
  



 

 

 

 

 

 

 

 

 



 

 

 

 

 

啟‧航 
想到達的遠方 

要勇敢地啟航 

揚起生命風帆 

帶著夢想飛翔 

登上幸福殿堂 

創造人生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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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會歌～ 
作曲：周應銘(2004 年食科系畢業生) 

作詞：陳 欣 (2004 年中文系畢業生) 
 

因為孩子渴望母親因為脆弱渴望溫情 

站在離家不知多遠的土地 

心中是不是也百般不願意 

* 所以孤單容易哭泣所以失敗容易嘆氣 

坐上滿載遙遠夢想的飛機 

勇氣會不會也消失了蹤影 

現在我站在這裏不能忘記過去 

忘記家鄉的記憶 

在一望無際茫茫人海只有自己路上 

人們的耳語我聽不仔細 

像是故鄉送來的精靈 

後來我聽說這裏有個  小小天地 

那裏的人來自世界各地 

不會在意你帶有甚麼奇怪口音 * 

# 在這裏總會給你暖意 # (重唱*##) 

像是故鄉送來的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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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屆僑生聯誼會幹部名單 

 
會長： 錢沛樺 

顧問： 黃立彬 

稽核： 黃美欣 

執秘： 周麗明 

副 

會 

長 

大馬：梁麗婷 

港澳：林俊豐 

印尼：洪曉玲 

緬甸：馬勝敏 

環球：狄哲宇 

財政： 葉順嘉 

攝影： 張素萍 

劉遠銳 

學藝： 殷敏琦 

蔡宗延 

總務： 辛詠豪 

陳雍仁 

陳俊廷 

鄒振宇 

康樂： 鄧澍莛 

王偉權 

何曉琼 

美宣： 黃虹虹 

吳家霈 

邱茵芸 

葉錦鵬 

資訊： 王節茹 

公關： 張佩雯 

王睿怡 

曾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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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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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感言 

 

顧問 立彬 

 
今年從會長退下來當顧問，看著

這一屆的幹部們努力地去把活動

辦好真的很欣慰。每個活動的執

行長都很用心的去把活動策劃好，

這份認真及用心，希望未來的學

弟妹們能夠繼續傳承下去，以把

中興僑生大家庭的溫暖傳遞下去

^~^在中興大學的四年裏，雖然花

了大部分的時間在僑聯的事物上，

但是我一點也不後悔，因爲我從

中學習到了許多待人處事的方法。

接下來兩年我還是會在中興繼續

求學，所以有要幫忙的都可以說

噢~~希望接下來的學弟妹們好好

加油吧~~！！fighting~~~~~！！！ 
 

 

 

稽核 美欣 

  

今年已是第二年當僑聯的幹部了。雖然今

年的我只是稽核，但是我還是很高興能參

與其中。僑聯所舉辦的每個活動，都是由

各幹部用心去籌備的；從準備之初，到活

動結束，大家忙東忙西，為的只是希望向

大家展現最好的成果。看到各幹部如此努

力，真的十分令人感動。 

  時光飛逝，時間又來了這一天，在此

祝願各位的未來能更順利、美好。 

 

 

 

 

幹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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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會會長 沛樺 

 

說真的，辦活動真的很累！我在大二的時候就開

始在大馬同學會和僑生聯誼會之間兩邊跑，漸漸

的感覺到越來越累，真的很想放下之這個擔子，

加上我那副追求完美的性格，讓我在事後如果得

不到預期的結果會讓我很沮喪。儘管如此，我覺

得我獲得和學到的東西更多。因爲一起辦過活動，

大家都想把事情做好的心情是一樣的。辦一個活

動時可能會遇到挫折，也可能會發生失誤，但是

我們不會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只是希望大家可

以以此為警戒，以後不要再犯就好。辦活動的時

候，大家有說有笑，讓本來不同國家背景的僑生

可以讓彼此的感情再增進一步，讓彼此關係更好。

我希望以後看到的是一個更融洽的社團，一個我

們在中興的家。^^ 

 

  

 

 

 

 

財政 順嘉 

很開心能當上第 52 屆僑聯的幹部，當上

財政是意料外的事，但是也從中學到很多

東西。財政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每個活動和

會議都要參與，有時還真覺得蠻累的～哈 

哈！但是，參與不同的活動讓我看到每個

執行長不同的做事風格和領導方式，帶領

不同的幹部群進行著同樣的目標朝著相

同的目標前進──把活動辦好。而我始終是

默默地當一個不稱職 的財政。說起財政，

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收發票，不知道是我

效率不好還是怎樣，收發票都收的很慢…

還好最後都有把帳完成。總之，還是很開

心能夠學習在每個活 動中慢慢成長，累

計我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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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 麗婷 

不知不覺時間又要過完一學年了。

回想起當時大一被選上大馬同學會

的會長時，心裡真的有點膽怯，生怕

自己不能勝任。因為各同學會的會

長是當然之僑聯的副會長。雖然說

是同屬一個社團，但是一起兼顧真

的還蠻累的。社團，學業相互並重。

想到第一個學期的時候，什麼都要

學習。其實僑聯就像是一個大家庭，

有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個性，要

一起辦起事來就要相互遷就。但是

這一年來，我學到的東西真的太多

了，辦事的手法，做人的道理一併學

會。大一的時候，只是以一個參與者

來出席每一個活動，開心的度過了

美好的一天就回家去了，當時自己

還想說，自己只是一個旁觀者，做任

何事都與我無關，有一顆參加的心

就好。直到大二接下來這些工作，其實籌備一個活動一點也不簡單，也讓我了解了一個

人的力量根本不能完成所有的事。回想起當時只是單純的參加活動，到現在的籌備活動，

希望的就是每個人都能來出席。要得到的，不是大家的讚賞，而是看到所有人在活動結

束時臉上表現的笑容的那種成就感。也許很多人都說自己怎麼那麼笨，會接下這些讓自

己壓力變大的任務。到現在回想起自己過去辦過的活動，雖然不完美，但還是開心的，

儘自己所能就好。每個人都沒有十全十美的全部，但是結合所有人就一定會十全十美。 

 

副會長 俊豐 

慢慢地、慢慢地，日子己經過了一大半。我由

一開始什麼都不會，到現在真的感覺到壓力，

真的有點來不及反應過來。雖然之前的在僑

聯會的活動沒有辦得很好，但我相信這一切

一切都只是一個讓我成長的過程，這大半年

讓我明白到，一個活動並不是簡單一句：我想

做活動，就會成功，而是需要一大群幕後人員

的努力，從寫計劃書到成果報告。一切一切都

是非常辛苦，雖然我知道下半年我會比較忙，

但我深信這是我需要學習，因為會員選上我

成為會長，證明他們對我的肯定，證明他們對

我能力的認同，希望在接下來這半年可以做

得更好，比自己預期更好。盡我最大的能力，

做出最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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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 曉玲 

Hi ，我是曉玲，我今年當國立中興大學僑聯的

副會長(印尼同學會會長)。沒想到一年的時間過

得很快 。 每個活動過了很開心 ， 真的都有

意義啦。 當我在每個活動的時候， 我都會跟

我們僑聯幹部或是我們印尼的會員， 都可以一

起合作、 一起累、 一起笑、 也是一起緊張、 

哈哈哈。。。   

   僑聯是很好很好的社團; 中文不好? 不會有

創意的想法? 或是不知道怎麼當幹部? 沒關係， 

我們僑聯都是可以慢慢教你講中文， 叫你想辦

法做你們的東西， 開開心心的合作是我們幹部

的要點。  我愛僑聯 !!! 學弟妹，我們一起加油

吧!! 

 

 

副會長 勝敏 

我是勝敏,是緬甸同學會的會長,今年也已經是要

畢業的學姊了,在僑聯當幹部已經邁入第三年囉 .

在念大學的這四年裡有僑聯會的大家跟著一起成

長,真的很開心.因為大四生要忙著系上的畢業專

題,忙著推甄都沒有幫上這一整年活動的忙.真的

很愧疚,但是看著僑聯的學弟妹們把每個活動都辦

得很好感到很驕傲,希望接下來大家也能跟著僑聯

會一起成長,讓僑聯會變得更加茁壯.謝謝僑聯會

在這四年給了我最美好的回憶!! 

 

 

 

 

副會長 哲宇 

This year had been and exciting and interesting year, we 

had so many different activities that gave us the 

opportunity of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ile 

having a good time doing whatever we were doing, as a 

member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lub committee I just can 

say that everybody worked so hard and committed to 

his/her work to achieve successful activities, we are happy 

and willing to do it next year again, with all our effort and 

com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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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祕 麗明 

一眨眼又來到接近學期末的時候了 , 回想

在僑生聯誼會中 , 從新手幹部到現在已是

老學姐 , 已經有 2 年的時間了 。我覺得

從中真的能學到很多東西 , 因為我們在每

一個活動中所擔任的角色都可能會不一

樣 , 要用到的技巧也不一樣 , 例如做美

宣就要學會怎樣運用繪圖軟件去弄海報 , 

邀請卡等 , 當執行長的時候要學會好好的

把工作分配給其他幹部 , 還有監督與協助

的工作。最重要的是 , 當幹部給了我一個

機會讓自己變得更獨立 ,更有責任心。因

為這是一個團隊 ,不單單是你一個人的事

情 , 要學會與其他人溝通 , 並好好的完

成別人交付給我們的工作。 

 

我們都來自不同的國家 , 在台灣這個地方

相遇到相識 , 這是一種緣份 , 它給我們

找到了能夠互相支持 , 互相勉勵的朋友 , 

在這離鄉背井的四年中 , 仍能感到一絲絲的溫暖 。以後就別說會感到孤單了 , 因為

在這裡總有人會給你力量  , 這就是僑聯會的魔力。 

 

公關 佩雯 

很高興能夠擔任這一屆的公關，雖然

只是小小的職務，但是還是學到很多

東西。尤其是這一次當了接待師長的

執行長~ 很感謝幹部團的支持，顧問

的意見，雖然從中遇到了很多挑戰，

但關關難過關關過，很感謝有一群很

棒的幹部團，讓這個活動很順利地結

束了。僑聯會是個大家庭， 這裡認識

了很多各國的朋友，很感謝大家給我

學習的機會，讓我從各位的身上都學

到不同的知識。沒有完美的個人，只

有完美的團隊~！希望下屆的僑聯幹部

能夠傳 承這種為團付出的精神！感謝

主任的栽培，會長的體諒，在此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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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 睿怡 

其實當僑聯公關基本上就是要負責

與外界的溝通，可是因為這一年來

沒有任何學會或組織有要和我們合

作的事，所以基本上蠻輕鬆的。可

是除了當僑聯幹部當然還要 接下

一項活動，此外也要幫忙其他幹部

辦活動。這方面的話就會比較忙～

我接的活動是接待師長，基本上比

較需要時間做的是邀請卡，還有跟

僑輔室確認師長與學生 的名單配

對。此外還要將邀請卡交給學生以

便他們親自邀請師長。建議下一屆

要接這個活動的幹部提早策劃，這

樣時間方面才不會太趕。其他活動

的話也希望各幹部 互相幫忙～畢

竟辦一個活動不簡單，不是幾個人

就能辦好的…… 

雖然這一年來當幹部偶爾會有很累

的時候，也曾有想要丟下活動不理

的想法，但是無可否認，當活動辦得好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此外，也從當中知道責任感

並不是那麼簡單說背起就背起的～要怎麼在課業中抽出時間將業務指定時間內好好的

完成真的不容易。希望下 一屆的幹部能將時間管理好，那你們一定可以的！加油！: D 

 

公關 淑媛 

不知不覺一年已經過去了，本來想當僑

聯的幹部是想跟大家更熟一點，但似乎

也沒有很熟。可能是我太不主動了，而

且我當執行長的是最後的送舊聚餐，其

他的活動可能因為跟大家不太熟也很

少人找我幫忙，但是我還是做的很開

心，也學到了很多。我更了解了來自各

地方的同學們的處事風格，大馬的認真

熱情，印尼的團結歡樂，港澳的輕鬆愉

快等等。還學會了如何有效的開會，籌

備活動，跟不同的人合作等等！能加入

僑聯幹部真好！希望接下來的送舊聚餐

我可以跟大家更熟一點，一起把這最後

的活動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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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宣 家霈 

 

當初聽到要寫幹部感言時我心裡

有抖了一下，天呀，對於我這個不

太會把自己的感受寫出來的人真

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結果一直拖

到最後一刻，才打開文字檔，開始

慢慢回想這一年在僑聯會的點點

滴滴.….. 

「在家千日好」，這句話我相

信每一位僑生都能體會到。離開熟

悉的環境，走出一直包圍自己的防

護罩，人突然變得脆弱。何況要面

對繁重的課業或者新文化的衝擊，

有時候真的讓我覺得很疲憊。但幸

好在興大裡面，有僑聯會這個小角

落，讓我重拾自在的步調，找到溫

暖的所在地。說真的，一開始接了當僑聯會的幹部，也會有點小擔心會做不來。其實，

每個人都是一樣，不是一開始什麼都會。可是只要你願意學，大家都會很樂意地幫助你。

還記得聖誕晚會時要當祕書，真的覺得蠻有挑戰性。除了開會前要列印議程，還要開會

時知道如何快速且清楚地寫重點、會後盡快把會議紀錄打出來等等…...但當對這一切都

漸漸地熟練以後，得到的那份成就感跟滿足感是別人很難體會的。 

謝謝你們給我機會，當這邊的幹部。這份心得即使不能清楚表達出我想細訴的，但

希望大家都可以懂得。謝謝你們，給予我內心的感動。 

  

 

美宣 茵芸 

 

在辦活動的這段時間裡，真的吸取了許

許多多的經驗，同時也透過舉辦活動的

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無論是在獨立，

管理等各方面的自我能力都有明顯的

進步。很開心能夠當幹部，同時也感謝

在舉辦活動的時候，其它幹部的幫忙與

努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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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宣 虹虹 

  

不知不覺的又過了一年...好快喔...我要大三了!!!雖

然今年我自己也比較忙碌,很少在僑聯出現,還滿不

好意思的.但是也盡量出席活動...今年來了很多新

生也還和他們合作過,感覺上,我是學姐了...我也學

到我沒學過的東西.我從前是美宣但今年還做了總

務和公關...真的不知道該做甚麼...幸好大家都很包

融我,進入僑聯這大家庭一點都不覺得累,希望僑聯

以後可以越來越好,也希望日後大家常常出席僑聯

的活動。 

 

 

 

 

 

 

 

 

美宣 錦鵬 

 

我叫葉錦鵬，很榮幸地我能夠被選為僑

生聯誼會的幹部，來到中興大學，我得

到了很多來自僑生聯誼會的幫助。剛來

到中興大學時，我得到許多學長姐的幫

助，讓一個第一次到中興大學的新生不

至於處在一個慌亂的狀態下。所以我很

希望我以後也能像這一些學長姐一樣，

給以後來的學弟妹給予更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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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 俊廷 

 During my second year of 

university, I volunteered as a staff 

member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Activity planning group.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I learned a lot about 

responsibility and how to be a group 

leader. We prepared and managed 

countless events for our juniors, 

freshmen of first year, in hopes that 

they will carry on the tradition and also 

volunteer to prepare and manage 

events for future freshmen. A few 

examples would include: Sports events, KTV events, dinner nights, and many more. 

 I believe such valuable experience will be very helpful in my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also allow me to be a better adult. We also portrayed a very positive role 

model for the first year students, in hopes that they will follow our footsteps and volunteer 

to participate in making and managing events for future freshmen.I believe any future 

overseas chinese freshmen to seriously consider participating and volunteering to join the 

group because it will not only provide you with valuable experience, but it will also create 

lasting memories and friendships. 

 

總務 詠豪 

HEY 各位! 

好久沒有像今天這樣這麼 TOUCH! 

被稱老人的感覺其實很奇怪 

老了臉皮就變很薄這樣!! 

不過看到你們這麼熱情投入在這個社團 

其實...是蠻開心的! 

也看了很多以前的情況上演! 

但是我沒有阻止,只是靜靜的看著~ 

因為,這些事情是你們要去磨練去熟悉的!(給你們魚吃

不如給你們釣竿教你們釣魚!) 

不管最後你們認為這活動是否成功?! 

但是,你還是要問問自己!你為了這社團付出了多少? 

你是否真的有投入在這個大家庭裡? 

其實,大家會加入僑聯社,不外乎就是對服務僑生有一

片熱情!既然如此,為何不讓它繼續延燒下去呢!好好加油吧!52nd 的各位幹部們!!  

還有 53rd 的未來僑聯會幹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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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 雍仁 

當了差不多一年的總

務，總感言是還不錯。雖然

說總務是蠻多事情要做，

但只要能幫到大家的當然

是開心啊。 

只不過有時候大家也

要看看總務的心酸。社辦

的一切都是總務在處理，

就算是有垃圾在裡面也是

總務去處理，所以希望大

家開會的下次再社辦開會

時，可以吃東西，可是也要記得帶走你們的垃圾哦～今年的總務多了項工作就是要處理

社辦開會時間的問題，因為有時候大家的開會時間會撞在一起，所以這個新的系統是不

錯，不過還是要請大家記得知道日期是就跟總務說吧，不然就借不到社辦咯。 

 

 

 

總務 振宇 

 

首先，我很榮幸被選為這學期的僑生聯誼會幹

部之一。我是大一的鄒振宇，應數系。 

自從我來到中興大學后後，僑聯會就有給予我

不同方面的照顧。我非常感謝，不然一個人在

外地生活，真的會很無助。 

僑聯常常會辦活動，讓我們來自不同地區的僑

生可以有個機會接觸，讓我可以認識更多的朋

友。 

當我受邀擔任僑聯這學期的幹部時，我馬上答

應了。當入幹部後，才發現原來僑聯為僑生們

做的事很多。 

我很開心能成為幹部，為僑聯出一份力，為其

他僑生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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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 澍莛 

當了兩年的僑聯幹部，在這兩年學習了

很多，雖然有時會覺得很累，課業、打工，

然後還要抽出時間來忙活動的事、開會

等，但是當活動當天看到能圓滿落幕，大

家都很盡興，想法就會改變了，累是值得

的！！！ 

只有真正的參與才知道這是個很好的經

驗，不管回憶是好是壞，大學生活只有短

短幾年，就是要盡力去做想做的事，畢業

後也許就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機會了！！！ 

 

 

 

 

 

 

 

康樂 王權  

第一年加入第 52 屆中興大學僑

生聯誼會幹部的康樂，剛開始是

充滿好奇也很期待，畢竟我認為

能加入僑生聯誼會的幹部一定

是被僑聯會長看上，覺得有能力

的人才能當上他的幹部，所以我

知道加入僑生聯誼會的幹部一

定不是好玩的。不過我認為這一

定是一個很好學習成長的地方。 

 加入了僑生聯誼會的幹部

後，才發現原來每個人都要接下

一個活動，其實我覺得學習成長

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每個活動都

是由幹部來接，就會讓我不知當

上會長的重要性，才讓我覺得原

來會長只是一個監督的“用具”而已。更重要的是接完了活動還要自己去找幹部，而不

是原來是僑生聯誼會的幹部就是每個活動的幹部。這樣一來，我們這一團僑聯幹部之間

就少了很多一起做事的感情，導致我們這一屆僑聯幹部感情沒有很深。二來，雖然我是

僑聯幹部中的非常重要的康樂，但我卻不知道應該要怎麼為這個社團付出什麼關於康樂

的事。所以每一年都不會有人知道僑聯的幹部到底有誰，這樣當上幹部心都會有一些酸。 

 很開心的終於跟所有的僑聯幹部走到了今天。在做每件事的事情上，可能我自己沒

有做得很好，能幫的我還是會盡全力去幫忙，也從中學習到很多事情。就這樣當了一年

的幹部。希望來年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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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  曉琼 

 

僑聯會，真的讓我從中得到很多。 

剛踏進中興的時候，身邊的一切都很陌生，

朋友也只有數個，離家到異地唸書更倍添寂

寞。但透過僑聯會的活動我與其他僑生慢慢

熟絡起來，讓我認識到不同背景、不同系級

的人，擴闊了我的社交圈子。僑聯會的活動

亦極具意義，國建之旅讓我更認識台灣；菁

英成長營使我學會建立自信；湯圓大會和聯

歡祭祀使我感到有「家」的感覺，每個活動

真讓我在各方面均得到很多。 

下學期開始，我加入了僑聯會當實習幹部，

每一次的活動和開會，都讓我明白團體精神

的重要性以及學到數之不盡的知識和技巧，

這一切一切都讓我畢生受用，我真的很感激

僑聯會，真的讓我得到很多、很多。 

 

 

 

 

攝影 素萍 

第 52 屆僑聯聖誕狂歡夜跟往年的聖誕晚會很不一

樣，這一屆的聖誕晚會從策劃、籌備、傳情到晚會，

我們都做了很多的改變。很感謝這一屆幫助我的各

個幹部們，因為本人的要求比較多，所以各幹部的工

作量也較以往來得重一點，這次活動可以如此的順

利，也因為有大家的幫助以及各位僑聯同學的參與，

讓我們的晚會更為精彩。這一屆僑聯聖誕，在晚會前

我們增加了一項拐杖糖果的傳情活動，讓各位僑聯

的朋友們藉由聖誕節這溫馨的日子，向朋友表達各

自的情誼。晚會當天，也因我們增設了選出當晚的王

子與公主的這一項節目，因此出席的人個個都是盛

裝打扮了一番。我很高興這一屆的聖誕晚會可以辦

得如此成功，希望接下來的學弟妹們繼續加油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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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遠銳     

以前只是會員的時候，從來都不曉得幹

部們的辛酸，往往都只會看到缺失的地

方，那裡準備不足、那裡做得不夠等等，

從來都不會為他們著想，而現在自己也

當了半年多的幹部了，也逐漸的了解到

一個活動的成功並不是那麼易容，除了

幹部們的努力外，也需要會員的互動，

這才能使活動更完美。 

    在擔任幹部的一這段時間內，我學

到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從如何規劃活動，

準備各項活動所需要的器材，經歷一次

又一次的討論，直到活動的開跑，甚至

在活動開始後所發生的突發事情應如

何應付等，這些都是擔任幹部後所能夠

體驗到的。 

 

 

資訊 節茹 

感謝僑聯這個由不同國籍的僑生組成的

大家庭~大家分享著彼此的文化~接納著

彼此的不同~當我們從不同的國家來到中

興~就註定了我們與眾不同的默契~四年

的大學生涯相對於漫長的人生來說很短~

但勢必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記憶~這

許多年來~僑聯有許多學長姐留下的美好

足跡~許多的活動也在幹部們的努力下帶

給了大家歡樂的笑顏~一年又一年的傳承

為的是讓身為僑生的我們學著適應在異

鄉的生活~也同時安慰著我們想家的心~

這樣一個大家庭就值得被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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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 敏琦 

哎呀，眨眨眼我就是

大二的學姐，還會幫

學弟妹辦了一年的活

動，時間實在過得好

快啊，現在回想起來，

真的甘苦盡在心頭。 

  沒有一個人天生

就會辦活動的，都要

靠著不斷的學習，增

加自己的經驗、擴闊

自己的眼界，才能把

事情完成。想起第一

次當美宣，就是聖誕

晚會！實在是一個熱

血又令人激動的過

程！剛升上大二，不

懂怎樣把學業和活動的時間安排好，常常一個不經意，就與繁星共同進退了，小鳥的叫

聲彷彿是睡覺的提醒，難怪那陣子皮膚好差，哈哈～但是我不後悔，我學會了之後的活

動是應該如何安排；我明白了辦事情並不簡單，尤其當你用心去做，就會有一種使命感，

讓自己做更完美；我感受到身邊的人對自己的關心及支持，只要其他幹部有空、或身邊

的朋友能擠出一點點的時間都會互相幫忙，他們永遠是我最強的外掛，原來啊，我一直

都是幸運兒。感謝主。 

  不過在活動中令我最深刻、最有感觸的，並不是接任何活動的幹部，更不是自己當

執行長，而是在每次活動中、收拾、參與率最高的一個人，那就是我們的廖爸爸。我從

來沒看過他缺席任何一個僑生活動，無論他多忙，都會到場支持；跨年後的第一個活動

就是愛校大掃除，那天大家都好累，但廖主任也是親力親為在幫忙，就像是聖誕晚會後

和幹部一起收拾到晚上十二點的背影一樣……所以，我這個年輕人也要好好學習這種責

任感！ 

  接下來就是屬於自己的活動了 - 僑刊，雖然現在仍在進行當中，很多事情都還沒

做好，希望可順利！我不祈求沒有阻礙，只冀望自己即使遇著困難也可昂首繼續，完成

自己的工作！ 

  人生能參與一下幹部的工作，還在一個溫馨的角落中存立，真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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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 宗延  

 

加入僑聯幹部第三年，最大的收

獲就是認識到不同國家的朋友，

不同背景的想法在這大家庭混

合出新奇的火花。感謝僑聯讓我

們有機會待在一起。在這次准備

僑刊的時期裏，碰到了很多不懂

的領域，幸好有願意提供建議的

兩位顧問，凱琪和冠銘。此外也

感謝僑輔室為我們安排與校長

的訪談以及評審老師的邀請，才

能順利完成僑刊。最重要的是我

有一個超強的搭檔，殷敏琦，有

她在給了我很大的勇氣，有效的

時間規劃實在讓人佩服。也感謝

接受采訪的廖爸爸和馮潔雯學

姐，為僑刊增添了許多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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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廖主任、

馮潔雯學姐之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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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Ｑ：校長平常有甚麼方法消除壓力？ 

平常我不太會把壓力加在自己身上，當我規劃好一件事情，會按照我的步伐

去進行。有時候一天的行程滿滿，我會找空檔閉目休息，讓自己沉澱、放

鬆，待精神回來了，做事才能得心應手；只要適時做跟工作不直接相關的事

都可使我感到放鬆，譬如跟你們做訪談、聊聊天也是放鬆的一種喔（笑）。

假日我喜歡去運動，從小就參加躲避球、棒球等球類活動。（校長以前是運

動健將嗎？）不至於啦，除了高爾夫球、保齡球之外，不論籃球、壘球、桌

球、足球，大概都玩過。倒是四十歲時到華盛頓 DC 在美國國科會工作時，

才學會游泳，而且是當時念高中的女兒教的。現在事務有點忙就少了很多時

間做運動了，僅能抽空偶而到體育館與老師們打桌球、網球、羽球等～ 

Ｑ：當校長在遇到困難會如何解決？在待人處事方面您認為最重要

的一點是甚麼？ 

 
我會先和別人溝通，求得一個共識；有時候問題不一定出在自己身上，就要
懂得保持冷靜，用理智去解決，總比追究對方的對錯要好。 
 
人與人相處要懂得在別人的角度去思考，先傾聽他們意見，試圖理解他們的
立場，多數都能化解歧異。如果是合理可行的建議我都會欣然接受。表達自
己想法也很重要，每個人在工作組織裏都有特別角色定位，要把自己的理念
與別人溝通，假若有新的想法，也要以別人能接受的態度與人接洽。你的態
度能決定你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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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請問主任對 51 屆最有深刻印象的活動是哪一個？ 

我一直都有在觀察每屆辦的活動，辦活動不是只看辦得有多

好，而是要和以往比較，坦白講我是覺得有點退步了。現在讓

人有種感覺就是說，大家好像是為了辦活動而辦，並不是對活

動有興趣而積極地去籌辦。今年活動中，我對聖誕晚會的印象

最深，至少有用心有新點子出現了，辦活動就是要用心去思

考。另外每次活動結束後檢討項目都大同小異。企劃書不要抄

一抄，可以嘗試創新，結果是好是壞，要去做做看才知道。 

辦活動的目的在於.讓離鄉背井的僑生同學有機會聚在一起和.讓

僑生同學學習如何辦活動 。參與的同學都那麼少 ， 那就失去

辦此活動的意義了。如果附近其他學校有類似性質的活動，例

如僑生週，鼓勵可以去參觀，學習別人的優點。我覺得聖誕晚

會之所以讓我很深刻，是因為可以感受到幹部的用心。像是管

線燈，至少買了以後很多活動都能用，可以裝飾舞台增加氣

氛。若活動真正需要買一些單價較高的設備，買得起用得上，

就用吧！活動除了用心以外，熱誠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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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請問主任退休後有什麼打算？ 

我們系上的老師退休後會在系上兼任課程，義務幫忙。規劃都是按照政府、

學校的規定，該退休我就退休，大家兼課我也會兼課。我最大的興趣是種

花，因此剩下還是會繼續收集及種蘭花。其實也有個想法，那就是種植牛樟

芝（很珍貴，養身，很稀有，有商機），是一種只在特定木材裡才會生長的

菌類，但木材都在山上很難找，雖然目前可以用人工技術去養殖，但還是很

需要特定技術來栽培。退休後想去的地方是馬來西亞，但不希望同學特別招

待請客，只要帶我去好玩的景點就好了。我的興趣也蠻多的，聽音樂範圍很

廣，抒情、西洋老歌，日本的演歌（很高深的藝術）我都喜歡。每一首歌都

有它的意義，可以看出時代背景，而不是單純的好聽不好聽。集郵早期買比

較多，那時候大陸經濟還沒起飛，當時很多人到大陸買，若以人口做比例，

相對地運的量比較少，我比較喜歡跟文化、古物或小說有典故的郵票，看準

後就一直買，但不會賣，當作財產，現在經過了 20 年左右，有的漲了好幾

倍。雖然不會變現金，但就是會"暗爽"，"暗爽"使心情愉悅，身體就會健

康！ 

 
 

Q: 請問主任有孫子了嗎？以前是

住哪裡呢？ 

最大的孫子國小三年級，還有一個在

上幼稚園。有時晚上要趕回去看孫

子，師母晚上也要上課，兒子上班也

比較晚回家。原則上家裡不能超過 30

分鐘沒有大人陪伴，家人間提早講就

可以安排時間。偶爾會請妹妹幫忙看

家。老家在雲林縣西螺鎮，小時候家

裡是種田的，大學考上中興就搬到台

中了，後來妹妹也嫁到台中來了。老

家現在沒人住，但田地有委託人打

理。房子是四合院，蠻大蠻漂亮的。 

主任的話：我相信行行出狀元，同學

做什麼都好，只要不要學壞。 

 

 

訪記：訪問了主任後，對主任

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不再是活

動開場時的致詞，而是非常生

活化的認知。主任和我們分享

經驗的同時，也讓我們有了不

少的啟發：做事有心一定能

成，有心就能把事情做好！各

位，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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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得知學姐以前是僑聯的會長，現在還有出席活動嗎？ 
 
偶爾啦，不過要看時間可否允許，有時間都會去。好像保齡球要組隊的夠
人就去，要熱血的活動由年輕的你們去啦～聚餐因為有很多朋友都會去，
可以大家一齊聚一下，而且偶爾也要參加一下活動認識一下不同的學弟妹
嘛～ 
 
Q: 在參與活動中，覺得同學會、僑聯有什麼變化呢？ 
 
其實覺得比較沒這麼積極，但有盡力就好。畢竟時代不同，大家家庭背景
也不一樣，參加的積極度一定有所不同，但有心的人依然有心，但要大家
配合。現在能配合到能力好的人不多，有時是力不從心，不是不想去做。
活動不常出席是因為不想干涉太多，給學弟妹多點空間。以及，我們是不
同國家的人組合在一起，別的社團有共同目的和背景，所以能合作已是不
錯，不能強求。加上現在大家的家境都有所改善，成長背景也變好，因此
時代也會有影響，變得不夠刻苦及太為自己著想。 

 

Q: 對於現在的學弟妹認識多嗎？你對他們在選擇或規劃前程有
什麼建議呢？ 
不多，比以前少，因為沒辦法出席太多活動，以前都可以叫出名字來，現
在不行了，大四還認識一些。 
看每人的興趣，不一定每個人都適合繼續升學，商科文科可能做一下市場
的評估，資料的搜索就可以了，但理工科必須要習慣在實驗室不斷做研
究，必須對所學的有興趣、熱情，加上要不斷看 paper 和資料，延伸出不
同的問題去研究、解答，不一定是很實戰的東西，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讀書的，真的很看個人興趣。 
 
Q: 學姐在平時喜歡什麼消遣的活動啊？ 
 
出去玩吧～我喜歡出去到處走，但現在沒有太多熟的朋友在台灣，所以現
在都玩玩 CANDY CRUSH，看看連續劇、電影。 
（有想過當背包客嗎）我回家都背包客啊～因為以前會去爬山，都習慣
了，那時候在香港都去爬山、露營。在台灣沒什麼伴，以前試過騎車去墾
丁，雖然只有幾個人。現在的人都不愛去冒險了，喜歡坐車，所以才說沒
有環島是個遺憾。不過那時除了有冒險的心，還因為想省錢啦。記得以前
跨年打掃完因為之後有連假就衝去合歡山，而且是露營，保暖的東西帶不
夠，晚上都在抖都沒怎麼睡，隔天天亮再出發，真的好累喔，但很開心很
high。 
韓劇日劇不考慮，都看美劇。譬如有 CSI、BONES、criminal minds，都偏向
檢驗調查破案的。以前我就一直想念分析檢定的東西，然後在回去做這類
工作，但現在綜合很多方面後，這個念頭就慢慢消失了（笑）。日韓大部分
都是愛情不怎麼愛看，特別的劇情要挑，太累了。不過也會去看一些好笑
放鬆的戲劇（兩個爸爸）。 
電影會看恐怖、驚慄，但不喜歡太故意嚇人，會去看有內容，用氛圍去感
染我。（好恐怖啊！）可是這種才好看啦～喜劇和科幻的也會看。不過其實
很多類型都會看，有好評就去看，但看時間允許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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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忍 》 

作者： 中文二 張佩雯  

 

寒風刺骨   無情地刮起現實的棚蓋 

冷雨錐心   無語地淋濕虛幻的外表 

我對著銅鏡     

黑瞳里 那美麗的輪廓  雪白的肌膚   憐楚的眼神  甚是迷人 

但嘴角微揚   不削的冷哼   顯露了這幅面具的瑕疵 

這華美的衣    艷麗的裳 

裹住的不是赤裸裸的體膚       而是一顆傷痕累累的心 

我畏懼外在的殘忍    再次摧磨易碎的它 

鞭裂至無力跳動    渲染至無一純白  

然而     那痊愈的疤  是一種顯眼的提醒 

 

戴上皮面具  體內流竄著零度以下的血液  

我只能用一層又一層的白布   壓抑著內心的純真 

是這個現實的社會     弒殺了我對人世的信任 

是這個殘酷的社會     剝奪了我對人間的留戀 

為求完我    將自私的劍插進金碧的鞘 

為拒傷害    將狠毒的箭架在備緒的弓 

以人言   一劍又一箭    穿刺於他人心身之間 

我仍然是     無痛無癢無悲無懼無情可言 

因為現實     無色無味無邊無際無情可求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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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  

作者：森林二 葉雪名 

 

夜霧在我手上成了一杯水， 

小小的杯口容不下月隕的閃爍， 

剩下點點泛黃的沉光。 

 

我也許記得你往日的模樣， 

豔麗薔薇在酒液捲起旋渦， 

傲慢在那純潔臉上勾起邪笑。 

 

夜長 ， 

在那惡之華的永恆盛開。 

於這圓舞曲的終結瞬間， 

夢短。 

 

我輕輕倒掉往日的你， 

紫光順延著水花消逝。 

如水， 

如水般平靜。 

讓那牽牛花在波光上蔓延， 

如那花語一樣。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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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人，眼淚》   

作者：中文二 戴惠芳  

  

瘋狂的噴上 peace of love的香水，   

聽著嘈雜到讓耳朵發痛的音樂， 

開啟千盞照亮地球的燈， 

Melissa女神發現的蜜糖都給我，  

彷彿可以驅走那隻掉到井里的野獸。 

  

在無味的空氣中， 

我像隻被琥珀凝固的昆蟲。 

在線性的聲音里， 

我仿佛聽到倉皇的腳步聲。 

在光如烈焰下， 

我卻看到蝙蝠的顏色。  

在蜜糖中， 

卻品嘗不到太陽的甜度。 

  

雖然在這棵大樹中， 

但我還不懂她何時落葉。 

雖然穿梭在人群中， 

可是我依然像一隻有角的山羊在綿羊群中。 

雖然懂得唱她們的曲調， 

但是我們依然像螳螂面對蟋蟀的回響。 

  

萬箭穿空，煙火是密碼， 

這座城是紅色還是白色， 

只有我走在獨木橋上。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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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謌》 

作者：中文一 吳文祥  

 

當第一道曙光射入窗戶裡頭 

倒影傾斜 

驚醒了熟睡的 

揉一揉睜之不開惺忪的眼 

以其懶散之腳步 

再走近桌台 窗戶 

眺望 窗外窗 

巍峨崢嶸 巒山綿密的 

那青翠的中央山脈 

不知是否 遙遙遠在彼方的 

在這蔚藍的晴空 光耀的晨曦 

正也在眺望 位在那背後的 

山後山 臺中盆地 

恰如花東縱谷般狹長蔓綿  

七星潭石沙數般的思念 

處在同樣的緯線 

卻分處不同的地理位置 

共擁同片天空 可是 

只能以明輪互相寄情 情何以堪 

初之相逢 今之相離 

令每望起那窗戶外頭 

高不可攀 延綿不見盡頭的 

就耿耿于心 寐之不睡 

痛之錐心 只怪分隔兩地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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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 

作者：動科二 殷敏琦 

 

人際很簡單。  

 

把自己外角磨平，  

變得外圓內方。  

 

擺脫大素顏，  

換上大濃妝。  

 

脫上真人皮，  

換上假皮囊。  

 

交談無真情，  

見面多噓寒。  

 

甜言向外現，  

苦味自個嘗。  

 

泛泛無惡言，  

知己心相向。  

別人摸不清，   

唯獨近人心中想。  

 

好一個人際。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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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 

作者：電機三 張金霞 

 

一幅點陣圖像 

點點無差地落在 

思憶之上 

相近而清晰 

相遠而朦朧 

 

故我以後 

相隔萬水千山  

你的身影 

恰若莫奈的<<日出．印象>>—— 

本屬思維的殘像 

惊鴻一瞥  

掠起靜默湖面 

粼粼波光 

於記憶表層發亮…… 

 

易老的容顏 

插翼而去 

應留一幅圖像 

美麗而朦朧 

卻不小心遺下 

青春的驕傲與悲涼 

在思憶之上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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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手》  

作者：森林二 葉雪名 

 

  我與前妻坐在這教堂長椅的兩端，就那麼幾個觀禮的人，抱著鮮花在那走道

兩旁微笑著。一時之間的寧靜，讓我想起那天，兒子跌跌撞撞的跑到我面前，幸

福的喜悅在他的臉上寫著興奮，身上染著一陣玫瑰氣味。「爸！爸…爸！」一時

之間他連叫了我幾聲爸。我看著門外的身影，那笑靨如手上的花束一樣燦爛。「執

子之手，與子皆老，以後好好對人家，知道嘛？」我拍著他的背說道，兒子抱著

我激動的很，而那炙熱的溫度似乎也傳到我手裡…… 

  

 清脆的鐘聲響起，兩個純白的身影從那地毯一端進來，悠悠的步伐如時光倒流

一樣回到以前的一刻。神父的問題變了一個模樣，但那回答也一樣標準。「我願

意！」三個字顯得特別振奮，「新郎們可以親吻對方。」遠看那承諾穿過兩人左

手的無名指上，幸福交替在雙唇之中。兒子啊！爸爸也曾經這麼愛著一個人…… 

 

  搶花球不是我這一輩該做的事。我默默走到教堂外的另一方，等待我的是熟

悉的你，熟悉的靈魂，熟悉的墓碑。「我的傑，你看到我們的兒子結婚了嗎？那

為別人戴戒指的手跟你一樣會震抖的呢！我們沒能一起進去的地方，他代替我們

進去了。」說著說著，臉上開始流著久違的液體。「老淚縱橫啊！真沒想到連兒

子也遺傳到你那唯一的缺點，是個喜歡男人的同性戀。」背後那尖酸的聲線讓我

笑了，我朝著她回答：「同性戀是你想的原因，我不愛你才是真的事實。」她不

以為然的轉身，步履一樣的高雅，只是那背影多了一層陰霾，而那黑暗的點綴，

是我親手送給她的惡夢。 

 

  我或許內疚，但明確地比不上失去傑的傷痛。年輕的我們膽怯懦弱，所謂的

教條從人倫入侵了人類的思想。一切的壓迫如摩西分開紅海一樣，卻反而把我們

困在被遺棄的埃及。在我向現實妥協後，你選擇了永恆的沉睡，睡在這石碑下的

土地，睡在我永遠沒人能到達的心裡。那年，淚很冷，淌到胸腔，卻熱到心裡。

那是我最後，唯一能為你保存的溫暖。 

 

  我知道，我的兒子在等我回去。我在那墓前放下了一小束米迦勒紫苑，你說

那花象徵著統率，就如我帶領著你那樣。「他絕對會過得比我們幸福的。」我嘆

息著。我回到教堂前，立刻聽到兒子熱烈的呼叫，我向他揮揮了手，然後仰望著

那刺眼的十字架。低聲的呢喃：「神的十字架就算烙印多深，也沒辦法使任何人

從阿佛洛狄忒的誘惑中得到免疫。」 

極短得獎 

     冠軍 

35



 

 

 

 

《假如生命是碗飯》 

作者：動科二 殷敏琦 

 

我們總是嘗不到飯的甘甜，在飯上面加這些加那些。最初，我們只懂得在飯上加

上榮耀油，使飯粒看上去閃閃的，讓旁人拋給羨慕的眼光；再加點配料，如拌菜、

葷菜，甚至山珍海味，那還能吃到飯的味道嗎？而且也不懂得知足，料呢，總是

越加越多，加點摧殘豬手、加點勢利眼、加點滑膩感，就覺得這碗飯吃起來色香

味俱全，那麼飯的味道到哪兒了？活了大半輩子了，不知道。 

 

不單如此，每次加菜不也理會飯碗所能受的壓力。飯碗有裂縫後，親情融合劑、

愛情接合劑、友情冷靜劑，瞬間都不管用了，都掉到一邊去。後來，加飯者也不

管了，飯碗有裂縫，由它去吧。只會不斷加菜，藉由其他配料麻痺自己的味蕾，

這樣，軀殼遲早有一天會垮的，沒有任何一樣能把它救回來。 

 

其實單單一碗飯也可以很好吃的，更何況加的配料也不只有那些啊？為甚麼要加

些那麼大眾化的東西，顯出自己的尊貴呢？有階級好嗎？ 

 

一碗飯，本身就帶有它那份獨有的甘甜，細嚥慢嚼，總能品味出，並不需要特殊

的技能，更不需要特殊的證明。難道只有專業美食家才可以吃得出嗎？要加的話， 

也可以加些人情味、友善感、義仁（薏仁）等等，還有很多很多，唯獨這些加下

去了，生命才不會變質。況且，一個碗用幾十年，黏合劑也很重要吧！親情、友

情、 愛情、憫情等等，都是軀殼基本組成物，沒有了它們，哪可體會到生命的

本質？ 

 

生于世上，總有一些味道、一些感覺是缺一不可的，當你品嘗一次或者不足令你

為之愛慕，但當你離它遠了，到了最後，它才是你最後追尋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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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賤人與矯情》 

作者：森林二 葉雪名  

 

  其實我不是賤人，我只不過矯情了些。 

  在這個不太人道的年代，四處都播著《甄嬛傳》。有時侯我也蠻佩服

女人的想像力和記憶力，別說哪個貴人哪個妃，她們連小宮女的名字都記

得清清楚楚，哪一天講了哪句經典名言都條理分明。到底《甄嬛傳》在講

什麼？我也沒真的完整看過。曾經在大陸的電視上看過二十四小時不停播

著。昨天的貴人今天成了妃，舊日的華妃變成一個碑。這女人的地位，還

真跌得比股票還快。 

  你說這後宮爭寵已經過時，為何一大班女人還在沉迷？拖地拖一半的

媽媽在看，上班上一半的女同事在看，甚至連單位主管也一起看。討論熱

烈，比開會還踴躍……「華妃好賤喔！」「那個女人心機超重。」「這個

皇上也太無能。」「溫太醫真的好帥!」然後主管一離開，大家就在背後

開始放人冷箭。「嘖！那個賤人對著主管就是矯情。」心理想著，職埸也

是後宮啊！用甄嬛傳的道理來應用也不是不實用的呢！主管容不容得下，

是主管的氣度，同事能不能讓別人容得下，是同事的本事…… 

  說起《甄嬛傳》的名句可多了，每句經典每句刻心。「想要升，就得

猜中老闆的心思；想要活，就得猜中同事的心思。」我說：「想要晚起，

就得猜中同事彈性上班到幾分鐘。」事實上我們當工讀生的沒什麼升不升

可言，只是看著同事日夜的在講別人壞話，實在也難以想像自己休假的日

子到底椅子上被放了多少根針。別說在宮裡，上班的日子那麼長，不爭，

比會爭能爭的人有福多了。你說甄嬛利害否？不爭不爭就變太后，說不定

我也有天也可能變校長呢？ 

散文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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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宮甄嬛傳》回到現實就變職埸真難賺了。這現象還真可怕，甄嬛

傳一出，連男性主管都得看完才能知道下屬在講哪種方言。台語？不是？

國語？是國語早就聽懂了。「甄嬛體」我想連方言學的老師都聽不懂。從

「皇上萬福金安」到「臣妾告退」說穿不了不就是開會散會麼。「今日天

氣陰暗沉沉，攪了胃口，真叫人鬧心。」那麼中午開會到底叫素食還是肉

食飯盒？難道你當個正常人就不能講人話麼？ 

  以上種種皆屬小事，你說甄嬛做了本世紀最偉大的事，就莫過於成為

了賤人的模範。何謂賤人？華妃曰：「賤人就是矯情！」這定義下得真好。

口是心非欲擒故縱，別說女人了，這世代連男人都是些賤人。不過，矯情

的人不一定是賤人，但賤人卻一定矯情。就好像台灣人一定用注音，但用

注音的不一定是台灣人。何以這樣說？這就得看每個人對矯情的定義了。

從我個人的看法，台灣７－１１的女店員最矯情了，每次進去只不過想買

個關東煮，一進去那句高了三個八度混合上腭共鳴的「歡迎光臨」比門鐘

聲來得更快更驚人。台灣的男生也許喜歡這調調，只不過發條也會有拉不

緊的情況，萬一講到最後卡痰也是蠻令人沮喪的。後來想想，從語言學的

角度，銀鈴般的笑聲，其實不論用在男人或女人身上都一樣驚駭……女店

員只不過矯情了些，但也不致於是個賤人。或者我們可用「賤貨」這個台

式名詞代替，或者可以可愛一些叫她：「你這個小賤貨！」 

  矯情不一定是賤人，但賤人就一定矯情。可見要成為一個賤人也是需

要多方面努力的，矯情就不用說了，請參見華妃娘娘語錄。那麼還需要在

哪方面著手才能踏上賤人之路呢？我們來看看甄嬛的例子。心機重是少不

得的條件，看她利用完某貴人又利用某常在，自己步步高陞之餘同時挫挫

華妃銳氣，華妃損失慘重，自然大罵賤人。有時侯，賊喊抓賊也是人之常

情。華妃當然也是個一絲不扣的賤人，那個白眼嘴臉加上那陰險語調，來

人啊！賞她一丈紅吧！ 

  人不風流枉賤人，股票也有升有跌，人生亦如是。若真要當個賤人，

也得像甄嬛一樣當個成功的賤人，莫看華妃前期風光，還不是一頭撞牆香

消玉殞。何以兩者差天共地？一語道破還是情商差距。《甄嬛傳》演活了

職埸百態，但人總不能活在電視劇之中。再冷，也不能用別人的血暖自己，

那麼在此勸大家吃個豬血糕暖暖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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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愛‧生活中的一切》 

作者：動科二 殷敏琦 

 

在這世上有種人我很愛，我想待他們如朋友，照顧他們的下半輩子；

我會尊敬、好好對待他們，而不是在膚衍；我希望能做到時刻也能為他們

將心比心，對他們永遠有最多的愛，投入更多的耐心，正如當年他們所給

我的；雖然最不能表達出來，因為他們是世上最愛我卻又最易被我忽略的，

這是我的父母。 

 

在這世上有種人我很愛，她們小小的、傲氣的、愛撒嬌的、愛向著我

暴露她們最真最傻最可愛最噁心最醜怪的一面；總是希望我疼、希望我讓。

不過在我心中，她們值得我這樣做，我亦打從心底願意做，即使是一輩子，

只要她們想，我必定會時刻努力做到，這是我的妹妹們。 

 

在這世上有種人我很愛，我們並不一定經常見，也並一定彼此了解對

方，更不一定有事與你分享。可是，他們會在你有困難時幫你一把，在你

有需要時噓寒問暖；會在你的大日子出現；會在你的相冊曝光；會在你周

邊附近；會在你不濟時用盡不傷害你自尊的方法幫你；會有空就叫你遊山

玩水；會每年碰幾次面卻能促膝詳談；這是我的親人。 

 

在這世上有種人我想很愛，他們最愛在我身邊環繞，不管是說笑、吐

苦還是吐嘈，就愛口不對心又時刻關心；即使是隔著時間與地域，有默契

的就永有默契，投緣的就永遠投緣，愛著你就是愛著你；花錢和你吃飯，

同時買了三四個蛋糕一起吃，一邊在喊著要減肥卻還是一直伴著你找尋美

食；會在我不留意的時候用幾個小時親手做好一份禮物給我；會在你忙她

忙的時候仍然願意為你溫習、為你默書，；即使睏得要命還是願意聽你嗶

囇吧啦的吐苦水、把自己的怒火燒紅他的耳朵，聽到我口水狂噴地表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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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仍不能介意，仍願意與我傾訴；即使看見我做著難以理解或者是糗到要

命的事也不會捨棄我而去；自己的感情事也會跟我分享，傾訴彼此內心深

處最率直的靈魂；即使知道我經常意氣用事，不喜歡也不會直接表露給我

看、讓我難堪，而是使我學會處理情緒的技能，這是我的知己、我的朋友。 

 

在這世上有個人我很愛，即使他消失在角落的盡頭，淹沒在人海的洶

湧，我總是能在人群中看見他的身影，聽見他的聲頻，感受他的存在；每

次包容我的任性、倔強、瘋狂、粗心，成為我的支柱，是我的陽光；在我

身體虛弱、心情低落時照顧著我，成為我可依賴的天使；肯陪我去買菜、

煮飯、做「大媽」才會做的到處比價；住在我心裏，是瘋狂的甜蜜，是平

淡的浪漫；為我遮風擋雨、為我不斷向前、積極規劃未來。我不是最好的，

但我會為他做到我的最好，這是我的另一半。 

 

在這世上有種人我很愛，他們總是辛辛苦苦地為我，願意獻牲，俯首

甘為孺子牛；即使我犯了愚昧的錯，仍不肯放棄我，為我這個反應慢的人

解釋、為我找尋資料、為我開發更創新易明的方法指導、為我在夜闌人靜

之際解答問題；原諒我的打瞌睡、原諒我的粗心大意、原諒我的沒用心，

時刻也在鼓勵我。我想為了他們而努力、為他們的期望而奔跑；我想不斷

地在水準線上提升，就因為會為著一顆熾熱的心而感動；亦因如此，他們

總是在我心頭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痕跡，這是我的老師。 

 

在這世上有種人我很愛，他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犯錯、一次又一次的

令我失望，但卻能知錯能改，為著自己、為著我而努力；每天也笑料百出，

即使面帶倦容、即使驕傲自大、或是得勢不饒人，幼稚頑劣，卻是純真可

愛；能關心別人、能在經驗中學習。我想為他們付出更多、令他們學到更

多；我會在他們辛苦時請他們吃東西，我會在他們傷心時給予支持，這是

我最可愛的補習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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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世上有種人我很愛，他們不是我父母，也不是我的家人；他們待

我很好，也時刻像家人般關心我；有事大家一起討論討論、有心得大家一

起分享分享；有經驗也會毫不吝嗇告訴你，令你可以有更多的知識。這是

在補習社的同事們，特別是那親愛的補習社姨姨和叔叔。 

 

在這世上有種人我想愛，他與我素未謀面，他與我並沒有交集；即使

雙方有時是建基在利益的關係，但卻肯一次又一次不厭其煩地為我解釋；

一次又一次把我這個路痴帶回正途，一次又一次為我包好商品，一次又一

次為我端上食物又獻上親切的笑容，一次又一次讓我過馬路，一次又一次

地．．．．我想同樣可以將心比心，為他們掛上免費且全天供應的笑容，

能相待如賓，這是我身邊的近人，我所遇見的人。 

 

  也許，這世界上最應該先好好愛的，是自己。但我只想抱著自己單純

的感覺、想法去生活，保持著一份真摯的赤子之心，而不是每天阿諛奉承

地去生存。以後或許有變，但起碼現在的我能愛著身邊一切、知足感恩，

已是主賜給我最大的禮物，是對我生命前進最大的動力。我相信複雜的世

界裏需要最單純的相信，憨憨的笑，總比淡淡的憂好。活著，就要珍惜當

下，才能擁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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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賊膽雄心》 

作者：電機二 毛偉恆 

 

山賊，在哪個朝代都不缺。 

他們搶劫，強姦，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在百姓眼中，他們是惡魔；在

朝廷眼中，他們是麻煩；在阿牛眼中，他們是父母。 

阿牛是個孤兒，自小在山賊窩中長大，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更不

知道何謂善惡，他只知道想吃飽飯，就要去殺人，搶奪。 

前幾天，他們又搶了一票，不僅搶了大把大把的金錢，還有足夠整個山

寨吃兩個月的糧食，是一次大收穫，而頭領更是擄了一個年芳二八，貌美如

花的女子回來。 

晚上，眾人都圍在一起喝酒，吃肉。山賊是一門高危職業，一個不留神，

腦袋就可能丟了，抓緊時間享樂，才是山賊本色，哪怕沒有明天，至少也享

樂過。 

阿牛人有點呆，在山賊搶劫時衝的最前，得到的分成卻最少。他身上佈

滿了一條條的傷疤，若不是他天生壯健，恐怕早就死了。雖然一直都這樣被

人欺負，但他從來沒有去反抗，正是這種行為像隻耕牛一般，才被叫做阿牛。 

「想當年，我十六歲去從軍，跟著岳將軍大破金狗，連戰連勝，直搗黃

龍，好不痛快！若不是秦檜這奸臣，唆使那個昏君用十二面金牌把岳將軍喚

回來，咱岳家軍也不會解散，我也不會淪落到做山賊……」 

阿牛很喜歡跟賈老頭聊天，雖說是聊天，但其實大多數是賈老頭在說，

阿牛在聽。賈老頭已經八十歲有餘，在幹山賊前曾經當過官兵，跟金人打過

仗，即使當初被斬了一條手臂，還咬著牙殺了好幾個金狗，好不威風。現在

老了，身體差了，已經幹不了那些打打殺殺的事，就整天跟那些年輕山賊吹

噓以前的事蹟，但他一個小兵，哪有這麼多故事可以吹噓，來來去去就是那

幾個故事，年輕山賊聽過幾次後沒了新意，便再也沒興趣聽。唯獨有點呆的

小說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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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牛，每次都聽得如痴如醉，別人都說：「真不愧是阿牛！」 

「男人，就當保家衛國！老子年輕時殺過金狗，為國捐過手臂！這生無

憾了！」 

這是賈老頭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這同時是阿牛最憧憬的一句話。 

但阿牛不是官兵，他只是山賊。他沒能力上戰場，他只可以殺同胞，只

為了吃飽飯。他每殺一個人，就更加迷惘，越迷惘就越去殺人。慢慢地，別

人不再嘲笑他，開始害怕他，敬畏他。那個時候，賈老頭已經去世，再沒有

人可以給他解困。 

在阿牛廿九歲時，頭領在一次搶劫中被敵人的臨死反撃殺死。頭領沒了，

但山賊還是要當，當時山賊中沒有人比阿牛衝得最前，也沒有人比他更多疤

痕，更沒有人殺人殺得比他多，眾望所歸，他成了頭領。 

光陰似箭，十年過去，阿牛已經快到四十。他再不是那個呆頭呆腦的毛

頭小子，他是個成熟穩重，心狠手辣的山賊。 

這一次，他盯上了一隊朝廷的運糧車，那隊運糧車規模之大，恐怕足夠

整個山寨二千多人吃個兩三年了，雖然規模不小，但官兵並不多，只有大概

五六百人，而且一個個懶洋洋的，根本就毫無精兵的樣子。 

阿牛是個膽大包天的人，就算對方是官兵，他也毫無畏懼之心，見對方

如此不濟，一聲令下，一千多名精壯山賊野獸般向對方衝去。 

對方根本沒有想過會有人來劫糧，一邊是養精蓄銳，一邊則倉卒迎撃。

果然，交手不到兩三回合，官兵便開始陷入困境，加上人數本來便佔上風，

兵敗如山倒，而山賊更是殺得興起，到最後，整隊官兵只殺剩三十餘人，但

山賊也死了兩三百人。 

「夠了，停手吧！找人把他們綁起來，把兄弟的屍體好好埋葬，其他的

燒掉。」阿牛大叫道。 

眾人見首領發話，便紛紛停手，而眾官兵見已再無勝利，也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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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山賊拖著糧車，浩浩蕩蕩的返回山寨。 

把官兵和糧食都押回山寨後，阿牛才發現糧食實有是多得驚人，不禁倍

感奇怪：「到底是因何會帶著如此多的糧食呢？難道是外邊發生甚麼事嗎？」 

想到這，阿牛再也坐不住，馬上跑去關押俘虜的地方，大聲道：「有誰可

以告訴老子，你們押著這麼多的糧食是打算去哪裡？」 

眾人都對這個滿臉殺氣的草寇首領心感不滿，自然不會有人回答。阿牛

見沒人理會，直接從旁拿起一把刀，手起刀落，嗄的一聲，離他最近的一人

人頭便瞬間落地，眾官兵頓時嚇得面無血色。 

又沉默了一會，阿牛見依然沒人回答，便提著刀向第二人走去，那人見

阿牛凶神惡煞的走近，忍不全雙腳一軟，跪了下來，大哭道：「大人饒命呀！

大人饒命呀！小人只知道這是要送去開封的軍糧，其他的小人也不知呀﹗」 

一名衣著與其他官兵明顯不同的中年官兵大喝：「閉嘴！雖然被俘，但我

們依然是大宋的官兵，是趙將軍手下的兵，怎可以作出向敵人求饒這種令大

宋，令將軍蒙羞的事！」 

「長官，我對不起你！但我，但我真的不想死呀！嗚……嗚……」 

「你……唉，罷了！反正我現在也是自身難保，想我張鈺貴為朝廷猛將，

不能夠戰死沙場，反倒是死在你這種無名小卒之下，想來我也只是個庸才罷

了，唉！」中年官兵嘆道。 

「打仗？你們這些朝廷的人除了會欺壓百姓居然還會打仗？這天下誰人

不知大宋幾乎被金狗侵占了，還只會一味的偏安江南，打仗？別笑死老子了！

哈哈哈！」 

「哼！不錯！朝廷的確是腐敗，但我們軍人是為了大宋子民而戰，我們

有為國犧牲的覺悟！即使戰死，也無憾！不像你，只會搶奪，只會殺人，搶

平民，殺平民，你們只是渣滓！沒有資格鄙視我們！」 

「可惜，你們現在只是俘虜，沒有為國捐驅的可能了。」阿牛說完，也

不理張鈺的反應便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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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牛對張鈺他們看似冷漠、不屑，實則自己也極不平靜。他腦海中彷彿

有著一把聲音在叫著他「男人，就當保家衛國！」但，他已想不起來。 

是夜，山賊們在慶祝今天又幹了一大票而狂歡，阿牛靜靜的坐在一旁喝

酒。望著這群一起共富貴、共患難的兄弟，阿牛的嘴角禁不住向上揚。在這

一晚，阿牛喝了很多酒，醉得不醒人事，連睡覺都是由手下抬回卧室。 

阿牛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老頭在跟他說話，說話的內容他不記得了，

但，他心卻很不舒服。於是，這幾天都一直喝酒，狂歡。然而，他的心是卻

越發越空虛。 

這日，阿牛跟他的兄弟在喝酒，大口大口的灌，手下見他們的首領好像

心情不好，便打算說一些話來分散阿牛的注意。 

「老陳，昨天出了寨子一趟，有甚麼大事發生不？」 

「他老子的，有甚麼大事好發生，不就是大宋又打敗仗了！前些日子大

宋跟蒙古滅了金狗，想說應該可以收伏三京，光復中原吧。誰知那趙葵老兒

在洛陽被蒙古狗打了個大敗！唉，真他娘的晦氣！」 

阿牛一聽趙葵之名，彷彿想起了甚麼，連酒也不要了，連忙跑去牢房。

看到張鈺便問：「你當日說你是趙將軍的兵，是那個趙將軍，是叫趙葵麼？」 

「你怎麼知道？對了，定是你聽到有關趙將軍的消息了，現在狀況如何？」 

  阿牛苦笑：「我的手下是聽到消息，不過是趙葵在洛陽大敗的消息。」 

「唉！果然，趙將軍沒了軍糧，必定是因此貽誤戰機，他肯定是因為被

蒙古伏擊吧，不然也不會落敗。」 

「你不恨我嗎？」 

「恨，我當然恨你。不過我更恨自己無能，不能為趙將軍作戰，更恨我

還未殺過蒙古狗便要死在這裡。」 

阿牛沉默著回到了他的屋子。就在剛才，他年少時的記憶被張鈺喚了起

來，「男人，就當保家衛國！老子年輕時殺過金狗，為國損過手臂！這生無撼

了！」曾幾何時，他視賈老頭為偶像，他以為保家衛國而榮譽，而現在，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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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的原因導致宋軍慘敗。巨大的內疚感向他侵襲，阿牛從來都不是冷漠

的人，在他的內心其實一直充滿熱血。 

春去冬來，一個年頭過去了，整個山寨因為上一次的劫糧，整年都沒有

出動。張鈺則在前幾日被放回去，而阿牛則終日沉醉在烈酒當中，企圖使自

己減輕內疚感。 

這天，阿牛又在喝酒買醉，旁邊幾個手下，看見自家的首領，不無嘆息。 

「唉，首領已經一整年都這樣了，也不下山搶劫，真不知甚麼時候才會

振作起來？」一個與阿牛差不多年紀的山賊嘆道。 

「張叔，你知道首領為甚麼自從上次搶劫後就變成這樣嗎？你跟首領年

齡差不多，總會知道一些吧！」另一個年輕山賊問道。 

「還不是因為宋軍因為我們打了個大敗仗麼！你要知道，首領雖然是個

山賊頭子，但對於自家民族還是很有認同心的﹗自己搶自己人可以，但被外

族人搶就萬萬不可了！」 

「我之前下山，聽到消息說蒙古狗又要來侵略我們大宋，不知首領知不

知道呢？」 

話剛說完，就見阿牛忽然站起來，醉醺醺問：「你說甚麼？蒙古奇又要打

過來？媽的蒙古狗，真以為老子好欺負嗎？老子現在就去劈了這群狗娘養

的！」 

說著便搖搖晃晃的走出去，彷彿前面真的有敵人似的。張叔連忙阻止阿

牛，阿牛雖然身為首領，實力也是最厲害，但畢竟喝醉了，拉扯一番後，被

張叔跟幾位山賊拉回去卧室，不一會阿牛便在睡著了，其他幾位只好無奈苦

笑。 

晚上，阿牛又發夢了，他夢見賈老頭用失望的眼神望著他，又夢見張鈺

鄙視的目光，後來又彷彿看見宋軍被蒙軍打敗，百姓被屠殺的場景，頓時被

驚醒。 

翌日早晨，整個山寨響起一陣鐘聲，正是山寨中代表集合的訊號，在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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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了一會，山寨中的人紛紛來到集合地點。 

只見阿牛站在高台上，一身盔甲，單手扶刀，此時他哪還是那個整天只

會喝酒的醉漢，分明就是一個威風凜凜的將軍。 

見眾人都到齊了，阿牛便大喝一聲：「各位兄弟！好久不見！」 

眾山賊見到自己的首領如此英偉，紛紛喝采，此時阿牛手向下一壓，聲

音頓時沉靜下來，可見阿牛在山寨的聲望有多高。 

阿牛見眾人已靜下來，便開口道：「各位兄弟，老子今天叫你們過來，不

為別的，就是打算搶一次狠的。不過，這次對方實力很強，我們可能會全滅！」 

眾人一開始很興奮，但聽到可能會全滅，頓時臉色發白。這時，阿牛的

聲音又響了起來。 

「老子以前是一個愣頭青，做事傻傻的，其他人都不太願意和我說話，

除了一位整天想吹噓的老頭。」 

一些年長的山賊都想起那個打過仗的老人家。 

「那個老頭說的最多的一句話，便是『男人，就當保家衛國！老子年輕

時殺過金狗，為國捐過手臂！這生無憾了！』我從小就以這句話為目標，為

了實現這個目標，我一直堅苦訓練，一直都是衝得最前的一個。最後，老子

成為了整個山寨中最能打的，但是，老子打的是自己人，搶的也是自己人，

不是外族﹗一年前甚至幫蒙古人打敗了宋軍，唉，你們知道我有多痛苦嗎！」

阿牛紅著眼，神色萬分慚愧。 

「現在，蒙古狗又要來打我們大宋了，老子今次可不會讓他們打的這麼

輕鬆，老子決定了，今次就去燒光他們的糧食！老子不願意一輩子當漢人的

罪人，就算死，我也要為了殺敵而死，而不是庸庸碌碌地做一個山賊！」阿

牛大聲咆哮。 

「我不會逼你們跟我一起去燒糧，願意跟我一起去送死就留下來，其他

人就散了吧。」 

「我願意跟隨老大去打蒙古狗！」只聽張叔一聲大喝，「媽的，老子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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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殺一個蒙古狗可死得不瞑目﹗反正老子活了四十年，還未做過一件轟轟烈

烈的事，今次就讓老子陪老大你一起幹件轟轟烈烈的事﹗」眾人聽到張叔表

態，為了面子都紛紛響應。 

雖然山賊是一群被人唾棄的人，但他們並不缺少熱血，再加上一群亡命

之徒，那會害怕死亡，不少山賊都被阿牛感染，再加上阿牛的威望，倒是不

少人留下來了，粗略一數，至少也有八百多人。 

既然已經知道這次行動是九死一生，阿牛也不會倉卒行動，他先是派人

去打聽現在的狀況，又派人去跟張鈺聯絡，他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機會，可不

會胡亂出擊。 

端平二年，三路蒙軍分別大舉入侵川陝西路，荊湖北路和淮南西路。阿

牛所在的山寨位於川陝西方，而蒙軍的先頭部隊就正是入侵川陝的軍隊，在

經過十餘天的慘烈戰鬥後，雙方的氣勢慢慢開始下降，而連日來的戰鬥也令

雙方逐漸疲勞。阿牛知道，他出手的時機到了。 

這十幾天下來，使在一旁觀察的阿牛掌握了不少情報，例如糧草的所在

地、戰鬥的動向。這天，宋軍與蒙軍的戰鬥正處於最激烈之時，蒙軍終於把

大量的兵力都指派出去，留守的都是受傷疲累的士兵，阿牛見機不可失，連

忙出擊。連日來，山賊們以逸待勞，正是氣勢最足之時，相反，蒙軍正是處

於戰力最差時期，雙方的差距拉近了不少，而且山賊的目的並不是與敵人肉

搏，而是把糧草處燒毀，並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 

阿牛一聲令下，四組人馬同時慢慢接近蒙軍陣營，因為當時蒙宋戰況激

烈，導致蒙軍有點忽略了周圍情況，當四組人接近三百米左右時，這時，一

人大叫口號，頓時六百人分三個方向衝擊蒙軍，志不在殺敵，但求分散他們

注意力。因為六百人都沒有往糧草方跑，反而往主帥進攻，蒙軍都以為對方

目標是主帥，於是連忙往主帥方向救援，正當蒙軍快要追到山賊時，又一組

人馬趕了出來，這一組只有二百人，而領頭的顯然是阿牛，他們往糧草跑去。 

當蒙軍發現阿牛他們後，頓時有點不知所措，不知該往那個方向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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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主帥並不濃包，冷靜得很，連忙發號施令，分出一批人手去阻止阿牛，

另一批阻止其餘六百人。 

阿牛雖然出身山賊，卻頗有軍事才能，他把八百人分成四組，其中三組

首先衝去蒙軍擾敵，剩下一組再趁機衝去燒糧，而當蒙軍去攻擊燒糧組時，

其餘三組再去協助，老實說，這個計策並不高明，不過已經是目前最好的辦

法了。 

那三組人馬見有蒙軍往糧草方向跑，馬上轉向往阿牛處支援，三方人馬

與糧倉的距離相差無己，但蒙軍有馬，雖然後知後覺，但還是先於山賊到達。

阿牛見狀，卻不退縮，反而獰笑一聲，大叫：「點火！」眾山賊聽令後，各從

腰間拿出火折子，並點燃位於腰間的物品。 

原來阿牛與眾山賊早抱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早就在腰間綁著

一堆由各煙火組合成的炸藥，雖然威力最多只可炸死兩三人，但那火焰足可

燒毀糧草了。 

在蒙軍驚愕的眼神，阿牛眾人的獰笑中，八百聲爆炸聲同時響起，然後，

糧草便以燎原之勢迅速起火並燒毀，正當蒙軍想去救火時，張鈺率領一支伏

兵不知從那出現，大殺四方，原來阿牛早已與張鈺商議好，由張鈺作為壓死

駱駝的最後一根草。最終，這場大戰由於蒙軍糧草被燒而結束。 

在接著的日子，宋軍一直在幾名將領曹友聞、王堅、孟珙、孟瑛、余玠、

張鈺等人的指揮下，多次擊敗蒙軍，但最終宋朝依然在公元一二七八年被蒙

所滅。 

距離阿牛死亡五十幾年後，濠州鍾離縣東鄉，一名老者在跟一個八九歲

的孩童吹噓︰「當年啊，你爺爺我只有十九歲，但是滿腔熱血，跟著阿牛老

大去偷襲蒙古狗，而且還居然成功了﹗當時啊，本來我們兄弟八百人一起點

燃火藥，但是其他哥哥卻不忍心我如此年輕便死掉，於是偷偷將我的火藥量

換了，好讓我有活下來的機會，最後我是活了下來，但也沒有臉回山寨了！

唉！」這老者是當年阿牛的一名手下，名為朱大坪，當年僥倖活了下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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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飄泊，後來成了家，生了個兒子，兒子又生了幾個孫子，現在他正在跟

他的第四個孫子聊天。 

「爺爺，你都說了好幾百次了，你不煩我也悶啦。」朱大坪的孫子埋怨

道。 

「好好好！我不說就是。我的重八乖孫，你爺爺我的肩頭又有痛了，幫

你爺爺我揉一揉！」 

朱重八嘀咕幾句，一臉心不甘情不願地幫朱大坪揉肩「哼，我就知道，

每次一吹噓就要我服侍，都不知道你說的是真是假。」雖是這樣說，但朱重

八的眼神卻是閃耀著興奮的神色。 

「爺爺啊！等重八長大後，將來幫你報仇好不？」 

「好！好！最好把那群蒙古韃子都趕回去！哈哈哈！」 

兩爺孫在休閒的下午互相吹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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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黑白龍城》  

作者：森林二 葉雪名 

 

「模仿是高階智力的附帶能力……」 

姬雪坐在這人煙稀少的教室裡，聽著語言學老師的人工噴灑，心思不禁

跑到手機上去。偷偷打開了臉書，滿目都是宅男們的少女時代。 

「嘖！這無聊的世界到處都播著少女時代……」 

姬雪，二十歲，Ｈ大中文系大二學生，身兼學務處工讀生。家世不明，

女生中的眼中釘，男生中的大眾情人。無論工作或學業上都傾倒半個校園的

神奇女子，不但學生會長忌她三分，系上的教授也對她疼愛有加。最不怕死

的，恐怕就那麼一個敢死隊。 

翻著翻著下課鐘總算響起，姬雪正想著要去哪兒吃飯，突然身後的影子

被人踏住了。 

「你再那麼愛玩手機就永遠都只能當第四名囉！」 

「你再那麼愛躲我後面就永遠都只能看我背影囉，助教哥哥。我就是不

喜歡名字被公佈怎麼樣？」 

姬雪轉過身，仰望著這１９０公分以上的巨人族，不禁皺了一下眉頭：

沒事長那麼高幹嘛？ 

「奕龍助教敢問有何指教？」 

「想跟你說，穿雙高跟鞋就可以看得舒服點啊！」 

誰要看你啊！姬雪心想，不過我沒有一雙高跟鞋這倒是真的…… 

「你跪下來我也可以看得很舒服啊！」 

誰不知徐奕龍突然單膝跪下。 

「那麼跟我吃個午飯好嗎？」 

姬雪環顧了周圍，還好沒人看到，不然事情大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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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想我被女生圍毆麼系草大人？快點起來啦混蛋！」說罷便伸手拉

他。 

徐奕龍一手把那雪白的手抓起，便往停車埸跑了。毫不顧及姬雪的反抗

以及一堆宅男的憤恨目光。 

徐奕龍，二十四歲，Ｈ大中文所碩二學生。身兼中文系助教，男生不多

的文學院中的稀有帥哥，１９０以上的身高以及多年籃球運動的身材迷倒不

少學妹。短短的黑髮配上深邃的黑瞳，每眨一眼都有電流漏出來一樣，太陽

系男孩一個。身家清白。最不清白的，恐怕是全中文系都知道這系草正在放

棄森林去採花了。 

姬雪熱得有點想翻白眼，看著對面吃魯肉飯吃得滿臉熱汗的大豬頭，心

裡不禁燃起了怒火。 

「你怎麼不吃啊？這家的魯肉很夠味耶！」 

「我減肥。」我怎麼會蠢得跟這個白痴來吃魯肉飯…姬雪忍不住呢喃起

來。長身子不長腦子的草包，怎麼會帶女生吃這種又肥又膩的鬼東西。 

「你不吃那我幫你吃掉。」說罷還真的動手把姬雪面前那碗也搶過去了。 

姬雪忍無可忍，拿起包包就往外走了，沒幾步包包就被抓住了。 

「你不喜歡吃可以說嘛！幹嘛忍著又要生氣。」 

「那你明知我不喜歡吃給我拉進來幹嘛！」 

「拍謝啦！月底飯錢不太夠咩！」 

「我有說要你請我麼？你這哪年頭的頭腦啊，我還要你養麼？」 

「你願意我也可以養你啊！生氣也那麼漂亮的女生娶回家，里長伯都覺

得光榮哩！」 

姬雪怒極反笑，擺出陶醉的表情，摸了摸徐奕龍的臉頰，把臉湊到他的

耳邊，距離近得連耳朵也感受到那微風的氣息，正在徐奕龍要轉頭吻她的那

一剎… 

「有人說過你很不要臉麼？」姬雪在他耳朵狠狠的捏了好大一把。怎麼

有豬在大叫？可能動科系的獸欄沒管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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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人看見系草大人耳上的紅腫，便開始以訛傳訛，最旖旎的莫過於

姬雪當眾與徐奕龍魯肉飯耳邊調情這版本了。不過誰會相信自己的男神和女

神做了這樣的事啊！ 

是說姬雪對這個不知死活的笨蛋也不是沒感覺的。只是在她的校園生活

之外，還有不為人知的任務，潛入校園高層並盜取高密等資料，雖然相比她

姐姐所作之事只是九牛一毛。但她知道這一切都只是個開始，以後會碰著的

任務，只會一件比一件危險。又怎麼可以安定的去愛一個人，而她能做的，

只有在每一次的獎學金以及論文獎勵申請會議裡暗中幫他得到了名額。而那

個得到不少獎學金的小傻蛋，卻請她吃三十元的魯肉飯……姬雪雖然生氣，

可是那怒火燒著燒著，就好像把白糖越燒越焦，越來越甜。 

姬雪家中 

「鈴小姐今天打來了。」名為蒼的男子把一封信交給了姬雪。 

姬雪打開了文件，上面只有四個字－神華集團。 

「管家，最近藍海集團的投資項目有什麼阻礙嗎？」 

「以藍海集團的財力來說一直以來都沒能出現相等的競爭對手，只是最

近在台灣突然冒出一個神華集團，一直以來神華集團的經營路線都很不固定，

這次也可能只是巧合與藍海集團碰頭而已。不過這次對揚風企業的收購案對

藍海集團是重大的案子，恐怕海先生不會作禮貌上的讓步，鈴小姐自然也不

會背道而馳。而我們剛好在台灣，這份任務自然落在雪小姐您身上。」 

「我明白了，這麼大型的集團一時的崛起，一定會在短時間內增添人手

加快擴展，擴展的耗時越短，自然對他們的運作更有利。相信要混進去不會

很難，更何況只是個大學生。」姬雪自信的笑了，只是心裡卻因為某人的臉

孔沉重了一下。就像灰塵一樣，慢慢的堆積，讓她有點透不過氣…… 

姬鈴，藍海集團總裁海一唯的妻子，姬雪的親生姐姐，也是她一切任務

的來源。 

姬雪跟本不必主動找尋進入神華集團的機會，身於一級單位工作其中一

個好處，所有校內外的消息都會流過這個單位，更上級的單位不會管，下級

單位管不著，所以也是姬雪挑工作單位的基準。而校園徵才，本來就是學務

處底下辦理的業務，在神華集團的徵才通知下去之前，這份公文就已經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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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攔截了下來。 

「這份優差自然很多人搶，雖然不怕競爭，我也得為未來老闆省點時間

呢！」 

 神華集團辦公大樓內 

經過層層筆試，姬雪超乎同齡人的能力得到了主試官的認同，雖然科系

並非商業類型，待過各國的高語言能力令她獲得了面試的機會。 

姬雪走進了面試的房間，裡面坐著四位高階主管，主考官是一名女性，

俏麗的短髮配上一身合適西裝裙，年輕的外表不乏深度。其餘二名男性很典

型的刻薄的上司，半禿的頭髮外加那色迷心竅的噁心眼光，姬雪便心知這次

過定了。只是剩下的一名男子，很明顯的混血兒，灰瞳配著高挺的鼻樑，鬆

散的西服和領帶，散發著慵懶的氣息，卻從姬雪進來的那一刻開始都沒正視

過她。 

「這年頭還搞微服出巡這一招啊！就照你劇本演一下吧。」姬雪心想。

這也沒什麼多難猜的，在高階主管之中竟然以這種形象出現而不被責備，肯

定是個比他們更高級的人。 

面試的問題雖然很有深度，並涉及商業上的各種專業知識，姬雪卻一一

完美解答。主管們面面相覷，本來只是用來為難學生的題目竟然全被解答，

就算是這辦公室外的員工也不一定能完全應付，這種人材絕對要留在神華集

團內。但原本這次的徵才計劃裡的都是一些小職位，一時之間主管們無法決

定要把姬雪安置到哪個單位去。 

突然之間那名慵懶男子轉過身來，姬雪不著行跡的掃視了他一身，只見

這個男人連褲鏈都沒拉。 

怎知那男子指著他的褲襠說：「你幫我服侍一下，我就讓你進來當清潔

工。」此言一出令其餘三位主管都震撼了一下，但亦無人敢左右他的說話。 

姬雪臉上沒露出一絲猶豫，她優雅的站起身，緩緩的走到那男人面前，

手指從他的肩膀如貓步一樣輕柔的掃過他蓬鬆西服下的肌肉，停在那拉鏈上。

只見那男子露出勝利的微笑，眼睛再度抽離於姬雪之上。 

  下一秒，姬雪把那拉鏈拉了起來說道：「總裁先生連褲子都沒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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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請個褓母比較適合。」便轉身坐回自己的位置上，毫不在意身後那兩道

熾熱的目光，然後視線完全無視這個高傲的男人，並低頭露出恥笑。房間內

兩道霸氣開始凝聚，三位主管同時被這情況震盪得不寒而慄。 

辦公室內其中一股霸氣開始消散，姬雪知道她已經贏了。 

「哈哈哈哈！你以後就留在我的秘書室裡，高雅的小美人兒。」然後毅

然離開了房間，走前還不忘挑弄了一下姬雪那股紗霧般的長髮。很明顯的，

姬雪已經成功進入了神華集團，而且意外的接近它的權力中心。畢竟秘書室，

就是最接近總裁的地方。只是姬雪沒想過，最意外的是這位總裁竟然愛上了

她，這當然是很久以後的事。 

學務處的工作已經再無意義，系上的老師亦破例讓姬雪轉上夜間部的課

程，所以日間就在神華集團裡工作，夜間就回學校。其實回不回學校也沒什

麼所謂，學生也只不過是個偽做的身份，該學的東西，那姐姐早就已經全部

教會了她。只是，每晚能夠靜靜的看著那隻大笨豬打球時的姿態，穿插於人

群之中的舞影，舉手投足之間的帥氣和活力，似乎也安定了她的心緒。 

事實上她工作了幾個月後，交給她的依然只是很輕鬆的工作，影印泡咖

啡而已。要是想得到情報，恐怕沒有可能，畢竟所有機密文件，依然放置在

總裁房間以及主任秘書的機密檔案櫃裡。根據蒼的分析，藍海集團已經暗中

收購散戶手上的股份，加上原有的１３％已經有了３３％的股份，只是神華

集團不知用了什麼手段瞬間從揚風企業的侯任繼承人手上得到３０％。另外

３３％在現任總裁的手上，換言之剩下來的４％依然在其他股東之中，無論

是哪一方都希望把這４％回收，鞏固公司的掌權。只要得到了揚風，就代表

掌握了台北三份一的土地，絕對是個有利可圖的企劃。要把股份搶走並不難，

只是先解決的，是那位過度關心下屬的總裁大人…… 

姬雪桌上的電話響起，沒有外來的電話會打來找她，所以這電話響了，

就肯定是那位變態總裁打來了。 

姬雪走進總裁房間裡，燈光異常的柔和，桌上只見一瓶紅酒。 

「啊！這次又想耍什麼把戲呢。」姬雪默默的想，該不會是想搞個什麼

浪漫迷情吧！ 

突然驚覺身後出現了人影，危機意識啟動之下姬雪立刻向一旁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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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差一點就抓到你了。」 

「總裁大人你的工作能力還真好啊！工作之餘還能做那麼多無聊事。」 

「從來沒女人主動逃開我白彥龍的懷抱的呢！你到底真的是女人嗎？」

總裁一身坐在沙發上說。 

「從來也沒男人夠膽在我後面…」姬雪腦海中突然出現了一個高大的身

影，一時之間停下了話語間的發言。 

白彥龍很明顯感知到姬雪的停頓，並對她口中的男人起了妒忌，當初他

只不過對這個高傲的女人有了點好奇，能夠無視他完美的臉龐以及位高權重

的地位。但這好奇日漸的增加，連她身邊出現的任何男人都無法容忍。從來

都沒有女人敢對他如此無禮，還多次拒絕他的邀約，姬雪是第一個，也將會

是唯一的一個！他想著。 

「如果總裁沒任何特別交待我先出去了。」姬雪實在不想在留在這個大

得有點狹小的房間。「膨！」半開的門突然被重擊回原位，身後的氣息沉重

得帶著冷顫。 

「你說的男人…是誰啊？」沙啞的聲音從後方傳來。 

「如果我不說呢？你又能用什麼換我開口啊！白先生。」姬雪轉過頭仰

望著他。 

空氣靜得連兩人的呼吸聲都聽得到…… 

「你不說可以，叫我一聲『龍』就好。」白彥龍退步了，似乎知道自己

的行為已經失序，恐怕他自己還想保留一些紳士風度。誰知下一句話伴隨著

閉門聲，不得不讓他怒氣爆發。 

「『龍』這名字我只留給那個男人。」 

冷靜下來的白彥龍開始狂笑，誘人的薔薇總是帶刺，那就用我的血來裝

飾你的嬌豔 

白彥龍，二十九歲，１８８公分。神華集團總裁，家族背景不明，德台

混血兒。從不出席於公開埸合，外界亦無從猜測神華集團的領導人到底何方

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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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埸 

  高大的身姿於埸上穿梭，可是目光卻一直投射在埸上的姬雪身上，

害他好幾次都被人蓋火鍋。看著他帥氣的側臉，突然覺得，以前怎麼沒認真

看過。 

「欸你沒有要認真打就回家了啦！幹嘛拉我來看你演這猴子戲。」姬雪

假裝收包包走人。那豬頭立馬投個遠射三分，再露個自以為１２０分的陽光

笑容。還好他沒笑太久，不然就被姬雪的水瓶迎面擊中！「入籃，滿分！」

姬雪學著他的口吻模仿著。 

徐奕龍小跑步到姬雪的跟前，把臉伸過去。姬雪拿出手巾細心的幫他抹

著，陽光的氣息傳來，伴著那人獨有的香味，不但不惹人討厭，更讓姬雪在

日間的突發事件中得到些安慰。 

「你怎麼啦？工作不順利喔？」便伸手摸摸姬雪的頭髮。 

「你才不順利，恐怕你獎學金沒了吧！」姬雪今天特別的溫和，就讓他

撫著。 

「啊你怎麼會知道的，最近害我連魯肉飯都快吃不起啦！」 

姬雪一下巴他的頭：「吃吃吃你就知道吃！長進點好嗎死豬頭。」 

徐奕龍抱著頭假裝可憐的道：「你都不在我身邊怎麼長進…要不你回來，

我打工養你！」 

姬雪為他這可愛的動作感到滑稽：「你要打什麼工，別去賣雞排，不然

又會上報紙說浪費教育資源了，尊貴的碩士生學長。」並給他的頭秀秀。 

突然之間球埸外出現了十多名帶墨鏡的人，最前方站著白彥龍。姬雪正

要拉徐奕龍離開時白彥龍開口了： 

「怎麼那麼快趕著走啊！陪我看個音樂會不好麼？」 

「如果我拒絕呢，你能怎麼樣？姬雪堅決不把頭轉過去，但牽著的手傳

來了緊握的力道，只見徐奕龍的眼中充滿問號。 

白彥龍發現了那雙牽著的手，強壓著怒氣說道：「那麼只好請你的『龍』

一！起！去！了！」後方帶墨鏡的人開始向姬雪二人靠近。而球埸上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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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這埸面立刻作鳥獸散，這年頭怎麼可能還會有見義勇為的人…… 

徐奕龍立刻轉過身把姬雪護在身後，此舉引得白彥龍大笑，但也沒能減

慢對方靠近的速度，背後是球埸，並無第二條出路，二人被步步進迫。徐奕

龍只顧保護身後所愛的女人，完全沒感受到身邊開始散發著霸氣。 

「我可以跟你去，但你要確保他的安全。」姬雪突然堅決地說，便放開

了手向白彥龍緩步走去，才沒一步就被抓回去。那雙深邃的眼睛表示著他的

反對和疑惑。姬雪沒說什麼，只把吻送到徐奕龍唇上……時間對徐奕龍已經

停了，再流動那時，姬雪已消失於他的眼前。確實留下的，就只有唇上那久

之不散的溫度…… 

徐奕龍回想著那一吻所代表的一切，跪在地上嚎叫：「為什麼？他到底

是誰？你為什麼要保護我，你才該是站在我身後的人啊！」 

可是他沒想到，姬雪並沒他想得軟弱，也沒他想得－沒那麼愛他… 

是說神華集團有財有勢也不是假的，偌大的音樂廳中就他們二人以及那

十幾名墨鏡保鑣。身旁的男人一臉沉醉的聽著〈月光〉，好不容易等到音樂

會完結，毫無掌聲的退埸顯得特別突兀。姬雪並無心情交流感受便向會埸外

離開，但立刻被人擋住去路。 

「你到底想怎麼樣？」姬雪的語氣已經開始上升。 

「第一件想你先轉過來。」說罷便伸手從後拉姬雪。 

誰知突然之間白彥龍被踢飛於幾尺之外，白彥龍不可置信的看著姬雪，

雪白的長腿竟然散發著如此沉重的力量。 

「我說過沒有男人夠膽從我背後對我動手，如果我剛不是顧及著奕龍，

你跟你的保鑣還真以為可以把我帶來啊？」姬雪沉穩的對他警誡，眼裡透露

著深藏的殺氣。 

白彥龍撫著劇痛的肋骨，好不容易站起來，完全無法相信眼前的事實。

身邊的保鑣毫不顧及姬雪是女生的身份，立刻開展了進攻。但誰也沒能靠近

姬雪半步，或者，還沒開始發動攻勢，就被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踢倒。白彥

龍看著空中的舞影揮動，如一道幻惑之風劃過，所到之處冷冽得無人能佇立。

看著他的精衛保鑣一個一個的倒下，白彥龍心裡已經涼了一半，直到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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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無法再維持。 

「你看到了，你沒能攔住我的。」 

「為什麼就不能喜歡我！？」 

「因為喜歡，不能用逼的…」 

白彥龍無力的倚著靠椅，那灰色的瞳孔因渴求不得而變得更深暗，那被

撞瘀的手緊握著……姬雪突然覺得這個男人好像一隻受傷的狼，也許是以前

他得到的愛太容易，又或者那跟本只是金錢和外表的產物。她心裡不禁泛起

憐憫的心，只是下一剎－－ 

「趴下！！」 

槍聲突然響起，會埸外闖進了另一堆人馬。姬雪被白彥龍撲到在椅子之

下，不斷往走道爬行。但對方人多勢眾，而且有槍械在手，怎麼逃都不可能

逃掉。白彥龍突然感到身下的重量和槍聲都消失了，內心一沉，回頭只見姬

雪已舉起雙手投降。即使在臨死之前，也不願意分給我一些愛麼？…既然逃

不了，那也只好光明正大的面對。 

「白總裁你還真有興致啊，帶了個美人來看音樂會，看來毫無反省你對

我做了什麼事啊！」說話的是一名男子，沒剃乾淨的鬚根顯得有點落魄。 

「原來是你啊！楊大少爺，３０％的股份飛走了，有沒有被爸爸打屁股

啊！」白彥龍毫無畏懼的說，但身後的椅子又再穿了一個洞。 

「你還真會開玩笑呢！」男子把頭轉向姬雪，歪著頭露出了邪笑：「不

知你的女伴能不能開玩笑呢？小姐，這個人快連命都保不住了，你要不要跟

我一起走啊？」 

白彥龍心覺不妙，但亦無法作任何反抗，當然也不可能挽留那所愛的人

的陪伴。可是……能不能別在我面前離開？ 

「跟你走可以，但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楊越風得到了答案，你以為你能活著出去嗎？還天真的跟我談條件啊！

不過還得因為了你，才得到了這個暗殺白彥龍的機會啊！ 

「什麼條件呢？美麗的女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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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雪溫柔的笑著，微彎的月眼充滿期許的說：「白總裁答應我把台上的

豎琴送給我，你會嗎？」 

這條件出乎意料的輕鬆啊！送個豎琴安慰你將死的靈魂吧，不長腦子的

蠢女人。 

「哈哈哈，小意思，你就拿去啊！」 

白彥龍只見姬雪優雅的走向豎琴，並坐了下來，似乎要開始彈奏，他完

全不知道她竟然懂得彈豎琴。也罷，反正也沒能活著再聽了… 

姬雪開始在眾人前彈撥了琴弦，並開始用意大利文吟唱 

 

「現在我是從一隻貝殼中誤聽塞壬之歌的奧德賽後人。 

 遺憾的是，聽過塞壬之歌的人從不存在於他醒過來的時刻。」 

  姬雪的歌聲異常美妙，楊越風開始改變他的想法，這麼高貴的女人，

留在身邊也是個美好風景。白彥龍聽了卻大感不妙，恐怕這只是姬雪要拉開

戰幕的序曲，像那美麗的海妖一樣，使人沉淪於海潮之音。 

手上的弦琴不斷震鳴，那傳播的惑音使人沉醉，只有白彥龍注意到，楊

越風身後的槍手一個接一個的倒下。不可能的！她是怎麼做到的！她還真不

是會海妖轉生吧！ 

「愚蠢的水手啊，醉死於我的魅音裡吧！」 

只見楊越風手上的槍掉落，白彥龍立刻從地上搶走。回過神來的楊越風

不可置信看著滿地昏迷的身軀，再一聲震鳴，楊越風也倒在人群之中。 

姬雪從豎琴上站起，向後台離開，槍聲響起，豎琴的弦線全斷。 

「我不會殺你，但你也沒能把我制伏，就此別過。」姬雪依舊不改步伐

的離去。 

「如果我愛你，你會愛我嗎？你可以繼續跟你的「龍」在一起，我願意

為你當黑暗的龍騎士。」白彥龍自悲的問。 

「你愛我，但我已經住進去他的城堡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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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為什麼還要救我！？」 

「因為你愛我。」 

如果我站在球埸上的另一方，你會願意為我留一瓶水嗎？如果我當初並

沒有對你作那麼自大的表現，你是否會正眼看我一次…？ 

白彥龍沒能面對那背影，轉身慢慢從正門離去，突然發現身上衣服的扣

子全部掉了。也許是剛躲避的時侯弄掉了吧，不對！滿地的扣子分佈在昏迷

的人旁，每人的頸部都有很明顯的紅痕……一切的謎都解開了，他自嘲著微

笑，原來不是海妖，是個神射手啊…… 

「雪兒，你為什麼不殺了他，你以為你在演黑騎士和公主麼？」 

「姐，那１％在我手上，這段時間我暗中向股東收購了最後的１％，你

已經擁有了３４％的股份，足以掌控揚風的主宰了。我殺不殺他，你管不著。」 

「算了，隨你的便。如果受了傷就去找青葙看看吧。」 

「沒關係，有個人在等我治他的傷……」 

一月份的早晨很冷，一晚難眠的徐奕龍半夢半醒之中看見了那嬌美的臉，

立馬從床上跳下來緊抱著她，害怕著下一秒她就會憑空消失。別要是夢啊，

如果是夢，就請別讓我醒來。可是冷風一吹，徐奕龍立刻連打了幾個大噴嚏，

會冷就代表這不是夢！姬雪看得忍俊不禁，一把把他拉到床上一起蓋著被子。

徐奕龍被她一弄，整個彈了起來。 

「還沒結婚不可以睡在一起的！」 

姬雪聽到大笑不已，再把他拉回去，在他臉上親了一下，才讓他安份起

來。 

徐奕龍第一次抱著這份溫度，見那眼眸中的湖泊裡只映著自己的臉，一

夜的失落一次過補足回來，但對她被帶走的事還是無法釋懷。姬雪拍拍他厚

實的背，把他再抱緊了些。 

「我沒事，以後也不會有。」 

徐奕龍已經不想再追問，眼見珍愛的人重回自己的懷抱，一切都足夠了。 

姬雪伸直了腿也碰不到他的腳背，這種被環繞的感覺真奇妙。她一邊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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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邊審視著他的臉，因為擔心而紅紅的眼睛，散亂的短髮，同時玩弄著昔

日捏過的耳朵。輕輕湊過去： 

「你真的想娶我嗎？」 

徐奕龍深情的凝望著姬雪，雙手仿弗要把姬雪揉到身體裡去一樣： 

「娶！省十年的魯肉飯錢也娶！」 

哈哈，跟魯肉飯比下去了，可徐奕龍不知道，姬雪偷偷在他錢包裡放了

一張中了兩百萬的發票，三餐吃的話足夠吃六十年了…… 

 

這一年的一月，冷得也太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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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戴銘夆 外碩二 

Remembrance 

I always thought of my story as a cautionary tale, for much of it resounded in the 

minds of those broken-hearted souls. Perhaps to him it was of no such sort, yet this was 

an account written in past that I had to live with up forever. What was he thinking back 

that day? My beloved, indulge me with the fancy thoughts going inside those cranium of 

his. How I wondered about the endless outcomes of every word, every syllable that 

flowed through my quivering lips that very day. God help me, what exaltations, what 

anguish! Guileless and gullible I was, the moment has arrived for me to confess. 

 

Waking up hours before the time we were supposed to meet, I left for the harbor at 

daybreak.  April 8th, the date just before his departure was particularly cloudy and the 

air was salty as ever. What else can I recall, other than my backpack was sagging me 

down, and the lie I told him that humidity accounted for my runny nose? To my surprise, 

it took no time to spot him sitting on the dock overlooking the sea, because I always 

recognize that back whenever I see it.  

“I heard you coming," he said without turning his head as I approached from far 

behind. I sat down beside him and made myself as comfortable as I could. If the worst 

was going to happen, I wanted to be as comfy as possible when the truth struck me right 

in the face. “I made myself heard,” I replied curtly.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I’ve come from where I’ve been." 

"Oh." 

"Finally, your last day at work." 

"Finally." 

Habitually his hand reached for a cigarette, and knowing that I would not have any 

lighter with me, his other hand automatically showed up with one. I cupped my hands as 

外文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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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icker of flame burned the tip and said, "You know that I don't mind the smoke, 

Jethro. It's fine."  

Silence. The tip began to catch fire and gradually rotted away. The wind blew 

southward. The sun had begun his daily climb far in the horizon, a magnificent sight of 

pastel wonder to behold, its ray breaking patches of wispy clouds. Albatrosses sang in 

the distance somewhere.  

“I don’t want you to breathe my second-hand smoke,” he broke the ice. I paused 

for a moment, “Okay then.” I made a mental note to end the meeting briefly, the silence 

was too much to bear. 

“Do you plan to tell her the truth?” I started. 

“Who?” 

“Cecilia.”  

“She knows,” he replied before adding, “Maybe.” 

Something in me regretted mentioning to him out loud the name so dear, yet so 

heart wrenching he did not even dare to say. I might have spared him the burden of 

bringing those memories of her in his mind, of caramel pudding she loved so much, of 

red kites she flew in the pasture, of so many adventures they had. He told his good 

friend all of it, to be sure, leaving no detail behind. Jethro, if he was more than his looks, 

could tell that this good friend was all ears outward and tears inward. Sometimes I could 

not help but think that I was too selfless. This was altruism at its best, an upstage love 

act at its finest, a performance worth applause! Never really sure about it, the thing in 

the way he moved took me all the way and letting him stay inside, so deep and 

profound. 

“My friend gave me a Tarot reading,” I said.  

“Was it any good?” he replied, savoring the smoke. 

Knowing he despised divination and such, I answered with the most nonchalant 

way I could. “Queen of Swords.” 

“What does it mean?” 

“I forgot,” I 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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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the last cigar I will ever smoke.” With that, he threw his pack of cigars 

with all his upper arm strength. “I quit.” 

Tears momentarily dwelt on my eyes. The wind dried them the second they appear, 

giving them no chance to roll down my cheeks. A heavy smoker long before I knew him, 

Jethro was. This was a sign, I could tell. But with all the mixed feelings I harbored 

towards him that morning, it was not easy to decipher it.  

“My allergy’s acting up again.” I occasionally wiped my nose on the sleeve of my 

sweater, not wanting him to notice any hint of sorrow. 

He patted my head, caressing it for a moment. “Should’ve worn more clothes.” 

“Should’ve told her the truth.” 

“What more can I say?” 

“Tell her you love her.” 

“She’s taken.” 

“So are you.” 

“That’s besides the point.” 

“That is precisely the point.” 

“Easier said than done.” 

I mustered up enough courage to continue. “You won’t know unless you try. Tell 

her your feelings. Tell her all those cheesy stuff you see in those movies. Be hopelessly 

romantic. Settle it once and for all. Be happy, Jet, free yourself from this dreamless 

dream. You know that I’m not going to be here by your side anymore. In less than 3 

hours I have a plane to catch and you will be gone as well. Now or never.” 

Deafening silence. It was unbelievable how time flew so quick at this dock, where 

he spent most of his adolescent period working. The vista overlooking the open sea was 

breathtakingly beautiful. 

“I can’t believe you’re going to Osaka.” 

“I can't believe you’re sailing away tomorrow.” 

“I’ll miss you. You already knew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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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turned his head for the first time we were talking and I looked at him straight 

into his brown eyes. “When you’re reminded of me, look above you and know that 

under this very sky, I’m somewhere out there thinking about you.” 

“Farewell, my good friend Bianca.” 

“So long, my good friend Jethro.” 

He hugged me. I hugged him back, not wanting to let go. With these wings you 

bestowed me with, I will fly like Icarus. I would not fall, even as the scorching sun melts 

the wax on my wings, I would not yield. Thank you. Thank you. With this final thought, I 

released myself, got up and left him. No head turning and final good-byes. I chose to let 

unspoken words better left unspoken. Au revoir, mon cher. Until we meet again. So it 

ended, a tale of unconditional love for everyone to tell. 

Somewhere, a kite with red string stretched into the azure sky. 

 
Comment: 

This is a lovely piece of sentimental writ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love. It lacks 

imagination to romanticize the whole event. There is no dramatic transition of plot and 

no inner struggle for the plot development and the narrative itself is being burdened by 

heavy sentiment without good images for the expression of love. Some English 

sentences being underlined “blue” are awkwardly written. It needs improvement. Well, I 

could only comment that this is a practice of English composition for prose writing but 

not yet could be selected as a piece of creative writing. Besides, the title for this prose is 

too “ordinary.” 

-- 外文系專任副教授  蔡淑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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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全年活動 

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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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屆僑生聯誼會全年活動 

2012年  

八月 僑大迎接新生 

九月 新生迎新入學講習暨迎新晚會 

幹部研習營 

十月 保齡球大賽 

十一月 國建之旅 

 菁青成長營 

十二月 接待師長 

 聖誕晚會 

 誇年活動 

2013年  

一月 愛校大掃除 

 春節聚餐 

三月 運動會 

四月 國際文化週 

 會慶卡啦 OK大賽 

五月 會員大會 

六月 端午暨送舊聚餐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僑聯迎新

78



保
齡
球
大
賽

79



國 建

之 旅

80



菁　英

81



聖誕晚會

82



愛

校

大

掃

除
83



春節聚餐

84



僑生

運動會

85



會
慶

86



國 際

文化週

87



 

 

 

 

 

 

     僑刊誕生的血與淚 > ∀ < 

 

 

 

 

 

  

僑刊主編 

心裏的話 

  在這次準備僑刊的時期裏，碰到了很多

不懂的領域，幸好有願意提供建議的兩位顧

問，凱琪和冠銘。此外也感謝僑輔室為我們

安排與校長的訪談以及評審老師接受我們

的邀請，才能順利完成僑刊。最重要的是我

有一個超強的搭檔，殷敏琦，有她在給了我

很大的勇氣，有效的時間規劃實在讓人佩

服。也感謝接受采訪的廖爸爸和馮潔雯學

姐，為僑刊增添了許多色彩！ 

  第一次要完成一整本的刊物，一開始

總有點擔心，但如本次主題所講，勇敢啟

航才能到達成功殿堂～從找幹部到把刊物

生出來，真的有莫大的感動！儘管途中出

現了棘手的問題，但仍能解決，非常謝謝

途中幫忙我們的顧問，為我們解惑；老師

及學姐接受綵訪；評審老師為我們評鑑作

品！雖說還是有不足的地方，希望明年學

弟妹可以改善，把僑刊做更好喔～除了要

謝謝拍檔宗延，當然也少不了僑刊幹部

們，大家辛苦囉！（下台一鞠躬） 

搞怪無厘頭 敏琦 

陽光大帥哥 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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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琦 

宗延 

康妍 

美欣 

麗明 

遠銳 

睿怡 

麗婷 

家霈 
僑刊幹部名單 

指導老師：廖松淵主任 家盈姐 凱舒姐 

顧問：盧冠銘 李凱琪 

主編：殷敏琦 蔡宗延 

排版：吳家霈 周麗明 

   劉遠銳 余康妍 

校對：黃美欣 王睿怡 梁麗婷 

採紡：殷敏琦 蔡宗延 

封面設計：殷敏琦 

 

特別鳴謝：（排名不分先後） 

丘彥遂老師 陳建源老師 蔡淑惠老師 

 

2013初版 定價：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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