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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獎 鄭娟〈終點〉──105 年文學導航研習春季班 
 

 

作者簡介：鄭娟 

本名鄭淑娟，牡丹人。專科念電機，研究所改讀華語教學。曾任職廣告公司行政

人員多年，目前正職主婦，兼職教華語。起初為了治療失眠而開始寫作，療效頗

佳。從此寫作成為一帖私房藥方，生活中無奈、無力之時皆適合服用。 

 

 

〈終點〉 

 

凌晨四點，我朝北疾駛。道路在沉睡，街景已凍結，窗外天色未明，卻已從

深黑退至暗灰，接下來便是可預知的黎明。 

無論樂不樂意，人們總要迎接天光，一如我和母親必須定期面對那扇慘白的

門。 

醫院老愛搭配白色調，無彩度的冰冷，隔絕了一個審判場，直盯著也教人發

毛。那日醫生說，想跟我單獨談談。走出診間，母親看我的眼神就變了，突如其

來的視線，讓我閃避得有些狼狽。 

「剛剛醫生跟你說什麼?」 

「嗯……他說這次的藥效果不明顯，建議我們配合電療一起做會比較好。」 

我混亂地篩選醫生的發言，能說的，卻是最無關緊要的。 

「喔，這麼麻煩。咱就放著別管它，好嗎?」母親問著，好似我能主宰她的

未來。 

「還剩半年吧。」醫生說。「接下來轉移到任何器官都有可能，會引發一連

串的併發症，然後不斷地進出醫院，那時就差不多到終點了。」 

醫生不過是個準確率較高的算命師，畢竟恐怖大王的預言，至今也沒讓世界

毀滅，我拒絕相信。 

標靶治療的副作用，讓母親行動緩慢，她仍顫抖著雙手準備吃食，唯有勞動

能帶領她度日。幾度母親的安眠藥物無法代謝，讓她遺忘了日常，整日癱坐沙發。

她不喊餓，食量卻大得驚人，反射性吞嚥，來者不拒。嘴邊不停地滲出米湯，男

人邊擦拭邊嘆氣。嘆氣聲連結了沉默，而沉默通往憤怒。 

「幹！妳怎麼會變這樣！」男人哭了。 

他擅於塑造自己善良的形象，即使身體裡存在他的基因，我卻早已失去解讀

他淚水的能力。 

接過男人手裡的調羹，母親看著我，眼神和白粥一樣單純溫和。她的意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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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痛攻佔，雖無奈，但她接受了。自此，我開始想像她將以何種姿態走向生命的

盡頭。 

過程可能很平和，我們在安寧病房道別，充滿嗎啡的身體乘載著她的靈魂，

靜靜地離去。也或許奔波太過疲累，過載的壓力消蝕了情感，抱著怨懟，我暗暗

祈求上蒼早日將母親帶走。 

母親失去安眠藥的日子，時間變多，能做的事情卻少了。每日互道早安的雞

群，再也無力餵食，只好託鄰居全殺了。雞舍旁的菜圃也放著荒廢，任蟲鳥啃噬。

而男人面對母親的時間越長，情緒越煩躁，他不斷地叨唸起往事。 

男人往城市發展那幾年，家鄉流傳著妻子的流言。藏在抽屜底層的判決書寫

得詳細，傷害妻子那人被判了三年徒刑。男人從未心疼妻子無力對抗而隱忍的委

屈，只恨妻子讓他抬不起頭，他搶走第一受害者的角色，暗指妻子早與對方眉來

眼去。  

隨著被告自殺身亡，妻子再也發不出聲音了，沒有人對真相感興趣，八卦才

是主流，謊言帶著咒語般的魔力，日復一日，男人的版本成為真實，妻子覺得自

己是宣紙上的墨漬，污穢逐步在擴張，不得不默認了罪。 

他說：接納妻子是為了保持家庭完整。男人理想中的完整家庭缺少不了一個

隨意指使的奴婢、一份幫忙養家的收入和一個發洩的出口。  

男人從不避諱，在孩子面前肆無忌憚地嘲諷：「討客兄你不是最會。」 

我早已學會壓抑怒氣，充耳不聞，自顧自地說起別的話題。對抗男人得不到

正義，只會替母親招來變本加厲的羞辱，母親是男人的護身符；是抵押在家鄉的

人質。即使我知道他身邊的女伴從未間斷，但我隻字未提。 

曾想帶母親逃離，她卻不曾回應我的試探，母親看出我力不從心，不忍將擔

子放上我的肩膀。她說男人只是嘴壞，其實很照顧她的。母親怕我掛心，而我竟

以為她仍深愛著男人，直到日後擲筊給了我答案。 

母親睡眠的時間越來越長，即使醒著也是沉默的。面對即將逝去的生命，男

人心慌了起來，他重新搬回母親的臥房，卻仍逞強地說：「若不是她半夜起來常

常跌倒，誰想跟她睡。」男人展現善意之際，也悄悄地引來流感病毒。 

身旁的男人服了感冒藥後酣睡著，母親卻無法入眠。她覺得身體往下沉，漸

漸沉入水底，費力掙扎才能浮出水面吸口氣，上上下下，她幾乎要放棄了。異樣

的空虛感瞬時從腹肚升起，急需填塞的飢餓，驅使著她勉強起身。 

她喉頭乾涸，渴望溫熱，翻找櫥櫃，眼下唯有速食麵可滿足。滾水注入，碗

裡的蒸氣飄散，母親的眼裡閃著光，品味著最後的濃重與貧乏。喝完湯，母親再

也沒有力氣了，瞥見窗外雪花飄落，她怔住了，不知不覺純白遮蔽了所有。 

「……北台灣……超強寒流……罕見降雪……山區路面濕滑……」車行至山

區，收音機的聲音斷斷續續，沿著山路往下繞，老家就要到了。雪白將樹木鋪蓋

成平面，前方的路與山壁連成一氣，我不得不停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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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暗灰緩緩淡去，萬物即將展現，薄雪也將在日出之後消融，而這雙模糊

的眼眸，好像再也看不清這個世界了。 

 

 

◎評審評語／李儀婷 

這是一篇無論深度和廣度都具有極高完整度的一篇作品。作者用母親生病，

從接受治療的過程，最終走向死亡一途，看似無意，其實用心鋪陳著母親的

一生，並且在文裡細細描寫母親與父親的應對，從應對中，成功的塑造出混

蛋父親的樣貌，也深刻刻畫出作者對母親情感上的依戀。作者在書寫父親時，

刻意使用了「男人」一詞，成功的將主角和父親的關係推向兩個極端的距離，

在主角冷漠的述說著「男人」事蹟時，實則是通過這樣一個詞彙，向讀者暗

示了他對父親的看法與立場，此篇隱藏在文字與情感底下的冰山，作者寫來

清楚可見，是一篇極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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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推薦獎 李鴻駿〈煙火〉──105 年文學導航研習秋季班 

 

作者簡介：李鴻駿 

高雄人，1992 年生，研究所修業未完，人生勉強中。 

 

 

〈煙火〉 

 

現在時間是九點五十四分，距離十點，還剩一分鐘。 

「準備好我就開始錄囉。」D 搖搖手機，笑著說。 

我深深吸了一口半剩的菸。原本是要用打火機的，風太大，怕點不起來，改

用菸好了。菸頭紅熾熾的燒進了 D 的瞳孔，特別亮。我走到廣場中央，四周無

人，後方依稀有些腳步聲。我向後瞥了一眼，D 應該也注意到了。但無妨，只要

不是校警隊的，都沒事。 

還是菜鳥，就要這種事嗎？這是我聽到「計畫」的第一個想法。原來是幾個

朋友聊天打屁，說為了慶祝離家第一年，大學生活的開始，要不要來做點有意義

的事。主事者問大家有沒有看過《V 怪客》。他說 V 是反抗的象徵，電影裡，V

把代表威權的國會大樓炸掉，人人都是 V，V 存在每個人心中。這真的很屌。文

藝青年最重要的就是實踐，我們應該也來做一些改變社會的事情。 

我們也來爆炸。 

學校是沿著大肚山的坡面蓋上去的，想想看，如果從校門口到最高的教學樓，

每棟大樓在同一時間放煙火，是不是很屌？重點是，憑什麼聖誕節學校可以自己

放，學生平常卻不能放煙火。主事者說得口沫橫飛。我卻覺得還好，但是大家都

覺得這個主意棒呆了，最好再請人到高處俯拍，就像拍跨年煙火那樣。 

D 說，他也很久沒有看煙火了。 

於是「計畫」開始了，主事者分配任務，每棟大樓的監視器裝在哪，逃跑路

線該怎麼走，校警隊巡邏交班的時間呢，經過一週的觀察，我們決定在期中週的

禮拜三晚上十點，十個人，十棟樓，五十盒煙火，計畫執行。 

為什麼是禮拜三？因為等到禮拜五大家都回家了，誰看啊？要炸就要炸給全

校知道。主事者興奮的說。 

 

●●● 

 

夏天越發狂浪，在這海線小鎮的夏夜，往往伴隨與雨水和飛蟻。連日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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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校門口的中棲路癱積成河，像是橘紅滾滾泰式奶茶。逢雨必蟻，水蟻瘋狂的振

翅，聚集在路燈與車燈光口狂喜，發出不悅耳的聲響。 

從宿舍走到巷口的小七，恰巧是一根香菸的時間。他只喝酒，不抽菸，習慣

性的到小七拿罐台啤，不醉的話，無以睡啊。而我從來只菸不酒，所以拿了麥香

奶茶。 

小七的透明落地窗撲滿水蟻，桌上、地板上也充斥一片片透明的薄翅。D 撿

起其中一片仔細看著。 

你知道嗎，水蟻喜歡雨天。牠們本來不會飛，到了下雨的時候，才會長出翅

膀飛起來。但是牠們天生翅膀薄脆，雨水一打，就被擊落，黏了滿地。很好笑吧。

D 說。 

（有時候追求的東西反而致命。你想告訴我的，是這樣嗎？） 

我半開玩笑，假裝義正嚴詞的糾正：「你這麼說，是忽略了水蟻的能動性，

牠們不是被逼迫長出翅膀，牠們會飛，是因為牠們想飛，必須飛。」 

文學系四年的訓練，在這種打嘴砲的時刻最管用了。D 也用相當正經口吻，

字正腔圓地說：「我想，你可能忽略了結構上的問題，……」 

（幾個月後就要畢業了。接下來的我們，會變成怎樣呢？） 

講垃圾話很盡興，但久了也會累。我跟 D 踏著水蟻的屍體走回宿舍，空氣

依舊潮濕，黏黏膩膩，讓衣服與身體分不開來。 

D 說可能不吃文學的苦飯了，他打算回高雄接家裡工廠的事業。我曾打趣地

說，文學系的回高雄做工，會不會死掉？D 說他會活得好好的，他不是水蟻，比

較像蟑螂，跑得快。 

我已經考上了北部的研究所，在這圈子待著，注定要得留在北部，可能打拼

幾年，載浮載沉，躲著過年、躲著表弟妹成婚，那些聚會的場合。再好，可能也

這樣了。而 D 呢，想必會結婚，有了孩子，身材逐漸臃腫，頭髮可能少了些，

也白了點。一場平凡幸福的人生。 

D 捏了下我的臉，笑問為什麼這麼傷感。兩個男的，這樣很怪耶。你好好笑。

好啦，笑一個。又不是見不到了。 

水蟻是我才對。那麼笨，不顧身的朝著光撲去，看不清那是光，還是火。菸

頭半爍，又燒進 D 的瞳孔，看起來，特別亮。 

「還記得『計畫』嗎？好想再來一次啊。」D 說。 

D 你真的太狡猾了。 

 

●●● 

 

現在時間是九點五十四分，距離十點，還剩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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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我就開始錄囉。」D 搖搖手機，笑著。 

夜特別平靜，只有風陣陣的颳，我手微微顫抖。事先已將五盒煙火的引線串

在一起，估計從燃線到引爆，花費十秒。點燃後要怎麼跑，D 錄完後在哪裡匯合？

腦海中飛快地打著這些盤算。甚至冒出待會「宵夜慶功破例喝罐台啤好了」的念

頭。 

我蹲下，將菸頭觸了引線，引線瞬間噴開點點火花，聽到「嘶」的一聲，我

立刻跳起來往 D 的方向跑去。 

D 一隻手拿著手機，但另隻手卻直指我的身後。我繼續跑著，不及細看，幾

乎同時間，最右側的圖書館，與左後方的男宿響起爆裂巨響，我邁開更大的步伐，

感覺身後有東西在追，爆炸聲異常接近，然後小腿一痛，差點撲地。回頭看，沒

有一個煙火向上飛，蜂炮似的漫無目的地胡亂炸。有一盒正瘋狂的高速旋轉，噴

著一顆顆艷麗的彩珠；其他幾盒煙火炮呈不規則的徑路恣意妄舞，金銅的、鮮綠

的、赭紅的圓型子彈，不似鐵樹銀花，像種子機關槍，幾乎要見到蕈狀雲裊裊升

起。 

我仍朝 D 奔去，D 不顧錄影，背對爆炸煙火將我緊緊抱住後，轉身拉著我的

手跑，跑離炸裂的喧囂，跑向不知盡頭的迷藏。 

「真的爆炸了。」我揉著小腿肚被炸得瘀青，眼睛未能重新聚焦，好似還在

煙塵與噪音的現場。 

「對啊，真的爆炸了。」D 說著，然後燦爛的笑了。 

 

 

◎評審評語 

／李儀婷 

這是一篇同志題材的作品，但作者寫來文字行雲流水，輕快的筆調中，夾帶

著燦亮的色彩，借著煙火的燦爛，把文中的兩個主角推向了彼此，也借著煙

火的燦亮，象徵著同志的情感，是一篇讀來老練又細膩的好作品。 

 

／林巧棠 

這是所有參賽作品中我認為文字功力最好的一篇，而且人物形象很迷人。作

者巧妙使用隱喻和象徵，煙火與水蟻兩相對照呈現了全文的張力。情感的細

膩度也鋪陳的很好，彷彿在看一齣青春的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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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李燕樵〈鳥事〉──104 年劇本創作入春季班 

 

作者簡介：李燕樵 

現任小學台語教師。 

對於一篇文章的寫就，常常是因為有一種情感充滿胸臆之間，不寫不快，而寫了

一樁就有了了一樁心事般的暢快，然後又往下一份情感寄寓奔去。 

一個人能樂於閱讀和寫作實在是一件太幸福美好的事，它甚至可平衡和拯救現實

中的不圓滿，讓藝文療癒、啟發心靈，使每一份真摯情感以愛為名，閃閃發光。 

 

 

〈鳥事〉 
 

午飯時，正稱讚著近八十的老爸這把年紀穿粉紅色衣服看起來真簇新，有一

個遠遠看上去像豆油印子的黑褐點讓我眼睛向右移了點目光。懷疑著老爸沒把魚

吃好，漏了嘴掉掛在衣服上，才開了口問，老爸便數落起麻雀家族的罪狀，讓他

留下了被許多人誤解的魚肉拓印，一邊用手憐惜著這新衣服為了「鳥事」給糟蹋

了。 

小學時，阿公讓我去顧即將要收成的稻穗別讓鳥雀來吃食。音樂課本裡的「布

榖鳥歌」圖畫讓我徹底相信稻草人會為我做這一切，等到我帶著恫嚇的傢俬親臨

現場，我放大的瞳孔裡，瞧見的是牠們已膽大包天地站在稻草人的肩膀、斗笠頭

上拉屎把尿。 

那用紅色塑膠繩綁著的一個個的空罐頭，繩子橫跨東西縱貫南北，待鳥兒從

厝頂、樹上飛下，我便立馬當起稱職的守門員，把繩子猛然一抽一甩，噹噹噹噹

號外號外似地響，一次二次驚嚇後，牠們也就只當我是個校工，打的是上下課鐘。 

出師不利後，眼見黑壓壓的小烏雲一片，飛到西又飛到東。「大黃蜂」的音

樂在我腦際緊著弦，Discovery 蝗蟲過境的影像讓我急起了腳，開拔了我的喉頭，

我胡亂揮舞著雙手，在田埂上跑起了百米，追上去拉高嗓，呼~~~歡呼幾聲，鳥

族立刻得了帕金森，抖飛了起來，再往後節節敗退。這時幾隻頭頭帶隊到隔壁田

裡一歇，我心裡還出現一丁點竊喜，此刻才得空瞧見幾次落到田溝裡的腳ㄚ子裹

著濕軟的泥巴，雙頰出現兩三條汗辮子。而鬼叫了幾次後，聽得鳥兒也出現了彈

性疲乏，黑雲再度騰飛而起再度降落，愈來愈「蠻皮」，竟鳥都不鳥我，連翅膀

都不屑為我嗓音高飛，我都聽見牠們埋在飽滿的稻穗裡咯咯笑著我的輕蔑。 

忙呼一陣，最後，拿出鋁製的面桶，加一支木棍，使命地銅鑼敲，續玩著你

追我跑「警察抓小偷」的遊戲。我一人盡忠職守地疲於奔命，緊追不捨好一陣後，

口也乾了，嗓子也喊啞了，腿腳更是軟弱了，上手臂也酸出一隻小老鼠，最後連

同小學生的志氣也被消磨殆盡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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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簡直是看穿了我意圖恫嚇敵人的種種伎倆，更加有恃無恐地埋頭苦幹，

好像苦日子就要熬到頭的樂活。就算被我逼急了，就悠哉地飛往電線桿上站成了

五線譜，扯著喉攏高唱一首「麻雀喜豐收」，瞧那歡天喜地樣，正恨想自己怎沒

把阿兄 Y 型的彈弓給帶上，打下三五隻好回家「烘鳥仔巴」。 

現在，選舉後的人頭競選旗幟，也被請到田裡顧鳥，但因為布面上的人，不

分女男地都上了妝，臉蛋影像後製得個個都成了大善人，連手勢也在給鳥兒加油！

加油！以至於連鳥兒見了他們，也都跟他們微微笑，然後加把勁的啄啄啄，好不

辜負一個個候選人頂在烈陽下，並且不舍晝夜地站著給牠們的打氣。 

手腳已不俐落的老爸媽，好不容易盼到這即將到手的收成，卻將毀於這些明

目張膽偷竊小輩的嘴裡。喊也不聽，罵也不甩，而老嗓已唱不出歌仔戲，腿也跑

不成龍套，便把這不共戴天的怒氣全都灌滿在手裡的一把沖天炮。但生性仁慈的

爸媽，暗地裡卻也只是想叫牠們能隨著砲聲一哄而散，別夥同祖孫十八代都來給

兩老搶糧食，使他們半年的辛勤都血本無歸便罷了。所以拼著老命輪番上陣放炮

趕鳥，一個看早上，一個顧下午，中午和晚上休兵，各自休養生息，明日再戰。 

都說「給人灑了香水，自己也會沾點香氣」，老爸這「得饒鳥處且饒鳥」的

善念，卻怎也無法消停鳥兒來鬧搶食，反倒讓手裡的沖天炮沖昏了頭，致使後座

力反彈回傷了他老人家的那粉紅的一顆心，就在身上烙下那一個被我誤認的豆油

焦印。 

而要說保家衛糧、奮勇滅敵的巾幗英雄要屬我阿嬸了。 

咱家族以往每年兩季的秧苗畦，每回都得掀開頭尾的塑膠布帆讓秧苗透風。

那一箱箱正發著小綠頭的種子或秧苗總會被鳥雀啄成個癩痢頭，最後雖長成大姑

娘了，還是賣相差，每回都是「半賣半相送」給農家貼秧仔用。 

阿嬸狠得下心，讓一條直文文的田埂上處處斜躺著橫死的歪七扭八的屍首。

一個不聽父母勸的落單鳥、一對濃情蜜意的小倆口，或發下毒誓，死也要死在一

塊的一家老小，更或是親朋戚友哥倆好的夥成一堆。等到案發現場時，有的已僵

硬成夏日的枝仔冰，有的還死不瞑目地半張著眼，向老天討著公道，更有的肚皮

被蹭破了洞，成了其他鳥類的盤中飧，真真慘不忍睹啊 !一次性地下藥大屠殺，

能收大規模的掃蕩之效。 

電視「鳥類生態危機」專輯裡，南臺灣的一位老農的受訪，有其生活在民間

的多數農民代表性：「沖天炮是要花錢的，一季趕鳥得用不少，還得算在收成的

成本裡，這下藥是殺手鐧，輕易不拿出來，只因鳥類太猖獗，實在是無計可施。」 

鳥與人類爭食，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食物鏈裡，漸漸地，也少

見老鷹在空中盤旋，大、中、小不同種類的鳥隻，在不同的田裡、野地裡被拾獲，

開出的檢驗報告是慢性中毒身亡。 

靠天賞飯吃的老農哀歌不是只有「農村曲」歌裡的心酸，他們是最親近土地

的子民，也疼惜著相安無事的眾生，但，當維護自然生態環保的議題被提出時，

他們手上這年年都響徹雲霄的沖天炮，又有誰聽到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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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皮」：頑強不化 

※「烘鳥仔巴」：烤小鳥 

 

 

◎評審評語／林巧棠 

作者的文字不錯，閱讀時予人中國話本小說的感覺，彷彿說書人的口吻令本

文讀來十分流暢。本文題材與眾不同，幽默感十足，建議在收尾時加強力道。

某些比喻不太恰當，例如將鳥雀屍體比喻成夏日的枝仔冰，喻體和喻依之間

的形象相互矛盾。但作者將鳥和人之間的關係、人對鳥的憐惜、農村的純樸

寫得很有趣，值得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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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狐小貓〈閃霸凌八七式〉──105 年文學導航研習秋季班 

 

作者簡介：狐小貓 

塵世中一隻睏謀霸小書蟲，座右銘是快快樂樂寫作，平平安安回家。 

 

 

〈閃霸凌八七式〉 

 

身為被霸凌界的資深被凌師，受侮界小天后，對霸凌略懂略懂，每當聽見關

鍵字，就像嗅到新鮮青草味的大象，鼻側總忍不住抽動三下，從近期例子「只許

導演打臉，不許學生討拍。」可以明顯看出霸凌是一種不分國界的全民運動，有

人以為刺青、鼻環、露肚臍就能成為霸凌者，也有人認為人緣好、功課佳才擁有

成為霸凌者的絕佳體質，但其實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第一次霸凌就上手。 

從國小到出社會，霸凌是如此一視同仁，比大學聯考還公平。 

要在一個國小班級裡生存，可真不容易呀，那是一個將蚯蚓切成數段、把螳

螂腳活生生拔光依舊面不改色的時代，同儕裡階級制度比種姓制度還分明，想穩

坐高層，妳可以有三種選擇：當聰明爸媽的孩子、當有錢爸媽的孩子、當班導師

的孩子，至於其他人呢？其他人就在底層掙扎。投胎失敗，就要認命。 

每個孩子心中，都有個班級人氣排行榜，只要妳身處倒數幾名，便有相當大

機率抽中霸凌一學期體驗，而且有很大機會繼續連任。 

要避免自己遭到霸凌，戰爭從踏進新教室第一步就開始了，首先要瞄準目標，

像大風吹搶位置般，動作矯捷如迅猛龍咻咻咻地把看上的同學攔截，「同學，妳

可以跟妳當朋友嗎？」，一時搶到朋友也且莫得意，還得上操場抓 100 架飛機許

願，千争萬奪搶來的朋友，千萬千萬不要是怪咖。 

班級人氣排行榜所贈送的霸凌體驗卷通常只有一個名額，只要人數達兩人以

上，被霸凌的機率就會大大降低，隨便交個朋友，讓對方看不清妳的虛實，就不

會被得逞，靠這招，妳用一個說話聲如蚊蚋，總是跟妳借筆記抄作業的朋友，撐

過五六年級時光。 

如果妳是轉學生，雖然處境更為艱難，但也不到絕望的地步，撇步是先找龍

頭，妳可以轉職成為諂媚者，每節下課站在小圈圈旁拈花微笑，龍頭說一個笑話，

便跟著大夥笑－切記不可笑得太大聲，一定要精準確實地達到一個和諧的頻率－

偶爾朝龍頭諂媚諂媚幾句，使其龍心大悅，這就安全，或成為朝貢者，下課時備

齊跳跳糖、可樂糖、果凍條分發眾長官，帶整套幽遊白書孝敬龍頭她老人家，這

也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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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妳也可以嗤之以鼻，怎麼著，老子就想當孤獨一匹狼，青菜蘿蔔各有所

好，當然也是可以，但要做英雄，妳的心裡素質要好，腳步要穩，功課要強，打

人要痛，如果以上這些都做不到，只能當個屁，不能做英雄。 

不為別的，只為了求個安全而已。 

千萬千萬不要強出頭。如果妳無名無派，除非妳獨孤求敗，不然別跟人混什

麼江湖，閃邊玩沙去。在班上弱小被霸凌時正義凜然跳出來站台，然後跟富二代

談戀愛，那都是偶像劇式唬爛，切切不要相信，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那是有

穿黃金聖鬥衣的狀態，多數時候妳會連著一起變成過街老鼠人人喊打，兩個標靶

湊在一塊，只會變成一塊大標靶。醒醒吧，妳沒有聖鬥衣。 

如果不幸妳看到這篇文章時木已成舟，跟父母說基本上是沒什麼作用的，除

非妳能說服爸媽讓妳轉學休學待在家裡自學，不然讓爸媽去學校拜託求情拍桌警

告，最後只會落人笑柄，被調皮的同學醜模醜樣模仿一百遍。 

一切還是得靠自己，切記不可以想太多，她們一起去上廁所，沒邀妳，那是

妳的膀胱比較有力，萬聖節發點心全班一人一份就是沒給妳，那是為妳的健康找

想，桌子被搬去垃圾場旁的空地吹風，是那裡環境幽靜，放它在那裡曬曬太陽……

絕對不是刻意排擠妳，妳千萬不要想太多。 

不要想太多，妳不要想太多，妳千萬不要想太多，最恐怖的是話傳久了，連

老師也跟著湊合打趣說，妳不要想太多，對一個國小三年紀的人來說，那才是真

正的絕望。 

某次體育課，體育老師請假回家陪老婆待產，來了一位圓眼鏡、西瓜皮髮型

的代課老師，年輕洋溢的心，最喜歡搞分組，一組一顆籃球，妳得天獨厚一人獲

得一顆，好不容易挨到下課，妳率先把籃球丟進塑膠籃裡，結果最後統計少了一

個球，每個人都有同組組員作證人，只有妳孤單一人，「有沒有人看見，圈叉叉

還球？」代課老師活力充沛地大喊，靜悄悄沒一點回聲，三人成虎就是這等威力，

那圓眼鏡底下看小偷似的不信任眼神，導致後來妳對於帶圓眼鏡，西瓜皮髮型的

青年男子都有一種莫名的內建式憤慨。 

《明朝那些事兒》談大清官海瑞曾說：「你是個好人，卻並無用處。」升上

國中後，憑著國小同學都跟妳不同班的好運氣，以及從國小團體生活悟出的閃避

霸凌招式，妳宛如被手指擠壓的毛豆，從毛豆皮裡正式脫穎而出，偶爾也躲在小

群體裡，偷偷帶風向，免去若干人等受霸凌侵襲。 

Be safe. Protect yourself 

自己先站穩，再把大家拉上來，這幾年，一直是妳的座右銘。 

 

◎評審評語／林巧棠 

文字非常流暢，作者的語調雖然輕快，意義卻十分沈重，以戲謔的方式寫出

痛苦的回憶。但是可鋪陳、延伸處鋪陳得太少，情感的力道不足，有點可惜。



13 

建議在兩千字的篇幅內減少舉例，多一點情緒的刻畫。若能加強結尾，延伸

出更深更廣的含義，對人性著墨更多，這篇文章便能躍升到更高的層次。本

文以輕御重，值得鼓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