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9 0年代我在貝爾通訊研究公司（B e l 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或Bellcore）工作，常

常見到貝爾電話公司的歷史文物。最有趣的是電

話服務相關的廣告。例如，今日要灌輸大眾「電

話無所不在」的服務相當容易，找個英俊或美麗

的模特兒，拿著手機趴趴走，大家就知道這是

「Any time, any place」的服務。古早年代要廣

告無所不在的有線電話服務，就沒那麼容易。

1950年代，貝爾電話公司的廣告「A Convenience 

While Automobiling」強調用戶在開車旅行時，

也能接受到貼心的電話服務（參見圖一(a)），

例如在旅次途中訂餐，打緊急電話等等。貝爾電

話公司另一個廣告「Telephones are ubiquitous？ 

Yes, telephones are ubiquitous」則嘗試表達無所

不在的概念（參見圖一(b)）。畫這張廣告的畫家

Robert Day不明白「遍佈」（Ubiquitous）的意

義。當時貝爾電話公司解釋，「遍佈」是existing 

or being everywhere at the same time，認為電話

服務最能詮釋「遍佈」這個詞兒。而這個廣告是

在強調，貝爾電話公司花下大筆經費，在各處公

共場所放置付費公用電話，方便客戶使用，因

此大家應多加利用（也讓電話公司多賺一些銀

兩）。

貝爾電話公司在推銷公共付費時極為用心，

連公用電話亭的歷史都搬出來，說明第一個電

話亭是1877年的發明。當時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1847－1922）和他的助手華生

（Thomas Augustus Watson；1854－1934）隔著

房間試驗通話，吵得房東抓狂。於是華生將自己

捲在毛毯內講電話（參見圖二），雖然又暗又

熱，但通話效果良好[文獻一]。

貝爾電話公司的公用電話設施有很多種類。

例如「AirLight Booth」是最常見的電話亭，編

號為KS-21716 （參見圖三(a)）。1961年貝爾公

司的廣告敘述：「電話亭友善的燈光照亮城市各

個角落以及公路，提供服務及保護。」這段廣告

詞強調，貝爾公司不但提供服務，也有保護群眾

的功能。在城市偏僻處的深夜，電話亭的燈光給

群眾安全感，遇到危險，可躲在亭內打電話求

救。這種電話亭的設計，推輪椅的殘障民眾亦可

進入使用。整個電話亭是標準化的規格，詳述於

1978年的《BELL SYSTEM PRACTICES： AT&T Co 

Standard》，我當年在Bellcore工作，曾仔細研

一平繪話 On Teletrofono and Inkblots

古 早 的 電 話 廣 告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顧問／林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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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a) 「A Convenience While Automobiling」； 
(b) 「Telephones Are Ubiquitous」

圖二：電話亭的原創想法



讀。AirLight Booth廣告常會在電話亭旁邊放一隻

狗（參見圖三(b)）。在eBay拍賣網，我就曾看到

一張1954年的貝爾 Airlight 室外電話亭廣告，電

話亭外一位女孩拉著一隻長毛臘腸狗（Daschund 

Dog），這張複印海報喊價20美金。

貝爾公司也有提供汽車駕駛使用的公用電

話，稱為Drive-Up Phone（參見圖四）。Drive-Up

泛指提供開車進來的客戶使用的服務窗口。Drive-

Up Phone就像Drive-in Movie及 Drive-in Bank，是

為了充滿汽車的國家（就是美國）的貼心設計。

1961年的廣告詞寫著：「Forget something？ Late 

for a date？ Need room reservations miles ahead？

Just pull off the road and call – as you would on 

your own phone.」1980年代我旅居美國時，常

使用Drive-in Bank進行轉帳。而麥當勞的得來速

（Drive-Through）服務更在台灣盛行。不過您大

概沒想到電話也可以「得來速」吧？

貝爾公司廣告的另一類簡便電話亭是Semi-

Booth（參見圖五(a)），是一種開放性的室內電話

亭。這種電話亭可擺放於公共建築物、店面、車

站或機場的一個角落，或環繞在柱子四周。1961

年的廣告詞寫著：「Especially easy to use if you＇re 

burdened with baggage.」比Semi-Booth更簡化的公

用電話服務是Walk-Up Phone（參見圖五(b)）。

Walk-Up這個詞的原意是指無電梯的公寓（或大

樓），引申其義，是不提供繁文縟節服務的公

用電話。因此1961年的廣告詞寫著：「Walk-Up 

saves lots of tie and steps. You＇ll find it as convenient 

as the corner mail box.」圖六是一張很特別的貝爾

海報，畫了一個女接線生，強調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貝爾電話公司為國服務，爭取民眾認同 [文獻

二]。當年女接線生配備的耳機及話筒非常特殊，

1941年6月21日《周六晚郵報》封面也曾經刊登

過。

NCP Newsletter / No.55 September 2013  17  

圖三：(a)及(b) AirLight Booth公用電話亭

圖四：(a) Drive-Up Phone； (b) Drive-Up Phone的
指示牌

圖五：(a) Semi-Booth Booth公用電話亭； (b) 
Walk-Up Phone

圖六：宣傳貝爾電話公司在二次大戰為國貢獻的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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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貝爾公司的廣告「Who ś  Tops  in 

Telephones？ It ś U.S.」（圖七）很驕傲地宣告

其成就，在美國布建的電話機數目超過全世界其

他國家的所有總和。當時美國每四個人有一具電

話，瑞典（Sweden）每五個人有一具電話，英國

每七個人有一具電話，俄國則是每百人才有一具

電話。紐約市有260萬具電話機，高過法國全國

電話機的數目，而舊金山更高達每兩個人有一部

電話，世界城市排名第一，華盛頓特區則緊追其

後。

有些電話廣告打出溫馨牌，例如圖八寫著：

「You kind of hope it is – for good news and good 

times often come your way by telephone」。換言

之，好消息由電話來。畫中的電話鈴一響，家中

的每一個成員都很興奮地問：「Is it for ME？」也

許這是打電話來和姊姊蘇（Sue）約會的；也許是

爸爸的商務電話，有生意上門；也許比爾（Bill）

想約吉米（Jimmie）看電影；也可能是奶奶打

電話給媽媽，詢問全家安好。廣告說：「And 

everything is more likely to be all right when there＇s a 

telephone in the home.」由各方面觀之，電話真是

家庭的好朋友。廣告最後又補了一句，電話費用

便宜：「And the cost is small – just pennies a call. 

」

早年的中國也有許多推廣電話服務的廣告，

大部分由美商上海電話公司推出。民國初年上海

有國民政府的電話局，也有外商經營的電話公

司。抗日戰爭期間，上海電話局與美商上海電話

公司由日本的華中電信公司接收經營。民國34年

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兩個電話企業仍由國民政

府交通部上海電信局和美商上海電話公司經營。

當時的上海電話公司位於江西路二三二號，營運

處電話九四○九○。上海電話公司刊登許多廣

告，鼓勵民眾在家中架設電話。圖九(a)的廣告

詞寫著：「您的朋友對於您的電話很看重的。您

的電話的價值，大多數是給您最好的朋友所享受

的。」圖九(b)的廣告詞寫著：「電話替您很迅速

舒適的解決一切事情。不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

方，祇要提起聽筒，就可以和對方講話，真是迅

速、稱心、舒快、滿意。電話以極低的代價，供

應最忠實可靠的服務，使您省力、省時，無論如

何不能相比，請立即在府上裝置電話，可使生活

安適，如果已經裝置，就請多多利用。」廣告畫

了一位女子，躺在床上，不必下床就可打電話。

以上兩則廣告都是正面的推廣電話服務的好處，

圖七：(a) 「Who ś Tops in Telephones？ It ś 
U.S.」； (b) 我的模仿畫

圖八：好消息由電話來

圖九：(a) 您的朋友對於您的電話很看重的；(b) 
電話替您很迅速舒適的解決一切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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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灌輸電話費用低廉的概念。

比較負面的廣告則是以「借電話惹人嫌」為

訴求，來引導客戶裝電話。圖十(a)的廣告詞是： 

「您媽真討厭，又來揩油了」，廣告上方畫了一

位借電話的婦人，喋喋不休的朝電話筒說話，而

站在一旁的電話主人則緊握雙手，愁眉苦臉的站

在一旁，顯然很心疼。廣告強調，這種話您是聽

不到的，然而何必時常讓人討厭呢？府上裝了一

架電話，每日所費不過幾角錢，而便利迅速，省

時省力，什麼都稱心滿意，並且免得被人討厭。

廣告最後下結論：請立即通知本公司營業處或通

知本公司任何職員，他們都樂意幫你服務的。圖

十(b)的廣告詞是：「人家暗裏搖頭，你知道麼？

儂又來麻煩了，借打電話。」偶然借打電話一

次，自屬情不可却；一再借用，不但麻煩，簡直

被人討厭，暗裡搖頭，認為「太不識相」。電話

廣告更進一步，說： 「其實電話支出為極微，按

新價目自三月一日起，每月祇須六元半，即可打

一百次之多（外面打進之電話，概不收費），較

從前舊價目，便宜得多，況且有了電話在家，事

事便利，被人討厭當然不會有了。」這張廣告強

調現在裝電話，比以前便宜。電話系統的用戶越

多，每個人分攤的成本越低，回饋客戶，價錢可

降低，因此有此說法。圖十(c)的廣告詞是：「等

人最討厭，有了電話立刻可解決」，並舉例子：

親友或客戶相約在車站會合，等了兩個鐘頭，火

車快要開了，他還不來，真是討厭。為了等待一

個人，許多人空坐了一、二個鐘頭，無法及時聯

絡，這是常有的事。如果裝了電話，那麼立刻可

以去詢問或是催促，絕不至於白費時間，空自惱

怒。電話還有說不盡的種種便利，例如購買東

西、預先訂座、臨時約會、親友問好等，一通電

話，立刻解決，越用得多，越便宜。住宅電話，

每月不過六元半，可以免費打出一百次，即日裝

置，立刻能享受現代物質文明的便利。

2013年6月，我在中華電信找到一本1963年

的電話號碼簿（參見圖十一(a)），看到很多有趣

的電話廣告。一翻開，內頁就先自我吹噓一番：

「電話號碼簿分類廣告新穎、醒目，效力宏大，

您要發展您所經營的各種事業嗎？最好的方法是

刊登分類廣告！」接下來又喊口號：  「電報電

話是文明利器，迅速準確，請多多利用。維護電

訊線路安全，就是保護公共福利設施」（參見圖

十一(b)）。這兩句話擺在一起，相當不搭調，前

一句要大家多用電話電報，後一句卻要大家保護

電訊線路。當年電報仍是主要電信服務之一，和

電話服務並列在廣告中宣傳。

電報的使用較簡單，填好電報文，送到電信

局拍發即可。打電話就大有講究。因此電話號碼

簿進行電話禮貌的宣導，說：「通話謙和有禮，

大家精神愉快」，有如下準則：(一)電話鈴響立

即接聽； (二)爭取時效，先報自己姓名或機關名

稱； (三)通話時間，儘量縮短； (四)說話時，聽

筒不要放得太近或太遠。打完電話聽筒輕輕放

好。文宣最後再呼口號：「推行電話禮貌運動！

圖十：(a)您媽真討厭，又來揩油了； (b) 人家暗

裏搖頭，你知道麼？(c) 等人最討厭，有了電話立

刻可解決。

圖十一：(a) 貓咪好奇地靠近1963年的電話號碼

簿； (b) 電報電話是文明利器，迅速準確，請多

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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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良好社會關係！」圖十二(a) 宣導使用公用電

話的注意事項：未聽到應話聲之前，請勿投幣。

聽到應話聲之後，請馬上投幣，否則電話是接不

通的。圖十二(b)則提醒客戶管好小孩，請勿讓小

孩在公用電話亭內嬉戲，以免損壞電話機件，妨

礙公眾使用電話。早期電話號碼簿的每頁頁尾還

會寫一些口號，例如「嚴禁在電信線路上任意搭

線」，甚至有威權時代的戒嚴口號，例如「消滅

剝削人民自由的共匪人民公社」、「為反對共匪

賣國而戰」，今日讀之，有點啼笑皆非。

1963年的台灣，家中的電話可自動撥接市內

電話，而長途或國際電話則需要接線生來轉接。

國際電話的廣告強調能通達美、日等五十一個地

區，而且：「掛號手續簡便，通話聲音清晰。」

長途電話的廣告寫著：「迅速－遇事立可解決；

清晰－兩地如晤一室；簡便－隨時可以叫發。」

這些廣告都強調「聲音清晰」，因為1960年代

的傳輸技術沒那麼先進，長距離語音常常失真，

因此廣告要一再強調「聲音清晰」，加強用戶信

心。

「車上旅客電話」的廣告寫著：「不論遠

近，每次通話，一律收費拾元，請利用車上旅客

電話」（圖十三(a)）。凡乘坐鐵路或公路旅客，

在車輛行駛間，如有急事須聯絡者，將訊息意旨

委託車上服務人員轉請電信局代為傳知受話人，

惟語句要簡明，以三十字為限，通話費每次只收

新台幣十元（當年的十元其實已是不少錢，廣告

用了「只收」，有點在吃民眾豆腐）。各界凡欲

掛發長途電話，而本人又因故無法親自與對方通

話時，請掛發「代傳電話」（圖十三(b)）。您只

要將通話意旨摘要（最多以三十字為限）告知電

信局，即可於二小時內代傳對方。

「立即電話」的廣告寫著：「緊急事務請

利用立即電話，掛號後立即可以接通」（參見

圖十三(c)）。所謂立即電話，用戶拿起聽筒撥

「08」立即台之後，報出自己的電話號碼與受

話者之地名和電話號碼之後，不必放下話筒，在

一、二分鐘內即可通話。在此之前的長途電話為

人工轉接，用戶撥號後必需將電話掛掉，靜待接

線生處理好之後，再由接線生撥號至發話者。電

信局亦提供夜間減價電話，自下午十時至次日上

午六時為夜間減價電話通話時間。話費按照日間

價目七折計算。

除了電話服務，1963年提供的電報服務也有

不同種類。最常見的「交際電報」是用來發送慶

賀、弔唁、慰問、歡迎、歡送、通候、餽贈、從

軍、中選，以及答謝上述各種來報或函的電報。

客戶可使用電信局現成辭句，每份收費3元。如果

自撰交際辭句，每份收費5元（自撰句的電文，若

是中文，以二十字為限，洋文以十字為限，超過

者，中文每字加收3角，洋文每字加收6角）。交

際電報也可以附贈禮金，最高額為400元，50元以

內不收手續費，51-100元收二元，101-200元收三

圖十二：(a)宣導使用公用電話的注意事項； (b)請
勿讓小孩在公用電話亭內嬉戲。

圖十三：(a) 車上旅客電話；(b) 車上代傳電話；

(c) 立即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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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1-300元收四元，301-400元收五元。交際

電報可照指定時間投送與收報人，電報紙和封套

印刷精美，非常鄭重，所以交際電報，不但省錢

省事，而且美觀大方（參見圖十四）。

國際電報的廣告很自豪地寫著：「全球可

通，迅速無比。」電報可發送國外，也有國際傳

真。國際電報交換業務可與美國、日本、香港及

加拿大、南美洲、澳洲、非洲、歐洲等各地的用

戶間，利用專線電報打字機設備，直接通報，甚

至航行外洋船舶的電報均可收拍。另一個有趣的

應用是「旅行電報」（圖十五(a)），可報告詢

問旅行地點、啟程日期、交通工具、行李件數，

以及逗留原因。旅行電報也可以通知預定旅館房

間、預定車船機票、改變行期地點、旅行伴侶

人數，並要求照料或招待。旅行電報按加急電

報（Urgent Telegram）次序傳遞，而照尋常電報

價目計費。圖十五(b)是書信電報的廣告。廣告

詞寫著：「請利用迅速、簡便的書信電報。有書

信的特點，有電報的迅速，全省各電信局均可拍

發。」  書信電報乃是以電報傳送書信，並享受

減價利益的電報。每封中文電報至少以二十二字

起算，英文電報至少以十一字起算，有書信的特

點，有電報的迅速，報費照國內尋常明語電價目

減半計算。如果電文由電局代譯，免收譯費，所

以書信電報又可叫做「減價電報」，各地電信局

及電信營業處均可拍發。

電報相關的廣告都會加上一句：「電信局

代譯不收譯費」，似乎是給客戶特別好處。以今

日的眼光，有點不可思議。電信局不代譯，難道

要收件人自己讀摩斯電報碼？早年電報盛行時

代，的確是由收件人自己譯碼，因此家中必備電

報譯碼簿 [文獻三]。有趣的是，電報的廣告很少

說「忠實傳達代譯」，因為傳送及拍發代譯過程

可能有疏忽，造成失真，更有可能被變造內容。

有名的例子是埃姆斯電報（Ems telegram）[附註

一]。

早期的電報譯碼簿也有廣告刊登。這些廣告

不像前述電話號碼簿，由電信局刊登自己花巧多

端的電話服務的廣告，而是真正收廣告費用，刊

登其他產品的廣告。所謂「其他產品」，以香菸

為大宗，大量刊登廣告於電報譯碼簿。我在《電

報新編》（參見圖十六(a)）頁首上看到「哈德

門包您滿意」、「哈德門到處盛行」，不知是何

意？我在北京曾經路過「哈德門」，是崇文門的

俗稱。這個城門修建於1419年（永樂十七年），

依據《左傳》「崇文德也」之典故命名。北京有

九座城門，每天關閉城門的時候，會敲擊一種形

狀扁平的打擊樂器，發聲如「嘡」。唯一例外是

崇文門，以敲鐘來提醒關閉城門，因此有「九門

八嘡（點）一口鐘」的說法，衍生出「鐘點」這

個詞兒。由於靠近通惠河，崇文門也是北京各

城門中最繁忙的，在明朝、清朝和民國初期均設

有稅關，所有進城貨物、乃至入京大臣的隨身行

李，都要在崇文門納稅。清末民初，崇文門內西

圖十四：(a) 電報投遞袋；(b) 可附贈禮金的交際

電報；(c) 電報紙和封套

圖十五：(a) 旅行電報；(b) 書信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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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是東交民巷使館區，東側的胡同，是外國人集

散的「洋」街。《電報新編》的廣告不是在宣傳

城門，而是民國年間名噪一時的「哈德門」牌香

菸的廣告。「哈德門」品牌取名於崇文門。由於

哈德門的「商」及「洋」氛圍濃厚，因此1924

年英國商人將其香菸品牌在中國註冊為「哈德

門」，英文為HATAMEN。1920年代的哈德門香

菸，名聞中國，巧妙利用崇文門，宣傳「哈德門

一開，好運自燃來」的雙關語好彩頭。我到上海

數次，對於老上海的舊海報特別感興趣。當中有

很多哈德門廣告畫，幾乎都是美女的圖片（參見

圖十六(b)）。這種美女抽菸的廣告在歐美極為

盛行，例如新藝術（Art Nouveau）完美化的推

手慕夏曾幫一家捲菸紙公司創作一系列的公司廣

告海報，都是美女抽菸（參見《手機保護套與慕

夏》）。

受到「哈德門」影響，中國很多香菸品牌也

以美女刊登廣告，製作的海報極為精美（參見圖

十七(a)及圖十八(a)），而刊登在電話號碼簿的美

女，往往是較簡陋的白描畫（參見圖十七(b)及圖

十八(b)）。圖十七的「雙美人牌香菸」海報畫

了半裸的女子，在1920年代的中國，情色尺度破

表，卻沒被取締，可見上海是很開放的城市。這

位女子也沒叼香菸，算是挺特別的香菸廣告。

最近我看到一幅電話廣告，相當有趣。這

個廣告海報以卡通人物貝蒂（Betty Boop）為模

特兒，如圖十九(a)所示。海報廣告的是Klondike 

Phone Company，是虛擬電話公司。《電信號碼

的歷史》[文獻四] 提到，早期美國的電視和電影

提到電話號碼時，常常會用KLondike 5（555），

因為555並未指配出去。若有觀眾好奇撥打這個號

碼，不至於誤打到真正用戶，造成困擾。

貝蒂（Betty Boop）是美國有名的卡通人物，

圖十六：(a)《電報新編》廣告；(b) 哈德門牌香菸

的廣告

圖十七：雙美人牌香菸

圖十八：仙女牌香菸

圖十九：(a) Klondike Phone Company廣告；(b) 我
模仿畫貝蒂（Betty Boop）； (c) 我在台北永康街

一家店面和貝蒂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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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30年8月首度出現於第6套有聲卡通片《Dizzy 

Dishes》（暈眩的菜），被塑造成爵士樂時代的

新潮年輕女子（Jazz Age flapper；參見《周六晚

郵報》）。貝蒂是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動漫性

感象徵（Sex symbol on the animated screen）。

貝蒂是以歌星肯恩（Helen Kane；1903－1966；

圖二十）的造型所創造出的卡通人物。肯恩的成

名曲《I Wanna be Loved by you》（我要你愛我）

有一句歌詞「Boop-Boop-a-Doop」，因此她被稱

為Boop-Boop-a-Doop女孩。而動畫中的貝蒂則

催眠般的以「Boop-Oop-a-Doop」方式說話，意

指「我愛你」。另外有一個說法，貝蒂的造型也

參考了女影星「它女郎」（The It Girl）克拉萊鮑

（Clara Gordon Bow；1905－1965；圖二十一）。

「It Girl 」是人人想要的女孩，亦即性感的象徵。

[附註一] 埃姆斯電報（Ems telegram）是一

封經鐵血首相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圖二十二(a)）巧妙篡改

的電報，成為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

的導火線。1870年法國駐普魯士大使轉達拿破崙

三世的密函給在埃姆斯（Ems）療養的普魯士國

王威廉一世（Wilhelm Friedrich Ludwig；1797－

1888；圖二十二(b)）。密函書寫的態度無禮，令

威廉一世感到驚愕。之後威廉一世就發出一份急

電到柏林，將法國大使交談的內容告知俾斯麥。

俾斯麥接到急電，大喜過望，詢問參謀總

長，如果普魯士和法國戰爭，是否有全勝的把

握。俾斯麥得到肯定的答覆，就拿起筆來修改威

廉一世的電文，刪去電文中「還可在柏林從長計

議」的溫和說法，改成刺激法國的語句：「國王

陛下以後拒絕接見法國大使，並命令值日副官轉

告法國大使，陛下再也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這封急電的內容在法國國慶日7月13日（Bastille 

Day）傳到巴黎，輿論一片譁然，更激怒了拿破

崙三世。7月19日，法國向普魯士宣戰，爆發了普

法戰爭。這場戰爭導致法蘭西第二帝國（Second 

Empire）的垮台。最後法國投降，簽訂法蘭克福

條約（Traite de Francfort），法國賠款50億法郎

給德國，並割讓阿爾薩斯（Elsass）和摩澤爾省

（Mosel）。經此條約，德國統一，成為歐洲第一

大國，但也埋下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伏筆。

有一位法國女性電報員道多（Juliette Dodu；

圖二十：肯恩（Helen Kane；1903－1966）

圖二十一：克拉萊鮑（Clara Gordon Bow；1905－
1965）

圖二十二：(a) 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b) 威廉一世 
（Wilhelm Friedrich Ludwig；1797－1888）



24  NCP Newsletter / No.55 September 2013

1848－1909；圖二十三）在普法戰爭期間搭線

竊聽普魯士軍隊的電報，拯救不少法國士兵的生

命。道多被普魯士軍隊逮捕，判處死刑。戰後釋

放，獲得法國勳章。俾斯麥為了統一德國，無所

不用其極。俾斯麥擅改埃姆斯電報的內幕，直到

他去世前出版回憶錄《思考與回憶》，世人才知

其真相。

[文獻一] 《公共電話》，《閃文集IV》第12頁

[文獻二] 《軍隊的通訊》，《閃文集III》第188頁

[文獻三] 《電信編碼》，《閃文集IV》第66頁

[文獻四] 《電信號碼的歷史》，《閃文集II》第64

頁

進場與退場

睡到二三更時．凡功名都成幻境．想到一百

年後．無少長俱是古人

我於1995年自美歸國後就一直在交通大學

任職，工作安穩，未曾跳槽。2005年台北市研

考會周韻采主委問我願不願被推薦為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NCC）委員。古人有云「學而優則

仕」，我雖然「學不優」，卻驛馬星動，心癢難

搔，想換換跑道，學學白居易（772－846；參見

圖一 (左)）的風骨，在NCC「設敢諫之鼓，建進

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

傳言」 [文獻一] 。第一屆NCC委員的遴選，在中

華民國的公務員歷史，可謂空前絕後。每一位候

選人都被十一位審查委員輪番上陣的「盤問」，

整個過程有攝影現場直播，在網路上任何人都可

觀賞。好不容易通過考試，巴結到了十三職等的

NCC委員官位，卻又一波三折。當時行政院長謝

長廷在卸任前來了一記回馬槍，提請大法官釋

憲，說我們這群未上任的委員違憲。我膽子小，

如何禁得起被行政院長控告違憲？於是還沒走馬

上任，就搔破腦袋，想著要如何辭官。另外兩位

委員陳銘憲及翁秀琪亦決意辭官，只是不知向誰

遞辭呈。當時NCC的主任委員尚未選出，老闆是

誰都不知道。我臨機一動，想到誰給我聘書，就

向誰辭官。於是三人聯袂將辭職書寄給續任的行

政院長蘇貞昌。辭職書投出後，如石沉大海，數

個月來毫無回音。我們三位進退失據，正在沒理

會處，忽然收到行政院公文，說我身為公務人

員，竟然不到NCC就任，曠職超過兩個月，依據

公務員服務法，予以銷派（就是免職啦）。讀者

諸君如果翻翻立法院第6屆第4會期第2次會議議事

錄，可以讀到「行政院函，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委員林一平、陳銘憲及翁秀琪等3人經該院於中

圖二十三：道多（Juliette Dodu；1848－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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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95年2月17日任命後，逾2個月未就職，超

過《公務員服務法》第8條規定應於1個月內就職

期限，該院已予銷派，請查照案。」行政院真是

吃我豆腐，明明是我主動辭職，竟然說我逾2個月

未就職，害我的NCC處女秀留下汙點 [文獻二]。

有人說：「當官是偶然，辭官是必然」。

的確，不管是自己辭官，或是老闆要你辭官，當

官的人總有下台之日。不過我的NCC辭官記演得

實在窩囊，原本想很有風骨的辭官，卻變成曠職

「被懲戒下台」。李白《行路難》寫著：「吾觀

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如何優雅的離

職，真是高深的藝術啊。因此也有人說：「上台

看機會，下台看智慧。」例如白居易「仕」得十

分挫折，最後無奈的說「不如歸山下，始法種村

田」。傳奇作品《枕中記》（參見圖一 (右)）將

「仕」到頭來一場失望和幻滅，描寫得很傳神。

結尾說：「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

死生之情，盡知之矣。」點醒世人「人生之適，

亦如是矣」[附註一]。然而上台容易下台難，如何

下台是頗需要用點智慧的。

我雖未真正當官，在學校倒有不少行政經

驗。每離開一個行政職務，即使嘴硬說不在乎，

心中仍是離情依依，捨不得走。倒不是我眷戀行

政權力，而是個性使然。我從小就很怕「散場」

或「分離」的場面。看電影，曲終人散，離開電

影院時，心中一陣失落的惆悵。這頗似《紅樓

夢》中的賈寶玉（參見圖二 (左)）。《紅樓夢》

第三十一回提到賈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

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

沒趣；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

可如何了。而林黛玉則相反，《紅樓夢》說她

天性喜散不喜聚。但就我的觀察，她也不是真

的喜散不喜聚，而是壓抑自己的情緒。林黛玉

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

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比

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

是不開的好。」這種心情，我最近也經歷過。

2005年大女兒Denise在路上撿到一隻長尾鸚鵡

（Budgerigar），取名Budgie，每天唱歌給大家

聽，2012年8月送人了。臨別前為牠畫一幅畫像留

念（參見圖三(左)），頗為傷感。之後在交大校

園，只要聽到鳥叫，就會想起Budgie，抬頭尋覓

小鳥蹤跡。我在交大校園未曾看到長尾鸚鵡，倒

是常遇見不少五色鳥（Megalaima oorti；參見圖

三(右)），將之素描留念，卻沒有再養小鳥的念頭

了。

我初任一個行政職務，「比如那花開時令

人愛慕」，沾沾自喜，頗想有作為，而下台時就

圖一：(左) 白居易（772－846）；(右) 《枕中

記》又名《黃粱夢》、《邯鄲夢》，是《唐人傳

奇》中的名篇，作者是沈既濟。故事地點在邯鄲

市，當地建築了呂翁祠來紀念這個故事。

圖二：(左)《紅樓夢》郵票；(右) 首次現身拍賣

市場的紅樓夢初印本在2008年中國嘉德秋拍中以

212.8萬元人民幣成交。《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是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萃文書屋活字本，是

《紅樓夢》成書後的第一個印刷本，世稱「程甲

本」，目前此版本僅國家圖書館（八十回不全版

本）、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有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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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謝時則增惆悵」。因此也像林黛玉一般，下

了結論「所以倒是不開的好」。已經擔任行政職

務，又如何能「不開的好」？我的作法是，在上

任的第一天就寫辭呈。隔一陣子，就將辭呈拿出

來修改。每天想像，做完今天，就要打烊下台。

如此，真正下台時，就不會有情濃時就要轉薄的

惆悵。然而這種做法，會不會變成當一天和尚敲

一天鐘的心態？我並無此問題，認為「How you 

handle yourself during your final months and weeks 

in power will have a big impact on how you are 

remembered. 」因此在最後一刻，還是期許自己能

愛惜羽毛，將事情做好。

知道在何時下台是很困難的，被人民 以「選

票」逼下台，更是難堪。選舉輸了，即使恨得牙

癢癢，還得謝票，表示風度。1998年陳水扁先

生代表民主進步黨競選台北市長連任落敗，發表

感言：「對進步的團隊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

徵。」聽起來風度翩翩。陳水扁說他引用邱吉

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1874－

1965；參見圖四）輸掉選舉，卸職時說的話：

「對傑出內閣首相無情是偉大民族的象徵。」阿

扁將自己的高度提升到邱吉爾的格局，當時頗讓

人感動。不過李敖放炮，邱吉爾落選時沒這麼

講。其實就我所知，沒有一個著名政治家落選感

言曾經這麼說過，陳水扁應該是第一位。

陳水扁說他引用邱吉爾敗選演說的句子雖然

並非事實，但邱吉爾的確有講過類似的話，語出

他寫的書《The Gathering Storm》（集結風暴；

參見圖五 (左)）。書中第一章「The Follies of the 

Victors」提到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參見圖五(右)）在1917年間出任內

閣總理，當時法國正陷於軍事危難，他兼任國防

部長，歐戰勝利，搏得「勝利之父」（Pēre-la-

Victoire）的尊稱 [附註二]。1920年，克里蒙梭競

選總統，卻被法國人民拋棄，沒有選上。邱吉

爾婉惜克里蒙梭，說：「Ingratitude towards their 

great men is the mark of a strong people.（對他們的

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壯大民族的標誌）」邱吉

爾的語氣有玄機，暗示法國人的做法是相當愚蠢

的。不過這句話的源頭也不是邱吉爾。

圖三：(左) 我飼養八年的長尾鸚鵡Budgie；(右)交
通大學校園的五色鳥（Megalaima oorti）; 五色鳥

俗稱花和尚，所以這隻鳥可說是交大花和尚。

圖四：邱吉爾（Win s to n  Leo n a r d  S p en ce r-
Churchill；1874－1965）

圖五：(左)《The Gathering Strom》（集結風

暴）；(右) 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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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爾在書中說他引用了羅馬帝國時代的希

臘人普魯塔克（Plutarchu；46－125；參見圖六 

(左)）的話。邱吉爾的希臘文及拉丁文學養不足，

大概不會讀普魯塔克的希臘文原著，而是英譯

本。然而我翻遍普魯塔克著作的英譯本，根本找

不到這句話。普魯塔克最接近的一句話出現在他

的著作《The civil wars of Rome：select lives》（參

見圖六(右)），敘述馬略（Marius）對恩人梅特魯

斯（Metellus）不知感恩圖報：「a man had raised 

himself to power by ingratitude to his benefactor…」

當中的 a  m a n是指馬略，為了權力而對他的

benefactor（梅特魯斯）忘恩負義。如此看來邱

吉爾是在暗示法國人對克里蒙梭忘恩負義。尤

其在書的章節「The Follies of the Victors」，更

直指被勝利沖昏頭的法國人（Victors）是笨蛋

（Follies）。如果陳水扁的下台感言「正確」引用

邱吉爾的話，那麼他是否以一語雙關的方式諷刺

台北市選民們呢？

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馬上進行大選，結

果民眾不將票投給邱吉爾。他落選時恨得牙癢癢

的，說：「1940年5月10日夜間，偉大的不列顛

戰後伊始之際，我取得了國家的最高權柄。自此

而後，我手中權柄的分量與時俱增，歷經五年又

三個月的大戰。到了末了，敵人一個個無條件投

降，而我卻遭英國選民摒棄，未能繼續領導國家

的事務」。邱吉爾的妻子安慰他說：「塞翁失

馬，說不定因禍得福呢。」邱吉爾不甘不願地回

答：「那這禍還真把福壓得很扁呢。」人們都推

測邱吉爾將會急流勇退，告老還鄉。可是他當官

成癮，上場退場次數不知凡幾，雄心依舊，永無

退休，繼續當了六年反對黨領袖。有一次他被下

議院趕下場後還回去舊地重遊一番，被敵對黨議

員辱罵：「鼠輩！…船沉了還不快走！…別再回

來！」，邱吉爾聽了，停下腳步，轉身給罵他的

人一個飛吻，鬧得哄堂大笑。1951年10月邱吉爾

再度出任首相。1955年4月5日，他又被逼宣布辭

職，不甘不願的退休。1958年，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參見圖七）訪問倫

敦，拜訪邱吉爾。老態龍鍾的邱吉爾躺在一張斜

椅上，一副行將就木的模樣。但一見到尼克森，

立刻變得精神煥發，滔滔不絕地和尼克森討論一

小時國際局勢。尼克森起身告辭時，邱吉爾掙扎

著站起來，在兩名助手的攙扶下步履蹣跚地送客

到門口。門打開時，記者蜂擁而上，照相機的閃

光燈發出了強烈燈光。這時邱吉爾反應敏捷，一

手推開助手，昂首挺立，目光灼人，舉起右手，

做了「V」字手勢。尼克森甘拜下風的說：「高

齡可以征服他的身體，但絕對征服不了他的氣

概。」

在我認識的朋友中，宦海沉浮多次，有豐富

上下台經驗及智慧的是曾任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長的陳樹（Gordon S. Chen； 

b. 19 54；參見圖八）。他和我是雲林縣同鄉，

也同時代表交通部擔任中華電信的官派董事。開

圖六： (左) 普魯塔克（Plutarchu；46－125）；

(右)《The civil wars of Rome: select lives》

圖七：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
1994）的鼻子老被人畫長了，嘲笑他在水門案件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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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時我們相鄰而坐，因此我能夠近距離觀察

他。他的發言溫文儒雅，謙和有禮，亦與人為

善，我深感佩服。在多次擔任國家行政職務的經

歷中，他學佛、學謙沖，因此培養出行政的智

慧，也讓他有更多上台的機會。2012年2月13日的

自由時報報導在官場浮沉數十年的陳樹，2009年

從金管會來到櫃買中心擔任董事長，由有稜有角

的個性轉變得圓融低調，講究「溫馨服務」。默

默耕耘3年後，有了豐收的一年。陳樹說：「去年

（2011年）櫃買締造好幾項新紀錄，這真的是我

最開心的事情。」學佛、禮佛的陳樹現在雖然事

事謙沖低調，但能夠把困難、複雜的事情做好，

突破瓶頸取得佳績，還是讓他忍不住滿臉的笑

容，謙虛的說：「這是櫃買家族大家的功勞。」

我歷年來擔任中華電信的董事，有機會接

觸到許多電信實務。個人觀察中華電信董事長呂

學錦（參見圖九），行事風格低調，性喜默默耕

耘，曾引述：「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孫子軍

形篇》寫著：「故善戰者之勝也，無奇勝，無智

名，無勇功。」換言之，好勇鬥狠的戰爭，不見

得是最好的軍事行為，而顯赫的戰功也不表示將

領能力的優越。能用最少的兵力資源，避免流血

戰鬥，取得最大的戰果，才是「善戰者」。於是

我寫了鶴膝格嵌字聯來形容呂學錦：

大智如愚學宗師．大勇若怯錦邊城

「大智如愚．大勇若怯」語出蘇軾的《賀歐

陽少師致仕啟》，而「學宗師．錦邊城」則出自

魏了翁（1178－1237）的《水調歌頭》。上聯表

現出學習態度。電信技術日新月異，電信公司必

須態度謙虛，大智如愚，時時尋求專家意見，向

宗師學習。在拓展業務方面，電信公司應該默默

打好基本功夫，不招搖，如同下聯寫的「大勇若

怯」。公司也應努力走向國際，開創「邊城」疆

域，以錦繡中華。中華電信業務蒸蒸日上時，身

為舵手的呂學錦在2013年3月辭職，出乎人們意

料，卻不意外。他選擇他認為恰當的時機，由中

華電信的舞台退場，相當有智慧。而接續呂學錦

擔任中華電信董事長職務的是李炎松博士（參見

圖十），亦頗有作為，例如積極擴展雲端運算業

務。

今日當官，能否做好，除了本身領導統御，

部屬的能力也很重要。有好部屬，自然能好好辦

圖八：陳樹（Gordon S. Chen；b. 1954）

圖九：呂學錦

圖十：2013年6月17日中華電信板橋資料中心舉

行新建工程動土典禮，馬英九總統親自執鏟 （右

二）。照片右一是李炎松董事長，我站在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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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官位穩固，也不至於會尷尬地被要求下台。

宋朝葉適（1150－1223）說：「吾祖宗之治天

下也，事無小大，一聽於法，雖傑異之能，不得

自有所為……夫以官聽吏，疲懦之名，人情之所

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

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

也，非例無行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

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在法治社

會，即使是主管也必須依法行政，以官聽吏，因

此部屬必須熟悉「法」及「例」。清朝郭嵩燾

（1818－1891；參見圖十一 (左)），說：「漢、

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

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

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

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

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

胥吏共天下耳。」胥吏相當於今日中層及基層公

務人員，「與胥吏共天下」也是今日公務機構，

尤其是合議體制下的NCC的寫照。電信傳播法規

極其嚴謹專業，在此體制，NCC委員們往往都只

能聽事務官的「依律行事」，不容易擁有展現政

務官格局的空間。

說到進場及退場，郭嵩燾是值得一提的人

物。他的官運坎坷，但為人正直，進場與退場，

毫不苟且，令人敬佩。他曾經跟隨曾國藩建立湘

軍組織，立下軍功。1859年（咸豐九年）英法聯

軍攻打天津，他反對清軍撤北塘備，辭官還鄉。

1862年（同治元年），應李鴻章邀請出山，曾

署理廣東巡撫，後捲入兩廣總督的官場摩擦，於

1866年6月解任再次歸鄉閒居。1875年（光緒元

年）入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出使英國道歉，成

為首任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兼出使法國欽差大

臣。

抵達英國倫敦後，郭嵩燾參觀發明不久的新

科技：電話。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電話。電

話機安裝在相隔數十丈的上下樓內，郭嵩燾自己

在樓上，隨從在樓下接聽通話。他相當震撼於西

方的新科技及制度，說「西洋政教、製造，無不

出於學」。郭嵩燾把途中見聞寫成《使西紀程》

（參見圖十一 (右)），向清政府大力介紹外國先

進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導致保守派人士的仇

視，說他「有二心於英國，想對英國稱臣」，要

求將其撤職查辦。郭嵩燾被清廷申斥，書稿毀

版，只好稱病請辭。1878年（光緒四年）清政府

將他召回中國。郭嵩燾具豪傑襟懷，昂昂藏藏，

但回家鄉後卻被污衊為「勾通洋人」，鄉人貼大

字報侮辱他。我在《你能為自己做甚麼》一文提

到中村正直翻譯《自助論》為日文，取名《西國

立志篇》，讓日本脫胎換骨，而郭嵩燾著書《使

西紀程》，卻被申斥毀書。難怪中國被日本打

敗，被日本人瞧扁了。我讀史發現，任何一個朝

代，當好官退場難看時，代表該朝代數氣已盡。

識大體，能勸諫夫婿不要貪戀官位，知道急

流勇退的奇女子是管道升（仲姬、瑤姬；1262－

1319；參見圖十二 (左)）。她與趙孟頫（1254－

1322）侍巾櫛，成親之後，夫唱婦和，琴瑟相

悅。趙孟頫是有名的畫家，我很喜歡他的作品

（參見《駕駛執照與資通訊》）。1316年，趙

孟頫加封魏國公，管仲姬也被加封為一品魏國夫

人。在封誥之後，她當眾潑墨揮毫寫墨竹（參見

圖十一：(左) 郭嵩燾（1818－1891）；(右) 《使

西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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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右)），得到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

1285－1320）的讚賞：「沒想到我朝有如此善書

婦人，我定要後人知道，我朝趙氏一門皆能書，

實乃奇跡！」

趙孟頫後來遭受貶斥時，管仲姬暗示丈夫

該退場了，寫了一首《漁父詞》：「人生貴極是

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吟風

弄月歸去休！」管道升真是奇女子。趙孟頫是

我很喜歡的畫家。圖十三 (左) 是我模仿他的作品

《調良圖》中的馬。《調良圖》（圖十三 (右)）

是趙孟頫很有名的一幅馬畫。圖中畫了一匹馬和

牽馬的人，因大風來襲，增加了畫面動感。這匹

馬造型生動、體型圓渾飽滿、富貴雍容。大風將

馬鬃、馬尾吹飛，而馬依然穩穩地站立，低頭凝

視。這不就像在官場上，不隨風搖擺，有所為有

所不為，隨時可為理念放棄官位，有風骨的下

台。趙孟頫的書法相當有名，我在《電話茶會》

文中用了他的《鬥茶圖》（如圖十四 (左)）[文獻

三]。他曾書寫蘇東坡所作詩文，稱為《行書前

後赤壁二賦冊》，筆法流利，在作品的起首處，

還以白描手法畫了一幅東坡小像，如圖十四 (右) 

所示。蘇東坡（1037－1101）是我最喜歡的文學

家，但宦途坎坷，大起大落 [文獻四]。蘇東坡流

放儋州的第三年（1100年），天下大赦，得以北

歸。他經過鎮江金山寺，看到畫家李公麟十三年

前為他畫的一幅像，百感交集，寫道：「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

惠州、儋州。」他歷經滄桑，對於仕途的進場與

退場，心似已灰之木、到達澄明之境。

我2012年開始撰寫本文之日，恰巧是普利斯

萊（Elvis Presley； 1935－1977；參見圖十五）

35年忌日，看到電視播放他演唱《My Way》。這

首歌的旋律源自法國名曲《Comme d'habitude》

圖十二：  (左 )  管道升（仲姬、瑤姬；1262－
1319）；(右) 管仲姬的墨竹

圖十三：我模仿趙孟頫《調良圖》中的馬。

圖十四：(左) 我模仿趙孟頫《鬥茶圖》的鬥茶

手；(右) 我模仿趙孟頫《行書前後赤壁二賦冊》

中的蘇東坡（1037－1101）畫像。

圖十五：普利斯萊（Elvis Presley；1935－1977）
被認為是搖滾樂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歌手，有搖

滾樂之王（The King of Rock 'n' Roll）的譽稱。他

曾說：「Don't criticize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son. You never walked in that man's sh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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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日），後來由安卡（Paul Albert Anka； 

b. 1941）改編成英文版，風靡全球，常被用當成

告別曲，表示表演的結束或個人的離場。這首歌

第一句歌詞是「And now, the end is near」，娓娓

道來一個人即將離世，回顧一生，如何堅強、自

信面對人生中的挑戰。他很少後悔所做之事，一

生顧昐自豪，走完自己的人生路。

若以《My Way》這首歌來形容鐵娘子（Iron 

Lady）柴契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

2013；參見圖十六），應該很恰當。她在2013年

4月8日辭世。柴契爾很強硬的「進場」，在1979

年成為英國首相，上台時，她說：「If you just set 

out to be liked, you would be prepared to compromise 

on anything at any time, and you would achieve 

nothing.」有人認為她拯救了英國經濟，但也有認

為她要為英國傳統產業的衰弱和貧富差距的迅速

惡化負責。柴契爾夫人直到死後仍然充滿爭議，

英國各地為她的去世降半旗致哀，但也有人開趴

慶祝。她有一本授權的自傳《女士不轉彎》（Not 

for Turning），與出版社協議，在她死後才能問

世。這本書的書名出自她1980年的名言。當時外

界以為她迫於壓力，經濟政策會有180度轉彎，

沒想到她強硬地說：「你要轉彎就請便，女士我

不轉彎（You turn if you want to, 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鐵娘子一直秉持這個態度，退場時

仍然強硬瀟灑。

本文提到的是「個人」的進場與退場。其實

很多「事件」的結束退場也讓人頗有感觸。例如

《西遊記》及《封神榜》讀到最後一章，人人修

得正果，讓人既高興又捨不得結束。網通國家型

計畫（NCP）由1997年草創進場，到今日即將功

德圓滿的退場，不也是如此？ 2012年底，國科會

指導委員會指示，進行NCP的退場機制。天下無

不散的筵席，2013年的責任更重，必須建立NCP

退場後，資通訊產業的協調平台及未來藍圖規

劃。我有幸於1997年開始，全程參與NCP（以及

其前身NTP）的運作，認識許多好朋友，深感榮

寵。我相信NCP的夥伴們不會因為NCP的退場而

各奔東西，而是更緊密的合作，為資通訊領域打

拼。我最後以女歌手「維他命C」（Vitamin C；

Colleen Fitzpatrick；b. 1955；參見圖十七）的一曲

歌《Friends Forever》來結束這篇文章。這首歌呈

現了畢業的感覺：一點點留戀、一點點懷念、一

點點憧憬，以及一點點不知所措的不捨。這也是

我對NCP的感觸。無論如何，我要告訴NCP的夥伴

們：「我們永遠是朋友！」歌詞節錄如下：

And so we talked all night about the rest of our lives

我們曾整夜討論未來的人生

Where we're gonna be when we turn 25 

不知25歲時我們會在哪裡

I keep thinking times will never change圖十六：柴契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
1925－2013）

圖十七：維他命C（V i t a m i n  C；C o l l e e n 
Fitzpatrick； b.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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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舊堅持認為時光不會改變

Keep on thinking things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依舊認為事物會亙古不變

But when we leave this year we won't be coming back 

但當我們今年離開後，就不會再回來

No more hanging out cause we're on a different track 

不會再在一起，因為我們的人生會走向不同的路

徑

And if you got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o say 

如果你有話要講

You better say it right now cause you don't have 

another day 

最好現在就說吧，因為你不會有另一次機會

Cause we're moving on and we can't slow down 

因為我們在往前走，不能放慢腳步

These memories are playing like a film without sound 

記憶就像在播放無聲電影

…

As we go on, we remember 

當我們繼續向前行，我們會記得

All the times we had together

所有在一起的時光

And as our lives change, come whatever 

生活不斷在改變，但無論發生什麼

We will still be, friends forever 

我們仍然永遠是朋友

So if we get the big jobs and we make the big money 

如果我們身居要職、賺很多錢

When we look back now, will our jokes still be 

funny？

回顧過去，當年的玩笑是否仍然有趣？

…

I keep, I keep thinking that it's not goodbye 

我堅持，堅持認為這並不是再見

Keep on thinking it's a time to fly 

而是展翅高飛的時候

And this is how it feels 

這就是全部的感受

 

[附註一] 《枕中記》又名《黃粱夢》，有人

說這個故事的男主角是唐蒲州永樂人呂洞賓（b. 

796；參見圖十八 (左)）。呂洞賓自小聰明過人，

過目成誦，出口成章。他熱中名利，卻進士落

第。六十四歲時，遊長安遇見「鍾離權」，一同

留宿在酒肆中。晚上鍾離權作飯煮黃粱，呂洞賓

忽覺睏倦，恍惚入睡，夢見自己狀元及第，官場

得意，極盡榮華。後來卻遭判重罪，妻離子散，

窮苦潦倒。一驚而醒，鍋中黃粱尚未煮熟呢。鍾

離權笑著在牆上題字：「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

胥。」呂洞賓驚道：「難道先生知道我的夢？」

鍾離權道：「你剛才的夢，浮沈萬態，榮辱千

端，五十歲如一剎那呀！得到的不值得歡喜，失

去的也不值得悲傷，人生就像一場夢。」呂洞賓

頓悟人世的幻化無常，雖未獲得進場當官的喜

悅，卻也不必為丟官退場而悲傷，乃隨漢鍾離上

山修鍊。此即「黃粱一夢」成語的由來。也因為

這個傳說，供奉呂洞賓的台北木柵指南宮，設有

「祈夢室」，供信徒投宿過夜。信徒努力作夢，

再根據夢境推斷吉凶，有分教：「雖痴人可以說

夢，惟至誠為能前知」。

呂洞賓被稱為純陽子，而「純陽」常和房中

術牽扯在一起，因此民間傳說不少呂洞賓的風流

韻事，例如他在《三戲白牡丹》的故事中調戲名

妓白牡丹。呂洞賓也「兔子愛吃窩邊草」，追求

八仙道友中美貌的何仙姑（參見圖十八(右)）。

而最為轟轟烈烈的一段，是追求觀世音菩薩。結

局當然是吃了閉門羹，被拒絕了。呂洞賓求歡被

拒，懷恨在心，見到熱戀情侶，便設法拆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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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民間傳說情侶不可同時造訪呂洞賓廟。呂洞賓

被全真教奉為北方五祖之一。我於2012年11月到

北京，路過白雲觀（參見圖十九），當中就有供

奉呂洞賓。

[附註二 ]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勝利的

協約國於1919年1月召開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戰敗國

並未獲邀參加，而僅是勝利國的分贓大會，主要

是由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 圖二十(左)）[附註三]、英國首相

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圖

二十(右)），以及法國總理克里蒙梭主導。

和會上簽訂了處置戰敗國德國的凡爾賽和

約，遏制德國及蘇聯等戰敗國及共產國家。老虎

總理克里蒙梭已經鯨吞，又思鳩奪，強硬對待

德國，因此被稱為「勝利之父」。巴黎和會英

國代表團有一位經濟顧問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參見圖二十一），認為

協約國單方面擠兌德國所作的賠償條約不可能達

到目的，寫了一本書，評論對德國苛刻條款之不

切實際，除了把德國再逼瘋外，不會收到任何效

果。凱因斯說：「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是既聾又瞎

的唐吉訶德先生，他的思想大多是基於神學，

而非知識。」當時的法國元帥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也評論說：「這不是和平，

而是二十年的休戰。」果不其然，20年後歐戰爆

發，巴黎被德國佔領。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凱因斯批評邱吉爾是既

天真，又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人，而其身旁的專

家則是一群笨瓜。邱吉爾沒有生氣，反而和顏求

教，借重凱因斯的專才。凱因斯運籌英國戰時的

經濟政策，並策劃戰後的借款，工作繁重，以致

圖十八： (左) 呂洞賓（b. 796）；(右) 何仙姑

圖十九：我到白雲觀一遊。

圖二十：(左) 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 (右) 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

圖二十一：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在總體經濟學上有卓越的成就。凱

因斯的思想成為1920年代至30年代世界性經濟

蕭條時的有效對策，被譽為「資本主義的救世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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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勞成疾而亡。他的學說深遠影響美國的經濟方

針。

[附註三 ]  威爾遜是屬於官運亨通的人，

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 o h n s  H o p k i n s 

University），是歷任美國總統中唯一獲得哲學博

士學位（PhD）者。我於2006年訪問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時，該校黃秉乾教授（圖二十二 (左)）帶

我到位於華府的宇宙俱樂部（Cosmos Club）用

餐。秉乾教授是睿智長者，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我是粗鄙鄉下人，進入宇宙俱樂部猶如劉姥姥逛

大觀園，鬧了不少笑話 [文獻五]。秉乾教授介紹

宇宙俱樂部時，我注意到威爾遜也是該俱樂部的

會員，俱樂部還展示了他的肖像郵票（圖二十二 

(右)）。

威爾遜雖然做了許多具爭議性的事，卻不

妨害官位。1915年他建立聯邦儲備系統，當時一

群銀行家臭罵他一頓，後來卻以他的肖像發行10

萬美元的紙幣（圖二十三）。他在第一任總統任

期內，大辣辣的表現出歧視有色人種的態度，遭

受強烈抗議。諸如此類，狗皮倒灶的行為罄竹難

書，卻不妨害他1917年續任總統。主因是他的

對手休斯太肉腳。威爾遜競選時根本忽視休斯的

存在。當被問到為什麼不直接攻擊休斯，他說：

「千萬不要謀殺一個正在自殺的人（Never murder 

a man who is committing suicide）。」結果他運氣

好，險勝了休斯。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了

十四點和平原則，被凱因斯罵到臭頭。這個和平

原則首次論述了關於成立國際聯盟的想法，因此

獲得了1919年諾貝爾和平獎。但當1920年國際聯

盟根據威爾遜的理想成立時，美國自己卻反對，

打了威爾遜一個大巴掌，沒加入。威爾遜因此中

風，勉強撐了一陣子後，抑鬱而亡。

[文獻一] 《教授的「利是」》，《閃文集II》第

184頁

[文獻二] 《呂伯大夢NCC》，《閃文集》第122頁

[文獻三] 《電話茶會》，《NCP簡訊》2012年7月

[文獻四] 《行動導航與迷路》，《閃文集II》第87

頁

[文獻五] 《FCC風雲錄》，《閃文集》第166頁

[後記：拿鐵的進場與退場] 「出生」是生命的

進場，「死亡」是生命的退場。過去將近六年，

我見證了家中小貓拿鐵（Latte）完成她生命進場

與退場的過程。

2007年8月8日，一隻奄奄一息的懷孕野貓

被送到動物醫院，剖腹生產後去世，留下數隻剛

出生的小貓，等人認養。在動物醫院當義工的女

兒Doris先斬後奏，逕自預約了一隻白底棕褐背

紋對稱的小貓。這時家中已領養一隻流浪虎斑公

貓Simba，我並不想再收養新寵物。最後熬不過

圖二十二： (左) 黃秉乾；(右) 宇宙俱樂部中展示

了威爾遜郵票。

圖二十三：美國金額最高的紙幣正面為威爾遜肖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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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的請求，讓她挑了這隻小花母貓。由於貓的

花紋像「加了牛奶的咖啡」，因此取名Latte。當

時兩歲多的Simba對其他的貓頗有敵意，曾有攻擊

鄰居家貓的不良紀錄，因此要和Simba作伴並不

容易。獸醫建議先將Latte關在隔離的房間，觸動

Simba的好奇心。果然Latte隔著門的稚嫩喵喵叫

聲引起Simba的好奇，敵意漸消，接受了Latte。

兩隻貓咪相依為命，偶爾為了搶佔印表機而吵架

（參見圖一 (a)），還算是相親相愛，也很依戀

Doris（參見圖一(b)）。Latte從小就體弱多病，就

像《紅樓夢》中的林黛玉，是淚汪汪的藥罐子。

Simba則是體壯如牛，好似《紅樓夢》中的呆霸

王薛蟠，無法無天，常常自己開冰箱，偷吃烏魚

子。兩隻貓的故事請參閱《貓與網路通訊》[文獻

一]。

2011年Doris獲得美國大學的入學許可。學

校寄來一幅校旗，Latte高興的扛著跑（參見圖

二(a)）[文獻二]。2012年8月，我們送Doris到美

國入學，將家中的兩隻貓兒寄養在一家動物旅館

十天。返回台灣後發現Latte有氣喘的徵狀。送醫

診斷，認為是慢性鼻竇炎，開始吃抗生素治療。

Latte一直流鼻涕，睡覺時會大聲打鼾，情況不

妙。這段期間，Latte也一直思念在美國的女兒，

有一次我和Doris打視訊電話，Latte悄悄靠近，趴

在電腦上，聆聽Doris的聲音（參見圖二(b)）。

2012年10月後，我們密集帶Latte到醫院診

療。每當我們抱她下車時，她很敏感的察覺要進

醫院，就像小孩一般抗議，喵喵嚎叫，爪子緊緊

勾住我的衣服，並將頭深深埋入我的臂彎。醫師

多次開出處方，是不同的抗生素膠囊，早晚服

用。我每天和Latte奮鬥兩次，強迫她吞下。Latte

會假裝吞下藥丸，偷偷吐出，相當令人傷腦筋。

2013年2月10日我們買了日本進口的超音波呼吸機

（Ultrasonic Nebuliser），幫助Latte減輕鼻塞的病

情。這款醫療器材人畜通用，讓氣喘病患以塑膠

口罩將霧氣吸入體內。貓咪不可能乖乖戴口罩，

因此必須將霧氣以塑膠管導入密閉空間，讓關在

密閉空間的貓咪吸入。我們利用一個大型舊魚

缸，罩上軟木塞板形成密閉室，在軟木塞板上打

洞，輸入含抗生素及消炎劑的噴霧蒸氣（參見圖

三(a)）。我每天將Latte放入空魚缸中噴霧三次。

Latte起初安分地待在魚缸內（參見圖三(b)），後

來魚缸濕氣太重，她不舒服，會掙扎往外跳，我

只好拼命壓住軟木塞板，強迫Latte待在魚缸內接

受治療。生病期間，Latte越來越沒有安全感，晚

上接近睡覺時刻，她會蹣跚爬上床，趴在主人的

枕頭。我們上床時不忍移動Latte，頭頂輕輕靠著

Latte睡覺。
圖一：(a) Latte霸佔印表機睡覺；(b) 兩隻貓很依

戀Doris；睡在右上方的是Simba，睡在下方的是

Latte。

圖二：(a) Latte扛旗子；(b) Latte趴在電腦上，聆

聽Doris的聲音。

圖三：(a) 魚缸改裝的密閉空間；(b) Latte在蒸氣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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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te的病情越來越不樂觀，2013年3月30日

送到醫院照X光（參見圖四(a)）並進行切片，診斷

出頭部左側有腫瘤（參見圖四(b)）。我們考慮開

刀切除，但風險太高而作罷。腫瘤的壓迫讓她的

左眼出現第三眼瞼（參見圖五(a)），行動漸漸遲

緩，上樓梯走一半就停下來，無助地東張西望。

我看到了，抱她上樓梯，她卻輕微的反抗，無法

接受不能獨自走完樓梯的事實。她的健康越來越

惡化，最後無力地躺在椅子上，幾乎不再動彈。

唯一一次例外是某晚太太櫻芳極度不舒服，Latte

察覺，掙扎離開椅子，爬行到櫻芳身旁，微弱的

喵喵叫，擔心主人的安危。5月14日早上，我到

中華電信的台北總公司開會，約10點時，突然接

到櫻芳來電，Latte開始有痙攣（Seizure）現象，

脖子不自主地向後仰，四肢伸直，全身攤平，逐

漸僵硬，表情痛苦（參見圖五(b)）。櫻芳立刻將

Latte送醫急救，我則急忙由台北趕回新竹，到醫

院和櫻芳會合。

Latte的痙攣是腦部缺氧所造成，因此被放

置於打入氧氣的密封加護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參見圖六(a)）。Latte無奈地在ICU待

了兩天，只能吊點滴。醫師開始採用類固醇藥物

治療，總算控制住病情，但Latte仍然虛弱。我憂

心重重，因為類固醇會造成不少副作用。我們隔

著ICU，將前面的小玻璃窗打開，Latte則掙扎爬

到窗前，想靠近主人。只見她的臉部呈現輕微的

痛苦表情，全身已無法再動彈（參見圖六(b)）。

當我們輕聲叫著「Latte，Latte」時，她唯一的反

應是，尾巴勉強隨著擺動，很努力地表示她聽見

了。5月16日早上，動物醫院的吳醫師試著將Latte

移出ICU，並灌食流質養分。結果Latte嘔吐，表

示缺氧情況仍然嚴重。吳醫師只好再將Latte移入

ICU。我狠下心詢問，Latte是否大限已到。吳醫師

凝重地說，Latte無法離開ICU，是在拖日子，而且

會越來越痛苦。

5月17日早上，在ICU的Latte仍然無法進食，

於是我與吳醫師情商，進行安樂死。在進行的過

程，我一直將Latte抱在懷中。Latte輕輕的喵了

圖四：(a) 櫻芳按住Latte照X光；(b) Latte的X光片

圖五：(a) Latte的左眼出現第三眼瞼，將眼球壓迫

到左邊；(b) Latte痙攣（Seizure），脖子不自主地

向後仰。

圖六：(a) Latte被放於加護病房（ICU）； (b) 
Latte隔著ICU的小玻璃窗，眼淚汪汪的望著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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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搖起尾巴，很有安全感的窩在我身上，並

未感到痛苦（圖七(a)）。吳醫師將大量的麻醉劑

（Propofol）注入Latte吊點滴的滴管。Latte或許

不了解白色針筒的意義，不過我還是遮住她的視

線，不讓她看到麻醉劑的注射（圖七(b)）。我輕

聲反覆的對她說：「Latte乖乖睡覺，Latte乖乖睡

覺，…」Latte的肌肉逐漸鬆弛，尾巴不再搖擺。

早上9點15分，吳醫師以聽筒確認Latte心臟已停

止時，我忍不住落淚 （圖七(c)）。我們原本想盡

量延續Latte生命，等Doris由美返台見最後一面，

可惜未能如願。我將Latte的R. I. P.過程（Rest in 

Peace）拍照，讓女兒們知道Latte毫無痛苦的離開

世間。

Latte在新竹旺鑫動物醫院出生，也在該醫

院結束生命。Latte不是完美的貓，常會製造一些

小麻煩。我畫圖時，她會擠過來磨蹭，故意讓我

畫歪斜（參見《速記法》一文）。我穿上阿拉伯

袍時，她會追著咬裙襬，我不得不抱住她（圖八

(a)）。我在使用筆記型電腦打報告時，她會故意

來咬銀幕，讓我寫不下去（圖八(b)）。我一急，

打她屁股，她則喵喵叫逃跑。過一會兒，她又偷

偷摸摸的黏上來，重施故技，令人又好氣又好

笑，如今回想，既甜蜜，又苦澀。

2005年迄今，我為Simba與Latte畫了超過300

張素描，大部分收錄於《Cat ś Note III》。Simba

比較像獨行俠，不喜歡被人打攪，而Latte則像

小跟班一般的黏人。最近一年，Latte的健康每

況愈下，但仍拖著疲憊虛弱的病體，人前人後的

跟隨，無論我們在客廳或房間，做任何活動，她

必會趨前，挑選靠近主人活動的位置，乖巧的趴

著陪伴。Latte和Simba這兩隻貓不同的特性不容

易以素描呈現，但對照相片說明，可看出一點端

倪。我嘗試以圖九到圖十二說明Latte的特性。例

如Latte遠遠看到櫻芳抱著一堆衣服，就知道要燙

衣服，搶先趴在燙衣板（圖九）。櫻芳必須將貓

趕走，免得貓兒碰到高溫的熨斗而受傷。

Latte喜歡跳上櫻芳的梳妝台玩耍，用手撥弄

眉筆、口紅、粉餅，打落一地。櫻芳不以為意，

反而覺得有趣。Simba對化妝用品不感興趣，而

是注重口腔清潔，看到牙刷就咬，害我們得想盡

辦法藏牙刷。我工作時，貓咪常來幫倒忙。每當

我使用筆記型電腦時，Latte會跑來湊熱鬧，看我

按鍵盤，就跟著在鍵盤上踩來踩去，或者靠著電

腦銀幕，一會兒磨牙齒，一會兒磨面頰。有一次

不小心將桌上的筆電推落地面，摔壞了。我氣得

打她屁股。她知道闖禍，躲在椅子底下，低著頭

喵嗚喵嗚告饒（圖十(a)）。筆電報廢後，我留下

了硬碟，隨手放在燙衣板上。Latte看到了，似乎

圖七：(a) 我將Latte抱在懷中； (b) 吳醫師將大量

的麻醉劑（Propofol）注入Latte的滴管；(c) Latte
乖乖睡覺，Latte乖乖睡覺，… 

圖八：(a) Latte喜歡阿拉伯袍；(b) Latte將筆記型

電腦咬得傷痕累累（右上角白圈處）。

圖九：Latte趴在燙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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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這是她喜歡的筆電的一部分，依偎在硬碟旁

邊，伸手輕輕觸摸，小心翼翼，不敢再將之推落

地面（圖十(b)）。貓咪在我工作時搗蛋，再舉

一例。我寫論文時常在工作桌上堆滿參考文件，

Latte則好奇的在桌上晃來晃去。每當我要拿啥文

件，貓咪後發先至，會搶先坐在文件上，壓住不

讓我拿（圖十一）。

即使在家庭娛樂時段，Latte也不放過表現的

機會。我們看電視節目時，Latte會跳到超薄液晶

電視上面蹲著，甚至抱住電視，尾巴垂下，不時

地搖啊搖，妨害我們觀賞節目（圖十二）。看到

Latte的絕技，吃味的Simba也曾嘗試蹲電視，但

可能太胖了，無法保持平衡，會掉下來，只好作

罷。Latte成功宣示擁有液晶電視的主權，因此即

使她擋住我們的視線，我們也多方包容，將就看

著畫面不全的電視節目。

我習慣站在浴缸上淋浴，怕水潑出浴缸，會

在浴缸內沿拉上浴簾。當我洗澡沖水時，兩隻貓

咪會很好奇地跳上浴缸外沿，身體靠著浴簾，享

受水下沖時打在浴簾內側的感覺。我有時會出其

不意，手伸出浴簾，將水珠彈在貓兒身上。Simba

比較機靈，馬上跳開。Latte躲避不及，水珠落在

身上，哇哇大叫。

Latte的活動力並不強，只有在吃飯時才較

為活潑激動。我家的貓一天開伙二到三餐。吃飯

時間一到，貓咪會興奮地繞在主人身旁團團轉，

Latte尤其會墊高身子，瞪大眼睛，看著主人準

備飼料（圖十三）。貓咪喜歡鑽進小空間，偶爾

看到小盒子，會想盡辦法擠進去，將身子縮在當

中，越擠越自得其樂（圖十四）。我家兩隻貓

打瞌睡或睡覺的時間長得驚人，不舍晝夜（圖

十五）。圖十六(d)是兩隻貓咪最後的一張合照，

照片中的Latte虛弱地靠在Simba身上。Latte很喜

歡一隻小黃狗造型的填充動物（Stuffed Animal；

參見圖十七(a) Latte左前腳的填充小狗）。女兒

Doris常常用這隻填充小黃狗逗Latte，故意將狗

兒丟到一兩公尺外，而Latte會跑去將小狗叼回

來。玩久了，填充小狗破裂，Doris還拿針線縫補

數次。最後實在太破爛了，在兩年前將之丟棄。

Latte待在醫院的加護病房時，櫻芳想到要帶點

Latte熟悉的玩具陪她。於是找到另一隻她曾經玩

過的填充小黃熊，帶到醫院。當Latte看到小黃

熊時，眼睛一亮，委靡的精神頓時一振，搖起尾

巴。小黃熊陪著Latte，直到最後一刻後，我將小

黃熊放在Latte的懷抱（圖十七(b)）。

圖十：(a) Latte低著頭喵嗚喵嗚告饒；(b)及(c)報廢

筆電時，我留下了硬碟，隨手放在燙衣板。Latte
看到了，靠在旁邊。

圖十一：貓咪喜歡在我的工作桌上四處巡梭。

圖十二：Latte蹲在超薄液晶電視上。

圖十三：Latte興奮地墊高身子，瞪大眼睛，看著

主人準備飼料。

圖十四：Latte縮在小盒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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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這篇文章時，越來越多的往事浮現，

永遠寫不完。回想冬天氣候寒冷，晚上溫度低，

Latte會鑽入我們的棉被一同取暖。我在床上翻

身，不小心壓到Latte，她會氣得哇哇叫，卻又捨

不得離開被窩。有一次大女兒Denise幫兩隻貓洗

澡，將貓兒關在浴室。Denise先抓Simba，沖水

時，Simba掙扎哀號。Denise緊握Simba，不讓他

掙脫。Latte聽到Simba哀叫，很有正義感的跳出

來，瞄準Denise的小腿咬了一下，馬上又躲到浴

室的馬桶側邊。Denise的小腿留下淺淺的咬痕，

並未受傷，倒是為了Latte拯救Simba的舉動，笑

了好久。Latte會直立站在腳踏車前面，前腳抓

著輪胎磨指甲，被我戲稱為「輪胎小姐」（圖

十八）。我一直想素描她抓輪胎的模樣，卻又偷

懶，總覺得來日方長，不急著畫，就耽擱了。如

今卻也沒心情畫了。Latte往生後，Simba似乎察

覺到他的貓妹妹不再回家，一直在Latte躺慣了的

椅子上磨蹭。而我的身上則仍殘留許多Latte的抓

痕。隨著時間流逝，這些抓痕漸漸消失，但Latte

可愛的舉止，卻在我腦中烙印得更深。Latte留

給我們太多回憶了。在她生病期間，我做了一幅

「拿鐵」燕頷格對聯，敘述我的心情：

紛拿萬念似浮漚˙如鐵寸心也深愁

上聯中的「漚」字音「歐」，是在水中浸

泡的意思。白居易《想東遊五十韻》：「幻世春

來夢，浮生水上漚。」上聯形容我和櫻芳絞盡腦

汁，想出各種方案，希望能治癒Latte，結果這

些念頭卻如在水上浮漚一般，毫無效果。下聯形

容我一直做心理建設，告訴自己，要寸心如鐵般

的理智，面對Latte的病痛甚至死亡。然而眼見

Latte日漸凋零，仍不禁深深憂愁。拿鐵（Latte；

2007－2013）的一生，正好是NCP執行的期間。

在這段期間，當我回到家中，思考NCP交付的各

項任務時，她總是默默在我身旁環繞陪伴。如今

Latte雖然已經退場，她在我們的心中，永遠是貼

心的小寶貝。

[文獻一] 《貓與網路通訊》，《閃文集III》第236

頁

[文獻二] 《帕海貝爾與翁山蘇姬》，《閃文集IV》

第302頁

<本刊文章不代表計畫辦公室立場，若對本

文有任何建議或勘誤，歡迎逕自與林一平教授聯

繫(liny@csie.nctu.edu.tw)。>

圖十五：Latte趴在印表機上打瞌睡。

圖十六：(a)及(b) Latte；(c) Simba；(d) Latte與
Simba的最後合照，拍攝於年2013年4月23日。

圖十七：(a) Latte和她最喜歡的填充小黃狗；(b) 
Latte最後一刻後，我將小黃熊放在她的懷抱。

圖十八：輪胎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