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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3年5月的《NCP簡訊》預告，《一平

繪話》將於這年9月發表最後一篇文章《進場與退

場》。不料剎不住車，又多寫了《抄襲與「再創

意」》及《由NCP簡訊的插圖到紫色長髮（Violet 

Rapunzel）》，兩篇文章同時發表於2013年10月

的《NCP簡訊》。早期《一平繪話》的文章是極

短篇，大約五百字，再加上一、兩幅圖畫。到了

後期，文章的篇幅成長到上萬字，圖片數十張。

在此特別感謝吳靜雄教授，沒限制文章篇幅，讓

我在《NCP簡訊》的園地中有自由揮灑的空間。

當初《一平繪話》專欄有一個洋學名兒《On 

Teletrofono and Inkbloks》，Teletrofono是梅烏

奇（Antonio Meucci；1808－1889；參見圖一）

為他發明的電話取的名字。梅烏奇的故事在《閃

文集II》有說明，不在此贅述 [文獻一]。Inkbloks

是墨水筆的痕跡，或墨漬，代表文章。換言之，

這個專欄是和電話相關文章的集合。然而「墨

漬」有比文章更深的含意。當墨水筆不小心濺出

墨汁，印在紙上的墨漬，會有不同的形狀，而每

一墨漬的形狀，在不同人的眼中，也有不同的

認知。於是有所謂的羅夏墨漬測試（Rorschach 

Inkblot Test），是羅夏（Hermann Rorschach；

1884－1922；參見圖二）發明的人格投射法測試

（Projective Personality Test）。

羅夏設計10張墨漬（如圖三所示），當中7張

為黑色墨漬，3張為彩色墨漬。經過特別安排的順

序呈現圖片，讓受試者依其感受，回答簡單的問

題。這些「墨漬」問題引導受試者建立各自的想

像世界，將其人格特徵顯露出來。我寫了和電信

相關的文章，是「電話的墨漬」。我希望，當讀

者閱讀這些墨漬，如同羅夏墨漬測試，能由電信

專業聯想到社會其他的現象。

《一平繪話》的結束，讓我想起傑克倫

敦（John Griffith "Jack" London； John Griffith 

Chaney；1876－1916；參見圖四）說的話：「I 

一平繪話 On Teletrofono and Inkblots

終曲（Fi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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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烏奇（Antonio Meucci；1808－1889）

圖二：羅夏（Hermann Rorschach ; 1884－1922）

圖三：羅夏墨漬（Rorschach Inkb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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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rather be ashes than dust!」他希望他的生命

大放光明，最後變成灰燼，而非如腐土灰塵般

的結束。套用傑克倫敦的話，我希望：「《On 

Teletrofono and Inkbloks》will end as ashes, not 

dust.」

專欄是一堆雜文的集合，如何寫終曲

（Finale），和音樂填譜或電影故事是否大不相

同？我看了許多例子，思考很久，寫出《進場與

退場》這篇文章，卻仍感不足，並未達到我心目

中Finale的目的。如果將《一平繪話》當作我的

情人，陪伴我度過7年，如今面臨結束這段感情

的心境，或許可以由卡斯提洛（Elvis Costello；b. 

1954； 參見圖五）唱的一首歌《She》來比擬。

這首歌第一段歌詞敘述如下：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 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如同這段歌詞，《一平繪話》是那張我永

遠忘不了的「臉龐」，呈現歡愉及憂愁的軌跡，

是我的寶藏，亦是我必須付出的代價。《一平繪

話》這個專欄對我的生命有重要的影響。首先，

家庭親情增進不少。太太櫻芳幫忙校稿，夫妻

有更多互動，而女兒看到我的糗事，就喊著：

「Daddy，趕快將它寫在你的文章。」其次，友

誼增進不少。很多人遇到我就談起《一平繪話》

的文章，拉近彼此距離。我在寫作這些文章時，

更將許多早已忘懷的往事，再度尋回腦中。例如

在寫《你能為自己做甚麼》這篇文章時，想引用

我45年前讀的一本中譯本《奮學記》的故事，

卻許久找尋不到這本書。最後終於發現這本書是

Jean Lee Latham的《Carry On, Mr. Bowditch》，不

禁雀躍。《She》第二段歌詞如此寫著：

She may be the song that summer sings

May be the chill that autumn brings

May be a hundred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對我而言，《一平繪話》是夏季中美麗的

樂章，也是秋天帶來的涼意，亦如同每一天所

經歷的各種不同的事情。《She》是我很喜歡聽

的一首歌，被用於羅伯茲（Julia Fiona Roberts；

b. 1967；參見圖六）主演電影《Notting Hill》

的終曲。Notting Hill中文譯為諾丁丘，位於海德

公園西北角，當中有倫敦著名的骨董集散地，

我曾經逛過，印象深刻。讀者諸君若在youtube

上搜尋關鍵詞「Notting Hill（il finale）She Elvis 

Costello」，可找到《Notting Hill》結尾片段，播

放《She》作為電影的終曲音樂。

《一平繪話》為我帶來許多創作的歡樂，能

圖四：傑克倫敦（John Griffith "Jack" London；
John Griffith Chaney；1876－1916）

圖五：卡斯提洛（Elvis Costello； b. 1954）



率性的寫寫畫畫。走路時想要畫，就邊走邊畫，

有時引起路人好奇搭訕，要求拍照索圖，也因此

結為朋友或網友。為了替《一平繪話》繪插畫，

我養成隨時素描的習慣。女性肖像我一直畫不

好，因此會找機會練習。練畫的對象幾乎是空中

小姐。前幾年因公務，常搭飛機，在飛機上呆坐

無聊，就緊盯著空中小姐，想像如何繪出她們的

容貌。空中小姐們忙著招呼旅客，大概沒留意有

人偷瞄。我的空中小姐素描畫像如圖七所示。服

勤的空姐一般會束髮（圖七(a)及(c)），我有時想

像她們放下長髮的模樣（圖七(b)及(d)）。我不曾

特意去記這些空姐們的名字，畫的對象越陌生，

我就越自在。若是熟識的人，我反而畫不出來。

這些空姐們的畫像幾乎未曾刊登在《一平繪話》

的文章中。唯一的例外是《阿拉伯情緣》，我刊

登了Etihad航空的阿拉伯裔空中小姐畫像 [文獻

二]。

寫寫畫畫的歡樂，讓我希望能一直創作下

去，然而落幕之日終究會來臨。五個月前，我就

一直思考如何為《一平繪話》寫一篇終曲。Finale

是法文的「終曲」，最早為音樂的專有名詞。

音樂大師徹爾尼（Carl Czerny；1791－1857；圖

八）這麼說：「that first movements and finales 

ought to－and in practice actually do－proclaim 

their contrasted characters already in their opening 

themes」。一個作品的結尾會影響到整個作品的

品質，音樂如此，電影亦是如此。例如希區考克

（Alfred Joseph Hitchcock； 1899－1980；圖九）

以巧妙處理結局著稱。他導演的著名影片《驚魂

記》（Psycho；圖十(a)）的結局，成為史上懸疑

電影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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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a )  羅伯茲（Ju l ia  F iona  Rober t s；b. 
1967）；(b) 電影《Notting Hill》的海報

圖七：我偷偷素描空中小姐。

圖八：徹爾尼（Carl Czerny；1791－1857）是貝

多芬的學生，也是李斯特的老師。

圖九：希區考克（Alfred Joseph Hitchcock；
1899－1980）

圖十：(a)《驚魂記》；(b)《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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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歌劇的終曲，就讓我想到《卡門》

（Carmen；參見圖十 (b)）第一組曲的終曲：鬥牛

士進行曲（Paso Doble）。聽過這首進行曲的人，

都會記憶深刻，隨口哼上幾句。《卡門》是法國

天才作曲家比才（Georges Bizet；1838－1875；

參見圖十一）最著名的作品。可惜，《卡門》的

首演失敗，比才深受打擊，一病不起，三個月後

逝世。《卡門》成為比才的終曲作品。《卡門》

後來在比才出殯之日重演，一炮而紅，聞名世

界。這種驚天動地的終曲，也不是我輩凡夫俗子

學得來的。

好的故事讓人期待結局。例如美國的電視

劇《絕命毒師》（Breaking Bad；參見圖十二 

(a)），觀眾等不及其結局，就自己來編。喜劇作

家Kevin Corrigan就這麼硬幹。他說：「I couldn't 

wait for the Breaking Bad finale this weekend, so I 

wrote my own.」《絕命毒師》講述高中化學教

師懷特（Walter White）的犯罪故事。他罹患末

期肺癌，事業又不如意，決定鋌而走險，製作並

販賣冰毒。連續劇的高潮迭起，在觀眾殷切期待

下，編劇寫結局時承受很大的壓力。尤其由克萊

斯頓（Bryan Lee Cranston； b.1956；參見圖十二

(b)）飾演的男主角懷特，性格黑暗，頗具爭議，

如何結束這個角色，是個難題。《絕命毒師》中

的女房東Jane Margolis由女星麗特（Krysten Alyce 

Ritter ; b.1981）飾演，並非主要角色，卻因此出

名。麗特的面龐輪廓相當有型，我特別為她畫了

肖像，如圖十三所示。

《絕命毒師》最後一集名為Fe l ina，出自

Marty Robbins在1959年創作的一首鄉村歌曲《El 

Paso》（此曲在這一集開場時播放，是為終曲音

樂）。其歌詞的敘述與「毒師」懷特的命運不謀

而合。歌曲提到一位墨西哥女孩Felina，而Felina

是三種化學元素的組合，包括Fe (鐵)、Li (鋰)，以

及Na (鈉)。鐵是血液的重要成分，鋰用來製造冰

毒，而Na(鈉)則是眼淚中的主要元素。若將Felina

的字母稍微重組，就得到終曲Finale。這齣電視劇

的大結局以詮釋「血、毒、淚」為終曲。 

好的故事往往會在結局留下伏筆，讓讀者

有許多想像空間，甚至在讀者的催促下，寫了

續集。例如道爾（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

1 8 5 9－1 9 3 0；參見圖十四）所著《福爾摩斯

探案》系列小說（參見圖十五），在1893年12

月的《最後一案》（The Adventure of the Final 

Problem）敘述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和

莫里亞蒂教授一同跌入深淵，結束福爾摩斯的故

事。文章發表後引起讀者的不滿抗議，道爾只好

在1903年發表了《空屋》（The Adventure of the 

Empty House），讓福爾摩斯「起死回生」。又

圖十一：比才（Georges Bizet；1838－1875）

圖十二：(a) 《絕命毒師》（Breaking Bad）；(b)
克萊斯頓（Bryan Lee Cranston；b.1956）

圖十三：麗特（Krysten Alyce Ritter； b.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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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章回小說《七俠五義》（圖十六(a)），原來是

說書藝人石玉昆在茶館的說書演義。結果欲罷不

能，一續《小五義》，再續《續小五義》，欲罷

不能。而施耐庵（1296－1372）創作《水滸傳》

（圖十六(b)）之後，在第七十回留下「忠義堂

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夢」的伏筆，因此

有不少人續書，如俞萬春（1794－1849）寫的

《蕩寇志》、陳忱（1615－1670）寫的《水滸後

傳》。吳承恩（1504－1582）的《西遊記》也有

三大續書，包括董說（1620－1686）的《西遊

補》、天花才子評點的《後西遊記》，以及《續

西遊記》，續的好，是錦上添花，續不好的，就

變成狗尾續貂。

思考徹爾尼說的話，觀看希區考克的布局，

天馬行空的參酌了各式終曲範例，我卻仍無法為

《一平繪話》寫一篇滿意的終曲。當我在苦思

《一平繪話》「終曲」時，《She》的旋律不時

浮現，也讓我想到《Notting Hill》這部電影的情

節。該電影的中文譯名為《新娘百分百》，敘述

大牌電影女明星邂逅小書店老闆。最後的結局是

窮小子贏得美人歸，是快樂的結局。徹爾尼和

希區考克的終曲理論不適用於《一平繪話》，

倒是《Notting Hill》接近我的心境。我寫作《一

平繪話》專欄的最後結局是，集結成五本《閃文

集》，擺在我的床頭，每晚睡覺前，都與之相

會，神遊於文章。《She》的最後一段歌詞，道出

了這個情境： 

I'll take the laughter and her tears 

And make them all my souvenirs 

For where she goes 

I've got to be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s She....She Oh, she....

《一平繪話》敘述的往事令我歡笑落淚。最

後，《閃文集》將成為我一生的珍藏紀念，她往

哪裡我就跟隨神遊。她，是我生命的意義。

[文獻一] 《電話的故事》，《閃文集II》第271頁

[文獻二] 《阿拉伯情緣》，《閃文集IV》第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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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四：道爾（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
1859－1930）

圖十五：《福爾摩斯探案》

圖十六：(a) 繡像《七俠五義》； (b) 繡像《水滸

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