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2學期通識教育中心 
閱讀沙龍徵文比賽-佳作 

城南舊事 
工商設計系一年A班  李孟錡 

  童年應該是一串白色的棉花糖，有美麗的雲狀糖衣，白純純地無憂無慮，外面好玩有趣；裡

邊甜在心底。而我的童年回憶，像本破舊泛黃的老相冊，所在記憶最深處，我本不想打開這匣子，

卻被文學撞開重重枷鎖。 

  兒時的記憶在灰濛濛的迷霧中，我試著喚醒小鎮中的一切印象，迷濛的意識中有人對我呢喃

細語，也有寂靜夜晚壁虎發出的啾啾聲，那些聲音似有似無；乎遠乎近，須臾，一個念想撞擊山

壁，回音清晰地在耳邊迴繞不去。 

  我意漸漸淡去，告別橙紅橘綠時，動物們感受到寒意紛紛睡去，我想人類如果有冬眠的能力

改有多好，可不是像武俠小說中躺寒玉床，冬眠閉關練蓋世神功，而是可以不用上學、不用寫作

業、不用活……多好。 

  和煦陽光耀入白藹的磚瓦縫隙中，我從房間的木雕門窗望去，轉角的石井忙著提水，灌入小

渠道裡，波動漣漪推動流水涓涓，駝隊躍起清塵附著在斑駁的老牆上，我笑駱駝咀嚼牧草的蠢樣，

還打了牠幾下試試會不會咬人，旁邊站了個瘋子，她更蠢居然學駝吃牧草，我大笑有些歇斯底里，

她也望著我露出笑靨，可她的眼神中似有止不住的哀傷要崩堤，面頰上還有乾掉的淚痕弄花了腮

紅。 

  聽說她的男人被當成革命分子，夜晚被軍人抓走後就沒再回來了，父母親不忍閨女獨守空閨，

就把孩子丟棄在騎環門城邊底下。「小桂子！小桂子！」她向門口喊著，我還以為是清末的稀有

珍寶－奄人，沒想到是那個剛出生就被丟棄的嬰兒小名，她向門外喊了許久……。 

  這讓我想到阿達吃冷泡麵的事，那時候他家裡窮，窮到被斷電超好笑的，阿達五臟廟會辦得

熱鬧，吵著要吃飯，可是沒有熱水就擾人清夢。弟弟就開啟水龍頭用自來水泡泡麵給他吃，並且

半報復辦虐待地說：「泡麵就是要硬一點才好吃。」 

  你問阿達是誰啊？他是智障，智障得沒有倫理道德，智障得要弟弟照顧哥哥。這都要怪他家

裡窮，父母忙於工作，就把他託給整日打牌的姑姑照顧，那天發高燒也沒察覺延遲就醫，就這麼

燒到四十幾度把腦子燒壞了。之後就更有趣了，阿達是左撇子非常聰明，拿得獎還比我多呢！年

年都在啟智班拿第一名。照理來說他已有資格在一般班級上課，但是在做智力測驗時故意戲弄醫

生，醫生拿飛機圖卡，他偏說火車；拿火車圖卡，偏說飛機，醫生受不了他咯咯的嘲笑聲，就判

定是重度智能障礙。算了不說他了。 

  回到童年的記憶哩，夜晚時分，我在她房裡，房裡很擠，被黃澄澄的燈光佔滿空間，她抓住

我的衣袖：「不要走。」我倆相望接著舌頭伸進她豐厚的雙唇間，就像兩隻綠油油的大蛇相互纏

繞竄動，光線灑落在她赤裸的背上，真的很美，我彷彿看見一個折翼的天使落入人間。 

  紙終究包不住火，沒過多久我們的戀情被發現了，那時我才十二歲，大人問我的都說我不懂，

而其實我什麼都懂，我媽氣得險些沒把我打死，全家因為這件事搬離小鎮，三年後我終於能再回

到小鎮找她，但聽說我們離開當天，她衝到火車鐵軌上要與我相送，就這麼被火車撞死了，法醫

還說一屍兩命。是我的錯，要是我沒笨到去憐惜一個命運悲慘的女人，要是我沒傻到去喚醒她的

感情世界，也許她不會死。我每天在這裡徘徊，很多人都說我是瘋子，我沒有流眼淚只是對著他

們笑，我想會流出眼淚是不夠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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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舊事 

工業管理系一年B班  蔡瑋昌 

  孩子的視野，孩子的角度，孩子的觀點和想法在我們眼中都是純真、無邪的，城南舊事一

書，作者以一位小孩的事也寫出了當時人間的悲歡離合，更以主角英子，來回憶自己的童年。 

  感動人心的不一定是長篇大論，幾則簡單的小故事，也可以串起人們心中的感動，作者林

海音透過簡樸不花俏的筆法，道出了英子眼中那形形色色的北京，胡同裡的瘋女人、宋媽、蘭

姨娘等等描述了等時社會女人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在人物的刻畫上，林海音可說是十分的令我

驚訝，小人物的思考、思維、情感、個性皆十分鮮明，宛如書中人物與你相識多年，這點令我

十分佩服。 

  讀完此書令我憶起了國中的那段住校生活，當年的我，因父母的決定被送上了金瓜石山上

一所私立學校，雖然我沒有如作者那般的遭遇，但離開了熟悉的家人朋友、離開了熟悉的住家

環境，不免有幾分的害怕、幾分的恐懼，文中作者以英子的視野來看北京，反應出了當時的社

會結構、面貌，而我雖沒有作者這般的思維，但在學的過程中，我也透過了同修的視野、想法，

來更了解這個社會，形形色色的人，多采多姿的社會，我和英子的差別可能只差在出生的時代

有所不同，不然相信作者可以寫出更歡樂更精彩的文章。 

  說起城南舊事，我最受吸引的部分乃是全書首篇「惠安館」，一看我原以為是藏有什麼恐

怖、驚人的秘密，想不到原來這惠安館住的也不是什麼可怕的吃人魔物，更不是張牙舞爪的書

面猛獸，只是單純的一位瘋子女孩秀貞，她還是英子第一位的朋友，秀貞的身世在我看來也十

分可憐，戀人被抓、母女分別，相認後又是一連串的悲劇、悲歡離合，作者透過了筆墨把這一

切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十分厲害，還有許多篇也十分精彩，但惠安館這篇給我的衝擊卻是

最大最清晰的，現在許多文學作品都沒如此精彩。 

  這惠安館的故事使我回想起了不久前看的一部電影「唐山大地震」，因大地震使一家四口

分離，父死，母親在兄妹之間抉擇的痛苦，在那時我簡直看到了人間的生離死別，電影和文章

都是如此透過導演、作者來呈現給我們看，唐山大地震雖是以歡喜收場但這之間的過程也十分

催淚，我也十分推薦這部電影。 

  每個動人心弦的故事都有著它的結局，城南舊事的末篇「爸爸的花兒落了」寫出英子對爸

爸的回憶，更是將英子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串連在一起，人生的悲歡離合呈現的十分清楚，

最後英子自覺自己長大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更是令我佩服作者對人性情感的描寫上有十分高

深的功力，城南舊事在人物的描寫上十分得厲害，在短篇的小說中可說是十分出色，每次閱讀

皆可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收穫，非常值得細細品嚐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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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爸爸，窮爸爸 
工商設計系一年Ａ班  李孟錡 

  書中窮爸爸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然而認為學習只為找工作從沒思考過目的，沒有昌顯

的精神，就和常人一樣，別人讀書時就讀書；別人開始進入職場時就工作之後考上公務員，

賺錢和開銷打平就這麼平淡過一生。富爸爸學習為賺錢，雖然沒受過良好的教育，但與生俱

來的商人特質使他成功，有遠見和膽量，用錢養錢，不斷投資讓金錢為自己工作。我認為我

們不能任由命運擺佈，要去改變自己生活，不斷反抗老天，即使發動戰爭也在所不惜。 

  人生之中我們時常要自己做選擇，也要對其結果負責，所以我們會迷惘，看不清眼前的

路，在一片漆黑之中，有一句話像燈塔一樣照亮汪洋中的一條小船：「如果明天死了，還能

在世上留下什麼。」也許就是這句話讓我放棄讀國立科大的機會，毅然決然從機械轉設計系，

父母非常反對，反對的原因我知道，其實我連火柴人都畫不好，英文更差，設計的重點卻都

是我的罩門，父母當然不能理解這種「阿基里斯」自殘腳踝的行為，還鬧出家庭革命呢！敢

於冒險的詞彙我用不起，我沒那麼偉大，對我來說不過像在選擇旅遊行程罷了，隨心性去選、

去玩，沒有太多顧慮或放不下。 

  富爸爸，窮爸爸差別在教育孩子的經濟學觀念，而金錢對我來說就是一種能力，像語文

能力、邏輯思考一樣。宋朝的司馬光，時常問別人：「你們家裡有沒有錢？」來簡單判斷一

個人，他不是看不起窮人，而是認為有錢才有個人的獨立和自由，試想如果覺得官場黑暗想

辭官後全家的生計；如果想寫字罵人、批判政府，有錢才能著書立說，搞不好還會成為後人

追崇的批判文學著作。 

  中國的古代觀念－視錢財如糞土，像孔子最得意的門生顏回，一簞食；一飄飲；在陃巷，

說什麼窮苦的生活中恬淡自適，結果最後餓死了。我認為古代讀書人瞧不起金錢的力量，被

某些思想吞噬是過往的惡習，就像纏足、留辮子一樣，魯迅說思想吃人果然沒錯，把一個超

凡入聖的孔子門生活活餓死，人們居然還為它鼓掌傳為美談。 

  我不懂經濟學也懶得去研究，我只懂我愛錢，高中時，我曾和同學一起當老闆賣飲料，

不是開飲料店，只是批一些鋁箱包裝飲料去學校賣，假日學校會有公務員考試、技術士證照、

英檢，同學他哥開車載冰鎮過的飲料，夏日炎炎，考生和陪同家長不免燥熱，心煩意亂，一

杯沁涼冷飲就像是最佳良藥，非常熱賣！而且賣不完的飲料只要是一整箱就能退貨。 

  我愛錢的原因可能是有一個窮爸爸吧！他錢給得很少；對於金錢概念給得更少，他從沒

教我要用什麼方法賺錢、存錢，只告訴我有錢家人才不會擔心；有錢在外說話才能大聲（閩

南語）；有錢辦事才能無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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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個秘密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一年A班  李沅勳 

  要知道，說一個謊而不讓他人發現的代價是……說更多的謊來填補謊言。每個人

都有秘密而「真正傷人的不是秘密，反倒是藏不好的秘密」，這才是令人難過的。 

  書中內容很多轉折點，每個地方都會發現意想不到的事，裡頭充滿了人性的陰暗

面，父親想保護女兒，不惜選擇當殺人兇手。一個年紀輕輕，前途無限的男孩，因酒

精的催化，強暴了一位女孩，愛子心切的父親想替自己的兒子保留前途，在打官司的

期間不惜以威脅、賄賂檢察官，但檢察官秉持正義，並未接受與害怕，而他們竟然去

挖她的隱私，就這樣她開始慢慢揭露當年夏令營的殺人事件。 

  當他一層一層揭發後，也發現一些比較不應該知道的事情，他請了一些人幫忙一

件大工程。回營地搜尋當年失蹤的人，其中一位是當時他的女朋友，也就是營地所有

人的女兒，他們竟找到一具女屍體，當時下他覺得沒希望了，但經過幾天的觀察與情

報，令她錯愕的是那屍體是他母親的！原來他的母親想逃離精神異常的父親身邊，也

因為巧合，藉由殺人事件先將他妹妹送至安全的地方，回過頭來要接他過去，但被正

要逃離得母親發現了，憤而殺了她掩埋在森林中，而且也間接發現當年他的女朋友也

是殺人事件的幫兇之一，就是將他引到森林，好讓他四人淺入森林，知道這些得他， 

突然發覺是不是該將事件翻出。傷害到身邊的人，也傷害到自己對他人的信任。 

    讀完這本書，其實有些事情藏在心裡也不是不好，雖然可能會錯過一些事，但是

至少不會再傷害他人，不一定要讓所有的事情曝光才是對大家好的。古人說：「三思

而後行」所有的事都要經過大腦在說出口，有時候也要站在別人的立場想一想讓事情 

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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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設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一年A班  洪志仁 

  渺小的人類身處在浩瀚的宇宙，人們就憑自己的所知生活在這世

界裡，但是這有可能只是人們所知的冰山一角，我相信，一定還存在

著許多答案是未發現的，就等著我們一一去探所吧！ 

  老實說，我從來不曾去了解宇宙的形成、物理變化、大氣間的變

化…等等。不過我仔細的看過這本書之後，發現作者對於宇宙中的千

變萬化，有著獨特的見解，而且可以發現牠們精闢的推測過程，並不

會用很困難的深難名詞，卻用淺顯易懂的字句形容事物，並推翻許多

名人的理論，用眼光獨特的觀點解釋及說明。 

  根據這些推論及研究數據，提供了我很多看法。我了解到宇宙不

一定是單一的，有可能是同時存在，歷史也不會只有一個連續性，也

就是說，還有很多秘密尚未揭開，不只是存在於宇宙的面紗，也有可

能座落於大自然之間，甚至萬物變遷之下。 

  熱情、好奇心，是本書所提倡的精神，也是作者想要傳達的意義。

因此，這五個字啟發了我，讓我不僅對求知有更多的動力，就連事物

的意義也會是我用心思考的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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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設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一年A班 林清福 

  所有人都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個性，而那一個個性就是好奇心，而好奇心主要都是從自己平

常生活中所發生的事，而大設計這本書主要是想表達的就是想要了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謎題，

生命和宇宙。根據量子理論，兩位作者史蒂芬．霍金和雷納．曼羅迪諾在大設計一書中提到宇

宙並不是只有單一的存在或單一的歷史，而是每個可能的裡史都同時存在，我覺得這就跟平行

宇宙的概念很類似，我自己也一直都相信著這個理論，一個事件都繪有著不同的過程或決定的

發展就會存在於不同的平行宇宙之中，自己現在所生活的宇宙就是由自己從小到大所做的決定

跟想法而形成的。我把這本很有趣的科學書看完之後，我的好奇心就開始作祟，不斷的去想好

多的問題，像是「如果當初這樣做，現在會怎麼樣」「我現在的宇宙是否比較好」等不同的問

題，我也了解到自己所存在的這一個宇宙是多麼的渺小，就有如滄海一粟般的渺小。這本書中

集合了眾多科學家的觀察與實證，雖然這些觀察對整個宇宙來說可能如同九牛一毛，但對我們

來說卻是如同天上的星斗般的多和遠，就如同這些觀察一樣，在某個觀點來看只有一點點，但

換個方面去看卻是很很的，所以很多事情都只是看的角度的問題，而書中也有提到一個類似的

定理，而那個定理就是魚缸理論，魚缸理論是在說魚缸裡的金魚凝視著外面的世界時，圓弧形

的魚缸會讓金魚看到被扭曲的事實。作者也認為人類有可能住在一個巨大的魚缸之中，而我也

是這麼認為的，人們常常都會誤會很多事情，尤其是在現在這個科技網路發達的社會，我覺得

網際網路和報導新聞的媒體就是一個大到足以把全世界都覆蓋著的魚缸，時常自己親眼看到的

事物都有可能不是真的，更何況是利用電視所看到的事情，錯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現在這

個網路發達的世界不知道算是好還是壞，而別的平行世界說不定沒有網路可能過得更好，所以

存在著網路這件事是否是好的，這件事也值得我們好好地想一想。書中也有一句我很同意的話：

「在眾多的宇宙中，是我們的存在還選擇了能相容於我們的宇宙，在這層意義上，人類又等同

於造物主。」雖然培根有說過：「只有順從自然，才能駕馭自然。」但我和這句話都不同意培

根所說的，應該是由人類去創造自己周圍的環境，人類在這地球上應該算是靈長動物，所以可

以去創造自己更需要、更方便的世界，而不適只能無能為力的去適應目前存在的世界，雖然有

很多事情是真的不能做什麼，但真的能去努力的事就該去做，人類真的可以當造物主，是現在

的科技都是我們所創造出來為了方便自己生活用的，所以以現在最實際、最平易近人的事來看，

現在存在的世界也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這個宇宙真的很奧妙，很多事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但宇宙對我們說就是一個摸不透的「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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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曰：「天將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而聖經、雅各書第一章第二節上說：「你們落在百般試

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就如同上述所說的文字一樣，力克·胡哲是一個生下來就沒有四肢的人，

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生命或墮落下去，他反而說自己是一個幸福得不像話的人，跌倒再站起來這

種稀鬆平常的事，力克·胡哲卻要花好多的努力和精力，但他卻沒有因此害怕跌倒，他反而把跌倒

當成他演講表演的一部分，用來激勵人心，鼓勵受困於苦難中的人們，在他一路走來，他認為要

過一個不設限的人生需要強烈意識到生命目的、不可抹滅的希望、喜歡並接受自己本來的樣子、

態度決定高度、勇敢的精神、願意改變、願意信任的心、渴望機會、有評估風險與笑看人生的能

耐和有服事他人的使命，當你已經有一個不受限的身體了，就遵照這些步驟，不要讓自己受困於

自己的心中，而如果你並非擁有不受限的身體，那麼就去突破吧！ 

  在第二章，沒有手腳，沒有限制說：「當負面思想與陰暗的情緒找上你時，請記住，你是有

選擇的，如果你需要幫助，就去尋求幫助，因為你並非孤單一人，你可選擇想像更美好的生活，

然後採取行動實現它」，的確，人們常常被困在負面的情緒出不來，東抱怨，西抱怨，卻沒有發

現世界是很美好的，有時候當你為了一件小事而煩惱的時候，就去求助朋友吧！不管事去拜拜或

是去禱告，只要自己認為這個管道可以解決問題的話，那就去做，與其在原地不動，不如四處觀

望，不是有一句廣告詞叫做「做就對了。」 

  失敗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再也站不起來，力克·胡哲說：「跌倒七次要爬起來八次，你

會失敗，因為你是人類；你會跌倒，因為道路崎嶇，但你要知道失敗也是生命禮物的一部分，所

以要把他們利用到極致」，馬拉松選手如果在比賽途中放棄了，那他永遠跑不到終點，就像做事

情一樣，失敗並不是為了要打擊信心，它是要你從當中學習，沒有失敗，那永遠就不會知道哪裡

錯誤了。 

  看完這本書才發現自己才是一個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沒有太多的挫折，四肢也都健全，但

我卻沒有作者的那麼積極向上，在力克語錄中有一段話：「不要把每個面皰和皺紋看得太嚴重，

因為有一天，你會碰到真正麻煩的大事，那時你要怎麼辦？」有時候自己總是在琢磨一些小事情

上，一點事情就受到打擊，等出了社會，真正的大事情才正要發生，我現在要學習如何好好解決

問題，微笑面對困境，如果跌倒了，那就拍拍屁股再站起來，加油再加油，總會有成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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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自己命運的舵手，信心便是人生航向的指標，一個人的前途是光明，還是黑暗，是成功，

抑或失敗，其關鍵主要在於有無信心而已，雖然本書作者一生下來沒有雙臂和雙腿，但他有「自

信」，樂觀的活出自己的人生。人生未必永遠充滿著溫柔綺麗的夢想，在荊棘叢生的旅途上，一路

行去，原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苦和辛酸，等待我們的，常常是風、是雨，是風雨中拓落的情懷，

可是當咬緊牙關，克服重重困難，翦除一切的障礙，那份真摯而強烈的成就感，說不定連我們自己

也會動容，就像作者力克·胡哲一樣，為之喜泣不已。 

  作者力克·胡哲雖然沒有四肢，但他在書中提到「人生最可悲的並非失去四肢，而是沒有生存

希望及目標！」，因此我聯想到明朝王守仁先生說過：「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

未有不本於志者。」誠哉斯言。一個不知立志為何的人，必然如同脫韁之馬、無舵方舟，做起事來

優柔寡斷，無法當機立斷，東飄西盪於人生旅途中，最終勢必一事無成，換言之，力克·胡哲的意

思要人們有「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的觀念。 

  書中（第一章）提到作者沒有了四肢，但他勇於挑戰，於是嘗試了游泳、滑板，力克說想要一

個不設限的人生，需要有「強烈意識到生命目的、不可抹滅的希望、喜歡並接受自己本來的樣子、

態度決定高度、勇敢的精神、願意改變、渴望機會」，作者力克·胡哲上述的這些特質，幫助人們

在生命旅程中活出豐富有意義的人生。對我而言，人生是奮鬥的戰場，到處充滿血滴與火光，不要

做一個甘受宰割的牛羊，在戰鬥中，要精神煥發，步伐昂揚。所以面對人生混沌之途時，與其坐困

愁城、束手無策，還不如慷慨激昂、勇於挑戰，也惟有這樣的樂觀態度，才能百折不撓，克服難關，

贏得最後勝利！我覺得力克·胡哲的一生非常樂觀，他所選擇的人生雖然不識他願意的，卻能活得

比一般人活得更有尊嚴、價值，讓我想起蔣經國先生所說：「天下的路，都是人走出來的，我們不

要專走現成的路，平路是人人會走的，我們要走出人家不能走的路；我們要在山窮水盡、無路可走

的時候，自己開闢出柳暗花明的新路來。」，我想作者力克·胡哲就是走出一般人不能走的路，也

學會了轉彎，儘管他的路是蜿蜓崎嶇，但最終還是比一般人絢麗光彩，我想這就是值得學習的地方。 

  在世間上沒人會幫我們鋪好一切的路，為了甩開孤獨、無助、徬徨、落後，惟有靠自己，才能

步出各種崎嶇蜿蜓的路，在期許和前進之時，不知不覺中鍛鍊出一份信心與勇氣，也融入更深刻的

感受，你將體驗出成功永遠是走遍一段段陌生小路的歷程。人往往有著崇高的理想，有著繼往開來

的豪情壯志，但經常面臨到現實的問題，便不得不低頭，這種矛盾的現象不知扼殺了多少豪情之士，

至為可惜！一個真正的豪傑之士，是懷抱著美麗的憧憬，為此完全付出，而那豪傑之士，正是「力

克·胡哲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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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文明的法治制度，若沒有完善的制度，那它終究會瓦解的。 

  蒼蠅王，是威廉．高汀於今日的五六十年前所發表的一本小說，是本寓言小說，內容闡述

著一群因飛機失事而飄若荒島的一群少年他們所發生的故事，這群少年怎麼了呢？他們是一群

年紀最大為十二歲最小為八歲的孩童，他們試著以他們在學校與生活中的知識，來保護自己，

試著建立文明制度，然而事實卻不是如此。 

  他們試著經營與維護的制度，漸漸的，被存在於內心的野性思考給破壞殆盡了，文中有著

重要的兩大派人物，有著文明秩序的拉爾佛與野性的傑克，說是野性似乎錯了，傑克或許只是

把人們潛在的性質表現出來，一個不受拘束自由玩耍，過著不受任何控制的野外生活，他的起

鬨不受控制的性格，也導致了故事的分立。 

  另外的主要角色還有總幻想事情的西蒙，帶著眼鏡的小豬，小豬的眼鏡在裡面扮演重要角

色，火，故事裡重要的火源就是小豬的眼鏡，在一個荒島求生裡需要有火源與水源，來安定與

生存，西蒙總會想一探究竟，如是否能獲救？怪獸的真相？查明事情的真相，算是在這黑暗裡

的心靈火把，小豬總是一個理性的代表，在某些時候總會說出適當的話，地位雖然低，但卻也

會適時說出口，雖然最後他們倆都死於自我追求的意念，追求真相與理性的意念，在他們完成

自己的意念後……。 

  或許這就是作者威廉．高汀想表示的，有些人會追尋著自己的理念去做事，最後或許會因

此而喪命，但即使如此，他們還是做到了自己想要的，不管結果是否傳達，但還是做到了，如

小豬與西蒙。 

  故事的最後代表著野性不受拘束的傑克一方贏了，他們生活方式讓原本跟著文明秩序的孩

子們朝向他們，最後剩下拉爾佛一人，但在最後的殺戮中，似乎代表正義的大人出現了？終止

了這場心靈上的對決，正義的大人？他們不也是在進行著戰爭，掠奪他人的領土與資源，進行

著殘酷的殺戮戰爭，正義是什麼？人性？野性？ 

  作者威廉．高汀是在二戰期間領悟的道理，以此故事告訴我們，用一群天真的孩子告訴我

們，在他們初嘗到文明的制度時，卻意外落到荒島，那他們的做法是？當他們還沒有被教導完

全時他們的做法是最真實的人性理念，制度與自我的對比，為了取樂忘記自我的工作，為了自

我利益傷害他人，文中都有描述，現在的我們或許是存在法治的文明世界沒錯，但它真正有約

束到全部嗎？或者會不會因為某人貪婪而崩解？不得而知，一些看似規矩的人心，或許都住著

傑克，只是壓抑著或者不被揭露，世界的正義與去向有時候是掌握在有權勢、權力、力量的人

去決定的，他就是一切，一個獨裁的君王，好比荒島之後的規則都在傑克的制定下，雖然野蠻

無理，但他有權勢力量，當我們在荒島也遇到這情況時，我們會如此選擇自己的陣營，法治還

是自治？值得自我探討，但這就是人的本性，我們是動物，有著無拘無束的性格與慾望，並不

會完全被法治文明完全約束的。 

  一個文明的法制制度，若沒有完善與完全的制度，那它終究會瓦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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