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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 
文/趙皇式社長 

2021年 1 月是最特別的日子，

一則召開年度會員大會，二則是順

利完成月例會講師交通部長林佳

龍，創造 600人的聽眾，為確實防

疫 100%配戴口罩，測量體溫酒精消

毒，每個細節流程，理監事團隊都

很用心，再次感謝理監事團隊！ 

2月春節後，第一場活動新春團拜，首先由全體理監事迎賓，幫八位角色

扮演的前社長換裝搏君一笑，感恩前社長的幫忙讓順利完成開場，由我領隊伴

彌勒佛進場，爾後鬧八仙扮演者皆前社長、鍾漢離／陳營誠、曹國舅／蔡明雄

、呂洞賓／陳石崇、李玄／黃新鎮、藍采和／游讚福、何瓊／鄭翠碧、張果老

／徐泓杰、韓湘子／陳煥生。 

八仙代表富貴貧賤男女老幼，都是得道的金仙。 

新春團感謝八位前社長帶給全體的社友家人與寶眷滿場的歡樂與吉祥話

的祝福。 

中場介紹代表彰化社比賽領導統御的程程，接下主持棒，程程為我們晚會

添加年輕活力，夫人會精彩的舞蹈表演，安可聲不斷，鈴蘭老師全場帶動舞，

更讓大家一起嗨到最高點， 

今年最特別的是 YMCA，有許信義理事長率領團隊表演節目，還有小朋友

跟 IMC家人康樂遊戲，大家笑聲不斷⋯ 

2月健康休閒，很用心帶我們從彰化輕鬆騎鐵馬到鹿港自由行，龍山寺享

用鹿港知名肉包，馬前社長加碼龍山蚯蚓麵線，老街巡禮。 

準社長炎修更加碼到王功享用美食。 

次團活動有賴社友熱忱參與，有益健康與友誼交流，歡迎參與健身行列。 

3 月活動，有月例會、經營研

究、夫人會交接、活動精彩，敬請

各位火速報名參加。 

2021年 

祝福 IMC 家人牛轉錢坤、福牛

迎春行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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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IMC第三十三屆三月例會程序表 
日期：110年 3月 11 日（星期四） 

地點：感謝 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趙皇式社長 

司會：陳英姿理事 

王柏竣理事 

司儀助理：活動規劃組廖炯松理事、公關事務組賴曜勛理事 

輪值服務：社友拓展組梁宇洋理事、創新專案組王議慶理事 

會前準備：(1)會場佈置—報到區、商展區(歡迎社友自由提供產品或目錄)、舞台佈置。 

          (2)輪值服務小組人員的工作分配(接待、報到、茶水、音控、敘獎、攝影等) 

第一幕 

6：00〜6：20 報到迎賓--一樓歡喜迎賓、二樓拿名牌報到、會場引導、服務茶水。 

6：20〜6：50 聚餐聯誼--唱謝飯歌、用餐 

第二幕 

6：50〜7：00 會前序曲：音樂或影片欣賞…等【推行環保杯】 

第三幕 

7:00〜7:30 例會開始— 請主席鳴鐘、宣佈開會 

唱社歌第一、二節(社友請起立) 

主席致詞 

來賓介紹 

台文朗讀—林漢森前秘書長 

訊息傳遞(喜事 祝賀 活動預告…等) 

祝壽--生日快樂歌、生日禮物及溫馨誠摯的祝福 

頒獎表揚—金筆獎…等 

第四幕 

7：30〜8：55  專題演講--講師介紹、演講時間、雙向交流、感謝講師 

第五幕 

8：55〜9：00  閉會--唱社歌第三節、請主席鳴鐘、宣佈閉會 

      

PS.1.請全體理監事及社友留下幫忙收拾桌椅，感謝。 

   2.敬請將『名牌』交回報到處，下回再用，感謝！ 

   3.預告 本社第三十四屆年會暨第 33、34屆社長交接典禮 110年 4月 9日(五) 

          於大中華國際美食館台灣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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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壽星共 21 位 
林坤燦(01)、陳啓智(02)、徐竣義(04)、楊坤祥(04)、謝進隆(05)、賴慶聰(06)、 
黃祥倫(07)、黃聖耀(08)、卓榮春(10)、洪璟霖(10)、許健泰(11)、施宗憲(12)、 
陳杉銘(14)、黃自維(15)、邱駿林(16)、陳中和(18)、王佑民(20)、葉宏仁(22)、 
蔡文彬(24)、陳州德(26)、紀慶堂(30) 

 
高爾夫球訊 
第二十八屆第十次一月例賽與台中社聯誼賽 

日期：110年 1月 26 日(二)早上 10：00開球 

球賽地點：霧峰高爾夫球場  

晚宴時間：下午 5：30 

晚宴地點：霧峰高球場 2F餐廳 

最 優 桿：黃耀慶 

淨桿冠軍：謝福炎 

淨桿亞軍：張國禎 

淨桿季軍：游讚福 

 
恭賀  
社友『江沛涵』小姐 1/26 在霧峰球場一桿進洞 

 
悼念 
陳州德前社長之先慈，於 110年 2月 3日舉行告別式 

陳麗卿夫人之先嚴，於 110年 1月 30日舉行告別式 

施明宗理事之先嚴， 於 110年 2月 7日舉行告別式 

王世凱前社長女兒，王淑麗前副秘書長於 110年 3月 6日舉行告別式。 
 

表揚 
◎金筆獎 

曾志輝秘書長(彰化 IMC第 33屆第四次工廠參訪) 

李秉儒理事(巨變環境中的創新領導與治理) 

林宗毅健身休閒理事(急速蝸牛鐵馬健身休閒行心得報告) 

曾志輝秘書長(福牛年到好運到 扭轉錢坤招財寶) 

葉家榛夫人(夫人會元月例會心得分享/尋找童稚時的夢〜到霍格華茲城堡品嘗

魔法餅乾) 

林素真夫人(新春歡樂尋寶趣) 

陳榮廷前社長(行路上心適(sim-sik)、行路上健身) 

陳惠瑜(過鹹水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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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IMC第 33屆第四次工廠參訪 
文/曾志輝秘書長 

因疫情擾動原有安排臨時變更参訪地點 

感謝  貞緻社長熱情安排提供參訪。 

※第一站沛美生醫科技（股）公司 

30年生醫保養品專業生產團隊，並取得諾貝爾技轉 NO技術授權。 

一個創造美麗幸福的團隊，有三大主軸一者：使命/品質、創新、專業 

二者：核心價值/健康、美麗的雙核心價值。 

三者：願景/顧客滿意、服務滿意、員工滿意、股東滿意。 

 

尊敬的   貞緻社長分享 30 年的創業經驗談，從代工到自創品牌行銷，語

不驚人死不休的驚人廣告用詞創造賣點，有機大麻草仔油提煉，造成風行。靠

著精準研發，國外授權技轉使團隊業績增增日上。 

一場難得的經驗分享道出逐步踏實創業路程，成功的果實得來不易。 

非常感恩  2020 祕書長   長棋同學支援，謝謝感恩有你，太感動了。 

 

※第二站欣林天然氣（股）公司 

當遊覽車緩緩進入大門，眼前所見大陣仗的歡迎式，陳董事長、朱總經理

、楊副總經理等公司人員皆熱情接待。 

簡報中認識天然氣的優點與安全性，排除過去所不知的疑慮，明白天然氣

與桶裝天然氣差異性與使用安全認知。 

欣林位處草屯鎮但屬公用事業，雖經 921 地震的破壞，損害嚴重，如今重

建管線輸送天然氣皆具有自動安全檢查系統，使用端微電腦瓦斯表有漏氣、超

時、地震等遮斷功能。 

今日工廠參訪是本屆最後一次也是最特別的一次，增長智慧了解與日常生

活有緊密關係，每一個消費者應具天然氣使用安全概念，是接納而不是排斥，

天然氣值得信賴與使用安全無慮，維護環境減少汙染，是一種經濟效益極優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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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變環境中的創新領導與治理 
文/李秉儒 理事 

這一次我們 IMC 非常有幸邀約到交通部長林佳龍到彰化和美，以「巨變環

境中的創新領導與治理」為演講主題，與工商界人士分享自己的從政及危機應

邊的經驗。讓我們彰化在地企業能效法精進。 

主要針對疫情肆虐下加速觀光與交通產業的轉型，帶來挑戰與創新。面對

後疫情時代，台灣更要藉著這次所建立「防疫大國」的品牌優勢，進而凸顯「

台灣奇蹟」是如何造就的。 

交通部面臨許多棘手難解的難題，從航空業勞資糾紛、計程車與 Uber 的

爭議、觀光局石虎公關危機到武漢肺炎（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的

防疫決策，每個問題在在考驗團隊的危機管理。 

主要的重點在於危機管理必須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決策，才能趨吉避

凶。身為領導者，必須找出問題之所在，從危機中尋找契機，進行全盤性地思

考來找出可能的解決辦法，還要跟利害關係者進行溝通，同時必須對大眾進行

宣導，才能不斷地化危機為轉機。 

林部長認為，疫情加速了產業數位轉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包括 5G 建置

、智慧城市跟生活，表現在智慧製造、智慧醫療、智慧移動，還有智慧育樂這

些領域。5G 高速率、低延遲，大連結的特性，在未來將形成萬物聯網，影響

我們的交通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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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林部長的演講當中，讓我深切體會到化危機為轉機的最佳實例，

扎扎實實的驗證了台灣的實力。見證了所謂在最壞的時代，有著最好的機會。

非常的鼓勵人心，振奮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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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蝸牛鐵馬健身休閒行心得報告 
文/健身休閒理事林宗毅 

阿彌陀佛!!各位親愛的社友大家好，我

是 33 屆健身休閒理事宗毅，這是我們趙社

長辦的最後一次健身休閒活動，當初社長說

，我們找一天來辦鐵馬活動，我馬上說好，

然後我腦袋就空空的了，完了，因為鐵馬是

我不擅長的運動，每次騎完鐵馬，屁股都要

痛好幾天，而且大腿都會很酸，還有去年的

泳渡日月潭，真的能活著回來我都快嚇死了

，回想 33 屆全部舉辦的活動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社長，有一陣子瘦很多，感謝所有 33

屆的理監事團隊，這一定在我一生中非常值

得回憶。 

因為明年炎修社長想恢復鐵馬隊，所以

這次活動我有一點把它定義成鐵馬隊成立

前的熱身，接下來就是設定行程，我問過很

多前輩，大家給小弟很多路線，但是呢，考量到我的程度跟趙社長的功力，我

還是決定找一條能完成的路線，在此感謝很多勇腳，謝謝你們陪我跟趙社長鹿

港半日遊，第一次覺得鹿港怎麼可以這麼遠，勇腳們後面接著衝去王功，這個

就無法了，以後鐵馬隊成立，很多很棒的景點絕對會拜訪，希望所有家人們能

踴躍報名參加鐵馬隊，我也有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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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這次的贊助者，宗毅贊助早餐，馬俊雄社長贊助麵線糊，嘉珊會長贊

助香蕉，炎修社長贊助蚵仔嗲。最後再一次感謝所有參加活動的 IMC 家人們，

感謝你，真心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大船入港，阿彌陀佛!!以上是我

的心得分享，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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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牛年到好運到 

扭轉錢坤招財寶 
文/曾志輝秘書長 

春節後第一場活動新春團拜，感謝社友家人

的支持。 

首先由全體理監事迎

賓，幫八位角色扮演的前社

長換裝搏君一笑，感恩前社

長的幫忙讓我完成使命。 

開場由趙社長領隊扮

彌勒佛進場，爾後鬧八仙扮

演者皆前社長、鍾漢離／ 

陳營誠、曹國舅／蔡明雄、

呂洞賓／陳石崇、李玄／ 

黃新鎮、藍采和／游讚福、何瓊／鄭翠璧、張果老／徐泓杰、韓湘子／陳煥生

。 

八仙代表富貴貧賤男女老幼，都是得道的金仙。 

鍾離點石把扇搖、芭蕉扇風興雅性。 

國舅手執雲楊板、倒酒吟詩句。 

洞賓背劍清風客、舞劍在中庭。 

.李玄是胡得道高、乾坤似蘆蘊天地。 

采和花籃献蟠桃、竹籃似府有仙聚。 

何仙敬奉長生酒、空中捻花香自來。 

果老騎驢上九霄、罄聲樂起慶團聚。 

湘子瑶池品玉簫、玄音妙韻隨風起。 

新春團拜誠摯感謝八位前社長帶給全體的社友家人與寶眷滿場的歡樂與

吉祥話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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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會精彩的舞蹈表演，安可聲聲很是窩心。為節目時間安排臨時加碼，

感謝夫人會長嘉珊鼎力支持，參與的夫人與社友們，辛苦了，謝謝您！ 

今年最特別的是 YMCA有許信義理事長率領團隊表演節目，誠摯感謝。 

團拜圓滿喜樂心祝福家人新的一年好的開始，快樂 33 理監事團隊秉持最

虔誠的心，祝福家人新的一年，財神到好運到福星高照。 

謝謝全體理監事鼎力協助，祝福大家幸福健康快樂！ 

 

  

15



夫人會元月例會心得分享 

尋找童稚時的夢～～～ 

到霍格華茲城堡品嘗魔法餅乾 
文/葉家榛夫人 

記得過了聖誕節後不久，我就期待著下次跟

大家的聚會，還忍不住問了會長﹕下一次例會的

主題是什麼？ 地點在哪裡呢？ 

認識我的人應該都知道我是個上班族，公司

規定三天前就要請假，因為我的工作很多，所以

盡量都能提前一個禮拜就請假，以便於安排工作

，在得知我們要去優格餅乾學院，相信泰半的夫

人們都曾造訪過，但是大家為什麼還願意報名呢

？ 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樣很期待很珍惜每個月的

聚會，我們的團隊很用心提前 1點半報到，讓我

們先到美珠姐的店 8518購，剛好在優格餅乾學

院的旁邊。那一天不巧冷氣團報到，美珠姐貼心

為大家準備了薑母茶讓大家取取暖， 1 月份剛好是我的生日，我們在這裡唱

著生日歌慶祝，同時舉行了我們每個月的月例會。8518 購琳瑯滿目產品，也

燃起了大家的購物慾望。 

很快的時間到 2 點半了，工作團隊呼籲大家移動腳步到隔壁的優格餅乾學

院嘍！一到學院進入霍格華茲城堡，立即喚出大家潛藏已久的童稚之心，揹上

主辦團隊貼心準備的小綠綠書包，爭相地玩拍起來。 

俟拍過團體照，工作人員一面導覽一面介紹他們做餅乾的由來，這才知道

原來油是動物性比植物性好呢！一上樓，奶油香氣撲面而來，教人不禁食指大

動、垂涎欲流啊！參觀了製作過程，看到他們也有做喜餅，才知道原來他們做

喜餅起源的啊！真不容易，從原本的喜餅做到人人都愛吃的餅乾。 

參觀結束後，大家到樓下喝咖啡，吃點心，我和永欣東西放著就開始挑了

我們喜歡的餅乾，看到大家買的高興吃的開心，拍照拍得更開心，就覺得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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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善的團體、快樂的團體，夫人妳還沒加入嗎？ 快加入我們吧！ 

最後最後，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牛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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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歡樂尋寶趣 
文/林素真夫人 

IM C夫人會二月份月例會來到下屆會長麗卿的

水銡利觀光工廠舉行，美麗的夫人們開心的來到水

銡利公司。春節期間，大家見面格外開心互道恭喜

！ 

首先由前會長秋菊提供五份喜氣廣納財庫的金

箔抽獎，拉開序幕，嘉珊會長特別準備超大的草莓

蛋糕為本月壽星慶生，夫人們品嚐可口美味的蛋糕

，充滿著幸福溫馨情。 

接著分成甲、乙兩隊開始費盡心思的妳藏我找

，歡樂尋寶趣，夫人們將整個展示區到處翻箱倒櫃，就是無論藏在那，誓必一

定都要找出來。陸續都尋到寶來兌換禮品，麗櫻夫人心思細膩將禮品藏在滅火

器下，沒人找到，這個遊戲就像有智慧的你躲我抓的捉迷藏遊戲。 

水銡利的 3D 海洋彩繪更栩栩如生是大家拍照的好景點，每個人都拍下美

麗的照片。3D 雲霄飛車也是刺激又好玩，猶如身處其境的驚奇，夫人們的驚

叫聲不絶於耳。下次可帶家人來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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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嘉珊會長及主辦組長秋香、麗卿及團

隊精心安排，夫人們在水銡利度過一個美好的

例會活動。同時也謝謝嘉珊會長及下屆會長麗

卿提供了可愛的元宵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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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上心適(sim-sik)、行路上健身 
文/ 陳榮廷前社長 110-2-8 

搪當你的跤步伐（hoa ̍h)出去，身體佮心靈就開始相佮（Saⁿ-kap)對話。 

                                         「走路，也是一種哲學」

作者：斐德利克·葛霍 i 

  

入冬以來，我照三頓行路，平時揣空揣縫（tshuē-khang-tshuē-phāng)

行路。早暗踅(se ̍h)公園、坐火車無急事莫坐高鐵，出外佮厝來回火車頭用行

个、買便當用行个、去診所看病、走銀行 1半遍仔用行个、揣(tshuē)朋友嘛

用步輦(pō͘-lián)行路。退休的人閒仙仙，無所不至行路，逐日行，月月行

，年年行，人講會有病變無病，身體勇健，連上帝嘛感心兼呵咾，賜咱長歲壽

。 

行路心肝會清，閣誠心適。路邊毋但（m ̄-nā)會使人看人，店頭十花五色

，有當時仔會去看著窒喙空(that-tshuì-khang)的愛食物、閣會揣著換新換新

的飯頓、路頭路尾範勢會佮厝邊隔壁相拄搪(sio-tú-tn ̄g)，話兩句仔、嘛會順

紲(sūn-suà)行入朋友、親情的厝裡開講、嘛會臨時想著去買厝裡拄欠缺的日

用品。上歡喜个，就是捌行欲半點鐘，去買一矸仔豆乳，轉到厝，感覺真悾歁

(khòng-kham)閣心適。 

毋通勉強無行路袂使之，佮心內的意志相觸（sio-tak)。行路是心適代，

節(chat)家己的時間，行久，時間到，無行心礙虐(ngāi-gio ̍h)，就會起跤行

。 

過去有 20 捅年，佮朋友一、三、五爬虎山巖，今(taⁿ)，年來厚(kāu)

寒流，停一站仔。近來，煞感覺為欲爬山，四點捅（thóng)就起床，往往規暝

免睏，硬挭(ngī-keng)毋是辦法，怎佮朋友講好，暫時停睏爬山。早起時綴

日頭出精神（tsing-sîn)，按照家己日常的步調行路，愈行愈心適，昨昏磅血

壓 120-70-72 家己呵咾閣觸舌。 

20



每工中晝頓食飽了行路，是我一工上快樂的時陣。我常在耳機掛咧，手提

攢好（tshuân-hó)个，裡面囥手機仔、有目鏡佮台文雜誌的布袋仔，一路聽日

本歌，行到離厝五分鐘的公園，先坐佇椅條曝廿分的日頭，紲落才去樹蔭跤看

台文雜誌，等看欣賞幾篇仔第一流的台文寫手的散文了，就會行去圓桌仔邊，

倚去（uá-khì)佮熟似的人話仙，這敢毋是神仙才有的「氣持ち」（氣毛好）咧

。若是暗頓食飽了行公園，就一路耍(sńg)幌跤機（hàiⁿ-kha-ki)100 个、摔手

正、左手各 30 个、幌手 100 个、雙環搝(khiú)20 个，最後，行去溜冰場踅 5

輾（liàn)煞，才呼噓仔（kho͘-si-á)轉來厝歇睏。飽足的行路活動，予我的

精神強強滾。 

行路心適閣健身，報恁知。Alfred Soonly 110-2-8暗 

後記： 

這篇「行路心適閣健身」的散文，原本是意欲鼓勵好友徐總，伊幾工前才

突然檢查著胰臟癌腫瘤，緊急開刀出院了，聽伊講看賰有二年的時間，緊欲寫

伊囥佇心肝內彼本冊，我聽了心情絞滾幾落工，想來想去干焦會得佇 Line 線

頂，用「行路」安搭伊、燃（hiâⁿ)看有意外的生機無。另者，佇公園底行路

，看著是穿插活潑的男男女女，老歲仔少年个，怹有各樣各式的活動，看會著

有深思的表情、聽著有歡笑的聲嗽，窮實，滿滿仔是生機佮媠的詩歌、散文。

老母佇 108年 8 月進前，我常在「行路」捒伊坐佇輪椅，每工公園進進出出，

路頭路尾定定有人倚來搝（giú)老母的手、搭伊的肩胛頭，問伊今年幾歲矣？

呵咾老母長歲壽閣好命，嘛有人佇邊仔 tsîn 規晡，才傱(tsông)來問講，恁兩

人是啥關係？今(tann)，老母無去矣，過去遮个人，怹心肝底的欣慕佮呵咾的

喙勢，一一牢佇我的身上，這當今，公園底的媠佮溫情，雖罔，予我常在見景

目眸含淚，公園這逝路，猶是上心適、上健身的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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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鹹水的夢 
文/陳惠瑜 

自囡仔時代，就四常聽阮老爸怨嘆講：「少年時，我厝裡若親像咱這陣無

欠人ê數(siàu)，閣毋免照顧倒佇眠床頂十偌冬的爸母，我早就拍拚讀冊，準備

過鹹水去讀博士博矣！哪有通像恁踮厝內 hàinn-tōng-hàinn。」 

彼个年紀的我，Hòo-lù-bóng 當旺，這款的話哪聽會入耳！雖罔毋敢佮伊

應喙應舌，毋過心內嘛聽袂落：是毋是欲過鹹水，彼是你彼个年代的代誌，佮

我哪有啥底代！我無欲做教授，也無欲做研究，哪著遐爾拍拚讀冊？老爸講伊

的，我猶原看我的古冊、耍我的「game」、拍我的球、畫我ê尪仔圖…。 

我真愛畫尪仔圖，一工會使畫幾若百張。畫了，閣會共伊抾抾咧，加一寡

對話成做一本尪仔冊，這是我上課時四常咧做的工課，規班攏是我的「fins」

；有時陣，我若畫較慢咧，同窗閣會擋袂牢，催我愛「加班」，下課時袂使出

去耍、愛繼續畫。毋但按呢！連導師嘛是我的 fins。雖罔導師定定會共這號代

誌投對我的老爸遐，講我上課時攏無專心上課、顧畫尪仔圖，毋過導師共我收

去的尪仔冊攏囥佇伊的屜仔內，四常趁下課ê時，囡仔攏走了矣，就恬恬仔對

屜仔底提出來看，有當時閣看甲喙笑目笑，這款的情景予我對伊的窗仔外掠包

幾若擺，毋過我攏無共伊黜破；阮老爸嘛共我講幾若擺，毋通佇上課時畫圖。

講就咧講，我猶原做我趣味的代誌。 

做學生的時，貧惰讀冊的我對學校的大大細細考試攏無要無緊，干焦要求

莫落第就好，也無想欲佮人拚頭名，就因為按呢，予老師佮爸母罵，就敢若咧

食三頓，閬時無閬日。罵做 Īn 罵，我猶原是我；好佳哉！阮老爸誠有修養，

性地罕得夯起來。較無仝款的是，便若拄著考高中、大學、研究所進前，我就

會共家己關踮房間、或者是圖書館拚伊兩、三個月，結果誠好運，逐擺都予我

考牢袂䆀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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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我考入去是阮彼係裡頭名的，毋過，頭一冬讀煞，差一學分就愛

轉來食家己；第二冬，成績較好淡薄仔，毋過，也無好到佗位！差三學分就會

予人退學。阮老爸實在強欲擋袂牢，閣共我囉唆一擺：「像你這款成績哪有法

度過鹹水？」我頭一擺應喙，「我啥時陣講過欲過鹹水？」阮老爸聽了有淡薄

仔受氣，越頭做伊去，頭一擺看著伊咧受氣；開學前一工，我坐佇欲轉去學校

的火車頂，一路上我有淡薄仔後悔應喙應舌，想想咧！感覺應了較過頭，第二

工就共家己關踮學校圖書館三個月。 

半冬後，老爸共收著國內某一間人人欣羨的大學、閣誠熱門的研究所ê錄

取名單挈予我，閣一面講：「你哪無愛過鹹水，去外口世界看看咧？」我對老

爸的手接過錄取單，啥物都無講、恬恬離開，行了幾步，我雄雄越頭，看著老

爸猶徛佇遐咧幌頭…。自彼擺了後，老爸就毋捌閣提起過鹹水的代誌。 

閣過 5冬，有一工我對網路搝出我考牢歐洲一間不止仔出名的研究所，我

共印出來挈予老爸看，伊看了時ê表情袂輸簽著「lotto」幾若千萬遐爾歡喜，

彼號笑容是我這世人頭一擺看著，紲落，我嘛綴伊歡喜起來，兩个爸仔囝歡喜

甲攬做伙。老爸先開喙講：「戇囡仔！你早就愛出去過鹹水，去學一寡阿啄仔

較先進的研究，毋才有法度轉來提懸咱台灣的科技水準，咱台灣誠需要你這款

人才；註冊錢佮生活費，我攏共你攢好勢！你放心！等你買機票就會使過鹹水

矣。」 

阮老爸 50 歲時才生我，會使講是爸老囝幼，伊自細漢就一直有出國讀冊

的夢想，因為厝裡種種的緣故，煞無法度來完成，為著欲實現伊的夢想，致使

來寄託佇我的身軀頂；我知影伊真儉，每日都儉腸凹肚，真罕得出去食餐廳，

就是為著欲粒積我過鹹水的學費。我上國中了後，伊發覺著我是一个讀冊的料

，就愈儉，連坐車出門𨑨迌都省起來，我細漢罔細漢，老爸的用心我攏看佇目

睭內，這个過程中，為著欲予老爸死心，莫為著欲予囡仔會當過鹹水，煞來虐

待家己，我毋才一直對過鹹水的夢想無要無緊。毋過，伊自頭至尾毋捌放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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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所出業了後，發覺著我輸矣！老爸的夢想毋捌消失過。 

「阿爸！你對囡仔的苦心，阮攏感受會著；毋過你的付出未免傷過虐待家

己，儉腸凹肚就是為著囝兒序細，你的付出阮看了會毋甘。自我捌代誌，我知

影你的夢想一直愛我替你來完成，毋過我想想咧！你歲數也袂少矣！閣過兩冬

就 80 歲囉！你儉腸凹肚所粒積的私奇愛做你的老本，我袂使用你的。過去無

愛聽你的話，佇學校的成績刁意故考予吊車尾，就是為著欲共你向望我過鹹水

這个夢會當死心，啥人會知影你遮堅持，其實我心內嘛足想欲過鹹水去做研究

，我毋才研究所出業了，趕緊去揣頭路。 

食頭路這幾冬，我儉袂少錢，有夠我過鹹水所有的開銷，毋免用你的老本

，你莫閣遐儉，會使開始共你所儉的老本提出來食較好咧！想欲佗位耍就去佗

位，做你去，這陣我就欲來完成你的夢想--過鹹水。」兩个爸仔囝共過去的誤

解一个仔一个搜(tshiau)出來一擺講予清楚，兩人講甲笑微微。 

今年三、四月，世界性的「武漢肺炎」大流行湠到規个歐洲，對國外來的

留學生一半較加攏真驚惶，誠濟人趕緊機票買咧！坐轉去家己的故鄉；我雖罔

猶賰一學期，通過論文就會當出業，毋過嘛是佮人仝款誠緊張，驚予人穢著，

毋才趕緊買機票，身軀穿防疫衫、頭戴浴帽、閣掛喙罨；目睭嘛掛風鏡，手橐

仔也無落勾、跤穿雨鞋共規身軀包甲密喌喌，全身武裝上飛行機，飛轉來古錐

的台灣。 

真正是「千算萬算毋值得天一畫」；啥人會知一个「武漢肺炎」共老爸佮

我過鹹水的夢挵破一半，毋過等疫情過去了後，我一定會繼續完成這个過鹹水

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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