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使長大的悟對奈奈有

著想要牠留在自己身邊，

卻又再次感受到被迫分離

的痛處，書中這些描述令

人印象深刻。 

書中末段說到作者生命已

到盡頭，並用悟給他朋友

們的遺書中寫著許多高興

的話，令他的朋友感到不

解，緊接著再以奈奈的心

聲說到：「他想帶著笑容

跟大家道別，也想帶著大

家的笑容離開！」這句話

是文中最能完整述說故事

中許多事物的地方，讓我

感觸很深。 

最後，我很推薦這本書，

起初只是因為封面而看這

本書，沒想到一看卻令我

驚訝感動，讓我一看再

看。原以為只是單純講述

貓的旅程，沒想到卻是本

有著許多故事的書，這不

僅僅是講貓與人的友誼，

而是一段人與貓的旅程。 

內容簡介 

文中以流浪貓「奈奈」為

主題，述說奈奈與人類宮

脇悟的相遇過程，因一次

的車禍意外，使奈奈成為

了悟的貓。悟與奈奈相處

已有五年，但，悟卻因故

必須把奈奈轉讓給別人，

在每一次的失敗後，如釋

重負地開著銀色休旅車帶

奈奈回家，旅途中帶有許

多感動人心的過程。 

讀後感想 

書中以貓與人類相遇與分

離的過程做連結，作者將

銀色休旅車當奈奈與悟相

遇的地方，原本每天都在

尋找生存方式的野貓奈

奈，某次休憩在銀色休旅

車上，突然感受到一個強

烈的視線聚焦在自己身

上，有一名男子正入迷的

看著奈奈的睡姿，這名男

子正是之後為奈奈取名的

悟。在那之後的每晚，悟

都會在銀色休旅車下放乾

糧，使兩人形成了一種泛

泛之交的關係，奈奈卻不

幸在某次半夜橫過馬路

時，被夾帶刺耳喇叭聲的

車子撞飛，當下，奈奈腦

中想到的人是每晚為牠送

乾糧的人類 ― 悟。 

從這段文章中，可以強烈

地發現到奈奈對悟擁有比

一般人類更濃厚的交情，

而「車禍」這件事也轉動

了故事的輪軸。文中接下

來講述奈奈成為悟的貓，

也說到奈奈名字的由來，

因尾巴成勾狀像數字 7，而

取名為「奈奈」，兩人相

處五年後，悟卻因得了

病，而必須將奈奈轉讓。 

從遇見的第一個故友―幸

介以及接下來的吉峯、杉

和杉的妻子千佳子，開始

說起悟與他們的相遇過

程，並回顧了五人曾面臨

過的問題和目前生活的狀

況等。每每回憶起相遇的

種種，我們就越能清楚的

了解，悟這個人的個性以

及在小時

候遭遇到

許多被迫

分離的痛

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彷彿

祝福著我們旅程尾聲的這

道彩虹。 

直到四周完全放晴、彩虹

融於天際之前，我們一直

站在那裡 。 

《旅貓日記》讀後心得                                        廣一甲 吳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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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錄 

在天堂上，主角遇上了五

個曾經出現在他生命裡的

人，當中有人跟主角認

識，有素未謀面；他們當

中有可能曾經改變了主角

的人生，亦有可能曾被他

改變了命運。書中描述的

筆法是時間錯綜交錯的，

一會兒描述天堂的情景、

一會兒回到艾迪生前的點

點滴滴。這五個人逐一為

主角解釋他生前一些行為

的對錯，令他得到啟發：

每一個生命都會碰觸到另

一個生命，而你所付出的

愛，永遠不會白費。 

我的觀點 

第一個人，是個藍皮膚的

陌生人。我覺得那個藍皮

膚人心胸寬大、想法豁

然，完全不自私自利，現

在的人往往只是想著自己

吃虧了多少，卻不為其他

人著想；往往只知道斤斤

計較，卻總是不付出；往

往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

卻不去關心他人，自私自

利的人類阿！所以我非常

地佩服那位藍皮膚人，雖

然自己被犧牲了，但卻不

去埋怨；雖然自己因此而

死去了，但卻不去責怪。

換成我，絕對無法接受，

莫名其妙地被犧牲，而且

代價是一條生命啊！ 

第二個人，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在南洋戰區遇到

的一位上尉。有時候自己

所認為的，並不一定是別

人所想要表達的，所以，

千萬不要以自己的觀點去

看待別人所做的事。就像

艾迪，他誤以為那位上尉

是故意要射他的，但卻不

知道那位上尉其實是想要

拯救他的生命，就白白這

樣恨了那個上尉好多好多

年。我也有類似的經歷，

朋友口中的玩笑，而我卻

把它當真，就這樣誤會了

好幾年，當我覺得我的怨

恨已經忍無可忍，就像火

山一樣快要爆發時，才把

我的真實想法告訴他，而

她很錯愕的向我解釋，多

年的恩怨就這樣煙消霧

散。 

第三個人是遊樂場創辦人

的妻子魯比。他帶艾迪去

看他父親死亡的真相，我

覺得艾迪的父親很心胸偉

大，明明他朋友都已經做

出了不禮貌的行為，但她

卻願意冒著自己的生命危

險，跳下海，去救他的那

位好朋友。換成我，如果

我所重視的朋友，背叛了

我，我一定無法原諒他，

更無法再為他做任何事

情，也不可能為了他再次

犧牲自己。 

第四個人是他去世的妻子

瑪格麗特。我很感動的

是，瑪格麗特對艾迪說：

「生命是必須結束的，但

是愛不會。」瑪格麗特很

坦然地看待死亡這件事

情，但我知道我無法想

像，我生命中我所重視的

人突然之間離開了我的身

邊，我無法擁有瑪格莉特

般的勇氣，我自私的希望

著，我所重視的每個人永

永遠遠地留在我的身邊；

永永遠遠地陪伴著我。 

第五個人是艾迪在菲律賓

放火燒屋後、又想去救的

五、六歲的小女孩塔拉。

艾迪無意之下把小女孩活

活燒死了，那是要承受多

少的痛苦啊，但她卻願意

原諒艾迪，明明只是小小

的年紀，但心思卻這麼地

成熟，真心佩服塔拉，換

作是我，我一定無法原諒

傷害我的那個人，儘管他

是無意的，但是我的陰影

 

《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讀後感                 貿二甲 陳鈺婷 

頁 2 讀書會專刊 

我活著，是

因為有人為

我而死去，

是因為有人

等著我為他

帶來意義。  



會永久留存啊。 

「人，為何而活，為誰而

活？我活著的目的是什

麼？」我不斷反覆思索著

這個問題。過去，如過到

這個問題，我可能會吱吱

唔唔的回答不出。但經過

這段時間的沉思，我現在

已經可以很明確的回答：

「我活著，是因為有一個

愛我的家庭，有一群關心

我的好朋友。」但今看完

這本書，我又有了新的感

觸：「我活著，是因為有

人為我而死去，是因為有

人等著我為他帶來意

義。」 

的想法作出選擇，當我看

到書中人物的選擇，使我

懷疑，有時會讓我覺得叫

好，有時又覺得懊惱。會

驚訝於書中人物的性格和

故事的發展，因為一切都

太過人性，不像一本書，

像是真實會發生的事情。 

兩位名作家利用媒體操弄

自己的名聲，利用媒體發

動筆戰，藉此更名聲大

噪，也許評論的是真理，

但是最後結果，真理沒有

出現，只剩下現實的名氣

和銷售。一位瘋狂的女書

迷，因為罹癌將不久於人

世，所以用盡一切手段都

要讓自己的文章發表，不

惜盜用作家的名子，不惜

傷害自己、傷害家人，更

傷害自己的偶像。因為瘋

狂女書迷的盜名發表，這

篇文章卻又因此紅了，讓

名作家陷入萬劫不復的地

獄，該順水推舟將錯就

錯，還是該出面澄清，在

名氣收益和道德良知的掙

扎中抉擇，本來堅信的信

念，卻因為這件事情動搖

了，文章的品格與欺世盜

名在他的心中拔河，更衍

生出更多他無法掌握的事

情。 

一名攝影記者瘋狂的愛著

新聞台當家女主播。他的

瘋狂和女書迷一樣，為了

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但當

這兩位瘋狂的人，讓他們

所愛的人為了他們陷入危

機，該選擇收手，還是選

擇前進，當自己受到威脅

的時候，這份瘋狂的愛，

真正的愛還剩幾分，愛對

方多還是保護自己多。

「靈魂擁抱」擁抱了真的

可以感受靈魂嗎? 「身體對

身體，靈魂對靈魂的擁

抱」掀起了滔天巨浪，一

個擁抱，可以感受到對方

的意念嗎?是真心的擁抱還

是虛假的，是有意圖的還

是具有威脅的。 

《靈魂擁抱》閱讀心得                                     資一乙 吳伯廷  

「身體對身體，靈魂對靈

魂的擁抱」一切都從靈魂

擁抱開始~「靈魂」是什

麼?沒有明確的定義，也沒

有人能說明，到底有沒有

靈魂這個東西。這個詞，

像是一切想法、情感、感

覺的綜合說詞，每個人

有，每個人都不一樣。這

本書，我想作者想呈現的

不是一個觀念或是任何一

個想法，而是真實的去呈

現一個故事，然後每個人

看完這個故事，會獲得自

己的一個想法，一個觀

念，只屬於你的。 

在這本書裡，沒有好人和

壞人，只有真實的人性，

每一個人都只是為了自己

的利益或是為了自己堅信

《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讀後感 (續上頁)      貿二甲 陳鈺婷 

頁 3 讀書會專刊 

原來，大部分的時

候，讓我們恐懼的

對象並不真的那麼

可怕，真正讓我們

覺得害怕的，其實

是那些捉摸不定的

未知。 

出自侯文詠《我的天

才夢》 



行動書車-《小腳與西服》推薦文             應一甲蔡寬容 
讀書會專刊， 

持續徵稿中！ 

臺南高商圖書館 

每個人的性格多少會影響到命運的走向，例如〈鴻門宴〉裡的項羽，他的性格比較強

勢，因為軍力強，打仗從沒輸過，所以自認為天下唯我獨尊。在〈鴻門宴〉中，項羽

看到劉邦自居低位，便默默放過了他，不顧臣子范增的意見，一意孤行，導致後來被

劉邦逼到在烏江自刎。 

如果當時他有聽范增的勸告，當場殺了劉邦，天下就會盡納入他的手中。他婦人之仁

的性格，使他的命運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的方向。人們的性格會在做選擇的時候不知不

覺的改變了自己命運的方向。所以，就像心理學家馬斯洛說的「性格改變，命運就跟

著改變」，正是在闡述這個道理。 

讀書會專刊第 124 期 

性格決定命運-〈鴻門宴〉讀後感            貿三甲劉晏綾 

最近因學校有行動書車活動，其中有一本《小腳與西服》，受到老師的力推，我就興

沖沖的去借閱讀，讀完後，簡直欲罷不能，簡直可媲美古裝版的「犀利人妻」。 

書中的主人翁是徐志摩的前妻–張幼儀，我們可能看過很多徐志摩的詩及散文，總認

為他是浪漫和自由的代表，但，此書正是反映出在於徐志摩冷言冷語之下，張幼儀不

為人知的辛酸和痛苦，以及離婚後張幼儀自立自強，成為成功的商業女霸主，終於享

受有意義且幸福的人生。 

從書中一開始，便提及張幼儀其實是一位有理想、聰明，且對西方知識有求知渴望的

女孩，到 15 歲時，卻因傳統的禮俗而嫁給徐志摩，在徐家遭受冷漠與無視，後來赴英

去尋找徐志摩，原本夢想中留外的幸福，卻因先生的外遇和拋棄而破滅。此處，本書

才正精彩，作者細細娓敘張幼儀的無奈，獨自在歐洲從不會說外語又要扶養兒子，經

歷喪子之痛、離婚到返回中國照顧徐家兩老。 

在書中，她曾說到「我想我在三個女人之中，是真正最愛他的。」此句為本書投下一

個震撼彈，透露出張幼儀長年的心思與經歷人生過後的感嘆。我強力推薦這一本書！ 

下次，有機會，試著站在幼儀的鞋子裡，看不一樣但卻十分精采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