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分成 Side A 和 Side B，

如同卡帶一樣，一次只能看見

一面的內容，沒有順序先後之

差，當 A 面撥放時 B 面也同

時進行著。 

背景設定在八零年代後的日

本，閱讀時彷彿在和室拉門上

戳開小洞窺視八零年代人們生

活方式，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復

古懷舊感對現代人而言反而顯

得有些新奇有趣。居酒屋聯

誼、海水浴場約會，屬於八零

年代純樸的單純戀愛方式，率

直又正直的初戀。 

有些東西亙古不變，比如說：

男主角笨拙的反應、每個動作

都小心翼翼深怕嚇跑對方、為

了喜歡對象而改變自己、開始

學習打理自己的外表，哪場戀

愛不是這個樣子呢？毫無保留

將自己全部的心意端到對方面

前，故作勇敢但心臟狂跳出賣

了自己的情緒；得到好的回復 

而瞬間鬆懈下來，被婉拒則黯

然退場，心情隨之起伏忽高忽

低。 

隨著錄音機轉動，時間軸緩緩

推進，A 面播放完畢，翻到

B 面繼續播放下去，看似甜蜜

的愛情卻變了調。隨著接觸的

世界愈大，眼界擴大處處皆誘

惑，還要繼續維持初戀嗎？從

未有過的想法浮上心頭，過去

視為珍寶的愛情，現在與成人

式的愛情相比較顯得幼稚、煩

人。感到厭倦開始掙扎，其實

結果早已注定，成長的果實以

吸取罪惡感及實際權輿茁壯。 

人總是要長大成人，不光是生

理上心理也是。與 A 面有顯

明的對比，B 面躊躇不決，一

直以來信手奉行的信念開始動

搖，步步迎向崩塌毀滅，額外

諷刺，美好回憶與破碎的初

戀，皆是轉大人的一部分。 

這不是一本單純的言情小說，

你將它當作普通的言情小說來

讀的話，你會承受不了最後的

衝擊。如果第一次看完結局，

仍感到一頭霧水，那在重新閱

讀一次吧，鉅細靡遺地不放過

每一個細節，你將被遲來的衝

擊所震撼；假使在第一次閱讀

結局時，你充分理解發生了什

麼事情，衝擊的餘韻下再閱讀

一次吧，回頭檢視各個被埋下

的伏筆如何在結局投下震撼

彈。 

之所以說《愛的成人式》不是

一本單純的言情小說，是因為

很難在不具透結局的情況下，

完整敘述出整本書的核心重

點，如同閱讀推理小說般，先

知道兇手是誰或詭計是什麼，

閱讀的時候就會少了很多樂

趣。但也不能說它是推理小

說，因為它並不著重於營造懸

疑氣氛，反而在言情部分有更

多著墨。很難想像是如何把推

理巧妙融入情愛文字中，但本

書作者的確做到了。 

此外，故事看似結束了，實際

上作者高明留下了開放式結局

（小說改編電影版本的開放式

結局更為明顯），讀者很難不

去猜測接下來事情會如何演

變，待你親自閱讀過這本書

後，你便能理解：最大的變數

不是男主角，而是讀者一廂情

願自以為了解的女主角。 

《愛的成人式》讀後心得                 應二乙 劉恩妮 

歡迎投稿！ 

 只要你對書籍、電影、戲

劇有感覺，歡迎你提筆寫

下觀後想法，字數 250-

600 字均可。 

 電子檔直接寄到： 

lib3@mail.tncvs.tn.edu.tw 

南商圖書館，隨時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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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片的焦點全圍繞在一個大家庭，大

家庭又分成多個小家庭，各家都自有各

家的故事、各家都自有各家難唸的經。

細膩的導演採用一鏡到底的方式，拍攝

出傳統農業家族的式微和家族因環境所

迫害，而面臨惡性鬥爭、東犬西吠的局

面。戲中編劇組不僅展示了人心的險惡

和世間的不可預測性，也不忘在緊要關

頭加點愛情、親情等元素，這種一下叫

人百般糾結，一下賺人熱淚的手法，也

是整部戲最有看頭的布局之一。 

再來，無厘頭的人物刻劃、轉折起伏恰

到好處、重點一目了然、不灑狗血的劇

情，不時還參雜一點社會議題成分在裡

頭，讓整部戲更加真實、貼近生活，讓

觀眾可以能設身處地回想、再回想。如

果說一部電影等同於一壺沏好的茶，那

回甘的電影，又怎能不愛上？ 

這部電影是近期很火紅的一部結合台灣

本土文化、藝術、當地人民生活習慣，

既耐人尋味又讓人哭笑不得的好評國

片，從全台找來數一數二優質的導演及

演員，當最好遇上最好你們以為已經夠

好了嗎？一道菜要是沒了調味，就如同

人少了三魂氣魄般，然而，電影也吃這

套呢！那電影的調味料是什麼呢？就是

一部好的劇本。 

先前這部電影就曾以電視劇的方式在媒

體的炒作下來到了巔峰，那時就已經在

這塊領域有一番成就了，本來想說大概

沒多久就又會曇花一現，不過沒想到！

跳出我的思維地仍屹立不搖，這時便激

起我的好奇心想去品論品論，究竟是多

麼鬼迷心竅的作品如此符合大眾胃口，

便一探究竟。 

細心品味完之後，不得不說，這齣不同

以往的鄉土劇，完全打動我的味蕾，透

過視覺捕捉那幾秒鐘的畫面，再藉由神

經傳送，最後抵達我的大腦把影像存

取。我無法自拔的深陷其中，總告訴著

自己：「再一集，真的只要再一集就去

睡覺。」看著看著，太陽便打著東邊緩

慢升起，此時的我沒留意到，只知道早

已著魔的自己是多麼的荒唐。隔著螢

幕，也能感受到裡頭的每一橋段，彷彿

正在我的房間裡頭上演，甚至還能細微

地感受當時作者寫此腳本的心理狀態。 

人，明知道古葬場的危險，仍執意要

去，逆轉永恆定理。我一直記得最後一

段：「後門被打開了，路易斯翻開了張

黑桃皇后，將手放在上面。一隻冰冷的

手搭上路易斯的肩，瑞秋嘎嘎的聲音滿

是泥土…..。」 

我相信若這時有人碰我肩膀，我一定反

射性一拳轟過去，畢竟小說的最後一段

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深深烙進記憶中。

我不禁讚嘆史蒂芬‧金的寫作功力，他

把日常生活平凡的元素，加入恐怖的顏

色，以人們對於古葬場的傳說來規劃，

使讀者彷彿身處故事之中，處處充滿戰

慄。 

跟著史蒂芬‧金的描述，我彷彿就在男

主角後面，看著他挖開兒子的墳，慢慢

地邁向黑暗的深淵。而書中雖未詳寫男

主兒子的殘忍行為，大師只用幾句話就

美國有句話是這麼說的：「每個美國家

庭都有兩本書，一本當然是聖經，另一

本則是恐怖大師史蒂芬‧金的小說。」

沒錯，這次我看的就是這位大師的名作

《寵物墳場》，本書訴說著一個關於失

去，關於死亡的故事，探討了人性最脆

弱的一面。 

死亡是無法被逆轉的永恆定理，面對死

亡時，有人放聲痛哭、有人手足無措、

有人呢喃一切都不是真的，拒絕接受現

實。但現實往往會狠狠地呼我們一巴

掌，讓我們不得不接受，死者已死，不

會再回來了。但你有想過嗎？若是能讓

死者再次重生，對失去摯愛的人是何等

巨大的誘惑，也不用在擔心死亡的發

生，讓死亡成為生命中的一個休息站。 

看完本書後，背在不知不覺中已被冷汗

浸溼，太可怕、瘋狂了，為了所愛之

描述一切，生動真實，具有超越現實的

幻想，成就了不一樣的風格，恐怖大

師，名符其實，值得大家一讀！ 

 

 

 

《寵物墳場》讀後心得   廣一甲林彥任 

電影〈花甲〉觀後感       應二乙蔡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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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電影以黑白拍攝，但有時穿插少許

的彩色凸顯劇情的呈現，其實頗細膩，

導演說：「電影本身是彩色的，但人心

是黑白的，所以電影看起來才是黑白

的。」這句話極為諷刺，而這部電影也

是諷刺社會，講出底層人民跟人生勝利

組人的生活差別，形成強烈的對比。以

平舖直述的口白在旁說話，時而是暴

雷，時而是說明配樂是誰製作的，以這

些旁白製造笑點，用第三者的口吻講述

這個故事，導演可能藉由這樣讓我們可

以融入電影中的角色。 

  台詞裡，「三分靠作弊、七分靠後

壁。」這個聽起來荒謬的道理，在現在

確實存在，這些人之間把這個流程合理

化，大家都同個起跑點，不過起跑方式

往往不同，我們這些基層人民是用跑

的，而那些所謂的「勝利組」的人開跑

車的，「公平」這個詞，本身就不存

在，往往說的公平，有真的公平嗎？我

總覺得是安慰自己說的話罷了。 

  劇情裡面有一段正義與利益之間的

掙扎，而正常人會做的舉動他們卻沒

做，當然他們也是正常人，只是他們的

人生充滿黑白，與一般人這樣的差別，

使他們能做的事只有保持沈默，他們當

然想成功，活得有自信，不過現實社會

就是無法接納他們，我們只是辛苦地想

要浮出水面呼口氣，他們卻是海底下努

力掙扎不要被吃掉的小魚罷了，連想要

呼吸都難，所以平常我們喊來喊去生活

難過，真的難過嗎？值得思考。 

  而因為這樣電影最後說出了「社會

常說要公平正義，但在他們的生活中沒

有這四個字，畢竟連捧飯碗的力氣都沒

有，哪有時間講那些有的沒的。」，更

點出了公平正義的存在只是一個應付而

已，「正義」可能也跟「公平」一樣，

早就被他們那群人玩弄於手掌中了。 

〈大佛普拉斯 The great buddha+ 〉觀後感     應二乙 杜宗欽 

受餓的存在，讓他恐懼、害怕著人類，

只能藉著喝酒、煙、娼妓來短暫忘卻自

己對人類的恐懼。 

我無法體會主角的感受，但在看時也生

生感到痛苦，能理解主角的悲痛、掙

扎。這本書，有人認為是太宰的半自

傳，而書名《人間失格》即意味著，失

去當人的資格，但究竟人類的標準是甚

麼呢，難道像平時這樣活著便能被稱之

為人類嗎？ 

《人間失格》，日本知名文豪太宰治生

前寫的最後一本書，內容講述-一名有錢

人家中的公子-大葉庭藏過著痛苦的一

生。 

他從小便無法體會到常人所感受到的快

樂，總是演著戲討好著他人，直到小學

生時同班同學第一次發現。而成年後，

他那氣質不斷的吸引著許多女性，過著

宛如小白臉、喝酒度日的生活。 

主角大葉庭藏無法普通的去愛他人，喊

 

《人間失格》讀後心得分享    應一甲林汧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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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不要看小說》心得分享    資二乙唐祐聖  

 九把刀的書，第一次看到真的會有「他

到底吃了甚麼毒」的感覺，不過這也是

為甚麼如此受讀者喜愛吧。 

這本書的主角，一生都在追求一個似乎

永遠無法找到的目標，卻有以此做為生

命中不如意事情的動力，突破人生的困

境。 

我覺得這是本書中最值得學習的地方，

為了自己的理想，不論與結果的距離有

多遙遠，每一個行動都是為了自己的理

想奮鬥，每一步都離目標更近。 

或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如此遠大的目

標，但是只要一個，找一個對未來有用

，或者自己有興趣的目標，為了夢想、

為了成就，奮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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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寫出他這幾年看到台灣的問題，他

認為台灣的教育可以參照外國的教育，

尋找一個最能幫助台灣教育的方法。作

者最近也在台東創辦「均一實驗高級中

學」，作者認為偏遠地區的孩子能力不

會比較差，只是缺乏資源，所以才想把

一些資源提供給也想學習，卻因為地區

偏遠而影響到學習權的孩子們。 

不僅是教育，他也發現台灣在面對未來

的一些問題。認為或許可以把台灣現有

的問題翻轉為幫助台灣的方法。 

AI 會影響到許多年輕人的工作，我們要

如何不被 AI 取代？我曾看到一則故事，

一位乘客招了一台計程車，司機在乘客

上車時問：「乘客您有抽菸嗎？如果可

以先下車抽完再上車，我可以等您。」

從這則故事我們可以明白這就是 AI 無法

給人們的溫暖。要不被取代，就要先知

道自己如何贏過它。 

在還沒讀過這本書之前，就曾聽過這位

知名作者，並了解一下作者。在讀完本

書後可以深深的感受到作者對台灣的付

出，不論是教育或是觀光。 

作者他並沒有就讀大學或研究所，他是

高中畢業學歷。他曾說過如果用主流觀

念，用考試來決定能力高下的標準的話

那他就是個一位失敗者。他從美國運通

小弟做起，二十八歲就做到美國運通台

灣地區總經理。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讀後感                       貿二丁 黃偉嘉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讀後感                        商一乙 王郁庭 

看完《在世界地圖上找到的自己》這本

書之後，覺得嚴長壽是一個很有想法的

人，而且是一個擁有世界觀的人。 

我喜歡這本書裡講教育的部份，書中有

說道：「台灣的教育只教導教科書的知

識，卻沒有教導我們如何社教或是如何

領導別人。」我還蠻認同這些片段的，

因為我原本也是不太會與人相處，且也

沒有領導能力，這些都是後來自己摸索

的。 

我對書中提到的那所實驗學校，我覺得

那間學校的想法很創新，而且也可以培

育許多的人才。 

透過者本書，讓我更多地了解嚴長壽這

個人，也發現我們應該更有世界觀，不

要將自己的侷限在台灣而已。 

因為世界一直在改變，我覺得這本書讓

我看見台灣其實是不足的，但人總是待

在自己的舒適圈，不去努力繼續往上爬

，我想也要學習不待在自己的舒適圈，

因為未來是自己創造的，如果沒有現在

的操練，以後就跟不上別人了。 

 

《談地震》                           綜二甲  鄭紹君 

說到地震，讓我想起兩年前，台南發生維冠大樓地震；兩年後一樣的日子在花蓮，

發生芮氏規模 6.0 的大地震，市區統帥大飯店一樓已不見，旅店傾斜、大樓倒塌，

許多人受困；花蓮大橋隆起、蘇花公路、中橫公路封路，另有瓦斯外洩、火災等災

情發生。 

這次強震造成慘重傷亡，各界紛紛表達「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日本外務

部在第一時間向我國外交部致關懷訊息，他們已做好萬全準備，提供台灣必要的支

援。其他鄰邦國家代表同樣紛紛傳達慰問之意；台灣方面，企業界也發揮愛心，紛

紛慷慨解囊。行政院長賴清德更是在臉書表示期盼社會共同協力幫助災民度過難

關，讓花蓮平安。民間團體志工在地震第一時間調派物資前往災區，關懷災民及救

災人員。 

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地震其實很可怕，但是我們也要學會應對

的方式，最好事先準備緊急避難包，若地震來臨時，要躲在堅固的建築物旁減少傷

害的發生，最重要的是冷靜處理、不要慌張，才能安然度過災害。 

期待天佑台灣！ 

讀書會專刊，等你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