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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 

相信高中時期是許多人最想談戀愛的時候，不論是在電視劇裡看到的校園愛情劇、霸道總裁劇，

或者看到朋友們放閃，都一定讓青春期的我們，想試一次屬於自己的愛情。可是在愛情裡的我們，或

許都少了一點天分，可能是無法走出曖昧關係，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或是交往階 

段無法處理難免會發生的爭執，又或者是在分開後失去再愛的勇氣。讀完這本書，大概解決了80%青

春期的我們的困惑。 

第一章的「從追求到曖昧－－關係確定前的不安」，一開始就提到許多人的致命問題，從原本的

相談甚歡到已讀不回，許多人不解為甚麼？甚至會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不夠好，又或者在曖昧裡徘

徊。其中讓曖昧加溫，讓朋友不只是朋友的原則其中「自我察覺原則」：察覺自己的焦慮是如何干擾

自己，導致無法在這段關係中怡然自得。「循序漸進原則」：運用假設性、不確定性的語句，或透過

朋友提問，說出最近對於兩人關係的不確定感，並藉著對方的回答評估其心意。 

第二章「從交往到爭執－－置身關係時的忐忑」中提到:「你不懂為何你這麼擔心失去，也不懂你

怎麼這麼需要陪伴，更不懂妳付出這麼多，怎麼還是不能肯定對方是愛你的。於是你問了數百次的「

你愛我嗎？」並且更深入地確認：「你愛我哪一點？」但怎麼樣你都很難滿意對方的回答，甚至在對

方的不耐煩中更加懷疑對方的愛。」首先，我們必須先了解自己的傷痛與不安，而不是搜尋愛來填補

自己的孤單。 

第三章「從分開到展開－－關係結束後的惶然」中提到：「分手，意味著兩人的關係改變了，在

心理和現實生活都將會有很大的變動，要從兩個人的生活模式走入一個人的生活，因此分手後需要一

段時間做心理上的調適、現實生活上的適應。而這調適和適應的過程，時常帶來強烈的情緒，令人難

受、痛苦，甚至感覺到撕心裂肺的傷痛，尤其若突然地遭受分手更是如此。」在這段期間，我們應該

給自己一點時間，慢慢地靠近和接觸自己的情緒，真實地感受自己的情緒，同時允許自己脆弱，也給

予他人陪伴自己的機會。讀完這本書後，我相信對於渴望愛情的我們，不僅更加了解愛情的本質，也

更加確定自己是為了甚麼而愛。對於往後的感情問題，我想這本書給了我們不少答案。 

作者：愛心理  

出版：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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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orothy   

出版：時報出版  

在這個物質豐富的時代，人們忙著追求利益，卻遺忘掉陪在他

們身旁並且支持他們追求夢想的那些人，這本書是獻給那些在迷

茫大海中找不到方向的人，看完就會了解，其實自己不是一個人

，你還有友情、親情、愛情，更重要的你還有自己！友情是在你

受傷時會一直陪在你身邊，碎念你一頓之後，卻又心疼的說：「

你怎麼那麼傻！」這樣的不離不棄，親情是在全世界都拋棄你的

時候，挺在最前方，不讓你受到任何傷害，也是最懂你，跟你最

親近的一份子！愛情則是在你奮鬥之餘，進入到你的生活，滋潤

了你的心靈，用甜蜜的心情一起迎接任何困難，「你受傷」「我

護著你」「你難過」「我哄著你」，就是這麼美好的一件事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自己！自己就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沒有人能夠

取代你，也沒有人能取笑你，不要把自己看輕，看輕自己，別人

更會看不起你，並且要好好愛自己，要學會愛自己，對自己好，

才有更大的勇氣和心力去愛別人！ 

表白：那些說不出口的話     林品羽      

柯靜瑄     

作者：東森創作, 溫喜樂  

出版：青文  

如朕親臨      

故事講述身為現代女生的高丙丙，卻十分篤信「 

前世今生」，常常穿鑿附會，把自己當做「七世夫妻」

的轉世女主角，並相繼與童年和學生時期的兩位男主角

重逢。這一女兩男，高丙丙與王朕/王諾爭吵不休，與李

如龍考驗不斷…丙丙傻了！難道白馬王子另有其人？中

注定只是鬧劇一場？書中的高丙丙，在知名飯店，當甜

點二廚，和王諾，是對天生冤家。 

她深信民間傳說，七世夫妻，都是轉世輪回的因果論。 

幻想這輩子，就是第八世，要和愛人重逢！ 

沒想到，愛人王諾，卻是名個性直白，又霸氣的婦產科

醫師。 只要他一現身，高丙丙的生活，就會一團亂 

這本書是我很喜歡的題材，有關於前世今生，書裡男女

主角的互動非常有趣，並且在每一個部分都為最後男主

的身份埋下很多細節，在女主角夢裡都告訴觀眾男主角

和女主角其實前世就遇到了。看完這本書其實意猶未盡

，特別希望寫他們後面的劇情呢！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Dorothy/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ctpub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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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保存期限，只有十年     

作者：小妖   

出版：城邦原創  

蘇玟軒     
作者汪培珽說:「在孩子的五歲到十五歲，唯有這黃金的十年，可以

前一秒鐘和朋友般說話，後一秒鐘，她卻可以帶著天使般的笑容在你

的懷裡睡著，如此每妙的特別感覺，父母只有十年可以享受。」為了

不要錯失這十年，她帶著兩個孩子獨自前往英國，展開14天的旅行。

他們在倫敦、巴斯和劍橋各停留了七天、四天和三天，某天在倫敦的

地鐵站，由於容納多條交叉錯置的營運路線，地鐵站深入地下三、四

層，但奇怪的是，供乘客上上下下的通道卻多是樓梯，少有升降電梯

，姐姐和弟弟除了身上的背包，還要各自負責一個手拉行李，這些應

該已超出他們年紀所能負荷的體力，於是作者二話不說左右手各拉起

了一個行李箱，但孩子的反應卻是只給了作者一個皮箱，另一個皮箱

一人抬起皮箱頭，一人拉著皮箱尾，合力提了起來，一格一步地往下

走，當作者想搶下皮箱時他們卻異口同聲的說「幫你就是幫你，不要

客氣」。行前，她只想到該如何帶孩子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來

，但沒想到旅途中，孩子竟帶來很多驚喜和感動，更沒想到這趟如此

平凡的旅程能夠出書。一直以來沒想過父母正在想些什麼，透過這本

書讓我了解到，有時候他們不是不愛你只是他們不知道如何表達，有

時候他們很囉嗦，但他們只是在用這種方式愛你而已，天下沒有不愛

孩子父母，只有不愛父母的孩子，書中的孩子年齡雖小，但他們已經

做到心智接近成熟的我們所想不到的事。 

從以前就一直很喜歡看戀小說，內容大多是偏向男女的愛情故事，

花開之時這本書的女主角曾千花一開始是一個對什麼事都無所謂的美

麗女孩，她有一隻可愛的兔子娃娃叫阿花，她每天都會和阿花聊天，

他們住在一棟公寓裡。男主洪育修是一個冷酷學霸，因緣際會的他們

也熟絡了起來。千花的媽媽是一個無藥可救的賭鬼，一旦輸了錢就會

在家裡砸東砸西，甚至還利用千花的美貌要求她，乞求她為她賺不該

賺的錢，說是為了還債其實全部都被拿去賭博。這期間千花看遍了各

式各樣的男人，對愛情也毫不在意，但在遇到另一位男主-

謝宗達以後，她的戀愛觀被改變了。後來宗達為了保護千花而意外喪

失性命，千花也因為驚嚇過度而啞，在那之後她因為外送的工作又遇

到了育修，育修就像陽光一樣，指引著千花走出陰霾，育修就讀的大

學裡也有一個女孩-

許蓉非常喜歡育修，但這時候育修已經向千花告白了，中間經歷了一

段令人痛心的過成，但最後她們兩人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在故事尾聲

，千花發現自己越來越瘦，長了腫瘤，上網查到了一些病症，她心裡

有底，到了醫院檢查以後，證實，是愛滋病…這場病在折磨千花九個

月後帶走了她，當時，她28歲… 

“丟在爛泥裡的種子開不出漂亮的花，但我還是想讓你看到它含苞

待放的樣子” 

雖然千花沒有得到媽媽對她的愛甚至是踐踏她，但他遇到了兩個真

心、全意愛著她這朵花的兩個“園丁”  

花開之時    王乙涵      

作者：汪培珽  

出版：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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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晨羽  

出版：城邦原創    

這本書是由我最喜歡的作者晨羽寫的。故事的大綱是女主角

方士緣她從小開始就喜歡他的青梅竹馬張士倫。張士倫是個成

績優異、十全十美的模範生，喜歡他的人可以說是多的不得了

。也因為這樣，士緣常因和張士倫太親近而被欺負霸凌。士倫

是喜歡士緣的，但因為士緣閨蜜的謊言兩人最終擦身而過。男

主角則是士倫的好朋友徐子杰，他在士緣最孤獨最無助的時候

，陪伴著她。陪著她度過她最黑暗的時刻。 

這本書最吸引我的點是故事情節不是只著重在愛情，就連親

情、友情這些日常生活常會接觸到的事，作者也描繪出來。作

者把現實生活中同學之間的爭吵及霸凌經過描寫的很清楚，也

刻畫了家庭之間的不完美但包含溫暖的感覺。友情方面也表達

出有些朋友雖然背叛甚至欺負自己，但不能因為這些傷害過你

的人而失望於所有人。現實生活中還是有那麼一些人，對你好

，為你付出一切。此故事也讓我對霸凌有更多的了解。當我們

在霸凌一個人的同時，我們是否有想過他們的感受或對未來的

他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霸凌很難完全抹滅，但如果每個人都

出一份心力，這世界一定可以更加美好的。 

來自天堂的雨  馬瑜君       

郭宥慈      

作者：苓菁  

繪者： Fori   

出版：春天出版社  

惡童書：藍鬍子       

這系列的小說都是以童話去改編成恐怖小說，但除了恐怖之外

，卻也能讓我們省思到最可怕的並不是那些妖魔鬼怪或不存在的

東西，而是人心。這本小說的大概內容就是藍鬍子(也就是童話

的主角)每次都以不同的名字去找不同的女孩子，這些女孩子的

特點都是甜美溫順，但只要跟藍鬍子接觸過後的女孩子，都會莫

名其妙地失蹤，連屍體都找不到，而這個藍鬍子說是人也不是人

，說是鬼也不是鬼，算是一種合成體吧。每次在故事發展的最後

，他都會去出差，在出差前，都會交給女孩子一串鑰匙，並且多

次警告地下室的一道小門不准開啟，也在那道門上貼了禁止開啟

的門牌，但那些女孩子卻違反了規定，擅自打開那道門，然而只

要打開門的瞬間，藍鬍子便會出現在女孩子的面前，質問為何要

背叛他，最後藍鬍子的姐姐便會把那些擅自打開門的女孩子殺了

，就把那些屍體放在那禁止開啟的房間哩，時時提醒姊弟倆女人

都是會背叛的生物。 

會導致藍鬍子姊弟倆有這種行為，其實是因為在藍鬍子小時候

，他母親外遇，而他父親就當著姊弟倆的面將他母親殺掉，讓他

們開始產生只要背叛的女人一律都得殺掉。其實這也令我們反思

很多，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不常常去做一些別人禁止我們做的

事嗎?人性的好奇心的確可以殺死一個人，越得不到，不就越想

得到嗎?人的好奇心，有時反倒會害死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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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氣財神 ──感受人性善惡、體會生活真諦的經典之作       

陳珮昕       
小氣財神的故事背景是發生在一個聖誕夜，主角史考基

是一位小氣、愛財的人。在這個夜晚，已故友人馬利的鬼

魂回來找史考基並告誡他，如果他繼續自私自利且不施捨

任何財富，死後便會像他一樣四處漂泊。他帶來了分別代

表過去、現在及未來的三個鬼魂來讓史考基看見他在過去

的聖誕夜冷漠無情的一幕、現在為金錢斤斤計較、虛度生

活以及未來死後將被如何對待的一切。最後，史考基看清

楚了自己的真面目，感受到了人間溫暖，並決定重新做人

，學會施捨及幫助他人，不再虛度人生。 

 

這個故事讓我深深理解到了人總是事情落到了自己身上

了才會願意去反省，故事中的史考基從夢中看見自己死後

的待遇，他的死不被重視甚至被人遺忘，才回頭來反省自

己曾經的所作所為。我認為人生最重要的是生命，沒有什

麼東西比生命更重要，一個人一旦沒有了生命，一切都沒

了，有再多的金錢都沒用。其實大多數人都會有同樣的心

態，誰會願意將值錢或屬於自己的東西施捨給他人呢，但

是連一分也不願施捨，這就略為過分了。要適時地去幫助

他人，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去給予支援，說實話，我

個人認為幫助他人也是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點樂趣，我曾

經抱怨自己的生活有許多不順利，但看看蹲在路邊的乞丐

在寒冷的冬天為了填飽自己的肚子，卑微的乞討，就領悟

到自己是多麼幸福。區區的十元對我們來說或許不值錢，

但對他們卻如此重要及珍惜。人生不就如此嗎，永遠不要

抱怨當下的任何事物，多去看看身邊的其他人，或許會學

到更多人生課程。  

作者：查理斯．狄更斯  

出版：雅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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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大偉, 鄭心媚  

出版：商業周刊    

本書是在敘述獅子王這部動畫的繪畫師劉大偉 

他出生在家境困苦的家庭，家裡因為小孩多也相當競爭

，爸媽永遠都在逼迫他做他不喜歡的事，讓劉大偉從心充

滿自卑感 

因為不適應台灣的教育環境，在13歲那年移民美國，然

而在美國也找到了懂他的伯樂，一位美術老師看出他的藝

術天份 並跟他說你可以做到的！ 

這句話也深深改變了劉大偉的一生 

也鋪陳了他未來了藝術道路。 

 

書中的內容都以故事性的文章偏多，不會太冗長也不會

太乏味 閱讀起來挺有味道的。 

從主角出生到他開始接受教育，接受爸媽的「折磨式」

教育，逼他彈琴、讀書，又因為適應不良移民美國，因此

得到一位老師的肯定，還得到林肯總統的祝賀信，接著寫

他升大學靠著領獎學金度過，大學畢業前夕也靠著今天的

努力爭取上了迪士尼的動畫師⋯⋯。 

 

文章中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讓小孩作一位牛仔，讓

他們有領導力和創意，我從小卻都是聽別人說：『你要考

一個好大學，才有穩定的工作』，我後來想，原來我們的

社會有兩種理念，一個是告訴你要做一件偉大的事，一個

則是告訴你要有份穩定的工作，但那不就只是『牛文化』

嗎？」 

 別把鑽石當玻璃珠：劉大偉的動畫獅子心   洪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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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樓裡的仙杜瑞拉         

陳怡帆        這本書是在描述主角－－孟之杏10歲那年父母從育幼院領養

了一名跟他一樣大的小男孩－－孟尚宏做他的弟弟，當時她非

常不解為什麼父母要這樣做，為什麼父母要用領養的，是因為

它們之間發生了什麼問題嗎?直到他遇見了另一個男孩-

康以玄，這名男孩是7歲那年被其他父母從育幼院領養的且他

在小時候常常被親生父母家暴，所以得知這個男孩的遭遇後，

之杏慢慢比較能理解父母的作法了。 

康以玄向來獨來獨往，很少跟人接觸且翹過課抽過菸，所以

在很多人眼裡是個不良少年，他非常喜歡聽合唱團團員之杏的

歌聲，所以常常到合唱團旁聽，也就是因為這樣他們兩個才熟

識。 

後來之杏發現自己喜歡上了那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弟弟尚宏，

因為是名義上的姐弟所以他們不能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他的弟弟

始終只把它當成姐姐，而不是戀人。所以之杏只好一直壓抑自

己的感情，沒告訴過任何人自己喜歡尚宏，直到康以玄的出現

，她才慢慢地把自己的情感釋放出來並且願意把任何事都告訴

他包括她喜歡尚宏這件事。  

作者：Misa  

出版：城邦原創    

作者：桐華     

出版：野人    

一開始其實我並不是很喜歡穿越劇的，但我周圍的朋友包

括家人，甚至老師，很推薦我這本書，所以我就想說，我是

不是誤會它了，之後就去借來看了，。結果沒想到我直接入

坑，當時超很懊惱為什麼誤會它那麼久，為什麼沒早點入坑

的~~步步驚心這個書名取得很貼切，因為女主角穿越到紫禁

城，然後有宮廷，就會有宮鬥嘛~~所以每走一步都得很小心

。若曦因為是從現在穿越到古代的，所以她大概知道之後會

發生什麼事，但她卻無法阻止跟改變現狀，只能看著它發生

。而且戀愛也不能由著她的心意，都是父母一語定下的，總

結來說就是「身不由己」啊~~不過我一直覺得，如果若曦生

活在真的古代的話，腦袋不知道已經掉幾次了。不過她到後

期她那之前的天真無謂的光芒消失了，這大概代表她經歷了

宮廷的明爭暗鬥了吧。 

步步驚心      陳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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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相思(卷1-6套書)  黃翎嫣   

看完這六本書已有一段時間，但到現在這些書帶給我的感覺卻像剛讀完一

樣，記憶猶新。故事的主軸雖然沒有完全落在小夭(女主)的感情上，但它卻

貫穿了整個系列，沒有提到很多，但只要出現，句句入人心。我是在暑假時

看的，看完後第一個感覺是心裡悶悶的，找不到地方釋放，我很難過，為相

柳難過，故事一開始便是相柳與小夭交集最多，從在湖邊邂逅開始，到相柳

偶然發現小夭的血有治療的功效便在他打仗受傷時一次次吸取她的血療傷，

還有為了救顓頊而情願將蠱種到自己身上，最後為了救她，將自己的心頭精

血餵給她。雖然璟更早遇到小夭，但是璟卑微又可憐的相小夭索取愛的樣子

令我不能同意，璟其實是九尾狐族下一代儲備的族長，因被自己的兄長報復

受重傷，因而遇見小夭，最後，小夭跟了璟，的確，小夭要的是能隨她走遍

天涯海角的人，相柳因受限於神農義軍大將軍的身分而不能隨她走，相柳也

很清楚這點，他以他的冷酷一次次打破與小夭的曖昧，將她推向了璟，卻又

一次次地在她危急的時候救她，他的愛是無私的，是偉大的，比起他愛小夭

，為小夭選一個適合的人更重要，因為他知道自己是不合格的。有個令我非

常無法釋懷的情節，璟在與他大哥的戰鬥中落海並失去蹤跡，小夭聽聞消息

到悲痛至極，甚至想自殺，相柳找到了璟，但唯有小夭的血才能救他，他便

以種種理由，一筆一筆地與她算清，讓她以為相柳會幫她都是有代價的，她

悲怒交加的給了他幾乎全身的血，並立下血誓與他再無瓜葛。我真心為相柳

怒了，憑什麼璟什麼都沒做卻可以得到小夭？我很不平的上了其他網站去看

看其他人是怎麼想的，其中有一個人說：作者可能是想反其道而行吧，璟很

平凡，就是因為他太平凡以至於結局人難以接受，但他卻可以保護自己心愛

的人，危險時能保護她，能陪她逛街、想去哪就去哪，但相柳不行，因為他

是大將軍，有整個軍隊要照顧，無法隨心所欲的走。看到這我稍稍釋懷，這

個相柳雖然只是個虛構的小說人物，卻如此的令我為他不捨、心疼，故事最

後的最後，相柳親手斬斷所有小夭與他的關聯，並迎戰軒轅大軍，戰死沙場

。而小夭大婚之後跟璟過著平凡的日子，走遍天涯，踏遍海角，不分離。作

者還有寫一篇番外，內容是小夭大婚前，相柳用她先前送他的極寒水晶球，

加工後封在一個極熱的木頭娃娃內，送給她，而木頭娃娃裡的水晶球上刻的

是：願妳一生安樂無憂。其實小夭與相柳是相愛的，但我就不懂為何他們就

走散了，不能在一起，為何又要為對方做這麼多，難道真單單只是因為一個"

愛"字嗎？我從這個故事中學到一件事：命運是註定的，若你想反抗，最後結

局還是會一樣，像相柳與小夭，雖相愛，卻無法相守，只能互相斬斷情絲，

從此再無瓜葛。我心疼他們，非常心疼，願他們在某個世界修成正果，長相

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