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大枝掛繡球為
 一種八仙花科的植物

登鳶嘴
108.7.30上頭的風景是什麼模樣？我是見過

在照片  不是我拍的或許
一階階的險梯會給我答案儘管踩下時咿咿呀呀一位位的歸人促使我揮汗就算一路上嘻嘻哈哈喀擦
是快門還是修枝剪？瞄著蒼鬱的枝頭
走了吧
這條路跡這麼明顯別管什麼大枝掛繡球沒有時間再為它停留  專心點
那岩壁那麼陡峭
沒有幾個能像那阿伯般飛躍走好搭建好的落腳別摔落便好
烏黑的圓筒
從十八到一三五  對著浩浩有靈的層巒  映著匆匆無心的過客  到底三吋的鏡頭照的
是蒼穹  綠葉
還是那抹即逝的淺笑
 

吳紘瑞

《台灣草野牡丹》
2019 夏  

小關山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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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圖

地區象徵
觀霧 - 隸慕華鳳仙花

紙膠帶
植物樣本

劉庭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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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戲

海

邱敏媛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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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

「我們一步一步走下去，踏踏實實地去走，
永不抗拒生命交給我們的重負，才是一個勇者」

三毛在各種意義上影響了我的人生，她愛的死心蹋地、她的率性灑脫和堅韌的靈魂就算如今都
還能在字裡行間裡感受到她對於生命濃烈的歌讚，而大三生活裡苦苦支撐住我的也正是她所留下的那
細膩浪漫的筆觸。

大三對我來說是格外具有挑戰性的一年，系學會長一職的壓力在宿營
期間尤其明顯，而繁重的課業更是沒有要客氣，每當午夜時分從麒麟回家
又得拾起書本惡補早上考試時，好想放棄的聲音就像堵塞下水道不停湧出
的惡水一樣灌滿我的肺和毛孔的每一處；而在一切逐漸好轉的下學期，至
親病危的消息無疑是雪上加霜，往返高鐵站成為我的日常，直到那天中午
和教授口頭請假趕回家見爺爺最後一面的時候我還是硬擠出自己那幾乎可
以騙過眾人的笑容。

喪禮、期中考、系學會的工作各種無縫接軌，壓力和情緒的累積讓我
幾近窒息，甚至要在酒精麻痺下聽見自己的心跳聲才記得自己還活著。

直到五月的黃金雨開始灑下時，我才逐漸找回開朗的自己，別過頭，我才發現自己在過去一年
裡活得如此轟轟烈烈，好痛苦，但是好慶幸我能活過一個修羅般的大三，讓22歲成為我最美的年紀。

謝謝這些日子陪伴我的家人、每一個協助我的學長姐學弟妹們、默默關心的白癡室友、系學會
的好夥伴、廖幹鼠幹即刻救援、大正兩肋插刀協辦森週、弈君老師正面的鼓勵、志鴻主任耳提面命、
系辦姐姐鼎力扶持，如今大四的我生活逐漸步入軌道，終於過了一次我想像中無憂無慮的大學生活、
也終於有時間規劃自己的人生藍圖，而我也準備好隨時面對下一個生命交給我的重負。

「飛蛾撲火時，一定是極其快樂幸福的」
不安、徬徨、焦慮、期待、興奮，青春的艷火在即將跨入人生下個里程碑的我身上隱隱躁動，

它如脫韁野馬般再也無法控制，但我仍想一無反顧的前進，反叛就反叛吧！我喜歡在這時代裡自由又
驕傲的自己。

泰累草莓變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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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揚

《餘暉》

《倒影》《得月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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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倩
《二零一九夏天，記憶中的海》

△攝於綠島湛藍天空下

△攝於風雨欲來的太麻里海邊

△攝於大甲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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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是多情的》

從朝日，至晚霞，

從城市，至山林，

時晴，時雨。

無論何時、何地、

是喜是愁，

好希望你都與我同在，

一起抬頭望同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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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東蔚藍的空中，惡作劇之神洛基變幻為一隻老鷹，俯瞰著地上的一切，南迴、大武、金崙等
地的美景映入眼簾。看著看著一個星期不自覺地過去了，正當洛基對眼前的美景感到厭煩時，祂看到
前方有一輛車子受困在沙灘上，心想：「就讓我來給你點適時的『幫助』吧！」

太麻里的沙灘上，一間採種公司的老闆波斯想瞭解海濱植物結實的狀況而將車開上了沙灘，沒想
到車子太重而陷了進去。波斯的車是油電混合的 volvo，格外的笨重，我們都叫它大黑。

過了不久，海灘救援隊出現在波斯的車旁，他們有專業的裝備及經驗，一定能夠將大黑平安地救
出，不過他們不是慈善機構，理所當然是要付費的。波斯雖然不想花這筆錢，但大黑陷在沙灘中出不
來，沒辦法，只好認了。十五分鐘後，大黑被從沙中拉了出來，波斯付了 2000 元，便開著他的大黑
悻悻然地離開了。

這時，洛基到了。望著逐漸遠離的波斯，心想：「我還沒幫到你呢！」由於祂懶得動身去追，洛
基便立刻使用法術在波斯的心中低語：「我可以幫你省下那 2000 塊錢…」「真他媽有夠衰的，看個
結實狀況車子也可以卡在沙灘上，害我白了 2000 塊，真虧爆了」洛基的低語還未說完便引起了波斯
的怨氣，不過受到怒氣波及的洛基非但沒有生氣，反而露出了一抹奇特的微笑。

「讓我幫幫你吧！」洛基施起法術，一切重新開始。
時間回到了海灘救援隊出現在波斯的車旁。當波斯正要開口答應接受救援時，洛基立刻用法術在

波斯的心中低語：「你是老闆耶，你一定經歷過許多的困難，而你也憑著自己的力量一一解決了吧。
這次也一樣，以你的聰明才智，要解決這件事想必不是一件難事，沒必要在這裡付錢請其他人幫忙。
對自己要有自信，你是老闆，老闆就應該要有自信做出最有利的判斷，並且豪邁的扛下所有結果，不
管結果是好是壞！」說完後洛基便對波斯施起了魔法，祂賦予了波斯名為「自信」的力量。

「不用，我不需要幫忙，我自己的事自己可以解決。」波斯拒絕了海灘救援隊的幫助，之後拿起
手機撥給了正在大武工作的員工。

「喂 ~佩佩阿，你們現在工作的進度如何了？」
「哦 ~那邊自下雨喔，所以你們先回到民宿休息了？」
「那你們現在開皮卡過來，我在太麻里的千禧曙光紀念園區，現在我的車卡在沙灘上，等等就用

皮卡把我這台車拉出來，還有記得要帶拖車繩過來。」
打完電話後，海灘救援隊的壯丁又走了過來，再詢問了一次波斯需不需要幫助。「我已經請我的

員工開車來拉了。」波斯回答道，壯丁看生意現在做不成，就先回到了他的吉普車上。
在大武這邊由於山上大雨不斷，太過於危險，完全沒辦法進行採種工作，採種公司的員工──佩

佩和小精靈，只好帶著三個實習生 118、449 和 007 先行下山。下山的路上，雖然有穿雨衣，但是天
氣太過悶熱，雨衣內汗如雨下，回到車上時大家的衣服仍舊溼了。不過開車回民宿的路上，實習生們
難掩臉上的喜悅，雖然知道下雨沒辦法工作會拖延工作進度，但可以提前回民宿休息真的是一件多麼
愜意的事啊。回到民宿後，大家把裝備一一搬了進去，正想準備洗澡換衣服的時候，佩佩接到了老闆
的電話。

「好，我們現在過去。」佩佩無奈的回答。
從大武開車到太麻里大概要半小時左右，佩佩開著藍色加長型的皮卡載著大家過去。一路上大家

雖仍有說有笑，但仍不時流露出無奈與不滿的氣氛。「沙子就像山上的爛泥巴，車子開到

點滴
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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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沒什麼抓地力，加上車子又重，輪胎一直原地轉就會一直向下陷。」小精靈跟實習生們講解為什麼
老闆的車會卡在沙灘上。

皮卡到後，海灘救援隊的壯丁又過來了。
「老闆，不是我要賺你錢啦，你這輛車很重，又陷在裡面，所以整體來看就更重了，跟你保證，

你這皮卡一定拉不起來啦！」
「不試試看怎麼知道，皮卡有 200 馬力ㄟ！」
隨後波斯指揮著佩佩將皮卡車尾對著大黑的車尾，然後接好拖車繩。
「等等我慢慢倒車，佩佩你將皮卡往前開，一開始記得慢慢來，不要加速太快。」
波斯在大黑上倒車，佩佩在皮卡上幫忙拉，希望能將大黑往後拉出沙中。而小精靈和實習生負責

幫忙把波斯的指揮傳達給佩佩，海灘救援隊的壯丁則在一旁看我們表演。
救援開始，皮卡開始將大黑往後拉，拖車繩繃緊了，但大黑仍絲紋不動。大黑也開始向後開，而

皮卡也加把勁地往前開，不過兩台車仍然沒有移動，但輪子倒是一直轉，不斷的掏沙，最後，大黑越
陷越深，最後阻力大到連輪胎都轉不動了。這時波斯仍然不死心的催油門，車子引擎發出了平常聽不
見的音調，看到大黑仍絲紋不動，油門反而催得更大力，音調也隨之升高，直到波斯自己也覺得真的
沒辦法了才停下。而皮卡經過剛剛的一番操作後，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輪胎陷進了沙中。

「老闆，你這樣硬催車子會壞喔。」海灘救援隊的壯丁看不下去了，出聲提醒。
波斯下了車，看了看情況，發現車子陷的更深了，在車旁繞了幾圈，打量了一番，實在是想不出

其他辦法，最後只好默默地尋求海灘救援隊的幫助。
「麻煩妳先幫我把皮卡開走，我的車要這個位子。」壯丁手指著皮卡畫了兩圈。
佩佩上車要將皮卡往後退一些，先鬆開拖車繩，才有辦法將車挪開。然而皮卡也卡住了，後退不

了。壯丁見狀拿了一把鋸子過來，詢問佩佩可不可以把繩子鋸斷，看車子能不能向前挪開。佩佩轉頭
詢問老闆，只見波斯面有難色。

「一條拖車繩很便宜啦。」壯丁說道。
波斯走到繩子旁，試著把繩子解開，然而繩子繃得緊緊的，要動都動不了。沒辦法，只好把拖車

線切斷了。波斯不情願地答應了。切斷繩子後，還好皮卡擁有 200 馬力，費了一番勁仍能向前自沙坑
中脫身，不然陷進去的車子就變成兩輛了。而波斯看到皮卡脫困後貌似鬆了口氣。

不過麻煩的事情尚未結束，由於大黑陷得太深了，單靠吉普車一台無法拉動，所以只好借助皮卡
的重量，壯丁先將車子排成大黑─吉普車─皮卡，再用吉普車上的捲繩機將大黑與吉普車間的繩子收
短（這樣就不會因為輪胎的轉動使施救的車輛陷入沙中），這才慢慢將大黑從沙中拖出。

眼看大黑被救了出來，波斯心想：「總算可以走了。」然而大黑卻遲遲無法發動。原來剛剛不顧
一切地猛催油門導致大黑的引擎過熱，電腦自動將車子上鎖，使其無法發動。沒辦法，壯丁只好再將
車子排成大黑─吉普車─皮卡，慢慢地、一點點地將大黑拉往柏油路。

拉的過程極其緩慢，到柏油路的距離約兩百公尺，拉著拉著，海灘救援隊的其他同事見狀丁遲遲
未回來而紛紛過來查看情況，就這樣愈來愈多人來看這場戲。

失去主導權後，波斯與拖車的地點拉開了一段距離，在旁抽著菸。眼見實習生們沒事做，便叫他
們去採蔓荊及馬鞍藤的種子，反正閒著也是閒著，不如找點事來做。要把利益最大化，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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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最高效益。
「採這些海濱植物的種子是要做什麼的？」實習生 118 問。
「公司有一些海岸林的造林工程會用到。」波斯回。
「老闆，這些要用在海岸林的話要不要用扦插就好了，蔓荊和馬鞍藤扦插都不容易死，之後需要

再到海邊剪幾段回去。」小精靈建議道。
波斯聽完後點了點頭，便向人少的地方走去。
118、449 和 007 想說既然要用扦插的就行了，但既然沒什麼事做就稍微採一些吧。於是他們三

人邊採邊聊天，打發著回去前的時光。
當大黑已經快被拉到柏油路時，實習生們拿著採的種子回來，心裡想著快要可以回去了。
「你們採了那麼久就採這樣一點？」波斯生氣的問道。
可見波斯看到種子的量後十分不滿意。
「不是要用扦插的嗎？採那麼多是要幹嘛？」118 心想。
「再去多採一些回來。」小精靈轉向實習生們說道。
「你們動作要再快一點。」小精靈跟著實習生離開老闆後悄悄地說。
實習生們無奈地走回沙灘繼續採集種子，小精靈不久後也加入幫忙。大家原本想著可以回去了，

沒想到又被叫去繼續採集種子，實習生們的情緒一下跌到了谷底，心中的怒火油燃而生。
「原本可以在民宿待的好好的，為什麼要為了老闆的問題這樣大老遠跑來太麻里？本來可以輕鬆

解決的事情為什麼要搞到那麼麻煩？還有現在是沒辦法指揮局面了，所以就來指揮我們嗎？」007 愈
想愈生氣。

「幹！阿不是要用扦插的就好了嗎？現在又嫌我們採得太慢，說要採的是你，不採的也是你，都
給你罵就好了啊！」118 小聲地跟 449 抱怨。

「這老闆是不是有病？」449 問。
「他問題很多。」118 回答。
約半小時後，118、449 和 007 拿著採集的種子，慢慢走回到皮卡旁，發現波斯已不見了蹤影。

這時海灘救援隊的壯丁走了過來。
「今天的錢真難賺。剛剛把他的車拉到柏油路上後不知道為什麼就可以發動了，然後他就直接開

車走了。」壯丁過來向佩佩說明情況。
「今天真是麻煩你了，請問要付多少？可以麻煩你幫我開一張收據嗎？不然在紙上寫一下簽個名

也可以。」佩佩略帶歉意地回答。
付完錢後，一行人終於坐著皮卡回到了民宿。途中聽著車上的音樂，望著車窗，相對無語。
洛基自始自終在都旁注視著。「看來波斯你是注定要付那筆錢的啊。既然這是命運，那就是無法

改變的。我真的幫不上你。雖然這次沒能幫到你，不過看在你今天給了我樂子的份上，賦予你的那份
『自信』，作為賠禮你就繼續的留著吧。」說完洛基便化為一隻蝙蝠，慢慢隱沒在夕陽的餘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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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

你生氣時別露出那麼
可愛的表情，
會讓人更想欺負你。

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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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淺焙，
是咖啡店的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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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一

若世界如是番紅花綻放
但願留下雌蕊
許你三世情緣
其他整朵
即使紫瓣啊
那樣夢幻 浪漫 意亂迷離
則都能捨棄

隨筆：某堂民俗植物學課後

《Letter to Lily var.mori》
林亞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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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你，
雖無似曾相識
慶幸能來日漸熟悉。
（前世無緣，今生卻碰面）
彷彿
撿拾擱淺沙灘的瓶中信，
沉思並且提筆
形容：
綬草花瓣 月白染為紫紅略帶粉的邊緣。

最初時刻，
約定瞇起眼細瞧 楊梅葉背金點；
後來，
即使只看黑星櫻也就足夠喜悅。
然而很久以後
總還是會分道揚鑣 踽踽獨行，
至少當年，
曾經如阿拉伯婆婆納的雄蕊 私語叨叨絮絮。

No.7 Date：2019.07.07 

（續上期，惠蓀林場樹木學實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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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海灘上的足跡》

《酒紅朱雀》 
攝於玉山國家公園 

2019 夏

龔聖皓



走過許多地方
不變的

只有一起走過的人《同行》 109

《紅毛杜鵑》 
攝於玉山國家公園 

2019 夏

《紅楠》
 攝於南子吝

 2019 春   

《茶斑蛇》 
攝於蘭嶼
 2019 夏  

《火筒樹與大白斑蝶》 
攝於蘭嶼 
2019 夏  



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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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系友
年度 傑出系友

75 吳金贊

76 林文鎮

77 廖大牛、唐潤秋

79 林子玉

80 楊國宙、高崇熙

81 谷雲川、林秋輝

82 黃永桀、陳溪洲

83 林燈燦、洪懷琳

84 薛派欽、葉可建

85 廖坤福、王槐榮、董敏

86 張峻德、陳載永、顏仁德

87 劉正字、黃耀富、黃裕星

88 蔡宏敏、劉肯學、潘龍柱

89 羅紹麟、莊中亨、呂錦明、魏耀聰、蕭代基

90 張豐吉、呂福原、歐連池、賴建興、歐連杉、侯正三、陳歐珀、李桃生

91 何清松、林義雄、郭武盛、洪明川、歐辰雄、許博行

92 李久先、葉楷勳、莊樹林、王齡瑰 (富雄 )

93 何源三、吳金村、田志城、張清標、林鴻忠

94 簡益章、彭茂雄、劉福成、何聖欽、徐正鐘、游富永

95 呂金城、李訓煌、陳朝圳、王鴻睿、黃妙修

96 林朝欽、何麒芳、賴聰明、郭蘭生、黃凱亮、許忠允

97 王瀛生、伍木林、呂國彥、林東陽、林哲茂、莊靈、翟思湧

98 謝瑞忠、鍾慶煌、許明城、黃國雄、林喻東、謝尚達

99 李建成、林世宗、吳坤銘、葉慶龍、詹德樞、蔡崑堭

100 林金樹、邱立文、紀麗美、張岱、張偉顗、黃宏哲、楊勝任、潘國俊、盧崑宗

101 王升陽、杜明宏、陳連勝、曾祈舜、楊嘉棟、楊瑞芳、黎自奮、蕭漢俊

102 王怡情、洪舜地、陳財輝、羅凱安、蔡晰毅

103 王益真、何崑益、李允中、陳定遠、陳協芳、鄭葭生、盧進家

104 張弘毅、陳景雄、黃麗萍、馮豐隆、廖瑞祥、薛美莉、蘇裕昌

105 王仁傑、曾惠長、曾國基、葉宗賦、陸國先、蕭銘杉

106 陳啟榮、曾彥學、廖天賜、劉悠華、賴飛煌

107 沈熙巖、林文和、林煜焙、施秋、顏添明

108 廖順興、游漢明、林進龍、林俊成、曾喜育、張獻仁、黃國楨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所系友聯誼會
歷屆傑出系友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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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108 年普通考試林業技術
蘇聖暘 趙彥琛 黃宣萍

石哲宇 阮立雯
108 年高等考試林業技術

蘇聖暘 趙彥琛 黃郁嵐

  郭珆㚬 黃宣萍 杜雅竹

系隊體育競賽獎項

大森盃
季軍

女籃
女排 

亞軍
男籃
男排 
羽球 

農院盃
男排 殿軍
男籃 八強
桌球 八強

新生盃
  桌球 團體殿軍 
  男籃 八強

系際盃
  桌球 女子冠軍 
  網球 冠軍

NCHUBA
籃球 八強

冠軍

壘球 

青村白皮書 - 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
北斗新生社區

指導老師 陳奕君
本系黃凱林 李孟庭 邱敏媛

及其他團隊夥伴
第九屆 銅獎

黃凱林
迴游新星獎





編後語 
時值歲末，引頸期盼的一年一度系友會

亦將到來，本期興大森林隨刊附上歷屆傑出系
友名單與系友會幹部的聯絡資料，除期待畢業
的學長姐們能經常撥空回母系敘敘舊以外，更
希望學長姊以及學弟妹們能隨時保持聯繫，並
且給予我們批評與指正。未來，興大森林期盼
有您們的參與，讓此刊成為系友溝通感情的橋
樑，同時也讓中興森林這個大家庭永遠地凝聚
在一起。最後，本期興大森林可以如期出版，
首先感謝系友顏理事長仁德與諸位理監事學長
姐的支持，以及吳志鴻主任的行政支援與經驗
傳承。而編輯期間邱敏媛精心籌劃、協助編輯
與校稿，謹此一併致謝。

總編輯 楊登鈞 謹識

115



116 

姓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吳志鴻 總幹事
04-2284 0345

ext. 136
eric@nchu.edu.tw

沈熙巖 財務組組長
04-2284 0345

ext. 132
zkshen@dragon.nchu.edu.tw

陳奕君 行政組組長
04-2284 0345

ext. 148
chenyc@dragon.nchu.edu.tw

孫英玄 系友服務組組長
04-2284 0345

ext. 147
yhsun@nchu.edu.tw

楊登鈞 學術出版組組長
04-2284 0345

ext. 150
tcyang.04@nchu.edu.tw

系友聯誼會總幹事及相關組長聯絡資料

出版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發行人    吳志鴻 
總編輯    楊登鈞 
主編輯    邱敏媛

出版者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系友會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系學會

印刷      巧文數位影印

特別感謝  參與製作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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