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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DURING THIS MONTH： 

我好像在作夢，我不太記得內容是什麼了，好像是我拿著禮服，一件黑色和一件

藍色，我跑著要去找乃華，把亮藍色那一件給她…… 

一陣敲門聲把我從半夢半醒中拉回來，「Helen!!」轟爸正在叫我起床，「喔~~~」

我發出賴床的聲音，其實我也不是故意要發出賴床的聲音，我只是想發出聲音讓

他知道我醒了。我努力讓自己坐起來，「碰~!」一聲，「oh shit！」我扶著額頭，

這不知道是第幾次我撞到天花板了，這一撞我是真的清醒了！我的床是浮在書桌

上的一張雙人床，就是要爬樓梯上去才能睡覺，而床和天花板大概就是脖子到腰

的距離而已，簡單來說我在床上除了躺著，其他立體一點的姿勢都無法完成。 

爬下樓梯，我走進廁所，「阿~」真舒服，地板竟然是熱的耶！ 

六點五十，該去吃早餐了，全家人都在餐桌，老實說我真不習慣全家一起吃早餐，

我好像沒這種經驗耶，總之我累斃了，只剩下動嘴的力氣了。 

七點十分，該出門了，轟媽會開車載我們，順便去在另一條街的鄰居的小孩一起

去學校，住在鄉下就是要互相幫忙吧！鄰居朋友們輪流接送孩子們上下學。麻煩

的是，不同時間上下學有不同的方式，要搭不同的車，這有點複雜，也不好解釋。

總之最麻煩的上學方式就是開車到公車站，坐公車到離學校最近的地方，然後再

走路到學校；下課時，要坐車到另一個學校，在那裏等他們放學，然後跟著那裏



的學生一起搭車回到山裡面，最後再走個十分鐘的路才能回到家。四點放學要六

點才會到家，這有點累人倒是真的! 

上了一天的課其實我也不知道在上什麼，只是在學校跟同學更要好了，這是我來

學校的目的吧！ 

最後一節法文課，坐在電燈開關旁的男生把燈關掉，然後其他人就說「nuit」（晚

上），他又把燈打開，其他人又說「jour」（白天），全班就在日夜之中徘徊了大概

五分鐘，如此幼稚的遊戲卻令人感到快樂，這大概是整天下來大家最快樂的五分

鐘吧！直到老師進教室，白天來了，大家卻開始睡覺了。課結束時，我給老師一

些小禮物，一個小燈籠和一個台灣的徽章，我很喜歡法文老師，雖然他上課我都

沒在聽，不過他很高興收到這些東西。後來我聽到其他同學在談論這件事，因為

他們都不喜歡法文老師，或許他們覺得我很奇怪吧，但管他的！ 

下課後我和 Briana 一起等車，她是另一個交換學生美國人。她在我旁邊抽著菸，

我吸著二手菸，說真的，我已經沒那麼討厭菸味了。上車後我放音樂來聽，聽著

聽著突然好想哭…… 

 

我在想  五個月了，我已經來五個月了，也只剩五個月了。前幾天，我和烘媽說

我想在二月的假期去巴黎，我看到她的表情有點為難馬上後悔說出來這想法，因

為我想到上一次不好的回憶，那一次為了去巴黎害顧問不高興，我還整整哭了一

晚… 

「你想去巴黎做什麼? 你們還歐時也會去巴黎阿！」 

「我想去博物館」我心裡想，還歐只是把巴黎當集合和解散地點，那哪算有去阿… 

「這有點麻煩，因為我們要和顧問說…」 

「恩…」哀 我也不知該說啥了，我走回房間，開始想著，你們懂什麼阿！我知

道為什麼法國是我的第一志願，我清楚這一年裡我要的是什麼，我不像有的人，

根本不知道自己幹麻出國，他們甚至不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去的國家，他們只是想

出國，他們只覺得這很酷，當然他們也會體會到文化的差異和莫名的空虛，但是

他們不會有更更深處的感受了，真的，他們不會看到其他東西了，因為他們連自



己想看到什麼都不知道！他們只是比較，無止盡的比較台灣和國外誰好誰壞。當

然我也可以說『我過得很充實因為無時無刻都在學習！』但這種話不可能是真

的！還有我實在想不透為什麼他們會反對我去巴黎，我是說，如果真的會發生意

外，那就會發生，難道遵守規定就可以逃過一劫? 遵守規定的交換學生還是有可

能發生意外的，到那時候你能說什麼，你只能打國際電話給學生的家長告訴他們

「很抱歉，你的小孩在交換期間意外身亡了！」……如果我來的這一年，沒辦法

做到我想做的事，那不如回國，以後長大再來，那時就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做

我想做的事了！……我躺在床上 ，音樂放在耳邊，然後眼淚一直流不停 

晚餐時，轟媽竟然又提到我想去巴黎這件事，我一點都不想再討論了！「對我來

說是可行的，但我們還是要問顧問如果你要自己去的話……」轟媽說 

轟妹馬上抱住我說「我可以和 Helen 一起去！我也想去巴黎！」 

「你們都才 15 16 歲，自己待在巴黎….」 

「可是媽媽，假期時我們有一星期都沒事做耶！我不想一直待在家」 

「她是想去博物館，你又不喜歡」 

接著轟妹沉默了 

「如果 Helen 想去博物館，我就去博物館…」轟妹看了我一眼，我用微笑謝謝她，

但我真的不想討論……我在想如果是跟轟家一起去，就不用麻煩的一直報備，而

且有人陪也比較好… 

看著車窗外，再兩站就要下車了。音樂放到了 Rihanna 的 rehab，我很喜歡這歌，

我也喜歡她的聲音。 

火熱的淚流下來的，我沒有擦掉，讓冰冷的臉頰有點溫度也好。我在想我為什麼

會哭，我在想，五個月了過了，我也只剩五個月了，我突然好捨不得！捨不得離

開，我希望時間過的慢一點，我希望每一秒鐘都再慢一秒鐘…我想到那天晚餐，

他們重視我的想法的，不然不會在晚餐全家人在時一起討論，他們其實不反對讓

我去，而我轟妹想跟我一起去，或許轟弟也想去….我想著，我突然覺得一切都

不重要了，有沒有去都沒關西了，因為我好愛這個家，我只想和他們在一起，我

想 我是真的不想離開他們…我是真的捨不得，突然發現，我要的好像只是那一



份被支持，被轟家重視，而我已經得到了，有沒有去巴黎好像都沒差了！我再想，

如果最後真的不能去，我會告訴他們「沒關西，巴黎以後還有機會再去，但是你

們，能認識你們這一家，也只有幾個月能再一起，以後不一定能回來住了…能和

你們在一起就夠了！」真的，有一股深深的愛，對法國的愛，對這一家的愛 從

我心底萌芽… 

我擦掉淚，該下車了。 

 

我曾問過一個外國男生為什麼他特別喜歡亞洲女生，他說「因為白人女生一下就

玩膩了」 或許他是對的，因為國外的女生 你覺得他是怎樣的人 他就是那樣的

人，而我們則是永遠隱藏著真正自己，感覺很單純的人，其實他內心很狂野…  

我躺在床上，看著前方無盡的黑，感覺自己好像在往下掉，漸漸的 手失去知覺 腳

失去知覺 直到全身沒力氣再移動了，而腦袋好像還在運轉，但是很慢很亂，或

許我又要做夢了我也不知道，我說不清這是什麼感覺，感覺像有兩個我，醒著的

我 看著另一個我一動不動的身體軀…… 

 

 

早上，出門時我看著天空「哇~滿天星星耶」根本就還是睡覺的時間嘛！ 

法文課時，我拔了三根白頭髮。我聽著老師說話，要聽一種不熟悉的語言，你必

須專心聽才聽的到，而我現在一點都不專心，所以我根本不知道老師在說啥…… 

十一點我沒課，剛好遇到 Briana 就跟她還有他朋友一起去校門口，他們放手機

音樂，聊天。然後有個女生一直看我 

「她是台灣人，Helen」Briana 介紹我 

「阿~~~~！！！」那個女生尖叫「我超愛台灣！！」 

「喔是嗎?」我心想，一定又是偶像劇 

「台灣的偶像劇！」她說 

她是我遇到第四個喜歡台灣的人，也是第四個因為偶像劇而喜歡台灣的人。這真

的很奇妙，她們都是先喜歡韓國和日本，間接才知道台灣，然後看了台灣偶像劇



之後就開始喜歡台灣了！而且我認識的喜歡台灣的人，都喜歡楊丞琳。或許是因

為她演很多偶像劇吧！反而周杰倫和蔡依林根本沒人知道！原來最容易傳播台

灣的工具竟然就是台灣偶像劇阿！她們透過偶像劇知道台北一零一和美麗華，而

且也很多人因為這樣才開始想學中文！ 

「阿~~！我好高興 好高興」她還在叫，她好像高興認識我，還過來跟我擁抱 

「你有 facebook 嗎?」 

「有阿」我也很高興 

「你會一直留在這裡嗎?」 

「她跟我一樣是交換學生，只來一年」Briana 幫我回答 

「喔…」她有點失望 

「不過你回去後我們還是朋友」她對我挑眉笑著說 

「恩!」我笑著點頭 

「阿~我好高興好高興」「你要跟我們一起吃午餐嗎?」 

我看手機上的簡訊『妳在哪裡?』，「下次吧！我已經跟其他人約好一起吃了」 

「歐….好吧」她有點失望，但還是帶著藏不住的快樂 

 

三點我放學了，但必須等到四點才有接駁車。今天除了 Briana，其他人都是四點

放學，我跟轟妹和 Alois 一起搭車。到轟弟的學校去等他放學。鐘聲一響，看到

所有學生衝出來，我有點嚇到！一陣吵鬧，Alois 跟我說，「這裡的人都是瘋子，」

他說「放假的前一天，大家都擠在門口等打鐘，然後搶著出來，第一個出來的人

就會大叫『我是第一個放假的人！』」「哈哈！Matteo 怎麼還沒出來？」「Matteo

永遠都是最後出來的那個！」 

果然過了五分鐘，大家都走得差不多了，才看到轟弟匆忙的走出來，手上還抓著

只關一半的書包！ 

回到家後我覺得累斃了，躺在沙發上瀏覽轟弟手機裡的音樂，他再看他的

facebook，我放了一首嗨歌，也不是故意選這首的，因為轟弟手機裡的歌全都是

rap，音樂一下，Alois 就開始跳舞…說真的，跟他們相處，連我都變得一聽到音



樂就開始擺動身體了。他跳得好好笑，突然轟弟從我背後把我壓倒在沙發上，又

來了，他最喜歡這樣玩了，就陪他玩吧！我使勁爬起來把他壓下去，他銬住我的

脖子，我推他的腰，Alois 也加入，他跳到轟弟身上… 

晚上和烘媽一起去畫畫課，其實就是一些大人聚在一起，做藝術吧！你可以畫任

何你想畫的東西，而指導老師就是 Alois 的媽媽。 

我畫了兩張臉，她們面對面，左邊那個的頭髮即肩，右邊那個頭髮比較長，直直

垂過肩。Briana 看了說「Is that you sister?」「yeah！I miss her…」「I miss my sister too」 

「恩…」她家裡最近發生一些不愉快的事，她父母要離婚。她出國前就知道這件

事了，問題是，前幾天她媽媽去找新房子時，她姐姐才知道自己爸媽要離婚了！

她姊姊非常無法接受，所以這幾天 Briana 都在用 skype 向她姊姊解釋。我知道她

現在一定很擔心她姊姊…「你們兩個看起來一模一樣嗎？」她問 「不，我們有

點不一樣」我想著，我跟乃華是完全不一樣吧！我是說我們長的不太像，想法不

一樣，想去的學校不一樣，夢想也不一樣…除了生日一樣之外，我們根本就是兩

個完全不同的人吧！但怎麼說呢，我真的覺得我們兩個在一起時，這世界就是如

此渺小……我真的覺得，只有她陪我來到這世界的人，她死的時候，或許什麼都

帶不走，但是帶的走我…真的...我們就好像 共用一個靈魂… 

 

 

我摸著他的臉，躺在他肩上，他雙手環著我的腰，還聞的到他身上淡淡的 游泳

池的味道… 

 

他們在溫暖的水中泡著，看著其他人在玩滑水道。他們討論著「想像這是我們的

家，哇！真是太舒服了」泳池旁邊就有咖啡店，這是多美好的下午阿！「走吧，

我們去玩那個滑水道！」 

 

星期五晚上六點多轟弟和 Alois 從游泳池回來了，我過去抱著他。我心裡想著，

真的很後悔以前沒有天天抱著乃瑄和力福，因為我現在才發現我多需要弟弟的陪



伴……我轟弟不管想要做什麼我都會陪他，我很愛他，我很想保護他。上次陪他

和 Alois 去買衣服時，我本來想買件褲子給乃瑄，但後來沒買因為實在不知道乃

瑄現在多高了！我抱著轟弟抱好久，他就像個小孩，有時候會突然自嗨蹦蹦跳跳

的，他會親我然後故意留口水在我臉上；而 Alois 就成熟多了，或許因為他是獨

生子又是單親家庭的關西吧，Alois 會照顧別人，我們在玩時，他也會很瘋狂但

會克制自己 就像我一樣，他把我們壓在下面時 其實他也撐著自己 盡量不讓我

們感覺到重量，他知道大人說停止時就該停了，不會像我轟弟一樣一直撒嬌。 

現在我學會了說我愛你，我跟轟弟說我愛他 

晚上，大家一起去看電影，因為明天是假日，不用上課所以可以有一些活動。 

我們看了一部歷史片，是有關南非的ㄧ個總統，裡面還有說到台灣喔！我還看到

了台灣的國旗耶！我並沒有完全了解這部片，但我喜歡這部片，有一個地方特別

感動我，就是南非的球隊和紐西蘭球隊比賽，當然南非總統也在現場觀看。剩最

後五分鐘，南非輸了一球，而球場上放起了南非國歌，所有南非的人都唱著國歌…

隊長及和所有球員 說「聽，聽這是我們的國家！最後五分鐘，為我們的國家！

加油！」我會有感觸是因為，出國後 我就代表著台灣 代表我的國家，有時候你

會有莫名的民族主義告訴自己 我就是台灣人，我說 當一個國家團結時，當我們

聽著自己國歌時，當我們愛自己的國家時，當一個民族主義抓狂時，你也不知道

自己哪來的力量，但真的所有力量都來了！當然最後，南非隊贏了，感覺卻像是，

整個南非都贏了！ 

 

回到家後，轟爸在煮些吃的當晚餐，轟弟在做蛋糕，因為他今晚想住 Alois 家，

所以必須先做點事當作跟轟爸交換的條件。Alois 把一顆小籃球當足球在踢，我

反正也閒著，所以就朝他衝過去，開始跟他搶球。Alois 真的踢得很好，他輕易

的就躲過我的攻擊，球依然在他雙腳間來去自如，雖然我四肢並不發達，但好歹

我以前也是有踢過足球，我知道該用哪裡踢，總之我是使出全力了，有幾次我搶

到球 Alois 就馬上抱住我然後把我甩到後面，球又被他搶走了，總之我們玩得很

快樂，好久沒這麼激烈的運動了！流得滿身是汗！Alois 用力朝我把球踢過來，



我想用腳擋住，結果它卻從我雙腳間穿了過去！ 

「完美！」Alois 大叫 

「不！太爛了！」我回應 

接著我把球踢到桌子下，Alois 沒來的及接到 

「哈！完美！」我大叫 

「不！太爛了！」他回我，蹲下去要爬到桌子下去撿球，我馬上抓住他的腳把他

拖出來，然後自己準備爬進去撿球，他馬上捉住我，把我甩到沙發上…… 

 

Alois 的媽媽來了，他們要準備回家了，轟弟跑上樓，抱著一些換洗衣服又跑下

來，他跑過來抱著我 

「再見 Helen！明天見」 

「OH no！Please don’t leave me！」我緊緊的抱住我轟弟 

我轟媽最喜歡的ㄧ首歌裡的歌詞有一段是：「I’m bagging you, please, please don’t 

leave me……」 

接著我轟弟開始唱這首歌了……他邊穿鞋，要走的時候，他對我說 

「I love you Helen，you are the woman of my land！」 

Alois 糾正他「of my world，”land”是土地的意思」 

說真的我實在不知道這句話什麼意思，也不知道他從哪學來的！總之我跟他說我

也愛他，我也愛 Alois。 然後門關上了，聽到門外的引擎聲，接著是一片寂靜。 

轟爸攬著我的肩說「在這裡你生活的比較好對吧，有兩個弟弟陪你，就和你在台

灣差不多，還多加一個妹妹！」 

「對阿」我非常同意的說，其實我這個人永遠有用不完的熱情和力量，如果都沒

人陪我消耗，我反而會無時無刻都覺得很累，所以和轟弟妹玩算是我提神的方式

吧！ 

我走到電腦前，到一個網站上，在這裡你可以跟全世界的某個陌生人聊天，只是

聊天用的，因為轟弟一走我突然覺得有點空虛，就乾脆來到網路這虛擬的世界

吧！ 



「hi」我先對著這陌生人打招呼 

「age, gender, national」他直接的問 

「16, girl, Taiwanese」我也直接的回答 

「17, boy, American」「what’s your name」 

「Helen」 

「Daniel」 

「Hi, Daniel」 

「Hello, Helen」 

………. 

 

我醒了，看了一眼鬧鐘，快十點 在睡一下吧！ 

我又醒了，不會十一點了吧，看一眼鬧鐘，十點十分。在睡下去也沒用的，我已

經醒了，雖然我還想睡，我還很累，但我知道接下來每十分鐘我就會再醒來一次，

所以…該起床了。 

轟爸在和烘妹討論作業，轟弟還在 Alois 家。我安靜的吃早餐，什麼都沒想，我

腦袋一片空白。今天除了晚上有一個生日 Party 之外，也沒其他事了。 

中午我去洗澡，來這裡之後不知為啥，時間一下就沒了，我連續好幾天都沒用電

腦了，也兩天沒洗澡了！或許是因為都陪著轟弟妹玩吧！ 

洗完澡後，轟爸說今天要教我滑雪！喔~ 我想學，但又有點怕 

到了滑雪的地方，其實這裡是剛開始學滑雪的人適合的地方，坡度不大。轟弟妹

都滑雪去了，而我旁邊都是小孩…他們都小小年紀就學滑雪啦！難怪轟弟妹滑的

這麼好！ 

滑雪不是件簡單的事，因為其實連站都很難，太滑了而且很重，如果沒學過的人

就去山上滑雪，那大概只有滑到懸涯下的份了。 

轟爸先教我站，然後下滑時怎麼控制速度之類的。雙膝一直是彎曲的，腰要挺直，

其實我學很快，因為我不怕跌倒什麼的，只是怕撞到旁邊的小朋友。怎麼說呢，

我也只能完全相信轟爸，相信他抓得住我，他要我做的任何動作，即使會讓膝蓋



很痛，我都照做了，所以馬上就學會了基本的動作。我真訝異自己竟然一點都不

害怕耶，轟爸只扶著我一次，接下來都是我自己往下滑，跟控制速度，不過煞車

和轉彎還是要靠轟爸，滑雪這東西真的很奇怪，轉彎非常的難，轟爸也說不清楚

該如何轉，他只說要向右轉 左腳就用力，向左轉就右腳用力。然後就放開我讓

我往下滑了 

「滑向我這裡！」轟爸在我左前方大喊 

我真的不知怎麼轉彎！結果竟然轉向右邊去了，因為那裏有個斜度比較大的斜

坡，我不知不覺就開始往那裏加速了，轟爸跑在我後面喊「腳張開！」 我腳內

八的張開來減速「再開一點！」 我膝蓋好痛，但我知道如果不張開一點，就要

滑到前面那棟木屋裡去了！ 

我的姿勢一定很好笑，跟著我的步驟一起做：雙腳先張到最開，然後內八到兩隻

腳快要平行，接著屁股往下蹲，上半身挺直。我就是這樣停住了。轟爸一直說我

做得很好，但這姿勢真的不符合人體工學，我膝蓋承受著無限大的壓力，卻成功

的停住了。  

我們又試一次，再次往下滑，我在練習轉彎，ㄟ，不知怎麼的我就成功的轉彎了！

真是太酷了，我抓住那種感覺，再轉一次，又成功了！覺得自己蠻有天分的，也

不知怎麼的，突然很有感覺，突然知道了該怎麼轉彎和煞車，雖然我的姿勢總是

很怪異，不像其他人那麼優美。轟爸一直說我做得很好學得很快，我說因為他是

很好的老師。 

我們滑了好幾次，我真的完全放開的在滑，不怕被看不怕被笑不怕跌倒不怕受

傷，我感覺的到速度，有幾次煞不住還是轟爸把我擋住的！這真是太酷了，我喜

歡滑雪！ 

「你一定是全台灣滑最好的人！」轟妹說 

哈哈，台灣有滑雪的地方嗎?? 我不知道，如果有的話，或許回去還可以滑！ 

六點多，轟爸要去買東西，他問我要不要帶些什麼去朋友的生日 Party，我也不

知道該帶什麼。 

轟爸回來時，給我六瓶啤酒，說給我帶去 Party。是轟妹建議的，所以轟爸就買



了，我也帶過去了。有一個朋友看到我帶啤酒，還跟我說「我愛你 Helen！」 

這只是個很小的聚會，我們總共才五個人！所以其實也沒做什麼，就是聊天看電

視和玩遊戲，熬到快三點，我已經累到不行了，她們還在聊~最後終於關燈要睡

覺了，我一閉上眼就不省人事了。 

 

 

星期天早上，我被聊天聲和音樂吵醒。真不知道他們到底有沒有睡！我還是很

累，但也只能起床了，九點半哄爸會來接我。 

這一晚並沒有非常嗨，沒有喝醉，沒有不斷的音樂，沒有男生，只是覺得吃的很

飽。 

回到家後，陪轟弟看了一下海綿寶寶，他們又要去滑雪了！我只想再睡一覺…… 

聽到煮飯的聲音我已經醒了，但眼皮好重，我還想繼續睡。 

午餐後我打開電腦，收到 Daniel 寄來的 Email，他給我他的照片。恩，沒有我想

像中的好看，他要我也寄給他我的照片。 

那一天晚上，我跟他聊到兩點多，他那裏是下午所以沒差，但我已經很累了。我

跟他說我該去睡了，雖然我的頭腦其實還不想睡，但身體已經快不行了。跟他說

掰掰之後，我們兩個都沒人按”結束交談”那個鍵，我在等他按，然後我就要關機

了，過了一分鐘，他問我為什麼不按那個鍵結束交談 

「I’m waiting for you to do that！」我回，這是我的習慣，習慣讓別人先走 

「why me? You do that」他回我 ，我有點訝異他會這樣回 

「no, you do that」我堅持 

「……」 

「count to 3 , we do that together」我回 

「1」 

「2」 

「3」 

我沒按，他也沒按！我看著螢幕，心想，遇到一個個性跟我這麼像的人 感覺真



是奇怪 

「ha ha」我們同時打出一樣的字 

「why is it so hard to leave a stranger？」我問 

「Are you asking me or yourself？」 

他這麼一問，我也用同樣的問題問自己，只是按個鍵而已，但其實我不想和他結

束交談，我需要有人陪我，而且他個性跟我根本就是一樣……好扯，我會對一個

陌生人產生感情嗎！真是瘋了 

「I love you」一句話出現在螢幕上，我還沒反應過來另一句又出現了「No, just 

kidding」 

「I know」我回，心想 What a fucking who you are！ 

後來我也忘記怎麼樣了，反正是他先按了那個鍵結束交談的！ 

上一次我也用這網站認識了一個瑞典男生，他也給我了他的照片，還有 msn，我

們還用 msn 聊過幾次，後來他的名子就和通訊錄融為一體了，存在但沒有任何存

在感。 

我想過個幾天如果我還記得 Daniel，或許我會把我的照片寄給他。 

我躺在沙發上看郭敬明的＜小時代＞，這本書是田田借我的。郭敬明和韓寒是中

國現代大眾小說的主要作家，田田很喜歡郭敬明，所以一直要借我他的書，我也

接受啦，多看點書是不錯啦，他寫的其實也不錯，但怎麼說呢，如果跟其他書擺

在一起，我或許就會選其他書來看，就是說郭敬明的書雖然封面和包裝都很吸引

人，但他書的內容對我來說，如果看到一半突然有其他事要做，我也不會捨不得

把書闔上。 

我在想有一天我也要去中國看看，聽田田說，他們看書都是中國作家寫的，他們

的電影都是中國導演中國演員，而我們台灣呢，我們看外國翻譯小說，聽 lady 

gaga、Rihanna 的歌，我們看美國電影，還不像法國每部電影都是法文配音呢！

我是說，怎麼覺得身在台灣卻看不到台灣的身影…… 

我闔上書，拿起另一本書，你們或許覺得為什麼會有人想看這種書。這本書是那

天中午和同學吃完飯後，我們到書店時，我買的＜Yea we can＞，這是歐巴馬當



選時的演講稿，裡面有英法文對照版，出國前我就看過他的演講稿了，是英文老

師影印給大家的。對於他當選總統，我的感覺有點像是知道 Michel Jackson 死時

一樣震撼，這兩件事都是人類歷史上很重要的事，讓整個世界覺得，這世界真的

在改變了！天堂還是地獄都比不上這他媽的平凡人間了！ 

 

 

該融化的都融化了，剩下冰，我發現我還比較喜歡這樣，清爽許多，因為其實在

路邊的雪是很髒的，他們被車輾過，顏色和質感就像黑糖剉冰！ 

「你喜歡雪嗎？」轟弟問我 

「喜歡阿！」  「ㄠˋ ！」我回頭 

「哈哈哈哈哈」轟弟大聲的笑 

可惡 看我的！ 我也撿起一塊雪球 用力朝他丟去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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