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殺手的獨白 
物治五  王湘富 

 
  

被時間馴服的陽光不再燒灼 
原來習慣也可以是一種放棄 
兀自忍耐鼻聞窒息的氣味 
原諒我機械般專業的粗蠻 
誰叫我只是一個沒沒無名的殺手 
                                                                                
一刀銳利的冰冷 
劃過蠟黃的體表，寒氣 
循著神經的脈叢襲上心頭 
任寧靜的驚訝在福馬林中擴散 
                                                                                
不帶猶疑地正中切開 
想像曾經波動起伏的頻率 
輕輕牽動起癱軟的膈神經 
在最後一次的嘆息聲之前 
默默算記最大自主通氣量 
                                                                                
流浪的肋骨歇憩拱成蓮座 
僵涸的血液停止交互滲透 
即使  阡陌肌理縱橫交錯成四頭 
卻也  飛奔不離地心引力的拉扯 
 
枕骨斜倚水平切齊銀亮的不鏽鋼台 
空洞的水晶體深鎖見過的萬千風情 
蝶骨的大翼承載不起人生的重量 
卻被小小的淚骨全數記憶了下來 
落入篩骨，慢慢地過濾、沉澱 
再收縮繃緊的舌骨與我們訴說 
緩緩、緩緩、緩緩 
                                                                                
在以敬畏與感謝縫線之前 
原諒我機械般專業的冷漠 
誰叫我只是一個實習待業的殺手 
我會冀盼您的犧牲同您的名 
深深燙印在往後的歲月 
祝禱一聲聲無語的教學 
 



 

生命的萎縮 
(將本詩獻給每一位小腦萎縮的病患與家屬) 

打開門 妳哭花的臉 說妳從地獄回來 

我若無其事 妳的難過 悲傷累積著 沒有停歇 

環顧四周 景物依舊  

我嗅不出 那濃郁的苦悶 

我觸不到 那碩大的淚滴 

我走不出 那一成不變的牢籠 

 妳總是壓抑著 

偽裝 孤獨與那咫尺的痛 

心的盔甲 經過這些日子 也已斑駁 

愛的誓言 是那生老病死不離不棄的詛咒 

笑容只靜靜停留在牆角的照片 

 
失去 是每日的獲得 

平衡感 再見  

清晰的話語 再見 

行走 再見 

坐立 再見 

翻身 再見 

親愛的 再見 

多少次 我想和妳說再見 

我無法控制任何事物 只剩眼皮還張著 

期待著奇蹟 失敗的幻滅 

麻木週期循環著 

下一次 妳帶著哭花的臉 

希望那是天堂 

能的話 我想親口對妳說 

“親愛的 謝謝 對不起” 

 

分醫所 博二 彭士桓 



  愛愛河河堤堤上上    職治一 李依靜 

 

我在妳的粼粼波光裡 

翻閱一頁頁的 詩集 

詩裡有雋永的回憶 

每首都動容 

風華了海洋的世紀 

 

我在妳閃耀的裙襬邊 

倒影一熠熠的 柔情 

隨著星月散步回憶 

迎著微風細數歲次 

浪漫了一城的煙雲 

 

我在妳優雅的名字上 

尋找一絲絲的 靈感 

妳給我的 卻是滿滿的色彩 

我逐一沾著晨珠 暈上豔陽 

描入夕暉 綴上萬家燈火 

而那畫中話就是說上幾日也說不完 

 

 

我在妳輕深繾綣的眸中 

搭著小船載滿堤岸的花樹 

呼吸一陣陣的 意境 

有關鄉土寬廣的包容悉收眼底 

當大家忙著歌頌妳時 

我看到妳隱約藏著的臍帶 

有孕育著一城市的驚喜 

縱然經歷悲歡離合 人來潮去 

妳仍給予每個人充滿愛的流域 

源源不絕的 詩情畫意 

 

 



 

 

          心肺循環  

 

上、下腔靜脈的回流，開啟了衝擊的剎那 

右心室的顫動隨著你不經意的凝視，定下了我呼吸頻率的判決 

左心室裝載的不只是我的生命，更盈滿你灑脫不羈的身影 

奮力一搏  

唧出的是滿腔熱血與青春年華 

盼望的是回首一顧與執手相攜 

那餘下的輝煌 

走入冠狀一絲不苟地潤澤著心肌 

下個輪迴接連開展永不停歇 

 

 

 

 

 

 

 

 

 

 

 

閉眼，緩慢地吸吐轉換之間 

沉澱 

默數每個三尖瓣與二尖瓣的拍擊 

每一條乳突肌的收縮都如是的揪心 

睜眼，微笑，釋懷 

放任雙眼去追逐、去守候 

放縱心臟去擂鼓、去鬱卒 

用力呼吸，享受心悸！ 
 

 

於你的愛戀似血更似潮水 

拍打的頻譜，時而狂驟時而婉約 

地球自轉，日陽東昇西落 

我的渺小宇宙早打破萬有引力定律 

怦然的瞬間即墜入了無底黑洞 

伸手不見五指的吸引力 

不時魅惑著心，即便漏跳一拍也不足為奇 

物理治療學系三年級 

黃怡璇 



來電

今晚又不回家了？ 妳問，而病患
在等

診外的座位一下午枯等如一輩子
焦躁的氣息送跫音遠去

誰此時沒有了焦距
就推門，給診間一場風雨

沉默是妳最響亮的應對 而
他們的咆哮又是為何
在白旗的更高處徘徊
那是無可言述的答案
啜飲著我乾涸的港灣

一個扣診的手勢把過勞
安排的淡然

聽指尖敲擊最底層的反響
聽 心跳

數一聲兩聲的視病猶親
家人與己身被打包得完美

托送的比遺忘還遠
救人的人 病得最深

病就病吧
如果點滴憂鬱 就吊起生命的輪軸

不過一死
死亡的好處就是不會再次死亡
而心死像風 久了就會淡忘味道

我好奇是否還有知覺去享用佐餐的酒
味蕾已被摺疊

開整桌病歷一如消夜 在護理站
打燈

找掉落在身後的名字
稱謂遺漏所有格和姓氏

在此只有一個沒有情緒的名詞
藉著光亮卻是為了發現還有甚麼可以捨棄

回家 只為找一枚自己的指紋

晚一點 我說
病患在等



想家在金門的海

看海 看對岸
離鄉最近的異地的黃昏

穿過夕陽漆出的金門 走入
歷史的歧路

留下枯槁老兵的凋零佐高粱
顫動花白鬚鬢的角落守著過去以及

日落故鄉的蒼斑
而非浪漫－－一九四九的謊太殘忍

殘忍如夕色如血
如一生一斧鑿出的坑隘

幽暗迂迴。返家的醉夢深藏
囈語般的雙眼潮濕

口令罹患發音的鄉病，風獅爺諭示
前線有雨

雨是半世紀的痛
菸遮蔽了黎明的光

此刻過往煙雨低掩隨海風傾身，如朝起的巷城
此刻

此刻營地也有想家的新兵
三分完成盥洗，十秒收拾淚光
請忘了那些閒適的清晨還有

旭日的來處
送行的溫柔隨田單艦巡航

「復興中華，毋忘 在莒」

「毋忘 在莒」廣播和曙色孿生 以及吆喝
一如家中的早晨 無可救藥的懷念都在

聽筒前的座椅上等候
等候思念把他催熟

即使期待的聲音抵達料羅灣
閩南小島的清晨仍然太冷
讓最潮濕的企盼鎖進鼻塞

「阿母恁免煩惱啦 我過足好」

海島外
熟悉的景物隱匿

彷彿番薯或海棠 今或昔、東或西
遙 不 可 及

於是他們的眺望更遠了 遠到
穿透黃昏與黎明

的鄉思



遇見， 
      錯過。 

口生碩一 戴珮涵 

火車，載著美麗的夢想，載著過去，行駛現在，開往未來。 
車上的人們，每一個微笑，每一滴眼淚，都是一個故事。 
那是列車長的收藏。 
 
某天， 
火車經過一片向日葵花田。 
金黃的，在陽光下發亮。如此動人~~~ 
向日葵，也被車裡的絢爛吸引。 
隨風輕晃著。 
那是一個暖暖的太陽天。 
火車經過向日葵花田的日子。 
 
相遇，總有盡頭。 
 
向日葵急著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朵，送給列車長當收藏。 
列車長卻說，我只是路過，不用麻煩了。 
 
交錯開來的一刻，是個快下雨的陰天。 
向日葵被雨打得七零八落。 
隔天，就被清掉，改成其他作物了。 
 
其實，火車會回來的，他相信，他回來的時候，又是下一個花季。 
所以他不急著收割這美好的記憶。 
 
下一個花季，一樣，是太陽天。 
只是沒有向日葵了。 
即使，一絲絲殘餘的記憶，也不知道被蜜蜂帶往哪去? 
 
像當初說的。我只是路過，不用麻煩了… 
 
甚麼都不用帶走，也不需要留下。 



  登登岳岳王王祠祠                    職治一 李依靜  

 

欽徽墨下 江水獨生悵 

望那賀蘭山缺 

望那斑斕殘陽 

又望那城池天闕 

何處是你眼眸抬仰曾流浪的刻度 

三十春秋積累成墜的塵土 

懸宕在晚暮的邊陲 

地平線上火燒雲紅 

點燃九百年前那聲鳴鼓 

 

腐屍熠著綠光 

石磚砌築出幽冥的溫度 

待熱血噴濺時的怒吼發酵 

碎瓦剩瓷鏤著斑斕的銘文 

交觴僅存的鮮血 

回酹風波亭前的凝神 

長明燈上兩柱青火 

再如何地狂烈 

也照不清歷史淌血的扉頁 

 

 

 

 

 

棺槨金絲縷 

牆宇雕欄壁 

氣派不及戰場上 

眾馬齊奔揚起的漫天飛沙 

八字軍旗蔽遮天 

鐵駒吟嘯 箭伏匕現 

毅然揮落的是何部的完顏 

九重城闕 憑欄檻 

鵬翼劃過雲際張昂的末端 

馬蹄懸勒在十二道金令的方邊 

讓靖康成為你碑前 

後人吟詠不盡的輓歌 

 

棲霞嶺上南山麓 

風雨蕭蕭未歇處 

你用悲壯蘸紅這江濁水 

令背脊上的血書 

傳誦成一個民族 

挺立千秋的氣度 

我願做你的知音 

縱然弦已斷 松竹亦老 

仍側耳細聽你付諸瑤琴 

永唱不輟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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