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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的朋友都說是個不適合擁有
綽號的⼈人，時常開開⼼心⼼心地像個瘋⼦子，
也時常安安靜靜地待在屬於⾃自⼰己的⼩小
空間，是個仍然在尋找⽣生活宗旨的，
說年輕卻也不再幼⼩小的青年。︒ 

      喜歡活在⽂文字的想像世界裡，感
受不同⽂文字帶來的情節溫度，更喜歡
探索記憶與現實或是未來之間的連結，
最開⼼心的是沉浸在創作的世界裏頭，
若今⽣生有幸能被⼈人看⾒見喜歡，想必會
是⼀一件相當幸福的事情！



時光鐵盒

時光鐵盒

      會議結束，⼀一夥⼈人紛紛散
去，光啟坐在最前頭⼀一邊回應
著部屬們離去前的禮貌致意，
⼀一邊翻閱著桌邊⼀一本本的提案
報告、︑企劃書。︒ 
　　「經理，這次的會議評估
下來，建案計畫算是順利進⾏行，
各部⾨門也都有掌握好進度狀況，
只是仍不能掉以輕⼼心，必須找
握好後續的狀況，才能朝順利
結案的⽬目標邁進。︒」秘書收拾
著會議桌上的杯⽔水，輕聲地提
醒正翻閱⽂文件的光啟。︒ 



時光鐵盒

      「我明⽩白，如果有任何
狀況，再隨時通知我。︒」光
啟眉頭深鎖地閱畢最後⼀一本
企劃，接著站起身⼦子⾛走向窗
邊，⼀一整天的⾏行程與會議，
令他滿是倦容，他舉起雙⼿手
伸展筋骨，看著窗外早已暗
去的天⾊色、︑對了對錶，這才
發現時間已然來到九點，不
禁想起忙碌的⼀一天下來，連
晚餐都來不及吃。︒



時光鐵盒

      下⼀一秒，⼿手機鈴聲響
起，上頭顯⽰示著孟美的名字，
光啟趕緊接起電話，並加快
收拾公事包的速度。︒ 

　　「今天回來吃飯嗎︖？」
電話那頭的聲⾳音相當細膩。︒ 

　　「現在才剛結束會議，
等等回去可能⼗〸十點、︑⼗〸十⼀一點
了。︒」聽⾒見妻⼦子的聲⾳音，光
啟這才卸下嚴肅的⼯工作包袱，
神⾊色多了些溫柔。︒ 



時光鐵盒

      「那我幫你把飯菜熱
著，你回來時開⾞車要⼩小⼼心。︒」

　　光啟掛上電話，拿起公
事包後快步離開會議室。︒ 

　　夜間的⾞車道不算擁擠，
⾞車內的⾳音響傳來廣播DJ磁
性的嗓⾳音，喃喃地說到⼀一些
兒時童趣故事，光啟開著⾞車
⼦子，不禁掉進DJ說的故事
裡。︒ 



時光鐵盒

      「你有多久沒有像⼩小時
候⼀一樣，毫無顧忌地開懷⼤大
笑了呢︖？⼩小的時候，只要拿
起畫筆、︑或是拼上⼀一塊拼圖、︑
唱⼀一⾸首歌、︑吃⼀一⼜⼝口冰淇淋，
就能夠幸福地露出笑臉，如
今，我們卻變得不再那麼快
樂了……」 



• 「財富女神」⾦金條，象徵財富、︑繁榮及好運。︒ 
• PAMP為全球知名⿈黃⾦金鑄造商，成⾊色、︑重量和

品質獲得倫敦⾦金銀市場協會(LBMA)的認證。︒ 
• 背⾯面最新設計QR碼，可掃描後至PAMP 查詢

⿈黃⾦金條塊資訊，每塊⾦金條皆有原廠單⼀一序號。︒ 
• 純度 999.9  附原廠保證卡、︑保護殼及保護套。︒

原價4380   特價2588   
再享6期0利率   每期431元

⽴立即擁有

http://www.asap.com.tw/item/201507AM180048162


時光鐵盒

      是啊，到底從什麼時候
開始地呢︖？快樂竟變成如此
困難的事情。︒光啟回想步入
職場後，⼀一路⾛走來都在完成
⽬目標，雖然職場⽣生涯還算順
遂，入⾏行後憑藉著專業知識，
從⼀一開始的部⾨門主管步步升
遷到經理，但總是⼀一回過神
才發現，時間在忙碌著⼯工作
的同時不斷地流逝，三⼗〸十好
幾的歲數不再年輕，望去⽣生
活中可珍藏的美好回憶卻好
像屈指可數。︒



時光鐵盒

      光啟看著後照鏡上貼著
的海底總動員貼紙，那是湯
⽶米調⽪皮貼上的，彷彿此刻仍
聽得⾒見湯⽶米咿咿呀呀的聲⾳音，
只是卻想不起上次出遊是什
麼時候、︑甚至也忘了那時是
去哪裡玩了。︒ 
　　「這樣的深夜裡，不妨
讓我們安靜地聽⾸首歌曲，回
憶曾經的美好，帶來這⾸首歌
曲……」 
　　DJ的聲⾳音隨著⾞車開進
地下停⾞車場⽽而逐漸消失。︒



時光鐵盒

      回到家已經⼗〸十點半左右
了，光啟輕輕地開⾨門⾛走進屋
內，沙發上的孟美⾒見到光啟
回來，趕緊向前接住他褪下
的西裝外套，並給了他⼀一個
擁抱。︒光啟看向客廳，吊燈
只開了三盞、︑電視聲⾳音量不
⼤大，屋內顯得相當安靜，想
必是湯⽶米睡了，便也沒多說
什麼，⾛走向飯桌才開始今天
的晚餐。︒



時光鐵盒

      「湯⽶米今天才說，國⽂文
課要寫作⽂文，題⽬目是我最想
去的地⽅方。︒」孟美端上⼀一杯
熱茶到光啟的身邊，輕聲細
語地與他說話。︒ 

　　「這樣啊，那湯⽶米有說
想去哪嗎︖？」 

　　「你猜猜看。︒」孟美對
著光啟微微⼀一笑。︒ 

　　「遊樂園︖？」



S E I K O三眼計時賽⾞車錶

原價9 8 0 0      

特價2 9 9 9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3AM030001075


A S U S  Z E N F O N E  2  D E L U X E

原價9 9 9 0      

特價7 9 9 0      點我看更多

http://www.asap.com.tw/item/201603AM250000249?utm_source=%EF%BB%BFemail&utm_medium=%EF%BB%BFedm&utm_campaign=20160608&utm_content=3c&utm_term=newzen2coming_4_012


時光鐵盒

      孟美搖了搖頭，接著握
住光啟的⼿手，「說想去爸爸
上班的公司呢，這孩⼦子啊，
看到你的機會愈來愈少，都
想去你公司找你了。︒」 
　　光啟嚥下⼀一⼜⼝口飯菜，神
情愧疚地看著孟美，⾃自從升
上經理後，別說休假、︑就連
下班的時間也都變得晚了，
往往回到家中已經深夜，隔
天⼀一早還得上⼩小學的湯⽶米通
常都已經睡了。︒



時光鐵盒

      「你別這樣看我，我也
知道你⼯工作很⾟辛苦，打起精
神來，記得找個時間，陪陪
我跟湯⽶米。︒」 

      孟美輕撫著光啟疲倦的
臉龐，光啟這才微微⼀一笑，
點了點頭，⽽而後孟美像是想
起什麼，遞出了⼀一只信封。︒ 

      「對了，今天收到了⼀一
封挺奇怪的信。︒」



時光鐵盒

      光啟接過孟美遞來信
封，泛⿈黃的顏⾊色看來相當⽼老
舊，不僅如此，上頭寫下收
件⼈人名字的筆跡像是孩⼦子塗
鴉般地潦草，整體看來相當
怪異。︒ 
　　要不要拆開來看看呢︖？ 

（請點選） 

拆開 

不拆開 



時光鐵盒

      「是我的名字沒錯
……」光啟打量著眼前的
信封，⼼心中燃起⼀一股莫名的
孰悉感，「看看裡⾯面寫了些
什麼吧！」 
　　光啟緩緩將信封打開，
裡頭有張泛⿈黃的信紙整齊地
摺好，他打開信件，上頭有
著和信封上⼀一樣潦草的字跡，
感覺上就是個孩⼦子寫下的信
件，光啟疑惑地皺了皺眉，
腦海中似乎閃過了幾幕熟悉
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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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三⼗〸十年後的我，不
知道你那時候過得怎麼樣了，
有像個超⼈人⼀一樣拯救世界嗎︖？
媽媽說，當個再成功的⼈人都
不比成為⼀一個好⼈人來得重要，
我不太明⽩白媽媽的意思，不
知道你明⽩白了嗎︖？我今年八
歲，希望三⼗〸十年後的你，能
夠幫我買⼀一整櫃的鋼彈，這
樣的話，我會從現在開始就
當⼀一個好⼈人。︒八歲的光啟敬
上。︒」



時光鐵盒

      信紙末畫上了⼀一個地圖 
，起點從光啟就讀的⼩小學開
始，⼀一直到⼀一棵⼤大樹下，⽤用
⿈黃⾊色的筆圈了起來，上頭依
然潦草地寫著「寶藏在這裡 
」，孟美在⼀一旁噗哧笑著，
光啟有些不好意思地搔了搔
頭。︒ 
　　這⼤大概是國⼩小的作業吧，
類似那種給未來期許的課程，
要孩⼦子寫封信給未來的⾃自⼰己，
再約定⼀一個時間統⼀一寄出。︒



時光鐵盒

      光啟將信紙放回信封，
來回打量著，想想三⼗〸十年也
這麼過了，如今收到信封，
竟然第⼀一時間也會忘記這是
由曾經的⾃自⼰己所執筆寫下。︒ 

　　「怎麼樣，三⼗〸十年後的
光啟︖？」孟美於⼀一旁打趣地
問道。︒ 

　　「什麼怎麼樣︖？」光啟
⼀一時間有些摸不著頭緒。︒



時光鐵盒

      「寶藏啊，曾經的你都
告訴你寶藏在哪裡了，你要
不要去找看看︖？」 

　　光啟⼀一楞，⼀一時間答不
上話。︒ 
　　想想⾃自⼰己都會忘了這封
信是⾃自⼰己寫的，又怎麼可能
還會記得曾經藏起來的寶藏
會是什麼呢︖？只是若真要回
頭去找，想必是得請假回⼀一
趟故鄉，這麼⼀一來公司的事
務肯定會延宕。︒



時光鐵盒

      然⽽而，看著這封⽼老舊的信
件，不知為什麼，光啟的內⼼心
突然湧上⼀一股莫名衝動，這些
年來的⽣生活可以說是⼀一成不變，
逐⽇日忙碌地為了更好的⽣生活，
如今收到這封信，該不該⼀一探
究竟︖？還是就此打住，繼續完
成⾃自⼰己的⼈人⽣生⽬目標呢︖？ 

（請點選） 
既然都收到信了，不妨……就
去看看吧！ 

還是算了吧！公司還有建案要
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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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啟特地找了⼀一天休假
⽇日，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回
到故鄉，那曾經待了六年的
國⼩小，如今依然敞開著⼤大⾨門，
光啟回到班級上，⼩小⼩小的課
桌椅、︑⿊黑板、︑佈告欄，所有
的⼀一切都是如此熟悉。︒沿著
地圖上所標誌的路線，光啟
彷彿看⾒見從前的⾃自⼰己，頑⽪皮
地沿著校內⼀一角的矮牆邊，
⼀一路穿梭至校園某個神祕的
⼩小角落，那頭果然佇⽴立著⼀一
棵⼤大樹，靜靜地像是等著光
啟的到來。︒



時光鐵盒

      他緩緩⾛走至樹邊，拿出
⼩小鏟⼦子將樹下的⼟土掘開，每
往下挖⼀一些，⼼心情就跟著莫
名緊張了些，直到鏟⼦子觸碰
到鐵盒，光啟加快速度撥開
⼟土，終於拿出靜放在此已然
三⼗〸十年的寶藏。︒



時光鐵盒

      那鐵盒早已⽣生鏽，舊得
看不出外頭包裝刷印了些什
麼⽂文字或是圖樣，鐵盒上蓋
有些緊，光啟吃⼒力地將它打
開，喀啷，鐵盒打開了，隨
盒蓋飄下了塵⼟土與灰塵，光
啟定睛⼀一看，盒內整齊地置
放了幾隻鋼鐵公仔、︑彈珠、︑
早已唸不出名字的遊戲卡、︑
不及格的考卷……



時光鐵盒

      光啟看著盒內的童玩，
不禁沉浸在兒時的回憶裡，
這才終於想起來，⼩小的時候
由於⽗父親常在外洽公，⾃自⼰己
又是家中的獨⽣生⼦子，所以閒
暇時候總是與這些玩具度過，
對他⽽而⾔言，這些公仔、︑彈珠、︑
遊戲卡，不僅僅是玩具，更
是兒時的玩伴。︒ 
　　順⼿手⼀一翻，遊戲卡下似
乎還有⼀一封信紙，光啟將其
翻開，上頭寫著依然潦草的
字跡。︒



時光鐵盒

      「給三⼗〸十年後的我，恭
喜你找到寶藏！這裡頭的東
西，是我至今最重要的寶物，
他們陪我度過了好多好多，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光。︒
希望你好好珍惜，如果還能
夠給他們多找⼀一些玩伴，那
就真的太好了！祝你過得開
⼼心！光啟敬上。︒」



時光鐵盒

      光啟看著信紙，不禁泛
起淚光，他轉過頭望去，彷
彿看⾒見三⼗〸十年前的⾃自⼰己，坐
在樹邊陶醉地跟公仔們說話、︑
玩耍，那樣⼩小⼩小的身影如今
看來卻是這樣孤獨…… 

　　電話鈴響起。︒



時光鐵盒

      「經理，下週末的例⾏行
會議，有需要準備些什麼
嗎︖？」秘書的聲⾳音從電話那
端傳來。︒ 
　　此時，⼩小光啟緩緩轉過
頭來，望著握著⼿手機的光啟，
神情懵懂卻充滿期待，光啟
看著他稚嫩的臉龐，想起了
總是在回家後早已睡去的湯
⽶米。︒ 
　　「這次……」光啟深
吸了⼜⼝口氣。︒



時光鐵盒

      「先不準備吧！麻煩妳
幫我統整回報，下週末，我
想空出⼀一些時間，跟我的家
⼈人出去⾛走⾛走。︒」 

　　「終於啊，經理。︒」聽
著秘書的答覆，光啟感到有
些意外。︒ 

      「真的是時候跟家⼈人聚
聚了，你總是只記得忙公事
……資料就交給我，你就
放⼼心陪陪家⼈人吧！」



時光鐵盒

      祕書⼀一說完，光啟不禁
欣慰地笑了，望向眼前看著
⾃自⼰己的⼩小光啟，他竟也跟著
揚起開⼼心的笑容，光啟這才
明⽩白，原來，快樂就在我們
身邊。︒



時光鐵盒

      多半時候我們總因為⽣生
活不敢有⼀一絲懈怠，但或許
適時地給⾃自⼰己⼀一些緩衝時間，
陪陪⾃自⼰己、︑陪陪⼼心愛的⼈人，
在忙碌之餘也不至於抽空⼼心
靈，讓我們還能夠替疲憊的
⼼心充電，向下⼀一個挑戰出發 
。︒         ～End 【結局1】

➡️從頭閱讀 ➡️閱讀其他好書

http://www.fieb.com.tw


時光鐵盒

      想想不過是兒時寫的童
⾔言童語，上頭畫的寶藏，想
必也是些不重要的童玩吧！
公司還有建案必須執⾏行，這
對未來繼續升遷是有好無壞
︔；已經有收到信件、︑也讀過
了，未來⽣生活還是得繼續⾯面
對。︒ 
　　光啟默默將剩下的飯菜
吃完，孟美順勢接⼿手將餐桌
收拾乾淨，並把碗盤放置洗
碗槽清洗。︒



時光鐵盒

      「別累壞了，早點休息
吧！」孟美溫柔地喃喃。︒ 

　　看著孟美的身影，光啟
不禁感到⼼心疼，想想⾃自⼰己總
是為了公事繁忙，陪伴家⼈人
的次數愈來愈少，孟美不但
毫無怨⾔言，甚至將家裡打理
得好好的，然⽽而此刻的光啟
卻只能為⾃自⼰己無法陪伴家⼈人
的忙碌暗⾃自嘆息……



時光鐵盒

      隔⽇日，光啟按照往常的
作息上公司，依照慣例，⼀一
早進辦公室就必須處理諸多
事務，⾯面對滿桌的待處理⽂文
件，光啟感到莫⼤大的沉重感。︒

　　「經理，下週末的例⾏行
會議，有需要準備些什麼
嗎︖？」秘書於⼀一旁輕聲問道。︒

　　「主要還是先了解回報
狀態吧！雖然⽬目前為⽌止進度
都有在線上，但還是需要多
加注意。︒」



時光鐵盒

      「計畫會⼀一直持續進⾏行
到年底呢。︒」 

　　「是啊。︒」 

　　「經理，如果有什麼事
情是我可以幫忙的，儘管告
訴我。︒」 

　　光啟看著秘書誠摯的神
情，⼀一時間答不上話。︒



時光鐵盒

      「我只是覺得……你
為了公事總是這麼忙碌，有
時間能陪陪家⼈人嗎︖？」秘書
有些尷尬地抓抓頭。︒ 

　　光啟⼀一楞，不由得想起
⾃自⼰己在信上寫下的：「當個
再成功的⼈人都不比成為⼀一個
好⼈人來得重要」，⽽而後他不
禁⼀一笑，原來⼀一直以來，⾃自
⼰己都並沒有真正明⽩白這點，
如今竟是透過秘書⼀一番無⼼心
的話所提醒。︒



時光鐵盒

      「我明⽩白了，你先忙
吧！有事我會交代你的。︒」 

      光啟向秘書簡單致意，
秘書離開辦公室後，他拿起
⼿手機撥打了孟美的號碼。︒ 
　　 
　　「怎麼了︖？怎麼這時候
打來呢︖？」孟美的聲⾳音聽來
有些擔⼼心。︒



時光鐵盒

      「沒事，只是想好好跟妳
說說話。︒」光啟的神情隨著將
話說出⼜⼝口⽽而慢慢變得溫柔。︒ 

      「⼀一直以來我都忙⼯工作，
真是⾟辛苦妳了……那天，我
在⾞車上看⾒見湯⽶米之前貼在後照
鏡上的貼紙，才發現，我們⼀一
家好久沒有⼀一起出去⾛走⾛走了，
雖然可能沒辦法真的去到哪裡
玩，不過或許這幾天我們可以
找個有空的時間，跟湯⽶米⼀一起
上外頭好好吃頓飯、︑看場電影、︑
逛逛街，如何︖？」



時光鐵盒

      光啟的⽿耳朵緊貼著話
筒，另⼀一端傳來孟美又哭又
笑的聲⾳音，不斷說著好，光
啟不禁上揚起嘴角，這才發
覺原來快樂這麼簡單，最平
凡的幸福，就是最⼤大的快樂，
當個好丈夫、︑好爸爸，所換
得的充實⼼心靈，是獲得再成
功的升遷也永遠無法相比的 
。︒         ～End 【結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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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鐵盒

      「感覺就是惡作劇的
信！」光啟將信⼀一古腦兒地
丟進身邊的垃圾桶裡，繼續
晚餐。︒ 

　　「你啊……感覺除了⼯工
作，什麼都不在乎呢。︒」孟
美⼿手拖著下巴喃喃。︒ 

　　光啟沒有回應，默默地
把飯菜吃完後，將碗盤收至
洗碗槽，孟美將餐桌上稍作
收拾後，來到光啟身邊接⼿手
洗碗⼯工作。︒



時光鐵盒

      「我來吧！你⼯工作⼀一整
天了，趕緊準備休息吧。︒」 

　　光啟看著孟美，⼼心中不
禁湧上⼀一股不捨，⼀一直以來
⼯工作就是為了給家⼈人好的⽣生
活，怎麼如今反⽽而變得陪伴
家⼈人是更為奢侈的事情︖？ 

　　「怎麼了︖？」孟美察覺
光啟似乎有話想說，不禁問
道。︒



時光鐵盒

      「沒事，我先去洗
澡。︒」光啟搖了搖頭，便離
開廚房，往湯⽶米房間⾛走去。︒ 

　　⼩小⼼心翼翼地推開房⾨門，
湯⽶米於床上熟睡著，光啟想
起⾞車內後照鏡上的貼紙，如
果沒有記錯，那已是五年前
的事情，⼀一家三⼜⼝口，竟然五
年沒有好好聚在⼀一起了。︒



時光鐵盒

      光啟悄悄⾛走到書桌前，
翻了翻桌上的作業簿，內層
夾了⼀一張作⽂文紙，上頭只寫
下題⽬目「我最想去的地⽅方」，
光啟看著湯⽶米熟睡的臉龐，
內⼼心不禁湧上想抱抱湯⽶米的
念頭。︒



時光鐵盒

      ⽽而後，他看⾒見湯⽶米桌前的
⾏行事曆，⽤用紅⾊色彩⾊色筆框起下
週末的⽇日期，並於⼀一旁標註著
運動會，然⽽而下週末卻是公司
例⾏行會議的時間，看著湯⽶米的
睡臉，光啟內⼼心起了⼀一陣猶豫
……    （請點選） 

別再錯過了，就陪陪湯⽶米吧！ 

公司會議要緊，還是堅守原則
吧！



時光鐵盒

      運動會當天，湯⽶米參加
了許多競賽，其中最精采的
便是⼤大隊接⼒力，跑步成績優
異的湯⽶米是壓軸棒，跟著⼀一
連參加許多活動的光啟，這
才發現原來湯⽶米在不知不覺
中，已經長成個好孩⼦子了。︒



時光鐵盒

      眼⾒見比賽開始，光啟的
⼼心情隨著棒次愈接近湯⽶米⽽而
愈顯得緊張，孟美在⼀一旁也
不斷地替湯⽶米加油，直到接
⼒力棒傳至湯⽶米⼿手中，現場歡
聲雷動，只⾒見湯⽶米全⼒力向前
衝刺，慢慢地超越過前⽅方的
對⼿手、︑直奔終點線……



時光鐵盒

      「讓我們恭喜第⼀一名，
張鈞佑！」司令台上的⽼老師
歡呼著，台下也跟著歡呼四
起。︒ 
　　孟美拉著光啟的⼿手奔向
跑回終點的湯⽶米，湯⽶米滿身
是汗的喘著氣，臉上卻滿是
開⼼心的笑容，孟美緊緊抱住
湯⽶米，感動得說不出話。︒



時光鐵盒

      「爸爸！我拿到第⼀一名
了！」湯⽶米露出純真的笑靨
看著光啟。︒ 

      「謝謝你來運動會！」 

      光啟摸了摸湯⽶米的頭，
不禁也跟著上揚起嘴角



時光鐵盒

      此刻的光啟，感受到了
這些年來未曾有過的充實，
透過陪伴家⼈人、︑跟著家⼈人⼀一
起度過⽣生活中的每⼀一個⼩小細
節，都能讓⼈人獲得紮實的快
樂，這是再成功的成就也無
法換得的！ 

～End 【結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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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鐵盒

      每週末的例⾏行會議依照
回報進度的狀況，有不同的
會議時間，有時進度快⼤大概
兩個⼩小時左右便能結束，有
時狀況較多可能會從⼀一早開
到下午。︒ 
　　此次會議進展不太順利，
光啟於會議桌前眉頭深鎖，
與眾⼈人來回討論接下來計畫
執⾏行的種種⽅方案，直到會議
結束，已經是下午三點了。︒



時光鐵盒

      眾⼈人紛紛離開會議室，
光啟這才鬆了⼜⼝口氣地靠在椅
背上稍作休息，眼⾒見時間已
到下午，運動會早已結束了
吧，光啟不禁感到可惜，又
錯過與家⼈人共處的機會了
……



時光鐵盒

      「經理，這次會議結束
後，感覺有許多⽅方向變得更
加明確了！」秘書⼀一邊收拾
桌⾯面⼀一邊說道。︒ 

　　「是啊，這⼤大概是這次
會議後，最好的消息了。︒」 

　　「多虧經理，期待這次
建案計畫的成功。︒」



時光鐵盒

      語畢，秘書步出會議室 
，光啟轉身看向窗外，⼀一天
又要這麼過去了。︒這次建案
計畫若是成功，想必又能再
換得⼀一次升遷，⼀一路⾛走來的
⽬目標就又邁向全新的⾥里程碑
了，想至此，光啟內⼼心這才
平復了些錯過湯⽶米運動會的
遺憾。︒



時光鐵盒

      是啊，畢竟⼀一路⼯工作也
是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品質，
如今的忙碌只要能換得⼀一家
穩定，想想也就值得了，就
是下次有機會休假，再帶⼀一
家上外頭吃頓好吃的吧！ 

～End 【結局4】

➡️閱讀其他好書➡️從頭閱讀

http://www.fieb.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