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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週五夜晚，⼀一樣燈
⽕火通明的街道，轉了幾次捷運，
終於回到溫暖的⼩小窩。︒ 

      進⾨門前，習慣性地看⼀一看
信箱，當打開的那⼀一剎那，冷
不防映入眼簾的是⼀一封紅⾊色的
信件。︒ 

      「喜帖︖？」⼼心裡正納悶
著，搬到這個地⽅方才⼀一個⽉月，
有誰這麼厲害能追殺到這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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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看了⼀一下寄件⼈人地址，
旁邊有⼀一⾏行⼩小字，原來是從南部
⽼老家再轉寄過來的。︒ 

      「席緘︖？溫緘︖？」印象中沒
有認識這兩個姓氏的特別好友，
⼼心裡正嘀咕著，到底是誰要結婚
了。︒ 

      「算了，先別管它了。︒」忙
碌了⼀一整週，還是先讓⾃自⼰己喘⼜⼝口
氣，休息⼀一下吧。︒⼀一個⼈人的台北
⽣生活，說容易也不容易，這當中
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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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信件擱在桌上，背包⼀一
丟，趕緊出⾨門去覓食了。︒住的
這條景華街，有⼀一家鹹酥雞特
別的好吃，每天晚上總是⼤大排
長龍，還是趕緊去尋找⾃自⼰己的
⼩小確幸吧！ 

      在⾦金⿈黃酥脆的美食、︑純喫
茶和電視的陪伴之下，活⼒力漸
漸恢復了，敵不過好奇⼼心的驅
使，還是拆⼀一下那封喜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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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慶⽂文︖？」好熟悉的
名字，但又想不起來是誰。︒
坐在床頭邊，陷入了⼀一陣沈
思。︒ 

      終於，記憶慢慢浮現，
很像是⼤大學同學吧！趕緊翻
箱倒櫃找⼀一下塵封已久的畢
業紀念冊，翻了幾⾴頁，果然
看到了⼀一模⼀一樣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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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溫同學，是個轉學⽣生，
⼤大⼆二那年系上外出比賽籃球時，
曾經短暫作為隊友，也因此有
短暫的交情。︒ 

      但比賽結束之後，因為是
不同班，所以也就沒有什麼交
集了。︒ 

      「他為什麼要炸我︖？」看
著⼿手上的畢業紀念冊，突然明
⽩白了，他應該也是看著這份通
訊錄廣發「英雄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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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工程有限公司致⼒力於提供各類場所有關消防安全
之全⽅方位解決⽅方案，團隊⼈人員皆為從事業界專業⼯工作長

達⼗〸十數年之菁英，經驗豐富，包含消防設備師(⼠士)、︑勞

⼯工安全管理⼈人員、︑甲級電匠、︑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

⼈人、︑公共危險物品專家顧問及最新消防性能法規專業顧

問群等，我們是⼀一家專注於提供客⼾戶專業消防研究、︑規

劃與設計、︑施⼯工及售後服務等多元化的消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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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工程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消防器材販售 

消防⼯工程 

消防設備維護保養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滅⽕火器藥劑更換與充填 

公共危險物品場所規畫設計 

申請政府消防會審勘驗作業

聯絡我們

https://www.119safe.com.tw


      看了⼀一下喜宴舉⾏行的⽇日期，是
在⼆二週後的週⽇日。︒週末的時間，對
忙碌的上班族來說，是特別寶貴的。︒
補眠、︑看書、︑打遊戲、︑看韓劇、︑洗
衣服，都要趕在這兩天完成。︒ 

      ⽽而且，包個紅包，又去掉不少
的⽣生活費了。︒重點是，跟溫同學⼀一
點都不熟。︒ 

      所以，這場喜宴到底參不參加
呢︖？（請點選） 

參加 

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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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交戰了半天，還是來參
加了。︒⼀一來也想利⽤用這個機會，
看看⼀一些⽼老同學們。︒ 

      踏入喜來登⼤大飯店，發覺已
經快晚上七點了。︒原來的⼤大學同
學那幾桌已經沒位置了，於是跟
著接待⼈人員到餐廳另⼀一側的空位
坐下。︒ 

      看來這⼀一桌應該是「遲到專
⽤用桌」，⼼心裡正竊笑著。︒眼角⼀一
瞥，發現也有個同班的同學坐在
這裡，太好了！這樣不至於⼀一個
⼈人都不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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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婚禮的⾳音樂聲，佳
餚好菜也紛紛上場了。︒⼤大家
在幾道菜過後，也都變得熱
絡起來了。︒ 

      坐在這種「拼湊桌」其
實也有好處，沒有作家吳淡
如所寫的「命運的同學會」
那樣的糾葛，倒是有幾分比
較像是來交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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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著聊著，⼤大家的話匣⼦子
也開了，在幾杯紅酒下肚之後，
氣氛也漸漸High起來了。︒ 

      從入座的那⼀一刻，就看⾒見
她了。︒⼀一個氣質不凡的女⽣生，
穿著⼀一套⽩白⾊色蕾絲的洋裝，看
起來很⽂文靜。︒ 

      聽她和旁⼈人的交談，原來
是⼤大學同學的朋友，應該也是
比較晚來，才坐到這⼀一桌來的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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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說起來也挺奇妙的，有
時候是計畫趕不上變化，有時候
又覺得好像劇本都被寫好似的，
⼀一切彷彿冥冥中注定⼀一般。︒ 

      「這應該也是⼀一種緣分
吧！」⾃自⼰己幫⾃自⼰己找了個理由。︒
是不是該藉著酒膽，跟她要⼀一下
電話呢︖？（請點選） 
 
厚臉⽪皮的要⼀一下電話 

算了，萬⼀一被拒絕，該有多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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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老半天，還是不去參加
了。︒因為，真的不太熟，去了也挺
尷尬的。︒總不能⾒見了⾯面隨便哈拉兩
句說：「我們⼤大⼆二時去比賽，雖然
輸了，但也算是雖敗猶榮喔！」這
樣⼤大家臉上都會有三條線的。︒ 

       但是，該不該給他寄個現⾦金
袋紅包過去呢︖？俗話說：「山⽔水有
相逢。︒」尤其在畢業後所待的這個
外資圈，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
同學之間總是會不經意地碰到，萬
⼀一將來遇到了，也是挺尷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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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常聽長輩們說：「包
紅包學問⼤大！」當時不以為意，
現在事情落到⾃自⼰己頭上，終於
能深刻體會了。︒ 

      想了⽼老半天，到底該不該
包紅包給他呢︖？（請點選） 

還是包吧 

算了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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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上說：「施比受更有
福！」佛經上也說：「財布施，
得財富。︒」電影無間道裡頭還告
訴我們：「出來跑的，遲早要
還！」還是給他包個紅包，獻上
誠摯的祝福吧！ 

       ⼈人⽣生在世，不過短短數⼗〸十寒
暑，其實也不⽤用太計較，⽽而且依
照傳統禮俗，將來他得包更⼤大包
給我，這樣也算是⼀一種不錯的投
資吧，呵！相信我的付出，未來
⼀一定能夠化作正⾯面能量，再回饋
到我身上的！ ～End 【結局1】

台北微⼩小說

➡️從頭閱讀 ➡️閱讀其他好書

http://www.fieb.com.tw


      還是裝作沒收到喜帖，不
包紅包了。︒本來這麼不熟卻發
帖⼦子來，已經是⼀一件很奇特的
事了，⽽而且⽤用平信寄送，也是
很有可能會寄丟的啊！ 

      所以，還是趕緊把喜帖藏
到櫃⼦子裡去，在⼼心中默默的祝
福他就好了。︒反正，這個世界
這麼⼤大，也不⼀一定會遇到︔；萬
⼀一不幸遇到了，就「裝傻到底」
唄！ ～End  【結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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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我叫夢雲，這是
我的名⽚片，請多指教！」呵，
在職場上學的那⼀一套，總算是
派上⽤用場了。︒ 

      「不知道⽅方不⽅方便跟您請
教⼀一張名⽚片︖？」「哦，沒帶名
⽚片啊！那可以請您留⼀一下簡單
的聯絡資料嗎，謝謝！」哈，
⼀一切都是這麼的⼀一氣呵成，比
突兀的要電話好多了。︒看來名
⽚片這⼩小⼩小⽅方⽅方的紙⽚片兒，以及
交換名⽚片的話術都是⼗〸十分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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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喜宴結束之後
已經過了半年。︒看著身旁的
另⼀一半，不禁露出了滿意的
微笑。︒俗話說：「有緣千⾥里
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
緣分真的是很奇妙的東西。︒ 

      沒想到，因著不熟同學
的喜帖，⽽而且晚到坐在拼湊
桌，讓我認識了她，也因此
⽽而開始交往，在幾個⽉月之後
也步入了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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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生有些時候真
的不⽤用想太多，Just do 
it !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吃虧（包給不熟的⼈人紅
包）有時候真的就是占便宜
（在喜宴遇到攜⼿手⼀一⽣生的另
⼀一半）呀！ 
～End 【結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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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安安分分的吃美食、︑聽
⾳音樂吧！古⼈人說，下棋要不敗的
⽅方法，就是「不要下棋」。︒保持
⼀一定的距離美，也是挺好的。︒ 

      ⽽而且，在有了今天的「⼀一⾯面
之緣」之後，以後在其他地⽅方遇
到了，還可以攀談幾句，說不定
那個時候就會激發出意想不到的
⽕火花！ 

      終於說服⾃自⼰己，把熱情如⽕火
的⼼心給冷卻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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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喜宴結束回家後，還
是有些許的失落感，有時候因為
⾃自⼰己的踟躕不前，遇到了不錯的
對象，終究也只能擦身⽽而過。︒ 

      不過，⼈人⽣生也沒有絕對的好
或不好，相信那個「對的⼈人」，
⼀一定還在這世界的某⼀一個角落，
等著和我相遇。︒⾯面對夜空，我衷
⼼心地祈願著。︒  
～End【結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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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人⽣生是由許多不同的「選擇
題」組成的，選擇不同，結果也
不同！ 
      本⽂文是由真⼈人真事改編，劇
中的主角，在不是很情願的參加
不熟同學的喜宴後，沒想到卻在
喜宴上找到了另⼀一半，⽽而且不到
幾個⽉月也結婚了，至2015年已
經堂堂邁入第⼗〸十年錫婚了。︒本⽂文
希望和⼤大家分享⼀一個信念，就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與讀者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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