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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刊為海軍綜合性刊物，提供本校教官(師)、學生及本軍學術研究寫作園地，藉以促進研究風氣，培養術德兼備及具發展潛力

之海軍軍官，達成本校教育使命，其宗旨如下：

    (一)研究自然科學、管理科學與人文科學等科學新知，啟發人文哲學思想與建軍理念。

    (二)研究海軍科學、作戰、戰術與戰具等海軍知識，提升國防科技，切合海軍「建軍備戰」、「教育訓練」之目標。

    (三)報導海軍學校教育政策、活動、典型人物介紹及生活資訊報導等。

    (四)砥礪學生品德與忠貞節操，培養並推廣本軍寫作與研究之風氣。

二、來稿以創作為主，且優先選登，或譯作以不超過每期篇幅50%為限，來稿內容應慎防涉及軍事機密，並恪遵保密規定；請勿一稿

兩投或抄襲。

三、來稿以五千字至八千字為度，如原文過長，得由本社考量分期刊出。

四、來稿請以稿紙橫寫或A4紙張直式橫書印製，字跡務請繕寫清楚或附電子檔案，如附圖片請以清晰為要，電子圖檔解析度300dpi

以上以利印刷，稿末請加註姓名、身分證號、學歷、經歷、現職、聯絡電話及地址；譯作請另附原文影本。

五、本刊對文稿有刪改權，投稿一律不退還，稿酬從優，每千字870元，圖片一幀230元，一經採用，未經本社同意，不得翻印、抄

襲或挪作其他運用。

六、來稿請寄左營郵政90175號信箱「海軍軍官季刊」收，或逕送本社。

七、凡學術型稿件請依以下“註釋體例”纂稿：

(一)所有引註均需詳列來源，如引註係轉引其他論文、著作，須另行註明，不得逕自錄引。

(二)專著須依次列出作者、(譯者)、書名、出版書局、出版年份、(版次)、頁碼。格式如下：

中、日文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書局，年月)，頁X-X。

西文專書：Author’s full name，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Place of publication：Publisher，Year)，P.X or 

PP.X-X

(三)論文、雜誌、期刊等須依次列出作者、篇名、編輯者、書名、出版地、出版書局、出版年份、(版次)、頁碼。(期刊出版

地、出版者可省略)格式如下：

中、日文論文：作者，〈篇名〉，編輯者，《書名》，(出版地：書局，年月)，頁X-X。

西文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redactor，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Place of 

publication:Publisher，Year)，P.X or. PP.X-X。

(四)第一次引註須注明完整之資料來源，第二次以後得採一般學術論文之省略方式，為全文使用方式應相同。

 徵稿簡則

讀者意見調查

A.本期刊物哪些文章或題材合乎您的興趣且內容令您滿意？

                                                                                    

B.您希望本刊後續選擇以哪些題材為主題？

                                                                                    

C.您覺得本刊全新改版之之整體編輯設計、編排方式是否令您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意見：                                                                              

D.本刊吸引您閱讀的原因是（可複選）
可增進新知         可供資料蒐整        與本身職務相關        文章內容引人入勝

其他原因：                                                                           

基本資料（本欄僅為統計之參考，請放心填寫）

姓名               職業                職務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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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皎潔圓滿的明月高掛在夜空，一朵朵五彩繽

紛的煙花在天空綻放，發亮、消逝，又是一個中秋

之夜，也是家家團聚、舉杯歡慶的日子，但可惜的

是今年的中秋沒有連假，蘇軾曾高聲吟唱過:“明

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

年，⋯⋯，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人總有悲歡

離合，就像月有陰晴圓缺，自古以來就無法兩全其

美，為了消弭這份惆悵，各中隊決定在學校舉辦烤

肉晚會，以各中隊為單位做分配，希望從活動中的

互動增進彼此的感情，讓平常嚴肅的官校生活也能

有熱情活潑的一面。

因應活動需求，學校特別安排時間讓我們外出採

買烤肉所需的用具，學長姐帶著我們穿梭在各個超

商及市場挑選採購，秉持著用最少的金錢得到最多

東西的原則，我們貨比三家，並精心挑選商品的品

質，忙得不可開交，但臉上掛著的不是疲憊，而是

開心的笑容。

我們將食材送到總隊餐廳，回隊的路上，大家

三三兩兩的並肩漫步著，晚風徐徐吹過我們耳際，

對比採購時的忙碌，現在的悠閒令人感到無比的珍

貴特別。正當我昂面享受晚風時 ，近乎圓滿的明

月滾進我的視界裡，這讓我想起小時候那輪滿月的

溫暖月光下，那快要被我遺忘的、片段的回憶⋯⋯。

微涼的風吹過，正在烤肉的爸爸笑著要我趕快洗手

過去吃東西；媽媽端著一壺新鮮現打的果汁從屋裡

海軍官校正期108年班/戴毓璇

走出來，溫柔的摸著我的頭，問我要不要喝果汁；

灰白的炭火透著餘溫，坐在爸爸媽媽中間的我，手

中捧著金黃飽滿的月餅，張口接下爸爸剛剝好的柚

子，爸爸媽媽一邊偷笑一邊將可愛的柚子帽戴在我

的頭上，我們一起抬頭看著滿月高高的掛在天空

中，月光溫柔的撫摸大地，溫暖的氣氛包圍著我

們，定時的相機貼心的幫我們紀錄了這一刻⋯⋯。同

學的笑聲把我拉回現在，我好像好久沒有如此平靜

的陪伴在家人身邊了。隨著我年紀的增長，隨著科

技、社會的改變，剛長大的小孩總是覺得要跟同學

一同過節才是最酷的，連這個具團圓意義的節日，

我也是盲目的往外跑，想和同儕打成一片玩到晚

歸，抬頭仰望夜空，恰似玉盤的銀輪不只思鄉的人

看見，遠在他鄉的故人，居在家鄉的父母，或許一

樣在享受這個中秋，沉浸在歡笑或是思念中。

過沒多久，大家殷殷期盼的烤肉晚會終於開始

了，木炭在一分鐘之內燒的滋滋作響，趕緊把烤肉

串、香菇、起司馬鈴薯…放在烤肉架上，再刷上香

香的烤肉醬，待它們散發出香噴噴的味道，聞的我

口水直流，肉在烤肉架上就像變臉大師，一下子從

紅色變成了褐色。在烤肉的同時，中隊集合場中間

是學長安排的團康遊戲，為了促進隊上每個人彼此

之間的感情而設計，有呼拉圈接力、踢罐子遊戲、

動詞Tempo…等等趣味遊戲，中途還請輔導長一同

吃烤肉玩團康，因為我們的輔導長是女生，被我們

拉進去玩遊戲時還有些羞怯彆扭，總是揮揮手搖搖

頭客氣的說自己不拿手，但是後來卻和我們打成一

片像孩子般一起嬉鬧，無法想像輔導長會放聲大笑

和瘋狂尖叫，平時板著一張臉、話又少的軍官，在

海軍官校中秋烤肉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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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歡樂的氣氛下也卸下了工作的面具，和我們享

受這愉快的時光，也讓我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平常忙碌的生活步調壓得我們喘不過氣，最需

要的就是放鬆、休閒、發洩，真的很開心能在海軍

官校舉辦烤肉晚會，藉由這個活動讓大家拋開了煩

悶一起投入這個節日，看見每個人不同的一面，有

活潑的、悶騷的、熱情的，及平常鮮少表現的那一

面，在這個歡樂的夜晚表露無遺，伴著這天特別圓

滿的月亮，大家像家人一樣，團聚在一起。

工作的繁重或求學的距離，常常使家人各居異

地，中國人將中秋節稱作團圓節，背後的意義是可

以和親人一起圍坐在大圓桌旁高高興興、熱熱鬧鬧

地吃上一桌團圓飯的日子，並在這天短暫的休息再

出發。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在這個舉家團圓的日

子，還有一部分的人沒有回家，還有一部分的人們

仍堅守自己的崗位、辛勤的付出，因此我們要滿懷

著感恩的心，因為有他們，我們這個中秋才能過得

如此圓滿。

今年夏天，僅有三個星期暑假的我，把握了這美

好但短暫的假期，與我高中時期的摯友雅鈞，規劃

了兩天一夜宜蘭輕旅行，為我們4年多的友誼留下

一些特別的回憶。

宜蘭，台北人的後花園，從台北搭公車到宜蘭市

經雪山隧道，僅需一個鐘頭就可到達。首先，我們

第一個造訪的景點是宜蘭火車站前站的幾米廣場，

看見了幾米畫本中的人物，栩栩如生的呈現在我眼

前，與這充滿童趣又可愛的地方合照，記錄著我和

雅鈞不朽的友情。

接著，我們在宜蘭市的大啖了許多美食，其中令

我倆印象最深刻的食物，非位於中山路上的十六崁

瓜仔雞麵莫屬了，它那濃郁的湯頭，入口即化的軟

嫩雞肉，讓我至今仍難以忘懷，不僅如此，這個小

小的路邊攤，在中午時段擠滿了眾多的觀光客，老

闆卻依舊維持著一定的供餐速度，與服務品質，令

我相當佩服。

下午，我們驅車前往冬山的童玩節開幕式，今年

的活動相當精彩，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表演團體，絕

大部分的演出者都是兒童，他們小小年紀卻台風穩

健，落落大方，讓我相當欽佩。再者，參與了這次

童玩節活動，更讓我倆重溫了童年美好的回憶，因

為那兒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古早味玩具，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再度參與這場盛事。

夜晚來臨，這次我們

並沒有選擇入住一般的

民宿，相反地，我們住進

了背包客棧─金啾吉，它位於宜蘭市，是一棟老屋

改造成的背包客棧，由一對年輕的夫婦所經營。我

倆一踏入屋內，便受到老闆娘盛情款待，她與我們

聊著成立這背包客棧的由來，是因為他的先生Sam

在台北工作，長期壓力過大，因此生病了，於是熱

愛宜蘭也熱愛旅行的兩人，決定辭去工作搬到宜蘭

養病、定居，並開設了一間供背包客住宿的客棧。

至於金啾吉名稱的由來，是因為老闆娘非常喜歡青

蛙，在供旅人們交流的客廳，到旅人們的房間你都

可以看見青蛙裝飾品或玩偶的身影。

這一夜很特別，我和雅鈞遇

到了一位香港女孩，與五人的

單車環島團，他們與我們分享

了許多故事。這名香港女孩

已經造訪了5次台灣，這是她

第六次造訪台灣，她告訴我

們她非常喜歡台灣，因為這

裡的人們很熱情，很友善，

不僅如此，她們香港人非常希望香港能和

台灣一樣享有民主和言論出版自由。因為她的一席

話，讓我和雅鈞了解到自己是有多麼的幸運可以生

於這塊寶島，享有這麼多的權利與自由。

與五人環島團聊天，起因於我們在小客廳與他們

玩桌遊，他們告訴我們，他們原本是四人的高醫大

單車環島團，直到前幾天吃飯時，遇見了獨自一人

環島的海科大阿坤，他們相互打招呼、寒暄後，發

現阿坤與他們的環島目標、志趣相同，便一同行動

了。他們告訴我們這是他們第2次環島，在每次過

程中，他們都在找尋新的自己，也發現了自己一天

比一天更加進步。不只如此，他們的身份是大五醫

學系學生，他們分享了許多白色巨塔內的故事，他

們說他們有些同學明明不想當醫生，卻因為分數很

高，在父母的期待之下，只好填醫學系，而放棄原

本的興趣。這反映了台灣教育的悲歌，我們都迷失

在追求高分當中，卻忘記了自己的興趣，然而，我

是何其幸運有一對尊重我的父母，讓我可以做自己

想做的事。次日， 我們吃了老闆娘推薦的炸醬麵

後，便結束了這趟豐富的心靈之旅。

這次兩天一夜的輕旅行，不只是紀念了我和雅鈞

4年多的誠摯友誼，更讓我大開眼界，認識了各式

各樣的人，欣賞了不同的 文化風俗，聽了許多的

故事，才知道自己有多

麼幸運，可以生長於台

灣，可以擇我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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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他們都在找尋新的自己，也發現了自己一天

比一天更加進步。不只如此，他們的身份是大五醫

學系學生，他們分享了許多白色巨塔內的故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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