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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廳裡的電視聲傳來一些話語，令人覺得有趣:“我們改變不了高度的事

實，但卻可以改變寬度”。上帝/上天給予了生命，我們雖無法決定身高，但可

以控制體重。哈，天無絕人之路，何憂啊!“不氣，不氣不能氣，氣壞身體無人

替，生氣來了，福氣跑了”，心情決定了生活品質，福氣多些，當然品質就好些，

何必經常生氣，生氣只是一種手段，掩人耳目罷了! 目的到了，就得抓住福氣，

可別讓氣理循環，假戲真做，降低了生活品質。“(上帝/上天給了)臉蛋不一定

長的漂亮，卻可以讓自己活得漂亮”，這是對的，也令人莞爾一笑，因為自信會

改變命運，活出自我，漂亮來自喜悅與自在，那是可以自己掌握的。林林總總，

框框裡的話語來自於作家戴晨志，寫了幾本書，似乎相當暢銷。或許這個社會需

要這些書來振奮人心，每天的工作/生活瑣事，容易給人迷失於無知覺的意識，

因而向下沉淪、失去自我，而流於社會價值觀的盲從者，那即是這些話語迷人之

處。如何幽默自己一下，跳出那虛幻的枷鎖。上帝/上天雖創造了有形的個體/

性格，自己亦可掌握無形的美麗/自在，不受有形的牽絆，這即是生活方式的一

種變化。

哈，得慶幸兩小鬼正專心於玩具的世界，電視頻道頓時獲得解放，有著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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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知識性節目播放，真好啊! 否則，動不動就是“天靈靈 地靈靈 …洞裡乾坤

見分明”燻陶在在老孫、豬八戒的世界裡 …，老爸，久而久之，似乎也感染些

仙氣… #$#@! :> 近來，經常在研究中說著聲“天靈靈 地靈靈; 天兵 天將來降

臨; 頭一抬 腿一伸; 化做神仙來說明”。 哈! 總對著 W.C. who is the

affair-leader of ICCL 說著這樣的開場白，接著開始研究工作的化龍點睛之妙…。

其實，所有事皆在熟悉與入味後，變化即自在了! 虛虛實實的世界裡，定了自己，

放空了心，何尋! 神仙在那兒? 在您的變化裡，是吧! 何必拘限著有沒有，有趣

吧!

終於寫下這些話，當時正在寫著上篇故事“兵與將”(~兵與將~ See

CHCPB-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 Feb. 2008)，思緒頃時間無法插入，

就等告一段落，開始這篇新故事吧! 一個會議，在 NSC building on Mid-March,

2008，一群 Profs，討論著資安議題的多元性推廣 (See 附錄)，為這個社會的需

求者(決策人員/企業主/青少年朋友)留下有所依循的軌跡。會後下午，在 NSC

一樓 coffee shop，幾位 Profs, who are my senior/junior partners, we talked more

about the JWIS-2008, paper revisions, paper acceptance in the afternoon coffee time, I

just felt easy at the moment. My assistants, P.Y. and C.Y. also joined the meeting to

make the talk records to be the meeting report。 當時對著 P.Y.說著時間(Time)與空

間(Space)是很有趣的一對怨偶，永遠的競爭者，決策的槓桿操控者。說著歷史裡

的近代中國戰史，1937-1945，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當七七盧溝橋事件，

第一槍響起，正式拉開八年抗戰。中國偌大的幅員空間，掙得了些喘息的機會，

也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幻想。當然中間亦穿突插了些歷史的弔詭: 珍珠港事

件、原子彈事件等，然空間的確拉長了戰線，拉長時間點，也成就一句戰史名言

“空間換取時間”。在之前，總把它當成口號，雖然經常出現在生活字彙中，但

從不認真思索她的涵義與生活間是如何地貼近。只是嬉謔地用在對話中，當成語

助詞，穿插式的笑點罷了。直到近來…，文章的寫作，讓生活的觸感，更加敏銳。

每每事件的發生，都是一個題材。而這些竟然都是生活中朗朗上口的熟悉隻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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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只是螞蟻王國裡的忙 (~演什麼 像什麼~ NSYSU -visit in Taiwan, mid-March,

2007)，忽略了他們…。It is really a key to open the mind，to make thing observations

confirmed. Minds opened, things confirmed, of course, you are going to know that

what are you doing now; where are you able to go; why it is right the way, when is the

next cycle; how the next step can be followed. All is in there!

在研究工作裡，三月下旬收到 the notification from Journal of Forensics, paper

has been accepted but minor work is required before its formal publication。 文章的

作者，有著一群才子與佳人: KL, HANS, WY, and JH. Of course, the key-author is

the guy of KL. So I looked for KL who was now at my office, saying some words to

KL that it is a good job with your past efforts. Although now you are paying your

most time in the preparations of police official-exam, the thing of journal paper

revision also must be mapped out to your working timetable. KL 一臉沒有喜悅的表

情，奇怪吧！是的，這是 ICCL fundamental members。 這是在 CPU 最後一學期

學生慣有的表情，“死人臉/撲克臉”。 因為此時的他們，所有的心思擺在那孤

注一擲的職前考試。 通過了，有如 “魚躍龍門”、“成仙成佛”，倘使不幸 “中

箭落馬”、想必“萬念俱灰”啊！心情變化之大，其實所有面對各式考試的考

生，都是一樣。沒有人願排名在孫山之後啊 (“名落孫山”)！ 然，既是面臨的

挑戰，即該擬定應對方針，調整工作/生活作息，生活還是得過。別以考試為藉

口，拒絕所有的業務啊! 在 ICCL 裡，有著三層 research-levels: fundamental, major,

and power-member level。對於 Fundamental而言，二年的訓練，總在最後半年調整

研究/訓練口號，說著“特考為主，ICCL 為輔”，在那之前不打折扣地，必為是

以 ICCL 為主，這才是革命情感的精神。專心、而無二意，投入後的真情，才能

長存與值得回憶/味。

在提筆時，巧的是近來的一晚與 2007 年畢業的一批 fundamental 聚會，在

那“陶板屋”內，一長條桌，BS、LC、YI、DY、CC and 小玫〈who is the girlfriend

of BS〉，另一邊是我帶過去的三個隨扈，WC-Chang、CW-Wu and CW-Chen。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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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桌裡，十個人剛好給個“十全十美”，沖點喜氣吧!看著這群職場新警官〈all

from this ICCL〉，心裡著實有些驕傲，以他們為榮。席間，BS 說著：「老師，

我們現在是不是叫做那個什麼來著…」，吱唔了半晌，我回著說：「是忠烈祠

吧！」。「對對對！」BS 欣喜地接著說：「對啦，就是這個詞，好不容易終於撐過

了那段歲月，哈哈哈！」他笑著。只有轟轟烈烈，全力奮戰，殫精慮竭，累而後

矣，才堪稱進入“ICCL 忠烈祠”啊。此時想到 CC〈立群〉…，總喜用“諸葛立

群”來形容之，因為總對著 ICCL-member 說著: 用兵戰神之諸葛亮怎麼死的？不

是累死的，是累死的！─藉以勉勵/凸顯立群之 coding 功力，然也要求不累到

最後一刻，不得進入忠烈祠，故賜予“法號”為“諸葛立群”。藉由這段故事，

來詮釋 “忠烈祠”的來由，或許可有些想像空間吧！記得有回，對著 ACE 說，

ICCL 的教育理念為何？ACE 不加思索地回著，也對著所有 ICCL-members in a

ICCL-meeting 說：「化腐朽為神奇。」嘿，ACE 果真配合得天衣無縫啊! 深得我

精髓，說著經常掛著嘴上的這句話。是的，fundamental 從進入 ICCL 的“菜鳥”，

到 “主力”，變成 “老人”，再轉成“廢人”，考過了特考，就成仙了，進入

忠烈祠。這是個 cycle，有趣的學習智慧與成長。從懵懂，到掌握狀況、全心投

入、交接工作、蟄伏等待、一飛沖天、成仙了，這就是 fundamental-member 在

ICCL 的記實。

話鋒回到那 “廢人”KL 的身上吧！為何臉色如此難看，當我說著 good job

時，死相的他，面無喜色，全然菜色望著說：老師，您要我做啥？這種表情，看

起來，著實討厭。但能了解為何如此，因為特考的壓力，已令這群"廢人"一個頭

多個大。如今再加上 ICCL 的臨時任務，當然這個頭，已不是大的形容，而是爆

了。然我應著說， “你有種，就告訴我，你不吃/不喝/不睡/不運動/...”，那

麼我服你，一了百了，所有 ICCL 的事，就跟你無關，咱劃清界線，"田沒溝，水

沒流（台語）"。但這是"不可能的代誌（台語），不吃/不喝/不睡/不運動/"，做

好時間管理，才是要學習/面對的地方。小時候，年紀小，老師教著"要專心"，

不可 "一心多用"，長大後，才發現，社會的現實，得修正這教條為 "一心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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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在工作上的競爭力下生存下來。而且還要用得好，用的妙，用的適得其所。

如此才能完成長官/上層所交付永遠做不完的工作。是啊，事情永遠做不完，不

能編無盡的理由時，那就面對現實，做好時間控管: “TIME with T : Target ; I :

Instruction ; M : Management ; E : Execution”，這是在一則點讀報告中，學到一句

智語。總用著範例說著: A job schedule，得先找一個標的物 (Target) ，就說

去高雄吧! 出發的行程安排，有海運、空運、陸運，何種是時間與成本的最佳考

量路線，隨著不同的經濟效益，即有不同的選擇，那即是 Instruction 給定的精彩

處。在規劃的行程裡，不是永遠盡在完美的掌握啊！天有不測風雲，一陣亂流，

會導致機場的關閉，空運隨即失靈了，如何能隨機應變的機智，那即是

Management 可發揮之處。常說著，一個人、一件事、一份物，沒啥可管，就是

管好自己。但碩多時，相互製肘下，可就有趣了。隨著偶發亂流與突變事件，管

理的好與壞可就一目瞭然了。做好平日的訓練安排，管理的奧妙及在其中，有著

“恃有以待之”的哲學觀。最後的階段，在方針／措施底定了，得說到做到:

Execution。那就是得貫徹意志力，實現Time is “TIME”!

在 ICCL-member，KL 的故事裡，我的對話…，封殺了 KL 的藉口，看著 KL 表

情的無助，伴著偶而苦肉計的殘缺，似也無濟於事 (藉此似乎也應者經常掛在嘴

邊的一句話 ICCL-名言:“對你仁慈，就是對我殘酷;對你殘酷，我又於心不忍，

然為了成全大我，依得選擇殘酷”，看著吧)。其實，這是個人生的 cycle，對

於這一幕，每年都在上演，人心的思維，在統計學的抽樣下，藉由科學性分析，

竟也赤裸裸的浮上檯面。以統計學而言，以小樣本而推估智大範圍的趨勢，再用

個調整性參數術語、信賴區間來緩和可能性錯估，倒也不失保全科學分析的原

味。使得在假說下，具有高可信度，這就是統計學迷人處吧! 以人文社會、歷史

發展來看，那就是歷史的發展，對於人性的生存價值，盡在微妙互動，無法完然

精確，卻又能掌握動脈。人性可愛之處，哈，套句妙語 “天機不可洩漏”。 凡

事說透了，就不有趣了，失去了想像空間，就沒有動力了，是吧！ KL 的故事與

心境，依著 ICCL-歷史軌跡(~國際觀~ Visit http://hera.im.cpu.edu.tw)，其實早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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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了。但又何必說破呢，所以問了幾句話， “你有種，就告訴我…，一了百了”。

是啊，永遠忙不完的事，懂得好好工作分配，才是 better solution in this case.

在數學世界裡，發展並非全然地依著想像，其實經常反映在生活/工作的需求，

實證歷歷。讓我們談談那工作排程的研究吧，在現代科學裡，有著一門學問，

CPM/PERT (Critical Path Method/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 ，關

聯著工作分配、時間控管，以最佳地效率完成工作的排程，以最短時間、最低成

本、最大受益 ，in case study。這樣的數學觀念，在數學家-華羅庚的咀嚼下，

竟也獨樹一格，推陳出新， 學問在觸通與能用啊。在 Prof. 華羅庚的精心調配

下 所有的排程赫然井然有序 。以著茶道的範例，男女童叟，盡能知悉 CPM 的

善用，果真十足威力，節省了時間，降低不必要的迂迴路徑， 創造了績效。 在

茶道裡，有著

1. 洗開水壺;

2. 洗茶壺 ;

3. 洗茶杯;

4. 拿茶葉;

5. 燒開水;

6. 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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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到六的程序，看在圖一裡有著茶道的開始與結束，先後順序的安排著實有

趣。1—5—6, in parallel with 2—6, 3—6, and 4—6, all things are done in a shortest

path. It means that the time is the least, total 22 mins. are required only. But other

paths are always greater than the above-mentioned path。 在我們生活，永遠做不完

的事，在有限時間且要求效率，何不選擇 CPM 茶道，一切盡在您的智慧思維裡，

創造工作最佳效益嗎!

圖一: CPM 茶道

KL 的一個小故事，其實並非在突顯 ICCL 的不同處。只是近來的一些相處

事，在寫作的同時，搬進了故事的題材，因為就在 KL 的猶豫，我的執意，ICCL

傳承精神的無可言喻下，我回了 KL 一句話：「用時間換取空間吧！」當 KL 尚未

意會時，再說了一次：「用時間換取研究空間，我給你多幾天，好好處理這檔事，

幾天後，我要一份完整研究報告回來，不得有任何理由。」塞了對方可能的理由

藉口，圓了自己可以接受的耐性，就這麼，解套了。那是時間與空間周旋下給生

活多個圓緩，給了他人多些時間，也創造／累積一份完成後的 credits owned with

all of members in the story。

拉了好長的一段開場，旅程的 FCU (Feng Chia University，FCU)，似乎從

未進入故事裡，唉呀，急於要寫下那生活裡的一段話 “無法改變長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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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改變寬度”；“無法改變美麗”、 “卻可活得漂亮”，那開了場後…，其實

這只是三月下旬至 FCU 的一個故事。已有些習慣習慣帶著隨扈四處神遊／仙遊

／悠遊，然此次的行程，博士口試之邀 invited from Prof. Chang for his PH.D

student, J.S. Lee，似乎有些牽強。在那一天裡，三月二十八日，2008 年，到了台

中，FCU 這個場合，似乎帶著隨扈，有些不太方便，因為先前總是在演講／研

討會／參訪裡 帶著一些兵/隨扈， 哈! 只是在增加行程的氣勢，尚且能吸收些

研究／工作歷練，對於這些兵有著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難得歷練於其間。本次

呢，看來理由不太充分。博士生隨扈，還小，不到時候，碩士生隨扈，不必了，

不需這一遭；研究助理隨扈，ACE 呢，老娘正忙著泡茶、喝咖啡、聊是非，警察

生態的一種，情報消息交換、收集的重要來源之一呀; 研究助理隨扈，WY 呢，

本姑娘亦在忙著呢(餵奶奶)，在彰化火車站附近的一處育嬰中心，八樓是吧！四

月初的探視，感受新生命的活力，當了母親的 WY，想必責任也重了 (~兵與將~ See

CHCPB-Visit, Mobile Meeting in Taiwan, Middle Feb., 2008)。生命的精彩可貴之

一，就在離開塵囂吧! 不同場合不同的光景，不同的心情，就在離開 office，離

開塵囂…，除了剛出場的這個故事，霎那間湧上一些生命故事。

離開塵囂，好個字眼，思緒間突然切到五月中旬離開塵囂的一個日子，帶

著一團印度研究人員至中台灣與 ICCL 的老朋友/夥伴，ACE, JY 的家人碰面。這

是一日遊，讓老印們能夠多熟悉 ICCL 的忠烈祠戰友，感受 ICCL 的不死/不朽傳

奇精神與傳承。這群老印，四個裡共有著一個老兄的 Sajal，三個新兵的故事其

實來自於 2007 年的 5 月緣: 當 Sajal 與 Saurabh 來 ICCL 做研究開始…，一年過

了，今年，2008 年 Sajal 又來了，而另一個 Saurabh 正準備揹起行囊，遠赴老美

的境地，申請研究所的學程。為何 Sajal 再來呢，想著這是感受 ICCL 的一份收

獲與歡喜，所以他又來了。試想，討厭一個地方，不悅一個人，不愛一件東西，

會想再來時，會願意同他說話嗎，會去收藏那件物品，哈，答案很明顯地，不、

不、不，一樣是三不，三個不願意! Sajal 回來了，也帶來了另外三個新兵

(Saransh, Udai, and Kush)，研究人員來了。使得 ICCL 的能量更具外放，除了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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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外，更延伸至國際勢力，該可喜可賀的，這是這些年來，努力耕耘的成果，

換來的一絲點窩心處吧!

活動至傍晚，告一段落，參觀了現代科技之神奇: 鹿港台灣玻璃館，一頓

法式輕鬆蔬食午餐，一趟古典的鹿港民俗文物館之行，再巡禮警務系統之作業流

程。學生們之一 N.H.， 正是派出所主管，今兒個休假，熱情地帶群外籍傭兵，

坐在那桌裡茶几旁，泡“茶”，找“碴”，可知這樣“茶/碴”文化在警務系統

可是非常的受用。大伙兒在一起邊泡茶，邊找碴，泡出茶香，找碴出街頭巷尾，

有何重要線報。一切盡在輕鬆，談笑自如中; 蛛絲馬跡，一清二楚，情資盡在細

微處抽絲剝繭出原味現場呢! 是的，這是有趣的文化，here, of course, it is also

someone kind of Chinese culture to change information，to embed the feelings in the

lives with the people。

回來了熟悉的海邊，趁著這次活動南下，在五月艷陽高照的一個星期六…。

海風正吹拂著，趕緊搬出了那坐背椅，放在庭前，享受海風陣陣微微地吹來 嗯，

真好! 一段時間沒有如此地 “自然地”快活，因為生活在都市叢林，也許快活

但不夠徹底自然。風聲來自電風扇，來自大廈高樓的旁切風; 鳥語，來自公園的

一隅，飛了看不到，不一定會再回來; 花香味，走出這一區聞不到了，在下一個

路口的另一區不一定仍有一處公園。然在這裡，哈，該慶幸地，吱吱喳喳的鳥語，

望眼四處的花葉，其中，有著菜花香，有著樹花美，有著新花甜滋味吧! 翠綠田

野在左右環視，觸手可及，當我再回到這裡，好想好想，繼續手上的故事，那永

遠說不完的故事…! 只是在一段一段的心情裡，接著接著，在冗繁的公事／工作

裡，讓她累積。也總擠在此刻悠閒裡，釋放那束縛，化成紙筆的文字符號，盡情

飛舞。喜歡在忙碌裡，瞥見桌角的一紙心情故事，讀了一段，記起了一些事，嘴

角總會抽笑，心情總會沉澱，靜了，這是人生的夢，看到的，不是別人，是完完

全全屬於自己的，只要能留在紙筆的，那痕跡誰也帶不走，是吧！

這個清晨，醒來，不同於平日的 weekend。因為太陽光，狠狠的從窗口照進

來，在這個鄉間小屋，沒有華麗的擺設裝飾，只有平實的傢俱與輕閒。 望著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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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其實才清晨五時許，然所有的聲音，皆如此的清晰，彷彿在耳邊，因為少了

車輛的喇叭、引擎聲，只聽了阿伯、阿婆，在田間澆鋤作物的聊語聲，也有著孩

童的嬉鬧，想必是跟阿伯、阿婆一伙的，各忙各的，不亦樂乎阿，這大概就是田

園樂…。

晨讀的自己，當然也悠享這種自在，緊緊抓住這樣的 feelings，有著想完

成這個 "時間與空間"的故事的衝動。您知道的，題裁只是一個楔子，不必因此

被量身訂做，定了型。只不過，透過這個楔子，能夠回想在那一天裡，三月二十

八日，2008 年，到了台中，FCU，好多人在那裡，有著師兄弟姐妹，Prof. Lou ,

Prof. Lee , Prof. Lin , Prof. Hwang , 有著師長，Prof. Chang and Prof. Jan，嗯 It's a

strong line-up in the oral-exam committee for a Ph.D. program with the student J.S.

Lee. Afterwards, he is definite Ph.D. J.S. Lee. Congratulations! 在這趟裡，搭 HSR 南

下，坐在會議室看著一齣上演的戲碼，片名叫做 "來吧，叫我李博士"，當所有

人都背書了，是的，這齣劇，將活在現實裡，猶如電影裡"神氣活現"，的情節。

That's really Dr. J.S. Lee ， 哈，有趣，我們竟然賦予了一個人物的新生命，不同

的人生，奇哉！在那個晚上，依著 Prof. Chang 的晚宴邀請，喝了 Red-wine ，

與著 Prof. Lee who is my good friend and shared a story when I visited CMU (~眺與

跳~ see CMU-Visit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USA, Jan./Feb. 2007)，嗆著酒的威

力，Prof. Lee 說著其實以前啊…，只是一點點酒氣…。 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隨著得安身立命，奠基立業，在一點一滴裡，成就了今天的局面，終於不再輕易

被 "料倒"。 瞄向 Prof. Lee 說完自己故事自喜的表情，哈，喜歡 Prof. Lee 的率

性，也是 my good friend 。在這兵與將的餐宴中 有著將者 Prof. Chang and Prof.

Jan 的智慧提點，亦有著一些人物的湊和。這齣劇，有著智慧與感恩的賣點。在

其中，堪稱溫馨感人的經典作，my pleasure to join it, this party. Also an episode to

make me impressive! At the moment, check the watch, oops, about 2100, time is

up. 這場 show 有著欲罷不能的高潮，等著下一集的籌劃，是期待的…。坐在 Prof.

Jan 的車，在駛進 HSR 前的閒談裡，享受著 Prof. Jan 的哲學智語，聆聽著一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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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動人生命/生活故事，我著實幸運在這趟行程中。

回到台北、回到工作/office、回到有個二個小鬼爭鬧不休的家 (~兵與將~

See CHCPB-Visit, Mobile Meeting in Taiwan, Middle Feb., 2008)、回到一個 coffee

shop、回到經常駐足的圖書館 (喜歡埋在書堆裡，偶而抬頭看到書架上打油詩題

著:

0 呀 0，林林總總是總類;

1 呀 1， 一思一想是哲學;

2 呀 2，阿彌陀佛是宗教;

3 呀 3，山明水秀真自然;

4 呀 4，實際運用妙科學;

5 呀 5，我交朋友是社會;

6 呀 6，六朝古都在中國;

7 呀 7，七大奇景世界遊;

8 呀 8，八仙過海說故事;

9 呀 9，音樂美術最長久）

回到夢裡、回到那晨/晚慢跑的運動公園…，回到一個 meeting 場合。Meeting 的

故事，總對著學生說著 “看戲”來解嘲多數 meeting 的爭休與無趣。戲裡時而

看到一些老虎/獅子主導著局勢，張大著嘴說著 “有沒有意見”- 哈，當然沒有;

也有狐狸/貓獾在“觀望”，想著下波的攻勢，盤算著可有多少好處進袋; 少不

了飛禽走物/小蝦小米/游魚湊和著這場戲，總得找些蝦兵蟹將背書來突顯號稱圓

桌會議的光榮成功，看似達成共識了。Is it an ending? 是嗎，還是波濤暗藏洶湧，

哈! 人生不正如波浪，你推我，我擠你，為生存，為名利，…經常是如此。其實，

我拉你，你扶我，會不會好些呢! 這個世間的文化，…永遠的希望與寄託，藉由

宗/釋/儒/道/教…，尋求心靈的解脫/告解，哈，再一聲吧！這個螞蟻王國的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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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走在各場合裡, mobile life/tour/meeting/talking，那其實是综合生活裡所有

靈感所在，也許無所不在(pervasive/ubiquitous)，無所不在想著生命裡的故事。坐

在客廳，一個工作天的空檔，趁著老婆大人、兩個小鬼，還沒有回來前，想著時

間與空間的記事。想著 KL 的故事裡，依著心情、性格下的慵懶，得多些耐性，

給多些時間，為了成就一份研究工作的文稿，就說是時間換取空間吧。生活裡，

有著說不完時間與空間的故事。多些時間，多些耐性，也能多換來些自在空間、

謀略空間，不再自我侷限那霧裡不清的局勢，糾葛纏亂的盤絲殘屑，剪不斷理還

亂。哈! 是的，該沉澱些，就能看清楚些，不正是時間與空間的另類詮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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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通訊錄] [顯示詳細資料] [按右鍵-另存郵件]

各位 師長前輩/伙伴：

旭正謝謝各位願意來參與此議題的討論，雖然有些伙伴/前輩的時間無法親自出

席，但您們各自的 會前意見回覆/指導 給了我很多的啟示。

我一直有個想法，如何落實資安的推廣，她可以是上、中、下三個層次，上至專

案/產學方面研究、中為社會/企業 的 需求/建言、下為青年朋友的資安學習 甚

而普及青少年的資安倫理 也可減少犯罪率。

在這個聚會裡，邀請大家的討論、見見老朋友/師兄弟/師長前輩，也講講您的想

法，讓我們輪一圈、二圈，盡興講講心中的話

您知道的 我們非一般人總認為 "閒閒的" 其實 "忙死了",過來大家聊聊也不錯

的 可見見老朋友/師長前輩或許 那才是"忙裡的/偷閒"吧!

感謝 … 給了機會，實現這個夢 或許也會留下痕跡，然在各位的公忙之餘，如

何協調 讓資安工作能普及的理念，在工作生活裡 留些片刻給這個園地，在這個

聚會來集思廣義。

我個人很/並不想 “對號入座，來者必中”，一定得 “撰文”這麼嚇人，增加

大伙平日工作的再負擔 然有談、有閒敘 就有機會做好一件事 總是對的，那即

是我個人斗膽邀請 甚而叼擾(不好意思)各位前來聚會的最大目的!

時間已大致/初步有個脈絡可循, … 較為多數 附上名冊 茲供參酌 謝謝您們

將確認後 正式由…發公文函邀請 各位師長/伙伴。

晚進/弟 旭正 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