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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幕～

Academic Tour 手札

(Story setting off in middle Dec., 2007, finished in early Jan., 2008)

王旭正

Dec. 05 (Wednesday)

深秋吧， 在十月中旬的龍頭岩步履中，告訴學生 P.Y.說：I / we will be right

back here in Dec. 2007. Now it is the timing (See IPC-Jeju-Korea-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 Oct. 2007) 。 依著既定的行程，Dec. 05. 星期三，由學生們，

PY and HANS，先行到達 Jeju 準備第一天在 Dec. 06.的 paper presentation。

只是在此次行程中，我們多了 HANS，在他畢業前，實現了韓國夢。事實上，在

2007 年四月份時，原本是安排 HANS 與 JY 有著一趟韓國，Seoul city 之 IEEE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ation。然 HANS 事出突然的臨時無法啟程，倒也造就 JY

and ACE 的另類 Korean trip。 猶記得 4月下旬的一個下午，三個人 JY, ACE and

me, 坐在 coffee shop 裡思緒著如何解決 HANS的出疱事件，導致預定的行程，

僅剩 JY 的千山獨行，無人相伴啊。在七嘴八舌下，只得走馬換將地由 ACE 出線。

可真辛苦了這二個傢伙，在四月底的 trip 中，走遍了 Seoul city 也達成任務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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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Dec. 06 (Thursday)

HANS 的 遺 憾 終 於 在 此 次 的 FGCN conference(Future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補上曾有的不良紀錄(毀約)。Dec.

06，星期四，依著上次的經驗，然提早了些時間，在結束課程後，驅車趕往機場。

沿途沒有十月中旬，當時的 road construction on the way to Taoyuan airport, 所以

竟拔得頭籌地在 check-in counter 前當上 No.1 的 customer, 因為竟然在到達

時 Far East Airline 還沒開櫃，等了 10 來分鐘。排名第一地掛上行李，領了

boarding-Pass, 完成了踏上行程的第一個程序。坐在出境的候機室，在搭機時

刻 1705 前的有限時間，把握著網路的通路，完成 computer forensics 的第一份

批閱報告，連忙寄出，終於交差了雜誌社每月初的交稿約定。這樣的定期文件交

稿約定已經延續快一年多了，打從 JAN. 2007.開始至今，ICCL 每月提供一篇關

於 Digital forensics and evidence 的研究報告，付梓於網管人雜誌，藉此機

會，將 Lab 在 forensics 的研究 / 心得 / 技術藉由定期的發表，能夠穩定地累

積能量。在 2007 年中六月，ICCL 已出版 Computer forensics 的專書，這是踏

出此專業發展案的第一步，也將能在此學術 / 專業佔有國際一席之地的機會。

依據規劃，2008 的年中，ICCL 將再推出另一本的專書，這是另一項工程的規劃，

盡在投資的企劃中，逐一實現夢的故事，那是築夢踏實的現實版寫照。

1705，飛機起飛，向著北方國度，韓國濟州島前進。翻閱一下資料，閉目休

息一會，接著開始打開 Notebook，開始工作。一切盡在不知不覺中，飛機在小

時三十分的飛行後，即將 loading at the airport of Juju island。由於坐在飛機的第

一排，在停進 airline gate 後，第一個走出機艙，完成出關程序，並領取行李。在

走出機場出境大門後，撥通手機電話回台灣，測試 3G 漫遊的功力。此時，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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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ICCL member 傳來的訝異口，我知道訊號接通了。訝異的學生，在老師出國後，

竟還收到工作進度的詢問電話。大概爾後不得安寧了。科技的神奇，藉由手機的

撥通，可直接全球各地，真實縮短人之間溝通的距離。在需求與效率下，或許科

技是成功的，然心靈的聯繫，還是得輔之親自的人本傳遞，才會實在。有句話在

通訊時代裡，經常傳著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卻想應著：“人性始終來自

於惰性”，人總是想著如何用省力 / 省錢 / 省時的方式完成最多的投資報酬，

不是嗎？有時這樣的“惰性”是正面，因為可刺激對新奇 / 舒適 / 享受的憧憬

下，對科技開發的投入，改善人們生活空間的品質，便利性。然倒也不是完全正

面，在另一面，卻也突顯人們的真實惰性。研究報告指出，電話的使用，為人們

的溝通開啟劃時代的歷史新紀元，接著網路的連通使的溝通不在是只有透過電

話，那是一傳十，十傳百地快速通訊，甚而素未謀面的人馬，透過網路，即可建

立友誼的橋樑。

每年的重要佳節、卡片繽紛的季節，透過網路的快速傳遞，亦是 e-cards 滿

天飛。但曾幾何時，那已不在令人感到驚喜。因為太方便的慵懶，不再花心思想

著情感傳遞的意義與價值。祝福不再有祝福的真實感，反而有垃圾郵件的感覺。

若不想擁有這種科技產物下的不真實感，想回到傳統的祝福，那種踏實的文字，

親切熟悉的筆跡與問候，即當用心挑選 / 製作卡片。是的，情感傳遞應在那兒，

用心裡可看到一些吧! 這就是科技所無法取代人心付出後的踏實感，那得親自操

作才能贏得的信任與珍惜。科技的方便，接著促成了即時通訊，簡訊，然而也失

去了人心溝通的真正價值，而流於表象的附和。那隨時都會煙消雲散，沒有生命

痕跡的存留與感動，將令人遺憾。記得 11 月中旬， 2007，至 FCU 之行 (See

FCU-Taiwan-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 Nov. 2007)，訪視 Prof. Chang，

相聊甚歡，彷彿回到 1990 年，在 Prof. Chang 的研究工作學習下的生命回憶。

那是人出現時才能擁有的真實回憶。也收到了一個禮物，論文的投稿邀約，為研

究論文提供了適當場合，得以分享國際學者的研究心得。那即是有人、有心，即

有情的自然連結，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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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07

在下午的一場邀約演講中，席間，Prof. Park 告訴著，明年 12 月，在海南島

的一場國際研討會，是此次 FGCN 的延伸，目前正在規畫著新年度的進行。然相

關的 committee 必須先決定才能接續爾後的組閣工作，被邀請擔任 program chair

at the workshop of smart home，it is really a surprise when I showed up here, again,

Jeju。身旁的 HANS 問著，何謂 program chair，笑著應答著: 決定投稿論文的品質，

操有生殺大權，即是此職務的主要作為。HANS 接著說著位高權重哦！其實那是

另類責任的賦予。挑戰工作的新層次往前再推進，再次呼應了，人世界的互動，

舉手投足間，有著一身自在，也誘發投注的眼光，自然不做作。能量的累積，不

正為了那生活的紮實，品味的提升嗎！

晚上到了，三人行，HANS, PY and me, we three ones walk along the street of

shopping night market. 想找處飯局，有個溫暖的燈光，消除 Juju 海風寒風吹來

的陣陣酷冷。夜裡，溫度的變化，使得所帶來的大衣發揮了效果，穿梭在街景裡，

除了燈火的尋覓外，也帶著異國口味下老饕客的期待，希望能有著道地口味的韓

國菜上桌。這些目光，遊走於所到訪的各式商店，終於在一家韓式烤肉店前，駐

足了下來，望著窗內的“石板墊”，不是石板，但卻發揮石板墊的功用，正在燒

烤著道地韓國味，山野／海鮮美食，三人目光交會下，我們有了交集。That is right

here! 一張小圓桌，中間有著水晶造型的燒烤墊，所有的熱食，在這墊上的加溫

下，皆成了垂涎美食。老闆的熱情招待，韓式的小菜，全部上桌，all free, eat all

you can eat。 嗯！果真滿足對韓式小菜的嚮往。這就是台灣小菜文化與韓國小菜

文化的差別。在台灣，一盤 20／30 NTD。不敢盤點太多，只是二、三小盤，搭

配著主食，開胃菜，填補用餐前的等待。在台灣，老闆盼的是多用些小菜，利潤

多倍於主食的費心烹煮炒作，不同生意之道！想著若多些服務，多倍的利潤可以

無形的回收，韓式作風下，何樂而不為呢！

叫幾瓶啤酒吧，想知道那肉裡的酒滋味，能否帶來了歡飲盡興的氣氣。咕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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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下肚，解了溫，看著 HANS、PY 一眼，該舉起杯來，為一趟行程的成功，

感到驕傲、自信。對我而言，也履行了承諾，將 ICCL 研究人員送上國際舞台，

對 HANS 而言，也彌補了 4月，2007 本來邀約著 JY 要一道至 Seoul, Korea，發

表論文的缺憾（爾後，由 JY 與 ACE 出面擺平此事，成就了此行）。在這小小的店

裡，有著暖暖的水晶烘烤墊下的爐火，輝映著飯足酒歡的通紅雙頰，在 HANS

臉上，是那麼地滿足，在 PY 表情中，有種第二次拜訪 Jeju island 不同的心情，

是輕鬆與自在吧！飯後，交待著 HANS、PY 在 shopping 的過程裡，別忘了帶些

surprises 給 Taiwan 的友人，ACE、WY、HW、family、JH、Lynn and Unicon，

etc.，一份小心意，卻能取得另類的信誓，It is like“pay one, get more”，是在人的

世界裡，相處的微妙，那即是心的主流所帶來的無形力量，有趣而令人感受深刻！

待在飯店裡，在椅上，靜下心來，this tour is recorded accordingly. It is the third

time to be Jeju island, Korea. At this noonday, I met Prof. Kuo and Prof. Lin, yet

another one story was thus followed: Prof. Kuo 客氣地來打聲招呼，說著由於身體

因素，得提早回台，調養身體，並詳細告訴我，何處可去走動、何處有種新奇事

物、何處有著好料可享用、何處能買到家鄉友人的託付禮品，盡所能地，一股腦

兒，想在最短時間，介紹給我。感謝 Prof. Kuo 的熱情，還來不及說著我在 Jeju

的故事，Prof. Kuo 傾其所知，告訴我 the most wonderful, the best, if you visit here,

Jeju island。當然耳，專心地，全部吸收，感受講者那種認真，真好。就如同喜

歡用一種比喻來引述講者／歌者／表演者需要的鼓勵與支持：一場表演，是需要

傾聽者／欣賞者專注的陪在旁邊，坐在台下，有了這種支持／襯托，這場 show

才顯出價值與真實。而不是空虛的想像世界抑或孤寂的個人世界。藉此，我總是

告訴著學生，presentation 的氣勢，audience 的專注，即能決定一場 show 的精彩

程度！對於 Prof. Kuo 的“傾囊相授”，一小時後，接著在 Prof. Lin 的造訪寒喧

中，告訴 Prof. Lin，這已是我第三次來 Jeju island，Prof. Lin 的訝異表情，可猜

知若 Prof. Kuo 在當時若知道如此，我大概不會學到更多來自 Prof. Kuo 的情資。

夜裡的 hotel 顯得清靜，撰稿的同時，今夜窗外風勢特別大，望著河堤旁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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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旗幟的劇烈搖曳，那是一幅極不協調的畫面，然似乎也突顯房內的溫暖／溫馨

的可貴。回來了，門外叩叩的敲門聲，嗯，這二個小鬼，HANS、PY 從 Jeju 街

道遊逛回來了。雙手提滿了物品，一袋酒品，一袋禮品，禮品帶回台灣，酒品則

留著晚上／今宵享受。禮品裡，數著這個給誰，那個給助理，這一包給單位，那

一坨給同志／愛人。無論如何，最貴重的那份禮，定是留給所有力量得泉源，

family。猶記得 2007，九月在土耳其 (See KU-ITU-TURKEY-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 Sept. 2007)，half-Academic-half-official visit tour, with the deputy

minister of NSC，Prof. Wu etc.一行人在結束訪問後，遊逛 the shopping street of

Istanbul。看到各式中東珍奇異品，衣飾／用品／珍果，同伴說著，我們這些主

管出國，除了達成任務外，回程帶些小禮品給工作同仁們，一起分享一趟行程的

辛甜亦是種回饋。也將使下次的行程有了期待，舉手之勞，何不為之，記起了這

段話，實為人相處微妙的實生活版。事實上，在過去行程裡，總是會想著分享一

些成果與團隊同仁們。Sept. 2007,土耳其之旅程裡 senior Profs./同仁的一席話，

加深了同感，彷彿心靈的思維不是特異，而是領導該具有的遠見與細膩，那是來

自於這些成功，senior Profs.的共鳴！除了這袋禮品的 “分贓”外，哈！注視著

那袋酒品，哦，五顏六色的瓶色，繽紛奪目，好想淺嚐一口，想必滋味香甜可口。

是的，果真如想像，二個小鬼回報，這是水果酒，濃度（Alcohol）約 5％～10

％。但有著垂涎的水果香味。看來今夜的節目精彩，一個老酒鬼，二個小鬼，正

虎視眈眈這袋酒品。端出一副牌，各式招式盡出，二個小鬼設計了一些 tricks，

想考倒老酒鬼。不料老人還清醒，HANS 小鬼卻先躺平，PY 還在撐著，瞇著眼，

紅著臉，我知道他醒著，然有些茫。瞇吧! 瞇裡可有著彩色世界的想像，那是酒

後壯膽的藉口，其實是醒著的，然多了酒精作祟下的膽，就說是 “酒膽”吧！

總在那時，說著一些有趣的內心話，不全然真的，但平時聽不到，這份資訊隱藏

的訊息，珍酒美食的品嚐，是道重要的醉意 key，道出了在內心／背後的秘密，

這是人性／生活版的 “資訊隱藏”研究啊！此時記起了，古云的一段話“知人

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 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 三曰咨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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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謀而觀其識; 四曰告之以禍難以觀其勇; 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 六曰臨之

以利而觀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酒啊，發抒情之具，亦為觀性情之物

也，不失有趣!

Dec. 08

一覺醒來，看到兩個小鬼躺倒在床上堆滿一地的酒瓶，替 HANS 蓋上了被子，

瞄向 PY 一眼，醉意已消，沉睡在夢鄉。不知是否夢見他的愛人，在南部那位心

中天使。一場酒的品味，知道了些好事，倒令人莞爾。此時望向窗外，今早的風

不再那樣的大，也出了點太陽，似乎是美麗一天開始的寫照，依著平常的作息，

換上輕便運動服，帶著墨鏡，手拿著兩顆能量彈力球，跑向戶外，跑向海岸堤，

順著風的方向，今晨的速度，令人格外的有活力。

墨鏡的故事，那是 2004 年 visit UF/FSU 時，所帶回的戰利品，it is so cool，

總帶著這幅樣游走在校園間、捷運站、會場、演講場合，無所不戴，因為帶著實

好用，一種自在，可以無視別人的眼光，卻能完全看到每個人眼神裡的心事/個

性。在墨鏡裡，看到了每個人生活的一面縮影，是畏縮/自信/無主/謙卑，在眼

神交會裡，一覽無遺，戴墨鏡下，看清楚了螞蟻世界的生活心境，隨著一副眼鏡，

竟也天地世界大不同，若實有趣。偶而巧遇著友人，問著/說著 :“cool” when we 

run across to each other， 我笑著回應，哎呀，人長的不帥、不高，工作/學問/

研究，又不怎麼出色，人活著沒啥令人值得稱許，就留留長髮，蓄蓄鬍子

(moustache) 戴戴墨鏡 ，求個標新立異，引人目光，娛人自愚罷了!雖引來友人

戲笑，四兩撥千金下，似也找到一個好理由來回應友人的問候，是這樣嗎？那是

世俗的理由，也夠了，其餘的就留著自我盤算那生活的品味吧？哈，也應著生活

與混的哲學遐想了(See NCYU-Taiwan-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 Jun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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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分鐘的能量循環，從海岸旁，再轉回住宿地。開了門，想當然耳，小鬼

們依然不動，甜蜜笑容，各有春天在夢裡，用力地掀開了 HANS 的被單，起床了！

慵懶的 HANS 再把被子撿起，調皮地握緊被子，防著我發動第二波攻勢。還是 PY

比較識相，見了這場與 HANS 間的戰爭，趕緊起床，也意味著，西瓜倚大邊靠，

效忠意味濃厚。當然，一陣嬉鬧後，HANS 也跟著該有的早晨節奏進行曲、早餐、

盥洗、晨讀（今天有起濟州景點參觀，得做點功課啊）。隨著 1030 在濟洲機場一

班巴士的出發，一行人輕鬆的享受著這個海島上的沿途風光，當然對於我而言，

已是熟稔此情此景，但見那兩小鬼，HANS and PY 如此興奮期待，也不禁感受

了那年青的心情，這就是俗語常說的，年輕人同在 不得不年輕啊!

在南方小鎮裡，步行在街道上，有著純樸的風貌，不同於濟洲市（機場所

在地）。涼涼的微風吹來，我們雙手插在衣間，漫走在鄉間路上，很清悠自在。

看到一個重要地標點，拍張相吧。吩咐 HANS/PY 拿起相機用力抓個鏡頭，Cool!

然而此時，HANS 與 PY 雙方互相使個眼光，有如閃光燈，眨了眨眼幾下，事必有

蹊蹺! 莫非這兩個男人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這幾天就…就…發生頗非尋常的關

係，有著一腿…！拿著 HANS 相機的 PY，故顯鎮定，然演戲實在沒有 HANS 來得

精髓，有前途。薑還是老的辣，老人終於說話，嘿，PY，老實招來，出了啥事，

報告，相機沒電了…，來不及 HANS 的閃躲，馬上吃老人一腿，不過被 HANS 巧

妙地躲過了。HANS 只好靦腆的說，昨晚吃韓國烤肉，拍照時，還很好啊，歹勢

歹勢啦，又是一付嬉皮笑臉，哎，又出出苞了，出遊，相機沒電，平日 meeting

報告，任務出勤，資料忘了帶，工作結束，設備整理，少收一組線。Meeting 時

間到， 臨時說著，不能來了。還真想回他，今天不來，下週不來，又下次沒辦

法來，以後也不用來了的廣告台詞…，That is the someone part of story with HANS

in ICCL。回到上個場景…，馬上吃老人一腿，好吧！踢他一腿，點到為止，彌

平了感受，煙消雲散，（在 ICCL，經常提著，有氣要宣洩，否則會氾濫/內傷，

適度的調節洩洪，才能調和氣理，新陳代謝，那即是氣理循環的另類真諦，是吧）。

在場景裡，三人樂在那裡兒，在小鎮的一角，在路旁的一處路標，繼續前進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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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拿山，濟州島的最高景點。在小鎮路旁裡，追著一 班公車，爬爬爬，往上爬，

沿途的果園長滿了小橘子，橙黃黃的一簍簍，堆在農家的庭院。是的，這是標準

的 Jeju 的深秋特色。豐收的季節，也應著這些天研討會裡，有著無限供應的橙

黃橘子，原來，這是一個豐收的象徵，也是 Jeju 歡迎光臨的一種親切美食招待。

漢拿山，終於到了。那是是一處以被規劃為國家公園的景點，登山步道上，

望著似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皓靄白雪，確是令人怦然心動，想在雪地世界大顯

身手。十二月上旬，一些雪在漢拿山高地上，市景/街道尚未有雪景。聽著商家

說著，大概等著較北方的韓國本島開始下雪時，濟州島的雪也不遠了。這場雪秀，

雖然有點失望沒能遇上，然而在漢拿山上讓 HANS、PY 近距離看著冰融之雪景，

似乎也滿足心靈上小小的寄託。至於我呢？Jan. 2007 在 Pittsburgh, USA 的大風

雪日子 (See CMU-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 Jan., 2007)，已讓自己有著

難忘的不遠記憶，眼前的景致，就留給兩個小鬼去追夢吧！行筆至此，想著

Jan./Feb. 2008,Second,Korea 的另一場 ACM conference,大概就能再遇到雪了，不

過主角換成 C.Y. another one guy, major member in ICCL,就讓 CY 來實現

HANS/PY 未能完成的心願吧！

傍晚時分，在下山的公車上，大人們皆盡興地睡著了。車裡熱氣十足地暖

和，那是在漢拿山上的酷冷寒氣 180 度的翻轉，雖是片刻的小睡，卻是暖意透心

頭，如同雪裡取那片刻的熾熱熊火，暖和了身體與希望。餓了，望著下車的街景，

陌生，因為終點站非今早的出發站，當步下車時，頓失暖氣，又餓又冷，雖不比

漢拿山的零度低溫，卻也是 5度微風吹拂下畏頭縮頸的行人景致啊！街上的四四

方方，圈圈塊塊，Korean letters, we all don’t know what that is.@#$%?

問了幾家店，就是國際語言，微笑，其它全然不通。空有英文的實力，卻

無發揮的機會，呵!此時其實有點莫名的心情，在這裡，想講，對方無力接招;

在 USA，等著對方出招，卻無力還手。哈，學生亞洲人的通病，當然也包括小時

候的自己。喜歡說著自己的親身的事，“英雄無論出身低”、 “勝者為王，敗

者為寇”、 “找出個性，活出自我”、 “異中求同，同中尋異”、 “爭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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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 “持後但處先”，總在與學生閒敘、工作要求、獎賞懲罰裡，招招落進

那坎兒裡，ICCL 畢業的學生，果真得歷練，那進“忠烈祠”的封號，果真名不

虛傳啊! 在街道徘徊裡，最後，我們看到一張似曾相似的照片，there is someone

picture of meat-like there ahead 。是的，可以確認，這是韓國烤肉，老闆娘幾句

簡單的 English，似乎打破了語言的隔閡，是的，就是這家。有些熟悉如何烤烘，

但有點不太了解新的烘烤器具使用。好奇著一根長長的 “煙囪”，由天花板往

下延伸至桌面的烤架上，還可以伸縮調整。機靈的 HANS 馬上就想到，是的，這

是活動式抽油煙機，可以將烤肉架上所升起的煙全盤吸入此煙囪內，沒有烤肉時

的煙害。呵，可真有趣!

一樣的招待，熱情的接連小菜上桌，all free，吃得可真值回票價，just call

it as ticket-for-value。飯後，大伙有種感覺，這趟行程，可真享盡人間美味。這些

年來，經常想著，活著真好，可以看著不同人、事、物的變化，當跳脫那忙碌的

枷鎖時，其實那是一種有趣的現實戲劇版。嚐新、嚐鮮，趁著有口、有味、有朋、

有閒時，是該懂得品味的，而不要流失在忙碌的漩渦，失去了一種智慧生命存留

的意義。生命若缺了智慧 / 脫塵，那麼就全然是後知後覺，永遠的追隨者與一

般類，殊可惜啊! 撐起了大肚皮，攔上計程車，在回家的路上，HANS and PY 算

計著，晚上去 Hotel 的賭場，試試身手，可否一展鴻圖。呵！我呢，依然喜歡寧

靜地讀些書，寫些字，泡杯咖啡，偶而看著煙霧下裊裊燻煙，裊繞，倒也氣定神

閒。每每藉此確認了生命/生活的存在價值，依然精采吧。換言之，或許不是螞

蟻群裡一隻不起眼的小、小、小、非常小的螞蟻工作者。

Dec. 09

上午，準備回程，中午的班機，熟悉的櫃檯作業，自在地候機室裡瀏覽雜

誌。登上飛機，坐在 HANS 旁，看他在思緒一些事、拿著一本筆記本，隻字片

段地擠進筆記本的夾頁裡。問著 HANS 在做啥，說著，他會寫下一些故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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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本裡，再騰入電腦裡，那是工作日誌/部落格(Blog) 。我記不得是何種說法，

然卻清楚生命若能在前進/忙碌裡留下痕跡，肯定不會失望。那該有著希望，因

為，在歷史裡，會找到自我，那就是 “前車之鑑，後事之師”，的個人寫照版！

不經意與 HANS 說著人生有著三樣寶，能夠找到自己，提升自己，肯定自己！

那是存在價值的能源包，不是人蔘，貂皮，烏拉草，而是歷史，經濟與藝術三樣

寶。那是來自一份閱讀心得的點告，能擁有其中一樣寶，生命已是精采而美好。

人世諸物運籌，盡在歷史的鏡面下看的一清二楚; 麵包與情愛的憧憬，在

現實世界裡不得不跟著經濟的脈動調整步伐，才顯得真實不虛幻; 情愛裡，有著

美的追求，心靈的悸動，藝術的加持，是槓桿原理 (leverage)平衡現實世界的

key-power。平衡了，心也靜了，所看到/感覺才是真切的。說著這段故事，HANS，

點點頭，然知也，非知也，時間是最好的試驗劑，是的，看著吧！

一段故事，許久才完稿，硬擠著時間，所久才琢磨出來。那是在小孩的睡

夢中，在老婆大人的 shopping 中，在工作/研究的碎片時間中，在趕完 projects

的空檔中，在早起清晨的鳥語中。2008 年初，在家中的沙發上，看著茶几旁的

一杯開水/咖啡，該有個段落，因為有著下段行程，Jan./Feb in Seoul city, Korea 即

將開始。片刻的休息，才能有新的事的能量補充 (Break is the pre-procedure to

make a longer/closed connection in the life tour)，是吧！HANS，恭喜你，完成 ICCL

的磨鍊，踏上國際舞台，也再度從 ICCL 畢業了。（又二度進了忠烈詞了）這份記

實有著所有人與你，其中第一男配角為 P.Y. ，女配角是文章裡曾經曇花一現的

名字，有著 ACE…，至於女主角 想必是國際電話熱線的蘇小妹，背景取材在濟

州…。那是 ICCL 的一場景，也送給您的一齣劇(此時，嘿，HANS，這位男主角

別再躲在幕後，害羞了，快出來，謝幕吧)！



11

附錄 –Credit with ICCL major member

The credits of ICCL major member, HANS (Y.H. Chang) during 2005- early 2008,
shown as follows (it is made tentatively only):

1. S.J. Wang, Y.H. Chang, W.Y. Chiang, J.H. Hwang, “Unveiling Controversy of Trojan 
Defense on Internet Forensics,” The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Submitted in Feb.
2008.

2. S.J. Wang, Y.H. Chang, H.J. Ke, and W.S. Juang, “Digital Evidence Seizure in Network
Intrusions against Cyber-crime on Internet Systems,” Journal of Computers, Jan. 2008.

3. S.J. Wang, H.C. Shu, Y.H. Chang, J.H. Hwang, “Immigration E-records in Secur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upon Forensic Information Demands,” The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Accepted in Oct. 2007.

4. S.J. Wang, Y.H. Chang, W.Y. Chiang, and W.S. Juang, “Investigations in Cross-site
Script on Web-systems Gathering Digital Evidence against Cyber-Intrusions,” IEEE,
Forensics for Future Generation Communicaion Environments (F2GC) 2007, presented
in Korea, Dec. 2007.

5. S.J. Wang, J.Y. Lin, H.J. Ke, and Y.H. Chang, “Targeted Secret Disclosures in 
Visual-based Watermarking Concealment Systems,”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and Ubiquitous Engineering (MUE 2007), Seoul, Korea, April 2007.

6. D.Y. Kao, S.J. Wang, and F.F.Y. Huang, and Y.H. Chang “Inferring Social Network from
Forensic Asessment Model of P2P Copyright Infrigement,” The 3th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KMAP2006), Hong Kong, Dec.
2006.

7. S.J. Wang, Y.H. Chang, and J.S. Lin, “SSL-VPN架構電腦鑑識系統之數位證據蒐證,”
台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2006 (Taiwan Conference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2006,
TBI2006), 台北大學, Taipei, Taiwan, Nov. 2006.

8. S.J. Wang, S.H. Chen, H.J. Ke, J.H. Hwang, and Y.H. Chang, “資安事件之電腦鑑識即
時應變工具使用研究,” EC2006電子商務與數位生活研討會 R.O.C, 國立台北大學,

Taiwan, Feb., 2006.
9. 王旭正, 張躍瀚, 黃嘉宏, and 高大宇, “電腦鑑識環境建置的規劃/訓練與時代需求,”,                                            

http://ics.stpi.org.tw/Treatise/,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Nov., 2006。

10. 王旭正, 柯永瀚, and ICCL(資訊密碼暨資料建構實驗室), 電腦鑑識與數位證據-

資安技術、科技犯罪的預防、鑑定與現場重建, 博碩文化出版社, ISBN:

978-986-201-004-4, Jun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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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來源: ... @oz.nthu.edu.tw
收信: sjwang@mail.cpu.edu.tw
日期: Tue, 19 Feb 2008 22:09:52 +0800
標題: 老師好

[加入通訊錄] [顯示詳細資料] [按右鍵-另存郵件]

王老師好

我是..., 此信件沒有任何工作進度報告, 只有今天meeting後的感覺.在meeting結束

以及吃完午餐後, 在回程的火車上, 終於將老師在年前所給我們的手札 "謝幕"給看完

了.老師所寫的文章, …的筆觸, 裡頭除了過程外, 常有我曾看過, 或是不曾聽過的文

言文, .... 其實, 當老師今天看到大家都沒什麼記得老師的手札時,我覺得很不好意

思, 畢竟老師那麼久之前就已經交給我了, 我卻還沒將它閱讀完畢, 確實有點失禮.從

一開始, 尚未進入實驗室前, 閱讀老師的文章, 除了是想多知道老師是怎樣的一個人,

也是基於好奇心想去看看,文章內容到底是長得如何.老實說, 第一次見到老師, 我還

不太能將文章與作者給串在一起.原因是, 我感覺作者是個心思細膩的老師, 而那天看

到的老師, 卻給我有種放蕩不羈的氣息. 但, 或許, 這兩種氣質, 是可以同時存在一

個人身上的. 時間, 或許會幫我找到解答吧. 看到文章的最後, 才了解老師的題目"謝

幕". 霎那間, 我感受到老師對一個學生的好, 貼心. 整理文章, 回想起種種, 應是有

種不捨的心情在其中吧!回程的路上, 從滿懷擔心(因為又有新工作要處理了)到期待被

老師寫入文中的情景, 希望一切都是值得回味的. 趁腦袋還有記憶時, 趕緊將此信寫

完. 最後只想說, "老師, 我會努力的"

祝 心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