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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日記 

一、4 月 11 日（三），AM 01:05  親愛的，你好嗎？  

    雖然是寫在部落格，但不代表你們隨便想看就看，想留言就留言，老娘以超

級「B 群」自豪！留言只可以留膜拜 BS 的好話，其他讓人看了不爽的評論，老

娘直接刪了，走好不送！ 

後天 BS 就要來台灣了，是將近一個禮拜的宣傳行程！天啊，我這輩子最美

好的一周即將到來！現在根本沒心情寫作業，他媽的國文老師可以再機車一點，

要我們回家找三首古典情詩寫感想，他以為自己在教升學班喔？看班上還有幾個

人鳥他，不過為了「長遠計劃」，我還是把「古典情詩」丟進去 google 裡，勉強

找到幾首來交差。感想就不用了，但在每首詩後面畫愛心評價這首詩，夠體貼了

吧！ 

像人面桃花相映紅。這句就不錯，給他五顆心。讓我想到 BS 的帥臉！剛韓

站出現花美男的選拔，BS 得到韓國花美男首位，JUSU、GT 那些粉絲都很驚訝，

驚訝個鬼，你們迷的那不是偶像，只是整型出來的塑膠人，要帥怎麼帥得過我們

家的天然美男 BS。 

 睡前分享今天最有感覺的一首詩： 

去年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不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這是唐代詩人崔護〈題都城南莊〉寫的，是一首思念的詩。反正後天，就在

後天，我就能看見我心中那朵桃花了！晚安各位，晚安 BS！ 

二、4 月 12 日（四），AM00:45  我的愛蟄伏著   

    今天要早點睡了，果然我們班只有三分之一的同學有交作業，國文老師看到

我走到講台前，還很驚訝以為我要去上廁所，我把作業拿給他時，他那張臉好像

看到鬼，超好笑的。當我的面就翻開來讀，看見桃花那首詩的地方還說：「五顆

愛心啊？很喜歡這首？怎麼不多寫一點？」我笑笑懶得理他。兩堂課下來，他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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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看起來心情都很好，是吧是吧！老娘交作業，也值得這麼開心。那接下來的

日子就多多包涵啦！(鬼臉) 

    我今天很乖，就上課時咳嗽得很厲害，還被導師關心了一下。佩仔說我今天

太假了，哪有假？我還在網路上看到有讀國中的 B 群妹妹直接請喪假耶！拜託，

想追星也不用這樣唱衰自己吧！ 

    今天王大叔打電話來，確認明天航班是下午五點四十分抵達，耶！BS！

BS！我的 BB！我想你想到肝都疼了！ 

三、4 月 13 日（五），AM 3:42  心臟大爆發   

    今天真是太圓滿了！午休時間，王大叔傳簡訊來說大家都在等我，我趕緊背

了書包一臉虛弱模樣走去跟導師請病假。有昨天的鋪陳，今天就容易多了。果然

不吃早餐不喝水不洗臉，今天整個氣色超差的，非常像破病模樣(拇指)。 

    一衝出校門，小慧、大晶跟王大叔他們就在門口等了。我爬上計程車，王大

叔說還要等一個。大概過了二十分鐘，校門口才走來一個很文靜的女生，哇，沒

想到我們學校也藏著一顆「B 群」，真是「相見很晚」。她自己打電話連絡王大叔

想包車，真有錢，一個人包車怎麼撐一個禮拜？保證窮死！王大叔果然是好人，

還建議跟我們三個同車，還能分擔車資。 

    她叫茵茵，喜歡 BS 才兩個月。才兩個月就迷到包車了，看來是個很有潛力

的迷妹。以後會當上粉絲論壇幹部的那種。 

    大晶體型比較大，所以坐在副駕駛座，但聊天的工作還是我，果然團體必須

要有我這種人來瘋，一群人在長程的車子裡比較不會暈車跟無聊。 

    王大叔一路開到桃園中正機場，沒出國幾次，可是我對機場超熟是怎樣，還

不是 BS 害的(害羞)。到那裡已經有人潮了，根本不用看指標直接往人群的方向

走去。時間還有兩個小時，我們先派大晶去卡位以後，就去用餐、換下制服，然

後拿出準備好的海報紙跟道具，直接蹲在地上畫出應援的海報。 

    沒想到茵茵的美術比小慧好，三兩下就把海報寫好了，我以為她是美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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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她搖搖頭，卻不告訴我自己是哪一班，我只知道是學妹，真是太神祕了這

位學妹。 

    等時間越來越近，「B 群」開始騷動起來，大晶果然可靠，我們很後來才擠

進去，還是有位置，而且旁邊就站幾位舉大砲般超長鏡頭的論壇幹部，就可以知

道我們位置有多好。因為上次 BS 來時發生推擠受傷的新聞，所以這次保全一大

堆，跟通道離超遠的。還好位置好，我還是看到 BS 了。 

    天啊！這雖然不是第一次看見生人了，可是這世界上怎麼會有人帥成這樣！

他還沒走來我就聽見尖叫聲，根本是聽聲辨位，大晶揮開旁邊擋人的鏡頭，很有

氣勢的把我們特大海報鋪開甩在護欄上，我們其他三人則把相機調整成錄影模式

準備。 

    BS 還沒走過來就先看見海報了。他先對海報上的照片露出笑容，然後視線

往上移對我們這幾個人揮揮手。我尖叫了，我的尖叫聲如此邈小，迅速就淹沒在

幾百人的尖叫海洋裡，但心中瞬間膨脹的喜悅，真的很難以形容。BS 他……他

跟我對上眼了！我直視他那雙超級無敵的桃花眼，他的眼神好乾淨、好純真，又

充滿男性魅力，他看我不到一秒鐘，但我卻瞬間全身發麻，完全被電慘了。我貪

婪地用眼睛吃著他，那毫無吹整的瀏海好柔順，看起來年紀更小了，穿著藍色

POLO 衫、白色休閒及膝短褲、白色帆船鞋，帽子墨鏡什麼都沒戴，就手拿著護

照背著一個提袋，輕鬆出現。超級大明星就是這樣，一派輕鬆還是掩藏不住他的

光芒。他在發光啊我的媽！ 

    他很快就走遠了，感覺隔壁推擠的人已經迅速散開，但我還是完全無法動彈

地站在原地，要不是小慧推我，我還無法回神呢！原來跟世界上最美的男人四目

交接時，是會石化的。 

    他一離開通道，我們就馬上衝出機場，跳上王大叔的車。 

    有包車的好處就是專業的司機完全掌握追星的行程。他問我們是要先去飯店

等還是直接去跟車？這問我就有經驗了。茵茵是新手，看到 BS 之後還回不了魂，

直說想跟在褓母車邊。我馬上反對，他們車窗全黑，根本什麼也看不到，乾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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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回飯店，在飯店門口卡位還比較容易看到生人。 

    從桃園機場回到台北的路上，我們一面分享拍到的照片，沒想到我拍得最

穩，雖然也錄到自己的尖叫，但因為跟 BS 大神對視的關係，全身僵住反而拍得

很穩。感謝 BS 的電眼！ 

    現在心情還是很激動，儘管後來到了飯店發生了一些討厭的鳥事，但我現在

閉上眼睛就能回想起機場跟 BS 的四目相接。飯店鳥事就明天再說吧。 

    趁現在整個心臟脹的跟 BS 胸肌一樣，趕緊去做個好夢！ 

四、4 月 14（六），AM 2：01   一起呼吸  

    今天禮拜五，我延續昨天的病假，請佩仔幫我請了。一早醒來看到一堆「B

群」留言問我海報寫什麼，怎麼這麼幸運有對視的福利。 

    答案揭曉：我們用韓文寫：「向台灣揮手吧，BS。」(原文不透露，怕下次

機場滿滿都是同樣的海報) 

    BS 這麼有禮貌，搞不好以為我們是記者，又拿台灣當最大的招牌，他能不

回應嗎？是不是很聰明？是不是很天才。哇哈哈哈！ 

    今天起床時覺得人生真美好。雖然昨天很晚睡，可是一想到醒來的世界有

BS 在，那就是最美麗又最真實的夢，何需還沈溺在自己的夢裡？想想他在飯店

睡著翻身時，吐出來的二氧化碳，可能飄過門縫、飛揚在空氣中，繞過推車的服

務生、下樓、然後分解在這個台北城裡。我只要深呼吸一口氣，就能聞到 BS 的

香味……(暈倒)。 

    好啦，小慧說我只要一講到 BS 就會有文藝腔，變成做作女，早起的原因是

要趕快去那兵家必爭之地，「東麗飯店」是也。 

早上九點到東麗飯店時，入口處已經停了三、四輛計程車。一到那裡我們各

奔各的懷抱，王大叔停好車後，下車走去跟其他司機大叔聊天吃檳榔、我們則跑

進隊伍裡聽八卦。雖然住的地方不遠，搭捷運也能到，不過包車在台北四小時就

要兩千，錢都花了，不搭白不搭。 



 5

飯店門口早已自動自發排成兩排隊伍，今天大家都比較安靜沒有昨天這麼激

動，飯店服務生出來探查時，神情都很緊張，只是出來跟幾個女生講幾句話，然

後又鑽回大廳。 

對了，補充昨天沒說的鳥事，就是 BS 還沒到時，門口已經開始堵了。剛好

也有別的客人要進飯店，一個看起來很流氓的大伯進不來就遷怒，對我們這些粉

絲大罵，說什麼國家養這群沒用的女人，只會迷韓國狗。他可能喝醉了，但我們

也不是被罵假的，罵我們都好，沒事幹嘛罵到無辜的 BS。一股火上來，原本還

因卡位而爭執的 B 群們，全部一起回罵他。很好笑，你一言我一言，從西裝過

時罵到身材，還有人罵他不要戴假髮了，直接去韓國植髮。後來飯店經理跑出來

把他帶進去，可是他臉色很難看，後來 BS 回飯店，我顧著尖叫也就不想理這件

事了。 

所以一早來當然趕緊打聽昨天的後續情形，好誇張，流氓大叔昨晚有跑下來

說要找 BS 在哪一間房，要他出來道歉不然就要投訴到八卦週刊上。道歉個鬼啦

（中指），當然被經理給勸下了，但是住在那裡的 B 群們說當時很緊張，又怕鬧

大，所以昨晚幾個住在飯店的 B 群，一起鞠躬道歉才平息這場紛爭。沒辦法啊，

我們不能讓偶像帶來負擔的。 

可是昨天住在飯店裡的 B 群傳出來的小道消息好精采，譬如 BS 進飯店以

後，晚上還有去飯店健身房健身。好認真喔！搭飛機這麼辛苦還堅持要運動（愛

心）。然後剛有下樓吃飯店的自助早餐，聽說有人看到他挾了許多炒蛋，好可愛

喔，大家都嚷著等等也要吃炒蛋。 

十一點左右，褓母車開到飯店正門口，我們全騷動起來，本來不推不擠的粉

絲們又擠了，今天位置不好，沒空間可以蹲下來休息，我整個人跟小慧他們沖散，

只看見大晶小慧站在對面的隊伍，嗚嗚，我也想站在超級顯眼的大晶身邊，這樣

被 BS 看見的機會也會更多。可是擠不過去，還被前面的大姊姊踩到腳，他媽的

痛死了，那個大姊超誇張的，少說也有三、四十歲吧，就自己一個人拿著相機在

隊伍裡鑽，被粉絲幹部喝叱了也打死不退，果然老女人就是狠勁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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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後被推到車門邊，新衣服都直接當車子的抹布了。有住客進出飯店時，

還必須硬擠出一點空間讓他們走，整個快不能呼吸，虧我今天特地打扮自己，卻

一直流汗，妝都糊了超級狼狽。一直這樣幾乎快窒息推擠了好久，BS 終於在保

鏢的簇擁下走出來，我一看見他馬上就哭了。 

雖然被一大堆黑西裝大漢包圍，但他還是很貼心的朝大家揮手，從飯店門口

到鑽進車上，只有五秒鐘左右吧，今天我真的被擠到無法拍他，可是放下相機，

光眼睛盯著他，就覺得人生真美好。他今天穿淺藍色的襯衫，頭髮吹整造型、皮

膚很白、很王子、很耀眼。 

雖然人已經被擠到車邊快吐了，但只是一眼 BS，就好像被灌入大量的氧氣，

而且今天這樣的距離好近，我幾乎可以看見他下巴的一點點鬍渣了，超級性感。   

    今天的行程，從萬能的王大叔那裡得知，中午是 T 台娛樂綜藝錄影，晚上

是電台。今天就這兩個行程，都不對外開放，所以必須一直站在外面。還好今天

天氣很好，我們全部聚集在 T 台公司外面聊天，吃飯的時候繼續聊，說得講得

分享的，都是 BS。 

    粉絲神奇的地方就是，你根本不用自我介紹，只要隨便開頭一句：「昨天

BS……」自然而然有人過來聽，過來聊，聊完以後就熟了。我當初也是這樣認

識了小慧、大晶還有其他人，像今天茵茵沒來但還是有留下電話，好交流訊息。 

    後來我們走回 T 台外面等 BS 出來時，卻傳來晴天霹靂的消息，一說 BS 提

前結束錄影回去飯店了，二來聽說電台活動臨時取消，天啊！那個 DJ 的電台節

目是 live 還可以 call in 耶！然後原本光明正大走正門的 BS，下了節目以後卻從

地下停車場出去。我們幾個只是在附近的咖啡店聊天而已，怎麼才晚半個小時，

卻錯過這麼多消息。跟我們一起傻在現場的還有好多人，連王大叔也用手機不知

道在罵誰。 

因為太沮喪了，我們回到車上，本來打算前往王大叔打聽出來他要用餐的餐

廳，王大叔卻說餐廳訂位也取消了，到底發生什麼事啊？雖然追星原本就知道計

畫永遠趕不上變化，但今天我只見了 BS 五秒鐘啊(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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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坐在車上聽王大叔聊他的追車經，其實很有意思，改天可以來跟大家分

享這個，但我心情跟白天時候明顯不同。很累、看著車窗外的路燈，我看見的街

景，跟 BS 看到的一模一樣，我正經過他經過的路，他永遠不知道我，我卻因為

能跟他在同樣一個地方呼吸，就覺得此生無憾了。 

    歌迷與偶像之間，究竟是多感人又無奈的愛情啊。 

五、4 月 15（日）  AM 5：30  why？why？  

    我現在才回家，誇張吧。連那從不問我事情的阿姨也打電話問我在哪，畢竟

我雖然野，但也沒這麼晚回家過。我爸下禮拜就要從大陸回來，阿姨要我皮繃緊

一點。（哭） 

回家是因為我撐不住了，一定得回來睡一下才行。王大叔以為我們要夜守飯

店門口，所以先回去了。我們自己又另外搭別台計程車回來的。 

拜託，今天一整天都太詭異了，所有的通告都取消，王大叔那邊也打聽不出

來，飯店人員嘴巴緊得跟什麼一樣，這樣我們這些「前線」壓力很大耶！要怎麼

跟無法跟車的 B 群們交代？原本那幾個比較勇敢的都試著要溜上去敲門了，到

樓上又被保鑣攔下來。 

    各種謠言都有，說昨天錄節目時 BS 的臉色就不好看了，說是吃壞了肚子（難

道是昨天的炒蛋？），也有人說主持人問敏感的政治話題（娛樂節目問什麼敏感

話題？），也聽說是緋聞女友 L 小姐跟他提分手（這個我最希望真的，親愛的 BB

啊，那女人我早說不是好貨色！）但他來宣傳卻不跑行程，太奇怪了，非常非常

擔心他，擔心到胃痛。現場還有人急到哭出來，真的希望 BS 沒事。你可是我們

心目中頂天立地、永遠不會被打倒的 BS 啊！ 

六、4 月 16 日（一） AM1：00  海邊的女人  

有些人真的住海邊，管很寬耶。 

從我寫 BS 追星日記以來忍了幾天，決定回應部分「太好心」的留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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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愛他就給他自由： 

今天你愛得要死的偶像來到你家門口，你會不會下樓看？少在那裡裝清高說

不會。包車關你屁事？蹺課關你屁事？我就不相信你他媽的長這麼大沒作弊過、

沒裝病過。我們包車促進經濟發展不行喔，去那裡的 B 群都很守規矩、就算距

離很近也不會碰他，如果沒有我們一起維繫秩序，場面會更亂你知不知道，少在

那裡吃不到葡萄說葡萄酸。 

To 現在年輕妹妹這麼沒尊嚴： 

我承認我他媽的下賤行不行，你既然這麼高貴，可千萬別把滑鼠點到我的網

誌來，我承受不起你光輝的母愛。 

To 當個健康的 B 群 

你可真健康啊，你講得那些我只覺得很像國文老師上身（天啊你不會真是我

國文老師吧）看你的長篇大論我只想翻白眼，大家各自選自己喜歡的方式，你覺

得每天美美的坐在電腦前逛我的部落格，偷我的照片，然後再留這些看起來勸世

的文章我看得下去嗎？勸世文廟裡面就有了啦，我阿姨帶回來很多，我還沒看，

要不要分一點給你。根本是吃乾抹淨了，照片一張一張偷連一句「感謝分享」都

沒有，不承認？要不要拿出你的 IP 記錄讓你參考參考？ 

其他懶得回了。今天心情本來很好的，一上網看到這些留言一肚子火。老娘

懶得更新消息了，我決定把我閃亮亮的愛放在心裡，分享日記明明是一件開心的

事情，把我所感受到的喜悅分享給其他無法到場的 B 群。但如果一堆人又愛看

又愛罵，那乾脆我自己藏著暗爽就好。 

    住海邊的各位晚安啦，老娘不陪你們玩了。 

就像健康的 B 群網友指教的：「要當 BS 的粉絲、要當個稱職的「B 群」，就

請健康的活著。」為了健康著想，我要早點睡，千萬別撐著爆肝的危險還寫文章

取悅你們。哼，大家也趕快去睡啊，別又來我這裡偷照片複製文章了喔。 

七、4 月 18 日（三） AM 3：17  愛，像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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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還有人在討論為什麼 BS 取消一整天的日程，問我我怎麼會知道？我

又不是他的經紀人，討論的結果都是謠言，最重要的是他隔一天又完整美好帥氣

的走出飯店了不是嗎？才一天沒更新部落格，留言多到我傻眼。謝謝瑤瑤、晶晶、

慧慧、瓊瓊、秀秀、雅雅等人留言相挺，雅雅跟瓊瓊好棒，還看出我每一天日記

的題目就是 BS 的歌名！能夠認識你們這些 B 群，真的是我愛上 BS 以來，最棒

的意外收穫。 

    不過現在的人真可怕，比我還閒的人可真多，竟然還去查我哪間學校，哪個

班級，你這麼熱心不會去捐款做善事喔？我過我的生活有礙到你嗎？網路上的正

義魔人也太多了吧？ 

    呼，真的一罵就很難停下來。忍不住想繼續更新文章是因為，太多謠言誇張

到老娘受不了了，雖然我什麼也不知道，但有一個是絕對肯定的。BS 取消一天

的日程，絕對不是玩綜藝節目遊戲時，鼻梁摔斷了。還有人傳說看見矽膠跑出來

濺血什麼的，天啊！什麼跟什麼，我對整型沒意見，只要他是 BS，他就什麼都

好。 

但我也不是什麼都維護他，如果他明明整型還號稱自然美，那我也會生氣，

但這個消息太誇張了。我說說今天確認的，王大叔認識的朋友的哥哥，在 T 台

通告那天晚上的飯店裡，看見 BS 在健身房跑步。但因為不熟，所以只看兩眼沒

打招呼。請問各位，有哪個矽膠跑出來的人會還會當晚健身？雖然我不懂，他好

歹要去整型診所報到吧？至少要看個醫生吧？你以為矽膠是內衣肩帶，掉了拉上

去就好嗎？而且韓國當紅偶像來台灣錄影，鼻子矽膠跑出來這種大新聞，還藏得

住嗎？早就被媒體報導翻了吧，你們又不是第一天生在台灣。 

合理推斷他應該是身體不舒服才休息一天，他也是人，這麼紅這麼多工作也

會生病的。我們天天去飯店門口報到的都不喊累了，少在那裡抱怨他曝光的消息

太少。   

今天晚上陪 BS 錄影，因為是公開的行程，電視台也開放觀眾進去，王大叔

早就幫我們報名了所以有那個福利，但今天 B 群聚集的更多，不要說跟他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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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看他一眼都必須把脖子拉到最極限，越過千萬顆頭顱才行。送藥的送食物的送

禮物的都來了，除了攝影棚裡面，電視台外面少說還有五百人吧。不過我們家

BB 今天帥翻了，主持人問他問題時，他不會，還跟歌迷們求救，好可愛好萌喔(愛

心)。補妝的空檔也會跟我們揮手。尤其那句中文：「窩最感謝窩的歌迷，台灣歌

迷豪榜！」天啊！他一定練習很久，超感動的啦！ 

有幾個幸運的 B 群可以上台跟他互動，我都快嫉妒死了。內容很好笑，你

們看播出就知道，就不先爆料了。 

另外，茵茵今天是晚上自己來電視台的，她說她白天得上課。真是太神秘了，

我懷疑她是升學班的，所以有說不出的苦衷，因為她不知道我的網誌（她不讓我

知道班級，我不讓她知道網誌，很公平吧。）所以偷偷說幾句沒關係，從來沒看

過有人當粉絲這麼冷靜卻又狂熱的耶！她真的是強人，從第一天就說要自己包

車，今天又自己來看錄影，身邊一個伴也沒有，看見我們也冷淡點頭而已，前幾

天她跟我們在一起，就是聽 BS 的八卦時特別專注，其他時間也是冷冷的不多話。

但是看見 BS 出現時，雖然我也很激動，但她簡直是用發瘋來形容。好幾個工作

人員一起抱住她，她才沒能衝到前面去碰 BS。等到 BS 一離開現場，她又迅速

恢復到她安靜冷漠的樣子。 

連 BS 都好奇的朝她這個方向看過來，想表達自己的存在感也不需要這樣

吧？今天我們就決定不要跟她有交集了，三個人包車跟四個人包車，車資分擔差

不了多少。 

還有，不要再問我為什麼不用上課了，就說你住海邊管很寬耶。 

八、4 月 19（四）3：25  枯萎的日子 

    今天我臨時被叫去上課了，很幹。媽的，要不是導師是個打字要摸老半天的

老男人，我真懷疑他會偷看我的網誌。佩仔說導師今天一來就說：「叫那個去追

BS 的回來吧，她不回來我就讓她 Be S（必死）。」導師你很冷耶，全班都知道

我去追星，這下子也不知道誰是抓耙子，就不要讓我抓到，抓到我也讓他 B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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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阿姨去了一趟學校，回來有答應不會跟我爸報告，但我接下來不能再蹺

課了，說完她就又回去上班了。 

    晚上為了裝乖巧，今天就不追了。這樣明天傍晚還能去送機，小慧說因為這

樣，所以跟王大叔取消行程，兩個人包車太傷本了，這幾天包車包到山窮水盡。 

    沒追星也不是沒東西可以寫，講講王大叔說的瘋狂追星經驗談，他真的靠這

麼發展事業第二春耶，原本只是一個載客的普通司機，因為無意間被人邀進來這

個圈子，他説得很有道理，他說人生就是要瘋狂過才不枉費青春，他說會去追偶

像的人，都是真性情的人。 

    大家只要遵守好規則，都可以在安全的距離上看到自己心愛的偶像。他還說

新聞報導都不公平，造成交通問題的都是那些騎機車追星的年輕人，他們只是比

較大台，顏色比較鮮豔就被當靶子打。王大叔還說，做這行要有人脈、要有資源、

還要能帶動氣氛，不是普通計程車司機都能做到的。有時候粉絲安安靜靜坐在車

子裡，看到褓母車經過也不敢尖叫，拜託，就是要尖叫才能讓偶像感受到熱情阿！

他載過很安靜太害羞的只會躲在車子裡竊笑的，但也有那種情緒太激動最後他不

是追星，而是把快休克的粉絲送去醫院。   

    但我一直好奇他的消息都從哪裡來的，但他堅持不肯透露，還說人家百年老

店都有自己的獨家秘方啊！他真的很有趣，只是每天兩千兩千的定時收費，也從

來不會寬限或打折讓人覺得很討厭就是了。還有我們聊起茵茵，他說什麼粉絲都

有，他也載過一人包車的。也聽說有人從屏東包計程車上來，一天花八千到一萬

耶。那個屏東司機在台北市一直迷路好搞笑。還有偶像如果住很長一段時間，也

有粉絲直接租附近的房子裡住下。 

    對了，不是有一天一個大姊踩我的腳嗎？王大叔說，那個大姊啊，每次都看

得到她，她都自己一個人來，不管是日本偶像、韓國偶像、只要有帥哥偶像來，

就看得見她獨來獨往的身影。真是太強了，真不知道那個大姊有什麼癖好，拍相

片回家自己爽嗎？一想到自己的偶像被拍下來淪落在這樣的粉絲手裡，就覺得噁

心與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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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BS 在台灣睡覺的最後一天了，明天送機完以後，我人生又要恢復到

枯燥、乏味、無聊、聽到下課鐘聲才回神的日子。BS 這幾天下來的行程，他本

人長得比電視裡的還帥，又親切又帥氣，雖然他不認識我，但是陪他走遍各個通

告，我真的覺得跟他親近許多，那種親近的感覺就像是，一起辛苦工作的感覺。

他賣力演出，我們賣力鼓掌與尖叫，BS 跟 B 群的愛互相支持著，那是一種很難

切斷的默契吧。而他從來不喊累，看見人就鞠躬，真的好辛苦、好認真的生活喔。

我以為我已經很愛 BS 了，沒想到這幾天的愛更讓我失魂落魄，今天一整天沒看

見他，思念到心都碎了，整個人恍神的厲害，完蛋了，那明天以後怎麼辦？ 

九、4 月 20 日(五) AM 00:23   不想說再見 

    今天有好多感受喔！有見到鬼、笑到肚子痛、也有哭到快死的事情。先說見

到鬼的事情。早上升旗典禮，升學班讓要出去演講比賽的選手先上司令台練習。

沒想到！第一個上台的就是茵茵！我在台下都看傻了，她果然是升學班的，而且

看起來好威喔，很能幹的樣子，講話的聲調比平常還要高兩個 key。她演講的題

目是「趣味人生」，她說了什麼浮生半日閒、什麼看書聽音樂，我在底下聽到快

笑死了，馬上掏出手機跟小慧他們通簡訊，也趕緊跟旁邊的佩仔介紹這號人物。

她應該說她的興趣是在偶像面前失控以及神出鬼沒吧！如果 BS 這時出現在司令

台下，她搞不好會甩掉麥克風，學成龍那樣反手跳下台，就算訓導主任、教官他

們衝過去攔，也絕對攔不住。現在的資優生生活也太壓抑了吧。真是很奇怪的人。 

    然後王大叔早上被別人包了(好像有日本有什麼女明星來)，但送機可以喬時

間給我們，我下課後沒時間去飯店等，就直接坐車衝去機場。 

    BS 大概六點多才到，我們送他入關，他離開前還有對我們揮揮手。雖然戴

著墨鏡，但是滿臉笑容，穿著白色的西裝外套、裡面是藍白橫條紋的棉 T、卡其

色長褲，他這個人怎麼這樣啦！只會一天比一天帥，每次看見他都讓人心臟快衝

出胸口。然後他一走，就把機場全部的 B 群都弄哭了啦！有些人墊起腳尖一直

揮手，有些人直接蹲在地上哭了起來，我們三個已經算很鎮定了，只是擦擦眼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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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一捲海報就往回走。好捨不得喔！雖然回去打開電腦又可以看見他的消息，可

是跟這幾天這麼親密的接觸比起來，完全不一樣啊！心裡空盪盪的，好像有風吹

過一樣，而且身體好累。聽說有人還買了機票，跟 BS 一起飛韓國。好羨慕有錢

的 B 群，我畢業就要趕緊賺錢，也要想去哪就去哪！每一場 BS 的世界巡迴演出

都要跟！ 

    大晶說，這幾天看見 BS 這麼努力工作，晚上還不忘健身保養自己，讓她決

心想減肥。希望下次 BS 來台灣前，她可以瘦 20 公斤！哇，20 公斤那至少得一

年吧？雖然很期待大晶變成中晶，但我可不希望一年後才看得到 BS。 

    小慧在機場看見華航的梅花標記，突然說：「我想起妳那梅花什麼紅的詩了，

唉，好感傷。」拜託，是桃花不是梅花啦！我們因此笑到快死了。不過也有道理，

我們前幾天接機看見梅花時，BS 即將到來，今天離開機場再看見梅花時，BS 已

經離開了……。說著又想哭了，只有大晶白癡的補充：「BS 來都是搭大韓航空啊？

關華航什麼事？」 

    就這樣哭哭笑笑搭上王大叔的車，王大叔車上竟然已經準備好礦泉水跟面紙

盒。一副早就料到的樣子。回程路上大家都很安靜，想想不知何年何月才能再看

見心愛的的 BS。不過王大叔說，下個月 BS 的師弟團「神之子」要來台灣開粉

絲見面會，問我們要不要參加。啊，「神之子」四個成員裡面我只認得那個很像

女生的神斧耶，但是小慧好像很喜歡「神之子」，她用非常渴望的眼神看我們。

唉，看來又要開始存零用錢了。 

    今晚車窗外的星星特別多，幾天前我們追到了最耀眼的一顆，但他又搭著大

韓航空回到天上去了。 

    BS 啊 BS！你一定要一直很紅、常來台灣，然後等我長大、等我更有錢喔！

我們 B 群，永遠永遠愛你！(含淚揮手)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