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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組短篇小說．佳作

憤怒的石頭
◎譚啟明

二月春節後的早晨，天色陰霾，乍暖還寒，我穿過信義

路，看著巍然矗立在公正路上的大中銀行總行大樓，樓形方直

端正，乳白色大理石壁，直櫺玻璃帷幕牆；圓頂門廊，門內長

廊深院景觀，大樓廳堂軒敞，樑柱聳拔，整個建築呈現高雅、

端莊、正派又現代化的造型，我心中湧出一份引以為榮的歸屬

感。

我走入大門，迎面牆壁上鑲嵌著一幅銅鑄發亮的字體：「誠

信　穩健　服務　創新」，引人矚目。我循長廊穿過會議室，來

到辦公廳前，以電子識別卡刷出勤紀錄。

我刷完卡後一走進辦公室，迎面的同事紛紛向我道賀：

「李桑，恭喜！」、「恭喜升官！」、「李專員，恭喜啦！」

今天公布的升遷名單裡，一如預期，果然有我的份。我喜

不自勝，暗道一聲僥倖。我自忖以一個高職畢業、臨時雇員的

身分，進入總行授信管理部十年，在授管部最紅的審查科，能

夠熬到專員的職位，其實是天助自助，不如貴人相助。

我環顧四周同科的同事，小劉和我同期沒升，老張、老王

也三年沒升。還有石頭，咦，石頭人呢？我左顧右盼，不見石

頭人影，我知道他難過，以他研究所畢業又有鑑價師的資格，

在我們授管部裡，算是優秀人才了，通常任職滿兩年，就會晉

升。他學資歷良好，進行三年還沒升，心中憤懣可知。但我沒

同情他，反而暗自竊喜。

一如往常，我移開辦公桌上的公文卷宗，先沏了一壺烏龍

茶，再拿著報紙，倚坐在辦公椅上，抖著翹起的二郎腿，一邊

喝茶，一邊捧閱報紙，心情格外的輕鬆愉快。忽然，「啪！」

的一聲巨響傳來，接著許經理的辦公室傳出石破天驚的怒吼

聲：

「我為什麼沒晉升？公平嗎？你說！」

我跟著同事圍聚在許經理的辦公室門口，只見清朗的日光

燈下，石頭倒豎著濃眉，暴睜著圓眼，臉色赤紅泛紫，雙手插

在腰際，挺立在許經理的辦公桌前，那份人事升遷的傳閱公文

夾橫躺在地上。圍觀的同事，無人勸阻，辦公室裡瀰漫著幸災

樂禍的氛圍。

石頭不只難過，他憤怒了，他非常的憤怒。因為去年此

時，趙副總經理還當眾對許經理說：

「石大同雖然固執躁進，人際關係欠佳，但他有學識有理

想，工作認真，明年的升遷，可以考慮他了。」話猶在耳，如

今趙副總退休了，人亡政息，怎不叫石頭難過又憤怒？

「晉升是綜合考量，不是年資到了就可以晉升，何況你受

過懲戒，紀錄不良。你回去辦公！再對我吼，我就告你侮辱長

官，記你的過！」

「記過就記過！我不怕！許添萬！你師心自用、圖利客戶，

你不配當經理！」

石頭當眾發飆，痛罵許經理。他不怕死，他豁出去了，他

別想在大中銀行混了。我心中想著，人卻閃進許經理辦公室，

拉住石頭推向門口，好言相勸：

「石大同，冷靜一點，別對長官不禮貌，我們出去吧。」

「你這個狗腿，別跟我假惺惺，滾開！」

石頭甩開我的手，接著右手握拳，朝許經理辦公桌「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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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重捶了一拳，怒氣沖沖走出許經理辦公室，回到座位，伏

案振筆疾書，寫下辭呈送出。

石頭離開授管部後，授管部上上下下，大家都鬆了一口

氣，因為就在石頭辦完離職手續，踏出授管部的那一刻，工友

老曹從儲藏櫃裡搬出一箱蘋果來，分給全科同事每人一顆，笑

嘻嘻說：

「萬世建設送的，慶祝石頭離職。」

整個辦公室充滿了和樂融融的氣氛。我身旁的同事，一邊

喀喀啃著蘋果，一邊議論紛紛：

「自命清高的傢伙，早受夠他了，害我們自強活動經費少一

半。」

「驕傲的公雞，亂喊改革，亂寫文章，引起爭議，惹一堆麻

煩。」

「還是許經理高明，年年考績給乙，不讓他升遷，讓他自動

走人。」

的確，石頭來授管部的第一天，就起了爭議，引人側目。

他報到前兩天，我就聽人事室說，有一個鑑價師高考及

格、政大地政碩士的高材生分派到授管部來。因此我特別注

意，這個高材生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那一天上午，他來到

我們授管部審查科報到，我心懷嫉妒睨了他一眼，原來不過是

個身材結棍、臉色泛黃、五官平平的小夥子，頭臉方方正正

的，遠看像個稜角分明的石頭。

石頭辦完報到手續，坐在辦公座位上，翻閱著授管部法令

規章時，負責收發的寶珠就分了一件公文給他。不到半小時他

就拿著公文卷宗，走到寶珠身旁，說：

「這件授信申請案，十五個送審項目就缺了八個，連最重要

的貸款資金用途、擔保品登記謄本和分期償還計畫都缺，怎麼

審啊？為什麼不退件呢？」

「我們都是先收件，資料有缺再通知補送的。」

「缺一兩項還可補送，這個案子缺件太多，而且都是重要項

目，抱歉，請退回客戶，補齊資料再申請。」

石頭說著，把卷宗放在寶珠桌上。寶珠忽然自抽屜裡拿出

兩張禮券，笑著說：

「這是客戶送的『加班費』，剛才忘記放了，大家都有份

哦。」

寶珠將禮券放入卷宗裡，再將卷宗遞向石頭，吩咐說：

「這案子很趕喲。」

「對不起，我不收禮。」

石頭一臉嚴正，一把推開寶珠的卷宗。寶珠忍不住喝說：

「大家都是這樣做，你神氣什麼？」

石頭瞪了她一眼，抬頭挺胸，逕自走回座位。全科的同事

都看到這一幕，大家面面相覷，都不作聲。後來還是孫科長出

來打圓場，另分一件案子給石頭，才結束了爭議。

過了一個禮拜，石頭又和別人發生爭執，這「別人」不是

別人，是他的直接主管─審查科鄭副科長。那天我正埋首審

查案件，忽然聽到身後鄭副科長高聲說：

「石大同，過來一下。」

我直覺有事情發生了，回過頭去，只見石頭走到鄭副科長

辦公桌前，鄭副科長拉長了臉，對石頭說：

「富發建設打電話給經理，說你積壓他們的案子，是怎麼回

事？」

「我要驗富發建設的土地登記謄本，他們一直沒送來，只送

影本。」

「你不會在影本上但書『正本待驗』？整個案子先送來我這

裡覆審。」

「如果正本一直沒送來，出了紕漏，我要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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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有責任！你怎麼這樣倔強，又臭又硬，你是石頭

啊！」

從此，「石頭」之名不脛而走，大家都在他背後叫他「石

頭」。

石頭對申請授信的客戶更是不假辭色、公事公辦，不時聽

他在辦公室裡嚷喊：

「我依法規辦事，不要再送紅包來！」

「你在行賄！有刑事責任喲！這包錢拿回去！」

我們常看到他在桌旁洽公的建商職員、一般客戶，總是被

他訓得一臉驚惶，拿著紅包、紙袋落荒而逃。同時，我也看到

孫科長、鄭副科長頻頻攢蹙眉頭，一臉的不悅，其他同事也露

出不以為然的表情，就連徵信科、鑑價科的同事，也起身探頭

朝審查科看，露出訝異的眼神。

「這個臭小子，真他媽的混帳，沒聽過『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嗎？」

「我們基層職員，薪俸微薄，不靠客戶年節的禮數，趕件的

『加班費』，弄些外快，貼補家用，怎麼過好日子？」

背地裡，大家都在罵石頭不知好歹；表面上，點頭招呼虛

應禮數，最起碼我就是如此。因為孫科長曾交代我：

「弄清楚這傢伙的底細，看看能不能『點醒』他？」

我一向服從長官的命令，跑腿特別勤快，這道理太簡單

了，因為考績、獎金、升遷全都掌握在長官的手裡，長官可是

衣食父母啊。當年，媽媽交代我：

「阿華，進入社會，做人要乖巧圓滑，要聽老闆聽長官的

話，工作才能順順利利、平平安安。」

這確實是我進入社會以來的深刻體驗。因此，孫科長交辦

的任務，我一定要「使命必達」。

於是，我有事沒事就找石頭講話，趁機摸摸他的底。我曾

經問他：

「你審查建商的授信案怎麼這麼嚴格？你好像特別痛恨建

商？」

「許多建商其實是『賤商』，下賤的賤，他們炒作地皮，哄

抬房價，害得許多基層民眾買不起房子。賺這麼多黑心錢，何

必對他們客氣。」

有一天，我繞到他背後，見他在翻閱一本線裝書，該不是

什麼禁書吧？我趁他離座時，走過去瞧一瞧，原來是在看《古

文觀止》裡的〈岳陽樓記〉。哈哈！這是什麼時代了，還在看古

書，活在古早時代，太迂腐了，難怪食古不化，跟我們現代人

溝通不良。

我向孫科長報告石頭閱讀的書籍和文章，孫科長搖搖頭

說：

「這小子只會在象牙塔裡死讀書，和現實社會脫節，可憐又

可悲。」

不過，這個可悲的石頭，居然幹出可惡的事來，他竟然在

授管部動員月會時，公開向許經理建議：

「客戶申請授信案件常怪我們拖延時間，一個主要原因是

同仁對授信法規不熟，搞不清楚或解釋錯誤所造成。尤其這幾

年金融法規不斷更新，因此謹建議，彙編最新的授信法規，部

裡同仁人手一冊，每半年或一年舉辦測驗，作為人事評核的參

考。」

這個建議害我三十幾歲了還跟中學生一樣，晚上捧著一兩

百頁的講義在燈下苦讀死背，連老婆都笑我當年讀高中時也沒

這麼認真。當然，受害人絕不止我一人，整個授管部幾乎人人

叫苦、個個咒怨。

幸虧授信法規的測驗只辦過一次，因為測驗之後不久，許

經理指示：「為體恤同仁平日工作辛勞，本部授信法規的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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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以各單位於工作會議時共同研讀法規的方式替代。」

石頭不僅可惡，還更可恨，因為後來他在授管部的工作會

議上，高舉「改革」的大旗，竟然提出下列的建言：

「為提升效率，革除陋規，謹建議授信申請書予以表格化，

並詳細臚列應送之證件資料，明定重要證件未送正本者，一律

不受理。另以壓克力製作審查流程及期限，俾客戶知所遵循，

以杜絕紅包送禮之惡習。」

這根本是要抽掉我們的外快，阻斷我們的財路，連大家心

照不宣的「紅包送禮」竟公開喧嚷，這哪裡是改革？這簡直是

革命、是造反！是可忍孰不可忍？終於，孫科長開了反擊的第

一槍：

「現行的授信申請書比較簡化，係為方便客戶之故，且行

之有年，從未有客戶申訴不便。倘草率更動，恐有徒增紛擾之

嫌。」

接著，鑑價科的章科長開了第二槍：

「依石大同的建議，要重印申請書、另增印詳細的應送證件

資料，又要製作審查流程的壓克力，恐耗用公帑過鉅，似有違

總行撙節費用的政策。」

接著，鄭副科長開了第三槍：

「石大同的建議，就實務而言，不具可行性，以石大同平日

常對客戶擺架子、開官腔，從無『誠信、服務』的觀念，他的

建議，其實是個人英雄主義作祟。」

整個會議室裡，倏地浮起一股肅殺的氣氛來，人人屏息以

待。

接著，徵信科的賀科長開了第四槍：

「報告經理，其他單位也常反映，石大同在授信案會審時經

常堅持己見，很難溝通；至於他的服務態度，也有客戶反映他

作風官僚。」

忽見許經理把臉一沉，瞪著石頭，厲聲問說：

「你怎麼可以對客戶開官腔、官僚作風？我們是服務業啊！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是嗎？」

「經理，我完全遵照公司規章做事，他們誤會我⋯⋯」

石頭漲紅了臉申辯，卻遭許經理打斷：

「誰會誤會你？我會深入了解。」

接著，孫科長再補開一槍，不，是一顆砲彈：

「報告經理，石大同不只官僚十足，而且作威作福，我接過

幾封檢舉他故意拖延授信案審查的信函，造成客戶貸款延後的

損失，有怠忽職務之嫌，請經理明察。」

許經理臉色一變，不怒自威，洪聲說：

「散會後檢舉函拿來我看看，如真有此事，送人事室轉呈人

評會議處，授管部容不得害群之馬，絕不寬貸！」

明亮的燈光下，許經理的國字臉顯得分外嚴肅。他兩眼掃

過授管部的同事，鄭重說：

「我們是服務業，一定要有為客戶服務的觀念；同時，不可

以收受紅包，拒絕客戶招待，我們要遵守法規，誠信服務，清

廉辦事。」

許經理的話說得漂亮極了，義正辭嚴，冠冕堂皇，實在是

我們下僚部屬學習的榜樣。

結果，石頭被記申誡一次，大快人心。當然，他的年度考

績，得了個「乙」。

石頭在部裡的建議連番受挫，銳氣消減，鋒芒也收斂了

些，不再喝斥洽公的客戶，也不再提建議案。

第二年，石頭在辦公桌旁擺了一堆的書刊雜誌和一疊稿

紙，公餘不是埋頭讀書，就是伏案爬梳，不知又在搞什麼名堂。

當然，我也奉孫科長之命，「留意」這傢伙的言行舉動。因此，

我趁他上廁所時，掀開他的稿紙一看，原來寫了什麼「實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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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調至市價」等等。

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會議室中傳來嘈雜聲，我轉身看

見幾個同事圍著會議桌看著報紙，指指點點，說三道四。我走

進會議室，只見一份經濟時報上有一篇專欄，標題是「房地產

交易應以實價申報課稅」，作者署名「大中銀行授管部審查科石

大同」，我拿起報紙，快速瀏覽，文章大意：「為抑制房地產投

機炒作，土地公告現值／公告地價／房屋評價應調整至市價，

房地產交易應以實際交易價格申報並課稅。」

「這樣會墊高土地成本、增加賣方的稅負，賣房子的利潤會

減少。」

「就是因為現行制度有缺失，才會造成房地產的投機炒作，

炒高了房價。」

「石頭這篇專欄，恐怕會引起建商的大反彈。」

會議室裡，同事議論紛紛。第二天，石頭被叫進許經理的

辦公室，我也躡手躡腳挨近門口偷聽：

「你那一篇文章，在房地產市場投下一顆震撼彈，引起很大

的風波，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會引起這麼大的迴響，我只是有感而發，盡一份

知識分子的責任。」

「你以為這裡是學校啊？你在這裡的身分是公司職員，不是

知識分子，你務須依據公司規章辦理業務，盡忠職守。」

「經理的意思是我不能發表文章，沒有言論自由？」

「你發表文章署名任職機構，會使外界誤認文章係本行授

意。你那篇專欄，如果因此而損害到本行的名譽，你恐會受

罰。」

果不其然，那篇專欄引起軒然大波。此後幾天，抗議的電

話不斷打來，整個授管部的同事都應接不暇，抗議的民眾和建

商紛紛抨擊大中銀行有意緊縮銀根，打壓房價。後來總經理也

打電話來，斥責許經理沒管好石頭。

再過一個月，石頭又被移送人評會議處，幸在趙副總的緩

頰下，才以「言論不當，有損行譽」為由，再被記申誡一次。

他第二年的考績，又得了個「乙」。

到了第三年，石頭捅出更大的婁子，因為，他這次居然摃

上了萬世建設─全市最大的建設公司，老闆是市議會林議長

的小舅子，據悉林議長在萬世建設插有乾股。要命的是，市議

會掌握市屬銀行預算的生殺大權，大中銀行是市屬銀行，得罪

了林議長，非同小可。

原來，自從石頭因「改革」建言被懲戒後，許經理特別交

代寶珠，分案時只分小案給石頭，像萬世建設的大案根本輪不

到石頭。不料那天寶珠請假，代班的工讀生陰錯陽差，竟把萬

世建設在大崙山的「萬世大鎮」的授信申請案分給了石頭，惹

來了大麻煩。

那天，許經理把石頭叫進辦公室，喝叱聲傳出室外，我起

身走到許經理辦公室門口旁，聽見許經理說：

「萬世大鎮已獲得主管機關的山坡地開發許可，雜項工程已

在施工，你為什麼刁難他們？」

「依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山坡地的

開發建築，應先取得雜項執照，再申請建造執照。況且，萬世

大鎮坐落的大崙山的山坡是順向坡，平均坡度達39度，地質結
構欠佳，我覺得它的開發許可似有疑慮，充為授信案的擔保品

似不妥當，應另換擔保品。」

「萬世大鎮已經獲得開發許可了，雜項執照和建造執照正併

案申請，即將獲准，會有什麼問題？這件案子你已經拖了兩個

禮拜，連總經理都打電話關切，你要以最速件辦理！」

石頭悻悻然走出許經理辦公室。

那個禮拜天，我開著新買的裕隆飛羚轎車，經由中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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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臺港路，逕向大崙山駛去，一方面去郊外踏青散心，一方面

也想看看萬世大鎮究竟是怎麼回事。

臺港路寬約十五米，四線車道，尚稱寬敞，沿途山明水

秀，綠意盎然。只是進入山區，坡度漸陡，人煙漸杳，車輛亦

漸稀少。轉過一個路口，迎面是一個巨大的廣告看板：「萬世大

鎮　萬事OK」，預告萬世大鎮的動工興建。
車沿山路上行，坡度愈加陡峭，四線車道已縮為兩線。再

行一刻鐘光景，我見到遠方山頂有一大片遼闊的空地，近路邊

又豎了一個巨大廣告看板：「萬世大鎮　萬事OK」，旁邊已建
有工寮，幾輛怪手挖土機在空地上沿著山壁開挖，挖土機軋軋

作響，一堆堆鬆軟烏黑的沙泥沿著山壁傾瀉而下，塵土飛揚，

剝落的山壁，露出破碎的斷層來。路旁另有幾個工人忙著釘

樁、綑木、搭棚，似正在搭建樣品屋。

我輕踩油門，汽車緩速前進，將近山頂時，我看了後視鏡

一眼，發現後方二十餘公尺處，一輛機車駛近廣告看板，停了

下來。機車騎士脫下安全帽，居然就是石頭。石頭從機車腳踏

板上的背包中取出一本冊子，一邊翻閱，一邊看著山壁的沙泥

和斷層，似在查核比對資料。沒隔多久，我再從後視鏡望去，

只見一輛黑色轎車駛來，停在石頭機車旁，走出一位西裝革履

的中年男子來，和石頭打招呼，我曾在許經理的辦公室中見過

他，應是萬世建設的高級主管，他二人似是相約來萬世大鎮的

工地勘查現場。我恐遭他二人發現，遂取出太陽眼鏡戴上，倒

轉汽車車頭，踩油門循原路加速離去。經過二人身側時，一瞥

眼，只見二人怒目相視，針鋒相對，似正喋喋爭論不休。

一個禮拜之後，石頭被孫科長叫到辦公桌前，孫科長罵

他：

「你在搞什麼官僚？萬世建設的授信案子怎麼還沒送上

來？」

「『萬世大鎮』的環境評估報告裡有幾個疑點，我在等萬世

建設的答覆。」

「『萬世大鎮』的環評早經主管機關審查無誤，你一再藉故

拖延，後果自行負責！」

這時忽見許經理從辦公室裡衝了出來，臉色凝重喊說：

「總經理緊急指示，市議會正在審查本行的預算，那件萬世

建設的案子，下班前簽名送上來！ 」

下班時，石頭在案子上簽了名，不過，簽名上方的「擬辦」

是：「本案擔保品係屬山坡地開發案，因坡度過陡，地質碎裂，

環評存有疑慮，不宜充為授信擔保品，本案擬俟更換擔保品後

再議。」

第二天，傳來大中銀行的自強活動經費被市議會刪除一

半，聽說總經理大發雷霆，立即指示許經理將石頭再移送人評

會懲處。三週後，石頭被記兩個小過。

石頭被記過後，變得沉默寡言，鎮日埋首工作。

今年除夕前一天，年度考績核定下來，石頭第三年的考

績，仍然是「乙」，難怪他的臉色鐵青得發出淡綠來，怒火似已

在燃燒。

春節過後，今年的人事升遷案公布，讓石頭滿腔的憤怒，

像火山爆發似的，一股腦傾瀉而出。終於，他發了飆，遞了辭

呈走人。

看著石頭灰暗孤寂的身影，在長廊中蒼涼地踽踽獨行，逐

漸消失後，我取來中華電信的電話簿，找出燕窩、洋酒、珠寶

等高級禮品的店家地址和電話，詢問這些禮品的品項價目，我

要向提拔我的貴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訂購禮品完妥後，我轉頭看了看石頭的座位，空空盪盪，

冷冷清清，四周的同事都埋首工作，無人關心石頭，彷彿他已

從人間蒸發。我喝了口茶，看著窗外庭院裡花木扶疏，怪石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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峋，綠葉抽發新芽，陽光穿雲而出，灑落大地，世界如此美

麗，明天還會更好。我游目騁懷，賞景一晌，赫然發現，怪石

的細縫中，不知何時，竟蹦出一株異草來。

〈憤怒的石頭〉得獎感言

感謝青睞本文的評審，您們的支持，讓〈憤怒的石頭〉像反

抗威權文化的孫悟空，終得以自裂石蹦出，面對世人。

人生多險阻，人性有醜陋，稜角分明的石頭經常頭破血流，

乖巧圓滑的李阿華仕途順遂，此為人世之常態。小說反映人

生，刻劃人性，呈現冷暖炎涼的世態。因有所感，爰撰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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