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募兵廣告          Cindy 

 

那天, 科學小飛俠們又擠在珍珍的咖啡店裡, 看球賽轉播.  

 

店裡生意清淡, 除了他們 5個, 也就沒別的人了.  

 

正當大家看的津津有味時, 廣告又來了.  

 

“阿丁, 趕快再給我一盤薯條啦,” 阿龍說.  

 

“吃, 吃, 你就知道吃,” 阿丁說.  

 

說著, 阿丁忽然對著螢幕大叫,  

 

“嘿, 鐵雄哥, 那不是你上次幫國聯軍拍的空軍募兵廣告嗎?”  

 

“別那麼大聲嘛,” 鐵雄說, “從頭到尾都沒拍到我, 只拍到那駕飛機好嗎.”  

 

說完鐵雄卻自己嚇了一大跳, 差點從椅子上跳起來,  

 

“怎麼會這樣? 當初不是說好, 只拍戰鬥機嗎?”  

 

沒錯, 廣告上看的清清楚楚: 鐵雄跳下戰機後對著一旁的工作人員比了個完成的

手勢, 英姿煥發外, 實在是個帥氣十足的陽光男孩!  

 

“喔, 這下好囉, 鐵雄哥曝光囉,” 阿丁說.  

 

“拜託, 這不是在開玩笑, 得趕快告訴博士,” 鐵雄緊張的說.  

 

鐵雄話還沒說完, 只見門外一群女孩嘰嘰喳喳的進來.  

 

“是他啦, 我確定是他,” 其中一個女孩說.  

 

“他真的會來嗎?”  

 

“會啦, 我看過耶.”  

 



鐵雄趕緊把頭低下, 準備離開.  

 

“哇! 真的是你! 你好帥喔! 還會開飛機耶!”  

 

這群女孩們看到鐵雄, 便蜂擁而上. 鐵雄見局勢不對, 立刻轉從後門奪門而逃.  

 

“妳們認錯人了,” 珍珍不高興的出來擋駕, “請問是要來吃飯的嗎?”  

 

---------------------------  

 

珊瑚礁基地裡,  

 

“這可真麻煩, 當初已經跟國聯軍講好, 不准拍人才去的, 他們是怎麼跟廣告公

司講的?” 南宮一臉不高興的說.  

 

原來, 當國聯軍為了拍空軍募兵廣告時, 想請一位飛行技術高超的飛行員, 來展

現戰機的最佳性能, 有人向他們推薦了南宮手下的試飛員.  

 

南宮正準備打電話給國聯軍的相關單位時, 電話倒先響了起來.  

 

“這裡是南宮… 是… 是… 我不是告訴過你們… 什麼?” 南宮幾乎講不下去.  

 

“怎麼回事啊, 博士,” 阿丁問.  

 

南宮實在沒想到, 這通國聯軍打來的電話, 居然是告訴他說, 這支廣告的效果實

在太好了, 播出之後, 參加報名空軍的男子多了好幾倍, 就連女子也是; 他們居

然希望再加拍一支廣告!  

 

而拍廣告的導演, 當時雖然知道國聯軍曾口頭告訴她, 只拍戰機飛行的畫面, 但

是當她看到鐵雄本人時, 直覺應該要加拍正面特寫, 會大大增強廣告效果, 結果

果然不出她所料!  

 

“荒唐! 真是荒唐!” 南宮說. “鐵雄, 我看你最近要躲一陣子了.”  

 

“來吧, 我車子借你住吧,” 大明對鐵雄開玩笑的說. 

 

---------------------------  

 



鐵雄並沒把南宮博士的話當真, 他以為那只是偶發事件.  

 

隔天鐵雄晃到銀行去.  

 

鐵雄這個人對錢實在沒什麼概念, 只是有些事還是非做不可.  

 

他專心的看著手上的轉帳資料, 當他踏上階梯正準備出來時, 忽然只見閃光燈一

閃!  

 

這一閃, 鐵雄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他幾乎踩了個空, 差點沒摔下來.  

 

一看, 是個可愛又帶點無辜眼神的女孩子, 正在對他拍照.  

 

鐵雄就是想罵也罵不出來, 只得說,  

 

“拜託, 不要照了.”  

 

但是, 那個女孩只是對他笑笑, 又繼續拍了起來.  

 

鐵雄只好趕緊騎上機車離去. 但是沿路上都是閃光燈.  

 

幾天下來, 鐵雄已經搞不清楚了,  

 

這到底是那群無聊的女孩子在拍照? 還是惡魔黨在跟蹤? 還是只是照後鏡的反

光?  

 

鐵雄為這次廣告帶來的後遺症感到十分光火.  

 

---------------------------  

 

這下鐵雄只能悶在家裡或帶著墨鏡進出了.  

 

“他已經好幾天沒來了,” 珍珍在店裡一邊擦著碗盤, 一邊喃喃自語.  

 

“想他就叫他來啊,” 阿丁說.  

 

“是啊, 這幾天你們的生意又開始清淡了, 他來應該很安全吧,” 阿龍說.  

 



於是鐵雄就又被叫出來了.  

 

但是在他騎車的途中, 他覺得總有人跟著他,  

 

“可惡, 到底是誰啊!”  

 

為了珍珍, 鐵雄還是開門進去了.  

 

但是店裡這麼黑, 鐵雄帶著墨鏡沒能看清, 竟然被一個女孩的腳絆倒, 不小心壓

在她身上.  

 

“是國聯軍帥哥!” 女孩大喊.  

 

鐵雄對不起都還沒來的及說, 另一個女孩子立刻說, ”我也要!” 便衝上去.  

 

“他是我的!” 又一個女孩子, 說完把前面的女孩推開壓上去.  

 

之後就是一陣混亂.  

 

鐵雄根本沒機會見到珍珍, 就又得從瘋狂的群眾中逃出去.  

 

“嘿, 我們也走吧, 博士在叫了,” 大明注意到手上的電子錶發出訊號.  

 

“對不起, 本店今天提早打烊,” 珍珍不高興的對那群女孩說, “下次來請付門票.”  

 

---------------------------  

 

大夥兒集合在南宮博士房裡,  

 

“鐵雄, 你怎麼搞成這樣?” 博士看到鐵雄一身撕破的衣服:  

 

他的紅 T恤已經看不出來 1字在哪裡, 領口被撕到幾乎開襟開到了腹部,  

手臂上滿是抓痕. 

 

“鐵雄, 右邊,” 珍珍沒好氣的小聲的告訴鐵雄, 指了指右邊臉頰說, “口紅!”  

 

“知道了,” 鐵雄也沒好氣的回答珍珍, 他真有點要惱羞成怒.  

 



“還有左邊,” 珍珍又指了指左邊臉頰.  

 

“擦過了,” 鐵雄不高興的說, “可是擦不掉.”  

 

可憐的鐵雄, 他完全不知道, 現在女子的口紅染料技術已經到了這種地步.  

 

大明和阿龍看到鐵雄這副慘狀可真是笑翻了.  

 

“鐵雄哥現在只能晝伏夜出,” 阿丁挖苦的說, “老鷹都要變成蝙蝠了.”  

 

鐵雄站在一旁, 氣的真想揮拳給他們.  

 

“各位,” 南宮博士趕緊化解一下氣氛說, “找你們來是因為最近有很多女孩子無故

失蹤, 但是同時有人發現有惡魔黨出現的行蹤, 所以可能又是惡魔黨搞的鬼.”  

 

“可是惡魔黨為什麼要抓那麼多的女孩子呢?” 阿丁說.  

 

“女孩子很會煮飯啊,” 阿龍說, “惡魔黨可能是需要女孩子們幫他們煮飯作家事

喔.”  

 

“是嗎?” 阿丁懷疑的看著珍珍.  

 

“這也不是不可能,” 南宮博士說, “總之你們要趕緊去調查一下.”  

 

“這次事件, 從夏威夷的海灘到北極洲都有他們的痕跡,” 南宮博士說, ”鐵雄, 你

就混進夏威夷海灘的人群中調查.”  

 

“這樣鐵雄可能會有生命的危險,” 大明斜靠著牆壁說.  

 

“是啊, 在海灘都是要游泳的,” 阿龍說, “如果鐵雄上衣這麼一脫, 那麼可能又

會…”  

南宮想了一下現場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便說, “那好, 鐵雄你去北極調查好了, 其

他人去海灘.”  

 

“是啊,” 阿龍說, “這樣安全多了, 頂多只會有 2隻北極熊來騷擾你. 我們就可以

去海邊玩了!”  

 

“謝謝你!” 鐵雄沒好氣的回答.  



 

在北極的上空, 鐵雄真的什麼也沒發現.  

 

鐵雄跳下飛機, 只見 1隻母熊緩緩靠過來, 氣的他真想丟雪球過去.  

 

---------------------------  

 

各地仍然不斷傳出無辜女孩們的失蹤事件.  

 

南宮這次叫鐵雄去附近的一個公園調查.  

 

公園裡, 鐵雄在樹叢邊找尋惡魔黨的蛛絲馬跡,  

 

“可惡, 戴著墨鏡, 這麼黑根本看不清楚!” 鐵雄只得把墨鏡摘下,  

 

“是誰? 出來!” 鐵雄對著樹叢大喊,  

 

一看又是上次那個女孩子,  

 

“拜託你, 不要老跟著我好嗎?” 鐵雄不高興的說.  

 

“你好, 我叫莉莉安.”  

 

“請走吧, 莉莉安小姐, 妳知不知道我的生活被你們搞的亂七八糟的,” 鐵雄說.  

 

“可是我很想拍你, 真的,” 莉莉安哀求著說.  

 

“我有什麼好拍的, 走吧,” 鐵雄揮揮手. 

 

“不, 從第一眼在電視上看到你, 我就深深被你吸引. 你雖然面帶微笑, 可是笑容

過後, 眼神卻帶著說不出的憂鬱,” 女孩繼續說,  

 

“我常常看著你的照片, 想你是什麼樣的人, 是什麼樣的事可以讓原本應該開朗

的人, 卻始終有著一絲哀愁.”  

 

鐵雄愣了一下, 是這樣嗎? 他常常注意週遭同伴的眼神, 長官的眼神, 惡魔黨的

眼神, 可是沒有想過自己的.  

 



“別浪費時間在這樣無聊的事情上面了,” 鐵雄說. 他是在說給自己聽嗎?  

 

“不, 我想你的生活上一定有很多衝突才會這樣, 你是不是擔負著很重要的任務, 

卻始終不能完成? 縱使你跟你的同伴在一起, 短暫的歡笑聲後, 卻可以預見你的

憂傷,” 女孩說.  

 

這個莉莉安到底是誰? 為什麼要了解我, 還想關心我?  

 

她會不會是惡魔黨的人? 鐵雄轉而這麼一想, 忽然感到有點不安起來.  

 

“越是這樣想, 越不能不看你,” 莉莉安接著說, “我的腦海中充滿了你的一舉一

動.”  

 

“夠了!” 鐵雄打斷她的話, “我只是個一般人, 跟你們一樣沒什麼特別的, 任務就

是普通的飛行員, 如此而已.”  

 

鐵雄看著莉莉安難過的神情, 又開始覺得不忍.  

 

“鐵雄, 你果然在這裡!” 珍珍大喊, “這位小姐碰到什麼麻煩了嗎?”  

 

鐵雄好像做錯事被抓到的小孩一樣, 立刻回答, “沒有啊.”  

 

奇怪, 我有做錯事嗎? 我在怕什麼? 鐵雄心想.  

 

“鐵雄, 我發現到一些奇怪的痕跡耶,” 珍珍看著莉莉安, 又回頭對著鐵雄說,  

 

“我看你還是把墨鏡戴回去吧,” 說完立刻順手幫他戴上.  

 

看著珍珍這些似乎不經意卻親密的舉動, 莉莉安沉默了.  

 

但是他們待在公園上的時間實在太長, 眼尖的粉絲注意到了,  

 

“嘿, 是那個國聯軍帥哥耶!”  

 

說完幾個女孩圍了上去, 不一會兒時間滿滿的女孩子.  

 

“不好, 我是不是幫惡魔黨圍來一堆人群?” 鐵雄開始擔心, 要是被惡魔黨發現, 

把他們引來就麻煩了. 這麼多人群怎麼疏散才安全?  



 

但是越這樣想就越容易發生, 惡魔黨的機械獸果然出現, 女孩們嚇的驚慌失措.  

 

惡魔黨一行人從鐵獸艙門出來, 小隊長一聲令下, 群眾被槍支包圍.  

 

“喔, 那不是國聯軍帥哥嗎?” 小隊長發現群眾中的鐵雄, 高興的走上前去, “你可

不可以也幫我們惡魔黨拍一支募兵廣告? 這樣我們的人一定也會大增!”  

 

這對鐵雄真是天大的侮辱!  

 

“拍你去死!” 鐵雄立刻朝小隊長臉上狠狠的揮了一拳, 打的他血流滿面, 這些天

來的怨氣剛好得以發洩, “就拍這張如何?”  

 

鐵雄這話一出, 粉絲們居然立刻紛紛拿出照相機拍攝.  

 

“天啊, 她們現在到底是人質還是觀光客?” 珍珍不解.  

 

“可惡, 通通給我帶回去!” 小隊長痛苦的摀著臉.  

 

也好, 鐵雄心想, 這樣就可以發現他們的基地, 救出其他被抓的人了.  

 

---------------------------  

 

機械獸裡, 被抓的女孩們和珍珍被帶到底層,  

 

鐵雄則在機械室裡, 被一群小嘍囉用槍押著.  

 

“喂, 你的手不要一直發抖好嗎!” 鐵雄對其中一個用槍指著他的嘍囉說.  

 

“我怕你,” 小嘍囉緊張的說, “我怕你會…”  

 

“我才怕你,” 鐵雄說, “我怕你會不小心誤扣板機!”  

 

“我是想,” 這下小嘍囉更緊張了, “我是想請你幫我簽名…”  

 

“什麼!” 鐵雄大喊, 剛才的一拳還不夠嗎? 他有再次被羞辱的感覺.  

 

小嘍囉嚇死了, 連忙說, “我是幫我女兒求的, 她看到了一定很開心.”  



 

聽了這話, 鐵雄緊握的拳頭揮到半空中放開了, 他想了一下, 竟然轉而握了小嘍

囉的筆.  

 

鐵雄實在不忍心對這樣的一個父親動手.  

 

結果機械室的嘍囉們居然都跟著要求簽名, 有幫太太求的, 幫女朋友求的, 還有

幫隔壁鄰居求的.  

 

“我不是在開簽名會! 你們回去坐好!” 鐵雄大喊.  

 

群眾真是盲動, 鐵雄心想, 惡魔黨的素質真是越來越差了.  

 

“聽著,” 鐵雄說, “你們都不是真心想做惡魔黨的人, 只是不得已的. 但是你們知

不知道, 你們現在這樣隨便抓別人的妻女, 哪天不會抓到自己的妻女? 到時後悔

都來不及.  

 

為了一時眼前的利益, 便得受惡魔無盡的控制. 你們真是男子漢的話, 右手若還

是放不開誘惑的門把, 左手就應該忍痛將它砍斷, 還可以脫身返回正道.”  

 

嘍囉們紛紛低下了頭.  

 

如果說不戰而勝是戰術中最高段, 那麼鐵雄可說是相當會充分發揮這項戰術的

高手了. 鐵雄具有群眾魅力, 但不是靠他的俊貌外表, 而是智慧和愛心. 他心底

覺得這群人還是有救的.  

 

這時惡魔黨的小隊長臉上貼著紗布進來了. 他感到氣氛有點不大對, 趕緊大聲的

指揮起來說,  

 

“基地到了, 人給我帶出去!”  

 

--------------------------- 

鐵雄和這群被抓的女孩們被帶到基地的廣場上, 四周都是荷著槍的惡魔黨員.  

 

珍珍想辦法穿過人群靠近鐵雄, 小聲的說, “鐵雄, 這下該怎麼辦?”  

 

“我已經用電子錶傳訊給大明他們了,” 鐵雄說, “等他們來, 在他們的掩護之下, 

我們再想辦法把群眾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只是, 這麼多人要用什麼交通工具好呢? 鐵雄心想, 鳳凰號根本載不下, 而且還

要加上基地裡原有被抓的人質, 鐵雄看著基地內的一台小運輸機, 不禁煩惱起來.  

 

這時, 惡魔黨的小嘍囉大喊,  

 

“報告, 不得了, 鳳凰號要衝進來了!”  

 

隊長說, “混蛋! 怎麼會這樣? 他們怎麼會知道基地在這裡?”  

 

“不知道. 不過他們可能是用超低空飛行, 所以雷達沒有偵測到.”  

 

說完鳳凰號一頭撞進來, 接著大明他們跳了出來.  

 

“快給我打!” 隊長說.  

 

鐵雄見局勢混亂, 便和珍珍趕緊將人群送到小運輸機去, 但是人實在太多, 根本

裝不完.  

 

這時有一名小嘍囉對鐵雄說,  

 

“上機械獸吧, 用機械獸把她們送回去吧.”  

 

“是你!” 鐵雄認出這名小嘍囉正是剛才要他簽名的人, “謝謝你!”  

 

“不, 我們才應該謝謝你,” 小嘍囉說, “只是要快點, 不然會來不及.”  

 

說完便將機械獸艙門打開, 原來裡面的黨員們全都投誠了.  

 

“可惡, 是那個國聯軍的傢伙在做亂,” 隊長看著遠方的鐵雄, 接著瞄準鐵雄, 扣

下板機說, “去死吧!”  

 

鐵雄也即刻拿出手槍瞄準隊長.  

 

但是有一個人卻衝了出來, 擋在鐵雄身上,  

 

是莉莉安!  

 



只聽見槍聲一響.  

 

“莉莉安,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鐵雄看著莉莉安.  

 

“為了你,” 莉莉安緩緩的說.  

 

她的血滲了出來, 流到鐵雄身上.  

 

傻瓜, 區區敵人的一支槍, 妳以為我應付不了嗎? 鐵雄心想, 還好我動作快反推

了她一把, 讓他射偏了.  

 

只是鐵雄身著便服, 莉莉安又怎麼會知道他是科學小飛俠呢? 

 

“莉莉安, 振作點, 妳不會有事的,” 鐵雄想辦法安慰她說, “妳只是手臂受了槍傷, 

匝起來就沒事了,” 說完便把莉莉安交給珍珍, 和隊長開戰起來.  

 

“哇, 想不到國聯軍帥哥這麼會打!” 一旁的粉絲們看到尖叫起來, 又開始拿出相

機.  

 

“妳們到底要不要進去啊?” 珍珍不耐煩的問.  

 

‘莉莉安, 妳也趕快進去吧,” 珍珍說.  

 

“不, 沒看到他來, 我是不會走的,” 莉莉安說.  

 

莉莉安看著前方的鐵雄. 他堅毅的眼神卻不帶兇猛的殺氣. 他看起來像是在認真

的處理一件事情而不是亂開殺戒.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珍珍和那群投誠的惡魔黨員好不容易將所有的人都送上了機械獸.  

 

“大明, 我們要護送他們回航了, 這裡就交給你們了,” 鐵雄說完便跳上機械獸.  

 

科學小飛俠又成功的完成一次任務.  

 

---------------------------  

 

莉莉安在養傷的這段期間, 鐵雄常常來探訪她, 但是珍珍總是跟在他身邊.  

 



這裡似乎沒有多餘的空間給我, 莉莉安想著.  

 

不久她就搬走了, 就這樣失去了連絡.  

 

鐵雄後來也就非常安分守己, 聽博士的話, 不再出去亂跑.  

 

接著剛好發生一件大事, 就是有位名樂壇巨星突然猝死的消息,  

 

那群無聊的女性群眾便又有了新的對象.  

 

久而久之, 人們也就漸漸淡忘了這位國聯軍帥哥, 鐵雄總算又得以恢復他往常的

生活.  

 

聽說之後, 阿龍也自願參加拍了一支國聯軍戰車的廣告.  

 

但是導演堅持只拍戰車本體. 不論阿龍如何要求.  

 

---------------------------  

 

又是一天在珍珍的咖啡廳裡,  

 

阿丁正在打掃, 卻看到一個錢包,  

 

“是哪個粗心的客人啊? 東西掉了都不知道,” 說完將錢包交給一旁的鐵雄.  

 

鐵雄將錢包打開, 卻又立刻合起.  

 

“怎麼了?” 珍珍問.  

 

“沒什麼,” 鐵雄說.  

 

鐵雄看到一張照片.  

 

照片中的人雖然面帶微笑, 可是眼神卻有著一絲憂鬱, 就如同她所說的.  

 

那正是他先前幫國聯軍拍募兵廣告的照片.  

 

 



 

by Cindy X.  

7.6.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