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刊詞   李曉萍

   發起一份文學刊物，是需要勇氣的，這一切緣起於一篇放在講桌旁的小說。某

日的下課十分鐘，發現講桌旁放著一份 A4 打印的文件，閒來無事又好奇心發作就
拿來讀讀。嗯，是一部情色小說，語言雖不成熟，但由故事場景與內容來推敲，應
該是金大的學生所寫的。當時心裡有個小小的念頭在發酵，想說是怎樣的心情讓自
己的作品像等待有緣人似的放著，或許學生之中有想要寫作發表的慾念，但卻苦無
園地可以讓自己的文字被看見。於是，一篇無名氏的小說催生了「金聲」，想辦一
個以金大學生為主體的文學月刊，讓金大學生的聲音被聽見，故名為「金聲」。
   辦文學刊物也是危險的，這一份創刊號從無到有，我一路戰戰兢兢。最怕的是
稿件不足，所幸在徵文的公告發出之後，陸續有稿件寄來，讓我安心不少；更可貴
的是，有一群編輯小組的成員，自發性地願意加入這個團隊，讓我得到很多的鼓勵，
一路幫忙審稿、評選、排版與校對，讓「金聲」正式與大家見面。如果這份小刊物
能獲得一些讚美與肯定，我想這些榮耀是屬於一同催生刊物的投稿者與編輯小組，
沒有他們這份刊物便無法誕生。
   我相信越是徬徨的年代，越是需要文學。文學幫助人在茫茫未知的世界裡，尋
找光亮勇敢向前行。閱讀與書寫，在每個時代都是一件痛苦又美好的事。人因為痛
苦而思索，而尋求答案，發而文字，以求在書寫之後得到救贖，這是一個美好的旅
程。希望大家能好好閱讀這份刊物中的文字，也更希望這份刊物能鼓勵你書寫自己，
有天在「金聲」裡能讓別人也聽到你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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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書評
生命的發聲——蔡崇達《皮囊》   莊釺釺

   「人生或許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攜帶著一顆心的羈旅。心醒著的時候，就把皮囊

從內部照亮。」——文學評論家李敬澤

    蔡崇達，書的扉頁介紹僅僅只寫著「閩南人」的作家。興許是相同的語感，文
字間盡是親切和真誠。閩南對我來說，它包含了我童年的記憶，青山圍繞、江河湖
海。所有有水的、有山依徬的地方，生意盎然，梅雨季節的陰雨，濕屋檐下的青霉，
還有普通話中永遠帶著南腔的家鄉人，這對於我而言，也是最初的精神的原鄉。所
以我最初讀到《皮囊》時，讀到裡面細膩又市井的生活時，是欣喜又幸福的。
   《皮囊》一書說不上完整，更談不上完美，甚至更多的是批評的聲音。但是卻
有難能可貴的擊節之意——他不談容易調動情感的愛情，也不鋪排家庭的感情，他
講故事，腔調淡然。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人的故事都不盡相同。」蔡崇達是一個很會講
故事的人，讀他所講的故事，不知道何時自己就成了主角，經歷著他所經歷的一切。
這一段段短故事，在平凡中互相連接，從皮囊開始，直達內心。
   每一個孩子在年紀小的時候，一定都寫過《我的爸爸》、《我的媽媽》這樣的
命題作文，從本質上來說，蔡崇達所寫的就是我的阿太、我的爸爸、我的媽媽、我
的祖屋、我的小鎮、我兒時的夥伴和我的偶像。不同的是，文中所寫的是蔡崇達不
在乎皮囊的阿太、殘疾的父親、堅韌的母親，還有他並不愉快的童年記憶，母親對
修建祖屋的執著、父親對於正常行走的渴望，蔡崇達在講述這段故事時不是哀怨的、
也不是痛苦的。而是令人震撼的冷靜和平和。這反而也是最觸動人心的。
   還有，被神秘和迷信包裹起來的閩南，每一個雙手合十，每一次向神明虔誠的
許願，都是生命最深處的發聲。沈默卻有力。它所承擔著的是家庭最大的希望。
   任何一段能被拿出來寫的人生都是厚重的，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時期閱讀同
一部作品，會有共鳴、會有回憶，甚至還有心酸和後悔。
   《皮囊》是一本坦誠又擁有重量的一本書。現實生活中我們很難將自己的內心
袒露在陽光下，因為害怕、因為羞恥、因為複雜、又或者因為無濟於事。但是《皮囊》
是這樣的一本書，毫無遮攔卻又讓人熱淚盈眶。就像他本人在後記中所說的：「在
同一個空間中，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心境和苦惱。但始終應該銘記的是，再微
弱的皮囊，于生命本身來說，都是驚天動地、不可取代的。」

瓷器如愛情，愛情如瓷器 -《China》   劉侑禎

     書的封面寫著「世間上最容易破碎的兩樣東西 - 瓷器和愛情」，這說明愛情就

像是瓷器，一旦破裂便結束，或是瓷器就像是愛情，神秘且沒有原因。陳玉慧所創
作的《China》這本小說，從瓷器的角度看到中國和西方的瓷器，對照出 18 世紀前
的中國是怎麼的輝煌，而西方的製瓷工廠麥森又是如何的沒落。從愛情的角度看到
中國和西方文化，對照出主角魏翰和三名女子的相遇、相愛和相依三個不同的愛情。
   文本內容主要是一位叫 Wilhelm Buhl 的德國礦物學家，中文名魏翰在 18世紀所
發生的事情。一開始 Wilhelm Buhl 愛上魏伯曼的妻子愛倫娜，使得 Wilhelm Buhl
和魏伯翰進行對決，最終 Wilhelm Buhl 輸了這場對決。這讓 Wilhelm Buhl 有機會
認識到馮希德芬男爵，馮希德芬男爵請 Wilhelm Buhl 去中國尋找瓷器的配方，而
這麼做是為了讓製瓷工廠 - 麥森可以恢復原有的輝煌時代。Wilhelm Buhl 到中國廣
州、景德鎮和北京等地認識各樣的中國瓷器和製造方式，並進入中國皇宮為皇帝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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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刊宗旨：為鼓勵學生從事文學創作，抒發生活所見所感，提供發表的園地
二、主辦單位：國立金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金聲通識文學雙月刊編輯小組
三、徵文對象：國立金門大學全體在學學生
四、徵稿類別：
  （一）新書介紹：介紹四個月內新出版的文學作品
  （二）文學書評：對於各別作家或文學作品，進行評論與介紹
  （三）小說：不限主題與字數，自由發揮
  （四）散文：不限主題與字數，自由發揮
  （五）詩歌：不限主題與字數，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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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獎勵辦法：（經費來源高教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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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與書評獎勵金 新臺幣 1,000 元
   ＊小說獎勵金 新臺幣 1,500 元
   ＊詩歌獎勵金 新臺幣 500 元
   ＊四格漫畫獎勵金 新臺幣 200 元
六、投稿方式：請於通識教育中心網站下載「金聲通識文學雙月刊投稿表」，填寫       
              基本資料並附上投稿作品，回傳 quemoyvoice@gmail.com 
七、徵稿時間：全年徵稿，第二期預定於七月底出刊，欲投稿創刊號者請於 2019
              年 7 月 10 日前將投稿表回傳，7月 11 日之後回傳者則列入第二期
              的投稿件。
八、投稿須知：投稿作品係投稿者本人之原創作品，不得抄襲，如發現有抄襲情事，
              則獎勵金收回，一切法律責任由投稿者自負。



定寶石。Wilhelm Buhl 接下來在中國的日子中，除了鑑定寶石外，還愛上一位皇帝
的遠親 -馬蓮。馬蓮家中因為信仰問題，造成馬蓮的父親入獄，哥哥去世。Wilhelm 
Buhl 在經過許多事件後，發現原來中國除了擁有高超製瓷技術外，其實還存在皇帝
制度。在皇帝制度下任何事情，都會被注意且容易遭來禍害。最終 Wilhelm Buhl
了解到世間最容易破碎的兩樣東西是瓷器和愛情，雖然他曾經因為愛上愛倫娜而受
傷，但他仍然決定和馬蓮在一起並且離開中國。
     1. 什麼是真實和愛情 ?
   愛情是文本中最主要探討的內容之一，魏翰在德國遇見愛倫娜，在中國遇見妓
女和馬蓮。魏翰的愛情觀來自作者，作者利用第一人稱手法，把自身和德國丈夫愛
情經驗，利用魏翰這位 18 世紀德國礦物學家書寫出來，並且文本發生場景設定以
中國為主，以日記和書信方式表達文本的內容。文本中魏翰日記寫到「自身現今的
生命課題是 : 真與愛。我嚮往真，我也致力愛真。The truth of love.The love 
of truth. 」愛情是真實的嗎 ? 還是虛假的 ? 愛情如果只是表面上的一樣美好那就
是真實嗎 ? 愛情如同瓷器，兩樣皆是易碎品。魏翰和愛倫娜的愛情，因為是一段不
被祝福的愛情，使得魏翰離開德國到中國，但在文本中我們卻可以從魏翰多次寄給
愛倫娜信中，了解到愛情並沒有想像中堅固，一不注意就碎了。就像是瓷器一樣，
珍貴但易碎。魏翰和妓女愛情，是一段沒有結果的愛情，妓女只能成為魏翰畫中人
物，是一個既虛幻又真實的相處，虛幻的原因是因為相遇的過程是美好但卻沒有真
實的感覺。真實的原因是兩人明明知道最終不會有一個完美的結果，卻都還會互相
愛對方。就像是瓷器一樣，漂亮但卻感受不到真實瓷器的觸感。魏翰和馬蓮的愛情，
是經歷千辛萬苦的愛情，魏翰是在中國的中藥行碰巧遇到馬蓮，並且對她一見鍾情。
魏翰之後不停地尋找這位讓他徹夜難眠的女子，還放下他對愛倫娜的感情。為了和
馬蓮在一起，魏翰放下一切，放下當初來中國找尋瓷器秘方的目的。最終他和馬蓮
一起離開中國。就像是瓷器一樣，可以珍藏但也不易保存。三段不一樣的愛情，顯
示出愛情如同瓷器，真實但易碎。
     2. 什麼是獨一無二的瓷器 ?
   瓷器也是文本中最主要探討的內容之一，書名「China」，是一詞是源自於中國
昌南，昌南是一個製造瓷器的地方，它也代表中國。魏翰是為了替西方製瓷工廠麥
森，來中國尋找製瓷秘方，讓麥森有機會恢復到以前的輝煌時代。文本中提到「愛
玉的中國人費盡心思要模仿的便是瓷器上的玉質感受」，這說明中國人為了製造玉
的質感，所以發明了瓷。瓷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文化的象徵，因為中國最早從宋朝
開始就有瓷器的出現。那是中國對外貿易經濟開始熱絡時候，西方開始到中國貿易
和傳教。其中文本提到「宋瓷的辨識特徵是瓷淚，因鈞窯之釉，捫之甚平，而內現
粗紋，垂垂而直下者，聚之於瓷器底部，謂之淚痕。這瓷淚並不好仿製。瓷淚。瓷
器也流淚。」這是瓷器獨一無二的地方，也是它美麗的原因。而麥森的瓷器雖然好
看，但在時代潮流下，依然沒有變化，使得麥森面臨到困境。但在魏翰來到中國後
卻發現中國皇宮製作瓷器，中國人在瓷器上不再是繪畫中國特色，而是繪畫西方文
化。過去中國製作瓷器是獨一無二的，它不僅是一個個貴重的瓷器，它還代表中國
輝煌的時代，但現在的獨一無二卻也慢慢的不見。這時的中國就像是踏著麥森走過
的道路，以前是瓷器和品質取得勝利，但現在卻只剩下品質，瓷器的繪畫內容因為
時代的不同而改變。什麼是獨一無二的瓷器，對於魏翰、麥森和中國來說，好像變
成是一個珍貴但也易碎的目標。
     3. 瓷器如愛情，愛情如瓷器
   這本小說利用瓷器和愛情來說明一個18世紀中國和西方，不只是一個愛情故事，
而是結合歷史的時間，來表達出瓷器和愛情是世間最容易破碎東西。愛情是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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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   許文忠

葡萄園一隅殘留下的餘渣
寓言所謂的預言
雙眸潛伏的目光凝視
一場生存遊戲的對白
深宮裡慾望中的沉醉
雪白毛皮魅惑
九尾嫵媚的繁華漸漸
敲醒喪鐘斷送商王朝的天下
聊齋圖中人鬼殊途的噫嘆
狡黠多智醞釀中的反擊
權謀的代言人這是為了自保
多重掩蓋下的我

屍體堆砌的正義   許睿承

今日又一顆頭顱被釘在耶穌架上
盛開的花海中幼年的人體浸紅海洋
暴力橫行被槍賭口的頑強
昨天的伊甸園裡也只剩下被輾死的蝶

他們的槍他們的炮
世界的景象世紀的模樣
鳥在哭嚎鳥在哭嚎那被絞碎的光
無情撕咬無情撕咬那硝煙肆虐的家鄉
誰又為對何以為錯一樣是人同樣舉槍

乾淨也有他乾淨的髒再生開出的首要條款是死亡
空氣毒死了太陽生命拋棄存活的嚮往
希望的笑容散在屍體上沒有人能拾起品嚐

14



  2018/12/31，我出現在倉庫，大概吧，倉庫裡沒有日曆或時鐘，我僅能由我在倉庫外的最後記
              憶推斷。
  2018/12/30，我和女友在一家餐廳用晚飯，我必須承認我們倆人都喝多了，那家餐廳的雞尾酒
              實在太令人著迷。然後，似乎，好像，彷彿，我們起了一些爭執，我記的不是
              很清楚，因為酒精的斷片效應在我身上發生的十分顯著，總之我的最後印象是我
              在電話亭裡試著用電話擦乾淨我滿是嘔吐物的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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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大的倉庫，一位老人看管，他很盡責，把每個箱子分得明確，把每個箱子擺

放得整齊，我不得不承認他有嚴重的強迫症，如果不同顏色的箱子出現於不正確的
位子他就會發狂。
 我問他為甚麼不肯退休，他看起來並不是如此熱愛這份工作，但是依他外
表的蒼老他早該退休；他拒絕回答這個問題，如同他拒絕回答我他正確的年紀，他
是個謎，對我而言他就像人形版的伏尼契手稿，無從解讀，不過因為他是人版的，
所以他會選擇回答我一些問題。他喜歡跟我分享他是如何將箱子擺放正確，但是他
從不跟我說那些箱子的緣由自何處，他也從不解釋上面的標籤代表著甚麼。他很樂
意告訴我那些箱子如何消失，因為他會回答我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肯
定知道的，在我和他共居在倉庫的這段日子，每天都有箱子進出，只是好像只限於
在我睡夢之時那會發生，我清醒的時候呢 ? 老人只會整理箱子。他的整理方法很老
土，就是一箱一箱的把箱子背到正確的地方，所以他總會花上一整天整理，我問過
他我能不能幫他忙，畢竟我是個沒付錢的暫居客，如果勞力能當作一些回報那是甚
好；但是每當我提起這件事他總是拒絕。當然我也挑戰過徹夜不眠，就為了窺探箱
子究竟從何而來從何離開，但是每當到一定時間點，我的眼皮就會不爭氣的投降，
我懷疑老人在我的飯菜裡偷加了一些悠樂丁，逼得我睡著，可是我是監視過他做菜
的，他絕無可能動上任何一點手腳，因此我也為其困惑著。總之，每天都有箱子進
出，老人都會把它們整理好，不對，應該說，每天都有箱子秘密進出，老人都會把
它們非常井然有序的整理好。
 老人的生活就是不停地重覆，整理整理整理，他從未表示過厭倦，卻也沒看過
他的臉上出現任何新鮮，他做的飯也是如此，沒有變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習慣這
樣的生活了，所以認為一切都只是平淡的動作，就宛若他做的蛋炒飯，味道只有平
淡。我並不是嫌棄他日復一日做的蛋炒飯難吃，只是數個月的每一餐都吃同樣的蛋
炒飯難免感到乏味，我指的同樣是一模一樣，熟度、鹹度、顏色、蛋的多寡……你
完全可以懷疑他是用一部精準至極的機器在做飯給你吃，但是他不是，他用的僅是
他那雙手，那雙被箱子摩擦出厚鹼的手。
   我似乎忘了提到我是如何進入這間倉庫，更正確的說法是，我無法提起，因為
我也不知道。我並不是在模仿老人那樣含糊的跳過問題，而是我真的找不到任何我
進入這間倉庫的線索，或許我可以寫下一些我進入倉庫前的記憶，好讓我重新找到
一些線索。

小說
背箱人    Chester

人都有可能經歷過的事情，但卻也是在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每個人對於
瓷器的看法大多是珍貴且易碎。作者把這兩樣東西結合起來，說明愛情如同瓷器易
碎，瓷器如同愛情珍貴。再難忘、美好的愛情，背後都有難過回憶，再珍貴、好看
的瓷器，會有瓷淚出現機會。但這些都要有親身經歷過，才會明白了解「世間最容
易破碎的兩樣東西 -瓷器和愛情」的意義。

金門印象   水草

金黃色的高粱田
是戰爭後農人的汗水
夜晚的寒風刺骨
四十三度的戰酒入喉
身子也暖和起來了

聲聲叫喚的夏蟬
是催促著早八快遲到的提醒
我說天空正藍陽光正暖
不如⼀起翹課去走走吧！
步伐也輕盈起來了

文字裡不浪漫的告白
是最真摯的言語
將日常瑣事訴說與你
喜怒哀樂分享給彼此
情感也流通起來了

學著把握在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刻
珍惜身邊的朋友
在金門的日子
有戰地歷史有酒釀湯圓
有你還有我

對症下藥    彧諳司  

是了 牡丹花
攫住愛情的芽
不由分說
胡亂塞給我一把秋海棠

思緒滿溢破窗
咫尺天涯
滴水穿石仍揭不開它

病入膏肓
郎中開了帖荒唐
孟婆湯？

是了 鳶尾花
緊抓著回憶不放
不如飲觴滿注任其隨風飛揚



   上面就是我對於我記憶的回想，我想根本沒有任何線索能夠指向我是如何出現
在這裡。

   當然我也懷疑過我是遭到綁架，可是我實在沒有看過綁架案，人質遭到劫持超
過三個月還沒被釋放或是撕票的。況且老人，如果他被命令是我的看管者，那他也
太弱不禁風了一些，雖然我沒想過逃跑，但是如果要和他對打，我想我有十足的把
握可以獲勝。再者，老人完全沒有在監視我的感覺，他只專注於如何治理好他的倉
庫王國，反倒是我監視他佔了大多數時間。但是這並不能排除我是遭受綁架的可能，
因為當我問起老人我何時能夠離開，他的回答只有不知道；這其實讓我有些氣憤，
我大多數的提問，老人都用「不知道」來敷衍，但是無論我如何生氣，老人都一如
既往的回答「不知道」，他似乎不在乎我的任何情緒一樣，這點倒是十分符合綁架
犯，他對於我的情緒一點感覺也沒有。
   雖然他存在一些可能，但是我想這並不是能夠在法院上定罪他的根據，於是我
並不認為老人是個綁架犯或隸屬於某個綁架組織，我甚至認為我對他的監視令我更
像綁架犯。我密切地觀察着老人除了背箱以外的生活，老人在一天工作結束之後，
總是會做兩份蛋炒飯，一份給我，一份給他自己，他從未和我一起用餐，他總是把
他的蛋炒飯端到電視機前慢慢享用。
   是的，倉庫裡是有電視機的，但是十分老舊，畫面是黑白的，雖然有轉台的旋
鈕卻沒有現在的新聞頻道，應該說只有一個頻道能收看，而且節目都像極了老土的
電視劇，裏面的演員演著一齣齣誇張的鬧劇，我並不知道劇名，它從未顯示過，不
過我想那也不是很重要，畢竟都是鬧劇。我不明白為什麼老人能夠每天都看著那些
瘋狂的鬧劇，那劇情對我來說太瘋狂了，感覺裡面的每個演員都瘋了，但是老人卻
一如既往的看著，我看不出他是以怎麼樣的情緒收看的，彷彿跟他的蛋炒飯和生活
一樣，只有平淡。
   說到電視，我不得不抱怨一下，那台電視機似乎過於老舊，所以當它運作時總
會滋滋大響，有大多數時候它發出的噪音遠超過演員的說話音量，但是我想老人並
不是很在乎，我想他已經完全擁有無視那噪音的能力。雖然我認為老人的聽覺系統
自動迴避了那些噪音，但是我顯然沒有那種能力，不過我早已習慣讓那些噪音伴我
入眠，我想老人也是習慣的，因為我從沒有聽他在我入眠之前關掉過電視，我想他
也是很需要那些噪音才能入睡；當然不能排除一種可能，老人總是等我睡著之後才
關掉電視就寢，可是這太瘋狂了，那些我嘗試熬夜的夜晚，老人也沒有關掉過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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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29，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試著讓我的客戶從殺人案中脫罪。但是他並不是很配合，他
              對我沒有十足的信任，因此他隱瞞了非常多有效線索，致使我很難找到辯護的切
              入點。
  2018/12/28，事務所的便當令人難以下嚥，所以除了美舒鬱錠和立普能我並沒有吞下任何固體
              食物。
  2018/12/27，普通的一天，我在事務所度過了一個安逸的下午，似乎有發生什麼，但是我忘了
              ，說實在的，誰有辦法詳細記得數個月前的某天發生了什麼 ?
  2018/12/26，我的客戶打輸了官司，失去了她對於她女兒的扶養權，我並不是非常自責，因為
              我清楚地知道，對面的律師收買了法官。（金額大約是三萬元）
  2018/12/25，聖誕節，就是個普通的聖誕節，和女友一起吃飯，送些禮物給她，互相牽著手取
              暖。
   2018/12/24，和我的精神科醫生見面，一如既往的討論了我的工作和睡眠。
   2018/12/23，普通的一天，我甚至想不起來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一片空白。
  2018/12/22，普通的一天，我甚至想不起來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一片空白，我想再往前的日
              子也是如此。

距離     尚瑘

總說時間會沖淡一切
但距離比時間要來的可靠
平常覺得厭煩的事物
只要保持距離
都會變得不重要
思念會蓋掉壞的一面
只剩下好的、值得你回想的

平時不善言辭的父親
深夜裡傳來訊息
睡了嗎
想你
潸然淚下

以前總覺得父親難以親近
想來是空間關係使我們有所變化

和家的距離是 335 公里
心不受控制地橫越海洋

斷訊     珂雨

想打一通很長很長的電話給你
邀你和我共賞今夜的星空
伴著雲霧爬上山頂的日出
將世界燃燒成灰燼的落日

想打一通很長很長的電話給你
和你說說傍晚滂沱的大雨
清晨被露珠沾濕翅膀的鳥
夜裡迷失了方向的螢火蟲

想打一通很長很長的電話給你
我自顧自地說著
耳邊卻傳來一聲聲：
您撥的電話無人接聽
而我早已無法確定
是我的指頭忘了如何按下你的號碼
或是你忘了怎麼接起我的思念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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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活在這個世上
有那麼多悲傷
有太多時候，情緒都太惆悵
找不到一絲光亮
或是無法發光

破碎的時光
促使我逃亡
緝拿令一網
捉不住我無止境的憂傷
卻讓我只能和沉默對望 用荊棘將自己捆綁

再窒息都不嫌誇張
掠過脊椎的冰涼
無從抵抗
一種失望

因為我弄丟了海浪
所以每個羅盤都弄丟了方向
因為我對自己撒謊
所以沉默把它變成我的信仰
祂把快樂放在天上
連月亮要摘都無望
月光 ?
只是淒涼

   我感受得到，倉庫外下起了雨，雨彷彿可以滲透倉庫的屋頂，一滴滴地落在我
的臉上，我的早起便是因為如此；老人依舊比我早起，一如既往地整理著倉庫，我
問他是不是下了雨，他的回答依舊是「不知道」這令我感到憤怒，難道他真的是選
擇性失聰嗎?當我和他並肩站在他的倉庫帝國面前，我能清楚地聽見雨聲。我問他，

腳印    千澈 

   陰翳的烏雲慢慢游移於天，在經過的大地上留下雨的腳印，滋潤乾燥大塊；袖

珍的機身悠悠擦過天際，於經過的蒼穹上添加雲的腳印，劃開廣袤青天；荏苒的時
光悄悄流逝於我們身上，在經過的歲月上留下喜、悲、成、敗的腳印，催熟稚時懵
懂、迷惘的我們。「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人生並不是行船，無法過水無痕；而是
腳踏實地，踏出屬於我們獨一無二的腳印。
　　人生恰似一場旅行：自出生以來，手中便拿著前人為我們親繪的地圖，向前無
畏的邁開腳步。但地圖僅僅是路線的縮影，真正的旅行是靠著自己的雙腳，實際去
探訪世界，踏出屬於自己的腳印。盛田昭夫的父親在他兒時便告訴他未來要接管家
族企業，然而努力學習公司經營方式的他，最後卻跳脫了家族企業，投入電子業的
懷抱；巴勃羅．畢卡索的父親看見十三歲的兒子所繪，便將調色盤、畫筆、顏料交
給畢卡索，並希冀他能繼承自己的畫風，但畢卡索卻熱衷於顛覆傳統，並開創出屬
於自己的藝術；亞伯特．史懷哲生在一個神學甚昌的年代，儘管質疑聖經，老牧師
卻要求他臣服於信仰以成為忠實信徒，但他並不盲目於信仰，而是選擇先後取得神
學博士以及醫學博士的學位，以關懷行動去證明基督教義。前人總是慣於替孩子們
謀劃，生怕他們一不小心走錯了路——但這趟旅行終究屬於孩子們，旅途中所踏出
來的腳印代表著的正是他們成長的足跡。
　　另外，當我們品嚐到成功的甜美果實時，腳印是勝利的附屬品，是在銀白雪地
中那一線潔亮腳印，回首即能感到欣慰；當我們品嚐到失敗的苦澀果實時，腳印是
初衷的提醒，是酷熱沙漠中那一行漫長的腳印，告訴著我們莫要輕言放棄。被稱為
「冰蝴蝶」的關穎珊，是活躍於國際溜冰場的溜冰健將，當她勇敢豁出去，連跳了
兩次最高難度的三旋跳，奪下世界花樣滑冰錦標賽冠軍時，喜極而泣的說：「因為
我不想等到失敗，才後悔自己有潛力卻沒有發揮。」對於成功，她回首看望過去勇
敢踏出的腳印而感到欣慰。而「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女人」蔚瑪．魯道夫的幼時，儘
管早產、麻疹沒有帶走她的生命，卻也麻痺了她的左腿。想成為「跑得最快的女人」
的她十三歲時參加的第一場賽跑卻是最後一名，甚至是後來的幾次比賽也都是墊
底。但失敗的苦頭並沒有擊退她，周圍的人勸她放棄，她卻仍然堅持要完成她的理
想。最後，她成功了，更為美國奪下了三面羅馬奧運會的金牌！對於人生旅途中的
失敗，蔚瑪．魯道夫望向這一路走來所烙下的腳印，尋回了堅持、自信、勇敢，繼
續向前跑，在奧運歷史上，也留下了「奇蹟」的腳印。
　　塞內加說：「那些難以忍受的，將被甜蜜地憶起」人生的旅途縱使漫長，卻是
必須親自去探訪並留下足跡的，而無論成功的香榭大道或失敗的顛簸石路，過去所
遺留的腳印都將成為我們甜蜜憶起的媒介。

6

我想他沒有如此多的體力能監視我是否入睡又要比我早起來管理那些箱子的進出。
   我嘗試問過老人，他從前的職業是什麼，他看起來並不是一輩子都從事倉管這
個職業，有些時候我甚至能從他的背影看出一些模糊的故事；老人的回答並不是一
如既往的不知道，而是「不重要」。我不明白是因為老人現在沉迷於做一個背箱人，
還是他的過去帶給他太多痛苦以至於無法回想，我無法確定，因為他的情緒仍然沒
有起伏，他的眼神仍然只有平淡。
   我不是老人，因此當我談起我本來的職業與生活，我並不能像老人一樣平淡。
我會有些激昂，甚至有些悲傷，總之我過去的生活並不是如此讓我滿意。我是一個
律師，我不太想用「曾經」因為我想我只是暫時離開這個職業。在我還是律師的時
候，我過著令人稱羨的生活，一個漂亮的女朋友，一個高昂的聘僱費，一部名車，
一棟豪宅……。總之一切都是人們所說的「高檔」，一切在外人眼裡都是華美，但
是在我眼中不是如此；在我眼中，那些奢侈的物質，終究只是物質，我試著想要從
我那狹隘的世界裡找到一些精神上的滿足，但是很顯然我不能，在大多數時候裡，
我的生命，充滿空虛。



沒聽見雨聲嗎 ? 他說，聽見了，那又怎樣 ? 外頭的世界與我的工作有關嗎 ? 老人只
是繼續背著箱子到正確的角落，我卻愣在原地，我已經分不清楚我現在的情緒是憤
怒還是傷感，如果是憤怒，那我是為誰而憤怒 ?如果是傷感，那我是為誰而傷感 ?
   當我還在外頭過著那樣的生活，我總是被雨天影響著，以任何的形態。我感受
不到像老人一樣的平淡，陰雨還是天晴，滂沱還是綿密，都會劇烈的影響著我，甚
至影響著我的工作，我的愛情。其實不只是雨，這個世界的萬物，無論光明或是黑
暗都吞噬與反芻著我的胸膛，反反覆覆；無論天使或惡魔都將我丟在天堂與地獄的
邊界，搖擺不定。老人的平淡令我意識到我從前那個隱隱為傲的生活是多麼可悲，
我以為我拿了錢買下了世界，可是我買到的終究只是物質，我的心呢 ? 早就被我自
己獻祭給世界。
   我意識到了我對於這個被這個世界統治的無能，我開始狐疑自己是笑話，我是
笑話嗎?也許是的，依靠著別人搭建的世界，貪婪的想獲得些物質，想獲得些成就。
走著別人走過的路，停在這個世界的中間，嘲笑著底端的貧賤，仰望著高處的輝煌。
是的，我的生命，我的這半輩子都是個玩笑，我開始意識到其實我的生命也不比那
台老電視機裡的鬧劇正常，甚至遠遠比它們荒唐。我打開了電視機，它的雜音依舊，
畫面也是一如既往的黑白，劇情呢 ? 客觀來說還是一如既往的荒唐，但是在我的主
觀意識下，那些荒唐相較我的生活是正常，我甚至羨慕著他們的正常。我的生活 ?
對此刻的我而言是原子筆留下的痕跡，擦不掉，用上立可帶也有著修改的印記，終
究無法抹滅。電視機仍舊開著，但我的注意已經從其脫離，那我在思考些甚麼 ? 那
不是重點，也不是我或者任何人需要的答案。
   「你變了 !」電視機裡女主角的大喊將我從睡夢中驚醒，這很一如既往。但是在
這裡很罕見，我在這裡從未睡於床鋪以外的地方，今晚卻在電視機前睡著，或許是
昨晚的那些太困難的問題致使我的大腦沒能將我拖回房間睡覺。這是我起的最早的
一次，我不知道能不能用「早」來形容，因為現在是凌晨三點三十，或許對過去難
以入眠的我來說，這個時段是「晚」。拋開時間是早是晚的問題，驚醒我的或許更
需要被記錄，那口音太熟悉了，是她。只有是她，才能將死寂的宇宙劃開；只有是她，
才能將黑夜變得無比絢爛。是的，肯定是她 ! 我更投入於電視機的劇情了，我需要
找出剛才發出那三個音節的女人，太需要了，我相信我不是幻聽，亦不是作夢，因
為那聲音我可以非常肯定是來自於我面前的那台電視機。是的 ! 真的是她 ! 我看見
了，那是我給她買的鞋，雖然只是一個角落，但是我十分確定就是那雙紅色高跟鞋，
一定是她 ! 我需要更多畫面，我要看到她，我太思念她了，快阿 ! 為甚麼鏡頭停滯
於現在這個男人身上?我需要看見的是那個女人，這個頹敗的男人並不是我的目標，
他雖然也萬分眼熟，但是我要找的不是他而是她 ! 等等，那個熟悉的男人……怎麼
可能 ? 我不是在這裡嗎 ? 我並沒有參與過任何電視節目的錄製，可是那個熟悉的男
人……是我。
   不應該是這樣，我怎麼會出現在電視機裡頭 ? 或許那個男人只是長得像我，我
應該相信如此，而不是讓我持續保持在這種恐慌的情緒裡。但是那一切，是巧合嗎?
那個熟悉的聲音、那雙高根鞋，甚至那個熟悉的路口，這真的是巧合嗎 ? 這是理所
當然的巧合嗎 ? 不，現在不是思考這些的時候，我得找到那個女人 ! 我努力將注意
力集中在電視畫面的每個角落，我還需要更多畫面，我得確認那個女人究竟是不是
她。電視機的畫面卻始終停留在那個和我充滿巧合的男人身上，沒有任何其他新的
資訊。
   我肯定不是我，也不是任何人，電視轉台了。我不能很明確的說它轉台了，因
為畫面依然黑白，依然是那套情境鬧劇，但是視角換了，有一種被切換的感覺，更
明確的說並不是轉台，而是被剪接。視野是一個人，就是所謂的第一人稱視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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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果    皓洺

   用最後三十元換來的情人果口味冰淇淋，把夏日的炙熱溶成了綿密的沁涼感，一旁店內的老

闆大嗓門的推銷著冰品，突然回過頭問了句：「好吃嗎？」我點點頭，他又問：「有沒有像戀愛
的滋味？」我愣了愣，笑著邊搖頭邊說聲沒有。老闆也沒生氣，笑著開口：「那好，代表你沒有
談戀愛。」我顧著傻笑，忘了回答。要是我那小 A 朋友在場，必是要笑我那憨呆憨呆的笑臉了：
「不懂人情事故，也不給老闆捧場。」隨後定搖首攤掌，語帶慵懶的嘆了口氣，一句：「朽木不
可雕也。」可我想到了，那個長得一臉斯文、面貌姣好，卻始終都在失戀的花心大蘿蔔，還有那
個繞了一大圈，最後還是跟了個毫無霸氣的沉默男的女同學，我還是不明白愛情。所以，我沒辦
法一臉屁癲屁癲的笑著說有。
   就如同大多數渴望愛情的同期女孩們，我也有所謂的少女情懷。但戀愛，倒真沒談過。大概
便是天時地利人和中缺了幾味藥吧，就像課堂上老師說的：「對的時間，遇上對的人。」缺了幾
味，便難以藥到病除。我便想起了電視劇《一把青》裡頭的朱青，那個時代動盪的一九四幾，一
個決定便能左右一生，朱青，一個女大學生，在無盡的茫茫人海中尋覓到了那甚至稱不上是一面
之緣的飛行員郭軫，開始了他們轟轟烈烈的愛情，但國共內戰開打，朱青失去了郭軫，也賠了她
的青春，也許是他們生錯了時代，所以只能以悲傷收場，要不一南一北的兩人都見著了面，怎就
熬不過後半生。我又想起了那個毫無霸氣的沉默男，那個女同學喜歡的是那種霸氣型的，可我見
他們倆人怎看都該恰合的，卻偏少了一味藥，調不合，我看的都急了，偏偏沉默男依舊故我的沉
默，女同學的妹妹也看急了，乾脆直接電話理論起來，原本大家都以為最終是真心換絕情了，沒
想到兩人竟真合了，現下想想，當初那「皇帝不急，急死太監」的心境，反倒沒有沉默男的眼光
放得遠，時間一到水到渠成，甚是高招。
    小 A 要我別為那折磨人的少女情懷折騰了，早抽身便是，單戀傷身，別人無聊還笑你當花癡
呢，賠本事不幹，你快點兒跟上吧。見她一臉慵懶、句句精闢到位，一針見血，真是不鳴則已，
一鳴驚人啊！我幼小薄弱的自尊心在她面前只能跪地求饒。是啊，現下的愛情還不知挺不挺得過
畢業分手潮呢，急著把自己推入深坑是活得太閒，怕痛怕被罵怕傷心，還挖坑給自己跳，你急著
博愛犧牲也沒人幫你寫入史書的，急著跳做甚麼，跳心酸順便笑掉別人大牙啊！吐槽自己吐槽的
都感傷了。看著自己喜歡的人把他的愛人一個換了一個，你不搖頭別人也幫你搖了，他傷心落寞
失望難過，自己也在憂愁裡千迴百轉，順便加著他的憂愁一起轉，轉暈轉累了，他也不曾回過頭
見你一次，不累嗎？累，我累了。我又想起小 A 的話：「忘了吧。」是，我想忘了，忘了也好，
不對的人，八字少了一撇就是一撇，強求不來的。
   你知道情人果冰淇淋的味道是什麼嗎？一點點酸，混著甜味，但更多的是發泡了的奶油味，
甜膩膩的口感，再搭上果粒恰到好處的軟硬，是會讓人著迷，這樣的味道是不是愛情我不知道，
但綿密的一進嘴便化了，很不踏實，好像沒進到嘴裡，握在手中，很快便溶了，溶了便是一灘黏
膩的淡綠色水，到了腹中也不能溫飽，像是一場夢，夢醒了，就什麼也沒有了。我聽人
說過愛情，有人說，愛情的前半段是熱戀期，愛得死去活來，非你不可，像是甜水，
甜到會膩，但當下是不會感到膩的；接下來便是過度期，感情會淡，好比糖水被放
在水龍頭底下，就是糖漿也會被嘩啦啦的龐大水流量沖淡；接踵而來的是磨合期，
爭執、怨對、冷言相向……那是加入鹽的苦澀，熬過了便海闊天空，熬不過就再見
不連絡。那麼情人果冰淇淋是愛情的哪一段？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奶油味太重，
吃多了會變胖，所以可能不太適合我。
   我太自由，那些愛恨情仇不能束縛住我，我更寧願讓大把大把的時間，消逝在
親人與友人的陪伴下，或是獨自一人的明媚天晴之中，所以我還想流浪，情人果的
滋味，對於現在的我只適合放在愛情小說的結尾語。或許吧，哪天我會選擇停駐在
誰的港灣。只是現在，我更想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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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確定這個人是一位女人，從她視野內可及的衣著部份，以及時而遮擋住鏡頭的
頭髮，這個視野是來自於一位女人。她正走著路，但是我聽不見她的步伐聲，因為
那被她的啜泣聲掩蓋，畫面有時會變得模糊，我想那是她的眼淚蒙蔽她雙眼的瞬間。
她左轉了，走進一間公寓，令我十分眼熟的公寓，是十三樓嗎 ? 在她等待電梯的時
候我做出了如此猜測，我太熟悉那間公寓的十三樓了，我去過無數次，她必須去
十三樓。電梯來了，她迅速地進了電梯，她按樓層時視野被她的淚水弄模糊了，我
沒法看清她按下的是幾樓，不過我可以確定的是她按下樓層之後就蹲了下來，盯著
電梯的門縫看，啜泣聲逐漸變大，甚至開始嚎啕大哭，是 ! 就是她 ! 這個聲音 ! 是
剛才那個女人的聲音 ! 是我的女人的聲音 ! 電梯門再次打開，她緩緩地站起並且朝
那間我過於熟悉的套房移動，她打開了房門，脫下了那雙紅色高跟鞋，沒錯!是她!
真的是她 ! 我激動地叫出聲來，這一切並不是巧合 ! 是真實 ! 是我在外面生活的荒
唐，是我在外面生活的狼狽，我必須去跟老人說這件事，他肯定知道些甚麼，關於
電視裡的這一切，他肯定知道些甚麼 !
   倉庫的大門轟轟響起，有人打開了倉庫大門 ! 我得出去一趟 ! 我得去告訴她，
有人正在監視著我們，太危險，太病態了。光照進倉庫裡，並不是像陽光那樣的光
源，而是類似於探照燈，打亮了大半的倉庫，老人的房間裡也跟著起了動靜，是有
人來救我出去了嗎 ? 老人要阻止這場救援嗎 ? 憑藉著他孤老的力氣嗎 ? 我躲向電視
機後方，不能被老人看到我目前的所在位置，這不利於我被救援；老人緩緩地打開
房門，緩緩地走到敞開的倉庫門前，面對那樣的強光，他的手並沒有半絲遮掩，他
似乎早已習慣這樣的強光了，一個健壯的男人從強光後面走向老人，和他打了招呼，
並且向強光打了手勢，又是一陣聲響，滿滿的箱子開始從倉庫大門進入，我意識到
了那道強光並不是任何用來拯救我的信號，僅僅只是用來輔助箱子出入。我方才豎
起的每根神經，在得知我沒有獲救可能之後又變得疲軟，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
問題，這個倉庫的環境讓我總是處於安逸的狀態，這數個月以來，我的恐慌症不曾
發作過，我的心情也不像一如既往地那樣憂鬱，如果屏除今天發生的一切產生的激
昂以外，我的情緒波動也不如以往那樣強烈。我開始了解老人為甚麼能完全沒有情
緒起伏，因為在這裡，儘管是我，情緒也平靜地像極直線。
   「都起床了就來幫忙吧 !」老人捺住了我的肩膀，我著實有點震驚，因為我以為
我隱蔽的非常好，而我卻在剛才分神思考那些情緒問題時露了餡。我只能點點頭，
同老人一起走到那高聳入雲的箱子前，開始整理。我模仿著老人的姿勢，照著老人
從前向我述說的方式，將那些箱子放到正確位置，我有太多疑問需要透過老人解答，
但是當我背起一個個笨重的箱子時，我卻又覺得那些疑問並不重要。「人有七情六
慾。」老人徐徐說道「這些箱子裡裝的就是那些，那些喜怒，那些哀樂，那些愛恨
情仇，全都裝在這了。」「我們在這裡不帶一絲情緒地擺放著這些，或者極端，或
者平穩，我們都在這裡不帶一絲情緒地整理，這是我們的工作，將它們擺放正確再
看著它們進出。」老人說著這番話時，一如既往的平淡，可是那股平淡，令我覺得
總有甚麼潛藏在那股平淡背後。
   晚餐時候，我問了老人，這次他的回答不再是「不知道」，他打破了他的一如
既往，但是也顯然不是正面回答。「冷體動物」老人只是回答了這句，或者說這個
名詞。我問老人的同樣是工作，但是不是從前，是現在。老人說出這個名詞時沒有
情緒波動，我知道老人成為背箱人絕不是和任何冷血動物有關，而是他自己，我忽
然有種大徹大悟的感覺。我們，是同一種人。從前的我們，都同樣隨著這世界的風
浪漂泊，我們的愛，我們的焦躁，從來都是居無定所，從來都不是取決於自己，而
是星星的移動以及野獸的咆哮。我們壓根不屬於恆溫動物，我們的一切能量，一切
光芒，皆來自他人的眼光，以及他人的嘴角。「那是你最後一次看到了。」老人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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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匙指向電視「你在外頭的紛擾、你所愛的人、你心靈所寄託的物質，都是你最後
一次看到了。」我放下筷子，看著老人滿是皺紋的臉「從你進來開始，你就注定要
與外面那個雜亂的世界脫節，不過沒關係，我們從來都不需要擁有情緒。在這裡，
我們只需要看著別人的心情進出，看著別人的生活是如何離奇。」
   我開始能明白這一切，明白為甚麼我會進來這間倉庫，明白為甚麼老人的生活
只有平淡，明白為甚麼那台老舊電視裡的劇情是如此荒誕；我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
我接受了這份事實，我接下了這份工作，是以老人那樣一如既往的平淡將這些全盤
接收，不需要有任何反抗，因為我知道我和老人這樣的冷體動物，生來就是適合做
這份工作，我們並不像那些擁有荒誕生活的人，他們的生命比任何一部小說都誇張，
因為他們不需要考慮任何邏輯問題，而我們卻被那些不需要符合的邏輯所綑綁，最
後被自己綁架，最後，成為背箱人，一個不帶任何情緒的，背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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