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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下長日的假面脫下長日的假面  奔向夢幻的疆界奔向夢幻的疆界…
 
稚氣而蠱惑人心的嗓音傳來，床邊的手機閃爍著淡淡藍光，按著似乎是帶點興奮的節奏。近乎直
覺地閃過這樣的念頭。是那個男人。
 
這首歌是那個男人硬要自己換上的，說是最喜歡的樂團。
 
「要遲到了，我在外面等你，快點下來！」
一如往常的詞句，一如往常的時間。
 
腦中浮現鮮明的畫面，男人倚在自家門邊，耳機裡播著最愛的動感舞曲──跳舞，是他的生命。亂
糟糟的黑髮隨風飄逸，制服一定不會紮進褲子裡，就像眼睛裡一定會包覆著一層柔軟的透明薄片
，心情好時，就會換上不同的美麗色彩。那人的身旁會停著一台腳踏車，把手上掛著他愛吃的早
餐。總是一樣的兩份。
 
算一算，那傢伙闖入自己的生活已經大約一年了，這種每天接送的戲碼也持續了與之對等的時間
，本來應該是遲到大王的他，從那時起再也沒被上課鐘聲追著跑過。
 
若問起他倆是什麼關係，他一定會回答：「是朋友啊，很好很好的那種！」
 
的確，他倆真的很好很好，那種氛圍，旁人似乎完全無法介入。那人總會知道他什麼時候餓了，
什麼時候生氣了，什麼時候需要安慰了；他也總會知道那人什麼時候想翹課了，什麼時候不開心
了，什麼時候不耐煩了…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而契合。
 
直到有一天，她出現了。
 
那天就如同往常一樣，早上他倆一起到學校，做著所有他們會一起做的事，但是到了放學的時候
，他倆並沒有一起回家。
 
「有人找我，你今天先自己回家吧…」那人滿懷歉意地說。
然後，那人往操場走去，操場那端立著個陌生的身影，一個清新可人的女孩。
 
那女孩的笑容，燦爛得彷彿春日的朝陽，刺得他眼眶發疼。
他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在血色的夕陽映照下，目送那人背影遠去，而感到有些寂寞的自己。

 

 

讓我品嚐這滋味　紛亂世界的不了解讓我品嚐這滋味　紛亂世界的不了解…

翌晨，熟悉的歌聲，熟悉的旋律。喚醒他的，卻是之前從未聽見的一段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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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23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怎麼這麼久才接，快遲到了啦，我在外面等你，快點下來！」

比平常稍晚的時間，那人的聲音有些急促，然而他明顯發覺，那個聲音當中藏著異於平時的愉悅

。

今天那人似乎有些不同，頭髮不如以往那樣隨風飄逸，直硬硬地閃著雕塑的光澤，想必是大量的

髮臘造成的。那人身旁依舊停著腳踏車，手把上依舊掛著熱騰騰的早餐，但不是習慣的兩份。

他接下那人遞過的、孤零零掛在另一邊手把上的起司蛋餅。

所以，當他看見那女孩等在校門口，他絲毫不感到意外。

「她是我的女朋友，我們昨天開始交往了！」那人興高采烈地說，然後朝著她走去。又是，那個

燦爛得刺眼的笑顏，那個令他感到寂寞的背影。

說實在，身為「一個很好很好的朋友」，他確實應該打從心底為那人感到開心。女朋友嘛，對男

生來說應該是很重要的，彷彿某種成人儀式，長大了，有喜歡的人了，有能力保護別人了，是多

麼令人雀躍的事。

但是他不能。他實在不能祝福眼前的兩人，無論內心或表面。雖然他不認為有了她，他們之間的

友情會有什麼改變。但是，每當看見那個肩並著肩的甜蜜畫面，他就是沒來由的不悅。

和所有情侶一樣，那人與她之間有種旁人無法介入的氛圍。

此時無論多好的朋友，也將列名在「旁人」之中。 

「你今天不用載我回去了，早上也不用再來了。」

「咦，為什麼？」

「你呆阿你，你難道不覺得你應該接你的女朋友嗎？」

那人的臉色變得有些猶豫，開始不知所措。

「那明天見囉！」躊躇半晌，他拋下這句話，而後轉身，頭也不回。 

難過、憤怒、委屈、忌妒、哀戚，現下連他也無法解釋自己瞳眸中的複雜。每種情緒彷彿都清晰

可辨，卻又無法清楚分別。

步履沉重，踏著走著，風不經海，拂過髮梢卻帶著溼潤的氣味。 

從無人能解的眼眸裡落下，淚，亦帶著所來之處的煩憂，沒入映著孤獨身影的河堤路。

 

隱藏自己的疲倦　表達自己的狼狽隱藏自己的疲倦　表達自己的狼狽…

慣常的稚氣嗓音，這個早晨手機又唱出了另一斷他從不熟知的歌詞。雙眼的刺痛使他難以睜眼，

只好用手摸索聲音的來源。按下通話鍵，熟悉的粗魯口氣從那頭傳來。

「你怎麼還沒來，都已經要早自習了欸！」他彷彿可以想像電話那頭的那個傢伙，匆匆地囉唆著

，有點抱怨，有點擔心……

他想起來了，從今天開始他的好朋友不會再來接自己上學。

那個有點危險的腳踏車後座從來都不會專屬於他，女朋友本來就該正當獨占。 

鏡中的他看來有些狼狽，紅腫的雙眼透露出主人的脆弱。他依稀記得那個模糊的夢境，夢裡的他

倆就與往常一樣，形影不離，彷彿世界從來就只圍繞著他們旋轉。那個人對他好像比平常更親暱

，總喜歡抱抱他，揉揉他的頭髮，然後，他甚至會聽見那人不斷的對他訴說「喜歡」的語句，喚

著他的名字。一切甜言蜜語聽來竟是那樣真切，那個男人，神情是那樣認真。夢裡的他，彷彿全

身都裹著幸福的光輝……

呵，多麼可笑。他如此自嘲。

但，這難道不是他內心最深沉的期盼，最壓抑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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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一連好幾天，他都等到第一節課上完才去學校，有意無意地。

那兩人的身影如此耀眼，令他無法直視，無地自容。所以他開始逃避，逃避那個幸福洋溢的空間

，逃避與兩人相關的話題，逃避關於那男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噓寒問暖。

他害怕，怕自己會忍不住懷念那人的溫柔舉止，忍不住用盡手段拆散這對熱戀中的愛侶，忍不住

蹦出什麼不該說的禁語刺傷對方，最後換來他最恐懼的、那個男人怨之入骨的憎恨。

喜歡也好，愛也好，放在夢裡，放在心裡，最恰當。

沒有告白的必要，即使他的左胸口感受到強烈的惡寒…

 

我需要愛的慰藉　就算那愛已如潮水我需要愛的慰藉　就算那愛已如潮水…

他醒來，醒於無夢的睡眠。帶著孩童般乳音的聲音似乎顯的有些沙啞，藍光無奈地閃爍著。他首

度聽見鈴聲末段的歌詞。響了多久了呢，這麼想著，他留意了會兒螢幕上的時間。他早已不習慣

如此早起，如同已不習慣聽見那個聲音。

「要遲到了，我在外面等你，快點下來！」既熟悉又陌生的一句話。

他有點不解，這個時候那傢伙實在不應該在這裡才是。

走出家門，他彷彿看見了過去的記憶。那人依舊倚在自家門邊，隨風飄逸的黑髮，包覆著眼瞳的

薄片，播放舞曲的耳機，身旁有腳踏車，以及早餐。早餐是慣常的，兩份。

他覺得有點鼻酸。

「你為什麼會來？」

「來接你啊，這幾天你都一直遲到，我有點擔心……」

「那你女朋友勒？」

「她今天會自己去學校，更何況我們吵架了……」

「…」

「走啦走啦，要遲到了！」

順從地坐上腳踏車後座，然後那人腳一踩，身旁的景色跟著動了起來。車子隨著踩踏的腳步搖晃

，微風迎面而來，吹亂騎行者的黑髮，陽光篩灑之下，那個身影顯得有些耀眼。他注視著那個背

影，這次他沒有感到寂寞。他的心跳極快，熱切而狂烈，他不知道要怎麼形容這種感覺。

身前傳來熟悉的旋律，依著熟悉的嗓音。

「我需要愛的慰藉，就算那愛已如潮水……」

「你真的很愛這首歌欸。話說我從來沒有一次把它聽完，最多就聽到你剛剛唱的那句。」

「真的假的，虧我還把你的手機鈴聲換成這首，我覺得這首歌還蠻適合你的阿…」

「……」

「昨天太近，明天太遠，默默聆聽那黑夜…」

歌聲繼續行進，他也就這麼聽著。

他漸漸明白了，自己與這男人的關係，從一開始就已經決定…

 

抱緊我　吻我　喔　愛　別走抱緊我　吻我　喔　愛　別走

抱緊我　吻我　喔　愛抱緊我　吻我　喔　愛… … …

有些喜歡和愛，放在心理，最恰當。 

這有點殘忍，也有點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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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這首徘徊在隱晦與直白之間的歌曲，是那人送他的。

那是不是代表，他可以繼續存著這份感情？

只要他一如既往，隱晦的愛著。

 

 

 

註：歌詞引用自五月天〈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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