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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現在

我跟蹤你。從下班後到深夜的現在，你還是如往常一樣，一點變化都沒有，而我就在要安心離去

之時，卻在離你一個街口外，親眼看見你挽著一名男子，親密並肩走進一間汽車旅館，霎那間，

我震懾住了。

「希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樣。」我在心中強烈祈禱著。

過去過去

我是一個容易深陷愛情泥淖的女人，在我短短的25歲之間，我已經被數十名男子給傷害過，每段

戀情就如同花開一般，盛開即凋落。在我心中，我仍深愛他們，他們對我來說都是如此的重要、

如此的珍貴，然而他們卻選擇一次次地傷害我，不知是那些男子太輕浮？還是自己太執著？ 

每次戀情一遇失敗，我就馬上選擇搬離現居地，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繼續生活，怕那些甜

蜜的過往令我觸景傷情。一年前，我同樣又被男人給背叛遺棄，於是，我搬到一個陌生的城市，

這裡我不認識任何人，也沒有任何人認識我。我即將展開新生活，在我內心深處既期待新戀情，

然而又怕再一次被傷害。

又是一個炎夏午後，我踱步在市區街頭毫無目的地閒晃，太陽曬得我突然有些暈眩，舊疾似乎即

將復發，我趕緊走進一家冷飲店，點了一杯沁涼的飲料來消解體內的燥熱。坐定之後，我趕緊打

開皮包，快速將藥吞下，我不想讓人發現我的異狀。

「小姐，妳的＂冰火＂來了。這種飲料顧名思義就是消解妳體內的燥火，但消不掉妳內心的慾火

喔～」你微笑解說道。

我瞧了瞧你，臉上不禁浮上一抹羞臊。我的第六感知道你即將是我的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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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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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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的眼睛很漂亮耶！但是小姐…感覺妳活的很不開心喔，開心點吧！不然就浪費妳美麗的眼睛

了。」你又繼續說道。

從此之後，我每天都固定在同一時間光顧。久而久之，我的第六感也就靈驗了。但是你卻從不開

口約我出去，我們相處的時間就是在我光顧店裡的時候，而每次在店裡時，你只是笑著對我點點

頭，打聲招呼。我不以為意，在心中默想：或許你是怕被店裡的人發現，工作就不保了吧！

和你在一起也三個月多了，但我從未與你單獨出去過，也從未去過你家拜訪，雖然我知道你獨自

一個人住著也知道你家在哪裡，但是，我絕不會魯莽直撞去找你，因為根據我以往失敗的經驗，

我知道，總有一天你將會牽著我的手帶著我去你家。

我們愛得如火如荼，就算在店裡，我們依舊能彼此傳達愛意。你同我在廁所交歡，我們不顧一切

地在狹小空間劇烈的造愛，弄得到處都是我們彼此的愛液，你讓我激起無限愛的慾望，我也挑起

你打從心底的慾火。往往交歡過後，你讓我躺在你的胸懷上，而你總是愛憐著撫著我的唇，在我

耳盼留下綿密愛的細語。在我們相處的這段過程當中，我已發現你與我以往交往過的男人有所不

同，他們無法跟你比，因為你在我心目中是第一重要，而我也相信，你也是這樣想的吧。

「只要你愛我，一切就夠了。你絕對是我這輩子最後一個男人。」我認定心想。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你對我的感情漸漸疏離，原先，只是覺得你店裡工作比較繁忙，後來在我

觀察之下發現你有些不對勁的地方。我開始起疑，認為你有了新歡。

我心中開始產生不安，不安的感覺常使我舊疾復發，我需要趕緊吃藥。

在一次看見你與女孩子互相勾肩搭背，在店門口外彼此親密長談後，我的焦慮油然而生，對你的

信任感也漸漸動搖，但打從心底，我仍是深愛著你。我也知道你也是深愛著我，只是現在的你需

要休息罷了。

但自從那次之後，我便尾隨在你身後，我發現你與一些女孩子特別親密，起先，我有些許不快，

但後來發現你從不踰矩，你們僅止於朋友之間的關係而已。於是，我體諒你需要一些異性朋友，

開始對你放心，我知道你是愛我的，你絕不會背叛我！於是，我停止跟蹤，對你的信任感又一點

一滴的回復，我每天最開心的時候就是到店裡向你報到。

直到今天，你突然不理我了，我像空氣般被你漠視，我不知道我哪裡做錯了，我坐在店裡完全不

知所措，眼淚因此不斷撲簌簌地掉下來。我在心中不斷推演著你我分手的畫面，你曾抱著我說過

：「要在永遠在一起！」這句承諾你還記得嗎？我心中開始產生最壞的想法，最後，我瞧見你與

一名女子彼此擁抱著，兩人親密的程度讓我的世界開始瓦解。 

「難道你無視我對你的信任嗎？」我在心中崩潰吶喊。

我的第六感告訴我，今天絕對會發生大事情。為了挽回局面，我待在店內直到店裡打烊，我決定

要跟蹤你，因為我已認定你下班後絕對會跟那賤女人出去幽會。

現在現在

我屏著氣，偷偷跟上你倆的腳步。你們在房門203停下來，彼此靦腆相視而笑，然後，開門進去

。

躲在遠處的我，現在已經無法止住淚水，地板上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淚花。我強忍著背叛帶來的

悲痛在你們房門停下，我摀住我的口鼻，為的不讓啜泣聲驚擾到你們，也不想讓我的倔強因懦弱

而瓦解。

突然之間，四周靜得不可思議，我劇烈的心跳聲早已傳遍整個旅館走廊，不斷抨擊、迴蕩，耳鳴

造成我暈眩，緊張使我口乾舌燥，讓我不斷反胃乾嘔。

我的世界終究再一次瓦解。

房內不斷傳來你們兩個嬉鬧聲以及嬌喘聲，我厭惡的別開臉，輕輕倚在門板上，感受背叛帶來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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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巨浪的痛襲。

「果然呵…」我冷笑。

房內依舊卿卿我我。我深吸一口氣，將思緒一絲一縷安置妥當，讓心智整個封閉，不再讓房內的

絲毫動靜打擾我接下來的行動。

我拉開我的大皮箱，拿出事先打好的萬用鑰匙，悄悄地將房門打開，我輕掂腳步，一步一步接近

你們。

床上的兩人交織相纏，彼此難分難捨，如此污穢不堪的身軀令我感到極度厭惡、作噁。在一旁早

已按耐不住的我，悄悄拿出皮箱內被我磨利的尖刀，向你的”親密愛人”砍去，男人來不及反應，

當下第一刀就已被我置於死地。我失心瘋地在他身上砍下四十四刀，男人的血如柱的朝天花板噴

去，鮮紅的血迅速將被單染成大遍大遍瑰麗濃稠的色彩，我望向我的愛人投以熾熱的眼神：「這

是我對你至死不渝的愛」，我讓地上的玫瑰血花見證我倆的愛情。

空氣中瀰漫著濃稠的血腥味，這刺鼻的腥味不斷刺激我的嗅覺、我的腦神經細胞，讓我持續極度

興奮高亢的狀態。這樣的刺激讓我不斷在他身上又落下數刀，而男人早已在床上斷氣好長一段時

間…

「呵…我還是贏了…」我在心中不斷興奮吶喊著。

在一旁的你早已聲嘶力竭，你睜睜地看著我的所作所為，我想你是嚇傻了。你倚在床下的牆壁邊

，瞪眼張口的指著我，全身不斷發抖，看得出來恐懼已經佔據你整個腦袋。我用餘光揪了你一眼

，便停止了手，緩緩走向我的愛人。

我躺在你的胸懷裡，感受你急劇的心跳上下起伏著，我愛憐的望著你，手指輕輕在你臉上劃過。

最後，將手指輕輕停駐在你的眼。

「別了…我的摯愛。」我眼睫低垂嘆息說道。

我迅速的將佔滿大量麻藥的溼手巾緊緊摀住他的口鼻，你劇烈的掙扎著，不斷扭動，我花了全身

的力量好不容易才制止你，這耗費我所費不貲的麻藥終究發生效用，你漸漸昏沉過去。

我輕輕將你的身軀平置在地毯上，並瘋狂地不斷親吻你。不知過了多久，你的嘴早已被我弄到紅

腫不堪，嘴角還滲出一絲血水。

「請原諒我，寶貝，我只是想做個最後的道別。」我悲傷說道，依稀感受到眼角微濕之感。

我從皮箱內拿出小尖刀與玻璃罐，用小尖刀小心翼翼地剜掉你的雙眼，將它置於罐內。我拿高罐

子，在燈光下晃了晃，確保它真實無誤地待在罐內，唯有眼見為憑才能馴服我心中不安燥動的疑

慮。

「你的眼將永伴我身旁，我要你永恆地看著我。」我在心中暗暗說道。

接著，我將你的髮用削刀一撮一撮的刨削下來，我整齊的束成一大把，湊至我的鼻深吸一口氣，

慢慢吐出，我不斷循環這兩個動作，為的就是讓氣味不斷迴盪在我鼻腔內，讓這美好的味道長久

記憶我的體中。

最後一個步驟了…這是最精彩也是最令我興奮的地方。

我順著里肌紋路將你胸膛大片皮膚刨下，屏著呼吸小心翼翼地不讓尖刀劃破你完整的肉體。我將

割除下來的皮膚，稍稍地抖一抖，讓它透透風，晶瑩剔透的皮膚在燈光下顯得清白聖潔，我用舌

尖舔去皮膚上的斑斑血跡。我將那片皮膚浸泡在充滿福馬林的玻璃罐裡，在罐上用你的血寫下了

你的名字。

「這裡是屬於我的地方，我絕對不允許其他人佔用它！」我將罐子捧在手心上，並對著他的屍軀

微微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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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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成了我完美的復仇計畫，也是時候該離別了…。

我把割除下來的器官一樣一樣分門別類放置在皮箱中，再將兇器清洗擦拭收入箱內。我花了好一

段時間將現場還原，我把那可惡的第三者隨意丟棄在廁所馬桶邊，再將我的愛人放置在床上，替

他蓋上被子。

「現在你已完全屬於我了。」我在你耳盼說道，輕輕在你臉龐烙下一吻。

我扛起皮箱，隨手關上燈，不留戀地邁開我的腳步走出房門。

晨間快報

知名XXX汽車旅館，昨晚深夜遭一名年輕女子闖入，兩名男子在房內遇害。其中一名男子身中數

十刀流血過多致死，另一名男子則是被挖空雙眼，胸膛皮膚被大片刨除。根據目擊者指出，該名

女子精神狀況似乎相當不穩定。歹徒手段兇殘狠毒，手法純熟，初步判斷可能與先前各地的變態

兇殺案有所關聯，警方目前正在進一步搜查，如有消息，將為您進一步播報。

回到故鄉，我有些許的激動，我趕緊吃下精神病藥物，這會使我的心情漸漸穩定下來，但同樣地

也讓我身心具疲。我走到一塊我小時候常去的空地，在一棵大樹底下，埋藏著我數年來的秘密，

我刨開地面，地底逐漸出現數十罐玻璃罐，刨了有段時間，我有點懊惱找不到空的位置。終於，

我找到了一塊空的位置，但也離大樹有段距離。我將新到手的玻璃罐舉起深深地一吻，將之放入

地底下，撥土掩埋。我像小孩一樣回頭奔向大樹，緊緊地抱住大樹，用力地在大樹身上深深地吸

氣。

「媽咪，妳說得都是真的。男人真的很不可靠。」我泛著淚說道。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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