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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幸福

2010-03-20  記者 林雨萱 文

「對不起，你是個好人，但我真的不想交男朋友。」我想交的是女朋友呀大哥！

當然，我沒有將後面那句心聲說出來。

對了，我是女的。

（攝影／黃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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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我就知道自己跟其他女生不一樣。

噢，好像也沒有很小，當我發現端倪時，是國中的事了。

猶記小學時，那是個男生女生壁壘分明的年代，男生欺負女生，女生討厭臭男生，就這樣一路打

打鬧鬧，直到進入國中，進入這個健康教育課本上註明屬於青春期而且還特別難搞的年紀，不知

不覺中，情況起了變化……。

「我喜歡程譯嘉。」那年，我們國二，當國小一起升到同國中的最要好朋友澐瑄，帶著略為羞澀

，鄭重而坦白的告訴我她這驚人的小秘密時，那一瞬間，我僵了。

冷靜、紀韋嵐、妳要冷靜、這絕對是小瑄瑄跟妳開的愚人節笑話不要太認真，她不可能會跟往日

的死對頭王八蛋臭男生在一起的，一定是愚人節的把戲……欸不對，今天不是愚人節呀！不行不

行，冷靜、冷靜、紀韋嵐冷靜。

「易、澐、瑄──」我冷靜了三秒鐘。

「嗯？」聰明歸聰明，但仍有天然呆屬性的澐瑄，果然沒有意會到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妳有沒有搞錯呀妳到底記不記得以前是誰把妳氣哭把妳的東西藏起來捉弄妳還笑妳笑起來眼睛

彎彎像狐狸然後大肆宣揚盡情取笑妳讓妳跑到我這邊找我哭訴的妳全都忘記了嗎現在是說妳喜歡

誰來著呀妳說說看呀說說看呀＠＃＄＃％＄……」暴風雨來了，我不帶標點符號不換氣連珠砲似

的翻起了陳年舊帳，期望點醒這隻迷途羔羊。

「是程譯嘉，我沒忘。」我們家聰明的狐狸小瑄瑄如此堅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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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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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妳還喜歡他！」既然她都還記得，我無力了。

「有什麼奇怪的？他功課好、運動也強、更重要的是有內涵，人也長得不錯，不只我，很多其他

女生也喜歡他呀！」

功課好？還好呀班上排名是有個前三沒問題的樣子，但澐瑄大才女妳的排名不都用全校算的嗎？

全校前三的幹嘛要稱讚那個跟妳還有段距離的小角色？

運動強？好啦這我承認真的滿強的，但這絕對是男女先天體型差異使然，我就不信他跟我們一樣

胸前帶著累贅而且全身長脂肪比長肌肉容易許多的情況下還可以比我強這麼多！

長得不錯？說實話我分不清他跟其他男生長得有什麼不一樣，不就兩個眼睛一個鼻子一個嘴巴然

後頭髮黑黑短短刺刺的這樣嗎？我還比較會看正妹……。

內涵？這比他帥不帥還讓我困惑耶……我從國小一路看上來一向只看到他這王八蛋欺負小瑄瑄的

一面，難道所謂打是情罵是愛此言真不假？

很多女生喜歡她？我大概八輩子都無法說出喜歡臭男生這種話了更別說那個王八蛋……等等！八

輩子都無法喜歡臭男生？我因為這個冒出來的想法停頓了一下，卻又覺得理所當然。

「而且現在跟國小的心理成熟度本來就不一樣，老師上課也有說過，佛洛伊德將性心理的發展分

成五個階段，國小的年紀是在潛伏期，會親近同性排斥異性，國中的年紀是在兩性期了，會注意

到年紀相近的異性，所以原本的排斥變成現在這樣子也是很正常……」

不愧是全校前三名的狠角色，連健康教育老師上課時不知道補充到的哪一國教材都記得詳詳細細

清清楚楚。正當澐瑄滔滔不絕的講述從冤家變成互相吸引，是多麼名正言順性情使然的同時，我

也在回想我剛剛的想法：

「我八輩子都無法喜歡臭男生！」

當然，這邊的喜歡是指小瑄瑄跟程譯嘉之間有的那種男女之間的情意，不是指友情。所以說我八

輩子都無法喜歡男生是不是有點驚悚？畢竟從小看到的結合都是一男一女，好像這才是理所當然

，但我卻無法想像這樣的組合發生在我身上，無法喜歡男生、對男生無法產生愛慕的感覺才是理

所當然的我，難道這之中發生了什麼問題，讓我跟大家不一樣，就算年歲增長，仍無法從澐瑄剛

剛說的佛洛依德的潛伏期在進到什麼兩性期的鬼嗎？

而且，我看到正妹、跟正妹互動的時候，好像還比較有歡欣雀躍的感覺，囧。

後來，在高中，我更確定了。在女孩那，我感受到了男生所無法帶給我的悸動，再怎麼平常的事

，有她一起之後，一切都新鮮了起來。從此更確定了我的不同常例，所謂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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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發現自己是同性戀，對我而言也沒什麼好困擾的，大概就像發現自己在蔬菜中比較喜歡吃高

麗菜一樣，然後不喜歡吃波菜，事情天生就是這樣呀！而且身為女生，還可以享有光明正大看正

妹，而不被不知情的人當禽獸的福利，多完美！

好吧，或許還是有點困擾，我承認關於出櫃──也就是向別人坦承自己是同志的時候，似乎不簡單

。

傳說中向朋友同儕出櫃是最容易的，我第一個出櫃的對象就是狐狸，也就是澐瑄，狐狸這綽號明

顯的是程某人的遺毒。我高中交了第一任之後就跟她出櫃了，雖然那時跟她不同學校，但因為是

手帕交的緣故，也不是刻意，就這麼自然而然地在閒聊中跟她出了櫃。

記得當時是在即時通上，許久不見的我們聊著最近過得如何、發生什麼趣事之類的，我很自然的

就打出「我女朋友生日」、「我趁她閉眼睛許願的時候把奶油抹在她臉上」、「然後就被她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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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串文字在對話框中，好像是在跟一個已經知道的人聊天一樣，等文字全都亮在對話框中才

想起「耶？所以我現在算是在跟她出櫃嗎？」

而她的回應則是「哈哈，那小嵐算是被家暴了嗎XD」然後接下來又很自然的繼續閒聊下去，我的

第一次出櫃就在這種彷彿聊著「今天天氣真好真開心」的氛圍下安然畫下句點。

直到我們很有緣的上了同所大學以後，狐狸才有再問我深一點的問題。

「所以妳是T還是P？」狐狸這樣問我。

「我是不分。」所謂不分，就是沒有明確的把自己分在哪邊，之中不乏可T可P。

「……？」果然狐狸露出了困惑。

「簡單來說，反正我愛的就是女人。」

「那……妳家人知道嗎？」她又問。

噢買尬，狐狸問到了一個關鍵的問題，也是我的死穴，就是我親愛的爹親娘親，傳說中跟父母出

櫃絕對是出櫃排行榜中困難度最高的前幾項，但那次不是我主動出櫃，是被迫的，都要歸功於我

們食古不化思想封閉的班導大人。

猶記當年，班導終於發現了我跟阿閃的感情好到不太像純純的友誼，於是她發揮了追根究底的偵

探精神，很沒道德的趁全班都朝會離開教室時翻我們的物品，仔細的從阿閃書包內的資料夾，查

扣到被阿閃刻意隱身在一堆考卷中的我跟阿閃之間流傳的小本子，她翻閱裡面內容後證實了她的

猜想，便氣急敗壞大發雷霆，除了把我們兩個叫去教訓外（同性戀是病！是變態！不正常！），

還當場致電通知家長，我就這麼被迫出櫃了。

（圖片來源／玫瑰蜂蜜pixnet）

「後來呢？」狐狸接著問到。

後來呢？當天我回家後，當爸媽問起時，我很敢作敢當的說是真的沒錯後，他們就沒有多說話了

，那晚的氣氛真的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姿，但最後山或雨終究是沒來，他們把我歸類成是「身

處滿是女生環境下的一時迷惘」，第二天還是保持像平常一樣相處，但那份刻意維持是難以掩蓋

掉的，而且從此以後，他們更會注意我的電話、信件、回家時間，同性戀也隱隱成為了家中的禁

忌話題。至於阿閃那邊就不像我這邊這麼好運了，她的家長跟班導的沆瀣一氣，逼迫阿閃跟我分

手，她家爹親甚至還動用關係將阿閃轉到另一所學校，企圖斬草除根，於是我們之間就這樣被迫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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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不是只是一時的迷惘，不但我自己知道，爸媽心裡絕對也有個底，不然也不會在我面臨政

大與交大的選擇時，用力鼓吹我選擇交大，明明以文組來看政大優於交大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總

之他們看重的是交大滿滿的陽剛氣，以及離家較近些，還有傳說中交大的學妹階層光速般的死會

速度，怕政大的陰盛陽衰會把我再度領向高中時期的「歧途」。

「而且大學了，可以試著交男朋友呀！」他們是這麼說。

親愛的父親與母親大人只是不願意面對真相罷了，這樣明知但卻故意選擇忽視，假裝我是「正常

」的，更令人難過，還慫恿我去交男朋友更是令人悲憤呀……。

或許他們的計畫算是成功一半吧，雖然沒能將我「導入正途」交個男朋友，但因為女生稀少，我

生性又宅沒多去認識人，所以到現在還是「乖乖的」單身，只有偶而偷看路上偶遇的正妹邊心裡

偷開著小花，以及跟著其他修課同學一起對女生籃球課帥氣的助教學姊犯花痴而已。

「不用擔心我哪天突然懷孕要奉子成婚不是很好？就算有了也是別人家的種！反正我本來就不用

傳宗接代，還可以多帶一個回來奉養他們耶多養兒防老呀！」我裝作氣鼓鼓的跟狐狸控訴，她則

笑著說我瞎扯。

「我明明就超中肯的好不好！妳呢？怎麼沒交個男朋友？我們的才女美人兒澐瑄在交大居然沒有

死會沒有人會信吧！妳還唸理工耶！」我帶著興味接著反問澐瑄。

「哈……隨緣囉。」狐狸輕笑回答。

要不是我知道這隻狐狸的底細，憑她的條件在大學卻沒死會我都要懷疑她也是同道中人了，但就

因為知道其中原因所以明白她不是，什麼原因呢？請參考網路盛傳的十二星座究極分析之水瓶座

，上頭指出每個水瓶座的心中，都有道難以忘懷的背影，她的那道很明顯絕對就是程某人，但這

兩個人之間的來龍去脈又是另一個故事了，身為手帕交的我只是希望她能夠再找到她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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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了，大學生活，二十一歲也就這麼隨著時間的轉動來報到，由於在寒假生日，因此理所當

然的在家渡過，當天晚上家裡的慶生大抵上還算愉快，只有在我有著白爛屬性的哥哥，很白爛的

向全家秀出要送我的生日禮物──保險套，嘴巴還邊白爛的嚷著：「咱們家的小韋嵐長大了，是時

候該預備預備了，以備男生沒準備時的不時之需呀～～～」的時候，氣氛似乎僵了一下，我馬上

不輕不重（應該是不重吧）的槌了他一拳（哥：好痛！），笑著回罵他思想不潔心術不正，再扯

些無關緊要的話，我根本不敢轉頭去看爸媽當時的表情。幸好接下來還是算順利的把蛋糕吃完慶

生完了，我們也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為了以防萬一，我還刻意睡到自然醒。醒來時，摸索手機想看我到底有多豬睡了多久的時

候，從枕邊意外撈到了一張小卡片，信封上的字我不用清醒起來辨認也看得出是出自媽媽之手，

但發現是來自母親大人的卡片這回事還是讓我嚇醒了，心跳加速的打開信封抽出裡面的卡片，再

打開卡片看裡面的內容，裡面文字很短，熟悉的字跡映入眼簾：

「孩子，只要妳開心，爸媽永遠支持妳，我們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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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黃艾如）

過了四年，他們最後還是放手了。
對不起，也謝謝你們，我也愛你們。

「套子呀？當然是我故意下的猛藥呀！拜託你哥哥我這麼的英明神武怎麼會故意做這麼白爛的事
？」事後，我去找哥哥秋後算帳，這王八蛋，明明高中的時候都鬧到家裡來了，怎麼可能不知道
他妹妹我是個同性戀！我最好是用得到啦！

「你本來就是個白爛！Ｘ險套你自己留著去跟別人肛啦！」說是這麼說，但我知道他沒有龍陽之
好，是個百分之百的異男。
「嗚嗚嗚……小韋嵐真是越大越不可愛了，還會揍哥哥嗚嗚嗚……」
「少在那邊裝哭！你的眼睛根本就是笑著的紀韋鴻！」
「唉呀被妳發現啦……啊好啦好啦我從實招來噢乖，不要瞪哥哥……」但我想他顧忌的不是我凌厲
的眼神，是我拿著他心愛的軍事模型的手。

「其實爸媽這幾年一直都有在想有在看，想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讓親愛的女兒會『疑似』是個拉
子，最後看到妳到『男校』都要三年了，這個傳聞中女生死會速度飛快的地方竟然都沒個影兒，
他們也知道自己該接受事實了，而且他們也知道你忘不了她。」

「什麼！為什麼他們知道？」哥哥的話讓我吃了一驚。
「小笨蛋，我們家的電腦是共用的耶，要做什麼不想被知道的事，搜尋引擎還是瀏覽記錄那些記
得清一清呀……」哥哥故做憐憫的看著我。

所以，意思是，我發揮宅功偷偷在搜尋引擎上輸入名字找她的下落、偷找她的部落格，還有其他
有的沒的的同志相關網站資訊等等東東，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其實這些爸媽都看在眼裡了？噢
買尬！

「就算一開始很難接受，但爸媽終究是我們的爸媽，愛我們這點是永遠不會變的，當他們的面故
意拿出那妳根本用不到的東西要送妳，只是『提醒』一下他們是時候了，不要再不面對現實不跟
妳講開，讓你們都難過，他們最怕的不過就是擔心妳未來的路會很辛苦罷了……。」

原來，哥哥平常白爛歸白爛，竟是看得最透的……
但我還是覺得送保險套這招爛透了耶！有點聯想力豐富，囧！

而且，我後來發現，保險套其實也不算用不到的東西，嗯，但這也是之後的事了。

「何況就算說要傳宗接代也是妳老哥我罩，完全淪不到妳來操心，妳就放心的的去找自己的幸福
吧！」在哥哥難得認真的神情中，我偷偷地感到一陣心暖。

「還滿需要操心的呀！我很擔心老哥你這麼白目追不到女生打光棍耶！沒有大嫂該怎麼辦才好呢
？」我故做煩惱的揶揄他。
「哎呀死小孩不要處我霉頭呀！」他叫道。
於是，我們笑著打鬧了起來，好像回到了天真無邪的小時候。

天很藍，雲很白，彩虹很美，不管未來找不找得到幸福，我想，有家人的支持，我已經很幸福。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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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黃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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