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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我願意 為你歌唱為你歌唱

2010-03-27  記者 許庭瑜 文

女孩希望，能夠為男孩唱歌，只為他唱歌。（攝影╱許庭瑜）

 

 

男孩希望  有人能夠為他唱歌

於是他向上天祈求著

每一天 每一天

都期盼著有人可以實現這個夢想

 

 

 

終於

一位少女出現在男孩的面前

 

我願意  為你歌唱喔

所以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男孩忘記了

忘記女孩是怎麼找到自己的

忘記自己最初衷心許下的願望……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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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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

 

忘記了女孩的名字

 

＊＊                                                                                                            

                                              ＊＊

『Miku--』男孩喊著，使得站在前方不遠處小山丘上的女孩回頭，兩隻長長的馬尾隨著身體的轉

動飄著，在空中劃下美麗的拋物線。

「什麼事，Master?」Miku嘴角微揚，露出好看的微笑，而眼前的這個男孩，正是自己的主人。

第一次相遇時Miku就知道，男孩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會為了他而歌唱，只為他歌唱……

『怎麼又自己一個人躲在這裡練歌了，』男孩稍嫌吃力地爬上Miku所站的小山丘上，詢問的口氣

顯得有些哀怨，『難道你不喜歡我為你準備的練習室？』

帶著責難眼神望向Miku的瞬間，男孩只意識到一片翠綠，但他不確定那溫暖的草色系到底是來自

於Miku本身，抑或只是周圍的草地反射進Miku的眼瞳中。

直到Miku瞇起那雙醉人的綠眼，男孩才發覺自己看傻了。

「不是的Master，我只是覺得這裡的天空很漂亮，如果能夠在這裡練習唱歌，或許就可以把這樣

的美麗景象保存在歌聲中吧，這樣一來，Master也可以感受到。」女孩說話時的表情很認真，「

而且，我也希望能夠把Master送給我的曲子唱到最好。」

這時男孩才發現，Miku的身旁散落著一張張的樂譜以及歌詞，每一隻曲子，都是自己親手寫下，

然後送給Miku的。想到這，男孩不知怎麼地臉頰熱了起來，於是趕緊轉身背對女孩，『趕...趕快

回家了啦，差不多要做晚飯了。』雖然聲音越來越小，但是男孩的這句話成功讓Miku轉移了注意

。

「呀～都這麼晚了嗎？」女孩趕緊蹲了下來，將一地的寶貝紙張收齊疊好，並抱進懷中。等到Mi

ku抬起頭時，男孩的手已經伸在眼前。

所以Miku笑了，笑得翻常燦爛，同時也把自己的右手交到男孩的手中。

「吶吶～Master，今天的晚餐有青蔥嗎？」

 

 

＊＊                                                                                                            

                                              ＊＊

唱歌是一件快樂的事情，Miku一直這麼認為。

唱的好的時候，Master會摸摸Miku的頭，給予稱讚；遇到瓶頸的時候，Master會熬夜聆聽Miku

的歌聲，將缺點都挑出來。

所以Miku最喜歡Master了。Miku也盡量把握時間練習唱歌，她想唱出Master期望的歌聲，為了

達成目的，不努力點是不行的，畢竟，Miku雖然有著好嗓音，卻沒有辦法像其他人一樣流暢地唱

出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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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Miku還是想唱歌，對女孩來說，唱歌是唯一想做，也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而且好像只有在唱歌時，才能夠展現自己的個性，沒有歌的自己，就變的什麼也不是了。」但

是為什麼會這樣呢？Miku總是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是在誕生之前，就被歌聲所吸引了吧。』雖然正戴著耳機在作曲，回答的也沒有什麼邏輯

，但是Master的話總是可以輕易地化解Miku的疑惑。

既然是為了唱歌而誕生的，那麼就只能盡力唱到最好吧。

寫歌的時候，Master總能夠將單純的音符化成動人的樂曲，沉醉在樂譜中的側臉很吸引人；寫詞

的時候，Master就會略帶憂鬱地，咬著手中的鉛筆，構思出美麗的故事。

因為能讓Master開心，所以Miku會努力唱歌的。

 

＊＊                                                                                                            

                                              ＊＊

但美夢總是醒的很快，有時候就算想抓住它的尾巴，也只是徒勞而已。

男孩早已不是原本的男孩了，經歷了四次的花開花謝，男孩成了專業的唱片製作人，已經沒有時

間再聽女孩唱歌，更別提幫女孩寫歌了。

不過，女孩依然每天跑到山丘上，對著藍藍的天空歌唱，耀眼的陽光刺痛了女孩的眼睛，女孩眨

眨眼，讓眼淚留下之後，又繼續唱著，

唱著Master為她寫的歌。

 

 

一遍又一遍，Miku的歌聲迴盪在山丘間，但這次，沒有人來叫她回去吃晚飯。

 

 

等Miku唱累了，準備回家時，她聽到了陌生卻又熟悉的嗓音，還有既優美又柔和的曲調。如果說

Miku一直在努力的是Master所嚮往的歌聲，那麼現在聽到的嗓音就是Miku希冀的目標。

到底是誰，女孩慌張了起來，「是誰在唱著Master為我寫的歌曲…」Miku吶喊著差點嘶吼了出

來。

太過熟悉的旋律，太過明顯的換氣位置，Miku突然明白到，這首曲子是Master親自教導給另外

一個她從沒見過的女孩，那個Master一直嚮往的歌聲。

Miku哭了起來，但她分不出，是替Master找到理想中的聲音喜極而泣；還是因為Master已經不

需要Miku這個替代品……

替代品，Miku因為這個想法嚇到眼淚都停止了。之前Master這麼努力聽Miku唱歌，就只是為了

能夠讓Miku更接近理想嗎？所以當Master找到理想之後，就不需要Miku了，是吧？

而且，不能為Master唱歌的Miku就不是Miku了，「該怎麼辦呢？」女孩虛弱地喃喃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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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眾多的聲音之中，我依然能夠馬上認出你唷。（攝影╱許庭瑜）

 

＊＊                                                                                                            

                                              ＊＊

女孩感冒了，因為病毒，又或者因為心毒。

Master在屋外發現倒下的Miku之後，馬上就將Miku帶回屋內。但即使回到了屋子裡，Miku仍然

覺得寒冷。

好想唱歌。

Miku的聲音已經無法像以前一樣清澈，Master也不會再花更多心思糾正自己的歌聲了。

但，還是好想唱歌阿。

Miku知道，或許再過不久，主人就真的不會再看她一眼了，為了唱歌才誕生的Miku，已經要被

丟棄了。

「只是現在的我，還是想唱歌呢。我是不是變成任性的壞孩子了呢，Master。」從被褥中爬出來

，Miku站上了房間的木頭地板上。

「就當作是，獻給Master的最終告別曲吧。」

但是為什麼，我已經感受不到唱歌的喜悅了呢？果然是因為，Master不需要我了吧，我果然還是

，為了唱歌給Master聽，才會誕生在這個世界上的。

唱完這首歌之後，就請Master把我消除吧，回歸到0與1的世界。「如果，還能夠記得思念的感

覺就好了。」

Miku最後的一曲，落幕在淚珠低下去的剎那。

 

然後是永遠的寧靜，女孩不會再發出任何聲音，也不再替任何人唱歌，被消除的記憶，也將找不

回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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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Miku來說是這樣，那對人類呢？

人類的記憶，又是否能夠比機器記得更勞，更深刻。

＊＊                                                                                                            

                                              ＊＊

「Master你好，我的名字是，初音未來唷，請多多指教。」

夢醒了，男孩說不出這是場惡夢還是美夢，或許到了最後，男孩已經連Miku的名字都忘了，但他

總依稀記得，一雙漂亮的綠眸子、長長的雙邊馬尾，以及一片綠意盎然之中，只屬於自己的歌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我願意  為你歌唱唷

所以

 

 

 

 

 

 

 

 

 

 

請你記得我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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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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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