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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剛昏暗，終於回到臺北，完成環島一周，車直接

到承德路上的三德大飯店，晚餐安排歐式自助餐。

就餐區在一樓，位子採取非條列式排法，視覺上比

較不會產生緊張或擁擠感。乍看起來整個範圍並不

大，剛進來的時候或許會覺得東西怎麼那麼少，可

是在吃了一圈後，就會發現還有很多東西根本就吃

不了。飯後，回到君悅大飯店度過這次活動的最後

一夜。

最後一天，先往「中正紀念堂」參觀，再到圓山「

忠烈祠」觀看整點的禮兵儀式交接及操槍表演，之

後，去「淡水老街」略微一逛，便在鍋爸涮涮鍋的

南京店午餐。飯後，步行至小巨蛋參加「四海同心

聯歡大會」，由於時間有些遲了，入場時，位置已

經很後面，暖場節目已經開始。

三點整，主持人黃子佼、藍心湄開場，總統馬英

九、行政院長吳敦義、立法院長王金平、司法院長

賴浩敏和監察院長王建煊蒞臨現場，高唱國歌，並

致詞。節目有紀曉君的原住民歌曲、日本歌手小松

拓也的「炎黃的榮耀」、杜德偉的「脫掉」、神秘

失控人聲樂團無伴奏的人聲合唱的民歌組曲及胡啟

志的技藝演出、王彩樺和三太子的「保佑」、翁倩

玉的「祈禱」，新生代歌手符瓊音、黃靖倫、祝釩

剛、祝鏘博的臺灣經典歌謠組曲和最後是國防藝工

隊的表演「國家」。

節目結束已超過五點，加上一路塞車，到達「點水

樓」懷寧店已經很晚了，由臺灣的旅行社招待大家

享用行程外的「最後的晚餐」。順著樓梯上到二

樓，感覺環境典雅這幾個字還說得過去，帶有些江

南復古風。安排有小籠包、蒸餃、燒賣、炒干絲、

青菜、酸辣湯和炒飯，飯後，在最後解散的一刻，

大家互道珍重，相約來年再會，在依依中結束了這

次有意義的百年國慶環島旅遊行程。

附註：全臺的景色全部在「自然顏色（http: / /

www.pse100i.idv.tw/）」網站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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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留言板

佩詩悶悶不樂地坐在沙發上，頭靠在膝蓋上，回想

著王浩那一席話。自從王浩送佩詩回到自己的單身

套房後，佩詩就不斷地自己問自己，她是不是真的

當局者迷，迷到了頭腦昏聵、神智不清的地步？

她佩詩知道自己不是美到可以選中國小姐，身材也

沒有高挑到可以去當模特兒，不過老實說她覺得那

些出來選的人都長得很……不能說難看，沒有特色

是比較恰當的形容詞。可是佩詩知道自己是頗具魅

力，又挺亮麗的，再加上帶著小男孩似的帥氣，在

情場上，佩詩一向是屬於選擇的人，而不是被選的

人。雖然如此，這幾年，佩詩在感情上還是交了白

卷，談戀愛是很勞心傷身的事情，不管最後是誰甩

誰。

認識吉米是很偶然的事。大概兩年前，佩詩還在美

國工作時，一天在家閒得無聊，就上網看看。佩詩

從很久以前就很欣賞英國偶像歌手傑克．馬丁，所

以，興起到歌迷為他製做的網站去瞧一瞧的念頭。

那個網站附了一個討論區專門供歌迷討論跟傑克．

馬丁有關或無關的一些芝麻蒜皮的事。那時網路、

網頁雖然不能說是個新奇的玩意，但普及性仍然有

限，上網的人還是以大專學生居多，而且多數只是

在ＢＢＳ上游走，更不要提這個可以讓人躲在電腦

後為所欲為、大放厥詞的討論區了。佩詩基於好

奇，於是初試啼聲的「下海」玩玩，反正誰也不知

道誰是誰，自由的很。

佩詩雖然很喜歡傑克，但還沒有喜歡到認為傑克是

個神祇，或覺得他是個完美無缺的人。所以當佩詩

看到一些歌迷在討論區留下令人噁心嘔吐的奉承屁

話時，她就忍不住覺得自己有義務潑一桶冰水去冷

卻一下那些被費洛蒙刺激地發狂的歌迷們。當然，

佩詩還不致於那麼笨地直接對她們說教。佩詩採取

比較客觀的立場，間接地評論傑克的一些行為，下

場當然是很精彩。佩詩有如過街老鼠，那些歌迷（

大半是娘子軍）個個喊打。那時候只有吉米伸出援

手，並有禮貌地問她為什麼對傑克有那些看法。佩

詩感激之餘，特別用心地闡述她為什麼是這樣想

的。就這樣，兩個人在討論區一來一往談了近八個

月，後來晉升到互通電子郵件。一直到半年前，他

們幾乎是每天通信。後來吉米說他因為工作關係可

能無法每天通信，佩詩告訴他說她能諒解，其實佩

詩一點也不，一旦一件事成了習慣是很難改變的，

尤其還牽涉到感情的因素。現在，有時是二、三天

接到他的信，有時則要四、五天才收到他的電子郵

件。

佩詩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喪失魅力了，眼見一

個美麗的戀情還沒開始，就要面臨結束的命運了。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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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姑且算是正在萌芽之中，只是現在……唉！還

是不要這樣想的好，否則就更不舒服了。佩詩不禁

搖搖頭，覺得自己太遜了，連人長得是方是圓都不

知道，就要嚐到失戀的滋味了。佩詩只知道他叫吉

米，英國人，住倫敦。當然，這些訊息可不可信又

是另一回事了。不過佩詩自己也沒洩漏太多有關自

己的個人資料，她並沒有提自己的國籍，反正佩詩

的英文程度還不致於讓她漏出馬腳。同時，很多事

他不主動提，佩詩也不想提。比如說，有沒有興趣

見個面，或者他們是否單身之類的事情。這種敏感

的話題一談開，必然會破壞兩個人小心翼翼所刻意

維持出來的平衡與距離。

說實在的，佩詩自己到現在也還沒搞清楚自己的心

態和感覺。當初佩詩也沒有想到這麼多，因為在認

識吉米前，佩詩從不認為自己會對一個從未謀面的

人產生感情。雖然，佩詩年輕時曾對傑克．馬丁抱

持著少女般的幻想，想到這兒，自己又不禁對自己

做了個鬼臉。很少人知道這件事，然而佩詩自己還

是覺得很糗。畢竟人家是天王巨星、少女偶像，自

己算那根蔥？這種現代版的「灰姑娘」就算真的發

生，只怕也輪不到她小姐。不管怎麼說，要是真發

生了，佩詩至少還知道人長得是什麼模樣。嘿嘿！

跟照片上的帥哥談戀愛也是別有一番滋味呀！是

啊！佩詩自嘲地想著，真能自我安慰。

不過，現在呢？跟吉米的關係呢？佩詩知道兩人頗

談得來。吉米對她好像也十分的關心和注意。女孩

子嘛，只要知道自己是被人捧在手掌心上，很少能

不動心的。他們從來沒有直接地談情說愛過，說出

喜歡你或是愛你一類的話，但間接地，佩詩能感受

到吉米的情意。或許這一切只不過是佩詩自己太自

做多情了？可是，佩詩確定吉米還挺能吃醋的，只

要有男性網友在留言板裡對她慇勤一些或者表示好

感，吉米一定會或明或暗的表現出他的不高興。會

吃醋表示吉米是在意佩詩的，想到這裡，心裡就覺

得甜甜的。

可是吉米為什麼不主動提見面的事呢？佩詩納悶

著。吉米只有一次無意地問到佩詩，她住在美國哪

個城市？那時候佩詩已經回臺灣一段時間了，為了

某種佩詩自己也說不上來的理由，也許是不想破壞

那一份神秘感，或者對一些期盼又充滿不確定性的

狀況有種本能的防衛心，佩詩刻意地忽略掉這個問

題，並沒有告訴吉米她到底住在哪兒。

佩詩一直猶豫著是否應該告訴吉米實情，目前她人

在臺灣。不知道吉米是不是能看得懂這個帶有更進

一步意味的暗示？她要怎樣才能不著痕跡地引進這

個話題呢？

佩詩思考了一陣子，想到傑克的全球巡迴演唱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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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臺灣給遺漏了，不能否認臺灣挺小的，她的經濟

實力又被政治因素給抹殺掉了，難怪那些天王級的

人物總是沒正眼瞧過臺灣這個潛力十足的市場。否

則這就是個不錯的開場白，在談及演唱會的林林總

總時，自然而然就暗示了她人在哪裡。慢著！他沒

來臺灣也是個可以利用的話題嘛！好，就這麼決定

了。

佩詩興奮地把電腦打開，準備上網打封電子郵件給

吉米。

佩詩在鍵盤上敲著：

親愛的吉米，

你近來好嗎？我忘了問你是否去了傑克在倫敦所舉

辦的全球巡迴演唱會。如果你去了，感覺如何？可

惜他這次的全球巡迴演唱會並不包括我住的地方－

－臺北．臺灣。我多希望他能來！如果我能看到他

在舞臺上表演，我無法想像我會多麼地興奮！

已經很晚了，我稍後再跟你談。有空回信給我。

保重

柯佩詩

寫完後，佩詩給自己三秒鐘的時間去猶豫和掙扎，

接著，一咬牙就按下了送出鍵。頓時令佩詩覺得心

頭重擔一緩，重重地吐了一口氣。至於吉米會怎麼

回應，佩詩目前不想花腦筋去想。打了個大呵欠，

決定先睡覺去也。

☆　　★　　☆　　★　　☆　　★

義大利，米蘭

傑克不耐煩地看著電梯指示燈，在看看他的貼身保

鏢大衛和經紀人史考特。他的經紀人一進電梯後嘴

還沒閉過，不過傑克是一個字也沒聽進去。好不容

易終於到了頂樓，傑克快步走出電梯進入自己的豪

華套房。看史考特一付不打算讓他好好靜一下的樣

子，傑克只好轉過身來，口氣不甚好地對史考特

說：「讓我休息一下，有什麼事，一個半小時後再

說。」說完，也不等那兩個人有什麼反應，就自行

走進他的套房，砰地一聲，關上了門。

「他最近是哪根筋不對？脾氣這麼火爆。」史考特

不解地問傑克的保鏢兼好友大衛。

「大概是被太多熱情的歌迷包圍著，誰曉得呢？」

大衛聳聳肩。

「我看他自從結束在美的行程後，就很少脾氣好

過。」

愛情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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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不置可否地看著史考特，他雖然也注意到最近

傑克的情緒不穩，但他還沒有打算跟這個經紀人討

論傑克的私人問題。不管怎麼說，當一個人只把你

的朋友當搖錢樹看待的時候，你就什麼話也不想多

說了。

☆　　★　　☆　　★　　☆　　★

室內一片昏暗，傑克沖完澡後就坐在窗前靜靜地俯

視米蘭的夜景。傑克已經很久沒有舉辦演唱會了，

更別提這次還是全球規模的。傑克本來沒有打算再

次全球奔波，但經不住各地歌迷的請求，再加上一

些別的因素，所以當傑克開始面對史考特不停地疲

勞轟炸時，竟屈服在史考特一再強調這次全球演唱

會的策劃，絕對會以他個人的舒適為優先考量的破

爛理由下同意了。直到現在，傑克才發現自己當初

居然就這麼糊裡糊塗地點頭答應了。

剛開始傑克還很興奮，畢竟唱歌是他的最愛。但過

了三個月後，傑克只覺得空虛和不耐。當傑克面對

歌迷熱切與崇拜的眼光時，他只覺得麻木和倒胃

口，傑克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回事？當傑克擁有

了他未成名前所企盼的一切時，他不但沒有感受到

喜悅的滋味，傑克反而覺得當他得到一切時，他好

像也失去了一切。

空虛？是的，就是這濃濃的空虛感讓傑克覺得人生

貧乏與無意義。不過柯佩詩大概會對他的意志消沈

嗤之以鼻。想到這裡，傑克忍不住笑了起來。多奇

怪的小妮子！當所有的歌迷讚嘆他是個性感偶像

時，柯佩詩竟然宣稱傑克得少幾磅肉才有資格。當

所有的人對他的豔史津津樂道時，柯佩詩竟然勸那

些人，那種好色不負責任的男人，還是不要招惹得

好。當所有的人，不論男女，都對他的財富稱羡

時，柯佩詩卻擺出一付傳教士的臉孔，告訴那些迷

失的羔羊，錢帶來了物質的享受，也同時帶來了精

神上的空虛。柯佩詩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完全不

按牌理出牌。剛開始時，對柯佩詩的不屑頗為不

滿，但卻又不由自主地贊同柯佩詩的某些觀點。當

然，再加上柯佩詩被其他歌迷攻擊得很悽慘，所

以，傑克適時地伸出援手，挽救柯佩詩飽受創傷的

自尊心。沒想到兩個人一談，就談了近兩年。

傑克一直好奇這個坐在電腦螢幕前的人到底長得是

什麼樣子？傑克覺得自己陷入一種矛盾的心態，他

想見柯佩詩，卻又怕見了面後幻想破滅。幻想是個

很可怕的東西，傑克已經幻想柯佩詩在他懷裡無數

次了，傑克自我嫌惡地想著。

可是柯佩詩好像對見面的事不甚感興趣。柯佩詩從

沒提過或暗示是否是該見面的時候，連傑克問她住

Copyright@1999-2012 Caprice & Z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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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個城市，柯佩詩也避而不答。說不定她已婚？

不像。說不定有個「他」？所以柯佩詩才不願透

露。想到這裡，傑克不禁覺得醋意十足。原本期望

這次在美國演唱時，傑克或許會與柯佩詩碰面。畢

竟傑克所到之處，都有歌迷癡心地等待，就只為了

看他一眼，或者就為了得到他的親筆簽名。

柯佩詩顯然是相當欣賞傑克的，雖然柯佩詩從來沒

說過半句好聽的話，傑克邊想著邊對自己做了個鬼

臉。所以當有傑克的演唱會時，柯佩詩不但應當會

參加，而且更會是到傑克下榻的飯店愛慕地等著他

翩然到來吧！天知道傑克每次回飯店，面對著等待

他的歌迷時，心臟都不由自主地加快，心裡問著、

眼裡瞧著，會不會在人群裡呢？哪一個呢？可是，

一次又一次的期望變成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直到離

開美國轉往法國時，才徹底絕望。唉！這個小妮子

竟然沒有出現，連在電子郵件裡都沒有跟傑克分享

她參加演唱會的興奮，當然這還得假設她有去的

話。傑克很氣憤，所以最近傑克經常故意地不回覆

柯佩詩的郵件。雖然傑克不得不承認柯佩詩並不知

道這兩年來她所認識的吉米其實就是傑克，但這是

傑克的演唱會耶！是傑克本人耶！一個超級巨星、

性感偶像耶！

傑克搖搖頭，算了！等結束這次巡迴演唱會後，再

好好想想該怎麼辦。傑克看看手錶，發現還可以再

清靜半個小時，決定趁機瀏覽一下自己的電子郵件

信箱。

當傑克打開電子郵件信箱看到柯佩詩這三個字時，

傑克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傑克已經近兩個星期

沒有看他的信箱了，傑克上次並未回信給她。傑克

很好奇，柯佩詩竟等不及他回信，又發了一封信給

他，傑克不禁感到滿意地笑了。

傑克既期待又迫切地打開柯佩詩的信件讀著，一遍

又一遍，片刻後，傑克還是處於不可置信的狀態。

柯佩詩人在亞洲？是個臺灣人！傑克不太清楚自己

對這個消息的感受，他只覺得意外，因為傑克一直

以為柯佩詩是個美國人。傑克瞪著他的筆記型電腦

沉思著，腦中反覆地回想柯佩詩信中的訊息。想著

想著，心中已經想好自己該怎麼做了，傑克決定暫

且不回她的信。柯佩詩小姐，傑克心中默念著，一

齣由他自導自演的好戲就要上場囉！傑克對著電腦

螢幕，嘴角不禁浮現一絲笑容。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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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沒有看過那麼多的星星。

    

那麼多、那麼多，甚至在畫裡，頂多是小說，小說

裡那似乎不可能會實現的情節。那麼多，與寧靜一

同吞噬了我們。

    

那個看星星的晚上，我們跟著達悟族的漁夫一起出

海捕飛魚。在前往綠島的航程上，我們曾經驚嘆著

如一條條銀波穿越的飛魚，在閃閃發亮的海面波動

著瞬間的燦爛，而我們現在抵達蘭嶼，在貨真價實

的飛魚季裡，興奮地跟著一群漁夫出海。

    

同船的還有三個中山大學的研究所學生，在「一葉

扁舟」上載著八個人，伸手一掬就可以觸碰到冰涼

的海水，在偌大的空間裡卻讓我狹小地不敢亂動。

達悟族的三個漁夫熟練地操作這一艘小船，在這個

小世界卻有極精確的分工，一個負責操控小船的方

向，在「圍捕」目標飛魚時負責掉頭，一個打著夜

晚海上的燈，另一個就快狠準地撈起一尾飛魚。

    

小船在追捕的過程會繞得讓人有點頭暈，幸好到了

一個階段，漁人們開始灑下刺網，用陷阱來說服飛

魚們打纏其中。為了讓飛魚可以順利上鉤，漁人們

關掉了機動船的馬達，拿出了他們準備好的保力達

B跟高粱，在船上開始引吭高歌。原住民的幽默也

在此刻悄悄展開，漁人們用他們帶有腔調的口條，

為我們帶來一首又一首的原住民歌曲，中間夾雜著

他們跟老天開的玩笑以及他們享受生命當下的價值

觀。每灑一次網，就得靜靜等待20分鐘，那段時

間卻像走入了時光，卸下了身上所有的意念，甚至

連存在都可以不用去確定，安安靜靜享受獨特的時

空。

    

攝影機拍不到，照相機拍不到，甚至現在連文字也

難以訴說那樣的美好。

    

蘭嶼啊，一個跟綠島的地理環境很像味道卻截然不

同的地方。整個島被一大群(永遠數都數不盡的)的

羊給包圍，環島一周也比我們想像的時間要久，停

留那裡三天，用那裡的純樸自然，一天天洗盡被都

市燻黑的皮層。民宿的女主人在我們沒有目的的時

候提供了我們一個行程，於是我們就這樣去爬了天

池。

    

天池是達悟族人的聖地，既然是聖地，就沒有要讓

他人輕易到達的意思。我們在山腳下遵從囑咐拾了

一根長木頭做為拐杖，便開始了我們艱難的「朝

聖」之旅。從來沒有正式「爬」過山的兩個人，第

一次有手腳併用，翻山越嶺的感覺，甚至地勢高高

低低，我們像泰山一樣需要垂吊繩索走舊河道，這

不僅擴大了我們的膽量跟硬著頭皮的功力，倒真的

開闢了我們的眼界與一絲冒險好玩的精神。直到最

後十公尺又再十公尺，最後我們終於抵達天池的時

候，前面的辛苦煎熬，都把這池水幻化成天界仙境

了。

    

由火山口積水而形成的天池，說不上真的壯闊或是

美不勝收，但是的確有「仙境」的感覺，剛剛一路

爬山的躁熱，在這個時刻與天特別接近的時候，突

飛魚 • 天池 • 小國小
劉佩如

從



然就沁涼了起來。池水周圍有許多形狀特異的樹木，

在中午時分，靜悄悄的人間淨土，安適地位在一個與

世界隔絕的地方。

    

我們安安靜靜地在天池旁休息，心靈也慢慢被洗滌。

    

在天池上待上半個小時，心情平靜愉快，說不出的舒

坦。下山的時候我們欣然瞭解並接受一切，奇妙的心

境轉換，也許聖地真有它啟發的意義。我們持續地環

島一週，回到了我們在朗島小小國小旁的民宿。

    

朗島，一個很美的名字。民宿的女主人小英，是我一

個達悟族朋友紹子的學妹，此刻她正恬然地看著她的

朋友在民宿門口幫她的裝置漆上鮮亮的藍漆，不可避

免的還是用地中海的色調來詮釋；門前一個大大的五

爪貝是小英的爸爸有一天在海中找到的幸運物，於是

她後來經營民宿，就把這個驚人美麗的大貝殼作為鎮

店之寶，可以一直在陽光的照拂下閃閃發光。

    

下午四點，小國小的小朋友們一個接一個跳進民宿前

的海邊，他們不厭其煩地重複著跳水的動作，樂此不

疲。看到那麼多個孩子同時傳遞出天真無邪、無憂無

慮的訊息，有一股深深的感動在其中：這就是一群孩

子啊這就是生活。

    

在行經的路上，家家戶戶都在外頭忙碌地曬著昨晚捕

到的飛魚，一些人坐臥在他們有點像是高腳屋的涼亭

上躲太陽，我們悄悄地拍下他們的樣子，覺得這個地

方真的很好，保有著他們民族的特色，堅持著他們的

原則，努力維繫著，讓二十年後或是更多年後他們的

子孫，還可以持續著族裡的習慣。

    

而我，則希望在蘭嶼所看到的每一次日升日落，都可

以像第一次看到的那樣全然的美與感動，跟世界如此

靠近的深深吸引，用無限蔓延的海平面，載著我們的

視野，安安靜靜地深深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