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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

許楚君 
      台⼤大中⽂文系畢，台⼤大台
⽂文所，喜歡喵星⼈人及⽑毛⼩小孩。︒
信仰擁抱，又總是怯於擁抱。︒
在櫃⼦子裡長長的寫了⼗〸十年，
終於知道⾃自⼰己應該踏出來，
才可能真正的落實信仰，去
擁抱、︑去對話，讓⾃自⼰己的書
寫給予⼈人真實的溫度。︒ 
      還想要⼀一直⼀一直寫下
去，寫擁抱，寫艱難，寫⼈人
們如何掙扎著，讓擁抱不再
那麼艱難😊。︒

作者簡介



⾞車站

⾞車站

      「搭乘前往苗栗區間⾞車的
旅客，請至3A⽉月台候⾞車。︒」 

      欣容從閘⼜⼝口跨出去的時
候，已經聽⾒見廣播。︒她必須趕
上這班列⾞車，好在七點半之前
到達新⽵竹，趕赴與客⼾戶的約會。︒
她⼀一⾯面想著到了還得換裝補妝，
⼀一⾯面煩躁的穿過重重⼈人潮，從
電扶梯的左側急急⾛走下⽉月台。︒
⽉月台上已經站滿等待的乘客。︒



⾞車站

      5: 15，⽕火⾞車緩緩的靠
站，⼈人群都擠在⾞車⾨門前⽅方，
等著前班乘客下⾞車。︒   
     
      欣容鑽進⾞車廂裡，在擁
擠的⼈人群之間找到⼀一個可以
安穩站定的地⽅方。︒她疲累地
靠向牆壁，百無聊賴的看著
⾞車廂裡的景象，隨著⾞車身輕
輕搖晃，聽⾒見⾞車輪壓過鐵軌，
在腳底下規律的低吼。︒



⾞車站

      ⾞車窗外天⾊色已經暗下來，
什麼景⾊色也看不⾒見，⿊黑⾊色的玻
璃上倒映著⾞車裡乘客的影⼦子，
就像是另⼀一輛列⾞車，在⼀一旁緊
緊跟隨著他們，和⾞車裡相對的
位置上，也坐滿了⼀一模⼀一樣的
乘客，帶著⼀一樣的表情、︑做出
⼀一樣的動作。︒ 

      ⾞車窗像⼀一張張寂寞的屏
幕，看不⾒見外頭的風景如何變
換，只有滿座的乘客和他們的
影⼦子，在⿊黑暗之中隨著⾞車廂搖
搖晃晃。︒



⾞車站

      ⾞車廂裡的⼈人都低頭看著⼿手
機，好像在螢幕裡⾯面，⼈人⼈人⾃自有
⼀一個世界。︒⼿手機螢幕的光線投射
在他們的臉上，每⼀一個⼈人臉上都
散發著奇異的光。︒他們有時皺起
眉頭，有時忽然就笑起來，在座
位的四周，看不出他們情緒的任
何的前因後果。︒ 

      不知道在另⼀一頭，他們⾃自⼰己
的世界裡⾯面發⽣生了什麼變化，使
他們的臉上的表情被牽動，各⾃自
在獨⽴立的位置上演出令⼈人無法猜
透的劇碼。︒



⾞車站

      就像左前⽅方的女⼈人，這
時正專⼼心地盯著⼿手上的螢幕，
嘴角不時輕輕上揚，⼀一點也
沒有發覺她身邊的中年⼤大叔，
已經沉沉睡著，疲憊的頭顱
就要垂到她的肩上。︒ 

      女⼈人隔座的⼀一對情侶，
雖然緊緊靠著對⽅方，兩雙眼
睛還是釘在⼿手機螢幕，⼀一下
⼦子皺起眉頭，⼀一下⼦子同時微
笑起來。︒即使在現實之中不
曾對話，他們也在雲端，共
享相同的世界嗎︖？



⾞車站

      欣容漫無⽬目的地左右張
望，聽⾒見⼿手機的提⽰示鈴響了，
她滑開臉書，看⾒見許許多多或
⽣生或熟，⼀一概被標誌為「朋友」
的⼈人，⼀一齊擠在⼩小⼩小的螢幕上。︒

      ⼩小學同學和公司同事的頭
貼，並列在同⼀一條貼⽂文的下⽅方，
他們素不相識，但比起下⼀一條
動態裡合照的⼤大學同學，距離
好像還更近了⼀一點。︒



⾞車站

      同學都沒什麼變啊，每個
⼈人在照⽚片裡看來，⼤大概都過得
不錯吧。︒欣容⼀一⾯面想著，隨即
又看⾒見信箱的提醒。︒她滑開信
箱，有幾封未讀，不知道是不
是公司傳來的訊息。︒ 

      她無意間誤觸了重新排列
信件的選項，所有郵件的時間
順序都錯亂了。︒在無數沒空處
理的未讀信件之中，有⼀一封⼀一
年前寄來的信件，被她遺漏了
很久。︒署名Stranger。︒



NON ICA保健機能系列

✨點我看更多✨

http://www.nonica.tw/ecommerce/e-a-a-a-a-e/ae-e-c-a.html


新品假透膚雙層保暖褲襪

✨⽴立即擁有✨

http://www.nonica.tw/ecommerce/c-a-a-aes-c-a/01a-050-324.html


諾妮卡春夏時尚系列

✨點我看更多✨

http://www.nonica.tw/ecommerce/e-a-a-a-a-e/ae-a-sc-a/spring-summer.html


⾞車站

      這樣的信並不稀奇，垃
圾信件，每五封之中總會夾
帶⼀一筆，推銷廣告，或者誘
你入彀的釣⿂魚訊息，每封都
帶著令⼈人厭倦的⽬目的性。︒但
是這⼀一封信的標題卻讓她⽣生
起好奇⼼心。︒ 

〔希望你不要回信〕



⾞車站

      在各種寫著祈候回⾳音，
甚至焦急的催逼回覆的信件
之中，就只有這⼀一封，從⼀一
開頭就不要她的回信。︒她順
著好奇⼼心點開信件，內⽂文有
數百字之多。︒好久沒看⾒見這
麼長的信。︒



⾞車站

      「我知道這是⼀一封很奇
怪的信。︒你⼤大概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會把信寄給你︖？其
實我也只是在以H開頭的姓
氏裡⾯面隨⼿手挑了⼀一個，偶然
找到你。︒正因為你是⼀一個完
全陌⽣生的⼈人，才讓我可以毫
無負擔的寫下⼼心裡的話。︒」



⾞車站

      「去年的這時候，我離開
台灣來到倫敦打⼯工，原本就困
擾我的憂鬱症開始惡化。︒在這
裡我什麼⼈人也不認識，每天花
很長的時間⾯面對⾃自⼰己。︒ 

      ⾯面對⾃自⼰己是最可怕的事
情。︒在這個⼩小⼩小的房間裡只有
你⾃自⼰己，四⾯面都是⽩白⾊色的牆，
不管什麼情緒，淹沒上來，怎
樣都逃不了。︒」



⾞車站

      「我每天⾛走出房間，到攝
政街角⼀一間⼩小⼩小的飲料店，調
出五顏六⾊色的茶。︒街上的⼈人來
過，拎⾛走⼀一杯，然後離開，他
們和他們⼿手上的茶，從離開店
⾨門以後，我就再也不會看到了。︒

      他們隔著店⾨門的玻璃，在
路上晃盪，每⼀一個⼈人都和我隔
著⼀一⾯面玻璃，也不過就是⼀一步
之遙，卻離得很遠很遠。︒」



⾞車站

      「我會在八九點時候回
家。︒夏天的時候，這裡到八九
點才⽇日落，街上總是還有很多
很多⼈人，他們趕著回家，或者
趕著去⾒見朋友，每⼀一個⼈人都前
往不同的⽅方向，卻總是不會撞
到彼此。︒ 
 
      攝政街是倫敦最熱鬧的⼀一
條街，總是有很多遊客，家庭、︑
情侶挽著⼿手在街上⾛走路，他們
說話的聲⾳音，在我經過的時候
傳過⽿耳邊，卻好像是聽⾒見廣播
和電視裡的⼈人說話⼀一樣。︒」



⾞車站

      「我常常這樣，⼀一個⼈人
慢慢的⾛走回家，聽⾒見身邊的
噪⾳音，好像從遠⽅方傳來。︒我
⾛走的很慢，抗拒著⾛走進房⾨門。︒
把⾃自⼰己晾在沒有盡頭的街道，
怎樣也好過⾯面對四⾯面⽩白
牆。︒」 

      「就在上個⽉月，我從台
灣朋友那裏知道，我的情⼈人
過世了……」



⾞車站

      才把信看到這裡，⾞車身
忽然劇烈的煞住，從外頭發
出「碰」的⼀一聲。︒⾞車廂裡的
⼈人⼀一致的抬起頭來，也⼀一致
的保持著沉默，觀望四周動
靜，再決定該採取什麼動作。︒

      欣容不耐煩地看看時
間，要七點了。︒



NON ICA秋冬時尚系列

✨點我看更多✨

http://www.nonica.tw/ecommerce/e-a-a-a-a-e/ae-a-sc-a/autumn-winter.html


機能蓄熱體雕⾐衣

✨⽴立即擁有✨

http://www.nonica.tw/ecommerce/c-c-c-c-c-a/nonica.html


⾞車站

      ⼀一陣騷動之後，⾞車廂裡
傳來列⾞車長的廣播，說是機
具出了問題，等到修好，要
等上⼆二⼗〸十幾分鐘。︒ 

      列⾞車長停頓很久，才又
說，「如果不願意等待，七
點之後，我們會從最近的桃
園站安排接駁⾞車給各位旅客
轉乘。︒」



⾞車站

欣容該不該繼續待在⾞車上等
下去呢︖？（請點選） 

繼續等待 

下⾞車轉乘



⾞車站

      欣容看看時間，想想反
正無論怎樣都來不及了，只
好趕緊發簡訊延後與客⼾戶的
會⾯面，留在⾞車廂裡等待。︒ 

      ⾞車廂上已經空出不少位
置，她就近選了個位置坐下，
旁邊正是剛才那個專⼼心看⼿手
機的女⼦子。︒剛才專注地盯著
⼿手機，這時已經把⼿手機收起
來，⾯面無表情地望著她眼前
的窗玻璃。︒



⾞車站

      這⼀一下才看出來，這是
⼀一個⼆二⼗〸十五歲左右的女⼦子，
雖然和欣容的年紀差不了多
少，裝扮卻還很隨興，穿⽜牛
仔褲，臉上並不帶妝，⼤大概
不像她朝九晚五，還得⾯面對
客⼾戶。︒ 

      女⼦子的左腿靠著⼀一把吉
他，欣容看著覺得有趣，指
了指吉他隨⼜⼝口問：「嘿，妳
是歌⼿手嗎︖？」



⾞車站

      她原來⾯面無表情的臉上，
忽然出現笑容：「對啊。︒本
來要趕著去駐唱，誰知道⽕火
⾞車出包，時間拖得太晚，又
沒錢搭計程⾞車趕去，只好取
消了。︒」 

      「我可以先借妳⼀一點。︒」

      「不⽤用啦，我已經跟他
們說了會晚點到，就坐在這
裡發會呆也好。︒」



⾞車站

      「妳每天這樣跑︖？」 

      「嗯，我到處駐唱。︒」 

      「妳都唱些什麼呢︖？」 

      「什麼都唱啊！客⼈人點
什麼我就要唱什麼，沒得挑
的。︒妳呢︖？妳原本要坐到
哪︖？」



⾞車站

      「到新⽵竹⾒見客⼾戶。︒不過
來不及了，就等吧。︒」 

      「要不要去我表演的咖
啡廳︖？就在新⽵竹⾞車站附近，
不遠的。︒」 

      欣容被這個女⼦子挑起好
奇⼼心，也想去看看。︒反正今
晚也得留在新⽵竹，明早到客
⼾戶的⼯工廠去。︒不如去看看吧。︒



⾞車站

      「好啊！我叫欣容，很⾼高
興認識你！」 

      「叫我Sunny就可以
了！」她伸出⼿手，欣容才看⾒見
她的⼿手腕上帶著幾道淺⾊色的傷
疤，只是被⽪皮⼿手環巧妙蓋住了。︒

      她跟著Sunny，⾛走進後
⽕火⾞車站狹⼩小的巷弄，⼀一棟暗紅
⾊色的磚屋，窗⼜⼝口發出橙⿈黃⾊色的
燈光，⾳音樂緩緩宣洩⽽而出。︒



⾞車站

      「Sunny！妳來啦！」
他們⼀一⼀一拍過她的肩，她笑
著撩開簾⼦子⾛走進磚屋的後⾨門。︒

      那是⼀一個很棒的夜晚。︒
Sunny唱了幾⾸首情歌，台
下只有幾個客⼈人，⼀一邊聽，
⼀一邊啜著酒低聲聊天，看來
也來過好多次了。︒



⾞車站

      Sunny的歌聲很低沉，
卻很溫柔，遠遠的在那裏輕
聲唱著，卻始終圍繞著台下
的聽眾，使⼈人感到安全⽽而溫
暖。︒ 

      結束後Sunny⾛走下台，
⾛走向欣容那桌坐下。︒



⾞車站

      欣容又再⼀一次看⾒見她⼿手
上的傷疤，也許是被Sunny
的歌聲感動了，她顧不得越
界，忍不住伸出⼿手來，輕輕
的撫摸那些淡紅⾊色的痕跡。︒ 

      Sunny沒有⽣生氣，只是
苦笑，輕聲說：「這個啊，
幾年前得了病，⼀一直好不了，
有時候在夜裡⼀一個⼈人，好像
有⿊黑⾊色的陰影不斷地圍上來 
......」



⾞車站

      欣容聽著，緊緊握住她
的⼿手。︒Sunny的語調刻意的
轉為輕鬆：「都過去了！」 
  
      「⼀一年前我從倫敦回來，
身上只有⼀一個背包和⼀一把吉
他。︒我什麼都不會，就四處
問⼈人能不能唱歌賺錢。︒運氣
不錯，找到了⼀一些地⽅方，像
是這裡。︒他們通常不多問什
麼，只是聽我唱歌。︒不唱的
時候，就讓我靜靜的坐著喝
酒。︒」



⾞車站

      「倫敦︖？」欣容忽然想
到了什麼：「你⼀一年前在那
裡︖？」 
  
      「對啊。︒想逃離台灣，
就遠遠的跑到那裏打⼯工。︒」 

      Sunny捻熄了⼿手上的
菸，看著台上另⼀一個表演的
歌者。︒



⾞車站

      欣容抓著包包裡的⼿手機，
猶豫要不要給Sunny看那
封信。︒ 

      寫這封信的Stranger 
，會不會就是她呢︖？ 

      如果是又怎麼樣︖？



⾞車站

      欣容猶豫著，要不要拿出
⼿手機，開⼜⼝口問她︖？（請點選） 

開⼜⼝口問清楚，才不會徒留遺憾 

把謎底留著不說，避免誤認的
尷尬



⾞車站

      「其實.....就在剛剛，在
⽕火⾞車上的時候，我在信箱裡發
現⼀一封⼀一年前寄來的郵件。︒」
欣容謹慎的選擇⽤用詞，開⼜⼝口的
時候，緊張的神情表露無遺，
Sunny卻聽得⼀一頭霧⽔水。︒ 

      「啊︖？」 

    「寄信來的⼈人署名
Stranger，也曾在倫敦打
⼯工。︒我只覺得.....實在太湊巧
了。︒」



⾞車站

      「啊！」Sunny拍了
拍額頭，臉上掛著恍然⼤大悟
的笑容。︒這時候，欣容反倒
有點不知所措了。︒ 

      Sunny舉起⼿手腕，將
腕上的疤痕轉到欣容的那⼀一
邊：「這個，這就是我⽣生病
那年留下來的。︒Stranger
就是我。︒」



⾞車站

      「寄出那封信，就像丟到外
太空⼀一樣，也沒想到會收到回⾳音。︒
我也從來沒想到真的會遇⾒見收到
信的⼈人。︒真的碰到了，反⽽而不知
道該有什麼感覺。︒」 

      Sunny說話的時候，並沒
有看著欣容。︒桌上的⾹香氛蠟燭，
⽕火光⼀一閃⼀一滅地映照著彼此的臉
龐。︒她談論著這些沉重的話題，
神情卻顯得淡然，好像在說⼀一則
很久很遠的他⼈人之事。︒欣容要說
些什麼，安慰還是嘆息，也都顯
得多餘。︒



⾞車站

      「為什麼是你⽽而不是我 
為什麼是這裡⽽而不是那裡 
為什麼不是之前不是之後 
不斷的想把發⽣生儘可能的延後 
又不斷的想在那個不在的地⽅方…… 
這就是旅⼈人的⽭矛盾 旅⼈人的感傷」 

      台上的歌⼿手還在唱，唱相遇，
唱離別，唱孤獨，唱渴望，唱關於
愛，關於死亡，唱⼈人類情感的各種
模樣......每字每句，都像是從夢境
的深處被掏挖出來，在昏暗的上空
盤旋、︑發光。︒台下的⼈人們聽著，卻
還是維持著⽇日常的神⾊色，沒有⼈人因
為被勾起什麼記憶，就在這裡輕易
的掉下眼淚。︒



⾞車站

      欣容抬起頭來，看⾒見她對⾯面的
那⾯面落地窗外，也是⼀一⽚片⿊黑暗。︒天
⾊色全部暗下來以後，好像整個世界，
就只剩下他們這⼀一屋⼦子的⼈人，坐聽
⾳音樂，在旅途中間徹底地迷失，漂
浮在深⿊黑⾊色的星空之中，又寂寞又
幸福地陪伴著彼此。︒ 

      就好像此刻，她只能專⼼心的珍
惜、︑緊握著眼前的友伴， 彷彿只
要這樣緊靠著身邊的⼈人們，就不必
再害怕迷失路途。︒ 
                     ～End 【結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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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

      欣容抓著⼿手機，螢幕靠在
她的⼿手掌上，異樣的冰涼。︒她
看著Sunny，此時她正專⼼心
地盯著台上接替她表演的歌⼿手，
欣容想起那⼀一句「希望你不要
回信」，緩緩鬆開了⼿手掌。︒ 

      「Sunny！」欣容看著
Sunny的側臉，握住她細瘦
的⼿手腕，⽪皮⼿手環下的⽪皮膚，帶
著⼀一道⼀一道疤痕。︒疤痕的顏⾊色
已經很淡，但是被⼑刀劃過的輪
廓，還是從光滑的⽪皮膚浮突出
來，變成⼀一種抹不掉的印記。︒



⾞車站

      Sunny轉過頭來望著欣
容，輕輕地抽出她的⼿手，臉上依
然掛著微笑。︒眼眸⼦子散發出的光
芒，就像暗夜裡輕快迴旋的流
螢。︒Sunny又轉向前⽅方，⼀一直
笑著，隨著⾳音樂輕輕地⽤用⼿手指在
桌上敲著節拍。︒  
      欣容看著Sunny的⽿耳際，
被舞台的燈光映得透明澄亮，⼼心
中充滿了困惑。︒剛才在腦海中轉
過⼀一圈的各種揣想，在Sunny
那樣的笑容前⾯面，好像都變得太
過多餘。︒



⾞車站

      「接著我要唱的，是⼀一⾸首
很安靜的歌。︒它是在說.....⼈人
和⼈人之間，在傷痛時候怎麼彼
此扶持。︒即使是從未⾒見過的陌
⽣生⼈人，只要真誠的伸出⼿手擁抱
彼此，就可以療癒我們⼼心中最
深的傷痕。︒這是今晚的最後⼀一
⾸首歌，在這麼深的夜晚，把它
送給親愛的你們。︒」 

      「我的肩膀 揹記憶的包裹 
流浪到⼤大樹下終於解脫 
希望若是有 絕望若是有……」



⾞車站

      台上的女歌⼿手閉起雙眼，
輕輕地唱起來。︒她的歌聲就像
晴空之下的海浪，⼀一波⼀一波，
緩慢地、︑不規則地，沖襲到每
個⼈人的⽿耳邊。︒ 

      幾乎是台下的每⼀一個⼈人，
都⼀一改輕鬆的神⾊色，帶著陶醉
的神情，專注地傾聽她的歌聲。︒
在同樣的歌聲之中，好像每⼀一
個⼈人都被喚起了不同的記憶。︒
他們的腦中，在這個時候浮現
出什麼樣的畫⾯面︖？



⾞車站

「…… 
撐住我 
狂風暴⾬雨我都不逃脫 
撐住我 為你擋下所有詛咒 
撐住我 眼淚不再流 
擁抱你 作完⼀一場美夢 
…… 
快樂若是有 
傷⼼心若是有 
眼淚灌溉 
不枉愛過」



⾞車站

      Sunny的嘴角還是掛著溫
柔的微笑，她輕輕⿎鼓掌的時候，
欣容卻看⾒見她的眼角帶著瑩亮
的淚光。︒ 

      那封Stranger寄來的信，
會不會就是Sunny的故事︖？欣
容沒有問出⼜⼝口，她此際聽著這
⼀一⾸首歌，回想起信件裡的每⼀一
段句⼦子，想起Stranger孤寂
的眼睛，Sunny⼿手上的疤痕，
和她嘴角的微笑。︒



⾞車站

      她看⾒見，在咖啡廳的另⼀一
頭，有⼀一⾯面光滑的落地窗，窗⼦子
的外⾯面什麼也看不⾒見，只能看⾒見
屋⼦子裡的倒影。︒每個⼈人的表情、︑
輪廓，都投映在玻璃上⽅方，她在
那另⼀一個平⾏行的世界裡，看⾒見
Sunny，看⾒見⾃自⼰己，也好像看
⾒見了從未謀⾯面的Stranger。︒ 

      Stranger好像變成了屋
⼦子裡每⼀一張專注聆聽的臉孔，欣
容看⾒見他們的臉上有著同樣的孤
寂和脆弱。︒



⾞車站

      這⼀一張⼀一張孤寂的臉孔，⼀一起在
遙遠的彼端相聚，他們沒有辦法⽤用聲
⾳音交談、︑⽤用眼神互動，沒有辦法真正
的觸碰到彼此的身體。︒也許就像
Stranger，寄出了那樣⼀一封信，
就像對著廣闊的宇宙，發出了信號，
不會、︑也沒有預期⾃自⼰己能得到回⾳音。︒ 

      但是，因為有了愛，有了善意，
有了擁抱的渴望，這些訊息總會傳佈
出去，⼈人們總能在另⼀一個地⽅方—在⾳音
樂裡，在⽂文字裡，在影像裡—聚⾸首，
他們望著彼此，就不會感到寂寞。︒  
                          ～End 【結局2】

➡️從頭閱讀 ➡️閱讀其他好書

http://www.fieb.com.tw


⾞車站

      「⼆二⼗〸十分鐘......」欣容皺著
眉頭看了看錶。︒許多乘客發出不
耐煩的抱怨，紛紛站起身來。︒ 

      欣容看了看錶，要趕上和客
⼾戶的⾒見⾯面，只得⾛走出⾞車廂，轉搭
計程⾞車。︒ 

      正是尖峰時刻，⽉月台上塞滿
了⼈人潮，多半是從剛才那班⾞車⾛走
下來的。︒這些同坐⼀一班⾞車的乘客，
在⾛走出閘⼜⼝口之後，就從⼤大廳⾛走向
各⾃自的路線，沒有⼈人多做停留，
⾞車站⼤大廳很快就變得空曠冷清。︒



⾞車站

      欣容也急急的⾛走向⾞車站⼤大
⾨門排班計程⾞車，不假思索地打
開第⼀一輛⾞車的⾞車⾨門坐了進去。︒ 

      欣容正要開⼜⼝口告訴司機她
的⽬目的地，此時發⽣生了⼀一件出
乎意料的事情......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請點選) 

意外的陌⽣生⼈人闖入欣容的旅途 

偶然與巧合，埋藏在計程⾞車的
⾳音樂裡



⾞車站

      她就要開⼜⼝口告訴司機⽬目的地
的時候，竟有個背著吉他的女孩
打開⾞車⾨門坐了進來。︒ 

      「司機，請帶我到新⽵竹⾞車站
那邊，附近有⼀一條街，叫江山路。︒
麻煩快⼀一點，我有點趕。︒」女孩
氣喘吁吁，⼀一⾯面關上⾞車⾨門，⼀一⾯面
焦急的說。︒她⼿手上掛滿了⽪皮⼿手環，
在她忙著整頓⾃自⼰己的時候，不斷
地發出清脆喧鬧的聲響。︒ 

      「欸...妳...」欣容⼀一時不知
道該如何反應，結結巴巴的竟說
不出話來。︒



⾞車站

      「⼩小姐妳要到哪裡︖？」
司機看出欣容的窘迫，轉過
頭來出聲解圍。︒ 

      「我也到新⽵竹⽕火⾞車站附
近，」她轉頭笑著看了看女
孩，「⼤大同路上！」 

      「哈，真巧！」女孩露
出開朗的表情，笑得很好看。︒



⾞車站

      「你去表演嗎︖？那附近好
像有個咖啡廳叫...江山什麼
的...」 

      「你竟然知道！」她伸出
⼀一隻⼿手來準備和欣容擊掌，這
時欣容才隱約從她的⼿手環之間
瞥⾒見幾道突起的疤痕。︒欣容愣
了⼀一下，也伸出⼿手笑著迎上她
的⼿手掌。︒ 

      「我有朋友在那邊⼯工作。︒」



⾞車站

      她們這樣聊了⼀一整段
路，欣容才知道，這個女孩
有⼀一個和她的個性⼀一樣溫暖
的名字，叫做Sunny。︒她
在倫敦學過⼀一年的⾳音樂創作，
回來之後就繼續寫歌，在台
灣各地演出⾃自⼰己的作品。︒ 

      「在倫敦那幾年，真的
很悶。︒」Sunny邊說，邊
撫摸著她⼿手上的疤痕。︒



⾞車站

      「在英國誰也不認識，
又窮，哪裡也不想去，就拚
命打⼯工、︑拚命寫歌，不⼯工作、︑
不上課的時候，就悶在房間
裡，寫出了⼀一堆的歌。︒」 

      她露出淺淺的笑容，拍
拍靠在腿邊的吉他。︒她的語
調輕鬆，低沉輕柔的聲⾳音後
⾯面，卻似乎還藏了很多故事
沒說。︒     



⾞車站

      欣容看著窗外，⾞車⼦子在
這時經過交流道的轉彎，路
燈沿著道路的邊緣，勾勒出
美麗的⾦金⾊色弧線，⼀一整⽚片燦
亮的夜燈，就在道路的下⽅方
閃閃爍爍，像⼀一⽚片海。︒ 

      繞過熱鬧的市區，司機
慢慢減速，停在⼀一棟古⾊色古
⾹香的⽼老屋前⾯面。︒



⾞車站

      「啊，竟然這麼快就到
了！」Sunny匆匆忙忙翻
找著肩上的⼤大背包，好不容
易找出錢包付了錢，在關上
⾞車⾨門前對欣容露出了燦爛的
笑臉。︒ 

      「再⾒見！」她快步⾛走進
燈⽕火通明的屋⼦子，裡頭已經
坐滿了⼈人。︒



⾞車站

      欣容低頭看⾒見椅⼦子上留
下⼀一張照⽚片，是⼀一個⾯面貌清
秀的男孩，坐在階梯上，抱
著吉他。︒ 

      她拿起照⽚片翻到背⾯面，
看⾒見⼀一⾏行潦草的字跡。︒ 

      「給  異鄉⼈人」



⾞車站

      「卡謬的異鄉⼈人，
L’Étranger︖？」 

      她看著這⼀一⾏行字，想起
在⽕火⾞車上讀到的信。︒她並不
知道這兩件事情有沒有直接
的關聯，是或不是，好像也
沒那麼重要了。︒



⾞車站

      只是，她的⼼心裡還是希
望那個笑得燦爛的Sunny 
，就是Stranger。︒ 

      希望Stranger已經慢
慢的，從悲傷裡⾛走出來，能
夠打開胸懷，對著滿座的陌
⽣生⼈人歌唱。︒ 

      她把相⽚片收進⽪皮夾裡，
也⼀一並把今夜遇⾒見的故事收
了進去。︒她點開那⼀一封寫著
「希望你不要回信」的電⼦子
郵件，按下了回覆的選項。︒



⾞車站

      她看⾒見⾞車窗外⾯面，熱鬧
的街道上，還有無數來來往
往的⾞車流和⼈人潮，各⾃自⾛走向
不同的地⽅方。︒偶然與巧合，
會使他們錯過，或者和彼此
相遇，⽽而在這短短的路途之
中，她很願意陪著這樣⼀一個
寂寞的陌⽣生⼈人，⾛走上⼀一段。︒
她想親⼜⼝口告訴Stranger，
你永遠不會孤單。︒ 
              ～End 【結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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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

      「你好。︒我想到新⽵竹⾞車
站。︒」  

      司機從後照鏡遞給欣容
⼀一個親切的微笑。︒ 
 
      「聽說這班⽕火⾞車故障停
駛了︖？」 

      「是啊。︒」



⾞車站

      ⾞車⼦子很快地開上⾼高速公
路，欣容什麼也不想，放鬆
的看著⿊黑夜中的⾞車流，明亮
的⾞車燈，從遠處緩緩的順著
⾼高速公路輕微的坡度流洩⽽而
下。︒ 

      在這個尖峰時刻，欣容
坐在⾞車裡，竟然也就慢慢地
紓解了疲憊。︒



⾞車站

      ⾳音樂從⾳音響中不斷地播
送出來，⼀一⾸首接著⼀一⾸首，隨
著⾞車窗外的風景不停變換。︒
這次是⾸首慢歌，只有簡單的
吉他，簡單的旋律，背景隱
隱透出demo帶的雜訊。︒ 

      女歌⼿手的嗓⾳音非常輕
柔，但在溫柔的後⾯面，彷彿
還藏有別的什麼想說。︒她的
聲⾳音，引起了欣容的好奇。︒



⾞車站

      「司機，請問唱這⾸首歌
的⼈人是誰︖？」 

      「這是我女兒錄的帶
⼦子，她喜歡寫歌，也喜歡唱
歌。︒這裡⾯面燒錄了⼀一些她陸
陸續續創作、︑翻唱的歌曲。︒
我很想念她，就放在⾞車裡⾯面
⼀一遍⼀一遍聽。︒」



⾞車站

      「你很久沒⾒見到她了 
︖？」 

      「她⾛走了。︒」 

      「抱歉......」 

      「去年她跑到倫敦讀
書。︒她在那邊，⼀一個⼈人也不
認識，⼼心裡難過，也沒⼈人可
以說。︒」



⾞車站

      「在這之前我⼀一直不知
道她得了憂鬱症......她在那
邊的同事說，最後⼀一段⽇日⼦子，
她每天悶在房間裡，不斷地
寫歌......他們把她留下來的
東西都寄回來，我在箱⼦子裡，
找到了這張CD......」 

      司機忽然⽌止住不說，彷
彿不知道該怎麼把話說下去。︒



⾞車站

      這⾸首歌已經唱到了間
奏，歌者輕輕刷動琴弦，吉
他的旋律像午夜的浪潮，反
反覆覆，沖刷上冰冷的沙岸，
將沙灘上被風吹出的崎嶇紋
痕，⼀一⼀一地溫柔撫平。︒ 

      「這是CD裡的最後⼀一
⾸首。︒」欣容從後照鏡裡，看
⾒見司機先⽣生的眼角帶著溫柔
的笑意。︒



⾞車站

      他的眼睛望向前⾯面，視線卻
無限的延伸到遠⽅方，若有所思，
彷彿他看著的不是前⽅方的⾞車輛。︒ 

      欣容安靜聽歌，歌詞裡訴說
⼀一段故事。︒彷彿是在說，歌者曾
經有⼀一個情⼈人，在這個世界上，
只有他能理解她。︒她寂寞，卻又
總是需要孤獨。︒ 

      他會緊握住她的⼿手，又適時
地放她去⾶飛。︒因為他們兩者都是
異鄉之⼈人，因此他懂得她的⽭矛盾，
他們如此疏離，又如此親密。︒



⾞車站

      吉他的和聲彈到最後⼀一
句，忽然斷了弦，歌聲也軋然
⽽而⽌止。︒ 

      欣容在後照鏡裡與司機先
⽣生的眼神相接，她滿是震動和
驚訝，司機先⽣生的神情卻異樣
的平靜。︒ 

      在這短暫的時間裡，欣容
聽著⾳音響那頭傳來空⽩白的雜⾳音，
計程⾞車卻仍然平穩的持續⾏行進。︒

      她張開⼜⼝口，打破了沉默。︒



⾞車站

      「其實......我......我曾經
收到⼀一封來⾃自倫敦的電⼦子郵件。︒
我想......但這實在太巧合了。︒
我想......這封匿名的信件，會
不會，就是你的女兒︖？」 

      出乎她的意料，司機綻開
了笑容。︒「也許吧。︒」 

      「妳聽，第⼀一⾸首歌要開始
了，這是我在這張CD裡最喜
歡的⼀一⾸首。︒對我來說，這才是
我最熟悉的女兒的模樣。︒」



⾞車站

      ⾳音響裡傳來輕快的旋
律。︒這⼀一次，是⾸首輕鬆的
快歌。︒ 

「世界不斷轉動 
不會停息 
無論多麼孤寂 

我還總是有你.......」     



⾞車站

      欣容聽著這⾸首歌裡愉快
的嗓⾳音，也不⾃自覺地笑了。︒
就好像她眼前這⼀一位堅強的
⽗父親，和他⼼心⽬目中的女兒所
相信的，他們緊緊握著身邊
所愛的⼈人，即使在最孤寂的
時候，也還擁有彼此。︒那麼，
似乎也就能好好的度過轉動
不息的⽣生命。︒ 
               ～End 【結局4】

➡️從頭閱讀 ➡️閱讀其他好書

http://www.fieb.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