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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時刻時刻時刻 

 

P搖搖丈夫的肩膀，打算將他從床上叫醒――今天是他們結婚十週年的紀念日。孩

子們送給她們的禮物，是到東部城市知名飯店的度假卷──要她們重新再度一次蜜月旅

行，並且告訴 P，他們能夠照料好自己。 

P的先生依舊沒有起床。她看了時間，再不起來就有點遲了。接下來可以出門的時

刻，是下午三點左右。 

她打開兒子的房門，對著髒亂的情況搖搖頭，開始收拾，一邊折棉被她還不忘企圖

喊醒他。 

P炒好了一盤青菜後，先生終於起床，坐在餐桌邊看起報紙。 

「不是說好要出門了嗎？怎麼又開始弄起中餐了？」他的臉埋在剛被掀開的報紙

裡，濃重的油墨味讓 P遠遠地便聞到，皺起了眉頭。 

「誰叫你那麼晚起？怎麼叫都叫不起來……。」 

「那也可以在路上吃就好了。」 

「但……我怎麼知道你什麼時候才會……」P其實想說的是，她今天翻過農民曆了，

中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以及三點到五點適合出門。 

「妳該不會又是因為看了什麼命理的書吧？」他煞有其事地提起，抬起頭，望著 P。 

P慌亂地回答：「哪有！」 

「沒有就好。」他又繼續看手中的報紙。 

當 P和先生在飯廳平靜吃著中飯時，她突然說：「喂，我們養隻貓好不好？」 

「貓？不是已經養了一條狗了？」他不以為然地說。 

「但大家都說養貓也不錯啊，那個老教授家裡不是也養了一隻貓嗎？」 

「他是沒有小孩可以陪他，一個人孤孤單單的。」 

「但貓很安靜，習慣也很好……，不會像狗一樣喜歡亂咬東西。」 

「那是因為有些人沒教好，像我們家的毛毛就不會。」 

「是啊……毛毛是很乖……。」P不是不喜歡狗，當狗的舌頭舔在臉龐黏膩的感覺，

她聽過很多人會嫌噁心，但她不討厭那種親密的感受，說不上喜歡，但絕對不討厭。 

不過她也想要體驗貓坐在她的大腿上，輕輕搔癢牠的背部，讓牠露出細瞇著眼睛的

舒服的表情，讓午後的陽光靜靜地曳灑在她們身上，拖成暖暖的影子。 

原本趴在客廳地板上的毛毛，對著門外的方向吠了幾聲，P往外看，空洞的街景裡

並沒有任何人走過，只有靜止的風像在炎熱的中午底下蒸發了。 

他們出門時，原本晴朗的天氣開始下起了小雨，P默默忍受先生對她的抱怨。 

「妳看，都是因為妳，非得等到三點才可以出門。」 

P把玩著手上的紫水晶，車子的窗玻璃中央懸掛著她去關帝廟求來的行車平安符，

小小的雨絲斷斷續續地打在玻璃上，P的手指被水晶的稜角扎痛了，她蹙著眉，只希望

快點到達目的地。 

他們開了幾個小時的車才能到達東部的城市。一路上，P都在睡覺，即使睜開眼睛，

也因為略微暈眩的不舒適感而望向窗外浮動的山水。她並不覺得自己在跟先生嘔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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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找不到適當的話題可以開口。 

當 P看見窗外湧現的海浪，她轉過頭去，想跟丈夫說點話，她想要叫他看看窗旁湧

現的藍色而遼闊的視野。但丈夫只是專心地開車，並且沒好氣地問她：「幹嘛？睡醒了？」

她只得又轉過頭去，盯著遠方海面上閃爍的一個小點，漸漸消融。 

 

2． 

一路上都是陰霾的天氣，彎來繞去的山路。儘管在 T鎮並沒下雨，但一繞過山頭，

迎面而來的竟是擾亂視線的傾盆大雨，加上天色昏暗，路標標示不明，在 P的丈夫拐進

一段山路，隨著路越開越小，住宅越來越少，P才確定他們走錯路了。 

「你走錯了，是怎麼開車的？」在石子路上顛簸的路況，顫動 P軟軟的身體，她的

臉上盡是不耐以及焦躁。 

「剛剛開進這條路時，妳也沒開口說走錯了！」P的先生暴躁地反駁。 

「那……那現在怎麼辦？也不曉得這裡是哪裡。」 

他們似乎繞進了山的深處，已經上坡又下坡好一陣子。 

P的先生不想理她。 

「小心！」P叫出聲來，在車燈的照耀底下，站在路中央迎著雨絲的貓瞪大著眼睛，

牠雙眼的瞳仁縮小成一條縫。貓並沒有被自己差點遭逢的厄運給驚嚇了，反而一派輕鬆，

慢慢地走到路邊。 

「在這深山裡，哪來的貓？」P自言自語，但她心裡想的卻是家裡的毛毛，一定會

嚇得倉皇地跑開吧？ 

「如果有貓，那這附近應該有住人囉？」雖然車上有一本全島地圖集，但 P和她先

生卻沒人想拿出來看。 

果然不遠的地方，在路的轉彎處，有一戶人家，四周被茂密生長的七里香圍繞，一

幢三合院式的房子，房裡的燈是亮著的。 

「把車子停下來，我去問一下路吧。」P的先生臉雖然很臭，但還是照做了。 

「不好意思，有人在嗎？」P在走廊探詢著屋內的燈光，隔著紗門，P看見正廳的

桌上似乎擺了好幾樣飯菜。走廊上放著一些沾了紅色泥土農具，鐮刀，鋤頭，雨鞋，掛

在牆邊的斗笠，還用一塊尼龍布料裹住。 

P叫了幾聲卻沒人回應。她不斷聞到滿溢室內的飯菜香味，一開始或許是沒留意到

吧，那股味道現在卻勾勒出 P乾癟的胃的形狀，和她空虛及不斷蠕動的腸子。 

P的先生也下車來了，朝她的方向走來。 

「怎麼這麼久！」他還是一臉不耐。 

「好香。」在聞到飯菜的香味後，P的先生的臉突然變得柔和，帶著似笑似哭的表

情，情不自禁地推開紗門走了進去。 

在 P還來不及拉住他之前，他已經坐在桌子邊，用手指拎起一塊肉吃了起來，老婦

人突然出現在眼前。 

「不好意思，沒經過妳的同意就跑進妳家，阿桑，真不好意思。」P趕緊對著眼前

的老婦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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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婦操著濃重的外省口音直說：「沒關係。我剛剛啊，在洗澡時就聽見妳在叫人了是

吧？我雖然年紀大了，但聽力卻還是跟年輕時一樣好得很，別看我年紀大了，就算我在

那邊房的浴室洗澡，我還是聽得清清楚楚。」 

P順著老婦指的房間看過去，只覺得一片漆黑，彷彿沒有任何東西存在的空間。即

使她想趕緊拉著先生離開，但他卻像個任性的小孩，肚子餓了就要吃，吃不到便耍賴。 

他又用手指捏起一塊滷過的豬肉，咬了起來，滿溢的油脂從他的嘴角往下順流，肉

屑塞住他的牙縫，而他依舊一口接著一口，吞嚥入腹。 

P在第一時間只想趕緊提醒先生，小心高血壓，腦溢血。但他的臉上露出愚騃的笑

容，彷彿他正舔食著一根棒棒糖。 

「沒關係，沒關係，我煮了那麼多。欸，別看我年紀大了，但食量還是好得很，吃

得下。人家說能吃就是福，可不是這樣嘛。」老婦堆著笑臉說。 

「但總不好意思坐在這裡吃，而且……婆婆，你知道 H市怎麼去嗎？我們似乎走錯

路了……。」P總算說起她們跑進來是為了什麼。 

「別急，別急，妳看，雨下大了唷。」P不信，轉過頭去看，果然雨聲嘩啦嘩啦地

撞擊放在左側房附近的鐵桶，叮叮噹噹地響著。而且老婦不知何時多拿了兩雙筷子，要

P坐下。 

「這怎麼好意思呢？」 

「別說不好意思，挪，妳男人吃得可勤快勒。」 

P的先生用力地點點頭，再繼續吃著飯菜，像沒時間言語。 

「而且，雨下那麼大，你們路又不熟，萬一拐錯了彎，到了閻羅王那裡，唉唷，那

可就阿彌陀佛了，罪過罪過。」 

P雖然肚子也很餓了，但看見一桌飯菜卻沒有食慾。 

「阿婆，妳為什麼煮了那麼多菜？一個人吃得完嗎？」 

「吃不完，也得吃，習慣了，一個人住在這破山拗裡，怎樣也得吃得熱熱鬧鬧的。

萬一兒子媳婦一家突然回來，也才有的吃。」老婦嘆了口氣，扒了幾口飯後，又振振地

說：「別看我老了，我一餐可是要吃三碗飯。人家說能吃就是福，可不是嘛。」 

P轉過頭，看見貓在屋簷底下躲雨，外頭黑矇矇的，她看不清楚那樣的世界，但總

覺得她寧願到屋外摸摸貓的頭，看牠舔著自己的爪子。 

「去！死貓！」老婦發出惡言恫嚇，貓便跑了。跑到一處 P的視線所不能及的地方。 

而雨，卻越下越大了。在短暫熱絡的寒暄後，唯一發出聲響便只有齒齦磨合，舌唇

相抵，咂巴咂巴地響著。 

 

3． 

P和先生被老婦安排在右側房間休息。房內也沒什麼擺設，除了一張半腰高的木床

外，還有一張梳妝台。房內只點了個昏黃小燈泡，老婦說房間就是用來睡覺的，當然不

用太亮。 

梳妝台上有張年輕女子的黑白相片，穿著旗袍，兩個眼睛黑愣楞地望著前方，看不

見瞳仁似的貓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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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婦走了之後，他便急忙忙地湊上 P的身體，親了她的脖子，解開她的褲頭。 

P要他別急，這間房，聲音會被聽到的。 

但他卻還是不太說話，急煎煎地褪開自己的褲子，扯下 P的底褲，將 P的腿盤在自

己的腰上，生猛有力地撞擊，像他剛剛吃下肚的熱量都發洩在 P身上，木床也發出喀茲

喀茲的規律聲響。 

P已經很久沒感受到身體有類似的快感。但令她感到可笑的是，自己心理明明不太

情願，只是配合著先生的動作，卻漸漸熟稔了起來，也感到愉悅，情不自禁地發出嬌喘。 

事後，氣喘吁吁的 P想開先生玩笑，問他今晚究竟是怎麼回事。但他已經側躺在一

邊，像睡熟似的打鼾了。 

P感到有點嘔氣，都已經是多年的夫妻了，那種任性和小女生的心態，原本 P已經

不會再有的，不是都隨著柴米油鹽的調味而麻痺了嗎？ 

但現在卻令她覺得想哭，儘管只是有點。 

哭了一陣後，P才發現，不曉得在什麼時候，雨已經停了。 

屋外的廣場上散佈著濕冷的月光，那是第一次，P總算知道為何月光會像一層白銀

似地白花花鍍在地上。 

她穿好了被褪到膝蓋的內褲，拭過衛生紙，套上一件薄外套禦寒，輕巧地推開門走

出去。已經生鏽的紗窗木門發出尖銳聲響，P嚇了一跳，回頭看了黑暗中的床鋪，但一

切都是她太多心而已。 

外頭幽暗而平靜，近處草叢中傳出不知名的蟲鳴。 

P信步走著，也不曉得走到哪裡。她嘴裡隨便哼著歌她像個小女孩出遊，墊起腳尖，

快樂地旋轉著身體，一圈，一圈，又一圈。 

阿婆說左側房是她睡覺的地方，但 P並沒聽到什麼聲息。屋後的山似乎很高很遠，

但也都收攏在無盡的黑暗裡。 

遠處，有狗吠的聲響，斷斷續續傳來。大量吸進雨水後更加清新的空氣，帶著夜露

的成分吧，P感到冷冽而想回房時，突然，看見了貓。 

貓也沐浴在月光底下，森冷的眼睛凝視著她，像在注意她的一舉一動。 

貓正舔著自己的爪子，只是一隻隨處可見的花貓，輕盈地甩動尾巴。P也看著牠。 

貓並沒有因而離開。 

P慢慢靠近牠，緩緩地蹲下，伸出手，試圖撫摸貓的毛皮。 

但在還沒碰到之前，貓張嘴叫了一聲，露出利牙，讓 P把手縮回。 

貓開始走動，悠悠地走，還不時回頭看看，似乎是要 P跟上的意思。貓當然不會說

話，P不曉得為何被那股眩人的力量牽引著，讓她跟著站了起來，跟著貓走出阿婆家，

到外頭。 

P知道自己正走過自家的車，車頂上堆了許多被風雨打落的梧桐葉。但她的意識無

法拉住她，不要繼續往黑暗的地方跨出一步，一步，又是一步，她隱隱然覺得自己將要

走入另一個世界之中。 

貓行走時搖擺著尾巴像具有催眠作用，她只看見那棕色雜毛物體規律擺動刺激視

覺，就連腳底下越來越險惡的路途──她和貓已經從柏油路轉入石子路了，也無暇分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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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內心一直擔心腳下蹬著的這雙粉紅高跟腳，會踩斷鞋跟。 

P開始聽到潺潺水聲，一開始她還搞不太清楚那是什麼。她開始害怕走向越來越不

可自拔的地步，即使現在想要回頭，她恐怕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已經沒有任何燈光可

以憑藉，只有天頂微弱的星光覆蓋朦朧四周。 

她回想起少女時，還沒結婚前的記憶。那遙遠而悠長的呼喚彷彿在她的頭頂上向她

招手。那時為了什麼事情被遺忘在野外，她也忘了。是不是為了幫忙家中的農務，因此

到山中的田裡？ 

她只記得自己穿過悠長的小路，路旁盡是掩著陰森曳影的竹林，一點點星光和月色

照亮她前行的路，年少的 P一開始還帶著恐慌，但過不了多久卻轉為愉悅的感受，細心

體會到年輕肉體熱切的律動，順著下坡石子路奔走時略微的喘息，在身體血管中沖刷凝

滯的思緒，未來帶點不可預知危險的刺激（雖然這條路來來回回這麼多次，已經很熟悉）。

就算她沒照到鏡子，她也知道自己的臉必然是紅通通的。 

P並不特別記得那天晚上回到小鎮上的家時，家中的人反應如何。像是理所當然地

看到她獨自走下山來不感到稀奇，她的母親一如往常扯著嗓子招呼她趕緊吃晚餐。後來

她才知道在那天下午三點左右，媽祖廟廣場下起了大雨、阿水伯在自己家中滾下樓梯跌

斷了一條腿，而那個人人尊敬的省議員，則因為肝癌逝世在榮民醫院的病床上。 

P總有股錯覺，貓的身影正越來越大（或者是她的身形越來越小？），她在恍惚間擔

心貓會回過頭來，張望著血盆大口將她一口吞下（此刻的她無助地像隻小老鼠）！但跌

了一個踉蹌，讓她恢復精神後，貓依舊優雅地在她眼前走著，隨著步伐，規律晃動尾巴。 

P很想對貓說點什麼，但又覺得這樣很蠢。即使四周沒人注視，她仍然覺得窘迫。

取而代之的，是她在腦中不斷延生茁壯的記憶片段，有些線索如此隱晦讓她無法分辨，

究竟那是真的發生過的事實，或者只是她年輕時看過的小說。 

比方說在這樣黑夜下盲目地走著，讓 P的腦中飄過一段曾經讀過的小說敘事：一個

穿著白色高中制服的少女，在黑夜走過一片荒蕪的土地，那是一個公車路線最後一站的

偏僻地點，鄰近只有幾家已經拉上鐵門的鐵皮屋修車廠。那是少女第一次做愛，仰躺在

那一片荒蕪的土地上，看著天頂幾顆寥落的星星，她說不出什麼，甚至不覺得自己喜歡

眼前浮趴在她身上氣喘吁吁的少年……。 

P抬頭張望天空，闃黑的夜隱然現出幾顆斗大的星子。她又聯想起那曾經牽過她的

手的故鄉少年，自從她到北部唸書後就沒了消息。P都叫他小方，小方，小方，甜甜的

嗓音當中帶著些微悸動的哀愁，她還記得他姓莫，他的父親是在一家車床工廠做工的，

像許多人第一次的愛戀，P原本以為一輩子只會愛他一個，但一輩子是太長了，就連現

在的自己都只走完一半而已；她的第一次是在大學男友宿舍的床上，四人房的房間中，

爬上單薄的鐵單架，架高的床被淡藍色的蚊帳緊緊包圍，還好那時已經是秋天了，淡淡

昏黃的午後光線照進混亂的室內。 

P就窩在那張床上，慢慢地被男友褪去了胸罩、長褲、以及內褲。在她還搞不懂情

況怎麼會演變如此時，她便答應了讓他進入她的體內，伴隨著劇烈的疼痛和事後內心掙

扎而驚懼的嘆息：這樣做，是不是太傻了？ 

「是，或許是吧……」P似乎聽見有人對著她說，在像是夢遊中的黑夜旅程，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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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已經開始渙散，雙腿因為沾染過多的露水而顯得濕濘，但她卻聽見有人這麼說，彷

彿從兩旁夾擊的山坡頂端晃動黑影樹叢之間，順勢滾下滑入她小而單薄的耳朵裡。 

兩旁簇生的芒草叢總是摩擦著 P的臉頰，和不知從何時開始騷擾 P的蚊子，已經讓

P煩躁不安，但她卻不曉得為何，無法停下腳步。 

P感覺腳下浮動的石子路面彷彿被抽換成時間輸送的曲帶，只有在時間上，她才完

全無法停止任何動作，只能任由一切不斷地往前、往前，四周的芒草叢幻化成記憶中不

曾詳細捕捉，卻也從來未曾抹滅的印象，像大學門口那老舊的磚牆校門以及成排的椰子

樹，或者文學院附近的流蘇，草地上被堆積的杜鵑花屍排列成 I LOVE U的字型，等待

日光照耀，逐漸腐朽潰爛…… 

 

貓終於停住。 

P也跟著停下來。（那時間不斷運轉的一切在此刻終究可以用一種細微的觸摸感受到

它移動時龐大或者渺小的身形！） 

她和貓的停止，只不過單純因為面臨路的中斷。再往前幾步，便是無法見底的山崖。 

她看見貓回頭張望，嫻靜地舔著自己的爪子和皮毛，叫了一些（或者說了一些）她

確切不懂的聲調，便從那處她們停下來的崖邊，往前一跳，墜入那看不清的空間之中，

就連貓極有自信劃過空間的弧線，都因為視線不明關係而變得模糊，並且可能會在往後

恍惚的回想中感到哀傷。 

P只記得自己酸軟的雙腳突然變得有力，猛地往前拔起，她不確定最後存在腦海的

情緒，到底是不由自主的對於死亡的恐懼，或者操控在我的解脫？ 

 

P從簡陋的木板床上驚醒，汗濕了一身，並且瞥見她的先生彷彿正在舔舐著自己的

手掌背，不曉得他正在做什麼樣的夢境。 

 

4． 

昨天晚上睡得好嗎？老婦親切地詢問 P和他。 

「很好，很久沒睡得這麼好了。」他回答著。 

「在都市裡太過緊張了，怎麼可能睡得好。我的兒子也在都市生活，我怎麼不知道？

別看我已經這麼老了，腦袋瓜兒還是很清楚。」 

P不確定昨天所見所歷究竟是不是夢境罷了。她一早醒來腳底清爽，但全身上下卻

酸痛無比。他的先生穿著四角內褲坐在床沿，旁若無人伸手進去搓弄著自己的陰莖。這

讓 P感到非常厭惡並且震驚，因為她突然意識到，她的先生長久以來都是如此，只是不

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她便習慣了他這樣的舉措。 

P頹然地賴在床上，像具被小孩玩膩過後丟棄在牆角的娃娃。 

「怎麼還不起床？」他問她。 

P什麼也不想回答。 

吃過老婦人準備的早餐，醬菜、豆腐乳、麵筋和稀飯，P的先生塞給老婦三千塊，

謝謝她的照顧。一切順序彷彿都如此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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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老婦家的山垇，才拐個彎，便轉到了往東部城市的大馬路上。 

「奇怪，為什麼昨天晚上在這裡繞這麼久也繞不出去？」他納納地說著。 

P轉過頭，他們來時的那條小路彷彿從來不曾有人走過，路上積滿了落葉和掩蓋天

光濃密的樹蔭，鄰近雜草叢生。像是她唸書時讀過的《聊齋》，孤山野嶺，荒煙漫草之際

突兀地在黑夜底下冒出一棟光影撩人的房子。 

他們的車子又開始忠實而乖巧地順著筆直的省道前進。那小心餵養的容易固執的中

年靈魂，讓他們的旅程彷彿不曾中斷過而接續下去。 

P剝著一顆路上剛買的橘子，一個人慢慢地吃完。 

「怎麼沒剝給我吃呢？該不會是不愛我了吧？」他半開玩笑地學著輕浮的口氣說。 

「喔，沒什麼，就是一個人吃完了。」P的反應異常冷淡，好像是她的心裡從昨天

開始累積了許多心事，現在都快要裝滿了，塞住了她慣常柔軟伸縮的舌頭才導致如此。 

如果是在平常，P必然開始說起高先生家的那棟公寓不是租給人住，卻發生了兇殺

案之類的事情。他也會問起高先生是誰？P則會回答是她的母親的朋友，在他們兩個結

婚時曾經來過。他最後會說：「這樣啊。」 

但駕馭著他們的，除了亙常而不斷延續的沈默外，還有不知多久車程前行的茫然。 

他雙手抓穩了方向盤，不時用眼睛的餘光瞥著 P；但 P只逕自看著屬於她那邊車窗

的景色，草黃而不斷延續的山壁，每個轉彎處都無驚喜。 

他對她說：「這裡的海浪果然很大，靠著太平洋嘛，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他自言自

語地說著，想要引起 P的注意。 

果然奏效了。P轉過頭來，看著另一邊車窗，車窗後的層層灰藍色的海面，衝激到

岸邊的防波塊時，碎裂成白色的泡沫，像浸染了些不易分解的肥皂粉。 

讓 P想到高中時，她和班上的同學跟男校的男孩聯誼，到了沙崙海邊，他們靦腆地

談話，大部分對話只落在兩班負責聯絡的同學口中。她的腳印在那沙灘上留下輕黲而小

巧的痕跡，被風一吹，便都掩蓋了。回程，她的口袋裡多帶了一顆小而白晰的貝殼，只

有一段指節般大小，很容易便被不小心遺忘在時間的缺口。 

不像現在，沙灘已經封閉了，被大量的圍牆封閉的海風越過高度，不斷吹襲而來，

和一座軍營，軍營前站著兩名荷槍的軍人。結婚後她和先生到過這裡，她不假思索地脫

口而出：「我曾經來過這裡，那個時候不是這個樣子……」他警怵地詢問，什麼時候？我

怎麼從來都沒聽妳說過？ 

P則回他說：「是跟家裡的人來的……」 

為什麼，為什麼那個時候要說謊？如果從以前便老實地吐露出真實的自己，是不是

現在的我便不會如此感傷地坐在一個封閉的鐵盒子裡揣想著過往？P哀傷地想著。 

一路上幾乎沒什麼紅燈阻擋他們前進。P睡了一陣子醒來後，他告訴她：「就快要到

了。」 

快要到了？但 P卻一點也無法放鬆。她幾乎不可置信為何自己如此地多愁善感。那

不是早就在柴米油鹽的烹煮過程中，一點一點地蒸融了嗎？她就算看著報紙副刊，都會

引起先生的不快，認為那無關經濟並且極容易豢養眼淚成群──他把結婚早期的 P容易

落淚，歸咎於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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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她便習慣安於平常，不再揣著一本描寫小人物的鄉土小說而

悲傷？ 

P搖了搖頭。 

「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他體貼地問。還沒等到 P的回答，他便又自顧自地說

起話。「一定是吧，不是告訴過妳要注意穿好衣服，蓋好被子。一定是昨晚被山裡的霧氣

給凍到了吧？難怪妳今天早上起來，我看妳就怪怪的，原來是生病了啊……，不舒服。

不舒服就要說一聲啊，剛剛在路上經過的小鎮不就可以先去藥局買個感冒藥來吃。」他

又如此獨斷地認知了另一個貼近他的世界，但他從來沒搞懂過……。 

在快要到旅館，開始進入城市，在那小而彎曲的街道裡，他發現一家藥局，停下車，

出去後又跑回來問 P：「妳的症狀是什麼？」 

「我沒事！」P固執地說。 

「怎麼可能？到現在這個時候還要逞強！」他進了藥局，買了兩種普拿疼的膠囊。 

「一種是感冒專用的，一種是特效碇喔。」 

P無奈地點點頭。但眼神專注看著路旁在賣鹹酥雞的婦人。P想像著她豐滿肥腴的

身體，究竟一個月得享受幾次肉體上的逸樂才能得到滿足？或者她那淡藍色碎花布襯

衫，短袖，圓領，手臂上套著黑色長護籠，滿溢的的油光照映底下略顯紅潤的臉頰，是

快樂或者欣喜？是無謂或者帶點些微的悲傷？在她翻弄油鍋裡熱騰騰的炸雞塊時，她腦

子裡究竟想著是明天晚上六合彩簽注的號碼？或者兒子剛考上私立大學頓生龐雜的學費

和生活費開銷？ 

車子很快便駛離了容納那個婦人的視野，從此不再踏入 P的生活中，那一點點感觸，

一點點莫名其妙的傷懷，對別人生活如此牽腸掛肚地猜想。 

P總以為年輕的自己就是如此，坐在校園裡的杜鵑花叢旁，想著騎著腳踏車經過的

人，她們臉上爛漫地談話，某個吸引她的男孩總是被幾個女孩包圍住，她也不可能跟他

談小說，談詩（想當然爾，他們的腦袋除了數理公式外，頂多還填滿用慾望美化過的女

體）。 

「到了。」他輕聲地說。P抬頭，幾乎不認識這個地方。在諾大的空地上只有一棟

旅館建築，海風呼呼拍打著旅館的透明玻璃窗，在熒黃燈光籠罩底下，顯得有點怪異和

荒謬。 

「你確定是這裡？」P不安地問著。 

「到了。」他自顧自地回答。 

 

5． 

從他們到了那天晚上，H市便開始下起大雨。 

兩個人幾乎被關在房間當中，哪裡也不能去。附近又沒和市區接臨，他們充其量只

能在飯店附設的西餐廳吃飯，室外的溫水游泳池以及 SPA水療，當然也曝曬在狂烈的雨

水中，禁止使用。 

吃過晚餐後 P顯得精神好了一點。 

她原本只點了一杯咖啡和生菜沙拉，但吃了幾口後決定加點一塊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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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的身體好了？」他問她。 

P不得不點點頭，默默地吃著。 

「感冒藥果然有效！」他開心地說著。 

飯店內的室內休閒設施也都顯得老舊，幾具健身器材，跑步機的塑膠履帶都已經斷

裂脫落；幾台老式遊戲機，魔術方塊和小精靈；比較不需要保養的乒乓球桌和撞球桌，

都已經圍滿了和他們一樣，找不到離開這家飯店路徑的幾家人，父女間搓揉著彼此略嫌

生疏的對話，在這陌生的地方，潮濕的地下室裡，企圖重建好幾年前便已經失散的溫情。 

但那一切都是枉然吧！P冷眼看著。 

回到房間只能手拿著遙控器看電視，做著在家裡一模一樣的事情。在飯店內繞了一

圈後，他便厭煩地想結束這尤里西斯式的巡禮，趕緊回到房間。 

大老遠跑來這裡還是只能盯著冷冰冰的螢幕，P不免覺得嘔氣，更何況遙控器的主

控權握在他的手上。 

P感到多麼彆扭和不自在，身上披著一條棉被，坐在窗戶邊看著窗外黑矇矇的海景，

雨絲不斷滑落在窗戶玻璃上，不斷地滑落了……如果那年她沒有因為結婚緣故，順從他

的意見，毅然辭掉出版社工作，此刻她的處境會不會，便不一樣了？ 

依舊只有雨絲不斷滑落。隔絕著外頭轟烈的世界，用一面透明玻璃窗，手指貼在上

頭可以感受到雨水的冰冷，指腹還遺留一些灰塵……。 

 

第二天，大雨還不斷下著，是 P和他的結婚紀念日的確切日期，大雨依然不斷下著。 

旅館的大廳開始滲進許多雨水，據飯店員工說，地下室已經在昨天整個泡水不堪使

用。最新的氣象新聞報導，天氣將在後天下午放晴。 

P原本打算到這附近的海灘上走走，但依舊看到窗戶外不遠的堤防上，大浪席捲。 

「怎麼辦呢？」P憂慮地說 

「不能怎麼辦啊，哪都不能去。」 

「好不容易出來了一趟，怎麼碰上這種天氣？」 

「妳以為我想啊？」他不悅地回應著，又是打開電視，面無表情地看著。 

P用力地甩上房間門，換好原本要穿的衣服（只擦沒塗上防曬油），走出去。 

但我又能到哪裡？P站在空蕩的走廊時怨懟地這麼想。她並沒忘記昨天的感覺，但

終究只能朝既定的習慣走著。 

P到了大廳，兩扇玻璃門底下塞了許多條抹布，原本暗紅的地毯因為潮濕和外圍蔓

延逸散開來的雨水而變得腥紅，彷彿還夾帶著不遠處海水倒灌後鹹苦的風味，每踏陷一

步擠壓出水液，在她穿著輕便的膠底勃肯鞋四周圈住了。 

P開始抱怨，為什麼他會把自己帶往這種處境！ 

飯店服務生制止 P繼續往外圍方向走去。 

「太太，真的不好意思，往那裡走有點危險！太太！」大雨打落在玻璃上，像一層

瀑布般的水簾，P振了振身子，往後退了幾步，臉卻無法移開，看著大門外漂流的世界。 

 

他們幾乎等同在這陌生地方的一處旅館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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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的不熟悉感並沒有加強他們心靈的聯繫，拉近彼此的情感。儘管他們正一起坐

在飯店房間的床上，看著電視，P輕靠在他的肩上，他的手輕柔地撫摸著她的頭髮，她

卻知道──也許他也知道，那只是一種習慣的動作罷了。 

 

第三天一醒過來，P便發現房間只剩下她一個人。她坐在床上，打開的電視沒有任

何畫面，只有沙沙沙的雜訊。 

她在走廊上晃了一圈，地毯上有幾條凌亂的浴巾，P還看見某間半開的房裡，床上

坐著一個全裸的中年男子，雖然也看了她一眼，卻沒任何表情。 

P回到房間，坐在床上，弓著腿，對著沒有畫面的螢幕發呆，直到 P的先生打開房

門，走了進來。 

P並沒問他去了哪裡，他們只是安靜地，抱著彼此。 

手機已經無法對外通話。昨夜似乎海水倒灌，水勢沖進一樓大廳，從樓上的遊客，

傳來對遠方救生艇聲嘶力竭的呼喊，P看出窗外，水面上像有一個微小的點，一眨眼，

便沒了蹤影。 

P卻不知為何，有種心情徹底放鬆的感覺。 

 

而外頭，雨還是持續地下著，彷彿沒有任何終止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