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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囂的沉默 

    他們說他自殺了。 

 

    那個女人茫然地吊在電扇上，形容憔悴，面色慘白，突著眼睛。這個室內窗戶不

開，空氣中帶著悶熱的霉味。女人就這樣靜靜掛在那裡，不說話，不吵鬧。 

    地上是一塊點著蠟燭的生日蛋糕，一台已經耗電用盡的筆記型電腦，歪斜橫躺的

椅子。蠟燭熄滅了，燭淚滴在蛋糕上，染紅奶油，一點一點的。 

    說起來，詭異地可笑。 

    我第一次踏進這裡時，就是這麼覺得。似乎不太意外。礙於鑑識人員、警察，和

我父母、她聽說的好同事好摯友，以及一群看熱鬧的人，我無法笑出來，否則，我真

想上前，拍拍她的腳，好好大笑一場。 

    是要笑的，難道，還要哭嗎？或者， 

    學妳吊上去？ 

    我輕聲對她說著，不過，只能在心裡叨唸。 

    不久後，連新聞記者都來採訪，照例，要訪問家人、親友。看大家哭成一團，上

氣不接下氣，若不是說著「她不可能自殺」，就是「她最近壓力大」，或者是「看她好

好的，沒什麼異常」。 

    我扶著我媽，不吭聲。我媽只是一味搖搖頭，她什麼話也說不上來。我爸講了幾

個字，只能說出：「是個孝順的女兒。」鏡頭一直照著他們，我忽地想要將那扛著攝影

機的傢伙，在他鼻子上，試試每天打著沙袋練出的拳頭有多硬。然後，我們在捧著咖

啡，悠閒坐下，談論著「關於感想」，不過，那必須是，這傢伙家中也死過人，才能參

與的，這是條件。 

    但若是在鏡頭面前，開心地載歌載舞大吼大叫著：「哇，我姊死了呢！」或許更加

有趣。莊子鼓盆而歌，理當仿效。 

    當然，我什麼話都沒說，即便今天我上了萬言書，新聞畫面，永遠都無法表達我

想說的十萬分之一。更甚者，我說著東邊下著雨，好美。新聞裡的我，可能會說：因

為有人要死了，所以東邊下了雨…… 

    不然，我姊為什麼要死？ 

 

    過了幾天，警察把筆電還給我們。那台電腦，是我姊考上這份工作後，我買給她

的。當時，我的生活日夜顛倒，白天在教室裡睡大覺，夜晚在便利商店打工。我跟她

打賭，如果她真考上了，我就把一個月多的薪水給她買電腦。 

    簡直反過來了，不是？ 

    我一直認為她笨，笨到男人和別人暗通款曲也不知道。笨到同學都在背後訕笑著

她，她寧可跟我打架也要護著那些渣。誰知，她唯一聰明的就是考上這份工作，這份

該死的工作！ 

    也許，笨的人，是我吧？ 

    我不該跟我父母站同一陣線，推她上去的。我應該對她大聲咆嘯：「莫瓊音，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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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只會被學生欺負，笨死了，唱妳的歌去！」 

    那是我唯一一次後悔沒阻止她，後悔，我在他們鬧家庭革命時，只是窩回我的房

間，打我的電動去。 

    我姊那個笨蛋，電腦不可能上鎖，輕易地就開啟，我知道新聞當時鬧得很大，未

來大約也會再鬧個一星期。FB 畫面裡，留言數嚇死人得多，考慮要不要看完。我找了

很久，找到她最好的那個朋友。留言被擠到很下面，有點費時。 

    「瓊音，怎麼會是妳，妳不是一向最樂觀嗎？……我真的好難過，希望這不是真

的。希望妳在天國也美美的……我很想妳……」時間差不多是學生打開教室門，被我

姊那晃來晃去的身影嚇得半死的那天半夜十二點。 

    再往上划，大概一個月前的訊息，上面是一連串的髒話，最後一句是：「人在做天

在看，妳別說妳不知道做了什麼！妳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 

    我納悶了。 

    這個人是被盜了帳號，還是人格分裂？ 

    我又開了其他幾個人訊息，有不認識的人，大約我沒見過面，沒什麼好看的。問

學校事情、問我姊的嗜好，還有想追她的人等等。 

    但在我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選擇地看了幾則訊息後，發現那些是她好友的人，

很多都罵她「婊子」、「杏壇敗類」、「既得利益者」、「去死」。當然，也有些不認識，連

我姊也不知何方神聖的人，也用了這些字眼罵她。 

    這完全不意外，我早在 PTT的數字版上，看到相關報導，一系列，洋洋灑灑，汪

洋洪肆，也差不多就這些了。頂多，再加個「台女」、「中學女老師不意外」之類的字

眼。不過，出自於陌生人，和好友，還是有差的。 

    我很好奇，這些人嘴裡的這個惡毒、心機重的女人，真的是從小和我一起長大，

互相欺負的那個女人嗎？我只記得那個女人很笨，笨得很。 

    那夜，我睡不著。我姊被發現的那天，我還可以睡得很沉，夢見很多事。 

    很小的時候，我好像還在媽的懷抱裡，就有個小女生，拿著鑰匙在我面前晃來晃

去的。銀亮銀亮的光芒，刺痛我的眼睛。很奇怪，我一直記得這樣的畫面。吶，幼稚

園前的事情，不該都淡忘了嗎？還有小學時，我被她拖去玩家家酒，在學校的遊戲區

裡，滿滿都是泥巴，她和朋友玩著，捏了一塊不知什麼的東西，拿給我說：「弟，乖，

這是餅餅，媽媽餵你吃。」很奇怪，妳何時變我媽了？那年我小二，比現在的小二學

生還呆還傻，我乖乖吃下，很噁心的味道。回家拉肚子一晚上。我姊也被媽罰跪一晚

上。我清楚聽到她的哭聲。可是，我已經拉肚子虛脫到連哭都不想。上國中後，我姊

也來煩過我，一個高中女生每天來學校等我，硬要拉著我的手，害我隔天被同學恥笑。

後來我要她別來，她來我就跑，每天每天，直到她交了男朋友，不要親弟弟了。然後

上了大學，她和同學吵架，她貼班版公告班務，吵架的同學於是回文罵她，一堆人跟

著附和，版主就刪文。我姊為此哭了一整夜，隔天想要蹺課卻做不到，紅著眼眶去上

課，沒人和她說話。大約畢業前，才漸漸有人向她道歉。因為發現那個同學其實騙了

人，可惜，畢業前才道歉。只有我姊這種蠢貨才會原諒人。 

    但那晚我沒夢到這些，我以為我會夢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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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聽到水流的聲響。 

    冰冷的水底，刺骨寒心，一絲絲光線，蜘蛛絲般纏繞著女體，女體浮在水中，「咕

嚕咕嚕」嘴角冒著氣泡。她的手輕輕划動一下，水流跟著緩緩前行。銀藍色的世界，

她只是飄在那裡。安安靜靜，如一座珊瑚。伸手，想拉她出來，手，沖破銀藍世界，

划開一連串白色泡泡，搆到她的。女體原閉著的眼，卻猛然睜開，突出的眼球，彷彿

市場上待宰的魚，混濁而灰沉，結實震撼全身知覺。水底的寒氣上湧，全身冒起雞皮

疙瘩，想抽回手，卻反被牢牢抓住。一道一道紅絲，從手背蔓延而上，痛覺，跟隨攀

爬。紅流，不屬於她的。她吐舌，舌卻像地毯般，攤了開去，纏上手，力道加劇，不

知是想藉此向上掙爬，還是想把上面的人給纏捲下來。晃動間，水泡越來越大，大到

什麼都看不清。 

    好像呼吸不過來，好像有什麼勒住喉間，就快死亡。 

    我於是醒來。大汗涔涔，癱軟在床上，瞪著天花板發呆。赤裸的肌膚，被套刮搔

著，雞皮疙瘩還未退，我只能抓著被子猛喘。那是我姊嗎？愕然不解。我姊那麼笨，

怎麼可能找人尋仇，不過因著她那麼笨，可能也找錯人了。我起身，套上長褲，到廁

所坐在馬桶上呆愣著。當時，凌晨一點多了。父母在殯儀館裡，我不大喜歡待在那，

就先回來睡覺。算一算，也才躺下十分鐘而已。實在受不了，我便離開廁所，拿起抽

屜裡的香菸、打火機，走到陽台，稍稍解放一天的悶氣。 

    我父母都是教師，一個在大學，一個在國中。他們很傳統很保守，儘管我記得中

學時，學校那個體育老師，上課時身上的菸味重得嗆人，我父母就是不抽菸，也不喝

酒。很標準的老師家庭。壓力，也就自然而然，令人想逃。所以我逃了。我姊，是個

乖孩子，她不逃，乖乖接受命運交給她的一切。父母給她的一切。 

    在我大學前，我不會抽菸，喝點小酒而已。但因著不知想幹嘛，所以去唸了研究

所，因著不知想幹嘛，所以我博士班混到差點退學，但還是撐著過了。現在因著不知

想幹嘛，在老闆介紹的中學學校，當一個隨時遭解聘的鐘點教師。學生不知道，表面

道貌岸然的老師，講台上看似有學問的那個人，其實背著他們，躲著抽菸，躲著喝酒，

躲著手淫。我沒讓人知道，父母也不知道。只有我姊偶爾念我，我叫她閉嘴。 

    學生時代，我選擇逃避，逃到最後，我竟回到原點，挑了最恨的工作做。 

    於是，我全家都算是老師。 

    好可笑。 

    全家都是老師的家庭，今天，一個老師去自殺了。留下另一個老師，滿腦子都在

思考，思考著湊佳苗《告白》裡的犯罪技巧，想著宮部美幸《模倣犯》裡的犯人手法，

拆解著嫌犯X計畫為何，我該如何做，才能完美無缺。筆記本丟在垃圾桶，碎紙機。

我還是選擇去上課，儘管同事要我別去，但唯有在那個當下，才感受到其實我還活著，

還算有點價值。並沒有隨著某個人而死去。 

    就是那夜看完我姊的筆電後，我徹底睡不著，輾轉難眠。風吹著窗簾颯颯作響，

搖晃樹影顯煩。好像有那麼一道影子吊著似的。我想到我姊那滑稽，像人偶般的影子。

然後我起身，像那天一樣，又去陽台叼菸。只是不點燃。因為，這天我爸媽在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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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再不休息，大概會倒去醫院，我可沒錢、沒閒，請人去照料。 

    我知道我爸媽辛苦，但他們也算幸運。年輕時教的學生總不像現在的，人聽到你

的職業是老師，總會說一句：「哎呀，現在的學生很難教吧。」同情的眼光。但轉頭說

起福利，就哼一聲，報紙網路上會說的骯髒話，全肆無忌憚傾瀉而出。我爸媽教的學

生，再叛逆就如我，藤條拿來，至少我會閉嘴，不會揍老師。 

    但小時候我是真的想揍老師，如果那時我像現在這般的話。記得小六那個老師，

因為我不因循她的算式寫，我按照的是我爸教的，爸是知名大學數學系系主任，當時。

我老師一看，就叫我撕掉重寫，她說：「誰教你的，亂教！」現在想來，我應該回：「某

大學數學系系主任。」我好想看她表情。但當年的小六學生還很乖，再叛逆都很乖巧。

我因著好幾件事情不按她想法，和垃圾桶為伍一學年，那味道始終難忘。她喜歡成績

優秀的學生，就是不滿我的數學分數太高。她永遠可以挑剔，只要不讓我滿分就好。

同學知道老師不喜歡我，會刻意在我位置丟垃圾，然後說：「哎呀，原來那是你的座位，

我還以為是垃圾桶呢！」我試著反擊，並且成功，藤條十下打在手心是我的獎牌，媽

於是放下她學校的工作，來我學校按著我的頭，跟老師、被我打趴的同學及其家長道

歉。我很想說：「他們先的。」可惜我沒有。 

    我媽因此是看過小六班導的。但後來我媽才說，班親會時，班導師知道我媽和我

爸的職業，露出諂媚的笑容說：「喔，順宇啊，他成績很好呢！品學兼優，是班上的模

範生。」我聽完大笑，我很好奇當時我媽的表情。誰都知道，當時，我是班上的問題

人物，老師的眼中釘。只因我永遠不順著她的意。我媽說，當下她真想反問老師：「你

說的是我兒子嗎？」我翻翻畢業紀念冊，發現我老師根本認錯人，她稱讚的，應該是

當時的第一名，名字只有一個「宇」和我一樣。 

    你說，我怎麼喜歡這份工作。簡直恨死了。 

    偏生我姊去當國中老師。瘋子，我說她。她只是狠狠瞪我一眼。這十年來，我看

她掉過很多淚水，忍著在學校不哭，回家才抱著我哭。我很想說她：「早叫妳別當了，

去抱妳男朋友，別煩我。」但，最後還是什麼都沒說。 

    這次，她不抱我哭了，她選擇吊在那個電扇上，嚇人。妳能嚇到誰？我很好奇。 

    「霸凌」是很後來才知道的名詞。想想，原來我國小的遭遇，大概算霸凌吧？可

惜，那時，沒人肯搭理我，國中也是。曾有人把我桌子搬到走廊，看我好欺負，想找

個人玩玩。我就陪他玩。玩到我差點記滿三大過，這沒什麼。但，那些人再也不敢得

罪我。我去過輔導室和當時叫做訓導處的地方，常客，大家都認得我。他們問：「你為

什麼欺負同學？」我說：「他先的。」他們說：「你錯得多，動手打人就是不對。」我

很納悶，所以被欺負到死就好了？我媽一樣放下她學校的事務，做她國小就先修過的

事。 

    「霸凌」。 

    我從我姊的 FB上得知，她正在處理這件事，以及正被此事處理著。 

 

    他們說，那個人自殺了。 

    偷媽媽安眠藥去吃，送去醫院洗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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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了。 

 

    「我再也不信任任何人了！」 

    「妳的處理方法根本沒用，我不會再相信妳了。」 

    「20號生昨天在臉書上罵我賤，7號生今天把我的早餐丟進垃圾桶，要我撿回來

吃，我不肯，20號生叫 28號生塞我嘴巴。味道好噁心。」 

    「妳以為只是罵他們就有用，我只會更慘而已。」 

    「是妳對他們說的吧？說我向妳告狀！妳才是『抓耙仔』！我只有跟妳說，為什

麼他們會知道？」 

    「偽善，妳好噁心，我希望妳去死一死。」 

    「在妳去死前，我先死給妳看！妳信不信！」 

    「今天是 20號生叫我在妳的水杯裡摻藥粉的。我有偷偷減量，我真沒要害妳，妳

為什麼要罵我？妳不是站在我這裡的嗎？」 

    「果然是妳說的，我被妳害死了。我再也不會相信妳了！」 

    「妳怎麼還不去死？」 

    「我會死，是妳害的！」 

    以下空白。最後五天份的聯絡簿，只有考試項目與功課。 

    家長簽名處空白，從這些字眼出現開始，僅剩老師簽章。 

  

    水，緊緊纏繞著，活著的人被拖下水。絲線繚繞著，越纏越緊，如蛇。它吐信，

銳利的牙，穿透肌膚，透明的，流動的。活著的人，水，狠狠咬上。 

    她有話想說，但什麼都說不出，張嘴，只有無數條水流小蛇狠狠齧咬。她伸手，

只把救她的人拖下水。原想說的話，化成水，竄流上來。再咬一口。 

    心口上的那條蛇就越來越巨大，水化成的血，腦漿裡的水，一點、一點、一點、

一點，徐徐地，涓涓地，滲了出來。 

    別呼救了，妳做過了。 

    這世界喧囂，但無聲。妳聽不到。 

    妳的聲音，也被阻隔在真空中。 

    妳的呼救，只是再一次，緊緊勒住自己，不讓妳呼吸。 

 

    於是，妳想解決的事，成為妳被解決的事。 

  

    關於背叛。這不是第一次。 

    我說過了，我姊愚蠢。她以為大學同窗的好友，畢業前還願意和她說話的那少數

幾個人，她自以為的知己，在她結婚前，背叛她。 

    我曾經將要有過的姊夫，選擇在訂婚到結婚前一個多月，叛變出逃。 

    那時開始，我姊會在電腦裡寫日記。貼上網。她的部落格。密碼繁複。 

    我覺得好笑。妳貼上網，不就希望有人閱覽？怎還會設密碼？我問她，她卻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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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突了。她望著我，嘴角微微顫抖著，欲言又止，最後竟只吐出一個字：「沒。」我愕

然，想到她大學時的事。 

    我想起這件事了。距離她吊上去前，也還未滿半年。但屬於她的密碼日記，已經

超過一本書該有的分量。後期的文字很凌亂，像傾倒的水一般，不知會流往哪方。以

為擦拭過的區域，隔天拿起周遭的物品，才驚覺還很濕潤。這是她最後一個月的文字

模式。我思考著要不要列印出來。 

    然而最後一則貼文，檔案上的日期，就在她嚇到發現學生的那日前二天。那天，

其實是她的生日。我已經徹底淡忘。又不是我女友，記那麼清楚做什麼？不過顯然她

真的蠢笨，後來回家，我去翻她房間，那盒我要送她 K牌高級化妝水，原封不動躺在

那。 

    那天她當然沒回家，隔了兩天也沒回家。最後，自己也回不了家。我爸媽這兩天

像是失憶老人，漫無目的在街上閒晃，漫無目的把手機當家用電話打，漫無目的衝上

警局、衝上學校、衝上各種她可能出現的地方。誰知，她就出現在她的學校裡，只是

當時躲起來了。 

    她自然要躲的。否則現在上街頭，人人都認得她。第一台新聞只有在眼睛處畫上

模糊記號，認得她的都知道是誰。第二台新聞，只有爆出她的學校名稱，和寫上她的

名字「莫 X音」。第三台新聞，把學校的畢業紀念冊翻出來，照出去年的照片，忘了上

馬賽克。全世界都知道她是誰。 

    她是一個冷處理學生霸凌事件的老師、她是一個介入別人感情的爛貨、她是一個

將學生隱私洩密出去的老師、她是一個應該人人口誅筆伐的賤人、她是一個同事眼中

失職的人、她是一個妨礙校譽不適任教師、她是一個不該活在世界上的人。 

    只因為，她的學生去自殺了。 

    但，這全部都不是我姊。他們說的那個人，我竟然不認識。 

    這最近一個月，幾乎很少看過我姊在家。雖然我也不常在家就是。然而一看見她，

她就對著我叨唸她學生的種種，我聽得厭煩。隨口說：「別人欺負就讓他欺負？打回去

啊！打一架起碼討回一些顏面吧？」於是又挨罵了。她像個老師，我像個學生，一罵

一聽，很像幼時泥巴上的家家酒遊戲。 

    媽不知道她何時回家，於是乾脆不煮了。有一次她在傍晚六點回家，發現竟沒晚

餐，只能騎著機車外出覓食。媽問她怎麼提早回家？她說學生家長要上夜班，不方便。

我問她，為何晚上找家長？她只說那學生情緒不穩定，不管不行，但家長要上夜班，

學生和家長，一周只見面一次，大約是學生晚睡覺十二點還在打線上遊戲時會碰見。

家長剛下班，或者正準備出門上班。 

    她滿口學生經，滿腦子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她的私密日記裡，除了前幾則在

寫情傷外，全部都是學生。 

    妳夠了沒？ 

     

    於是，妳想解決的事，成為妳被解決的事。 

    妳夠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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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所以，吊上去了。 

    晃著晃著，不動了。 

     

    我思考著要不要把姊祕密日記公諸於世，然則到了現在還是有人不斷上網認為她

就是該死，我要說給誰聽？若會聽，我姊就不會死。她試過了。我總算明白，當時她

欲說還止的，是什麼話。 

    議員和督學，帶著昂揚的氣勢，殺氣騰騰與學生家長到校約談，一旁是看熱鬧的

媒體。我說：「若妳沒錯，儘管說清楚就是，為何妳沒有？」在學校準備送交她到教評

會之前，我這樣問她。那天她看起來與尋常無異，但我知道有什麼壟罩在她身上，如

墮五里雲霧，我什麼都看不清，卻清楚知道有著。 

    她穿好鞋，回身看著我，微微一笑，笑得卻像哭。五十分鐘的會議，她只說了五

個字：我還在思索。就這五個字。餘下的，全讓議員與督學輪流說教了。連校長也只

說了一句話。 

    認定的事情不會轉圜，說了，也沒用。 

    她說過了，我那愚笨姊姊，說過了。 

    她以為用盡各種婉轉手法，不傷害學生，盡可能表露事件原貌，客觀的，連自己

的心情告白儘量少到近乎沒有，就能換取一絲絲機會，起碼來自於友朋。家人的，她

不要，認定，有私心。於是，我對她的安慰，拒於門外。於是，我聰明地，選擇閉嘴。 

    於是，開完教評會的隔天，她如常上班，爸媽完全沒察覺異樣。我不追蹤姊姊的

臉書，不會知道她朋友同事如何回應。她和我說再見，要去學校，我只是咬著吐司，

連看也沒看她一眼，隨意揮手。 

    於是，她穿什麼樣的衣服上班，她如何打扮，直到我兩天後再見到她，我才終於

瞧見。 

    於是，安靜了。她也不會再說了。 

    反正，說出來，終歸，也要死去。 

 

    我花了四天，把她那堆絮絮叨叨的日記看完。看完的那晚，我帶著菸，坐在公園，

像個無所事事的老人，抽起菸來。不在家抽，是因為我媽好不容易睡了，怕嗆醒她，

我又得耗盡唇舌。太累了。 

    是挺累人的。 

    我約了堂弟，向自己的學校請假來到姊的學校。學校裡有些人認得我們，有些不

認得。正逢下課時間，操場校舍一片吵鬧，顯得很有人氣。學校或許死了一名老師，

或許。 

    大概不怎麼重要吧？ 

    除了那棟校舍有著刺眼的黃帶之外，我猜，它平時應該就是這副容貌。 

    這天與前天，這週與上週，這週與上上週，又有什麼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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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到姊的辦公桌，開始替她整理遺物。辦公室的老師，用著各種奇怪眼神打量

我們。姊東西多，桌上還擺了幾束花，有些都悄悄枯萎，凌亂的花瓣散落著。反正她

也用不著，隨意丟置即可。弟問我處理姊的書本、筆記、各式文具等，我都無所謂地

說著：「你開心就好。」 

    不是嗎？原主人都沒意見，我能奈何？ 

    我把那堆礙眼的花束，全掃進垃圾桶裡。一束不剩。我在辦公室其他老師眼中，

讀到驚訝。他們想什麼，我大概知道，但我什麼也不說。全部都收拾好時，半天也就

過了。我抱著不輕的箱子走出辦公室。幾個穿著校服的學生，攔下我，一個女孩囁嚅

著：「對不起……我們應該說出來的……報紙上說的都不是真的……」然後我聽到他們

啜泣的聲音，看著眼淚如冰泉流落。 

    我居高臨下睥睨著他們，拋下一句話便走：「你們找錯人道歉了。」本來還想再說

什麼，最後還是決定閉嘴，在他們還未來得及反應時，我已離去。 

    身後，是一片喧囂。人說太吵雜時，會呈現白噪音，反而安靜。或許就是如此吧？

我什麼都聽不見，只知有一群人在吵著鬧著，一切就像，任何事情，從未發生。 

     

    曾經，我也想說。 

    但後來發現，手鐐腳銬未曾鬆綁過，他們一直在我手上。我姊曾試圖掙脫，但最

後，她只得到脖子上的一條瘀痕。 

    我也一度以為我逃走了，但，逃離了父母的期許，最後仍舊逃不開這社會的訕笑。

若想平靜過日子，似乎只能把喉嚨剪了，把話吞了，如果發現想說的，不是大眾「期

許」的。 

     

    水，緊緊勒住我的喉嚨，擁塞在我的胸口，就要窒息了。水的觸手，掐著心臟，

跟隨心臟汩汩跳動，卻越纏越緊；觸手，狠狠捏著肺臟，把內部的空氣，一點一點擠

出，佔據著空氣原要留下的地方。 

    有團什麼卡在我心中，梳理不清。 

    電視嘩啦嘩啦響著，網路留言一波接著一波。 

    我的周遭很靜，我驅逐在這世界之外，隔著毛邊玻璃，看著在世界裡人們恍惚的

歡笑。 

    我曾經以為的，一點一滴剝落著。 

    在她吊上去後。 

    在我看見那吊在電扇上，因門開啟，帶來久違的氣流而晃動的身影時，才發覺，

真理，我已經明瞭了──喉間的那繩子，不讓說。 

    

    不，早在這之前，我就知道了。 

     

    於是，我什麼，都不再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