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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編號 1421 的時光公車 

在一如既往的街道上，順著小徑蜿蜒而行，風颯颯的吹拂，芒草如

海浪般起舞，有時會想像要是在上面衝浪，感覺一定很好，回家的

路總是這麼舒服。 

 

我叫裴翠琳，住在鄉下地方，是個平凡無奇的人，沒有特別的目

標，也沒有擅長的才能，唯一的嗜好就是喜歡漫無目的的遊走在街

道上，這可能也稱不上什麼嗜好就是了。 

在鄉間林里中，悠閒慢步，從身旁的風景中，能感受到被治癒的氛

圍所圍繞，很是喜歡。即使被當成邊緣人也沒關係，我不在意這種

事的。 

 

在初秋的午後，天氣微涼，因為學校週末要辦活動，不喜歡湊熱鬧

的我，打算提早搭車返鄉，難得回來家鄉，順便去附近晃晃好了，

內心如此盤算著。 

剛好最近考完期中考試，壓力瞬間得以釋放。我的成績不算太差，

也沒有到頂尖，頂多就是中上水平而已，但對於期中考試還是有一

定負擔的。 

在這可遇而不可求的平日午後去散步，讓我想走個不一樣的路線。 

於是在平常要右轉的岔路上，選擇左轉進入更狹小的小路，一腳踏

入未知的領地，當時的我還不知道，這一步將揭開當年未知的真

相。 

 

走了一小段後，腳步逐漸難行，路面崎嶇不平，感覺就像按摩腳底

一樣 

「是多久沒整治了呢」 



心中正浮現這樣的疑問。而當我無意間抬起頭時，映入眼簾的是平

時不曾看過的風景，原來早已置身在竹林中。 

「怎麼會與前面的景象如此不同啊？」 

高聳直立的竹群，堅挺的直立著，彷彿堅不可摧，甚至會懷疑是否

有熊貓真的棲息於此。 

 

往前走個 100 步竹林群就結束了，走出山林看到的是一片荒土，零

星的還有些雜草存生，這都還好，突兀的是有一輛廢棄公車被棄置

於此。 

才多久沒回家，什麼時候多了這台公車啊？ 

 

雖說廢棄，其實也不算太舊，我懷著好奇心接近了那輛公車，靠近

一看發現上面有投幣箱…？ 

上頭還張貼了一張小告示，標示了一段話： 

「歡迎搭乘時光公車，請投入一個 50 元硬幣，公車將會啟動，並回

到乘客本身抱有遺憾的那段時期。出發時看板上會出現這段時期所

代表的數字，是與乘客您過往的經歷有關的一串有意涵的數字，請

務必牢記，因為回程將會使用到。」 

此外，旁邊還備註了一行小字 

：「如果忘記數字，您將會無法回來，時空會因錯亂而導致無法挽回

的結果。請務必謹記在心！」 

 

哇…曾經在小說中看過的故事情節還真的發生在現代喔！不只震

驚，更多的是訝異，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吐槽，怎麼樣都無法描述我

的嘴巴現在張得有多大。 

但竟然這麼神奇的事都被我遇上了，雖然內心隱約有點膽怯，但可

能這就是命運？！ 



不如就嘗試看看吧，而且我也蠻想知道有遺憾的時期是什麼時候。

於是翻了翻口袋，剛好掏到買午餐時找零的 50 元，雖然猶豫了一

下，但還是投入箱中，坐上這輛公車，不久後看板上顯示的數字為

「1421」 

「噢……原來」 

「是回到那時候啊……」 

 

 

 

 

 

 

 

 

 

 

 

 

 

 

 

 

 

 

 

 

 



 

第二章 透光，但透不過你 

「喂！裴翠琳！」 

「妳為什麼跟我報告一樣的書啊？妳也對心理學有興趣喔？」 

突然被班上一位沒什麼交集的同學叫住。 

 

「嗯。我才想問你怎麼會看過那本書？」 

上一堂課的作業發表，是選擇一本學術型書籍進行報告，以及分享

自己對於此書的看法。 

很不巧，我選擇的書與班上一位男同學的重複了，那明明是很冷門

的題材，內容結合心理學與數學，竟然還是重疊到了… 

「據我所知你應該對電磁學比較有興趣吧，為什麼會挑這本啊？」 

前陣子下課時經過他的座位，都會瞥到桌上的讀物： 

<電磁學天堂祕笈> 

「蛤？你說之前我在看的那本喔，那只是打發興趣罷了，畢竟一直

上課實在是太無聊了啊。」 

「真意外。」 

「常有人這麼說。」 

「不介意的話，多推薦幾本類似的書吧！」 

突如其來的請求讓我整個措手不及，但其實內心很高興有喜歡相同

題材的同班同學。 

畢竟班上女生聊的話題幾乎都圍繞著「戀愛」、「帥哥」，或是時下流

行的趨勢，偏偏我對這些事物都沒有特別的關注及研究，自然插不

上話，也無法融入，所以我很開心有人能懂心理學的有趣。 

「好啊。我回家帶幾本明天給你。」 

「哇真的嗎！謝啦！」 

他說完就蹦蹦跳跳的跑去找其他男生了。 



「真是個奇怪的人呢…」 

他叫吳珀。這是我們同班以來第一次有所交集。 

 

我回想第一次見面的場景，也是從那時開始，我們漸漸熟識起來。 

 

「這些借你看。」 

我把昨天晚上從書櫃深處找出的幾本書，裝成一個紙袋放在桌上。 

「謝啦！我會趕快看完還妳的！」 

「不用急，因為這些我以前都看過了，你慢慢看吧。」 

「OK，感恩！」 

他往紙袋裡看了一眼，眼珠子從左邊快速移動到右邊，突然抬頭，

似乎有話想說的樣子。 

正當吳珀想開口時 

「吳珀快點！再不去球場就沒位子了！」 

聽到朋友的呼喊，他也沒再多說什麼，跟上次一樣，一蹦一跳的跟

其他男生打球去了。 

雖然感覺他好像有話想說的樣子，但可能也只是我的錯覺，所以沒

怎麼理會，便悠悠哉哉地回座位，準備下午的小考。 

 

面對一整天的課堂洗禮，各科老師的小考轟炸。我不是在著手抄筆

記，就是直盯著課本到差點打瞌睡。老師說的考試重點，多多少少

進了耳朵一點，但也不曉得考試時是否還記在腦海裡。 

 

最艱難的星期二終於結束了，即使中間穿插了體育課緩緩大腦，我

仍然認為禮拜二是腦力消耗最多的一天。 

下課鐘聲響起，老師倉促的將課文告一個段落並指派作業後，准許

我們回家。 



當我站起身，低下頭準備收拾書包時，看到面前有人的身影，抬起

頭發現，吳珀提著紙袋，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 

「怎麼了嗎？」 

我先開口打破沉默。 

「那個…妳等下有空嗎？我想跟妳聊聊這些書。沒記錯的話，我們

好像是走同一個方向對吧？」 

呃…可是我不知道你家在哪裡… 

我在心裡自言自語。 

「如果你是指會經過一片芒草的那條路，那沒錯。」 

「對吧對吧！那我們一起走吧！我在走廊等妳！」 

還沒等我回過神來，吳珀就咚咚咚地跑回座位去收拾書包了。 

「…」 

剛剛是發生什麼事了？所以我等下要跟吳珀一起走回家是嗎？ 

我邊整理明天要交的作業講義，一邊思索剛剛那段飛快的對話。 

他要跟我說什麼？不會要跟我討論裡面的內容吧，那些專有名詞跟

思辨的內容都已經忘光了，況且我上次看已經是二年前了欸… 

還是他都看完了？！應該不會吧。雖然今天沒怎麼朝他座位的方向

看，但每本都是有厚度的，照理來說應該不可能啊？ 

我持續思考等下會從吳珀口中說出的話，邊往走廊的方向走去，看

到他已經在門邊等了。 

啊…完蛋…我太沉浸於猜測接下來的發展，而忘記他在等我了… 

「抱歉抱歉，讓你久等了。」 

「沒關係不急的，我們走吧！」 

於是我們走下樓梯，朝校門走去。 

 

到走出校門為止，誰都沒有開口說話，空氣似乎有點凝結。 

直到走出校門右轉離開學校，才終於有人打破沉默。 



「謝謝妳借我那些書！」 

「沒事，小事而已。」 

「但其實這些我大部分都看過了，早上來不及跟妳說就被叫去打球

了…」 

「你看過了？！這些都是蠻久以前出版的欸，而且都不是熱銷排行

榜上出現過的那些，甚至有幾本是去二手書店才找的到，你全都看

過了？」 

「對啊，剛出版我就去買來看了，所以其實我家也有。」 

又是令我一陣驚訝，眼睛睜得大大的，還在驚嚇中。 

「其實大部分相關的我都看過了，但只有一本我沒看過，就是這

本。」 

<為什麼這麼荒謬還有人信？> 

「那很難得欸。」 

不知不覺我們已經從大馬路走到岔路這了。回家還要再右轉，往前

直走 300 公尺右手邊就到了。但他家是在哪裡呢？ 

 

我們聊著聊著右轉進岔路，之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吳珀先停下了

腳步。 

「對啊，我家要在這裡左轉，左手邊第二棟就是了！所以那本我就

拿走了，其他先還妳。」 

說完吳珀把紙袋遞給我。 

「那就先這樣囉！看完會再跟妳講感想的，明天見啦！」 

「掰掰。」 

我揮著手看著他走進家門，綠燈也剛好亮了，於是我邁開步伐，回

想著剛剛對話的過程，這組合真的很新鮮。今天已經思考過多的

我，快步走向從一早上學就馬上想回去的地方 

我的床。 



 

當我再睜開雙眼，雖然仍是在公車上，但往窗外看，景色已經不一

樣了。 

我記得…在看板上看到數字後，公車立即發動，一瞬間四周霧氣瀰

漫，似乎是不明氣體的樣子，然後過沒多久我就昏睡過去了。 

 

我緩慢的挺起身子，並站起來走下公車，環顧四周發現，這不是學

校的後山嘛！所以我只是被載到這裡嗎？可是沒有看到司機啊… 

而且根本就沒有時空瞬移這回事嘛！ 

失望之餘，也自我檢討怎麼會相信這種玩笑，同時扼腕自己白白浪

費了 50 元，而且還要再走下山，徒步一大段路才會到家。本來想散

步的興致一掃而空，現在只想趕快回家，結束這段荒謬的鬧劇。 

我一邊抱怨，一邊檢討自己太容易上當的性格邊走下山。 

忽然 

聽到非常耳熟的聲音，使我心臟不禁抽動了一下。 

「吳珀…？」 

即使不是很大聲，但我確信那是他的聲音。但他怎麼會在這？ 

 

 

 

 

 

 

 

 

 

 



 

第三章 良晨每景舊時光 

一早走進教室，發現吳珀已經來了。看到我進來，便馬上起身來我

前面的位子坐下。 

「我跟妳說哦！我已經看完那本書了！個人是覺得作者闡述的角度

很特別，有些新的切入點我也覺得很新奇。但有幾個部分我不是很

認同欸，就是……」 

吳珀開口便霹靂趴啦的一直分享熱騰騰的讀後感想，根本沒有空隙

能插話。 

「翠琳，他就是那個跟妳報告同一本書的人喔？吳珀？」 

說話的是我的好姊妹兼同班同學 - 江昭縈 

「對啊。」 

「喂吳珀！不要騷擾我們家翠琳好不好！妳沒看到她一臉困擾的樣

子嗎！」 

「哪有啊江昭縈，而且我又不是在跟妳說話。裴翠琳妳有在聽

嗎？」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啊！」 

一大清早的這麼熱鬧真是不習慣，我都還沒睡醒，他們怎麼已經吵

起來了啊… 

「有有有，是說你們兩個都別吵了。首先，昭縈，我沒關係，昨天

有借本書給他，剛好妳這幾天出去玩所以沒來得及跟妳說。」 

我開始插入他們的對話，不然再繼續吵下去就要被班上同學投訴

了。 

「再來，吳珀，你講話太快了，都沒聽懂你在說什麼。還有這本書

的內容，因為不是最近看的，所以其實我已經忘記在講什麼了，抱

歉掃了你的興。」 

「是喔。好吧。但沒關係妳聽我說，我真的不是很認同這個部分



欸，妳看…」 

吳珀仍然不把我說的話當一回事，便自顧自地分享己見，並翻開書

指了一個小標題給我看。 

看到那段字時，腦中便浮現出記憶。我還記得是在一家巷子口的二

樓咖啡廳看這本書的，當時看到這一行時，剛好在喝紅茶，還差點

嗆到。 

「…確實我當初看的時候也有這個疑惑。」 

「對吧對吧！我就知道。江昭縈妳是不是聽不懂，跟妳說要多看書

啦！每次好像都只看妳在畫畫的樣子，書感覺都沒在唸欸。」 

「我看不懂也不關你的事啦！翠琳妳之後要解釋給我聽哦！快上課

了我要先回去抄作業了！」 

江昭縈正要回去時，又隨即向站在面前的吳珀開口大罵： 

「齁你走開啦！擋到路了啦！」 

這次真的嚇到我了。 

「妳真的很兇欸。」 

吳珀也皺起眉頭不甘示弱的回擊。 

兩人便像幾米的繪本一樣，一個向左走，另一個向右走，十分有畫

面感。但怎麼這兩個人會這麼有火花啊？隱約覺得好像會很合不來

呢。 

當我這麼想時，不小心噗哧地笑了出來，剛好鐘聲也響起，該準備

交作業了。 

 

自從那天之後，我的周遭開始出現他們兩個的身影，江昭縈就算

了，畢竟我本來就是跟她一起行動，但怎麼連吳珀也插上一腳了？

沒有去打球的時候，都會時不時來附近找我聊天，這時江昭縈就會

過來阻饒他，然後兩人就會開始鬥嘴，隨後就輪到我當調停者調解

糾紛，這已經形成一種循環模式了。 



雖然不是太勞心費神，但其實也蠻花力氣的。 

 

這種日子就這樣持續了一年多，即使時間不長，但我認為那是高中

最有趣的時光之一。 

為什麼只有一年多，因為在與今天一樣稀鬆平常的某一天，一樣是

初秋的時節， 

他消失了。 

吳珀不見了，從生活中無聲無息的退場，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第四章 在山坡上，雨後的斜陽 

「吳珀…？」 

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裡？難不成他回來了？ 

正當我這麼想時，又聽到一個聲音 

「你幹嘛要跑來這裡啦！」 

那是我的聲音。 

現在確信自己確實是回到過去了，因為還記得當時為什麼來後山，

也難怪會聽到他的聲音，因為回到了三年前。 

那段最有趣的時光，吳珀還在的時候。 

靜靜的看著他們，也就是以前的我們，真的很懷念。 

 

還在陷入回憶的同時，突然他們朝我在的草叢跑過來，一時之間不

知道該往哪躲，連要怎麼解釋自己都還沒想好，就要撞上來了！ 

我反射性地閉上雙眼，準備迎接衝擊，結果過了十秒都沒動靜，睜

開眼發現他們已經跑遠了。 

這才發現，原來，他們看不到我嗎？ 

我打了自己一巴掌，發現手掌穿越了臉頰，身體現在是呈現半透明

的狀態。 

也是啦，不然被發現的話，未來的我不知道會產生什麼變化。 

我默默地跟了上去，雖然知道接下來的經過，但從第三視角在一旁

看，說不定也挺有趣的。 

 

「快點快點！」 

吳珀一直催促我走快一點。 

「好啦！山坡是能走多快啦！」 

況且還穿制服欸。我獨自在內心抱怨個不停。 



「到了到了！妳看！」 

「！」 

 

映入眼簾的是下過春雨後的光影打在對面的山坡上，形成的一幅天

然美景。 

「哇…」 

「跟妳說，這是只有在這個時間點才看得到的美景哦！」 

我看了一下手錶，現在是 14：21。 

「而且前提是中午要下過短暫的陣雨，下午有出太陽才會形成

哦！」 

吳珀很興奮的跟我分享這些瑣碎的前提。 

 

雖然真的很美，但其實我還在喘，還沒有辦法回應他的話。 

「妳怎麼都沒反應啊？不喜歡喔？」 

「不是，我其實還有點喘，況且還穿皮鞋欸，體諒一下吧。」 

忍不住抱怨了一下，但說實話真的很漂亮，要是昭縈也能看到就好

了。說不定還能帶給她一些作畫的靈感。 

「噢抱歉啦，我沒想這麼多的說。」 

「沒事，話說你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啊？」 

「就之前有一次翹課，一直很想來後山看看，然後就發現這個地方

了，我很厲害吧！」 

「明明翹課在先還那麼得意，真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已經想不到該怎麼吐槽他了。 

「翹兩節而已不會怎麼樣啦。而且還發現這麼漂亮的地方耶！這裡

目前只有我跟妳知道而已哦！告訴太多人就沒辦法在這裡偷睡午覺

了。」 

我環顧了四周，確實有個稍微空曠的小平地，旁邊正好有棵大樹能



遮陽，由於背向陽光，所以下午也不會西曬到，確實是個清閒的好

所在。 

「原來這才是你的目的嗎？真受不了你欸。」 

「嘻嘻。」 

吳珀竊笑了一聲，隨即席地而坐，倚靠在一旁的樹幹上，似乎打算

睡午覺的樣子。 

「你現在要在這裡睡喔？」 

「對啊，上次睡過一次，意外的很舒服欸！反正下午不是停課嗎？

我又不想現在就回家，所以乾脆在這裡打發時間，順道帶妳來看看

我發現的好地方。」 

「那我也要陪你在這裡打發時間喔？」 

雖然我今天也是難得的想晚一點回家，因為上午模擬考的成績單發

下來，要考上首屈一指的大學還是有點難度，所以正處於焦慮的狀

態，或許待在這裡能稍微冷靜一點。 

「看妳啊。反正我是打算睡到 4 點啦。」 

我思考片刻，決定 

「我就好心的陪你到 4 點好了，剛好我也想放空一下。」 

「這麼難得。早就跟妳說了嘛！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但不是像你一樣一直在休息好嗎…」 

吳珀一直不甘心的在回嘴，是不打算睡了嗎？ 

「妳這個人怎麼這麼死板啊？不理妳了，我要睡了，不要吵到我

喔！」 

「不會的，你儘管放心。」 

吳珀閉上眼睛轉身過去，背對著我準備睡午覺。 

視線停留在他寬大的背影上，思考著我現在可以做什麼？ 

想著想著，不知不覺間也打起盹來，最後我也倚靠在樹幹上睡著

了。 



最後醒來剛好 4：01。 

第五章 琥珀色的翡翠 

經過昨天的稍作休息，今天狀態已經調整回來了。反而是吳珀，意

外的沒有精神，也不像平常那樣吵吵鬧鬧的與人嘻笑。 

 

「你怎麼了嗎？」 

我忍不住上前關心，因為實在是太反常了。 

「喔…沒有啦…」 

「真的嗎？你看起來不太對勁餒。」 

面對我的質問，吳珀仍舊不肯透漏細節，反倒問我： 

「今天要不要一起走回家？」 

通常都是我跟江昭縈，還有吳珀會一起回家，因為剛好都順路。 

如果江昭縈要補習的話，我就會自己走回去，吳珀則是留下來跟班

上同學打球。 

 

所以面對沒有預料到的請求，我趕緊回覆： 

「嗯…？可以啊。」 

「但怎麼…」 

「噹 - 噹 - 噹 - 噹…」 

話還沒說完，鐘聲剛好響起，老師一如往常的準時走進教室，讓我

不得不中斷對話。 

回座位時轉頭看了一下吳珀，依舊是無精打采的樣子，到底是怎麼

一回事，或許放學後就知道了。 

 

今天只有我跟吳珀一起走回家，江昭縈去上美術補習班了，正為了

考上國內遠近馳名的藝術大學而努力。即使學科成績不太行，但不

管是寫生、素描，甚至擴及水彩、油畫，她的能力都是一流的。 



 

我們聊著今天課堂上發生的瑣事。但吳珀今天真的很奇怪，平常的

他都是激動的附和，而且話很多會一直講，但今天卻只是敷衍的應

答而已，我忍不住先發制人： 

「你到底怎麼了？」 

他轉頭看向我，露出似乎是寂寞的眼神回應我。 

「妳可以跟我去一個地方嗎？」 

感覺到氣氛不太對勁，心臟揪了一下。 

「可以啊。」 

 

吳珀帶我來的是離學校有點距離的河堤。 

「我每次想思考事情時都會來這裡，河水的聲音能蓋過其他喧囂的

雜音。而視野好的話看的到夕陽。」 

正逢夕陽西下的黃昏時段，除了潺潺的河水聲外，空無一人。 

「你到底怎麼了？」 

不顧周遭風景如何，我決定直接切入重點。 

「也沒什麼啦…就…突然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不像妳，志向明確，

就是要做諮商師。而江昭縈更不用說，未來肯定朝藝術界發展，只

有我還不知道要幹嘛。」 

吳珀難得會跟我說這些。 

「還有你的那群朋友啊？他們有說想做什麼嗎？」 

「一個個都只想著玩，問他們不準啦。」 

也是。 

「那你怎麼會開始想這些啊？很難得看你這樣鬱鬱寡歡的欸。」 

「因為我媽昨天難得唸我，要我認真點，不要老是只想著玩。可能

是因為她很多親戚，甚至她自己在就業上都曾經碰壁過吧。所以昨

天異常的用語重心長的口氣跟我說，我很難不放在心上。」 



「原來…」 

原來他在思考這些啊…對未來的不安所產生的自卑感，好像不容易

散去的樣子，我曾在書上看到這樣寫。 

「但我認為還不用著急耶。」 

「怎麼說。」 

「因為現在決定好了，不代表以後不會改變啊。未來變數還很多，

而且也是有很多人到大學才開始探索興趣。」 

「世界上百百種人都有，不是說一定要跟著身旁朋友的步調做決

定，才算是有在規劃自己的人生，真正找出自己的興趣及出路，再

做選擇也不遲，我是這樣想啦。」 

「說的也是呢。謝謝妳啦！說出來果然好多了。」 

「大考那天我一定會為妳應援的！當然還有江昭縈啦。」 

吳珀的眼珠子裡流漏出一絲的悲傷，但當時我並沒有發現異狀。 

「怎麼好像說的你不用考一樣啊。」 

似乎是馬上轉移話題的樣子，但我並沒有多問。 

「沒有啦。妳看，夕陽！」 

原本還躲在雲層背後的太陽，終於願意出來賞個臉了。 

「你不覺得夕陽的顏色很像琥珀嗎？跟你的名字很像呢，你家人真

會取名字。」 

我從以前就這麼覺得了，吳珀的名字跟琥珀的音很像，而且顏色也

很有朝氣，跟他這個人很像。不僅明亮也保有溫暖，幽默但不失禮

節，同時又不吝嗇於散發光彩，偶有的雜質大概代表他調皮的性格

吧。 

「我就當妳是在稱讚我囉。」 

「隨便你囉。」 

為了回應我的讚美，吳珀四處張望著，不知道在尋覓什麼。 

「那我覺得妳像…」 



「啊妳看河底的顏色！」 

「是不是很像翡翠的顏色，大概是因為底下石頭的成分比較特別，

所以形成的顏色再經過陽光折射就變成這樣了，跟妳的名字很像

欸，裴翠琳。」 

一眼看到的東西還能馬上用物理反應去解釋，他真的不是一般的聰

明欸…沒上國內頂尖大學就太不合理了… 

「彼此彼此啦。」 

就這樣一直待到太陽落下，黑夜降臨，星星點亮整片星空才走回

家。 

經過一個假日後，吳珀就沒有來學校了，再隔天，還是沒有來。 

他消失了。 

什麼都沒有留下，甚至前幾天跟他相談甚歡的光景，似乎都成了一

場夢。 

 

直到大考那一天，我才看見疑似他的身影。 

 

 

 

 

 

 

 

 

 

 

 

 



 

第六章 翡冷翠產的琥珀 

聽到媽媽昨天說的，我真是沒有精神起來上學… 

到底該不該跟他們說啊…可是這種事我真的說不出口… 

 

一進教室，我就看到裴翠琳，跟身旁的江昭縈，查覺到她們要抬頭

的瞬間，我馬上別過頭迅速地坐下。 

真是…我這樣太反常了，必須得快點想個理由混過去。 

 

下課時我也總是趴在桌上假裝在睡覺，事實上在思考該不該跟她們

說家裡的事。 

「妳不覺得吳珀好像有點奇怪嗎？」 

我的心顫了一下，是裴翠琳的聲音。 

「是嗎？就算現在這樣，等下肯定又生龍活虎的跳過來這裡了。翠

琳妳想太多了。不用太擔心啦！」 

「是嗎…」 

幸好江昭縈這個粗神經的沒發現，但要是裴翠琳過來問就慘了。 

 

我的預言成真了。 

裴翠琳下一節下課時，走了過來，接著馬上開口： 

「你怎麼了嗎？」 

「喔…沒有啦…」 

我趕緊回道。 

「真的嗎？你看起來不太對勁欸。」 

果然還是忍不了… 

在她面前，我總是忍不住的會想依靠她。總是會變的懦弱不堪。 

「今天要不要一起走回家？」 



不小心脫口的一句話，連我自己都嚇到了，緩緩地抬頭看了一下她

的反應。似乎是有點錯愕的樣子，但面對意外的請求，她也馬上回

應： 

「嗯…？可以啊。」 

「但怎麼…」 

「噹 - 噹 - 噹 - 噹…」 

鐘聲剛好響起，看到老師走進教室，話題也順勢中斷。幸好打鐘

了，因為我怕自己不小心就說出口了，說出我其實馬上就要搬家

了… 

爸爸的公司面臨倒閉，還幫朋友作保，但朋友消失了，地下錢莊找

上門，所以我們必須馬上搬家。 

 

一眨眼就放學了，我在門口等裴翠琳。 

「走吧！」 

「江昭縈是去補習對吧？」 

我依稀記得江昭縈好像是禮拜三、四補習的樣子，避免會錯意，所

以隨口確認了一下。 

「哦對啊。聽說今天要練習素描的樣子。」 

果然是江昭縈，雖然平常都在嗆她，但其實我蠻佩服她的，佩服她

朝夢想義無反顧奔去的模樣。 

 

一路上聊著今天課堂上發生的瑣事，我一直在思考等下要怎麼開

口，但沒注意到自己其實已經被發現有點心不在焉了。 

「你到底怎麼了？」 

裴翠琳似乎是忍不住了，直接切入重點。 

看著她那雙明眸大眼，彷彿要掉入漩渦裡般，差點看得入神了。 

那一瞬間覺得，不管什麼事好像都無所謂了… 



在她面前真的會忍不住卸下心防，思考一整天也累了，乾脆就隨它

去吧。 

「妳可以跟我去一個地方嗎？」 

我決定放棄掙扎。 

「可以啊。」 

面對我的請求，她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我帶她來到離學校有點遠的河堤，平常要是沒有打球，但又不想太

早回家，就會先來這裡放空休息一下。 

「我每次想思考事情時都會來這裡，河水的聲音能蓋過其他喧囂的

雜音。而視野好的話看的到夕陽。」 

正好是黃昏時段，除了潺潺的流水聲外，只有我們。 

「你到底怎麼了？」 

馬上就直接問了呀… 

「也沒什麼啦…就…突然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 

突然腦中浮現就業的點子，想了一整天都想不到，結果剛好一個感

覺來，也就順著靈感回話。 

那我花心思思考一整天似乎都是想心酸的… 

「不像妳，志向明確，就是要做諮商師。而江昭縈更不用說，未來

肯定朝藝術界發展，只有我還不知道要幹嘛。」 

而且要是讓她知道其實我在意的不是這件事，她會怎麼看我呢…？ 

 

我只想珍惜現在僅存的一點時光。 

 

但裴翠琳似乎不以為意，還很認真的回應我： 

「還有你的那群朋友啊？他們有說想做什麼嗎？」 

「一個個都只想著玩，問他們不準啦。」 



這倒是實話。 

「那你怎麼會開始想這些啊？很難得看你這樣鬱鬱寡歡的欸。」 

「因為我媽昨天難得唸我，要我認真點，不要老是只想著玩。可能

是因為她很多親戚，甚至她自己在就業上都曾經碰壁過吧。所以昨

天異常的用語重心長的口氣跟我說，我很難不放在心上。」 

母親確實曾失業過，但馬上就振作起來了，只是昨天說的並不是這

些就是了。 

「原來…」 

「但我認為還不用著急耶。」 

裴翠琳認真地給我建議。 

「怎麼說。」 

「因為現在決定好了，不代表以後不會改變啊。未來變數還很多，

而且也是有很多人到大學才開始探索興趣。」 

「世界上百百種人都有，不是說一定要跟著身旁朋友的步調做決

定，才算是有在規劃自己的人生，真正找出自己的興趣及出路，再

做選擇也不遲，我是這樣想啦。」 

她真的好成熟，我在心裡喃喃自語。 

「說的也是呢。謝謝妳啦！說出來果然好多了。」 

「大考那天我一定會為妳應援的！當然還有江昭縈啦。」 

一個月後的大考，我大概是沒辦法考了，不知道家裡到時有什麼變

數，突然回去也不知該如何解釋，更不知道要用什麼樣的表情迎接

她。 

「怎麼好像說的你不用考一樣啊。」 

一不小心大意了…我馬上轉移話題 

「沒有啦。妳看，夕陽！」 

原本還在雲層後的夕陽，為整座城市打上和煦的光。 

「你不覺得夕陽的顏色很像琥珀嗎？跟你的名字很像呢，你家人真



會取名字。」 

裴翠琳突然的一句話，差點讓我嘴角失守。 

我隨口回道： 

「我就當妳是在稱讚我囉。」 

「隨便你囉。」 

「那我覺得妳像…」 

為了回應她的讚美，我看看有什麼能代表她的名字的事物，剛好看

到 

「啊妳看河底的顏色！」 

「是不是很像翡翠的顏色，大概是因為底下石頭的成分比較特別，

所以形成的顏色再經過陽光折射就變成這樣了，跟妳的名字很像

欸，裴翠琳。」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適合她，象徵著謹慎而冷靜，理性又含蓄，最重

要的是，相對低調但又不失風采，自信的閃耀光芒。 

這就是我為什麼會喜歡她。 

「彼此彼此啦。」 

 

我們就這樣一直待到夕陽西下，由於裴翠琳的家人在催了，但我還

想再待一下，於是她先回去了。我思考著 

「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妳呢…」 

目送著她的背影離去，我的視線久久無法移開。我喜歡妳，但我知

道妳只把我當朋友，作為朋友的這份關係，或許才是最適合我們的

距離。 

所以我會把這份心意深藏在心底，未來再見面的話，我再告訴妳當

年的心意。 

因為實在是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所以拜託妳原諒我 

不告而別。 



 

我之後就再也沒有去學校了 

 

 

 

 

 

 

 

 

 

 

 

 

 

 

 

 

 

 

 

 

 

 

 

 

 



 

第七章 撥雲見日 

看著以前我們的我，大概知道回去的密碼是什麼了，只是還是不知

道當年吳珀為什麼就這樣離去。而這一個月我就看著以前的我，一

個人度過最痛苦的備考時光。真的不想再經歷一次了。 

可能是現在隱形的關係，幸好不會餓也不會累，但不知道來這麼久

會不會出事就是了。 

 

「翠琳！」 

我看到江昭縈從遠處跑過來。 

「早安呀。」 

「會不會緊張呀！」 

「還好啦。我們快走吧！」 

說不緊張是騙人的。 

「吳珀…果然還是沒有來嗎…」 

我下意識的提起他，吳珀從上個月在河堤講完話後就消失了。班導

也只透露說家裡有事，似乎是不方便提起的樣子，到底是發生什麼

事了啊… 

「他應該…不會來了吧…」 

「我們不要被他影響了！那個壞蛋竟敢什麼話都沒說就這樣離開，

下次見到他就死定了。」 

江昭縈一臉憤憤不平的說道。 

「我們快去休息區吧。再複習一下也好。」 

就在我講完話準備轉身時，眼角餘光瞄到對面路口的紅綠燈下，似

乎站了個熟悉的身影，我馬上再轉過頭看，那裡的人已經走掉了，

應該是我看錯了吧，要是回來了也應該會走進考場準備考試，不會

就這樣走掉，大概是我想多了。 



 

殊不知那真的是吳珀。在旁邊看著這一切的我，瞪大了雙眼，原來

那真的是他嗎！那為什麼不過來找我們？ 

我滿懷疑問的朝吳珀走的方向跟了上去。他搭上了縣內通往外縣市

的公車，搭了二十幾站後，下車到了鄰近的火車站，再轉搭火車。 

 

這一搭，就是三個小時，終於到站後，看到他牽了腳踏車，準備騎

回家，因為我沒有交通工具，於是只能認命地跟在後面跑。 

幸好隱形不然大概會先累死。跑了快 10 分鐘，到了位於山坡上的一

間小古厝，比當時我看到的家還要小非常多。看著他牽著腳踏車走

進庭院，我也跟了上去。 

 

「媽我回來了。」 

「回來了啊。」 

出來迎接的似乎是吳珀母親的樣子。 

「有沒有見到她們呀？」 

吳珀閉而不答。 

「沒有嗎？！為什麼？你不是想見她們很久了嗎？」 

「如果你是在顧慮我跟你爸的話，沒事的我們現在已經找到資金解

決的管道了啊。當初爸爸幫忙作保的朋友也現身了，我們會慢慢好

起來的。你還是說不出口嗎？」 

「嗯…感覺還是有點對不起她們…當初的不告而別。而且我也不知道

該用什麼樣的表情面對她們。」 

噢… 

「好吧…今天是大考第一天對吧。媽媽真的很抱歉沒辦法讓你去考

試，即使你爸那個朋友出現了，但地下錢莊還不知道，對你來講實

在是太危險了…」 



「沒關係啦媽，大考明年再考也可以啦，晚一年入學而已沒什麼大

不了的。」 

原來是這樣…在一旁看著的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媽我再出門一下哦。」 

說完吳珀又走出去了，這次他往更深處的山坡走去。 

 

走了一小段山路，再爬了幾個山坡，來到的是跟學校後山上相仿的

小空地。吳珀隨意的席地而坐，而我也在稍微遠處的大石頭上坐下

來。 

 

就這樣，一坐就待到了 4 點，這期間看著吳珀放空的樣子，眼珠裡

完全沒有靈魂，像個對生活失去熱忱的孩子，一個陽光外向的男孩

怎麼就成了這副失落的模樣呢… 

「剛好四點零一了，當時的她真的很美呢，幸好她眼睛睜開的那一

刻我馬上假裝還在睡。裴翠琳有時候也挺少根筋的呢…」 

這是在說我嗎..？ 

我知道他喜歡我，但我沒想到在山坡上那時他其實根本沒有睡著…

怎麼反而是我睡了個午覺啊… 

「該回去了。」 

吳珀自言自語的起身準備回家，剛剛低落的模樣彷彿不存在過，應

該是不想讓父母親擔心吧... 

將自己的情緒埋藏進內心更深處，誰都不會發現。 

殊不知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裡。 

默默跟在身後的我，思索一路以來發生的事，原來當時對未來煩惱

的樣子，只是想掩蓋家裡的突發狀況… 

明白事情原委的我，準備回到後山上，那輛公車的所在處。 

是時候該回去了。 



 

第八章 夕陽落下之時 

踏上返回的路程，一覽家鄉以前的街景，河堤、芒草、岔路，一如

往常的在同樣的位置。邊思考一路上所聽到的事。我再次回到公車

上，看到當時的投幣箱，以及上方看板的字不太一樣了，現在顯示 

 

-「夕陽落下之時」- 

 

並出現八個空格，投幣箱的旁邊不知道什麼時候放置了一個數字

鍵，於是我按了一開始就給的那四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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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下午四點零一分夕陽落下，換算二十四小時制，就是 16

了，那後面應該就是 1601 了吧... 

我按了數字鍵，正懷疑自己的答案時，公車轟隆隆的成功發動了。 

終於放心的癱坐在長椅上，一下子的放鬆，加上又出現那神秘的煙

霧，我的眼皮漸漸的閉上。 

 

再醒來時，已經成功回來了。我的頭倚靠在椅背上，稍微傾向一旁

的窗外，看見的是一開始來的荒郊野外。 

真的回來了，真是一趟神秘的旅行啊… 

但現在已經有下一個必須去的地方。 

我趕緊挪動身軀，朝真正的公車站前進， 

我要去吳珀他家。 

 

憑藉著印象，搭上公車，再轉搭火車，到了我印象中的那一站。 

途中，思考著吳珀對我抱持的情感， 

其實我也喜歡你。 



可是，我認為比起情侶，我們似乎更適合當朋友。我可能沒辦法接

受吳珀對我的那些情侶間會有的行為。 

不跨越存在於我們之間的那條界線。 

因為不想失去如此心靈契合的朋友，也就退一步保持這樣的關係。

相信他也是這麼想的。 

 

由於沒有腳踏車，於是我再次徒步朝山坡上走去，這一趟因為不是

隱形之身，所以沒走五分鐘便已累得不成人形。 

再走個一小段路，眼前便看見熟悉的紅磚屋，往屋子方向走去，殊

不知迎接我的是萬萬沒想到的兩個大大紅字 

- 出租 - 

「還是搬走了啊…」 

我帶著失望的心情，只好又回頭，再次朝火車站的方向走去。本來

以為這次一定可以的。這已經是近幾年離他最近的線索了，結果還

是不負眾望的落空了。 

 

站在月台上，失神的表情無法隱藏，怎麼這幾年一通電話、一封簡

訊都沒有呢… 

看著火車一班班的呼嘯而過，車門開了又關，關了又開。 

我仍舊站在原地，遲遲沒有向前。直到有人出聲搭話： 

「小姐！妳還好嗎？」 

嗯…？是誰在跟我說話？ 

我轉過身看，無法相信眼前看到的景象。錯愕的神情一覽無遺。 

「很難得看妳這樣欸。裴翠琳。好久不見了啊！」 

我看著他，久久無法開口。眼淚緩緩的流下。 

「吳珀…？」 

「對呀！看到我的反應怎麼會是先哭啦！應該要開心呀！」 



吳珀拿出衛生紙遞給我，我面露羞澀的接過來。臉頰好燙，怎麼就

偏偏讓你看到這副德性呢… 

「你怎麼會在這？為什麼當時一聲不響的就離開了？為什麼這幾年

一通電話都沒有？為什麼…」 

我忍不住開口問起積累在內心已久的各種疑惑。 

「妳是要問多少問題啦！我之後都會一一跟妳解釋，要不我們先搭

火車吧，剛剛不是已經開走好幾班了嗎？」 

嗯…？ 

「你怎麼知道？該不會…不會吧…」 

「其實在進火車站閘門時，我就一直在妳身後了。原本還不太確

定，但看到側臉時發現我沒認錯，然後就一直站在妳身後到剛剛，

看妳什麼時候會發現我而已。」 

這麼久沒見，怎麼就偏偏看到我的糗樣啊… 

 

剛好一班火車進站。我趕緊別過頭轉移話題 

正當我準備朝車門的方向過去時。 

突然，吳珀叫住了我。 

「裴翠琳。」 

「嗯？」 

「其實，我喜歡妳。」 

聽到他開口說出這句話時，一股暖流湧上心頭。事隔三年的心意，

如今傳達到我的耳裡，原來是這種感覺。 

「嗯我知道哦。」 

「我們…做朋友就好吧！」 

「我正想說呢。」 

我們同時都露出了最蘊含感情的笑容。原來吳珀跟我想的一樣。 

未來，再找個更適合的日子，也把我的心意傳遞給他好了。 



「火車走了欸，要不搭下一班吧！」 

我們互看著對方，相視而笑。 

作為朋友，這或許是最適合的距離吧。下一班火車緊接著進站，車

門打開，我們將一起踏上這班，通往璀璨未來的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