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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對我說， 世界上十個人有九個人會認為自己是正確的。 
  剩下的那一個還是會有一點自豪，覺得自己總會有比別人優秀的地方。 
  「所以優秀的人總是會驕傲，這不是壞事，但是不懂得收斂就會甚麼也不是。」他抱著我

說，眼睛看向廚房的媽媽，接著他說他要睡了，要我去找媽媽玩。 
  
  「所以你覺得地球是平的這件事是錯覺。」媽媽對著當時幼稚園的我說：「地球是圓的，跟你

碗裡的湯圓一樣圓。」 
  於是我看著我手中的碗，用湯匙壓平了那顆混合白色跟紅色的湯圓，扁扁地像是地球是平扁

的。 
  我用瓷白色的湯匙撈起它，再用剛掉牙的牙齒空洞咬著那顆湯圓，紅白交錯，流水的紋路有

點好看，我捨不得吞下去。 
  但在媽媽瞪大她畫著濃黑眼線的雙眼，嚴厲地令我恐懼，還是把湯圓吞下去了，只不過吞得

太急使我不斷咳嗽。 
  她的眼睛黝黑如墨。 
  媽媽端了一杯水給我，水喝起來鹹鹹的，杯緣部分是洗碗精的泡沫，我抬頭想告訴媽媽她沒

有洗乾淨，卻發現她已經離開廚房，到房間裡了。 
  
  那天晚上十點多——也許吧，數字十我還能認得出來。爸爸媽媽又在吵架了，廚房碗盤碎裂

的聲音驚醒了在沙發上睡著的我，這才發現我還沒洗澡。 
  學校的黃色制服衣角還沾著遊樂場的泥巴，不明顯，聞起來卻臭臭的。 
  這代表我還不能睡覺，我抱著我的長頸鹿娃娃從沙發上爬起來，躡手躡腳地走回我的房間。 
  學校老師給的小鬧鐘是紅色的，平放在彈簧床邊緣，我跳上床想把它震下去，可是沒有成

功，小鬧鐘只是微微搖晃一下。 
  躺在床上時我伸手把鬧鐘拿起來，用手指撥快它，在嘴裡滴滴嘟嘟發出聲音模仿客廳的報

時，誰知道外面傳來了更大聲的吵架與爸爸媽媽互相嘶吼的聲音。 
  這下實在是嚇壞我了，在心中道歉說道再也不敢玩了。爬到床邊按掉電燈，房間變得很暗，

只有爸爸貼在牆上的螢光星星還在發光。而且媽媽說過要省電救北極熊，黑暗中我什麼都看不

到，但看到許多黑黑的影子，張牙舞爪地對我笑著。 
  媽媽的哭聲還有爸爸的罵聲穿越牆壁伴我入眠。 
  
  地球是平的，這件事我還沒上幼稚園時就知道了。 
  因為那條界線就在我的床邊，自從那一天慶祝我終於開始上學我就發現了。 
  制服還沒穿在身上的時候，媽媽從百貨公司帶回來一隻長頸鹿娃娃，說以後就由它陪伴我長

大，而上學這件事雖然只是幼稚園卻還是使大家開心不已。 
  可是我卻在當天晚上把它弄不見，緊張地在床邊伸手撈著，耗盡了那時候五歲的我所有的耐

心，這才意識到我拿不回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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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偷偷往下看過去，只瞧見一條黑色的縫隙，不像是影子，卻像是電視中邪惡反派令人恐懼

的臉。 
  硬要比喻的話，那條黑色的縫隙像是盤子，正中央有一圈白色的光環，問了老師說那叫做眼

睛，它邪惡地吞吃了我的長頸鹿娃娃。 
  從此我總是害怕向下看，擔憂它餓得太久已不滿足於我的娃娃。 
  
  我後來跟媽媽說我的娃娃不見了，不敢說是床底下的大眼睛吃掉它，支吾著說著自己也不信

的謊言。於是媽媽雖然不甚愉快，但還是帶我去百貨公司挑了一隻狗娃娃——那時候我害怕所有

大眼睛的東西，嬰兒奶粉罐子上的嬰兒我從來不覺得親切，只像是床底下的大眼，隨時準備吃了

我。 
  那時候媽媽從架子上拿下一隻有著黑色眼睛的狗，按著狗的前爪就會發出汪汪的叫聲，身旁

的人都說可愛，我在還沒看到它的大眼時也這麼認為，等到我將它調轉了一個方向面向我，才看

見它的眼睛卻大得我可以將我自己的眼與之比擬——我尖叫一聲把它丟到地上。 
  
  這個舉動把媽媽嚇壞了，也引來旁邊人的側目，竊竊私語與指指點點讓我臉色脹紅，只覺得

自己像是蒸籠裡的小籠包，蒸氣噴濺到手噁心不已。店員衝過來撿起娃娃，上頭的潔白的毛已經

沾染許多灰塵，吊牌上寫著士口拼成的字。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這種感覺，媽媽氣急敗壞付了娃娃的錢，粗魯地塞到她特意準備的巨大袋

子裡面，牽著我的手離開現場。 
  我回頭看了商場一眼，地上的水漬還有尿腥味隱約在我的鼻尖揮散不去。 
  我的褲檔處濕透，尿液滴滴答答沿著布料沾了計程車的椅墊，媽媽一臉不耐煩。 
  等到到了家門口，司機回頭對著媽媽說清潔等詞彙，媽媽扔下一張藍藍的紙頭也不回的走，

我自己開車門並試著有禮貌地說謝謝，司機只是看著我，叫我快點回家換衣服。 
        下車後看見車子外殼是黃色的，這讓我想到我被大眼睛吃掉的長頸鹿娃娃。 
  
  我還記得幼稚園的課程中教著簡單的文字，新買的狗娃娃吊牌上寫著簡單的士還有口，某天

在奶奶突然來到家裡借住時，她教我唸：「ㄐㄧ，二聲吉、娃、娃，代表吉祥，希望它保佑我們寶

貝平安長大。」 
  那個時候我已經六歲了，媽媽不曉得為何憤而出走，爸爸也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回家了，儘管

家裡還有許多糖果餅乾，但是愛吃的餅乾吃得太久也會膩，牛奶在冰箱深處，太重我搬不起來，

把冰箱弄得亂七八糟。 
  奶奶帶著很多食物來家裡，並教我怎麼把拖把擰乾水，自玄關鞋櫃拖到廚房，還用酒精的塑

膠罐子擦得到處都是刺鼻的腥味，我後來才知道那是稀釋的漂白水。 
  因為好久沒吃到熱的東西了，所以我不再反對奶奶的來到，儘管我在以前討厭她來家裡帶的

紅色鍊子跟吊牌，她總是硬逼我戴上；也不再撥電話給媽媽，她的助理只會跟我說：「你撥的電話

是空號……請查明後再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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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在我的脖子上掛上一個紅色殼子的吊飾，立面塞著黃色的符，我問奶奶為什麼我要帶

著，它既不漂亮也沉重，走起路來撞到胸口會出現擦傷。 
  而她不語。 
  
  奶奶用她帶過來的白色麵條煮了湯麵，還煎一顆雞蛋給我，我從洗手台蹦蹦跳跳地過來，擦

著手想向奶奶詢問爸爸媽媽什麼時候回來？卻發現我的白色盤子印刷上了一雙彩繪的粉色兔子耳

朵，而兔子的臉被雞蛋蓋住，雞蛋是半圓形的，就像是大眼睛，蛋黃部分還有血淋淋的紅點在上

頭。 
  
  我用力把盤子推離我的視線，管它哐當一聲在地上碎成多片。 
  
  像是眼睛，那個紅點到現在還是在我的心裡彰顯自己的存在。 
  奶奶錯愕但沒有責罵我，只是踏著她蹣跚的步伐蹲下整理，倒是我自己感到羞愧，主動拿起

抹布擦拭地面。 
  後來奶奶再也沒有煮過麵條給我吃，雞蛋上也不再有任何醬料，白白淨淨，濃厚的蛋臭陪我

度過整個未上小學的童年。 
  
  時間在走，床底下的裂縫也日益擴大，螢光星星下的眼睛時不時地盯著我看，就算我跟他打

過了許多架，卻也總是兩敗俱傷，他吞掉了我大部分的玩具——煽情來說是快樂來源，我唯一能

做的是保護好自己。 
  我還記得小時候屍骨不剩的長頸鹿娃娃，到了現在還是很想念它，也在逐漸長大的同時疑

惑，它怎麼不肯把我一直懼怕，而藏在枕頭縫隙的吉娃娃玩偶帶走。 
  
  同類相斥嗎？別人說很有靈性的大眼，兩個東西互相對視時會不會因此靈魂被彼此吸收再重

造。 
  吉娃娃玩偶的大眼睛少了一顆，也許是在和大眼睛打架時被吃掉，總之在我發現時眼窩的部

份已經黑黑髒髒的，原本奶奶想要在那邊縫一顆鈕扣，但我拒絕了。 
  我穿著一件有著小一名牌的制服，嶄新且朝氣，對著奶奶說：「不要。」 
  好不容易它再也看不見我了，這下它也跟床底下的眼睛有了區別，大眼睛能夠再把吉娃娃的

另一隻大眼吃了嗎？ 
  奶奶於是沒有為他縫上眼睛，將它整齊地和我剩餘的其他玩具放在床頭櫃上頭。每到夜晚我

都恨不得看不見它，每天固定動作是將它調轉面壁；出門前塞在枕頭縫隙裡，避免吉娃娃玩偶欺

負我其他娃娃朋友。 
  有一次我試著讓大眼睛把它弄不見，在晚上時推它下床頭，夜晚也陰暗，我看著它沿著邊緣

滾落，輕輕地咚的一聲它消失了，暗自期待大眼睛會因為吉娃娃這個祭品感到開心。 
  可是隔天一早起來，我看見吉娃娃又回到床頭對著我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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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大眼睛的口味特別，儘管從小我就不斷給大眼睛「餵食」——是的，我使用餵食這個

詞彙——許多東西，吉娃娃玩偶不是個例，我曾經扔了零食包裝、書包、作業等，任何我抗拒懼

怕與厭惡的東西。可是大眼睛似乎只肯吃定義中的無用之物，例如垃圾。而它不曾吃掉我的學生

用品和奶奶的護身符。 
  我對大眼睛做了許多猜想，例如它深居在地球的另一端或是另一面，沿著裂縫偷窺我的生

活，然後在夜晚的時候伸出它的觸手來吃掉我的東西。 
  而我猜測，大眼睛沒吃掉我是因為護身符保護了我。 
  
* 
  大眼睛長大了。 
  
  我在讀了小學三年級後驚覺到這件事，新的衣物跟寢具減緩不了我的恐懼，那時候是晚上九

點，我第一次這麼晚還沒睡。媽媽久違地回家並給了奶奶紅包，也給我帶了一件嶄新的外套，我

們一起吃了飯還看了電影，雖然感到十分幸福，可是焦糖味的爆米花太甜以至於我不斷咳嗽。 
  奶奶先去睡了，我也和媽媽說了晚安，難得回到家的媽媽頭髮跟眼睛都換了顏色，比黑色再

淺上一點，皮膚也比記憶中白上許多。 
  躺在床上前，我把外套掛在我那張新的、有滾輪的椅子上，灰黑色薄外套被我不小心沒放好

而掉落地面，隨後被大眼睛帶走，我聽見喀嚓喀嚓的拉鏈被咀嚼的聲音。 
  那是媽媽給我的。我忍住害怕的感覺，鼓起勇氣偷偷地往下看。只見大眼睛長出了嘴巴，一

圈光影還有被吃到一半的外套映入眼簾。 
  房門門把旁邊就是電燈開關，床頭櫃的小夜燈還在發亮，只不過不曉得為什麼最近總是一閃

一閃地，連帶著我看不清大眼睛的動向。我知道下了床就是大眼睛的地盤，它也許會把我當成食

物帶到世界的另一邊，也許不會。 
  於是我把自己藏在被子裡，像是小時候的自己擁有從一數到千百位數的睡眠。 
  
  隔天早上醒來，大眼睛早就走了，還慷慨地吐還了我的外套，倒是拉鏈那邊無法拉上，我爬

下床撿起外套，意外看見口袋中塞著鈔票，是藍色的兩張。奶奶教過我撿到錢要給大人處理，於

是我把鈔票摺起來放在睡衣口袋，準備等等拿給大人。 
  奶奶還沒起床，媽媽還在家裡，她的洋裝穿得很好看，裙襬在地上，桌子旁邊壓著一截布

料，耳朵上的吊飾鑲著亮片移動就會有叮咚的聲音，我把錢給她，卻得到一巴掌還有小偷等的怒

罵。 
  具體說的是什麼我忘記了，但是那火辣辣的巴掌印讓我再也不敢面對她，我猜想也許是大眼

睛搞的鬼，它不吃媽媽給的外套，卻吃掉媽媽的溫柔。 
  
    奶奶醒來了，我的膝蓋火辣辣地在疼，臉頰也是，她沒有說什麼，只是將目光轉向媽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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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她注視的媽媽在滑著手機。 
        她將我扶起來，跪得太久使我有些乏力，媽媽在這個時候站起身，不等我或者奶奶說話

就離開了家門。 
        奶奶說別怪媽媽也別恨爸爸，還給我倒了牛奶，以眼神示意我伸直腳，用她粗糙的手替

我按摩紅腫的膝蓋。 
        可我也沒有想怪他們的意思，老師說媽媽這個年紀要好好保護，就像花朵缺少水分時會

變得不漂亮，多對她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就能讓她變得善良漂亮。 
        我對奶奶這麼說，而她伸手抱了我。 
  
        上學是理所當然地遲到了，奶奶拿著電話對老師說媽媽要帶我出去玩，理由正確，但陪

伴我出去玩的是奶奶。在遊樂園裡頭我跟奶奶不玩刺激的遊戲，雲霄飛車的尖叫聲就足以令人興

奮，我給奶奶提袋子，她的大帽子讓我站在她旁邊也能遮陽。 
        出門前奶奶把袋子給我時，我看見大大的開口又黑又深，像是大眼睛他無底的黑洞，抗

拒拿起它。可是奶奶在裡面放著她的專門播放佛經的機器，我彷彿聞到廟裡的檀香味，於是把袋

子用捧的在胸口距離奶奶的護身符最進的位置，眼睛不去看它，在內心祈禱著大眼睛能夠離開。 
       奶奶的念佛機發出穩定的念誦聲，和緩不快，我喃喃開口跟著發出聲音，在禪聲下獲得寧

靜。 
  
        平日的遊樂園中人煙稀少，也不是什麼適合畢旅的日子，奶奶又買了牛奶給我，告訴我

多喝牛奶會長高，點了一份下午茶套餐，特別囑咐服務員不要在雞蛋上加上任何東西。 
         我訝異奶奶還記得這件事，而奶奶只是摸著我的頭，告訴我她一直一直都記得。 
        那天我們玩得很晚，主要也不是在玩遊樂設施，只是我記得我跟著奶奶一直走，聊著爸

爸與媽媽，聽著奶奶說他們以前在一起發生的風雨，以及媽媽的廚藝非常好，曾經經營過小餐廳

卻因為爸爸的反對而終止。 
        我問奶奶，那媽媽有煮過湯圓嗎？那種紅白的手搓湯圓，在滾水裡咕嘟咕嘟滾著，伴著

胡椒還有蔥花在嘴裡滑嫩順口。 
        奶奶卻說沒有，媽媽從來不會煮湯圓。 
  
        後來又更長大了一點點，不大不小的國中。 
        媽媽在那之前偶爾會回家，沒有規律，通常是在我上學時回來，我透過奶奶得到她給我

的零用錢，金額也不大，但通常能讓我用到她下次回來。 
        我也買了一台念佛機用來對抗大眼睛，每到夜晚我就打開它，聽著一聲一句的佛號進入

夢鄉。 
        我已經不再像小時候那樣神經質地害怕床底下的大眼睛，也許不是不怕，只是它就在那

裡，任憑我多麼地遠離它，但它就是在那裡。 
        大眼睛陪著我越長大胃口也越小，吃著我的東西吐還的又更多，但吐回來東西的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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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著它吃的順序那樣規律。 
 
  例如我在小學被吃掉的獎狀回來了，除了佈滿灰塵，邊角部分也皺巴巴的，除此以外我仍然

一眼就能知道那是大眼睛還我的。出現在大眼睛眼角處，像是眼淚，門一開便能發現的位置。 
  那時候我剛背著書包回家，奶奶出門串門子，鑰匙塞在門口保暖拖鞋的夾層裡，還有奶奶娟

秀的字條寫著鍋子中有紅豆湯。 
  我捧著碗進入房間，先把湯放在桌上就看見獎狀，再小心翼翼地用食指跟拇指拈起紙張，放

在嘴邊輕輕吹掉比較輕的那些灰塵。 
  標楷體的第一名跟姓名三個字連在一起，我壓平皺摺的那些地方，像是檢查視力一樣放在遠

處瞇著眼睛欣賞一下。 
   接著打開專門放獎狀的資料本，翻了幾頁，找到一頁空白的頁面便隨手塞進去，闔上去時看

到封面是一張我幼稚園時畫的，被評分高分的長頸鹿。 
  這種畫也只能在幼稚園那種地方拿到高分了，我自嘲笑了，長頸鹿頭上還戴著一頂俗氣的皇

冠，上面寶石的部分是我小時候鍾愛的湯圓。 
 
  把那本塞滿榮譽的資料夾塞回書櫃夾層後，看見一旁的畫冊本後攤開，頁數剩餘不多，也就

三四頁。 
  我看了一眼手錶確認還有時間夠我畫個插圖，這才坐在椅子上開始構圖骨架，四個骨頭人或

坐或站在畫面裡，背景是天空還有雲。 
  俗氣到不行的一張圖。 
 
  我在五點時接到電話，鄰居說奶奶在傍晚時回來，讓我先煮好飯，這樣才能額外煮一碗稀飯

讓奶奶吃。 
  奶奶到現在還是不肯讓我接觸瓦斯爐，說瓦斯爐的明火會折人壽，儘管我不曉得這個理由出

現的莫名，但我還是聽話地從來不去碰。 
  六點了。 
  回家的卻不是奶奶，是好久不見的媽媽，當我打開門時感到一陣惶恐，媽媽沒有任何吃驚的

表情，只是將她手中的烤雞與燙青菜淋肉臊給我，讓我找個盤子盛裝食物。 
  鄰居打電話給我，說奶奶會在他們那邊吃飯，要我端著稀飯去找奶奶，我用保溫盒裝了食

物，到那邊告訴奶奶說媽媽回來了。 
  我知道鄰居他們一直對爸爸媽媽不甚友好，只告訴他們朋友來家裡，要趕回去招待，而他們

不懷疑。 
 
    到了家裡媽媽還沒吃，飯鍋的飯一口未動，我再用蒸籠蒸了昨晚的剩菜才坐下來。 
    還沒把椅子坐熱，媽媽率先開口詢問我的近況，我只注意到她的眼睛旁的眼線又黑又深，襯

得雙眼細長如絲，說不出的柔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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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含糊回答了幾句後媽媽便停止說話，氣氛僵硬又安靜，直到她把雞腿去骨後夾給我，「多吃

一點。」她說。 
    雞皮烤得酥脆，肉鮮嫩多汁，只不過太鹹了，我裝了水大口吞下，嗆得我差點無法呼吸。 
    我們開始閒聊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例如今天的學校課程，還有催促彼此再吃一口飯，直到

奶奶回到家。 
 
    奶奶說她吃過了，我則是端出醫生提醒要多吃的水果，奶奶則是笑瞇瞇地踏著慢慢的腳步，

到客廳去配著佛法類型節目。 
  媽媽問我奶奶是否依然健康，看醫生需要幫忙嗎？爸爸有沒有回來，不管是金錢援助抑或是

回家看看？ 
  而我仔細思考了一會，發現爸爸似乎很久沒有回來了，奶奶也鮮少提起爸爸，連我去幫忙補

奶奶的存摺時，存款簿上只有媽媽的痕跡。 
  後來媽媽要幫忙洗碗，我搶先穿起圍裙阻止她，然後催促她去洗澡，她才作罷。 
  但我正把碗盤排回架子上，聽見奶奶不經意地問我話，說媽媽怎麼在主臥室那邊哭，然後我

才想起，我跟奶奶已經把主臥室當成儲藏室了，而且沒有告訴她。 
  我擦乾手，感到十分忐忑走到附近去看，門斜開著，一絲光透出來，再加上搖晃著的細長影

子有些可怖。 
  開了門便看見媽媽坐在那裡，翻看著充滿灰塵的相簿。封面是當初全家一同寫上的名字，我

的字跡醜得令人不忍直視。 
  我看見她的相簿停在我穿著尿布的那張相片。之所以認的出來，是因為我看見那隻我念念不

忘的長頸鹿娃娃，褐色的、短短的鹿角被小時候的我咬在嘴裡。 
  「你小時候眼睛很大。」媽媽冷不防地開口，「明明也沒近視，眼睛卻越長越小，要不是你都

讓我自己帶，我還以為你被掉包了。」 
  大概被大眼睛吃掉了吧，大眼睛那麼大的眼睛搞不好是吃了我的眼睛。我這麼想卻不敢開

口。 
 
  晚上要睡覺前我打開夜燈，奶奶從她的房間抱出散發霉味的棉被，娘氣的粉色枕頭雖然極不

符合媽媽的審美，但她臭著一張臉還是堅持入住，原本我們打算幫媽媽訂購一間旅店，至少在奔

波後才能稍微舒適一些些。 
  但她不要，還念我們說未入社會不知賺錢困難，場面頓時尷尬不少，在沒有任何人出聲緩頰

的時候媽媽轉身離去，總而言之她還是住下了。 
  換上睡衣後我趴在床上打開念佛機的開關，朗朗的佛號迴盪在房間裡，媽媽轉身問我為什麼

要放這種音樂，抬起手示意我停止按掉開關的動作，我回答她說是因為習慣。 
  那天晚上我睡得安穩，儘管沒有佛號相伴，媽媽的呼吸聲可能抑制住了大眼睛它的動作，不

再有窸窣的詭異聲響，也不再有奇怪的影子攀附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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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隔天睡得晚，鬧鐘指向十一點，媽媽來去匆忙，她的行李箱已經不見了。 
  而我那本畫冊也失蹤了，我原先以為是媽媽帶走了，隨即發訊息問媽媽有沒有看見它，但她

說沒有看過畫冊。 
 
  國中會考成績出來的那一天，奶奶特地煮了豐盛的一餐給我。 
  桌面上擺著酥甜的炸湯圓，還有一隻烤雞還有雞蛋與炒青菜，她還買了圍裙給我，碎花還有

綠葉相互點綴，她說圍裙店裡的人都說這個好看。 
  我穿上圍裙，對奶奶笑問說我終於可以碰瓦斯驢了嗎？ 
  她說，你如果要去外縣市讀美術學校可不能不學啊。 
  那天下午媽媽給我傳了訊息。首先問我的成績，再來問了志願排序，我感到有些緊張，深吸

了一口氣後告訴她我想去外縣市讀書的消息。 
  她在那邊停頓很久，最後已讀不回。 
 
  隔天一早，奶奶帶我去文昌帝君那邊還願，除了當初胡謅說要給文昌的肯德基蛋塔，預定之

外還準備了一顆西瓜。 
  奶奶跟廟裡的人員是多年老友，我把東西拜完後便把供品拿去清洗，而奶奶則是起身去找朋

友聊天，要我先回家。 
  我先借用了廚房來洗供品的西瓜，簡單去殼去籽後再弄了一碟鹽，供他們食用時沾用，她們

誇我貼心，奶奶更是驕傲地說我們寶貝就是用心，將來若死也無憾，總比我那沒路用的兒子強。 
  奶奶的朋友神色尷尬，我則不知為奶奶的哪句話為抱歉。是爸爸的失蹤還是她至今仍忽視媽

媽也有辛苦的樣貌？ 
  離開廟前我再回頭看了一眼佛像，神佛的眼睛細長，若不仔細看的話也只在臉頰上有微微地

凹陷痕跡而已，可是我卻不知怎麼被祂的眼睛著迷，覺得自己可以長居在祂的眼裡，從此獲得永

恆與安寧。 
 
  媽媽最近經常回家，我經常可以接到她的電話說今晚煮個飯，菜由她帶回來。今日也不例

外，下午三點剛從廟宇到家就看見訊息，她說還買了奶奶所喜愛的豆腐乳跟醬菜，好似不太熟練

地傳了系統贈送的擁抱貼圖。 
  可是一直到晚上奶奶都還沒回家，媽媽撥打她的手機顯示無人接聽，廟裡的工作人員也說了

奶奶早就踏上回家的路，最後我們受不了了，各自騎上腳踏車與機車就出門尋找。 
  那是晚上八點，路燈忽明忽滅，儘管知道附近正在做修整工程還是害怕不已，路上的人煙稀

少，問過附近店家都說沒有看見奶奶。 
  直到我接到媽媽的電話，她要我去叫一台計程車，給了我地址卻不跟我說地點。 
  計程車很快地來到，黃色外殼上有著不少灰黑色的刮痕，我猜想是歷經車禍過的慘況，但我

心急如焚，沒有心情與司機閒聊。 
  目的地是醫院欸，司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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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壞的情況大抵是如此吧，我胡亂想著，隨後到了媽媽傳給我的訊息中指定的病房裡，而奶

奶安靜的躺在病床上，手機也沒有損壞，單純只因為沒電所已關機，據送奶奶來的人說看見奶奶

走在路上搖搖晃晃地很危險，這個時候她的意識還是清楚的。 
  只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她現在失去一是躺在床上，緊急聯絡人的爸爸找步道人，媽媽法律上沒

有關係所以也無法通知，我的年紀太小，在奶奶意識清醒的時候她極力反對告知我。 
  「她還在等待爸爸吧。」媽媽突然開口：「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我轉頭看向窗戶，夜色無燈的情況下當風吹開窗廉，我看到的是大眼睛它從所未有的巨大雙

眼。 
 
  離開醫院，上課放學，大眼睛一直跟著我，不只待在床下了，甚至還跟著我躲藏在我的影子

裡，媽媽不知道透過什麼聯繫上到爸爸，他回來的時候還帶著一位清秀可愛的小女孩，他說那是

我妹妹。 
 
  葬禮的時候媽媽一直哭，也幸好她沒有化妝，不然整張臉花花綠綠顯得可觀，爸爸手緊緊牽

著新妹妹，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從未讓我們有接觸。 
  葬禮後爸爸像是想起什麼，給了我一個塞滿現金的紅包袋，還有一盒價值昂貴的麥克筆，摸

著我的頭要我好好念書，他說在奶奶的遺書看見的，關於我想去美術學校讀書這件事。 
  媽媽什麼也沒有表示，只是問了遲來的問題讓我難以招架，「你要跟著爸把還是我？」 
  我問了自己的心選擇了她。 
 
  爸爸有權得到奶奶那間我住了十來年的家，他說很抱歉但他的新家庭無法讓我有自己的房

間，若我堅持住在那裡，必須跟我的弟弟或妹妹一起睡，另一個方案是也可以每個月給我足夠的

錢在外縣市生活——這時候得慶幸媽媽沒有告訴他，她想讓我跟她生活這件事。 
  搬家那天天氣晴朗，媽媽陪我收拾行李，我努力在裡面塞進所有的衣服跟用品，而媽媽突然

喚了我小時候的小名，在她的手中有一隻好久不見的長頸鹿娃娃，黃色的絨毛沾滿灰塵。 
 
  大眼睛還是存在，在我踏上跟著媽媽回家的旅程中我發現了它，只不過外型扭曲，不像我原

本的認識它時的樣子。 
  但到了新家，大眼睛好像又不存在了，衣物玩具無一沒有不見，連各種雜亂的垃圾作業本都

不屑食用，只有媽媽在家時它才會再出現，而我很少看見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