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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家境不算優渥，但爸爸一直勉力的支撐著整個家，想方設法為了給

我們更好的生活，挖東牆補西牆的結果，最後債臺高築，走投無路的我

們，開始噩夢般的不斷搬家，最後終究躲不過四面八方債主的追緝，無

預警的一個午後，爸爸被帶走，自此身陷囹圄。打開這一疊信，喚起了

那一段斑駁的過去，跌進了苦澀的回憶。

事情發生的突然，除了拘留當晚的簡短談話，之後移送至外監，在那個

沒有手機的年代，更遑論有什麼電子信件，想得到任何消息，除了等待，

我們無計可施。終於等到爸爸的第一封信，信中可看出他的不安與擔心，

叨叨絮絮的交待著房租如何繳交，水電帳單在哪，家中大小事情向來都

是爸爸一手打理，一夜之間的變化讓我們手足無措。信紙很短，但他的

擔憂很長，千頭萬緒似乎永遠都說不完，只希望我們三姐弟能夠互相扶

持，和媽媽一起渡過這個難關。

之後的每週，都會收到爸爸的來信，每封都是不斷表達他對媽媽的感情、

對我們的想念，及內心的孤寂。一個月後，爸爸按耐不住提出了回信的

要求，說來慚愧，因為我們忙著將生活恢復到常軌，求生存的壓力讓我

們喘不過氣，所以一直被動著接收著他的來信，卻忘了失去自由的他，

多麼希望得到我們的隻字片語給他力量撐過去。

那
年我
在
窗
的
那
一
頭
寄
信

社會組
第一名

為了
住了十幾年的老家重新翻修，

逼得一家人不得不動起來，開

始整理堆疊在家中多年的雜物，不管是三年

前已經淘汰卻沒丟掉的智慧手機，或是七年

前週年慶殺紅眼湊到的數組滿額贈禮，還是

高中時期上課傳的紙條，每層抽屜、每個櫥櫃，都充滿了驚喜

跟驚嚇，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念舊還是懶散，居然可以讓這小小

的空間如此包羅萬象。然後，我看到了它，一疊泛黃的信封，

安安靜靜的躺在衣櫃的最深處，有點瑟縮，似乎是怕被我發現

之後，會將它棄之敝屣，那是十幾年前，來自塵封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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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不記得第一封信我寫了什麼，大概就是報告家

中狀況的流水帳吧，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封家書，但

我卻空白的什麼都記不起，只記得踏進郵局的那一刻，

我非常的猶豫，收件地址太過刺眼鮮明，年輕的我，

很害怕郵務人員從中猜出我的故事，推論我的遭遇，

然後給我同情。

第一封信寄出沒多久後，終於等到了會面的時間，姐

姐和我輾轉換了數班車才到面會地，二個小女生，惶

恐且心驚膽顫地完成繁瑣的申請流程。終於見到爸爸，

如同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樣，我們隔著玻璃窗面對，各

自拿起話筒交談，這一切太灑狗血，我一點都沒有真

實感。爸爸一開口就是哽咽，說到我的信讓他淚流不

止、徹夜難眠，我好像聽進去又好像沒有，我只知道

我的靈魂飄到天花板，俯看著這應該是三流婆媽劇的

情節，居然在我平凡人生中上演。會談時間一到，電

話立刻無情的被切斷，爸爸似乎還有好多話在嘴邊，

我站在窗的那頭，看著他們魚貫的轉身，大家穿著清

一色的制服，連哀傷都如此相似，但我卻看到爸爸的

無奈及落寞，從背影裡，慢慢滲了出來⋯⋯。 

那次會面後，我覺得自己似乎有種使命，是爸爸的精

神寄託，這種幼稚的英雄感，讓我幾乎每隔幾天就會

到郵局去，當初的顧慮，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我寄

出了對半工半讀的抱怨，想轉換跑道的計畫，爸爸回

了應該再審慎評估，不要衝動下決定；爸爸提到了端

午將至，想念家裡粽子的滋味，我說了天氣太熱，今

年應該會從簡；爸爸拜託我們再多寄些信紙，我問他

寄出的書收到了沒；我告訴爸爸關於姐姐在校成績優

異，爸爸開心的要我們趕快去申請獎學金。同樣的承

辦窗口，同樣的郵務人員，從不多說多問，但我自認

為陌生的我們有了共同的秘密，我們的默契不言而喻。 

每週站在郵局隔著窗口，我常常會出神的想到面會那

天，現在在這扇窗前的我，謝謝窗後的人員盡忠職守

的協助我傳達想念，但遠在另一扇窗後的爸爸，在殷

殷期盼著窗的那一頭寄出的家書，多少個黑夜白晝，

那幾張薄薄的信紙，是怎樣的被無數次反覆翻閱，若

鐵窗內的歲月能夠隨著信紙翻飛流逝，那麼等待就會

只剩轉瞬間，我在窗這一頭的投遞，也不會遙遙無期。 

爸爸出來後回到自由的生活，但他變了，變得沉默寡

言，總是自己關在房間裡，聽著訊號不清的收音機。

我們的世界似乎在那一年走到了分叉點，然後各自向

不同方向奔馳，他在他的星球寂寞的運轉著，我們一

起在我們的宇宙裡喧鬧著，我們沒有邀請，他也不打

算加入。 

我在房間裡重新讀完了所有的信件，發現讀不出那段

時間的改變，信件裡的字跡已模糊，客廳的爸爸也不

再清晰。然後我想起那扇窗，那年，我在窗的那一頭

寄信，我們距離雖然很遠，但心卻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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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的清晨，冷還未收斂，此時出門的人們必須面對刺骨

的風喚起尚未清醒的痛苦。然而我有別於往常，關掉

初響的鬧鈴，胡亂地刷了牙，匆匆套件昨天晚歸隨意扔在沙發上

的大衣，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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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於想念的情緒太過於躁動，一刻都不願意浪費。因

此我必須分享昨天在山上發現精靈般五色鳥悅耳叫聲

寄給在洛杉磯的喬。畢竟在高樓聳立如圍欄的城市生

活著，整個人彷彿遭到拘束，連心也變得擁擠，誰還

能記得徜徉於森林的自在。另外今天還準備了一股香

蕉蛋糕未出爐時那種美味即將爆炸的甜，打算寄給在

肯亞自助旅行的妹妹，我想這會是個驚喜。自從上次

離家之後，就不再有那種奢侈的時間或是多餘的錢去

品嚐點心。用她最喜愛的戚風蛋糕融上香蕉，但願足

以引誘長年漂泊的她回家。

從前的我只能用滿滿文字的溫熱，去承載思念並捎向

遠方。不過最近郵局提供的新穎服務讓喜愛旅行的探

險者藉由字句分享之餘，還能將真誠的悸動傳向彼

此。寄送味道與聲音是曾經夢裡的天馬行空，如今生

活裡豐富著這樣的服務顯得格外美好。而且信封附贈

15秒的影像顯示，完全移除距離隔閡，彷彿寄件人

此時正在身旁，一切是那麼真實的敲打著心臟。

記得上一個聖誕節的傍晚，小心翼翼打開信封，過於

濃烈的咖啡香撲鼻而來，讓我在下班如沙丁魚罐頭的

捷運裡不自覺地發出了引人側目的驚呼。長久以來嗅

覺早已讓三合一咖啡痲痹，彷彿咖啡只是例行注入體

內的液體而沒有各式各樣的香醇，彷彿它的存在只為

了振奮精神與任何一絲典雅享受無關。然而這次的味

道帶著一點點清晨露水的純潔淡香混雜著咖啡豆獨特

的氣息，是那種直沖腦門讓一切思緒又活絡起來的氣

息，隱約還能嗅到幾許木材灰燼的餘溫。這樣的禮物

或許勝過一篇洋洋灑灑的文字，因為她寄來的是我鍾

愛的味道。而這一股美好味道，直接觸碰了身體每一

條神經連貫的感受直抵心扉，深刻加倍。

收到咖啡香的驚喜是個開始，是一段新時代的起點。

雖然害怕科技的突破會奪走太多人與人情感之間最初

的溫度。然而這一次的發明，是蠱毒，讓我不自覺地

陷入、深愛，甘願為此而瘋狂。

因為有這項服務，我能將午後在淡水河畔邊嚐著法式

吐司裹楓糖蜜的香寄給朋友。不需要過於冗長說明，

因為味道使他想起，那一次我們畢業前一起烤的鬆餅

雖然面目全非，但滿屋子香甜卻那麼快樂，聊著未來

的聲音充滿希望。我能將沈穩如歷經滄桑老翁般的太

平洋的浪花打在岸邊的石灘上，再從石縫中毫不留情

溜走，那滾滾水聲摻和著石頭互相撞擊的聲響，寄給

帛琉的朋友，用這樣的海聲，告訴他我想念那片湖綠

色海洋、想念背上撒著陽光，身旁圍繞著粉橘色透明

如果凍般水母的浮潛時光，想念那永遠夏著的夏天。

我當然也能將在廚房裡忙碌一個下午熬煮出的西班牙

番茄海鮮湯，寄給為攻讀北京電影學院徒然一人寄居

他鄉的朋友。那花園剛摘下的羅勒葉，清香帶有一點

檸檬的酸，然後是鮮蝦、花枝、文蛤們經過慢火燉熬

之後合而為一的可口美味，讓她知道下一個臺北的冬

天，我會以這銷魂的味道迎接一個受盡磨練隱隱散發

著光芒的靈魂。

最後，找一方綠草如茵寧靜的角落，錄下自己 20歲

時的勇敢，讓妹妹在 30歲生日為我寄達，不論那時

候的自己身在何方，來自從前的熟悉聲音會是強心

劑，給我再一次展翅飛翔的衝勁。

因為想念，所以人們在千百種不同的紙張寫下無數思

念，裝入一只信封，慎重地送入郵筒，在心裡默默祈

禱它能平安漂洋過海在另一雙手掌上舒坦。因為想

念，願意犧牲睡眠親手黏貼出最美麗的祝福，寄去遠

方。音，味，想念，不再用「我愛你」表達愛意，寫

一首歌讓它在打開信封那刻輕輕響起。音，味，想念，

不需要絞盡腦汁在中國字裡尋找準確的形容，深怕一

個閃失誤會所有想分享的內容，然而打開信封的那一

刻什麼都有了答案，透過鼻子會讓我們的心明白遠方

所捎來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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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的房間是個如同聖地般的存在，兒孫輩的我們在常理下是不能進去的。

然而，我自小便打著「四代唯一女性」的小霸王稱號，橫行霸道於四處，無

限度的接受大家對我的寵溺。所以，每當我好奇地偷偷打開爺爺的房門，爺

爺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讓我偷偷溜進去打探，這若是哥哥或是其他堂

兄弟，少說也要換來幾聲斥責的！

爺爺總是將房間收拾的乾乾淨淨，一塵不染，在在透露出他軍人一絲不苟的

特質。所有的東西進了爺爺房間，就如同小兵聽從將軍發號施令，整齊而規

律地站在固定的位置。爺爺喜歡有傳統文化的東西，所以房間從裝潢到所有

擺設，都透著一股濃濃的中國風。其中，唯一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物品，是

放在書架最上層，一個乳白色大理石做的盒子。盒子上頭鑲著一顆透亮的藍

寶石，盒身則被交織的藤蔓環繞著，這樣一個西式又女性的物品，怎麼會出

現在陽剛性格的爺爺的房間呢 ?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一天下午，趁著爺爺外出時，我拖著笨重的高腳椅到爺

爺房間，小心翼翼的踩在椅子上，想要把一整個盒子拿下來，好好研究，卻

礙於小小年紀搬不動那麼重的東西，只好改變策略，先看到裡面是甚麼東西

就好。我踮起腳尖，掙扎間，就聽到渾厚的男性嗓音從身後發出。「你在做

甚麼 ?」我還來不及逃，就被爺爺一把抱了下來。

成
長
路
上
郵
你

高中組
第一名

小小
的手，托著腮、瞪大了雙眼坐在落地窗前，我明白自

己在等待，等待著熟悉的引擎聲逐漸靠近；等待著那

綠色飽和的身影，從眼前走過。

我曾以為，在那樣的時空裡，「再見」會成為一種永恆，一種一

生可能再也見不到的永遠。卻原來，隔著一條臺灣海峽的距離、

政治的藩籬、時間的鴻溝，還有一張張郵票能引領著我們，穿梭

在紙筆間，聯繫上思念許久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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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做好要挨罵的心理準備，我羞愧的低著頭，餘光卻

瞥見正伸長手要把盒子拿下來的爺爺。「這些是每半年

我的堂弟就會從大陸寄來的信。爺爺是獨子，這是小時

候跟我一起玩耍長大的堂弟。你看，這是兩岸剛開通的

時候，我試著寫信回老家，連續寄了幾封都沒有回音，

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早就搬家了，現在的屋主還費了一

番力氣幫我把信件交給堂弟。你看緣分多深刻，這些小

小的郵票，讓我找回了失散三十餘年的堂弟。」爺爺欣

喜的表情顯露無遺。

說著說著，一個惆悵的眼神閃過。「也是在收到信的那

年，才知道原來我的爸爸媽媽在一年前過世了。」多年

後回想起，才發覺當時閃過的那份惆悵，比想像中來的

深刻。一封牽起失散親人的信，卻澆熄了爺爺的最後一

份念想。

當時還年幼的我，自然無法理解那麼多年的分別意味著

些甚麼。只覺得郵票真是個神奇的東西，竟然能讓失散

這麼多年的兄弟，再次牽起聯繫。爺爺告訴我，這些信

是他這些年的精神支柱，沒有它們，生命就像少了一塊

很重要的拼圖，無法完整。

從那之後，每當有郵差來按電鈴，我總是搶第一個要去

開門，希望能親手拿到我未曾謀面的叔公，從遠方寄來

的信。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的辛勤讓我成功截收了六次

掛號信之多。沉浸在得意之中，我也不忘纏著爺爺，看

他甚麼時候才要回信。比起收信，我更執著於爺爺將信

封緘後，要把郵票貼上去的時刻，那個莊嚴、慎重的動

作，讓我著迷不已。我曾數度在腦中勾勒著叔公的長

相，也幻想著有一天他會像連續劇中，久別重逢的親人

般，按下家中的門鈴，然後兄弟倆望向對方喜極而泣。

時光流轉，我逐漸成熟，慢慢知道了歷史在爺爺心中留

下的傷痛，也明白了這些信件，對當時懵懂從軍離開

家鄉，一別就是幾十年的爺爺心中，是多大的安慰與重

要。想念的溫度，卻僅限於紙筆間的雲淡風輕，內心的

不捨油然而生。一天下午，看見爺爺坐在窗前沉思，我

悄悄走近，才發現爺爺手中握著最新寄來的信。看著爺

爺交雜著各種思緒的神情，是悔恨、是滿足，也是思念。

突然想起每天跟哥哥打打鬧鬧的自己，那一刻，我為眼

前的爺爺感到不平。「爺爺，這世界對您真不公平，連

最親的弟弟都沒辦法在身邊。」我氣憤的說道。「這樣

就夠了，這樣就夠了。」爺爺壓低聲音，重複了兩次，

是在說給我聽，也似在說給自己聽。

有一年，爺爺的眼睛因為病毒感染而視力嚴重受損。一

天放學，爺爺把我找進房間，希望我能代替他繼續寫

信，他會把想告訴叔公的話唸給我聽，我只需要把它轉

換成文字寫下。第一次拿著紅白間隔的信紙，握著黑

筆，手心在冒汗，我很榮幸地承擔下這一個極為重要的

使命。這麼多年看著爺爺反覆做的事，如今傳到我手

中，卻熟悉的陌生。我緊張的順過稿，把信紙裝到信封

袋中，封緘，貼上郵票，投入郵筒。 

代替爺爺維繫這段親情即將邁入第五年。這些年來，科

技日益發達，儘管嚐盡了網路世界的方便；儘管知道爸

爸早已透過網路與大陸親友互動頻繁。但拿起信紙、握

起筆的那份信念，卻從未消失。

我相信，郵寄傳遞的不僅僅是溫度、它更成為遇見彼此

的一種方式、存續思念的一種信仰。於是將最新寫好的

這封信，投入郵筒後，我繼續等待。等待遠方郵箋再一

次寄來，握在手中的那份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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