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亮的金莎巧克力》 
 
「請今天得分最高分的三位小朋友上台領獎！」我開心地向司令台底下那一

群天真活潑的山地小朋友面前炫燿我手上那三顆閃閃發亮的金莎。 
三名小孩，緩緩地從人群裡走了出來，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便是今天第

二名的劉安安了。彷彿金莎拿在她手中，就是特別的不一樣，好像真的，變成了

「金沙」，一份世上最珍貴的禮物……那是一種我從來沒有看過的笑容。 
至少生活在都市的小孩中是不會有那種笑容的。 
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劉安安。 
 
暑假。 
今年的夏天似乎特別的悶熱，中午的路上，更是熱到快變人乾，甚至讓我開

始懷念起冬天的寒冷。 
但是，我還是來到了這，一個從台中市區坐車要超過一個小時才到的了的山

區小學。 
山區小學座落於群山之中，四周放眼望去，皆是青蔥的大山，綠意盎然，這

裡很鄉下，所以幾乎也沒什麼遭到人工的汙染與破壞。 
而山地村落，就散佈在這美麗的群山之中。 
這次來這裡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偏遠地區的山地小孩子，可以像平地小孩子

一樣，能夠接受大量的教育與資源。所以在我們上山之前，還特別去跟台中精明

商區附近的商家募款，希望能提供一些資金或者是家中小孩不需要的圖書或衣

服。當然有人很熱心，也有人很吝嗇。 
人情的冷暖，在此刻，一探便知。 
在這為期三天的活動中，我們大多的課程安排就是說故事給這些小朋友聽，

除了可以更直接地灌輸知識給小朋友外，也可以拉近我們與小朋友們之間的距

離。但是，沒有人知道，該怎麼樣講故事給小朋友聽，才會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也不了解到底小朋友們需要哪種類型的故事。所以我們還特別請學校的說故事媽

媽來幫我們上課，教導一些說故事的技巧與經驗。我們另外還花了好幾天的時間

埋在圖書館裡，為的就是找出一本適合小朋友且自己也喜歡的兒童圖書。 
 
這次營隊的成員一共有六個人，有我〈炸醬麵〉、檸檬、小紅、凱西、阿妮

還有我們的老大月文姐。全部成員之中，就只有我一個男生。  
我們提早一天前來，做營隊事前的準備工作，到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 
「你們看！那條河……都被大石頭填滿了耶！」小紅指著流經學校前不遠處

的那條剩下沒多少水的河道。 
「表示這邊曾經發生過土石流呀。」我淡淡的說。 
「聽說前天有颱風形成耶！我們還要在這裡待四天，這樣會不會有危險

呀？」凱西瞪大眼睛的問。 



「我們會依照氣象來判斷的，現在不要想這麼多。」月文姐回答。 
「不過說起來，」我轉過頭看著學校的司令台。「這學校也太小了吧！」 
「嗯，站在校門口就可以看到校園的每一個角落了。」檸檬附和著說。 
學校，就塞在整個村子中間。一進去大門，正前方便是司令台，這裡沒有操

場，活動空間就只有一個籃球場和停車場，也沒有所謂的訓導處、輔導處，只有

教師辦公室和教師宿舍。至於其他學校該有的圖書館、電腦室、學生教室，都包

含在司令台後方那僅僅三層樓的建築物。 
學校小，學生當然也少，以致於從一到六年級，就算沒有講過話，也知道是

同校的同學。 
正當我們在搬器材下車，準備要搬進教師辦公室，也就是我們的休息室時，

山地小朋友果然熱情的很，完全不怕生，一直在我們身旁繞來繞去，問東問西。 
「你們就只有六個人呀？」一個綁辮子的小女孩問。 
「是呀。」 
「怎麼就只有你一個男生？」這次換一個手裡還抱著顆籃球的小男孩問 
「……」完全不曉得該如何回答這問題，我只能微笑以對。 
但實際上，我是為了一個女生而來。 
「你這麼忙，那這樣你要怎麼陪我們打籃球呀？」小男孩失望的說。 
「……有空的話，還是可以啦！」我苦笑。 
「你們會給我們上什麼課啊？」小女孩又提出了問題。 
「主要是說故事呀……其他還有很多很好玩的課程唷！」小紅手舞足蹈的說

明。 
「那有沒有獎品？」、「有沒有玩大風吹？」、「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問題，稚嫩的臉龐上，堆滿了期待，這讓我突然有種莫名的壓力。

但內心深處，卻也多了一種期待，一種對於明天的期待。 
 
明天很快就來臨了。 
尤其在明明活動是八點才開始，卻在六點就被小朋友的「起床號」吵醒的時

候。 
 
活動提早了十分鐘開始，忙碌的一天，也就這樣展開了。 
這次來參加的小朋友大約有三十幾個，我們將小朋友分成三組，一組約十個

人。 
接著我們便開始團康活動、說故事、吃午餐、做勞作……就在一陣兵荒馬亂

的情況下，第一天草草地接近尾聲了，雖然大家都不是第一次帶營隊，但面對新

的人事物，總是需要一段時間來調適。 
由於小朋友們都住在附近，所以我們的活動都只有從上午的八點到下午的四

點，對我們來說這真是一個好消息，至少我們擁有屬於自己的晚上。 
因此，我們每天都會選出我們認為表現最好的前三名，每人都可以得到一顆



可口的金莎巧克力，以獎勵他們今天有積極地參與活動。 
第一天要選出三個小朋友來領這個奬，其實是有點難度的，因為我們都還不

太清楚小朋友們的名字，不過其他的夥伴倒是給了劉安安極高的評價，檸檬還特

別跟我說：「等你明天上了說故事的課，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半信半疑的我，就因為這樣，讓我特別更想看看安安的廬山真面目。 
 
現在，安安就站在我的面前。 
她比普通的四年級生還高一點點，留著一頭短髮，雖然衣服有些髒髒舊舊

的，但是卻掩不住她那不同於其他山地小孩的氣質，輪廓也沒有那麼深，皮膚也

稍微白一點，不過在她那深邃明亮的雙眼中，卻隱含著一絲絲的悲傷。 
感覺是個很特別的孩子。 
「來，這是你今天的獎品。」我笑著把金莎放在安安那小小的手心上。 
安安若有所思地盯著手上的金莎，仔細地瞧了兩三秒鐘，才開心地將金莎放

入口袋。「這樣媽媽一定會很開心，謝謝炸醬麵哥哥！」安安給了我一個大大的

滿足笑容後，便轉身走回她自己的小隊。 
望著她的背影，總覺得有股陰影存在， 
如果以顏色來形容的話，山地小孩大部分都比平地小孩單純、天真，感覺就

像陽光般的燦爛耀眼，但是安安的背上，卻像是多了朵烏雲，使她比其他小孩更

多了一種灰濛濛的色彩。 
再加上在她歸隊的同時。沒有人為她喝采，沒有人為她開心而起鬨，安安只

是靜靜地走到她自己小隊的最後方，就像一個獨立個體，與這個大家庭，顯得格

格不入。 
是孤癖嗎？還是怎麼了呢？ 
 
「各位小朋友，早點回家休息囉！路上要小心唷！」 
「老『蘇』再見！」雖然我們都是以哥哥姐姐自稱，但他們還是習慣稱我們

老師，而且因為口音的關係，「老師」總是會叫成「老蘇」，聽起來有種說不出的

頑皮與可愛。 
看著他們三三兩兩離去的身影，我被一幅景象給吸引住了，就像白紙上的一

點小污漬，很難去忽略掉它。 
看起來還是那麼的灰色。 
「劉安安。」我的直覺這樣告訴我，因為似乎沒有人看起來比她更孤獨、更

寂寞了。她似乎沒什麼朋友，每個小朋友不是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回家，就是有父

母來接，但是只有她是孤獨一個人走回家。 
應該會很寂寞吧？ 
 
由於明天的下午活動結束後，我們會去作家庭訪問，藉此了解每個小朋友的

家庭與生活習慣。為了能提早進入狀況，所以晚上我們帶著手電筒去看看學校附



近的周遭環境，順便得知路應該怎麼走，有什麼可以利用的設施等等之類的訊息。 
我們順著校門口前的小巷走出去。 
「好暗！沒有手電筒還真的什麼都看不到。」小紅說。 
「好臭！空氣中有酒味與菸味。」檸檬捏著鼻子說。 
「還好，這裡還有一家雜貨店。」我慶幸的說。 
已經很久沒看到這類型的雜貨店了，木造的房子，屋裡總是散發著一股不知

名的怪味，有些擁擠，生活最基本的東西都可以在這買到。沒有漂亮的制服，沒

有發票，只有兩個以雜貨店為家的中年夫妻在幫你結帳。 
除了雜貨店，附近還有一間小診所跟餐廳，再遠一點似乎還有座墓園，不過

因為「夜深人靜」，我們就沒有再走過去「打擾」了。 
 
夜晚。 
皎潔的月亮，點點的繁星。 
這是都市永遠都欣賞不到的星空，很美、很寧靜。 
此時檸檬悄悄地站在我的身邊，對我說：「月文姐剛剛說山下的人打電話給

她，說颱風轉向了，明後天就會對台灣造成影響，中部山區聽說還會下短暫陣雨

唷！」 
「是喔。」我心不在焉地隨便敷衍了一句，心想這麼美的夜空，實在一點都

感覺不到颱風接近的消息，難道這就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嗎？ 
  
夜深了，天也有些涼了，月亮依然掛在夜空輕輕地微笑著。 
我突然想起了我明天要說的故事，一個「月亮的故事」，同時也想起了安安。 
一個寂寞的孩子。 
 
「炸醬麵哥哥！檸檬姐姐！起床啦！」 
天啊！這群小鬼是起得比公雞還早嗎？天也才剛亮而已，就已經先跑來學校

打籃球了。 
今天上午輪到我來說故事，跟我搭配的夥伴是小紅。 
小紅帶著一副圓框眼鏡，留著長髮，不過卻常常綁著馬尾，外表瘦瘦高高的，

喜歡紅色，身上常搭配紅色的外套或褲子，這也是她叫小紅的原因。雖然平時看

起來有點傻大姐的感覺，但是對付小孩子卻有她自己的一套方法，因此由她來幫

我計分和管理秩序，我是再放心不過了。 
我們在進行說故事這個活動時，就不會按照之前分三組來進行，而是用年級

來重新分組，一到三年級為低年級組，而四到六年級為高年級組，這樣的分法資

質比較平均，也比較能因材施教。 
我這次的對象是高年級組。 
當然，安安，也坐在底下。 
「嗯……咳、來，炸醬麵哥哥先問問大家，大家是不是都知道月亮跟太陽之



間的關係呀？」有些小朋友說知道，有些小朋友搖搖頭，還有小朋友直接說出他

從科學雜誌上看來的東西。 
「知道或不知道都沒有關係唷！因為炸醬麵哥哥今天要說的故事，就叫做

『月亮的故事』，」我稍微掃瞄了一下小朋友們的表情。「這是一個全新的傳說唷！

保證是你們之前都沒有聽過的。」 
我翻開了第一頁。 
「很久很久以前……當宇宙剛剛形成的時候，月亮妹妹出生了！」 
「可是月亮妹妹長得好奇怪唷！她比其他的星星大，但是卻不會發亮，臉上

又坑坑洞洞的，所以其他的星星都覺得月亮妹妹好醜好奇怪，一點都不想跟月亮

妹妹做朋友。」 
「因此，月亮妹妹就好難過好難過，而且她也很寂寞，因為其他的星星都離

她好遠好遠。」 
我繼續一頁頁的翻下去，原本底下不斷的有小騷動，尤其又有個小朋友一直

在說「月亮哪有比較大」等等有關「科學」的話語，現在也終於通通安靜下來了。 
「直到有一天，太陽哥哥來找月亮妹妹。」我指著一張畫有太陽的圖片繼續

說道。 
「太陽哥哥問說：『你可以幫我一起照顧地球寶寶嗎？』」 
「月亮妹妹回答說：『我又不會發亮，也沒有朋友，你要我怎麼幫你照顧地

球寶寶呢？』」 
「太陽哥哥說：『當然可以呀！我把光照在你身上，你就會發亮啦！』」 
「可是月亮妹妹還是覺得很奇怪，問說：『可是這樣有什麼用呢？』」 
「太陽哥哥說：『因為我的太陽光太熱了，所以地球寶寶身上好多的動植物

都熱死了，所以我需要你晚上用不熱的光來降低地球的溫度，這樣地球寶寶就會

健康的成長啦！』」 
翻到了最後一頁，書上畫著微笑的太陽、月亮、星星與吸著奶嘴的地球。 
「從此以後，太陽哥哥跟月亮妹妹就快樂的一起照顧地球寶寶。而且因為月

亮妹妹會發光了，所以變得好漂亮好漂亮唷！結果星星們又跑來找月亮妹妹做朋

友，有時候還會一起幫忙月亮妹妹來照顧地球寶寶呢！」 
故事到這邊便結束了，自認應該講得還不錯，因為感覺小朋友聽得都還挺專

心的。 
「那……聽完這個故事，小朋友你們的感想是什麼呢？可不可以告訴炸醬麵

哥哥呀？」我愉快地問小朋友們，期待能得到一個不錯的答案。 
「老蘇，我知道，我覺得月亮很偉大！」、「老蘇，月亮很美麗。」、「太陽喜

歡月亮。」小朋友們七嘴八舌的搶著回答，小紅跟我聽了都只是邊笑邊搖頭，不

過只要有講的一律加分，至少他們有專心聽我在說什麼。 
這時，我看到一條纖細的手臂在人群中晃來晃去，希望我能注意到她。 
「安安，你說。」我點了她。 
安安有點沒信心的對我說：「老蘇，我覺得是月亮找到了適合她做的事情。」



這個答案雖然跟我心目中「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答案還有一點差距，但基本上意

思已經對了。 
「講得很好唷！很接近正確答案，所以加……十分！」我很開心地誇獎安

安，特別加了比較多的分數。 
但分數才剛一加下去，底下馬上就出現了譏諷安安的話語。「你又懂了

啦！」、「每次都裝懂！」、「懂月花，越懂越開花。」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說別人呢？再說就扣你們的分數囉！」我還沒開口阻

止，小紅就已經看不下去率先出聲。被小紅這樣唸一下，小朋友又重新安靜了下

來。小紅真不虧是我的好幫手。 
「接下來，是加最多分的時候唷！有人願意上來重新像炸醬麵哥哥剛剛那

樣，再把這個故事說一遍嗎？」這個頗有難度的問題，讓平常搶著回答的小朋友

倒是一反常態，底下這次反而鴉雀無聲。 
突然，一道目光朝我射來，一種迎向挑戰的眼神。 
我順著目光看回去。「安安，又是她，可是她並沒有舉手呀？」我心想。 
安安看到我在看她，猶豫了兩三秒鐘，抿了抿嘴，手……便緩緩地舉起來了。 
小紅很高興地去把安安帶出來，將她帶到我剛剛說故事的位置上。 
「安安，不用緊張，慢慢講，說錯了我們會提醒你。」我對安安說。 
安安吞了一口口水。 
「從前從前……當宇宙形成的時候，月亮妹妹出生了，她長得很奇怪……」 
隨著故事書一頁頁的翻落，安安用她稚嫩的聲音吞吞吐吐地說著故事，我跟

小紅則在旁邊越聽越驚訝，因為安安居然靠她自己的力量將故事很完整的呈現在

大家面前。 
「太不可思議了，多麼驚人的記憶力啊！這可是連大人都不一定辦得到的

事，沒想到一個年僅十歲的小女孩……」我打從心底給安安最熱烈的掌聲與鼓

勵，真是太精采了，一股莫名的感動油然而生。 
就在那感動的一瞬間，我也了解到，原來，小朋友們會排斥安安，說她是「懂

月花」，都是因為安安擁有過人的記憶力，看過的書很有可能馬上就記住了。小

朋友們可能忌妒安安，或者是覺得安安太臭屁，好像一副什麼都知道的樣子，讓

他們在心中，隱隱展生了自卑感，進而更不想跟安安做朋友。 
但安安卻依然故我，樂觀的面對。 
 
中午休息時間，我提起了安安那過人的記憶力。 
「就跟你說等你上了說故事課，你就知道為什麼了吧！」檸檬露出一臉得意

的表情，小紅接著說：「我剛看到的時候，整個傻眼，心想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

人呀！」月文姐又補充說：「嗯！安安這孩子真的很優秀。」愛搞笑的凱西手摸

著兩頰，模仿著名畫「吶喊」中的表情繼續說道：「不！一切都是幻覺！嚇不倒

我滴！」沒想到她連周星馳的台詞也用上了呢！ 
這個舉動逗的我們全體工作人員都哈哈大笑。 



看來今天的金莎又少不了安安的那一份了。 
 
下午，我被分配到留守我們工作人員的工作室，算是個最輕鬆的工作，有事

情的時候才需要出動。 
正當我悠閒地鋸著水管，準備下個團康活動「管管接力」的道具時，月文姐

突然衝了進來，對我說：「安安腳扭到了，好像還蠻嚴重的，你跟檸檬先帶她去

附近的診所檢查一下。」 
這時我才看到月文姐的身後還站著檸檬跟流著眼淚的安安。 
「安安，你可以自己走路嗎？」我走上前去關心安安，順便了解狀況。安安

對我點點頭，但她的眼淚卻一滴滴的掉落到地上，形成一點又一點的悲傷漣漪。

檸檬拍了我肩頭一下，說：「我覺得還是不要讓她走比較好，她的腳踝都有點腫

起來了。你揹安安去診所吧！」 
「嗯，好吧。」 
 
雖然診所不遠，但是背著一個三十幾公斤的小東西，卻也不是件輕鬆的事。 
「哇……你流好多汗唷！要不要我幫你揹呀？」檸檬關心地問。 
「怎麼可能給你揹，你力氣那麼小。」我笑說。 
「可是你真的……看起來很累的樣子。」檸檬盯著我下巴即將要墜落的汗水。 
「我可以的啦！」 
「那安安呢？還痛不痛？」檸檬側過頭去看著我背上的安安。 
「不……痛。」雖然安安這麼說，但我還是可以感覺到我背上不時就會有冰

冷的淚水滲入我的衣服。 
檸檬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很有愛心，也很細心，而且長得又漂亮，也有氣質，

所以不管大人小孩都很喜歡她，尤其她還特別的有小孩缘。 
「你真的可以？」檸檬還是很擔心我的體力狀況。 
「可以。」 
「真的不需要換人？」檸檬略皺眉頭的看著我。 
「不需要！而且你這麼瘦弱，會心疼。」 
「你說什麼？」 
「沒、沒……什麼。」 
「那你幹麻結巴？」 
「因為……因為……診所到了。」總算可以鬆一口氣。 
 
檸檬在幫安安掛號的時候，我找了張椅子，小心地將安安從我背上放下來，

我也順勢便在安安隔壁的空位上坐了下來，喘口氣休息一下。 
安安低著頭，不發一語，似乎還是很痛的樣子。 
「劉安安！」護士小姐叫著安安的名字，輪到她看醫生了。我跟檸檬左右兩

邊輕輕地扶著安安，幫助安安走到看醫生的地方。 



見到了醫生，檸檬稍微簡單地跟醫生說了事情的發生與經過，醫生聽完，檢

查了一陣子，便請護士小姐帶安安到診所後面的病床上冰敷，讓她先休息個三十

分鐘，這樣子會讓安安比較舒服。 
護士小姐才剛走，醫生便轉過來跟我們說：「安安應該沒有傷到骨頭，只是

扭傷而已，先讓她冰敷，待會再拿個軟膏，這幾天盡量少走路，這樣應該就沒有

什麼問題了。」 
「謝謝醫生。」沒發生什麼大事就好了，這樣子就安心了。 
我跟檸檬隨即便要過去安安的病床上，本來以為就在診所的正後方，結果沒

想到，還走了一條拐來拐去的長長通道後，才來到了所謂的「病房」。 
「好破舊唷！」看起來就像電影裡那種古老的軍醫院，可能是診所後來加蓋

的，勉強地看護著這個村子裡生病的人們。 
這讓我突然感覺到自己真的很幸福。 
安安坐在一進去左前方約十點鐘方向的病床上，腳的上方鼓鼓地蓋了一塊

布，布裡頭放的應該是冰袋。 
她臉上帶著笑容迎接我們的到來，感覺起來冰敷應該是蠻有效果的，至少已

經開始會笑了。 
「還會很痛嗎？」我一走到病床旁的第一句話就是先關心一下安安目前的狀

況。 
「不會，只要不走路就不太會痛了。」安安搖搖頭對我說。 
「醫生說你這陣子不能常常走路唷！所以如果我們的活動會讓你覺得不舒

服的話，就不要勉強參加，而且記得要跟我們說喔！不要逞強。」 
「可是這樣……可是這樣……」安安低著頭，欲言又止的樣子。 
「可是怎樣？」 
「可是這樣不就拿不到金莎了嗎？」安安看起來似乎有些難過。 
「只要你表現的不錯，都還是有機會拿到獎品呀！現在你還是好好休息比較

重要。」檸檬一邊安慰著安安，一邊將枕頭立在牆壁上後，接著又說：「安安，

來，慢慢坐過來，這樣背靠在牆壁上休息會比較舒服。」 
安安緩緩地移到牆壁那邊，坐好了之後。 
「結果『平平安安』還是受傷了。」安安說。 
「咦？怎麼了嗎？」我問。 
「因為我媽媽希望我永遠都能平平安安的，所以才幫我取名叫安安。」 
「哦……原來是這樣呀！」我心想還真是個簡單明瞭的理由。 
「我小時候媽媽都會念故事書給我聽，所以我很喜歡聽故事。」 
「我也很喜歡聽故事喔！所以我都看歷史小說，因為故事都很好看。」 
「我也是我也是，我最喜歡看的就是三國演義了！只是有時候會看不懂。」 
「沒關係，有問題可以問我呀！炸醬麵哥哥很厲害的唷！」 
難得找到同好，讓我真的還蠻開心的。只是沒想到除了是個女生以外，還是

個小孩子，種種的原因讓我越來越覺得安安真的是個與眾不同的孩子。 



「下午我們會去做家庭訪問，到時候你就可以拿書出來問炸醬麵哥哥啦！」

檸檬開心地說。 
「可是我房間很亂，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進來呀？」安安面有難色的說。 
「我們不會進去啦！只是跟你爸爸媽媽聊一聊而已，不用擔心。」我回說。 
安安似乎愣了一下，「爸爸媽媽……」安安頭又低了下來。 
「怎麼了嗎？」 
「我媽媽……已經去世了。」安安講到最後聲音幾乎聽不見了。 
「啊……對不起，那、那……你爸爸呢？」我想趕快轉移話題。 
「我爸爸人很好，而且很疼我唷！」安安抬起頭來給了我一個帶著些許悲傷

的笑容。 
安安的笑，反而讓我難過了起來。 
真是一個既堅強又成熟的孩子。 
 
這時，屋頂上忽然輕輕地傳來了一陣滴滴答答的聲音。 
「不會吧！下雨了！我們沒帶傘來。」檸檬驚訝的說。 
「真的耶！」我透過窗外看著剛下的毛毛雨，想起這一兩天颱風就會登陸，

同時也想起那充滿「大石頭」的河道，才更深刻的體會到，安安是在如此艱困的

環境下成長，她早就體驗過很多我們這些都市長大的小孩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所以也造就她是那麼地成熟，卻又是那麼地天真無邪。 
「那……你會怕颱風嗎？」我有點好奇的問。 
「不會。」安安這個答案倒是讓我有些驚訝。 
「那你怕什麼？」 
「我怕下雨。」這個答案讓我感到有點啼笑皆非。 
「下雨？」我心想都不怕颱風了怎麼還會怕下雨。 
「因為下雨就會有土石流。」 
「那這種雨你會怕嗎？」我指著窗外的雨勢。 
「不會，但是再下大一點就會怕了。」 
突然一陣「轟隆」雷響，電燈忽明忽暗。 
老天爺就像在回應安安的話一樣，雨勢，也瞬間加大了。 
安安有些不安的看著窗外，我不忍心再問下去了，我想這大概就是她口中那

「大一點」的雨吧！  
「我爸爸又要晚回家了。」安安帶著失望的口氣說。 
「是因為下雨嗎？」我問。 
「對啊。只要下雨，爸爸摩托車就會騎得很慢，常常都到八九點才回來。」 
「是喔。」感覺上是一個很愛惜生命的爸爸。 
「所以我都要先煮好飯菜，等爸爸回來吃。」 
「哇……這麼厲害，原來安安你還會煮菜唷！」我非常驚訝的說。 
「只是很簡單的東西，反正爸爸也不挑。」聽起來不像是個十歲小女孩會說



的話。 
「誰敎你的？」 
「小時候媽媽敎我的。」安安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的說。 
正想再多問一點時，卻想起安安的媽媽已經過世了，問越多有關於她媽媽的

事，無疑就是在她心裡插上一支支的針。 
「雨停了耶！」還好，這只是颱風的先鋒部隊，要不然就必須叫人來接我們

回去了。 
我看了看手錶，咦！已經快放學啦！沒想到時間過得這麼快。安安也休息了

快一個小時了，應該可以回去了。 
「喂？」檸檬接起了電話。 
只聽見她一直對著電話點頭重複說著好、ＯＫ等字眼，等她一放下電話，我

就問她說：「又有什麼事嗎？」檸檬回說：「沒什麼事啦！只是月文姐打電話來說，

要我們不用回去了，等一下她們會先過來找我們，然後我們就直接帶著安安去做

家庭訪問，順便帶安安回家。」 
「ＯＫ！」 
 
「安安，你不要勉強喔，如果腳還是很痛的話，可以請炸醬麵哥哥揹喔！」

檸檬邊走邊關心著堅持要自己走的安安。 
隨著訪問家庭數的增加，跟在我們身邊的小孩子也越來越多，他們不停地打

鬧、喧嘩、呼朋引伴，當場就在馬路上玩了起來。 
我們一邊走，還要一邊管制序，擔心這些小鬼跌倒或是受傷了。 
「小心小心……不過跑那麼快。」檸檬無奈地管著秩序。 
「老蘇，你看你看，右邊那裡就是我家。」一個綁著馬尾的小女孩對我說。 
「哇……你家的電視好大喔！比我家的還大耶！」我驚訝的說。 
「對呀！很棒吧！」小女孩得意的笑著。 
看著這位小女孩像別墅般的家，讓我體認到，原來在這麼小的一個山地村

落，也有這麼大的貧富差距。 
終於，好不容易來到了安安的家。 
我看著安安的家，這……是「家」嗎？ 
一副搖搖欲墬、沒水又沒電的屋子，就像臨時搭設出來的一樣。對我而言，

我幾乎沒有辦法想像裡頭的擺設會長什麼樣子。 
原來安安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 
安安一拐一拐慢慢地走回屋內，接著出來的，是她爸爸，安安則開心地站在

她爸爸的身後。 
當安安的爸爸一出來迎接我們時，其實我有點嚇到了，因為跟我想像中那個

充滿父愛的爸爸簡直就差了十萬八千里。 
髒兮兮的衣服，滿身的酒味，腳步蹣跚，一口不整齊的黃牙，眼睛裡還充滿

著血絲，嘴唇泛紅，似乎不久前還吃著檳榔，全身上下我唯一看的比較順眼就是



那黑的發亮的皮膚。 
很難想像眼前這人真的是安安的爸爸，安安是一個那麼乖巧安靜的孩子，實

在是很難把眼前的這兩人看成是一對父女。  
看到這樣子的爸爸，連是男生的我都不自覺的警覺起來。 
「老蘇啊！謝謝你們的照顧呀……辛苦啦……」可能是喝了點酒，安安的爸

爸一看到我們就顯得異常的熱情。一邊說他的手就一邊伸了過來緊緊握著我的

手，我有點畏懼地退了一步，但他似乎卻無視於這個動作，自顧自地繼續說：「安

安她是個非常聰明的孩子，她跟她媽媽一樣聰明，很愛看書，這幾天就麻煩老蘇

你們有空就多多照顧她，她做錯事就儘管罵，沒有關係。」接著他轉過頭對著身

後的安安說：「來，安安，到前面來，跟老蘇說謝謝。老蘇這幾天很辛苦的。」 
「謝謝老蘇！」安安開心地看著我們。 
「不會，這是我們應該做的，而且安安真的很優秀。」月文姐代表著我們全

體工作人員回答，同時也說出了我們心裡的話。 
 
一直到我們離開，從頭到尾，安安爸爸的手始終緊緊地握著我的手，雖然我

有些害怕，但我還是可以感覺到，在那一雙粗糙如砂紙的手中，卻充滿著最溫暖

的父愛。難怪安安一點也不吝嗇地推薦他爸爸讓我們認識，甚至還可以看出安安

以她有這位爸爸為榮。因為站在爸爸身旁的安安，看起來是那麼的耀眼與自信，

一點都不像平常在學校所看到的那個孤獨且寂寞的安安。 
 
家庭訪問結束後，夜晚已在不知不覺中降臨了。 
夜，似乎比昨晚更涼了些。 
今晚的月亮，多了一層淡淡的面紗，充滿著迷濛的神秘感。 
此時檸檬又悄悄地來到我的身旁，對我說：「月文姐說，氣象局預計颱風會

在明天早上九點登陸台灣東部地區，所以為了安全起見，活動快結束的時候，我

們有空的人就要開始打包了，盡量早點下山會比較安全。」 
「嗯，好。」我轉過頭去看了檸檬一眼，又轉回來繼續看我的月亮。 
「怎麼啦？你在想什麼？」檸檬好奇的問。 
「你有沒有覺得……安安對金莎似乎特別的執著呀？」 
「有嗎？我不知道耶……可能，是榮譽感吧！」檸檬歪著頭說。 
「嗯……或許吧！」 
「想這麼多幹麻，明天我們就要走啦！」檸檬愉快地說。 
「是啊！」我開心地笑了。 
「你從剛剛就一直在這裡看什麼東西呀？」 
「月亮呀！」我轉過頭來看著檸檬。「很美唷。」 
檸檬笑了。 
 
最後一個早上，我起得特別早。 



「終於要離開了。」看著窗外的天空，還好早上沒有下雨，要不然今天的小

朋友一定會少很多，不過看看天上那厚厚的雲層，下雨只是遲早的事。 
今天安安還是到場了，帶著腳傷，也還是一樣很積極地參與活動，就連是要

跑要跳的團康活動，她也堅持不缺席，不過她認真的表現，卻沒有得到同小隊小

朋友的認同，反而招來了更多的冷嘲熱諷與白眼。 
「安安！你跑超級慢的啦！不要跑了啦！」同隊小隊長對著安安怒吼。「你

這樣一定會害我們輸的啦！」 
「你好爛喔！這樣的球都接不到。」同隊的小男生也不停地抱怨。「如果沒

獎品你就完蛋了！」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安安又不是故意的。」小紅念了那些數落安安的小朋

友幾句。 
「安安，你還是到旁邊休息吧？好不好？」檸檬跑過去安慰著安安。 
「嗚……」安安的淚水再也忍不住了，潰堤而出。 
最後，安安被逼的只好在旁坐冷板凳。 
安安哭了又停，停了又哭，連續哭了好幾次；衛生紙溼了又乾，乾了又溼，

連續用了好幾包，安安的臉頰上、袖口上，通通都被她的眼淚所沾溼。 
我們在一旁看了很心疼，但是卻又不曉得該如何處理這紛爭。 
 
中午。 
小紅宣佈著開飯動令：「下午就剩最後一個活動囉！大家要好好加油，努力

得分。現在，趕快吃飯囉！」 
「完蛋了，輸定了啦！都是安安害的。」小隊長又再抱怨。 
「分數差太多了，追也追不到。」同隊的小男生失望的說。 
「要是沒有安安，我們早就贏了。」同隊的小女生也跟著數落起來。 
「你們怎麼又在說這種話？你們……」小紅話還沒說完，安安便拿著餐盤，

衝出了教室。 
「安安！安安！」我立刻追了出去。 
我循著安安的啜泣聲，找到了安安。 
她獨自一個人，坐在二樓轉角的樓梯間。 
用袖口擦著眼淚，眼淚將安安那件粉紅色上衣的袖口染成了淡紅色。 
滿臉無辜的淚痕。眼淚，也順著臉頰一滴滴地掉進飯裡。 
「安安，炸醬麵哥哥帶你回我們的休息室好不好？」我遞給安安一張衛生紙

給她擦眼淚。 
「為什麼我這麼努力的做了！他們還是不喜歡我？」安安對著我怒吼，她的

眼神，讓我一時不曉得該怎麼回答她。 
「他們……只是不懂你的努力而已。」 
我牽起了安安的小手，慢慢地將她帶回休息室。 
經過教室外時，都還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小紅的憤怒。 



 
到了休息室，安安還是哭個不停。 
「這樣我們下午還要讓安安繼續參加嗎？」我擔心的問。 
「嗯……不要好了，我怕又發生剛剛那樣的事。」月文姐說。 
「那……安安，下午你就待在休息室休息好不好？」我說。 
「老蘇，那這樣，我還能拿到金莎嗎？」安安難過的問。 
「我們分數還沒有算，所以等一下才會知道，雖然你沒有參加下午的活動，

但你上午表現的很好，還是很有機會的呀！」我帶著微笑安慰著安安。 
 
其實不管安安分數夠不夠，我們私底下已經一致通過，我們要特別幫安安頒

個「最佳精神獎」。小紅還自告奮勇地要求擔任頒獎人，因為她實在看不下去，

想趁機好好的機會教育一番。 
 
三天的活動，也終於即將接近了尾聲。 
頒獎典禮時，我們有一半的人馬不在現場，她們都在休息室裡打包待會要下

山的器材，典禮一結束，我們就準備下山。 
所以當時的現場，只有月文姐、我與小紅。 
我還是擔任我的老位置，第一到三名的頒獎人，當我把手中的三顆金莎都送

出去時，我可以強烈地感覺到站在隊伍後方的安安那失望到不行的眼神，那眼神

似乎正在嚴厲地向我控訴：「我明明已經很努力了，為什麼還是拿不到獎品！」 
我側過頭，避開了這道眼神，趕緊介紹小紅的出場。 
當小紅大聲地宣佈安安的名字，並將金莎交到安安手裡的那一刻，安安又哭

了，眼淚就像水龍頭般湧出，她雙手緊緊握著那得來不易的金莎。 
「謝……謝……」安安用顫抖的聲音說出了這兩個字。「我媽媽常說，只有

努力的人才能吃到金莎。」 
看到這一幕，連我這大男生都不禁鼻酸了起來，何況是小紅，淚水早已佔滿

她的眼眶。 
「這是你應得的。不要哭囉！」小紅輕輕地拍著安安的肩膀，給她鼓勵與肯

定。 
安安也是這次活動中，唯一三天都有拿到金莎的小朋友。 
安安慢慢地走回隊伍的後方，我再度看著安安的背影，還是有那麼一層迷濛

的感覺，就在此時，我瞭解到了一件事。 
原來，安安就像是美麗的月亮一樣，不過就是因為月亮在夜晚的星空中實在

是太耀眼了，所以人們才會去注意月亮表面上的坑洞與灰色地帶。安安的灰，其

實是一種耀眼的灰，安安本身就是一顆美麗的月亮，只是現在的她，還沒找到屬

於她自己的「太陽哥哥」，沒有辦法幫助她散發出美麗的光芒，不過我相信，這

人一定會出現的。 
 



「轟隆！轟隆！」天空發出了的怒吼，送出了最後的通牒。 
「各位小朋友，有機會再見面囉！要趕快回家唷！颱風要來了，路上小心。」

頒完「皆大歡喜」的團體獎後，月文姐開心地揮著手向小朋友道別。 
老天其實待我們不薄，沒想到一直到活動結束，都還沒下雨。 
人才剛散，我們全體人員就立刻躲進休息室開始打掃與整理打包。 
雖然活動已經結束了，不過還是有很多小朋友留在學校裡，有的想找我們照

相，有的想問我們的電話，當然也有的只是單純地留下來打籃球。 
「趕快回家囉！要下雨囉！」我邊打包行李邊半開玩笑的警告這群圍在我們

身旁的頑皮小孩們。 
「哪有，還沒還沒……啦……」小朋友話還沒說完，雨就像是跟他們唱反調

一樣落了下來。 
「快快快！趁現在雨還不大，趕快回家。」我開心地對他們說。 
「哇……衝呀！老蘇再見！」小朋友們一哄而散，終於把他們通通趕回家了。 
看著他們一個個的衝向校門口，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氣。走出了休息室，站在

走廊上大大的伸了一個懶腰，這時才真的感覺到累了，身體累了、心也累了。 
遠遠望著小朋友們的背影逐個消失，才覺得這幾天的活動終於結束了，責任

也終於卸下了……只是，遠方卻有個汙點像是永遠消失不掉，那個耀眼的灰色背

影，還在緩緩地遠離我的視線。 
「轟隆！」又是一陣霹靂過後，傾盆大雨正式從天而降。 
「不會吧！」我看著安安的背影，她沒有帶傘，腳又受傷，這樣慢慢走回家，

還淋著這麼恐怖的雨，到家時一定會感冒。 
而且更可怕的是，她現在卻朝她家的相反方向走，她到底想做什麼呀？ 
我立刻衝回休息室。 
「有誰有帶傘嗎？」我著急的詢問著大家。 
「怎麼了嗎？」月文姐反問著我。 
「我剛剛看到安安沒有帶傘，而且又朝她家反方向的地方走，我覺得很奇

怪，安安又走那麼慢，所以我想出去看看。」我快速地解釋。 
「傘放在那邊，你趕快去吧！」月文姐指著休息室的一處角落。 
我拿了傘。 
「待會有任何事，打手機。」 
說完我就帶著傘衝了出去，雨勢之大，讓我根本看不清楚十五公尺以外的景

物。不過還好我腳程快，再加上安安走得慢，一快一慢之間，我不一會兒便追到

可以看見安安背影的地方。 
「安……」正準備開口呼叫安安的名字時，安安卻又一個右轉，消失在我的

面前。 
我停下來喘口氣，在暴雨中狂奔的情況下，雖然有打傘，卻依然還是逃不過

全身溼透的命運，我索性就把傘收了，繼續跟著安安的腳步。 
安安終於在我的視線中停了下來。 



我重新撐開傘，向安安緩緩走了過去。 
一邊走，我一邊擦著眼鏡，想要看清楚自己現在到底身在何處，卻因為全身

早已溼透，眼鏡怎麼樣也擦不乾，所以也只能稍微用手抹一抹，雖然視線還是不

甚理想，但至少已經可以分辦事物與遠近。 
我仔細地看了一下周遭的環境。 
這時我的手機突然響起。 
安安肩膀瞬間抖了一下，似乎嚇了一跳，回過頭看了我一眼。 
「喂？」我將電話接了起來。 
「喂……我們都弄好了，你現在人在哪裡，我們現在開車過去接你。」電話

的另一頭傳來月文姐的聲音。 
「我們在……墓園……」 
 
大雨滂沱，激起了一陣陣淡淡的霧氣。 
讓山裡的各個景致都褪了色，也添加了一份濃濃的悲傷。 
我輕輕地走到安安的旁邊，讓傘一起遮住了她，使她可以不用再淋雨。 
安安正站在比她身高矮一點白色十字架的前方，她的周圍還有好多類似的十

字架，在青色草地的映襯下，顯得格外雪亮。 
我們的右後方，還有一座小型教堂。 
墓碑的前方放著三粒金莎，這應該是安安這幾天所拿到的獎品。 
我低頭看著站在我右手方的安安，雖然安安已經淋不到雨了，但安安的臉

上，卻似乎永遠也乾不了。 
傘內一樣也下著傾盆大雨。 
她哭得好難過難過，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可以哭得如此傷心。 
哭得是如此的心碎，卻又是讓人如此的心疼。 
就算豪雨的聲音震耳欲聾，但還是可以聽見安安的哭聲。 
「安安，這是……」我關心地問著。 
「這是我、媽媽……她、她，兩年前……今天、生病，死、死掉了。」安安

不住哽咽的說。 
原來今天是她媽媽的忌日。 
看安安哭成這樣，我實在不忍心再多說什麼了。 
我將雨傘交到了左手，右手便輕輕拍著安安的肩膀。 
就這樣靜靜地陪著她吧！希望這樣，對安安就是最好的安慰。 
漸漸地，安安的啜泣聲變小了。 
「炸醬麵哥哥，我媽媽她……以前，最愛吃的就是金莎巧克力了，」安安哽

咽了幾聲。「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五，媽媽就會買金莎回家。」 
「然後呢？」我靜靜地說。 
「每次都是……我兩顆，媽、媽……一顆。」安安用袖口擦著眼淚。 
「嗯……」 



「媽媽說……這是全世界，最、最好吃的巧克力。」 
「嗯……」 
「媽媽……去世後，就、就……就再也沒有，金莎可以吃了。」安安的眼淚

又大顆大顆地流了出來。「可是……家裡，沒錢，買、買……金莎，所以才、才

會……」 
「好了，安安。」我蹲下來輕輕摟住了安安，我可以感覺到安安的肩膀在劇

烈的顫抖。 
 
一個失去母親的孩子。 
一個堅強且成熟的孩子。 
但不論是再怎麼堅強的人，都會有崩潰的一天。 
何況安安，只是個孩子。 
 
「叭、叭！」月文姐的車子來了，一部深藍色的休旅車。 
「我們回家。」 
我輕輕扶著安安，帶著她一起上了車。 
車上，潮溼悶熱的空氣，更突顯車內那股沉重的氣氛，就像有種透明的黏膠，

塞滿了我們周圍。 
沒有人說話，耳邊只有陣陣的引擎聲，和安安細細的哽咽聲。 
「好冷！」我不自覺的打個哆唆，才發現原來自己已經開始有點失溫了，再

不趕快換衣服，可能就要感冒了。 
突然檸檬的手輕輕握住了我的手。 
雖然身體上還是感覺到寒冷，但心裡卻立刻就溫暖了起來。 
 
安安的家到了。 
風雨無情地打在那老舊的屋頂上，看起來真是令人更加的擔憂。 
我先下了車，打開了傘，再接安安進來。 
雨還是一直下個不停，但至少，傘內已經恢復平靜。 
我一樣輕輕扶著安安，慢慢地走向安安的家。 
「安安，你爸爸好像還沒回來耶？你有鑰匙嗎？」 
「沒關係，我有鑰匙。」安安平靜的說。 
「回家要趕快換衣服喔！要不然會感冒，知不知道？」 
「知道。」 
「還有……安安，這個給你。」我從我口袋中拿出一顆我偷藏的金莎。 
「這是……」安安驚訝地看著我手中的金莎。 
「雖然因為剛剛淋雨有點溼掉了，但應該還可以吃吧！」我有些尷尬地說著。 
「可是我媽媽說不努力就……」 
「你真的真的很努力唷！炸醬麵哥哥都有看到！而且……你不是也很久沒



有吃到金莎了嗎？」我笑著對安安說，並直接將金莎塞進安安的手中。 
我們這時已經走到了安安的家門口，門口有屋簷，所以我把傘收了起來。 
「不用客氣，你就吃吧！炸醬麵哥哥還有機會可以吃到。」我半蹲了下來，

讓自己的身高與安安相同。我盯著安安，接著說：「安安，還記得第二天炸醬麵

哥哥說的故事嗎？那個『月亮的故事』？」 
安安點點頭，大眼睛裡又再度充滿了淚水。 
「你就像是故事中的『月亮妹妹』一樣，很優秀，可惜妳還沒找到你自己該

做的事情，也還沒遇到你的『太陽哥哥』，但是你不可以放棄唷，要繼續努力下

去，炸醬麵哥哥相信，你總有一天會找到你的『太陽哥哥』的！加油！」 
安安堅強地點點頭，卻又忍不住哭了出來，我輕輕摸著她的頭，我不曉得安

安聽懂多少，但我真的衷心的希望，安安能得到肯定，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為

她總是很認真與努力的去面對每一件事。 
在離去的前一刻，我最後一次看著安安，圓圓的瓜子臉，淡棕色的皮膚，傳

統的短髮及深邃的眼睛，這是一張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臉，一個像「月亮」般的

女孩，一個新的「月亮的故事」。 
 
回家的路上，除了月文姐開車以外，大家都睡了。 
檸檬也靠在我的肩膀上睡著了。 
 
窗外的景物，因為雨勢，變得更加的模糊不清，但我的思緒，卻反而變得更

加的清晰。 
我想著這三天來的點點滴滴，我想著這幾天我接觸到的人事物，有可怕的

「石」河，也有破舊的診所，還有安安、安安的爸爸，及……安安的媽媽。 
我，是一個來自都市的小孩，而安安則是一個生活在原住民村落中的小孩，

我的年紀將近是安安的兩倍，但安安身上所背負的東西，卻是我的好幾倍。 
我知道自己根本無法體會安安真正的心情，但我還是盡力的去照顧她、關心

她、鼓勵她。在鼓勵安安的同時，就像自己也受到了安安的鼓勵一樣，彷彿告訴

我，我應該學習安安的堅強和那股面對事情認真的態度。 
我真的由衷的希望，安安有一天能找到一個一直能在她身邊鼓勵她、安慰她

的人，找到故事中那位傳說中的「太陽哥哥」。 
 
此時身旁的檸檬突然動了一下。 
我笑了，我輕輕握住檸檬的手。 
我想我已經找到那個傳說中的「太陽」了。 
那安安呢？我什麼時候還會有機會見到她呢？ 
「可能沒機會了吧！」 
不過我想或許偶而抬頭看看天，看看那皎潔的月亮。 
至少我相信，遠方的那顆「月亮」，會永遠快樂的微笑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