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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 

第一章 ､信徒 

 

    「為您播報今晨最新消息，S 市某明星高級中學在昨夜晚間 12 點時傳出一

名學生於自家樓頂跳樓身亡，警方已經於今早進入該學生的學校進行調查，初步

推測自殺動機是課業壓力過大的原因......」 

 電視的聲音太過吵雜，睜眼一看才發現窗外已有些明亮。」 

睡眼惺忪地走到電視旁，似乎正在播報學生自殺新聞，「......S 市私立 T 高級中學？

這不是母校嗎？居然發生了這樣的事。」一大早便看到這樣的新聞，而且還是和

自己曾就讀過的學校有關係，不得不承認心情確實受到了些許影響，但是我的工

作不容許有任何私人感情因素帶入，必須時時刻刻保持著正義的一方的態度才

行。 

    這樣想著，我叼著烤好的土司，穿戴整齊後，出發前往工作的地點。 

    S 市社會工作局。 

    每天上班時都會看到這座建築物的門口上高掛著的一塊匾額，上頭還刻著

「安宅正路」四個字，聽說是某一任局長自掏腰包貢獻的，在我進來這所機構前

便有了。同樣是步行上班的同僚們對於這塊匾額則是沒有任何感想，看來那位不

知名的局長想要給同仁信心鼓勵的想法是付諸流水了，不過或許是他個人的自我

滿足也說不定。但是「安宅正路」這四個字我倒是不討厭，這樣的主張，如今在

這樣的世代，究竟還可不可行呢？每次看到這塊匾額我都會不禁這麼想著。 

    所謂的正義，究竟是什麼呢？ 

    這是我一直以來，都想知道的答案。 

 

＊ 

 

   「望月小姐。」午休時間正準備去食堂的我被同事給叫住。 

   「安藤局長希望妳能過去他的辦公室一趟。」 

   「安藤局長？」最近應該沒有犯過什麼特別嚴重的問題才對，突然叫我會是

什麼事呢？ 

    抱持著疑惑的態度，我恭敬地敲了局長辦公室的門。 

   「啊，望月小姐，午休時間還把妳叫來真是不好意思。」局長邊說邊讓我坐

下。 

   「安藤局長，請問有什麼事嗎？」從他的態度看來似乎不是什麼不好的事。 

   「是這樣的，我知道妳進來這裡雖然才只有幾年時間，但是望月小姐的表現

相當令人印象深刻，妳曾經處理過不少件兒童家暴事件，而且都是成功的對吧？」

局長緩緩地看著我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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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發一語的看著杯裡的茶。 

   「妳還很年輕，比起其他更為年長的同事們，妳的處事觀點會與他人較為不

同，但是在與受暴者相處時的態度，妳的特質是不可或缺的，年輕人總有年輕人

的想法，正因如此，我希望能由妳去負責這次的校園巡訪演講。」說完，他遞給

我一份文件。 

    上頭寫著「S 市私立 T 高級中學霸凌防治演講」的標題。 

看見這標題我不禁抬起頭，「局長，這不是......」話還未說完，局長便點了點頭，

「看妳的反應，已經看過今早的新聞了吧？如今社會中最需要迫切解決的，反而

是校園霸凌的問題，既然上了新聞就不可不謹慎處理，校方希望我們能盡快擇出

一名人選，望月小姐，雖然這不是妳的擅長領域，但還是請妳好好準備一下吧。」    

局長懇切的望著我，還在最後拍了拍我的肩。 

    話已至此，我也不好拒絕了吧。只是，自從畢業後，我還沒有回去過母校探

望過，不知道現在變得如何了呢？這次回去的契機，居然還是因為發生了那樣的

事，真是令人悲嘆。 

   「我知道了，那就交給我吧。」伸手接過了文件，我緩步踏出了辦公室。  

 

＊ 

 

    三天後，我前往了私立 T 高級中學，完成了這次到訪的工作，出乎意料的，

台下的學生都相當專注地在聆聽，不知道是否因為是升學名校素質較高的原因，

還是因為最近的敏感話題，學生似乎都抱持著一種戰戰兢兢的態度。 

   「望月小姐。」學校的承辦人員一邊跟我揮手並往我這裡小步跑來。 

   「佐佐木老師？」 

   「望月小姐今天的演講真是精采啊！我看學生們都相當投入呢！妳要不要參

觀下校園呢？我可以為妳做個介紹。」佐佐木老師說著就並肩走在我身旁。 

   「哪裡，我從沒辦過這樣大型的演講，這還是第一次，校方不嫌棄就好了。」

說起來我並沒有答應讓他為我導覽校園，更何況我也不是第一次來到這裡，雖然

比起十年前是改變了許多就是了。 

   「望月小姐聽說也是這所學校畢業的？難怪學生們都不會對妳感到陌生的樣

子，這所學校主打高升學率，也是市內數一數二有名的私立高中。雖然才發生了

那樣的事，果然現在的小孩抗壓性就是不夠啊！才稍微一點壓力，就不能忍受

了......」這個人到底在說些什麼啊？我不可置信的看著他，顯然地他並沒有發現

我的不快，依舊自顧自地講著。 

    這所學校的老師什麼時候成為這樣的人了？ 

        自私、醜陋且令人作噁的話語彷彿化作一根根刺，往我身上不停扎入。即使

是教師的身份，只要不是自己的小孩，就不需要加以理會是嗎？還是說一旦介入

了會很麻煩，所以選擇漠視問題本身。甚至，只要像機器般每天完成自己在學校

應做的職責就好？ 



3 
 

    太糟糕了，原本只是前來進行一場演講，沒有想到會意外發現這所學校的另

外一大問題，如果連教師都成為了這樣的存在，那現在，肯定有學生正在被施暴。

而且，剛剛才進行完了一場反霸凌的演講，還有早上那個自殺新聞報導，縱使是

這個時間點，一定會有更加嚴重的霸凌行為出現在被害者身上，必須趕快阻止。 

   「佐佐木老師！」我臉色鐵青的叫住了前方還在滔滔不絕的人。 

   「那個，我突然有些急事必須先走了，非常感謝您的介紹，先告辭了。」佐

佐木老師被我這一叫嚇了一大跳，我趕緊換上職業笑容，畢竟現在不是和這個傢

伙多話的時候。 

    留下一臉錯愕的佐佐木，我邊跑邊思考任何最有可能是現場的地點，通常是

人煙罕至的地方，校園的死角，我記得在校時只有一塊舊校舍後的大空地是鮮少

有人會經過的地方，「對！就是那裡！」不顧半高跟鞋的行動不便，甚至在路上

不小心擦撞了幾名學生。再不快點的話，事情就不好了。 

    來到舊校舍後方，映入眼前的，是一名少年被許多名男學生團團包圍住，而

其中一名男學生正騎在他身上，手裡拿著某樣東西正準備刺入少年的咽喉。 

   「你們......在做什麼！」我上氣不接下氣的喊著。 

    男學生們全部都轉過頭來訝異地看著我，「妳誰啊妳！」其中一名男學生對

我怒吼著。當「現場」被干擾時，加害者通常會因為被他人喝止或因為怕被處分

而暫時離開現場。但是，眼前的情況似乎不是如此。正當我在思考該如何是好的

時候，剛剛還騎在少年身上的那位男學生，不發一語地站了起來，他的位置剛好

在暗處，我看不清楚長相，但是四周包圍的男學生們卻突然安靜下來，他好像看

了我一眼後就往暗處的另外一邊離開，而其他人也跟著走。 

    躺在地上那位男學生則是自己緩緩的坐起身來，他的表情同樣讓人看不清楚，

我拿出手帕打算走過去遞給他，但是他轉過頭來看著我並淺淺地微笑，「真是謝

謝了，老師。啊！應該說望月學姐嗎？」被他這樣一開口，我反而一時之間不知

該如何回應。然而，眼前的這個男孩，瘦弱且細長的身軀此時已緩步走到我面前，         

「得救了呢，可是，也許下次就會死了也說不定。」怎麼回事？他的語氣裡透露

著一種令人難以理解又事不關已的感覺。仔細一看，才發現他留有一頭金髮，有

著一雙碧藍色的雙眼，還戴著一副紅色的耳罩式耳機。少年微微俯首，依舊微笑

的望著我。 

    那雙碧眼實在太深邃，讓人無法移開目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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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色蝴蝶 

 

    他，和其他同齡的孩子一樣，每天正常的去上學，正常的放學，正常的回

家，只是，要說有一點和他人與眾不同的地方，那大概就是身上永遠都會出現

新的傷。 

    而這位少年，今天也要一如往常的繼續去上學。 

    學校是監獄，而少年的眼中，在他人眼裡是日常的風景，流動的交通工具，

早晨的鳥語花香，此刻映照出的也不過就是再普通不過的景象而已，只是前往

監獄的路上會看到的東西罷了。 

    只要進到教室，那些所謂的同學們就是一具具會移動的骷髏人形們。 

    沒有血肉的皮膚外觀，只是單純的骨骼架構。甚至沒有五官，因為在少年

的眼裡，那些不聞不問、被稱作「同學」的對象，只不過就是群如屍體般的存

在。 

    然後，開始的是一天的拷問酷刑。 

   「朔，今天又跌倒了啊？你怎麼臉上總是貼有繃帶啊？」四周的骷髏頭開

始竊笑，名為老師的生物也在台上大聲笑著。 

    就連在下課時間也是。 

   「喂，你這傢伙，有沒有在聽人講話啊？」腹部傳來一陣劇烈痛感，少年

痛的倒在了地上，接著背後又再度感到一陣痛楚，數不清的腳則是從上面不間

斷地踩下來，少年抱著自己的頭，緊緊抓著紅色耳機，不停想著，「再忍耐一

下就能結束了。」 

  回到家中，又是一個令人窒息的牢籠。少年的父母和其他父母不太相同。 

 「我回來了。」明明知道根本不會有任何回應。 

 「我說你啊，我說過很多次了吧？叫你回到家裡就不要再給我戴著那鬼東

西！」 

  母親端著茶盤看了少年一眼，便撇開了頭去做自己的事。 

  父親則是大步走過來，高高的舉起手，接著又是一道耳光。 

 「我聽說這學期的成績，你居然只拿到全年級第二名是吧？」 

            「啪──」，耳機被父親打掉，傳入少年耳裡的，是父親用盡全力在踹著自         

      己的聲音。如果只是用腳踹還好，有時父親會拿取物品直接砸在他的身上。椅   

      子、皮帶、或是托盤，都是習以為常的處刑工具。 

 拳打腳踢這種事情，不論是在學校或是家裡都會發生。 

 少年就是每天承受並且忍受這些事情而已的在過著他的生活。 

 只有一件事情，是能讓他短暫放鬆身心的興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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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東西吧？」耳邊傳來一句聲音。 

  少年緩緩的抬起了頭。 

 「唔，是拉普拉斯的《天體力學》算式演算嗎？」站在少年面前的，不是

一具骷髏人形，而是另一名不認識的少年。 

 「很有趣的一本書啊！你也是因果決定論的信徒嗎？」 

  第一次有人主動和自己在學校搭話，朔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些什麼回應，只

能茫然的點了點頭。 

 「是嗎？真是令人高興啊！我也是呢！」 

 「我叫做空，天空的空，你的名字是？」 

  那一瞬間，彷彿有一隻金黃色的蝴蝶從眼前緩緩的飛過。 

  全身上下不帶有任何花紋，只是散發著金色光芒，看起來脆弱且透明的蝶

翼，若有似無地飄下鱗粉。牠優雅緩慢地飛往窗邊，漸漸消失在外頭。 

  朔以為自己看錯了，不禁揉了揉眼睛。 

  這一天，少年原本監獄般的黯淡無光的生活有了一絲光芒的改變。 

 

  ＊ 

 

 「這裡很不錯吧？是我的私人景點哦！」空帶著朔來到圖書館，朔在此之

前似乎從沒有來過。 

  圖書館內最中間的位置，就是他們兩人的專屬座位。 

 「在這裡的話，就不會被任何人打擾了。」 

 「是啊。」朔一邊說著，一邊滿意的望向四周，圖書館的正中央還有個小

型植物園，用玻璃隔絕起來，這個中間的位置，正好面向這綠意盎然的景象。 

 「上次你所看到的算式演算，還沒有完成，我想要創造的是可以實際改變

這個世界的算式。正如因果決定論所表達的概念一樣。」 

 「原來如此，就跟蝴蝶效應相同對吧？好像很有意思，我也來幫忙吧！」

空看著朔開心的說著。 

  看著那樣的笑容，朔初次對除了自己以外的人有了意識。 

  那是不曾有過的感覺。 

 「一定是這個算式把我們串聯起來的吧？」朔不禁這樣想，身邊這位唯一

一位對自己展露過笑容的人，會這樣對待自己，一切都是拜這個公式所賜。 

  再微小的變化都能帶動整個系統長期且巨大的連鎖反應。 

  這就是，蝴蝶效應的真諦。 

  朔察覺到了這點，下定了決心要把它完成。 

  在這之後，不管是午休時光還是放學時間，兩人都相約在圖書館繼續完成

工作，那是一段對朔來說，第一次出現的，寧靜又祥和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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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天，一如往常的，朔來到了圖書館。自從空帶著朔來到這個地方後，

每天放學的短暫時間，兩人一同待在這裡研究數學，已經成為了一種默契。 

  但是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空還是遲遲沒有到來。朔突然想起來，最近

那些不良們似乎都沒有來找他的麻煩。心中那一點慢慢浮現起來的不安感漸漸

擴大。朔拔腿便奔向平時的「處刑地點」，到了那邊後，只看見空一個人，四

周倒是沒有不良少年們的身影，但是空身上，卻有著明顯的打鬥痕跡。 

  「空......」朔怯怯的喊出了聲。 

   空沒有任何回應，只是轉過頭來看著朔。他臉上的表情除了憤怒，還夾

雜著一絲悲傷。 

  「原來你一直以來，都是這樣自己默默忍受的嗎？」空看著朔問。 

  「......」朔低下了頭沒有回答。 

  「那個公式，你所希望改變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呢？」聽到這句話，朔

不禁抬起頭看著空，有別於剛剛那複雜的神情，空相當平靜的望著朔。 

  「我......沒有特別想過這點。但是，我希望是能佈滿著金色光芒般的世界。」 

  「......是嗎？那我知道了。」空淡淡地笑了，他的眼神溫柔的彷彿能融化

一切。 

   在這一瞬間，空的身邊似乎又有一隻飄渺虛幻的金色蝴蝶飛過。 

   而朔卻只是無語地望著露出那般笑顏的空。 

   隔了一天之後，朔才明白了那個笑容是什麼樣的含意。 

   但是，空卻永遠的消失了。 

 

＊ 

 

 

 

 

 

 

 

 

 

 

 

 

 

終章 ､ 當那漆黑的夜被劃破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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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這名少年此刻帶領我來到了應該是學校圖書館的所在。 

  而，他交給了我一本手札。在這暫時沈默的時間裡，唯一迴響在圖書館裡

的是我的啜泣聲。我不用去特別詢問那名曾經和朔一同在這個位置上的另一名

少年怎麼了，因為他正是我會來到這間學校的主要原因。那份，還躺在我包包

裡的機密文件，上頭的事件當事人，早見空。 

 「算式最後完成了。」朔看著我說。 

 「原本限定運算就只差了一個步驟，最後的驗證法則，條件是必須運用在

人體上，否則是不會造成任何實質影響的。空知道了這一點，所以他選擇用自

己的生命去完成它，完成我們二人的結晶。」 

 「但是，這個世界並沒有改變，我們依然只是無能為力的高中生，又能做

到什麼呢？空利用因果決定論去制裁了那些不良學生們，造成看似是『意外』

的假象。他以為這樣就能為我､為我們帶來那夢想中的世界。」朔握緊了拳頭。 

 「我想要的能夠實際改變世界的算式確實是完成了。只要我再次演算，任

何一顆小石子，都能泛起改變世界的漣漪。那些，在黑暗中的，就連普通人們

也能制裁的犯罪，才是真正的正義。」朔看著我身旁的位置，咬牙切齒的說著。 

 「可是，空不在了，他已經不存在這個世界了。」最後，他流下了無聲的

眼淚。 

 「我已經累了......這本手札就交予學姐了。想要什麼時候翻開都可以，如果

是為了心中的正義的話。」 

  朔對我露出了寂寞卻又哀傷的笑容。 

 

＊ 

 

「望月學姐，妳認為在漆黑絕望的夜裡，唯一能照亮世界的是什麼呢？」 

 我離開學校後，朔的最後一句話還在我的耳畔裡圍繞著。 

        「是月亮吧？」我抱著那本手札蹲了下來，在聽完朔的告白後，心中那一點                 

一滴累積而成的悲傷，化作一塊巨大石頭，壓的我喘不過氣來。我想要大聲地哭，

卻發現自己即使張口仍發不出任何聲音。那些從我嘴裡擠出的，都變成了  嗚咽。 

 最終，我什麼都沒能做到。 

 結束校園演講的隔天，關於私立 T 明星高級中學的報導新聞又多了一件。 

 短短時間內就生了兩起學生自殺事件的慘劇，就連上頭也不得不採取相關 

 正式行動。各方人士也紛紛介入，而私立 T 明星高級中學則是被外界質疑管教  

 失格。警方懷疑不是單純的自殺事件，而轉往其他方向調查。 

 「校園霸凌」一詞，則成為了當下最熱門的話題，同時也是關懷協會急切

關心的議題之一。 

      我依舊沒有找到，自己心中的正義究竟是什麼。 

  而那本手札，直到事件發生過後我都不曾拿起來翻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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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卻被放置在我家最顯眼的地方。 

  我不知道自己終有一天會不會真的使用它，但是只要我還有願意相信人性   

  的一天在，就不會去翻開它吧。 

  啜飲著咖啡，我邊離開了凌亂的辦公桌。 

  來到陽台上，感受著夜晚微涼的風，我不禁抬起了頭。 

 「今天的月相，正好是新月呢......」 

  即使是再漆黑絕望的夜晚，終究還是有這樣的，雖然微弱卻又堅強的光芒 

  照亮世界的吧，我想。 

  直到那一天來臨之前，我對自己說。 

 「直到那一天來臨之前，我都會繼續尋找的。」暗自許下這樣的約定後，

我轉身離開了陽台。拉上窗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