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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已經算得上是有點年紀了。

有點年紀這說法會隨著地方變動的。比方說你是打球

的，當你是個中華職棒的球員，講三十也許會被說是有年

紀的。有幸能到國外打球，那可能四十才會被這樣說。

至於現在的 N，則是有沒有戴上手套都會被講，有點

年紀了。

這年紀唯一要做的就是享受退休生活。尤以一個臺灣

出身的職棒球員來講，N 的職業生涯算是存上了不少老

本，使得這時他不需要太擔心生計上的事情。平常 N 也是

深居簡出，這是自年輕以來的習慣了，現在自然是更少了

許多外出的必要。

因為這原因，小鎮裡認識 N 的也不多。知道 N 曾經還

是個有點威望的職棒選手的自然更少，至少 N 從來沒有碰

上那麼個不認識的陌生人，對著他擺出「哇靠，我遇到 N」

的表情然後興致勃勃的和他談起棒球的事情。這個小鎮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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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也是很絕緣，全鎮找不到一個能好好打棒球的地方，

最多就是一些公園草皮或學校操場之類，但如果說要打起

真正的棒球，這些地方都是不夠格的。

所以 N 才會放心的在這裡養老。

N 甚至忘記他上一次看到棒球是什麼時候了。這幾年

來他沒有打開電視轉播過，根本也不曉得職棒是還有在打

沒有。沒有的話他也不是太意外，他知道原因。倒是有的

話，也許他會些許詫異，就像看著大霧積雲就堅信著風雨

欲來，但是最後卻是個大晴天一樣。

倒是一想起棒球，N 很自然地就會掉入情緒之中。總

有幾個畫面在他腦中揮之不去，霸佔似的填滿了他關於棒

球的回憶，致使他經常夢到這麼一個畫面：他是投手，肯

定的，但同時他又是打擊者。他投出的球是好球，三振了

他自己，這也肯定的，他曾經是個三振王。

然後他就會從噩夢中驚醒，接著，找些平復心情的事

情去做。

他信俗話的：老人想要長壽，就不能常想著討厭的往

事。

小鎮沒什麼特別的好料，就是一間小學前的早餐店在

經過人潮蜂擁的上班時刻前，還會繼續開到中午過後才打

烊。N 在這時進到店裡，可以一個人享受清閒的氣氛，他

常點的鮪魚三明治和玉米湯也是從小練球就愛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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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從小，那還真是懵懂的年代，甚至還不瞭解棒球，不

知道為什麼投球的手和寫字的手不一樣有什麼差，更不懂

為何教練要叫他這樣做。

右手舀湯，一個圓圓的不知道什麼東西滾過來，就在

N 的左手邊。N 用右手撈起它，然後扔給左手──這是手

套接球留下的習慣。這東西黃黃軟軟的，像皮球，可是芯

卻是泡棉做的。

「不好意思。」

一位在檯前點餐的年輕人向他說道。兩人的距離有點

遠，N 看到年輕人的包包半開，該是讓球滾出來的原因才

對。年輕人原先有意要走向來撿球，但同時檯前又送上了

他的餐點，使得他一下又回頭回去，弄得有些尷尬。

「喂。」

N 叫住了年輕人，一個小拋把球回傳給他，就像他是

一壘手。年輕人牢牢接住了，還真的像是個一壘手的接著。

然後年輕人很感興趣的，拿了餐點端到 N 的同張桌子

坐下。這時的早餐店可幾乎沒人，多的是可以做的空位。

「初次見面，我叫陽平。」

陽平說，那球管叫「樂樂棒球」，是拿來替代棒球的

一種教學工具，有一套和棒球接近但有所出入的規則。陽

平說，他這會兒吃完飯，等下要到對面的國小去教某一班

的小學生來打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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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體育老師？」N 這麼問他。

「不，我還在外地唸大學呢，平常都不在小鎮，這次

只是來義務幫忙的。」陽平笑著說：「稍微打過系棒，剛

好碰上這邊學校要舉辦『班際樂樂棒球大賽』，有老師知

道之後，就私人託我去指導下小朋友。」

指導什麼啊，N 心裡想著。這種球像膠球一樣沒縫線

就算了，芯還是這麼的軟。要說投快速球或普通的傳接球

勉強可以，可是那還剩什麼能投的？滑球，曲球？根本不

可能的吧。

「請問您以前也打過球嗎？」陽平問 N。

「算得上。」

N 其實本來是不想承認的，不過卻這樣回答。

「喔，太好了。您等下有空可以隨我來看看這些小朋

友。他們有些不錯，蠻有天分的，才那年紀就能把球打得

又高又遠……」

陽平邊吃邊不斷地講著那裡的事情。他說小朋友們都

蠻喜歡打球的，每次聽說他要來帶他們練習，各個都很開

心。不過學校內的老師普遍連棒球怎麼打都不知道，更別

提指導了。他聽說有老師還教小朋友拿球棒往柱子打當練

習，結果當然是白白的打斷了棒子。還有班級連打擊之後

要往哪跑都不知道，明明就打得很不錯的球，結果因為從

打擊區往三壘跑被判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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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果對打球有些心得的話，真的該來一下。」

也一樣。N 本來不想去的，不過最後卻隨著陽平到學

校了。

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樂樂棒球」，才發現不只是球，

連球棒也都是用泡棉製成，中心再夾根塑膠形成棒狀，據

說這都是為了怕打到人受傷和打到玻璃破掉所設計的。也

不需要擔心投不出變化球，因為球都被固定在一個球座

上，打者只管打出去就好，投手也變成只是場上的守備員

之一。

但談起練球，情況就和一般棒球時差不多。像是被小

朋友簇擁著的陽平來到了籃球場──這似乎是沒辦法的事

情，這所學校根本沒有棒球場。陽平交代小朋友排好隊伍，

他一一的把球打給他們練習接，飛的滾的，軟弱的強勁的。

小朋友接球是不用手套的，而是用兩手掌併攏，將球有點

收進來的動作去接，至於傳，當然還是一隻手拿了丟出去。

眼見小朋友快慢飛滾都接過一輪後，陽平稍微喘了口

氣，跟大家說：「來，你們聽我說，今天大葛格找了一位『助

教』來幫你們。他是，呃……」

陽平想介紹 N 給他們，不過這時卻有點卡住。

「你們好，叔叔我是投手。」

倒是 N 自動地幫他接了上話，就是說了「叔叔」的時

候，陽平忍不住笑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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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你們其實打得都不錯，可是我有一點說一下，

就是你們的傳球。」N 繼續說著：「雖然你們不是投手，

但丟球的姿勢還是需要注意一下。很多人都不會用手腕的

力量，如果能好好修正的話，很輕鬆地就可以傳得又快又

遠。」

N 請陽平拿一球給他示範，拿到球的當下，不免想起

自己已經好久沒丟球了，這感覺還真是複雜，尤其這又不

是真的棒球。N 開始示範繞臂，想著這可是要用野手的姿

勢去傳，發射彈道不用那麼低。

「──總之，像這樣丟出去。」

那個棉球隨著 N 的手被甩出去了，出手的觸感讓 N 還

是不太習慣，畢竟這動作上一次都不曉得什麼時候了。球

沿著籃球場飛出去，飛過籃球場後又飛過排球場，飛過排

球場後又穿越了跑道。

最後，在肉眼勉強能跟到的極限之外，球打中了某間

教室的窗戶彈了下來。對於連個籃球半場都傳不到的小朋

友們，這下是目瞪口呆。

N 覺得他的這下肩膀舒服多了，也很確定了，這球果

然打不破窗戶。

「其實你是 N 對吧？」

後來陽平這麼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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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不能承認，和打球是另一回事，但又不是那麼

不同的另一回事。

但是並沒有因為 N 的否認，陽平就停止繼續談論有關

N 的事情。陽平說 N 是他的英雄，N 覺得這豈不是白講，

光是 N 還有在投球的時候，就不曉得是多少年以前了，陽

平怎麼可能看過他的投球，就算看過，也很難是會留下什

麼印象的年紀。只是出於保密的情況，N 也沒有去點破這

點。

N 最多就是繼續的在陽平到來時，一起幫他指導小朋

友打球。那些小朋友正如陽平所說的，打球的時候總是嘻

嘻哈哈，快樂的不得了。而他們確實也都蠻不賴的，像有

個小胖子，他要是那麼用力的擊中球，隨便都是打到外野

手追不到的深處。缺點就是打擊時容易緊張，有時沒提醒

他，他打擊時就會整個肩膀都是豎起來的，像是不知道哪

個年代的殭屍片一樣。

常常看到那小胖子打成這樣，N 也不免想著，要是他

拿起真正的球棒去打球，不曉得會是什麼樣。N 後來有嘗

試了下樂樂棒球的打擊，那棉棒和球吸收掉不少彈性，感

覺大幅了減弱了打擊上的爆發力。在同樣的揮擊狀況下，

鋁棒和真正的棒球一定會飛得更遠，也能打破窗戶。

「你有想過，帶他們去打打看真正的『棒球』嗎？」

「啊，其實一直都有想過，但是都沒有機會。」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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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N：「鎮內沒有場地不說，大部分小朋友也沒有手套，

我又不可能幫他們一個個買。充其量最多就是帶去打擊練

習場囉，不過那也得要錢，還得上鎮外去找。最後，說實

話，我也得擔心安全問題。」

有點不意外的回答，但仔細想想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教學結束之後，小朋友之後還有課，紛紛回到教室裡

了，籃球場上只剩 N 和陽平兩人。陽平向 N 要求，他想

打打 N 投出來的球看看。N 答應了。

「你是左撇子對吧？我想打打看左投的球。」

其實 N 是右撇子，但確實是左投沒錯。N 就拿著那個

棉球，他還是很在意，這球丟不出他最拿手的犀利滑球。

但反正只是玩玩而已，這種用噁心的紅色藍色油漆畫成的

籃球場地，隨便一踩也知道還不是塊水泥，讓真的球來這

種地方，只要一滾馬上就傷到球皮了。

N 完全沒有認真在丟，他只是像野手一樣的把球往前

傳而已。他分得清楚投手和野手丟球的差別，在於下盤

有沒有出到力量，投手的雙腳應該要做到後腳有力量往前

送，前腳則要鎖住讓力量不要跑掉的功能。這部分做得越

好，投球的球速也會越快。N 可曾經是個三振王，大部分

情況下，三振打者是需要球速的。

不過，這樣投起球來，還是讓陽平無法招架他的球速

而頻頻揮空。陽平是個左打者，雖然他其實也是用右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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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但情況和 N 還是有差的。右撇子練左打的情況比比皆

是，難度也簡單很多，可是鮮少有人會用非慣用手去丟球

的，那種協調性的感覺差太多，要練成可不容易。

好不容易，陽平終於是揮中了一球，雖然也只是讓球

緩緩地滾回給 N。陽平可是每一棒都在全力揮擊，這下弄

得他顯露疲態，反而是 N 都在用很輕鬆的姿勢在丟，即使

這把年紀了，也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累了。

「需不需要休息啊，年輕人？」N 忍不這麼調侃他。

陽平說好，靠在一旁休息。不一會兒，他又開始講起

了 N 的事情給 N 聽。

「N 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啊，真的。」陽平說：「看 N

投球真是舒服，簡潔明快，球路又帶勁，尤其是他那顆招

牌的滑球，哎呀，就連大聯盟的投手都沒有投得那麼好

呢。」

「是嘛。」N 隨口回應。

「我第一次看 N 的投球，就是在某次國際賽，他對加

拿大先發。那場他投的真是不錯，加拿大隊有很多小聯盟

的潛力新秀，但都一一被 N 給壓制住。雖然最後中華隊

輸了，但那也是因為後援投手不力，才在延長賽輸掉的比

賽。」

「之後我就喜歡上 N 了，雖然他待的球隊不好，戰績

老是慘兮兮，但我為了看 N 的投球，還是常常跑去看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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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比賽。N 的實力真的不是蓋的，我還記得，他拿下了

三振王……」

這麼清楚，讓 N 都有點疑惑了。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嗯，好久了啊。」陽平回憶著：「在我還很小的時

候吧。那時看球也都很單純，都不會想到說，原來中華職

棒有那麼多人在打假球。」

N 很小的時候也不會這麼曉得。

那是他們球隊戰績差的原因，也是後來球隊解散的原

因。早些日子教練早就在媒體上公開暗示，說這球隊的球

員「不好帶」，後來檢調一介入搜查，果然是起訴了大半

的球員。不只是 N 那隊出事，整個聯盟加起來，因此被除

名的球員多到可以組一支實力不遜的隊伍。

但是那場風暴中 N 沒有事。沒多久，N 離開了臺灣，

到了美國去找打球的機會了。很多年後才回來養老。

「我相信 N 這選擇果然沒錯，那麼多打假球的人，他

卻完全是清白的。」

是啊，好久以前了。

久到 N 都忘記了，要替自己保密這回事。

「講真的，剛剛我投的球都是笑話。」這次是 N 問陽

平：「你要不要嘗試下真格的？」

陽平眼睛一亮，當然說好，臉上的疲態一掃而空的站



136

回去打擊。N 就想罷，投的三球五球，也不會有別人知道。

這小鎮上沒一個人認得他，放心的投，不可能有任何人因

為他的姿勢，就認得他是 N 的。

十球十二球，十五球三十球。足足賞給陽平十次三振，

再怎麼樣的衰老，N 也是個職棒三振王，就算他只能投速

球，區區系棒大學生，怎麼可能奈何的了他的球路。

但是打系棒的還是笑得很開心，從來沒看過這麼帶勁

的球，被三振了也高興。就像是小孩子，就連打那個陽春

的，根本要說棒球也算不上的樂樂棒球，也是笑得很高興。

即使做了惡夢，想著今天就是小朋友比賽的日子，N

還是起身去了小學。

正式比賽就比平常練習時還高級了點，起碼場地從籃

球場移到了跑道中央的躲避球場，讓那些討厭的籃球框不

用在那邊擋路。陽平賽前並沒有給太多的練習，只是精神

性的喊喊話，鼓勵小朋友們好好發揮就是了。

小朋友的表現很棒──僅止於陽平帶的那群。另一個

班的雖然不至於會打了球就往三壘跑，但整體的揮棒和守

備動作都差了一大截。那小胖子不停的把球打到讓另一班

苦苦追趕的地方時，他們卻只能揮出讓守備員能輕鬆處理

的球。

比賽結束，毫無疑問的大比分勝利。小朋友高興得又



137

叫又跳之餘，N 想起了陽平還在唸大學，連帶小朋友去打

擊練習場的錢都湊不太出來的事情。

「你跟他們講，等下我去飲料店訂飲料請他們喝。」

陽平一轉頭：「你們安靜聽我說，叔叔說要請你們喝

飲料喔！」

小朋友一聽這話更是譁然了。

全班幾十個小朋友，N也覺得不用那麼麻煩叫外送了，

用走的直接去飲料店，和陽平一起拎回裝滿的袋子就好。

一路上他們聊著剛剛的比賽，陽平也對小胖子讚譽有加，

說是門巨砲，天生的長打者。如果真的跑去打少棒，不曉

得有沒有機會變成職棒球員。

「不過他們也挺可憐的，只有自己拿了那種球對決著

玩，才有真的打會動的球的機會。就像我們上次那樣。」

陽平說：「我很希望起碼帶他們去打一次打擊場看看，那

至少是會動，還是真的棒球，雖然只是發球機……」

N 其實也很想，可是他怕。經營打擊場的不乏有棒球

界的退役選手，或者去找那些退役選手來當駐場教練。那

些人一定會認出 N 的。

N 只能待在這個小鎮裡。能幫忙教授一隻樂樂棒球的

班級，已經是他意料之外的事了，也是個極限。

畢竟最近惡夢來襲的機率實在是太頻繁了。

這場比賽不過是個起頭，班際爭霸還要往後打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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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由於是單淘汰制的，輸了任何一場都會被排拒在爭冠

之外，但是小朋友們是很爭氣，即使對手越來越強，還是

一路的打到了決賽。

「我最近拿到了一筆錢。我跟他們說，如果他們真的

拿到冠軍了，我會帶他們到鎮外的打擊練習場玩上一次。」

N 有點吃驚，但他還是得照平常的問候。

「你不怕小胖子聽到這個一緊張，打擊時又縮起來

了？」

「沒關係，我會提醒他的……至少我覺得，既然他們

都愛打球，一定要帶他們去上這麼一次。」

N 知道陽平是大學生，可他沒想到在陽平有點粗曠，

手臂壯的更甚於一個系棒等級選手的年輕人，居然有這麼

細膩的心思。

「你要來嗎？」

N 一點也不想回答要，或者是不要。他只得支吾其詞

說著得看有沒有空。

一個享受退休生活的老人哪有甚麼有沒有空的。N 只

是吩咐了飲料店，在差不多時間後把那麼多杯飲料送到國

小去。這場冠軍賽他不看，只知道不管小朋友們有沒有打

贏，都能有飲料喝。這是很開心的事。

然後他繼續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沒有棒球的。他信

俗話的：老人想要長壽，就不能常想著討厭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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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討厭的往事：就像陽平常說的，聊聊 N 吧。

有什麼好聊的，陽平那年紀就知道那麼多事情，何況

是 N。

N 不想要知道，不想要想起來的。他根本不是甚麼了

不起的人物，他不過也就是一名職棒球員，和他隊上的那

些同伴一樣。他不過就是多了個三振王，幹的勾當，和他

隊上的那些同伴一樣。

一樣。他沒有比較高尚，只是比較沒用。說好該放水

的比賽，他不小心三振了打者，意外就此產生。事情過後，

不只檢調要查他，勾結講好的組頭也下令要追殺他。唯一

的方法，就是就此逃到國外，等到一切沒事了才能回來臺

灣，找個就此和棒球絕緣的小鎮隱居起來。

從此 N 就常做著三振 N 的惡夢。

大白天的，N 卻覺得疲累異常。果然是上了年紀了吧，

坐在沙發上就一下子睡起午覺來。這次的惡夢更嚴重，N

不只是三振了 N，還三振了不知道哪來的小夥子。

仔細一看，才知道是陽平。還不只，三振了不知道幾

次之後，居然換得上是陽平丟球，然後三振了 N。肯定的，

N 是一位投手。

這就是惡夢。N 投球，N 打擊。陽平也投球，陽平也

打擊。

惡夢最後被門鈴聲驚醒。門外的另一邊傳來的是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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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也許陽平又是來問 N 要不要帶小朋友去打球的事

情了，居然這事搞到找上 N 他家來。

陽平總是這樣，是他讓 N 想起了那一切的。這下得好

好決定該不該開門了。過去的罪是免不了了，N 背叛了同

伴，他沒有像他們那樣，因為打假球受到形式上的制裁。

也沒有受到球迷的唾棄。

如果講給陽平聽，他會懂嗎。他是那麼的喜歡 N，把

N 看作是那麼高的一個選手。大人的世界不就這麼回事，

爭名奪利，而 N 早就擁有他做那勾當帶來的所得，足夠讓

他過著安詳的養老生活。這下不僅如此，還有那漂亮的吹

捧可以聽，就算那些都是 N 已經知道的事情。

那些惡夢從來沒有做完過，只是被打斷而已。它們從

來沒有結束過，永遠的循環不止。

門鈴又響了。就向他坦白一切吧。不，這不好。

沒拿定主意就開了門，被逼到兩好三壞一樣。其實這

也算下了決定了，心裡就算有點猶豫，還是非得這麼做不

可了。

「陽平，你聽我說，其實我就是──」

沒等 N 說完，陽平比了一個「噓」的表情。

「對。我知道你是，我確認了好久。」

N 知道陽平是個有點粗曠，手臂壯的更甚於一個系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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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選手的年輕人。可是 N 沒想到，現在的大學生，居然

知道怎麼把手槍拿的好好的。

陽平說，他是 N 的球迷，從好久以前就是了，好久以

前就知道了。

N 畢竟是老了，在沙發上坐一坐就會睡著的年紀，這

會兒連耳朵都不行了。N 是沒聽到槍聲，只想著那些打球

的小朋友，還有練球時簡陋的籃球場。其實那好像也不錯，

小朋友球打得開心就好，不需要什麼真球真棒的。起碼，

這樣不會有需要右撇子換左手投球。

這是最後一次三振王的三振出局，這下子，N 真的不

會再做惡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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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ke Out〉得獎感言

高中時寫過一篇與此同名的作品，內容當然不太一樣。那

時候我比較能篤定的說，我是個 La new 熊迷，我喜歡陳金

鋒，我就是因為他才開始看棒球的，然後還有夠講好久的

內容得省略。現在大概只能說我還是很喜歡陳金鋒，儘管

他現在出賽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剩下的，我還是不說的

好。

想想也沒什麼不對，時間過得很快，那時也沒想過自己的

作品能在這樣的文學獎中脫穎而出吧。感謝評審的青睞，

還有那些對我有幫助過的人，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朱宥任

朱宥任，一九九○年生。現就讀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文學組，迷

棒球、迷小說、迷東方 project。曾

獲聯合新人獎，作品曾刊載於《聯

合文學》、《短篇小說》等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