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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得再快一點，甜牙齒想。

還好昨天就把香草卡式達醬做好冰冰箱，不然等到阿

文和小 P 他們來都做不完。

這是甜牙齒在離開父母親家以後，第一次在自己家慶

祝生日。這天恰好也是新家整頓好之後幾天，所以甜牙齒

邀了幾個大學時代的朋友來玩，也有為新居暖暖房的意

味。說好了要一人帶一道菜，甜牙齒不太會做鹹食，只好

繼續做她那 101 道香草泡芙。

甜牙齒把奶油丟進一個單柄鍋裡，再倒入鮮奶和水。

她用打蛋器快速攪拌，讓互不相容的油水變成比較均勻的

小分子，以防待會倒入麵粉的時候無法均勻地被吸收。每

當這個時候，甜牙齒總是會很緊張，因為若是有太多麵粉

只有吸收到油，變成油麵以後，就無法再吸水了。如此一

來，泡芙便會失敗。不過也許是因為緊張，所以更謹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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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甜牙齒在這個步驟上從來沒有失敗過。

她看著鍋子中黃色的液態奶油顆粒慢慢變小，讓乳白

色的奶水變成淡淡的霧黃色。看起來再怎麼樣攪拌均勻

了，只要稍微靜置一下，他們就又會分開，這就是油和水

的天性吧，甜牙齒想。天性就是無法被改變的東西，就像

母親說的：愛孩子是父母的天性。但是無論如何，當油和

水的混合液靜置之後，他們就會回歸到自己的天性，誰也

改變不了他們。

奶油和麵粉的味道，總會帶甜牙齒回到小時候父親工

作的西點工廠。

她還記得工廠的空間不算太小，大家沒空理她的時候

她就會在裡面跑來跑去玩自己的。現在想起來十分奇怪的

是，老板也並不阻止員工帶小孩來上班，或者說，記憶中

的西點工廠就是父親開的也說不定，但是她已經不記得

了。

工廠裡四處都是不鏽鋼銀灰色的工作臺和冰箱、攪拌

機之類的用品，配上看起來乾淨清爽，實際上令人食之無

味的白色日光燈，讓甜牙齒在那裡所吃的每一樣東西，都

蒙上了一種淡淡的金屬味道。

其實在那裡閑晃玩耍的日子裡，最奇怪的事情就是，

老板並不阻止員工拿自家產品餵食小孩。不只是父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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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工作的其他叔叔阿姨，看甜牙齒無聊，便會拿起手邊

剛做好的某樣甜點塞給她。也因此甜牙齒在很小的時候，

品嘗甜點的經驗就已經很豐富了。她的嘴巴越吃越叼，最

後大家就都叫她甜牙齒了。

大家總認為小女孩理所當然地喜歡吃甜點，沒想到甜

牙齒就是那個例外。她討厭牛奶凍微脆的口感，以及淡淡

的杏仁茶味。更討厭裝飾用水果上面的透明膠，像保鮮膜

似的每次拉起來就一大片，吃起來又韌又沒味道。討厭又

油又乾的小西點。討厭黑森林蛋糕上面有微微苦味的鮮奶

油，以及有塑膠味的鮮艷紅綠櫻桃。討厭又乾又沒味道的

泡芙皮，以及裡面吃起來帶有粉粉的質感，並帶有牛奶異

香的卡式達醬。討厭布丁的雞蛋臭味和香草的藥味。

但是世界上最難拒絕的，大概就是陌生人的好心。每

次面對那些叔伯阿姨遞過來，帶著疼愛的甜點，甜牙齒總

是微笑說謝謝，並且乖巧的吃完它們。她不知道自己為什

麼不拒絕，也許當時的甜牙齒，根本就還沒有學習到否定

的使用方式。 又或許是因為媽媽總要她說謝謝，說謝謝就

是乖孩子。好，謝謝，她說。她不知道要把「不」放在哪裡，

只好把它留在自己的嘴巴裡面。

每次吃甜點的時候，甜牙齒總會感到生氣。氣自己，

氣媽媽也氣爸爸。她不知道為什麼自己不能像其他同學一

樣，放學之後可以回家或去安親班，而要在這裡忍受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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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塵埃、烤箱的酷熱和難吃的甜點。她多想和其他同學一

樣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順道吃一碗粉圓冰。

在工廠裡，大家總是很忙。甜牙齒也不吵不鬧，安靜

的坐在櫃臺旁的小椅子寫功課。每次做完作業，她就會把

作業、聯絡簿、要簽名的考卷和通知單拿去給爸爸簽名。

工作中的爸爸身上都沾滿了奶油、麵粉和巧克力等等之

類的東西，有時候甜牙齒也無法分辨那些東西是新沾上去

的，還是上次沒洗掉的。總之爸爸會用沾了麵粉的手很潦

草的簽名，以至於學校老師好幾次都因為無法辨識而懷疑

她是自己簽的。

每當這個時候，甜牙齒總會要求爸爸給他一顆泡芙。

這是她唯一可以任性的時刻。不單單是因為這是她自己要

求的，而且父親大概是出於一種獎勵或愧疚的感覺，不管

再怎麼忙碌，必定都會放下手邊的工作，從冰箱取出一顆

泡芙殼，用小刀在底部挖一個小洞以後，再把卡式達醬擠

進去，然後遞給甜牙齒。

甜牙齒其實並不喜歡吃泡芙，父親手中疲軟的泡芙

殼，吃起來沒有味道，而且因為暴露在冷藏室裡，吃起來

就像受潮的餅乾，又軟又乾。卡士達醬是用粉調的，加了

奶水的卡士達粉，會變成濕濕的奶油色粘土，表面都還看

得到顆粒，好像總是無法拌勻。吃起來也是黏黏粉粉的，

裡面有雞蛋香精和香草香精的味道。甜牙齒一直到長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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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慢慢能夠分辨出真貨和贋品的不同。化學香料所構

成的香精，試圖要和真品一模一樣，但總會在某個部分就

會歪斜到很可怕的地方。它們就像是水上面的油，可以模

仿某種香味的第一印象，可是毫無深度，沒有生命在其中

流動，不像是曾經活過的東西。如同甜牙齒對於那些不請

自來的點心，所展現出的高度興趣一樣。有時候甜牙齒都

懷疑自己是否該動一動臉頰深層的肌肉了。

每一次接過父親手中的泡芙，甜牙齒都再一次的確認

自己對它的厭惡。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和其它的甜點都不

一樣，泡芙的麻煩是它唯一的優點，也是甜牙齒唯一想要

吃它的原因。麻煩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全家一起出遊，

或是好好檢查甜牙齒的作業。但是唯有將餡料擠進泡芙

裡，是父親願意去做的麻煩底線。在這條線上，甜牙齒願

意吃掉無數的泡芙，來換取父親的麻煩。當泡芙划過她的

食道的時候，才覺得自己的父親或許和其他人的父親是一

樣的。

 母親總說：愛孩子是父母的天性。於是大概也因為這

樣，父親記住了甜牙齒對於泡芙的熱愛。在甜牙齒升上國

中的第一個生日，父親讓她措不及防的送了兩大盤平日販

賣的泡芙到教室裡，並且跟老師說：這是他女兒最喜歡的

甜點，為了慶祝她生日，特別做來請大家的。 當甜牙齒從

午休中醒來，眼睛都還沒完全張開，便看到講桌前的泡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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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都高興的向前去拿，而甜牙齒只感到一種羞恥的感

覺。她裝著還沒睡醒，又趴回去把臉埋在手臂裡，偷偷觀

察大家的表情。看到沒有人表現出難吃的樣子，她才稍微

安心的坐正起來。甜牙齒一邊拿出下一堂課的課本，一邊

想著：竟然拿了這種東西 ......

甜牙齒不明白為何父親只願意在泡芙這件事情上面忍

受麻煩，也不明白為何父親願意花時間做泡芙給別人吃，

卻不願意幫她看作業。她最不明白的是，父親怎麼會覺得

這東西好吃，並且真的以為他女兒愛吃。

講臺上的泡芙還剩下幾顆，卻沒有人再去動它了。甜

牙齒不知道是因為大家不好意思再拿，還是因為大家吃了

第一顆以後就發現不好吃。

旁邊的同學拍拍她的肩：「欸妳不吃噢」，她只是微

笑的點點頭，如同以往。

下午第一節課的老師來了，泡芙還在。甜牙齒仍然覺

得窘困，覺得泡芙造成了別人的麻煩。班上同學告訴老師

說，那是甜牙齒的父親帶來請大家的。老師望向這邊，問

甜牙齒他可否帶走泡芙。甜牙齒笑笑的不點頭也不搖頭，

好像那些泡芙與她無關。所以她就可以不用為那些泡芙的

一切負責。

下了課以後，甜牙齒一如以往的回到工廠。父親問她

班上的人是否有說什麼，她板著一張臉也不說話，就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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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慣常坐的位置寫作業。父親看起來有點困惑又有點生

氣，但也沒有說什麼。甜牙齒這時候反而有點高興。也許

她可以再也不用吃泡芙了。

甜牙齒把鍋子裡的泡芙麵團倒進鋼盆中，稍微攪拌散

熱以後，倒入已經打散的全蛋蛋液，攪拌均勻直到麵糊滑

落時呈現倒三角形。蛋液的份量沒有一定，而是由麵團的

溫度決定的，溫度越高，就能夠加越多，反之亦然。但是

過與不及都不好，因此這時候溫度和蛋液多寡的拿捏就變

成很重要的事了。

甜牙齒已經不太記得自從那次以後，她有多久沒有吃

泡芙了。國高中時期，放學後的時間往往都貢獻給了補習

班，父親工作的時數也很長，有時候父女兩人一周還見不

到一次面。然後坊間開始流行脆皮泡芙，就是在泡芙的麵

糊上鋪上一片奶酥。同學總跟她說那有多好吃，但甜牙齒

總是堅持不碰。大學時期的好友阿文每次都要說她是個怪

咖，明明豆花粉圓之類的甜湯都很喜歡，為什麼就是不吃

西式點心。甜牙齒每次都笑笑地說：啊呀你們看過就不會

吃了啦。

漸漸地市面上到處都是脆皮泡芙，過去那種單純的泡

芙皮越來越少見了。有次甜牙齒和朋友一起去吃到飽火鍋

店的時候，看見架上有一大排的脆皮泡芙，禁不住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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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她也拿了一粒，但是咬了一口就不動了。泡芙皮是

一貫的濕軟，而現在的內餡，都已經是鮮奶油了嗎？甜牙

齒不喜歡植物性鮮奶油苦苦的後味，覺得那是她小時候的

記憶。

甜牙齒就讀的大學，並不在她的家鄉。因此每次回家

的時候，都要在結合大型商城的車站裡轉車。無聊的時候，

甜牙齒就會到處走走逛逛。有次她看見了一家泡芙專賣

店，裡面不賣流行的脆皮泡芙，而是乾淨清爽的泡芙皮。

甜牙齒遲疑了一下，不知道要不要買來試試。於是她在附

近找了位置坐下來，觀察那家泡芙專賣店。那家店的生意

很好，她看見店員從烤箱烤出一批又一批泡芙殼，然後放

到櫃臺旁邊的籃子裡。有人來買泡芙的時候，店員便從籃

子裡拿起一顆泡芙，用旁邊的機器注入內餡，撒上糖粉之

後，放在紙袋裡面包好交給客人。甜牙齒錯過了幾班回家

的車，終於鼓起勇氣點了一個香草泡芙，接過紙袋以後，

便拎應著它去搭客運了。

在黑暗的客運上，甜牙齒看不太到泡芙的樣子。咬了

第一口，她發現皮是脆的，帶著一種雞蛋的香氣。第二口，

甜牙齒吃到了久違的香草卡士達餡。和父親所做的不同，

這顆泡芙的卡士達沒有那麼黏稠，而是冰涼的流過舌頭，

並且帶有一種溫暖的甜味。這時候甜牙齒才明白，這大概

就是香草的味道。內餡的甜度並不高，但是香草甜甜的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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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加成的作用。卡士達的雞蛋和香草味，和泡芙殼恰到

好處的烘烤香氣，在甜牙齒的口中拉鋸起來。他們對抗，

同時也是融合，彼此引發對方最美妙的優點。麵粉的味道、

蛋的味道、香草的味道和牛奶的味道，各自有鮮明的存在

感，但下一瞬間又融合成為另一種全新的味道。甜牙齒在

黑暗的客運上，搖搖晃晃的，用全身的感官來體驗這顆泡

芙。

這大概就是真正的香草泡芙的味道。

甜牙齒第一次明白了這種味道。

甜牙齒很想知道，為什麼過去吃了那麼多泡芙，沒有

一顆出現這樣的味道。她上網搜尋了甜點課程，找到一家

食品原料行有在教人家做泡芙。

到了上課的那一天，現場的師傅教大家如何製作泡芙

麵糊。若是麵糊滑落下來，呈現倒三角形，那就代表已經

好了，可以擠成一個個小山，用噴霧器噴上水之後，再放

進烤箱中烘烤。

師傅告訴學員，加在麵團中的蛋液富含水分，受熱之

後會變成水蒸氣，便會從中將麵團頂起來，這就是泡芙會

中空的原因。進爐之前要噴上水霧，是要防止麵團太早結

皮，影響它的膨脹程度。最重要的是：在膨脹的泡芙完全

定型以前，不可以打開烤箱的門，不然泡芙內外的壓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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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平衡，它就會癱軟下去膨不起來了。判斷泡芙烤好的方

式，是去觀察它的裂縫，如果已經變成金黃色，那就可以

打開爐門，轉一下烤盤讓它烤色均勻。雖然如此，若是裂

縫處沒有完全烤成酥脆的金黃色就拿出來，泡芙也會有一

點點塌陷的。 

其實這是甜牙齒第一次做甜點，過去雖然整天都在西

點工廠跑來跑去，但是小孩子是不能碰那些食物和工具

的。而父親放假的時候，也不會再去動手做甜點。

於是她免不了的也有點手忙腳亂，尤其是製作泡芙又

要用到爐子又要用到烤箱，一次面對這麼多的工具，情急

的時候根本無法分辨自己需要的是哪個。

在奮戰了數個小時之後，甜牙齒在師傅的幫助下，成

功的烤出她第一盤歪歪扭扭的泡芙殼。甜牙齒興奮的在泡

芙剛出爐就咬了一口，燙到了舌頭。泡芙殼熱熱的時候，

吃起來仍然有點軟軟的，但隨著溫度降低，它就漸漸地變

得酥脆了。

接下來要製作卡士達醬，師傅將雞蛋、粉類、糖先放

在一個鋼盆中攪拌均勻，再將香草豆莢剖開，取出裡面細

小的籽，連同豆莢一起放進牛奶裡，煮至鍋邊冒出小泡

泡。然後師傅拿了一條溼毛巾墊在雞蛋糊的鋼盆之下，一

邊慢慢將滾燙的牛奶倒進去，一邊用打蛋器迅速的攪拌蛋

黃糊。均勻混合以後，再把它們倒回剛剛煮牛奶的鍋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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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加熱，一邊像要刮到每一寸鍋底般的攪拌，直到半凝

固狀的卡士達冒出泡泡為止。這段時間中，因為加了粉類

的關係，所以卡士達會有一瞬間變得很粘稠粗糙，但只要

繼續攪拌，它就又可以放鬆下來，成為滑順光亮的狀態，

如此一來，香草卡式達醬便完成了。

等到香草卡士達醬變得很冰涼的時候，師傅便拿出剛

剛做的泡芙殼，用小刀在底部挖出一個小洞，再將卡士達

醬擠進去。甜牙齒照著師傅的動作，或者說，父親的，那

個她在小時候不知道看過幾百次，早已熟記於心的動作，

完成了她的第一顆泡芙。

粗糙的泡芙殼摩擦著甜牙齒的手掌。她右手拿著裝有

卡士達的擠花袋，左手捧著泡芙殼，感受它持續增加的重

量，以及餡料快要灌滿的時候，泡芙殼緊繃的感覺，直到

卡士達醬稍微從底部的洞口溢出。

甜牙齒捧著裝了泡芙的保鮮盒搭上公車，裡面沈甸甸

的裝滿了泡芙。隔著盒子，她好像還聞得到那股烘焙味和

香草甜甜的味道。在公車的後座，她忍不住又偷吃了兩顆

泡芙。從小到大，她大概還沒有今天那樣愛好泡芙過。雖

然這次的泡芙，形狀歪歪扭扭的，殼的部分也比上次那家

厚和硬，但是加上了香草卡士達，這些缺點好像都可以不

存在。

也許下次會更好，甜牙齒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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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她買了一個不大，但可以調整上下火的烤箱，放

在學校的宿舍裡。每次做的量少少的，就以碗公代替鋼盆，

塑膠袋代替擠花袋。雖然有點克難，但這也讓她做了無數

次的泡芙了。

畢業之後，甜牙齒先回家住了一段時間，後來才在外

面租了一個小套房。搬家的時候順便買了在網路上富有盛

名的 D 牌大烤箱，以滿足她對於泡芙的熱愛。甜牙齒才剛

剛收拾好搬家的混亂，接著便要準備和朋友慶祝自己的生

日。這也是她第一次要用新烤箱做泡芙，這讓她有點焦慮，

可是她不想要太早就把泡芙殼烤好，她想要讓朋友們親手

摸到泡芙殼一面降溫，一面變硬的感覺。也想要讓她們親

手把餡灌進去，體會到那種像是有果實在手中慢慢成熟的

感覺。經歷過了這些，那些泡芙就仿佛是自己的孩子，喜

愛它們，就會是天性。

有時候她靜下心來想一想，也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她

小時候竟然那麼討厭吃泡芙。父親現在還繼續做著那種泡

芙嗎？她不知道父親是否有吃過真正好吃的泡芙，因為他

幾乎不外食，也很少吃甜點，連那種中式的綠豆湯或薏仁

湯都很少碰。

甜牙齒有時候也會想要讓父親嚐嚐「真正的」泡芙滋

味，可是每次在宿舍裡做好，等到要拿回去的時候，又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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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了起來。父親是那麼嫻熟於製作泡芙，或許他愛的泡芙，

從他手中生長的果實，就應該成為那種樣子。那種樣子的

泡芙，也許是他做過許多配方之後，最後被留下來的。她

明白那種固執，堅信自己選擇的才是正確。父親所做的泡

芙，也許就是他認定的真貨，而非甜牙齒所以為的贋品。

香草天生就該有一種藥味，卡士達生性就是粘糊糊的，而

泡芙皮，也許就是要那樣軟韌，才能和其它東西相配。

她總是不確定父親會怎麼想，所以最後那些泡芙都落

入室友的肚子裡，換來許多好評。久而久之，她善於做泡

芙的名聲傳開來之後，甚至還有很多人想要跟她訂購。訂

得久了，竟也發展出她自己的忠實客戶群，這也是甜牙齒

所料想不到的。

在家裡待業的那段時間，甜牙齒每次經過家裡的烤

箱，都很猶豫是否要做個泡芙。家裡的烤箱其實也很久沒

用了，父親在家不烤蛋糕，母親做菜的時候也不會用到烤

箱。但甜牙齒總認為烤箱是父親的所有物，她不知道去使

用烤箱，會不會讓他的父親覺得自己的領域被侵犯。

於是甜牙齒趁著一個父母都去喝喜酒的晚上，在家裡

做了一盤泡芙。她看著烤箱中暈黃的燈光，撒落在奮力膨

脹的泡芙麵團上，心裡感到十分緊張。她和這臺烤箱並不

熟悉，因此也不確定泡芙能不能成功，也無法確定父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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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喜歡她的泡芙。

她想像烤箱中的泡芙麵團，在極高的溫度底下，最外

層都已經烤熟烤乾，而內部的水分正在變成水蒸氣，體積

變得更大了，壓力也更大，於是將麵糊慢慢地向外推擠。

麵糊在極限內膨脹，外皮緊繃起來，接著比較薄的地方裂

開了。內部水蒸氣的壓力仍然相當的高，縱使有些外洩，

仍然不影響泡芙的膨脹。最後外殼差不多已經定型了，水

蒸氣繼續從裂縫溢出，讓泡芙內外的壓力達到平衡。連裂

縫處都已經呈現金黃色的時候，甜牙齒打開烤箱，轉了一

次烤盤，讓泡芙著色均勻，並且繼續烘烤，讓它更加乾燥，

才可以再出爐後還保持酥脆。

在打開烤箱門的時候，一股水蒸氣衝著甜牙齒冒了出

來，溫度相當的高，也讓她的眼鏡上沾滿了水霧，嚇得她

趕緊退後一步。擦乾淨眼鏡之後，甜牙齒搬了椅子坐在烤

箱前，觀察著裡面的泡芙。

甜牙齒已經很少和父親說話了，如果有，也是簡單的

談論生活的瑣事。像是午餐要吃什麼，或是天氣很好一類

的。父親到底是怎麼看待她這樣一個冷淡的女兒，她也不

知道。自從經過國中的那件事之後，甜牙齒不僅僅是沒有

再吃過泡芙，她父親所做的任何一項糕點他也不吃。她不

知道這樣做是否過於極端，正如同她到現在為止，仍然覺

得控制麵糊裡蛋液的多寡很看運氣。她覺得自己的運氣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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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可是不知道可以持續到什麼時候。總是會有失敗的，

只是不知道會何時發生而已，甜牙齒總是這麼想。

她同樣不知道她與父親何時才會出現那道裂口，讓他

們之間充滿壓力的水蒸氣可以洩出。她曾經聽人說過，上

大學後和家裡的關係會變得比較好。因為距離拉遠了，見

面的時數也減少了，也許是這樣大家都會比較珍惜相處的

時間吧。但是甜牙齒大學都畢業了，她和父親仍然冷冷淡

淡。不是甜牙齒不想跟他說話，而是當她站在父親面前，

就不知道有什麼話好說了。

有幾度甜牙齒想過要跟他說泡芙的事情，但又怕說了

又讓父親想起國中的那件事。她不是故意要不開心，只是

完全無法理解父親為何願意把時間都花在別人身上。而且

那泡芙真的很難吃，甜牙齒覺得那會給別人帶來麻煩。同

時也給國中的甜牙齒帶來極大的羞恥感。

父親和母親回家以後，甜牙齒把做好的泡芙端出來。

母親覺得好吃，父親聽到是她做的，則感到很驚訝，看起

來也很開心，但也沒多說什麼。甜牙齒看到他們的表情，

覺得自己以前是過度焦慮了，這其實沒有什麼。

父親吃完最後一顆泡芙。

他說：「妳這殼太硬了，餡太軟太甜，而且香味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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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我教妳。」

甜牙齒點點頭，說：「好。」

她還是不知道應該把「不」放在哪裡。

甜牙齒已經吃過父親不知道多少顆泡芙了，她難道會

不知道父親的泡芙長得什麼樣子嗎？軟韌的餅皮，粘糊粉

粉的餡，加上人工的香味。

隔天父親一大早就把她叫醒，一邊備料一邊問甜牙齒

她泡芙的配方。像是找到了終於可以和女兒溝通的話題。

一邊打麵團一邊告訴甜牙齒注意事項，其實甜牙齒都明

白，但她還是說：「好。」

在泡芙送進去烤箱之後，父親開始挑剔她的配方。說

甜牙齒買的奶油怎麼有酸味，是不是壞掉了。甜牙齒說那

是法國的發酵奶油，父親仍然擺出一副不相信的表情。說

甜牙齒卡士達的糖怎麼可能加那麼少，吃起來很甜耶。殊

不知那和香草的甜香味有加成作用。說甜牙齒的卡士達太

稀軟，應該用粉調會比較好。說她用香草豆莢那黑黑的看

起來很髒，價錢又很高，為什麼不用香草粉就好。

烤箱裡面的泡芙膨脹起來了，比較薄的地方裂開了一

道口子。甜牙齒知道水蒸氣正從裡面洩出。泡芙裡外的壓

力慢慢地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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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泡芙數十年如一日，是他堅持的老口味。

甜牙齒在生日的那天早上，收到了一個冷藏寄送的包

裹，打開之後發現，原來是父親寄來的泡芙。甜牙齒不知

道該怎麼辦，自己不喜歡吃，可是丟掉好像又不好，只好

把它先放進冰箱。這一次就無法裝作那不是自己的東西

了，畢竟那盒子上大大方方地寫著自己的名字，再怎麼樣

也是要親手料理掉。

阿文和小Ｐ同時都到了。

「哇！好香！你在烤泡芙嗎？」

甜牙齒笑著點頭。還在想著冰箱裡的那盒泡芙，她一

點辦法也沒有，不知道要讓它去哪。

但是如果它繼續在那裡，等一下自己做的泡芙就要沒

有地方可以冰了。

「那我先把飲料冰冰箱喔！」

甜牙齒來不及阻止阿文，她就把冰箱打開了。阿文一

定會看到那盒泡芙，甜牙齒好像回到了國中的時候。那種

措手不及的感覺。

大家總覺得，泡芙做得很好的甜牙齒，必定得自她的

糕點師父親真傳。一開始甜牙齒總會解釋，解釋的久了，

她便不再繼續說話了。

「咦？這裡也有泡芙，是妳買的嗎？我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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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牙齒不知道該怎麼說，只好點點頭。

阿文吃了一口以後，甜牙齒問她：「怎麼樣？」

阿文做了一個有點古怪的表情，說：「這妳做的喔？」

甜牙齒搖搖頭：「我爸寄來的。」

「哈！難怪！不過，這 ...... 還ＯＫ啦！」

甜牙齒看到阿文把剩下的泡芙擺在旁邊的盤子上，一

直到聚會結束，都沒有去動它。

對於冰箱裡面的那盒泡芙，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也許就這樣放著，泡芙自己就會有所改變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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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牙齒的泡芙〉得獎感言

我想代表我的房東和法文老師感謝主辦單位，若是這筆獎

金換算成泡芙的價錢，我大概要賣掉 600 個。當我們想到

甜點的時候，它也可以並不只是幸福美好，就像這世界上

其他的事物一樣。最後仍要感謝我生命中的兩個 C，一個

總努力的督促我；而另一個 C，作為泡芙（Chou），它給

予我精神上和味覺上的滿足。他們兩個是我生命中的最愛。

陳書羽

1990 年生，現就讀東華大學，並在

一家日系甜點店做蛋糕。無法分辨

到底比較喜歡文學還是甜點。夢想

是可以為自己喜歡的作家和作品做

甜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