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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是一個浪漫且神秘的季節，在秋天咖啡室裡，每個

人也有屬於自己的故事。故事中的十個主角每人也展開了

一段奇妙旅程，而這段旅程，由秋天咖啡室開始。	

一個女孩在渡假時碰到改變她的魔術節	

一間書店內的一條藍色墜道把一個人帶到另一個空間	

一個酒評家在法國酒莊的奇遇	

一個無名樂團突然間有一個成功機會	

一個女仔在一個火車之旅中碰見她三個前度男友	

一個水手無意中上了一隻帶他回到過去的鬼船	

一個實習醫生遇見了死神	

一個廣告人一天之內從辭職邊沿走到最高位置	

一個另一世界的人等待她一生所愛	

一個空姐在空中展開了一段在雲上的奇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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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杯咖啡  魔術師 

	 站在陰暗的走廊盡頭，是一個穿著黑色西裝的棕髮青年，

他的雙眼被黑布蒙著，他沒有名字，但人人也叫他做魔術

師。Leona朝著魔術師走去，但是身體好像有千斤重，一步

也走不動。這時魔術師在她眼前消失，Leona想伸手捉著他，

不過每次也是差了一點點。正當她失望之際，魔術師又突

然出現在她的面前，輕輕的摸著她的臉說：「我們秋天再

見。」說完就再次消失了，而Leona亦在夢中醒來。	

	 第一杯咖啡是沖給自己喝的，Leona每天早上也這樣對

自己說。	

	 Leona今年二十三歲，有一把烏黑及肩的頭髮。她的姐

姐Sharon在兩年前移民美國後把這間位於中環蘇豪區的小小

咖啡室留給她打理，咖啡室雖然小，只有四張檯，但是裝

飾得很精緻。它在過去十年忠誠地服務著在中環居住和上

班的人們。	

	 秋天咖啡室所用的都是木製的傢具，還在店內放滿了盆

栽和書，Leona希望在這個石屎森林中給人一個另類的休息

機會。	

	 在牆的兩邊掛滿了她姐夫所拍的黑白照，所有照片也是

店內拍的，記錄了店內顧客在這十年間的轉變。咖啡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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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並不特別顯眼，它是在一座四層高唐樓的地面。距離

中環行人電梯大約有一個街口的距離。	

	 每天早上Leona會在秋天咖啡室開門前，也會手沖一杯

咖啡給自己，今天她用了非洲衣索比亞的咖啡豆，非洲的

咖啡相對來講比較酸，今天用的咖啡豆有花香也有紅梅的

味道，作為早晨第一杯咖啡相當合適。	

	 另外Leona也會親手做她最拿手的紐約芝士蛋糕。紐約

芝士蛋糕雖然在外表上看起來平平無奇，但是吃下去那份

柔軟的口感夾雜著香濃的芝士香，令人回味。	

	 秋天咖啡室的樓上一樓是一間二手書店，叫做藍色隧道。

店主Donald是一個在美國留學的平面設計師，他在三年前買

下這間二手書店，專門給人家寄賣舊書，大部份也是外國

的設計書籍。書店原本不是叫這個名字的，但當Donald接手

後不久就把名字改做藍色隧道，而他更把通往一樓的走廊

油成藍色，至於為什麼是藍色，Donald一直也沒有說。	

	 二樓是一間Band房，黑色的門口掛著一個大大隻銀色的

「6」字在門口，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意思，猜想應該是那隊

樂隊的名字。在蘇豪和蘭桂坊有大量這類的樂隊，他們一

起合租一個單位用來練習和開派對之用。那些人的行為有

時超乎想象，但看多了也不足為怪。Leona雖然在這裡已經

兩年，但極少見過有人出入。	

	 三樓是劉博士的住所，劉博士是一個四十歲香港大學物

理教授，Leona對他所知不多，因為他從來也沒有幫她買過

一杯咖啡。劉博士給Leona的感覺像是一個瘋狂科學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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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永遠也不修邊幅，穿著大格仔襯衣和米黃色西褲，走

路時縮起肩膀，常常展露出神秘的樣子。	

	 四樓是Leona的住所，這個單位也是她的姐姐移民美國

前留下來給她的。這單位大約有七百多尺，一個人住已經

非常之足夠。單位本來有兩間房間，但Leona的姐姐把房間

打通，變做一個四百多尺的大房。她住進來後，把整個單

位也佈置到一股秋天的氣息，乾花處處。當然少不了Leona

在Cape	Cod所畫的油畫。	

	 天台是公眾的，但除了Leona有空時上來坐坐之外，根

本沒有人會上來。因為這只不過是一幅很少的地方，而且

沒有進行過裝修，所以地下還是爛地一塊。但是Leona終是

覺得這是一片很好的聚會地方，她正在籌備今年十月在這

裡弄一個秋天咖啡室十週年派對，準備到時邀請她的姐姐，

姐夫和一班熟客參加。	

	 早上七點半，Leona把焗爐裡的三個紐約芝士蛋糕拿出

來，放在架上冷卻。然後在靠近門口的一張檯坐了下來，

繼續喝她那杯末喝完的咖啡。回想昨天晚上的那個夢，她

不知作過了多少次，每次也是這樣的結束。	

	 「我們秋天再見。」是魔術師對她的承諾，亦是他們最

後的對話。Leona把玩著手中的咖啡杯，杯上印的是秋天掉

落的黃葉的圖案。她的思緒又一次回到五年前在美國Cape	

Cod的一個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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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年一度的spring	break，spring	break是美國大學裡

二月到三月間的一周黃金假期。人人喜愛春季假期的原因

之一是這假期之後沒有考試，不像感恩節，一放完假就要

考試。滑雪是spring	break的熱門選擇，亦有人喜歡去佛羅里

達州的海灘游泳。那時Leona正在Yale的美術學院讀書，她

和另外兩個香港留學生Jessica和Anna決定去一些有藝術氣息

的地方遊覽。這類地方在美國不是有太多，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是其中的一個，但她們上年已經去過了。所以最後

決定去東岸波士頓附近的一個度假聖地兼同性戀藝術家的

集中地位於Cape	Cod的Province	Town。Province	Town之所以

出名，除了是同性戀藝術家的集中地外，出海看鯨魚也是

其中一個賣點。	

	 Leona和她的朋友一起租了一輛四門白色褔特家庭房車，

駕了一天多的時間，去到那個奇怪又神秘的地方。她們抵

達時差不多是中午，四周也是來度假的人潮，因為人多，

所以好不容易才租了一間在市中心傍而且近海邊的B&B旅

館安頓下來，她們初時還以為這兩天要睡在車上呢。		

	 這旅館吸引她們的地方，是外形看起來像一間大屋，不

像一般氣車旅館那樣正正方方，死氣沉沉，亦不像大酒店

那樣千編一律。	它的窗戶全部也油上了紅色，和深啡色的

外牆互相襯托，不會有太誇張的感覺。而它那維多利亞式

的招牌，更突顯了小鎮的風情。	

	 這旅館不僅方便和風景好，而且還很貴。幸好她們三人

分租一間單人房，不是的話，可能末來數天也要吃麵包度

過。她們一踏進這旅館，就感受到一種去了朋友家中作客

的感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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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她們的女孩只有十多歲，叫做Jennifer。她是一個典

型的美國女孩，金黃的長髮和尖尖的臉。外表看起來天真

撲素，並不像大城市的女孩那樣打扮得花技招展。	

	 Leona和她的朋友被安排到二樓右手邊最尾的一個房間，

因為樓梯是在走廊的盡頭，所以她們要經過一條長長的走

廊才去到她們的房間。走廊的兩邊掛滿了油畫，有些風格

抽象，有些平實。它們應該全部也是本地藝術家所畫的。

走進房間，是一張雙人床，雖然說是單人房，但那張床大

得可以容納她們三個女孩。她們放下行李之後，Jessica第一

時間走到窗前把窗打開，深呼吸一下，然後伸著懶腰說：

「這才叫做度假啊！駕了一整天車，倦死人了。」	

	 Leona也走到窗前，在Jessica的耳邊說：「聽說這個城鎮

很猛鬼的，你晚上小心些。」	

	 Jessica報以一個懷疑的眼光：「不和你說了，我出外面

看看。	

	 Jessica轉身就走，Leona也隨著走出去。	

	 Province	Town的街上，彩虹旗處處。這是世界同性戀公

認的標誌。如果那人的車上，或是屋外掛了一支彩虹旗，

就表示那人是一個同性戀者。她們一連走了幾間畫廊和藝

術精品店，她們各自買了一些有彩虹圖案的精品來做手信。

Jessica買了數張彩虹貼紙，打算送給香港的朋友，因為她知

道香港不是有太多的人知道這個彩虹旗的意思。若果她的

朋友真的把那貼紙貼在當眼處，那一定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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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中心大街中央，是一坐白色古老的木造建築物，外

表看來像一間大屋，有很多窗子，外面的告示板寫著這白

色建築物從前是一個市政廳，但現在已經是一個博物館。

她們三人在那建築物的前面的一個小小的廣場上，坐了下

來，一邊吃著當地自製的雲呢娜雪糕一邊看著街頭表演。	

	 她們吃完手上的雪糕，正想離開之際，Anna指著廣場的

中心：「那邊好像很熱鬧，不如我們過去看看。」	

	 街頭表演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也很普遍，既然Leona她們

一場來到，當然要過去熱鬧一翻。她們好不容易才迫到人

群當中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Leona站在Anna和Jessica的後

面，看不到前面在做什麼，只看見一個黑色的高帽上下移

動，她猜想前面應該正在進行魔術表演。Leona看見其他人

很高興的拍手，但她就什麼也看不見。Leona很不容易才站

到最前面的位置，這是她第一次見到魔術師。	

	 那個魔術師穿著黑色禮服，白色的襯衣，頭戴著一頂高

帽，最特別的是他用一塊黑布蒙著眼睛。初時Leona以為蒙

眼也是表演的一部份，但是一直看下去他才知道並不是這

樣的一回事。	

	 魔術師在表演過程中並沒有說過一句說話，表演的也只

是普通的魔術，例如在帽中拿些白鴿出來，和把一個玻璃

球浮在半空之中之類。但以一個蒙著眼的人來說是非常之

了不起。有幾次那魔術師向Leona望過來，雖然她看不見魔

術師的眼睛，但那魔術師好像看穿了她的心一樣，令她心

裡一直顫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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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個簡單的魔術後，人群開始減退，Leona看見有四個

穿著黑色西裝的人分散站在人群中，他們不斷自言自語，

好像正在用對講機和別人通話，這些情節在電影和電視裡

看過很多。	

	 「我們走吧！」Jessica拉了拉Leona。	

	 Leona不知為什麼，就是不想離開，因為她心中覺得會

有一些事情發生，但發生什麼事她就說不上來。「再看多

一個魔術好不好？」Leona轉頭問。	

	 Jessica和Anna對望了一眼，然後點了點頭：「那就看多

一個，再遲些餐廳就會開始多人，我很期待這裡的海鮮大

餐。」	

	 「原來你是為食！」Leona扁了扁嘴。	

	 Jessica吐了吐她的咶頭，作了一個趣怪的表情。	

	 當Leona轉回頭過去時，原本站在人群當中四個穿黑色

西裝的人從四邊慢慢的向魔術師走近。就在這時，那魔術

師急步走到Leona的面前，一把捉著她的手，把她拉到人群

的中心點。Leona看著那張蒙著眼睛的面孔，心裡不停的跳

動著。	

	 「我要你做我的助手，你準備好沒有？」魔術師說。	

	 「助手？」Leona不知有沒有聽錯，當然街頭表演者請

觀眾做助手一點也不出奇，但是今天的情形好像有點不可

理喻。她望向Anna和Jessica，她們還很高興的拍手大叫，好

像等待看刀鋸美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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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師踏後了一步，她看到其中一個穿黑色西裝的人拔

出了手槍指著她們，大叫：「Freeze！FBI！」。	

	 魔術師把他身上的外套除了下來，把它向上一拋，變成

了一塊大黑布，然後落在她們的身上。	

	 就在這個時，分佈在四周穿黑色西裝拔出手槍對著魔術

師。	

	 周圍的人開始尖叫，魔術師並沒有理會他們，問Leona：

「你準備好沒有？」	

	 Leona這時已不知所措，唯有點點頭。魔術師好像看見

她似的，也向她點了點頭，然後把她緊緊抱在懷中，然後

用那塊大黑布蓋著他們，跟著發生了什麼事，Leona已不知

道。	

	 四周是這麼的寧靜，寧靜到令人有些害怕。Leona張開

眼睛，發現自己已經不在那個小小的廣場上，人群也消失

了。四周一片漆黑，不知道在那一眨眼之間魔術師把她送

到那裡去了。	

	 「魔術師！」Leona開始有點兒慌張。	

	 「我在你後面，不要緊張，我們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什麼三分鐘的時間？」Leona轉身問。	

	 「我現時的能力只能夠把我們抽離現實的空間三分鐘，

三分鐘後，我們就會回到那廣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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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a有點不能相信現在發生的事，但也不能夠否定他

的說話。她問：「那我們要做些什麼？你為什麼要蒙著眼

睛？你究竟是什麼人？」	

	 「先不要問這些問題，我遲些會答你，現在我雖要你的

幫忙，你願不願意？」	

	 Leona不知為什麼，想也不想就點了點頭：「好的，但

是你總得告訴我幫什麼忙，而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叫做什

麼名字？	」	

	 「你就叫我做魔術師，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什麼好處的。

我們現在只有二分鐘多的時間，你現在只要聽著不要說話。

你要替我去找一個人，他的名字叫做Dr.	Anderson，是這裡

的一個醫生，他的診所就在大街東面的盡頭。找到他後，

告訴他魔術師要他的幫助，然後他會給你一個黑色的箱子，

你拿到那箱子後，我自然會來找你。FBI跟得我很緊，而且

我受了傷，不能夠輕易的逃走，所以現在唯有靠你了。」	

	 「那些人果然是FBI，但那魔術師究竟犯了些什麼罪呢？

而我這樣幫助他算不算是犯法呢？」一下子這一連串的問

題出現在Leona的腦海中。	

	 「我不是罪犯！」魔術師好像知道她在想些什麼：「我

知你有很多問題，但我可以告訴你，我並沒有做錯什麼。	

在美國政府從很久以來也有一個發掘異能人士的計劃，如

果你有很強的第六感、能夠看得見末來，或是能和死去的

人溝通之類，那麼你就會被FBI捉到在Cape	Cod這地方其中

一個小島上的大屋被他們研究，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個。我

昨天晚上逃走了，現在他們正在追捕我。如果你現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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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幫助我，我不會強迫你的，當你回到廣場上之後，你可

以回去找你的朋友，當作沒有事情發生過一樣。現在還有

少於一分鐘的時間，如果你選擇幫助我，那你就立刻去找

Dr.	Anderson。」	

	 一瞬間，Leona回到那廣場上，她定過神來，發現魔術

師已不在她身邊，而且四周也沒有了圍觀的人群，只有伶

星的人還在街道上，天色已經開始昏暗。看看手錶，才發

現雖然剛才只離開了三分鐘，但實際上已經過了三個小時。

心想不知道Anna和Jessica現在怎樣，可能已經報了警。但是

她知道現在已顧不了這麼多，不知那裡來的勇氣，心想既

然答應了魔術師，無論如何也要幫助到底。	

	 黃昏的街道染上了深橙色，雖然說是遊客區，但是店鋪

也很早關門，Leona知道現在已不是欣賞風景的時候，她向

著大街的東面跑去，希望找到魔術師所說的那間診所和那

個Dr.	Anderson，雖然她不知道那個Dr.	Anderson是什麼人，

但是她可以感覺到他對於魔術師很重要。跑了大約十分鐘，

還末到盡頭，她的心開始著急！她知道沒有走錯，因為太

陽在她的後面。一路上她也在留意著有沒有那些黑西裝的

FBI，但是除了穿便服的遊客外，也沒有見到穿西裝的人，

連警察也見不到一個，她立時鬆了一口氣。	

	 跑了大約五分鐘左右，她終於看見有遠處的街角有一間

藍色的大屋，外面掛了一個維多利亞式的招牌，上面用金

色的字寫著Anderson	Clinic的字樣，因為它用一支射燈射著，

所以在遠處也看得很清楚。另外在那招牌傍邊掛了一支彩

虹旗。Leona想不到這地方不單止是藝術家是同性戀，連醫

生也是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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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a從遠處望進窗內看見屋裡面還發出白色的燈光，

但是看不見有人在裡面。她不理會那麼多，繼續朝著診所

大門走近。突然，一隻強而有力的手從她的後面把她抱緊，

而另一隻手就蓋著她的咀不讓她說話，她用力掙紮，但一

點用處也沒有。	

	 「不要作聲，我知你是來幫助魔術師的，那診所只是用

來引開人的注意，你一進去就會被FBI捉住。」一把低沈的

聲音在Leona的背後說：「我就是你要找的人Dr.	Anderson，

你跟著我走吧！	」	

	 Dr.	Anderson放開了手，Leona立刻轉身過去，看見一個

年約六十歲，身材高大，頭髮花白的美國人。他捉著Leona

的手臂，一秒鐘也沒有浪費，拉著她走進身後的一條小路

中，一路上，他們一句說話也沒有說過	。大約走了一百米

右，在一道綠色的門前停了下來。Dr.	Anderson從口袋中拿

出一條鑰匙出來，把門打開了後，一起走了進去。	

	 一走進屋內是一個大廳，說它是大廳不如說是一個實驗

室，白色的牆和一張長方形的大檯。檯上放滿了試管和一

些在實驗室見過但說不出名稱的儀器。大廳的側面有一條

樓梯上二樓，Leona不知道魔術師會不會在上面。	

	 「他不在二樓！」Dr.	Anderson好像看穿了她的心在想

什麼。	

	 「你怎知道我在想什麼的？	魔術師叫我來要你幫助他，

他現在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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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這裡的話就不用叫你來找我，他現在在一個安

全的地方。今天早上，我看見那班FBI在市鎮裡走來走去就

知道附近那小島發生了事，直到在廣場上看到他表演魔術，

就知道為什麼FBI這樣緊張。」Dr.	Anderson一邊收拾東西一

邊說。	

	 「為什麼FBI會這麼緊張？還有為什麼魔術師要蒙上眼

睛？你又是什麼人？」Leona心急地問。	

	 Dr.	Anderson一邊找東西一邊說：「美國政府一路以來

也在各地找尋有特異能力的人去研究和令他們為政府做事。

而魔術師是其中一個，亦是目前為止最有力量的那個人。

當然，那有人願意做一隻白老鼠給人去研究？歷年來不知

有多少個人想逃走，但是都失敗。」	

	 「為什麼他們不逃走？他們不是有特異公能嗎？」	

	 「答案其實很簡單，不是他們不能，而是他們不想。

FBI把他們分成兩個人一組，若果其中一個逃走，另外那人

就要接受『特別待遇』，直至找到逃走的人為止。你是不

會想知道什麼是『特別待遇』的。」	

	 「那魔術師為什麼不理他的組員？」	

	 「他沒有不理會他的組員，反而是為了救他的組員而令

自己身處險境。」	

	 「他在廣場上表演也是計劃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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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是一個逃犯，而追捕你的人又不想張揚的時候，

最好的躲藏方法就是站在人群當中。這正是魔術師的做法，

而且他還可以在人群中找尋一個有能力的人幫助他。」	

	 「我怎會有能力呢？我只是一個讀藝術的女孩。他看錯

了吧！」Leona不敢相信，因為十多年來她也不知道自己有

什麼特異功能。	

	 「每個人也有一些特別能力，只是有些人強，有些人弱。

有些人一生人不會發揮出來，而有些人就像魔術師那樣，

從小就能做一些別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至於你，我想魔術

師一定看出你有一些才能才會找你幫助他。」	

	 「為什麼魔術師他蒙著眼睛？而你又是什麼人，為什麼

知道那麼多的事情？」	

	 Dr.	Anderson把收拾好的一個黑色手提包放在檯上，說：

「我從前是小島上其中一個醫生，我看著魔術師長大的，

我因為不忍心看見那些人被困在那小島中，所以就離開了

那小島，但我的代價是不能離開這個城鎮，好讓他們能夠

監視我。但這也好，我可以盡我的能力幫助那些想逃走的

人。魔術師蒙著眼睛的原因是他的能力全部集中在他的眼

睛，而他不能夠控制那能力，所以就一直把它蒙著。雖然

這樣，但他看得比誰人都清楚。他⋯」	

	 就在這刻一扇玻璃窗突然爆裂，一個噴著白煙六寸長的

圓筒形物體從窗外飛了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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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淚彈！想不到他們那麼快。」Dr.	Anderson一邊拿

起檯上的手提包，一邊拉著Leona的手：「跟我來，不要說

話。」	

	 Leona的心跳得很勵害，她被Dr.	Anderson拉著走向大廳

來後方，他把門打開，然後走到房間的中央，把一塊兩尺

乘兩尺的地板向上拉，登時出現了一條隧道。他把那手提

包放到Leona的手中：「你拿著這個手提包，從這墜道一直

走，你就會找到魔術師，他在那裡等你。」	

	 「那你怎樣？」	

	 「我是一個醫生，不會有事的。我遲些就會去找你們。

快些走，再不是就來不及。」	

	 一聲巨響，然後聽見一群急促的腳步聲，Dr.	Anderson

向Leona打了一個眼色，表示再不走就來不及。Leona知道說

什麼也沒有用，雖然心裡有些害怕，但現在已沒有回頭的

餘地。於是她急步走進那條隧道，頭上的那道暗門立刻關

上。那條隧道的兩邊發出微弱的燈光，僅僅照亮附近一米

範圍的地方，Leona急步的向前走。	

	 「彭！」的一聲巨響從Leona的頭上傳來，她立時停下

了腳步，那聲音像是狠狠的打在她心中，	Dr.	Anderson不會

有事吧！	她的心一直向下沉，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為了幫助一個剛剛見面的人，她居然把自己放進這個危險

的情況當中。	

	 Leona知道已不能顧及Dr.	Anderson的安危，於是一路向

前走，她越走越快，那條隧道好像走極也走不完似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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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越來越狹窄，她差不多要側著身子走過去。而且空氣

也越來越小，她的呼吸開始急促。又走了大約十五分鐘，

她終於走到了盡頭。Leona鬆了一口氣，她向上望，看見有

一道小小的門，下面有一條大約兩米高的木梯。	

	 她一手提著那黑色的箱子，一手扶著那道木梯爬上去。

她伸出她的手向上推，但無論怎樣也推不動。她的心開始

焦急，開始用力的拍打著那道門，希望有人可以開門給她	。

大約過了一分鐘，Leona終於聽見有腳步聲走近，頭上的門

開始慢慢打開。替他開門的是一個女孩，而不是魔術師。	

	 Leona先把那箱子交給那女孩，然後拉著那女孩的手上

到地面，這時她才看清楚那個女孩就是她住的那間酒店接

待員Jennifer。而她身處的是一個放滿了酒的地牢。	

	 「我們等了你很久。」Jennifer說。	

	 「你們？」Leona問。	

	 「是啊，我們。」	仍然蒙著雙眼的魔術師向她走過來：

「她是我的妹妹Jennifer，這裡就是旅館的地牢。」	

	 「Dr.	Anderson可能已經⋯」Leona不知怎樣說下去。	

	 「他沒有事的，是他打電話給Jennifer告訴她你在秘道中

過來。」	

	 Leona聽了魔術師的話後大大的鬆了一口氣。她把那個

黑色的箱子交給魔術師，但魔術師並沒有打開它。他向

Jennifer說：「你快離開這裡吧！他們很快就找到這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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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在魔術師的臉上親了一親：「你要小心點。」然

後她就向出口跑出去。	

	 魔術師在Jennifer走後對Leona說：「我們走吧！」	

	 「去那裡？」Leona不禁問。	

	 「這裡。」魔術師指著前面的一道用磚做的牆。	

	 光線從磚的空隙中透射出來，磚頭慢慢融合變為一道木

門。Leona終於看到真正的魔術。	

	 魔術師把門打開：「跟在我後面吧！」	

	 Leona心裡雖然有很多問題，但是她已經沒有時間發問。

她緊緊跟在魔術師的後面，走進那道門。	

	 這是一條白濛濛的走廊，走在Leona前面的魔術師彷彿

像個巨人。走了大約五十米，又是另外一道門，魔術師說：

「門後面關著的就是和我一樣的一班白老鼠，我今晚就要

把這個籠開了。」	

	 「你打算怎樣做？而我究竟可以幫些什麼？」Leona看

著魔術師的背影。	

	 魔術師仍然背著Leona：「用我的能力去解放他們，而

你就是魔術師的助手，因為你身上散發著一股能量，那股

能量對於我有催化作用，就如一面放大鏡，把我的能量放

大。」	

	 「那我應該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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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師終於打開那手提包，從那裡拿了一把手槍出來，

打它交給Leona：「基本上你只要站在我的身傍就可以，必

要時就開槍。」	

	 Leona拿著那把黑色沉重的槍，不知怎樣做才好。	

	 魔術師轉過身來捉著Leona那雙正在發抖的雙手：「我

說必要時才開槍	，我相信你做得到的。」	

	 魔術師又從那手提包中拿了一個銀色像眼鏡的東西出來，

Leona從來也末見過這樣奇怪的東西，她看著魔術師把它戴

在頭上，然後把那塊蒙著眼睛的黑布除了下來。雖然黑布

已除下，但他的眼睛仍然被那奇怪的眼鏡遮蔽著，他望著

Leona說：「有件事我想你知道，你將不會記得在這裡發生

的事。希望你明白我這樣做是為了保護你和在裡面的一班

朋友。」	

	 Leona深深吸了一口氣，點了點頭：「那我可不可以再

見到你？	」	

	 魔術師想了一會：「我們秋天再見吧。」	

	 「我可不可以問你喜歡吃什麼？」Leona這樣問，是她

想在還可以保留記憶時記下多些關於魔術師的事情。	

	 魔術師想了想「很久沒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記得小時

候最愛吃的就是紐約芝士蛋糕。」說完，轉身把門打開，

一道強光射向Leona，令到她爭不開眼睛。	

	 強光過後，Leona終於能夠張開眼睛。她發現自己站在

市中心的廣場上，周圍沒有任何人，而她自己並沒有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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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何異樣，她看看手錶，是清晨六點。她雖然不知道昨

晚魔術師把門打開後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她還記得Dr.	

Anderson住在那裡。她照著記憶，回到Dr.	Anderson的診所，

但那裡已空無一人，從窗外看進去，裡面空空如也。她知

道現在怎樣也不會找到Dr.	Anderson或是魔術師，唯一的線

索是魔術師的妹妹Jennifer。於是她急步回到旅館。	

	 清晨的旅館站立在濃霧中，Leona帶著沉重的腳步走進

接待處。她按下放在接待處的鐘，等待著。不過走出來的

接待員已不是Jennifer，而是一個紅色短頭髮，中等身材的

女孩，她叫做Holly。Holly說她從來也沒有聽說過一個叫

Jennifer的女孩在這旅館工作。Leona並不感到意外，經過昨

天的事情，她知道什麼事情也可以發生。	

	 Leona並沒有回到她的房間，只是坐在大堂的沙發上望

著正在燃燒的火爐，腦中只有魔術師所說的那告說話：「我

們秋天再見。」	

	 就是因為魔術師的這句說話，Leona接手了這間秋天咖

啡室，希望有一天可以在這裡見到他。	

	 Leona的思緒又回到秋天咖啡室，她把手中的咖啡喝完，

然後把大門打開，準備為客人沖今天的第二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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