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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曾為日本中學生瘋狂傳唱的一首歌“給 15 歲的自己”，其中一句

歌詞：15 歲的我，有許多無法說與人聽的煩惱。據說：這首歌是這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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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gela Aki，父親是日本人，母親是義大利裔的美國人，出生於日

本德島縣，說話有德島腔。據說，這首歌的創作源自於 30歲的她，發現一

封 15歲當時寫給未來自己的信，於是回信給 15歲的自己。 

後來，由劉若英翻唱，施人誠作詞的中文歌裡的第一句就是： 

知道嗎？ 我總是惦記 十五歲不快樂的你──  

而這本書 My Best Friend Looks like an Island（直譯：我最好的朋友看

來像個島）的作者，一位在台灣生活、工作的老外 Michael Angelou 也惦記著

許多台灣 15-16 歲的青少年。這本書裡的男孩叫 Kobi，他也有許多無法與人說

的煩惱。但是，Kobi 不跟人說，跟他的 best friend，一隻海龜說去（難怪書

名說：My best friend looks like an Island，原來海龜看來是像個島，這隻飄

洋過海的動物，竟然誤打誤撞到了宜蘭落腳）。海龜不說話，Kobi 卻懂牠的來

歷，也知道牠在想什麼，而且還說得斬釘截鐵。這怎麼可能？當然是 Kobi 自

己想自己對，認為海龜就是這麼想的。其實，誰知道真相？跟動物對話的故事

書不少，但是以台灣宜蘭為地點，又有海龜的書，還是第一次看到。 

書中說台灣男孩 Kobi 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整本書都是 Kobi 用第一人

稱，以幽默又帶點搞笑的英文口吻，用了 30 篇日記訴說他的故事。英文不好，怎

麼用英文寫書？這是怎麼回事？要回答這問題不難，只要想像一個來自埃及的

男孩，用英文告訴你他的英文不好，但是繼續跟你講那裡發生的事，畢竟你和

埃及男孩的共同語言也只有英文。不用英文，還能怎樣？所以讀這本書，你如

果先轉換身分，放掉自己是台灣人在讀這本書的想法，比如說：幻想你是埃及

人，你在聽一個台灣男孩 Kobi 用英文講他在台灣經歷的故事，這樣你會讀得

津津有味。 

雖說是日記，但是有時候一天發生的事多，Kobi 講早上就用了一篇，講下

午又是另一篇，講到最緊張的作案經過，幾秒鐘的描述就用了一篇。看看這些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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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Monday morning  

10 Monday Afternoon   

13 Wednesday morning 

14 Wednesday afternoon 

15 Still Wednesday afternoon 

Kobi 的日記沒有年、月、日，只有星期幾，七天一個循環。這樣也可以記事，

不行嗎？而且一篇不限定寫一天或好多天的事，同時一天的事，可以用好幾篇

來寫。日記，真的是不限時間，自由揮灑才過癮。 

Kobi 也不是我們一般認知的台灣國三學生（15-6 歲，不是嗎？），忙著背

書，準備考高中，家長管得緊，不能打電動打得太過火……等等。Kobi 父母從

小離他遠去，孤兒一個，身邊有個爺爺。可是爺爺不會盯功課，放任他跟最好

的朋友──那隻海龜──玩水衝浪。沒看過 Kobi 煩惱功課，他喜歡讀有關動

物的書，特別是為了認識海龜而讀的書。他真正煩心的大事是暗戀一名女生，

偏偏他最要好的朋友也看上她。這下子，在朋友和女友之間，他要如何抉擇？

夠煩心的吧！不只這樣，Kobi 住的鎮上有個怪咖酒鬼，酒後常騎別人的機車，

而且還光著身子不穿衣服。Kobi 跟這種怪異朋友混，若是媽寶的媽，早就嚴厲

制止了。可是爺爺沒事的，他老神在在，對 Kobi 自我學習的能力大有信心。  

這本書刻劃的 Kobi 生活，跟現實的台灣中學生面臨的實際情境大不相

同。正因為如此，讀來令人耳目一新。也許這是作者心中理想的世界：與海龜

為友，與大海共舞、衝浪。大海連結了世界，帶來異國朋友與文化；這世界沒

有競爭，只有和平共處的安逸。海龜安靜不語的沉穩令人羨慕。第 138 頁裡，

作者透過 Kobi 心儀的女孩說出對海龜的讚嘆： 

Ro（就是海龜的名字）can travel. He can travel here, there, 

everywhere. All over the world if he wants to. Borders and nationa-

lities don’t apply to him. I envy him. 

I really do. And he doesn’t have to say anything if he doesn’t 

want to. People always expect us to say something, Kobi, it’s such a 

nuisance. And we always feel like we either have to say something, 

or wait for someone else to. I hate it. It’s exhausting. I admire Ro 

because he appreciates silence and doesn’t always feel the need to 

chase it away. He has the ability to be quiet, despite what others 

expect of him. I wish I could do that.   

這本書用了一些英文字典查不到的字，為的是散發一些異國風味，例如關公，拼



成 Guangong，然後解釋：the god with the red face。爺爺，就直接拼音 Ye-

Ye，用上下文就能猜到意思。這種寫法不但表現了對當地文化的尊重，也增加了

英文的豐富度，中文讀者讀來備感親切（雖然前面說要裝成埃及人來讀）。 

作者善於寫出有畫面的描述，例如說道女孩（Ting-Ting），第一次看到海

龜的剎那，眼睛一亮，那可不是普通的亮（第 134 頁）： 

Ting-Ting’s face lit up like a disco ball when she caught sight of him. 

中譯本《男孩與海龜的冒險日記》用了流暢的中文表達英文原意（第 103 頁）： 

整張臉像舞廳球燈般亮了起來。 

這本書讀來有趣，因為喜感十足。雖然也有哀戚感人的幾幕，但所有的兩

難衝突最後都有美好的結局。它有趣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比喻另類新

鮮、生動有畫面。本書不用中文的四字成語（例如：淒風苦雨。請看英文版第

一段，第 10 頁，作者認為下雨還可以接受，刮風就不敢領教，不會風雨混為一

談），常見的比喻也不用（例如：哭的像個淚人兒。第 103 頁。作者說的是：如

果他當下哭出來的話，大概會有兩座冰河沿著他的臉頰滑落）。一路讀，別忘了

把這些細節好好品嚐一下，有畫面、有味道、有聲音、有觸感，眼耳鼻舌、皮

膚，多種感官都用上了。 

本書有英中兩版，方便做雙語共讀：也就是讀完英文，再用中文確認理解

無誤。可說是學道地英文的絕配。 

如果，你想知道作者說海龜跟他們住了一段時日，實際上可行嗎？看看這

裡：http://petorb.com/can-sea-turtles-live-on-land/ “Can sea turtles live on land?”

說到這海龜，還真有點神秘，所有 Kobi 的苦惱、秘密，都只有這海龜和讀者知

道。最後牠也回到大海了，讓 Kobi 望著龜山島，想念他的海龜就長這個樣──

My best friend looks like an Island。這海龜是真的存在，還是作者的想像？就

如《少年 Pi》裡的老虎，讓讀者自己決定吧。 

不知多年後，海龜會不會回來與 Kobi 相會，重溫 Kobi 15 歲時的舊夢？ 

看來，作者埋了伏筆，會不會有續集？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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