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如果可以，江浩鎮並不想來到天地建設；如果可以，他也不想和喬靜秋這個面冷心冷，

連呼出來的氣息都是冷的的女人打交道，但為了育愛育幼院，就算再怎麼不願意也必須

要面對。 

二十五年前，天地建設以低價將土地租給育幼院，如今再過半年租約就要到期了，天地

建設卻將租金調高，那金額高得令人咋舌，擺明就是要育幼院放棄承租。 

江浩鎮很清楚在商言商的道理，育幼院雖然位處郊外，但大片的土地要是開發成遊樂場

或是蓋豪宅別墅，將會是一筆可觀的利潤。 

當初將土地租給育幼院的是天地建設的董事長喬霸，但兩年前喬霸發生車禍意外，成了

植物人，是以天地建設目前的掌權者是總經理喬靜秋，他只能拜託她不要將租金調得那

麼高。 

他也知道像她這種位高權重的人不屑跟他這種小人物打交道，但為了讓育幼院能夠繼續

經營，就算保全再三阻擋不讓他見她，或是她三番兩次命保全趕他走，他還是厚著臉皮

一再找上門來。 

江浩鎮推開上前攔阻的保全，幾個箭步來到剛下車要走進公司大門的喬靜秋面前，「喬

總經理。」 

喬靜秋用眼神向追上來的保全示意，要他們全都退到一旁，看向江浩鎮，冷冷地道：「既

然你把我攔下來，那就是有事，我給你三分鐘的時間。」 

不用想也知道他要說育幼院的事，基本上這事已成定局，無須再討論，但他這般鍥而不

捨，讓她決定給他一次說話的機會。 

江浩鎮直接切入主題，「租金一下子調漲這麼多，對育幼院的影響很大，希望妳能給我

們緩衝時間，逐年調漲租金，這是育幼院會如何增加收入來付租金的報告，請妳過目。」

他從手中的牛皮紙袋拿出一份昨晚才完成的報告。 

喬靜秋伸手接過，飛快地流覽一遍，一抹訝異浮上心頭，她抬眸，對上露出一嘴白牙的

面容，「你做的？」 

「對。」他點頭。 

不是她看不起他，而是他長相清秀，稱得上是帥哥一枚，但簡單的 T恤配上褪色的牛仔

褲，再加上他帶點傻氣的笑容，無論怎麼看都像個沒見過什麼世面的窮小子，沒想到他

竟然能做出如此有組織的報告。 

她再次看了手中的報告一眼，快速做了決定，「三天後我會給你答覆。」 

聞言，江浩鎮的笑容都快要咧到耳朵去了，「謝謝喬總經理願意給育愛一次機會。」 

喬靜秋沒有回話，冷冷地瞧了他一眼後，邁步向前走。 

望著她離去的纖細背影，他只能說這個女人真的很冷，不過這麼冷的女人竟然願意停下

腳步聽他說說他的來意，著實讓他嚇了一大跳，或許，她沒有他以為的那麼的冷漠。 

喬靜秋一進入辦公室，就將報告放在辦公桌上，接著往辦公椅子上一坐，她皺著眉頭，

抬手輕輕揉撫著太陽穴，頭又開始痛了！ 

近來公司的幾個開發計劃案進行得非常不順利，不是收購土地時賣方反悔，甚至還控告

公司以強硬、欺騙的手段逼迫他們賣地；要不就是正在興建的案子面臨工人罷工的問



題，說是好幾個月沒有拿到薪水，然而總公司都有撥款下去，還公開轉帳資料，證實有

發薪水，但工人們並不相信。 

原本只是中部的工人罷工，現在連北部和南部的工人也陸續出現不願意上工的情形，接

二連三的事件，讓她不禁懷疑這裡頭有人在暗中操控。 

她大學時期開始參與公司事務，畢業後進入公司，父親便漸漸讓當初跟著他一起打天下

的老員工們退休，就是怕有一天她接手公司會受到太多箝制，所以現在還留在公司的老

員工都是支持她的，要不然就只是持有股份，不會多管公司運作。 

然而現今公司裡竟然有可以掀起滔天大浪，又令她毫無所覺的敵人！這樣的情況對她來

說很危險，她必須想辦法盡快把這個內賊捉出來。 

正當她思索著可疑之人時，敲門聲打斷她的思緒，接著門被打開了，前後進來一對男女，

男的是她的男友尹天曄，女的是她自大學時代至今的好同學兼好朋友，現在是企劃部主

管葉晶。 

尹天曄來到喬靜秋面前，端詳她一會兒，關心地問：「不舒服？」 

喬靜秋勉強地牽動唇角，「頭有點痛。」 

他眉心微攏，「要不要去看醫生？」 

她搖了搖頭，「不用了。」 

尹天曄不放心地又道：「可是妳的臉色看起來很不好。」 

「休息一下應該就沒事了。」當然，這只是喬靜秋用來安撫男朋友的話，現在她哪有時

間休息，因為土地收購不順利，工人又罷工，讓公司的建案必須往後推延，實在是讓她

一個頭兩個大。 

「總經理，妳的臉色看起來真的很不好，還是去看一下醫生比較妥當。」葉晶也道。 

喬靜秋先是一愣，隨即失笑出聲，「你們怎麼像在唱雙簧似的？」 

「因為我們都關心妳。」兩人異口同聲地說道。 

喬靜秋感動的微微一笑，他們是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她當然會把他們的勸言聽進

去，「好，忙完之後我就去找醫師報到。」 

聞言，兩人也不再多勸，他們都知道喬靜秋說話算話的個性，於是他們一前一後將手中

的工作報告交給她後，又一起離開喬靜秋的辦公室。 

然而葉晶並沒有回到她的辦公室，而是跟著尹天曄來到他的辦公室。 

她見他一派悠閒，有些不安地問：「你真的要做嗎？」 

他一直想著替喬靜秋製造意外，而現在喬靜秋身體不適，正好給他們一個大好機會。 

尹天曄為她及自己倒了杯咖啡，「這是一個好機會。」 

葉晶接過咖啡，憂心忡忡地道：「這樣做真的好嗎？」 

這幾年為了拿下天地建設，他們已經傷害了太多人，有他們認識的，有的甚至視他們為

親生子女般疼愛。 

他望著一臉愧疚不安的葉晶，面容微微一沉，要不是她是整個計劃的幫手，他早就甩掉

她了。 

他攬著她坐到會客沙發上，柔聲安撫，「難道妳不想早點跟我在一起嗎？」 

「想，但靜秋畢竟是我的好姊妹。」 



兩人一開始是在無意中成為好友的，但後來她卻是有心成為喬靜秋的閨蜜，就是為了要

製造更多機會害喬靜秋，但老實說，她有些良心不安，畢竟她今天能爬到主管的位置，

喬靜秋給了她不少機會。 

尹天曄嗤之以鼻，譏諷地反問：「她有把妳當作姊妹嗎？」 

葉晶咬著唇，腦海中浮現半年前她因為一次失誤，在開會時被喬靜秋當眾斥責的畫面，

她的心中陡地升起一股怨氣，縱使她有錯，喬靜秋也用不著這樣讓她下不了臺，既然喬

靜秋無情，那就別怪她無義。 

斂去擔憂不安，她的表情變得堅定卻也無情，「既然你已經決定好了，那我就不再多說

了。」 

他沒有應聲，端起手中的咖啡啜飲著。 

當年他刻意接近喬靜秋為的就是要跟她結婚，騙取她的股份，得到原本有一半該屬於他

的天地建設，要不是喬霸害死父親，又把父親的另一半股權吃掉，天地建設根本就不會

有現在這麼大的規模。 

父債子還，既然無法從喬霸身上討回公道，理所當然就由喬靜秋來還。 

自從他不小心害喬霸發生意外後，他曾給過喬靜秋機會察覺他的意圖，奈何她太愚蠢，

太相信他，所以就別怪他心狠手辣。 

手機鬧鐘在晚上九點整準時響起，喬靜秋正好闔上最後一份公文。 

她起身到桌櫃前倒了一杯咖啡，走到沙發坐下，喝了一口後，將咖啡放在桌几上的同時，

瞥見放在一旁的報告。 

拿起報告，她仔細閱讀，不得不說內容規劃得很詳細也很務實，完全不輸給公司的企劃

團隊，這樣的人才待在育幼院，沒出來闖闖，實在可惜，她又想到江浩鎮鍥而不捨的精

神，登時升起一股惜才之心，如果他能夠進入天地建設，她一定會好好栽培他。 

盯著報告的目光逐漸深濃，有股想法突然冒出來，近來因為工人接二連三的罷工，令天

地建設的形象受到了一些傷害，要是在這時傳出逼育幼院搬走的事件，一定會讓社會大

眾更加反感。 

再說，既然想要網羅江浩鎮這個人才，何不藉此機會讓他欠她一個人情，她還可以為公

司做公益，好挽回一點形象。 

思忖半晌後，她決定暫緩收回育幼院土地一事，於是她發了一道公文給開發部，表示育

幼院的土地不要調高租金。 

才剛發好公文，手機鈴聲響起，她接起電話，還未開口，彼端就先出聲— 

「妳該不會還在公司吧？」雖是疑問句，但語氣是肯定的。 

「再過十分鐘就要回去了。」 

「希望這是最後一個十分鐘。」 

喬靜秋微笑，尹天曄果然了解她，知道她是個工作狂，沒做完工作是不可能下班的，她

想了想，把育幼院土地一事的處理方式，以及懷疑有內鬼的事情都告訴他。 

尹天曄回道：「關於育幼院土地妳這麼做是對的，至於內鬼這件事，我正好要跟妳討論，

我剛才接到消息，管理中部分公司的吳課長這幾個月頻頻和同業接觸，尤其和我們的競

爭對手『世界』接觸最多，我已經將照片傳到妳的信箱。」 



她馬上起身走到辦公桌那兒，打開筆電，點開信件，當她看到吳課長和同業接觸的照片，

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吳課長跟隨父親十幾年了，不但對父親忠心耿耿，也極為效忠她，她很難相信他是內鬼，

但這些照片是最好的證據，她很難為吳課長找理由。 

等了半天沒聽到她的回應，尹天曄又道：「接觸並不代表背叛，只是湊巧最近幾次『世

界』都比我們早一步公布要推的案子企劃，再說，若是沒有一定的權力，要煽動工人罷

工並不容易。」 

「話是沒錯，但是吳課長上個月才因為處理工人罷工的問題忙到血壓升高，還住院了兩

天，難道會是假的嗎？」她還特地去中部的醫院探望吳課長，那時他的模樣虛弱，卻還

擔憂著公司情況，不像是裝出來的。 

「真假很難判斷，只是我又收到另一個消息，這兩天中部還有可能發生罷工事件，所以

我想要下中部一趟。」 

「還是我下去處理，你留守公司？」 

早就料到她會這麼說，尹天曄故作擔心地道：「這樣太危險了。」 

「不會有事的，論公，吳課長是下屬；論私，他是我敬重的長輩，我必須親自處理。」

這件事她要親自去查，才能夠放心。 

他沒再多說什麼，只交代她要小心一點，隨時保持聯絡後，便結束了通話。 

喬靜秋簡單收拾一下便離開公司，回到住處，整理了簡便的行李後，開車出發。 

開到半路，她越想越不對，據她所知，吳課長並沒有金錢上的困難，既然沒有動機，就

沒有道理背叛公司，或許這件事有什麼內幕也說不定。 

這麼一想，她決定先去找尹天曄商討這件事的疑點與對策，於是她將方向盤一轉，將車

子開往他的住處。 

二十分鐘後，喬靜秋來到尹天曄的住處。 

停好車，她正要下車時，突然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正朝大門走去，她不免覺得奇怪，這

麼晚了，葉晶來這裡做什麼？疑惑之際，她又看到一道高大熟悉的身影走出大門，來到

葉晶身邊，然後伸手擁住葉晶的肩膀，還在她的額頭上落下一吻，接著兩人姿態親暱地

一起走進大樓。 

喬靜秋震驚地瞪大眼睛，隨即一股荒謬的想法倏地湧上腦海，難道是他們背叛了她？！ 

不可能！尹天曄對她很好，也很愛她，要不是因為訂婚前夕父親出了車禍，又為了安撫

員工的心，她只好將全副心思放在工作上，不然他們早就是夫妻了。 

一個她付出情感，願意與他共度一生的男人，怎麼會毫無預警地背叛她？而且還是跟她

最好的朋友！ 

喬靜秋心亂如麻，決定先離開這裡，等釐清混亂的思緒後再決定該怎麼做，說不定是她

誤會了他們，但是那個吻…… 

她發動引擎，將車子開上道路，她想冷靜下來，可是腦海中卻不停地重現剛才所見到的

畫面，心裡有著一連串的疑問，他們真的在一起了嗎？什麼時候在一起的？在一起多久

了？如果他們是真心相愛，為什麼尹天曄對她的態度一如以往，沒有任何要分手的跡

象？他為什麼會選擇葉晶？可若他們真的沒有關係，又怎麼會這麼親密？ 



她和葉晶高一的時候就認識了，雖說是同班同學，但是並不熟，直到兩人考上同一所大

學，讀同一個科系，住同一間宿舍，才逐漸熟稔起來。 

大二那年，學校來了一個迷倒全校女生的轉學生尹天曄，就連葉晶也常在她面前提起

他，而那時候的她根本就不想談戀愛，對她而言，男人的承諾都是屁，男人可以在妳面

前說愛妳，一轉身又跟另外一個女人纏綿，噁心極了，她認為愛情是世界上最不切實際

的東西。 

她和尹天曄認識是在圖書館，他們要借同一本書，而他把書讓給了她，從那時候開始，

也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有意，他們兩、三天就會碰一次面，而他僅只是禮貌性地對她點頭

打招呼，兩人不曾交談過。 

她是懷疑過他也許對她有意思，但他不曾主動跟她攀談，也沒有透露出想追求她的意

思，最後她只能將他們的相遇歸咎於巧合。 

後來他們考上同一間研究所，巧的是，他們時常選修相同的課，再加上上課時他又剛好

都坐在她旁邊，兩人很自然地有了交集，也成為了朋友。 

畢業後，他來到天地建設上班，父親十分賞識他優秀的能力，沒多久就升他為企劃部經

理，他這才向她表露心意，說他從大學時期就喜歡她，來天地建設上班也是因為她，希

望她能給他一次機會，讓他證明他可以照顧她，她並沒有馬上答應，直到過了一年後才

跟他交往。 

那一年她跟父親的關係很糟，公事上，意見不合；私事上，母親生病去世後，父親不顧

她的反對堅持娶小三于筱卉進門，也因此她不再回喬家，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而就在

那個時候，尹天曄走進了她的世界。 

他擔心她心情不好會想不開，每天總是找不同的理由跟在她身邊，就算她不說話，沒給

他好臉色看，他也沒有因此而退縮，他的默默守護感動了她，讓她慢慢地對他敞開心房，

最後成為男女朋友。 

他們很少吵架，就算意見相左，他說服不了她，也會退讓一步。 

葉晶曾提醒過她別那麼強勢，要不然總有一天他會受不了她，投向別的女人懷抱，所以

他現在是受不了她了，才會投向善解人意的葉晶的懷抱嗎？ 

就當喬靜秋滿心疑惑地自問時，手機鈴聲突然響起，她看了眼來電顯示是尹天曄，遲疑

了一會兒，才用藍牙耳機接起電話。 

「什麼事？」她的語氣很平淡，在事情還沒有完全弄清楚前，她不會貿然地指責他。 

「妳現在在哪裡？」 

他這麼問是什麼意思？擔心她會突然去找他，破壞他和葉晶的好事嗎？她很不想猜疑，

那樣太難看了，可就是會不自覺浮現這樣的想法。 

她深吸一口氣，逼自己冷靜下來，回道：「當然是去中部的路上。」 

尹天曄又道：「妳身體不舒服，還是我去好了。」 

喬靜秋的心一緊，他這麼溫柔體貼，怎麼會背叛她呢？她正要回話，突然驚呼一聲，

「咦？」 

「怎麼了？」望了電腦螢幕上在移動的紅點一眼，他勾起一抹冷笑，她終於發現不對勁

了。 



「我走錯路了。」她四處張望，難掩驚慌，她怎麼會開到這種人煙稀少的山路來？ 

「妳從來不會犯這種錯誤的。」剛才一開電腦追蹤她的行蹤，他也嚇了一跳。 

沒聽出他的語氣有細微的不同，喬靜秋為自己找了一個藉口，「可能是頭暈的關係。」 

「無法確定在哪裡嗎？」 

「天曄，我……」她的聲音戛然而止。 

她突然發現不知何時她的車子後面跟著一輛大貨車，且大貨車搖搖晃晃的，她心頭一

驚，大貨車司機該不會是疲勞駕駛吧？正這麼想著，後方的大貨車突然加速，朝她的車

尾狠狠地撞了上來，有那麼一瞬間，她腦袋一片空白。 

她不知道額頭正流著血，整個人趴在方向盤上，耳朵傳來嗡嗡嗡的聲響，過了一會兒後，

她聽到有人在拍打車窗的聲音、尹天曄呼喚她的聲音，最後是葉晶的聲音。 

然而葉晶的話，讓她全身的血液在瞬間凝結，她聽得清清楚楚— 

「小何說她昏過去了，天地建設將會是你的了。」 

接下來拍打車窗的聲音停止了，喬靜秋只聽到手機傳來嘟嘟嘟的聲音。 

她？天地建設？你的？難道尹天曄打從一開始接近她就是為了天地建設？ 

她的腦袋越來越沉重，無法再思考，只知道現在最重要的是想辦法逃離這個危險的處境。 

清晨五點多，山路霧重，車少人稀。 

江浩鎮開著載滿蔬菜的小貨車往山下行駛，副駕駛座坐著嘰嘰喳喳，沒一秒鐘停止說話

的林得凱。 

好不容易說累的林得凱，正想喝口水，突然瞪大雙眼，指著左前方，驚駭地道：「鬼！

有鬼！」 

江浩鎮白了他一眼，「大白天的，哪會有什麼鬼？」 

林得凱的頭搖得跟波浪鼓一樣，「大哥，你看！」 

見林得凱這麼緊張，江浩鎮只好放慢車速，順著他所指的方向望去，一道人影緩緩出現

在白霧中，他定睛一瞧，隨即將車子停到路邊。 

「大哥，你要做什麼？！」林得凱緊張地問。 

江浩鎮沒回答，打開車門，跳下車，朝人影奔去，當他應證自己沒看錯，眼前的人確實

是喬靜秋，一連串的疑問浮上他的腦海，她怎麼會在這裡？而且她眼神渙散、披頭散髮，

渾身髒兮兮，還是用走的？難道…… 

他小心翼翼地喚道：「喬總經理？」 

是誰在呼喚她？是誰擋住她的去路？是那些要害死她的人嗎？一想到這裡，喬靜秋不自

覺往後退了一步，卻因為腿軟，一個踉蹌，整個人往後跌。 

江浩鎮連忙伸手抱住她的腰，緊張地問：「喬總經理，妳怎麼了？沒受傷吧？」 

這道焦急的聲音、這個溫暖的懷抱，讓她深切地感受到這個人並沒有惡意，他是誰？她

想看清楚對方的長相，奈何眼前一片模糊，映入眼中的是一團黑影。 

她好累……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只知道要逃、要活命，不能坐以待斃。 

「你……是誰？」喘著氣，她用盡力氣地問。 

「江浩鎮。」她看起來很不好，好像隨時會昏倒。 

這個名字很耳熟，似乎在哪裡聽過……對了，是育愛育幼院的院長，那個笑得很燦爛、



很有毅力的男人。 

很快地她下了決定，「有件事我想請你幫忙，報酬豐厚，絕對不會讓你吃虧的。」 

「什麼忙？」就算她不給他報酬他也會幫她的，但若能因此讓她答應不調漲租金，那是

最好的。 

「不要送我去醫院，不要通知我的家人，還有，千萬不要報警。」把命交給一個完全不

熟的人是件危險的事，但熟人又如何？讓她變得這麼狼狽的就是她最信任的熟人。 

江浩鎮錯愕不解地問道：「為什麼？」 

喬靜秋也知道她的要求很奇怪，但現在她無法跟他解釋太多，她已經快撐不住了，「拜

託你了，一切等我醒來再說。」 

他還想再問，但見她說完後，雙眼一閉、身子一軟，昏了過去，他連忙將她抱起來，轉

身衝向小貨車。 

待在車內不敢下車的林得凱，見江浩鎮和「鬼」在說話，心想著會不會是他搞錯了，那

不是鬼，而是人？他正要下車，就見江浩鎮抱著一個女人急匆匆地衝過來。 

「大哥？」 

「去坐後面。」 

林得凱愣了下，連忙下車讓江浩鎮將女人抱放到副駕駛座，他仔細一瞧，震驚地再次瞪

大雙眼，「這個女人怎麼跟喬總經理長得這麼像？！」 

江浩鎮側身對林得凱交代道：「先送她回去，還有，回去後不要亂說話。」 

見他一臉嚴肅，林得凱不敢多問，點了點頭，乖乖坐到車斗。 

江浩鎮則是調轉車頭，往回開向育幼院。 

雷聲一響，沒多久便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 

江浩鎮洗好澡後，沒有回到自己的房間，而是往走廊盡頭的房間走去，他的腳步在門上

小招牌寫著「海豚」的房間前停下，他抬手敲了敲門板，等裡頭的人有所回應後，他才

開門走進去。 

房裡只有一張單人床、三尺半的衣櫃和一張簡易的書桌，喬靜秋躺在床上，仍在昏睡，

床邊的椅子上坐著一個容貌清秀的女子。 

陳巧慧一見到江浩鎮，馬上起身，「大哥，怎麼還不去睡？」 

江浩鎮笑道：「我來照顧她就好，妳快去休息吧。」 

她掃了床上的女人一眼，「不好吧。」 

他知道她在顧忌什麼，「要是有需要我會叫妳的，妳趕快去睡，睡眠不足可是女人的天

敵。」 

這句話正中陳巧慧的死穴，她最愛漂亮了，「那我去睡了。」 

江浩鎮點了點頭，等陳巧慧離開了，他坐到椅子上，看著喬靜秋的睡顏，想著她昏倒前

交代的話。 

為什麼她不讓他送她去醫院，也不能通知她的家人？甚至還提到報警，到底發生了什麼

事？ 

前天帶她回來育幼院，交代陳巧慧照顧她、替她處理傷口，幸好她的傷勢不算嚴重，院

裡平常也會準備一些止痛藥、消炎藥什麼的，之後他又開車去山下送貨，在半路看到一



輛被撞毀的房車，他猜想那輛車子是她的。 

那輛車的後座被撞爛了，地上完全沒有剎車痕跡，再加上她所說的話，他很難不懷疑她

知道撞她的人是誰，從事發地點到他看到她的地方，少說也有六公里，她受了傷又走了

那麼遠，難怪會累倒。 

思緒再度轉回她交代的話，他左思右想，覺得這應該不只是單純的意外……隨即他搖了

搖頭，告訴自己別再多想，或許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樣。 

目光再度轉到沉睡的嬌容，他愕然發現睡著時的她沒了冷冽的氣息，就像一尊甜美的洋

娃娃，他情不自禁伸出手替她撥去落到額前的髮絲，目光逐漸變得迷離。 

就在這時，她如扇子般的黑睫微微一動，他連忙縮回手，坐正身子。 

喬靜秋緩緩地睜開眼睛，映入眼簾的是一張俊朗的男性臉龐，她愣了一下，見他的嘴角

微微往上彎，她的胸口莫名一動。 

她蠕了蠕唇，用有些沙啞乾澀的嗓音問道：「你是誰？」 

「育愛育幼院的院長江浩鎮。」 

喬靜秋皺了皺眉頭，不管怎麼努力思索，她的腦袋還是一片空白，「陌生，想不起來。」 

她這叫作貴人多忘事，還是因為他的身分太低下，所以她連記都不屑記？他本想問問她

是上述哪一種，但見她撫著額頭，一臉苦惱，他擔心地問道：「妳怎麼了？身體有沒有

哪裡不舒服？」 

她抬眸看向他，困惑地問道：「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妳發生車禍，妳忘記了嗎？」她昏倒前還交代他事情，怎麼一覺醒來就忘了？ 

「你認識我嗎？」應該是認識的，她可沒漏看他眼中一閃而逝的錯愕。 

江浩鎮給了一個中肯的答案，「不算熟。」 

「那你知道我的名字嗎？」 

「喬靜秋。」他懷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著她，「別告訴我妳忘了自己是誰。」 

「確實是這樣……」她老實回答。 

江浩鎮怔愣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妳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喬靜秋不解地反問：「我為什麼要跟你開玩笑？」 

他震驚地瞪大眼，一時之間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不理會他嘴張得可以吞進一顆雞蛋的驚愕表情，她看了看四周，疑惑地又問：「我的家

人呢？」 

江浩鎮猶豫了一會兒才開口，「我沒有通知他們。」 

「可以請你通知他們嗎？」 

他不知道該不該跟她說實話，但是看到她明亮的黑眸中閃著一絲祈求的光芒，他最終只

能答應，「好。」 

喬靜秋點了點頭算是致謝，但她不明白他的表情為何顯得為難。 

第 2章 

翌日，江浩鎮下山去天地建設。 

事實上，他很好奇尹天曄會怎麼對外宣布喬靜秋「消失」的理由。 

自從救了喬靜秋之後，他一直密切注意新聞，發現不管是天地建設或是尹天曄，都沒有



公布和喬靜秋有關的消息，甚至連車禍意外的新聞也沒有，應該是刻意被壓了下來。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他猜測是還沒有找到喬靜秋的緣故，畢竟一間公司的掌舵者突然失

蹤，不只會造成內部人心不穩，外部投資者也會失去信心。 

他知道天地建設的人並不喜歡他，在他們的眼中，他是一個只會找麻煩的頭痛人物，所

以保全不放他進去也是正常的，不過沒關係，他可以在外頭等，總會讓他等到尹天曄的。 

坦白說，他有些擔心尹天曄會反咬他一口，說是他開車撞了喬靜秋，更令他不安的是，

他們要是藉此機會找育幼院的麻煩，那該如何是好？ 

可明知如此，他還是決定幫助喬靜秋，雖然她的個性清冷高傲，不想讓人看到她脆弱的

一面，總是表現得很鎮定，彷彿失去記憶對她來說只是被蚊子叮的小事，可是她一定不

知道，她的眼睛洩露了她害怕的情緒，讓他看了很不捨。 

江浩鎮正想著，前方一抹高大的身影映入眼簾，他正要邁步上前，卻猛地一頓，他看到

尹天曄替葉晶開車門，對她笑得很溫柔，而她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輕拍他的肩窩。 

前些日子因為要拜託天地建設不要將租金調高，他請在徵信社上班的朋友高俊宏幫忙調

查了一下喬靜秋，但他不是為了得知她有什麼把柄好當作談判的籌碼，只是想要了解她

這個人，計劃一下該如何和她應對才能軟化她的態度，所以他才會知道她和尹天曄、葉

晶的關係。 

於公，尹天曄和葉晶是上司和下屬；於私，他們是同學兼朋友，可現在看他們人的互動，

比較像是一對戀人。 

他沉下臉，腦海中突然出現一個念頭，也許尹天曄腳踏兩條船，若真如此，他還會在乎

喬靜秋的下落嗎？不過這只是他的猜測而已，真相究竟如何，還有待他去發掘。 

於是江浩鎮揚起燦爛的笑容，邁步上前，擋住兩人的去路，「尹經理，我是育愛育幼院

的院長江浩鎮。」 

尹天曄掃了他一眼，「有事？」 

「是這樣子的，之前我來找過喬總經理，她說三天後要給我答覆，可是保全說喬總經理

沒有上班，不知道喬總經理何時才會上班？」江浩鎮客氣地詢問。 

「總經理出國了，不過她出國前有交代暫緩育幼院土地收回一事。」尹天曄冷淡地回答。

誠如喬靜秋所言，天地建設此刻需要一些好新聞來扭轉負面形象。 

江浩鎮一愣，這對他而言是好消息，可他不確定這是喬靜秋的指示，還是尹天曄自作主

張決定的。 

「那喬總經理對我之前提出的報告有什麼建議嗎？貴公司日後對育幼院的土地有什麼

處理方式？我可以再見喬總經理一面嗎？」 

尹天曄正要回答，葉晶比他快了一步，「經理剛才不是說了，總經理已經出國了，而且

也下了暫緩收回你們育幼院土地的命令，你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還需要再見總經理嗎？」 

好不容易可以過著沒有喬靜秋的日子，偏偏眼前這個窮小子一再提起喬靜秋，真討厭。 

面對葉晶的不滿，江浩鎮愣了一下，隨即展開笑容，「我只是想知道這個『暫緩』是多

久時間，我們總要先做好租金會提高到多少的心理準備，不能給我一個喬總經理回國的

確切日期嗎？還是喬總經理沒有出國，只是不想見到我？」他最後這句話是試探。 

「總經理的確是出國了。」尹天曄搶在葉晶發飆前回答，並用眼神示意她不要再多言。 



葉晶雖然相當不悅，但也只能閉嘴。 

江浩鎮看著兩人的互動，對於他們的關係不單純的想法又篤定了幾分，不過表面上他沒

有表現出來，而是有禮的又道：「等喬總經理回來我再來拜訪她好了。」 

「你不用來了，總經理不會再管這種小事。」尹天曄淡淡地道：「租金一定會調漲的，

至於漲多少、何時實施，要等公司內部開會後決定，到時會通知你的。」說完，他不給

江浩鎮開口的機會，轉身進入公司大門。 

葉晶不快地瞧了江浩鎮一眼，快步跟上。 

江浩鎮暗忖著要請高俊宏多注意一下他們，接著他又想到一個麻煩的問題，等回去育幼

院之後，他要怎麼回覆喬靜秋呢？ 

自江浩鎮開車下山後，喬靜秋就一直坐在院前的鞦韆上等他回來。 

她醒來後並沒有主動跟院裡的人接觸，但看得出來不論大人還是小孩都對她帶著一絲懼

意，直到稍早前碰到正在教孩童們打球的林得凱，在她的套話下，她才得知她為何會認

識江浩鎮。 

雖然失去記憶，但直覺告訴她，江浩鎮並不是壞人，只是有一點她想不明白，若林得凱

說的是真的，那為什麼江浩鎮不送她去醫院，反而把她帶來育幼院？而這一點連林得凱

也覺得奇怪。 

坦白說，江浩鎮整個人所散發的氣息就像是鄰家的大哥哥，給人溫暖，值得信賴，只要

有問題找他，他一定會想辦法解決，這樣的他會做出反常的行為，必定有原因。 

正想著，車子的引擎聲由遠而近傳來，喬靜秋抬眸，正好看見駕駛座上的江浩鎮，而車

裡沒有其他人，不知道為什麼，對於這樣的結果，她竟然不感到意外。 

江浩鎮停好了車，走向喬靜秋，她的表情雖然和早上他出門前一樣淡定，但她猛地從鞦

韆上站了起來，雙手緊握，應該是感到緊張、不安吧，等到他站定在她面前，一路上想

好的說詞他卻突然不知道該如何啟齒。 

見狀，喬靜秋主動問道：「怎麼只有你一個人？」 

江浩鎮暗吸了一口氣，給了答案，「他們出國去了。」 

她的眉毛挑了一下，「他們真的出國了？」怎麼聽起來像是謊言。 

望進她那雙清澈的眼眸，他莫名有種被看透的感覺，可是既然謊都說了，那就乾脆說到

底，他故意臉色一板，「對，他們出國了，如果妳不相信，那我也沒辦法。」 

喬靜秋看著他一副信不信隨妳的態度，沉下臉，不說話，飛快思索。 

她的反應讓江浩鎮感到心虛，尤其她時不時投來的審視目光，更讓他感到渾身不對勁，

就在他想要再開口說些什麼的時候，見她突然往大門走去，他連忙大步追了上去，「妳

要去哪裡？」 

喬靜秋沒有回答，只是轉過頭淡淡地看了一臉緊張的他一眼，更加肯定他有事瞞著她，

於是她繼續往前走，想知道他的反應。 

就算是笨蛋也看得出來她並不相信他的話，事實上連他自己都講得很心虛，再者，她雖

然失去記憶，但是他感覺得出她並沒有失去判斷力和防備心，只是他下意識想保護她，

不讓她受到傷害。 

見她越走越遠，江浩鎮大喊，「喬靜秋！」 



喬靜秋完全沒有停頓，繼續向前走。 

瞧她完全不理會自己，他感到一陣頭疼，牙一咬，快步上前，擋住她的去路，「妳連自

己的名字都不知道，還想要回家，妳知道妳住在哪裡嗎？」 

「我叫喬靜秋，是天地建設的總經理。」 

「這些都是我告訴妳的，難道妳沒有想過我有可能是騙妳的嗎？」他說了她就信，她有

這麼好騙嗎？ 

「你有騙我的理由嗎？」她反問，而且他根本就不善說謊，從他的表情就看得出來了。 

江浩鎮一窒，最後在她冷眼的審視下，緩緩道出他極不願意說的事，「不是不讓妳回家，

而是我懷疑這不是場單純的意外。」 

喬靜秋沒料到他的答案會這麼驚人，她直覺不想相信他的話，因為聽起來像是她親近或

熟悉的人故意製造這場意外的。 

她握起拳頭，克制內心的洶湧，又問：「你這麼說有什麼證據？」 

對上她清澈的眼眸，他老實回道：「我沒有證據。」 

喬靜秋覺得可笑，「沒有證據，憑一句猜測，就把我困在這裡？」 

江浩鎮也知道自己站不住腳，但是他實在無法讓她回去，他不放心，「如果妳沒有失去

記憶，我一定會讓妳回家，可現在的妳就像是一張白紙，不管誰說什麼，妳就只有相信

的分，就算那個人是害妳的人。」 

「給我一個能說服我的理由，我就聽你的建議留在這裡。」她沒有漏看他眼中一閃而逝

的困擾和無奈，又道：「例如，我在昏倒前是不是曾經交代過你什麼？」她是依照林得

凱的描述來推測的。 

他一愣，隨即領悟到一定是藏不住話的林得凱跟她說了什麼，或許實話實說她會相信，

於是他將她昏倒前的交代一字不漏告訴她後，道出自己的看法，「除了有人要害妳，我

實在想不出妳為什麼會交代我那些話。」畢竟一般人出了事，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趕緊通

知家人。 

喬靜秋驚愕過後，陷入沉思。如果他說的是事實，那麼可以判斷他的推論有理，依正確

做法他應該送她去醫院，畢竟他不可能事前知曉她醒來後會失憶，或許她會發生車禍不

是單純的意外，若現在回去，恐怕還會有危險，倒不如留在這裡，說不定過幾天記憶就

恢復了。 

思量一番後，她做出了決定，「好，我相信你的話，我會留在這裡。」 

江浩鎮鬆了口氣，不過有件事情他必須先跟她說清楚，「我們院裡很窮。」 

「所以呢？」她好奇，因為他笑得也太燦爛了。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想妳應該認同這個道理才對。」 

「當然。」 

「妳必須幫忙院裡的事。」 

「沒問題。」 

她這麼爽快地答應，讓他難掩訝異，「妳不先問問要妳幫忙做些什麼嗎？」 

喬靜秋不答反問：「難道你會故意為難我？」 

「不敢。」他連忙搖頭，她看起來這麼兇，他哪敢為難她。 



她給了他一記諒你也不敢的眼神後，便回房休息了。 

江浩鎮頓時有種拿石頭砸自己腳的懊惱感覺，她雖然失去記憶，但渾身還是散發著不怒

自威的王者氣勢，他該安排什麼工作給她呢？ 

江浩鎮想了好久，最後決定讓喬靜秋做一些簡單的雜事。 

人只要忙，就不會胡思亂想，尤其是對她這種失去記憶的人。 

本來他就沒指望她能夠幫院裡的忙，畢竟像她這種站在雲端的人物，只會動腦、動嘴，

就是不會動手做工作以外的事，但他沒想到她連最簡單的洗碗、掃地、擦桌椅之類的簡

單小事也不會。 

洗十個碗盤可以破三個，掃個地可以掃半個多鐘頭，不過就是一間七坪大的教室而已，

更離譜的是，她擦桌椅像是在打仗，乒乒乓乓的，他真的好怕她擦完之後那些桌椅也被

拆解了，幸好他有先見之明，一開始就判斷她不會燒菜，要不然廚房鐵定會被她給燒了。 

不過她也不是全然沒有優點，出乎他意料的，她對小孩子很有耐心，孩子們也漸漸不怕

她了，幾個小毛頭拿著陳巧慧交代的功課去問她，她會用小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仔細地

向他們解釋，而最令他驚訝的是她對雅芳的態度。 

雅芳是院裡最小的孩子，數學很差，簡單的個位數加法要教七、八遍才聽得懂，常常讓

陳巧慧教到快抓狂，所以當雅芳拿著相同的問題要問喬靜秋第五次時，他差點衝進教室

抱走雅芳，就擔心喬靜秋會發飆，沒想到喬靜秋卻揚起淡淡的微笑，一遍又一遍地教導

雅芳，直到雅芳完全聽懂為止。 

若不是親眼看到她在教導雅芳時眉眼間透出的溫柔，他絕對不相信她在失去記憶以前是

一個讓人光是站在她面前就會無法好好呼吸的女人。 

冷漠與親切，嚴肅與隨和，柔媚與剛強，明明這些是強烈的對比，但出現在她身上竟然

一點違和感也沒有，反倒會讓人忍不住將目光停留在她身上。 

其實有緣住在一起，大家要彼此互相包容，只是當喬靜秋造成院裡其他人的困擾，他就

必須想辦法解決。 

每當喬靜秋弄破一個碗，陳巧慧就爆青筋一次，再這麼下去，他擔心有一天陳巧慧的血

管會爆掉，到時候暗戀陳巧慧的林得凱會恨死他的。 

大步來到後院種植花草的生態小園，當他看到喬靜秋在澆水，連忙喊道：「喬靜秋。」 

喬靜秋頭也不抬，淡淡地問：「做什麼？」 

江浩鎮來到她身旁，搶走她手中的灑水器，「太陽大的時候不能澆花，妳不知道嗎？」 

看來他要好好跟林得凱說一下，別亂指派工作給她，免得她還沒恢復記憶，院裡就要先

花好大一筆錢善後。 

喬靜秋覺得他的反應很好笑，這些又不是蘭花，嬌弱得必須要小心翼翼呵護，不過看他

這麼緊張，她不免好奇地問道：「為什麼？」 

放好灑水器，江浩鎮偏頭瞪著她，「就算不是大太陽，也不能只澆葉子，土壤也要保持

溼潤，難道妳不知道光澆葉子水分會蒸散掉嗎？」就算沒看過豬走路也吃過豬肉，多少

也該有些常識。 

她愣了愣，坦白說，她的自然學得不好，況且她也沒種過植物，哪知道要怎麼照顧它們，

不過看他這麼寶貝這些植物，就像是他的兒女，她莫名升起一股想逗逗他的念頭。 



黑白分明的眸子直勾勾地望著他，她無辜地道：「我失憶了。」 

江浩鎮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她說的沒有錯，可是又好像有什麼不對勁，是因為不該出現

在她臉上的無辜表情嗎？ 

喬靜秋瞧他一臉苦惱，突然很想笑，但她極力克制住，要是笑出來他就會知道她是故意

捉弄他。 

不行，再看下去她真的會笑出來，為免露餡，她轉身離開生態小園，往「熊熊」飯廳走

去。 

江浩鎮正要喊住她，手機鈴聲響起，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馬上接聽，「查到了？」 

「是，你要我查的事，結果已經上傳雲端了。」高俊宏說道。 

江浩鎮「嗯」了一聲，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間，打開電腦，登入雲端，下載檔案，點開後，

都是尹天曄和葉晶擁抱或親吻之類的照片，他越看臉色越難看，沒想到尹天曄看起來一

表人才，竟然會劈腿，對象居然還是女朋友的閨蜜！ 

江浩鎮和高俊宏又閒聊了一會兒，這才結束通話，他看著螢幕上的照片，不由得生出一

股憐惜、不捨。 

雖然相處不久，但依他對喬靜秋的觀察，她就算知道尹天曄背叛她，也能夠堅強面對，

只是過分的堅強，有時候反而是種痛苦，負面情緒是需要釋放的，一直壓抑只會讓她變

得更冷漠，如同失憶前的她，就像一個會走動的大冰塊，走到哪兒，那裡的空氣就會凝

結成冰。 

現在的她，雖然有時還是會讓人覺得難以接近，但是至少她在教導孩子時自然而然流露

的微笑，就像冬天的陽光，讓人忍不住想要去靠近這微小的溫暖。 

他想，失去記憶的她才是真正的她，沒有人一出生就是冷漠的，她的心裡必定有些無法

遺忘的傷痛，才會以冷漠做為她的防護牆。 

牆越高，越不容易受到傷害，殊不知越是這樣子，她心裡的疤痕就越無法淡化，只會永

遠留在心裡面。 

不知怎地，江浩鎮突然很想知道她的心究竟受過什麼樣的傷害…… 

喬靜秋走入掛著「熊熊」招牌的飯廳，裡頭沒有人，桌上還放著還沒有收拾的六菜一湯。 

她走到電鍋前，添了一碗飯後，走到桌前坐下，開始吃了起來。 

陳巧慧煮的菜色很簡單，頂多是用鹽巴調味，但能夠吃到菜的鮮甜，或許是因為這些菜

都是院裡自己種的，沒有什麼化學農藥的緣故。 

雖然她才住在這裡幾天，但是她已經從林得凱和陳巧慧口中得知這幾年院裡的收入，大

都是靠販賣自己種植的蔬菜和江浩鎮接案的薪水在維持，院裡所得到的捐款並不多，最

大宗的是父親未出事前的捐款。 

乍聽到此事，她很意外，父親除了以低價的租金將土地租給育幼院，竟然還以私人名義

捐款。 

自她醒來後，過往的記憶每一天都會恢復一點點，但詭異的是，發生車禍的那段記憶是

完全空白的，更離譜的是，她知道尹天曄是她的男朋友，葉晶是她的好朋友，這麼重要

的人，在她的腦海裡竟然只有名字，沒有面孔。 

再加上江浩鎮轉述她昏倒前所交代的話，她敢肯定她在出車禍前必定發生了什麼事，抑



或者她掉入覬覦天地建設主謀人的陷阱也說不定。 

「妳在數飯粒嗎？」 

一句略帶嘲諷的問話拉回了喬靜秋的思緒，她抬頭瞧了端著一碗飯，正準備坐下的江浩

鎮一眼後，繼續吃飯。 

江浩鎮一坐下，扒了幾口飯後，突然說道：「我們院裡只有粗茶淡飯，沒有山珍海味，

妳就暫且忍耐一下。」 

她停下吃飯的動作，抬頭看著他。 

她那研究的眼神令他不禁全身發毛，不自覺也停止了吃飯的動作，「妳幹麼這樣看著

我？」好似他說錯了什麼話？ 

「你都這樣的嗎？沒有經過證實，逕自下了結論。」 

江浩鎮馬上就明白她的言下之意，「若不是飯菜難以下嚥，妳為什麼好幾分鐘才吃一

口？」 

「我只是在想事情，而且菜並不難吃。」她的嘴巴才沒那麼挑，她的三餐最常吃的除了

便當還是便當。 

江浩鎮有些意外，不過仔細回想，她從來沒說過菜難吃這種話，「妳說妳在想事情，在

想什麼，妳恢復記憶了嗎？」 

瞧他急切的模樣，喬靜秋的心微微一動，但一想到他應該是為了育幼院土地租金的事才

這麼緊張，她又難掩失落。 

她真的很希望別人對她的關心不是因為她是天地建設的總經理，而是她這個人，單純的

關心、單純的情意，沒有摻雜其他慾望或要求。 

「你是怕我出事後賴帳，還是怕我吃垮你？」她故作不滿地道。 

江浩鎮搖搖頭又點點頭，見她一臉訝異、受傷的表情，他連忙解釋道：「我不是認為妳

會吃垮我們，而是妳似乎不太能做那些很簡單的工作。」 

喬靜秋從他小心翼翼的措辭和表情，知道了他並沒有責怪她的意思，而她早就在等他主

動提起幫她換工作的話題，「所以呢？」 

見她有想聽下去的意願，他又道：「我想妳比較適合專業的工作。」 

喬靜秋眉毛一揚，「什麼工作？」 

「例如教小朋友們英文、數學之類的。」 

「當然可以，不過你不怕我會打他們？」 

「會嗎？我看妳很有耐心。」可說是超乎他的想像。 

「一時當然有耐心，長期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為什麼，她就是想逗他，或許是因為

他傻氣的驚嚇反應。 

聞言，江浩鎮開始懷疑這樣的決定到底是對還是錯。 

喬靜秋見他一臉苦惱，忍不住笑了，「該說你好騙還是說你是單細胞？」思考都是一直

線，就不會多轉幾個彎嗎？ 

見她一副「我隨便說說，你也信」的表情，江浩鎮有些不快，「捉弄人很好玩嗎？」 

是很好玩，尤其是他這種單細胞生物，再說，她也不是每個人都會捉弄，還要她看得順

眼的才行，不過這種話她才不會老實說，她故意一臉正經地道：「提出疑點跟捉弄是兩



回事。」 

江浩鎮撇撇嘴，「賣弄文字。」 

喬靜秋不否認，給他一個微笑。 

他原本是有些不滿，但是一看到她的笑容，所有的不快頓時消除，他甚至有些看傻了眼。 

她不笑的時候，顯得高貴不可侵犯；可是此時她的微笑帶著調皮，讓她看起來就像個淘

氣的少女，讓人無可奈何又心生憐惜。 

在她身上似乎凝聚著許多矛盾的特質，不得不說，她是一個有魅力的女人，而尹天曄為

何要背叛這樣的她？又是誰想要傷害她？ 

「妳真的完全想不起來以前的事嗎？」如果她的記憶中真有醜陋的事情，他真心希望她

不要想起。 

他常常會問她這樣的問題，但是這一次喬靜秋敏銳的感受到他的語氣帶著不捨、憂慮以

及難過，她可以理解前面兩種情緒，但是最後那一種她就不明白了……對了，她差點忘

了，他認為那場車禍不是單純的意外，也許是這個原因吧。 

她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而是反問道：「你不希望我想起全部的事嗎？還是某些殘酷的

事？」 

江浩鎮暗讚她的聰明和敏銳，「猜想並不是事實。」 

「不管是美好或是殘忍，只要是事實，那就無法改變，能做的就是接受，就算受傷也只

能面對，逃避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身為天地建設的掌舵人，她沒有逃的權利，就算受了委屈，也只能獨自擦乾眼淚；就算

受了傷，也只能一個人默默舔拭傷口，在眾人面前，她依然是那個堅強冷漠的女強人。 

「妳說的一點也沒錯，但就算迎面解決，可能導致傷痕累累，那也無妨嗎？」他深信這

世上沒有堅強如鐵一般的人，就算有，那也只是外表的假象，內心深處必有一塊不想讓

人窺探的脆弱之處。 

喬靜秋知道自己應該斬釘截鐵地回答「是」，可是他眼神透露出的心疼，莫名牽扯著她

的心，她甚至可以感受到他的口氣帶著一絲不滿和指責，似是不贊同她的想法。 

她遲疑了一下，才回道：「對。」 

江浩鎮不意外，因為她看起來就是個很倔強的人，「妳應該善待自己，不管是物質或是

心靈方面。」她那麼有錢，物質應該不會缺乏，但是她一定沒有做到善待自己的心靈。 

喬靜秋的心湧上一股暖意，卻故作不快地道：「你哪隻眼睛看到我沒有善待自己？」 

他反倒笑了，「妳看起好像是惱羞成怒。」這樣的她可愛多了，多了點人性。 

她愣住了，他竟然可以看透她？！ 

江浩鎮的嘴角又往上揚了一點，他夾起小黃瓜放到她碗裡，「這是巧慧的拿手菜。」 

她要吃自己會夾，不需要他雞婆！喬靜秋正要告訴他以後別再這麼做，但一見到他真誠

的笑容，到嘴邊的話又全吞回肚子裡。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接受他的好意，或許是因為他的笑容裡含著一絲寵溺，也或許是

他的身上有一股讓人想要靠近的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