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向我丟石頭，我也不在乎。我只要知道我愛妳，而妳也愛我，這樣就夠了。」 
戴著銀邊細框眼鏡、身穿剪裁合宜的灰色西裝，長相陰柔的簡明宇坐在自家餐桌前一邊喝著早晨

必備的黑咖啡，一邊朗讀剛剛才透過傳真拿到的熱騰騰的劇本。 

這段肉麻兮兮的台詞就算是自己來唸都嫌彆扭，更何況是這齣偶像劇的男主角。不過，如果是由

那傢伙來唸的話，不該用彆扭來形容，而是「欺騙大眾」。 

因為飾演男主角的魏拓傑並不如這齣戲裡的角色設定這麼專情，相對的是濫情到一個超乎想像程

度的男人。 

不管是女人或男人，只要能入魏拓傑眼的，都能搞上床……不，不一定要有床，只要有地方做，

魏拓傑隨時都可以上。 

跟魏拓傑相處一年多，簡明宇不知為他的濫情收拾過多少爛攤子，但魏拓傑卻不感恩，還認為是

理所當然，那種自負又自傲的模樣，完完全全就是個渣男。 

而這個渣男居然還是由他一手挖掘跟捧紅的！ 

算了，還是不要在一大早淨想那傢伙的事來破壞氣氛，只是從窗戶眺望，明明是萬里無雲的好天

氣，為什麼新聞的氣象預報卻說今天的降雨機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呢？ 

簡明宇盯著窗外的好天氣直皺眉，低頭瞄了一眼手錶，發現也是該出門的時候了。於是，他馬上

把馬克杯裡剩餘的黑咖啡一口氣喝完，直接丟在洗碗槽裡泡水，接著把劇本全塞進公事包中，也

提起一袋一早起來就準備好的小行李袋，在出門之前，他還是順手拿了一把傘以防萬一。 

凡事做好萬全的準備一向是他簡明宇的最高原則，雖然這樣的個性也曾被魏拓傑嘲諷說做事如此

一板一眼，生活才會沒情趣，但就算如此，他並不在乎，唯一感到困惑的是這跟生活情趣有什麼

關係？ 

想到魏拓傑，他就不由得對接下來的行程咬牙切齒，因為現在要去接魏拓傑的地方，是那傢伙專

門發展一夜情的住處。 

魏拓傑，你的下半身最好爛掉算了！ 

魏拓傑昨晚居住的公寓其實離台北都會區還有一段距離，縱然如此，卻不影響這裡的房價，因為

這附近的公寓都是以頂級豪宅為指標興建的，大樓管理相當完善，相對的也保障到住戶的個人隱

私和安全。 

正因如此，簡明宇才會幫魏拓傑承租這間公寓好讓魏拓傑使用。是的，沒有錯，就連這間「一夜

情專門地」也是由他這個經紀人想辦法找到的。 

其實，他們兩人本來是住在一起，魏拓傑跟他的老家同樣位於南部鄉下，在台北都沒有可供落腳

的地方，他就跟魏拓傑合租一間兩廳兩房的公寓居住，原本魏拓傑很守規矩，可在某件事之後他

就性情大變，開始遊戲人間。 

看到魏拓傑的轉變，簡明宇只要求魏拓傑不要把人帶回家就好，其他的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只是，沒想到魏拓傑竟得寸進尺的要求自己幫忙找一間新住處，並且還要自己當司機接送，外加

幫他帶換洗衣物。 

一聽到魏拓傑這項無禮的要求，簡明宇當下的想法只有一個：魏拓傑真的太卑劣了，居然是這樣

使喚他這個經紀人的！ 

可這樣的想法也只有一瞬間，下一秒他連眉頭也不皺一下，非常爽快的答應了。 



至於為什麼自尊心甚高的自己會願意做這些？他並不想追究，從以前到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讓魏拓

傑紅，除此之外的事他一概不想去關心。 

這時，原本萬里無雲的湛藍天空突然開始下起傾盆大雨，淅瀝嘩啦的雨聲打斷了簡明宇的思考，

他現在非常慶幸自己最後仍選擇相信氣象預報，要不然只怕他進到公寓裡也淋成落湯雞了。 

車子行駛到了魏拓傑的公寓附近，簡明宇幸運的在馬路邊找到一個停車格，他將車子停好，先打

開車門，再拿起事先準備好的雨傘朝車外撐開，這才從容的走出車外。 

進入公寓跟管理員陳先生打聲招呼後，簡明宇就搭乘電梯直達十二樓，從步出電梯到走到魏拓傑

的住所門前，他的心情愈來愈陰鬱，實在是不想看到魏拓傑的炮友。 

雖然有這幢公寓的鑰匙，簡明宇還是選擇按電鈴好通知公寓裡頭的魏拓傑，提醒他和他的炮友記

得要把衣服穿好。 

沒想到，這次卻沒有像以前等得那麼久，門一下子就開了。 

「小明，早安啊。」一名穿著白色浴袍，襯得皮膚更顯黝黑的俊帥男生咧嘴笑著。 

「我說過好幾次了，不要叫我小明。」簡明宇對魏拓傑擅自亂取的綽號相當厭煩。 

魏拓傑只是維持一貫壞壞的微笑沒有說什麼，注意到簡明宇手上拿著的傘。「你出門前看了氣象

報告嗎？」 

「對啊，不行嗎？」簡明宇看到魏拓傑沒有請自己進去的打算，一臉不耐的撥掉他握著門板的手，

直接走進室內。 

魏拓傑帶著欣賞的目光端詳簡明宇脫鞋時微翹起來的臀部，這才緩緩開口，「所以我才說你一板

一眼，錯過很多生活情趣啊。你想想，如果你沒有早晨起來看氣象預報的習慣，就不會知道今天

會下雨，這樣的話，等來到我這，你就會因為被雨淋溼而在我公寓門口冷得直發抖、向我借浴室

洗熱水澡取暖。當我看到你可憐兮兮的模樣，就會由憐生愛，跟你說我也可以跟你一起洗，然後

就……」 

簡明宇不等魏拓傑說完，直接就把小行李袋裡的衣服拿出來扔到他臉上。「你給我住口，不准再

說下去了！」 

若任由魏拓傑繼續胡言亂語下去，只怕接下來淨是些不三不四的話，魏拓傑不該當演員，而是應

該要當編劇，居然這麼有想像力。 

「小明，我就不信你從來就沒想過這些。」從臉上拿下衣服的魏拓傑依然不怕死的說著。 

「我從沒想過這些，只有你才會想這些東西。」 

「對，我真的一直都在想著你。」魏拓傑的表情突然變得嚴肅。 

被這話嚇了好大一跳，簡明宇原本平穩的心跳變得異常急促，他知道魏拓傑想說什麼，而這一向

是他極力想避免的。 

魏拓傑完美的五官漾著魅惑，刻意靠近簡明宇，一下子就把簡明宇圍困在他與牆壁之間。 

「我一直都想著你。」低沉的嗓音透著深情，魏拓傑伸出指尖細細撫摸簡明宇俊秀的臉龐。「我

沒有辦法忘記那天夜裡發生的事……」 

「那是個錯誤，你還是趁早忘了吧，我也已經忘了。」簡明宇故作無情的阻止魏拓傑繼續說下去。 

「我沒有辦法忘記一年前的昨天我們發生的所有事情，就算我刻意在昨夜抱了男人，我的腦子裡

依舊都是你，想著你是如何迎合我，只要這樣想，我就意識到懷中的男人根本就不能跟你比。」 

「你講這樣的話，不怕你的炮友聽到嗎？」簡明宇稍早的心慌意亂已被魏拓傑話裡提到的男人平



復下來，口吻裡甚至還出現嫌惡。 

「他早走了。我知道小明不喜歡看到我帶來這裡的人，所以就在你來之前先把他給趕走了。」 

「是嗎？還真貼心啊。」簡明宇譏諷。 

「因為我喜歡你啊。」魏拓傑低頭想吻簡明宇，卻被簡明宇帶來的幾頁劇本給擋住。 

「看來你很努力融入等一下要拍的劇情，真是太敬業了。這是剛剛傳真到家裡修改過的劇本，你

沒忘記因為電視台不滿意結局的安排，所以劇本重新寫過了吧？換好衣服之後就趕快背一背吧。」
簡明宇隔著紙用力推了一下魏拓傑的臉，趁這個空隙快速從他的圍困中逃脫。 

魏拓傑拿下那幾頁劇本，一句話都不說，冷著臉拎著剛剛簡明宇扔給他的衣服走進房間換穿。 

簡明宇知道魏拓傑動怒了，但他並不想再多說什麼，魏拓傑的告白擾亂了他平靜的心，一年前他

因為一時貪杯而鑄下大錯，魏拓傑也是在那天跟他告白被拒，從此性情大變，他直到現在都深深

懊悔為何會跟魏拓傑發生關係…… 

他們不是已經說好要遺忘的嗎？為什麼還要刻意提起呢？簡明宇在內心嘆了一口氣。 

這時，換好衣服的魏拓傑從房間裡走出來了，簡明宇見了眼睛不禁為之一亮。 

雖然只是普通的黑色襯衫與深藍牛仔褲，但光這樣就讓魏拓傑精瘦的上半身與修長的雙腿表露無

遺，再加上他瀏海下那對細長、眼尾略微上揚的眼睛總是散發出一股孤傲的憂鬱，繼而帶出他獨

特的野性魅力。 

是的，當年他就是在街上看中了魏拓傑這雙眼睛。 

藝人光有美麗臉孔與完美身段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是否有吸引眾人目光的絕對魅力。 

這點他在魏拓傑身上發現了。 

那時魏拓傑是社會新鮮人，而他也正面臨人生最低潮的時候，萬念俱灰的他獨坐在露天咖啡座，

見到魏拓傑迎面走來的那一瞬，他的心就像被什麼東西給吞噬掉般，不由自主的被魏拓傑獨特的

眼神給吸引。 

他從沒看過這樣的眼神，雖綻放著強烈的自信，但卻又摻雜些許的憂鬱、寂寞，這樣矛盾的眼神

會讓看到的人不由自主興起縱使是飛蛾撲火，也想要和魏拓傑在一起的慾望。 

他當下便上前詢問魏拓傑想不想進演藝圈，並保證自己絕對可以捧紅他！而魏拓傑沒有當場拒

絕，抑或是說要考慮看看，而是一口氣答應，為此，他去貸款自組傳播工作室，只做魏拓傑這個

藝人，他們兩個人也就是這樣開始了這段解不開的孽緣。 

魏拓傑瞧簡明宇盯著自己的臉這麼久，不禁逸出一絲輕笑，擺出了拍照時的角度，以深情的眼神

誘惑的說：「我這張臉你都看這麼久了，若還可以看到呆掉的話，那就不要猶豫了，快點抓住我

吧。」 

簡明宇在魏拓傑充滿蠱惑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從那一晚之後就未再看過的深情，不得不說，在這

一刻他確實動了心，張開嘴正想說什麼，魏拓傑卻突然大笑了起來。 

「我的經紀人做事不專心喔，這段台詞明明是你剛剛拿給我的劇本裡的，可是你竟然沒有半點印

象，哈哈。」他很故意的把寫有那段台詞的劇本在簡明宇眼前晃來晃去，以證明所言不假。 

聞言，簡明宇登時傻了，一把搶過魏拓傑手上的劇本翻了翻，發現真的有這段台詞，被魏拓傑明

顯是在報復他的幼稚行為給氣得七竅生煙，想要開口反擊時又被魏拓傑給打斷。 

「再不出發就要遲到了，趕快走吧。」魏拓傑拎起簡明宇帶來的小行李袋，逕自越過簡明宇往大

門口走。 



簡明宇這才緊張的看著手錶，發現真的如魏拓傑所說他們就快要遲到了，讓劇組等人是大忌，他

趕緊急匆匆的跟隨魏拓傑的步伐走。 

不過，就在搭乘電梯到了一樓大廳，經過公寓管理室時，魏拓傑卻把承租的公寓鑰匙還給了管理

員。 

「魏拓傑，你怎麼……」簡明宇話還沒講完，再度被魏拓傑搶走了發言權。 

「把你的備份鑰匙給我。」魏拓傑伸出了手，口吻是容不得拒絕的堅定。 

簡明宇就算想說什麼，也礙於陳先生也在場不太方便，只好先忍住氣，乖乖把鑰匙遞上。 

「陳先生，鑰匙都在這裡了，謝謝你這段時間的照顧。」魏拓傑對陳先生扯出了職業笑容。 

陳姓管理員也禮貌的回禮。「沒這回事，魏先生太客氣了，只是一想到再也無法看到魏先生圈子

裡的祕辛，覺得有點遺憾就是了。」 

言下之意就是魏拓傑沒有節操，每次帶回來的人都不一樣，讓他大開眼界。 

簡明宇大腦一片空白，盯著眼前魏拓傑與陳姓管理員一副心照不宣哈哈大笑的模樣，此時此刻他

總算能明白養不教父之過的心情是怎樣的了。 

該死，他丟臉丟到頭都抬不起來了，魏拓傑這傢伙居然還可以笑得一派輕鬆，可恨啊！ 

「為什麼要把那間公寓退掉？」簡明宇一邊開車，一邊對坐在後座的魏拓傑提出疑問。 

「膩了。」魏拓傑只丟出兩個字。 

「膩了？這不像你會說出的答案，我看你還滿樂在其中的。」簡明宇出言嘲諷。 

魏拓傑輕笑一聲，突然傾身靠近簡明宇，惡作劇的用指尖撥弄一下他小巧可愛的耳垂，甚至還將

嘴巴湊上前吹了一口氣。 

「你吃醋了嗎？」 

這充滿性暗示的語氣嚇得簡明宇手上方向盤一抖，差點撞上前方的車，透過後視鏡，他看到魏拓

傑已經重新坐回去，臉上依然維持那副該死的輕鬆樣，一想到剛才的驚險，他忍不住把滿腔的怒

意都發洩在魏拓傑身上。 

「你少開無聊的玩笑，你知道剛剛差點出車禍嗎？你不想活，我還想活呢！」 

「你就是一直拘泥在過去的無聊事裡才會走不出來，發生就是發生了，能怎麼辦呢？時間又不會

倒流，只要我們沒事不就好了。」 

簡明宇不說話了，魏拓傑的話或許沒有別的意思，對他來說卻是勾起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即

使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他還是不能忘記，甚至只要回想起一點點殘渣，依然能讓他心痛得就快要

爆炸。 

「為什麼不說話？」魏拓傑注意到簡明宇的不對勁，再度靠近簡明宇，他的眼裡淨是對簡明宇的

關懷，只可惜簡明宇沒有看到。 

「沒什麼好說的。」為了掩飾心情的不穩，簡明宇故作冷淡的道。 

「我從今天開始就會回去住，你沒問題吧？」魏拓傑像是要試探什麼般小心翼翼的詢問，跟他平

常我行我素的個性大相逕庭。 

簡明宇因為太過沉浸在自己的悲傷裡，並沒有注意到魏拓傑迥異以往的問話方式，只不耐的回了

一句，「能有什麼問題？我們不一直都是這樣嗎？」 

「是啊，我們一直都是這樣……」魏拓傑的口吻夾雜了淡淡的憂傷，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才會雙雙困在死胡同裡繞不出去。 



車裡的兩個人各懷心事不再開口，就這麼一路沉默的駛向目的地。 

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兩人終於趕到一幢位於懸崖上的別墅。 

好在有準時趕到劇組。停好車的簡明宇霎時鬆了一口氣，趕緊把魏拓傑給趕下車，讓等著上工的

化妝師與服裝師幫他打理造型。 

等一切都準備就緒，魏拓傑與女主角就定位，在導演的指示下開始進行拍攝。 

簡明宇頂著大太陽，站在工作人員後面盯著魏拓傑演戲的情形，由於看得太過專心，以至於沒有

注意到身旁有人靠近。 

「簡先生。」一道男聲突然傳進簡明宇的耳內。 

簡明宇嚇了一跳，他趕緊轉頭，發現是偶像劇的製片。「林製片，原來是你啊。」 

「不好意思嚇了你一跳，我不知道你看魏拓傑看得這麼專心。」林製片取笑著。 

簡明宇難得臉紅了，在心中自我辯解：我只是因為太陽很大才臉紅，絕不是因為魏拓傑！ 

「經紀人本來就要隨時瞭解藝人的狀況。」他乾笑著說。 

「我知道、我知道，只是開玩笑的。」林製片笑得更開心了，一副惡作劇成功的模樣。「不過，

明明才下過一場雨，怎麼天氣還是這麼熱呢？發現下大雨的時候，我本來還想說今天可能沒法拍

攝了，還好雨沒有下很久，來得及趕拍。」 

「是啊，真是好險。可是林製片，高層為什麼會對原本的結局不滿意呢？」簡明宇見到林製片轉

移了話題，也順著談起工作上的事。 

「哼，還不是因為大家都愛看有情人終成眷屬，說什麼原本的結局收視率不會好，難道他們不覺

得不完美的結尾更有想像空間嗎？算了，反正戲是電視台出錢製作的，我們只能拍到讓他們滿意

為止。」林製片的口吻相當不屑，道出了電視台為了營利而扼殺創意的事實。 

見到林製片激動的模樣，簡明宇反而不知該接什麼話，兩人沉默了好一陣，最後是重新調好心情

的林製片解除了這份尷尬。 

「對了，你有聽過安龍平導演嗎？」 

「我知道。他是這幾年竄紅的鬼才導演，專門拍一些跟社會議題相關的題材，常在國外影展得到

大獎，怎麼了嗎？」 

「我上個禮拜跟他接觸過，他正籌備一部新電影，希望我可以去幫他的忙。電影內容大致是在探

討校園暴力的問題，敘述男主角發現自殺去世的妹妹是因為不堪長期被同學欺凌才走上絕路之

後，就開始向欺負他妹妹的同學展開報復的故事。」 

「還滿黑暗的題材呢。」 

「劇本裡對男主角的殺戮有詳細且深刻的描述，需要有一個能拋開偶像包袱的年輕男演員來演，

所以我向安導推薦了魏拓傑。」 

「因為魏拓傑的花邊消息多，也算比較沒有偶像的包袱？」 

簡明宇雖然故意開著玩笑，但心裡想著如果林製片真的同意他說的話，那麼就算是有名氣的導演

所執導的作品，他也會一口氣回絕，這種不名譽的推薦不要也罷，他得維護自家藝人和他自己的

自尊心。 

「不，我是欣賞魏拓傑的演技，他本身就有種亦正亦邪，又摻雜憂鬱的特殊氣息在，我相信他可

以勝任這種悲劇英雄的角色。你也不想他一直毫無突破，總是演差不多的角色吧？」 

林製片最後一句話點中了簡明宇的心事，他不禁將視線轉移到正與女主角對戲的魏拓傑身上，雖



然魏拓傑的臉部表情依舊生動，但就是沒有剛踏進演藝圈時那樣充滿熱情，會不會他也覺得一直

演這種愛情偶像劇，實在是太對不起他與生俱來的演戲天分？ 

「收工！」 

導演的喊聲震天把簡明宇從思緒中拉回現實，他隨即看到魏拓傑以超乎尋常的速度衝到自己面

前，表情也相當的臭。 

「小明，你剛剛跟林製片在說什麼？」 

「我不是說過別叫我小明了嗎？你居然還在大家面前叫這麼大聲！」簡明宇簡直快被魏拓傑給氣

死，難道這傢伙非得要逼他討厭父母給他取「明」這個宇才甘心嗎？ 

「你剛剛跟林製片在說什麼？說這麼久。」魏拓傑不甩簡明宇的抱怨，他只知道方才他不經意看

到林製片跟簡明宇狀似親密的畫面，強烈的妒意頓時充塞全身，害他差點演不下去。 

「只是在說工作上的事情而已。」簡明宇含糊帶過，他不想現在就跟魏拓傑講安龍平導演的事，

打算等收工回家之後幫魏拓傑準備好晚餐後再慢慢說。 

「真的只是這樣嗎？」魏拓傑的舉止活像懷疑老婆紅杏出牆的老公。 

「真的啦！再說你管這麼多要幹什麼？先去把這身衣服給換下來，別忘了等一下還要去拍廣告。」
簡明宇直接把魏拓傑推走，示意他去更衣。 

魏拓傑原本還想說什麼，但一想到接下來的工作行程，也就摸摸鼻子乖乖地去更衣了。 

見到魏拓傑難得乖順的樣子，簡明宇鬆了一口氣，不過，他因為魏拓傑而加速的心跳，並沒有隨

著魏拓傑的遠離而恢復正常，在他看到魏拓傑像個孩子般執拗的逼問他時，他的內心產生了連自

己都不明白的悸動…… 

第二章 

簡明宇帶著魏拓傑去攝影棚拍攝廣告，接下來又趕去進行雜誌訪問，等到一連串的行程跑完，已

經是晚上八點多了。不過這時間就可以結束工作，對魏拓傑來已經算很難得的了。 

開著車準備載魏拓傑回家，簡明宇在心中盤算著先繞去超市買些菜，做頓營養的晚餐給魏拓傑

吃，畢竟早餐與午餐都是隨便在路邊買好直接在車上解決，再加上魏拓傑已經連續一個禮拜都在

那間公寓過夜，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好好吃飯，所以今天的晚餐一定要幫魏拓傑準備得很豐盛

才行。 

「小明，我等一下跟朋友有約，你在前面路口讓我下車吧。」坐在後座的魏拓傑突然丟出一句話。 

一聽，簡明宇的好心情馬上被這句話打壞，並不是魏拓傑又叫他小明的關係，而是在懷疑魏拓傑

是不是又不想回家過夜？另外，晚餐要怎麼辦？ 

他有滿肚子的疑問想問問魏拓傑，可是又拉不下臉來，實在是這些問話太像熱戀中的女朋友，他

根本問不出口。 

「你什麼時候跟朋友有約，我怎麼不知道？」他只能掩蓋心中真正的情緒，改用旁敲側擊的方式

來詢問。 

「定清剛剛傳簡訊約我，我想今天難得收工得早，就想跟他喝一杯再回去。」魏拓傑亮了亮手上

的手機。 

簡明宇知道石定清是魏拓傑的好友，不過他更在乎的是魏拓傑最後說的「喝一杯再回去」，意思

是他會回家囉？ 

想到這裡，簡明宇原本鬱悶的心情霎時又明亮起來，但他不想讓魏拓傑發現，故意裝作不在乎的



樣子。 

「是嗎？我知道了。」 

「其實，你很怕我不回去過夜吧？」魏拓傑突然以一副看透簡明宇的口吻說道。 

有這麼明顯嗎？簡明宇嚇了一跳，趕緊出聲辯駁，「我巴不得你不要回來。」 

聽到簡明宇說出令自己不是太滿意的話，魏拓傑不怒反笑。 

「你真該看看你剛剛講話的樣子，活像是鬧彆扭的少女一樣。我的經紀人還真可愛，一點都不像

已經三十歲的人。」 

聞言，簡明宇青筋都要爆出來了，此時此刻他多想把魏拓傑給扔出車外，笑他像女人也就算了，

居然還拿年紀的問題來大作文章，真的是很該死的傢伙！ 

「喂，你該不會生氣了吧？雖然你比我年長六歲，但其實熟男很夯的，現在的女人都愛這一型，

要有自信一點。」魏拓傑還不怕死的拍拍簡明宇肩頭以示安慰。 

「還真的是謝謝你的安慰啊。」簡明宇皮笑肉不笑，咬牙切齒的說。「好了，已經到了，你可以

下車了，趕快滾吧！」 

「我的經紀人又生氣了啊？真是受不了的可愛耶。」魏拓傑邊取笑邊將身子往前傾，緊接著大手

捏住簡明宇的下巴，輕輕往自己的方向一壓，就這麼往簡明宇的頰側親去。 

瞬間，某種情感在簡明宇的心中爆炸開來，燒得他全身血液沸騰，飽受驚嚇的他立刻閃開。「你

在幹麼？！」 

看到簡明宇緊張到瞪大雙眼的樣子，魏拓傑實在是覺得好笑。「你幹麼嚇成這樣？我只是想跟你

Kiss goodbye 一下而已。」他輕佻的對簡明宇拋了一記充滿魅力的媚眼。 

簡直是登徒子！簡明宇嚇得說不出話來，兩眼睜得大大的，嘴巴也張得開開的目送戴上墨鏡與帽

子的魏拓傑下車。 

看到魏拓傑消失在馬路的轉角處，他才像被雷打到般驚醒過來，唯一殘留在腦袋裡的畫面依然是

剛剛被魏拓傑輕吻頰側的經過，還有胸口像被什麼給燙著般，異常的灼熱。 

魏拓傑小心翼翼的走在街上，謹慎的不讓路上的行人認出他來。 

跟他約喝酒的是他從大學時代就相交至今的好友石定清，也唯有在石定清面前，他才會揭下臉上

虛假的面具，以最真實的自我坦承相見。 

除了石定清，他也曾跟簡明宇交心，但自從一年前的事後，他們兩人的關係就不復以往了…… 

一塊寫著「It’s MLB」並被無數七彩小燈炮圍繞著的招牌赫然出現在街角處，那便是石定清所經

營的美式棒球酒吧。 

打開同樣圍繞著七彩小燈炮的木門，馬上就傳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魏拓傑並沒有被嚇到，反而

露出了然的微笑，那陣幾乎快把屋頂給震翻的歡呼聲提醒了他今天是國際球賽舉辦的日子。 

石定清當初開設這間美式酒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聚集同是大聯盟支持者的同好，以至於這間酒

吧除了走到底的那片牆設有大螢幕之外，天花板還懸掛著大約十座的液晶電視，專門在這樣的日

子裡讓在場的客人能夠無死角的觀賞衛星轉播，剛剛會引起所有人這麼瘋狂的迴響，想必是打出

安打或全壘打吧？ 

知道酒吧裡所有人都忙著看賽事，並不會注意到自己，魏拓傑的警戒心鬆懈下來，憑著之前多次

來訪的印象走進酒吧角落裡，那裡有石定清為他設計的一間隱密包廂，一開門進入，就發現石定

清正在包廂裡看著電視上轉播的大聯盟賽事。 



「拓傑，你來了。」一見到魏拓傑，石定清立刻用遙控器把電視關掉。 

「你應該很希望我晚點來吧。」魏拓傑坐到他身邊打趣著。 

「怎麼會呢？我已經看到那支安打了，剩下的回家看錄影就好了。朋友當然比棒球重要嘛！而且

我想你最近演的那部偶像劇快下檔了，想找你聚聚最好趁現在，不然等你又投入另一部偶像劇，

我們不知道還要過多久時間才能見面。」 

「想約我的時候就約啊，不用顧慮到我的時間，反正你這間酒吧不是都開到凌晨四點嗎？」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那麼就算你在女人的溫柔鄉裡，我也會把你給挖出來喝酒，到時可別怨我

喔。」石定清邊開玩笑邊幫魏拓傑倒酒。 

「那你也要挑對時間，如果正巧挑到我忙到一半的時候，那就恕難從命啦。」魏拓傑瞹昧的比比

下半身，臉上掛著痞痞的笑容，跟著豪爽的把酒一口氣灌下肚。 

「我為了你放棄看棒球，你就不能為了我臨陣撤槍嗎？你這個沒義氣的傢伙！」石定清笑罵著，

順勢又往魏拓傑的酒杯裡倒酒。 

「你又不是第一天認識我。」魏拓傑又豪氣的再乾一杯。 

「說實話，你真的很行！你這齣偶像劇不只叫好又叫座，收視率每集都飆到二十以上，我都有在

店裡放給大家看呢。對了，我找你來最大的原因是下週就要播結局了，但我一直很想知道，女主

角盈萍到底是會跟你這個浪蕩不羈的攝影師弟弟在一起，還是跟身為企業大亨的大哥在一起？」 

「男主角從頭到尾都是我，你說女主角會跟誰在一起？」魏拓傑沒想到石定清居然只為了想提早

知道結局才找他出來敘舊，真是掃了他的酒興。 

不過說也奇怪，雖然他主演的戲收視率都挺高的，但這齣戲的賣點是很通俗的三角習題，卻還可

以造成這麼大的迴響，甚至還締造了電視台開台以來最高的收視紀錄，樂得高層趕緊對導演施

壓，要把原來的二十集的集數剪成二十五集，好賺取更多的廣告費。 

因為電視台的貪念，害得原本設定好的緊湊劇情變得超級拖戲，也讓他愈演愈沒勁，只是大家似

乎都沒發現到，收視率一樣很好，也許大家要的可能不是他的演技，而是他的臉吧？ 

魏拓傑洩憤性的喝下第三杯酒，不知是不是受到心情煩悶的影響，酒的苦澀味比前兩杯還要濃厚

得多，令他不禁皺眉。 

偏偏石定清遲頓到沒有察覺好友的心情，還因為結局普通而大發牢騷，「什麼，結局這麼普通啊？

早知道不問你了，至少下週看結局時還有點期待，我本來在想女主角會不會乾脆兩個都不選！」 
聞言，魏拓傑有些吃驚地瞥了他一眼。原本設定好的結局確實是女主角兩個都不選，而是選擇出

國追逐夢想，但電視台高層怕惹民怨，轉頭施壓要編劇重寫劇本，如果他對石定清說出實話，不

知道石定清會不會因此對電視台感到失望？ 

「算了，不談這個了。你呢？繼續跟簡明宇合作下去，這樣好嗎？」石定清知道魏拓傑喜歡簡明

宇很久了，無奈始終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沒什麼不好的，自從一年前把他灌醉拖上床後，他就對我十分冷淡，我為了氣他，這一年下來

跟無數的人上床，身為賣臉的偶像，最要不得就是太多的緋聞吧？沒想到他居然跟八卦記者打交

道，買下無數張我跟別人開房間的照片，留在檯面上只剩一些不痛不癢的小緋聞。」魏拓傑鬱悶

的淺酌了一口酒。 

石定清見到魏拓傑不打算再開口，索性幫他說下去。「然後你看簡明宇無關緊要的樣子，為了想

踐踏他的自尊心，就要他幫你租間公寓，省得老是在外開房間，沒想到簡明宇居然很乾脆的答應



下來，讓你更不爽了。」 

魏拓傑臉色陰沉，一想起簡明宇那副爽快答應下來的模樣，若非當時還有那麼一絲理智的話，只

怕他已經把簡明宇給活活掐死了。 

「當初看到小宇臉上出現那種總算把我給搞定的表情，就讓我覺得自己像個無理取鬧的孩子，也

驚覺我不是在羞辱他，而是在自取其辱。」他忍不住用以前的暱稱叫簡明宇，悲慘的笑了笑，又

將酒杯裡的酒一飲而盡。「我用盡力氣想忘記他，變本加厲的跟更多人搞在一起，但是換來的依

舊是空虛，所以我認了，我不會放棄，我打算重新追求他，即使他不想看我的臉，我也會硬逼他

轉頭看著我，絕不會像當年這麼輕易就退縮，而且我不相信他真的對我沒感情。」 

見到魏拓傑重新燃起久違的鬥志，石定清放心了，也舉起酒杯，咧嘴大笑。 

「祝你成功！」 

挫敗已經從魏拓傑的眼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勝券在握的自信。 

簡明宇盯著餐桌上的菜，雖然只是四樣簡單的家常菜，但也是他先去超市採買再趕回來做好的，

可是現在都十一點了，飯菜全冷掉了，那個該死的魏拓傑卻還沒回來。 

他都餓到頭發昏了，為什麼魏拓傑還不回來？簡明宇皺著眉，摸摸飢腸轆轆的肚子，偏偏他又不

能像女人一樣猛打電話，如果他真的這麼做，一定會被那傢伙給取笑的。 

哼，不回來就算了，他自己吃！簡明宇洩憤的拿起筷子夾了幾口菜塞進嘴裡，又低頭猛扒幾口飯，

只是一吃進冷掉的飯菜，巨大的孤獨感瞬間包圍住他，使他覺得自己好像變成了一個笑話。 

對魏拓傑到底有什麼好期待的呢？為什麼他非要把自己搞得這麼悽慘？如果不是魏拓傑跟他說

會與以前的靡爛生活做切割，他或許就不會跟個傻瓜一樣，滿心喜悅的做出這些根本就不會有人

來陪他吃的菜了。 

「可惡……」居然會有想流淚的衝動，他討厭這麼軟弱的自己！ 

情緒低落到就連吃飯的心情也沒有了，簡明宇索性把碗筷全丟進洗碗槽裡，再把餐桌上的菜全都

冰進冰箱，打算洗個澡就去睡覺。 

玄關處卻在這時傳出大門被人開啟的聲音。 

魏拓傑回來了？簡明宇心裡一震，直接衝到玄關去一探究竟。 

門口果真出現魏拓傑的身影，不過明顯搖搖欲墜，眼看他重心不穩即將跌在地上，簡明宇立刻飛

奔上前將人扶好。 

「魏拓傑，你是喝了多少酒？」聞到魏拓傑身上濃重的酒味，簡明宇皺起眉頭，不滿的問。 

「只……只喝了一點。」魏拓傑嘻笑著對簡明宇比了一點點的手勢。 

「你這樣最好是只喝一點點啦！」簡明宇沒好氣的吐槽。 

他對魏拓傑任他在家守著一桌菜癡癡的等，自己卻喝到爛醉的行為感到生氣，但即使生氣，考慮

到這樣的行為也許會造成現實上的問題，他強逼自己把真正的情緒給壓抑下來，用嚴肅的口吻

問：「定清送你回來的？你應該不會以這副德性在街上亂走吧？」 

「定清請人送我回來，他自己也喝了不少。」魏拓傑打了個酒嗝。 

那就好。簡明宇安心了，他可不想在隔天的報紙上看到記者拍下自家藝人喝得爛醉逛大街的照片。 

「你是在擔心記者拍到我喝醉酒的樣子嗎？」看穿簡明宇的思緒，魏拓傑惡聲惡氣的說：「你在

乎的重點就只有我的形象嗎？撇除了形象，其他的一切對你而言難道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為什麼要這麼說？」簡明宇對魏拓傑勃然大怒的樣子感到吃驚，甚至還有些生氣。 



最該罵人的人是他吧，這傢伙有什麼資格發脾氣？他可是一直挨餓在等魏拓傑回來耶！ 

「難道我不能說嗎？你為什麼就不能關心的問我一下，我喝這麼多酒的原因？為什麼每當有事情

發生的時候，你最先關心的永遠是形象問題？」魏拓傑藉著醉意，把心中壓抑多時的鬱悶一口氣

發洩出來。 

「魏拓傑，你在發什麼神經？你是小學生嗎？講出來的話這麼幼稚。我是你的經紀人，不在乎你

的形象的話，我算什麼經紀人！」簡明宇也動怒了，他沒想到魏拓傑竟會這麼的不成熟，活脫脫

就是個為了吸引父母注意，而故意耍叛逆的小孩。 

「那你會為了我的形象問題而跟我上床嗎？」魏拓傑暴怒的眼神瞬間變得陰沉。 

他的神情轉變之快，一時之間讓簡明宇難以招架，也被魏拓傑說的話給嚇到了。 

「你……你說什麼？」 

「我說我現在有急迫的性需求，你願意委屈一點讓我上嗎？還是說你可以法外開恩一下，讓我用

現在這副酒鬼模樣去街上隨便找人上？」 

「魏拓傑，你在開什麼玩笑嗎？！」簡明宇知道魏拓傑是故意在威脅自己，他怎麼也沒想到這人

竟然可以無恥成這樣。 

「幹麼裝清純，我們又不是沒上過床，我今天早上不是說了嗎？你被我壓在下面的樣子，真的是

銷魂到讓我難以忘懷，放心，我會很溫柔，丕會弄痛你的。」魏拓傑為了證實自己所言不假，還

刻意用已經勃起的分身頂了一下簡明宇。 

「你……」倒抽口涼氣，他驚愕的盯著神情不像是在說笑的魏拓傑，驚慌失惜的不知該怎麼辦才

好。 

「不答應的話，我現在就出去隨便找個人上。」魏拓傑當真放開了簡明宇，轉身作勢要出去。 

「等一下！」簡明宇慌張的大叫。 

魏拓傑好整以暇的轉身盯著簡明宇，那神情像極了偷腥成功的貓。 

下流的傢伙！簡明宇氣得咬緊下唇、握緊拳頭，卻也明白在極有可能出演安龍平導演電影的敏感

時刻，魏拓傑絕不可以在這個節骨眼上出包。 

「僅此一次，下不為例。」 

聞言，魏拓傑扯出一抹邪佞的微笑，簡明宇看見了，他明明應該覺得受辱、覺得委屈，可是心裡

卻產生了被魏拓傑緊緊攫獲的竊喜，就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何會有這種感覺。 

魏拓傑越過他走進房間，簡明宇忐忑不安的跟著走了進去，見魏拓傑維持一貫不可一世的笑容站

在床尾看著他，他登時覺得自己有如被蛇給盯上的青蛙般動彈不得。 

在跟魏拓傑進來房間的這一路上，簡明宇對自己下的決定仍感懷疑，不清楚這樣做到底對不對？

可是，現在的局面已經是騎虎難下，他再怎麼想反悔也不可能了。 

「脫衣服吧。」魏拓傑下了第一道命令。 

簡明宇全身僵硬，手指指尖都在細細顫抖，現在的他就像是實驗室裡的青蛙般，只能任人宰割。 

魏拓傑見簡明宇遲遲沒有動作，唇角逸出一絲戲謔的笑。「怎麼？難道是在等我幫你脫衣服嗎？」 

「不、不是！」簡明宇嚇了一跳，僵硬的手移到腰間，一想到要在魏拓傑面前脫下褲子，他就倍

感羞恥。 

「快脫啊。」魏拓傑非但不幫忙解套，還可惡的落井下石。 

簡明宇恨恨的瞪了魏拓傑一眼，顫巍巍的繼續動作，在他終於扯下皮帶並要解開褲頭時，魏拓傑



卻一個箭步來到他面前。 

「太慢了，還是我來吧。」對於簡明宇的龜速，魏拓傑實在是等不下去了。 

在簡明宇還沒反應過來前，魏拓傑倏地一手攬住他的腰肢，一手摘掉簡明宇臉上的眼鏡隨手扔掉

後，俯下頭直接吻上他的唇。 

一觸碰到簡明宇這兩片闊別一年之久的唇瓣，魏拓傑好似沾上花蜜的蜜蜂般，不斷吸吮簡明宇唇

中的汁液，捨不得放開。 

「嗚嗚……」 

簡明宇用力掙扎著，無奈他愈掙扎魏拓傑就抱得更緊，感覺到舌尖被魏拓傑深深吸吮，大腦一時

有了無法言說的快意，這使他的腰在瞬間軟化下來，整個人深陷在魏拓傑的懷中不再掙扎，還下

意識的回應起魏拓傑的熱吻。 

他想起一年前與魏拓傑歡愛的經過，那時因為成功幫還是新人的魏拓傑談妥了一齣偶像劇的演

出，而且還是男主角，他們在客廳裡開心的喝酒慶祝，幾杯黃湯下肚，喝醉的魏拓傑就跟同樣也

喝醉的他告白了，之後就發生了關係。 

小宇，我喜歡你。 

當時魏拓傑真摯的眼神現在依然深深烙印在簡明宇的靈魂深處，那時的情感是如何在身體裡澎

湃，他沒有遺忘，如今過往的記憶與現在合而為一，他的舌與魏拓傑的更加熱情的交纏在一起，

就連口腔與牙齦也沒有放過，仔細的舔吻，就像是要補償這一年來的空白。 

在簡明宇被吻得幾乎要斷氣的時候，魏拓傑適時離開了簡明宇的唇瓣，俯視紅著臉的簡明宇不斷

喘息、努力調節呼吸的可愛模樣，讓他覺得簡明宇全身都染上了一股令人垂憐的美，誘發腿間產

生了悶痛的生理反應。他無法再壓抑體內高漲的情慾，將簡明宇推往房間的門板上，用力扯開簡

明宇身上的襯衫。 

釦子四處飛散，紛紛跌落至地面，這清脆聲使得簡明宇心頭猛然一震，身體的溫度也一下子竄高。 

「緊張嗎？」魏拓傑用食指與大拇指搓揉簡明宇的乳尖，被慾望染得深沉的眼瞳正一眨也不眨的

觀察簡明宇臉上的細微變化。 

「怎、怎麼可能？」簡明宇忍著不發出呻吟聲，倔強的不肯承認。 

即便如此，他卻不得不承認，在衣服被魏拓傑撕開的剎那，那種即將被擁抱的事實也在他的下腹

引起了騷動。 

「呵，還嘴硬。」彷彿要懲罰簡明宇的不誠實，魏拓傑低下頭用力吸著他的乳尖。 

「嗯啊……」感受到魏拓傑孟浪的吸吮，簡明宇忍不住發出一聲輕吟，加上原本就被魏拓傑用指

尖狎弄茱萸所產生的陣陣酥麻快感，一時之間就連膝蓋都在瑟瑟發抖。 

「你還是跟以前一樣敏感，你的腰都起雞皮疙瘩了。」魏拓傑從簡明宇的胸前抬起頭取笑著。他

的另一隻大手正愛撫簡明宇的纖腰，透過手掌感受簡明宇肌膚上浮起的一顆顆小顆粒。 

「別、別說。」簡明宇的心油然生出一股羞恥感，快速伸出手想遮住魏拓傑亂說話的嘴巴，誰想

魏拓傑卻惡意的伸出舌尖舔了一下他的手掌。 

簡明宇像觸電般迅速縮回手，持續喘著氣，尤其當他看到魏拓傑刻意在自己面前用舌頭舔弄著自

己的乳尖時，他的氣息更顯紊亂，就連下腹的悶漲感也愈來愈濃厚。 

魏拓傑知道自己已經成功挑逗簡明宇，揚起一抹邪笑後，就把簡明宇拉到床上，一幫簡明宇擴張

好後穴，就匆忙拉下褲子拉鍊，掏出蓄勢待發的熱楔，將簡明宇的雙腿纏在自己的腰上，也不管



簡明宇是否做好準備，直接長驅直入的插進深處。 

「啊！」巨大的刺激讓簡明宇仰起頭發出悲鳴，他使力緊掐魏拓傑的肩頭，雙腿緊緊環住魏拓傑

的腰，最要命的是他竟然因此射了。 

當白濁射在魏拓傑緊實的腹部上時，他的大腦霎時間陷入一片空白，完全無法思考，而深埋在他

體內的魏拓傑並沒有如進入時的蠻橫，反而像企圖誘惑他般小幅度的進攻，這樣的認知，使簡明

宇剛釋放的下體又出現了一陣陣微麻的快感，再度抬起頭來。 

「小宇，你知不知道你剛剛吸得我好緊，害得我差點也射出來，你裡面真的好熱、好有感覺。」 
魏拓傑在他耳朵吹著熱氣說話，簡明宇敏感到後頸的汗毛因此豎立，全身都直打哆嗦，尤其魏拓

傑強勢的在他體內撞擊時，腰骨漾起的酥麻感更甚，顫憟的快意使他產生腰會不會就這麼斷了的

錯覺。 

快感反覆地折騰著簡明宇，他把平日的矜持都拋棄了，隨著一波波如潮水般湧來的歡愉放肆浪叫

著，甬道內任何可以引起強烈反應的地方都被魏拓傑狠狠的頂弄過，巨大的衝擊幾乎讓他全身的

神經因此斷裂，哭著哀求魏拓傑放過他，但魏拓傑還是可惡的欺負著他。 

不知過了多久，再也受不了魏拓傑的進攻，小穴強烈的收縮，背也變得僵直，在最強的快感來襲

之前，魏拓傑算準了時機，用盡身體全部的力氣般的往他體內最深處猛然撞擊…… 

一簇簇火花在簡明宇的大腦內綻放開來，蓄積多時的慾望瞬間噴灑出來，他也因這巨大的快意發

出高亢的呻吟，魏拓傑也同時在他體內射出。 

這一夜，魏拓傑就像索求無度的慾獸般不停的在簡明宇身上尋求慰藉，不知做到第幾次，簡明宇

的體力終於不堪負荷，在魏拓傑懷裡暈了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