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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三點，孫閎宇和妹妹孫閎茹一起坐在咖啡店裡等人。  

孫閎茹三個多月前大學畢業，好不容易才說服母親答應讓她跟另外兩個好友到臺

北工作，早就在臺北生活的孫閎宇也樂見其成，主動幫三人找了間屋況還不錯的

公寓居住。  

上個星期妹妹搭公車上班，沒想到遇到色狼，膽子一向不大的妹妹嚇得不知所

措，幸好當時車上有一名女乘客發現妹妹表情有異狀，幫忙揪出色狼，而公車司

機也馬上報警，將色狼送去警局。  

妹妹向那名女乘客問了姓名和電話，後來打電話給對方，聊過之後才知道對方是

個律師，原本妹妹打算請女律師吃飯，但女律師認為只是幫個小忙而已，不需要

請吃飯，最後改成請喝咖啡。  

知道妹妹要跟對方見面，孫閎宇決定陪妹妹一同前來，這杯咖啡由他請，他也想

親自向對方道謝。  

此時他的手機響起，他看了下來電顯示，跟妹妹說了聲之後，起身欲走到咖啡店

外接聽電話。  

孫閎茹看著綁著小馬尾，連背影都顯得帥氣有型的哥哥，忍不住嘆了口氣，她哥

哥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從良」呢？  

比她年長四歲的哥哥，從小功課好，長相出色，剛剛她和哥哥一起走進咖啡店，

她馬上注意到不少女客人的目光都被哥哥吸引過來了，她也一直以哥哥為傲，在

她的眼裡，誰都比不上自家哥哥。  

她知道哥哥大學時期曾在一間美式酒吧打工，而上個月哥哥請她還有兩個好友到

酒吧玩，她才知道原來哥哥退伍之後又去了那間酒吧工作。  

雖然那間酒吧不像一般夜店那樣，給人龍蛇混雜的感覺，店內有不少外國客人，

酒吧老闆還讓哥哥當店長，薪水也挺不錯的，但酒吧的工作聽起來就不是很「正

派」，而且哥哥有時還要跟客人喝酒，加上長期的夜生活，肯定會對身體健康產

生不好的影響。  

還有，那天在酒吧，她可是親眼見到有不少性感美女親暱的黏在哥哥身邊說話，

看起來很曖昧，感覺哥哥的男女關係很複雜。  

她希望哥哥不要繼續在酒吧工作，也勸過他好幾次，但他都開玩笑的叫她不用擔

心，並答應她有天他會「從良」，但她怎麼聽都覺得哥哥是在敷衍她。  

走到咖啡店外後，孫閎宇開始吩咐事情，其實打電話給他的是副店長阿澤，要問

店內補貨的事，不過他知道妹妹不喜歡他在酒吧工作，因此他都盡可能不在她面

前提到工作的事，免得妹妹又要叨唸一番。  

老實說，他不覺得在酒吧工作有什麼不妥，至於妹妹擔心他染上「壞習慣」，那

她也太小看他的智慧了，總之，他對目前瀟灑自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還算滿意，

暫時沒有「從良」的想法。  

講完電話，孫閎宇正要走回店裡，就見一名年輕女子自前方的計程車上下來，那

個女人並非長得多美豔，但也的確是個美女，然而真正吸引他目光的，是她散發



出來的氣質，她的眉眼間充滿英氣，一雙明眸炯炯有神，這個女人美在氣質，個

性鮮明，率性獨立。  

女人往咖啡店走過來，看了眼站在店門口的他，兩人視線對上，孫閎宇馬上露出

萬人迷的俊帥笑容，有不少客人說過沒見過比他笑起來更好看的男人，甚至還有

男客人開玩笑說差點就要被掰彎了。  

可是她的反應卻讓他錯愕了，他看見她皺起英氣十足的雙眉，那雙明眸也充滿著

戒備，他可以感覺得出來，她不只對他有所警戒，更像是在警告他生人勿近，否

則後果自行負責，如果她是隻小母獅，不用懷疑，他一靠近，肯定會被狠咬一番。  

萬人迷的招牌笑容失靈了，還被賞了白眼，但孫閎宇不但沒有生氣，笑意反而更

深了，這個女人怎麼會這麼可愛又有趣？只是逗一下，就一副想咬他的樣子，那

逗兩下呢？他莫名很想知道答案。  

紀書媛看著眼前的男人，她很確信自己不認識他，更不明白他為何對自己笑得那

麼……白目？是示好還是搭訕？不過不管原因是什麼，她對這種看起來有點雅

痞、有點輕浮，甚至有點厚臉皮的男人沒有一絲好感。  

而且她都繃起臉來了，他卻笑意不減，怎麼，難道他是智商有問題？  

她不知道他想要做什麼，也不想知道，看著他不錯的相貌，她猜他也許只是個無

聊至極的花花公子罷了。  

紀書媛不再理會對方，大步往前走，越過男人，進入咖啡店。  

被徹底無視的孫閎宇跟著走了進去，他看到女人像是在找人，最後，他看到她走

向他妹妹坐的位置，妹妹一臉開心的站起來和她說話。  

他真想大笑個幾聲，他走了過去，心中期待著她再次見到他、知道他是她曾經幫

助過的女孩的哥哥，她會是什麼表情，是驚愕？還是更想咬人？  

今天真是令人感到很歡愉的一天啊，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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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早上，紀書媛穿著睡衣在廚房做早餐，沒多久她就弄好了兩份早餐，端放

在餐桌上，然後走回房間，準備換衣服並叫醒還在睡覺的傢伙。  

當她推開半掩的房門時，以為還在睡覺的男人早已起床梳洗完畢，且穿戴整齊，

正在挑選領帶，一見到她，露出俊朗迷人的笑容。  

當初她第一次在咖啡店外見到他時，他也是這麼對自己笑著，沒想到過了六年，

男人在外型上幾乎沒有什麼改變，要說哪裡不一樣，就是他剪去了長髮，少了輕

浮不羈，多了分成熟穩重。  

不過有時她真的覺得很不公平，明明她還比他小一歲，但有不少人以為他們是姊

弟戀，嘖，真是虧大了。  

「好啦，我知道妳老公很帥，妳很迷戀妳老公，但也不用在門口看傻了眼，快點

過來幫我挑領帶。」孫閎宇調笑道，很開心妻子如此迷戀他。  

紀書媛收回剛剛的話，這傢伙哪裡有少點輕浮，根本就是自負過了頭，她沒好氣

地橫他一眼，還是走過去替他挑領帶。  



今天是屬於他的一個特別日子，儘管他表示勝券在握，但應該還是會感到緊張

吧，不然怎麼會自己起床，還已經穿戴好了。  

她幫他挑了一條斜條紋的淺灰色領帶，看起來穩重但不老成，然後她替他繫上領

帶，只是有人的手不老實，對她上下其手，最後還捏了她的胸部一把，曖昧的道：

「老婆，妳好軟喔。」  

紀書媛知道怎麼對付他，於是她皮笑肉不笑的道：「彼此彼此，你也很軟。」  

世上有哪個男人被老婆譏笑軟趴趴而不會感到生氣的？但孫閎宇還真的沒有不

高興，老婆大人是個律師，說話本來就很犀利，他要是連這點概念都沒有，當年

又如何能夠把老婆給娶進門。  

只見他寵溺的輕捏了下她的臉頰。「老婆，抱歉，我知道上次讓妳感到很不滿足，

妳放心，今天晚上我會火力全開的帶妳上天堂。」  

話說星期二晚上，他從香港出差十天回來，儘管很疲累，但又想跟老婆玩親親，

誰知躺在床上，聞著老婆身上的味道，不一會兒他便睡著了，果然有老婆的地方

就是個溫柔鄉，那一晚他睡得酣熟舒服。  

一早就在說渾話，紀書媛白了他一眼，不過她也知道他那天其實是累壞了，但累

了就該好好睡覺，偏偏還催她快點上床玩親親，結果做一半他便睡著了，她並不

像他說的什麼感到不滿足，頂多就是覺得有點好笑罷了。  

一般人出國出差，就算工作再怎麼忙碌，也不至於累成這樣，那是因為丈夫有一

個外人不知道的小祕密，那就是他會認床。  

真是的，都多大的人了，居然還會認床？只是聽到丈夫說那幾天他根本睡不到幾

個小時，甚至無法入睡，她又感到心疼。  

丈夫目前在知名美商華克投顧公司工作，華克在臺灣深根經營超過二十年，丈夫

六年前進入該公司工作，一路從小職員做到主任，之後晉升副理再到經理，原本

的許總經理因為個人因素離開公司，半年前副總又被調派去美國紐約總部工作，

為了補足職位缺額，臺灣分部執行長凱文便推薦丈夫當總經理，不過總經理級以

上的職位人選，得經過美國總公司的審核，通過了才會頒發人事命令。  

今天就能知道丈夫是否能升任為總經理了。  

「你別太緊張，就算這次審核沒有通過，下次再好好努力就行了。」紀書媛怕他

得失心太重，安撫道。  

「是妳不要太過擔心，我說過不會有問題的，等確認過後，我會打電話給妳。」

等她替自己繫好領帶後，孫閎宇順勢的將她圈抱進懷裡。「為了感謝親愛的老婆

幫我繫領帶，現在由我來幫老婆換衣服。」  

「不用了，我自己來就行了，早餐已經做好了，你先出去吃。」讓他幫忙換衣服，

少不了又要一陣糾糾纏纏。  

「那麼親一個。」  

這個紀書媛倒沒有拒絕。二十五歲以前的她，個性拘謹，不茍言笑，她怎麼也無

法想像自己有一天會像這樣時不時的跟老公親一個，特別是兩人結婚後，親一個

幾乎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  



她以為他只是輕輕的親一下，誰知男人抱著她卻是來個大熱吻，男人吮吻著她的

細嫩小舌，誘引著她與他唇舌交纏。  

苦追一年，當了一年的戀人，做了四年的夫妻，孫閎宇當然很清楚要如何讓慢熱

的妻子回應他的熱情，話不用太多，直接吻了就是了。  

一吻結束，看著她微喘著氣，雙頰紅潤，他不由得加深了笑意，都結婚幾年了，

老婆大人還是這麼害羞，讓他更想好好欺負她一番。  

不過他不敢太放肆，若是害得老婆大人上班遲到，他可能就得在客房睡上好一陣

子，他一點也不想當苦行僧。  

孫閎宇又在她耳邊曖昧吹氣低語，「剩下的，我們晚上再繼續。」說完，他又舔

吻了下她細嫩的耳垂，這才放開她，神采奕奕的走出房間。  

紀書媛下意識輕摸著自己被親的耳朵，總覺得丈夫說話時的熱氣依然存在，讓她

的氣息一直無法平穩下來，那個男人花招一堆，而她總是拿他沒辦法。  

不過看在今天是讓人感到緊張的日子，她就不跟他計較了，有時想想，她是不是

對那個男人好過頭了，才讓他養成這種不看場合隨時都要親親的壞習慣？  

她心裡想著是不是要來訂立家規，免得他老是這樣不安分，不過思緒轉啊轉的，

又轉到了他的工作上頭，她很希望他能順利當上總經理。  

丈夫在工作上表現出色，升職很快，年薪超過千萬，被公司同事稱為「華克金童」，

但沒有人比她更清楚這些年來他有多麼努力認真，下班回到家後，他經常在書房

工作到深夜，甚至到清晨，然後只是瞇一下又去上班，他現在的成就可不是憑空

得來的。  

都說夫妻是同林鳥，不過她發現自己能為他做的事真的不多，只能在背後默默支

持他，在他累的時候，就如他說的，給他一個溫暖舒服的窩，讓他可以好好休息。  

收回心神，紀書媛開始換衣服，也準備要去上班了。  

 

 

 

在華克投顧公司裡，原本該是要公布孫閎宇成為新總經理、眾員工替他歡呼的時

刻，氣氛卻是異常的安靜，還透著一股讓人感到不安的氛圍。  

十分鐘前，凱文面色凝重的把孫閎宇叫進他的辦公室，之後一點動靜也沒有。  

誰不知道執行長和孫經理可是好麻吉，若是美國總部對孫經理升總經理一職審核

通過，執行長肯定比誰都要開心，但現在卻是特地把孫經理一個人叫進辦公室，

這代表什麼？審核沒過，要好好安慰孫經理嗎？  

公司的男職員們一提起這位華克金童，那真是又羨慕又嫉妒，進來公司才六年，

人家金童已經要升總經理了，許多跟他同期進來的人，有的到現在還只是一般的

小職員，要說他背後有凱文當靠山，但凱文三年前才來臺灣分部當執行長，在那

之前，孫閎宇早就已經升副理了，更何況他的業績多年來都是全公司第一，單憑

這一點，大家不服都不行。  

至於女職員們一說起孫經理，一樣又羨慕又嫉妒，只是羨慕嫉妒的對象是孫經理



的太太，她真是太會挑老公了，老公長得比偶像明星更英俊迷人，年收入還這麼

高，而且那還只是檯面上的，聽說孫經理私下自己有做投資，賺幾個億都有可能。  

最讓女職員們瘋狂嫉妒的一點，那就是孫經理時不時把老婆掛在嘴邊，我老婆怎

麼樣，我老婆如何如何，甚至連下班要跟同事們去聚餐，也要先跟老婆報備，是

個標準的妻奴，已經結婚或有男朋友的女職員多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這麼疼寵自

己，至於單身的則是把孫經理當作挑選對象的標準。  

至於人在執行長辦公室裡的孫閎宇，看著凱文，一臉好氣又好笑。  

「閎宇，你說，現在大家是不是都以為你當不成總經理了？」凱文興奮地問著，

剛剛他可是大大發揮了演技，「一想到待會兒大家知道審核通過後那驚訝又驚喜

的表情，我就覺得好有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給他們帶來的娛樂。」  

孫閎宇笑了笑，沒有說話，對於凱文這樣的惡趣味，他已經很習以為常了，老婆

說過他的個性有時很幼稚，那是因為老婆沒有和凱文相處過，若他是幼稚園大

班，凱文肯定才小班。  

有人說他是華克金童，但那只是個稱號罷了，不像凱文是真正的金童，凱文可是

美國華克集團總裁的小兒子，既然如此，他為何會來到臺灣分部這種偏遠之地？

無非是家族豪門內鬥，鬥到凱文在美國沒有任何的生存空間，只能離開了。  

年近八十歲的華克集團總裁愛德華．沃克有過三段婚姻，共有五子三女，凱文跟

妹妹凱薩琳是總裁第三任也是現任妻子所生，凱文同父異母的兄姊們都大了他許

多歲，五十三歲的大哥甚至比他年長了二十一歲。  

凱文還年幼時，他的兄姊們早就都進入集團工作，也安插了自己的人馬，他大哥

的子女甚至也已經進入紐約總部工作，而凱文卻是連進總部當個職員也沒有辦

法，最後他大哥派給他亞洲區的職務，他先在香港工作一年，三年前才來臺灣分

部任職。  

凱文的母親和總裁雖然沒有離婚，卻早已分居多年，現在跟總裁一起生活的據說

是總裁以前的祕書，也是他的紅粉知己，也因此凱文就算身為總裁的小兒子，卻

不怎麼受到重視，他都來亞洲工作四年了，卻好像被遺忘似的，或許他再也無法

回到美國工作了。  

這是大家表面上所見，再加上凱文總是一副吊兒郎當，愛玩的公子哥模樣，他的

兄姊們自然不會在乎這個毫無才能的小弟，但孫閎宇身為凱文的好友，他知道凱

文只是在等待一個時機，從沒有放棄。  

凱文要是真的毫無才能，怎麼有辦法在一個星期內就對臺灣分部的工作上手了？

不到一年，他的中文已經說得非常流利，甚至簡單的臺語對話也難不倒他，這小

子藏得可深呢！  

凱文從辦公椅上起身，「閎宇，走吧，我們出去再好好嚇嚇大家，之後再公布信

函，到時候大家的表情一定很有趣，哈哈哈！」  

有這樣捉弄自己員工的老闆嗎？孫閎宇不得不懷疑凱文吊兒郎當的個性不是故

意裝出來的，而是真實的，不過就如凱文說的，只是一個小玩笑，無傷大雅，偶

爾這樣鬧一下，上班的氣氛才不會太緊繃。  



想到自己居然認同凱文的做法，他不免失笑，難怪兩人這麼合得來，還成為好友。  

孫閎宇跟凱文離開辦公室後，來到開放的辦公室區域，其他主管也從自己的辦公

室走出來，只見凱文皺緊眉頭，彷彿要宣布什麼壞消息，接著他拿起總部的信函

唸著，直到唸出通過一詞，職員們一時還沒有反應過來，有的人甚至以為自己聽

錯了，畢竟執行長的表情是那麼樣的……愁眉苦臉。  

直到凱文哈哈大笑起來，一旁的當事人孫閎宇也笑了，大夥兒這才有了反應，知

道是被執行長給捉弄了，他們能說什麼呢？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相信也不會是

最後一次。  

不過捉弄歸捉弄，知道孫經理成為新的總經理，大家都替他感到很開心，紛紛向

他開心道賀，三十二歲的孫閎宇，成為華克臺灣分部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經理。  

凱文給好友一個熱情的擁抱，在他臉上親了一下。  

看到兩個大帥哥玩親親，畫面雖然很美，但也讓不少人感到驚訝，執行長這是玩

鬧還是玩真的？  

這時有個女職員突然拍手喊道：「在一起！在一起！」  

有人帶頭這麼一喊，大夥就以為是開玩笑的，也跟著喊。  

凱文笑得開懷，順勢說道：「閎宇，我看我們就順應民意在一起吧。」  

凱文是真的喜歡孫閎宇這個朋友，當年他來到臺灣，公司裡英文講得最好的人就

是孫閎宇，更讓他驚訝的是，孫閎宇不曾去美國留學，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曾在美

式酒吧工作多年，而且兩人年紀相同。  

之後他就常請孫閎宇帶著他去玩，去體驗臺灣的夜生活，孫閎宇說臺灣的酒吧一

般來說環境不會太複雜，不過得注意兩件事，一是不要喝女人主動送上的酒，愈

美的女人送上的酒愈有問題，還有，如果不想鬧出「人命」的話，不要使用女人

準備的保險套。  

他聽完後哈哈大笑，覺得孫閎宇真是太有趣了，當然，他也很欣賞孫閎宇出色的

工作能力，兩人幾次交談過後，凱文便知道孫閎宇這小子可以深交。  

但是有一點讓他很瞧不起，就是孫閎宇居然是為了要追求現在的老婆而放棄酒吧

的工作，只因為他得找一份「正式」的工作，而他感興趣的就是投資，才會進來

華克工作。  

真是的，不就是追個女人而已，有必要這樣大費周章嗎？憑他的長相，不用去追，

主動倒貼的應該不少。  

不過孫閎宇說，等以後他真正愛上哪個女人，就能明白了。  

孫閎宇畢竟在酒吧工作多年，看過形形色色的人，凱文是直是彎他很清楚，說穿

了，這傢伙就是愛鬧，有人附和了，他當然玩得更高興，只能說他心裡太苦悶了，

只能用這樣的方式來解悶。  

不過玩歸玩，他可是有底線的。  

「執行長，抱歉，看來我只能拒絕你了，因為我的身體、我的心、我的所有都只

屬於我老婆一個人的，這世上我最愛的人就是我老婆了，我肯定是為了她才存在

在這個世界上的。」  



又來了！執行長喜歡捉弄人，但孫總的愛妻宣言也不遑多讓，一開始聽會覺得很

肉麻，久了就習慣了，不過這似乎是一種變相的斬桃花方式，他只愛他老婆一個

人，因此就算其他女人對已婚的他感興趣，但也知道不用花心力採取什麼行動，

畢竟結果只會有一種，那就是失敗。  

凱文在玩鬧過後，才讓大家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不過說好了晚上要幫孫總經理

好好慶祝一番，這事就交給公關部負責。  

孫閎宇此時也要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早他一步回來的助理沈芷宜，在辦公室外自

己的座位上甜笑地道：「孫大哥，審核通過了，恭喜你成為總經理。」  

她擔任孫閎宇的助理已經三年多了，她和孫閎茹是大學同學，當年大家一起北上

工作，孫大哥對她們照顧有加，後來她來當孫大哥的助理，也一直都稱孫大哥而

不是孫經理，她不想改口，反正孫大哥也沒有說什麼。  

「芷宜，謝謝妳。」孫閎宇心情很好，笑得帥氣迷人。  

「孫大哥，雖然執行長說晚上要去慶祝，那麼中午呢？你午餐想吃什麼？要不要

我去訂壽司，我們先來小小慶祝一下？」  

「不用那麼麻煩，跟大家一起訂便當就行了。」孫閎宇對吃不是那麼講究，畢竟

他不是什麼豪門出身，就算現在有點財富了，生活方式並沒有因此變得奢華。  

「我知道了。對了孫大哥，你成為總經理之後……」  

「芷宜，有什麼事情待會兒再說，我先去打個電話給我老婆。」孫閎宇想要馬上

跟老婆大人分享喜悅。  

「好。」  

看著他滿臉笑意的走進辦公室裡，沈芷宜的眸光黯淡了下來，明明她比紀書媛還

要更早認識孫大哥，也在孫大哥身邊待了這麼多年，孫大哥還是看不到她的存在

嗎？  

大二那年，她到孫閎茹家玩，那時孫大哥剛好放假在家裡休息，第一次見到孫大

哥她就喜歡上他了，還和當時交往的男朋友分手，就是想著這樣她才有機會和孫

大哥在一起，只可惜孫大哥在老家的時間很少，之後儘管身邊有多個追求者，但

她一個也看不上。  

孫大哥一直都在臺北工作，之後她也沒有機會再見到他，直到大學畢業，她跟孫

閎茹還有另一個同學到臺北工作，再次見到孫大哥，她發現綁著小馬尾，看起來

有些放浪不羈的孫大哥，似乎比以前更帥更好看了，她也意識到她自己更喜歡他

了。  

有時她常在想，如果當時她到臺北之後馬上就向孫大哥告白，那個時候他還沒有

認識紀書媛，結果會不會就不一樣了？  

 

 

 

在國華律師事務所裡，紀書媛看了下手機，十點半了，那傢伙還沒有打電話來，

不會真的有什麼狀況吧？  



她發現自己居然有點小緊張，因此她拿著手機走出辦公室，來到茶水間，替自己

泡了杯咖啡。  

外出處理事情的梁君寧剛好回來了，也去茶水間泡咖啡，兩個人就一邊喝咖啡，

一邊聊著。  

她和梁君寧不但是大學好友，現在更是好同事。  

「君寧，妳還在處理葉大少的離婚官司嗎？」  

「沒錯，我都快被他們給煩死了。」梁君寧苦笑道，「葉太太以前是個名模，人

長得美身材很棒，但結婚還不到兩年，葉大少就移情別戀，現在還要離婚，唉，

就算嫁給有錢人又有什麼用，一旦變了心，什麼都是空談。」  

紀書媛聽到好友失落的語氣，忍不住問道：「君寧，妳和妳男友最近是不是有什

麼問題？他的爸媽還是不同意你們結婚嗎？」  

梁君寧的男友王宗翰也是出身豪門世家，兩人已經交往四年了，不過王母一直反

對他們在一起，原因之一是王母認為父親早逝，母親改嫁，由祖父母養大的梁君

寧配不上自家兒子，但據說最大的原因是王母很早以前就已經有了和王家門當戶

對、她看中意的媳婦人選。  

梁君寧和王宗翰不顧家中長輩反對，依然繼續交往，一來他們當時還算年輕，結

婚的事可以過幾年再說，再者，他們認為可以慢慢改變王家雙親的想法和態度，

更何況他們是真心相愛的。  

不過現在他們已經到了適婚年齡，王宗翰今年三十三歲了，身為家中獨子的他婚

事不能再拖了，所以這幾個月來他們一直在討論結婚的事。  

「不，伯父他們已經同意我跟宗翰結婚了。」  

「既然同意了，為什麼妳看起來好像不太開心的樣子？」好友個性開朗活潑，總

是充滿著朝氣，但從剛剛到現在，她已經嘆氣好多次了。  

梁君寧又喝了一口咖啡才道：「他父母是有條件的答應，他們要我辭去律師的工

作，婚後馬上生小孩，之後就在家裡相夫教子，還說王家不需要媳婦去外面賺那

一點小錢。」其實律師的薪水不錯，但對很有錢的王家來說，真的就只是一點小

錢而已。  

紀書媛看著她，不曉得該怎麼安慰才好，沒想到王家的長輩會提出這樣的要求，

梁君寧非常喜歡律師的工作，每次打贏官司的她，笑起來亮麗又漂亮，何況梁爺

爺近年來行動不便，家裡請了外籍看護，若梁君寧不工作的話，生活費要從哪裡

來？以她有點好勝的個性，她應該不會想向王家或者丈夫伸手要錢。  

「我覺得他爸媽不是真心同意讓我們結婚。」梁君寧不想私底下議論長輩，把話

說得婉轉，不過她的確感到壓力很大。  

「那王宗翰怎麼說？」紀書媛問道。  

「他說他爸媽已經做出讓步了，他要我也退一步。」真正讓梁君寧感到失落的就

是男友的態度，她以為他至少會為了她向他的雙親爭取一下，畢竟他很清楚她有

多麼喜歡律師這份工作。  

最後他們鬧得不太愉快，男友要她好好想想，想通了再跟他聯絡。  



此時紀書媛的手機響起，是親愛的老公打來的，開心的告訴她，以後她就是總經

理夫人了。  

「是嗎？恭喜你了，孫總經理，晚上慶祝會喝了酒別自己開車，坐計程車回來……

嗯，我知道了，不多說了，掛電話了。」  

剛剛老公在電話那頭告訴她要她晚上累了就先休息，不用等他回家，看來他也有

預感今天晚上可能無法太早回家，說不定還有可能被灌醉，不過那也沒辦法，今

天他是主角。  

紀書媛結束通話後，發現好友正看著自己，她不解的問道：「怎麼這樣看著我？」  

梁君寧低嘆了口氣。「沒什麼，只是看到妳和妳老公結婚這麼多年，感情還是這

麼好，讓我很羨慕。其實我現在覺得，結婚對象的家世如何一點也不重要，重要

的是他對妳是否是真情實意，看看葉大少，現在應該已經不記得當初和葉太太結

婚時說過的誓言了。」  

葉太太是她的委託人，葉太太知道丈夫堅持要離婚後，索性放棄挽回，決定狠狠

敲一筆贍養費，但問題來了，葉大少儘管是豪門富三代，但他的祖父、父親都還

健在，沒有任何財產登記在他名下，唯一有的就是一輛百萬名車以及一輛數百萬

元的跑車而已，葉大少為了盡快離婚，答應給葉太太一筆贍養費，只是金額和葉

太太要求的差了許多，早上她就是去找葉太太討論這件事，葉太太知道後當然很

不滿，看來這場官司有得打了。  

不知怎地，她今天見到葉太太，想起葉太太也不得公公婆婆的喜愛，她突然有種

感受，自己以後會不會也變成像她這個樣子？在夫家，唯一能依靠的人就只有丈

夫，一旦依靠沒了，就會像個不相干的外人一樣被嫌棄。  

「君寧，我覺得妳應該再跟王宗翰好好談談。」紀書媛知道好友很愛王宗翰，她

當然希望好友能心想事成，但別受任何委屈。  

「再說吧，好了，別談我的事了，書媛，剛剛我好像聽到妳跟妳老公說恭喜，難

道孫閎宇又升官了？這次是當總經理？」梁君寧問道。  

紀書媛微微一笑，一臉以夫為榮的表情。「對，剛剛確認了，我老公現在是華克

投顧的總經理了。」  

「真是太厲害了，書媛，替我向妳老公說聲恭喜，也恭喜妳啊總經理夫人，呵呵。」

梁君寧很替好友開心。「我看孫閎宇哪是什麼金童，根本就是條金龍，爬升的速

度真的好快。」  

紀書媛聽到好友這麼說，難得也笑個不停。  

梁君寧看著好友的笑容，覺得夫妻一起為將來努力打拚的感覺真的很好，讓她很

羨慕。  

當年孫閎宇追求紀書媛的事，精彩得幾乎可以寫成一本小說了，他向紀書媛告白

時，紀書媛一臉嚴謹的向他道歉，表示她不是瞧不起他的工作，而是她不會和在

酒吧工作的人交往，這是原則問題。  

誰知一個月後，孫閎宇再度來到律師事務所時，他剪去長髮，一身西裝筆挺，帥

到掉渣，他拿出名片，說他已經辭去酒吧的工作，目前在華克投顧公司上班。  



當時不只是她，在場的其他幾個律師也都感到驚訝，華克可不是什麼小公司，而

是全球知名的美商投顧公司，後來才知道，原來孫閎宇是國立大學財經系畢業的

高材生，而且英文說寫流利。  

可是紀書媛還是拒絕了他的追求，覺得他並不是認真要做這份工作，甚至對於追

求她也只是一時興起，畢竟他們兩人的個性相差太多了。  

老實說，真不怪紀書媛會這麼想，連她也有些懷疑孫閎宇是不是真心喜歡紀書

媛，再者，長得好看的男人，本身桃花就會一堆，那可是很麻煩的。  

孫閎宇卻不放棄，每天風雨無阻的送早餐來給紀書媛；知道紀書媛為了即將開庭

的案子留在事務所裡加班，他就送來宵夜；時不時還會送小禮物，有時是一包手

工餅乾，有時是可愛的小飾品，都不是很貴重的東西，讓人很難拒絕，一年下來，

連她這個旁觀者都被感動了，主動為孫閎宇說好話。  

有一次孫閎宇都發高燒了，還堅持送早餐過來，最後昏倒在律師事務所的門口，

那次是紀書媛親自送他去醫院的，雖然不知道是真的發燒而昏倒還是苦肉計，總

之，他成功追到紀書媛了。  

此時紀書媛的手機又響起，這次不是自家老公，而是客戶打來的。  

梁君寧見她神情變得嚴肅，便向她比了個先回辦公室的手勢。  

紀書媛點點頭，也邊講手機邊走回自己的辦公室。  

 

 

 

晚上，紀書媛坐在客廳沙發上，一邊等著丈夫回來，一邊看著最近剛接下的案子

的相關資料，這是一對父母替自己的獨生女提告，他們要告女兒的薛姓男友涉犯

殺人罪。  

他們的女兒和薛姓男友一起吃安眠藥、燒炭殉情，但女兒死了，薛姓男友卻獨活，

儘管當時薛姓男友被送去醫院急救，體內一氧化碳的濃度高達百分之十五，但他

們仍無法相信女兒好端端的為何要跟男友殉情？何況兩人交往還不到一年，女兒

之前甚至提過想要分手。  

若要薛姓男子被起訴，她還得需要更多的佐證才行。  

資料看到一個段落後，紀書媛抬頭看了下壁鐘，已經快十一點了，老公卻還沒回

來。  

現在他們住的這間房子其實也算是豪宅了，市價六千多萬，是孫閎宇兩年前買

的，她還記得他求婚時說過的話，以後他會讓她住豪宅，過好日子，絕不會讓她

吃半點苦，沒想到他做到了。  

她當然不是因為想要過貴婦的生活才答應他的求婚，年輕時的她，想過自己將來

不是晚婚，就是有可能不結婚，怎料在二十七歲那年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可是他

真的對她很好，他說想跟她一起生活，希望每天早上醒來都能見到她，所以他向

她求婚時，她幾乎沒有遲疑就點頭答應了，更準確一點的說，其實她也希望能夠

跟他一起生活。  



此時大門口傳來開門的聲響，紀書媛連忙拉回心神，起身快步走了過去，一打開

門，就見到丈夫的助理沈芷宜跟一名年輕的男職員扶著微閉著眼睛、看起來喝茫

的丈夫。  

年輕男職員一見到紀書媛，立即笑容爽朗的自我介紹，「夫人您好，我叫謝少廷，

總經理喝醉了，執行長讓我跟沈助理一起送總經理回來。」  

「是嗎？謝謝你們，先把他扶到客廳坐下好了。」  

「是。」二十四歲的謝少廷進入華克工作半年，還是個菜鳥，關於總經理的愛妻

宣言他聽過幾次，這是第一次見到總經理夫人，覺得夫人既漂亮又很有氣質。  

其實他是因為崇拜總經理才進入華克投顧工作的，現在在臺灣投資界的這塊領

域，有誰不認識華克金童呢？最讓人感到佩服的是，孫總經理不曾到國外留學，

卻表現得比那些喝過洋墨水的人還要更厲害，他不敢奢望自己能像總經理這麼厲

害，但至少他對未來充滿期待。  

沈芷宜看了紀書媛一眼。「紀律師，孫大哥喝醉了，不如我們直接扶他進房間休

息好了。」  

「沈助理，夫人都說了先讓總經理坐在客廳裡休息，我們就聽夫人的。」謝少廷

直率的回道。  

沈芷宜撇了撇嘴，心裡罵著謝少廷多話又白痴。  

身為孫大哥的助理，沈芷宜當然進來過這間豪宅，不過也就只有兩次，而且都只

在客廳坐一下就離開了，她很喜歡這間又大又漂亮的豪宅，她常會幻想著如果能

每天和孫大哥在這裡生活，一定很幸福，她也很想去主臥室瞧瞧，誰知道卻被謝

少廷這個蠢蛋給破壞了。  

謝少廷跟沈芷宜將孫閎宇扶到沙發上坐下後，紀書媛請他們先坐一下，她去端飲

料過來。  

「好，那我們……」  

「夫人，您不用這麼客氣，已經很晚了，而且總經理喝醉了，您還得照顧他，我

們就不再打攪了，我們先回去了。」謝少廷晚上被執行長欽點跟沈助理一起送總

經理回家，他已經感到非常榮幸了，哪還敢多待又喝飲料的。  

沈芷宜原本想留下來喝飲料，再找機會到主臥室參觀一下，誰知謝少廷又毀了她

的計劃，這個謝少廷，她記住了。  

至於謝少廷，一直很開心今晚能送總經理回家，一張臉憨笑不停，根本沒有發現

自己已經被某人給記恨上了。  

謝少廷要走之前，又特地多看了紀書媛一眼，私下他曾聽其他同事說過，雖然總

經理的工作能力真的很強，但大夥也羨慕總經理娶對老婆，她根本是個福妻，總

經理在公司才能一路扶搖直上，他決定了，以後也找像夫人這類型的女人當老

婆，畢竟先天不足，至少後天要補上。  

紀書媛送謝少廷跟沈芷宜離開後，看了眼坐在沙發上閉眼休息的丈夫，然後走進

廚房，倒了杯溫開水來到客廳。  

當她坐到丈夫身旁，想叫醒他喝水，不料他卻突然張開眼睛，對著她咧嘴一笑。



「老婆，把水給我，謝謝妳。」  

紀書媛把杯子交給他，看他喝水的動作，穩穩妥妥的，完全不像喝醉的人，不由

得問道：「難不成你是裝醉嗎？」  

孫閎宇一口氣把水喝完，將空杯子放到茶几上。「我這也是沒辦法，我若不裝醉，

凱文那傢伙肯定不會放我回家，他是恨不得有人在週末陪他喝到天亮，不過我知

道妳不喜歡我喝太多酒，而我也答應過妳能不喝酒就不喝酒。」  

和她交往之後，他才知道當初她為什麼一聽到他在酒吧工作，馬上斬釘截鐵的拒

絕他的追求，原來和她去世的父親有關。  

她父親以前是工程承包商，雖然賺了不少錢，但應酬也多，不知不覺養成愛喝酒

的習慣，有一天她父親又跟朋友去酒店喝酒，後來倒在一旁，朋友們以為他喝醉

了，直到眾人要散會了，才發現她父親沒有了呼吸心跳，緊急送醫後才曉得是飲

酒過量引發心肌梗塞。  

她父親去世時，她才國一，而她弟弟還只是個小學生，從此以後她就非常無法接

受喝酒的人。  

知道這件事之後，他馬上說要戒酒，只見她淡淡一笑，跟他說他不需要這樣，畢

竟他在這行業根基才剛要站穩，總不能客戶要請他喝酒他卻拒絕，這樣不太好，

連他們律師事務所的老闆有時還是得去應酬一下，所以她告訴他，不是不能喝

酒，但不要過量，而且不能養成酗酒習慣。  

他知道她會這麼說完全是為了他的工作著想，她的善解人意與貼心讓他很感動，

他知道她一向沉靜，甚至偶爾給人感覺有點淡漠，但其實內心很溫柔也很溫暖，

這讓他更愛她了，所以沒有多久他便向她求婚了。  

「對了老婆，我有禮物要送給妳。」孫閎宇說完，走進客房，再出來時，手裡多

了一個大紙盒，他將紙盒放在桌上。「老婆，這是我送給妳的禮物，因為得做些

準備，因此我先拆開過了，不過又用膠帶貼好了，妳可以打開來看看。」  

「今天應該是我要送你禮物才對。」  

「沒買現成禮物送給我沒有關係，今天晚上妳就把自己當成禮物送給我好了。」

想像老婆成為禮物的模樣，孫閎宇感到身體都燥熱了起來。  

紀書媛沒有搭腔，只是微紅了臉，然後她打開了盒子，她很好奇他究竟送她什麼，

感覺有點神祕。  

一打開，居然是一隻外型跟紅色貴賓犬很像的電子寵物狗，非常可愛，讓她驚喜

不已。  

「我知道妳很喜歡狗狗，可是對狗毛過敏，一靠近就打噴嚏，上次我去香港出差，

因為失眠睡不著，瀏覽許多網站，在美國一個購物網站看到販賣智能電子寵物

狗，我就下訂單了。」他還特地請警衛室那邊先幫他收好，因為那是要給老婆的

驚喜禮物，總不能先被老婆發現了。「老婆，妳喜歡我送妳的禮物嗎？」  

她怎麼可能會不喜歡，她高興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了，她抱著可愛的貴賓犬，簡直

愛不釋手。  

「老公，謝謝你。」紀書媛一臉感動的看著他，這個禮物她很喜歡。  



看到她激動得都紅了眼眶，看來是真的很喜歡，他也忍不住笑得更開心了，「對

了，它還有不少功能，妳若是摸它的頭，它會回應喔。」  

她依言摸著狗兒的頭，果然聽到汪汪的叫聲，真的太可愛了。  

「妳再試試摸它的右腳跟左腳。」  

紀書媛好奇的先摸摸狗兒的右腳，居然傳出丈夫的聲音——  

「老婆，我愛妳。」  

她馬上又摸了左腳——  

「老婆，我要親親。」  

紀書媛好氣又好笑的睨他一眼，這傢伙就不能錄點別的話嗎？萬一讓別人聽到了

那多不好意思，不過她肯定他絕對不會感到不好意思，不然就不會這麼做了。  

下一秒，孫閎宇的動作讓她更加確認在他的字典裡肯定沒有害羞這兩個字，因為

他一直摸著狗兒的左腳。  

「老婆，我要親親。」  

「老婆，我要親親。」  

「老婆，我要親親。」  

他的臉皮還真夠厚的，不過看在他如此用心買了這份禮物送給她的分上，她在那

張英俊的臉上親了下。  

結婚這麼多年，老婆主動獻吻的機會少之又少，看來他這份禮物送對了。  

「我去幫你放水，你好好泡個澡。」紀書媛說著。  

「好。」  

進到房間後，孫閎宇先將領帶解下，之後脫下西裝外套跟西裝長褲放在一旁，只

穿著襯衫和四角褲走進浴室，就看到紀書媛側坐在浴缸邊緣，伸手摸著浴缸裡的

水。  

他一直覺得她的側臉十分好看，她的眉型好看，鼻梁很挺，他在酒吧工作多年，

見過不少女人在鼻子上動刀，無非就是想要有個挺俏的鼻子，而眼前這個女人，

別說整型了，連化妝也不需要，那帶點中性美的姣好側臉，讓他百看不厭，完全

著迷。  

聽到動靜，紀書媛轉過頭來，站起身，對他輕輕一笑。「水溫剛好，很適合泡澡。」  

誰說英氣勃勃的女人不溫柔？看看他老婆，笑起來柔情似水。  

他走過去，一把將妻子抱入懷中。  

「老公，怎麼了？你不是真的喝醉了吧？」紀書媛擔心的問著，如果真的喝醉了

就不宜泡太久的澡。  

孫閎宇忍不住笑了，他的老婆大人是個律師，平日給人感覺精明幹練，但相處過

後，會發現這個女人其實很單純，沒有過多的心思，才會連現在他為何會抱住她

都不知道原因，還以為他喝醉了，也許，他是真的醉了，被老婆的一顰一笑給迷

醉了。  

「老婆，跟我一起泡澡。」  

紀書媛這才明白了丈夫的企圖，她微紅了臉，馬上拒絕，「你自己泡就行了，我



已經洗好澡了。」他們每次一起泡澡沒有不翻浪的，他今天已經夠累了，該好好

休息。  

「妳說過今天晚上妳是我的禮物。」  

這句話是他自己說的，她可沒有點頭，不過今天這麼開心，她猶豫著是不是該順

著他一次？而且今天晚上，她的確忘了買禮物送給他。  

紀書媛的個性是一旦做了決定就不會再有所遲疑，因此她點頭答應，反正搞不好

他待會兒又因為太累直接昏睡了。  

「好吧，就一起泡澡，不過我勸你這次別亂來，早點上床好好休息。」  

聽到老婆要跟他一起泡澡，孫閎宇一整個笑開懷，哪還有多餘的心思理會她的警

告，他快速扒光兩人的衣服，拉著她一起進了浴缸。  

當初他會只參觀一次就決定買下這間豪宅，無非就是因為主臥室附設的浴室很

大，還有個大型按摩浴缸。  

孫閎宇抱住老婆，馬上來個熱吻，他突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親吻她時，看著她臉紅

的可愛模樣，他不由得也跟著心跳加快，覺得能擁有她，他真的是這世上最幸運

的男人。  

現在，那樣的心情依然存在。  

他將老婆扶起來讓她坐在浴缸邊緣，而他則半跪在浴缸裡，看著那一對誘人飽滿

的雪白乳房，頂端上的乳蕾還垂著水滴，像是初晨凝露似的，沁得那粉嫩乳蕾更

加晶瑩誘人，他一口含入，深深的吸吮著，接著又換吮吻另一邊。  

紀書媛微喘著氣，是緊張也有著亢奮，她不曾拒絕過他的求歡，就算他偶爾挺折

騰人的，但她也喜歡和他肌膚相親的感覺，再者，他對她真的很溫柔。  

他們第一次親吻是在交往後的一個星期，至於第一次發生親密關係，則是出乎她

意料之外的快。  

從前的她，沒想過結婚的事，甚至認為就算以後要結婚，那麼也是婚後才會和丈

夫發生關係，怎料和孫閎宇交往一個月後就被他拐上床了，說她被拐，也不盡然，

因為她並沒有拒絕他。  

總之，遇上孫閎宇這個人之後，她的一堆原則幾乎全被打破了。  

孫閎宇的大手伸入她的腿間，愛撫著那柔軟的私處，指尖熟門熟路的尋到了那敏

感的花核，輕輕的揉弄按壓，只見女人的身體微微一顫，逸出細細的喘吟，他吻

住了她的唇，很滿意她的熱情反應，接著他從水中站了起來，輕輕摸著她的頭。  

紀書媛才剛喘了口氣，雙頰的紅暈還沒有褪去，看著面前的景象，臉又更紅了，

她抑下內心的羞澀，伸手去撫摸男人勃發的慾望，小嘴湊上，輕輕舔吻著。  

以前她從來都不知道男女之間竟可以親密到這種程度，因為他讓她感覺到舒服，

甚至愉悅，她也想讓他感到快樂。  

只是一想到這巨物讓她歡樂卻也感到辛苦，痛並快樂著，看著它，她的心情不免

就有點小複雜。  

忽地，她的臉被抬起。  

「妳不專心，在想什麼？」  



紀書媛哪有辦法說出她心裡想的事，實在太丟臉了。  

孫閎宇再度坐回浴缸裡，順手將她給撈到自己身上，親吻著她的同時，他緩緩的

挺進她的體內，直到最深處。  

儘管是在水裡，她依然可以感受到深埋在自己體內的那股灼熱，而隨著男人的抽

動，隨之而來的是酥麻的快感。  

她抱住男人的肩頸，就怕自己承受不了男人那激烈的撞擊。  

沒想到他居然還有閒情逸致在她耳邊說話——  

「親愛的老婆，妳要撐住，因為距離我帶妳上天堂，還要好長一段時間。」  

她可以直接打暈他嗎？還是狠狠咬他一口？  

像是看穿她的意圖，他吻住了她的唇，勾引著她的小舌和自己糾纏，誘惑得她除

了感受他，沒有心思再去想別的。  

這個晚上，兩人從浴室一路纏綿到了房間，他熱情的要了她一次又一次，而她也

體會到了天堂的美好。  

很多年後，每當紀書媛想起這段宛如生活在天堂的幸福時光，總有著很深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