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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點多，盛奕辰從公司回到住處，走進充滿現代感又富有品味的氣派客廳，

將公事包和拿在手上的西裝外套放到沙發上後走向廚房，打開冰箱拿出真空包裝

的牛肉麵，放在盤子上微波加熱，接著回到客廳，從公事包裡拿出幾份文件。 

他不喜歡浪費時間，就算只有幾分鐘。 

今年三十二歲的盛奕辰經營房地產公司多年，事業有成，而他現在所住的這棟一

樓一戶的豪宅，也是他的公司所投資建造，而當時他對建築師好友提出了一個要

求—不管是臥房還是客廳都要明亮寬敞。 

盛奕辰看著手上的文件，只見中間夾著一份被他對折的文件，一向冷靜沉穩的英

俊臉龐頓時有些僵硬。 

最近開發部上呈的幾個企劃案中，他相中了台南的一塊私人土地，那塊地不但面

積大，距離市中心也近，非常適合建造高級住宅，而這份文件便是關於地主的資

料，是特助丁宇今天中午遞上來的。 

盛奕辰抽出那份文件，再瀏覽一遍內容，深沉的目光隱隱透著怒意。 

夏薔薇，女性，二十九歲，育有一對七歲的雙胞胎兒子，丈夫何景彥，也就是原

地主在孩子出生四個月後過世，之後便獨自一人撫養兩個小孩…… 

說起來，他和夏薔薇可說是相當的熟悉，因為這個女人八年前狠狠的甩了自己，

選擇嫁給有錢大地主的孫子，結果……哼，夏薔薇，這就是妳想要的生活嗎？ 

資料上寫著「獨自一人撫養兩個小孩」，意思是這些年來，那個女人並沒有再婚，

她就真的那麼喜歡那個何景彥？ 

下顎繃緊的解下領帶，從中午開始他就莫名感到煩躁，他不承認那個女人對自己

還有著任何的影響力，就算真的有，也只是厭惡跟不屑罷了，不管她是否獨自一

人撫養孩子、有沒有再婚，都和他完全沒有關係。 

此時微波爐傳來叮的一聲，盛奕辰將手上的資料揉成一團，毫不猶豫地丟向一旁

的垃圾桶，冷著臉起身走向廚房。 

儘管很中意那塊土地，但他不願再跟夏薔薇那個女人有任何的牽扯，看來只能捨

棄了。 

第 1 章 

早上八點半，盛奕涵來到飯廳，邊笑著跟爸爸媽媽還有哥哥說早安，邊坐下來吃

早餐。 

十七歲的她今年高二，學校昨天舉辦運動會，今天補假，不過有個同學昨天比賽

時受傷住院，同學們約好早上要去醫院探視。 

看著坐在對面，比她大了七歲的哥哥盛奕辰，覺得他今天好帥，應該說，她的哥

哥天天都很帥，他坐姿端正，穿著打扮時尚有型，除了襯衫領帶之外還加上一件

合身背心，不但看起來紳士又優雅，也增添了股沉穩氣勢，總之，她的哥哥真是

帥呆了！ 

不過，哥哥怎麼一大早就皺著眉頭呢？大概是媽媽又跟哥哥說了他不愛聽的事

吧。 



盛奕涵才這麼猜想，馬上就得到印證了。 

坐在旁邊的盛母沈麗華看著兒子，語氣有些急躁的問：「奕辰，媽媽剛剛說要幫

你介紹女朋友，到底怎樣，你好歹也說句話。」 

盛奕涵在內心歎了口氣，果然是這樣，最近媽媽常說要幫哥哥介紹女朋友，哥哥

之前明明就說了，他目前只想專注在工作上，但媽媽不死心，一直說可以先交往，

幾年後再結婚。 

她想起上個星期六下午來家裡做客的那對母女，忍不住問：「媽，妳該不會是想

介紹清芸姊給哥哥做女朋友吧？」 

「沒錯，就是清芸，不但人長得漂亮，氣質也很好。」更重要的是，江家是台灣

食品業的龍頭，沈麗華相信江清芸對兒子的未來肯定有幫助。 

「拜託，清芸姊的漂亮是靠化妝的，我還記得她以前的樣子，長得其實很普通。」

怪不得哥哥要皺眉，連她都要皺眉頭了。 

「小孩子什麼都不懂就別多話，女孩子最被看重的是教養跟氣質，說到這個，妳

已經讀高中了，個性不要再這樣毛毛躁躁的，也要改掉話多的習慣，聽到沒？」

沈麗華對女兒的要求不高，只要乖乖聽話就好了。 

「其實妳看重的是清芸姊的家世吧。」盛奕涵很老實的說：「媽，我勸妳放棄把

清芸姊介紹給哥哥的想法，連我都覺得清芸姊長得還好，哥哥又怎麼可能看得上

她？」 

以前她問過哥哥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哥哥說只要看得順眼和順心就行了，順心她

是不太明白啦，但順眼的話肯定是要長得很漂亮，不然哪配得上哥哥呢！ 

沈麗華白了眼女兒，「奕涵，吃妳的早餐，妳要再敢多說一句話，下個月零用錢

扣一半。」 

「怎麼可以這樣！人家說實話也不行……」盛奕涵委屈的嘟嘴抱怨著，看到媽媽

生氣的瞪過來，她立刻低頭乖乖吃早餐，不敢再說話。 

再抬起頭時，她看到哥哥對她微微笑著，像是在感謝她幫他說話，盛奕涵頓時覺

得啥委屈都沒有了，她決定了，下次她還是會幫哥哥說話。 

盛奕辰放下碗筷，起身，「我吃飽了，先出門了。」 

沈麗華也跟著站起來，「才八點半而已，奕辰，你最近怎麼都這麼早出門？飯店

是不是有什麼事？」兒子目前在自家的盛豪飯店工作。 

「沒什麼事，我只是不想遇上塞車。」盛奕辰淡淡說著，拿起放在客廳的公事包，

往門口走去。 

沈麗華不放棄地喊道：「奕辰，你等等。你聽我說，清芸是很好的結婚對象，我

看就這個星期六中午，我來安排一個正式的聚餐，怎麼樣？」 

盛奕辰在內心無奈的歎了口氣，轉身看向母親，「媽，不要那麼做，我不會出席

的。」 

「奕辰，清芸是個好女孩，我相信你跟她相處過後……」 

「媽，我還是那句話，我現在只想專心工作，不想交女朋友。」不待母親把話說

完，盛奕辰說了自己想說的話後便出門了。 



沈麗華有些挫敗的回到飯廳，此時盛家的大家長盛信弘開口了。 

「老婆，妳幹麼這麼急著幫兒子介紹女朋友？他去年才從美國回來，也不過二十

四歲而已，不用這麼急。」盛信弘覺得兒子還年輕，不用這麼早安排相親，再說

了，他和妻子也才五十出頭，不急著抱孫。 

「我也知道兒子還年輕，但張董事長家發生的醜事讓我很擔心，我也沒有要奕辰

現在就結婚，只是他身邊若有個門當戶對的交往對象，我會比較放心。」沈麗華

認為她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兒子好。 

經營連鎖超市的張董事長是丈夫的好友，她和張夫人也很熟，幾年前他們的獨生

子也是剛從美國留學回來，認識了自家公司的小會計後，被迷得神魂顛倒，交往

幾個月女方就懷孕了，張董事長夫婦只好同意讓兒子將那個小會計給娶進門。 

若是媳婦單純乖巧也就算了，偏偏是個不安分的，成天揮霍無度，貪圖享受，孩

子生下來沒多久，小夫妻就各玩各的，甚至還聽說女方的哥哥因為販賣毒品而入

獄，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張家夫婦看著愈來愈大的孫子，總覺得一點也不像自己

的兒子，便偷偷跑去驗了 DNA，發現孫子和他們根本沒有血緣關係，質問媳婦

後，她坦承是想要過著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才起了壞心思，把別人的種賴到他們

頭上。知道替人白白養了孫子後，張夫人氣得住院好幾天。 

沈麗華覺得這都是因為家世背景差太多，加上無人替男方把關才會這樣，她沒有

心思去笑話別人家的醜事，只希望這種事別發生在自家兒子身上。 

兒子從小就很優秀，現在在自家飯店上班，飯店的女職員又多，擔心還不熟悉飯

店人員的兒子被心術不正的女人騙，因此，她才會這麼急著想幫兒子介紹品性和

家世都不錯的對象。 

沈麗華不放心的往門口方向看了看，老實說，雖然是她生的，但她常常不知道兒

子到底在想什麼。 

兒子從小就很聰明懂事，功課從來都不用她這個媽媽擔心，個性也比同年齡的孩

子早熟，在其他小朋友都還愛玩的年紀，他卻可以一整個下午都跟公公待在書房

裡下棋。 

有不少親朋好友都說兒子的個性像公公，以後絕對也是個厲害的人物，她聽了雖

然很高興，有時卻也希望兒子能多依賴她、親近她，只是兒子小學畢業去美國當

小留學生後，更有自己的想法，也變得更獨立了，兩人幾乎沒有話題可聊，母子

倆常常一整天說不上幾句話。 

加上最近兒子似乎在工作上跟丈夫理念不合，因此在家裡就更不愛說話了，公司

的事她不好過問，只希望他們父子倆能好好溝通。 

盛奕涵看到哥哥被媽媽逼得提早出門，忍不住又替哥哥說話。「媽，既然哥哥都

說他現在不想交女朋友，妳就不再要逼他了嘛。」 

沈麗華很無奈，連女兒都不乖乖聽她的話了，一向獨立的兒子又怎麼可能會聽從

她這個媽媽所做的安排呢？ 

既然兒子不喜歡江清芸就算了，只是為了兒子將來的幸福著想，她是不會放棄幫

他介紹對象的！ 



盛豪飯店成立超過三十五年，是台灣知名的五星級大飯店，在台北、新竹和高雄

三地皆有，兩年前在創辦人盛世雄過世後，由兒子盛信弘接任飯店董事長一職。 

盛奕辰還不到九點就來到盛豪飯店，他搭電梯到四樓，一走出電梯，李祕書已經

站在外頭迎接他了。 

「總經理，早安。」 

今年四十歲的李雅容，以前是盛世雄的祕書，盛世雄過世後一度被調派到客房部

工作，去年盛奕辰進入飯店擔任副總經理，她便成為他的祕書，今年初盛信弘將

盛奕辰升任為總經理，因此她現在的職稱是總經理祕書。 

「早，李祕書。」 

盛奕辰往前走了幾步後停了下來，他往左邊望去，人事部的汪主任每天都會在上

班前十分鐘對實習生訓話，他看著第二排一個綁著馬尾的女實習生，夏薔薇。 

上個月的某個星期六早上，他欲前往健身中心，並沒有自己開車，而是選擇搭乘

捷運，記得那天人很多，他所在的車廂站滿乘客，擁擠的感覺本來就夠讓人煩躁

的了，再加上小孩子的哭聲，不少乘客都露出了不耐煩的表情。 

一個年約五、六歲的小女童一直哭個不停，而小女童的媽媽手上還抱著一個約莫

周歲大的男嬰，見到姊姊在哭，他也跟著哭，小女童的媽媽又要安撫女兒，又要

安撫懷裡的兒子，顯得有些手忙腳亂。 

突然，一個女聲說道：「小妹妹，大姊姊送妳一個小皮包好不好？」 

「小皮包？」 

盛奕辰看過去，就見一名年輕女孩蹲在小女童面前，拿著剛剛在捷運前發送的廣

告單子開始摺了起來，不一會兒就摺出了一個大概掌心大小的紙皮包。 

原本哭個不停的小女童，在年輕女孩開始摺紙後就停止哭泣，等看到可愛的小皮

包，她開心的從年輕女孩手裡接過。 

「我跟妳說，小皮包上面可以寫上妳的名字喔，妳叫什麼名字呢？大姊姊幫妳寫

上去。」 

「我叫杜巧薇，媽咪都叫我薇薇。」小女童說出自己的名字。 

女童的媽媽見女兒不再哭了，鬆了一口氣，然後告訴年輕女孩女兒的名字怎麼寫。 

「原來妳叫薇薇，這麼剛好，姊姊的名字也有個薇字喔。」年輕女孩拿出筆來，

在小皮包上寫上女童的名字。 

「大姊姊，那妳叫什麼名字？」 

「大姊姊叫夏薔薇，來，這是送給小薇薇的皮包，喜歡嗎？」 

「嗯，小皮包好可愛，我很喜歡，謝謝大姊姊。」小薇薇笑得好開心。 

「不客氣。」大薇薇也露出甜甜淺笑。 

兩個女孩的笑容可說是一樣可愛，讓車廂內原本滯悶的氣氛頓時變得柔和美好，

許多人忍不住跟著微微一笑，盛奕辰也對夏薔薇留下深刻印象，她雖不是那種一

眼就讓人驚豔的美女，但勝在氣質清新、模樣甜美，是個甜姐兒。 

沒多久，車子到站了，她起身要走出車廂，卻被旁邊也急著要下車的男乘客撞了

下，重心不穩的往旁邊跌，盛奕辰剛巧站在後方，很自然的伸手扶住了她，她轉



頭時表情流露出驚訝，此時關門警示音響起，她匆忙說了聲「總經理，謝謝你」

後就離開了。 

沒錯過那聲「總經理」，他後來讓李祕書去查了下，夏薔薇確實在盛豪飯店工作，

不過不是職員，而是兩個月前來飯店實習，就讀南部某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的大

三學生。 

其實那天他的心情很不好，一直以來，比起進入自家飯店工作，他有更想要做的

事情，那就是投資房地產。 

念大學時，他用儲存的零用錢買了一間屋齡十幾年的小公寓，入住半年後，他將

小公寓賣掉，賺得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大大刺激他投資房地產的慾望。 

當時他的室友喬治對投資房地產也感興趣，他們便決定當合作夥伴，喬治的父親

是個銀行家，建議他們既然要做，野心就大一點，畢竟小公寓的買賣賺不了多少

錢，於是兩人成立了房地產公司，大四那年，他的個人資產已經將近有一千萬美

金了。 

他跟爺爺提過自己所做的投資事業，爺爺支持他，但也不忘提醒他是盛家的人，

盛豪飯店將來是他的責任，他得回來幫父親一起經營，建議他日後可以將投資事

業轉移到台灣。 

而那次，是他們祖孫倆最後一次電話交談，一個月後爺爺就因心肌梗塞過世了。 

大學畢業後，因為喬治不放人，他又在美國待了半年，之後才回到台灣。 

去年他進入自家飯店工作，才明白為何爺爺希望他回來接掌飯店，原來這些年來

許多知名的國際連鎖大飯店進入台灣，盛豪飯店的營運大不如前，除了台北的飯

店還有營利外，新竹和高雄兩間都是虧損的狀態。 

為此他向父親提出幾個改革方案，特別是虧損最嚴重的新竹飯店，他認為可以增

加餐飲方面的經營，像是打造親子餐廳之類，希望能藉此轉型，不過全部被父親

給駁回了。 

父親經營飯店的方式趨於保守，不想在有虧損的情況下又投資幾億元進行改造，

父親說他年輕氣盛，想法也太自負，飯店轉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還說等日

後飯店交到他手上之後再去改革。 

看到飯店有虧損，卻什麼事也不能做，讓他感到有些力不從心，那天也才會心情

不好，但夏薔薇甜美的笑容、溫和的語氣撫平了他的煩悶，讓他幾乎忘了原本的

壞心情…… 

此時電梯門打開，羅庭蔚一見到盛奕辰，立刻笑著走了過去，「奕辰，早安。」 

羅庭蔚，二十四歲，兩年前大學畢業後進入盛豪飯店工作，年初在公佈盛奕辰成

為總經理時，年紀輕、資歷淺的她同時被升任為客房部主任，因為她的父親羅富

是飯店經理，同時也是盛信弘大學的同窗，在飯店工作二十多年，甚至有傳聞盛

信弘要做任何決策前都會先問過他，因此羅富私下被員工稱為「隱形董事長」，

位高權重。 

羅庭蔚從小就很欣賞盛奕辰，兩人可以說是青梅竹馬，現在又成為同事，她很希

望能和他有進一步的發展，只是父親覺得盛奕辰太過高傲，進了盛豪飯店卻一直



沒有親自去拜會他，這一點讓父親很不高興，最近聽說盛奕辰和董事長理念不

合，父親想藉此機會向董事長提議，將盛奕辰調去高雄飯店工作，挫挫他的銳氣。 

盛奕辰看了眼羅庭蔚，想起羅富，黑眸斂下一抹厭惡，表情嚴肅的說：「上班的

時候請叫我總經理。」 

沒想到盛奕辰一點面子也不給，羅庭蔚頓時不太高興，在盛豪飯店裡她也算是天

之驕女，誰不是忙著巴結奉承她，沒人敢用這種態度和她說話。 

只是盛弈辰雖然和她沒有多友好，卻也不曾用如此嚴厲的口吻跟她說話，她想起

自己剛剛走出電梯時，盛奕辰似乎在看什麼，她往前方一瞄，看見那群實習生，

心裡一驚。 

難道盛奕辰是因為公司最近傳出父親性騷擾女實習生的傳聞，今天才會這麼不高

興？羅庭蔚想著，咬了咬牙，決定先發制人。 

「總經理，關於我爸……我是指羅經理性騷擾女實習生的傳聞，一切都是假的，

是一個叫夏薔薇的實習生偷懶被羅經理看見，羅經理才訓了她幾句，誰知她心生

不滿，惡意中傷羅經理，她是客房部的實習生，我已經決定開除她了。」 

開除夏薔薇？盛奕辰神情一凜，關於羅富性騷擾女實習生的事，幾天前李祕書有

向他報告過，他本打算就這一兩天找夏薔薇來問個清楚。 

「我也聽說了這個傳聞，正好想找那個叫夏薔薇的實習生來好好問個明白，李祕

書，妳現在立刻請夏薔薇到我辦公室。」 

聽到盛奕辰要親自查問這件事，羅庭蔚慌張不已，雖然監視器畫面已經被她下令

刪除，但就怕盛奕辰查出什麼，因此她連忙阻止。「總經理，我剛剛已經說過，

一切都是夏薔薇惡意抹黑羅經理，這點我已經查清楚了，如果你現在叫夏薔薇去

問話，那麼不只是我這個客房部主任，連帶被董事長倚重的羅經理也會很沒有面

子。」 

她刻意提及董事長，就是希望盛奕辰顧及父親和董事長的交情，同時心裡不由得

有些埋怨父親，要風流也去其他地方，幹麼要在飯店裡吃女實習生的豆腐呢？害

得她得在盛奕辰面前低聲下氣，幾乎快要抬不起頭來。 

盛奕辰冷笑了聲，「羅主任，我只是要把事情查個清楚，妳幹麼這麼緊張？還有，

妳和羅經理丟不丟面子關我什麼事？還是說……我做任何事還得要妳這個小小

主任同意？」 

聞言，羅庭蔚臉色變得很難看，「總經理，我不是那個意思……」 

「那就閉上妳的嘴！」他語氣嚴厲的喝斥完，轉頭吩咐道：「李祕書，去請夏薔

薇到我的辦公室。」 

「是。」 

盛奕辰懶得再跟羅庭蔚多說什麼，大步走向自己的辦公室。 

站在原地的羅庭蔚頓覺大事不妙，她絕對不能讓盛奕辰插手管這件事，而現在能

阻止盛奕辰的人唯有盛伯伯，因此她馬上打電話給父親。 

「什麼？總經理要見薔薇？」 

汪主任剛訓話完畢，就見到李雅容前來通知，實習生們聽到總經理要見夏薔薇，



頓時起了不小的騷動，尤其是何景瀅，她既擔心又害怕，因為薔薇是為了幫她。 

前些日子羅經理假意問她實習得如何，卻藉機摸她的肩膀和手臂，甚至有意無意

碰觸她身體其他部位，讓她感到很不舒服，但因為不想實習課抱鴨蛋，因此只能

隱忍，後來她得知還有另外一個女同學也遭到羅經理性騷擾，還被摸了屁股，同

樣因為害怕而不敢吭聲。 

薔薇知道這件事情後，覺得隱忍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會讓羅經理更加肆無忌

憚的欺負她們或其他女職員，因此決定寫陳情書，希望能調閱監視器畫面，藉此

喝止羅經理。 

只是沒想到那封陳情書最後落在羅主任手上，前幾天薔薇被羅主任叫去狠狠教訓

一番，還傳出薔薇可能會被開除的消息，也就等於實習課零分，這讓她們很擔心。 

現在總經理要見薔薇，想起那總是高高在上，看起來有些傲慢自大的男人，大夥

都覺得薔薇這次不妙，有可能真的要被開除。 

夏薔薇見大家為她擔心，反過來安慰眾人，「好了，大家快點去做自己的事，我

沒事的，就算真的被開除好了，頂多就是下個學期重新找飯店實習，延畢一年而

已，不用擔心。」 

「薔薇，對不起，都是我害妳……」何景瀅有張漂亮的鵝蛋臉，她紅著眼眶向這

位從高中開始就同班的好友道歉。 

「景瀅，別難過，妳沒有錯，更沒有害我，這事就算發生在其他女同學身上，我

也會這麼做，保護別人就是保護我自己，現在事情鬧到總經理那邊去也好，也許

總經理會願意幫我們呢。」 

「有可能嗎？聽說羅經理是董事長幾十年的好友……」 

「那又怎樣，經過這麼一鬧，就算無法讓羅經理受到懲罰，但我想羅經理多少會

有所忌憚，不敢再騷擾大家了。」夏薔薇笑著說完，便跟著李雅容一起前往總經

理辦公室。 

李雅容看著夏薔薇，長得眉清目秀，她佩服她有勇氣為受到性騷擾的同學寫陳情

書，只可惜那封信落在羅庭蔚手上，大概已經被絞碎了。 

她忍不住提醒道：「夏同學，待會兒見到總經理不用太緊張，只要老實的把事情

說出來就行了。」 

「總經理會聽我說話嗎？」夏薔薇問著。 

她寫完陳情書後才知道羅經理在飯店裡權勢似乎很大，還有人告訴她，就算她告

到董事長那裡去也沒有用，因為董事長和羅經理是幾十年的好朋友，比親兄弟還

親。 

「不想聽妳說話就不會見妳了，妳只要記住一點，總經理跟羅經理是不一樣的

人。」李雅容一向不多話，點到為止。 

意思是總經理會秉公處理嗎？雖然不是很確定李祕書話中的意思，但她感受到一

股善意，不禁微微一笑，「我知道了，謝謝妳，李祕書。」 

當李雅容帶夏薔薇來到總經理室外頭，她辦公桌上的電話正好響起，她趕緊接

起，居然是盛信弘打來的— 



「李祕書，妳把電話轉給總經理，叫他一定要接聽，還有，轉完電話後妳去找庭

蔚，她有事交代妳。」 

「是，董事長，我知道了。」李雅容按下保留鍵，神情嚴肅。 

看來事情起了變化，董事長之所以要找總經理，應該就是為了阻止總經理調查羅

經理性騷擾的事，羅經理和羅庭蔚的動作還真快。 

至於羅庭蔚有事要跟她交代……哼，無非就是想藉機警告她，她可是總經理祕

書，一個小小的客房部主任居然敢教訓她？看來羅庭蔚就跟她父親一樣，已經把

盛豪飯店當成他們羅家的了。 

現任董事長很信任羅經理，在做許多決策之前都會和羅經理討論，也因此把某人

的心給養大了，不只目中無人，還隨意在飯店安插自己的人，行為舉止非常囂張。 

但自從總經理進入飯店工作後，情況就不一樣了，總經理根本不甩羅經理，兩人

的立場甚至可以說是對立的，只是讓她驚訝的是，董事長居然聽信羅經理的話，

打壓自己的兒子，老臣跟太子之間的建議，皇帝似乎總是聽從老臣的，覺得年輕

人經驗不足，要再多歷練才行。 

李雅容拿起話筒撥打內線給總經理，告知董事長來電，總經理接聽了，不過她猜

他們父子可能又要起爭執了，至於羅庭蔚那邊，她打算晚點再過去。 

「夏同學，抱歉，我不是很確定總經理等一下是否還有時間跟妳見面。」董事長

既然介入了，那麼總經理會不會答應不要再管性騷擾的事，她就不確定了。 

「沒關係，那我就先回去工作了。」夏薔薇一聽到董事長打電話給總經理，心裡

已經有數了。 

「等等，這樣好了，我現在要去煮咖啡，妳就先在茶水間那邊喝杯咖啡稍等一下，

待會兒我再去問總經理。」一切還是等他們父子講完電話再說吧。 

「好。」夏薔薇微笑，不論最後總經理是否會見她，她都很謝謝李祕書。 

此時李雅容桌上的電話再次響起，是公司內線，她遲疑了下，還是接聽了，是羅

庭蔚打來的。 

「羅主任，我知道妳要找我，不過我現在手上有工作，晚點再過去……妳要我現

在馬上過去？我說了我有工作……」不等她說完，電話那端已經掛掉了，李雅容

神色一僵，忍不住皺起眉頭。 

夏薔薇離了一點距離都能聽到話筒被重重摔上的聲音，想起前幾天羅庭蔚把自己

叫過去痛罵一頓，她有點擔心地道：「李祕書，我可以幫忙煮咖啡，既然羅主任

都特地打電話來了，我想妳還是先去找她會比較好。」 

李雅容當然明白夏薔薇話中的意思—去晚了，可就會挨罵了。 

「那好吧，茶水間在那邊，就麻煩妳幫我煮咖啡了，我會盡快趕回來。」她歎了

口氣。她不是怕羅家人，而是董事長都親自下令了，她不想因為她的關係，讓總

經理和董事長之間又產生不愉快。 

夏薔薇點點頭，待李雅容離開後，她走進茶水間，開始動手煮咖啡，無奈的想著

羅經理性騷擾一事大概要無疾而終了…… 

「妳在這裡做什麼？」略微不快的男聲從門口傳來。 



夏薔薇轉身，便看到總經理雙手環抱在胸前，一臉怒氣騰騰的看著她。 

她內心一驚，不知道總經理為何會來茶水間，連忙低頭道歉。「總經理，抱歉，

我是夏薔薇，李祕書說您想要見我，我就過來了，然後剛剛董事長打電話給您，

您……」 

「停！」盛奕辰不悅的沉聲道。 

夏薔薇不明白他突然喊停的用意，不會是要叫她立刻滾吧？ 

「總經理，那麼我先離……」 

「夏薔薇同學，我剛剛是在問妳，妳在這裡做什麼，妳幹麼說那些有的沒的？還

有，面對我不需要用敬語。好了，現在回答我的問題，妳在這裡做什麼？」 

「我在煮咖啡。」夏薔薇小心翼翼地回答。 

「妳在煮咖啡？李祕書呢？」盛奕辰蹙眉。 

「羅主任剛剛打電話來，說有事找李祕書，因此李祕書去客房部了。」 

「羅庭蔚把我的祕書叫過去？真是太可笑了。」盛奕辰冷哼了聲。 

剛才父親在電話裡每一字每一句都在袒護羅富，直指夏薔薇是惡意中傷，還說已

經決定開除她，這件事就到此為止，要他不要再生是非。 

聽到父親的話，盛奕辰都氣笑了，他不是很確定父親知不知道自己的好友是什麼

德性，但父親的決定讓他感到非常失望，心裡更是不痛快，同時也讓他看清楚一

點—羅富輕易就能左右父親的決定，這樣的禍害非除不可！ 

「既然咖啡煮好了，倒一杯咖啡給我，加半湯匙的糖。」他淡淡地道。 

「是。」夏薔薇點點頭，立刻照辦，卻發現總經理並沒有回辦公室，而是走進茶

水間，坐在小圓桌前的椅子上。 

所以，總經理是要在這裡喝咖啡？ 

夏薔薇猜測著，手邊的動作可不敢慢，加了半湯匙糖之後將咖啡端到小桌子上，

才想著自己是不是該要離開，便聽到總經理對她說— 

「夏薔薇，妳也倒一杯咖啡過來坐下，我有話跟妳說。」 

聞言，她雖不明白總經理的用意，還是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轉過身，看到總經

理端起咖啡喝著，姿態俊美優雅，從窗戶斜照進來的晨光剛好就灑在他周圍，讓

她有些看傻了，覺得總經理真是名副其實的「發光體」，是她見過最好看的男人。 

這好像是她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著總經理，雖然上個月見過一次，不過只是匆匆

一瞥，總經理真的長得很好看，儘管此刻臉上微顯怒氣，依然英俊帥氣。 

同學們有時會私下說起關於總經理的事，說他是什麼「高嶺之花」，像她們這種

小實習生只能遠觀，無法靠近，更不可能摘得到，現在她多少可以體會同學們話

中的涵義了。 

只是高不可攀的總經理，上個月居然在捷運的車廂裡扶住差點跌倒的她，真是不

可思議……那天她本來和景瀅約好前往知名的連鎖書店，結果景瀅爬不起來，她

只好獨自一人前往，沒想到那麼巧會遇見總經理。 

「幹麼站著發呆？過來坐下。」 

「是。」夏薔薇回過神，連忙走過去坐下。 



盛奕辰將咖啡放到桌上，「夏薔薇，剛剛董事長打電話跟我說，要我別再過問關

於羅經理性騷擾妳們女實習生的事，說那只不過是傳聞，只要把妳這個惡意中傷

羅經理的造謠者開除就行了，那麼傳聞就會平息。」 

聽到董事長做出的決定，夏薔薇一點也不意外，她把咖啡杯放回桌上，「總經理，

羅經理性騷擾女實習生一事千真萬確，並不是如羅主任所言是我刻意抹黑，請你

一定要相信我。」 

「我也覺得妳們沒有必要去捏造這種事，畢竟得罪羅經理討不到什麼好處，不過

妳知道為什麼妳會被說成是刻意抹黑嗎？因為妳沒有證據，李祕書向我報告，關

於性騷擾發生的時間點，監視器剛好都『故障』了，因此沒有錄到任何影像。」

盛奕辰意有所指地說。 

聽他說起證據，夏薔薇臉上閃過一抹猶豫，盛奕辰沒有錯過她的這個表情變化。 

「夏同學，有話就說沒有關係，妳可以相信我，之前我在捷運車廂內不是也幫過

妳嗎？」 

夏薔薇很驚訝。「總經理，你還記得我？」 

「對。」盛奕辰點了點頭，「妳當時用紙摺了一個小皮包，送給了哭個不停的小

女童不是嗎？」 

「嗯。」夏薔薇沒想到總經理真的記得她，想到他先前的幫助，應該不是會掩蓋

真相的人，內心不再有任何猶豫，「總經理，其實我那裡有證據，雖然那個時間

點的監視器畫面被刪除了，可是有人把畫面救回來，並給了我一份備份檔案，只

是希望總經理別追問是誰給我檔案的，可以嗎？」 

給她檔案的人是在飯店工作快十年，隸屬於客房部的許孟君組長，聽說羅主任剛

到飯店工作時是許組長的組員，她不了解許組長跟羅主任之間的恩怨，但她很感

謝許組長給她備份檔案，並保證不會跟任何人說檔案是她給的。 

「妳手上有備份檔案？」盛奕辰眼裡有著讚賞，她果然很善良，明明有證據卻不

拿出來，大概是怕再次告發不成，反而連累其他人吧，真是個傻丫頭。 

「嗯。」 

「備份檔案在哪裡？交給我，我會好好處理這件事的。」 

「隨身碟在我背包的小袋子裡，我等一下就拿來，可是總經理，你打算怎麼做呢？

董事長不是要你別再過問這件事嗎？」 

「妳現在是在擔心我嗎？」盛奕辰心頭莫名一暖。 

夏薔薇微紅了臉。「因為這跟董事長的意思不一樣，如果董事長知道了，應該會

很生氣吧？」 

「這點妳不用擔心，別忘了我姓盛，飯店還是我們盛家的。」他露出冷笑，「豬

八戒就該滾回豬圈裡。」 

為了剷除羅富這顆毒瘤，他早早就做了調查，掌握到羅富向合作廠商收回扣的證

據，他這次絕對要讓羅富翻不了身。 

「豬八戒？是指羅經理嗎？」想起羅經理肥頭大耳又好色的模樣，還真的像電視

裡的豬八戒，夏薔薇忍不住笑了出來，發現總經理在看她，她不好意思的收起笑



容，「很抱歉，我不該笑的。」 

「不會啊，妳笑得很好。」笑得很甜美又可愛。 

她笑得很好？雖然覺得這話怎麼怪怪的，不過夏薔薇沒放在心上，倒是這番交談

下來，她發現總經理不若外表那般高傲清冷，反而挺平易近人的，是個好人…… 

「夏薔薇，如果我幫妳洗清造謠者罪名，還受害者女同學一個公道，讓壞蛋受到

懲罰，加上之前我在捷運車廂內幫了妳一把，妳打算怎麼報答我呢？」盛奕辰笑

著說。 

聞言，夏薔薇呆住了。 

嗯，她的反應正如他所料，別說是她，他自己也滿訝異的，但他就是不想在事件

落幕後和她斷了聯繫，他喜歡和她相處的感覺，就算只是喝咖啡聊聊天，也會莫

名的覺得很愉快。 

於此同時，在茶水間外站了好一會兒的李雅容也開心不已，不僅因為總經理英明

的決定，那句「豬八戒就該滾回豬圈裡」更是讓她直想拍拍手，剛剛在羅庭蔚那

裡受的一肚子氣瞬間全都消失了。 

倒是總經理對夏薔薇的友善態度令她大感意外，總經理可不是個容易親近的人。 

她在盛豪飯店工作十六個年頭，過去身為盛世雄的祕書，多少聽盛世雄提起，對

他的個性頗為了解，總經理從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是這樣，若是不喜歡的人就完

全不理會對方，因此才會有人說總經理傲慢又自大。 

還有，總經理每次和董事長起爭執，一整天情緒都很不好，照理說，董事長這回

替羅經理出頭，總經理就算沒發怒，應該也會很不高興才對，但她剛剛聽總經理

跟夏薔薇說話的語氣，完全沒有任何怒氣，更別說那句索討報答的話，著實讓她

瞠目結舌。 

後面兩人還說了什麼，李雅容已經沒心思聽了，她默默飄回自己的座位，努力消

化這個她沒看過的總經理…… 

三天後，人事部發出人事異動公告，羅富經理因為健康因素請辭，新的經理人選

將在下個月公佈，而客房部主任羅庭蔚被調派到高雄的飯店擔任一般職員，客房

部主任一職暫由許孟君組長代理。 

一個星期後。 

夏薔薇趁著午休，拿著自己親手做的小泡芙來到總經理室。 

「李祕書，這是我做的泡芙，這份是送給妳的，另外這一份請妳幫我轉交給總經

理，謝謝他讓壞人受到懲罰。」夏薔薇微笑的說著，但細看的話，會察覺到她的

笑容有些不自在。 

那天總經理的問話她沒有馬上回答，只說了句「我要想想」就溜了，回去後她愈

想愈奇怪，羅經理性騷擾女實習生，他這位總經理本來就應該要處理，怎麼說得

好像是為了她才這麼做的？ 

之後羅經理自動請辭，連時常刁難實習生的羅主任也被調職了，大家都非常開

心，夏薔薇當然也很高興，也認真的考慮起該如何報答總經理。 

這幾天她都在想著要送總經理什麼謝禮才好，名牌類的東西就不用想了，她買不



起，就算買得起，她也不確定總經理是否會喜歡，再說了，她覺得總經理應該不

缺名牌。 

想了幾日，她決定做吃的當謝禮，來實習的時候，她有把小烤箱帶來台北，前天

她試著做了花生跟藍莓口味的泡芙分送給同學們，大家都說好吃，讓她增加不少

信心，決定今天將泡芙送出。 

「妳可以跟他本人道謝。」一道男聲突然傳來。 

夏薔薇轉頭，就看到盛奕辰不知何時站在後面，讓她嚇了一跳。 

盛奕辰走上前，看著桌上的東西，好奇地問道：「妳送我什麼當謝禮呢？」 

「是、是泡芙。」夏薔薇完全不敢亂動。 

「泡芙是嗎？拿進來吧。」 

夏薔薇戰戰兢兢地看向李雅容，「李祕書，這泡芙……」 

「我想總經理是要妳親自拿進去辦公室送給他。」李雅容微笑著將泡芙放到夏薔

薇手裡。 

夏薔薇只好跟進去，然後就看見盛奕辰從辦公桌上拿起一個紙袋，走到沙發那邊

坐下。 

「妳也坐。」 

夏薔薇想了下，「總經理，我只是來送泡芙，順便跟你道謝，就不擔誤你吃午餐

了，我先回去了。」 

「妳吃午餐了嗎？」 

「還沒有。」 

「那好，這是宋祕書幫我買的便當，我今天沒有什麼胃口，這個便當給妳吃，我

吃泡芙。」盛奕辰意興闌珊的說著。 

夏薔薇這才發現總經理似乎心情不太好的樣子，她想起這幾天有傳言說因為總經

理逼迫羅經理辭職，又把羅主任給調職，讓董事長非常生氣，父子倆見了面都不

說話。 

想到這裡，她不免有些愧疚，她是想要羅經理那隻大色狼受到懲罰，卻沒想到會

因此害得總經理跟董事長兩人生了嫌隙，如果是真的，那該怎麼辦呢？ 

「總經理，我聽說你最近跟董事長有些不和，是真的嗎？是不是因為你幫我們懲

處了羅經理，所以董事長他……」 

「這個世上感情好的父子很多，可是處不來的父子也是有的，妳不用想太多，我

跟董事長沒有不和，跟羅經理請辭一事也沒有關係，只是經營理念不一樣。」盛

奕辰還是第一次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和父親的相處模式。 

父親在看到他拿出羅富收回扣的證據，還有性騷擾實習生的監視器畫面後，總算

相信不是有人要惡意抹黑，只是即便證據都擺在眼前，父親仍希望給老同學一點

面子，別鬧到警察局，他會勸羅富自動請辭。 

他之所以會答應父親的要求，是因為他不想讓父子關係變得更不好，不過他也提

出一個要求，那就是把羅庭蔚給調離現職，羅富在飯店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人，短

時間內無法一一拔除，不過只要把影響力最大的羅庭蔚調走，其他人也就翻不出



什麼花樣了。 

「好了，別再談讓我心情更不好的話題，把泡芙給我，妳吃便當。」 

原來傳言是真的，總經理真的和董事長鬧不和，雖然總經理說不關她的事，她還

是覺得很過意不去…… 

把裝著泡芙的盒子拿給盛奕辰，夏薔薇拿起紙袋坐到旁邊的沙發上。 

盛奕辰打開盒蓋，有些驚訝。「原來是小泡芙，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呢。」她做

的泡芙比一般市面賣的還要來得小一號，模樣很可愛，他拿起一顆吃下，點頭讚

賞道：「很好吃。」 

夏薔薇本來有點擔心，不知道他會不會不喜歡吃泡芙，聽到他說好吃，她也就放

下心來，她從紙袋拿出便當，打開一看，立刻就被裡面的豐富菜色嚇了一跳，日

式蝦捲、黃金干貝酥、炸蝦天婦羅、日式炸豬排、蒲燒鰻魚、鹽烤香魚，旁邊有

黑豆及和風沙拉，紙袋裡還有白飯、味噌湯跟一個果凍。 

這便當也太豪華了吧！ 

「夏薔薇，妳幹麼對著便當發呆，難道妳也沒有胃口？」盛奕辰困惑地問。 

「不是，我只是……」第一次見到這麼豪華的便當，她感到很驚訝，「那麼，我

開動了。」 

夏薔薇拿起筷子，先咬了一口豬排，肉質外酥內嫩，清爽不油膩，真的太好吃了，

接著她慢慢品嘗其他菜色，一臉幸福的樣子，根本就沒有注意到盛奕辰盯著她看

了許久。 

盛奕辰一邊吃泡芙一邊看她，只見她吃得津津有味，那個日式便當他常常吃，覺

得口感其實還好，可是看到她咬了一口蒲燒鰻魚，小臉蛋就露出開心的表情，他

不禁想著，那個鰻魚真有那麼好吃嗎？ 

他忍不住起身坐到她旁邊，夏薔薇愣了下，有些驚訝也有些困惑，還有點緊張，

怔怔地看著他。 

「夏薔薇，蒲燒鰻魚好吃嗎？」 

「嗯，非常的好吃。」她老實回答。 

「我想吃一口。」 

「可是我已經吃過了……」夏薔薇眨了眨眼，看他很想要吃，便把手上的筷子拿

給他。 

盛奕辰接過筷子後，夾起鰻魚咬了一口，覺得今天的鰻魚似乎真的比較好吃，下

一刻，他覺得自己餓了。 

「夏薔薇，抱歉，我突然又有胃口了，我想吃便當。」 

「什麼？可是我已經吃了一半……」 

「下次我請妳吃飯，今天這個便當就讓給我吃吧！」盛奕辰此刻胃口大開，直接

端過便當，一口接一口吃著。 

他不在意吃口水便當，夏薔薇卻忍不住臉紅了，看到他咬著自己吃了一半的炸蝦

天婦羅，她只覺得喉嚨一緊，臉頰上的熱度又增了幾分。 

「妳一直看著我筷子上的炸蝦天婦羅是吧？來，給妳吃一口。」盛奕辰將炸蝦天



婦羅遞過去。 

夏薔薇紅著臉，連忙拒絕，「總經理，不用了，我已經吃過了，剩下的你自己吃

就行了。」 

緊張到有些坐不住，她無法繼續看總經理吃著自己吃過的便當，雖然她常跟好友

何景瀅共吃東西共喝飲料，但還沒有跟男人這麼親近過，那感覺很怪異，好像他

們兩個人關係有多親密似的，可是他們不但連朋友都稱不上，以後也許連像這樣

相處的機會都沒有，等到實習結束後，甚至有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再見面了。 

她很清楚的知道，總經理只能遠觀而已。 

不久，她以上班的時間快要到了，還得去買東西為藉口，提早離開總經理辦公室，

而留下來的盛奕辰則是繼續津津有味地吃著便當。 

其實他剛剛是看她好像很緊張，便想要逗逗她，讓她放輕鬆，才故意拿炸蝦天婦

羅要給她吃，誰知這一逗她竟然臉紅了，小臉蛋羞怯的模樣比他手上的炸蝦天婦

羅還要可口，同時他也發現自己有想要在她臉上咬一口的衝動，因此當她找理由

離開時，他沒有多說什麼，直接放她離開。 

不過……夏薔薇臉紅的樣子也未免太可愛了吧！ 

這朵薔薇不是什麼解語花，而是他的解氣花吧，兩次下來，他發現就算心情再不

好，只要跟她在一起就能平緩下來，甚至覺得很舒心，這不，原本看著沒有胃口

的便當，現下都覺得好吃了呢！ 

盛奕辰唇角微揚，心情很不錯，這大概是他進入飯店工作以來，吃得最有味道也

最快樂的一頓午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