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凱茵，我知道妳醒著，妳還是不想跟我說話嗎？」 

傍晚，在醫院的個人病房裡，蘇澤宇看著躺在病床上的妻子，俊美的臉龐有些無

奈的皺起眉頭。 

她閉著眼睛像在睡覺，但他知道她是清醒的，剛剛他打開病房門時，他還聽到她

跟看護說話，結果他一走進來她就裝睡。 

自從昨天中午她醒來後，就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不管他說什麼，她完全不理會

也不回應，他真的不知道該拿她怎麼辦才好。 

去年他和小五歲的妻子葉凱茵認識不到三個月便決定閃婚，她是個豪門千金，肌

膚雪白，五官精緻，他最喜歡的就是她的眼睛，又圓又大、明亮有神，笑起來眼

尾微翹，很是嬌媚。 

但近幾個月來，他們爭吵不斷，嚴格說來，他並沒有真的和妻子吵架，他只是不

想理會，她總是拿一些無聊的事來質問他，而他一再的解釋也感到累了。 

上個星期她竟然要他換到其他醫院任職，可是哪能說換就換，他覺得她鑽牛角尖

又有點無理取鬧，讓他很煩，索性就住在醫院的宿舍裡。 

只是他沒想到她前天晚上開車居然自撞行道樹，整個人陷入昏迷，被緊急送到醫

院，頭部有撕裂傷，左手骨折，幸好傷勢不是很嚴重，但也讓他嚇壞了。 

今天上午葉家爺爺跟王管家來看過妻子，至於他的父母親，因為住在南投老家，

路途遙遠，他暫時還沒有讓雙親知道媳婦發生車禍住院的事。 

「凱茵，我知道妳在氣我住在醫院宿舍不回家，那是因為我真的不想再跟妳吵

架，我覺得我們都需要冷靜一段時間。」他再一次解釋，其實他早就傳 LINE跟

她說過了。 

儘管對妻子如此不愛惜生命感到生氣，不過見到她一臉蒼白的躺在病床上，手上

還打著石膏，他終究沒有多加指責。 

其實他也有錯，也許他不該住在醫院宿舍，既然她現在不肯跟他說話，他也不想

勉強她，就讓她先養傷，等她出院後，兩個人再好好談談。 

「凱茵，這一、兩天若是妳不再覺得頭痛或頭暈，就可以出院回家休養了，如果

妳想出院，可以跟我說。」今年三十一歲的他，在這間東信醫院擔任外科醫師已

經兩年了，他是妻子的主治醫師，預估她的傷勢大概兩週內就可以痊癒。 

此時蘇澤宇的手機鈴聲響起，他從白袍口袋拿出手機接聽，「……我知道了，我

馬上過去。」結束通話後，他看著依然閉著眼睛不理會他的妻子，說道：「凱茵，

有緊急病患，我先走了，結束後我再過來陪妳。」臨走前，他請看護好好照顧妻

子。 

蘇澤宇離開好一會兒之後，葉凱茵確認丈夫不會再進來，她才緩緩張開眼睛。 

就如同丈夫剛剛說的，她的確是清醒的，不過有一點他說錯了，她不是因為氣他

而不想跟他說話，雖然他之前寧願住在醫院宿舍也不回家，讓她真的很火大，但

此時此刻，她是真的不想再見到他。 

想到自己撞車之後發生的事，葉凱茵的身子微微顫抖，既害怕又生氣，她緊咬著



唇，努力忍住內心的憤懣。 

她為什麼不想見到他？那是因為她怕自己一張開眼睛看到他，會忍不住衝動的質

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對她？他怎麼可以這樣對她？！ 

她不想再跟之前一樣情緒失控，然後很無知的找他吵架，她不斷地深呼吸，試圖

緩和過於激動的情緒，那個男人不值得她為他如此生氣了。 

其實這樣的動作，從她醒來後就常常做，特別是當蘇澤宇來到病房的時候，她得

花更多的力氣才能控制住情緒，因此她索性閉上眼睛，來個眼不見為淨。 

一旁四十多歲的張姓女看護，見到蘇太太臉上露出像是生氣又怨恨的表情，她不

敢多說什麼話，她是從昨天早上開始擔任蘇太太的看護，不過蘇太太要她稱她為

葉小姐。 

她在東信醫院擔任專業看護很多年了，見過蘇澤宇許多次，他兩年前到醫院的外

科任職，馬上就成為風雲人物，不只是他醫術好，最重要的一點，是他身形挺拔，

外貌英俊，長得比電視上那些男明星還要好看，她還聽說因為一年前他突然結

婚，害得不少女性職員因為太難過，差點得了厭食症。 

張看護不知道這對年輕夫妻之間出了什麼問題，這兩天來，葉小姐每次見到蘇醫

師進來病房，就閉上眼睛不說話，不管蘇醫師說什麼，葉小姐就是完全不回應，

她的大兒子今年已經上大學了，她也算是過來人，世上有哪對夫妻不吵架的呢？

但吵過了，日子總還是要過，別真的鬧翻了才好。 

以前她聽說蘇醫師的妻子是有錢人家的大小姐，脾氣很不好，不過這兩天來，葉

小姐對她這個看護倒還挺客氣的。 

「張小姐，妳的手機可以借我打個電話嗎？」葉凱茵昨天醒來後，隨身的皮包就

在旁邊，上頭還沾了點血漬，皮包裡的手機雖然沒有撞壞，但已經沒電了。 

「好。」張看護馬上從口袋裡把手機拿出來遞過去，不過見葉小姐右手打著點滴，

左手骨折打了石膏包紮，不方便拿，她便道：「葉小姐，妳先告訴我電話號碼，

我幫妳按好了，再把手機放到妳耳邊。」 

「好，謝謝妳。」葉凱茵點點頭，說出一組電話號碼，接通後，她對著電話那頭

的人說道：「王管家，我明天早上要出院，你讓司機來接我，順便告訴我爺爺一

聲，我要回葉家休養。」 

她不想說娘家，因為以後葉家就是她唯一的家了。 

「好的，大小姐，明天早上我會跟司機一起去醫院接您出院。」王管家名叫王正

成，葉家爺爺一向叫他阿成。 

結束通話後，葉凱茵再次謝謝張看護，接著吩咐道：「對了，晚一點若是蘇澤宇

又來了，請妳幫我把他趕出去，別讓他在我的病床旁邊囉唆。」 

她不想再見到那個人，也不想再聽到他說任何話。 

「啊？把蘇醫師趕出去？」張看護很驚訝，「葉小姐，這個……蘇醫師是醫師，

我不好那麼做啦！」 

葉凱茵想了下，也是，是她氣過頭了，畢竟她明天就出院了，但張小姐還得繼續

在這間醫院工作，這麼做實在太為難她了。「不然這樣好了，蘇澤宇來的時候，



妳告訴他，既然他說要彼此冷靜一段時間，那麼請他出去，讓我一個人好好靜一

靜。」 

她不想說自己愛錯人了，但她的確感到後悔，她不該認識他、不該和他相戀，更

不該和他結婚。 

這種話張看護就敢幫忙轉達了，便回了聲「好」。 

「對了，妳先別跟蘇澤宇說我明天早上要出院的事。」 

張看護雖然不知道葉小姐為什麼要這麼做，但人家夫妻之間的事，她一個外人也

不好多問，因此她簡單的又回了一聲「好」。 

之後葉凱茵不再說話，她偏著頭望向玻璃帷幕外的夕陽景色，突然想起大詩人李

商隱的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她不禁苦笑，這兩句詩帶著淺淺的感傷，

挺符合她此刻的心境。 

再美好的事物，都有落幕的時候，老實說，她還真沒想到她跟蘇澤宇的婚姻會變

成如今這個樣子，不過，她算是咎由自取。 

當初爺爺就說了，她跟蘇澤宇的出身背景和成長環境相差太多，不適合在一起，

爺爺還說他完全感受不到蘇澤宇對她的心意，爺爺甚至懷疑蘇澤宇不是真心愛

她，但那時她被愛情沖昏了頭，不聽老人言……瞧瞧，現在真的吃虧在眼前了。 

還有，好友汪依黛也勸過她，認識三個月就結婚太快了，也許她根本就還不了解

蘇澤宇這個人，但她信誓旦旦的跟好友說，她相信自己的眼光，她一定會跟蘇澤

宇過得很幸福。 

對照自己此刻一身是傷的躺在床上，再回想起一年前開心嫁給蘇澤宇的自己，那

已經不能說是單純了，也不是太過天真，根本就是笨死了！ 

沒眼光、沒腦袋、低智商、比豬還笨！葉凱茵把能想到的罵人字眼全拿來罵自己。 

為了愛蘇澤宇，她把自己搞成現在這副德性，從人人羨慕的嬌嬌女，成了如今的

怨婦，不用等別人來取笑她，她自己就先笑話自己了。 

不過似乎也不能怪蘇澤宇，當初是她主動追求他，她從小就有這種不好的大小姐

脾性，看上的東西就一定要得到手，一直以來，她其實很清楚，他只是被動的答

應了與她戀愛，被動的答應了和她結婚。 

笨一回就夠了，從今以後，她不會讓自己再犯蠢了。 

葉凱茵深呼吸一口氣，試著平復複雜的心緒，她緩緩閉上眼睛，不是因為某人又

來了，而是她真的累了。 

隔天上午十一點多，蘇澤宇出了手術房，換上白袍，來到妻子的病房，這才知道

她在半個小時前就出院了。 

而此刻在葉家的庭院，車子停下後，葉凱茵下了車，看著眼前熟悉的大宅，沒想

到自己還能再回到這裡，除了感動，還有著一股濃濃的苦澀，鼻頭一酸，她忍不

住落下淚來。 

回想起這段日子，她因為常和蘇澤宇吵架，心情很不好，已經許久沒有回來看望

爺爺了，除了自尊心讓她不想示弱，也怕爺爺會發現她過得不快樂，不想讓爺爺

為她擔心。 



結果她還是讓爺爺擔心了，昨天爺爺到醫院看她，她看得出來爺爺非常心疼又難

過。 

母親只生了她這麼一個女兒，雖然她是孫女，但爺爺從小就非常疼愛她，每天下

班回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抱抱她，就算後來父親外遇生下一個兒子，爺爺依舊很

疼愛她。 

五十多歲的王管家和妻子在葉家工作二十多年了，王管家站在大小姐身後，看到

大小姐哭了，他很驚訝，大小姐是多麼高傲的人，要不是受了很大的委屈，怎麼

會哭呢？他在心裡偷偷罵著蘇澤宇，怪他不好好珍惜大小姐。 

「大小姐，您沒事吧？」王管家擔心的問道。 

「我沒事，大概是因為很久沒有回家，心情有點激動而已。」葉凱茵擦去眼淚，

待情緒稍微緩和下來後，她姣好的臉上揚起一抹微笑，和王管家一起進屋。 

她會選擇回到葉家，不是來向爺爺哭訴的，而是要告訴爺爺她的決定，而且她發

誓，以後再不會讓爺爺為她擔心了。 

葉家爺爺葉明章今天沒去公司，打從王管家跟司機去醫院接孫女出院，他就一直

坐在客廳等著孫女回家。 

昨天他到醫院看她，她的狀況很不好，沒有一絲元氣，整個人還瘦了一大圈，他

已經吩咐廚房在孫女住在家裡養傷的日子，天天都要替她好好補補身子才行。 

「爺爺，對不起，讓你為我擔心了。」葉凱茵坐下後，馬上就向爺爺道歉又認錯。

「爺爺，過去是我太任性了，我保證以後我會當個乖巧聽話的孫女。」 

聞言，葉明章頓時紅了眼眶。「傻孩子，幹麼跟爺爺道歉，妳沒有做錯任何事，

都是那個姓蘇的小子的錯，阿成，你馬上打電話把那小子叫來，我非得再罵他一

頓不可。」 

一提起那姓蘇的小子他就氣到不行，看看孫女被他折磨成什麼樣子，昨天在醫院

時他已經罵了那小子一次，但他還是不夠解氣。 

見王管家拿起電話，葉凱茵連忙阻止，「不要打給他。」接著她看向爺爺，說出

她的決定，「爺爺，我決定跟蘇澤宇離婚。」 

「什麼，妳要離婚？！」葉明章很震驚。「可是妳不是很喜歡他嗎？」 

若不是知道孫女有多喜歡那個小子，當初他也不會答應讓孫女嫁給他，況且他昨

天去醫院探望孫女時，孫女將車禍的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說她不該開車的時候

恍神，半句都沒有提到孫女婿，他以為孫女是擔心他會罵孫女婿，怎麼現在突然

說要離婚了？ 

葉凱茵當然看到爺爺一臉疑惑，她微微一笑道：「爺爺，我不是因為鬧脾氣才這

麼說的，我是真的決定要和蘇澤宇離婚，雖然我以前真的很喜歡他，可是嫁給他

之後，我才明白，很多事情是不能勉強的。」 

尤其是感情，她很清楚，他對她的喜歡，遠遠比不上她對他的愛，直到現在，她

還是會忍不住懷疑他是否喜歡過她。 

這幾天她在醫院想了很多，可是當她決定要離婚後，她發現心情不再浮躁，也不

衝動了，過去發生的事情，她已經不想再多做計較和糾結，所有的一切，就讓它



到此為止吧。 

「凱茵，妳確定嗎？」葉明章又問了一次。 

「對。」葉凱茵篤定的點點頭。「繼續勉強在一起，只是會讓彼此過得更不快樂。」 

葉明章知道，若不是真的傷了心，孫女的態度不會這麼堅定。「不過就算妳決定

要離婚，還是要把那小子叫來好好罵一頓，阿成，打電話。」 

他好好一個孫女嫁給那小子，現在不但受了傷，還要離婚，他愈想愈氣，實在無

法原諒蘇澤宇。 

葉凱茵再度阻止王管家打電話。「爺爺，既然我都已經決定要跟蘇澤宇離婚了，

從今以後，他跟我就是沒有任何關係的陌生人了，你幹麼還要把人叫來呢？我不

想見到他。」 

「凱茵，別捨不得爺爺罵他，那小子非得好好教訓不可。」 

「爺爺，你誤會了，我不是捨不得，我是真的不想再見到他。」她還比較擔心爺

爺會氣壞了身體，看爺爺依舊一臉怒氣，像是不罵人不罷休，葉凱茵笑了笑，拿

起桌上爺爺的茶杯，勸道：「爺爺，來，先喝口茶，別那麼大的火氣，因為我還

有其他的事要跟你商量呢！」 

「茶我待會兒再喝，妳要跟爺爺商量什麼？」葉明章問道。 

葉凱茵將茶杯放下。「爺爺，等我的傷好了之後，我想要去公司上班。」 

葉明章再一次驚訝。「妳以前不是說對經營公司沒有興趣，比較想要開精品服飾

店嗎？」 

孫女從小就聰明伶俐，功課一直很好，念高中時就決定不考國內的大學，想要出

國留學，還說大多數的美國大學或研究所會要求外國學生的托福考試成績，因此

她很努力學習英文，後來也很順利地申請上了耶魯大學，如果她願意到公司上

班，發揮她的能力，他當然很高興。 

葉凱茵覺得自己以前的個性真的很糟糕，總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很自大也很自

我，從不為身邊的人多加考慮或著想，她會變成如今這個樣子，真的怨不了任何

人。 

當年她大學畢業後，突然對服裝精品感興趣，又在美國多待了一年學習服裝設

計，後來回到臺灣，她打算自己開店，但她一直在考慮要直接成立自己的品牌，

還是先引進美國知名服裝廠牌，畢竟從代理商做起，建立好行銷管道後，再創立

自己的品牌也不錯。 

不過就在她規劃期間，有一天她到東信醫院探視生病的友人，因而認識了蘇澤

宇，從此那個人幾乎成為她生活的重心，若不是爺爺提起，她差點都要忘記自己

曾經想要經營服裝店的事了。 

看來她真的得徹底改改自己總是任性妄為的個性，其實說穿了，她這種大小姐脾

性還不都是被爺爺給寵出來的，從小她想要什麼就有什麼，但爺爺也只是因為太

過疼愛她這個孫女，是她自己走歪了。 

「爺爺，我們公司不也是服裝業嗎？以後我會好好努力跟爺爺學習如何經營公

司，我會變成讓爺爺引以為傲的孫女。」葉凱茵充滿自信的說道。 



葉明章本來還擔心孫女是不是因為受到太大的刺激，才會有這麼大的轉變，不過

看到她露出自信的笑容，他彷彿見到高中時期的她，那個時候她也是充滿信心的

說要去美國念大學，而且非名校不讀，這丫頭一旦認真起來，絕對說到做到。 

他覺得自己似乎可以不必再為孫女擔心，她都已經為自己設想好了，再說了，哪

需要等以後，她從小到大都是他最大的驕傲。 

「凱茵，如果妳想這麼做，那就去做吧！」葉明章還是跟從以前一樣，不管孫女

做什麼決定，他都支持她。 

葉家的宏樺興業以紡織業起家，葉明章的父親早年經營布店，葉明章接手後開起

紡織廠，一度是國內最大流行服飾的代工廠，近幾年轉型成為高科技產業，研發

排汗防水等機能性布料，全球超過兩百個品牌都是他們的客戶。 

葉明章今年已經七十五歲了，年輕時的他全心打拚事業，很少關心獨子，結果兒

子被妻子給寵成不學無術的公子哥兒，妻子過世後，他替兒子找了一個教育世家

出身的媳婦，不但長得漂亮，氣質好又乖巧，夫妻倆感情不錯。 

有一段時間兒子也很認真的到公司上班，葉家幾代都是單傳，兒子就是他唯一的

接班人，有時他會對兒子比較嚴厲，父子因此常鬧不和。 

後來兒子又開始上酒店，還為了一名女服務生要跟沒有做錯任何事的媳婦離婚，

他當然不答應，兒子索性不回家了，在外面跟那個女人同居，還生下一個兒子，

取名葉凱杰。 

幾年後媳婦因病離世，隔年兒子跟外遇對象也因為一場車禍雙雙走了，讓他很心

痛，最後他把孫子帶回葉家撫養。 

孫子回到葉家時已經九歲了，是懂事的年紀，大概是因為當年他一直拒絕讓孫子

認祖歸宗，因此孫子始終和他這個爺爺不親近，他也不強求，把所有希望都放在

孫女身上。 

接班人是孫女或孫子對他來說並沒有差別，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不過孫女從美

國留學回來後，跟他說對經營公司沒有興趣，這讓他想起自己曾經嚴厲逼迫兒子

學習接班，搞到父子失和，最後還白髮人送黑髮人，他決定不要重蹈覆轍，讓孫

女做自己想做的事。 

爺爺就跟以前一樣，對她的決定完全支持，說起來爺爺唯一反對的就是她嫁給蘇

澤宇，但最後爺爺還是尊重她的選擇，他真的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爺爺了。 

「爺爺，謝謝你，你放心，我一定會好好努力工作，不會讓你失望的。」葉凱茵

說完，露出自信又燦爛的笑容。 

她無法改變過去已經發生的事，卻可以好好經營未來的人生，以後，她會為自己、

為葉家，認真生活。 

幾日後的下午，蘇澤宇坐在醫院大樓一處露天陽臺的休息區，眉頭深鎖。 

妻子出院的那天中午，他回到兩人的新婚公寓，發現妻子並沒有回家，他打電話

去葉家，是王管家接的，而王管家跟他說的話，教他震愕不已— 

「大小姐已經決定跟你離婚，過些時候便會有律師去找你辦理離婚事宜，大小姐

不會再回那間公寓了，已經吩咐只要拿回她的私人證件跟貴重物品，其他東西打



包後全部捐出去，另外，大小姐也決定要賣掉公寓，請你這個月底之前搬走。」 

掛了電話後，他馬上撥打妻子的手機，不通，他猜想應該被設定成黑名單了，後

來他直接去葉家，但是連大門都進不去，王管家透過對講機很明確地告訴他，大

小姐不想見他，要他以後別再來了。 

蘇澤宇直到現在還是很震驚，他不明白曾經那麼喜歡他的女人，怎麼會說變就變

了？而且就算要跟他離婚，好歹也要親自告訴他，給他一個合理的說法吧！ 

儘管之前兩人常常發生爭執，但他從來沒有想過要跟她離婚，而且他不覺得自己

做錯了，她總是懷疑他跟芷伶學妹之間有曖昧，不管他如何解釋，她就是無法信

任他，面對她的質問與吵鬧，他從來不曾說過重話，最多就是轉身離開，因為他

知道在氣頭上很容易口出惡言，傷害到她。 

他想起她住院的那幾天，只要他進入她的病房，她就閉上眼睛，彷彿連多看他一

眼也不願意，他當時以為她可能又在耍性子，過幾天就會好了，沒想到她居然會

做出這樣的決定。 

結婚是她提出的，離婚也是，她葉大小姐到底把他蘇澤宇當成什麼了，好玩的玩

具嗎？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把他丟開？想到這裡，蘇澤宇的俊臉因為生氣而繃緊

著。 

自從知道妻子決定要跟他離婚後，他沒有一天不煩悶，總覺得胸口被什麼堵住似

的，快要透不過氣來。 

「學長，你果然在這裡。」潘芷伶笑著走上前，在他身邊坐下。 

蘇澤宇看著認識多年的學妹，她小他一屆，現在跟他一樣是外科醫師，她同時也

是院長千金，不過她完全沒有千金小姐的派頭，跟所有人都處得很好，哪像某人，

脾氣大得很，也很傲嬌，但不管那個女人如何的無理取鬧，他真的不曾想過跟她

分開。 

潘芷伶發現他一直看著她不說話，好笑的問道：「學長，我臉上有什麼嗎？」 

「沒事。」他將視線看向藍藍的天空，腦海中想的還是同一件事，凱茵真的要和

他離婚嗎？ 

潘芷伶見他表情不太好看，關心的又問：「學長，我覺得你這幾天看起來心情好

像很不好，怎麼，難道葉大小姐出院後又馬上跟你吵架了嗎？」 

吵架？不知怎麼了，比起她現在不願意見他，他還寧願她跟他吵架，至少他會知

道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沒有吵架，不過凱茵決定要跟我離婚。」蘇澤宇一臉無奈。 

「離婚？」潘芷伶難掩驚訝的低呼一聲，「你老婆不會又在鬧脾氣了吧？我覺得

你應該跟你老婆好好談談，離婚並不能解決你們之間的問題。」 

「嗯。」他覺得學妹開朗又善解人意，但兩人就只是學長學妹兼同事，連朋友都

算不太上，他真的不明白，為何凱茵會誤會他們之間有曖昧呢？ 

「學長，我聽說吃美食會讓人心情愉悅，我看你的心情好像真的很糟，醫院附近

開了一間新餐廳，去吃過的同事都很稱讚，晚上下班後，要不要一起吃個飯？」

她建議道。 



「不了，晚上我還要做研究報告，下次好了。」其實報告不急，他只是沒有那個

心情去吃東西罷了。 

「好。」潘芷伶一向很懂得進退。 

之後蘇澤宇還有工作，兩人一起離開露天陽臺。 

葉凱茵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上，此時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半了，但身為高中生的葉

凱杰卻還沒有回家。 

她回到葉家都已經三天了，但都沒有見到同父異母的弟弟一面，那小子總是一大

早就出門上學，大半夜才回家。 

今晚她特地坐在客廳裡等他回來，她還故意關了大燈，跟平常一樣只留下小燈，

免得那小子察覺到異狀。 

又等了好一會兒，葉凱茵總算聽到開門的聲音了，她站起身走到一旁。 

十七歲的葉凱杰背著書包進屋後，一如往常直接走向樓梯，打算上樓回自己的房

間，他才剛踩上第一個階梯，客廳的大燈立即亮起，他嚇了一大跳，接著就看見

葉凱茵站在電燈開關旁邊，一臉好整以暇的看著他。 

她是在等他回來？這樣的想法一起，他又覺得不可能，她這個姊姊從來沒有正眼

看過他，既然不是在等他，那就跟他沒有關係，他又繼續邁出步伐。 

見狀，葉凱茵喊住他，「葉凱杰，看到姊姊都不用打招呼的嗎？」 

葉凱杰呆站在原地，一臉困惑的看著葉凱茵，他知道她搬回家住，也打算跟丈夫

離婚，只是她自稱姊姊？他很懷疑是不是自己聽錯了。 

當年他被帶回葉家沒多久，葉凱茵就去美國留學了，雖然寒暑假會回來臺灣，但

很少理會他這個弟弟，兩人別說什麼姊弟之情了，根本就等於陌生人。 

她走向他，原本要質問他為什麼一個高中生這麼晚才回家？沒想到她才剛走近，

馬上聽到有人的肚子咕嚕咕嚕的叫，她愣了一下，頓時忘了要罵人，還差點忍不

住笑出來。 

「你還沒有吃晚餐？你會不會太搞笑了，想學人家做夜歸的壞學生，起碼要先填

飽肚子吧！」 

葉凱杰一臉尷尬，同時也氣自己的肚子不爭氣害他被取笑，不過這和她沒有關係

吧！他冷冷地回道：「不用妳管。」 

面對弟弟的冷淡，葉凱茵不以為意。「你餓著肚子要怎麼睡覺？走，去廚房，我

想廚房裡應該有東西可以讓你吃飽。」 

「不用了，我一點也不餓。」葉凱杰嘴硬地道。 

「我去幫你弄宵夜，你先上樓去洗澡，洗好了再下來。」說完，她走向廚房。 

「我不會吃的。」葉凱杰壓低聲音喊道，免得吵醒爺爺或王管家他們，但葉凱茵

根本就不理會他，已經走進廚房了。 

算了，不理她，是她自己要弄宵夜的，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只是，走上幾個階梯後，葉凱杰望向亮著燈的廚房，很是掙扎，遲疑了好一會兒

之後，他很不高興的走向廚房。 

葉凱茵正好從冰箱裡拿出食材，一看到他，笑著說道：「我找到一包牛肉，電鍋



裡還有飯，我來做牛肉炒飯給你吃。」 

他實在不明白她到底在耍什麼把戲，她現在哪有辦法炒飯？「喂，妳到底想幹麼？

妳的左手還打著石膏，要怎麼炒飯？我等一下吃泡麵就行了。」 

王管家夫婦也住在葉家，他們夫妻的房間就在葉明章書房的旁邊，平常白天還會

有一名女清潔員來上班，王嬸的廚藝很好，不過葉凱杰因為回來都很晚了，不曾

去叫王嬸起來做東西給他吃，反正他房間的櫃子裡有很多泡麵，餓了吃泡麵就行

了。 

「你才十七歲，還在發育，不要常吃泡麵那種東西，要多吃點有營養的。」葉凱

茵將那包牛肉放在流理臺上。「我雖然只能動一隻手，不過再加上你的雙手，不

就能炒飯了嗎？你快點過來幫忙。」 

葉凱杰本來不想理會她的，只是又見她從冰箱裡拿出幾根蔥，打算用單手清洗，

他只好把書包放到一旁，從她手上拿過蔥來洗。 

最後，姊弟倆一起做炒飯。 

炒飯弄好了之後，葉凱茵讓葉凱杰自己拿盤子盛來吃，她自己不吃，女人這麼晚

吃東西很容易發胖。 

兩人到餐桌那邊，他一坐下就低頭猛吃，她不確定他是因為肚子很餓，還是想要

快點吃完回房間，不過，她有話跟他說。 

「凱杰，炒飯好吃嗎？」 

葉凱杰只是看了她一眼，沒有說話，繼續吃炒飯。 

「我問你，我現在的樣子看起來是不是很狼狽？」她的頭包著紗布，左手還打著

石膏。 

他真的不知道她想要做什麼，乾脆直問了，「妳到底想說什麼？」 

葉凱茵也不拐彎抹角了。「我想要跟你說，我重重的摔了一跤，發現很痛很痛之

後才學到教訓，以前的我真的太自傲也太過任性了，我不想你跟我一樣，非要受

到教訓才知道痛，我希望你能好好用功讀書。」 

葉凱杰一臉訝異的瞅著她，以前她根本就懶得理會他，怎麼現在會這麼語重心長

的勸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總覺得今晚的她看起來怪怪的。 

「還有，等我手的傷好了，我會去爺爺的公司上班，這幾年先替你顧好公司，將

來等你大學畢業了，再由你來繼承接管。」她說出自己的想法。 

「葉凱茵，妳該不會是發生車禍的時候撞壞了腦袋吧？妳快點清醒，看清楚，我

是妳最討厭的人。」 

他知道是自己的母親當了小三，害她的母親鬱鬱寡歡，才會生病去世，葉凱茵很

討厭他這個弟弟，甚至不想理他，他都可以理解，但她怎麼會突然這麼正經的跟

他說這些，還一副兩人好像很熟的樣子？太詭異了。 

「凱杰，有一點我要澄清，我不是因為討厭你才不理你的，只是看到你總會讓我

不由自主的想起我母親，我是不知道該跟你說什麼。」 

父親選擇跟外遇對象一起生活，讓母親非常難過，她也知道大人們的事，其實和

無辜的孩子不相關，但只要想起早逝的母親，她就無法與葉凱杰親近，不過她真



的沒有討厭過他。 

葉凱杰半信半疑，實在不確定她說的話是真是假。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現在說的話，沒關係，時間會證明一切，我真的沒有討厭過

你，還有，我打算從今天起做一個好姊姊，以後不管你有什麼事，都可以跟我說，

因為我是你葉凱杰的姊姊。」 

「妳說妳要做我的好姊姊，不管我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找妳，而妳會幫我，是這個

意思嗎？」他再次確認的問道。 

「對。」葉凱茵點點頭。 

「那好，我不想念貴族學校，那裡的環境一點也不適合我，我在學校裡一個朋友

也沒有，如果妳可以幫我轉學的話，我或許會相信妳剛剛說的話。」葉凱杰很不

喜歡現在就讀的學校，每個人用的穿的非名牌不可，連吃個東西也要講究，在他

看來，就是一群有著王子公主病的學生，無趣得很。 

葉凱茵從小學一直到高中都是就讀那所貴族學校，她當然清楚學校的校風，家裡

愈有錢，在學校的地位就愈高，而同學們之間不只比成績，連暑假到哪一個國家

去玩都可以拿來比較，不過這對九歲以前過得很平民的弟弟來說，不習慣是很正

常的。 

「我知道了，我會說服爺爺讓你轉學，不過我有一個條件。」她覺得幫他轉學不

是太困難的事。 

「什麼？」 

「我想幫你請一個英文家教，讓你好好學習英文。」 

「我沒事幹麼要自討苦吃學英文？」他成績最差的就是英文了，他馬上拒絕。 

「那麼我也沒有辦法幫你轉學了。」葉凱茵表情認真的看著他。「其實學英文並

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困難，而且不管將來你要考國內大學或者跟我一樣出國留

學，把英文學好會有很大的幫助。」 

「一定要嗎？」 

「我差不多也是在你這個年紀開始苦讀英文的，我都有辦法做到了，難道你是怕

自己不行嗎？」對付小屁孩有時該來點激將法。 

葉凱杰想了下，比起學英文，他更不喜歡去現在的學校，跟姊姊一樣去美國念大

學，他其實不是沒有想過，而且也很羨慕，只是他的英文太爛了。 

只是姊姊做得到，他當然也能做到！ 

最後，葉凱杰點頭。「我知道了，我跟妳達成協議，妳幫我辦理轉學，我會試著

努力學好英文的。」 

「好。」葉凱茵開心一笑。 

葉凱杰幾口就把盤子裡的牛肉炒飯全吃光，葉凱茵等他洗好碗後，姊弟倆一起上

樓，回到自己的房間。 

葉凱茵回到房間後，鬆了口氣的仰躺在床上，輕輕笑了起來。 

她沒想到這麼快就能搞定葉凱杰那個小子，本來她還以為以他的個性，還得努力

好幾次，看來那小子只是外表看來有幾分叛逆罷了，骨子裡其實很乖巧，不然明



明很討厭去學校，卻還是天天乖乖去上課。 

那小子剛剛問她是不是撞壞腦袋了，她的腦袋正常得很，她只是重生了。 

前世在她發生車禍後的一個月，她去東信醫院找潘芷伶，想問她經常打無聲電話

騷擾自己的人是不是她，後來她跟潘芷伶在安全門的樓梯間起了爭執，潘芷伶突

然一把將她給推下樓，她驚慌的抓住對方的手，不料她卻把她求救的手給用力甩

開，此時蘇澤宇來了，他拉住了潘芷伶的手，然後眼睜睜看著她掉下去。 

她重傷昏迷，在醫院躺了三個月後離世，在她陷入昏迷的期間，她的魂魄離開了

她的身體，一直到處飄蕩。 

那時醫師說她的情況不是很好，爺爺傷心過度，無心管理公司，把公司交給他相

交數十年的好兄弟黃董事，爺爺每天都到醫院陪她，有時一待就是一個上午，那

個時候爺爺一下子老了很多，看起來相當憔悴，用沙啞的嗓音不斷告訴她一定要

撐下去，別讓他再次白髮人送黑髮人，他無法承受這樣的打擊，可那時她連跟爺

爺說聲對不起都做不到。 

葉凱杰也到醫院看她，她本以為這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對她根本就毫無感情，可是

他看著用呼吸器維持生命的她，眼淚就像打開的水龍頭狂洩，然後像是怕被人發

現他哭得很慘般，他迅速用雙手擦去眼淚，然後對她說— 

「葉凱茵，虧我還覺得妳這個姊姊很聰明又漂亮，妳怎麼會笨到讓自己躺在這

裡？妳快點醒來，不然爺爺會很傷心難過，我怕他的身體會撐不住，我已經沒什

麼親人了，我拜託妳快點醒來……」 

說完他又哭了，看來他真的很擔心她也擔心爺爺，原來這小子是個愛哭鬼。 

「我知道妳很討厭我，可是我老實告訴妳，我很高興有妳這個姊姊，不過如果妳

不喜歡看到我，不喜歡我住在葉家，我會離開，走得遠遠的，我拜託妳也求求妳，

妳快點醒來，好不好？」他抽噎著說。 

誰料葉凱杰在這之後在夜店裡與人發生衝突，被打斷脊椎癱瘓了，她知道那些小

混混是故意找他麻煩，幕後主使者則是黃董事父子，他們聯手掏空公司的資產，

而且他們認為只有她一個人躺在醫院是擊不垮爺爺的，就怕哪天爺爺去公司會發

現他們父子動的手腳，唯有讓他的孫子也殘廢了，在雙重打擊之下，爺爺肯定再

也無心管理公司。 

黃董事父子大概是她見過最狠毒的人了！ 

至於蘇澤宇，爺爺好幾次要他跟她離婚，他都拒絕了，她不知道他拒絕的原因，

也許是怕人家說閒話，影響他的工作吧。 

總之，會發生這麼多憾事，罪魁禍首就是她，要不是她執意嫁給蘇澤宇，又怎麼

會害死自己、害慘了葉家？！那時身為遊魂的她，既痛苦又非常悔恨。 

幸好老天爺給了她挽回的機會，那天中午在醫院醒來，她還搞不清楚是怎麼回

事，直到隔天早上爺爺跟王管家來看她，她才確定自己重生了，回到發生車禍的

隔天。 

重生之後，她決定以後要做爺爺最乖巧的孫女，不再讓他老人家為她擔心，她也

會去公司上班，跟爺爺好好學習如何經營公司，不會再讓有心人傷害他們葉家的



任何人，包括公司。 

而她唯一能彌補葉凱杰的方式，就是替他顧好公司，等著他以後來繼承。 

至於蘇澤宇，她是真的不想再見到他了，為了保護她家人和爺爺的公司，她會盡

快和他離婚，斬斷兩人的關係，讓他徹底消失在她的人生裡。 

這一世，她會為家人也為她自己，好好認真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