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沈威豪第一次遇見唐彥恩是在國小五年級的暑假，那時候唐家一家五口剛搬到鄰

近社區裡的高級公寓，大人們都忙著，唐彥恩跟人走散了，找不到路回去，在社

區附近徘徊，正巧被沈威豪遇見。 

沈威豪對唐彥恩的第一印象是圓圓胖胖。他心想，這個看起來吃好穿好，打扮得

跟少爺沒兩樣的同齡胖子，好像很慌張害怕的模樣。 

沈威豪就問他，「你迷路了嗎？你要去哪？」 

唐彥恩像是看見救星一樣，猛點頭又搖頭。他迷路了沒錯，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

新家在哪。 

睜著蓄著眼淚的大眼，唐彥恩很努力不讓眼淚掉下來，可是他很惶恐，想著或許

自己回不去了，找不到家人了。 

沈威豪看著唐彥恩的臉，一瞬間好像被人猛地敲擊到心臟，覺得對方好可愛。 

柔軟的淺色頭髮，肌膚白皙，濃密睫毛與大眼睛，泫然欲泣的模樣，還有只能夠

依靠自己的柔弱感，每個小細節都打動著沈威豪，讓他那正義使者的保護慾油然

而生。 

沈威豪拍拍胸膛，答應他，「不用怕！有我在，我會帶你去找你的爸爸媽媽！」 

兩個小孩就結盟了，沈威豪帶著唐彥恩四處尋找家人所在，不料卻越走越遠，最

後只好向警察叔叔求救。 

結果搞了半天，原來唐彥恩的家就在沈威豪家附近的社區而已。 

唐家人找到唐彥恩激動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又抱又親。警方也通知沈家人來接

孩子，沈家人倒是把沈威豪打了一頓，還不斷向唐家人鞠躬道歉，明明他沒做錯

什麼，還幫忙唐彥恩找到家人。 

沒褒獎就算了，還換來一頓好打，真倒楣。 

沈威豪看看自己，再看看備受寵愛的唐彥恩，真心覺得人生而不平等，一樣米養

百樣人，有像唐家這般溺愛孩子的父母，也會有像他家這樣不分青紅皂白責怪孩

子的父母。這個新搬來的胖子真令人羨慕啊！ 

這就是沈威豪認識唐彥恩的經過。 

因為兩家人住得近，所以沈威豪就算跟唐彥恩不同校，也常常玩在一起。 

沈威豪特別喜歡去唐彥恩家裡玩，因為唐彥恩家裡有很多玩具，他經常是泡在唐

家打電玩，直到吃飯時間才回去。當然有時候也會留下來跟唐家人一塊吃晚餐。 

唐家是雙薪家庭，唐彥恩上頭還有兩位哥哥，但大哥要打工、二哥要補習，沈威

豪一般吃完晚飯就回家，所以平日根本碰不到面，僅有假日時，能非常難得遇見

他們。 

對沈威豪而言，唐彥恩就跟自己收的小弟沒兩樣，他可以隨意使喚對方，享受茶

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大爺生活。唐彥恩對自己是完全性的服從，叫他幹麼就幹麼。 

沈威豪看上什麼玩具，跟唐彥恩說一聲想要，隔沒幾天唐彥恩就會從父母手裡弄

到那個玩具，像遙控飛機、遙控船、電動玩具、摺疊式腳踏車，甚至是寵物狗。 

沈威豪家裡是不准養寵物的，按照沈媽媽的說法，人都養不活了，還養什麼狗。



所以他們家不能養狗。 

有次，他們騎車出去玩時，看見母野狗生了一堆小狗，奄奄一息的非常可憐，一

共有三隻，只有一隻存活。母狗看見他們來，就逃跑了，留下唯一苟延殘喘的幼

犬。 

沈威豪就讓唐彥恩帶狗回家養了。 

唐彥恩花了好大的功夫說服家長，沈威豪知道唐家溺愛么子，寵愛得不得了，所

以篤定狗能留下，早就幫狗取好名字了。 

唐家人喜歡用兩個字暱稱小孩，唐彥恩的暱稱是糖糖，沈威豪的暱稱是豪豪，有

時也會稱作好好，而狗是他們一起撿的，所以他也有分，所以他就把狗叫做好糖。 

唐彥恩肯定是沒意見，唐家人覺得滿有趣的，也沒阻止他，就把這隻未來肯定是

大黑狗的米克斯取作好糖。 

因為有好糖的加入，沈威豪跟唐彥恩更常出去玩，不再窩在家裡，幾乎天天往外

頭跑，唐彥恩體力太差，經常跟不上他們的腳步，邊喘邊喊著等等我。 

沈威豪才不管他，只有好糖會在他們之間來回穿梭，確認唐彥恩有跟上來。 

等唐彥恩終於趕到目的地，狼狽喘氣時，沈威豪會邊沒心沒肺的笑話他，邊遞上

茶水給他。 

那真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候。 

國中時期，他們上了同一所國中。有些國小同學也聚集到同一個班級，沈威豪這

才知道原來唐彥恩在學校根本沒有什麼朋友。 

因為胖子在同學之中，沒有基本人權。 

唐彥恩因為體型而被人排擠，被叫做唐胖子、死肥豬、油糖糖，只要在他身邊就

能聽見那些人的冷嘲熱諷。 

沈威豪覺得很憤怒。唐彥恩是胖，而且有越來越胖的趨勢，但是這人是他的小弟，

做為大哥怎麼能夠坐視不管？！ 

有天，真是忍無可忍，他跟嘲笑唐彥恩的人大打一架，桌子椅子都搬起來砸，唐

彥恩在一旁嚇得邊看邊哭，一直喊著不要打了。但是雙方都沒有人停手，直到老

師趕來制止他們。 

沈威豪很慘，頭破血流，鼻血直流，但對方也沒好到哪去。 

那天，唐彥恩拉著他的衣角直哭，不管怎麼勸都不放手，還跟著他回沈家住了一

晚，直到確認他真的沒事後，才放開他。 

本來對方父母要控告打人的沈威豪，但是對方也因長期羞辱唐彥恩而站不住腳。

最後這件事，雙方父母和解作收，當然唐家人從中幫了不少忙。 

沈威豪才知道原來唐家背景很硬，家族從商也有些勢力在，是地方上喊水會結凍

的人物。 

不僅是沈威豪知道，沈家人也後知後覺地知道。經此一鬧，連老師同學也對唐彥

恩另眼相看，嘲諷霸凌事件就少了。 

「早知道我就快點跟人打一架，讓你爸媽出面，這樣你就不會被欺負這麼久了。」

沈威豪看著那些人的改變，不屑冷哼。都是些欺善怕惡的人，欺負人時，都是那



副把人往死裡整的模樣，現在卻像縮頭烏龜似的，看見唐彥恩還會躲避三分。 

「老大，你以後別打架，太可怕了。」唐彥恩回想起沈威豪直流血的模樣，仍會

覺得害怕。 

沈威豪哼個幾聲，沒答應他以後還打不打架。 

唐彥恩了解自家老大，當機立斷，決定自己也學個幾招防身，練起合氣道，還信

誓旦旦的說：「以後換我保護你。」 

先不提以後誰保護誰，沈威豪光看油糖糖穿著合氣道的制服，一副「我要練功」

的模樣，他就覺得滑稽到不行。 

「你慢慢練功，我陪好糖去散步。」 

「啊，不等我下課後一起去啊？」 

「怎行呢，叫你憋尿一整天，你行嗎？」 

所以沈威豪就一個人帶著好糖去散步了，好糖在好人家裡吃好睡好，黑色毛髮特

有光澤，體型健壯，吠叫聲也是中氣十足。最令人欣慰的是，好糖並不會隨便亂

吠，訓練有素得跟警犬沒兩樣。 

沈威豪在街上走一會，到附近便利商店買冰來吃，巧遇隔壁班的女同學，因為不

認識對方，所以沈威豪被叫住時，心裡充滿疑惑。 

「沈、沈同學⋯⋯我、我喜歡你，請你、請你跟我交往。」 

被告白的沈威豪錯愕得把手上的冰淇淋給弄掉了，好糖在他腳邊猛吃著掉在地上

的冰，他花很久的時間，才反應過來自己被人告白了。 

「你、你不用現在回答我，我⋯⋯禮拜一再問你的答覆！」說完人就跑了。 

沈威豪甚至還不知道隔壁班女同學的名字，人已經一溜煙的跑走了。 

啊啊，大爺我人緣真好。沈威豪送好糖回家時這麼想，被人告白心裡難免暗爽，

就是損失一枝冰有點遺憾。 

沈威豪打個電話，讓唐彥恩回家時順道買冰回來，他要吃。 

對方二話不說就答應。 

沈威豪就在唐家大大方方地玩電玩遊戲，等唐彥恩回家。 

今天禮拜六，唐家人不約而同的晚歸，就只有他一個人看家，一直等到五點半，

唐彥恩才提著食物回來，食物有速食晚餐跟他要吃的冰淇淋。 

「今天伯父伯母他們不回來嗎？」 

「嗯，讓我自己出去吃，所以我就買飯回來了。」 

「既然這樣跟我說一聲，我讓家裡煮，我們回我家去吃飯啊。幹麼浪費錢呢？」

沈威豪嘴上這麼說，可看到麥當當的袋子，眼睛都亮了。 

「我想說你前陣子才說想吃麥當當，我就買回來了。」 

「你真懂我。」沈威豪給他比個讚，毫不客氣地拿出餐點來吃，指揮唐彥恩把冰

淇淋先拿去冰。 

唐彥恩收拾好後，才回來餐桌坐下，一塊吃飯。 

沈威豪有那麼一點迫不及待，想要跟他的小夥伴分享他的小祕密。 

「糖糖，我跟你說。」 



「嗯？」唐彥恩打開漢堡來吃。 

「我今天在街上巧遇隔壁班的女生，然後——她跟我告白了！」沈威豪睜大眼

睛，跟他分享。 

唐彥恩手上漢堡裡的料啪啪啪啪全掉在盒子裡，錯愕得嘴巴一時間闔不起來。 

「什麼？」 

「我被告白了。」 

「誰？」 

「隔壁班的女同學。」 

「那、那——」 

唐彥恩那了半天說不出話來，最後安靜下來，看著沈威豪，不發一語。 

沈威豪看著他可憐兮兮的模樣，不知道為什麼居然暗自將唐彥恩跟今天遇到的女

同學做了個比較。 

女同學的眼睛沒有唐彥恩的大，眼睫毛也沒有他濃密。女同學綁著馬尾，但看起

來又黑又硬又剛強，好像不是很柔軟的樣子，唐彥恩的頭髮就很柔軟。 

如果對方有唐彥恩的大眼睛跟柔軟髮質，他肯定馬上就答應對方了。 

沈威豪停頓一下，驚覺自己怎麼會把女同學跟唐彥恩做比較，實在太不對勁。 

「所以你有答應對方嗎？」唐彥恩詢問。 

「嗯⋯⋯沒有，對方說完話就跑了，說我可以考慮到禮拜一。」沈威豪低頭吃東西，

掩飾自己莫名其妙的心虛。 

但他很快重新振作，抬頭，搶著唐彥恩的薯條吃，恢復正常。 

「那你打算答應她嗎？」 

「不知道呢，我考慮考慮。」沈威豪聳肩，裝作不在意的模樣，卻頻頻偷看唐彥

恩的表情。 

唐彥恩那張圓胖臉，顯得落寞許多。 

沈威豪總覺得過意不去，開口安慰他，「放心，你老大就算交女友，也不會忘記

你的。」 

「老大你可不可以不要交女朋友？」 

對於唐彥恩的請求，沈威豪就是笑，沒有正面回應。 

但是對方小狗般無辜懇求的模樣，真不是一點兩點地打中他的心臟。 

晚餐過後，隔一段時間，又把冰拿出來吃，全部吃完後，沈威豪就回家了。唐彥

恩是很想挽留他，但是沈威豪找了很多藉口，沒有留下。 

沈威豪覺得很混亂，明知道不應該再多想，可如果他女朋友跟唐彥恩一樣聽話，

或是唐彥恩其實這樣也滿可愛的想法卻不斷冒出來，自己都覺得很危險。他回家

後，早早洗澡上床睡覺。 

心想，睡一覺應該就沒問題了。 

可這一覺，卻睡出問題來了。 

他夢見唐彥恩在跟自己做愛，圓滾滾的身體坐在自己的身上，上上下下自己動

著，他覺得很舒服，唐彥恩好像也很享受的模樣。 



不是沒有看過Ａ片，所以他知道過程。 

但他沒有經驗，不可能知道做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在夢中，那種感覺真的

真實得令人非常嚮往。好像那麼胖的身體壓在自己身上也沒有關係似的，唐彥恩

叫聲淫蕩，就跟 AV女優一樣，好爽好舒服地喊著。但是他看不見唐彥恩的表情，

被肥胖的身軀給擋住了，他想知道唐彥恩究竟是用怎樣的表情在跟自己做愛，所

以試著爬起來看看。 

然後他就醒了，還夢遺了。 

一大清早的就在洗內褲。 

過程與夢境太過舒服，讓他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做為春夢對象的唐彥恩跟他一樣——都是男生。 

天吶，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沈威豪糾結了很久，原本說好早上要跟唐彥恩一起去晨跑，順便帶好糖去散步，

結果他太心虛了，隨便找個藉口搪塞，自己一個人待在家裡好好冷靜冷靜。 

那天唐彥恩一結束合氣道的課程，就跑來找他。 

兩家人很熟，媽媽一下子就讓唐彥恩進來，還讓他自己來找他。 

沈威豪打開房門看著站在門前一臉討好模樣的唐彥恩，心裡是又開心又沉重，看

見他來很開心，但又想起這樣那樣的事情。 

他真的覺得自己這樣不太對勁。 

「我拿了遊戲機來，我們可以對戰⋯⋯」唐彥恩唯唯諾諾地提議，生怕被拒絕似的，

偶爾用擔心的眼神偷看他。 

這一切沈威豪全看在眼底，心裡一軟，退開身，讓他進來。他猜想或許唐彥恩知

道自己是裝病，故意不跟他出去，所以特地找上門來。 

不然就是他真的很無聊，想要找他玩。 

「我跟你說，我新買的遊戲，可以組隊一起破任務！」唐彥恩得到應許後，興高

采烈地說著，將手上的 PSP交給沈威豪，準備開啟遊戲。 

沈威豪停頓幾秒後，才有反應，「快點對戰，我要殺個你片甲不留！」 

唐彥恩抬頭對著他就笑，好像鬆了口氣。 

沈威豪覺得胸口一緊，感覺自己似乎真的做了什麼對不起這個人的事，他催促一

聲，「快點啦，不要拖拖拉拉！」趕緊地轉移注意力。 

沈威豪全神貫注在遊戲機上，跟唐彥恩認真對戰。 

事情好像就這麼不了了之，不過他們本來也沒吵架。後來送唐彥恩回去，沈威豪

看著唐彥恩的背影一直有衝動，想要衝上前去做點什麼。他感覺下腹疼痛，好像

身體還記得昨晚的夢境。 

但是理智控制住他，告訴他這樣不行。 

那天送走唐彥恩，他也下了決定。 

沈威豪開始跟隔壁班的女同學交往，加上唐彥恩自身要上合氣道的課程，兩人一

塊回家的機會又減少許多。 

他們有一段時間關係淡了不少，沈威豪隱約能察覺到唐彥恩不開心，但是他又想



迴避著對方。 

他跟女朋友之間倒是挺打鐵趁熱，第一個禮拜就牽手，第二個禮拜就親吻，再這

樣下去，好像很快就能做這樣那樣的事情。 

但是他卻沒了興致。 

他覺得很可怕，自己也上網查過資料，他並不是那種有勃起障礙的人，他看Ａ片

也能勃起，自己擼也能達到高潮，但是他對他女友就是沒有興致。 

匿名上網諮詢過其他人，說是年紀太小，性功能還不完全。但他最近越來越常作

著跟唐彥恩做愛的夢，而且每次都能達到高潮。 

他覺得自己真的很奇怪，非常不對勁。 

他居然會對唐彥恩有了不該有的情慾。 

「老大⋯⋯」 

那天唐彥恩來找他玩，他想他當時的臉色一定很不好看，他因為這件事鬱悶好幾

天找不到排解的辦法，偏偏事主又自己找上來。 

「你家現在有人嗎？」沈威豪問。 

唐彥恩搖頭，「他們去小琉球玩，我因為還有合氣道課程，所以沒去。」 

「你去得挺勤的。」 

「嗯，我要保護老大。而且我因為參加訓練，瘦了五公斤呢！」 

沈威豪輕笑，戳戳他充滿彈性的肚皮，揶揄他，「怎麼瘦五公斤了也還是胖胖的，

好像沒什麼差。」 

唐彥恩嘿嘿笑了，搔搔頭不好意思的模樣。 

「走吧，我們去你家玩。」 

「好啊！好啊！你好久沒來，好糖很想你呢！」唐彥恩很歡迎，興高采烈的模樣。 

沈威豪沒多說什麼，拿了房間裡一塊磁片就走。 

「老大，你手上拿了什麼？」 

「好東西。」沈威豪回答他，臉色卻異常難看。 

兩人到了唐家，沈威豪就到他房間去，唐彥恩的房間有電腦，可以播放影片，就

在裡頭看起小電影。 

唐彥恩一見是那種電影，尷尬又害羞，向他老大說別看這個吧，但沈威豪吃了秤

砣鐵了心，就是要在他房間看Ａ片，他沒轍，只好陪著看。 

女優連連呻吟，淫靡的氣氛迴盪在房間裡面，插入後又幫男方口交，熟稔地吞吐

著對方。 

「糖糖，你有感覺了嗎？」沈威豪湊了過來，詢問唐彥恩。 

唐彥恩羞愧，低下頭，自己的褲襠搭起帳篷，雙手想掩飾，卻被沈威豪給擋住。 

「我也是。」沈威豪抓著他的手，摸向自己。 

「老、老大⋯⋯」唐彥恩不解地看著他。 

「你是不是什麼都願意幫我？」 

唐彥恩遲疑著，緩慢地點頭。 

「那你能學學那女人，幫我舔嗎？」沈威豪提問，臉色卻沉重。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為什麼要這樣要求對方，為什麼要拿片子來到他家看，好像要

把自己逼到無路可走，好像想確認些什麼。 

「如果老大希望我這麼做——我會做。」唐彥恩回答他，回望著他的眼睛沒有一

點雜質。 

他是有那麼一點罪惡感，然而，他卻說：「那麼你幫我吧。」 

他拉下自己的褲子，掏出自己的傢伙，讓笨拙的唐彥恩掌握自己，唐彥恩一度排

斥抗拒，但還是接受，模仿女優的動作吞吐他的性器。 

「唐彥恩——」 

「嗯？」唐彥恩回應，不明所以。 

沈威豪抓住唐彥恩的頭，緩慢動作，就像在侵犯他的嘴巴。唐彥恩一點技巧都沒

有，就是提供一個嘴巴，被動含著，他卻覺得很刺激。 

他很清醒，他是看著唐彥恩那張胖臉達到高潮。 

他也知道自己並不是因女優而勃起，而是幻想著唐彥恩會跟女優一樣感到舒服呻

吟而勃起。 

在唐彥恩口中射出的瞬間，他覺得自己完了。 

唐彥恩因為沈威豪射出的體液而猛烈嗆咳著，沈威豪卻抱著頭側過身，完全背對

唐彥恩，極度小聲地哭泣著。 

「老、老大？」唐彥恩聽見哭泣聲，驚愕。明明他才是要哭的那個，他受到的打

擊可不是一般的大。他還想跟老大說，這種事還是要跟女朋友做，可是一想到老

大跟女朋友做這種事，又有說不出口的不爽快。 

沈威豪無暇顧慮他，就是一直抱頭痛哭。好糖在外頭聽見裡頭的動靜，頻頻低咆

著，關注他們。 

「老大？你是怎麼了？我——我咬到你了嗎？很痛嗎？」唐彥恩很擔心，向前要

轉過他的身子，想看看他的情況。 

「別碰我！」沈威豪反手擋開他的手。 

「老、老大——」唐彥恩錯愕地看著他，沈威豪卻用羞憤與憎恨的眼神瞪著他。 

他到底做錯了什麼？ 

「你這胖子別碰我！我看到你就覺得噁心！」沈威豪口出惡言，遮掩自己都無法

接受的真心，推開唐彥恩，穿好褲子，逃也似的離開。 

他也不管自己說的話會不會傷害到唐彥恩，他自己都自顧不暇了。 

因為那是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性向問題。 

他對同樣是男人的唐彥恩懷抱著情慾，看著他幫自己舔的臉，會覺得興奮刺激，

在他口中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甚至一直作著跟他做愛的夢。 

他從來沒有作過跟女朋友做愛的夢，卻接二連三地夢到唐彥恩。對女朋友也沒有

慾望，但是一想到唐彥恩的樣子，卻能很有精神地勃起。 

雖然他不想承認，但他喜歡唐彥恩。 

他是同性戀。 

第二章 



那天之後，沈威豪就不怎麼跟唐彥恩連絡了。唐彥恩也害怕著，不敢來找他，他

能感受到唐彥恩有時會用困惑的眼光看著自己，好像希望他能給一個解釋，卻又

保持著距離不敢靠近。 

沈威豪後來跟女朋友分手了。 

必然的，他跟她在一起，卻總是想著唐彥恩的事情。 

唐彥恩就像在他腦海裡烙印了一般，難以抹滅。他對女友感到愧疚，所以主動結

束這段關係。 

他們是和平分手，女孩子哭了，卻原諒了他。 

他覺得女孩子包容力很大，分手後他們還能維持朋友的關係，對方卻拒絕了。表

示在她走出這段傷痛之前，希望冷靜一段時間。 

明明他們是同樣年紀，他卻覺得她比自己成熟許多。 

他認為該向她看齊，所以他也讓自己冷靜一段時間，與唐彥恩拉開一點距離。 

他很努力說服自己不要去在意，但還是忍不住去注意他的消息。 

一天又過一天，唐彥恩消瘦許多，原本經常掛在臉上的笑容變得少見，鬱鬱寡歡

並不適合他那張可愛的娃娃臉。 

看著唐彥恩的改變，沈威豪覺得不忍心，卻又不敢主動和好，他怕會控制不住自

己，真有可能強行壓倒他。 

唐彥恩又是那種對他唯命是從的性格，他想只要自己說想要，唐彥恩並不會拒

絕，就像他答應幫他口交一樣，明明不願意，卻還是做了。 

他厭惡當時的自己。 

這真是他做過最後悔的一件事。 

他想跟唐彥恩道歉，但又害怕接近他。 

彼此在互相害怕的情況下，漸行漸遠了。連家人也察覺到了他們之間不對勁，沈

威豪的母親老是叨唸著，「好好的朋友怎麼因為小問題就鬧彆扭，最近糖糖都不

來我們家玩了。你也真是的，糖糖這麼好脾氣，一定是你做了什麼對不起人家的

事！」 

對於媽媽一針見血的指控，沈威豪一言不發，把門給關上。 

媽媽在外頭直搖頭，唸了一句青春期，也不管他了。 

那時候正值國三要考基測，沈威豪將生活重心全放在學業上，也乖乖去補習，他

發現全心投入讀書的時候，比較不會想一些有的沒的，只是投資報酬率很低，他

深深覺得自己不是讀書那塊料。 

很努力的結果，也只是勉勉強強考上想要讀的高職。 

再見唐彥恩，是在倒垃圾的時候，唐彥恩正好帶狗出來散步，兩個人就這樣不期

而遇，沈威豪再也忍不住，走向前，跟正背對自己行走的唐彥恩打聲招呼。 

沈威豪叫住他，好糖回頭，高興得直搖尾巴，他們真的很久沒見面了，好糖幾乎

是失去控制要撲到沈威豪身上。相較好糖的熱情，唐彥恩顯得冷靜許多，看著沈

威豪不發一語，等著他的下文。 

沈威豪覺得有點難過，他們明明是很好的朋友，怎麼會變成這樣，好像相對都覺



得尷尬。情緒一下子湧上來，忍不住心酸。 

「怎麼了嗎？」唐彥恩冷淡的問。 

沈威豪其實有很多話想說的，像是你真的瘦了很多，已經不是胖而是健壯了，身

高也抽高許多，仔細一看居然比我還高了。他也想為上次的事道歉，居然讓他做

出那麼荒唐的事，不知道他會不會有陰影。他也想為唐彥恩升國三時進入資優班

賀喜，但是現在說肯定太晚了，基測都考完了。 

其實他最想問的是，不知道唐彥恩考得怎樣，選擇哪間學校。 

沈威豪沉默許久，久到垃圾車都駛離他們社區了，還是沒有開口。他們兩個人就

站在人行道上，互相望著對方，氣氛在他們周圍是凝結的。 

沈威豪嚥下口水，不是沒想過對方可能從此不當自己是朋友了，可是正式面對

時，還是忍不住覺得難過。 

「成績出來了。」 

「嗯。」唐彥恩還是那樣冷淡，拉了拉狗，讓牠回到自己身邊。 

「你考得怎樣？」 

唐彥恩沉默了一會，才回答他，「還行。」 

對話就要進行不下去，沈威豪想著，他還要繼續提問嗎？他真的很想知道他考上

哪間學校。雖然過沒多久，優等生的落腳處都會公布在學校公布欄，但他想早點

知道，想從他口中得知。 

沈威豪暗自做個深呼吸，詢問他，「你考上哪了？」 

「市立高中。」 

「第一志願嗎？」 

「嗯，第一志願。」 

沈威豪點頭，也只能說：「恭喜你。」 

「謝謝。」唐彥恩道謝後，直盯著沈威豪。 

那眼神太複雜了，沈威豪看不懂，好像責怪又怨懟，似乎還帶著什麼期待。 

「你⋯⋯」 

換唐彥恩開口，沈威豪一驚，不知道為什麼想要逃避，視線一避，隨便找個藉口，

逃走了，不管唐彥恩在後頭怎樣喊他。 

沒聽唐彥恩要問什麼，就這麼逃走了。 

他媽的癟三。 

好像每次接觸唐彥恩，沈威豪就更加厭惡自己一分。 

一整個暑假，沈威豪都不敢去找他，一直到開學，在上學途中遇上，唐彥恩穿著

第一志願的高中制服，意外的適合他。 

唐彥恩瘦下來後，加上那張娃娃臉，看起來就像是偶像明星，好像帶著光芒那般，

惹人注目。 

很想誇讚他幾句。 

可惜他們已經不是能好好說話的朋友了。 

沈威豪想著想著，覺得有點難受，好像呼吸都變得困難了。 



沈威豪搭乘跟唐彥恩反方向的公車上學，他們連學校都在不同地點，一個南一個

北，一個近一個遠。 

沈威豪學校男女平均，只是他所在的專業科目男多女少，因此班上活動很多，經

常舉辦聯誼，礙於人情壓力，沈威豪參加過幾次，卻覺得聯誼並沒有想像中有趣，

或許是因為他心裡有人的關係，後來就不怎麼參與他們的活動。 

這一次，同樣是礙於人情，沈威豪參加了聯誼，在同家餐廳，正好遇上第一志願

的男校與女校聯誼，唐彥恩也在裡頭，他們可算是狹路相逢。 

沈威豪很驚訝唐彥恩會參加這類型的活動，在他腦海中，唐彥恩胖到萬人唾棄、

沒人要的印象太深刻。就算唐彥恩瘦下來，變得帥氣許多，他還是很難改變原本

的印象，直到這一刻，看著對方跟女孩子們相談甚歡，露出他很久沒看見的愉悅

笑容。 

他很開心吧，被那麼多青春可愛的女生包圍，他就像是處在女孩子中的燈泡，閃

閃發光，成為所有人注目的焦點。 

那一瞬間，沈威豪覺得自己心酸得想哭。 

「好巧，居然在這裡遇見你。」沈威豪自虐似的上前跟唐彥恩打聲招呼，他聲音

聽起來太冷靜了，他都不知道自己原來這麼有演戲的天分。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過來跟唐彥恩打招呼，也許是想看看對方的反應，看是

他要就此死心，兩人形同陌路，還是能有轉機。 

唐彥恩驚訝地看著他，久久沒回應他。 

「誰？是你朋友嗎？」周遭的人都在好奇。 

沈威豪微笑回應他們疑惑的目光，又說：「你幾點結束？要不要一起回去？」 

唐彥恩更加錯愕，但不再發愣，回問他，「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嗎？」 

「嗯。還是你想自己回去？」 

「一起！我要跟你一起回去！」唐彥恩立刻反應，但表情還是那樣驚愕。 

沈威豪驀然放鬆了，覺得有點好笑，就笑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湧上，取代

了心酸，他拍拍唐彥恩的肩膀。「我待會就結束，先到外頭等你。」他說。 

說完就離開他們的桌位，回到自己那桌，他們那邊差不多結束了，也沒有續攤的

打算，按照他同學的說詞，這次聯誼任務失敗，素質太低，可比魔獸。 

同學說是這麼說，主要也是因為女方那邊不怎麼喜歡他們，互相嫌棄，兩派人馬

都恨不得快點結束，火速鳥獸散。 

沈威豪跟同學道別，在外頭等著，沒多久唐彥恩就出來了。 

兩人對上眼，都沒有開口說話，他先走，唐彥恩跟上。 

他們一塊搭乘公車回去，沉默得太久，錯過了對話的時機。沈威豪揣測著他的心

思，他想對方應該也是。 

公車人不多，他們並肩坐在兩人座椅，明明靠得很近，卻好像隔得很遙遠。 

沈威豪靠窗，他想看身旁的人，又不敢轉過頭去。 

他承認自己有點心急。 

明明他已經主動示好了，剛才唐彥恩也給了一個不錯的回應，為什麼現在這傢伙



又沒有什麼反應？ 

難道唐彥恩不想要跟他和好嗎？ 

沈威豪開始很焦慮，手心冒著冷汗，感到恐懼。 

說點什麼吧，算我拜託你，開口說話啊！沈威豪內心不斷喊著。 

「我們算和好了嗎？」 

終於，唐彥恩終於開口。 

沈威豪遲疑許久，點頭，回答，「嗯。」 

簡單的一個單音，卻好像令他從什麼詛咒中解脫。 

「你要不要跟我去遛狗？我們很久沒一起去遛狗了，好糖很想你。」他邀請著。 

「好啊。」沈威豪答應了。為了修復友誼，他們必須一塊去遛狗，不然口頭上和

好，氣氛卻還是繼續僵持著。 

他陪唐彥恩回去，好糖一見他就像瘋了一般，猛蹭著他。唐父唐母都在，對他們

和好的事沒多說什麼，只是用欣慰眼光看著他們。 

沈威豪低著頭不敢跟他們對上眼，一想起他讓唐彥恩對自己做的事情，就覺得很

心虛，對不起兩位長輩。 

沈威豪帶著好糖先走，像是逃走一般，離開唐家。他只要一停下腳步，好糖就想

撲到他身上，唐彥恩見狀，將狗繩接了過去，換他拉著好糖。 

「你真的太久沒跟牠散步，牠都不正常了。」唐彥恩笑說。 

沈威豪反駁，「牠一直都很不正常。」說完他笑了，對方也笑，尷尬不再，好像

又回到往日時光。 

走了一段，沈威豪冷靜了。 

這樣最好，就把之前那件事情忘了，絕口不提，他們還能說說笑笑。 

還是兄弟。 

唐彥恩讓好糖表演新學會的招式，兩腿站起，然後轉圈。 

或許是他們中間隔了太久沒見面，沈威豪總覺得唐彥恩給人的感覺變了，變得很

成熟穩重，說話也不再唯唯諾諾，自然且令人感到舒適。 

怎麼不過一兩年的時間，一個人的轉變可以這麼大。 

沈威豪不動聲色地驚訝著，反觀好糖還是那樣聽話又蠢蠢的，他摸摸好糖的頭，

說了句好乖，好糖巴不得可以撲到他面前舔他的臉。 

「喂喂兄弟，克制點！」沈威豪阻止牠的激動，別開狗頭，可牠哈著舌頭，熱呼

呼的氣息噴在他手上，口水也滴得到處都是。 

唐彥恩在一旁笑了。 

沈威豪站起身，甩甩滿是口水的手，跟著笑了一會。 

在很好的氣氛下，兩人道別。 

沈威豪踩著輕巧的腳步回家，一直以來壓在自己心頭的沉重大石消失了，和好的

瞬間他釋懷了。原來只要這樣就能輕鬆，這段時間他到底做了什麼？ 

太傻，太蠢，太浪費時間了。 

沈威豪在電梯裡，自嘲地苦笑。 



這樣是最好的情況。 

雖然回想起唐彥恩跟女孩子說說笑笑的畫面，會覺得心臟被捏住，不怎麼好受，

但是他想他應該可以忍耐。 

沈威豪重新振作，把唐彥恩放到朋友的位置，而不是喜歡的人。他現在已經冷靜

許多，不再那麼的衝動。 

 

他們和好後，會約好一塊等公車，但是他們的公車站牌在不同的方向。唐彥恩會

先陪他等，等他的車先來，他上車後再走回自己的站牌。 

偶爾也會有唐彥恩的車先來的時候，沈威豪會幫他注意並催促他趕快過去。 

不只是唐彥恩改變，沈威豪也與過往不同，他們的話題變少，常常談不到一個地

方去，卻還是想跟對方在一塊，一起等車，一起遛狗，要是有空就去對方家裡玩。 

沈威豪有時候會有種錯覺，唐彥恩那樣配合著自己，好像是他也喜歡自己似的。

沈威豪覺得或許有望，原本壓下的念頭又重新燃起。 

他想跟糖糖在一起。 

但是，在他意想不到的時刻，那念頭又被一盆水澆熄—— 

「我跟你說件事。」 

有天，沈威豪在唐家，坐躺在大型沙發上，正玩著遊戲機時，唐彥恩端了飲料上

桌，突然對他開口，表情異常認真。 

「什麼事？」沈威豪先暫停遊戲，拿起果汁來喝。 

「我交女朋友了。」他說。 

沈威豪一口果汁噴了出去，全吐在唐彥恩臉上，他受到很大的驚嚇，久久反應不

過來。唐彥恩拿紙巾抹臉，將果汁擦去，看了看他手上搖搖欲墜的杯子，接下杯

子放到桌上，相當認命地收拾殘局。 

等全部整理好，沈威豪才稍稍回過神，一直盯著唐彥恩，一臉茫然。 

「你——你是怎麼了？」唐彥恩嘆口氣，詢問他。 

沈威豪說不出話來，保持沉默，氣氛變得尷尬。 

他知道自己應該要說些什麼緩解氣氛，可是他不知道要說什麼，在這一刻全身力

氣好像被瞬間抽光，他除了看著人發呆，什麼都做不到了。 

「豪豪？」 

沈威豪隔了許久才反應過來，「我的天，我好驚訝。」 

唐彥恩聽聞，不好意思地笑說：「有這麼驚訝嗎？我瘦了不少，變得好看了，有

女孩子喜歡我，還送我餅乾跟小禮物。」 

是啊、是啊，你變得好多，我都快要不認識你了。沈威豪緩慢點頭認同，他試著

站起，用盡他最後的力氣。 

「我要先回去了。」 

「不玩遊戲了嗎？」 

「改天再玩，你⋯⋯你記得幫我存檔。」 

沈威豪不記得自己是怎麼走出唐家，忘了是怎麼回到自家公寓，等他反應過來，



他已經在房間裡哭了。 

失戀很痛苦，他親身體驗了。 

而且正在持續這樣的過程，他還要繼續跟唐彥恩嘻嘻哈哈，每天都在演著你是我

兄弟的戲碼，他覺得自己應該要去當演員。 

唐彥恩跟女友交往得很低調，只是偶爾還是會提到女朋友的事，沈威豪每次聽聞

都覺得心如刀割。 

他不想要知道這些消息，只要糖糖不提，他就可以好好假裝下去。 

他變成了鴕鳥，把頭埋在洞裡，不看不聽。 

唐彥恩十八歲生日那天，要跟女朋友一起度過，行程都已經安排好了。安排好了，

還很有義氣地問他要不要加入，一起慶祝。 

沈威豪細問，才知道只有他們三個人，所以他拒絕了。 

「我不想當電燈泡。」不想看他們甜蜜的樣子。 

「你怎麼會是電燈泡！來啦，人多才熱鬧。」 

「那你去約別人吧。」沈威豪說完，對方就沉默了。 

這件事不了了之，沈威豪也不知道唐彥恩生日那天是怎麼過的，他只知道自己很

難過。 

他嫉妒唐彥恩的女朋友，他覺得自己跟一個女孩子計較很難看。但他只要一想到

唐彥恩用幫他口交過的嘴去親吻別的人，他就覺得自己快瘋了。 

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排解這份沉重的情緒，於是開始接近同志的圈子，期望能改

變現狀，也期望能找到同伴，得到理解。 

沈威豪在網路聊天室認識一個同性戀，他們第一次見面就去開房間，沒有做到最

後一步，卻互相幫對方擼出來，隔著保險套口交。 

對方暱稱小新，是很有經驗的零號，但不是特別喜歡插入的行為。比沈威豪大上

幾歲，是名大學生，老家在中部，不是本地人。 

對方說沈威豪的外貌是他的菜，所以提議正式交往。 

沈威豪遲疑著，最後拒絕對方。 

雖然有性愛的快感高潮，但是心裡卻很空虛。 

他跟小新維持著關係，他們會接吻、會口交，但是不會做到最後，因為小新不喜

歡。 

「如果你想進來，就得跟我交往。」小新妖嬈地挑逗著，蹭著他的下體，勾引著

他，想讓他變得更加迫不及待。 

但沈威豪總是會在這種時候清醒過來，突然想起另外一個人現在不知道做些什

麼。 

每次想起唐彥恩，他都覺得很絕望。 

沈威豪跟小新道別後，回到自己家，小新今晚特別纏人，一直搞到十點才放人，

回到家都晚上十一點多了。 

他沒想到的是，在這時間點，居然還有人出門遛狗。 

他巧遇唐彥恩，或是他刻意在等他回來。 



唐彥恩就在他家公寓樓下，原本半蹲著、摸著好糖，一發現他回來就站起，瞪著

他質問：「你去哪了？」 

唐彥恩興師問罪的口氣，讓沈威豪愣了一會。 

「我去朋友家玩。」 

「你的哪一個朋友？」 

「問這麼多幹麼？你又不認識。」 

沈威豪對於唐彥恩質問的態度感到莫名其妙，皺眉瞪著他，就算他是自己喜歡的

人，但是被怒目相向，也是會不爽。 

「走開，我要回家了。」沈威豪越過他，去開公寓大門。 

好糖無預警地對他吠了一聲。 

「好糖別吵。」沈威豪警告牠。 

好糖又吠叫一聲。 

沈威豪轉頭看牠，牠立刻裝出乖巧模樣，就是想他摸摸頭。 

沈威豪覺得好氣又好笑，重嘆口氣，敗給牠了，蹲下身，摸摸好糖的腦袋，捏捏

牠臉頰的肉。 

「你呀！」開口全是無可奈何又寵溺的語氣。 

唐彥恩站著，低頭看著他們。沈威豪聽見他不甘心的說：「你對狗比對我好。」 

沈威豪覺得有點逗趣，他吃唐彥恩女友的醋，唐彥恩吃著好糖的醋。好像是什麼

循環遊戲，差一點就能變成一個圓圈。 

「你去哪個朋友家玩了，這麼晚才回家？」 

顯然唐彥恩並不想放過他。 

「你為什麼這麼想知道？我就算說了你也不認識。」沈威豪抬頭，重新站起身，

要開門，這次好糖不再吵，因為已經滿足牠了，卻變成牠的主人在吵。 

「對方家裡有那麼好玩嗎？有比我家還好玩嗎？你為什麼去那個朋友家，不去我

家玩了？」唐彥恩明顯不甘心的模樣。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沈威豪聽了直搖頭，門開了，要進門，卻被擋

了下來。 

唐彥恩阻止他走，想要跟他說個清楚。 

沈威豪的手被抓住，互相拉扯著。 

「你不要鬧了！」 

「你說啊！到底是哪個朋友啊！」 

操！哪個朋友關他什麼事！現在是在演哪一齣，他們又不是、又不是男女朋友，

唐彥恩憑什麼來質問他。沈威豪怒了，抬腳要踹唐彥恩。 

唐彥恩學過合氣道，反射動作一般，躲開沈威豪的腳，撲向他，兩個人都倒在地

上。 

不幸中的大幸是，他家跟唐家所在的那種高級住宅區不一樣，他們家沒有管理

員，沒人看見他們的扭打。 

這情勢發展太荒唐了，唐彥恩居然跟他打了起來。 



說學武是要保護他，現在卻跟他打起架來，太諷刺、太荒唐了。 

打到最後，沈威豪覺得可笑，忍不住笑了出來。 

「你笑什麼？」唐彥恩皺眉瞪他。 

「你管我笑什麼。」沈威豪不反抗了，索性躺在地上動也不動，地上很髒，他們

的衣服都沾上一層髒汙，狼狽不堪。 

「你為什麼討厭我？」 

唐彥恩壓在上頭詢問他，打量著他，突然動作一滯。 

沒注意到對方的反應，沈威豪還在想，唐彥恩是哪來他討厭他的這種愚蠢想法，

他喜歡他都來不及了，哪可能討厭他。他還真希望自己能討厭他，不要這麼喜歡

他。 

「你到底是去找誰了？為什麼身上會有吻痕？」唐彥恩伸手去碰他的脖子，不相

信那真的是吻痕，動手去摳，非常用力地摳著，狠不得刮下他一層皮似的。 

「住手！很痛耶！」沈威豪用力推開他，摸著自己的頸脖，居然真的被刮掉一層

皮了，汗水劃過都會痛。 

「你跟誰在一起了？」唐彥恩憂鬱，沒跟他道歉，還是問著他同樣的問題。 

「幹麼啦，你有女朋友，我就不能有女朋友喔。我當然是跟女朋友在一起了，不

要再問了你煩不煩啊？」沈威豪護著自己的脖子，站起身，好糖在門邊探出頭，

完全不敢接近他們。 

「這麼晚了發什麼神經，我要回家睡覺了，你也別在外頭逗留，快點回去。」沈

威豪踢他一腳，催促他快走。說到底他還是擔心著他。 

唐彥恩答應一聲，低著頭離開他家公寓，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他跟誰出去鬼混，給唐彥恩打擊真有這麼大嗎？就好像他喜歡自己一樣⋯⋯ 

只是他這麼希望而已，又是想太多了吧。 

沈威豪深呼吸，長嘆口氣。 

他覺得很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