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這是一個局，圈套中又套著一個圈套，但圈住的到底是誰的悲歡哀愁，套住的又

是哪隻撲火的可憐飛蛾？ 

握住的祕密是如此不堪一擊，他卻要用這可笑的祕密去威脅他人。 

「這樣也好！」 

他的聲音涼冷，與夜影融成一團，沒有生命力，也沒有喜怒哀樂，彷彿將一切的

情緒全都抽離了。 

「唔——呀——」身邊傳來低聲的咕噥，他將眼光往旁邊移去。 

伸出手來，微涼的指尖拍撫著身邊睡得有點不安穩的孩子，男孩翻來覆去，踢掉

了被子，他將涼被輕柔的蓋住他的肚子，端詳著那天真安睡的臉。 

漆黑的髮絲，狹長的雙眼，兩個小酒窩現在因為沒有微笑，幾乎看不出來，但他

知道當自己展露笑顏時，那兩個酒窩會瞬時宛如漩渦一般，將人的眼神、心神捲

入，彷彿周圍一片黑暗，只有他才會發出亮光——讓人如撲火的飛蛾，情願不斷

燒傷自己的翅膀，忍受劇痛與火炙，只為留在他身邊多一刻一秒，就算最後會被

地獄業火燃燒殆盡也在所不惜。 

從透明的窗戶望去，窗外的行人縮著肩膀，在暗冷的夜色中獨行，路燈照得孤寂

的影子狹長而淒迷。 

一聲門鈴聲響起，特別叫來的老保姆在外頭等著他開門，他怕驚醒小孩，輕手輕

腳的下了床，穿上了一件黑得發亮的皮外套，噴上了許久不用的淡香水。 

這瓶香水雖然號稱淡香水，但它很香，味道介於男性香水與女性香水間，多年前

他用過，而那一夜後，他再也不曾打開這瓶香水，走在路上無意間聞到路人身上

有相同的香水味，都會有微微的心痛與遺憾湧上心口。 

他封住了這些心痛與遺憾，告訴自己那只是春宵一夢，不論夢怎麼美好，終究是

夢。 

夢醒了，現實的殘酷就到了。 

但為何自己還留戀不忘？ 

那種全心雀躍的心動與宛如刀割的心痛，一定是自己將夢想得太美好，也許當他

深入夢境的時候，將會發現一切都不如自己幻想的好，而今夜的他，就是要再次

投身夢境。 

他走過地板，地板鋪的是磁磚，原本想要做原木地板，可因為還債的關係，他打

消了主意，只在角落給小孩的遊戲區鋪上便宜的塑膠地板，雖然很便宜，對小孩

子而言卻十分安全，而這也是現在他的財力能做到的。 

他緩慢打開門，門外的老保姆好像一下不認識他是誰一樣，露出驚訝無比的眼神。 

眼前的男人有股風流倜儻、華麗豔美的風情，跟之前低調、謙和的男人似乎不是

同一個人，但那眉、那眼卻又屬於同一個人，只不過換了一身比較時髦的衣物，

就變成完全不同的模樣。 

她看傻了，沒料到這個獨自養一個小孩、生活規律無趣，已經看慣的孤身簡居男

人，今晚會像是要去夜遊或玩樂。 



「奉嘉儀先——先生嗎？」她就算老了，也忍不住一陣心跳，他的香水味非常好

聞。 

「嗯，麻煩妳了，我今晚有事，明天會直接去上班，今明兩天麻煩妳照顧，我明

天晚上再接他回來。」 

「奉先生，你要去約會嗎？」 

老保姆露出了欣慰笑容，她早就覺得他應該要好好的出去認識人，跟一個好女人

一起養小孩才對。 

奉嘉儀垂下頭，彎起了嘴唇，「算是約會吧。」只不過這場約會是好幾年前的後

續。 

這些年一直困擾他的一件事，就是走進「那道門」後，他們之間會發生什麼事？ 

每次夜半想起來的時候，一股顫慄感就會油然而生—— 

那一天，那個男人骨感卻很大的手掌輕托著他的手臂，他驚慌不安，明明知曉事

情不必發展到這種地步，卻像吃了迷魂藥一般，亦步亦趨的跟著他，一步步的走

向蜘蛛網裡，當看到有名的「那道門」時，他臉色霎時蒼白。 

他想要轉身而逃，他不能暴露身分，不能讓對方知道自己是個男人——但所有的

不安猶疑，在那個男人的熱吻之下全都融得一乾二淨。 

男人舔過他的唇齒，帶著酒味的氣息讓他失去了神智，低啞含笑的嗓音在他耳邊

說著曖昧的話，噴出的炙熱氣息幾乎讓他雙腳虛軟，男人的雙手已經不安分的托

住他的臀部輕輕揉捏，充滿了性暗示。 

被一個男人如此觸摸，他該感到羞恥與慌張，但他一點也沒有這種感覺，只覺得

渾身像有火在燒，恨不得躺在他的身下，被他陽剛的氣味包裹，被他炙熱的手掌

撫遍全身上下。 

這種激昂的性慾他從來不曉得，也沒有感受過，卻被一個男人挑惹得渾身發燙，

氣血上湧，血液在體內狂奔。 

他在那一刻才明白，為什麼自己從小到大，對交女友這件事總是很淡漠，別人談

著女友如何如何，又提到初體驗的感動，還有慾望的難以抑止，他卻對這些事都

很淡然。 

他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對感情太淡然，但這不影響他的生活，他也就順其自然的

走下去。 

他不是沒交過女友，也不是沒有跟女人上床過，總覺得一切平平淡淡，後來那段

感情也跟著淡了下去，兩人沒提分手，卻分別朝著自己的道路前進，久了也不再

聯絡，那是一段無疾而終的感情。 

直到遇見那個男人，他那一夜才知曉，那一段平穩無趣的感情根本不算是戀愛，

他只是遵照著別人的希望，去和異性談一場感情，以顯示自己與他人一樣。 

原來自己身體裡有這麼強的火焰，男人挑起的火與性慾讓他饑渴無比，他想要讓

他在自己身上印上更多的吻，玩弄自己的身體，甚至在他貼過來，他感受到對方

雙腿間堅硬隆起時，忍不住摩擦引誘。 

他知道他是個一流的玩家，只有親身體會的人，才能明白他有多迷人、多有魅力，



讓女人前仆後繼，死也要往他的床上爬，不是因為他的有錢有勢，而是因為他的

個人特質。 

「那道門」背後是那個男人為了玩樂長期租下來的飯店房間，不少明星、名模都

曾進去過，躺過門裡雪白的床鋪。他知道只要進了那道門，就會發生無可挽回的

局面。 

他失了神、失了理智，最終還會失了心！ 

門打開的那一剎那，他整個清醒過來，強烈的恐懼讓他臉色發白，他怎能讓他發

現——發現自己不是他想像中的人。 

不過一道急促鈴聲解除了他的困境，這是上天可憐他的處境，或是預防他犯下錯

誤的緊急措施，他一點也不知曉，只知道自己幸運逃過一劫。 

鬆開了他，那個男人表情厭煩的從口袋裡拿出手機接聽，臉色越聽越是凝重，他

嗯嗯兩聲，隨即表示自己會立刻回公司去。 

他該鬆口氣的，但當他眼睜睜的看門闔起，迎來的卻是滿腔的失望，那個男人帶

著歉意的捏著他的手。 

「公司臨時有事，我要去處理，我們改天再聊，我先下去了，妳整理一下衣服。」 

改天再聊這四個字很曖昧，有的時候男人對女人講這一句話，是因為他對妳沒有

興趣，所以用這四個字打發妳，改天的意思就是後會無期，在路上碰見，他也不

會說他認得妳，你們只是陌生人而已。 

「嗯——嗯，改天再聊。」 

他的頭髮亂了、嘴唇被吻腫了，卻沒有被當成一夜玩物，可能之後，這個男人再

也不會聯絡，只因為太多女人想要爬上他的床，他很快就會被忘記，他連靠近他

的床的機會都不會再有。 

男人腳步倉促的離開，聽不見男人踩在地毯上的腳步聲，他在長廊上整理著頭

髮、衣服。這一層只有兩間這樣的房間，非常的私密，所以不用怕會有人經過，

但也可想而知，這個總統套房有多大，是專門租給頂級有錢人的。 

他從宴會包裡拿出小鏡子，鏡子裡的自己紅腫著雙唇，有著迷濛的雙眼、豔紅的

雙頰，露在時髦圍巾外的脖子還有被啃了一下的紅色痕跡。 

這個男人何時落下這個愛痕的，他一點印象也沒有，只知道他被吻了好多次，他

用手指輕觸著自己腫痛的雙唇，學著男人伸舌撫慰般的動作，他感覺自己不是被

吻，而是被烙了一生都無法消除的烙印，而這火點燃了他身體另一簇深埋在底部

的火焰。 

他以為自己對情慾淡然，可原來是因為他沒遇見對的人。 

一雙大手從後頭緊緊摟住他，「哇——」 

他吃驚的低叫，側過頭去看後面的男人，他⋯⋯他不是進了電梯？不是公司裡有緊

急的事要他去辦嗎？ 

「去他的公事，我又硬又腫又痛，等一下可能不會太溫柔。」 

為何聽到他這聲咒罵，自己的心情一下雀躍無比，只覺得胸口像是有無數的蝴蝶

飛舞起來？這種喜悅與歡喜太不理智，卻也讓人著迷。 



無暇感受這股歡喜，他的紅唇再次被徹底佔據，他被抵在門上放肆的熱吻，男人

像要吞了他般，舌頭在他口腔裡蠻橫的侵佔，他根本等不到進入門內。 

他糾纏著他舌尖，兩人唾液交換，氣息交融，他被吻得雙腳無力，激情的浪潮將

他淹沒，他的每個吻、每個動作都充滿了慾望與需索，他卻樂於承受。 

他就像暴露在陽光底下，原本隱藏的、不自覺的一切，第一次被這個男人喚醒，

他沒有嘗過這種像要將自己毀滅般的熱情，有如風暴的情慾，還有突發不能抑止

的渴望。 

他的下半身與他一樣腫脹疼痛，那種痛充滿了性慾的舒爽，衣物下的乳尖硬挺

著，希望男人的手狂放的將他的乳尖揉捏成血紅色，然後放進嘴裡好好的舔咬一

番。 

這番想像換作是以前的自己肯定難以接受，現在卻讓他顫慄興奮，洋裝底下已經

滲出了濕液。 

他應該要推開他，要離開的，因為男人的手已經不安分的從他洋裝領口穿入，蕾

絲胸罩根本就遮不住自己沒有女性豐滿的事實。 

一陣催命鈴聲響起，男人沒有理會，將他的手放到自己的雙腿間。 

隔著褲子撫摸，男人的那裡好硬好熱，他艱困的吞著唾沫，他從來沒有摸過別的

男人的私處，現在撫摸，卻一點也感覺不到厭惡感，只有滿滿的火熱與期待。 

他覺得自己瘋了，卻又瘋得這麼理所當然，彷彿這具身體不再屬於自己，而是屬

於把這熱情帶給他的男人。 

鈴聲不斷響著，那男人終於屈服於鈴聲，罵了一句非常難聽的髒話，把電話接起

來，冷道：「我馬上就到。」 

這一次道別不再是捏了捏他的手了事，男人狠狠的吻了他的唇，啃了一下做紀

念，意猶未盡的性感舔唇，像在回味著他的味道後，從上衣口袋抽出自己的私人

名片遞給他。 

這張燙金名片，只會給予他很在乎的人，男人在自己的名片上寫上了自己的私人

手機號碼，拿出另一張，要他寫上自己的手機號碼。 

他顫抖著手，剛才的熱情太猛烈，他的手還是抖著的，他把不是自己手機號碼的

數字寫在那張名片上，字跡歪歪扭扭，幾乎辨認不出這是他寫的字，不過辨識不

出來才好，因為——那個男人再見面的人，不會是他。 

他將那張私人燙金名片塞入自己的宴會包，不敢多看上面的電話號碼，怕自己看

了會記住，會忍不住想要聽他的聲音，忍不住想要打電話給他，忍不住想要坦白

這一切都是一場無奈之下作的戲。 

「我會再跟妳聯絡，下一次我們一定會有一整天的時間。」男人承諾。 

他雙唇顫抖，說不出話來，等男人搭著電梯下去後，他望著房間門上的號碼，扭

動著門把。門緊緊鎖住，門卡只有男人才有，他知道他這一輩子再也無緣踏進這

裡，無緣感受他的手臂有多有力、胸膛有多寬大，兩人身上將會燃起什麼樣的火

焰，下一次一整天的時間將不會屬於自己。 

男人的味道還留在唇上，他擦去口紅，也試圖擦去親吻的滋味，這場熱吻、這份



承諾跟這樣的熱情都不是為他而生。 

在這個男人眼裡，今夜差點與他共度一夜的人叫作奉嘉媛，而不是他——奉嘉儀。 

為何情況會失控到這種地步？一定是燈光太美，兩人聊得太投入，加上又喝了點

酒，在酒力的發作下才會、才會—— 

他用這樣的藉口騙了自己許多、許多年！ 

當年把名片交給雙胞胎妹妹嘉媛的時候，嘉媛樂得都快瘋了，她歡呼了好幾聲，

並且圈著他的脖子，在他臉上親了好幾次。 

「謝謝你，嘉儀，我在陪另外一個人，根本就趕不回來，可是我聽說他那一晚一

定會在那裡出現，只好求你假扮我去，我沒想到你竟然可以拿到他的私人電話，

不愧是我哥哥，從小就是模範生，叫你考九十分，你就一定可以考到一百分，我

太崇拜你了！」 

高䠷漂亮，皮膚雪白的嘉媛，就算以男性挑剔的眼光來看，她仍然是個非常美的

大美女，但跟她的美麗相當的，是她的輕浮、虛榮與複雜的生活。 

父母從小離婚，他們各自被帶開，認真的父親帶走了自己，漂亮的媽媽帶走了嘉

媛，各自開始了新的生活。 

但他與妹妹仍然通著信，只是妹妹從每個星期一封信，變成了半個月一封信，再

來是一個月一封信，等到了高中，就開始半年一年的給一封信，直到他大學在外

租屋時，嘉媛帶著大包小包來看他，說是與媽媽吵架，要跟他住在一起。 

他要趕她回去，她卻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說繼父看她的眼神色迷迷的，他打電話

給老媽，老媽在電話裡卻是怒吼著說嘉媛趁她不在勾引她老公，她要她滾出去。 

什麼是事實，他搞不清楚，但他無法坐視嘉媛坐在地板上抽泣，而且不管事實是

什麼，嘉媛也確實不適合再住在那樣的家庭裡。 

於是嘉媛跟他住了一段日子，她對他發誓她會再回去唸未唸完的高中，然後她又

消失了一陣子，完全忘了她的誓言。 

這就像是個循環，消失、回來，她總是滿身落魄的，帶著寂寞微笑，回來緊緊的

抱住他，說還是哥哥最好。 

他不知道她在追求什麼，也許是愛，也許是男人的寵？也許是能讓她停止漂泊的

港口？ 

就這樣，她就像隻花蝴蝶一樣，以自己的美貌做著小模特兒，在天地間飄蕩，他

永遠搞不清楚她的男朋友是誰，也許今天是某某攝影師，明天又變成某某導演，

後天又是哪個企業的小開。 

縱然如此，她還是他的妹妹，那個笑起來有點落寞的小女孩，被母親帶走時，她

不斷對他揮手說再見的背影可憐得讓他難忘。 

他不忍心拒絕她的要求，卻也明白她的生活有問題，需要改變，但他找不到方法，

而且她越來越嚮往富豪的生活，覺得自己能夠攀上一個愛她又有錢的英俊男人。 

一年後，她抱回了小孩交給他養，甚至連小孩的父親是誰都不知曉。 

但隨著小孩成長，他在孩子的臉上看到了那個男人的影子，他逼問過嘉媛，她仍



然裝著傻，然後在一次與富商出遊時出車禍過世了。 

遺照裡的她依然是那副亮麗的模樣，她的靈堂裡出現的朋友少得可憐，債主卻出

現得比朋友還多。 

他哭了，恨她的自賤，也恨自己為何不能挽回她？ 

到底什麼地方走錯了，讓她過著這樣的生活一點也不後悔？還是說她是一隻美麗

的蝴蝶，只有在不同的花之間周旋，才能讓她快樂？ 

他撫養了小孩，原本深埋的心事，在每次看見這個孩子時，就會嚙咬著他的心，

讓他想起那一夜在門前的事，想著他永遠也進不了的「那道門」。 

再次讓他跟這個男人有所連接的，就是這個孩子，也是嘉媛留給他的唯一禮物。 

今夜他能靠著這個禮物得償所願嗎？機率很小，但總得一試，他再也受不了午夜

夢迴時，想著若是有機會，他們進了「那道門」，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奉嘉儀走在霓紅燈閃爍的夜色裡，五彩的夜景與燈光照亮了整條街，他站在小酒

吧外，回想著好幾年前假扮嘉媛，推開這道門的記憶。 

這一夜，會像那一夜那麼順利嗎？ 

那個男人會坐在那個老位子上嗎？ 

一切的想像都比不上現實，他看著門心跳霎時加快，推開了門，他往角落安靜的

地方看去，一道熟悉又有點陌生的背影出現在眼前。 

他心跳再度跳得又急又快，隨即苦笑著走進了酒吧裡，將圍緊自己脖子的圍巾輕

輕拿了下來，心跳逐漸放慢。 

時間不一樣，狀況不一樣，他現在只是個他不感興趣的男人罷了。 

今夜，他是奉嘉儀，一個電腦軟體資訊公司的小主管，每日朝九晚五，又常常得

要加班，性別是男性。 

他跟嘉媛是雙胞胎，兩人長得很像，但嘉媛非常亮麗活潑，而他總是被說有點嚴

肅、且有著高材生的傲氣。 

總而言之，在女人眼裡，他也不算什麼特別吸引人的天菜，更何況對一個只跟女

人上床的男人而言，他一定百分之百不具有吸引力吧，今夜他真的能夠讓這個男

人跟他上床嗎？ 

他走向角落那一桌，酒保們交換了個眼神，他搶先在酒保阻止前走到男人身前，

機會總是稍縱即逝，他彎起了一個妖豔的笑容說：「嗨，周先生？」 

周宇潮眼也不抬，冷冷的道：「這是私人桌，我不喜歡受到打擾。」 

酒保越走越近，他卻連吸引這個男人抬眼的魅力都沒有，奉嘉儀感到挫折了，彎

身看了這個男人的側面，好幾年不見，他沉穩了些，眼神卻也銳利了許多，他想

要倒退，並且在他冷聲驅趕前，說一聲「我明白了」後離開這一桌。 

何必自取其辱，這個男人說不定面對男人時一點都硬不起來，那一夜的一切都只

是夢境⋯⋯ 

然而眼看周宇潮舉起酒杯，輕輕的舔了一下，奉嘉儀霎時渾身火熱，他還記得那

一夜他怎麼舔過他的唇，嗄啞的笑著在他耳邊挑逗輕咬，他激起了自己對男人的



情慾，而且延燒了這麼多年。 

那他就該負責不是嗎？ 

至少讓他把這場夢作完，讓他知曉是不是只有這個男人才能燃起他的熱情，或

者——一切只是那晚太美的關係。 

「你還在讀那本永遠讀不完的蘇格拉底語錄嗎？」 

周宇潮僵了一下，「這是一個笑話，我親近的朋友都知道。」 

這一次他把頭抬起來，冷漠的眼注視著他，那種冷漠像針一樣，無論是誰都會退

卻。他卻只想在他緊抿的唇上發狠的啃咬，讓他發出熱情的喘息。 

「你跟你的朋友之間有笑話，但我跟你之間有個祕密。」他好整以暇的說著，一

個連自己都不知道的祕密，這通常會引起一般人的興致，但對這個男人而言沒有

用處。 

周宇潮短暫的看了他一眼，然後無趣的再次把視線移回酒杯上，喝著酒，「我跟

男人之間沒有祕密。」 

他逕自在他對面坐下，男人輕笑了聲，聲音裡卻毫無笑意，只有凌厲跟深沉的厭

倦，彷彿厭惡這種流於表面的追逐，也厭倦於這種紙醉金迷的生活。 

「你很大膽。」 

「我有你的小孩，這件事能讓我在你面前變得大膽。」 

周宇潮怔楞了一下，隨即大笑起來，強壯的酒保已經走到桌子旁，隨時可以把奉

嘉儀拉出去，順便痛揍幾拳，讓他倒在後面暗巷的垃圾堆裡，為自己今日的冒犯

感到悔不當初。 

周宇潮擦著笑出來的眼淚，「你是男的吧，這是什麼新的笑話嗎？若是女人跟我

這樣講，我還會猶豫一下，想想看自己有沒有跟她睡過，男人嘛，這就是一件完

全不可能的事了。」 

他揮了揮手，酒保遲疑了一下，他再度揮了一下，酒保立刻就回到了吧檯工作，

但目光仍不斷的瞟來，注意著老客人和這不速之客。 

奉嘉儀把周宇潮的酒杯舉起，拿到自己的面前，轉了一個面，讓剛才周宇潮嘴唇

碰觸的位置對著自己的嘴，他學他舔著酒杯，酒很烈，後勁很強，一股辛辣味直

衝腦門，但很適合現在的他。 

他伸舌的樣子像隻小貓，一隻引誘男人的小貓。 

他希望自己看起來像，至少在今晚要像。 

周宇潮沒有拿回酒杯，只是定定的看著他，淡淡的自言自語。「為什麼有的人會

認為像我這樣的玩咖就應該男女通吃？我明明對男人沒有興趣，我覺得你長得也

不差，與其找我這種成功率幾乎為零的人，不如去同志酒吧去找會更快。」 

「你不覺得這世間男女各佔了一半，你放棄了百分之五十的機會，這也放棄得太

多吧？」他眨了個眼，再次舔了一下酒，笑得露出酒窩，十分魅惑。 

第二章 

「哈哈哈哈——」 

周宇潮再次狂笑，顯然很欣賞他的歪理。「如果你是女人，光是這一段有趣的話，



我就包養你一個月。」 

「我打個折，讓你包養半個月如何，你會發現⋯⋯」奉嘉儀的舌頭在光滑的杯口打

轉著，粉紅色的舌尖像在做著某事一樣的淫浪起伏，「我渾身都是優點，從手到

腳——」 

周宇潮唔了一聲，他不是沒被大膽的女人勾引過，但是⋯⋯他看向桌下，這個男人

脫了鞋，右腳直接在桌子底下蹭著他的雙腿間。 

「襪子挺白的嘛。」他半笑半無奈的道。 

這麼明顯的勾引，沒有讓他硬了，卻讓他勾起了笑意，他真的要感謝這男的如此

努力，他都快忘了被勾引這件事也能很藝術。 

大概是最近勾引他的女人都太直接，講直接好像太抬舉她們，她們只差沒一看到

他就露出胸部，脫個精光，把他當成見了女色就昏頭的白痴一樣，讓他興致全失。 

「謝謝，我襪子是新的，很乾淨。」 

聽見這個男人竟然還能幽默回嘴，周宇潮再次放聲大笑，眼裡終於出現了一點興

味的看著他，「為何找上我？」 

「聽說——你那裡很強。」 

周宇潮大樂，曖昧的話他聽過不少，但這麼挑逗卻沒羞恥心的話，他發誓他是第

一次聽見。 

不論什麼樣的浪女，在他面前總要裝個矜持，縱然在床上浪得跟什麼似的，一開

始總會表現得像個處女，好吸引他的注意，並且抬高自己的身價。 

那些女人好像以為像他這樣的男人，只要是具雪白青春的肉體，他就可以壓上

去，然後盡情的蹂躪她們，蹂躪完她們後，她們只要靠在他的肩上，就可以讓他

拿出無數的現金包養。 

為什麼？他的水準有這麼低？還是外面傳言他就是個看見女色就硬的變態，只要

有洞可以插就好嗎？ 

和他的好友馬為堂探討後，馬為堂告訴他—— 

當一個人有錢到某種程度，報紙新聞都開始以追逐他的桃色新聞為樂，而且平常

人都對他嫉妒羨慕的時候，他就要了解到，一定會有一群蒼蠅纏上，沒大腦的以

為他跟八掛新聞裡描述的一樣，這就是富二代的原罪。 

也就是說誰叫他長得帥就罷了，還有錢得嚇死人，甚至為了娛樂媒體跟娛樂自

己，毫不避諱的讓別人知道自己在大飯店裡租了一間總統套房，專門在那裡玩名

模明星，被當成看到女人就撲上去的變態是必然的。 

「像你這樣的人，不是太笨，就是太聰明，或者該說是太自虐！」 

馬為堂一邊搖頭，一邊對周宇潮指指點點，看到狗仔在拍的時候，立刻就溜，還

交換條件的告訴狗仔他現在好上的女人，好讓狗仔別寫他的新聞。 

他很想怒吼，馬為堂同樣身為富二代，他家的錢也沒比我家少呀，為什麼不拍他，

專拍我？！ 

馬為堂攤手，用鼻孔瞧他，「你以為我蠢呀，我玩女人沒像你玩得普天都知曉，

哪像你沒一天玩十多個名模，你就不是男人一樣，低調是我的特色，我老爸說過，



越有錢就要越低調，因為好女人都喜歡低調又有錢的男人。」 

「壞女人也喜歡低調又有錢的男人。」他諷刺回去。 

馬為堂笑得很得意，「但壞女人更喜歡你這種被記者給寫爛的壞男人，因為新聞

把你寫成有錢、見了女人就發情，好像腦子裡都裝廚餘，看起來騙錢就是很容易

的男人呀，哈哈哈——」 

這話他也說得出來，他腦子裡裝廚餘？論學問，馬為堂還沒有他好呢！某些文科

考試還得靠他罩他，現在竟然講話這麼難聽。 

他氣得叫報社小記者來，把馬為堂現在包養的明星給爆料出來，果然那段時間電

視、報紙都是馬為堂的桃色新聞，馬為堂三個月後黑著眼眶出現在他面前，一臉

怨恨的看著他。 

「你害我的名聲跟你一樣臭了！」臉上寫滿他的人生從此之後進入絕望境界，再

也沒有希望。 

「放心，只要我找到好女人，你的名聲就會比我更臭了，恭喜你有超越我的機會，

你從小到大一次都沒贏過我，這一次是你人生大躍進的時機。」 

「時機個屁，我詛咒你一輩子也找不到好女人，哈哈哈，就像那一次那一個一樣，

真是有夠白痴低級的！」 

他一腳踹翻了馬為堂，馬為堂在他身後揉著屁股追罵著他。 

「他媽的，你為這件事踹我，我要跟那個可愛又善良的小模結婚，你就眼巴巴的

看我比你更先找到幸福吧。」 

兩個月後，馬為堂紅著眼眶，提著好幾瓶，每一瓶都是天價的紅酒到他家裡來。 

「屁，什麼女人，壞女人都是給壞男人睡的，我們都是好男人，所以那些壞女人

去死好了，那些人要的都是錢，好像在她們眼裡，我們就等於是新台幣、美金、

歐元、人民幣——」 

「好啦，別還沒喝就發酒瘋，今晚不醉不歸。」 

周宇潮相準其中一瓶紅酒，拿來開瓶器，拔開了酒塞，開瓶後，紅酒特有的酒香

就滿溢了整個室內，馬為堂帶的酒果然是好酒，他要是常常這麼失戀，自己就有

口福了。 

「他媽的，那瓶紅酒最貴，你就那麼識貨，專挑那瓶喝，給我開的這一瓶，只有

你價錢的一半。」馬為堂怒指他，這人就是他媽的賤，這麼有錢還這麼賤，佔朋

友便宜佔得這麼理所當然。 

「你都這麼有錢了，還為這點小錢嘰嘰叫，我就算是個好女人，也受不了你這麼

龜毛。」 

說著，他把紅酒又牛飲了一大杯，這瓶酒連他手裡也沒有，真是好喝，喝了一口

就少一口，這世間一定剩沒幾瓶了，看馬為堂這麼計較就知道。 

「你這混蛋，別以為你女人緣比我好就機車起來，你不過是比老子帥上那麼一點

點。」 

「是帥很多好嗎？」他反駁。 

「酒留點給我，老子也沒喝過這麼好的酒。」 



在馬為堂的杯子盛滿了頂級的紅酒，馬為堂斯斯文文的喝了一口，然後開始賣弄

起來。 

「前調有櫻桃味，後調卻充滿了杏仁香味，然後吞下喉後，整個喉口與口腔充滿

了不同的香味，並且一直回香——」 

趁著他滔滔不絕，又在裝自己是什麼品酒大師的時候，周宇潮狂喝了一杯，激得

回神的馬為堂又是陣鬼哭神號，最後一杯只好留給了馬為堂，好止住他抱怨的話。 

但是說他們沒喝過這麼好的紅酒，他們彼此心知肚明這是謊言。 

幾年前那一場戀愛談得失敗至極，他第一次打電話給馬為堂說自己遇見了個好女

人，想要跟她長久交往，說了一堆無意義的廢話，甚至還抱怨了若不是臨時有工

作進來，他早就跟那個好女人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馬為堂一副他瘋了的態度，再三出言相勸，「第一個，好女人不會主動到你常去

的酒吧勾引你，不會第一夜就想跟你來個一夜情，也不會讓你又揉又搓又摸的把

她當成女公關一樣，只差沒讓你插在她裡頭，她淫聲浪叫給你聽，我覺得你最好

把頭浸到冰水裡冷靜，浸三十分鐘後你就會回魂了。」 

「我告訴你，她不是那樣的，我們還聊蘇格拉底、老子、孔子。」 

「聊個屁，我看你被下蠱了，冷靜點，那個女人叫什麼名字？什麼？圓圓？這不

是熊貓的名字嗎？靠，原來你講半天，是因為你跑去動物園搞人獸戀，看來你的

狩獵範圍越來越大。」 

他們講些哥們的屁話講了一堆，三個月後，他在馬為堂的家裡吐得亂七八糟，馬

為堂他老爸收集的最頂級紅酒被他吐光了，而他連那酒是什麼味道都想不起來。 

馬為堂有沒有因為酒，而被他那愛酒成痴的老爸給吊起來痛打一頓，他不知道，

但是他相信以馬為堂的義氣，不會把他供出來的。 

但從此這件白痴低級的戀愛被視為他的禁忌，馬為堂也會聰明的避開這件事，不

過有時候他若是心情不好嘴賤起來，就會把這件事拿來說，當然也會換來他對他

的屁股一頓痛踢。 

他不喜歡提起那次失敗的戀愛，因為他連為什麼失敗的原因都不知曉，他只知道

後來一切都變了。 

也許是當時燈光太美，也許是自己太寂寞，或者是喝了點酒醉了，才會因為一次

相遇把她當成了自己的真命天女，然後狠狠的吃上了苦頭。 

 

世界上一定有一個很棒的女人，等待他的相遇⋯⋯周宇潮嘴角彎起，一陣苦笑，那

個很棒的女人，他真的遇得到嗎？ 

他的雙腿間被奉嘉儀搓得有點發熱，他還年輕，也許久沒有發洩，縱然搓揉的是

個男人，他仍然有了肉體上的反應。 

看著眼前放浪的男人，舔著酒杯望著他，他忽然覺得這樣也不錯，至少他表明給

他看，他要的就是跟他好好來一場性愛，而不是看上他的身家背景與帳戶裡的金

錢，騙了他的感情，讓他一輩子帶著傷痕，卻假裝純潔無邪的壞女人。 

「那裡是哪裡呀？」這樣一想，周宇潮也不正經起來，他發問，感覺就是不懷好



意的色狼。 

「就是那裡呀！」奉嘉儀笑著回答，反而很大方。 

「那你聽說的是什麼？是很大，很長，還是很粗呢？」他愈說愈下流，臉上表情

應該很猥褻，色狼角色他扮起來駕輕就熟。 

「我應該說討厭，這種事當然不能放在嘴巴上講嗎？」 

「不能放在嘴巴上講，是只能放在嘴巴裡，還是身體裡講嗎？」 

「你好色哦，周先生，我都濕了。」 

「不要跟我說你腋下濕了哦！」 

他們的對話仍然維持在十八禁上，而且有愈來愈三八跟歐吉桑的傾向，但是周宇

潮很開心。 

事實上，他這幾年處於低潮，自然低調了，但是那些想要往上爬的女人們，就是

一個個會出現在他眼前。 

不過這一次出現的，是個男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心裡沒有和那些女人周旋時的厭煩，或許是因為這個男人

的直接和有趣？ 

眼前的男人長得有點好看，修整得整齊的頭髮烏黑亮麗，在黑髮裡是若隱若現的

白色耳朵，當然在這種矇矓燈光下，母豬也會賽貂蟬，所以好不好看倒也不是重

點，重點是一觸即發的激情。 

若眼前這個人是女人的話，自己恐怕已經拜倒在對方的石榴裙下，非常樂意的來

一發了。 

畢竟現在接近他的女人，如果智商有超過八十，他就要感謝上帝了，他的花花公

子爛名聲，吸引來的全都是一群白痴拜金女，而且年齡跟智商有越來越低的傾向。 

他覺得自己不是有錢有勢的公子哥，而是一隻純金製造的公狗啊！ 

啊，錯了，是鑽石鑲成的公狗，因為鑽石比較值錢。 

「你想看我那裡嗎？」 

周宇潮伸手拿過自己的酒杯，喝了一口，見對方小巧的舌尖舔過嘴角酒液，很挑

逗人，但對方是個男人，他對男色還是沒有那麼有興趣，所以他沒硬起來。 

「非常想看，請一定要讓我看。」 

奉嘉儀低頭做出懇求狀，讓周宇潮笑得拍桌子，他真的很喜歡這個男人的有趣、

幽默，他發誓這是他這個月來笑得最多的一天，他很慶幸自己沒有趕走這個男

人，因為他現在心情比來的時候好上了好幾倍。 

「那走吧！」 

對方笑了起來，他笑起來眉彎彎的，卻感覺不到笑意，反而有點淡淡的哀愁，「就

這麼簡單？」 

「不過是場性愛而已，幹一下也才半小時吧。」 

他吐出粗俗的字詞，反正一夜情就是讓兩個充滿慾望的人好好發洩一下，適時說

些粗俗的話，更能引動氣氛，他已經十分熟悉這樣的流程了。 

他讓這個陌生的男人搭上了自己的愛車，街上的霓紅燈閃閃爍爍，開了一會車，



旁邊男人平板的身材讓他頭腦恢復了冷靜。 

胸部平板，沒有柔軟溫暖的兩團雪峰，他往下看，對方穿著褲子，褲子中間微微

隆起，也就是跟自己有一樣的器官—— 

呃，這樣一想，他剛才想嘗鮮的心情立刻飛得無影無蹤，他看自己這一根就看煩

了，真要看別人那一根⋯⋯連馬為堂若是敢露給他看，他都可能會燒了他家兄弟，

更別說看其他陌生男人的。 

忽然間，他興致全失，雖然這個男人講話很有趣，但也沒有趣到讓他願意做出這

番犧牲。 

「呃——雖然說你真的很棒，但我對男人實在是⋯⋯」 

「你該不會要打退堂鼓了吧。」對方側臉望向他，眼底一片森冷。 

「擔誤你的時間很抱歉，我會賠償你的，如何？」周宇潮大器的道，因為他不想

讓這個男人以為他小氣吝嗇，畢竟他剛才逗笑了他那麼多次，相信他是真的對他

有興趣。 

雖然這種說法很老派，但花花公子也是有原則的，不讓對方失望就是其中之一。 

就算他真的讓對方失望了，他也要立刻拿出金錢彌補，對方通常都會很開心的收

下，而兩人就會很愉快的分手，不會產生任何異議。 

但他說得大方，對方卻似乎不想放手。 

「男人跟女人在某些方面是一樣的，你幾乎不會感受到差別！」 

「喂、喂，真的沒必要這樣。」皮帶被副駕駛座的男人給解開，他苦笑道：「我

還在開車呢。」 

「你繼續開車，我會讓你連車都開不下去。」 

他的拉鍊被拉下來，垂軟的地方被捧出褲子，他不該覺得興奮的，但是就像這個

男人說的，在這一方面，是女人或男人根本就沒有差，一樣都是溫熱柔軟的嘴唇，

潮濕有包覆力的口腔，他仰頭發出一聲粗喘。 

他不該勃起，但、但以前幫他做這種事的女人，還沒他這麼有誠意。 

他有時候忍不住想，那些女人已經想要讓自己變成玩物了，為什麼連最基本的讓

男人爽都做不到，她們該不會真的認為只要衣服脫了就好了吧？其實做這一回事

是需要點技術的，至少也要增進點技術吧，不要以為靠著那團肉，就會被包養好

嗎？ 

瞧瞧這男人舔弄的方式，讓他興奮到了極點。 

「你看，它變硬了⋯⋯」 

男人吮著頂端，半趴伏在他的雙腿間，他可以感受到他的舌頭在他敏感的龜頭上

打轉，然後一路往下滑，不斷的滑向底部，然後一根根的舔著他的毛，再慢慢往

上舔，簡直快要爽死他了。 

漸漸的，白濁的液體流了下來，混雜著大量的唾液，男人發出嘖嘖的聲音，弄得

非常大聲，害他覺得自己好像是Ａ片中的男主角，而且是完全被女角服務的男主

角。 

他一手扶著方向盤，一手揉著男人的黑髮。雖然香豔刺激，但他不會那麼沒有控



制力，但是男人下一刻整個包覆他，用口腔的滑力，滑動著他的敏感部位，他整

個陽剛都打顫起來，連他的手也跟著打顫起來，舒爽的感覺從下半身回傳到整個

背與腦。 

他媽的，他好久沒這麼爽過了！ 

他的手忍不住一歪，方向盤跟著打滑了一下，後面傳來惱怒的喇叭聲，他馬上回

神的轉回方向盤，低頭就看到那男人吞吐著自己的巨根，抬眼望了他一下，濕潤

的嘴角揚起一抹可惡的笑，大概是知道他為什麼被後面的車子叭吧。 

他媽的，太爽了！叭什麼叭，沒看到他被吹喇叭吹得很爽嗎？ 

啊，不對，是這個男人太可惡了！為什麼嘴邊都是男人腥液，還能笑得這麼可惡

又勾引人。 

他這樣怎麼開車呀他可不想明天新聞上出現富二代撞車，因為被口交太爽這種爛

標題，若有這種標題，保證他家大門會被家裡那一個踹破，叫他去死一死算了。 

周宇潮眼明手快，轉了方向盤，緊急的找條小巷鑽了進去，停在暗處，一盞路燈

昏暗不明的照著這塊地方。 

他下頭一柱擎天，整個光滑潤澤，還在不斷的冒著濕液，車子裡都是他的體液味

道，男人舔著他的下身，連小球都含進嘴裡玩弄吸吮，然後手指毫無羞恥心的往

下擼弄，啪滋啪滋的音效快要逼瘋他了。 

「喂，有這麼好吃嗎？」 

他聲音啞得不像自己的，雙臀也忍不住往上輕輕頂弄搖晃，享受著被柔軟嘴唇給

包圍的快感，尤其是每次戳刺的時候，對方因為嘴巴張得太大，雙頰鼓起來，隱

隱約約露出他那根的輪廓，那副樣子更是色情得要命。 

讓他想要——想要更強勢、更強勁的抽插，想一下下的抵在他的喉口，直到對方

雙眼冒淚，下面也濕透為止——如果對方是女的。 

「不差，也許加上醬油調味會更好。」他口齒不清的說著，一邊把它吐出來，然

後再像品嘗美食般的吞了進去。 

「噗哈哈哈——」 

醬油？他不該笑的，因為笑了起來，他下腹一陣抖動，被含進嘴裡的深度幾乎到

對方的喉嚨了，敏感的龜頭接觸到了肉壁，一下就激射出白液，對方很老道的喝

了下去，他這個身經百戰的勇士卻看得臉紅了。 

他沒想過男人口交也能這麼魅惑、性感，尤其是他吞下去之後舔著唇，好像那味

道很好的樣子，他發覺自己竟然又有點硬了。 

周宇潮抽出濕紙巾給奉嘉儀，對方擦著嘴，一副享用了的表情，他應該要拉上褲

子的，但是對方的臉再次湊過來，他無奈道：「喂，不管外面傳聞我再怎麼神勇，

我還是一個正常男人，不會這麼快就硬，再來一次的。」 

「我只是幫你清潔一下。」 

他掩住眼，沒阻止是不是代表自己真的被伺候得太爽，壓根就不想拒絕？ 

本來清潔用紙巾擦一下就好，他卻又用嘴、舌頭舔了一遍又一遍，周宇潮不爭氣

的下半身霎時又硬了，他真的覺得自己回春來到了十八歲，射了一次還能再一



次、又一次。 

剛才那酒沒有威而鋼，也沒有被下藥，但是他的下半身就像被下藥一樣腫痛不

堪，這男人口交的本事太讚了。 

「不是又硬了嗎？」 

「我今天喝人蔘了。」 

他無厘頭的回話，因為連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可以這麼神勇的再戰一場，對方

是個男人，雖然長得不錯，卻也不到令人驚豔的地步，而他更沒有將愛女人花花

公子招牌砸掉的習慣。 

「我今天也喝了一根人蔘的精華，味道有點濃。」 

這是什麼挑逗的話，太機車，也太搞笑了。周宇潮很想笑，吐出來卻是濃濁的呻

吟，他這根人蔘今天要大開殺戒了，他拉開奉嘉儀的頭，認輸了，「喂，夠了，

我們到房間去，好好來一回吧。」 

他看對方再次坐回副駕駛座上，用紙巾擦了臉，除了嘴唇太紅之外，他臉上沒冒

汗，頭髮撥一下就恢復一本正經的模樣，完全想像不到這個男人剛才趴伏在自己

的雙腿間，饑渴無比的對自己的大老二又舔又含。 

但這種反差，讓他——吁——讓他更硬了，這男人可真知道怎麼挑逗男人，有的

男人特別吃這一套，想像一向正正經經的人，在床上特別放浪，腿張得特別開，

真叫男人色授魂與。 

「你的工作不會是男公關吧？」 

奉嘉儀轉過頭來看他，笑了笑，但笑意沒傳達到眼睛裡去，「我做的工作專門服

侍客人。」 

「怪不得⋯⋯」他嘖聲道。 

這男人太棒了，他不知道有多少人會花錢跟他共度春宵，但是剛才他那種賣力與

技巧，讓他願意花錢跟他好好的來一次。 

「我們要談包養價格嗎？」 

「不如等我們真正交流過後再談吧。」 

男人將視線轉向前方，沒有再看他，彷彿認為他只是個如他想像一樣的垃圾，不

值得一哂。 

他的態度很差，卻莫名的讓周宇潮覺得很舒服，也許是因為他對男人沒有真的興

趣，他沒有一再的獻媚，讓他鬆了口氣，若是他黏在他身上，他有可能會打消主

意，甚至會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