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花椒和獨特配方融合出的辛辣味，充斥在裝潢新潮的店裡，在用餐尖峰時段可容

納上百人的餐廳中，客人們吃著辣味十足的麻辣鍋，吹著強力的冷氣，聽著動滋

動滋快節奏的音樂，讓與親友同伴快樂用餐的饕客們更為食慾大開，用餐速度快

了不少。 

餐飲業忙碌起來就像戰場一樣，無論是內場或外場，因此這一家近來知名度竄升

極快的麻辣鍋吃到飽，無論內外場，都是聘用身材高大，體力極佳，反應又快的

男性員工，也因為幾名男性外場服務員的外型出色，特別受到了女性顧客的歡迎。 

在清一色的男性員工中，唯一的女性面孔就顯得特別顯眼，那是一個個頭不高、

身材嬌小的女孩。 

「小心喔！」林月光穿著Ｍ號的黑色Ｔ恤，因為是男性的尺寸，在她身上看起來

很是寬大，有種小孩偷穿大人衣服的感覺，可她的行動卻不像個小孩，她靈巧地

穿梭在窄小的走道之間，將巨大的托盤高舉過頭頂，托盤上頭擺滿了顧客點的鍋

料，這樣的動作讓嬌小的她目標明顯，也讓她送餐時平衡感更好，許多正職的外

場看見也紛紛仿傚，久而久之，便成了店裡的一個特色。 

林月光一如以往，俐落地閃過一個冒出來要去挖冰淇淋的孩子，一個旋身，沒讓

手上的托盤落地，也沒讓孩子撞到自己，輕巧地越過客人，繼續送餐。 

Safe—— 林月光在心裡吁了口氣，舉著托盤越過人潮，來到店裡唯一的包廂。 

「抱歉，送餐喔。」她輕快地喊了一聲，用屁股撞開推門，進入那間只有一張大

圓桌，能容納十五人的包廂。 

「牛！是安格斯牛！我要吃十盤！」 

林月光將托盤擺在桌旁的架子上—— 這是這間麻辣鍋店的特色，點的肉、料不是

擺滿桌，滿得連自己的杯盤筷子都擺不下，而是擺在桌旁的架子上，讓客人有更

舒適的用餐空間。 

是年輕人的聚會呢，林月光在心中默想，餘光快速掃過包廂的客人，都是年輕

人—— 也是，他們店裡本來的主要客群就是年輕人，她在想什麼呢？ 

「您點的餐點都給您送到了，請問還需要什麼嗎？」漾著笑容，林月光擺好托盤

後抬頭，職業性地詢問客人還需要什麼。 

「欸，妳不是企管系的林月光嗎？學妹，妳在這裡打工啊？」 

咦？被認出來了！還叫她學妹，難道是學長？ 

林月光這才把視線落在客人的臉上，一眼她就認出來了，是電機所的學長趙峻

南，校園風雲人物之一。 

為什麼說之一呢，因為這個傢伙跟那個校園裡風頭最盛的風雲人物，正好是焦不

離孟、孟不離焦的死黨。 

校園傳說之一，只要看見趙峻南，那麼閔柏希就會在他三步不遠的距離，趙峻南

跟閔柏希就像連體嬰一樣。 

不應該亂看的！林月光告訴自己不要亂瞄，但她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下意識的

在包廂中梭巡那個人的身影—— 她馬上就看見了。 



坐在包廂最裡面的位子，穿著淺藍色襯衫，在一群高大的男人中一點也不遜色，

存在感極強的閔柏希學長。 

她偷偷暗戀，默默欣賞的人。 

那個男人，就像一幅畫一樣，他連吃麻辣鍋的姿態都那麼優雅，喝啤酒就像喝著

紅酒似的帥氣。 

許是察覺到她的目光，閔柏希喝了口啤酒之後，視線朝她瞟來，兩人四目相接的

那一瞬間，林月光覺得自己慘了，她一定臉紅了。 

「啊，學、學長好。」林月光馬上收回目光，故做沒事的笑著，面向不會讓她動

搖心神的趙峻南。「來聚餐啊？」 

可一想也不對，她是企管系，這群學長們是電機所，跟她不同系，怎麼會認得她

呢？ 

「學長，你們認得我？」林月光後知後覺，感到受寵若驚，她不是風雲人物，就

只是一個普通的將升大二生，居然讓這群大學直升學校研究所的優秀學長們，知

道她是誰。 

「聽過，我跟妳直系學姊妤庭同社團，常常聽她抱怨妳忙打工，家聚都不到，難

約的很。」趙峻南笑說，接著解釋了今日來這裡用餐的原由。「柏希研發專利申

請成功，有大公司跟他買了權利，今天是慶功，他請我們這些幫過他的同學們吃

個飯。學妹，你們店裡還有什麼好吃的，都給我們來一點。」趙峻南跟沉默不多

話的閔柏希不同，他是活潑愛鬧的個性，跟任何人都能自來熟，很自然而然地跟

林月光說話。 

其實趙峻南也是個帥哥，笑起來眼睛彎彎的，配上他的濃眉大眼和性格的五官，

要人討厭他都難。 

林月光對上這張笑臉，方才見到暗戀對象而起伏的心情，感覺平復了不少，起碼

她能夠用非常職業的態度對他說話。 

「鍋料還不錯，我給你們準備一些，今天也進了不錯的天使紅蝦，我都給你們拿

來—— 既然是學長慶功，我也表示一下，服務費我跟櫃台說一下，給你們免了。」

林月光覺得自己的表現很正常而得體。 

「哇，學妹謝啦！」 

在場人聽見林月光的話，紛紛道謝，當然，也包括了今天被拱出來請客的閔柏希。 

「月光。」閔柏希的聲音像有穿透力一般，在吵鬧的音樂和吵鬧的人聲之下，仍

能清楚的傳到林月光耳中，他眼睛直直地看著她，用著誠懇的語調道：「學妹，

謝謝妳。」 

怦怦、怦怦，林月光聽見自己的心跳聲，被偶像叫了自己的名字，那是多麼的……

令人心花怒放呀！尤其他那雙眼睛看著自己……不行，她要心臟病發作了。 

「不客氣。」林月光想要裝出沒事的表情，可很清楚自己並不是演技高手。 

在她的表情洩露出她迷妹的本質前，她快快離開包廂，深深吐了一口氣。 

繼續工作去，假裝沒有聽見在她離開後，包廂裡那些臭學長們的起鬨。 

「哇，人帥真好。」 



「柏希你看見沒？學妹臉紅了耶！」 

「那學妹還滿可愛的，你不考慮一下？」 

「我覺得你去要電話會成功喔！」 

「吵死了。」閔柏希冷冷地道。「不吃就滾。」 

「吃！吃！我們閉嘴！」 

聽見柏希學長一句話就震住了那群起鬨的學長，林月光不禁笑出來，想著不愧是

她暗戀欣賞的人，又強又帥又有魄力。 

「月光，十一桌送餐。」回到內場，在備料的同事馬上給她送上一大盤的火鍋配

料，要她快快工作。 

「好，我馬上送過去。」拋開剛才腦中閃過的粉紅色思緒，林月光很快打起精神，

好好的工作。 

至於在工作地方與心儀學長的巧遇，林月光只當成是一段插曲，拋在腦後。 

她既不是成績優秀的佼佼者，更不是五官漂亮到讓人一眼難忘的大美人，不會跟

在校園中神級的閔柏希再有交集的。 

 

 

九月，夏末秋初，大學開學了。 

升上大二的林月光為了配合打工，除了必修科目，把所有的課都排在了早上。 

星期一早上八點的統計學，有一種讓人崩潰的感覺，早早就來教室裡佔位子的林

月光，正在吃著她帶來的早餐。 

馬鈴薯泥配上脆脆的小黃瓜，和著水煮蛋，蛋黃的香氣讓味道更有層次，冰冰涼

涼的夾著土司吃，再配上一片火腿，就是很豐盛的早餐了，而且便宜，做一小碗

能吃個兩、三天。 

林月光吃得慢，一邊看著手機，看見好友藍藍給她的 LINE 訊息，說她睡過頭了，

會遲到半小時。 

「開學第一天就遲到，那就不幫妳佔位了寶貝。」 

林月光對好友遲到一事感到憐憫，希望今天不會點名，否則藍藍可慘了，聽妤庭

學姊說，統計學的蔡教授，最討厭點名不到了，兩次就會被她列入黑名單，就算

是成績優秀，名列前茅的藍藍，也絕無可能打破蔡教授的原則。 

吃著早餐，林月光回覆好友一堆嘲笑的貼圖，一點也不同情好友，想她一定是昨

天晚上兩人例行的電話聊天到十二點結束後，藍藍又追劇追到天亮才睡覺，今天

早上才爬不起來。 

在林月光盯著桌上的手機時，空曠的教室人也漸漸多了起來，位子逐漸坐滿了。 

不過因為是早上第一堂，多半人都還精神委靡，自然的選擇後頭的位子，自我欺

騙教授不會看到自己打瞌睡。 

林月光有輕微近視，向來是選前排的位子坐的，也是警醒自己上課不要打瞌睡，

好友藍藍則是系上狀元，拿第一名獎學金的資優生，習慣坐前排抄筆記，兩人會

成為好友也是因為都坐第一排，久了便走近，近了便多聊，聊多了就無話不談，



培養了深厚的友誼。 

當上課的人越來越多，後到的學生不得不往前坐時，整個教室裡，也沒有剩下多

少位子了。 

快到八點的時候，安靜的教室突然騷動起來，仍在跟早餐奮鬥的林月光並沒有感

覺到後頭同學們的竊竊私語，一直到有人站在她身旁，影子擋住了光線。 

「請問，這裡有人坐嗎？」 

聽見男生低沉好聽的聲音，林月光心裡打了個突，這聲音她聽過啊！難道是——  

她猛地抬頭，呆呆的看著站在她桌旁的男生—— 閔柏希。 

「柏柏柏希學長？！」天哪，是真人，嚇死她了。「沒沒沒人坐，這裡給你坐。」

她火速挪了個位子，往裡面一坐，讓出靠走道的位子給他。 

一瞬間，腦袋全空了，林月光嚇個半死，她不明白啊，電機系的閔柏希學長怎麼

會來聽統計學呢？ 

為什麼？而且……最大的為什麼，是學長怎麼會坐在她旁邊啊？！ 

「是閔柏希學長耶，他怎會來我們系上？」 

「你忘了啊？他本來就是電機、企管雙修，之前他為了考研究所，放了企管系幾

個必修學分沒修完，他今年都碩二了，想要企管學士和電機碩士學位一起拿到，

準時畢業，就得趕緊把必修學分都拿一拿。」 

「對耶，我都忘了他也算是我們企管系的學長。」 

後方出現了小小的聲音，議論著閔柏希出現在他們企管系二年級教室裡的原因，

林月光才想起來，對耶，閔柏希算是他們的學長，是「傳說中」的學長，她居然

忘了這件事！ 

討論的聲音並未小到聽不見，她聽見了，閔柏希怎麼可能沒聽見呢？ 

但他一臉淡定，攤開自己的課本及筆記，做著準備上課的動作，林月光只掃了一

眼，就看見他的課本上寫了密密麻麻的紅藍色註解，很明顯的，他上課前就已經

預習過了。再對照自己空白一片的課本……她深深覺得，學霸的世界跟她這個普

通人的世界，真是完全不同的啊！ 

「月光。」 

在林月光低嘆時，旁邊的閔柏希突然低沉地喊了她。 

「是！」她嚇得回頭。 

「妳有多餘的筆嗎？」閔柏希神情有些窘，與他一貫的淡然高冷形象差很多。「我

沒帶到筆，能不能借我一枝？」 

哇，好可愛喔—— 學長平時高冷的樣子很帥很迷人，但現在這樣有點窘的模樣，

反而有種特別的萌感。 

林月光不禁心花開，那種看見偶像另一種面貌的感覺，讓她的心變得柔軟、激動。 

「有有有。」忍不住啟動迷妹模式，她把早餐放一旁，從筆袋裡找出自己最慣寫、

最喜歡用的那一枝遞給了閔柏希。 

接過筆，閔柏希微微一笑。「多謝。」 

林月光強自鎮定，表現出這沒什麼的姿態，也回以微笑。「不會。」她裝得好辛



苦，得努力才不讓自己嘴角上揚。 

忍耐啊！矜持啊！ 

幸好，嚴肅古板的統計學老師來了，聽聞過這位大刀老師的威名，林月光不敢不

專心，又是坐在最前排的位子，她馬上拋開閒雜思緒，專心地面對恐怖的統計學。 

統計學蔡老師，是個嚴厲的老師，第一堂課二話不說就讓學生打開課本，開始講

課，在蔡老師魄力地讓兩個打瞌睡的學生離開教室之後，底下一點聲音都沒有，

只有學生靜靜寫筆記的聲音。 

「第一堂課我就不點名，回去告訴那些第一堂就敢翹課的，兩次點名不到就不用

來了，明年見。」下課之前，蔡老師放下粉筆，講起了她上課的原則，也提及了

令人聞風喪膽的統計學報告。 

「作業和報告部分，我不指望你們的個人能力，以後報告以小組形式繳交，我也

懶得等你們自己找組員，這一桌最多只能坐三個人，現在跟你同桌的，就是你的

組員，那些沒來的，轉告他們分組名單下次上課前都交上來。現在看看你的左右，

跟你這學期的統計學報告夥伴好好打個招呼。」 

啥咪？！怎麼會這樣！妤庭學姊根本沒有跟她說蔡大刀會這樣分配報告小組成

員啊！ 

這不在預期中的發展讓林月光呆住了。 

她往右看去，右手邊沒有人，可她左手邊，卻坐著那個聲名大噪的閔學長。 

「月光，妳的學號多少？」 

她回頭時，閔柏希已經拿出一張紙，在上頭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學號，然後低聲

詢問她的資料，這是要上交他們的小組名單了。 

這效率也太快了吧！ 

林月光呆呆的告知閔柏希自己的學籍資料，什麼都沒有隱瞞—— 包括自己的

LINE 以及手機號碼。 

「這學期統計學報告一起做，我還有論文要忙，妳也有打工，我們隨時可以調整

時間討論報告，有電話聯絡方便許多—— 月光，這學期多多指教了。」閔柏希就

像王子一樣，笑得溫柔。 

「喔。」手機裡輸入了閔柏希的電話號碼，林月光還覺得像夢境一樣不真實。 

她一定是做了什麼好事，才能拿到偷偷暗戀男生的電話，而且還是對方主動給她

的！ 

「柏希學長……多多指教。」捏著手機，林月光兩眼發亮，聽著後方許多羨慕的

聲音—— 閔柏希跟她要電話的舉動光明正大，坦蕩蕩的，根本不怕人看見，林月

光覺得自己這個醜小鴨，體會了一次灰姑娘的感覺。 

這感覺……還滿好的。 

下課了，閔柏希收好自己的課本，提了書包就要離開。 

人都站起來轉身要走了，閔柏希像想到了什麼似的回頭，對著林月光再度開口。

「月光，謝謝妳那天的特別招待。」 

閔柏希說的是前幾天在她打工餐廳受招待的事，林月光不只免了他們的服務費，



還招待了特調的烏梅汁，更送上店家私藏的特選松阪牛，連挑嘴的閔柏希都不得

不點頭讚嘆好吃。 

「不會，難得嘛。」林月光笑說，表情是正常的，其實內心暈陶陶的。 

閔柏希深深看她一眼，抿唇一笑，轉身走了。 

「哇塞，這是什麼情況啊？」 

閔柏希一走，遲到的藍藍就馬上湊過來，一臉興奮地看著林月光。「閔柏希學長

跟妳說什麼？」 

藍藍倒是一點都沒有疑惑電機所的閔柏希為何會上他們企管系的課，閔柏希的優

秀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只有林月光，一瞬間被男人的美色迷得七葷八素，什麼

都忘光了。 

「還有啊，妳也太幸運了吧！這學期都跟柏希學長一起小組報告，妳知道學長的

Paper是可以當教材的等級嗎？！妳這學期統計學根本妥妥 Pass了啊！」沒等她

回答，藍藍激動的繼續說，還不住搖晃林月光的肩膀。 

「噓！妳小聲點—— 」覺得自己要變成眾人嫉妒的對象了，林月光快速收拾東

西，拉著藍藍離開教室。 

可惜，拉著藍藍離開並沒有讓她成功逃離同學們的注意，反而更聚焦了，一切都

是因為身旁這位又高又瘦，膚白大眼的大美人藍藍小姐。 

藍藍是企管系的系花兼榜首，成績優秀，外表豔麗搶眼，因為家境富裕，穿著打

扮入時，一頭黑色長髮未染燙，嘴唇抹了正紅色的唇彩，讓她看起來皮膚更白，

五官更精緻，再搭配她那又長又直的腿，即使穿著簡單的牛仔褲，依舊閃亮得就

像個大明星。 

跟這樣有著漂亮五官、修長美腿又性格嗆辣的校園美女走在一起，小白菜一樣樸

素的林月光，就非常引人注意了。 

兩人走在校園中好半晌，才找到一個沒有太多人的地方。 

「快給我說喔，為什麼柏希學長跟妳說謝謝，發生什麼事？」一到沒人的地方，

藍藍就來個俠女般的動作，伸手勒住林月光，逼問道：「講喔！」 

「藍藍，溫柔一點，我說、我說……」知道今天逃不過好友魔掌了，林月光嘆了

口氣，說了數日前在打工的地方巧遇電機所學長們的事。 

結果說了反而更加激怒了藍藍大小姐。 

「所以—— 妳幾天前就見過柏希學長他們一群人了？好啊！居然瞞我到現在，妳

這傢伙！」藍藍聽完眼睛都瞪大了，她不住咬牙，揉著林月光的臉。「妳是不是

偷偷自己樂著啊？我識破妳了喔！看見柏希學長就像看到偶像一樣，妳給我出息

點！」 

「我就想沒有什麼呀！沒有偷著樂啦，說成這樣……對柏希學長也只是偶像崇拜

欣賞一下啊！不然還能幹麼？」林月光被揉得臉都變形了，她已經習慣了不要去

反抗藍藍的蹂躪，因為這個總攻氣息很重的女生，最喜歡會掙扎的小動物，越是

掙扎，就越讓藍藍蹂躪她的時間加長。 

「……也對，那種男人，還是遠觀就好。」藍藍聽見好友這麼沒出息的話，也只



能沒好氣地瞪她一眼。 

在藍藍眼中，林月光很好，是男生沒眼光才沒看見她的可愛和善良，要知道，一

個二十歲的女大學生，努力打工養活自己，付房租、水電、生活費，還能保持學

業有一定水準，沒有被當掉任何一科，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她覺得像閔柏希這種長得帥、成績佳、性格好，前途一片光明的男人，完美得不

像真人，單純又腳踏實地的月光還是離那種完人遠一點的好，她怕月光受傷害。 

幸好，月光很有自知之明，把對閔柏希的好感定位在迷戀偶像一般，就算是暗戀，

也知道自己沒有機會。 

所以她允許生活壓力很大的月光，偶爾迷妹一下。 

「怎樣，很開心吧？一開學就這麼多好事，先是打工跟柏希學長碰到面，現在統

計學還跟他同一個小組報告，只有你們兩個，妳還拿到他的手機號碼，連 LINE

都拿到了，妳說，是不是很高興啊？」 

林月光只在好友面前流露出自己花痴的一面，她竊喜著、興奮著，笑得瞇了眼，

個子不到一六○的她，勾著藍藍的手臂，露出迷戀的表情，承認道：「好開心，

我心臟都要停了—— 藍藍妳一定要提醒我多做好事！」 

「妳真是夠了……」藍藍看她那副迷妹的模樣，忍不住大笑。 

兩個女孩走在校園裡，嘻嘻哈哈的聊著男生。 

那是女孩子在一起都會聊的話題。 

青春啊！ 

「嘿，藍藍，月光！」 

可就在兩人開心的聊著各自欣賞的男生，說著女生才懂的笑點時，迎面走來大她

們一屆的學長，楊智其。 

外表斯文，五官乾淨好看，穿著打扮更是精心搭配，又帥又有型，因為修同一門

通識課程三人因此結識，這個帥氣的學長是個「姊妹」。 

「阿智！」林月光看見楊智其時眼睛一亮。「一個暑假沒看見你，我好想你喔！」

這是對「姊妹」才會說的話，對真正的男生才不可能，林月光保守含蓄的很。 

「真的假的，想我為什麼不約我喝茶呢？我以為妳滿腦子都是男人呢—— 對了，

月光寶貝我跟妳說，2 UNDER的四角褲很好穿，我有半打喔！會穿這牌子內褲

的男人就跟我一樣，外表溫柔，其實內心火熱。」楊智其睜著那雙描了眼線更顯

明媚的眼睛，興奮地道。 

「什麼東西？」聽見這句沒頭沒腦的話，林月光一頭霧水。 

一旁原本笑笑的藍藍卻聽出了什麼，開始不動聲色的往旁邊挪。 

「妳真的很健忘耶，就是這個啊！」楊智其風情萬種地睨了林月光一眼，掏出手

機，找到網頁之後，遞給她看。 

當林月光看見網頁相片中那件暗紅色的名牌內褲，以及背景的地板—— 她呆掉

了。 

「其實我覺得妳可以考慮一下，對方應該是個不錯的男生，就跟我一樣喔！」楊

智其曖昧地撞了一下林月光。 



「藍藍！」林月光惱怒地回頭，就看見躲到一旁一臉想要裝沒事的藍藍，她火大

到不行。「我要殺了妳！妳答應我不 Po的！啊啊啊啊—— 」她惱羞成怒，瘋狂

追打藍藍。 

「寶貝，別生氣，我有按捺住的，但是真的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藍藍原本

還想陪笑安撫，但見林月光真的生氣了，追打過來，她連忙落荒而逃，在校園裡

上演一場追趕跑跳碰。 

遠遠的，隔著一片樹林，看著兩個女孩妳追我跑的閔柏希，不自覺多看一眼，而

後視線盯在那個生氣臉紅，追打企管系系花的林月光，忍不住嘴角上揚。 

「柏希，你在看什麼？」身邊的同伴因為停下腳步，也順著他的視線望去。 

「沒什麼。」閔柏希收回目光。「耐心點，走吧。」 

「蛤？什麼東西？」眾人聽不懂他沒頭沒腦的話，紛紛露出茫然的表情。 

校園裡，滿是洋溢的青春氣息，學生們三三兩兩熱絡的討論著、歡笑著。 

有熱衷社團活動的學生，也有醉心學術的資優生，但更多的是討論著男生或女生

的話題，想要戀愛的。 

這，就是青春啊。 

第 2章 

知名的火鍋店是沒有周休這件事的，不過平常日的晚上，來客量的確比較少，晚

上十點的時候店裡就打烊清潔，大約十一點鐘，林月光已下班回到住處。 

結束一天的打工，回到租賃的三坪學生套房，她打開電燈開關，頭頂上的燈照亮

了這間小小的套房。 

一張單人床，一張大賣場買來的小桌子充當飯桌，小電視，以及擺了電腦的小書

桌，衣櫃小小的，浴室也僅能一人轉身，洗澡都很克難。 

這裡就是她安身立命的地方，房間很小，但是在大台北一個人生活、念書，這是

她能負擔得起房租的選擇了。 

能夠靠自己的力量擁有個遮風避雨的小窩，這對林月光來說，已經很滿足。 

放下背包，進浴室快速的洗了個澡，洗完後頭包著浴巾，穿著輕便的Ｔ恤和短褲

走出來，在冰箱裡拿了一瓶可樂，林月光這才坐在房間的木質地板上，伸直雙腿，

犒賞自己。 

她的一天通常都是這樣的，打工結束回到住的地方，洗了澡，喝瓶可樂，再掏出

一天沒有看的手機，看看有什麼重要的訊息，打開電視，讓房間裡有點聲音，感

覺她不是一個人住著。 

林月光看著重播的綜藝節目，培養著自己的睡意，她通常在十二點左右上床，這

樣才能趕上早上的課。 

「喵—— 」 

很小很小的貓叫聲，讓昏昏欲睡的她頓時清醒，下意識地往落地窗望去，只見落

地窗外，有一隻胖胖的、美麗又優雅的黃色中長毛貓。 

「胖胖！」林月光馬上站起來，打開落地窗的鎖，讓貓進來。「你怎麼這麼晚又

跑來—— 等等！我不是跟你說過，不要再帶東西給我了嗎？啊啊啊啊啊—— 」 



那隻叫胖胖的黃色貓咪並未馬上進她房間，牠叼起地上一個黑色的物件，腳步輕

巧地走到林月光面前，在她腳邊放下那個東西。 

那是一只價值不菲的名牌運動手環，林月光看見這份「禮物」著實頭大。 

「胖胖，謝謝你，可是……你知道嗎？因為你送我這些東西，讓我聲名大噪啊。」

林月光欲哭無淚，今天在學校，她不知道被多少人調侃，都因為「貓的報恩」。 

事情是這樣的，大一下學期，一個炎熱的五月天，她在打工回家的途中，發現一

隻被困住的貓。 

嗯，是一隻肥貓，就是眼前的胖胖。 

牠被困在她住的公寓門前，原本是花圃的地方，因為房東要重新栽植，因此清空

了所有的土，露出一個深又長的洞，大約有一百公分的高度。 

當她下班回家，聽見淒涼的貓叫聲，一探頭，就看見一隻胖到跳不上來逃生的貓

咪，胖貓通體黃色，肚子毛是白色，四隻腳掌前端也是，毛比一般米克斯要長一

些，看起來像是名種貓。 

她順手就把貓撈了出來，放手讓牠離開了，誰知道隔天早上，在她租屋的陽台，

看見正在抓落地窗的胖貓，給她叼來了「禮物」。 

貓的報恩嘛，新聞上報導過的，有人意外救了流浪貓，結果貓咪每天都打獵送給

恩人，而這樣的事情她遇到了。 

那是一隻活生生的鸚鵡，翅膀還有力的拍打掙扎，尖銳的喙拚命想攻擊，氣勢驚

人，但卻被胖貓一腳壓著，掙脫不了，胖貓一臉乖巧求討賞地望著她。 

當下她嚇個半死，馬上搶救那隻仍活著的鸚鵡，許是知道生命誠可貴，那隻很美

的灰色鸚鵡，一離開貓爪就振翅飛走，原本她還想說幫鸚鵡找主人的，這下鸚鵡

逃走了，她想幫忙也很難。 

喵—— 纏綿的貓叫，一點也不尖銳，有種很萌的感覺，但這隻可愛的胖貓獵殺的

天性，有一點可怕。 

「你、你不要這樣看我嘛！」林月光也不知道為什麼，竟覺得她放走鸚鵡時，胖

貓看她的眼神充滿了哀怨，檢討後自覺自己真的太壞了，這樣傷了貓咪的心，牠

也只是想要報恩而已。 

於是她跟胖貓說——  

「我知道你想要謝謝我，看我瘦瘦小小的，怕我餓了，謝謝你，我什麼都不缺，

真的，你如果要報恩，不如給我個男朋友吧，我都二十歲了，還沒有初戀……」 

最後那句隨便亂講的話，卻是最大的錯誤！ 

胖貓就像成精了一樣，居然聽得懂她的話，從那之後，她就會不時的收到一些男

生的東西。 

比如領帶、穿過的襯衫、男性十足的鋼筆、刮鬍刀、男生字跡的字條、襪子…… 

一開始還覺得很好笑，但太常送來，她就很困擾了，那些男生的東西，給她要做

什麼呀？而且太多私人用品了，她覺得非常對不起這些東西的物主。 

如果跟貓說她想要個男朋友是第一錯，那麼跟好友藍藍說胖貓的報恩，那就是第

二錯。 



藍藍因為覺得很有趣，還特地到她住處住了兩天，就是要等胖貓上門報恩，結果

還真被藍藍等到了，笑得她肚子痛，直不起腰來。 

從那時候起，藍藍就不定時的會在校園的網站上面貼這則故事的後續，圖文並茂

的，前因後果都說了，引起廣大迴響，學校許多人因為這樣而認識林月光。 

「我想紅，但不是因為這樣紅啊！」林月光不只一次感嘆自己當初的錯誤，她怎

麼會這麼幸運，遇到一隻聽得懂人話的貓，還認真的給她找男朋友。 

摸著胖胖的頭，牠撒嬌地蹭著她的手，胖胖神奇的知道她住在哪裡，時不時就會

來找她玩，雖然相遇不過幾個月，但這段時間相處也有感情了。 

她覺得這貓可愛極了。 

呼—— 一陣強風吹過，吹起了落地窗的窗簾，林月光正好聽見電視節目的插播新

聞，有一個搞怪的颱風有可能會登陸，這是個強度中級的秋颱。 

秋颱向來會帶來強烈的風和雨勢，前幾天店長就說，如果颱風真來了，就店休一

天，在家躲雨。 

「颱風要來了呢，胖胖，你得乖乖的在家裡，別又偷跑出來了—— 你的主人怎麼

都不會注意門戶呀？你這樣常常在外面亂跑，很危險你知道嗎？像你這麼胖又這

麼漂亮的貓，不怕被偷抱走呀—— 」林月光碎碎念著，熟門熟路地撈起貓，把落

地窗關上，拿濕紙巾幫貓擦拭牠的胖手胖腳，從放餐具的地方拿出貓用的小小

碗，裝了水擺在靠落地窗的位置，再從放泡麵存糧的櫥櫃，拿出她領薪水的時候，

去逛寵物店買來的零食、雞肉泥。 

趴在地上乖巧吃東西的胖胖，乖順的讓林月光順著牠的毛摸，林月光雖然嘴裡碎

念著，卻是滿眼的寵溺，為了這隻偶爾會來玩的貓，她為牠準備了餐具和食物，

要不是牠從來不在她這裡過夜，沒一會就會抓著落地窗要走了，她還真考慮要在

住處擺一盆貓砂，以備不時之需。 

「這次絕對不要跟藍藍說你又來了！你上次叼來的內褲讓她笑好久，可是這

次……胖胖，你帶來的東西太貴了，這、這是誰的啊？」看著那個名牌手環，林

月光哀聲長嘆。 

她又能怎麼辦呢？只能拿著那手環，取了一張紙寫下日期，走到書桌前，那裡有

一個四層的整理櫃，打開第二層，拿出一個裝滿東西的夾鍊袋，把手環跟那些鋼

筆、刮鬍刀、領帶……還有那件暗紅色的 2 UNDER的四角褲，擺在一起。 

當初同意藍藍在校園網站寫「貓的報恩」專欄，也是想讓胖胖的事情傳到牠主人

耳中，除了想要物歸原主之外，她也覺得，胖胖這樣老是離家出走，真的太危險

了！ 

可惜過了好幾個月，還是不見胖胖的主人找上門來。 

不過林月光並沒有太失落的感覺，大概是因為這樣她就能多跟胖胖相處吧？ 

她很喜歡這隻貓的陪伴，現在沒找著牠的主人，那就……再等一等吧，蹲在胖胖

身旁，她摸著貓咪柔軟的毛髮，嘴角不自覺上揚，享受著有貓陪伴的夜晚。 

感覺上，比較不孤單。 

 



 

方向一度轉向日本的颱風，又一次改變了行進方向，從東部登陸，直撲台灣。 

昨天還是大太陽呢，今天中午便發佈了海上颱風警報，陸地上還不見風雨，不過

是太陽被掩在流動快速的雲層之中，空氣有濕濕悶悶的感覺罷了。 

下午學生們還是繼續上課，林月光的打工處，因為店長擔心下班時間風雨太大，

晚上不營業，讓大家回家躲颱風。 

「店長這個決定，是對的！」 

晚間七點左右，林月光提著剛從大賣場搶購而來的糧食踏進公寓一樓時，覺得外

頭的雨水根本就是用倒的。 

呼—— 呼——  

關上公寓的鐵門，還是能聽見外頭的風雨聲，這風雨真的驚人。 

在公寓一樓脫下雨衣，林月光的頭髮和衣服都濕透了，她把雨衣披在扶手上晾

曬，扶手上已經有不少雨衣，稍微擰了擰自己身上的雨水，她這才爬上樓梯，回

到自己的小套房。 

把買來的糧食塞進冰箱和櫥櫃，林月光怕會停電停水，打算放好這些東西之後，

就進浴室去洗澡。 

「討厭的颱風天！」林月光抱怨著，用著憤怒掩飾自內心湧上的恐懼。 

呼—— 呼—— 呼—— 像恐怖片般的風聲呼嘯，以及對面公寓的屋頂鐵皮翻飛的

聲音，實在令人心驚。 

「喵—— 」 

在這風聲呼呼中，林月光覺得自己有幻聽，聽見了喵叫聲從陽台傳來。 

這一定是幻覺！ 

吱—— 刺耳的聲音傳來，是刮玻璃的聲音，這刺耳的聲音讓林月光縮了一下，忍

不住皺眉望向聲音來源。 

喵——  

吱——  

被雨水淋濕的毛髮貼著身軀，失去優雅形象的胖胖，舉起前腳置於玻璃上，伸出

銳利的爪子，緩緩往下刮。 

吱—— 尖銳的聲音伴隨著被風雨淹沒的貓叫聲，有種詭異的搞笑感。 

可林月光笑不出來，她大驚失色！ 

「胖胖！」她馬上打開落地窗，讓濕淋淋的胖胖進來。「你這笨蛋！我不是跟你

說颱風天不要來嗎？你在做什麼？！」飛快拿了毛巾包裹住濕淋淋的貓，林月光

又氣又心疼。「你看看你！都濕答答的！外面風雨這麼大，如果我沒有回來，你

不就要在陽台待一晚上？大笨蛋—— 」 

林月光把貓抱進浴室，忙洗貓也洗自己。 

一個小時後，林月光洗好澡，穿著短褲、Ｔ恤，頭髮用毛巾包起，至於她唯一的

一條浴巾，則裹著胖胖。 

「大笨蛋、大笨蛋、大笨蛋……」拿著吹風機也不是先吹乾自己頭髮，而是對著



胖胖吹。 

那隻胖貓一點也不怕吹風機的聲音，享受的趴在林月光膝上，擺出慵懶的姿勢，

讓她這新手奴才服侍。 

林月光不禁又好氣又好笑，而且她一邊碎念著，胖胖卻還伸出帶著微刺的舌頭，

討好地舔了舔她的手，現在的胖胖不像剛才被水淋成外星貓的模樣，在她細心的

吹整下，牠又恢復優雅美麗的蓬鬆。 

那討好撒嬌的模樣，讓林月光再怎樣也生不了牠的氣。 

「胖胖，你是擔心我，來陪我的嗎？」林月光覺得自己傻，居然會覺得胖胖是擔

心牠才來陪伴她的。 

「喵……」胖胖回應了一聲，就像是在應和，又舔了她的手。 

林月光忍不住感動，親了一下這隻貼心的貓咪，雖然牠常常帶著令她困擾的「禮

物」來報恩，但這份貼心她很感動。 

轟隆——  

突然打了一個很大的雷，嚇了她一大跳，她下意識地抱住懷裡的貓。 

「嚇死我了。」林月光不喜歡颱風天，她會怕這樣的風雨聲，從小就是莫名的害

怕。 

只是以前有阿公、阿嬤陪在她身邊，安撫因為風雨害怕哭鬧的她，可從八歲起，

她就是一個人了，沒有疼她的阿公、阿嬤在身邊。 

不過今天，有貓陪，這填補了她內心的空洞。 

「看來你今天要留在這裡過夜了。」林月光看著跳下她膝頭，在地板上舔手洗臉

的胖胖，不住微笑。「餓了吧？要不要吃東西？幸好你聰明，居然會自己上廁

所……」剛才在浴室洗胖胖的時候，胖胖就對她表演了上廁所的絕技。 

牠跳上馬桶，撒了一泡尿，然後做埋砂狀，對著她喵喵叫，再看了一眼馬桶水箱，

待她沖了水，牠才滿意地跳下馬桶。 

這隻貓，除了有送她男人物品的嗜好外，根本就是完美啊！ 

林月光為牠忙碌不已，給牠裝水、拿零食，這一忙，就讓她忽略了外頭的風雨交

加，閃電打雷，那不斷的轟隆聲…… 

就在她放好胖胖的食物時，手機響了起來，她從包包中掏出手機，看見來電顯示，

是藍藍。 

「月光，妳還好嗎？」藍藍的聲音充滿了擔心。「風雨好大了，妳有沒有準備存

糧？妳住那裡會不會太危險啊？」 

「放心，我下課回來在路上買了泡麵和麵包，可以的。」林月光覺得溫暖，藍藍

真的很關心她，但她不能這樣一直麻煩別人。 

「……我覺得還是趁雨大之前，把妳接來我家裡好了。」身為林月光的好朋友，

藍藍太瞭解她的個性了，根本不聽她的推拒。「我叫我哥去接妳。」她決定了，

要叫那個還在公司加班的工作狂大哥，去接死黨來家裡避避。 

「妳瘋啦！現在風雨還不大啊？不要麻煩藍大哥，讓他快點回家吧，颱風天還開

車，好危險的！」林月光相信藍藍真的會指使她大哥來接她，急忙阻止。「藍藍，



我知道妳擔心我，但我很好，真的！而且我住公寓二樓，樓上還有好幾戶頂著，

就算屋頂掀了也輪不到我遭殃。」 

從大一相熟起，藍藍就擔心一人在外生活的她，舉凡節慶都會讓她到自己家裡，

更別提颱風這樣的天氣，藍藍一直覺得她住的地方太過簡陋危險，想要她住在安

全一點的地方。 

她覺得自己不能依靠朋友一輩子，因此總是禮貌性赴約幾次，然後婉拒幾次。 

「就算是危險好了，我也不能走啊，我全部的家當都在這裡，真的出事了，我也

要帶著重要的東西逃難才行，藍藍妳放心，我如果真的要逃難，一定會打電話跟

妳求救的，況且我看今天應該還好，不會停電—— 就算停電我也不怕，跟妳說，

胖胖在這裡陪我。」 

藍藍原本想好一堆要說服林月光的話，卻被她最後一句話驚呆了。 

「真假？牠去陪妳？這麼大的風雨耶—— 收編了收編了，不要讓牠回去了，搶過

來吧！」藍藍興奮地慫恿道。 

「不行啦！胖胖那麼漂亮，一副就是很被疼愛的樣子，怎麼可以搶人的貓？」林

月光覺得要是自己的貓被這樣搶走，自己也不能接受。 

「嘖，也是。」藍藍不甘願地嘖了一聲，想起什麼似地道：「咦，胖胖今天就空

手來看妳？颱風天耶，牠沒帶禮物給妳啊？」 

「……沒有。」林月光說了謊。 

「妳少來！給我說—— 」藍藍馬上就識破了她的謊言。 

「就沒有咩。」林月光否認。 

「今天晚上有胖胖陪妳，我就不去接妳來我家了，不過明天風雨停了，我去妳家

看妳的收納櫃。」藍藍相信眼見為憑。 

「藍藍，妳很討厭耶！」林月光不住埋怨，有個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死黨，真是太

討厭了。 

兩個女孩在颱風夜開心的聊著天，無視外頭的風雨交加，直到午夜才收線。 

夜越深，風雨越大，林月光看著在她床上睡到翻肚，自在到不行的胖胖，她再看

看外頭的天色。 

她記得高中的時候，在寄養家庭附近看過一個姊姊，當時夜已深，她走在巷子裡，

一邊哭一邊喊著貓咪的名字，敲著罐頭，希望心愛的貓咪快出來…… 

光想到那畫面，她就覺得很不忍心，今天這樣的颱風夜，胖胖跑出來在外頭過夜，

牠的主人一定很擔心吧？ 

坐在電腦前，打開學校網頁討論區，思考了一會兒，林月光禁不住內心的煎熬，

頭一回自己在「貓的報恩」的專欄發了文。 

用手機拍下在她床上睡到翻肚的胖胖，再編輯照片上傳，她寫著，在這個風雨交

加的颱風夜，胖胖來陪我，我不知道胖胖的主人是誰，但我想胖胖的主人一定很

擔心，請學校裡的同學幫忙轉貼這文章，用大家轉發的力量，讓胖胖的主人知道，

胖胖現在很安全，請放心。 

發了這個帖子之後，林月光就覺得睡意來襲，她打了個哈欠，上了床，胖胖則睡



在她枕頭旁，一人一貓，在颱風夜睡得安穩踏實。 

 

 

她睡得踏實，卻有人在這個颱風夜，煩惱焦慮到睡不著。 

距離林月光公寓不遠處，有一棟設計新穎，高端大氣，樓高三十的大樓。 

這是以新式建築工法建造，能對抗八級強震、抗強風，號稱固若金湯的建築，甫

一開放銷售就火速被訂光。 

在二樓一戶六十坪左右，強化玻璃隔絕了外頭風雨交加的呼嘯聲，室內，安靜的

就跟平時沒兩樣，可外頭的不平靜跟住在這裡的人心情一樣，狂風暴雨。 

站在客廳窗前姿態挺拔的男人，眼睛直盯著那扇被鎖起來擋住外頭風雨的門，外

頭有一個十五坪大的花圃。 

當初會選擇二樓的房子，就是看中這個露天花圃可以滿足母親對園藝的愛好，也

能滿足父親寵愛家裡貓鳥的心，父親總覺得讓牠們有地方可以看看藍天白雲比較

好，而他也覺得有個能和同伴們烤肉的地方也不錯，因此就沒有選擇高樓層居住。 

可是今天這個小花園卻讓他怒火中燒。 

「不是說過了，發財喜歡亂跑，每次都是運氣好牠才能回家，颱風來了，要把小

花園的門關好，別讓牠再有機會溜出去—— 爸，你溜小紅又忘記關門了？」閔柏

希看著自責又焦急的父親，語氣中難掩責備。 

「我、我只是帶小紅去看雲，中午雲很漂亮……」自覺做錯事的閔爸爸，心虛不

已。 

看見父親這樣子，閔柏希無語地抿緊唇，一臉的生冷。 

他看著外頭的風雨，好看的眉頭皺了起來，他擔心這樣的風雨，他那隻養了八年

的笨貓，會不會嚇到亂竄，忘了回家的路？ 

要不是風雨大太，媽媽攔著，他現在已經出去找貓了。 

就在閔柏希擔心煩惱時，手機突然發出了提示音，他挑了挑眉，有些驚訝。 

那是他自己寫的ＡＰＰ監控程式，只要校園網站上出現了「貓的報恩」新帖子時，

就會顯示通知。 

他點開連結，看見了那則新發文，這一次發文者不是藍藍，而是那個叫林月光的

學妹。 

帖子一點開就是發財睡到翻肚，雷打不動的姿態，牠看起來睡得很爽，一點都不

知道主人擔心牠擔心到快瘋了。 

「氣死！」閔柏希看見自己的貓安好的模樣，先是鬆了一口氣，接下來是滿滿的

憤怒。「睡這麼爽？你死定了。」打定主意，肯定要讓發財受到教訓不可。 

至於發了這篇文章，讓貓主人知道貓很安全的女孩—— 閔柏希抿緊的嘴角，微微

上揚。 

「好吧，反正我也沒有什麼耐心了。」他清亮的眼看著系統反藍的林月光三字，

上頭的頭像是林月光那張可愛清秀的臉。 

「就明天。」明天一早，他就打電話給林月光，既然統計學被分到同一組做報告，



該是聯絡她的時候了。 

閔柏希有點腹黑的想，明天風雨停後，當她知道他就是發財的主人，而且發財送

給她的東西，全都是他的之後，那個明顯很喜歡他，卻總是偷偷看一眼，然後自

己開心半天的小學妹，會有什麼反應呢？ 

閔柏希不禁充滿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