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搭訕 

「欸！你聽說了嗎？伊凡今天退役。」 

「伊凡的狀態還不至於到退役吧？他退役了，那 Ares 戰隊補誰上去？他們的一

隊厲害是厲害，但二隊根本還上不了檯面。」 

一家外表平平無奇的網咖前，屋簷外正淅淅瀝瀝地下著雨，屋簷內兩名吞雲吐霧

的網咖客人交頭接耳談論著今日震撼電競圈的大新聞。 

一名年輕女子從網咖內走了出來，在傘架邊尋找自己的雨傘。 

「天曉得，大概買其他選手或是從其他賽區找外援吧。」其中一人攤了攤手，接

著又一臉八卦地說：「不過我聽說伊凡是因為不滿戰隊的戰術中心圍繞著徐願才

憤而退隊的。」 

「你這消息又是從哪聽來的？」 

「猜的唄！不光是我這樣想，網上都在傳！你沒看見今年的世界大賽上，Ares

的戰術每場都在讓徐願表現？要我說，他們今年沒能繼續奪冠就是因為這點。」 

「有道理，徐願厲害歸厲害，但團體賽注重的是團隊合作，只讓一個人專美於前

算什麼，伊凡也太慘了。」 

女子終於在花花綠綠的傘中找到了自己的傘，轉身看著兩名談論 Ares 戰隊的陌

生男子。 

「都說是猜的了，成年人不能有點自己的判斷能力嗎？無端的揣測怎麼能隨意相

信？Ares 今年在世界賽上的戰術中心是徐願沒錯，但他的表現扯戰隊後腿了嗎？

沒有！不僅沒有，而且擊殺率和解題數還破了世界大賽的歷年紀錄。你們都說團

隊賽是整個團隊的事了，所以奪冠的責任只在徐願一人身上？」女子的聲嗓軟糯，

但中氣十足，氣勢更足。 

兩名男子瞥了她一眼，被一名陌生女孩教訓使他們臉上一陣熱，訕訕吐了句「莫

名其妙」，捻熄手上的菸蒂走回網咖。 

女子皺了皺鼻子，衝著那兩人的背影嘀咕，「Ares 才沒那麼容易被打敗，徐願更

不會。」 

「妳那麼相信 Ares 和徐願？」 

女子被突如其來的聲音嚇著，轉身才注意到角落還站著一名身材高䠷的男子，戴

著頂黑色鴨舌帽，帽沿壓得很低，聲音壓得更低。 

「當然，賽場上沒有永遠的贏家，更沒有永遠的輸家，如果輸了一次就一蹶不振，

他們怎麼可能走到今日？」雖然覺得這人遮遮掩掩有點詭異，但她還是回答了男

子的問題。 

男子沒有再出聲，似乎極輕地笑了笑。 

「你是不是……」女子打量著對方，神色猶疑。 

男子垂首，用手按著帽沿。 

「是不是沒有帶傘？」 

「……」 

「我的傘給你吧！我和別人一起來的，待會和別人一起撐就好了。」她將傘放在



男子身旁的牆邊，讓傘靠著牆面。 

男子不曉得是打算要拒絕還是道謝，才剛啟唇，那名女子已經奔向一名從網咖內

走出來的少年。 

「林暮遲，我在這裡！」 

「妳被搭訕了？」少年調侃問。 

「我說我因為徐願被搭訕，你信嗎？」 

「妳乾脆跟我說妳被徐願搭訕算了。」 

「也可以，四捨五入差不多。」 

「該回去了。」少年從傘架拿起自己的雨傘。「妳的傘呢？」 

「它去做好事了！勉為其難和你擠擠。」 

第一章 英雄永不落幕 

十個月後，Ｔ市觀眾席最多的電競場館前。 

Ares 戰隊一行人踩著沉重的步伐離開電競館，在外頭等待他們的是一片灰濛濛的

天幕和特地前來支持戰隊的粉絲們。 

《逃脫倒數》是當今炙手可熱的 MOBA（多人線上戰鬥競技場遊戲）之一，每年

有兩場世界級賽事，分別是春季賽後的全球冠軍賽和夏季賽後的世界大賽，而

Ares 戰隊更是《逃脫倒數》中無人不知的常勝軍。 

自徐願加入 Ares 戰隊以來，戰隊拿過幾次《逃脫倒數》世界冠軍，表現得再差

也能打到世界賽，從沒像今年這樣連著兩個賽季都止步於區域聯賽。 

除卻今年的成績，去年的世界大賽是 Ares 近幾年表現最差的一次，儘管在小組

賽墊底拿了墊底分數，但好歹也打入世界賽了。 

今年是徐願接任隊長帶隊的第一年，對其他戰隊來說，Ares 戰隊在環洋區聯賽春

季賽和夏季賽的成績單或許只能說是差強人意，但這對連年都能進全球冠軍賽和

世界大賽的 Ares 戰隊來說，今年成績簡直慘不忍睹。 

春季賽是因為隊伍尚在磨合，表現平平尚能理解，然而隊伍的成績到了夏季賽還

如此，甚至表現得比春季賽還糟糕，他有責任。 

夏季賽的例行賽採雙循環 BO1（一局定勝負）賽制，總共有八支參賽隊伍，他們

的積分第一，順利進入季後賽。季後賽是 BO3（三局兩勝）賽制，積分第一和第

二不會在第一場對上。 

今天結束的比賽是他們在季後賽的第一場比賽，也是他們在今年夏季賽的最後一

場比賽，經過磨合的 Ares 在夏季賽例行賽中勢如破竹，拿了積分第一的成績，

然而到了季後賽，卻被積分第四的隊伍完封，以零比二的成績結束今年的夏季賽，

無緣世界賽。 

隊友 Donte 拍了下徐願的後背，徐願知道這是來自沉默隊友的安慰和打氣。 

「嚴赫那傢伙跑得倒是挺快，老子見他一次打一次。」隊伍中，年紀最小的曲暘

露出了和稚氣長相不符的狠戾眼神。 

徐願閉了閉眼，「嚴赫他……人都有狀態不好的時候，你也別鬧，暴力事件的懲

處多嚴重是不知道嗎？就算只是耍耍嘴皮子也不行。」 



「知道……」曲暘向來對徐願敬畏有加，瞬間收斂。 

「隊、隊長，對不起……」臨時被抓上來的替補隊員支支吾吾，內疚不已。 

「不是你的錯。」徐願沒有怪罪替補的意思。 

他們這位替補選手是臨時從二隊抓上來填進選手名單的，根本沒想到真會輪到替

補選手上場，而且還是打不擅長的位置。虐虐一般玩家可以，放在職業選手中就

只有被完虐的分。 

電競館外站著一圈又一圈的人，Ares 的隊員們已經想見粉絲會如何罵他們了。 

意外地，不曉得從哪裡開始響起了稀落的掌聲，像浪花一般散開來，最後是一大

片響亮的掌聲浪潮。 

徐願抬眼望去，最前排拉起了一條布幕，上面有著看起來就像是臨時寫上去的字

句—— 

戰神雖有沉寂，但永不落幕。 

 

林夕顏身為 Ares 戰隊的粉絲、徐願個人的超級粉絲，要不是早在半年以前就已

經和幾名大學同學安排好出國旅遊計畫，她今天絕對到現場去看比賽。距離大學

畢業也過了兩個月，這趟旅程算是姊妹間的畢業旅行，她如若臨時說不去，估計

會被圍毆。 

比賽開始時，她人還在回程的飛機上，一下飛機搭上計程車，她便拿起手機看比

賽結果。看到比賽結果和粉絲拍下 Ares 隊員離開場館的照片，她當下就在計程

車上哭得淅瀝嘩啦，同行友人被她嚇得不輕。 

回到家已是日暮時分，她把比賽直播重新看了遍，看完心都碎了。住處只有她一

人，這分激動和傷感無人可以宣洩傾訴，她只好打開論壇想和戰隊粉絲們交流此

時此刻的心情。 

戰隊專屬論壇上哀鴻遍野，不少像林夕顏這樣的死忠粉絲都在抱團取暖，偶爾出

現幾個不和諧的聲浪，都會被團結的粉絲們噴到灰溜溜離開。 

「就只會在同溫層取暖，也不去看看 Ares 的粉絲專頁下被罵得多慘！」 

某一名罵 Ares 是廢物戰隊的網友在離開前留下了一句看似是叫囂的話。 

林夕顏點開戰隊的粉絲專頁，一口氣差點喘不上來。 

罵戰隊、罵隊長、罵隊員、罵教練，各式各樣不堪入目的言詞都有。 

這些人是吃飽閒著了嗎？有眼睛都曉得 Ares 在夏季季後賽上慘敗的原因是因為

其中一名隊員嚴赫狀態不對勁。嚴赫平常打得又凶又猛，今天卻不曉得是怎麼回

事，整個人像在場上夢遊一樣，反應慢半拍、技能放空、解謎解不出來，正因為

如此才會臨時換替補選手上場。 

什麼叫作讓嚴赫繼續打都比菜鳥替補上場來得好？難道不知道在比賽中，隊員一

直夢遊更可怕嗎？ 

什麼叫作願神技術垃圾、當隊長更垃圾？你媽生下一坨只會在網上發廢話的垃圾，

她知道嗎？ 

就事論事，徐願就算讓一隻手也比這些只會躲在螢幕後面的鍵盤俠強上幾百倍。 



「今天不讓你們見識一下 Ares 粉絲的戰鬥力，這些無聊酸民恐怕都要忘了戰神

隊不好惹，戰神隊的粉絲更是不好惹。」林夕顏切到自己的粉絲專頁，啪噠啪噠

迅速敲打著鍵盤，不消幾分鐘，一篇為 Ares 平反的短文便呈現在眼前。 

「Ares 在打比賽的時候，你們說不定都還沒斷奶，也不想想自己算哪根蔥！」她

忿忿按下發布。 

林夕顏之前除了是普普通通、平平無奇的學生外，同時也是坐擁百萬粉絲的網路

歌手「輕顏」，畢業後暫時沒其他打算。 

文章一送出，按讚數、留言數、轉發數都蹭蹭地上升。 

這樣還不夠，她想多為戰隊做些什麼…… 

林夕顏之前找人作曲邀了首歌，打算試著自己填詞，在 Ares 奪下世界冠軍後送

給他們，表達她這幾年追隨 Ares 的心路歷程，卻沒想到 Ares 今年會止步於夏季

賽。 

詞曲目前已大致完成，但還未經打磨。林夕顏思忖片刻後決定改歌詞，接著打開

錄音軟體錄製了幾個版本，從中挑了一個比較滿意的版本發出。 

臨時趕製的音檔較為粗糙，家中設備也不比專業錄音室，不過時間緊迫只能先這

樣。 

即使不曉得 Ares 戰隊有沒有機會聽到這首歌，知不知道有不少人都在默默支持

著他們，她仍想盡自己所能表達對 Ares 戰隊的支持。 

林夕顏在發布的原創曲裡特地標記了 Ares 戰隊，直截了當表明錄製這首歌的動

機，無視那些不喜歡 Ares，說要對她粉轉路人、粉轉黑的留言。 

哼！根本不曉得這些人是哪來的假粉，她的粉絲大多是歌迷，只有少部分是因為

知道她是 Ares 的粉絲才來追蹤她的戰隊粉絲，真正的歌迷和戰隊粉絲哪會說這

種話。 

送給@Ares 電子競技俱樂部，加油！歌名我還沒想好，想好再補上。不喜歡的人

自行按右上角，這是送給 Ares 隊員們的禮物，其他人愛聽不聽，隨意。 

公眾人物要注意言行這種話在林夕顏身上不管用，一來她又不在網上露臉，二來

她又不是明星藝人，誰還能不准她公開支持自己喜歡的電競隊伍？ 

發布完歌曲沒多久，她那不曉得上哪蹓躂的弟弟林暮遲敲了敲房門便風風火火衝

了進來。林暮遲是準大學生，正在放暑假，家裡也沒特別管束他，一整天不見人

影是常有的事。 

「姊，有個好消息！」 

親弟弟嗓音裡顯而易見的喜悅無庸置疑刺激到林夕顏了。 

「說好一輩子做 Ares 的鐵粉呢？戰隊和願神被罵成這樣，你竟然還說是好消息！」

林夕顏惡狠狠地朝弟弟齜牙，掄起沒多少威脅力的拳頭。 

她原本對電競和電競戰隊一竅不通，領她進門的人正是《逃脫倒數》重度成癮患

者林暮遲，虧他以前還一直把徐願當神一樣崇拜，竟然先成為了叛徒！那些年終

究是錯付了。 

「有話好好說！」林暮遲忙不迭地為自己解釋，「我今天人就在現場看比賽，Ares



輸了我也很難過。嚴赫不曉得在搞什麼，第一場打成那樣，戰隊離開的時候也沒

見到嚴赫的身影，肯定出了什麼問題。唉，但這不是我要跟妳說的事！」 

「那你要說什麼？」 

「我……我前陣子看到 Ares 在招青訓生，就偷偷報了名，戰隊今天打電話聯絡

我，說我錄取了！」 

「林暮遲，你翅膀硬了，這麼大的事也沒和家裡商量就先斬後奏！」林夕顏先拔

高了音調，下一刻還是按捺不住地驚喜道：「所以你要成為 Ares 的選手了，是嗎、

是嗎、是嗎？」 

「還不是，要參加兩個月的訓練營，最後得看戰隊要不要留我。不過我林暮遲是

誰？我現在的積分排名好歹也是環洋區伺服器前百的人了！肯定能留下。」 

「那是因為各戰隊近幾個月在忙著比賽訓練，沒時間爬積分，才讓你鑽了空竄上

去。」林夕顏不想澆冷水，不過也不能讓弟弟過度自滿。 

「……妳就是羨慕我能和願神一起打遊戲！」 

「青訓生又不只你一個，當願神那麼閒啊！你又不是正式隊員，能不能見到願神

都難說。不過……親愛的弟弟，如果你有機會見到願神，能不能幫美麗大方的姊

姊要個簽名照？」 

徐願不只技術封神，就連顏值也是神級的，這兩點直接讓他成為電競圈最具商業

價值的明星選手，就算出道，也能打趴演藝圈大半男明星。 

「膚淺！」林暮遲輕嘖了聲。 

「你嘖誰？有本事再嘖一次，爸爸那裡你自己去應付。」林夕顏知道弟弟肯定沒

告訴父親這件事，否則早就被關在家裡了。 

「喔！姊……全世界最好的姊姊！」林暮遲極為狗腿，瞬間變了語氣。 

「爸如果要打斷你的腿，我會向他求情的。」 

「姊！妳知道我如果錯過這次機會，以後就很難再有機會了……」 

林夕顏和弟弟相處那麼多年，當然知道弟弟有多嚮往成為電競選手。不過在父親

眼中，這些夢想恐怕就只是沉迷於電玩，不是什麼正經工作。 

「我會幫你和爸說的，可是如果你進入了 Ares 戰隊，學業怎麼辦？爸不可能同

意你休學的。」 

「我當然知道……我申請校系的時候查過了，這幾年有很多科系是能讓電競選手

修固定學分畢業的，我能兼顧。」 

林夕顏頓時啞然，難怪弟弟當初高分低填，填了個讓她困惑的校系，但他填的也

算是所不錯的學校和科系，父親便沒說什麼。 

這小子竟然已經想得這麼遠了，就不怕無法通過戰隊考核，到時候賠了夫人又折

兵嗎？ 

看來林暮遲是下定決心要做這件事，不給自己留半點後路。 

「知道了，爸那邊交給我，你專心參加訓練。」 

「謝啦！我一定會通過考核，成為 Ares 的一員給妳看！」 

得到弟弟堅定的答覆後，林夕顏才把人趕出房間。 



為所熱愛的事物全力拚搏的少年是那麼耀眼，讓人忍不住想助一臂之力。 

林夕顏看著電腦頁面上，Ares 戰隊走出電競館被粉絲拍下的照片，走在最前頭的

那人雖然看起來情緒沉悶，卻不見任何消沉到想放棄的念頭。 

希望自己的歌聲能成為支撐他們的力量，就算只是微不足道的力量也沒關係。 

如同修改後的歌詞所說—— 

許有沉寂 榮光不朽英雄永不落 

傳言虛假 心之所向更與何人說 

 

 

一個月過去，在這短短的一個月間，Ares 戰隊發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變化。 

嚴赫還沒到轉會期就解約去了 Ruler Gaming 戰隊，而 RG 正是 Ares 在季後賽對戰

的那支積分第四的隊伍。其實 RG 戰隊的整體實力不弱，在環洋賽區還擁有較多

世界賽種子隊名額的那幾年，RG 也打進過幾次世界賽，但 RG 的主力解謎選手在

去年退役了，因此今年也沒能拿到世界大賽入場券。 

嚴赫之前被稱作是徐願接班人，實力可見一斑，去了 RG 後直接被任命為新任隊

長兼指揮，讓 RG 戰隊士氣高漲。 

反觀 Ares 戰隊一片低迷，外界不明白戰隊為何在季後賽換下實力強勁的嚴赫，

讓替補代替上場。嚴赫離開後，戰隊從二隊升了一名入隊沒多久的隊員補足首發

位空缺，這名隊員才剛從青訓生升為二隊正式隊員，沒想到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又

從二隊升為一隊首發隊員。 

這波謎一般的操作讓粉絲看得雲裡霧裡，不少人開始認為 Ares 戰隊逐漸走下坡，

已經不是從前那支戰無不勝的冠軍隊伍了。 

落井下石最激烈的人非嚴赫的粉絲群莫屬，說 Ares 只顧著徐願，不顧其他隊員

的想法和感受，Ares 戰隊就是徐願的一言堂。而嚴赫阻礙到了徐願，才會在季後

賽被換下來，如果沒換下嚴赫，早就拿到世界賽入場券了。 

外界的閒言碎語並沒有對 Ares 的隊員們產生太大影響，畢竟新隊員比嚴赫好相

處多了，實力也不差，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肯定不輸嚴赫。 

真正影響隊員心態的是管理階層的動盪，俱樂部老闆本身的事業遇到困難，再加

上 Ares 名下的幾支戰隊這兩年來沒有過亮眼成績，老闆決定賣掉俱樂部。因為

有徐願這名明星選手的緣故，開價不低，若沒有人買下戰隊，只能走向解散一途，

將還有價值的隊員們拆賣給其他隊伍。 

消息尚未對外公布，但林夕顏已經先從林暮遲口中得知了這個消息，嚇得她整晚

都沒睡好，壓根無心安慰成為正式隊員沒多久就面臨慘事的林暮遲。 

如果沒人買下戰隊怎麼辦？曾經的冠軍隊伍要分崩離析了？ 

林夕顏甚至想過自己買下戰隊，只是以她的存款來看肯定是癡人說夢。父親是林

映集團老闆，如果拜託父親，他是出得起這筆錢，但她恐怕也會被剝下一層皮。 

爸爸疼她歸疼她，可是爸爸原先就不太高興林暮遲先斬後奏跑去做電競選手，她

撒嬌了一個星期才讓父親消氣，如果現在再對父親說自己想斥巨資買下戰隊，會



不會反倒害林暮遲提早被逮回家…… 

母親在她還小的時候就和父親離婚了，父親沒再娶，而林暮遲現在住戰隊基地，

家中目前除了傭人，就只有她和父親了。 

「爸——」 

「顏顏——」 

晚飯時刻，林夕顏和父親林洲同時開口，父女倆抬起頭，彼此眼裡都閃過片刻的

愕然。 

「爸，你先說。」 

「咳。」林洲清了清喉嚨，狀似不經意地問：「妳畢業後在家除了唱歌，也沒做

其他事，不會無聊嗎？」 

「別叫我進公司，你知道我不是經商的料。」林夕顏頭皮發麻，怕爸爸因為林暮

遲半路跑去打職業比賽，把繼承家業的歪腦筋動到了她的頭上。 

她現在的收入養活自己綽綽有餘，而且只要不過度敗家，林家現有資產足以養活

好幾代子孫了。如果父親想退休，她真心建議父親乾脆把公司賣了，或者是等林

暮遲退役再說。 

總之別妄想讓她接手，只怕到時候會上演一場全球百大企業硬生生被繼承人玩到

倒閉破產的大戲。 

「沒指望妳進公司，放心，我身體硬朗，暫時沒打算退休。」林洲見女兒嚇成這

樣，簡直恨鐵不成鋼。「我是要問妳有沒有興趣去小遲的戰隊看看。」 

「啊？」林夕顏毫不掩飾臉上的困惑之情，發出巨大的疑惑聲。 

「……我把小遲待的那個電競俱樂部買下來了。」 

「爸！」 

「我聽力好得很，妳小點聲。」 

「你怎麼突然買下 Ares 了？」她都還不敢鼓起勇氣提呢！ 

「妳幫小遲求情後，我稍微了解了一下電競產業，認為值得投資。我們公司本就

跨足電腦硬體的生產，此舉還能讓戰隊給我們的品牌代言，一舉兩得。」林洲說

得臉不紅氣不喘。 

要不是怕爸爸惱羞，林夕顏真想吐槽：誰會為了找代言人把整個戰隊買下來？怕

不是傻了吧！明明是為了林暮遲吧。 

「嘴硬心軟……」她小聲說了句。 

林洲瞟了女兒一眼，明顯是聽見了，「我沒空去關心俱樂部的營運和訓練狀況，

妳替我去看看？不願意就算了。」 

「願意、願意、願意！誰說我不願意！」 

 

 

林洲雖然嘴上嫌棄兒子，但始終不忍心讓兒子受委屈，不僅直接將戰隊基地遷移

到市區內數一數二的高級住宅區，還大手筆更新了軟硬體設備。日常起居和伙食

更別說了，深怕兒子瘦了或住得不習慣，凡是他能想到的東西全都給到最好，甚



至將女兒派去做實地考察了。 

林映集團財大氣粗，一整排住宅區都是自己的。《逃脫倒數》分部的一隊自己住

了一棟，二隊和青訓生一棟，其餘則是 Ares 電競俱樂部名下另外兩支其他遊戲

的戰隊基地和員工宿舍。 

林夕顏搬進戰隊隔壁的女性職員宿舍頭一天，就把徐願吵醒了——誰讓他的房間

距離女職員宿舍最近。 

昨晚凌晨三點才就寢的徐願黑著臉下樓，他們這裡的選手平日幾乎都是睡到中午，

現在才早上八點，對於一個許久沒看過什麼叫早餐的人來說，沒衝去隔壁罵人已

經仁至義盡了。 

「這麼早起？」戰隊經理袁華在客廳等著基地聘僱的阿姨準備早餐，一看到徐願

竟然大清早就下樓，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 

「隔壁在做什麼？吵吵鬧鬧。」徐願沒睡飽，又被隔壁時不時傳來的動靜吵得無

法入睡，癱坐在沙發上，臉色極為難看。 

「頂頭大老闆把女兒派來監督戰隊。小老闆今天搬過來，一卡車的行李，動靜自

然大些。」袁華會那麼早過來也是因為得知小老闆今早搬來，剛剛去隔壁迎接，

寒暄了幾句，小老闆要他忙自己的事，不用管她。 

「監督？」徐願勉強掀開了半截眼皮。 

「名義上是這樣，其實就只是看看戰隊都在做什麼，不影響訓練和管理。」 

「掛名的職位而已，還得特地搬過來？林映集團的大小姐平常過的應該是養尊處

優的生活吧？住職員宿舍能習慣？」雖然隔壁目前也就住了負責基地伙食的吳阿

姨，但名稱仍舊是宿舍。 

「也許這就是有錢人體驗生活的方式，別管那麼多，只要記得別招惹到小老闆就

行了，我們現在能從凋零戰隊一躍成為豪門戰隊，靠的可都是背後大老闆。」一

思及前陣子差點解散的可怕日子，袁華便萬分感謝林映集團，說是再生父母也不

誇張。 

「學 Donte 不說話總行了吧？」徐願自知不是個擁有和善脾氣的人。 

「別人可以，唯你不行。」袁華倏然正經八百地看著徐願。 

「嗯？」徐願發出了單音節的困惑。 

「據我打聽到的消息，小老闆是戰隊粉絲，更是你、徐願、願神的粉絲，所以你——」 

徐願眉頭微蹙，逕自打斷袁華未完的話，「拒絕出賣男色。」 

「說什麼賣不賣男色，我們這裡又不是什麼奇奇怪怪的場所，只是要你在小老闆

面前別表現得太冷淡，和顏悅色些。」 

「不！」徐願比剛才更為斬釘截鐵地拒絕。 

「就當回饋粉絲，寵粉一回？我猜小老闆也不可能真的長期在這裡住。」袁華雖

然是戰隊經理，但他根本管不動年少成名的徐願，平常對徐願也算敬畏三分，不

過他此刻更害怕惹小老闆生氣會影響林映集團對戰隊的資助。 

徐願再可怕，都不會比戰隊解散可怕。 

「你見過我寵粉？」 



「……」這人被粉絲稱作冷酷無情的負心漢，的確是從沒有過任何寵粉行為。 

在袁華的認知裡，徐願之前轉發了一首粉絲唱的歌，還回了句謝謝，已經是最熱

情回應粉絲的一次了。 

袁華人如其名——圓滑，能屈能伸，眼見拗不過徐願，只得開始哭天喊地，「願

神啊！這可關係到整個戰隊的營運和存亡，拜託您行行好，對小老闆友善一點，

我替戰隊所有的選手和職員感謝您哪！」 

「知道了，我盡量。」徐願煩躁地閉上眼，不想再繼續看這人傷眼睛的表演。 

 

 

送走搬家公司後，林夕顏開始著手整理行李。戰隊的女職員遠遠少於男職員，再

加上部分又住家裡，女性職員宿舍目前只住了她和管飯管起居的吳阿姨兩人。 

而吳阿姨直接打掃出最大的一間臥室給她。 

袁經理說中午叫了飯店外燴，讓她過去基地一起吃，順便認識一下基地眾人。 

接近中午時分，林夕顏也整理得差不多了，就是還得去買些民生必需品，再找人

幫這間臥室貼上隔音海綿，她怕以後在房裡錄歌的時候會吵到其他人。 

由於流了點汗，她沖了個澡，換了身衣服才去隔壁按門鈴。 

「小老闆，歡迎、歡迎！我把一隊和二隊都叫來了，不過有的人起得比較晚，還

沒過來。」應門的是一大早就待在基地等著的袁華。 

一進屋就能看到整個客廳，除了吳阿姨外，上從經理、教練，下至二隊成員，全

都是男性，林夕顏瞬間覺得自己的出現相當突兀。 

袁華早已跟眾人交代過林夕顏的身分，一大夥人衝著她打招呼，「小老闆好！」 

「不必拘謹，我就是來蹭個飯的……」林夕顏長這麼大還真沒見識過如此陽盛陰

衰的場面，格格不入感更嚴重了。 

客廳裡少說也有十人在場，但她一眼就看見坐在單人沙發上的徐願。她以前最多

坐在觀眾席上遠遠看徐願打比賽，這還是她頭一次這麼近看他本人。就算他垂著

眼，看起來慵懶至極，林夕顏的小心臟還是忍不住撲通了兩下。 

是真人啊啊啊！ 

「這是隊長徐願。」袁華注意到林夕顏的視線落在何處，連忙上前介紹。「願神……

給點反應。」 

袁華悄悄地撞了下徐願的手臂，低聲提醒。 

徐願聞聲抬頭，往林夕顏的方向瞥了眼，輕輕頷首，表示打過招呼了。 

袁華怕冷場尷尬，趕忙挨個介紹，「這是曲暘和 Donte。還有另一名隊員才剛起

來，待會就下樓了。」 

林夕顏點了點頭，「沒關係。」 

反正她對林暮遲也沒太大的興趣。 

Donte 向來話少，沉默地點頭打招呼。 

「小老闆姊姊好！DD 剛才說很高興認識妳。」染著一頭白髮的曲暘已經習慣幫

幾乎不說話的 Donte 充當發言人。 



這聲姊姊喊得林夕顏心花怒放，再加上曲暘原本就長著一張可愛的臉蛋，說是未

成年都不誇張，惹得林夕顏母愛氾濫。 

這才是弟弟該有的樣子嘛！林暮遲那臭小子年紀比曲暘小，長得卻沒人家討喜可

愛。 

不過 Donte 剛剛有說話嗎…… 

忽略這個問題，他們這一口一聲的小老闆喊得她極不自在，「其實可以不用小老

闆、小老闆地叫。」 

「姊姊。」曲暘從善如流。 

徐願垂下眼，沒興趣加入他們的對話。 

袁華無比慶幸這隊裡還有個長袖善舞的曲暘在，否則一個懶得多說話，一個根本

不說話，場面哪撐得下去。 

林夕顏身為資深粉絲，熟知各個隊員的性格，對於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早有了

心理準備，因此並沒有放在心上。 

「哈啊——怎麼都聚在這裡？連二隊都來了。」姍姍來遲的林暮遲頂著一頭亂糟

糟的頭髮走下樓。 

袁華撫了撫額，剛才去喊林暮遲的時候已經說過小老闆來基地，要林暮遲稍微注

意下服裝儀容，別把平日電競宅男的樣子當眾表現出來。這下看來，半夢半醒的

林暮遲並沒有聽進去。 

林夕顏望著親弟弟，臉上頓時沒了方才對待其他人的熱情。 

「臥草……」林暮遲沒想到林夕顏會突然出現在基地，一時間被嚇得瞌睡蟲都跑

光了！ 

「林——」林夕顏正想糾正弟弟這什麼邋遢樣，才剛開了個頭便被硬生生打斷。 

「妳跟我出來！」林暮遲不管身旁眾人是什麼樣的反應，拉起林夕顏就往外跑。 

到了屋外，腳上還踩著拖鞋。 

基地眾人面面相覷，現在是什麼情況？ 

「動不動就把髒話掛嘴邊，你可別把這種壞習慣帶進戰隊，汙染其他人。」林夕

顏跟著弟弟來到基地外，嫌棄地扯了下嘴。 

「那是妳沒聽見曲暘平常罵得更凶。」 

林夕顏深表不信。 

「不是，重點是妳怎麼會跑來基地？」林暮遲看到親姊出現在基地的當下，以為

自己還沒睡醒。 

「代替爸爸來監督你。」 

林暮遲知道林映集團買下了 Ares 電競俱樂部，但他壓根沒想過爸爸會把姊姊丟

過來。 

「怎麼？」 

林暮遲抹了把臉，說道：「姊，我們約法三章，妳呢！先暫時裝作我們不是姊弟，

我都還沒參加過什麼比賽，也沒打出什麼成績，可不想被當作帶資進來玩的。」 

「沒問題。」當作沒這個弟弟太容易了。 



「還有，妳別告訴大家妳在網上的名字，之前基地裡有人在聽妳的歌，我不小心

就說了這是我姊唱的，妳一說，大家就知道妳是我姊了。」 

「……你怎麼這麼麻煩，我也不透露我是輕顏，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妳打算待多久？」 

「至少待到你上軌道吧？怕你扯戰隊後腿。」 

林暮遲通過考核成為二隊沒多久就被升為一隊隊員，俱樂部收到不少質疑的聲浪，

許多人問 Ares 戰隊選人的標準是不是只看臉，整體顏值堪比男團是怎麼回事？ 

「那妳還是快滾回去。」 

「欠揍呢你！」林夕顏追著林暮遲就是一陣花拳繡腿伺候。 

基地大門倏地由內開啟，門後的徐願看著已經打鬧在一起的兩人，淡淡地問：「你

們認識？」 

「不認識！」姊弟倆停下動作，異口同聲。 

「……差不多該吃飯了。」徐願被他們的默契震驚了幾秒……第一天認識就打在

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