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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以第一「卷」的話，這是作者序文? 
大家好，我是倒霉男生，這並不是我的第一部作品，但第一部的作品因為我的不成熟而功虧一簣。經
歷了少少試練，總算令自己再次去挑戰紙言這個地方!說回小說內容，我希望用日常的場景去推進故
事，我想寫出令每位讀者會時而高興，時而緊張，時而傷心，時而興奮的香港最棒輕小說!希望讀者
會喜歡，你們的支持和評論是我堅持的力量!事不延遲，物語啟航!! 



第一話

第一話:我是幸運還是不幸

我是怎樣的人?Thomas如此思索 

噁心宅男，做事自卑，成績平庸，學校不起眼的人物 

而且朋友少如沒有，不過有二次元就足夠了。 

我叫Thomas，就讀中四的學生一名，沒有出眾的才能和知識 

是一名非常普通得普通的宅男 

「早晨啊!Thomas哥~」 

「啊…早晨」 

向我打招呼的名為Art，是我在中學唯一的好朋友 

在香港文化的失敗下，要結識一個同為宅男的朋友是十分困難的! 

「話說今天開始秋季新番(動漫)要開播了!Thomas你鎖定了什麼作品?百合?機戰?戀愛?還是什麼什麼
啊?」 

「你要知道是芳文社的百合作品，就一定要追!!不過機戰番的話，我最近補完的Darling什麼什麼的
作品，所以今季應該不會看其他了~提到戀愛就當然全部都要追吧！其他類型的就在觀察一下。你呢
？」 

要知道成為一位出色的宅男，必須先了解清楚自己的愛好，再從新番中抽選作品，是必須養成的習慣
!這樣才可以達到短時間的最佳效益，因為動漫界並不只有動漫這會事!動漫界最吸引我的其實是!!! 

「我和你的作戰攻略大致相同~反正就是我們的喜好接受才能成為好朋友嘛~Thomas同學~~~」 

「等一等，這種感覺很不自然……不要用如此曖昧的語氣和我說話!好噁心啊…」 

Art君輕輕的把嘴角彎起，然後輕輕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 

「不自然嗎？Thomas君~等我幫你舒緩一下壓力吧~」 

「不要呀…等等啊…這種觸感…我絕對不會變成BL(同性戀)的!!」 

我當時的表情怎樣?請自行想像吧… 

---我是可愛的分隔線--- 



Art (男配角) 

他算是宅男的共同敵人，因為他是位人生勝利者 

從小就受到母親的悉心栽培，以及令人難以想像的家庭經濟 

非常熱悉於閱讀，亦是我們之間認識的橋樑 

外表英俊，性格友善，家產豐厚 

原來應該是校草級的學生，應該和我這種不受歡迎的宅男相提並論 

怎料到他原來是熱愛輕小說的!因一次機緣巧合之下，我拜訪了他那幢宏大的家 

在他的房間裏滿佈了不同的輕小說，說真的實在驚人，學校品學兼優的校草竟然是個宅男•••從此以
後我們有一個話題，也是我們成為好朋友的要因! 

因為。。因為我們的目標都有一種奇妙的關係，他要看到世界上最棒的輕小說! 

我的目標是-------------------寫出世界上最棒的輕小説!! 

---我是可愛的分隔線--- 

我是怎樣的人，Thomas如此思索 

宅男一名，不過並不單純只追隨動漫，我更希望自己天馬行空的想法，可以感動觀眾。比起欣賞動漫
，我更渴望自己創作出最好的女主角，最複雜的世界觀。冇錯!每部動漫我都會吸收當中的優缺，欣
賞是為了完成最佳輕小說的踏腳石!!哈哈哈，好快，動漫介就沒有人不認識我Thomas!! 

「你笑得那麼淫邪，是想起你的「本命」嗎？還是新作品有下文了？」 

「••••••」 

「••••••」 

可否不要在我獨白時，破壞我的自我介紹。。 

「唉。。說到「本命」我還是未决定是珂朵莉還是加藤惠啊。。不過新作品 已經有大綱啦!」 

「真的嗎？在哪裏？我絕對要率先看!」 

「嘿嘿嘿，在我的腦海中!」 

Art君的眼神變黯淡了。 

「那你還好意思告訴我，大綱已經準備完!!」 



「是真的啊！我明天會有初步的大網了，真的!」 

「唉。。當初大聲說出會親自寫出世界上最棒的輕小說的Thomas到底在哪啊！」 

「•••••••我還在這裡啊」 

明明就坐在他後面，說得我像消失了一樣，真是差勁! 

「今天來不來我家打LOL？」 

上一秒還像經理人的催促我交新稿，下一秒卻像損友的叫我玩電腦 

「好，預我一份吧！」 

説到底，我和他的認識，最宅男與宅男的幸運，還是單純是我人生中的不幸？ 



第二話

第二話：為了實現目標那刻

《專業RPG玩家誤闖異世界成為勇者》作者:生如夢協

                        故事大綱及人物設定

Art手上中拿著的正是新小說的大網概念書，然後他大力嘆氣

「Thomas，以作品的故事內容和人物性格都是質素十足的水準。」

「對吧！對吧！我就説這是非常吸引的故事喔！」

「但是，正正是這樣才讓人擔心。」

「吓，為何會擔心啊！不是說質素十足嗎？」

論故事走向和角色人物都是超水準的作品卻讓人擔心？

「異世界題材的確是目前輕小說的主流，不過挺老實説，你並不適合異世界類型作品。」

「為什麼不適合啊！你不是説故事內容和人物性格都是質素十足嗎？」

受不了這種剌激的我，大大力搖晃Art的手臂

的確，已經擁有「故事內容和人物性格都是質素十足」的大綱，就應該可以準備好下筆的功夫，但A
rt竟然告訴我並不適合異世界類型的輕小說？！

「簡單來說，說異世界題材對你風格太過不利了！記得你前兩部作品都敗在什麼嗎？」

「敗在，敗在文筆？」

「無錯！就是敗在你的文筆喔！」

「但是輕小說的原意不就作者輕鬆寫，讀者輕鬆讀嗎？理論上文筆不是作品最優先的考慮因素喔！」

「如果是日常類或是校園戀愛類確實可以先撇除文法水平，問題是異世界類型絕對不能將這種想法套
入。你試試思考一下，做一套好的異世界作品需要什麼要素？」
「好囉！怎樣也要賣關子！死要面子!」

異世界是怎樣的作品？Thomas如此思索。

優秀的人物角色，需要不同種類的生物，通常是獸人或是會説話的非人型物種，他們通常會有別於人
類的才能和身體特色。



可能是討伐統治世界為目標的魔王攻略戰，亦可能是男主化成龍傲天開後宫故事

但戰爭場面是必不可或缺的，難道就是描寫戰鬥場面方面需要文筆好？但戰鬥場面不是異世界的專利
喔！應該不是這個原因~難道，難道是!

「難道是。。異世界獨有的世界觀設定？」

「正是如此！」

「在上兩部作品裹，世界觀設定的確不能清楚描述喔！」

「異世界就是需要由宏大的世界觀去吸引讀者互相討論，藉此增加人氣的一種題材，所以問題來了！
文筆欠佳的你如何描寫令人討論的世界觀就是讓人擔憂的地方啊！Thomas」

「No！！我辛苦創造的故事和人物就此白費了！你還番啲心血畀我呀!」

「浪費這個故事實屬可惜，但用三流的文筆去寫這個故事就更為可惜！」

「你説話會不會太過直接啊!但這個事實卻無可否認。」

「文筆越好，出來的效果就越佳，這就是現實啊！Thomas」

「唉。。那我應該如何是好，我還要創造出世界最強的輕小說，不可以因為文筆欠佳就放棄！」

「冇錯，就是要這種心態！我認為你開始要進入文筆修行了！」

「文筆修行？你開班教我啊？」

「當然不是，你忘記了我們學校有位實力級的作文高手嗎？」

「找她？但她是校花啊！隨便接近會引起公眾騷擾啊！」

「白痴就是白痴！她是文藝學會的！加入學會不就輕鬆解決認識的問題了嗎？」

雖然白痴我並不想承認，但他卻說得很有道理，我無法反駁。

「Ok,My Bad我放學就向老師申請加入文藝學會吧！」

「等等，我想再看看你的故事大綱，一會兒才還給你吧。」

「好~故事是否很棒呢~」

「等你把大綱寫成了故事再作評論吧！」

「••••••」

Art君輕輕的微笑



「真是的，你總是喜歡賣關子啊！」

「人總要帶點耐人尋味啊~」

---我是跳過上堂的時間軸---

「所以説，現在的大網概念書就在文藝學會會長手中？」

「現是這樣！Thomas君真聰明！」

是這樣的，Art君未經我同意就把大網概念書交到文藝學會的投稿箱裹

「比起貿然向老師申請入會，倒不如毛遂自薦，令學會的人都知道你的實力，
這也是最容易讓校花注意的方法。」

由好像挺有道理的，啊不對！

「那應該向我事先商量！大綱概念書是我！」

「向你討論，你做事如此自卑，一定會事先否決。商量完等於冇商量過啊！Thomas君。」

好，我認輸，一切依足你的計劃行事！

所以現在，我一個人站在文藝學會的門口，宅男就是沒有自信別人對自己的評論啊！Art只是認識很
久，而且興趣相同才能放心將作品交給他看。現在要面對的是一群陌生人，現在正可能嘲笑我的作品
，感覺很可怕啊！！

在門口掙扎了十多分鐘後，

「死就死吧！一切都是為了實現目標的那刻！就算以後要面對多艱難的事！我都要勇敢去面對！文藝
學會的各位！我來了！」

鼓起勇氣打開門口，然後閉起雙眼90度鞠躬，咬緊牙關大聲叫

「大家好！我叫Thomas！請各位以後多多指教！」

 
 
 
一個宅男為了夢想為了目標，到底願意改變多少，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第三話

第三話:這是命運般的邂逅

「大家好！我叫Thomas！請各位以後多多指教！」

「哈，他是誰？」

「他是誰？那麼突然就。。」

不同的聲音來自四面楚歌，但都是抱有同一個疑問
我是誰？

「你不就是Thomas嗎？」

好的，原來不是每個疑問都一樣

我愕然抬頭一看

「你是女班長嗎？」

「無錯，在全班存在感接近零的男生也認得我，真高興喔！」

「存在感接近零這絕對可以刪除，是多餘的對吧！」

「但是，沒有其他形容詞更貼切形容你哦~然後，你來文藝學會是幹什麼的？」

「哦，我被Art他強行把我的大網概念書「流入」到文藝學會，所以！我是來見你們的學會會長！」

「又是用這種方法想強行見會長的人，這種方法已經氾濫都連4B世紀宅男也使用了~」

「不是吧，這種方法早已氾濫？還有世紀宅男是什麼意思啊！！」

「對喔！這做法在你採用前就己經有四十多名同學使用過了~他們根本只是想和校花認識，根本没有
把文藝學會放在心上！他們全部都被會長趕走了~所以Thomas你是認真的嗎？如果只是想認識校花
，我勸免你放棄比較好呢~」

確實，我是想認識校花才走這種捷徑，不過文藝學會我亦有放上心頭！所以理論上我和他們是屬於不
同類型的！

「不！不！不！我的大網概念書是認真寫的！並不存在任何輕視文藝學會的心態！我是認真想拜託會
長指引我寫出最好的輕小說作品！」

然後，學會裏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放到我身上，可能他們是被我的勇氣宣言而受驚吧~

「輕小說作者嗎？好的~Chloe，有位新的「噁心」宅男想你觀看他的輕小說企劃書！」



女班長走到會長房門口大叫

然後，門被拉開了，那一位傳說中可以把普通校服穿成名牌感覺的校花在我眼前一亮，她身後像帶著
聖光的存在，十分耀眼！

「進來吧~宅男君」

可以形容她的氣質就只有。。女皇！沒有其他詞彙可以形容得更貼切！我只能乖乖的一步一步走前，
不能反抗的壓迫感！

「你叫什麼名字啊~宅男君?」

「Thomas，雖然我是一名宅男，但我和之前和妳認識的「狗公」並不相同！」

「是不是「狗公」就視乎你的概念書如何，並不能從你口中確認！」

女皇啊！你絕對是二十一世紀的女皇！絕對和普遍的校花不能相提並論!

「概念書就放在收集箱內，名為《專業RPG玩家誤闖異世界成為勇者》」

「哦~找到了！筆名叫生如夢協？你有夢想嗎？」

「對！我的目標是寫世界上最強的輕小說嗎！」

「輕小說嗎~這個目標一點也不容易啊！好的！等我認真看看你的企劃書先！不要與我的期望相差太
遠啊！」

然後，她示意我坐在辨公室卓的另一邊。專心的看著我的大網概念書。

這種寧靜的感覺不旦無法令人放鬆，便令人將集中力都專注在她閱讀時的表情，雖然作品早已經被A
rt看過亦有優秀的評分，但對方始終是中學文學界中出名的實力級作者！像我一般如此自卑的宅男當
然會壓力倍增！！

---半小時以後---

「呼~總算是看完了！」

女皇露出了放鬆的表情，所以總算可以把繃緊的情緒放下，
大大力的呼吸起來。然後

「你覺得自己的作品如何？」

「哈？」

這種反問我是第一次接觸，難免露出驚訝的態度，但我看到Chloe認真的眼神，我知道這問題的答案
會影響Chloe心中的評估。所以我要認真的思考！



《專業RPG玩家誤闖異世界成為勇者》在我心中是怎樣的？Thomas如此思索。

異世界的優秀作品，用盡全力的作品，盡可能將故事安排得緊湊，絕對是經典王道系異世界作品，主
打爽快刺激的龍傲天作品

缺點就只在並非完整的世界觀上！

「我認為可以做到異世界類型頂尖的作品！而且男主是十分有頭腦的指揮官，可以令讀者看得爽快又
不失內涵的作品!」

「哼~異世界題材頂尖的作品嗎？你有信心挑戰RE:Zero或是「末日時在做什麼？」系列，甚至是異
世界最優秀的「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等等的作品嗎？」

「有！《專業RPG玩家誤闖異世界成為勇者》就是為了挑戰他們才衍生的優秀作品！」

會長她微笑了，認真的注視著我。

「你有興趣加入我的「教協」計劃嗎？」

「啥？！」

「idea相當不錯，可造之材，有沒有興趣加入我的「教協」?我可以培訓你成一位出色的輕小作家！
」

我腦內不斷分析會長的說話，重複著會長的說話，而我得出一個結論，校花她，不！是文藝學會會長
她認同了我的能力！她認同我是有能力的潛力股！

「我。。我真的可以嗎？出色的輕小説作者。。」

「為何你那麼膽小的，剛剛要成為最強的勇氣去那裡了？」

「不是，只是可以和校花近距離接觸，總感覺很不可思議，非常不現實！」

「好了！你必需要盡快適應和我溝通，如果不是指導你簡直是痴人說夢話！」

不要說得那麼容易，你可是超級校花，可以説是女皇的存在，要適應絕對不容易！

「我盡快，盡我所能適應。。會長」

「STOP！誰批准你叫我會長的！」

「吓，別人也是這樣稱呼你的，不然我應該如何叫你！？」

「我在文藝學會的身份是會長，不過我和你的關係可不是會長與會員呢~看來我要說明一下，「教協
」到底是什麼了！」



Chloe大力吸入了一口氣，然後慢慢的呼出，眼神變得嚴厲。

「聽好了！所謂「教協」就是教導你成為一個出色的輕小說作者，而且要約法三章的協定！」

「約法三章？」

「總之，我們的關係不只在會長與會員!而是」

答案仍未説出，Chloe她就把我帶出門前，面對著十多位的會員。冷靜的說出

「他是Thomas，是文藝學會的新成員！而且，他是我的直屬弟子！」

「吓！！！」
如此驚訝的大叫並不只有我一個人，而是在座每一位都抱著相同的反應。

「師。。師父？」

「哦~我的徒弟，怎麼了？」

這是什麼回事！什麼套路？

「沒什麼。。我仍然未能定驚，這種發展太不現實了。」

確實太不現實，世紀校花和世紀宅男的師徒組合，真的真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可是，物語就始展開了。有時候，人生就是會如此展開下一頁，但這樣才可以稱得上人生！這樣才算
得上是命運般的邂逅！



第四話(上)

第四話:比起修行該從了解「師父」為先

Chloe是一位怎樣的人？Thomas如此思索。

校花，文藝學會會長，我的「師父」，實力級作文高手

啊！可以了解的少之又少，根本不足以去形容「師父」！我根本就不理解「師父」是一個怎樣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了解清楚那位校花的真正實力！

現在是午膳時間，我們高中都可以出戶外午膳，
所以現在是去找師傅「了解了解」的好機會！機不可失！

「喂！Thomas，你今天不可以出外午膳！一陣午休時要到學會室開會，不準遲到！」

她是yoyo，是我們4B班的女班長，亦是文藝學會的副會長。

「開會？什麼會喔？我怎末聽說過的！Chloe，不是！「師父」也會去嗎？」

「會長當然會去！你是新會員應該不知，我們準備要進行學會內戰！總之到時去到就知道了，你也趁
早決定自己的陣營吧！」

雖然距離「那天」的邂逅，早已經過了一星期，我仍未參加過一次學會活動，什麼學會內戰？什麼陣
營？為何我什麼也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難道學會決裂嗎？要進行內戰什麼的。。」

「哇，你真的是什麼也不知道喔！你到底是如何成為會長的徒弟，感覺真的很不可思議！」

「不要問我，我自己也不也知道，我也在尋找答案！」

「是嗎？你要加油啊~」

總感覺是很敷衍的態度，不過現在不是探究態度的時候！現在拋出新的疑問，嗯~學會內戰，陣營，
都是陌生的新詞匯！

「算了~午休時間就會一知究竟了。」

現在就專心在校內吃午膳吧~

---我是吃飯的時間軸---

和上一次一樣，我膽怯地站在文藝學會的門前。

到底裏面準備發生什麼事啊！不過時間快到！女班長説過絕對不能遲到！



當我把門推開的時候，室內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視在我身上，但和第一次並不相同，他們都是帶著殺氣
，「野獸」！就是這樣的感覺！

「Thomas你會站在那一邊！」

「什。。什麼事啊！」

「這秋季的文學探究，你會站在那一旁！愛情？恐佈？輕小說？！」

「文學探究？不過正常也會選輕小說吧~」

「輕小說就輕小說！不要再句子加上「吧」！」

我聽到這把熟悉的聲音，立即尋找聲音來源的方向。然後，找到了！我們的學長！不是！是我的「師
父」！

「對不起師父！我是選擇輕小說陣營的!」

「哼！早就說了他會選擇輕小說！」

明顯地，這句説話並不是告訴我的，而是向著三方會議中的另一人，我們4B的女班長yoyo説的。

順帶一提，yoyo的眼神非常不甘心。

「好吧！現在齊人了！開始宣佈三方陣營的人員數目，並進行抽籤！」

此刻的我正前往師父的身旁，希望她可以解答我的所有疑問。

「請問師父，現在到底是什麼環境？」

「輕小說代表成員4人！」

「愛情代表成員9人！」

「恐怖代表成員7人！」

看來人數上我們處於大劣勢！

「文藝交流！用比賽决定這個秋季的文藝探究主題！另外的就等下再作解釋吧！」

「好的，師父大人！」

不愧是師父！用最簡單答句的去解釋清楚！我想我大致上也明白些少了！

總之就是，文藝學會每季都會轉一次主題，由於文藝學會有不同的意見，所以看似是由「某些事情」
去決定主題的。但「某些事情」是什麼？我依然不太清楚。



「會長，輕小說最少人，由你抽籤吧~」

「好的~」

然後，看得我眼傻的畫面出現了！師父她！她擺出了十分中二病的姿勢，而且還對著箱子口邊碎碎念
，十足一個巫師。真的是令人意想不到，因為一個校花級人馬，竟然會這樣丟下自己的面子，這串動
作令我對她更改觀了！

「抽到了！是言彈駁論啊！！」

「言彈駁論，這次糟糕了！是Chloe的回合啊！」

「Year！會長最在擅長的遊戲了！」

遊戲？大家所謂的內戰，就是遊戲嗎？！

「好了，就決定明天就用言彈駁論决定勝負吧！」

等等，一切會不會來得太快？

「師父，那個~解釋一下發生什麼事吧！」

在此時，一個該死的鈴聲，打斷了所有的對話，午休時間已經完結~

今天的運氣真的很差，為何處處都有事情阻礙我！

「啊！打鐘了，看來現在解釋不到了~Thomas君。」

「是喔！我的運氣咁差！」

「你又不用那麼自卑！不然明天你如何代表我去參加文藝交流呢？」

「代表你參加？言彈駁論不是你擅長的嗎？」

「擅長不代表要參加~加上，是時候令我見識你對輕小說的認知了！徒弟君！」

「由我去參加？我連比賽規則也不懂！」

「所以這才是一次好機會！今天就來第一次的「教協」吧！」

「好吧，但今天才Book活動室好像太遲了！」

「那就來我家進行吧！」

「啥？師父，你說多一次！？」



「來我家不用Book活動室！而且我都希望可以今天內解決你的所有疑惑~學會的問題，教協的問題
，甚至是~關於我的所有疑問都可以解答你喔~小徒弟！」

「我好像迷失了認知的方向了。。」

「總之放學就到5A班找我！然後到我家進行「教協」吧！我們倆人~」

「師父」她帶著含蓄的微笑，這種感覺就像面對Art君時的感覺，都是令人感到耐人尋味！



第四話(下)

第四話:比起修行該從了解「師父」為先

「真是令人估不到她到底想怎麼，好不可思議啊！Chloe到底是怎樣的人？」

我對輕小說嘅認知又是什麼？這種展開真的令我跟不上啊！

不過放學後到5A就會一知究竟了。

---一小時三十分鐘後，放學時段---

我站在5A 班門口呆望著班內，覓找「師父」的身影

雖然我是B 班的學生，但前面的是精英才可以進入的A
班，總是有種無形的壓力。但「師父」注意到我後示意稍等後，便和其他女性說再見。

「等了很久嗎？明明是我要求你過來的～」

「不不，我也只是剛剛才來到的！ 」只是呆呆站在門口。。。

要蚊子般的聲音說出如此害羞的話，簡真失敗。。

「嗯～你說什麼呀？師父我聽不清楚啊～」

「我什麼也沒有說！！！！」

「是嗎？算了～我不追究下去了，我們出發吧！」

「真的去你家，真的嗎？」

「是真的！放心吧～我不會吃掉你的！！」

不，不，不，我不是擔心這個。。。。

「其實真的需要去你到家嗎？我和你不是認識了很久。」

「你好煩呀，我也說了沒問題！我和你是師徒關係！教協法的主要基地就在我家進行！！」

師父大聲叫了出來，可能內容太過可怕，所以引來大量的目光注視我們。

「好好好！我們現在就出發！行啦師父大人！」

「那就乖了～行得！我家好近的！」

所以今天就要出發，首次拜訪「師父」的家！



- -15分鐘後—

「到了，我們的主要基地就在這裹！」

「哇，不是吧。。」

在我眼前的是一間「似日本」風格的獨立屋，我像「lag」了一般再一次呆了站在門前，不誇張的說
，這間屋看來挺像香港頂級豪宅。。

進到師父的家後，看到很多很多不同類形的小說，不過找極也找不到任何的輕小說，說真的我內心挺
失望的！我以為師父也會是一個會收藏輕小說的人。始她說過要教成為最強的輕小說作家！怎料她一
本輕小說也沒有！

「好了，今天首先要解決了你的疑問，你盡問吧～徒弟君。」

這是一個好好的機會！必需要好好珍惜才可以！

「Chloe..不是！我知道師父你是一個很利害的作者，不對！應說我只知道你是一個好利害的作者！
但你說你是我的師父，所以我想知道更多關於你的事！」

「哦～這「件事」也過了一星期了，我也未能仔細和你談一下細節，我也有很大的問題～好！thom
as君，你想寫出最強的輕小說是嗎？」

「是的！我要靠我的雙手寫出最好的輕小！不過」

「明白，這條路絕對不容易走！在成功前，你一定會有不同的挫折要經歴！」

「沒有問題的！這是我的夢想！我一定要堅持到實現為止！」

「好！你第一個難關過掉了！你的夢想～等我來幫你手實現它吧！」

「什麼？你真會教我成為出色的輕小說作家？？？」

「thomas君，你不要那麼長氣吧～若你態度時常那麼長氣，看你輕小的讀者會覺囉嗦！這是我第一
件教你的事！」

「是的！師父！我會盡力縮短語氣了！」

「好～第二件要吿訴你的是～等等，都先進來我房吧！」

「好的～」

等等！是。。是校花的房間，總感好神祕！

我步步驚心的走進房間，但當我看到房間後，我剛剛的所有憂慮都全部灰飛煙滅，因為我看到的物件
和我腦海想像的完全不同！



和客廳的格局相似，都是遍滿著不同顏色的小說，但身為一個「出色」的宅男君，一看就會看清這裏
全部都是輕小說來的！

「哇！哇！這裏全部都是輕小說嗎？！」

雖然是費話，但由於我的腦部再次受到嚴重的攻擊！所以明顯無法正常運作！我想面對這種環境，就
算是Art也不能把腦部正常運作！！！

「當然是輕小說啦！不然我那有能力和膽色去教你成為最強輕小說作家！」

「你。。你說得也是。。」

「什麼事！徒弟君～你今天很呆啊！」

理論上，我呆不只是今天的事！

「不，我沒有事！師父啊～」

「什麼事？」

「十分多謝你收我做徒弟！我願意終生做你「奴隸」！」

「要做奴隸什麼的，很辛苦喔！不過要多謝我的話是太早了！等你成為最強的作者再多謝我吧！」

「是！我會做盡師父給的特訓，寫出最強的輕小說！」

當我知道師父也是一個輕小讀者，我的態度和信心彷彿增加了一個倍數！

「好了！是時候吿訴你第二件事了！」

「啊。。我還以為這已經是第二件事了。。」

「不，我想吿訴你的不只這個哦！絕對不只！」

「那到底是什麼？你今天己經不斷不斷地賣關子了！」

「哈哈～抱歉抱歉～你要知道每個作者都喜歡在作品中留下「伏筆」喔～」

「好了，我先不把重點放在這裏！說到底，要吿訴我的事是什麼？？」

「好了～好了～我入正題了！你看過「異世界戰爭的指揮管」嗎？」

「當然看過～這是以三本書的短篇輕小說！聽說珂迴璃還有兩本外傳小說去寫出完整的世界觀設定！
亦算是我新作品的製作的方向！師父你也對新作品有所期待嗎？」

「有看過就好了，看你的反應也感覺到你也喜歡這部小說！那就好了！」



「可惜剛才我的欣賞她聽不到～」

「不緊要～可能她聽到呢～」

「怎可能呀！她又不在這裹！就算她有千里耳也不可能那麼巧合聽！」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你這個超級大白痴！！！！！」

「什麼呀？！我理解錯什麼？！」

「我就是珂迴璃呀！！大！！白！！痴！！」

「。。。。。。」

「。。。。。。」

不是吧！？我聽到了什麼？！

「師父你就是珂迴璃？！你到有幾多重身份！！？？」

「你重點竟然放在這裏？！白痴thomas!」

「對不起！其實我是真的很興奮的！！」

「是嗎？我不認同喔！」

「師父呀！是真的！小弟知錯了！」

「算了，師父我好人！今次就放過你！！！」

「多謝師父大人！」

「Thomas。」

「嗯？」

「明天你要令我知道我是否選錯徒弟！」

「放心！你是選對的！」

「自信滿滿的哦～明天，你絕對不可以輸給別人！ 」我願意相信你一直相信～

—-然後，我們談了關於明天文藝交流的戰略和技巧，不過，關於文藝交流的事，我暫時不可以洩漏
出外！所以繼續支持下一話！！
 



第五話

第五話 文藝交流開戰 

『明天，你絕對不可以輸給別人！』 

無錯！師父是一個絕世級天才作者，我一定要證明自己她的眼光並沒有錯！我要成為師父真正的徒弟
，我必須要在今天的比試中勝利！！！ 

我看似比從前的我求勝，的確是的！！因為了解到師父的「真面目」後，我真的真的很想她教我寫輕
小說，她的天份和文筆可以說是香港作者中最頂級的！！亦是我近來最喜歡的作者！！總之她的實力
是絕對無從質疑的！所以我現在起是真心想做她的弟子！我要令她也認同我，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勝
出！！ 

「hello～今天你挺精神的～昨天一定「做」了很多令人振奮的事吧～對像還是校花喎～真好喔～！
」 

「拜託不要用歧視的眼光和意思，含糊的字句對著我！非常容易令人誤會的！！女班長同學！！！」
 

「哇～thomas琴日親自到4A門口接Chloe放學並一起回家～然後打算扮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你當學
校超級校花嗰名假架！？我話你知你現在已經是全校公敵了！！！」 

腦內空白一遍～～～～～～～～～～～～～～～～～～～～～～ 

「為。。為什麼要變成這樣的呀！！！」 

「還要問嗎？世紀宅男和學校校花有交流已經是去到違犯校規的級別！！你還公開要交她和你一起回
家？！這天地不容喔！！！」 

「真的是萬分抱歉！！！」 

吓，為什麼我要道歉？明明我本身也是中混亂的當時人。。 

「算啦我又沒有叫你要道歉。。會長份人難以猜測，我相信你本人也是在迷惘中被拐帶走的～你這麼白痴

」 

吓，原來一早知道的。。我又被耍了一頓 

「你一早知道就不要嚇我吧，拜託。。」 

「不行喎！看你們的樣子就知道你們昨天凖備了很多「子彈」，我們文藝愛情組必需從你們的弱點入
侵！」 

果然，接觸我的人都是有目的的，所以我才寧願投身二次元，在二次元裏不會有背叛的出現，不過這
個日後有機會再談這個。 



「是嗎？那你認為你的目的成功嗎？」 

「好冷淡喔～又不可以說成不成功～只可以說效果不明顯！」 

冷淡嗎？可能是吧，因為你正在觸及我的底線！ 

「就算你怎麼說也不可能影響到我們想勝出的決心！」 

「是嗎？那我挺期待你捫出局的表情！！勝出的必定是我的！ ～」 你要清楚知道你高攀不起會長哦

「期待歸於期待，現實歸於現實，你也是認清楚一下比較好～」 

「是嗎？是嗎？是嗎？我看你才是要認清現實那個！」 

這種無止境，無營養的對話持續到早會的開始，明明真正的比試還末沒開始！！今天果然是大戰之日
！！！ 

「好大家都清楚規了末？？」Miss Wong大聲問學會裹的所有人 

呀！！！我好像還没解釋比賽規則！是我的疏忽！各位真的是萬分抱歉！我現在立刻用最簡單方法解
說！！ 

比賽規則其實很簡單～首先輕 愛 恐 三組分別派出一人，每人分別有三滴血，若三滴血都被扣光便會
gameover！ 

然後透過抽籖決定開口順序，首輪發言必須超過三分鐘，內容大約就是為何學會主題要選用你的主題
，必須貼題，若討論遍離題目就會扣一滴血。 

其次，首輪發言結束後，會進入論點鑽研，玩法是Miss
Wong會抽一張卡，卡上寫著一條問題，透過擲骰仔方法去決定回答問題的人，他必需說超過一分鐘
的獨白，若討論遍離題目就會扣一滴血。發表完畢後，另外二人可進行焦點駁論，若Miss
Wong表示駁論合理，就會進入駁論延伸。 

駁論延伸玩法：就反映剛才回答問題的獨白中，指出反駁的地方，若辯方無法回應反方提出的論點就
會扣一滴血，但辯方成功駁回論點，反方就會反扣一滴血。可以說是搶血的好方法，但提出的論點必
需一針見血！否則風險是很大的！！是這一個比賽中勝出的最佳方法，但亦會是落敗的關鍵位置，可
以是一面雙刃！ 

最後，勝利的方法很明顯，就將另外兩個人的生命都扣光，成為比賽中的唯一倖存者就是勝利者！ 

是不是很簡單呢～是個屁！！大家都早己凖備了大量的論點以及反幅儉視好需要用的論點！要攻破早
己建得緊固的城牆是十分困難的事！！ 

以我的能力真的做得到嗎？我這麼無能。。。 

「凖備好了嗎？徒弟君～其實大家也是自己人，不用太緊張喔～」 



自己人？出面大大隻字寫著「內戰中！嚴禁進入！！」喎！！ 

「好的。。師父。。小弟明白了。。」 

「那就拿出功夫，做場出色的「表演」吿訴他們，你可是我珂迴璃的最強徒弟！」 

我一生也不會忘記，當時師父她為了令我放鬆，擺出最天真，最美麗，最可愛的笑容！ 

今次的比賽我一定要做到最好！絕不可以辜負師父對我的期待！絕對絕對不可以辜負那一個天真可愛
的笑容！！ 

「放心！我一定會勝出的！為了證明你的選擇是正確的！」 

「哦！不要只是得把口呀！ 」 你一定會勝的～我相信你！

「一定的！何況～我們」 

「可是有特訓過啊～」 

師父把我要說的話搶過來！ 

「喂～這是可是我的台詞！」 

「無所謂啦～嘿嘿～」 

Oh！她這笑容！我發誓，我遲早一定會將師父她獨占的！！！！！！ 

突然有一把女聲插入對話。宣佈了今天比賽差不多開始了！ 

「好了！請三位參賽者凖備好！文藝交流開始！！」 

 



第六話

第六話：這是根本和想像中的不同！完全不同！ 

 

抽籖結果是這個，其實挺失望的，我不是最後一個。。已經和戰術不一樣了，我無法從另外兩人從中
學習！！！！ 

「好！！文藝交流現在正式開始！！」Miss Wong大聲宣佈比賽開始 

「首先，先請輕小說組代表Thomas開始首輪發言！」 

開始了，不容有失，我望向師父她，她報以一個信心的眼神望向我。內心頓時冷靜下來，回想昨天師
父和我討論的情境。 

『輕小說是一種作者輕鬆寫，讀者輕鬆看的類型。』 

好！！！！ 

「我認為輕小說是最適合作為開學的第一個鑽研的主題！它比起其他的小說類型有一種特別的不同，
我認為輕小說最大的賣點是我們不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去改善文筆,輕小說的最大賣點是作者可以輕鬆
寫,讀者輕鬆讀為作文宗旨!但內容質素和另外兩項的類型比較也不過不失!所以輕小說會比較適合在開
學的第一個的鑽研主題!」 

無錯,這就是我的第一個的論點，這是我，不是！這是一個輕小說fans必需知道的。 

「輕小說賣點在於讀者不需全心分析都可以知道作者想刻畫的故事，輕小說並不是像愛情小說要靠不
同的深造詞句去營造抽寫一個兩人之間的愛情故事，而是要輕鬆把一個日常故事去推進男女主之間的
故事,我之所以選擇輕小說就是因為輕小說可以寫比較寬鬆的故事,大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寫自
己的故事,並沒有所謂的題型限制，在正常情況下，輕小說很大的限制，理應並沒有大家不滿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今個學期的鑽研主題應該是先由輕小說作熱身的！」 

三分半鐘！！我的第一次首輪發言以三分鐘的表現完結！應該不過不失吧！！ 

「嗯～不錯，下一位！」 

吓？！完架啦？我偉大的首輪發言就只有「不錯」這種評價？！我可是花了一天去凖備的！！ 

「唉。。又是這個開頭，不愧是師徒關係喔！這戰術一定是Chloe教的啦！」 

我隱約聽到這句說話，立刻解答了我剛剛認為評價過為普通的疑問。原來這招是師父曾經用過的！難
怪他們的反應會那麼冷靜，但是。。意思就是這招敵人已經凖備好對法嗎？？這絕對是對我非常不利
的消息！ 

幸好，我並沒有扣分！我本來就打算從第二輪才反擊的，所以這場熱身可謂不過不失，我已經很滿足



了。 

「我和thomas相反，我認為愛情小說才是新學期第一次鑽研主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愛情小說比
起輕小說絕對有更悠久的歷吏！我所認識的愛情小說是由1970年代起的！比起輕小說有絕對的歷吏
差距！我認為愛情小說的作品比起輕小說更有大大的參考價值！」 

說出這種疑似被「針對」的話的人就是女班長，這絕對是被針對了！不過我總感覺她有點離題了。。
 

「二號YoYo同學，我不明白為何要從輕小說的年代歷吏作出對比？最令我疑惑的是，你用了一分鐘
時間都未能解答為何要選用愛情小說喔！所以不好意思了，你剩下的二分鐘發言資格會比取消！而且
你需要扣一滴血了！下一位！」 

「什。。。什麼？？？為何呀！我竟然會遍離重點，不知不覺刻意去和輕小說組比較了！唉。。好蠢
呀我！！！！」 

唉。。原來我的對手是如此不經分析的～對我來說算是一個新優勢！！ 

『不要輕敵你身邊任何一個人！他們可能也是造戲的！如果你輕視他們，虧蝕的可能是你自己！』 

腦海不經意回憶起昨天師父曾經勸告我不要輕敵，絕對不可！ 

呀！！！差點就踏進敵方的陷阱！感激師父的提醒！看來今天必需打醒十二分精神去作戰了！ 

「恐佈類型小說，冇錯！它就是小說界最強的存在！我告訴大家！！在這個世界上，恐佈小說是最複
雜的小說！所以！！恐佈小說是最有鑽研價值的！！」 

。。。。。。。。。。。。。。。。。。 

我完全接受不了他那自傲的表現，我真的覺得這裏的人都是來亂的！！！說什那每季最重視的內戰，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感受不到他們所謂的「認真」 

我真的不可能集中全力去比賽呀！！ 

「可以停了！你們兩個到底有沒有心機去比賽的？定一開始就打定輸數？」 

Miss Wong大聲問他們兩人，全場人都嚇呆了，我也一樣。 

「又是打算從「論點鑽研」去搶血，唉！你們是不是不重視這場比賽？一個只會針對thoams來打，
另一個人直接放飛自我九吾答八。。」 

哇,這個時候我其實是非常驚訝，雖然本篇作者已經去到放飛自我的水平，但他還未放棄我！實在感
人！！ 

好了！現在的劇情有點奇怪！先簡單重整一下！我們三人完成了首輪發言，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其他人也完全放飛了自我！！所以第一輪只有我一人無損通關！總之比賽環境和我想像的完全不同！
！大約就是這樣～ 



———半小時後——— 

「好了！勝負已分！！最終的倖存者是thomas！那就說今季的鑽研主題是輕小說了！」 

我絕對不是偷懶不寫第二輪的比賽。。只是。。只是。。他們的發言根本不值得去討論，可是作者的
無能，我完全感受不到他們對比試的認真，為什麼會這樣？ 

「好～那樣就有藉口不用參加小說比賽了～上年的比賽多麼忙啊！我今年絕也不會參加的～喔thom
as今次比賽要辛苦你了～」 

什麼？？？？還有什麼比賽？？我真的完全不明所以！等等。。難道我可勝得如此輕鬆也是因為那場
「比賽」？？ 

「等一下老師和Chloe會來解答你了～總之你要加油喔～！明天見～拜～～」 

「拜拜。。。」說完後我立刻跑去找師父問個究竟。 

當我行到師父面前，我見到師父和一個嬌小可愛的女子正和師父談天，那個女子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跟師父很熟的嗎？我不知道～ 

不過現在我必需先解決我心的疑問先！但我從未想過那個嬌小可愛的女子原來是那麼可怕的！！！！
！！！ 



第七話

第七話:原來夢想實現前,要思考那麼多事. 

「吓！？原來你的真正目的是這樣。。師父你實在太深不可測了吧。。」 

我一面慨嘆望向師父，聽著師父的解答。 

「我不是有心瞞著你的，不過我想你先專心在比賽上，我不想你先分心在非比賽上的事，要全心全意
面對所有事，是成為一個作者的首要條件！」 

「全心全意嗎？」 

「對！！！每一PART都就像最後一個終點，全力衝過去，這才可以做出高水平的作品！」 

「是嗎。。。那裏不會超級超級累嗎？？」 

師父聽到我偉大的發言時，愕然望向我。。 

「你的夢想不成為香港最強的輕小說家嗎？以最強為目標，還竟敢說累？」 

聲音的來源不是正在愕然的師父，是一把陌生的聲線，從來沒有聽過！！ 

這次我也一起呆著並尋找聲音的來源，然後我看到一個嬌小的身型。我府望著她，可能剛才我被她的
反駁嚇倒，我看著她的眼神十分兇恨，彷徘對著我說『看什麼看？！雜種！！』 

「看什麼看？！我不可生得矮小一點嗎？我這種叫可愛的身型！！你這雜種！！」 

不對！原來她給我的感覺不是錯覺！她真的真的十分可怕！！不過我先不把重點放在她的態度上，因
為她竟然知道我目標！！這才是天地不容啊！ 

「為。。。為什麼你會知道我的目標。。。還有你到底是誰。。」 

「切！連那麼簡單的問題也不經思索就問人，你到底是如成為Chloe的徙弟？」 

對不起，我問別人問題的確是不經思索的！我只是不想思考罷了！ 

「sorry囉。。」 

「那麼未誠意就別道歉，反正我不接受的！」 

天啊！到底那位女子何來的自信？為什麼可以那麼串。。我接受不了！！ 

「好了，你們兩人別鬥嘴了！」 

「Chloe….」 



「師父。。」 

「抱歉。。」我們異口同聲地向師父道歉 

「其實，Alice是我的好姊妹，她知道你要成為最強輕小說作家是我告訴她的！」 

不愧是師父！一口氣解釋了我的疑問！不過。。 

「為什麼要告訴她啊！明明她是不關事的人！ 為何要告訴她！」 

當我問師父時，我聽到Alice大力的嘆氣，細細的說「他真的是個廢物！什麼也不知道。。」，我聽
到的！不過現在就算了！ 

「她！是一本輕小說會否大賣的關鍵之一，你能理解多少就多少！我總不能什麼也告於你的！」 

「什麼啊～連師父也賣關子。。。」 

 

然後我們三人一起去搭車，在過程中，師父不斷向我抱歉瞞著我日後要比賽一事，我也一直說我無什
麼所謂的，可能這是我真真正正去體驗寫一本輕小說的機會！ 

師父好像也明白我的意思，也告訴我她很期待我去體驗的時候，也會在我身邊陪我！ 

回家的過程大約就是這樣，是挺開心的！對。。。。挺開心的。。。只要把那人無視。。。 

我和Alice原來住得很近，所以她也跟我們一起回家。當不知為何，身邊總有一點點不安的感覺。。
我總是感覺到她在仇視著我。。但我望向她時卻發現她只是看著手機裏的漫畫是近期大熱的「Darlin
g in the
EVA」雖然動畫結局可圈可點，不過漫畫的表現也很出色！話題遠了！總之路程中，我們一句話也未
有說過。。 

另外師父卻不斷找我們都感興趣的事話題，卻被這位大小姐刻意迴避。。這總感覺就像我們是必須要
認識對方，但女方不斷回避。。而師父卻不斷努力做那位「中間人」 

其實我一直很在意師父說過她是一本輕小說會否大賣我關鍵。。我真的不明白。。意思是什麼。。不
過我看師父不斷向Alice找共同話題，我就必須接受和理解她的用意是什麼了！ 

我也要努力想到答案！還有的是。。。。。。要和她的關係破冰先！！雖然難度和登上珠穆朗瑪峰的
山峰的難度成正比！不的thomas不可以就敗在這裡！人際關係，這也是成為最強輕小說家的必修課
！ 

「Hello…Alice?」 

「吓。。嗨。。」 



成功搭話了！神啊！請你給予我開口的勇氣！！！！ 

「那個。。你是怎樣認識師父的？」 

「雷擊文庫，意外遇上的」 

雷。。雷擊文庫？？這是香港三大輕小說出版社之一來的，等等。。師父說過她是能左右輕小說的銷
售量。。。難道。。難道她是編輯部的人？？！！ 

「你是編輯部的嗎？若非不是怎會偶然遇上喔！」 

「你。。。在你看中輕小說到底是什麼？你真的了解輕小說嗎？」 

不是嗎？？那也好一點，我聽說過的遍輯部是不會有蘿莉的！她們說話總是令人覺得欠缺說服力。不
過問題來了，到底她是什麼人來的？？？今天我已經完全被困擾了。 

「你叫Thomas是吧？我告訴你，輕小說並不是一人的努力就能成功的，剛才你說的編輯部也是重要
的因素，不過一本完整輕小說最少需要的人是三個！！不過只剩下那個就有你自己發現了，Chloe也
說了她不想什麼也告訴你，既然你師父也不想說，那我也不幫你了！你要自己發現，才會清楚現在自
己是多麼幸運的人，如果不是你會不懂珍惜的！！」 

「是嗎。。抱歉抱欺～」 

「唉，別一副輕鬆的表情吧～你之後要面對的絕非簡單，給你一個忠告！要無時無刻都打起精神！別
被Chloe一直拉著走！！那個人深不可測～你絕對不能放走她令她離開的！」 

Alice一臉認真對著我，和剛剛大小姐的她完全不同的氣息！我也不得不緊張起來！ 

「到底是什麼事啊！！離開我？？」 

「這方面的對話結束了，雜種！！別再來煩我！！我就快看到Darling in the EVA的結局了！！」 

「吓，你不知道嗎？Zero two和Niro比翼雙飛，然後。。」 

「你別給本小姐劇透啊！！！！！！！」 

「啊！！！對不啊！！！別打我啊！！我錯了！！！」 

 

作者的話：你問我這個女子的性格如何？我不能劇透啊～！不過我可以細細聲告訴你，她是一個日後
故事十分重要的人！！這不算劇透吧～～好了！四位男女主角都總算登場了！！現在終於要開啟主線
了！！！真正的作家教協法要開始了～！ 



第八話

第八話：這就是第一女主角的本事！ 

「早晨啊，徙弟君！」 

那把清澈又不失霸氣的人，當然就是我的師父珂迴璃Chloe啊～ 

「幹嘛啦師父？那麼早就來B班有事找我嗎？」 

「醒目喎！我就是想早點問你放學有空閒嗎？」 

「有是有的。。但做什麼？今天明明不是教協法的日子喔！」 

是的！由上次到了師父的家中後，基本上已經有了對「教協法」有了一定的認識了，在這容易我簡單
解釋一下！其實教協並不複雜！就只是定時到師父家中進行文筆修行，多數也是用超短時間寫出篇文
章，而協就是和師父的三大協定。 

1.看到我要大聲叫我師父 

2.師父的任何決定均需專重，不能反駁 

3.都要為寫出最強輕小說奉獻上心命！ 

就是這麼簡單，不複雜！不過十分麻煩！！三條都是有病的。。 

第一點,你這樣是想迫害我這種社交障礙的人嗎？ 

第二點,如果我們真的有很大的意見分歧我也不能反對嗎！？ 

點三點,這是什麼鬼啊。。。什麼獻上生命。。。這裡是異教嗎。。。？ 

算了，我現在不從這方面吐嘈！我更好奇師在非教協日中約我是幹什麼啊？ 

「不是找你練習！其實我是想贖罪～始終之前騙了你參加比賽日後的事。。」 

「我不是說了無所謂嗎？你真的真的不用在乎這啊！」 

「唉，既然如此，徙弟君！教協法第二規是什麼？」 

你看？！是不是有病啊！！我根本失去了任何選擇權。。 

「系。。我放學願意幫助師父做任何事。。」 

「那就乖了～」師父一直摸我的頭 



說真的我不喜歡這種被當小孩的感覺！！ 

「不要把我當成小孩子！」 

「好了，總之放學你來A班找我～今次請你主動入來叫我走！」 

「你別無視我的反抗喔！！！」 

———放學後——— 

我又白痴地站在門口前，真的真的十分白痴！！ 

不過今次不能再哀給師父看！我主動一點便可以了～ 

「師父。。你好嗎。。？」 

「不好。」 

。。。。。。 

「我等了你多久？你從三十分鐘前就站在門口了！」 

「對不起！」 

大家無聽錯！在我下定決心後已經過了三十分鐘。。很可怕是吧？我竟然呆在別人的門口起過三十分
鐘！理論上是不可接受的！ 

算了，今天的重點不在這裹！！！ 

「我們去Shopping好嗎？」 

「吓？Shopping？我也可以到那些地方嗎。。」 

我對購物其實是很陌生的，對我這種從來足不出戶的人，並沒有潮流意識的人，根本和購物無緣無份
！！而且Shopping這詞語好像是女生和女生交流才會用到，和我這種宅男說感覺真的十分奇怪。 

「當然可以一起去～不然商場起來幹什麼？」 

「不是。。。我是認為和我一起shopping好像沒有任何樂趣！你還是想清楚才去吧～」 

「哦～在擔心這個～不用擔心喎！我的目的不是我去Shopping而是幫你忙喔！」 

「幫我什麼呀？」 

「到時你就知道了～」 

「可不可以別一直賣關子。。」 



「不～可～以～因為我是女主角～我要為自己染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現在的女主角都是喜歡這樣刷存在感的嗎？ 

我最後提出去MegaBox，說真的MegaBox我一直也很喜歡，可以說是我唯一知道，而且喜歡的商場
！ 

「哇，最上一次來這裹己經是兩年前的事了～！」 

「你記得真清楚喎～為什麼？這裹有你的深刻回憶嗎？」 

我回想起以前在MegaBox頂層兒童專區的回憶，然後我黯暗的看了師父一眼。 

「嗯，我以前經常和母親來這裹玩的！不過自從我爸爸和媽媽開始嘈交後就一直沒有來了～在媽媽突
然再陪我來一次的那天，我真的非常高興！不過。。在那天的晚上媽媽就和爸爸嘈得非常非常可怕！
！媽媽也一怒之下提出離婚，我也自那天起再也沒有看見過母親了～」 

師父望到後眼裹透出淚光。。我知道我搞哭了我眼前的師父。。其實爸爸媽媽的事我早己看得很化了
，可能日子久了吧～！ 

「對不起！我竟然還叫你來這個商場！我真過分！！」 

說完後，師父真的忍不住哭了出來。。。這是我第一次搞哭了一個女生。。。 

「不！！！不要這樣。。明明是我擅自決定要來這裏的！一點也不關師父的事！！！對不起！第一次
有女生哭在我面前，我不懂如何去解決。。所以師父請你別哭了！！」 

說完後，師父的確有收起眼淚了！Ok最後一句發揮作用了！ 

「雖然是你自己決定要來。。但我沒有想到這商場對你來說是這樣的回憶！！還有再說。。」 

「我己經沒有介意這種事了～我今次來也沒有太大的悲愁感情顯現！證明己經事了！！！真的～」 

「是嗎。。。再說我原來。。。」 

「原來什麼？」 

我到一半時，我身體突然暖了起來 

「我沒有經歷過家庭分散的慘況！我無法知道我可以從那方面安慰你！我發現原來我還是不了解你！
應該說你的內心比我想像中的複雜更多！！」 

當我回神時才發現我的身體早己被師父攬緊了！我也毫無預兆下聽到不知是否值得高興的消息。。原
來師父一直在留意和了解我？ 

「我並不複雜，現在我想的只有接下來的比賽，如何寫出最強輕小的方法，以及如何不再令我眼前的



人流唳的方法！」 

師父呆著的看我，並發現自己在當街的地方攬著我～急急推開我～偷偷說句，在師父攬著我的過程中
，我完全沒有心動過！我說的不只眼前的人再流淚是真的只因為我不想有人哭在我面前！ 

你問我為什麼不心動？她可是全校的女神喎！？可能是因為我不願去相信愛情～而且我曾經對天發誓
過我只會喜歡二次元！三次元什麼的我不需要！！這方面我就不解釋太多了～！ 

我們到了一間Apple專門店裹找不同的MacBook和IPad，老實說Apple的電腦真的很貴！！！我從
來都沒有想過我要選擇Apple的電腦！發夢也沒有想過！真的。 

「你覺得那個比較適合你？要作好文就需要有好的設備！我不要再收到要手寫的小說大綱了！！」 

「是嗎。。。我身上根本沒有買起Apple電腦的錢！！！！！」 

「是嗎？我有說過我要你花錢嗎？好像沒有喔！！」 

「不是吧。。。這些價錢都不普通喔！！！」 

「功能和質素差那麼遠，價錢很正常喔！」 

我忘記告訴大家。。其實師父是一位超級有錢女來的！！！ 

「嗯。。。。。。」 

「放心吧！我真的不介意金錢上的問題～！你隨心選擇吧！」 

「真的不是太好吧！！」 

我們在店來互相來往了半小時多！！我終於被她說服了。。各位宅男同胞。。我真的沒有背叛你們。
。。。真的。。 

我選擇了IPad Pro和它的所有原裝配件。。一萬多元。。真的很貴。。 

「多謝師父。。。」 

「嗯～徒弟乖～！只要你開心就可以了～買好作文工具了！那差不多要討論下比賽的題目了～這是你
的第一次參加真正的輕小說創作吧～」 

「是的。。雖然之前有寫過兩篇放在網上，但也無人問津！」 

「當然了！網上的人根本只愛看愛情小說，恐佈小說，什至是甜故！根本從不欣賞我們的輕小說作品
！！！」 

我是不是點中了師父真面目的開關？！雖然說得挺中Point的。。 

「總之這是你第一次創作的輕小說！所以令吸收的知識量會非常多！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明白！！那主題是什麼？」 

「一本優異的漫改小說。」 

「漫畫嗎。。我在動漫界研究最少的項目！」 

「不要該～我在剛才己經想到那一套漫畫你可以發揮出最佳的表現！」 

「漫畫的話我有極大量的從未看過！好難和你討論。。」 

「不要該，我想的漫改動漫是動畫化後表現異常優質的！！是A-1製作的最強胃痛作！你一定知道了
吧～！」 

「說到A-1的胃痛漫改我當然知道了。。你想運用我的感情去感動讀者嗎？」 

「不可以說運用，我只是剛好認為，你能投入大量感情到作品內！」 

「唉～我沒有異議～明天的教協我會做好準備工夫！」 

「好～我們一於用四月是你的謊言作為我們的漫改小說吧！！」 

「可以自己改寫四月！！作文真的很有趣！！」 

「當然啦！！另外～Thomas君～歡迎你加入我們輕小說作文的大家庭！恭喜你進入了創作的世界！
」 

下一章會是GS（女生特別篇）的回合！GS是只有兩位女主（Chloe,Alice）的故事～是用非男主視覺
去補完劇情的篇章！！ 



GS第一話

GS（女生特別篇）的回合！GS是只有兩位女主（Chloe,Alice）的故事～是用非男主視覺去補完劇情
的篇章！！ 

GS第一話：你吾好以為Alice是多餘的！她會生氣！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Alice如此思索。

一個只熱愛一種興趣，在四歲就不停接觸，被譽為神童的我。

我不喜歡被人困緊，只要我做好被別人拜託的事，完成我的份內事就可以了。

要成為最強？不，我只是喜歡畫畫罷了，我只是剛好有點天份，而且剛好被家人發掘，所以才有能力
被譽為神童。大家也只是看到結果，根本沒有理會過我的努力！不過算了，現在畫畫己經是我的職業
了，所以別人如何看待我的努力也沒有所謂了～可能我己經習慣了成功吧～

「這本書的插畫你按時完成了！辛苦你了Alice！」

「沒什麼辛苦，我只是完成了我的工作。」

「別那麼冷漠啦～這是我們第一次合作！你的畫風真的很美，可愛得來不失細節！天份這東西真的很
可怕！和我的小說質素簡直不成正比～！」

「你別這樣自卑。。你的故事和人設都很有趣！應該是你在文筆啟發了我的創作思維！」

這是我和珂迴璃第一次出書後的首次見面，這是我的輕小說插畫處女作。也是珂迴璃的輕小處女作。
大家也是沒有創作者經歷的新手，所以我們在網上被編輯部配對完後，便一直在網上討論她作文或是
我畫畫所遇上的問題。什至在最近知道了她原來就是我們學校超受歡迎的校花Chloe，當時我真的十
分驚訝！

我是美術部的王牌，而她就是文藝部的會長。原來《異世界戰爭的指揮官》是由我們學校的文學雙王
者合作完成的，在校內傳開應該會令人十分震撼～不過我並不是一個想出風頭的女生，所以算了吧～

「畫畫真的是一項很難的事！！我有嘗試過！但完全大失敗～！」

「是嗎？畫了十二年，我對難這用詞早己麻木了～應該值得高興嗎？」

「是嗎？那你一定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苦心了！」

「你說什麼？？？？？？」

「你一定下了很重的苦心！這些畫單靠天份是不可能畫出的，應該說這是必然的！」

我成個人都呆了，我第一次聽到別人對人我說「你一定下了苦心」這類話。。



「你幹什麼呆了？我說錯嗎？」

「不！你說得一點也沒錯！珂迴璃！不，Chloe你一定要成為我的朋友！！」

「吓。。什麼？我們不是一早已經是朋友了嗎？你當我們曾經我輕小說裹一起拼摶的時光是假嗎？！
」

這是我們一起正式成為了姐妹的小故事，在我心中Chloe是一個十分樂觀，天份極高的作者。而且真
的很善解人意！

在那天起我們經常在學校交談，因為以前我是沒有朋友的，陪著我的只有漫畫，漫畫和漫畫。但現在
身邊多了一個Chloe，成個人好像也樂觀了！笑容也比以前多了很多！

我們在一年間合力出了完整的一套三本短篇輕小說，《異世界戰爭指揮官》也出了由我親操刀的漫畫
版！我們之間的牽絆也加深了很多！！

但在某天，Chloe和平常一樣和我討論動漫的事～

「Alice～我前兩天收了一個徒弟，他的故事創作挺有趣的！」

「徒弟？！？！男生來的嗎？」

「喔是呀～第一次見面時挺可愛的～行為上。他還說要成為最強的輕小說作家～」

對我來說，這簡直是晴天霹靂！！我以為我可以一直獨佔Chloe。。但卻突然多了一個第三者？還要
是男生？！你要趕盡殺絕了嗎。。？

「你也可以在這個機會認識一下男生，反正你們也是個社交白痴～」

「是，是嗎？我一定好他很多！你聽著！我一定會不留情面地串他的！」

「不是吧。。你為什麼反應這麼誇張。。」

「別管我～！我就是不喜歡他！」

「吓。。。為什麼啊。。。」

我不會容許有其他人接近Chloe的！我不容許！

這天後過了一星期，Chloe叫我去文藝部一起放學～說什麼順便認識一下她的徒弟！我知道這次是趕
鬼的大好機會！

我和Chloe看著那個男生在文藝交流中比賽，看到他的第一面時，這不是我們學校很出名的宅男Tho
mas嗎？為什麼Chloe會和他認識並成為了師徒！？

文藝交流完結後，他們兩人好像發生了點小誤會，但我並沒有多口，只是在旁默默靜聽。但我聽到一
句說話時我不得不多口一句！



「那不會超級超級攰嗎？」

什麼？你的竟然說一直努力會怕攰？你是不是在輕視Chloe和我們這類的創作者的心血是白費嗎？

「你的夢想不是成為香港最強的輕小說作家嗎？以最強為目標，還竟然敢說攰嗎？」

我當時真的很生氣，我覺得他在輕視我們的努力！

那個男生我真的不喜歡!!!為什麼Chloe 會欣賞他??

他我一點也不會欣賞!他和平常看結果的人有什麼分別?

這不是我對男生不願接觸的問題!而是我真的真的不能諒解他的觀念!

但看著今天他在文藝交流中顯現他對輕小說的熱情我就放過他一次~只此一次!!真的~~~~

當我和他傾了一回兒後,我有少少對他改觀!真的只是少少!!!我打開手機Whatapps了Chloe.

「thomas嗎?他真的可以寫出精彩的輕小說?」19:30已讀

「嗯~我不知道~天份不多!不過他勝在對二次元的熱誠~值得期待的!」19:33已讀

唉~連Chloe也說是值得期待嗎?thomas嗎?我日後會有機會和他合作吧~?會第一次和男生合作?雖然
我不想就是了~
 
GS未完待續~Alice很重要的別忘記她喔~!
 



第九話

第九話: 新作

四月是你的謊言，我深深相信沒有宅宅們不懂吧？

身為動漫製作公司A-1 Pictures的五大招牌之一，也是歷年的催淚神作之一。

其知明度真的可以說是A-1作品最高的～雖然前方有刀劍神域在，後有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罷了～順
便一提我最喜歡的動漫就是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它的13本小說加FD和Girls
Side1-3我都買了三套，分別用作自看，傳教和收藏～！BD兩季也是買全套限量版！

既然決定了參賽小說就用四月是你的謊言，那就避不開要從開認真的看一篇四月是你的謊言（漫畫版
）了，師父是這樣跟我說的。。然後拿了11本漫畫集來給我。。。她說只是問friend借的，要看快一
點！但她又不肯告訴我是誰借給我的！！！又賣關子。。。

我並不是四月的Fans，而且我看TV版也沒有哭，只能說是一部不過不失的催淚向作品。男主在母親
去世後，失去了彈鋼琴的能力，最終放棄了鋼琴彈奏。過了三年後認識了天才女主角，女主角慢慢一
步一步部男主走出對鋼琴和母親的迷惘，重新成為強大的鋼琴家。但取而代之的是女主的病情一直沒
有好轉。。在男主的一次比賽中死去的，我還記得當時男主用演奏的音樂令氣氛推向最高潮和女主在
空中演奏起來。最後用女主的遺書表白和解釋講謊言是什麼一回事，鏡頭一轉下年的四月說出『沒有
你的四月已經到來』成功點題四月是你的謊言。

無可口非，TV版的質素可以說是2015年動漫界最頂級的作品～有人說很感動，亦有人是不外如事。
這就是催淚向的缺點。

算了，都是快點看完吧～我還要做大綱的！動畫版我沒有哭，漫畫版也一定沒事的！

——三天後～地點學校——

「你看完了嗎我們今天要開會了喔？喂！徒弟君你無事吧。。」

「哦～師父你好呀！什麼我有沒有事呀？」

「你的臉色很色很差呀。。別跟我說你無事。。叫我怎樣相信。。？」

「是嗎。。那我應該怪罪於你嗎？」

事情是這樣的！我一直不相信漫畫可以做到成功的催淚向作品，原因很簡單～在我心中一部成功的催
淚作品並不是靠人設，不是靠劇情，而是靠一首好好聽的BGM（背景音樂）為基本！以日本催淚神
作之一「我們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見的花名」和2017年催淚代表作「末日時在做什麼？有沒有空？可
以來拯救嗎？」為例，它們可以引起觀眾流淚的要素除了前後的劇情鋪排外，最成功，最主要的一定
是BGM的「Secret base」和「Always in my
heart」的歌曲引為觀眾的情緒！我們不一定以動漫作品來對比，我以再以Gal
game為例，丸戶老師（賊）曾經在「白色相簿2」講座和他的其中一部大作品「不起眼女主培育法
」小說中提過，一部成功與失敗的作品，只有一線之差，可能你作品中的劇情已經是最好，人設、角



色畫面已經是最好，那你的作品欠缺的就是最優質的背景音樂了。所以在我心中一部催淚作品成功與
否其中一個因素絕對就是BGM了！也因為如此，我一直否定沒可能有BGM的漫畫是做不到出色的催
淚作品！
說了那麼多，我當然不是說「四月是你的謊言」的BGM做得不好！四月的BGM可以說是動漫界的頂
點之一，但是呀～四月就是電不中我的腦電波～我就是沒有哭出來呀！所以我抱著相同的心態看了漫
畫版～我以為一定沒有事的～

是的。。。。我以為我不會哭的。。。。。。。。。

「所以你看完哭了出來就是了嗎？」

這聲音的來源不是師父，是一把些少陌生的聲線，好像曾經聽過一次！

沒錯這熟悉的場面裹，聲線的女主人當然就是我們的『第二』女主角Alice大小姐啦！！！

「你又是為什麼知道的啦！！！！Alice小姐！！」

「唉。。我求你用下腦袋想清楚才問吧！學校除了我外，還會有誰好心借漫畫給你呀？？」

「其實這個我有考慮過是不是你借給我的。。」

「吓。。那你還問什麼？白痴嗎？算了先不追究這了。」

「Alice你來B班還有其他事嗎？」

「當然啦！看完我的收藏級漫畫當然要有用後感想和得著啦！！！」

「是嗎？我看完也沒什麼感覺，毫無感情波動！更沒有任何得著！」

不知道為何，我看到她的樣子，語氣和態度後，我真的忍不住要串她一頓！！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喔～！

「你。。。。你浪費了我重新看多一次的時間！！把時間都還給我！！人渣Thomas！！！」

「你還是把真心話告訴她吧～那女子對這方面很報著的！」師父輕聲的在我耳邊輕訴

我被兩位女性圍攻了嗎？我該投降了嗎？應該要了。。

「好了！好了！我是有心動了啦！也有得著了啦！！」

她們兩人聽到後面容大幅扭轉了。。所以說女生真的難以推測。。。

「真的嗎？？感想～感想～！」

「有什麼得著？？可以要在小說裏嗎？？？」

同一時間，兩個女生，兩條問題，你會答誰先？



『當然是師父先啦！！！還需要問嗎？』

「得著嗎。。？由於這是短篇小說，所以我認為我們要大幅修改劇情！」

「是嗎？那應該修改什麼？四月的內容其實不長啊！」

「那到底感想如何？？？」

「我認為劇情冇需刻意描寫男主和母親之間的事，將悲傷的陰影位置，完全描寫成一個溫馨的家庭故
事，不！應該說男主沒有和母親發生過衝突的設定，單純說是成為了不想記起母親離世的記憶而避開
鋼琴就可以了！故事應該要突出男女主的互動！」

「還有我要澄清我不是認為四月裏男主的陰影是多餘！！只是不適合在這次的短篇小說細說！因為男
女主發生的事才是四月的主線，我不想放太多字數在母親上！」

兩人聽到後都啞口無言，如何？看到我對小說劇情的編寫能力了嗎？哈哈哈！

「總覺得很無聊的故事～好像故事失去了內涵。。」

「Alice你也是這樣想嗎？我也是啊！」

你們兩個。。。你們要記得這是短篇小說喎！！

「我知道這是短篇小說，但這絕對不是隨意刪除重要劇情的藉口！」

「無錯無錯！女主令男主擺脫母親籠罩的陰影才是四月的主線，刪除了好像會引起前後的矛盾！」

她們說得一點也沒有錯，其實我也有想過這是令劇情變得膚淺的陷阱，不過比起日後絕對會造成影響
的字數限制，我不得不想出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法！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刪除另一條主線，總之就是將
男女主的互動變成重點，只是將男女主角的設定修改，就可以了！

「其實未嘗不是一個方法！我們有時間去修改！這只是初步的構思！！比起一定超過字數，等死的做
法，這一定是更好的認對方法！！」

「你也說得並非沒有道理。。明明只是個廢物宅男。。。」

「嘿！我果然沒有選擇錯人～」

「那另一條問題來了？書名是什麼？這部分會佔分的，而且要解釋的！！」

。。。。。。

「是嗎？不可以直接「四月是你的謊言」嗎？」

「。。。。。。」



「。。。。。。」

「。。。。。。」

「果然是個廢物宅男。。」

「不是吧。。。我們只是參考罷了。。劇情仍然要自創的！！當然要有全新的書名啦！！！白痴！！
」

「兩位大小姐對不起！！！小弟會在放學前想到的！！請再給予小弟一點時間！！」

「好吧～放學前完成不了你就死定了！！」

「放學的話不關我事了～我的學會今天有活動～Chloe你加油了～！」

「到底你是什麼學會。。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呀！！！」

「吓。。你還不知道？！」

「你。。。你真的是個廢物。。連腦袋也沒有。。真的！」

對不起囉！我得罪你嗎？？一直對我人生攻擊！！我不是抖M（被虐待狂）的！！

真的不是！！！

～～～放學後～～～

「好了徒弟君～你有方案了嗎？小說的書名～」

問得好。。。我想不到。。。

「我有認真想過，不過感覺不適合小說內容就是了～」

「那是說你有方案了啦！快說說來聽！！」

好一個斷章取意！！會寫小說的人就是喜歡我行我素？

不過～其實我不是沒有的，但只是一直不合心意呀！你要知道一個好的書名是可以貫徹整個小說的，
不論是任何類型的作品，我們創作者的第一關，我們的共同敵人就是一個好的書名！！所以請容許我
再三思一時！！！

「別呆了在此！快點確定小說書名！！還是你根本沒有想過？快點！我們很趕時間的！今天我們還有
地方要去的！！」

「我不是沒有想過啦！你覺得《世界仍有新事，你我再沒故事》如何？我可以快速簡單講解書名含意
的！！」



我聽到師父焦急的樣子後，我也迫不得意要指明（快速講解）這詞語！！還有我們一陣還有地方要去
嗎？？我怎麼沒有聽說過？

「ok，快解釋為何用這種名稱吧～意思有點蒙糊！！」

「所以我就是說我想得不夠好喔！！我也覺得太蒙糊，不過意思其實不難解的！！」

「好！！快說吧，我在聽的！」

「呼，書名分成三部分，你我就是解男女主角，這非常容易吧？再沒故事就是Bad
Ending的涵意，世界仍有新事，這是一個伏筆，這是我想的故事裹，結局會和這句話互相連係！就
是這樣！我知道我寫故事文筆不好，沒有內涵，想必然書名也沒有實力可言！！請師父必需更正不足
之處！！」

「明明我什麼也沒有說。。。我也沒有話書名不好。。。不用說那麼公式的說話吧。。。」

「我一定會有很多不足之處的！！師父請狠心指正！我想將我的第一部作品寫得更完美！！師父可以
多加指正！真的！！」

「傻啦～現在更加不能隨意修改你的想法！我沒有話過這書名不好，我只是想聽聽你對書名的重要性
是如何定意罷了～書名不錯，有一種胡弄玄虛的感覺，是很好的書名，你做得不錯～真的。」

「是嗎。。我還以為你對書名是十分追求完美。。」

「這些只從標題中尋找合自己心意的人，才會陷入標題黨的陷阱！我們不應該刻意去改書名，因為苦
心想第一個想到的書名才是最接受創作者最想在小說裹表逹的～才是最真心的想法，最扣題的！！」

原來是這樣。。第一個苦心想到的，才是最真實的～我又要抄下筆記了！

「那書名就決定用《世界仍有新事，你我再沒故事》，我還有一個請求，我想你把這本短篇也放到網
上連載，這對你日後寫小說一定會有幫助的，所以這就是命令！！」

It is the Order，好！你都說到那樣，我也沒有選擇權了吧～！

「好的。。。你晚上把網站鏈接send給我，我會解決的了~」

幾經少少的「風波」，我們總算把書名和內容都確定了，實在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好！創作者艱難的第一步總算跨過了~！是時候去見識一下創作者真正惡夢， 恐懼的地方~」

為什麼我突然會緊張起。。順帶一提，我現在是什麼也不知道的！真的。。

「那師父。。。到底是什麼。。別賣關子了，好嗎。。？」好了~總之我們今天要去一去編輯部那邊
呀！！！」

 
作者的話：。。。。。。嗯~其實這是舊小說要重製的宣傳就是了~始於是我第一部小說,我想完成它



~所以請各位讀者多多支持~~~!不論是無天輕小還是四月短篇~!話說小說到底肯走主線未!?



第十話(上)

第十話：我會努力令夢想啟航的!! 

「好了～總之我們今天要編輯部走一趟了～！」 

「What？！為什麼我又是什麼也不知道。。今天不是教協日嗎？」 

「今天是啊，但我也是今早才收到通知要回一回去，所以就臨時叫你一起去～」 

「不是吧。。我還沒有心理準備啊！！為何師父你總是我自我素啊！！」 

「徒弟君～」 

「。。。什麼啊」 

「教協法第二條的協定是什麼？」 

。。。。。。。。 

「師父的任何決定均需專重，並不能反駁。。。」 

「你明白了？那個地方遲早也要去，為什麼不順便和我一起去？我的編輯很好人的，不會吃了你就是
了～」 

「我想你也知道，我的文筆給編輯看到只會淪為笑話。。」 

「呀～！徒弟君！！你有時可不可以不要那麼自卑？有時候會令人反感的！！」 

「是的師父！！真是對不起！！」 

「一直對歉也沒用的，給點信心自己，好嗎？」 

「好。。。反正我根本沒可能反駁，你也說得不是沒有道理。。」 

「那就好了！那我們現在這出發去雷擊文庫了！」 

還要去雷擊文庫那座自帶背景音樂的「城堡」嗎。。今天應該會過得很悠長啊～ 

——我是跳過行路過程的時間線—— 

眼前的是一座大大的「城堡」，在我的心裏一直覺得遙遠的地方，是一個屬於輕小說作家的聖地。但
是現在，我被迫拉進這「聖地」裹。。。 

「到了～雷擊文庫的據點～你不用太緊張啊～我第一次來這裹也沒有緊張呀～」 



「這就是神與人最大的分別了。。」 

我不明白神的想法，同樣地她也不明白人的想法就是了。。 

「先不管這些了，我們進去吧～別讓她等太久～」 

「好。。。好。。。師父話事。。。」 

而在下一刻我進場了，只屬於輕小說創作者的專屬舞台，編輯部！ 

眼前的是一片黑色的走廊，身邊掛著一幅又一幅的輕小說封面的全身掛畫，無錯，所有出名作家的輕
小說作品，都會在這個「名作掛廊」上，可以說是輕小說作者的第一大目標和肯定！ 

「總感覺每一步都是沉重的腳步，好像是在經歷緊每位作家走過的路，每一步都要花很大的力氣。。
很沉重。。」 

「心理作用~心理作用~別緊張就可以放鬆下來了！」 

我不是說笑，我現在真的好像正在跟隨著每位輕小說作者的步伐，感覺很利害，很實在，但同樣，十
分沉重。。。 

「咦？這不就是。。。」 

在我眼前的是一部新手在一年前開始連載，但已經成為話題大作，由拿下最佳新人獎珂迴璃筆下處女
作［異世界戰爭指揮管］故事最終回的封面掛畫。 

「啊~原來已經掛了嗎，我還以為要下部作品才可以有機會掛上。」 

「師父，你真的很利害啊啊啊！這是所有輕小說作者都夢未以求的生涯里程碑！真的真的太強大了！
我想我攀上這裡，我就很滿足了～！」 

「徒弟君。。。」 

師父用難以形容的表情看著我，好像有話要向我說，卻開不了口，挺像女生向男生告白的劇情（雖然
我知道不是！！） 

「什。。。什麼事啊。。」 

「就只是如此？」 

「啥？」 
「就只是將自己的作品封面放在這裏如此？這就是你的夢想嗎？Thomas？」 

。。。。。。 

當然不是的。。我很想這樣告訴師父她，但我卻開不了口。。。因為她的眼神和語氣告訴了，我說錯
話了，並錯得非常嚴重。原來。。原來師父是如此重視我的夢想，我覺得自己很過分，我一直將沒有



實際去實現我的夢想，加上我卻說出『我想我攀上這裡，我就很滿足了～』這可能令她誤會了。。。
 

「對不起。。我說錯話了。。師父。。好對不起。。我的夢想是要創造出最強的輕小說！我不會再被
這種微小肯定所滿足的！！」 

由於我說得非常大聲，引起了所有的人注目了。。。超級尷尬。。。 

「我。。我不是叫你未到目標前都不能開心滿意自己完成的每一個里程碑。。只是。。我想你清楚知
道自己真正的目標，並不是在這裡掛下封面掛畫，而是更遠，更大的夢想！！」 

師父她激動了，十分激動的感覺，所以。。現在所有人都走來觀看我們。。。無錯。。。是所有的編
輯部人員。。。 

「咦～不就是迴璃老師嗎？幹嘛這麼空閒來和男朋友到編輯部打情罵悄啊～」 

「男朋友。。。」 

「男朋友。。。」 

我們聽到其中一位編輯部成員問師父的問題後，都不約而同地異口同聲說出。 

「連反應都那麼一致。。果然是情侶啊～！」 

「首。。首先他不是我的男朋友。。第。。第二是我們是來找Cyndi的！」 

「啊～原來是來找Cyndi嗎？那請問這位男生是來幹什麼的？」 

這位編輯部男生聽到師的「澄清」後，表情變得認真，連託眼鏡這種裝逼行為也做足。。 

「那還要。。」 

「那還要問？他剛才也已經說了，他是要創造出最強的輕小說啊～Alex編輯」 

我又被搶下了台詞了。。不過他說得非常正確～所以算了！ 

「我當然知道了，黑咖啡老師，我只是成為編輯部的組長，有必要再次確認前來編輯部的少年的目標
的～也需要他親口再確認一次他那樣輕浮的態度是不是認真要創造出最強輕小說！你就當是編輯部組
長的固報就可以了！黑咖啡老師～」 

「好的，好的～我太多口了，那就由我來問吧～前面那位少年，你前來地獄的用意是什麼？」 

為什麼我感覺他。。。十分中二病啊。。 

「你別理這個人，他是痴線的！！」 

「但是這樣啊師父。。」 



「喂！！別無視我！還有我不是痴線的啊～我雷擊文庫第一招牌作家—黑咖啡可不是白說的～迴璃
老師～」 

「切！我就是不喜歡和你說話！」 

什麼？？雷擊文庫第一招牌作家？他名字我很有印象但他的作品是。。什麼？ 

突然身邊出現了一把新的聲音 

「筆名黑咖啡，最出名的作品是《在座畫漫畫的各位 全都是有病的》，以超出色的立伏筆能力為名
，目前是雷擊文庫最出名的最熱賣的輕小說連載作者。你那麼空閒就和責任編輯繼續開會！」 

「是的。。來把Alex編輯我們繼續開會吧～還有啊～前面的迴璃老師和那位少年。」 

「嗯？」 

「我們還會再遇見的！可能是在下次來編輯部，或是輕小說的對決上～！再見了！」 

來得突然，亦走得突然的黑咖啡被「趕走」了，其餘的編輯也相繼離去，眼前的只剩下一位擁有「可
愛」身高的女人罷了。 

「幹嘛呆了站在這？不累嗎？迴璃老師～和。。那位少年～」 

「本來只站在這裡並不會累，但看到他後我真的很累。。為何不早點告訴我他也在啊。。給我一個迴
避的機會啊～！Cyndi小姐！」 

「抱歉抱歉～！我也是剛剛才知道他來了。。趕不及通知你一聲。。」 

「算了！這些都過去了！我們來是談正經的事吧？」 

「是啊～是關於新作的事～來！我們去那邊談，這那少年～也跟過來嗎？」 

「他當然要跟過來，他現在可是我的徒弟啊！」 

「你幾時收徒弟的！？我們容後再談吧～請來這邊。」 

我們三人把地點轉移到一間不大不小的封閉房間裏。 

在同一時中，有兩個男生在對話。 

「Alex你聽到嗎？他說要創造出最強的輕小說！好好笑～他是在少看我嗎？？？垃圾！！！」 

「我當然聽到，但我剛才聽到更誇張的事啊！黑咖啡老師～」 

「是什麼比這件事更誇張？」 



「這是我們的「目標」好像那位少年搶走了，好像是師徒關係～」 

「什麼？！那個垃圾是她的師父？」 

「不是不是～好像是她是他的師父的狀況～」 

那位年輕人大力打了卓子一下，大聲的「拍」了一聲。 

「那個垃圾！！我是絕對不會放過搶走我獵物的人！！！那個男生，你給我小心一點！我會用我的實
力去搶回屬於我的東西！！」 

 

第十話未完待續～後天繼續更新！！ 



第十話(下)

外面傳來一陣很大的「啪」聲，我們都非常驚訝的望向聲音源頭，卻發現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師父。。發生什。。什麼事啊。。」

「應。。應該是推倒了某東西吧。。應該。。」

「呀～應該無事的兩位～這裏是編輯部，常常都會有責任編輯和作家的吵架～拍一拍卓子的聲音不算
罕有喔～反正連迴璃老師也和我吵過架～」

「喂。。Cyndi小姐。。吵架的事不要說明吧。。」

「不～責任編輯和作者吵架可以說是令作者成長的必經之路啊～所以我只是在說明你是在成長啊！」

「果然是編輯啊。。說了什麼也可以反駁。。」

「怎麼會有一種準備戰爭的感覺啊。。我到底混了進那裡！？」

在我眼前的有兩位女生，一位是我們都十分熟悉的師父（Chloe）大人，而另一位是從剛才突然出場
的妙齡少女，聽師父說她好像是叫Cyndi的責任編輯。

這位名為Cyndi的妙齡少女，身型不高不肥，要說的話有點像那位麻煩大小姐Alice的身型，如今我有
少少後悔之前說『我聽說過的編輯部是不會有蘿莉的！她們說話總是令人覺得欠說服力』的話（在第
七章）。。。從見面到剛才的對話中，完完全全不會有人把她當蘿莉看待！她令人的感覺就是成熟的
女強人。。和第一次見師父的情況很相似，都是有一種強大的壓迫感。

「好了～既然他是你的徒弟，我好應該向他作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嗯～她是我從這出版社認識的責任編輯，也就是今天約我見面的人。」

「你好～我叫Cyndi～是雷擊文庫的副總編，這是我的名片～！未知各下貴姓？」

我雙手收下她的名片後，思考了一回，認為她是文庫的副總編，我好應該有禮地自我介紹。

「你好！我叫Thomas，我和師父，咳！不是！我和珂迴璃一樣都是輕小說作者。」

「我知道～我知道～你來這裡的目標是為了創造最強的輕小說喔～那我先從你那邊入手吧～Thoams
你坐在這裡，啊～迴璃老師也是～」

「入手什麼。。」

「當然是你的能力！」說完後，她坐在另一面的椅子上，托著頭認真的看著我。

「啥？！能力？」



我沒有天份。。沒有能力的喔。。

「我成為這裡的副總編，有理由發掘去新的潛力估，特別是想創造神話級小說的作家～來吧～給我了
解你的能力和長處吧～」

「我。。。我沒有長處。。我只是有這個目標，而師父只想帶領我實現夢想。。」

「什麼？！Chloe，他是真的沒有長處嗎？那你幹嘛收他為徒？？」

「咦。。又不可以說他沒有長處的。。只是。。。未發掘罷了。。」

「吓？！Chloe你不要因為自己可愛就為所欲為啊！看來我要開班教你如何選男朋友了，順便把愛麗
絲那傢顆叫來！！」

「他。。他不是我男朋友啊！！還有開班什麼的，真的不要啊！！」

「可不可以別因為我的天份低就在本人我面前不斷踩低我呀。。」

等等，我是不是聽到熟悉的名字？？愛麗絲？是指Alice嗎？那位大小姐也是作家嗎？

「等等Thomas小弟，你真的沒有天份的話，Chloe也沒理由收你為徒的～而且你不會兩手空空就上
來編輯部宣佈自己要創造出最強輕小說的宣言吧～我沒有猜錯的吧！別讓我失望第二次！」

首先我要澄清我本來是不打算提早來編輯部的！然後我更不打算從編輯部的門口大聲宣言的！！

無錯！這一連串問題的起源就是她啊！！師父！！！

但是。。。她的話有一部分是正確的，我確實是有一份十分自豪的輕小說大綱在手。。。但是。。

「要說作品是的話。。我不是沒有大綱的。。」

「那就好了！快拿出來吧！！！我會認真工作的！！最強輕小說的大綱～！」

然後，我從書包裡拿出我的「國家機密」出來，交給雙眼發亮的Cyndi副總編。

老實說，這是我第二次把自己最重視最珍藏的輕小說大綱交給別人看，雖然大綱內容品質己經和原稿
的不同（被師父在教協中不斷修改），但我依然像當初交給師父看的時候緊張。。現在的時間流動感
覺像是渡秒如年的絕望。。

Cyndi副總編一行一行的仔細監閱，並時不時發出「啊，嗯，咦，吓」等等的語句，令這種緊張的氣
氛不斷加劇。。

然後，過了三十分鐘。。。我們三人就坐在這細小的房間等待了三十分鐘，Cyndi副總編終於認真的
看完整本經修改過的輕小大綱，並除下眼鏡。

「請問～迴璃老師你有修改過嗎？」



「啥，有少少修改過，不過大部分也己經是他的原稿。」

「有改過嗎。。嗯～那就麻煩了。。兩位等我想一想先。」

她的眼神變得好點迷惘，好像在思考什麼大事。

「迴璃老師。」

「嗯？」

「你手頭上還有多少工作？《異世界戰爭指揮管》外傳最後一本那邊。」

「還有兩萬字的最後部分，應該還有三星期的工作量。」

「最後了嗎～那Thomas小弟你。。你覺得輕小說是什麼？或者這樣問你，輕小說對你來是是什麼？
兩項問題，一左一右，任君選擇～」

「我？！我覺得。。」

你突然這樣問我，我在無準備的情況下好難答你。。

『師父你覺得輕小說是什麼？』

咦？有什麼從我的腦海裏跳出來？

『嗯～你問我嗎～？輕小說在我心中～應該就是會一本由文字組成的「漫畫」吧～你試試想一下，輕
小說和普通的文學小說除了給人感覺沒有那麼嚴肅外，令你的感覺是什麼？』

咦？這場境。。是我之前和師父在某一次教協中的對話。

『我除了可以令人輕鬆看外還有什麼不同。。這不是它的特點嗎？』

『怎可以只想那麼少的啊！你想一下，你在看輕小說和你看文學小說想像到的畫面是有什麼分別？』

咦？！分別？！等一下！我想到了！！多謝師父！！

「在我心中，輕小說就是由文字組成的漫畫！」

當我說出口時，師父和Cyndi副編都認真的看著我，而我望一望向師父，要的是充滿自信的眼神，輕
輕微笑一下，令師父她知道我的自信心！

「在我心中輕小說和文學小說的不同就是，當讀者閱讀時，並不會聯想到現實的！」

「喔～繼續～！」

「輕小說比起文學小說，不論是作者或是讀者，我們都會用到二次元的角度和人物去想像小說裏的情
境，而不是用到我們身邊的人當作故事裏的角色和背景！作為作者，我們寫作時的感覺就是把自己在



腦海的漫畫，以文字形色顯示！」

「嗯～怎麼說呢～迴璃老師。」

「是。」

「我覺得～你收了一個好徒弟！有件事我想拜託你的～」

「是什麼啊？」

「我今天本來想你思考一下新小說的事，我想應該不用了～」

「什麼意思？你想找他代替我了嗎？」

「咦！？師父。。？」

「啥？當然不是啦！你是我找到的寶物喔！我怎可能輕易放手呢～」

「那到底是什麼事？」

「我相信以Thomas小弟的實力不可以把這本小說寫的最好，我想～～你們兩人合作～！一個負責大
綱故事，一個負責寫出最好的小說！反正你們是師徒關係，論了解一定比外面任何一個作者好～」

「合作。。。和Thomas嗎。。很有趣！！我想試下！！真的好吸引！」

「是嗎師父！？確實以生涯第一部小說來說是非常吸引。。但是。。」

「我明白你需要什麼，我會批準你參與寫作過程的！現在你的文筆一定應付不了這本S級劇本！這是
對你和這本劇本的最佳做法！相信我的判斷和Chloe的能力！」
她說得一點也無錯，判斷得非常準確，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無錯！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想創造出最強的輕小說！和師父一起！」

「嗯！我也想參與最強輕小說的製造過程！和徒弟一起」

「創造神話級輕小說吧！」

「創造神話級輕小說吧！」

「非常非常熱血啊～～年輕人真好啊～！那插畫也是找愛麗絲吧～你們的合作一定很強！一起加油吧
！為了最強輕小說而努力吧！」
「到底愛麗絲是誰？」

「這個啊。。插畫那邊。。我想由徒弟君親自去找。。找Alice比較好。。」

「Alice是插畫師？！而且要幫我的「準」神話輕小說做插話？！這個。。。插畫人選給我再想一想
。。。好嗎？兩位。。。」



下章預告（第11章）：你這個傲嬌雙馬尾插畫師。。真的只差金髮



第十一話

第十一話：你這個傲嬌雙馬尾插畫師。。真的只差金髮 

Alice大小姐原來是插畫師。。原來師父說『她！是一本輕小說會否大賣的關鍵之一』是這樣解的。
。 

的確，一本成功的輕小說一定會有出色的插話家座陣，以《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為例，在丸戶老師
（賊）的文筆故事下，一定要有強大的插畫家深崎暮老師來增加小說的內容完整性，甚至是歡樂性。
突然出現的插畫，加上小說在當時營造出的氛圍，簡直是如虎添翼的存在，同時是為何讀者在看輕小
說時，會想像到二次元而不是三次元的原因和秘密～一切都是和插畫有關係的！ 

「所以我就不敢相信那位黑臉大小姐竟然有這種天賦。。始終繪畫是需要極大的天份才可以成功。」
 

「我一早就是了她是一位很強的女生～你不信我也沒辨法～不過，你現在己經有機會成為作家了，從
最簡單的做起。」 

「嗯！我會珍惜好這個機會的！！多謝師父肯和我合作！」 

師父微微一笑，然後一手握著拳頭，並大大力放在我的心口 

「你知道自己是有多幸運嗎？你知道有多少作者都是失敗了無數次，他們用盡了所有辨法，都未必可
以有機會出書，他們可能堅持了很多很多年，才有機會成為真正的作者！你知道自己有多幸福嗎？不
要再說自己毫無長處了！不要再少看自己了，好嗎？Thomas！」 

聽著她的語氣，我感覺到她的真心，她的激動。她真的很渴求我知道，我這次的機會是多麼極其罕見
！要我知道一定要好好珍惜。 

「。。。知道了，師父！我不會做出令你失望的故事！！相信我！」 

「嗯～！我就是相信你的決心！啊～還有一件你必需做到的事～」 

「必需做到？什麼事甘重要。。」 

「Alice她是一個傲嬌的女生，但她是真的很強！她在你的身邊也是十分幸福的事！你一定要捉著她
的心，為你的小說繪畫插畫！不要讓她離開你！！」 

「不是吧。。真的要和她合作？我怕我和她搭不起來。。還有希望師父你下次可以修改你的表逹。。
不要說得那麼曖昧。。」 

「當然要和她合作！她在你身邊確實會令你變得幸福的～！」 

「我不是說了別要這種方法表逹啊！！不過。。師父你也是小說的其中一人。。你的意見我會試一下
。。」 



「嗯～只要你對她坦然相對，她一定不會排擠你的！因為她是個傲嬌的女孩～明天她也要參加美術學
會的活動，她會自己一個坐在一旁畫畫的，你去和她交流一下，我相信她不會介意的～」 

你己經決定了我下一步的去向。。不愧是師父。。 

「好。。好。。我明天放學嘗試和她談一談～」 

—我是穿越了二十二小時的時間線— 

「。。。嗯～～～」 

「。。。。。。」 

「你好啊，Alice。。你現在有空嗎。。？」 

「沒有。」 

「。。。你先聽我說。。」 

「啊！我不是說了沒有空的嗎？！」 

Alice大大聲向我咆哮。。再一次，房間裏的陌生人都朝著我的方向望著我們。。 

「你。。你冷靜一點。。我是真的有事想和你的傾的！愛麗絲小姐！」 

「你。。啊～！真麻煩咦～請問什麼事呢？」 

「多謝你肯花時間聽我的問題～」 

「五分鐘！！」 

「咦。。？！」 

「我只給你五分鐘時間，快點說吧！」 

你這隻惡魔！！真的和你傾一分鐘也想死啊！！你給我小心一點！！ 

「是這樣的，Alice小姐。。」 

「如果是傾輕小說的事，請叫我愛麗絲。」 

。。。。。。為了師父，我忍！！！ 

「是這樣的！愛麗絲小姐！！」 

「嗯～～什麼事呢？廢物宅男君～」 



。。。。。。再為了師父和時間緊迫關係，我再忍！！ 

「昨天我和師父到了雷擊文庫的編輯部那邊，然後意外地和Chloe的責任編輯見面了。」 

「然後呢？請說重點吧～你時間無多了～」 

「然後我用幸運值點滿的能力為成功拿到了輕小說連載的機會！是和師父一起合作寫的異世界向輕小
說我負責製造人設、故事劇情等等的大綱而師父負責把我設計的故事寫成輕小說！最後我們的成員只
剩下一個重要的職位，剩下的版圖就是你啊！愛麗絲！！」 

這是因為時間非常緊迫的關係，我必需一次過說完以上的話，如果讀者們認為句子過長而變得累贅，
我在此萬分抱歉！！！ 

「。。。。。。我是剩下的版圖。。？你意思是說想我為你的輕小說裏當插畫師。。？點。。點解我
要幫你。。明明你只是一個無用宅男罷了。。。」 

「對！我真的很想愛麗絲老師，你可以參與我這位無用宅男的輕小說《專業RPG玩家誤闖異世界成為
勇者》裹面！！求求你，令我生如夢協變得幸愊吧！！」 

「咦？！？！你。。。你是在向我告白嗎。。。？別。。別這樣。。。好多人看著的。。。」 

「那你可不可以當我的插畫師？你在我身邊的話，我會變得很幸福的！」 

「。。。。。。你說到這樣。。我還可以不加入嗎。。？」 

「那我當你答應了！多多指教啊，愛麗絲！！」 

「但我想先看看你的輕小說大綱才真的決定。。始終。。」 

「嗯！我明白的，你自己本來也有工作在身，要決定是否加入的確要看看創作人的決心，我會叫師父
Send給你的～！」 

「不要麻煩她了。。拿你的手機出來，我給我的電話號碼給你。。你別誤會喔！我只是不想麻煩到C
hloe罷了！」 

「你的心意我並沒有誤會！但這裡是學校喔。。不能拿手機出來吧！」 

「你。。。你真的是個廢物咦！！這裡是美術室！！是批準拿手機要的！！」 

「。。。。。。是這樣嗎？！」 

可不可以別一直改變語氣呀。。我覺得剛才的語氣很舒服呀！！ 

看著她的樣子，我並沒有心動的感覺，我只是覺得，她的人設很像英O莉。。唯一不像的，就是人家
是傲嬌金髮雙馬尾，而她？！她只是傲嬌雙尾馬，還差金髮呀！作者！！ 

 



下回預告：又是Girl Side(GS)的系列了～ 



GS第二話

GS（女生特別篇）的回合！GS是只有兩位女主（Chloe,Alice）的故事～是用非男主視覺去補完劇情
的篇章！！ 

GS第二話：這話內容用Alice角度比較好

我是一個怎麼的人？Alice如此思索。 

一個對繪畫藝術有少少天份的人，連載漫畫家。 

對~就是連載珂迴璃和我的輕小說處女作~ 

唉。。其實我的生活很簡單。。我平日是不會做多餘的事，我不會加重自己的工作量，從來不會~！
 

「。。。嗯~~~~」 

看著眼前手機的文字。然後我閉起雙眼抬頭向天。 

「這是什麼。。？」 

突然又瞪大雙眼，看著手機裏不可思議的文字。 

專業RPG玩家誤闖異世界成為勇者   作者：生如夢協 

「Chloe到底是不是患上不知名的嚴重絕症。。？」 

我對這個標題唯一的感想就是，又是低端異世界題材的輕小說。。 

近三四年來，異世界突然成為了輕小說的超熱門題材，是去到過份不平衡的地部。 

「這種要來吸引小學生看的異世界書名。。我真的要成為這本輕小說的插畫師嗎？！而且這就是他說
的『要創作出最強輕小說的大綱』？」 

無錯，我現在看的就是剛才某位廢物人渣的輕小說大綱。說實話，這種標題竟然可以過了Cyndi姐姐
的關口？！ 

我真的不想相信啊！！ 

「。。。。。。總之現在先看一看內容吧。。始終異世界最終要的是作者聯想的世界觀~」 

~~~十分鐘之後~~~ 

「嗯~~~~~~故事節奏不錯喎~！」 



~~~又十分鐘之後~~~ 

「人設很有趣喔~！感覺可以畫出很可愛的角色！不過部分人設內容要日後再談一談了~」 

~~~再十分鐘之後~~~ 

「咦？！故事內容和人設優先處理，世界觀容後追加。。。？！咦？！這是什麼鬼主要呀！還沒有寫
世界觀嗎。。？」 

我冷靜下來，看到時鐘距離看內容的一開始己經過了三十分鐘，我迷惘地重新整理思想，大大力的深
了呼吸。 

「沒有任何世界觀的異世界題材輕小說大綱？那我到底花了三十分鐘看了什麼垃圾呀！！！！混帳！
！！！！」 

我拾起剛才被我一怒之下拋掉的手機，打開手機的通訊錄，尋找一個聯絡人，看到一個位名為Chloe
的聯絡人後，我再呼了一口氣，按下名為Chloe的致電鍵。 

（我們一起學喵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好可愛的鈴聲啊～不過現在不是想這個的時候！！ 

『喂？Alice你找我有事嗎？』 

。。。。。。接通了，疑似患上絕症的病人！今天我一定會向你問過究竟！！ 

「Chloe。。你老實地回答我。。。你是不是患上了什麼可怕的絕症。。？我會一直陪在你身邊的！
你不要胡思亂想啊！！！！」 

『咦。。。。。。是你有絕症嗎。。？你冷靜一點。。。』 

「你不要再瞞我了！！我己經估到了一切！！你一定是患上了不可思議你絕症才會令你無緣無故選擇
和那個廢物一起工作！！！」 

『我明明什麼也沒有瞞著你。。。你估到什麼呀。。是你又畫不及漫畫想我幫你組織故事嗎？啊～你
說的那個廢物是Thomas嗎？他今天不是到了美術室和你傾完了嗎？』 

。。。原來是你叫那個廢物來找我的。。我也奇怪他怎麼可能知道今天我在美術室喔！ 

「不～改篇漫畫那邊很順利～！始終我可是你的超級頭號粉絲啊！！」 

『那就好了～不過你漫畫那邊也差不多結束了～我們的輕小說也差不多到了尾聲了～』 

「嗯～真是令人難忘啊～這一年在《異世界戰爭指揮官》下的血汗很青春啊～而且是只屬於我們兩人
的回憶！」 

無錯～Chloe負責小說的部分，而我負責插畫的部分。在透過彼此毫不吝嗇的批評和指導下完成的高



水準作品！！ 

『那Alice，我想聽聽你的真心話～』 

「咦？你是指畫完漫畫的感受？」 

『那個我當然也想知道～不過現在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你打來的目的是什麼？一定不是找我談漫畫的
事吧～』 

嗯～其實Chloe是真的很善解人心，和她的對話沒有什麼特別不同，那就證明她沒有任何大事了。那
是為什麼？為什麼她會和那個廢物走得那麼近？她平時是不會和男生走太近的！！ 

「你為什麼會和那個廢。。那個宅男走得那麼近？」 

『那還要問嗎？我可是他的師父喔～！』 

「我就是想問你為什麼收他為徒。。你平時連校草級的男生也不常交流喎。。」 

『。。。。。。你問我為什麼。。Alice你看了他的大綱吧～我一開始都覺得這個標題不會好看的～
』 

「對。。。好普通的感覺。。」 

『嗯～不過我認真看了後面的內容後，我對他改觀了。我看得出他的那份精神是認真的！他的故事是
有深度的，是有想表逹的含義！如果真的要說一個我選擇他的理由。我會答你，我在他的大綱裹看到
他的決心，我在他的文字裹想像得出作者的樣子！』 

「。。。。。。好曖昧的解答喔。。這就是小說家之間的認同了嗎。。？」 

原來是這樣。。看得出他的決心，想像到他的樣子。感覺很惡心啊。。 

那他在我的心中，算是什麼？值得我去出全力幫他嗎？ 

『求求你，令我生如夢協變得幸福吧！！』 

咦？！ 

我瞪大了雙眼，回憶剛剛放學時和那個廢物的對話。 

『你可不可以當我的插畫師？你在我的身邊的話，我會變得很幸福的！』 

。。。。。。你有Chloe在身邊還不及幸福嗎？還在生如夢協是什麼鬼名字啊～白痴！ 

『Alice，我是認真的。。你別在偷笑好嗎。。？』 

「啊～對不起啊Chloe～我不是笑你啊～我在笑那個白痴！」 



『咦！？他在你的身邊嗎？』 

「不是啦～不是啦～我看到他的筆名很想笑罷了～生如夢協。。好白痴啊～！！」 

『別取笑人啦～每一個筆名也有它的價值，就像是小說的書名一樣，都是作者認為最適合表逹的名字
來！』 

「可是你當初看到他的書也有點疑惑啊～！哈哈哈！！不要引我笑了！！」 

『我。。。我只是嘗試切入你的思想罷了！才不是認真的～！』 

「是是是～Chloe說什麼也可以反駁回去～我明白的～」 

『那接下我想認真一下了～要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咦？！等一下！你說什麼？！」 

『Alice，我很高興在輕小說裏認識你！我很喜歡和你相處！所以。。我還是很想你能為我的新輕小
說當插畫家！！徒弟君也是！不然他絕對不會在今天找你吧～』 

咦！？ 

咦？！？！ 

咦！？！？！？ 

咦？！？！？！？！ 

今天到底是怎樣。。。為什麼會連Chloe也向我告白？！ 

但是。。。我的內心。。很熱血。。我想畫畫！我想繼續和Chloe合作！我想幫助Chloe實現夢想！
！ 

「。。。。。。你都說到這樣。。我還可以不加入嗎？但是～我也是真心喜歡和你合作的！！以後也
要多多指教喔！Chloe～還有那個廢物。。」 

『嗯～徒弟君的話～你就親自打給他吧～他收到你的答覆也一定很高興的！那就收線了～明天見吧G
oodnight～』  

。。。。。。收線了。。。意思是我沒有後路了嗎？你還是十分狠心啊！！ 

我再次開啟電話的通訊錄，找到今天才加的「廢物無能用渣男」，按下致電鍵後不到一秒就接通了。
。 

『喂。。Alice小姐。。』 

「叫我愛麗絲！還有後面不用加小姐了！很多餘！」 



『是！是的！。。。愛麗絲！』 

「你的語氣。。你不是在一直在等我吧。。？」 

『對。。對喔。。反正今天沒有想看的動漫可以分散注意力。。所以一直也坐立不安。。』 

「哈？白痴～！你沒事做可以看我的漫畫喔！下次別扮空閒了！」 

『是嗎。。那愛麗絲你的決定如下？』 

「終於肯問了嗎？我決定了。」 

雖然感覺和他一起往的未來前途很迷惘，但是連Chloe也願意相信他，幫助他。所以我想放手一博！
！我的未來也放在你的身上了！你能否令我對此決定不失望，就取決於你的努了，Thomas！ 

「我會和你合作！請你必需帶我走上輕小說的最高峰！！也要讓我得到幸褔！！」 

 

 

下回預告？不！是12-16話的預告～：輕小說人設戰爭！！ 



第十二話

第十二話：最後的同伴
『我會和你合作！請你必需帶我走上輕小說的最高峰！！』

這是Alice和我說的話，很簡單的一句話。

但我很感激她，從她的語氣裏，我感覺到她是真心想和我合作，不是隨便應付我的客套說話。

一個文筆天才在我身邊已經超越常規了，現在還多了一個繪畫天才。。

兩個天才和這個毫無天份的宅男要創作出一本輕小說，而且必須是能成為神話的最強輕小說！！

聽起來的是多麼痴人說夢話！但我所經歷的卻是如此真實，就這樣不斷神展開的走下去。現在我們必
需要有一定的創作方針，要繼續走下去！

「你怎麼又笑得那麼可怕。。到底你最近發生了什麼？難道你遇到了現實中的小惠了嗎！？Thomas
君！」

「啥？！你什麼時候出現的。。Art。。」

「就在你從十分鐘前看著外面的風景，然後不斷的偷笑。。說實話你笑得很猥褻。。噁心Thomas。
。」

「夠了！你己經足足十話沒有出場了！不要一出場就刁難我！」

「明明是你自己不找我啊！不要把罪名放在我身上！！」

他叫Art，是我在中學裏的唯一朋友，也是一位宅男，唯一不同的是。。。他是一位有家底的現充消
費型宅男！！同時地！他又是令我需要面對各種神展開的然後好像隠身了的消失。。現在又突然出現
的人渣！

「你還未有答我。。到底你受了什麼刺激。。笑得那麼猥瑣。。你知道你看上去很像一個鎖定目標，
準備犯罪的蘿莉控嗎？！」

。。。。。。看來我要由零開始描寫我在最近發生的神蹟了~

----我是跳過解釋的時間線----

「哇！Thomas君你己經進化了！」

「啥？」

「200IQ的校花再加傲嬌雙馬尾兩位女角色！你簡直是從一個超級宅男進化成Gal
Game的無能男主角，要好我比喻的話就是那個安藝倫O啊！」



。。。。。。己經很久沒有出場的Art君，準備要被我殺掉了！

「首先，我遇到的一切都是你這個拋棄我的人渣所致，其次我對那個心理有問題的白痴傲慢目中無人
的雙馬尾蘿莉女配角一點興趣都沒有！」

「你冷靜點啊。。Thomas君。。你後面有人看著你。。而且那個人看起來很兇狠。。」

「咦？呀！！！！！！！」

當我正打算轉身望向後面是誰「兇狠」的望著本王時，我右耳突然被拉扯，為了減輕病楚，我連同頭
部移向上方。

「你在說誰啊～～？我的好朋友～～」

「我什麼也沒有說啊！！別拉我的耳朵好嗎？」

「咦？！你什麼也沒有說？那我為什麼會聽到有人說「心理有問題的白痴傲慢目中無人的雙馬尾蘿莉
女配角」？我對我的聽力是感到相當自豪的～！」

「我知錯了大小姐！！求Alice大人憐憫我一下！！」

「哼，你再被我聽到你在我背後投訴我，你就死定了！！！你這個垃圾宅男！！」

。。。。。。一如以往的霸道，她就是我新小說的超級插畫師，也就是我剛才說的心理有問題的白。
。。總之她就是相當好人的Alice小姐～！

「呀～還未開會就那麼熱鬧，發生了什麼事？」

「咦？你怎麼會來的？師父？」

「你不想看到我嗎？我現在就可以走了～」

「不是！我只是好奇師父幹嘛在小息突然來到B班罷了～還和那個麻煩人一起來。」

「喂！你細細聲在說什麼？可以分享一下嗎？」

「我什麼也沒有說！！你聽錯了！真的～」

「唉～我現在沒有興趣和你爭執～因為有其他重要事要商量。」

「那是什麼事啊大小姐～～」

「唉～身為輕小說的大綱作者，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極少的資料在手，我很好奇你是不是己經無打算再
想下去？」

。。。。。。原來你是想討論下一步。。嚇死我了



「我不是沒有想下一步！！！只是世界觀那邊我想再指教一下師父再寫。。」

「咦？！我完全沒有打算插手咦？！」

。。。。。。不是吧。。。我做錯了什麼。。

「兩位大佬。。那我們要不要一起討論小說方針啊？」

「一早就要了徒弟君～」

「一開始就要啦故事負責人！！！」

。。。她們兩人簡真令我想死啊！！

「那麼～討論內容我可以加入？我也想知道最強輕小說的創作啊～」

在這個時侯，一把熟悉的男聲，自信的提問。還會是誰？

「你是誰啊。。」

她們兩人異口同聲的疑問。

「我只Art～是Thomas 君的『唯一』好朋友，也是輕小說的愛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