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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傳

故事發生於參照明朝時虛構的架空世界
在神界，有一個名叫白子寧的人，他是神帝的孫子，白家嫡系，但是某一天犯錯，以至被貶至冥界,
成為冥王。
一千年後，早以成為冥王既白子寧，已變得冷酷無情，他的父親白澤對兒子變成如此感到痛心，便對
白子寧說“你按照規定亦該下凡歷劫”
~下凡只是開端~
 



第一章 誣陷

下凡的白子寧降生為朱睿灝, 明帝朱景琛之皇五子,
太子朱睿淳、廣王朱睿沛之親弟,文武雙全的他十二歲領兵出征, 為汝陽軍主帥, 五年過去,
時為景榮十年, 年滿十七歲他按照慣例舉行冠禮, 同時他亦被賜封秦王,掌管汝陽軍、羽林禁軍,
同年六月蒙古入侵, 朱睿灝奉旨率領五萬大軍與蒙古大軍在大同府交戰, 卻被皇長兄朱睿浚誣陷謀反,
明帝大怒, 派朱睿浚率七萬大軍招降汝陽五萬大軍,
押朱睿灝回京。秦王朱睿灝率領汝陽五萬大軍奮戰五日消滅蒙古大軍,
卻被朱睿浚所率七萬大軍從後偷襲, 朱睿灝在親衛保護下僥倖生還, 後被廣王朱睿沛救下, 卻面容大改,
從自戴上面具,此次事件, 稱睿灝之亂,事後,朱睿浚稱朱睿灝抗旨, 不得殺盡汝陽軍和朱睿灝。
。



第二章 真相

棲霞山
十年後, 時為景榮二十年, 僥倖生還的朱睿灝
化名為宇浩, 成為暗夜閣閣主和棲霞山莊莊主, 景榮二十年四月初一,「暗一, 找到朱承燝嗎?
」暗一說道「莊主, 已找到, 他在地牢。」宇浩說道「誰讓你們把他囚禁, 帶他上來, 替他沐浴更衣後,
帶他見我。」暗一說道「是,莊主」
順天府
朱睿浚說道「兒臣參見父皇, 朱承燝被人救走了,是
暗夜閣的人做」「你先退下吧」「兒臣告退」
棲霞山
暗一說道「莊主, 朱承燝在殿外。」宇浩(朱睿灝)說道「帶他進來後. 你退下吧」朱承燝走進殿內
宇浩(朱睿灝)說道「你以後便是暗夜閣少閣主和棲霞山莊少莊主,
你改名為宇熙」「你為什麼要救我」「燝兒, 你記得這個玉佩嗎? 」「你為什麼有父王之物, 你是父王,
王伯不是說你……」「的確昔日朱睿灝已死, 我現在是宇浩, 當年皇四兄救下我, 便送我去暗夜閣,
讓我成閣主, 你以後戴上面具吧」「暗一, 帶少主去休息」在宇熙出去後, 「楚王殿下,
來了為何不出來」楚王朱睿淳「睿灝, 我們兄弟多年未見,
你可隨本宮回京?」「我和燝兒本來打算回京報仇, 我現在名為宇浩, 二哥想我在你左右」「對,
做本王的親衛和謀士」「但是你不怕父皇得知我身份,
怪罪於你。」「父皇這幾年都把政事讓本王處理, 不會有事的, 收下這令牌吧。」「夜一,
帶太子殿下到夜殿休息。」在朱睿淳出去後,暗一說道「莊主,外面有一位公子求見。」「帶他進來後,
你退下吧」「請問公子是…」「我名為葉青,請大人收下回顏丹,
此丹回復你受損面容。」「多謝葉公子, 暗一送客」
天庭
白子睿說道「小殿下(白子寧), 收下了嗎? 葉青你去她身邊保護她」「收下了,
屬下領命」「你退下吧」
 大明 五月十五 應天府
朱睿浚起兵謀反, 楚王朱睿淳奉旨率領五萬大軍與其交戰, 戰後, 朱睿浚押回京城天牢,
朱睿浚供出犯下之事一. 起兵謀反 二. 誣陷秦王朱睿灝。  
大明 六月初五 順天府
明帝看完罪狀後大怒, 令左右押朱睿浚上殿,
宣判翌日處決。一位公公走進大殿說道「楚王求見」「宣吧」「兒臣參見父皇,
其實五弟未死。」「淳兒, 當年那個逆子不是殺了他。」「他在親衛保護下活下來, 後被四弟救下,
卻面容大改」「帶他見朕」「是 父皇」「來人, 朱睿浚擇日再處決」

 



第三章 回京 、昭雪 與死亡

大明 七月初六 順天府
宇浩自收到朱睿淳飛鴿傳書, 便趕回京城, 順天府
 城外, 宇浩望向城樓, 回想十年前出征的事, 暗一說道「莊主,
走吧」宇浩回道「嗯」,宇浩騎着馬到了楚王王府, 宇浩說道「麻煩通傳一聲,
棲霞山莊莊主求見」下人道「請你等候一下」「奴婢參見殿下, 外面有一位公子求見,
他自稱是棲霞山莊莊主」「快點請他進來」「是」楚王王府門外「殿下有請」楚王王府承運殿,朱睿
淳說道「五弟, 父皇要見你」突然有一名下人跑進「殿下,聖旨到」楚王王府承運門, 一位公公說道
「  「兒臣接旨」「草民宇浩接旨」兩人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宣楚王朱睿淳與宇浩入宮覲見，欽此。」
之後隨公公入宮, 到武英殿, 「兒臣參見父皇」「草民……」在宇浩說話時,突然皇帝打斷「宇浩,
朕已經知道你是灝兒了。」朱睿灝說道「兒臣參見父皇」「宣旨」「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朱睿浚誣陷

   秦王朱睿灝, 皇五子朱睿灝恢復身份,複封秦王, 複掌羽林禁軍, 設立彰陽新軍,賜封彰陽軍主帥,其長子
    朱承燝複封秦王世子, 次子朱承煥遷入皇陵, 此案倖存者恢復身份複職, 冤死者加以撫恤, 引發此案朱睿

  「兒臣謝父皇隆恩」浚賜鴆酒,從犯淩遲處死, 朱睿浚之子朱承旭廢庶人, 欽此。」
大明 十月初六 順天府 奉天殿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皇次子楚王朱睿淳天稟仁厚,今封為皇太子,以固國本。
 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景榮二十年十月
景榮二十一年四月 順天府 乾清宮
明帝朱景琛駕崩, 享年46歲
 太子 繼位, 改次年為天耀元年朱睿淳
天耀十二年六月初一
秦王朱睿灝薨, 享年30歲, 實為被明帝朱睿淳私下賜鴆酒
而死

 



改篇-第一章

下凡的白子寧降生為朱睿灝, 明帝朱景琛之皇五子,
太子朱睿淳、廣王朱睿沛之親弟,文武雙全的他十二歲便領兵出征, 為汝陽軍主帥, 五年過去,
時為景榮十年, 年滿十七歲他按照慣例舉行冠禮, 同時他亦被賜封秦王,掌管汝陽軍、羽林禁軍,
同年六月蒙古入侵, 朱睿灝奉旨率領五萬大軍與蒙古大軍在大同府交戰, 卻被皇長兄朱睿浚誣陷謀反,
明帝大怒, 派朱睿浚率七萬大軍招降汝陽五萬大軍,
押朱睿灝回京。秦王朱睿灝率領汝陽五萬大軍奮戰五日消滅蒙古大軍,
卻被朱睿浚所率七萬大軍從後偷襲, 朱睿灝在親衛保護下僥倖生還, 屍體堆積如山的戰場活下來的他,
因此面容大改,  而戴上面具,此次事件, 稱睿灝之亂,事後,朱睿浚稱朱睿灝抗旨,
不得殺盡汝陽軍和朱睿灝。



改篇-第二章

棲霞山
十年後, 時為景榮二十年, 僥倖生還的朱睿灝
化名為宇浩, 成為暗夜閣閣主和棲霞山莊莊主, 景榮二十年四月初一,「暗一, 找到朱承燝嗎?
」暗一說道「莊主, 已找到, 他在地牢。」宇浩說道「誰讓你們把他囚禁, 帶他上來, 替他沐浴更衣後,
帶他見我。」暗一說道「是,莊主」。」
順天府
朱睿浚說道「兒臣參見父皇, 朱睿灝之子朱承燝被人救走了,
還不知是什麼人做。」「你先退下吧」「兒臣告退」
棲霞山
暗一說道「莊主, 朱承燝在殿外。」宇浩(朱睿灝)說道「帶他進來後. 你先退下吧」朱承燝走進殿內,
宇浩(朱睿灝)說道「你以後便是暗夜閣少閣主和棲霞山莊少莊主,
你改名為宇熙」「你為什麼要救我」「燝兒, 你記得這個玉佩嗎? 」「你為什麼有父王之物, 你是父王,
王伯們不是說你……」「的確昔日朱睿灝已死, 我現在是宇浩, 當年我在親衛保護下僥倖生還,
逃到棲霞山, 熙兒你以後戴上面具吧」「暗一, 帶少主去休息」在宇熙出去後,
暗一說道「莊主,外面有一位公子求見。」「帶他進來後,你退下吧」「請問公子是…」「我名為葉青,
請大人收下回顏丹, 此丹回復你受損面容, 另外, 我受人所托, 把此盒(令牌)交給大人。」「多謝葉公子,
暗一送客」
天庭
白子睿(白子寧之兄)說道「二殿下(白子寧), 收下了嗎? 葉青你去他身邊保護他,
畢竟他現在是一個凡人」「收下了, 屬下領命」「你退下吧」
棲霞山
當宇浩(朱睿灝) 打開盒子時, 觸摸盒內的令牌, 他作為白子寧記憶回來, 宇浩(朱睿灝/白子寧)
說道「是時候讓他們得到報應」
 大明 五月十五 應天府
朱睿浚於應天府起兵謀反, 楚王朱睿淳奉旨率領五萬大軍與其交戰, 戰後, 朱睿浚押回京城天牢,
朱睿浚供出犯下之事一. 起兵謀反 二. 誣陷秦王朱睿灝。  
大明 六月初五 順天府
明帝看完罪狀後大怒, 令左右押朱睿浚上殿, 宣判翌日處決 ,
突然一位公公走進大殿說道「奴才參見皇上,
殿外有人自稱是五皇子。」明帝朱景琛說道「帶那個人進來」朱睿灝跪下說道「兒臣參見父皇」明帝
朱景琛驚訝地說道「這聲音是灝兒,當年那個逆子不是殺了你,」「兒臣僥倖生還活下來」之後皇帝擬
旨後宣旨「   ,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朱睿浚起兵謀反 誣陷秦王朱睿灝, 皇五子朱睿灝恢復身份複封秦王,其

       長子朱承燝複封秦王世子, 次子朱承煥遷入皇陵, 此案倖存者恢復身份複職, 冤死者加以撫恤, 引發此
   案朱睿浚賜鴆酒,從犯淩遲處死, 朱睿浚之子朱承旭廢庶人, 欽此。」

大明 十月初六 順天府 奉天殿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皇次子楚王朱睿淳天稟仁厚,今封為皇太子,以固國本。

 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景榮二十一年四月 順天府 乾清宮
明帝朱景琛突然駕崩, 享年46歲, 實為太子朱睿淳下毒而死。
 太子 繼位, 改次年為天耀元年朱睿淳
天耀十二年六月初一
秦王朱睿灝薨, 享年30歲, 實為被明帝朱睿淳私下賜鴆酒而死, 因秦王朱睿灝得其毒殺明帝朱景琛。



 



第四章 (1)身份

冥界(地府)
朱睿灝死後, 在冥殿夜閣(冥王寢殿)的白子寧甦醒, 「屬下青湖參見主上, 主上你歷劫歸來。」「嗯,
本君要見朱睿浚和朱景琛, 押他們到正殿本君要親自審判。」
冥界牢房
兩位陰差分別說道「朱睿浚, 冥王殿下要見你」「朱景琛, 冥王殿下要見你」
冥殿正殿
朱睿浚和朱景琛跪在殿下等候冥王, 殿門外侍衛「冥王殿下駕到」白子寧坐到殿上王座,
反手變出生死薄, 「朱睿浚……」被朱睿浚打斷「你是朱睿灝, 你為什麼……」青湖說道「大膽凡人,
突然打斷殿下說話, 按照神界和冥界律例,
依律處以雷刑和五十下笞刑」朱睿浚說道「這裡不是冥界,為何處以神界律例?
」青湖說道「殿下不僅是冥王, 亦是神界的二殿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