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與怪異的戀曲]《怪異狩獵學
生會》

作者: 白棉籽

Powered by 紙言

https://www.shikoto.com


１．怪異之章(鏡花水月)

第1章 - １．怪異之章(鏡花水月)

我的學校座落在風見山山腰，附近一整個山頭都是風見神社的地域。

風見神社是神聖的場所、是庇佑我們學校的守護神。這種概念一直像信仰植根在每一個風見高中的學
生和老師職員心頭。至於我，當然也毫不例外。

然而那種莫名其妙的神鬼之說和我的頹廢青春掛不上邊，我是這樣認為的。

在某個炎陽高掛的夏日，我躲到學校後方的一處樹蔭，邊滑手機看平時習慣了追的網絡討論區的故事
連載、邊在沒胃口的狀況下勉強嚥下從學校飯堂買來的飯盒。酷熱的空氣使我感覺呆呆滯滯的，惱人
的蟬兒又叫個不停、始終教人心煩意亂，我不由得不討厭起夏天的日子來。

我納悶地讀起討論區裡的怪談。過了一會，我意識到那些事情其實和我的生活沒有絲毫關係，又不快
地關上了手機的屏幕。

真是無聊……

我望向風見山的山頂，見不到風見神社的大鳥居，只見一片茂密的林木。

*

風見高中尚且能算是一所很有歷史的學校。

五十幾年歷史的這學校，本校有四層、副校舍兩層、還有和本校相連的一個禮堂。我讀的二年三班在
本校的二樓角落。

雖然歷盡滄桑，但因為已經重修過很多次，看起來內外都還未至於到殘破不堪的地步。

作為一間舊學校，古舊的傳說固然是有的。

日本自古有塗壁的怪談，最初應該是福岡人的玩意，是會偽裝成牆壁的妖怪，有讓人迷路的奇怪癖好
，真是惡趣味……我們學校也有個類似的故事，聽聞曾連續有學生在學校附近臥屍，死因竟是活活渴
死，有人說這就是因為那些人遇到了會故意使人失去方向的怪異，被困在原地打轉逃不掉，飢餓交加
而死。

真是無聊……

又，我們學校「出產」的這個怪異，被認為是具有迷幻他人的能力，可能擁有美麗的容貌、又或是知
曉某種控制他人精神的把戲。

美麗的怪異是怎麼一回事？

當年死了人的事應該是胡編的吧……



總而言之這種本土怪談其實蠻像是抄襲塗壁之說、再亂加以修改而成的廢作。

*

「櫻尾……你在發什麼呆。」

社團課室裡的羽奈香對正在胡思亂想著怪談的事情的我問。

我並沒有認真理會的打算、敷衍應道：「沒什麼……」

羽奈香對怪談一類的事情特別感興趣。應該說，其實這個古書部裡的部員都應該對這些事情有點喜愛
。我算是比較例外的，我在這裡出現本身都是一件出錯的事情。我應該永遠屬於「回家部」的一份子
。

「櫻尾總是心不在焉。」

要你管。

我埋首在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字裡行間裡頭。怪談之美不在於怪異，而在於文字。聽起來像某種哲
理名言，說出來卻肯定要遭部裡的所有人當作異端教徒給活活打死。

任何時間都在倒頭大睡的懶惰夕月學姐、精神旺盛得惹人煩厭的男生正依、特別多問題的怪異專家羽
奈香……

我不禁疑惑起來，到底我自己是在什麼機緣巧合下不幸遇上這群傢伙的。

*

我從小學就沒有朋友。

過日子只靠文庫本和網絡小說，從沒有人際這種摸不著邊際的虛幻之物。

升到高中以後，我勉強在夕月師姐的煩擾式拉攏下，來到了幾近要因為缺部員而滅部的小社團。至於
同班的同學，我始終無法進入任何圈子裡，我習慣自己一個人在團體以外過日子。我應該算是只顧獨
行的怪異、青春的怪異。

*

當天黃昏的時候我便回家去了。

誰也沒預料到，夜深之時我突然又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來上學的路。

至於原因……我確實已經完全忘記了。我甚至不能肯定我那個時候在半清醒的狀態到底知不知道自己
在做什麼。可能是被迷幻、操控了。

就結果而言，我迷路了。



我在自己學校附近迷了路、在自己已經走過無數次的路段之中喪失了方向。

「怪異」。

就算我不相信那種低質故事所創造出來的詭異之物，那種事物還是正充斥著我的腦海。

四周的街道全都好像變成了同一個模樣。

房子、路燈、牆……我在由這些事情構成的迷宮漫無目的地遊蕩著。

忽然前方見前方的人影，我急步追了上前。

與此同時，突然整條巷道陷入了一片黑暗，所有的路燈都關上。

我不禁悚懼起來、不再前行。

那個人影朝我緩步走過來，我逐漸能在淡雅的月光下稍微洞悉對方的模樣。我一直屏息地留意前面的
那個身影到底是什麼。

一抹長髮散出如月色般的暗淡白光，又似花一樣被風兒搖曳著。

少女來到距離我十多步的位置，才停下了腳步。

都這麼晚了，這到底是哪位？我疑惑地待在原地不動。

接下來的一瞬間，我立刻意識到要出事情了，拔腳調頭就向後方逃跑。

整個街道都變成了黑白灰三種顏色，我的意識也更模糊起來。

得冷靜下來。

我望向逃跑的去路，前方又出現一個熟悉的人影，我轉身向後，那個少女還在方才的那處。

就算附近多昏暗，我依然能見到她面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光鮮的怪異，那是殺意盈盈月影與花絮。

這是我第一個親身接觸的怪談。

*

無限的恐懼感與求生慾使我急忙在一個岔路轉了進去。

這時一個人從轉角冒了出來、瞬間就緊緊掩著我的口，跟我在一邊蹲下來。

「別亂動、也別出聲音……」那是一道女聲。



我直覺那不是心存敵意的傢伙，跟從了她不明所以的指示。

我們所在的這個小巷沒有一盞路燈，我看不清楚她的面孔。

她卻自己表明了身份：「櫻尾，我是羽奈香。」

擁有長髮、元氣、文學氣息，人稱怪異專家的少女——羽奈香。

這是什麼一回事啊……

「真是有趣……」她續細聲道：「『鏡花水月』。」

「『鏡花水月』？」我掙脫她的手、問。

「使別人迷路的怪異。」她應道。

引起學校怪談裡迷路之災的，原來就是被稱為「鏡花水月」的怪異？

「不是我還是頭一次見到這個怪談的本體。」她補充。

「我們有可能逃出去嗎？」我問。

「嗯……」她遲疑了一會，答：「一定有的。」

我陷入沉思。

我到底為什麼會無故就來到這裡來？

我自己的行動我自己應該最清楚，但我卻完全這點摸不著頭緒。

為什麼羽奈香會出現在這種地方？

怪異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我陷入混亂的思緒。

「櫻尾，想活命請聽我說。」羽奈香說。

她的說話打斷了我的心煩。

我點了頭。

「願你平安。」她語氣低沉說。

「拜託別說得像要離別的話語。」我冷淡地應。



「古守，請閉上雙眼。」她又說。

我閉上了雙眼。

那是我第一次被同學以名字直呼。



２．學生會之章(古風見御守)

第2章 - ２．學生會之章(古風見御守)

在風見神社的神木下，我因為早上柔和的陽光醒來。

我拭著眼睛，拿起被放置在自己身上的一本舊書。

啊……是《百鬼夜行》。

隨便翻到內頁，一個青色的御守掉下來。

這是什麼？我撿起那東西。

我留意自己正身處的地方，那是神社之地。

我漸漸想起昨天的事情、和羽奈香。

昨夜的怪異是一種夢嗎？為什麼我來到了這裡？中間經過了什麼事情？

我站了起來，疑惑地望向山下風見市街道的景色。

*

烈日當空的中午，我照常自己一個人在樹蔭下用膳。

我故意避開討論區所有和怪異有關的文章。

*

「夕月師姐。」我說。

社團課室的書架上密密麻麻的古書大部份都是夕月的所有物。

「什麼事情？」她問。

「我們部有《百鬼夜行》一書嗎？」我問。

「我們社是的確有這本書。」她想了想、答。又說：「最近羽奈香好像在讀這本書，我們部的那本應
該在羽奈香那裡。」

我悄悄拿出了早上的那本舊書。

這本書是羽奈香留下來的嗎？

羽奈香今日並沒有上學。



難道是有不測嗎？該不會……只有我一個活了下來吧？

我又想起那稱為「鏡花水月」的怪異，心情頓時變得複雜起來。

*

放學後在道路上，我讀起《百鬼夜行》來。

夕陽仍然掛在天邊，我一心只想著要在入夜以前回到家去。

別再遇上任何奇怪的事情就好了。

然而我剛巧卻在轉角遇到了羽奈香。羽奈香身穿私服，充滿氣質的白色短裙子、搭上薄薄的一件米色
外套。

看清楚羽奈香其實是個很漂亮的女生。

「啊，櫻尾。」她打招呼。

「昨天多虧有你。」我回應。

她先是笑了。

「忘了那些事就好了。」她瞬間又好像有點落幕起來，說著。

我很想問她到底是怎樣對付那種恐怖的怪異的，不過沒有再多話。

她顯然是怪異專家，自然有她的方法的。比起這些，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想問。

「在我閉上了眼以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說。

她沉默起來，隔了一會才應道：「都說忘記好了。」

「這樣啊……」我望著她，她的面色變得很難看。

「櫻尾。」她呼喊。

「是。」我不知所措地應。

「書裡的那個御守是我幫你求的，千萬不要弄失。」她說。

「是。」我還是重複的回應，抓緊手中的《百鬼夜行》一書。

「還有，請不要再理會任何和怪異的事情，連同先前的事情一起忘記吧。」

她很認真地說。我沒有回應。



她搭了我的肩膀一下，然後轉身離開。

羽奈香的身影漸遠，我見到她的腳一拐一拐的。

*

翌日回到學校，我小息的時候在自己抽屜裡無意中發現一封神秘的信件。上面註明來信者是「風見高
中學生會」。

學生會怎麼突然找上我來？

羽奈香今天在席，她見到我手上的信，立即走過來，把這信搶了過去。

「這信不應該是給你的。」她說。

旁邊的同學見狀，都在竊竊細語。

「你說那會是情書嗎……」

「才不可能，櫻尾那麼孤僻。」

我低下頭來。

「不要和學生會那些人來往。」她說。

「你怎知道……」欲言又止的我困惑起來，沒有再說話。

  羽奈香到底怎麼了。

*

我自己一個來到某處樹蔭，又享受自己一個人的午休。

我原本是這樣想，但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學姐來到我在的地方，突如其來跟我說起話來。

「我是學生會的人。」她介紹自己。

我想起羽奈香的話。

「你是櫻尾古守，對吧？」她又續說。

「是……我不清楚你為什麼會知道我的名字。」我緊張地應道。

「這種小事情隨便翻開學生的名冊就知道了。」她笑了，似乎是在嘲笑著我的無知。

可是她是怎樣知道我會待在這種地方的？



「櫻尾學弟，今天在社團活動的時間來學生會的房間。」她又說：「我可以解答你所有的問題。」

「所有的事情？」我皺起眉來。

「是的，包括『鏡花水月』的事情。」她回應。

夏天蟬兒又在叫囂，總讓人心煩意亂。

*

我待在古書部的時候，靜靜在一角又讀起《百鬼夜行》來，並沒有再向羽奈香說話的打算。我手裡握
著原本夾在書裡的御守。

我想起學生會那個學姐的事情。

「夕月學姐，我今天有點不太舒服，想自己一個回去。」我向夕月學姐說，故意找個藉口溜到學生會
那邊去。

雖然羽奈香警誡過我不要接觸學生會的人，但是姑且去找人解答一下自己的一大團疑問，我覺得很划
算。就算他們要找我什麼麻煩，我再適時退場就好了。何況我只不過是一個不顯眼的異類，他們要傷
害我也沒有任何價值。

對方開的條件實在太吸引了，令我不禁想要赴約。

「什麼病痛……還好嗎？你就回去早點休息吧？」夕月學姐關心地問。

正依和羽奈香都將視線投放在我身上，讓我好不好受。

「沒什麼……頭痛而已。」我起撒謊。

*

就這樣我獨自來到應約的地方。

學生會的房間很寬敞，我被已在守候多時的那個學姐邀請進內，坐在一張方桌前。而她則坐了在我的
對面。

「櫻尾學弟，你會來真是件好事。」她說。

「嘛……雖然就算你不來，我們學生也會向學方要求強行羈押你前來。」她換了個語氣又說。我當刻
非常不安起來。

「怎麼說？」我問。

「那是什麼？《百鬼夜行》。」她沒有回應我的話，而是示意我讓她拿過我手上的書。我沒有抵抗，
遞過了給她。



她拿過了書、翻開。接著拿起書中猶如書籤的御守。

「這是……」她似乎是感到惑然。我則沉默不語。

「羽奈香……那孩子是傻了吧。」她說。

這下子，讓我也感到很迷茫了。

「羽奈香？」我問。

「別著急，我正好要跟你解釋這一切。」她回應。

*

風見神社——守護我們學校的建築物，以風見山為靈力的泉源，保護整個風見市和這裡的人。然而
，這風見山亦引來各式各樣想佔有靈力的怪異。

神社固然神聖且具有力量，但是神社、山、風見市，以及這裡的人和怪異之間關係連繫的平衡，其實
是無比脆弱的。需要外在的靈力操縱者洞察和維持。

因此，學生會暗地裡有一團組織，以狩獵怪異、保護神社、維持靈力為職，一直秘密地在守護風見神
社附近的整個地區。他們每個人都受風見神社庇佑，擁有極充裕的靈力，體力、恢復能力、怪異抗性
都遠遠在常人之上，且能運用法術。

這份職責絕對是神聖的、是光榮的、是偉大的。

而「怪異狩獵學生會」正承擔起這一重任。

那個學姐這樣說。

她當然也是其中的成員。

「而你認識的羽奈香正是我們的一員。」她說。

我屏住了呼吸，羽奈香從沒有說過自己是學生會成員的事情。

「正是她在『鏡花水月』的怪異之中救了你。」她繼續說。

我低下頭來，這一切的事情都太虛幻了。

「你手上的御守是風見神社舊址的古御守，也就是「古風見御守」。很有靈力吸附力的護身符。」她
歸還御守給我，然後說。

「是嗎？」我說，想起。

「這東西很少見，是古物。」她說。



這根本不是求回來的，為什麼羽奈香要欺騙我。

「少年，你要考慮簽訂契約、成為『怪異狩獵學生會』的一份子嗎？」她突然問道。

「為什麼要簽訂契約？還有我才不會做那種事情。」我回應。

「其實不到你選擇……你是接觸過怪異的人，染上了怪異的氣息，以後更容易遇到怎麼樣事情，你自
己最清楚。有話在先，最壞的情況學校可是會要求你退學。」她恐嚇我道。

「為什麼？為什麼學校會這樣？」我問。

「校方可是知道你遇到什麼的哦。你猜想一下，他們會不會讓沾惹怪異的傢伙留在這裡？為了靈力平
衡、為了其他學生安全……校方會選擇什麼呢？」她口出狂言道。

我狠狠地瞪著她。

「喂……我說啊，可愛的學弟，別那麼兇巴巴的瞪著你的學姐嘛。」她說：「我正為你在思考出路啊
。你要是簽訂契約，沒錯那可是很莊重的事情，你就可以作出一點貢獻，免於被屠宰哦。」她笑盈盈
地說，卻讓人心寒得不得了。

我不想踏上退學之路，雖然我實在很不爽被這樣強迫……但是我又似乎真的已經毫無退路。

「我知道了。」我沮喪地答允她。

「歡迎。」她露出興高采烈的樣子。

她接著擺出準備好的一本記事本，翻到一頁，放到我的面前。

「在這裡簽個名字。」她指示我，記事本上有幾行聲明的文字。

我短暫停止了呼吸，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就在簽完的同時，我的手指傳來如針刺的痛楚，血印了在記事本上。

於是，我在突如其來之中遇上「鏡花水月」怪異、在突如其來之中遇被女同學羽奈香所救、在突如其
來之中答應了加入「怪異狩獵學生會」……

我無奈地嘆著氣，這到底是什麼命運啊。

*

黃昏下，我來到校門前，正準備離開學校。

誰料羽奈香就在校門外那轉角，在站著。

我上前打招呼。



「頭痛、什麼病痛……我看是好奇心過剩引起的病。」她說。

我吃了口驚，然後慚愧地避開了她的視線。

她看來是知道我到學生會去了。

「真是的……」她像是快要哭泣起來。

「對不起……」我試圖道歉點什麼。

「我明明已經那麼努力……」她說話的聲音開始變得不同。

在說完那句話的瞬間，她蹲了下來、掩著自己的雙頰在失聲痛哭起來。

「為什麼還是阻止不了這一切？」她哀鳴著。

此時的我只能不知所措地留在那原地。

聽少女的哭啼聲融化在無法磨滅的記憶裡。



３．怪異之章(霧裡看花)

第3章 - ３．怪異之章(霧裡看花)

最近下雨的日子特別多，沖走炎夏的一絲熱氣、卻在風見山泛起霧氣。

聽說過有句話是說「霧裡看花花非花，水中望月月非月。」。

我又不禁回想起那個美麗得讓人窒息的怪異。

鏡中花像、水裡月影——稱為「鏡花水月」的迷幻怪異。

我想著想著，來到了風見神社舊址，這裡正是我要赴約的地方。

「風見神社舊址雖然早已荒廢了，但是擁有的靈力卻絕不輸給現在的風見神社。」一道女聲說著，我
就知道前面有我要找的人。

和我同一個年級、穿著淡黃色迷你裙的短髮少女，就待了在我眼前那不遠處。

我環顧周遭，迷霧繞著附近的竹林，只有神社的廢墟沒有任何霧氣遮蔽。

*

「依櫻學姐跟你說了什麼？」短髮少女問，她的名字是奈乃花。她說的依櫻學姐就是先前學生會的那
位學姐。奈乃花個子很小，其實挺像個小朋友。

「喂……我正在問你問題。你該不會有喜歡留意別人身高、因見到幼小身型的女生就在暗自沾沾自喜
的怪癖吧？」她催促我回答她的提問。

「才不可能。」我冷靜地否認。

「好可疑。」她又說。

「嗯……學姐她說到靈力、怪異、神社的事情，又提到學生會的工作。」我把對話拉回正題。奈乃花
默然不語，似乎是在思考什麼著東西。

「立見？」我說，立見是奈乃花的姓。

「沒有……」她應道。

「怎麼了？」我問。

「沒有事情……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而已。」她回應。

「是嗎……」我說。



我望向山下，見不到任何事物，有的只是一片白色的霧海。

「櫻尾是因為什麼選擇成為怪異狩獵學生會的人？」她忽然開口問。

「這個嘛……」我想了想，說：「因為我遇上了怪異，和怪異已經扯上了關係，必得幫學校出一分力
。」

「依櫻學姐是這樣說的嗎？」她問。

我點過了頭，又望那霧海始終不散去。

*

我之所以會到山上來，是因為奈乃花想要教我一些入門的事情。

奈乃花教了我一些狩獵怪異的基本法術的知識。

簽訂契約即與風見神社以及它的舊址連上了不可分割的關係，既是一種承諾也是一種庇佑，我們盡心
盡力為守護靈力和討伐怪異為工作，作為等價交換，我們所擁有的靈力和體力都比普通人要強上許多
，也能使用各式各樣的法術。

法術的施放形成和效果，是因人而異的。只要不是高消耗靈力的特殊法術，法術的使用基本是無限制
的，因為風見市內的靈力非常充沛。

奈乃花教我嘗試控制靈力，使用自身能駕馭的法術。經過一番嘗試後，我第一個學會的法術似乎是「
時間遲緩」，比如能能讓雨水停留在半空。

「真厲害的法術﹗」她稱讚道。我難為情地沉默起來。

「又下雨了，訓練的話就先到這裡吧，我們趕快下山去吧。」

奈乃花說、撐開手中的雨傘。

原本的細雨開始越下越大，把原本矇矓的風見山再披一層面紗。

我也打開自己的傘，我們倆在雨中離開了風見神社的舊址。

*

今天並不是上學天，我又回到來自己家。

躺到床上閉上雙眼，我滿腦子都是昨天的事情。

我無法撇開記憶中羽奈香哭號的樣子、她自己一個人跑著離開的身影。

到底為什麼羽奈香會哭成那個樣子？



任憑再思考，我始終還是找不到答案。

窗外的雨下著下著，就算沒有蟬鳴，我還是同樣煩心。

此時手機傳來訊息，我亮起了屏幕讀起一行文字。

「不要相信依櫻學姐的說話。」

那是羽奈香的訊息。

*

那天之後的第二日，我又來到風見神社舊址面見奈乃花。

山裡的迷霧還是不願退散，奈乃花又待在了神社旁邊。

她今天換上了淺紫色的連身裙。

「怪異經過的附近通常會有空間扭曲現象，形成類似結界的事物。」她說：「怪異狩獵學生會需要有
出眾的洞察力，找出怪異出現的蹤跡。比如說……」

她看了看周圍，續說：「持續了兩天的霧雖然看似很正常，但是這裡的霧的詭秘的氣息。不知道會有
怎麼樣的怪異在霧中埋伏呢？」

「如果是在唬人的玩笑的話就算了吧。」我冷淡地回應。

她微笑著，我避開和她的眼神對上。

*

我呆在自己書房裡，望著風見山上散發的霧氣。

我又讀起《百鬼夜行》，怪談傳說總是誇張而不實的，如今我卻發覺自己活在真實存在怪異的世界，
真教人百感交雜。

突如其來之間，母親打開了我房間的門。

「兒子，你的女同學來找你。」

「女同學？」我疑惑地反問。

「很可愛的呢……什麼時候認識的？」

「哪位？」我來到樓下，正想看看到底是誰。

在見到來客正面目的一瞬間，我整個人愣住了。



在我家門前的這位少女，擁有罕見的一抹白色長髮，那長髮散出如月色般的暗淡白光，又似花一樣被
風兒搖曳著……

我清楚記得，那是被稱為「鏡花水月」的怪異。

*

怪異之物親臨自己家，是種什麼樣的體驗？

我坐不安地為她遞上了茶水、便一直低下頭來。

「啊，人類。」她說話了，那是一道稚嫩的少女聲音。

「怎樣稱呼？」她又繼續說。

我在猶疑要如何是好，沒有給任何反應。

「你是……大前天夜晚那個……」我戰戰兢兢地說。

「啊，是的，我被你認識的那個女生封印了大部份的靈力。」她回應：「真是惱人呢。」

我在急速思考，這樣和怪異之物面對面說話，到底是個什麼悲哀的光景？

「啊，人類，別那麼緊張。我已經沒有要傷害你的意思。」她似乎是了解到我在想什麼，說著。我半
信半疑地面向她。

「況且你身上沾染的御守氣息太強烈，我都無法對你造成任何傷害。那個啊，是那個女生將御守交給
你的吧。」她說、同時撥弄她那美麗的長髮。

她一直說的「那個女生」，應該就是說羽奈香沒錯了。

「明白了，那你的來意是？」我問。

「人類，今日入夜以後，來到風見神社舊址吧。」她提出邀約。

「羽奈香也會在那裡。」她又補充。

風見神社舊址？羽奈香也會在那裡？

到訪的怪異「鏡花水月」很快又離開了，只剩下我一個在苦惱。

*

晚上六時左右，我來到風見神社舊址。

霧氣比前幾次來到的時候要多許多，霧海已經快要把神社吞沒。



就像是霧裡看花般，我隱約能見到「鏡花水月」的怪異就待在神社的爛木板上、玩弄自己的白色長髮
。霧裡看花花非花，那抹白色並非月色亦非花色，而是少女的身影、是怪異的身影。是美麗得要讓窒
息的虛幻怪異。  

奈乃花說過，山霧中不知道會有怎麼樣怪異隱身，看來不是隨口說的。

「人類，很守約嘛。」少女說。

我留意著在一旁竹林前的女生，那是羽奈香。

*

羽奈香一直留在那裡，隔著一層霧和我說話。

「這個怪異是怎麼一回事？」我先問她。

「正如你所見，『鏡花水月』這怪異還依然存在在這裡、在這個風見市裡。」

羽奈香開口道。我望向那個身為怪異的白髮少女。

「你知道了吧。」羽奈香又說：「要消滅怪異根本就沒有那麼簡單。學生會那些人是知道的，他們還
有更多更多重要的事情未跟你說明清楚。」

我確實很困惑，為什麼『鏡花水月』還會出現在這裡……

我問：「既然如此，學生會那些人到底是要怎麼樣才能消滅怪異的？身為狩獵團，你們背負起那種重
任，一定有你們的方法對策吧……對吧？」

奈乃花和依櫻學姐都說過怪異狩獵學生會是偉大而擁有力量的團體。

「櫻尾。」她說：「等等……我想你得了個非常嚴重的誤會。」

「欸？」我歪個了頭。

「只有絕少情況能夠『消滅』怪異，才沒有這麼暴力的事情……只能驅逐怪異、或者借助神社的力量
封印怪異。消滅怪異是不太可行的。」她繼續說。

「什麼？」我疑惑起來。

「就算我們從神社和風見山那邊借來大量的靈力和庇蔭，我們和怪異之間在實力上還是有好一段的差
距。」她補充。

「是這樣的嗎？」我嘗試理解羽奈香的說話的意思。

「櫻尾……」羽奈香叫著我。

白髮少女這時從木板上站了起來。



「你知道自己的法術能力了吧？」羽奈香問。

「嗯，是時間遲緩。」我答。

「我知道。」她說：「奈乃花和我提過。」

我默然不語。白髮少女慢慢朝我走過來。

「那麼，你就對眼前的這位怪異使用遲緩法術吧。」她說。

我伸起左手向前，對住稱為「鏡花水月」的怪異施法。

我感覺靈力如泉湧般從我的左手流出。

然而這個怪異卻絲毫沒有行動遲緩的跡象，依然從容地來到我的面前。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慌張起來。

白髮少女在我距離我一步之遙停下步伐，以她那幼小的手托起我的下頷。

「鏡花水月」應該是走進了末路的怪異、應該是被封印的怪異……

怪異狩獵學生會應該擁有超越常人的靈力和法力……

可是為什麼……

「你身上沒有帶御守吧，要是我存心要殺害你的話……」

她面露無比可怕的笑容，說。我摸了摸自己的衣袋。

「嘛……你早就死了。」她把說話接了下去。

到底是霧裡的花影最幽詭、還是學生會讓人更猜不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