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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龍王星本身是一個文明同魔法共融的地方，有專門訓練戰鬥力的地方及學習魔法
的地方，但由於居住於此星球的外星人-龍王星人生性好戰，喜歡透過不同的時空歷
險鍛練自己，同時透過解決事件作出進化。龍王星人的進化相等於立下一定功勞後
就能升等級，最終目標係成為這個星球的統治者─龍王。龍王外表是一條金龍，但
人形的樣子因為沒有人見過所以無從得知，但它擁有毀滅整個時空的力量及令其重
生。
 
 
 本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女性的龍王星騎士，她的做事方針是為同伴揮劍及保護別人眼
中重要的事物。她的名字叫艾曼達，是一位身穿黑色盔甲的人，盔甲上衣的胸口位
置有個龍形紋章。她本人的外表有一對紅色的眼睛及灰色的短髮,別稱初代黑龍騎士
。她本來是一位叫白雲的騎士，屬於龍王的守護騎士之一。但一次任務出了意外，
她的姐姐的聖劍受到兩大邪靈入侵，當時基於原因不明情況下她擔心姐姐誤碰自己
的劍後出現問題，她便搶先拿了聖劍去戰鬥，結果身體受到邪靈入侵及被附身，成
為了白龍騎士的影子，初代黑龍騎士由此誕生。
她的戰鬥能力是很高的,武器是一把魔劍,能斬除一切邪惡(無論虛或實物都能夠斬除)
，黑龍騎士的力量來源來自魔界，運用體內的血液化作紫色火炎消滅敵人。紫色火
炎的能力是消除怨氣,如果該空間怨氣越重，艾曼達的力量越大，所以主角有另一個
稱號叫來自地獄的騎士。
  
 
 艾曼達還有另一個身份,就是龍王的女兒，但龍王不只有她一個女兒，艾曼達還有一
個姐姐，別人稱呼她為白龍騎士。而且繼承龍王位的人不一定要有血統,是能者居之
的位置，防止出現無能或腐敗的統治者。由於龍王的繼承人無需血統證明，所以每
位龍王星的人民都好努力爭取解決事件的機會繼而進化。但主人公艾曼達除外，她
不但沒有此想法，她只想輔助自己的姐姐及陪伴在側保護她便滿足。艾曼達雖然劍
術了得，但她性格內向及受到自身力量影響，不喜歡和其他人打交道，甚至希望能
夠獨自解決所有事件，令身邊人不被捲入危機之中。但是龍王及她的姐姐白龍騎士
卻希望艾曼達能夠多一點依賴別人及與別人溝通，因為不是每一個件事都能夠獨自
解決，因為作為一個統治者不需要萬能，只需要有決策能力及與別人溝通的能力便
可。
   艾曼達也知道龍王與姐姐的心意，
所以她不斷前往不同的時空透過與別人溝通解決事件為目標而努力修行。  
有一日，艾曼達接到龍王的命令前往一個星球， 該星球的時空因為出現異變而發出
請求，龍王在艾曼達出發前特別交代小心行事，因為今次這個時空和艾曼達之前做
的任務的時空不同，是一個萬惡之源的地方，是一個以人界及魔界為主的時空，該
星球的名字叫魔星。魔星是屬於另一個宙域的星球，距離龍王星頗為遙遠，所以龍



王才會有此交代。確認任務內容後，於是艾曼達利用魔劍開啟時空隧道出發前往目
的地的時空，一切由此開始。
 



第一章

 
魔星─這個與龍王星位於另一個宙域的星球，外表是漆黑一片但由宇宙外望去的話
會見到一個巨大的「魔」字，所以龍王星稱呼它為魔星。生活在魔星裡的生物有兩
大界別，分別是人界及魔界，這兩個界別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已經為這個星球造成
嚴重的影響。雖然有人界的領導者提出和平條約，但根據任務內容顯示並不成功。
 
 
根據任務內容,艾曼達此行的目的是保護魔星裡的人界免受魔界侵略及調查魔星裡魔
界人口急增原因。至於魔界為何要侵略人界，原因是魔界的生存空間需求越來越大
，因為怨念與惡念的個體(簡稱吸血鬼)人數越來越多。
  根據龍王星監察的結果資料所得,吸血鬼的數目在數年間由數百個增至數千個，可
謂一個令人感到擔心及震驚的數字。至於吸血鬼數目增加得這麼驚人的原因則有待
調查。
 
 
當艾曼達到達魔星的時候，已經是人界的晚上,同時也是魔界最活躍的時候。由於時
候不早,發出委託的人應該休息了吧。於是,她在人界尋找落腳地,希望找到一個能夠
方便監察魔界的吸血鬼活動的地方。
雖然現在時間是晚上，但街上卻人流滿多而且發生不少的零星衝突，艾曼達在尋找
落腳地的地方已經遇到不少，心想：呢個時空的人還真充滿活力呢......晚上時間還沒
有休息,是受到魔界影響還是這些人們是吸血鬼之類的魔界的人們?還是詢問一下人
有沒有投宿的旅館或露宿街頭一晚,明天一早便尋找委託人查問一下情況吧！
  由於艾曼達現時還穿著龍王星的黑色盔甲，因此引來不少這個時空的人的目光及議
論，艾曼達心想：難道沒有人穿著成我這樣的嗎？連這時空的警衛也沒有？還是尋
找一個公園或休息地之類過一晚吧............同時方便觀察這段時間的情況！
 
 
於是艾曼達便走入附近一個公園找一張長椅稍作休息，但此時卻聞到血腥味，然後
發現稍為黑暗的地方有一隻吸血鬼在吸一個已經暈倒的女性，於是艾曼達便伸出左
手向吸血鬼方向發出紫色火炎(簡稱紫炎)，之後吸血鬼在紫炎燃燒下發出悲鳴後被消
滅。然後艾曼達走向那名已經暈倒的女性身邊查看她的情況及治療她被吸血鬼咬過
的地方，首先用紫炎消除傷口上的屍氣然後傷口便會自動痊癒。
  之後艾曼達便檢查女子是否有生命跡象，聽到對方微弱的心跳聲後才鬆一口氣，心
想：現在晚上還有女子獨自外出，而且還遇上吸血鬼狩獵，幸好我及時出現，否則
又會多一隻吸血鬼。確認女子沒有生命危險後，艾曼達便回到長椅上休息及等待女
子甦醒。
  



 
數小時後女子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公園裡感到奇怪，稍作回想便知自己受到吸血鬼
襲擊，然後忽然聽到一把女聲說：妳醒啦？該女子聞聲後回答一聲：嗯.......，然後女
子便見艾曼達由長椅上起身走到自己身邊，艾曼達便說：「醒了就好，下次別要一
個人晚上來這公園！」由於女子剛受吸血鬼襲擊後暈倒，誤以為艾曼達是吸血鬼，
立即向後退了幾步及嚇到面青，但艾曼達並沒有理會女子反應轉身便走。該女子發
現艾曼達的衣著雖然係黑色但好似著的是盔甲，印象中與襲擊自己的吸血鬼衣著不
同，便追上艾曼達後問：「妳是否吸血鬼？襲擊我的吸血鬼呢？？」
艾曼達感到無奈，便答：「我不是，被我消滅了。」女子驚叫：「被妳消滅了？妳
是誰？」
於是艾曼達沒有再理會她繼續往前走，女子再次追上說：「我的名字叫艾蓮，多謝
妳救了我！
為何妳會著黑色的盔甲？妳由第二個地方來的嗎？」對於女子的提問，艾曼達感到
厭煩並作出沉默反應且沒有回答女子問題繼續往前走，女子不甘心被無視再次追上
後沒有再問問題，只是一直跟住艾曼達往前走，直至艾曼達回頭問：「為何跟住我
？」艾蓮回答：「妳可否送我回家？」
艾曼達直望她數秒後回答：「不可以，我有事要辦，反正現在已天亮，失陪了！」
說完便再次轉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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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現在時間還早，艾曼達決定再觀察一下這個時空的情況再前去尋找委託人。畢
竟昨晚救了艾蓮後在公園待了幾小時並沒有觀察其他情況，但令艾曼達感到奇怪的
事就是居然還有魔界的人們(例如:妖怪與妖魔)與人界的人進行交流，艾曼達猜想：
難道這時空除了吸血鬼之外，其他魔界的人可以與人界相處融洽？
  於是艾曼達進入了一間食店打聽一下情況，向店員下單後，便聽到其他人在議論中
，其中有一人向同行朋友說：「知不知道這個星球將會發生甚麼事？」同行友人便
說：「現在魔界橫行，召喚師已經向其他星球發出請求，應該好快便會向魔界進行
交涉或討伐吧！就算有時相處融洽，但來自魔界的始終魔性難除，守護人界的騎士
同伴們也在想辦法呢！如果真的打起仗來，人界未必守得住，必定生靈塗炭.........」
  另一人接著便說；「你知不知道召喚師到底向哪個星球發出請求？」他的友人便說
：「聽聞是向距離這個星球頗遠的龍王星，但龍王星何時派遣使者前來解決此情況
尚未知道.......聽聞龍王星的子民生性好戰，如果他們真的前來幫忙，這場硬仗人界軍
未必輸..........」
  艾曼達聽到這裡便感到奇怪，心想；為何他們知道龍王星的存在？雖然現在情況是
非一般，但沒有理由連向外星球發出請求的事也知道？為了向他們求證，艾曼達在
座位上起身向他們行去，順便打量一下對方是甚麼來頭，誰知一望之下便見到他們
的衣著和自己類似，同樣著上盔甲便知他們是守護人界的騎士之一。
  於是艾曼達便開門見山地說：「不好意思打斷你們談話，我是來自龍王星的使者，
請問你們可否帶一帶路？帶我前往委託人所在的地方！」結果兩位騎士對望一眼後
再用視線向艾曼達身上停留幾秒，其中一人便說：「妳便是來自龍王星的使者？只
有妳一人？？為何這麼快便來到？？？」
艾曼達回答；「是的！我昨日收到委託後便立即動身前來視察情況，所以暫時只有
我一人！」
接著另一位騎士便說；「好吧！我們帶路，剛好我們要前去當值。」艾曼達見對方
答應了要求便鬆了一口氣說；「謝謝及麻煩你們帶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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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曼達在兩位騎士帶領下穿過食店所在的城市，再穿過一個森林到達此時空最高的
城堡-太陽神殿。太陽神殿外表是一座古老式的城堡，城堡約有四至五層樓高。在城
門外稍等一會兒後，在兩位騎士引領下前往接見室，晉見這個時空最高的領導者同
時是召喚師的人，名字叫加拉西亞。
 
 
加拉西亞是一位女性執權者，外表約莫三十歲，衣著是以白色為主色金色捆邊的召
喚師袍及手握有粒紅寶石的權杖。她現在坐在皇座上等待接見龍王星前來的使者，
艾曼達進入後準備單膝跪下行禮以表敬意，此時加拉西亞卻開口說：「使者不必多
禮，請起身。」
 艾曼達聞言便不太拘泥此禮儀，於是站起身右手放於胸前鞠躬行了個騎士禮，最高
領導人加拉西亞及在場人士見到龍王星的使者這麼有禮感到驚訝，眾人心想：聽聞
龍王星的子民生性好戰，猜不到這麼注重禮儀！
 
 
等待龍王星的使者行禮完成後便說：「我是這個星球的最高領導者加拉西亞，使者
長途拔涉前來此星球辛苦了！請問使者到達此星球多久了？」艾曼達回答：「啟稟
領導者，我是龍王星的使者，名字叫艾曼達，我昨晚才到達此星球。」加拉西亞見
使者稱她做領導者頗感驚訝，便說：「使者不必多禮！稱呼我的名字加拉西亞便可
。既然使者剛到達此星球不久，不如請先入內沐浴更衣， 然後與我共進午餐，之後
再帶妳參觀及講解此星球現時的情況，好嗎？」接著加拉西亞見使者艾曼達只點了
一下頭，便命隨從帶領使者入內沐浴更衣及稍作休息。
  
 
加拉西亞見艾曼達跟隨隨從入內後，便向身邊的眾人說：「猜不到今次由龍王星前
來的使者是黑龍騎士，而且還這麼注重禮儀，不愧是龍王的女兒！」
  艾曼達進入內室後便見到有一個侍女面帶笑容上前問：「沐浴熱水已準備好，請問
是否先沐浴後更衣？使者沐浴後想穿著那一種衣服？」艾曼達回答：「好！只需要
給我一套黑色輕便衣服及褲子便可。」侍女回答：「是的，請問妳沐浴的時候，妳
的佩劍應該放在那？」艾曼達想了一下便答：「不用操心，我自會處理！」侍女回
答：「是的，奴婢先行退下，請使者先行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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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曼達進入浴池沐浴期間，正在水中打坐沉思中，忽然聽到有一把女聲問：「請
問使者需要我為妳刷背嗎？」艾曼達聞聲覺得好像在那裡聽過之後把頭轉向後方望
了對方一眼便知道原來前來的是自己昨晚救了的女子艾蓮。
艾蓮見對方反應後便說：「使者妳好！我是這裡的侍女總管，名字叫艾蓮，請容我
再次多謝妳昨晚救了我！請問需要幫妳刷背嗎？」
  艾曼達說：「不用多謝我，我只是剛好路過舉手之勞而已，不用幫我刷背了，麻煩
妳出去一下！我很快便會出來更衣。」艾蓮回答：「好的，如果使者有何需求請儘
管吩咐，我們侍女們會盡量滿足妳的需求，奴俾先行退下。」
  
 
約莫五分鐘後，艾曼達由浴池出來後用浴巾抹身，換上侍女準備的黑色輕便衣服及
褲子後便回到房間打坐稍作休息。打坐期間，忽然想起昨晚的事便呼喚艾蓮進入房
間便說：「我想了解一下妳昨晚獨自在公園出現的原因！為何深夜妳會獨自離開太
陽神殿？」
  艾蓮聞言後覺得奇怪，便說：「為何使者會問起此事？」艾曼達感到無奈便說：「
因為我想了解一下晚上時間魔界的活躍情況才會問妳原因，而且請不要有下次獨自
外出的情況，夜晚是逢魔時間，獨自外出特別危險！」
  艾蓮忽然眼泛淚光並雙膝跪下回答：「多謝使者關心！我獨自外出的原因是因家中
有人生病，需要金錢看醫生，所以我便獨自外出探望家人，此事沒有人知道，敬請
使者不要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否則我會被革職。我實在擔心家人安危才會出此下策
，還請使者見諒！至於魔界活躍的情況，奴俾並不清楚，還是等大主教加拉西亞大
人向妳說明吧」
  艾曼達見狀便說：「請妳起身！我不是在責怪妳，只是想了解一下原因而已。我答
應妳不會向別人提起昨晚的事情，妳可以出去了！」艾蓮見使者答應了，便開心地
說：「是的，多謝使者答應奴俾要求，奴俾先行退下！」艾曼達心想：猜不到會弄
哭了她.........家人嗎.......然後右手緊握了一下拳頭後便繼續打坐。
 
艾蓮離開房間後便尋找手帕抹乾淚光，此時艾蓮的姐姐艾莉剛好經過，見到自己妹
妹用手帕抹眼睛，以為由龍王星前來的使者為難自己的妹妹，正想上前了解一下情
況，誰知妹妹一見自己便走遠。艾莉對她的反應甚為不解，但又不好意思追上妹妹
問明白或向使者查問發生甚麼事，艾莉雖然是太陽神殿算是身居要職，是保護神殿
安全的騎士裡其中一個小隊的隊長，但也不可以找使者麻煩只好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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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曼達此時正在房間裡打坐完畢後稍作休息中，便想和龍王星的同伴聯絡一下，猜
想：不知道可否與大主教溝通後代為安排通訊？因為接到任務後太急於前來此星球
，連向姐姐告別一聲也沒有？不知道其他同伴情況如何，我所屬的艦隊出發了沒有
？連向艦隊打招呼也沒有便出發，同伴到達後我肯定會被責怪吧？！
  正猜想著這些期間有名奴婢進入房間表示可以與大主教共進午餐了，於是艾曼達便
跟隨該名奴婢前往大廳。
 
 
進入大廳後便見大主教上前迎接，艾曼達連忙行了一個騎士禮之後見大主教加拉西
亞作出微笑反應，她說：「使者已經沖浴稍作休息了吧，請前來就坐與我共進午餐
→之後再了解一下此星球正處於的情況吧！」艾曼達回答：「好！但我有事請求，
請問大主教可否聽我說？」
大主教感到奇怪便說：「使者請說！只要我能力所及必定幫忙！而且正如我之前所
說一樣，稱呼我的名字便可。」
  於是艾曼達便說：「謝謝妳，加拉西亞！妳也可稱呼我的名字但不用加使者兩個字
。我的請求是在進食午餐及聽完妳講解此星球的情況後，可否幫我安排聯絡龍王星
的工具或召喚術？我想和我的艦隊聯絡一下！」加拉西亞說：「可以，我命人安排
！」之後她便和身邊隨從交代了幾句便和艾曼達共進午餐。
  
 
與加拉西亞共進午餐後，加拉西亞邀請艾曼達去花園散步同時說明關於這個星球的
情況。加拉西亞說：「剛才的午餐適合妳口味嗎？」於是艾曼達便回答：「適合而
且非常美味，多謝妳的邀請！至於此星球經過我昨晚的觀察，發現不論人界還是魔
界都好喜歡夜生活，而且相處融洽，不過還有不少因爭執發生的打鬥，這星球的人
界戾氣這麼重是受魔界影響的嗎？魔界的人們由其妖魔為何在日間也會出來活動？
」
  
 
加拉西亞說：「艾曼達妳感到疑惑也是正常的，因為人界與魔界訂立了和平共融條
約，雙方為了達成此條約的目的都共同努力著，而我身為大主教都感到好欣慰。但
這條條約之前是沒有的，因為我是一名半人半吸血鬼的存在，所以才會向雙方表達
我的意願之後訂立此條約達致共存。可惜，魔界有數名魔王並不認同此條約，因為
他們認為人界被他們更加醜惡及殘殺他們同胞及其手下，所以他們近期還組職同盟
向人界進軍導致現時的情況。我身為大主教當然不希望發生戰爭，所以已經盡力作
出調解，但由於我的特殊情況，難以令人界相信這場戰爭是魔界單方面挑起，人界
已經不會再聽從我的說話而魔界也出現同一樣情況。」
 



接著語帶淚聲說：「大戰一觸即發，本身人數不多的人界必定生靈塗炭.........面對長
期的戰爭，我真的沒有其他辦法及感到身心疲累才會向龍王星提出協助。」加拉西
亞正想尋找手帕抹掉眼淚卻見到自己面前已有一條手帕，原來是艾曼達遞給她的，
加拉西亞說聲謝謝便開始抹掉眼淚及平復心情。
 
 
艾曼達等待她心情平復後便說：「經由妳的說明此星球情況後，我已大致掌握情況
。妳累了，不如我送妳回房間休息吧！接著我會向龍王星報告情況。」加拉西亞說
：「好的，有勞妳了，艾曼達！」



第六章

 
 艾曼達送加拉西亞回房間後看著她入睡，心想：「雖然她是半人半吸血鬼的存在，
但年紀輕輕便承擔這星球的未來，當真辛苦她了呢！我雖然算是明白及同情她的處
境，但萬一向龍王星報告後有指示要求我討伐她的話也沒有辦法，畢竟人界要交由
人界的人們領導比較好，雖然有沒有人才領導是一條問題.......唉！只能向龍王星同伴
報告現在情況再作打算！」
  
 
於是艾曼達放輕腳步離開大主教的房間並關上房門， 向門口守衛的騎士表示大主教
正在休息中，要他們幫忙看守及不要讓別人進入打擾。接著便向通訊室所在的地方
出發，心想：向龍王星的同伴報告情況，要求自己所屬的艦隊到達此星球外的宙域
後待命並安排一隊小隊共同前往魔界吧！
  正想向別人詢問通訊室在那裡的時候剛好遇到一名騎士路過，便打算向他打聽一下
便說：「不好意思，請問通訊室在那裡？」該名騎士說在頂樓，於是艾曼達道了聲
謝便前往通訊室所在的頂樓。
  
 
到達頂樓後便見到操作台及視像通訊裝置，由於加拉西亞安排了設定龍王星的通訊
位置，所以很快便和龍王星連接上。向龍王星的通訊士表示想找誰後對方便說請稍
等一會，之後對方一接通後第一句說話是：「笨蛋！妳去了那裡啦？不要總是要我
們去尋找妳的位置好嗎？總是要我們擔心！妳又不是不知自己甚麼身份，為何還這
麼不負責任一聲不響地轉移了？」之後便傳來旁人的笑聲。
 
艾曼達待對方責備完後便說：「為何這麼熱鬧呀？大家開會中？？」接著艾曼達口
中的大家心裡嘆了一口氣，眾人心想：大家開會原因不是因為妳嗎？深感無奈中。
接著有人出聲表示：「算了吧！伊奈，大家也知道隊長(艾曼達本人)是甚麼個性，她
今次主動聯絡我們已有進步，當我聽到她要求聯絡時當真嚇到了，還猜想她是否出
了甚麼事？結果一問是那個星球發出要求通訊，通訊士表示是魔星還要求約三十分
鐘後便要聯絡，我才會召集大家一起聆聽這次通訊的。」
 
說此話的人正是艾曼達今次的聯絡目標，她所屬艦隊的艦長，名字叫凱撒琳，外表
是一個四十來歲有一把金色頭髮的女子，她此時正坐在通訊大螢幕的中央。至於伊
奈是這艦隊的副隊長同時是主角的好友。艾曼達此時滿頭冷汗，心想；果然被責怪
了呢..........而且還連累大家擔心.........一會兒要向加拉西亞表示謝意她此時的安排。
調整了一下心情後開始向大家報告現在魔星的情況及要求艦隊到達此星球的宙域後
待機，
同時要求艦隊派遣一隊約四至五人的小隊交由自己指揮。面對以上要求，凱撒琳表



示沒有問題並說：「魔星的大致情況我已經掌握，難怪妳走得這麼突然，真的辛苦
妳了呢！現在艦隊已經離開了龍王星，相信約四至五日內便會到達魔星所在的宙域
然後待機，接著妳下一步打算如何做？要向魔界交涉或討伐嗎？？」
於是艾曼達想了一想便說：「現在我會與大主教商討對策，之後的事待艦隊到達後
再作打算！」接著凱撒琳便說：「明白，按照妳的意思行事吧！萬事小心為上，因
為妳是龍王的女兒不可以總是這麼任性，明白嗎？」艾曼達回答：「明白，謝謝艦
長及大家關心，今次的事很對不起！」之後便關上通訊裝置，打算回到房間等待大
主教由睡夢中醒來再商討下一步行動。



第七章

    艾曼達剛離開通訊室便被一個騎士叫停，這名騎士正是艾蓮的姐姐-艾莉，艾莉上
前說：「使者妳好！我的名字叫艾莉，是艾蓮的姐姐，請問是否已經和龍王星通訊
了嗎？接著妳打算去哪裡？？」於是艾曼達回答：「是的，請問妳知不知道大主教
是否還在房間休息？我打算離開神殿出去視察一下人界的情況，晚飯時間前後便會
回來。」艾莉回答：「我剛去大主教房間了解過，大主教還在房間休息中。請問使
者妳想離開神殿後需要我護衛或帶路嗎？」
  艾曼達想了一下後回答：「不用麻煩妳護衛了！只要給我一張附近的地圖便可。」
艾莉說：「好的，我找到一張附近的地圖後便送到妳的房間，我先行離開，再見！
」艾曼達目送艾莉離去後便轉身準備回自己的房間，這時奴婢總管艾蓮走前來說：
「大主教已休息完畢，她吩咐奴婢前來通知使者前往她的房間。」艾曼達點了一下
頭後表示知道，然後艾蓮便為使者帶路前往大主教的房間後，到達大主教房間前便
退下了。
  
 
 艾曼達便前往大主教房間敲門後等待，聽到請進後進入房間便見大主教加拉西亞仍
然坐在床上。加拉西亞見到來人是艾曼達便揮手示意前來床邊，艾曼達行了一個騎
士禮便走到她的身邊，然後說：「加拉西亞妳身體現在覺得如何？我已經向龍王星
我所屬的艦隊進行報告，多謝妳為我的安排。」加拉西亞回答：「剛才失禮了，身
體情況已好轉，多謝艾曼達妳的關心！妳和龍王星自己所屬艦隊報告後他們有甚麼
反應？將會對這個星球採取甚麼行動？？」
 
 
 艾曼達將自己的手放在加拉西亞的左手上說：「放心，妳現在休養好身體要緊，龍
王星那邊的事妳不用操心，我所屬的艦隊已經離開了龍王星前來此宙域，大約四至
五日後便會到達此宙域然後待命及將會派遣一支小隊交由我支揮行動。我打算現在
離開神殿前往人界再次視察情況之後再決定下一步如何做！妳安心休息吧！我很快
便會回來，大約晚飯前後的時間，不用安排護衛及領路人了，我已託人尋找一張附
近的地圖給我作視察之用。」
 
   
加拉西亞聽到艾曼達這樣說後便鬆了一口氣說：「這就好了，多謝妳的體諒及安排
，這裡有一點此時空的貨幣請妳務必收下以備不時之需！我現在再休息一會兒，然
後等妳回來與我共進晚餐。」
於是艾曼達收好貨幣後便說：「嗯，多謝妳的安排及請好好休息，今晚見！」之後
便離開大主教的房間，回到自己的房間時剛好艾莉送來一張地圖並說：「使者路上
小心！如有需要請使用此手提通訊器聯絡我們。」然後將手提通訊器遞上後便準備
離開，艾曼達說：「知道，多謝妳的幫忙，我出發了！」





第八章

 
艾曼達離開神殿後，按照地圖指示穿過森林到達市中心。現在是下午5點，此時間是
這時空的放學下班時間，此時市中心相當熱鬧，但名顯妖魔的數目也相對較少。艾
曼達猜想：是不是此時間接近吸血鬼出沒的時間導致妖魔數目減少？還是其他原因
？？
  
 
艾曼達打算先到昨晚休息過的公園再進行視察，結果卻見到今天早上在食店遇見的
兩名騎士由公園出來，而且神情凝重，看起來發生了不得了的事情。於是艾曼達上
前查問情況，便說：「請問出了甚麼事？」其中一人認得艾曼達是龍王星的使者便
說：「有兩名騎士及兩名市民被殺害了！！」艾曼達說：「行兇者捉到了沒有？有
目擊者嗎？？」
  另一位騎士便說：「還沒有捉到行兇者，目擊者相信是那兩名被殺害的市民，而且
兇器也沒有留下。」
  艾曼達想了一下便說：「被害者的屍體呢？我想運用我自身的力量查看一下。」
接著騎士便說：「在那顆樹下，我們為妳帶路。」艾曼達走到屍體旁邊時便召喚百
鬼之力展開結界查看屍體情況，誰知剛展開結界便發覺後方情況不對，傳來咕鳴.....
咕哈.....的怪聲，於是使用瞬間轉移離開那顆樹後見到兩名騎士正撲向自己轉移前的
位置，而且還變成妖魔樣子！！
  
 
艾曼達心想：原來如此！兩名騎士被兩名妖魔襲擊後死亡，當妖魔變化成他們樣子
時剛好有兩名市民經過看見並將其殺害。由於艾曼達出發時沒有佩帶魔劍，於是發
動心念召喚魔劍後瞬間將兩名妖魔斬殺！
  艾曼達為了避免引起其他人注意及恐慌，把妖魔斬殺後便用紫炎將牠們的屍體淨化
並再次檢查之前被殺害的人的遺體，結果和猜想一樣。於是艾曼達使用手提通訊器
聯絡太陽神殿的騎士前來這裡處理事件，正等待艾莉等人前來期間，忽然聽到有拍
手掌的聲音後聽到一把聲音說：「不愧是龍王星的使者，果然英勇及乾淨脷落！」
  
 
艾曼達聞聲便舉劍戒備，心想：「有埋伏？！」來者見狀便說：「不用緊張，我只
是一名普通的吸血鬼及人界與魔界交流監察使者而已，只是剛好路過此地而已，我
沒有偷襲妳的意思，我純綷剛好路過見到兩名妖魔襲擊兩名騎士後變化成受害者的
樣子，想湊熱鬧才會繼續留在這裡觀看事情發展。」
  艾曼達眼見對方是一名粉紅色頭髮的少女，正回想對方所說的說話時見到對方有意
離開便說：「不報仇嗎？打算就這樣離開？？」結果吸血鬼少女卻說：「牠們與我
種族不同，不用我為牠們報仇吧！而且妳都未必打得過我喔~今日的事就這樣先吧



，我走啦！」然後由背上伸出一對翼向東面飛走了。
  



第九章

  艾曼達猜想： 她到底何方神聖？竟揚言我打不過她........看來今晚要打坐後揮動木
劍一百下才可以休息了，不可以用魔劍揮動因為會產生劍氣造成破壞。這裡始終不
是自己所屬星球.....沒有適合的訓練設施，沒有辦法了.....待適應了這星球環境後才尋
找地方修練後再出發去魔界吧！
  
 
正猜想這些期間粉紅色頭髮少女早已遠去， 此時艾莉率領其他騎士到達現場，向艾
曼達問：「使者，妖魔呢？」艾曼達回答：「哦........不好意思！剛才在通訊裡沒有
提及，妖魔已經被我斬殺了！我沒有受傷，請放心！」於是艾莉回答：「不要緊，
妳沒有受傷便好了！差不多到晚飯時間，請使者先行回神殿稍作休息，今次這件事
情的善後工作請交由我會處理。」艾曼達便說：「好的，麻煩妳了！但我還是想在
附近行一會兒，不用擔心我，晚飯前我便會回來！」
 
 
艾曼達用言靈之術與魔劍說：「魔劍呀，回到本來的地方吧！」於是魔劍便在艾曼
達手中消失回到太陽神殿的房間。艾曼達忽然想起修練一事便向艾莉詢問：「太陽
神殿附近有沒有特別的地方適合修練的嗎？例如：魔界力量比較大的地方。我想去
那裡看一下！」
於是艾莉想了一會兒便說：「其實這個墓之地公園已經算是了，經常有妖魔鬼怪出
沒，但如果妳想去魔界力量再大一點的地方就要穿越市中心向東行便是，那裡叫煉
魔之地的地方便最適合了。使者為何要尋找這種地方？」
 
 
於是艾曼達便將遇見粉紅色頭髮的少女一事說出，艾莉突然面色發青地說：「粉紅
色頭髮的少女！！難道是魔界的那位女王？她在那個地方出現及向那個方向走？？
」艾曼達回答：「是在這個墓之地公園出現，時間是我斬殺妖魔之後，她飛上天向
東面離去的。」艾莉沉聲說：「知道了，我會向大主教稟告此事，謝謝使者告知！
」艾曼達回答：「嗯，不用客氣！保持聯絡！」之後便離開墓之公園出發前往市中
心。由於考慮到今晚晚飯後要打坐及練劍，所以艾曼達回到市中心後直接穿越森林
回到神殿與加拉西亞共進晚餐。
 
 
 



第十章

  艾曼達剛回到神殿便被奴婢告知晚餐已準備好，她便跟隨該名奴婢前往大廳與加拉
西亞共進晚餐。剛到達大廳便見到大主教正與某名奴婢交談中，見到艾曼達到達大
廳便揮手示意就坐，於是艾曼達便行了一個騎士禮然後就坐。
  
 
加拉西亞與該名奴婢交談完後便向艾曼達說：「剛才收到艾莉的報告表示墓之地公
園出現妖魔並被妳斬殺，請問妳有沒有受傷？需要治療傷口嗎？？」艾曼達：「請
妳放心，我沒有受傷，斬殺妖魔此乃天職，讓妳操心了不好意思！請問妳身體好些
了嗎？」加拉西亞：「妳沒有受傷就好！我的身體已沒有大礙，我們用膳先吧否則
飯菜便變涼了！晚餐後請到我的辦公室商討一些事情，好嗎？」艾曼達：「好！我
們先用餐後商討！」
 
  飯後加拉西亞便帶領艾曼達前往自己的辦公室商討事情，二人在辦公室一張四方桌
子雙對而坐。奴婢此時奉上茶水便退下，加拉西亞：「今天真的麻煩及辛苦妳了呢..
....與龍王星自己所屬艦隊取得聯絡交代事情又要斬殺妖魔，還遇上魔界的吸血鬼女
王，幸好妳沒有受傷...否則我難辭其咎........真的很感謝妳對這星球-魔星的付出！」
然後便低下頭鞠躬。
  艾曼達對此舉動感到不好意思，便說：「加拉西亞請不要這樣及請挺直身子，我聯
絡龍王星是我的責任，斬殺妖魔是天職及舉手之勞，不必太感激我的！而且我不可
以在這裡白食白住，經過遇見魔界的吸血鬼女王後令我知道我的力量還遠遠不足，
和妳商討完後我便要回房間打坐及練劍，所以我會盡自己微簿之力保護這星球。」
  
 
聽完艾曼達這番說話後加拉西亞已經泣不成聲及深感內疚，內疚自己為何這麼無能
力保護好人界，需要艾曼達千里迢迢來到此星球救助。艾曼達好似看穿了這點便說
：「在這星球每個人無論自身是人界的人還是妖魔鬼怪甚麼時候也需要別人幫助才
能成事，我好生羡慕此環境生活的人們相處得這麼融洽，這不是妳加拉西亞的功勞
嗎？就算失去的東西已經很多，但請妳不要放棄，因為在這星球生活的人們的心裡
都會感激妳帶來的一切。所以請挺起胸膛接受現狀，一定會有出路的！」
  
 
加拉西亞感到驚訝瞪大雙眼：「多謝艾曼達妳的體諒！時候不早了，我命人送妳回
房間休息吧！」艾曼達：「不用命人送我回房了，回到房間後我還要打坐及練劍，
不打擾妳休息了！」
說完便起身離開加拉西亞的辦公室返回自己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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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曼達剛離開大主教的辦公室後便遇到一名騎士向自己的方向走來，原來是艾莉。
她一見到我便說：「使者晚安！妳所屬的星球-龍王星本星有通訊找妳，請前往通訊
室聯絡。」
 
艾曼達：「好的，我知道了，現在便去。請問妳知道是誰找我嗎？」艾莉：「是白
龍騎士。」艾曼達道了聲謝之後便出發前往通訊室，猜想：為何姐姐這時候找我的
？難道龍王有新指示？？
 
  艾曼達帶住這些疑問很快便到達通訊室，發現通訊室的視像螢幕早已見到姐姐的面
孔，白龍騎士名字叫艾得拉，外表是有一對藍色眼睛及一把金色長髮，身上著住純
白色的盔甲而且一塵不染，顯得神聖不可侵反一樣。白龍騎士是龍王親衛隊的隊長
，每當想起自己的姐姐是有如此神聖地位的艾曼達便會覺得很慚愧，覺得純黑色的
自己會污染姐姐的純潔所以只好當她的影子守護她。
 
  艾曼達走到通訊器前在視像螢幕見到姐姐後便說：「姐姐晚安！請問姐姐找我何事
？是否龍王星有新指示或任務？？」艾得拉：「妹妹妳好！原來妳身處的時空已經
是晚上，妨礙妳休息不好意思！龍王星這邊剛剛是中午，放心沒有新指示或任務。
今次聯絡妳原因是想見一見妳和了解一下妳那邊的進展.......我還是等待龍王星的晚上
時間再和妳聯絡吧！」
  艾曼達聽見姐姐說此話時感到開心並鬆了一口氣地說：「姐姐請不要介懷妨礙我的
休息時間！因為我還未打算休息呢~而且姐姐公務繁忙，不想擔擱妳的時間，這我
就簡短滙報一下這裡的進展後便回房打坐及練劍後休息。」
  
  向姐姐滙報了自己與加拉西亞的對談的重點及已通知自己所屬的艦隊自己的位置而
且四至五日後便會到達所在宙域待命的情況後，艾得拉：「這樣講法妳那邊有可能
隨時爆發大戰.....需要我安排其他艦隊或親自前來助戰嗎？如有需要我會盡快趕來妳
身邊！」
  於是艾曼達回答：「姐姐不用前來及過份擔心我的事，現在還很安全。而且姐姐也
不需要安排其他艦隊前來助戰，因為我打算等待我的艦隊到達後派了一支小隊給我
指揮及安排人手守護神殿後，便會去煉魔之地進行修練，修練完成後再和妳聯絡，
好嗎？」
  對於妹妹的堅持，艾得拉只能答允同時交代道：「好吧！我會等妳下次聯絡，希望
妳平安無事地進行任務，記住不要勉強自己！」艾曼達點了一下頭後和姐姐說：「
姐姐，妳聯絡及關心我，我很開心，謝謝妳及再見姐姐！」之後便關上通訊器離開
通訊室，由於時候不早了，艾曼達昨晚也沒有好好休息，所以明晚才打坐及練劍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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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曼達在等待自己所屬的艦隊前來此宙域這段時間， 早上與加拉西亞共進早餐後便
參加大主教主持的會議。 參加原因是受到大主教邀請及有助了解此星球的運作直至
中午，中午時會外出食午餐及視察環境， 至於晚上便會返回神殿與大主教共進晚餐
後商討當天的事情， 每天都過著這些平穩的日子。 至於魔界的吸血鬼女王自從那次
在墓之地公園目擊後並沒有在艾曼達外出視察期間出現，這樣在晚上商討事情時氣
氛放鬆不少。
 
  四日後的早上，艾曼達收到通訊說艦隊已經到達此星球外的宙域，於是便和艦隊聯
絡安排人手前來。在艦長凱撒琳因應艾曼達的要求調配人手及飛行船前往魔星期間
，有隊員提問需要配帶武器或需要其他裝備嗎？由於她不清楚魔星現在處於甚麼狀
態，只好再聯絡隊長艾曼達。於是聽到她說：「由於需要大家留守神殿作據點，所
以由副隊長伊奈帶領一支小隊前來，成員包括一個突擊手、兩個狙擊手及一個軍醫
，請各位隊員注意由於今次要配合太陽神殿的騎士們進行守備，務必配帶所屬武器
及各自所需物品前來，一小時後集合後乘坐飛行船前往魔星，我在太陽神殿等待大
家。」
 
  約一小時三十分鐘後伊奈等人乘坐飛行船抵達太陽神殿的起降場，艾曼達與加拉西
亞領著眾騎士迎接。對於剛到達此星球的眾人， 加拉西亞以大主教身份表示熱烈歡
迎及而設宴款待，眾人向加拉西亞行了一個騎士禮便跟隨艾曼達入內享用宴會。
  眾人在前往宴會場地期間，伊奈忽然走前向艾曼達細語說：「原來她便是大主教加
拉西亞呀，雖然她是一名半人半吸血鬼，但不害怕我們聯手消滅她的嗎？始終按照
妳之前報告提及的想法一樣，交由人界的人管治比較好........但她都好友善呢，還為
我們洗塵設宴款待！」
艾曼達：「妳們相處久了便知她向龍王星求助及我會調派一支小隊來這裡的原因，
她雖然外表堅強但內心軟弱，一直支撐住這個星球的未來，真的辛苦她了呢！」
伊奈：「妳好像知道不少內情呢！」但艾曼達表示不再說下去，遲些妳們便會清楚
一切。
  
  眾人到達宴會場地後，在大主教加拉西亞一一引見之下，發現被宴請的人不單止有
他們，還有這星球的臣子及騎士。然後到艾曼達介紹這支小隊給大家認識：「這位
是我所屬艦隊的副隊長─伊奈、突擊手─布藍達、兩名狙擊手分別是─亞爾曼及喬蒂
、軍醫─奧爾瑟雅。」
  艾曼達介紹眾人後，加拉西亞再次表示歡迎並指示眾騎士要聽命他們指示作出守備
，至於人手編配問題交由太陽神殿的騎士長─弗莉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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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會後，加拉西亞邀請龍王星眾人及太陽神殿的騎士長弗莉達前往自己的辦公室商
討事情。
 
加拉西亞：「不好意思........由於時間緊迫，沒有安排剛到達此地的龍王星眾人可以
沐浴後再商討事情，我對此感到萬分抱歉！」於是以伊奈為首的眾人表示不要緊。
 
加拉西亞：「請問您們需要每人一支太陽神殿的騎士隊幫忙守備嗎？如果需要弗莉
達騎士長會安排給您們。」龍王星眾人面面相觀後等待隊長指示。
 
 
此時艾曼達：「副隊長伊奈及突擊手布藍達兩人請各安排一支六人騎士隊作巡邏之
用，兩名狙擊手亞爾曼及喬蒂請安排一支十人以上的偵察隊作偵察及輪班之用， 至
於軍醫奧爾瑟雅請安排一支醫療隊伍作後勤之用， 而且每名騎士及偵察員都需要配
備手提通訊器而作訊息交流之用。請問弗莉達騎士長可否作出對應安排？」
 
 
弗莉達：「可以，但請容許我需要時間安排及調配人手還有通訊器材的分配，明天
中午可以嗎？」艾曼達：「可以，有勞妳了！」於是弗莉達行了一個騎士禮便先行
退下，接著艾曼達對伊奈為首的眾人表示大家可以先行回房間休息及沐浴，我還有
事情與大主教商討。
於是加拉西亞呼喚艾蓮進入辦公室帶領他們離開， 眾人離開前向大主教行了一個騎
士禮才離去。
 
  房門關上後，加拉西亞感謝艾曼達的安排，艾曼達：「一會兒我會帶領他們在神殿
附近認識一下環境，明天中午後便會開始工作。約兩至三日後我會離開神殿前往煉
魔之地修練，順便適應魔界在此星球的力量強到那個程度以作測試我的力量可以發
揮到那個程度，以作日後大戰的佈處。雖然我都不想有大戰發生，但需要防患於未
然。我進行修練的時候會交由副隊長安排守備事情，至於我修練多少時間暫時未有
決定！」
  加拉西亞：「好吧，妳修練的時候請注意周圍安全及不要勉強自己！」艾曼達表示
知道後行了一個騎士禮後便離開大主教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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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曼達離開大主教的辦公室後， 便前往三樓的休息室與龍王星的眾人會合然後再帶
他們參觀太陽神殿及市中心。到達三樓的休息室後卻有名奴婢告知她眾人還在沐浴
中，由於亞爾曼是男性所以在四樓沐浴並已經完成，我們提供了一些輕便衣服給他
們替換。
  
 
艾曼達道了聲謝謝後，便先向四樓休息室找亞爾曼看一下他現在情況如何。結果一
到達四樓便聽到亞爾曼的聲音說：「為何不提供酒類飲品呀？本大爺最喜歡沐浴後
飲一杯！」於是艾曼達：「亞爾曼，現在算是執行任務當中，請你檢點一下，不要
製造麻煩！一會兒待大家沐浴完畢後便會由我帶你們參觀太陽神殿及市中心。」但
亞爾曼卻表示：「不用這麼麻煩吧，狙擊手的位置不就是安排在城堡頂層嗎？我自
己去視察便可以了。」說完便轉身離開。
艾曼達對此並不反感，因為亞爾曼一向是我行我素。其他奴婢見到此情況向她說對
不起，是她們招呼不周導致這樣，於是艾曼達表示不要緊。
 
  之後返回三樓休息室，剛好其他人已沐浴完畢正在休息室等候中，艾曼達：「不如
我帶妳們參觀一下太陽神殿及市中心吧！然後明天便開始巡邏及守備工作好嗎？」
眾人回答好後便出發了。此時喬蒂發現亞爾曼不在場便問：「我哥哥呢？為何不見
他蹤影？？」艾曼達：「他自己一個應該去了五樓視察狙擊及監察地點，我問過他
會否一起參觀神殿及市中心，但他怕麻煩拒絕了！」喬蒂：「哥哥真是的..........總是
我行我素.......他這樣會令妳難做的嘛！」
但艾曼達卻表示不介意。
 
  接著艾曼達領著眾人由一樓開始介紹，一樓有晉見廳、大廳、廚房及奴婢休息室，
二樓有浴池、會議室、訓練室及練習場地，三樓及四樓是分別男及女的休息室及客
房，五樓是頂樓有空中花園及通訊室。
參觀完神殿後便回到城門前告知守衛騎士要出去一會兒， 守衛騎士打開城門後眾人
穿越森林後到達市中心。市中心北面是太陽神殿，東面是煉魔之地，南面及西面是
一般市民的居住區，至於墓之地公園位於北面森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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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墓之地公園返回神殿時， 伊奈：「這公園便是隊長妳第一次在這個星球斬殺妖
魔的嗎？根據妳之前報告提及這裡有妖魔在幻化成騎士模樣時被兩名市民碰見並殺
害他們， 之後有發生類似事件嗎？？」艾曼達：「是呀，但自從那件事後沒有再發
生類似事件，至於那件事情的善後工作也交由太陽神殿的騎士處理及加強巡邏。伊
奈，妳是否發現了甚麼？」
  伊奈：「沒有......可能我多心了吧.......為何隊長一到達此星球便遇上妖魔襲擊人類....
..而且位置這麼接近太陽神殿卻沒有人察覺？好像為了測試隊長實力的做法一樣， 
難道是太陽神殿安排的嗎？？而且粉紅色頭髮的吸血鬼女魔王也沒有再出現，難道
與隊長剛到達此星球便消滅了一隻吸血鬼有關......真的想不明白喔？？？」
 
  對於伊奈的提問，艾曼達只好回答：「其實我當初都有此疑問只是沒有提出，但當
我知道粉紅色頭髮的吸血鬼女魔王是大主教的同母異父的妹妹後，便猜測出今次魔
星異變的原因！但實際情況還有待觀察。至於我被妖魔襲擊一事是大主教的妹妹安
排的，應該是想測試我的應對能力。多謝伊奈妳的關心，不愧是我的好友兼副隊長
！」
其餘三人(布藍達、喬蒂及奧爾瑟雅)心想：應該說妳操心大意還是總是把想法收藏心
裡？除了艦長及副隊長，我們是這麼不可靠的嗎？？我們都是由龍王星裡經妳姐姐
白龍騎士挑選出來跟隨妳的喔........為何會這樣的呢？
 
對於隊員之間心裡的疑問， 艾曼達多少也猜想到或收到伊奈的提醒後察覺得到，不
是不知道的， 但基於她本人處事方針→為同伴揮劍及保護別人眼中重要的事物！的
理念而不想把同伴牽連在危險當中的想法而造成現狀。
 
但同伴之間的真正想法她怎也猜想不到，一心想跟隨她的人也願意為她送命......不是
因為她是龍王的女兒，而是她的處事方針令同伴們想這樣做，艾曼達可以為同伴揮
劍相反同伴們也為她挺身而出地保護她追隨她，但彼此的想法暫時還沒有傳達到對
方知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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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曼達等人剛回到神殿發現天空有幾道魔法火箭向神殿方向襲來， 神殿多處傳出
爆炸聲，瞬間被淹沒在火海之中！！艾曼達等人立即沖入神殿尋找大主教加拉西亞
及狙擊手亞爾曼等人身形，有部份人在火場中把傷者枱出，軍醫奧爾瑟雅見狀便立
即施以治療，有部份奴婢及騎士忙於救火，但無論如何用召喚法召喚的水柱也好，
在附近找到的水源用來救火也好，也無法救熄火焰相反火勢越燒越烈。
 
  艾曼達心想：難道這些魔法火箭由魔界發出的嗎？這就唯有這樣做！
於是她忽然停下腳步，伊奈等人知道隊長一定有辦法令火勢下降甚至熄滅，於是便
沒有詢問停下來原因繼續前進尋找大主教及亞爾曼他們。此時艾曼達身上發出紫色
光芒，使用百鬼之力並口中唸唸有詞：「我以黑龍騎士之名張開結界，命令神殿裡
所有燃燒中的火焰全部熄滅！！」結果正如她所言一樣，燃燒中的火焰忽然全部熄
滅。本來在滅火的人們見到火焰忽然消失不見，雖然感到非常不可思議之後熱烈歡
呼。
 
  由於使用百鬼之力展開結界及範圍頗大，艾曼達見到火焰熄滅後鬆了口氣但因為精
神力消耗過多而導致站立不穩。心想：要振作，還未找到他們不能倒下！正想再往
前進時卻見到亞爾曼攙扶加拉西亞出現，亞爾曼見到艾曼達：「隊長剛才是妳使用
百鬼之力展開結界救熄這場火的嗎？幸好展開及時，否則我和大主教也變成燒豬了
！」艾曼達：「亞爾曼.....你們沒有事太好了........」說完便倒下了。亞爾曼驚叫：「
隊長！！！」
 
  數小時後，艾曼達在市中心一間酒店的房間中醒來，眾人立即上前查看情況，伊奈
：「隊長妳覺得如何？有沒有感到不舒服？？」艾曼達：「我沒事，這裡是........？
神殿情況如何？？亞爾曼及加拉西亞呢？？？」喬蒂：「這裡是市中心一間酒店的
房間。哥哥沒事，只是手部輕微燒傷，經奧爾瑟雅治理後已沒有大礙。加拉西亞表
示幸好當時有哥哥在身邊，所以也沒有事，至於神殿在妳展開結界把火焰熄滅後捐
傷情況還在確認中。」接著伊奈：「今次情況危急便算了， 如果下次再發生這種情
況請不要亂來，至少等待法師一起幫忙展開結界才可以這樣做。知道嗎？大家見到
妳倒下了，擔心得要命了喔！」艾曼達表示知道了，心想：還會有下次嗎.......？



第十七章

  當天色剛亮的時候，艾曼達便收到亞爾曼關於昨晚發生火災時的情況報告，於是率
領龍王星的眾人返回神殿與加拉西亞討論及查看受捐情況。由於昨晚受到魔法攻擊
引發的火災時間不是深夜，而是準備晚餐的時間。當時亞爾曼正在大主教的辦公室
與加拉西亞商討事情，火災發生時剛好準備離開辦公室前往大廳用膳，此時粉紅色
頭髮的吸血鬼女魔王(即大主教的同母異父的妹妹)出現在辦公室的窗外，表示有份禮
物送給龍王星的各位，亞爾曼當時立即上前擋在加拉西亞前面保護她並舉起武器戒
備， 但只見吸血鬼女魔王微微一笑後便展開雙翼飛向天空離開，接著魔法攻擊便襲
擊神殿。
 
  剛回到神殿城門外，便見加拉西亞正在愁眉不展地苦思中。於是艾曼達走到她的身
邊輕輕呼喚她的名字， 她才回過神來：「艾曼達......妳們來了啦？感謝艾曼達妳們
昨晚協助滅火及救援，還要多謝亞爾曼你的幫忙攙扶我走出火場及軍醫奧爾瑟雅及
時幫助治理傷者。幸好有你們幫忙，神殿的受損情況還不是太嚴重，雖然受傷人數
不是很多，但我都難辭其咎，今次也是我的妹妹引起........難道真的無法阻止大戰發
生？看來我要去魔界向我妹妹查問究竟！」
  艾曼達：「加拉西亞......妳要振作呀！現在這裡不能沒有妳，沒有妳的話太陽神殿
的大家便不知如何是好......萬一魔界再次發動襲擊，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只會更糟糕
！請等待我和艦隊取後聯絡後，我會代妳動身前往魔界查探一下情況，好嗎？」
伊奈等人表示反對：「隊長，請不要輕舉妄動！妳之前精神力不支損耗過大倒地，
千萬不能冒這個險！！如果妳堅持要去的話，請至少帶我們同行以保妳自身的安全
！！！」
 
 
艾曼達：「伊奈還有大家，多謝妳們的關心！但我主意已決，而且我走了後大家要
代替我守護這裡，我和艦隊取得聯絡後會再安排人手支援這裡。至於伊奈將暫代隊
長一職，安排守備事情，我答應大家一定會平安回來！」
  加拉西亞：「其實艾曼達妳都不用這麼快動身前往魔界，待龍王星的支援人員到達
後安排好守備事情才動身也未遲。至於魔界會否再發動襲擊，我猜想短時間內也不
會，因為今次純綷我的妹妹想送一份禮物給各位才會發生這種事，只要沒有禍及市
中心及人民居住地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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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艾曼達確認神殿受損情況後， 便使用早前伊奈前來魔星時的小型飛行船內的通
訊裝置與艦隊聯絡。聯絡接上後便向通訊士要求與艦長對話，凱撒琳：「哎呀呀......
終於有聯絡來了嗎？還以為她早已忘記我們在宙域待命了呢......麻煩接上主螢幕！」
通訊士：「好的，艦長。」
  很快便在主螢幕見到艾曼達後，凱撒琳：「隊長妳好！妳沒有忘記我們在宙域待命
真好呢.......這麼突然來通訊，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艾曼達：「艦長妳好！的而且確發生了事呢......太陽神殿昨晚受到魔界襲擊！雖然襲
擊來得突然， 而且幸好沒有做成死亡......只是我隊的狙擊手亞爾曼在攙扶大主教由
火場中走出來的時候手部輕微燒傷，經軍醫治理後沒有大礙，仍然能繼續進行任務
！至於神殿受損不是太嚴重，我打算要求一支為數七人的法師隊伍前來魔星，在太
陽神殿範圍展開結界保護。雖然太陽神殿也有法師，但只靠他們並不足夠保護！」
凱撒琳：「此話何解？關於守備的事情現在人手編排足夠嗎？？」艾曼達：「因為
昨晚的大火，太陽神殿的法師也沒有辦法救熄......我初步相信是由魔界施法發動的攻
擊，最後由我使用百鬼之力展開結界及言靈之術令大火消失。至於人手參與守備的
事情太陽神殿會配合，之後我會動身前往魔界查探今次事件的起因！我前往魔界期
間由伊奈副隊長兼任隊長一職！！」
 
凱撒琳：「妳打算一人動身前往魔界？！我不批准，妳忘記自己是甚麼身份了嗎？
萬一妳有甚麼事發生，我怎向龍王及白龍騎士交代？？我安排多一支人手給妳， 至
少等待支援到達後要帶他們出發前往，我才會批准！」
艾曼達：「我會......我一定會平安回來！否則大主教便會動身前往魔界找她的妹妹問
清楚今次的事，太陽神殿不能失去大主教！我主意已決，請容許我任性一次！」
凱撒琳：「既然如此......好吧！我也請妳容我任性一次，請妳下命令艦隊下降到魔星
防範魔界入侵及支援妳！因為我們同樣不能失去妳！！」
艾曼達：「但是......我反對！這樣會令全隊人暴露於危險之中，我身為隊長是不允許
這種事發生！」
凱撒琳：「放心！到時我們也會安排法師展開防護網保護船艦，也會通知龍王星我
們這個安排的。」
 
艾曼達還想反駁但遭伊奈阻止：「隊長......到目前為止，艦長及我們的心意妳還不明
白嗎？妳可以為同伴為揮劍，我們也可以為保護妳挺而走險......妳已輕輸了，不用再
反駁！」艾曼達沉默良久後：「好吧......我批准......但一定要答應我平安無事等待我
回來喔！多謝妳們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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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曼達剛關閉小型飛行船上的通訊裝置後望向龍王星的眾人， 眾人也微笑甚至忍住
笑望向她，令她心懷感激之餘及心想：真的敗給妳們了喔......我一定要好好守護這班
人，否則便對不起大家的心意！
 
  剛由飛行船下來，加拉西亞便走了過來問：「報告完成了嗎？接著會有甚麼安排？
？」
艾曼達： 「我所屬的艦隊將會下降到魔星......而且到達後會派遺一支法師隊伍在人
界的邊界範圍設置結界加以保護不再受到魔界攻擊。 至於船艦下降到魔星原因是要
防範魔界發動大規範襲擊並加強防衛及支援我將會前往魔界的行動！由於我隊法師
人數不多， 所以當他們到達魔星後煩請妳安排人手支援展開結界。 船艦將於三小時
後到達並將會降落神殿前的森林作掩護，之後等待她們來到再商討。」
  
 
加拉西亞聽到艾曼達詳細報告後，略為驚訝地說：「讓船艦直接下降到魔星？！是
妳安排的嗎？下降時如何確保不受到攻擊？？無論如何此舉動太危險了！」艾曼達
：「這是我所屬艦隊的艦長安排的，當她知道我將會動身前往魔界便打算這樣做，
我怎樣反駁也沒有用！
船艦下降時會展開結界保護以防受到攻擊，我們也會再周圍警戒，請妳通知其他人
或市民不要接近下降地點，謝謝妳！」加拉西亞：「好的，我明白了，我也會安排
騎士幫忙守護妳的船艦，不用謝我了，因為是妳代我前往魔界導致現狀，是我應該
做的！」
 
  於是眾人向加拉西亞行了一個騎士禮以表感謝後便離開，準備艦隊下降前的事情。
艾曼達安排眾人戒備位置後便先回到小型飛行船，利用通訊裝置與艦隊聯絡表示這
邊已經準備好。
之後加拉西亞也派遣騎士前來協助戒備，而艾曼達駕駛小型飛行船升上天空監視情
況。
  約兩小時後，船艦展開防護網進入魔星然後順利著陸，著陸前船艦已經掃描人界所
在的範圍以作記錄，著陸之後由船艦裡派出了一支法師隊。經商討後知道需要展開
結界的地點之後，由眾人帶領下前往不同地點展開結界以作保護船艦、太陽神殿及
人界。
 



第二十章

農曆新年快樂！作者祝各位閱讀愉快！！

  展開結界的工作完成後，艾曼達率領眾人返回船艦稍作休息及用膳，由於船艦是屬
於龍王星的，所以加拉西亞等人不方便參觀。只能看見船艦外表顏色是黑色的，與
艾曼達身著的衣服顏色一樣黑，船艦全長約十米，主武器是一座口徑五十厘米的電
磁激光砲，還有一些導彈驅逐武器及自動迎擊砲設於船艦周圍。
 
  約莫兩小時後，艾曼達等人連同艦長凱撒琳前往大主教的辦公室商討之後的情況，
決定以龍王星的眾人首先回禮給魔界。加拉西亞：「妳們打算如何回禮？需要我們
太陽神殿提供協助嗎？？」
艦長凱撒琳：「我們打算先將船艦駛至煉魔之地上空，當然是在展開防護網狀態下
，然後使用艾曼達的百鬼之力展開結界後引出魔界的人然後進行砲轟。展開結界時
當然有我隊的法師幫忙控制展開範圍，因為範圍過大我們也無法進行砲轟，進行砲
轟同時會掃描魔界所屬地域的情況，正所謂知己知彼，我們當前掌握的魔星資料比
較少(由其是魔界)，所以有必要先行掃描後再採取下一步行動！從而決定派遣多少人
前往魔界進行查探今次太陽神殿受到攻擊的事情，今次砲轟大約維持一分鐘後便立
即撤離以作回禮及前往魔界後的談判籌碼！」
 
加拉西亞：「但這樣砲轟不會對船艦的能源做成很大的負擔嗎？如何補充能源？？
」
艦長凱撒琳對此提問只作微微一笑表示不用擔心能源問題， 因為進行砲轟同時也會
控制能源捐耗，約莫70%左右之後便會離開，船艦有光能充電裝置及儲存裝置，所
以不用擔心！
 
  之後約莫2小時後接近黃昏的時間，船艦在展開防護網情況下出現在煉魔之地上空
，然後凱撒琳一聲令下：「作戰開始！！」，艾曼達在幾名法師協助下使用百鬼之
力展開結界，宣示自己的存在踏入魔界領域的時候引出了大量魔界士兵前來攻擊船
艦，此時船艦的砲門全開進行全力轟炸，導致前來攻擊船艦所在地的魔界士兵轉眼
灰飛煙滅。砲轟維持了一分鐘後為了在魔界再此集結兵力之前全身而退，凱撒琳表
示目的已達到所以下令撤退！今次的行動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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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船艦返回神殿前的森林裡著陸後， 加拉西亞便急不及待地前來詢問回禮的作戰計
劃結果如何.......？艾曼逹表示作戰一切順利，然後與太陽神殿的騎士長弗莉達溝通後
安排了一些人手與太陽神殿的騎士一起負責守夜後艾曼達便休息去了。
  深夜時分，加拉西亞獨自一人在大主教辦公室工作還沒有去休息，可能是因為她是
一個半人半吸血鬼的關係再加上太陽神殿受襲擊後需要處理的事堆積如山，令她睡
意全無。此時窗外傳來一把聲音說：「哎呀......姐姐居然還未休息？」加拉西亞受驚
後轉身說：「是妳？！克魯魯！！」
  
來人正是吸血鬼女魔王克魯魯，是大主教加拉西亞的同母異父的妹妹。克魯魯：「
姐姐晚安！龍王星的砲轟攻擊真是轟烈呢......魔界的人們也死傷慘烈......是姐姐妳安
排的嗎？」加拉西亞：「不......不是我安排，妳也知道龍王星人生性好戰......是妳送
見面禮來攻擊太陽神殿導致的結果！！妳今次前來的目的是甚麼？想反擊嗎？？」
 
克魯魯：「今次前來的目的嗎......？由於龍王星人前來回禮的事情激怒了眾位魔王，
我們決定邀請姐姐前來魔界一趟，請姐姐跟我走吧！就算這裡佈置結界也難不到我
的喔~？」此時加拉西亞大驚叫：「休想我跟妳走！來人呀！！」
此時聞聲趕到的騎士是艾莉，她立即上前保護加拉西亞。 克魯魯見到此情形後說：
「哎呀.......姐姐一定要有人因妳死傷先答應跟我走嗎？不能冷靜一點嗎？？我倒不想
這裡再出甚麼意外後再受到龍王星人攻擊呀......」說完後雙眼發出紅光及口中唸唸有
詞般穿過結界來到她們面前.......艾莉正欲向她發動攻擊，卻聞言：「退下！！」
 
出言者竟是大主教加拉西亞，艾莉震驚後說：「大主教......萬萬不可！！」但只見加
拉西亞微微一笑：「我跟她走，之後的事拜託了！！」克魯魯笑著說：「果然是姐
姐聰明！知道憑她一人是傷不到我的，至少要有龍王星的人在這裡才有希望！！幫
我向初代黑龍騎士傳句話吧~只准她自己一人前來魔界，否則姐姐的性命難保喔~~
」說完便展開雙翼，懷抱加拉西亞飛向夜空然後消失。
 



第二十二章

  由於有物體從結界外側進入太陽神殿，當龍王星人的法師察覺到後便立即向船艦報
告，當艾曼達等人在睡夢中醒來後收到此報告時感到驚訝：「居然有人能夠穿過法
師建造的結界......到底何方神聖？！」
  
 
於是艾曼達第一時間離開船艦，跑向太陽神殿的大主教辦公室。剛到達大主教辦公
室時只見大門是被打開的，之後艾曼達直接走入去叫：「加拉西亞！！」卻見有一
位騎士呆然望向窗外，艾曼達認得此人是艾莉，於是走上前問：「大主教呢......？她
人在那裡？？為何只有妳一人在這裡？？？」
對於艾曼達的提問，艾莉沒有任何反應地仍然望向窗外，艾曼達見狀便走到窗前查
看，然後雙眼發出紅光檢查結界，發現結界真的在這裡出現被穿過的情況，接著往
回走向艾莉輕輕推了她一下問：「到底發生了何事？是誰穿過結界？？」，此時艾
莉才回復反應：「使者大人妳來啦......大主教她......大主教她被捉走了，對方是魔界
吸血鬼女王，只有她一人我也沒有辦法對付......我愧對大主教！」說完便舉劍往頸上
割去。
 
 
艾曼達見狀舉手打走她的佩劍並把她按在地上：「請妳冷靜！妳這樣做也於事無補
，相反太陽神殿會損失寶貴的戰力！！這件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對方有留下甚麼
說話需要傳達的嗎？？」艾莉深呼吸後稍為冷靜下來後說：「深夜時分我剛好前來
大主教的辦公室附近巡邏，卻聽到大主教大叫來人呀，我和門口守衛立即衝入去查
看情況及保護大主教。但此時只見吸血鬼女魔王雙眼發出紅光後便穿過結界來到我
們面前，我正想攻擊她時卻聽聞大主教說退下，表示自己願意跟她走，並說之後的
事拜託了......對方留下一句說話便是叫黑龍騎士一個人自己前來魔界，否則大主教性
命不保！然後對方展開雙翼及懷抱大主教飛向夜空消失了。」
 
 
艾曼達聽完後便知對方是克魯魯，是一個揚言自己也未必能打得過的吸血鬼女魔王
，同時是大主教的同母異父的妹妹。於是便說：「明白事情經過了，多謝妳！我將
會動身前往魔界交涉並救出大主教，放心吧！」此時伊奈等人及太陽神殿騎士長弗
莉達也趕到，艾曼達向她們簡單交代事情經過後便打算動身前往魔界，卻被伊奈叫
住：「隊長.......不如先回船艦交代清楚情況再作打算吧......這個是妳的職責。」艾曼
達表示好之後便離開神殿回到艦上。



第二十三章

  當回到龍王星的船艦後，得知艦長在會議室等待中，於是眾人便前往會議室向艦長
報告情況。進入會議室後，艾曼達發現艦長凱撒琳正與別人進行視像通訊，至於通
訊對象正是白龍騎士─艾得拉。
 
  艾曼達等人見到艦長後先敬了一個軍隊式禮儀(P.S.軍隊式禮儀只用作向自己上級行
的禮儀，姿勢是把右手放在頭的側邊並掌心向下)後轉向視像螢幕的對方行了一個騎
士禮，艾得拉也回了一個騎士禮給眾人後說：「各位早安！剛聽完妳們艦長的報告
，知道有人穿過法師所設下的結界，妳們出去視察結果如何？對方是甚麼人？？」
艾曼達：「是的，太陽神殿的大主教被擄走了，擄走她的人是魔星的吸血鬼女魔王
克魯魯，她是太陽神殿的大主教的同母異父妹妹，同時是人界與魔界之間的交流監
察使者。她穿過結界的方法暫時不明，但聽聞當時在場的人報告，她是雙眼發出紅
光後便穿過結界的。」
 
凱撒琳：「甚麼？！大主教被擄走了？而且對方是她的同母異父的妹妹.......她有留下
說話要人傳達的嗎？？」艾曼達：「有的，克魯魯的說話內容是要黑龍騎士(我本人)
一個前往魔界，否則大主教的性命不保！所以我必須前往魔界交涉及救出太陽神殿
的大主教！！」
凱撒琳：「萬萬不可！不可以順應對方的意思！白龍騎士，妳也是這麼認為的嗎？
」白龍騎士思考了一會兒後說：「對方雙眼發出紅光後便穿過結界......看來對方可能
用了一個比較古老的方法呢.......我也贊同艦長的意見，妹妹這件事不簡單.......不如我
安排其他人手前往魔星繼續任務吧，妳們先回龍王星待命。」
 
艾曼達：「姐姐，此事恕難從命！對方表明要我一人前往魔界交涉，不能由其他人
接任，否則大主教性命難保呀！」艾得拉：「但妳也是龍王的女兒呀！請記住這個
身份！請艦長下命令把我妹妹送回自己房間並派人看管及設下結界防止她瞬間轉移
， 而且還要封印她的魔劍防止她趁機穿越時空，我命令妳們立即返航！」凱撒琳：
「照白龍騎士的意思做，送隊長回房間！」
眾人感到非常震驚：
居然要把隊長軟禁！隊長會照做嗎......？於是副隊長伊奈代替眾人說：「隊長......請
交出魔劍並跟我回妳的房間接受軟禁......」



第二十四章

 
艾曼達聽到副隊長伊奈說話後知道自己將會失去自由，心想：猜不到姐姐會用這種
手段阻止自己前往魔界， 還命令我所屬艦隊返回龍王星待命......為了令隊友不會難
做......唯有聽話照做嗎......？加拉西亞，對不起！我雖然不想這樣的......但真的沒有其
他辦法了嗎？
 
  當她正沉默想辦法應對期間......會議室外傳來船艦受襲擊的報告！船艦身處的整個
森林陷於火海之中！！由於原因不明，艦長下令立即出去查看發生甚麼事。當回到
艦橋時收到是由魔界發出的攻擊報告，此情況同當時太陽神殿受襲的情況相似， 主
螢幕顯示出半空中有人影，此人影正是克魯魯。
 
  克魯魯此時說：「嗨~黑龍騎士我前來接妳啦，快出來不要讓我等太久，否則魔界
會持續發動攻擊直至擊沉貴艦為止！不想這樣的話趕快出來！！」
 
艾曼達見狀正欲出來但遭艦長凱撒琳阻止：「妳不可以出去！龍王星及我們不能失
去妳，白龍騎士已經下令歸航，不能違抗命令！」但艾曼達卻說：「但再這樣受攻
擊下去真的會被擊沉，我不想連妳們也保護不到！對不起，請原諒我恕難從命！」
說完便用瞬間轉移離開艦橋，
出現在船艦以外的地方，並使用百鬼之力命令船艦周圍燃燒中的火焰熄滅。
 
 
克魯魯見到火焰被瞬間熄滅知道黑龍騎士已經出來， 對此情況感到滿意並下令魔界
停止攻擊，然後從半空中下降到黑龍騎士面前說：「妳終於出來啦~我還在想妳會
在船艦受到攻擊後多久才會出來.......估不到這麼快呢！我們走吧！」此時伊奈等人正
由船艦出來並命令狙擊手攻擊阻止她們離開，但不成功......因為她們已在某個魔法陣
裡準備轉移中，所有攻擊也沒有效果，
 
伊奈大叫：「隊長！！」卻只見艾曼達搖了一下頭並說：「對不起！之後的事拜託
了......」之後只有眼睜睜看著她們離開。
 
  艾曼達發現當魔法陣光芒消失的同時，自己身處的環境已經改變。天空是一片黑紅
色，大地顯得非常貧瘠，水源同花草樹木也看不見，只見自己前面有一座非常大的
城堡。克魯魯在魔法陣光芒消失後便說：「歡迎來到魔界！黑龍騎士大人」。
 
  同一時間，身處魔星的人界的龍王星眾人因未能阻止隊長及克魯魯的離開感到沮喪
之餘，也在替隊長擔心..........但她們也知道再擔心下去也沒有用，因為隊長未必會再
回來甚至出現她們的面前時已經是敵人......抱住這些疑問的心情在計算今次攻擊所帶



來的傷害後，再次使用主螢幕與身在龍王星的白龍騎士通訊。
艦長凱撒琳向白龍騎士報告完畢後，白龍騎士： 「猜不到妹妹居然會這麼一走了之.
.....看來她有點感情用事了......沒有辦法了！今次的事待我稟告龍王後再作打算，妳們
繼續留在魔星監視魔界動向吧......有甚麼事可以隨時向我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