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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章
[妳好啊]，[誰，誰在講話]，[是我，我在妳旁邊]，[妳甚麼時候過來的?]，[我很早就在妳旁邊了，我
叫雪夜，妳呢?]，[我叫卓以薰，叫我小薰就可以了]，[哦，我問問你對這個密室好奇嗎?]，{等下，不
要再靠近她了}(是一個學長在說話){妳是新生吧}，[恩，對阿]，{學妹，妳知道這裡是學校的禁區嗎?}[
恩.....我知道]{還有，不要再靠近這個地方了，這裡不安全}[喔，好]，{好還不快走}，小薰走後，這個
學長就轉過頭對女死神說:[姊，不要再害人了，這事是妳幸運，遇到這個新生才把妳給放出來，妳知
道妳再繼續害人的話會有甚麼後果嗎?}，雪夜飛到櫃子上說:{我不是在害他們，我是在幫助他們]，[
少來了，姊，妳知道嗎，如果這件事被校長知道妳又要被封閉好幾年妳知道嗎?]
，[你少來煩我了，我知道分寸，而且我是在在幫助他們]，[知道分寸?那為什麼4年前你也說知道分
寸，結果勒，你還是害死這麼多人]，[夠了，走開]，說完們就怕了一聲關起來，學長大聲的說:{姊，
你要聽進去啊!]



第二章

第二章
我默默地回到教室，心想:[那個學長是誰呢?為什麼說那裡不安全呢?]，[卓以薰請上台自我介紹]，[卓
以薰，卓以薰]，這時我才回神過來[老師，我在]，[來，上台介紹自己]
，[大家好，我叫卓以薰，大家叫我小薰就可以了]，我點個頭就下台了，[報告，老師不好意思我找人
]，是男生的聲音，不知道為什麼班上禿然聊起了天:[哇~她是全校最校的學長莫凡耶，我真不敢相信
他會來我們班]，還有人說:[學長來這找誰啊?帥呆了拉~]，我覺得很誇張，我轉頭看，結果是早上那
位學長，我覺得沒甚麼於是我又專心看要上課的課本，[各位安靜，是莫凡啊，你要找誰啊]，[老師我
找卓以薰]，[找小薰啊，小薰有學長找你喔~~!]，[喔]，我走出教室對學長說:[請問你有事嗎??]，[你
過來，我跟你說早上的那件事情]，[喔]，[走，我到沒人的地方跟你講，這件事盡量不要給別人知道!]
，於是我學長走到了操場，[我跟你說一個故事好不好]，學長禿然轉頭對我笑一下，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心禿然心跳加快，[喔.....好]，[從前有個女生叫做莫巧璇，她在五年前非常喜歡得寫小說，而
她的筆名叫做雪夜，而她之前很喜歡班上的一個男生，於是他就下定決心要寫一本30萬字的長篇小
說送給他，而這本小說寫了整整三個月，上課在寫，下課也在寫，回家寫完功課就馬上寫小說，晚上
是她都是寫到非常累非常累才肯休息，我曾經對她說:[妳不累嗎?一天最多也只睡4小時，有時候還只
睡2小時，如果她拒絕妳，妳這幾星期的辛苦不都白費了?]，而那時她回我說:[就算這樣我也心甘情願
，就算她不接受這本小說，我也可以留起來當作我在這個學校裡的回憶]，她曾經這樣的執迷不悟的
去為一個人付出，三個月過後，她的辛苦得到回應了，莫巧璇先是把她寫的小說拿個那個男生看，請
他鑑定一下，一星期過後，那個男生走到她旁邊說:[寫得不錯啊，很好看]，[真的嗎?!謝謝][我有話對
妳說](這時候是兩人一起說的)，[呵呵，你先說吧]，[我...我.....我.......我][怎麼了嗎?]
，[我....我....我...我喜歡妳]，之後雪夜就說:[你知道這故事的男主角是誰嗎?][我....不知道][是你，所以
，你錄取了]，之後他們的戀情幾乎全校都知道，而那本小說被老師拿去出版社，之後印刷出來送ˋ
到各大書局，還大賣呢~!][她是我們學校的學姐嗎?][是的]，說完這句就上課了，[學妹，上課了，下
次再繼續跟你說這個故事吧~~!][喔，好謝謝]，我邊走邊想:[之後的故事是甚麼呢?為什麼學姊會待在
那個教室，照理來說她不是已經畢業了嗎?



第三章

第三章
但之後的幾天學長沒再來找我過，聽說好像是去比賽，
這天的開始，我以為是個新的開始，而對前幾天事情的是不以為意，
而這幾天跟同學的處也大概知道大的個性了，
這天有兩位班上的女同學走過來，
分別叫做[于可薇]和[安陵 柔]，
她走過來跟我說:[你好，很高興跟妳同班]，[我對她微笑之後我又繼續看我的書，
然後她們又說:[走我們一起去散散步好不好]，我沒有多想什麼，於是我就跟她去了，
她們把我帶到一個花園，附近還有噴水池，
她說:[小薰阿，聽說妳人緣還不錯嘛][沒有阿][沒有，沒有那為什麼妳會跟莫凡學長講話呢?]
[我.....][不要說了，我告訴妳如果妳在靠近莫凡學長，妳的下場會一次比一次還慘]，
于可薇和安陵
柔說完後就把我整個推到水池裡，我心想:[她們為什麼要這樣呢??我有做錯事嗎??]，這時，我耳邊禿
然傳出一個聲音:[妳覺得她們很可惡嗎??想要她得到甚麼報應嗎??，想的話就到被封閉的教室找我吧
~~!]
而我的第一反應的確是這樣想，但是我的頭腦又閃過一個畫面，
那就是學長說過，不要再靠近這個教室了，
於是我打掉這個念頭，自己默默的走會教室，
當然，老師看到我當然會問:[妳怎麼了，怎麼會變這樣??]
而我，為了不要再惹到那兩個女生，我就說:[老師，是我不小心掉到噴水池裡]
[怎麼這麼不小心呢??真是的，快把頭髮和身體吹乾吧]
[好，謝謝老師]
而那兩個女生心虛的偷看著我，
但我相信她們不會這麼快就善罷甘休的，
而第二天的打掃，我正好是分到掃廁所，
而我掃到一半，那兩個女生又來了，
而跟我掃的人又已經走了，
我對她們說:[妳要做甚麼??]，
[我阿，沒做甚麼阿，只是來找你聊聊天罷了]
[確定??]，她對我點點頭，就慢慢的走向我，
[妳要幹嘛]，[我要對妳這樣]，
說完她就把我推進廁所，她們卡住不讓我出去，
[妳不是說不要接近莫凡學長就沒事了嗎??]
[是這樣沒錯啊，但是....覺得那次的認識好像還不夠，於是，我們這是想幫妳洗洗澡]，說完她就笑一
笑，把一桶裝滿水的水桶到進廁所裡，[舒服阿，呵呵]，
[我拜託妳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想要出去喔，放心晚上妳就可以出去了，哈哈哈]，說完他們就走了出去，
在這我我哭了很久，這裡又是學校最沒人的廁所，可以說是根本沒人，
我一直哭，哭了20分鐘左右，我耳朵又聽到了一個聲音，
[妳看看，她們這樣整妳，妳還不想報仇嗎?]
[妳是誰?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話]
於是我又繼續哭，
[妳真的不想報仇嗎??快來我上說的那間教室吧]
那間教室..........不，我不能因為這件事去靠近那間教室



但是我...........
第三天，我被學校的老師放了出來，
老師問了我，[妳怎麼被關在這裡的廁所]，
[老師我............]
[沒關西不用怕，說出來]
[我本來是在這裡打掃，可是..........]
[好了，好了，不想說就不用說了，我今天幫妳請假我會跟你們班的老師說的]
[謝謝老師]，[等等同學，妳是幾年己班的叫甚麼名子?]
[我是一年1班的，我叫卓以薰]，[好，我知道了，快回去休息吧]
 而我就回家休息，而那個老師就走到我的班級跟我們班的老師說，
[蔓茹阿，妳知道妳們班的卓以薰被關在廁所一整個晚上嗎?!](一年1班的老師全名叫做[黎蔓茹]          
       
[小薰??怪不得小薰昨天下午都沒有回來]
[蔓茹阿，最近多關心她，也多注意妳們班的人，我覺得她不只被欺負一次了]
[好，我會注意的!]



第四章

第四章
連續的這幾天，我都被那兩個女生整得很慘，
而那個聲音還是一直出現，
終於，這天我再也受不了，
我走到了那間教室，
那個聲音又出現:[把門打開，我就在這]
於是我走了過去，把椅子再度的移走.再度的打開門，
(同時學長也回來了，現在換到學長那邊)
莫凡出去比賽得了個全縣第一回來，
而莫凡班上的同學跑過來跟莫凡說小薰這幾天因為他的關西，而被欺負的很慘的事情，
莫凡聽到就馬上跑到小薰的教室，可是左看看右看看，
都沒看到小薰人影，
於是他問她班上的同學:[同學不好意思，請問你知道卓以薰去哪了嗎?]，
[我不知道，可是我剛剛有看到她從那個方向走過去]，
莫凡看到同學指的方向是往被封閉的教室，
他慌了，心裡很著急，他以最快速的速度跑到封閉的教室，
他看到了小薰在跟雪夜講話，
於是他很大聲的說:[卓以薰，妳在幹甚麼，我不是說過不要來這裡嗎?]，[我....我...我...]，
學長拉著我的手跑到操場，[我不是說過了嗎，不要靠近那裡](很兇的口氣)，[我...我....我]，這次我忍
不住地哭了出來，學長看到我這樣就把我的頭靠在他胸上:[好了，好了，不要哭了，乖]，
我雖然想停止我的眼淚，但是我的眼淚就像壞掉的水龍頭，關不起來，
我從下課哭到上課，打鐘時，學長扶我到教室門口，溫柔的告訴我:[好，乖，不要再哭了好不好，先
去上課，我下課再來找妳]，我點點頭，乖乖的把課本拿出來，
老師看到我眼睛紅紅的就大概知道我怎麼了，
老師只對我說了一句:[小薰阿，下課來找我]，
我點點頭，
但老師上的這堂課我完全沒聽進去，
就這樣，我發呆了一整節課，
這點老師當然也有看進去，
過了一段時間，下課了，
老師果然把我叫去老師那裡，
[小薰來，我們到外面談談]，
我跟老師走到外面，
[小薰，跟老師說，是誰欺負妳啊???]
[我......]，這時候莫凡學長就走了過來，
[老師好，我來找小薰的]
[找小薰的阿，好吧，把小薰交給妳我也安心]
走了之後學長就問我:[老師跟你說甚麼啊???]
我低著頭不說話，他又說:好吧，既然妳不曉要說那我就不逼妳了，走吧，繼續講沒說完的故事吧，
但我要先跟妳約法三章，
第一
下課不是我找妳，就是妳要來找我，
不然就是要在我看得到的地方。
第二



以後有甚麼事都要跟我講，不行悶在心裡，
傻傻的被欺負。
第三
不能沒有我的陪同而到那間教室!!

[喔，你管這麼大喔，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如果你是我女朋友，那我管更大]
[哈哈，原來當學長的女朋友不好當喔]
[妳終於笑了齁，小笨蛋]
[走拉，繼續說你的故事拉]



第五章

第五章
好啦，跟你講之後的故事，
有一次，巧璇因為跟家人吵架，
她跑了出去，打了電話給卓皓然，(卓皓然是那個男生)
而那天他們約好要出去幾天，也各自跟自己的家人說好，
他們這幾天過得很開心，
第三天時，
他們到了一個比較沒人的山去玩，
而他們本來玩得很開心，
但是玩一玩，卻玩得太過火，
巧璇卻跌到了山底下，
皓然看到馬上打電話叫救護車，
可是沒收訊，於是皓然就小心地走下去，
把巧璇抱起來，很努力的往山下衝，
邊跑邊說:[巧璇，巧璇，振作點，振作點]
而到了山底，終於看到人了，
[先生，先生麻煩你幫忙打個電話叫救護車，我女朋友剛剛受傷了，拜託你，我拜託你]
[好好好，先生你別急，我馬上打電話]
[麻煩你了]
就這樣救護車來了，把巧璇送進了醫院，
皓然在急診室走來走去，很著急，
接著醫生就走了出來，
皓然趕緊走過去:[醫生，醫生巧璇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請問您是病患的家屬嗎??]
[我是她男朋友]，[這手術很成功，病患現在沒事了，您可以去普通病房看病患了]
[謝謝，謝謝，醫生非常謝謝你]
[這是我因該的]
對了，我先給巧璇的家人，
(換到病房那)
接著巧璇的爸.媽就來了，
[伯父.伯母好]，
巧璇的爸爸就說:[是你帶我們家巧璇出去玩的??]
[是的]，[你怎麼可以帶巧璇去這麼危險的地方玩呢?]
[莫緯勇，你怎麼在這?](皓然的爸爸，說的)
[卓喬杰?!](巧璇的爸爸，說的)
[卓皓然，你女朋友的爸爸是他?]，[是的]
[我不准你跟他交往](皓然的爸爸，說的)
[喬杰阿，都幾年了，難道你還要繼續恨我嗎?那年的事是我不好，而且我們上一代的事不要牽扯到下
一代阿](巧璇的爸爸，說的)
[卓皓然，走，我們回家，明天我幫你辦轉學，轉到國外]
[爸，不要這樣]
[走，還頂甚麼嘴]
[爸，你先走，我等等跟上]
[快阿]



[伯父，不好意思，麻煩跟巧柔說一聲]
[好，我會的]
莫凡:[而這個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而他們的故事你因該不會想知道吧?]
我:[我真的不想知道，哈哈，快繼續講下去啦~~!]
[好]
而之後卓皓然轉學到了美國，
而巧璇那邊，家人事等他好才跟他講這件事，
但是巧璇聽到這件事，沒辦法接受，
她就這樣茶不思飯不想的過了好幾天，
到最後還得了憂鬱症，
而有次竟然自己去撞牆，
送到醫院，醫生卻說:[現在病患是昏迷的現象，需住院觀察幾天]
[住院?]
[是的，病患現在是輕度昏迷，觀察幾天因該就沒事了!!]
[喔，好，謝謝醫生]，
而過了幾天，巧璇還是沒有清醒，
於是巧璇的媽媽很著急的問醫生:[醫生，我家巧璇怎麼這麼多天還沒清醒呢??]
[莫小姐這種症狀很罕見，而這種不清醒狀態，有時候是病患自己選擇的，有些病患會選擇不清醒是
因為可能在現實中有她不想面對的事，患著可能會選擇在她自己的世界裡，來逃避她要面對的事，如
果是這樣的話，讓病患醒來的方法也只有讓病患自己醒來!!]
[喔，好，謝謝醫生]
巧璇媽媽心裡想:[巧璇阿，妳是還想著皓然對不對，不然你怎麼不願意面對現實呢??]
莫凡:[但是他們並不知道，其實巧璇這樣不是選擇在自己的世界裡，而是她變成了死神，也就是妳在
這裡遇到的那個女生，雪夜，而雪夜其實是我姊]
[好悲慘的一段愛情故事啊]
[對阿，好了，上課啦，妳先回去上課吧]
[恩，好，謝謝學長]
[掰掰]
學長走後我心裡有個疑問，那就是卓皓然，那不是哥哥的名子嗎??
而他現在的確也在美國，學長說的真的是我哥嗎??



第六章

第六章
今天回家我寄了email給哥，
我問他:哥，妳認識莫巧璇嗎?
他回答:認識阿，怎麼了嗎?
我沉默了，沒想到那個男生真的是我哥.........
我心想:[如果能讓雪夜醒來......對大家都好，對學校好.對哥好.對學長好，好，我知道了]
隔天學長來找我，我就跟他講我的想法，
而他回:[的確是很好啦，可是...........能夠把她叫醒嗎??]
[相信我，可以的，我有我的辦法]
[好吧，我下課陪妳去，但是我先說，我們如果去找她的話，她一定會說要跟我們玩遊戲，而她的遊
戲不是這麼簡單，還有可能玩到有性命危險喔!!]
[沒關西，我不怕]
[好吧，我們下一節再去找她]
(下一節下課到了~~~~)
這次是我去找學長，
學長:[走吧]，[恩]
走走走，還是跟剛開學一樣，
慢慢的沒人，
快要到封閉教室時我跟學長講:[學長，等等讓我說話，如果有需要你說的時候，我會轉頭看你]
[妳可以嗎?]
[我可以的，相信我]
[好，走吧]
到的時候就有一種聲音出來:[你們怎麼會來呢，弟阿，你怎麼也來了呢?]
[我.....]
[學長，讓我來說]
[雪夜，如果我們跟你玩遊戲，妳能答應我一件事嗎?]
[遊戲啊，我喜歡，但那一件事是甚麼事?]
[等妳答應後，之後我自然會說]
[妳不說，那我不玩]
[妳不玩，沒想到一個死神竟然不敢跟我們凡人玩遊戲，真好笑]
[妳說甚麼](有點生氣了)
[我說，沒想到一個死神竟然不敢跟我們凡人玩遊戲，真  好  笑]
[竟然敢這樣激我，好啊，我答應]
[妳可以跟我們說妳的遊戲規則，但是我要提出我的條件]
[要跟我玩遊戲的人竟然還說要跟我談條件，真好笑，好啊，妳說]
[第一我要妳給我們參賽者一人三次的暫停，還有團體的三次暫停]
[ok，雖然這個條件有點超過]
[好，第二每10關就要有3個提示]
[還有，妳給我們的關卡不只30關吧?]
[恩亨]
[所以妳要給我們10個條件，而且讓我們可以隨時增加]
[恩..........................可  以，但是你們剛剛定好的條件不能改]
[ok阿，還有我要妳答應的事也關於妳，但是那件事我現在不會說，我會在遊戲的其中一關跟你講]
[好，講玩了吧，因該可以換我講遊戲規則吧?]



[可以]   
[普通關卡的話如果妳們贏了，妳們活.關主也活，
但如果你們輸了，你們不會怎樣，但是關主會死亡，
每10關就會有1關挑戰關卡，
那關遊戲規則是:[如果妳贏了，妳活.關注也活，但如果妳死了，妳死.關主活，
]只有這關是關於到你們的性命~!
越後面會越難喔~~!
還有，請記住你們玩遊戲，處罰的不是你們，而是你們的同學!
這就是要看你們有沒有同學愛~~
還有，請小心，有些可是關於到你們的性命喔~~!
祝你們好運~~!]
雪夜又說:[小女孩~妳可以走了，明天我會跟你們講是甚麼關卡，今天回家好好休息吧，弟，你留下
來一下]
當我走後，雪夜就跟莫凡講:[弟，你確定你要玩嗎?]
[我確定]
[你知不知道這遊戲有可能讓你死掉阿]
[知道阿，我不怕]
[好，竟然你要玩，就不要怪你姊我沒有跟你提醒喔，明天開始我將會設定遊戲規則，也就是如果誰
輸了，就要馬上受處罰，誰輸誰贏我也不知道喔，除非你們的條件又進來，才有可能不會死，但是如
果沒有，姊也就不了你喔!]
[姊，竟然我都要跟妳玩遊戲了，妳也不用顧我，把我剛一般人就好了，就算我輸了.我算我會死，也
沒關西，因為這是我要玩的，我敢面對，我不會怕!]
[好吧，我只能說，小心]
[恩，謝謝姊，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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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我和學長就走到雪夜那裡，
[妳們來拉，我來跟你們說第一關的遊戲規則，我問你們，春 . 夏 . 秋 .
冬，你們覺得哪個像自己的個性?]
我回答:[冬]，而學長回答:[春]
[好，你們各是冬和春，請記住以下遊戲規則，
我會在你們的抽屜裡各放入三張圖片，所以總共有六張圖片，
而這圖片的的地方也代表學校的某個地方，
所以你們的任務就是把剩下的夏 . 秋找出來，
而你們要從這六張圖中各找出1個人，總共有6個人，
你們要從這6個人中找出夏和秋，
如果再24小時內沒有找出這兩個人，
那代表夏和秋的人將會死亡]
[ok]
[那，遊戲開始，對了，你們的抽屜還會有一個東西，那就是倒數手錶，你們戴上它遊戲就正式開始
了，祝你們好運]
[走走走，學長，我們快點回去抽屜拿圖片]
[好，走]
我們分別回到教室拿了圖片，帶了手錶，
[學長，學長，你看看我這三張圖片，
我的是，噴水池.圖書館.花園]
[我的分別是籃球場.三樓走廊.二樓的電腦教室]
[好，走吧，時間不多了]
我們首先去了籃球場，
我:[同學，同學，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可以]
[請問春.夏.秋.冬，你覺得哪個能代表你的個性呢?]
[冬]
[喔好，同學，謝謝你]
學長那:[同學，同學，抱歉耽誤你的時間，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好啊]
[請問一下，春.夏.秋.冬，哪個能可以代表你的個性呢?]
[春喔]
[喔好，同學謝謝你]
[同學，同學]
[抱歉，我沒空]
[同學，同學，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可以]
[請問春.夏.秋.冬，你覺得哪個能代表你的個性呢?]
[秋]
[同學，麻煩你等我一下，學長，學長，我找到秋，快過來]
[我來了.......同學，不好意思，請問你能留下你的姓名.生日.電話.還有你讀幾年幾班嗎?]
[可以]
[好，同學請你在這本留個資料，還有借我拍一張照片]



[可....以]
留完資料後，我跟學長又趕緊跑到了花園，
就這樣問下去，我們找到了6個人，
也剛剛好是3個秋3個夏，
他們的名子分別是:
女生:
(夏)沈希芊
(秋)伊柔娜
(秋)諾雅
男生:
(夏)皇燁崚
(秋)燁輝
(夏)雷諾
我:[可是..........我們要怎麼找出正版的呢??]
禿然雪夜出聲:[放心，提示我會給你們，提示就是:名子有個諾.有個燁，這兩批人選給妳們選，提示
夠大了吧，提醒妳們，妳們還有17小時，祝你們好運]
學長:[我們先各自回家休息吧，一個晚上的思考，相信我們可以找出正確的人選的!]
[恩，學長掰掰]
我慢慢的走回家，思考著這兩組到底是誰，如果我們猜錯了，那代表夏和秋的人就得死，
到底誰是真正的夏.秋?真煩]
於是我想了一整個晚上，直到12點才睡，
隔天，我跑去跟學長說我的答案，
[學長，我想好我的答案了，死馬當活馬醫，看能不能重，我的答案是諾雅
跟雷諾]         
[我跟你的答案一樣，走吧，我們去跟雪夜我們的答案]
我們走到了那邊，
[夜雪，我決定我們的答案了]
[可真準時阿，剩下20分鐘，說吧，你們的答案是甚麼]
[我們的答案是...........諾雅和雷諾]
[恩..........恭喜...........答對]
我跟學長很開心的說:[我們答對了，YA]
[不錯，跟我想的一樣，但這只是暖身題，真正的，下次見]
說完夜雪就消失了，
而我們就跑去跟諾雅.雷諾說這件事，
起先他們還不相信，
但是我們的再三保證，他們算相信了一半，
諾雅:[怪不得前兩天我的手禿然出現了一個秋的印記，原來是這樣]
雷諾:[我也是，我的手也出現了夏的印記]
[而我會告訴你們這件事是因為我想請妳們加入，我不勉強妳們，我只要妳們真心的加入]
諾雅:[我會好好的考慮的!]
雷諾:[我也是]
[明天我等妳們的消息!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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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我跟學長就跑去諾雅和雷諾的教室，
我:[諾雅，妳考慮的怎麼樣?]
[我.........願意參加，反正我是個愛冒險的女孩，呵呵]
[謝謝你願意參加，今天中午11點記得來找我喔!]
而至於學長那邊的狀況是:[雷諾妳願意參加嗎??]
[好啊，有可以玩的東西我當然要玩啊]
[謝謝你願意加入，今天中午11點記得來找我!謝謝]
(到了11點~~)
雪夜:[來了喔，我來跟妳們說明一下吧，現在開始將會有人加入這個遊戲，而他們是你們的關主，
而你們的任務就是要把關主找出來，時間是關主定的，
遊戲規則關主也會跟你們講，
我先說些簡單的遊戲規則好了，
如果妳們贏了，妳們和關主都能活，但是如果妳們輸了，
一樣的，妳們可以活，但是關主就會死亡，
而我說的簡單遊戲規則，
關主並不知道，所以住妳們玩得愉快。]
說完雪夜又消失了，
而我們四個也正在想，關主要怎麼跟我們遊戲，
接著我們四個同時接到電話，
內容是:[各位好啊，我是你們的關主，妳們要聽聽這是誰的聲音嗎?]
接著就有一段聲音:[小薰，小薰，快點去報警]
又有一段聲音傳過來:[講這麼多廢話做得麼，皮癢阿]
我心想:[這聲音好熟悉喔，阿是黎老師]
我:[你要對黎老師做甚麼?]
[做甚麼阿，哈哈哈，你來到舊校區就知道了阿，時間1小時，
遊戲開始]
[舊校區?這個人到底想對黎老師做甚麼?]
學長:[小薰.諾雅.雷諾，走吧，趕快去救黎老師]
我:[好快走]
我跑到了那邊，但是發現一個人都沒有，
後來電話又響了:[上去二樓的2年3班教室看看就知道囉]
學長:[可惡，他到底想幹嘛]
我:[走拉，快點上去2樓]
我們又跑到了2樓，
去了2年3班，但是還是沒人，
電話又響了，這是是打學長的手機，
[ 抱歉喔，現在是在舊校區的操場]
[這到底想幹嘛，我警告你喔，不要給我去傷害黎老師](口氣很差)
[你有時間跟我吵架，那為什麼不要去救你們最親愛的黎老師呢?真好笑
[走，我去舊校區的操場]
於是我們四個又跑去了舊校區的操場，
但是，又來了，操場還是沒有，
這是，學長的手機又響了，



學長:[你到底想幹嘛，一直整我們是怎樣?](一樣的，口氣差)
[別擔心，我給你5分鐘，現在跑回室內籃球場]
[誰知道你是不是在整我]
[放心，這次是真的]
於是我們又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室內籃球場，

這時，學長的手機又響了，同時蹦了一聲，門被關起來了]
[你們玩過踩地雷嗎?前面有一道門，也是你們唯一可以出去的通道，請問:圣英学院的創校日在幾年
幾月幾日阿?真正的答案就是創校日期，這裡的地雷可是真的會爆炸喔!提醒你，還有45分鐘]
[這個我知道，創校日是...55年06月18日，所以是550618，大家要踩穩喔，只要一
點點跑出去我們就會炸被炸死，所以請小心]
而我們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結果我的腳這時候抽筋了，
[怎麼辦，我的腳抽筋了]
這時學長對我說:[不要動，來踩在我腳上，諾雅.雷諾，你們也要小心喔]
學長:[接下來是五，看到了嗎]
[恩看到了]
[來一步一步慢慢走]
而我們一步一步慢慢走，
終於到了終點，
[小薰，最後一個8]
但就在這時我們的默契剛剛好的產生了，
那就是我們同時轉頭，
結果.........我們嘴唇碰到了，也就是所謂的Kiss，
我一時緊張，腳往後退，
結果踩到了地雷，
[快點跳到對面]
而我們四個，安全的跳到對面
[大家沒事吧]
[沒事]
學長的手機又響了:[不錯，不錯，你們有看到前面有一扇門吧，鑰匙就在那個黑箱子裡面，而你們最
親愛的黎老師在那扇門裡面]
[前面那個黑箱子，快]
然後我們打開了那個箱子，
結果裡面有大約30把鑰匙，
手機再度的響起:[裡面其中一把鑰匙是正確的，提醒你們，你們剩25分鐘]
雷諾很著急的說:[快快快，快點來試]
我們一個個的試，10分鐘過了~我們還有10還沒試過]
這讓我們的心越來越著急，
終於我們試到，最後一把，
而這把正是我們要找的那把鑰匙，
我們門打開，看到黎老師在裡面，
[老師，我終於找到你了]
[小薰乖喔]
[老師，我們帶你去保健室]
但是這時電話又響了:[時間到]
學長:[這場因該是我們四個贏了吧]



[no.no.no是你們輸了，你了忘記遊戲規則阿，救出人質是基本的，但是你們好像忘要抓關主耶，所
以你們......]
這個關主還沒說完就慘叫了一聲，
[還在嗎?]
結果接電話的竟然是雪夜:[哈囉，遊戲結束，因為你們輸了，所以關主就得死，我來告訴你們關主的
名子，他叫做:[鄭越承，是2年5班的學生]，今天遊戲，結束，明天見~]
我:[鄭越承?他不是考全校第一的那個學長嗎?他怎麼會玩這場遊戲呢?
連他都還玩了，我還真不知道後面會發生甚麼事呢............]
學長:[別擔心，我們四個一定可以度過這些關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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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我們四個一起去找雪夜，
我:[雪夜，今天遊戲是甚麼?]
雪夜:[別急，你們先去洗個手再來]
而我們四個也乖乖的去洗手台洗手，
諾雅離洗手台最近，
諾雅先開啟了水龍頭，
[啊~]，諾雅大叫了一聲
雷諾:[怎麼了?]
[血.....血.....是血]
我轉頭去看，水龍頭流出來的真的是血，
於是我也打開了水龍頭，
流出來的真的也是血，
我又轉回頭看雪夜:[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這次我們來沒玩就已經死人了?]
雪夜一副很輕鬆的說:[這我也沒辦法啊，他殺完才跑過來說要挑戰你們]
我覺得這個遊是真的很.......
我轉過頭跟學長說:[學長，這次換你跟雪夜談，我有點不舒服]
學長扶我到旁邊的椅子坐:[那妳休息一下]
[恩，好]
學長:[姊，我想問妳一個問題]
[說吧]
[為什麼有學生死亡學校沒有調查]
[怎麼會沒有呢，當然有阿，
這次算我幸運，你們的校長出國2星期，
所以阿，我有的是時間跟你們玩]
學長:[嗯，說吧，遊戲規則是甚麼]
[很簡單，第一，你們要找到死者屍體，
第二，你們必須找到兇手，
這次，贏了有獎勵，
輸了沒獎勵也沒處罰，
時間24小時，掰]
接著雪夜就消失了，
學長:[既然血是從水龍頭過來的，那就從水源找起]
雷諾:[那從學校的水塔找吧]
我:[學長，你跟雷諾先去找兇手的線索]
學長:[為什麼不要一起行動呢?]
我:[這樣時間會不夠的]
學長:[好吧，你們小心點]
我:[諾雅，你跟我去學校的水塔]
諾雅:[好]
於是我們各自去執行我們的任務，
於是我跟諾雅就跑到學校的水塔，
總共有12個，而我們一個一個的慢慢找，
找找找，找到第11個時還沒找到，



而最後一個是我找的，
我打開水塔的蓋子，
裡面真的有一具屍體，
我馬上打給學長:[學長，水塔這真的有一具屍體]
學長:[你別慌，你先跑到辦公室跟辦公室的老師說，之後交給老師們處理，
但記住，屍體撈起來時記得看是誰!]
[好...好......好.....我馬上去]
我:[諾雅，快，我們快去辦公室]
於是我們匆匆忙忙跑到辦公室，
[報告，老.......老.....老...師]
[怎麼拉，怎麼慌慌張張的阿]
[老.....師，我在學校水塔裡....找...到一副屍體]
[屍體?!]
[對，在地12號水塔]
[楚瑄老師，幫我報警一下，我去現場看一下]
楚瑄老師:[好，快去吧](楚瑄老師就是幫助小薰的那個老師)
我跟老師就跑到現場，而老師也看了是誰，
看完，老師臉上出現驚嚇的表情，
我:[老師你沒事吧?]
[我沒事，只是真不敢相信5年前的事又要上演了....]
[5年前?老師，5年前到發生甚麼事?]
[我想這件事還是告訴你們的好]
[老師你快說吧]
[在5年前學校有個女學生因出去玩，發生意外而導致她昏迷，
剛開始醫生說是輕度昏迷....]
我打斷了老師的話:[老師，前半段我都知道，我是想知道學姊變成死神後學校怎麼了?!]
[你知道?]
[莫凡學長告訴過我]
[原來阿，那我告訴你之後的事吧]
[嗯嗯]
[巧璇變成死神後剛開始我們並不知道，
直到後來學校慢慢地發生了一些事情，
開始有同學自殺，
以前和樂融融的同學也開始吵架，
也發生了一些恐怖的事，
有一次，
我們成功的輔導一位學生回來，
那時我們問她為什麼會這樣，
而她那時就哭出來了，
她說那時她心情很差，接近瘋饋狀態，
禿然有位女生走過來，
她說那位女生她沒看過，
但是那位女生是穿學的制服，
而我問了她，那位女學生長的怎樣，
而她描述完，我發現那位女同學就是莫巧璇，
本來我來不相信，想說是不是我判斷錯，
但是後來我們慢慢地問有摻進這件事的同學，



而每個同學說的都一樣，
於是我把巧璇的照片洗出來，
再度的問那些同學，
而那些同學說就是這個女生，
我們傻眼了，不敢相信真的有這種事情，
事情接二連三的發生，
而我們不得不處理這件事，
我們的校長就從外面請來了一位小姐，
她說她會處理這件事，
她在處理的過程校長不准我們任何一個人靠近，
而自從這位小姐處理完後，
事情就沒有再發生了!]
[原來5年前發生的事就是這個.....]
說完警察就來了，
而老師就跟警察去警察局調查這件事，
之後我們知道死著是誰了，
死者就是:伊薇塔
她是三年級的風雲人物，
我們開始慢慢的懷疑，
為什麼死者都是有名的人，
但我們並沒有想太多，
我們告訴自己也許這只是巧合~!
(這篇未結束，延到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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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遊戲3-1
等處理完這件事後，
我們接到了一通電話，
「屍體找到啦，恭喜你們喔，現在，換來找我吧，電腦教室，第一排第1個，有線索喔，祝你們好運!
」
於是我們四個跑到了電腦教室，
但是電腦教室有10間，(我忘了說圣英学院是間貴族學校)
於是我們四個分散找，
一人找兩間，最後一間大家一起找，
在第八間找到了一篇報紙，
上面寫著，
「 圣英学院的伊薇塔獲得了2012年全國設計比賽第3名，
這位學生值得鼓勵，
而伊薇塔也被邀請出國比賽」
我:「 那次的設計大展我也有參加，
參加年齡是16歲到25歲，
而我們兩個是被關注最厲害的兩個，
因為第二名是25歲的社會人物，
而我們兩個是算年紀小的，
而我那次的展覽我準備了1年，
我參加時是國二，
而這個消息出來時我是國一，
我記得那時的情況恐怖」
諾雅:「 那你是第一名囉?!」
我:「是的，我以為我連前10名都進不了，結果....... 」
諾雅:「 那很強耶，我記得那次都是各校很強的設計人物去比賽，是辦大會以來最受人注目的一場!」
我:「 好了啦，辦正事!」
諾雅:「 喔」
我們剛說完電話就打來了，
「 看到了嗎?看到那個賤人用手段贏取比賽了嗎?
再到第5間的電腦教室裡的第5個位子在找一個線索吧」
說完電話就掛了，
接著我們四個就跑到電腦教室，
總共有四大排電腦，
我們一人找一大排，
就在第三排我們到了一篇報紙，
上面寫著「2013的全球設計大展，
而我們最受矚目的卓以薰.伊薇塔，
伊薇塔的成績並不是很理想，
而卓以薰得了全國第三名，
為校爭光，也為國爭光 」
我:「 ㄜ......怎麼連我的也被爆出來.....算了，這不是重點，
學長，妳可以查出2012設計社的人員嗎?」
學長:「 可以，我現在去查」



過了10分鐘學長回來了，
學長:「 我查到了那年的設計組有:
顧可薇.
安珀兒.
伊薇塔.
敖仲爵.
袁皓平.
黎尚恩」
雷諾:「走吧，我們去問那年團員有誰是要準備比賽2012年的比賽」
我:「 走吧」
於是我們去問了第1位，顧可薇，
她說:「我記得那年........好像是社長和副社長準備要參加的，
但是社長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就沒參加了，」
雷諾:「 那社長和副社長是誰呢?」
她:「 社長是:安珀兒，副社長是:伊薇塔」
我:「那很抱歉，妳可以拿2012年的比賽原稿跟2013的比賽原稿給我嗎? 」
她:「 可以，但是我要找找!」
我:「 好可以，那等你找到可以拿到1年1班嗎?」
她:「 沒問題，我找到的話我會去找你的!」
我:「 謝謝你，謝謝你」
我們走後我對學長說:「學長，我可以再麻煩你一件事嗎? 」
學長:「 說阿」
「 學長，請你去找2012的報紙和2013的報紙好嗎?」
「 這個簡單」
學長走後......
我:「 我們先去覓食吧，
我們都累了也餓了，
邊吃邊等學長的好消息吧!」
雷諾:「 走吧，走吧，我都快餓死了拉」
於是我們去餐廳買了東西吃，
我也幫學長買了一份，
我們吃到一半學長就打來了，
「 小薰，我找到了」
「 我們在餐廳，過來這裡吧」
過了5分鐘，學長到了餐廳，
學長:「 齁，你們三個在這邊乘涼聊天.吃飯，
結果我在那邊做苦差事，真是的」
我:「 好啦好啦，大少爺，我有買你的份拉，快坐下」
學長:「 這還差不多，這給妳」
於是我看了這兩年設計大展的報導，
果然有把作品登上去，
諾雅:「 小薰阿，妳為什麼要這兩年的報紙呢?」
我:「 等我確認後妳就知道了!
快吃吧，我們時間不多了!」
於是我們吃完先各自回教室，
我剛坐下顧可薇就到我的教室門口了，
她:「 學妹，我找到了」



「 學姊，謝謝你」
「 左邊這張是2012年伊薇塔的設計圖，
有兩張，一張是本來要參加的，一張是真正要參加2012年的設計稿，
右邊這張是2013年伊薇塔的設計圖。」
「 真的很謝謝妳」
「 不用客氣」
於是我把伊薇塔2012年本來要參加比賽的設計稿拿起來看，
下面都有設計師該有的簽名，
我又看了正政要參加比賽的設計稿，
但下面的作者名子寫的是伊薇塔，
而且設計圖的名子好像被擦掉重寫過，
於是我把作者名子再度的擦掉，
我發現伊薇塔的名子塔寫的很輕，
於是擦掉就沒痕跡了，
我用鉛筆下上面輕輕的畫著，
出現的不是伊薇塔的名子，
上面的名子而是安珀兒的名子，
於是我把2012年設計展的報紙拿來跟安珀兒的設計圖相比，
結果是一樣的，
這時，我才發現，
原來那年本來應該要得獎的是安珀兒，
但是伊薇塔把她的設計稿拿走了，
於是我去伊薇塔的班級問她最好的朋友是誰，
我問出來的結果是:貝蕎安，
我去問貝蕎安:「 請問一下，妳是伊薇塔的好朋友嗎?」
「 是的，怎麼了嗎?」
「我是想問問伊薇塔有沒有寫日記的習慣 」
「 有，我們有寫交換日記」
「那請問可以給我看嗎?我是要調查她的事，我保證 !」
「 好吧，那我就拿給妳看吧」
於是貝蕎安走回教室從她座位裡拿出了一本本子，
「給妳吧，但是妳看完請記得還給我好嗎?
這是我跟她的回憶! 」
「 沒問題的，謝謝你」
於是我翻到2012年的日記，
「2012/5/10
今天我看到了社長的設計稿，
她的設計稿我看到了，
她2012年的是畫得不錯，
但是她準備的2013手稿卻跟2012年的手稿天差地遠，
社長以前幫助我很多，
而且如果這樣2013年的設計稿拿去比賽回來，
她連設計社都不用參加了，
於是我把她的設計稿偷過來，
拿我自己的去比賽，
 我知道我這樣她如果知道她可能會很生氣，
但是我還是要這樣做，



我只能說，社長，抱歉!」
下一篇，我翻到2013的
「 2013/5/10
上次我拿了自己的手稿去比賽，
得了個第三名，
這次我拿社長2013年的手稿去外國比賽，
結果當然是沒得名，
而她的作品也被報紙登出來，
當然她也很生氣的跑來，
說我偷她的作品，
這我有認了，
這之後我被學校退出的社團，
老實說，
學校有些老師是很現實的，
然而這些不管是我，還是學校的同學，
他們都知道.....」
我心想:「 這安珀兒還真笨，
都這麼明顯了，
這就是她的錯啦」
於是我去找了學長.諾雅和雷諾，
我告訴他們這個真相，
於是我們四個去找了安珀兒，
我:「 我們找到了」
她:「 很抱歉，我不認識你們喔，還有甚麼找到了，我根本不懂」
我:「 不要再裝了，妳不是叫我們找妳嗎」
她:「 既然你們都找到我們，那你們應該知道他的偉大事蹟吧」
我:「 我還真沒看過這麼【笨】的人耶」
她:「 笨，我哪裡笨阿」
我:「 那年，她把妳的作品拿去參加全國比賽就是為了不要讓妳退出社團，
妳想想，如果那年是妳去參加比賽的話，那被退出就是妳!」
她:「 那是妳再說的」
我:「 還真笨勒，拿去看」
我把那兩篇日記印了下來，
於是她看完這篇後就說:「我還真笨哩」，
她流下了眼淚，
安珀兒:「 伊薇塔，對不起，我不該為了一個比賽就.....就.....就」
這時禿然出現了一個聲音:「 時間只剩10分鐘」
我:「我現在可以請你幫我一個忙嗎?」
她:「 恩.....可以，是去找雪夜嗎?」
我:「 是的，相信我，她不會傷害妳，只要妳在這10分鐘內跟我去找她」
她:「 好，走吧」
雷諾:「 好了好了，沒時間了，快走吧」
於是我們五個人跑到雪夜那，
學長:「 雪夜，這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這時雪夜冒了出來，
「 不錯嘛找到了阿，
過關」



我:「老實說，我真的覺得她很笨」
安珀兒:「我知道錯了...」
學長:「我覺得妳老實去跟老師說搞不好罪刑會輕一點!」
安珀兒:「 我會的，謝謝」
於是第三遊戲終於結束了，之後還要繼續的面對挑戰~!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今晚，我想，該是去美國找哥的時候了，
隔天早上我們再次的去找雪夜，
我:「 雪夜，我要用一次我個人的暫停」
學長:「 等下，你用暫停要幹嘛?」
我:「 我必須要到美國一趟」
雷諾:「 既然要暫停了，就來個團體暫停吧~我們也該休息了」
諾雅:「 我贊成，而且少了你這個大將我們可能沒辦法過關呦~~」
我:「 好吧，我去美國一趟，等我回來!」
我:「雪夜，我要用一次團體暫停 」
雪夜:「 ok，但我勸你們快點恢復遊戲，我想你們的關主已經等不及了~」
我:「 我盡量.....」
於是今天我們乖乖的上了一整天的課，
隔天我就請假去美國，
在飛機上我不斷的想，
「 要怎麼跟哥說這件事呢?
說我在學校在跟一個死神玩遊戲?
何況哥也沒聽說過這件事，
跟他說，他會相信嗎?」
於是我在飛機上睡了一覺，
希望我醒來後，能夠想好，
我睡了好長一段時間，
也許是最近太累了吧........
還有2小時才到美國，
於是我請空姐拿了一些食物來吃，
順便觀賞影片，
而不知不覺就到了美國，
我下了飛機出關，
走出機場後我拿著哥之前給我的地址去找哥的住處，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離機場不遠，
於是我慢慢地走，
靠著我以前的記憶走到了住處，
正當我要按門鈴時，
門打開了，
哥:「 妹?你怎麼在這」
我:「找你啊，你確定不請你妹進去屋子裡坐嗎? 」
哥:「 喔，抱歉，請進，我先拿個信」
我走進了哥的住處，
還是跟以前一樣的大，一樣的漂亮，
我:「哥，你都畢業了怎麼還不回台灣阿? 」
「 快了，在一段時間我就會回台灣了」
「快喔，不要讓我一年後才見到你喔 」
「 好，我盡量」
「 吼，哥，你是太久沒被我念了齁」



「 我開玩笑的啦，你的嘴簡直比媽還煩，我保證我過一陣子就回去了」
「 亨，現在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 妹，你明天就要給我回台灣喔!不要請太多假!」
「 好啦，好啦，我飛來看你你竟然是這個態度，亨」
「 乖拉你」
而我的晚餐就是我家的帥氣哥哥親自下廚煮的，
我:「 哥，你在煮甚麼阿?」
哥:「 你等等就知道了阿」
但香氣還是逃不過我得鼻子，
「 義大利麵」
「 答對哩」
「 太讚哩」
於是吃完美味的晚餐後，
我們開始像以前一樣的聊天，
我:「 哥，你相信這個世界有死神這個東西嗎?」
哥:「 我相信，因為這個世界無奇不有阿」
「那如果我說我在學校遇到死神呢?你會相信嗎? 」
「 死神?甚麼意思?」
於是我把這幾天的事跟哥說，
他一臉不敢相信的說:「 之後回國我會去你學校看的!」
「 請你一定要回來!」
「 妹阿，你是不是該睡了阿」
「哥，現在台灣是早上耶........ 時差....」
「 喔，那你先玩玩手機或看看電視吧」
隔天早上我懶懶的拿著行李準備要去機場坐飛機，
哥:「 妹，吃完早餐我載你去機場吧」
而我的早餐是三明治和一杯咖啡，
吃完後就到機場等候班機，
等下飛機後我又睡著了，
起來時還有一段時間才到台灣，
於是我又睡著了，
起來時已經快到了，
於是我又吃了些東西(一直吃真是豬，哈哈)
然後就到了台灣，
我下了飛機出了關，
拿完行李，我就回了學校的宿舍，
我打開了房門，
把行李放下，
心想:「 明天又要再度的玩遊戲了，
老實說，我已經沒有把握阻止雪夜再度的殺人了，
這個遊戲會持續多久呢?
呵呵，遊戲才開始沒多久我就這樣了，
真是的」
於又疲倦的睡著了
充足的睡眠才能讓我面對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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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早上我就去跟學長他們會合，
諾雅:「 走吧，去找雪夜吧~」
我:「 好」
於是我們四個到了雪夜那
雷諾:「 雪夜阿，今天遊戲是甚麼啊?」
雪夜:「 小薰回來啦，你們先回去吧，遊戲晚上才開始，你們先回去吧」
於是我們今天就乖乖的上一整天的課，
直到晚上，
我:「 雪夜，我們來找你了」
雪夜:「 去3樓英文教室吧，到那在跟你們講說遊戲規則」
於是我們四個到英文教室，
我:「 雪夜，妳可以出來了沒阿」
雪夜:「 出來了出來了，
今天可以說是跟鬼玩遊戲」
雷諾:「 鬼??太扯了吧.....」
雪夜:「 就是扯，遊戲才好玩嘛，可以讓我繼續說下去嗎?」
雷諾:「 繼續」
雪夜:「 教室裡會有一想對你們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幫助你們通過遊戲，
你們將會待在教室，
而鬼魂會包圍住整個教室，
如果鬼魂衝進朝往你們，
那你們就死定了，
因為你們必須靠那樣東西來擋住他們，
直到晚上9點，
我知道你們有門禁，
夠體貼了吧~~~」
我:「 ㄜ..........真謝謝你齁」
雪夜:「 不客氣，我會給你們基本30分鐘給你們擋，
找到的東西必須放到螢光盒裡，這樣才能成功擋住鬼魂，
你們有一樣要保護的東西，那就是你們身後的那顆石頭，
如果那顆石頭被拿走的話，那你們就輸了，
你們輸的話處罰的對象就是你們!
而擋鬼魂的東西找不到也沒關西，只不過你們要打鬼打到9點，
你們會累死，
好啦，不多說了，遊戲開始!」
雪夜說完後鬼魂就一個個的出現，
諾雅:「 看到鬼了......」
雷諾:「挖裡勒， 還真的勒......」
學長:「廢話不多說，快找吧，
雷諾，你去站在石頭旁邊故著，避免石頭被拿走!」
雷諾:「 好」
我:「諾雅小心，有一隻鬼魂在你後面! 」



我說完諾雅就把鬼魂踢散，
諾雅:「 謝謝，只不過怎麼鬼魂已經進來了呢?」
這時雪夜說:「 現在是一隻一隻近來，等一下就越來越多隻近來了喔~~!」
我:「 學長你負責鬼魂的部分，我跟諾雅負責東西的部分!」
學長:「 好」
於是我跟諾雅開始找東西，
過了20分鐘，
我們甚麼東西都放了，
就是找不到有甚麼東西可以放在上面，
學長:「 我快累死了，找到了嗎?」
我:「 還沒」
這時我手就放在螢光盒上休息
結果竟然外面出現了保護層，
我:「 原來是我們的手」
諾雅:「 我無言了」
學長:「 終於可以休息了」
這時雪夜出聲了:「 不錯嘛，找到了，我還以為你們一小時後才會找到呢，
順便提醒你們一人只能用30分鐘，30分鐘過後你們就必須換人!」
學長:「謝謝齁 」
雪夜:「 不客氣」
說完雪夜就消失了，
我:「 學長.諾雅.雷諾，你們先睡吧，30分鐘後我在叫你們，
現在這個保護層的!」
學長:「 好，那我先睡囉，有事叫我!」
我:「 嗯」
諾雅:「 休息去，小薰加油喔~~!」
我:「 知道了」
我說完雷諾還站著不睡
我:「 雷諾，你怎麼不睡了?」
雷諾:「 我保護石頭，反正我還不會累阿，沒關西」
我:「 喔」
在過205分鐘這場遊戲就結束了，
過了15分鐘............
這時開始有鬼近來，
當鬼要碰到我時，
他突然被踢散了，
學長:「 鬼都進來了還不跟我講，真是的」
於是學長開始在打鬼，
過了15分鐘................
我:「 諾雅換你囉」
諾雅慢慢地爬起來，
打個哈欠說:「 喔，你去睡吧」
我:「 好」
學長:「 那我也睡囉，有事叫我」
諾雅:「 好」
我躺下後過沒多久我就睡著了，
我做的一個夢，很真實的夢，



我夢見有人拿著刀刺到我哥，
那時我嚇了一大跳，
但是突然我又進入另一個地方，
那裡是個後院，大家在烤肉
那裡有學長.巧璇.哥.諾雅.雷諾還有一個我不認識的男生，
我跑過去問我哥:「 哥，你不是被刺一刀嗎?」
我哥:「 傻妹妹，你忘拉，我沒事啊，
我還活得好好的勒，那件事不是過很久了嗎」
我:「 過很久是甚麼意思?雪夜甚麼時候醒來了?」
這時我頭突然很痛
我叫了一聲，
坐起來，
諾雅:「 小薰，你沒事吧?」
我:「 沒事，只不過做了很奇怪了夢」
諾雅:「 喔，雷諾換你囉」
這時學長起來了:「 雷諾你先睡一下吧，我先站」
我:「 對阿，你躺一下啊，石頭我顧就好」
雷諾:「 好」
我開始在想，
那個夢又代表著甚麼?
(這章未完，下章待續~~)



第十三章遊戲4-1

第十三章-遊戲4-1
算了別想這個多，
我把那顆石頭拿出來，
那顆石頭很特別，
它讓人覺得他很脆弱，讓人覺得盡量不要靠近它，
但它散發出來的光芒卻又是這麼吸引人，
特別的紋路讓人看一眼就忘不了，
我把它收了起來，
過了30分鐘............
學長:「 雷諾，換你囉」
雷諾站了起來走向螢光盒值班，
還有145分鐘這場遊戲才結束，
雖然我們幾個平常都是10點多睡，
但是今天就覺得好累，
很想睡.........
這時雪夜說話了:「 你們全輪完後就沒辦法輪囉，
到時候你們還要再找樣東西!」
我:「 現在就開始找吧」
諾雅:「 可是能放的東西我都放了，還有甚麼能放?」
場面又安靜下來了.............
過了10分鐘...................
雷諾:「 拿石頭看看好了，搞不好是這個!
17分鐘後用用看吧」
說完後我又睡下去了，
我睡了大概15分鐘後又被叫醒了，
學長:「 小薰，起來囉」
我慢慢的坐起來，
學長:「 時間快到了」
我:「 喔」
學長說完就去打鬼了，
因為接近30分鐘了，
所以鬼會越來越多，
2分鐘過後，
我們把石頭放在螢光盒裡，
過了2分鐘，
諾雅:「 鬼魂怎麼還是一樣多呢?
難道不是這個?」
眼看鬼魂越來越多我們也沒時間再找了，
我們也加入了打鬼活動，
這時雪夜:「 加油啊，
但我要跟你們說個壞消息，
最後一批鬼魂來了，
更強喔~~~!」
我聽到這個蠻傻眼，



不要說我了，
大家都一樣，
10分鐘過後..........
諾雅:「 我要撐不住了」
雷諾:「 我也是」
雪夜又出現了，
我:「 雪夜阿，
你不要再出現了，
你出現都沒好事」
雪夜:「 小薰，不要這樣嘛，
我是來告訴你們，
鬼王要出現了」
我:「 果然沒好事」
我們又繼續打，
但是我們也漸漸的沒力了，
過了2分鐘，
有一隻鬼過來了，
但我們都嚇到了，
因為他比我們大了4.5倍，
他直接可以把我們直接包住，
他一出現其他小鬼就退散了，
他慢慢地接近我們，
鬼王:「 我勸你們石頭快交出來，不然痛苦的是你們」
學長:「 我為什麼一定要交給你呢，
那石頭又對你們沒好處，
為什麼一定要拿到呢?」
鬼王:「 那是因為.....」
「 閉嘴，王大哥阿，
不要給我亂講話，
不然後果你知道吧!」
雪夜插進來說話，
鬼王:「 好好好，
我不說就是了」
這時鬼王又繼續靠近我們，
但我們已經靠到牆壁邊了，
鬼王又離我們簡直已經面對面了，
我跟諾雅不約而同的大叫，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突然整間教室變得很亮，
亮到我們沒辦法睜開眼睛，
這個情形維持了一分鐘，
1分鐘後鬼王不見了，
只見校長走過來，
校長:「 這個晚了你們還在這做甚麼，
還不快回宿舍!」
我們四個:「 我，謝謝校長」
我們四個就各自回了宿舍



我心想:「 怎麼回事啊?
算了，今天真的太累了
先睡吧 」
想完我就睡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