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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1

「歐~尼~醬~，甚麽時候才到啊？我們已走了2個多小時了，茶茶的腿都要斷了！」

妹妹她臉帶難色地看著我，一滴滴的汗珠從她的臉朧上流下，看來她已到極限了。這也難怪，畢竟在
2個月前，她還是一個小六學生，加上她平日甚少出門，能堅持這麼久也算是奇蹟了。嚴格來說，她
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受我影響，成為了一名尼特族。基本除了上學，其他任何時間都不會離開家，終日
只是留在家中玩電腦或看動漫。但意外地，她在同學中的人氣還滿高的。果然，可愛就是正義，萌即
是真理。

「吾之下僕，吾命令你快點背起我」
看起來酷熱的天氣及長時間的勞動已令她打開了一些奇怪的開關。
算了，我畢竟是她的哥哥，雖然我很不耐煩，但還是背起她繼續走。幸好，以初中生來說她的身形也
算嬌小，背著也不會覺得太重。

「吾之坐騎，給我走快一點！」

「喂喂，等等，剛不是吾之下僕嗎？我什麼時候成為坐騎了？」
我轉身一下手刀劈在她的頭上。

「好痛」

「給我認真一點，再是這樣的話，你就自己走吧！歐尼醬不再背你了」

「歐尼醬，才不要咧，求求你了，繼續背我吧！」

她一邊摸著頭，一邊哀求著。
不過，走著走著，看著沒有盡頭的山路，一股無力感頓時湧上心頭。

到底，我們還要走多久？

整件事都是要由遠在英國的老爸打來的那個電話開始說起。

「長政，近來好嗎？我有些很重要的東西要告訴你，但請先告訴我，妹妹生活得如何、在學校有沒有
被欺負、吃得飽不飽.... ..」

此時我把電話擱置在沙發的扶手上，靜靜地等候了五分鐘。果然，老爸他最關心的都是我的妹妹，雖
然他對我都不錯，但那我跟妹妹的待遇來相比，我甚至懷疑我是不是被他撿回來的孩子。不過，假如
忽略我妹妹那殘念的性格，她的確很可愛也很討人歡喜。

當我再次拿起電話時，爸爸他終於快問完了，而我熟練地拿起了講稿，上面全部都是老爸會問的問題
及我一早就想好的答案。基本上他每隔一個星期就會詢問我妹妹的情況，而且每次問題都一模一樣。

十分鐘過後....



「原來如此，幸好你沒有虧待你的妹妹，否則我回來後會打斷你的腿哦。」

「這句話你也說了很多次，但我很像起碼兩年沒有見過你回來了！」

「沒法子了，都市的工作十分繁忙，加上現在這份職業又無法像以前一樣賺得這麼多，你要知道現在
我要一個人養你們兩個孩子，開支也挺不小的。唉，自從你媽走了之後...」

「別再跟我提那個女人，她不是我媽！！」

「抱歉，想不到過了這麽久，你還是這麽介懷，那我們不要停留在這個話題上吧！話說，你們住的地
區要重建了。」

「甚麼？？！！」

就在一時間的話題轉變令我難以適從，父親的這一句話更讓我感到晴天霹靂。我從小到大居住的地方
居然要重建？我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就搬到這裡了，記憶最深刻的生活，全都在這社區裡。我也早已
習慣了這種的生活。在中午時帶著妹妹到附近的公園玩耍，晚飯後獨自在樓下四周漫步，感受著清涼
的晚風;夏日時享受著荷塘的月色、聆聽蟬鳴，蛙叫，冬天時窩在家裏玩電腦真至天亮。我也早已習
慣了這種的生活，現在突然的改變，使我感到不安，而我也對於我們的何去何從而感到憂心。

「你是跟我在開玩笑嗎？這不好笑哦！」

「哈哈，兒子你的幽默感真的越來越像我啊！但是這是真的哦，你們住的那片舊區大部份都被地產商
高價收購，而地產商在上週打電話給我問要不要把單位賣了，所以我就毫不猶豫地把它賣了出去」

「等等，請不要說得如此理所當然好嗎？不管怎樣，你都應該事先通知我們，對吧？」

「先不要那麼激動，你們新的居住地方，我已幫你們計劃好了。」

我爸華麗地無視了我的吐槽

「等等，別無視我哦」

「你還記得平井家嗎？」

我爸僅僅是用這句話便堵著了我的嘴巴。平井家？很像是在我升小四搬家之前，一直以來的鄰居。那
家的主人，平井先生也很像是我老爸從小到大的朋友，而平井先生的女兒——平井詠夜，則是我的
青梅竹馬。
我爸看見我沒有回應，便繼續說:

「昨日我跟誠一郎打了電話，幸好他有幾間房子正等待放租，我便用他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來要挾他
租房子給我，哈哈，這樣我就節省了一筆不便宜的租金了，你有空就學一學習我吧！」

「為何你能在做過一些卑鄙無恥的行為後，還能用這種自豪的語氣跟你的兒子說話呀？」
我爸他繼續無視我

「那麼兩星期後你們就開始起程吧，具體位置和交通安排我也剛傳了給你了！」



「那麼我和妹妹的學校怎麼辦？」

「入學手續之類的都幫你們弄好了，你們放心去上課吧，反正你在現在這所學校都沒有朋友，也不必
擔心人際問題了。至於茶茶她，這麼可愛也不必擔心會沒有朋友。就這樣了，我現在沒空等你們搬完
家後我再聯絡你們吧，再見！」

「等等哦，先別掛線」

傳到我耳裡的，是電話掛線的聲音

「那個可惡的老爸！！！」

老爸他也太不負責任了吧，果然，老爸最討厭了。

但是幸好老爸提了一提，我回想起了我曾經擁有一個青梅竹馬——平井詠夜



《序章》2

青梅竹馬，一個多美好的屬性啊，一個完美的身份啊，一個令多少人一直夢寐以求希望擁有的啊！這
種從小時候就產生的羈絆是人生中的一種特殊的、斬不斷的緣分。
兩個小孩，兩小無猜地一起玩耍，這份天真純潔的友情，是多少人一直所渴望的。隨著慢慢步入青春
期，大家之間的關係變得曖昧，互相對對方萌新愛意，其後更從朋友步入戀人的關係。
這一切是多麼的美好。

我小時候正正是擁有一個青梅竹馬，而我卻不懂得去珍惜。老實說，我恨不得穿越回去揍死以前的自
己……
 
遙想起小學的時候，我們佐藤家跟他們平井家來往得很密切，我們小時候經常一起玩耍。

 她長著淺金色的頭髮，綁的是朝天辮，臉上還有些雀斑，雖說不算美麗，但還是滿可愛的。但當時
的我是只視她為普通的一個朋友，甚至有時因為他是女孩子嫌棄跟她一起玩。
 
由於我們是同一間小學，因此我們經常一起上學放學，某天放學後她牽著我的手，手拉手和我一起回
家，走了一段路後我覺得很害羞於是把手抽開了，之後她又來牽我的手，我再次抽開，事後為了避免
她在把手伸過來，我假裝看見一些好玩的東西，轉身就跑走了，只是留下她一人獨自回家。
 
在小學三年級時，某天她來我家吃飯，吃完飯後和我一起洗碗，被爸爸打趣說
「乾脆以後嫁到咱們家來吧？」

她頓時害羞得臉紅了，小聲地説
「這種事，起碼等到我們大一點才説吧。」

「誰要娶這醜八怪咧？」
此時我卻不合時宜地傲嬌了，

之後的一個星期，她也再沒跟我說話。

小二暑假時，她父母都去了旅行，整個暑假她都寄住了在我的家中，晚上睡覺時和她一起睡在同一張
床上，睡著睡著她一個翻身靠在了我身上，我果斷把她推了回去，為了防止她再翻過來，還用枕頭擋
在了中間……
之後為了避免再次出現這種情況，我決定自己去客廳打地鋪。

隔天，我爸開車带我們去遊玩，在山上遇見一條很清澈的小溪，她果斷脫掉衣服光，光着身子跑去玩
水了，我爸讓我也去玩。但是裸體什麼的實在太害羞了，所以一眼也没有看過她，一個人默默地跑到
某個角落去捉螞蟻玩了……
 
更有一次，我們全家一起看恐怖片，她看完後很害怕，擔心會睡不著，想我陪她一起睡。結果我睡覺
時打呼嚕太大聲，她也是睡不了，第二天她向我抱怨，我卻反過來指責是她硬要我陪她睡，是她的錯
。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們已升上小學四年級了，而我也因為父親的工作而搬到別處。
 



還記得在我們道別的那一天下著毛毛細雨，她撐著雨傘站在我的家門前大哭，她那原本水汪汪的大眼
睛，看似也早已哭腫了，當時我也分不清她臉上的是淚水還是雨水。她一邊抽泣一邊斷斷續續地跟我
說

「那...那....個，我們可以互相交換一些物品留為紀念嗎？我希望，在你離開前，能親手送一些禮物給
你，以後你看著它便能想起我，想起我們這段美好的回憶！」

之後她送了我一個手工的編織物飾品，這是一條有三種顏色的事所編織而成的手繩，雖然說不上很漂
亮，但無可否認的是裡面定必蘊藏著她濃濃的心意。我記得當時她的手上傷痕累累，必定為了編織這
飾物而吃了不少苦頭，然而當時的我並沒有留意到這點背後的含義。
 
「這樣實在太難看了，真醜哦」
 
她灌住了無數心意的禮物卻被我嘲笑太難看，而當時我的愚昧行為並不止這一點

「連做這麼簡單的手繩也做不好，還弄傷了手指」
「笨蛋，這你也不明白我的心意」
 
當她聽完後，便哭著跑走了，一邊口中大叫著。

當時我的確不明白她的心意，更不明白她哭的原因。
至於我送給她的禮物，只是我在家中隨手拿的一支筆，而且我拿的原因是那支筆上的圖案太噁心了，
想必她一定已經扔掉了。
自從那次以來，我已經近6年沒見過她了。於是，就是這樣，我不斷地在青梅竹馬的galgame中選錯
選項。



第一章

走了這麼久，平井家終於出現在眼前，前後加起來我們總共走了近四小時，而我背上的妹妹也早已進
入夢鄉了。

我按幾下門鈴，畢竟鎖匙在他那裏，由於我的新居還沒裝修好，傢俱也還沒有搬來的緣故，我和妹妹
都暫住在他的家中，直至新居入夥為止。
‘叮咚’

開門的是一名長著淺金色頭髮的少女，她綁著雙馬尾，她一面疑惑地看著我。
「找哪位？」

等等，這美女是誰？我按的門鈴不是平井家的嗎？平井家有這樣的人嗎？
「那個，不好意思，請問是平井家嗎？」

「是的，這是平井家。」
她說完後，過了半晌，氣氛突然變得寧靜，我們一時間都沒有作出反應。

突然，我和她都不約而同地大叫了起來。
「長政？」
「你是詠夜嗎？」

就在此時，我妹妹醒了
「哥，到了沒有？詠夜姐姐？哈囉，很久沒見」

此時我不禁驚訝，明明茶茶上次看見她時還只是六歲，而且她的相貌轉變了這麼多，為何她還能認得
出詠夜呢？
相反之下，詠夜跟我共度了八年有多的時光，雖說分開了六年，但我第一眼竟然完全認不出她，說起
來還真是慚愧。糟糕由始至終都沒有想過關於跟她見面時的開場白。

「很久沒見，你是茶茶嗎？想不到轉眼間已長到這麼大了，上次見你的時候你還只是剛從幼稚園畢業
呢！爸爸他剛出去了，想必你們走了這麼久一定很累了，那就先入來坐坐，休息一下吧！」

我的妹妹，做得好！先引開她的注意力，讓我先想想開場白。假如這段時間發展得好，搞不好可以重
拾回搬家前的好感度！

「我先去泡茶，請坐下來等一等吧！」

此時我坐在沙發上，但其實我的感覺如坐針氈，糟糕，對於等會兒的事情，我實在是太緊張了。我仔
細地打量著她，實在是想不到在六年前，那個扎著朝天辮，滿面雀斑的小女孩，今天成為了亭亭玉立
的姑娘了。按道理今年她應該是跟我一樣升高中，真不知為何她的樣子和身高還是跟初中生一樣。

「抱歉，讓你們久等了」
「不要緊，說起來我們都很多年沒見面了，剛剛第一眼看到你，我還真是認不出你呢！想不到沒見這
麼多年，你漂亮了很多哦」



媽的，到底我剛剛說了什麼呀！一開始說話時腦內一片空白，之後就開始不明白自己在說什麼了。

她臉上出現了紅暈，露出了害羞的神情，但這神情一閃即逝，她轉用了一個開玩笑的語氣跟我聊天。
「是嗎，我第一眼也認不出你啊！還記得你當年，掉了兩隻牙，還理著平頭，拿樹枝去捅蜜蜂窩，結
果惹來了一大群的蜜蜂，之後被蜜蜂追著到處跑，現在想起來還真是好笑呢」

這次輪到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這種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還有呢，還有呢.....」

之後我們聊了很久，我妹妹還是繼續睡在我的腿上，雖然不停聊著我以前的黑歷史，但整片氣氛也算
是相當和諧融洽。

「我回來了！」
我眼前出現了一位年約30多歲的男人，他的身形雖然算不上非常健碩，但能看得出他平時也有做運
動，看來是個白領。而從他那淺金色頭髮中，可以推斷出他就是詠夜的父親 - 平井先生。

「哎喲，長高了不少哦，雖然你爸之前跟我說過，你的樣子變化了不少，但第一眼看見你，我還真的
無辨法認出是呀」

他一邊說一邊用手使勁地摸著我的頭。先生，我很最近你不是很熟哦，你一見面就對我使用摸頭殺，
你算什麽意思哦！

縱使我心中是這樣想，但是我還是有禮貌地回應他，畢竟接著的這兩星期我要寄宿在他的家中，多虧
他，我才能找到房子居住，因此，我站起來鄭重地道謝他。

「平井先生，十分感謝你能藉房子給我和妹妹居住，小女不才，望請多多指教」
「哎呀，不用這麼客氣哦，原本我也不想藉給你們的，要不是你爸用我以前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來要
挾我，我才不想把房子借給你們呢！」

傲嬌？這詞語突然在我心中出現了。

「還有，不用叫我平井先生這麼見外，跟你爸一樣叫我做誠一郎就行了」
「你應該還剛剛才到的吧！我帶你到屋子各處走走」
他說完後便開始帶我參觀他的房子。

「這裡是廁所，浴室也在裡面，詠夜大概在每日八點入去洗澡」

雖然我感覺他最後那句有一點兒的奇怪，但他可能是為了讓我注意別跟詠夜的洗澡時間相撞，因此我
並沒有多加在意。

「這裡是詠夜的房間，注意千萬別讓我發現你走了進去」

為何我總覺得他那句「別讓我發現」的語氣特別重，總感覺他在特別強調這句，但還是別在意了，繼
續跟他去參觀這房子吧。此時他帶我走出家外

「這裡是我家外的院子，站在我現在站的位置去上50度看那塊凹凸鏡，便能清楚看到詠夜的房間，



還有哦，小子千萬別讓我發現你偷看！ 」

我一直累積已久的疑問終於一次過爆發了，到底為何他不停強調跟詠夜有關的事情？他帶我參觀的順
序非常有可疑啊！

「請問為何你要依照這個順序帶我去參觀？以路程來說非常不方便哦！」

「哪個，是因為我覺得你會對這些景點比較有興趣，放心，我曾經也是個青春期的男孩，我絕對明白
你內心深處的慾望」
此時如同萬千隻草泥馬在我心中奔跑而過。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這方面的事情哦！哪有人一去到別人家中，就會馬上想去看別人女兒的裸體？會
這樣想的人，也不算是精蟲上腦了，簡直就是腦內只有精蟲啊！」

最終，今天下午的時間全在我在參觀這家居以及吐槽中度過了。



第一章 2

接下來是我期待已久的晚餐，今天走了這麼久的路，而且全程背著妹妹，我體力也早已透支了。唯獨
一餐豐盛的晚餐能稍微慰籍我那乾涸的心靈。

下午時，詠夜說希望晚餐由她親自來烹飪，然後就誠一郎先生就不知道為何突然說自己有些事情要做
，晚餐就不回來吃了，突然我有一絲不詳的預感。

「長政，晚餐做好了，快過來吃飯吧！」

當我去到餐桌時，一片地獄的景像出現了在我面前。散發著腐臭的紫色液體，細心一看還能發現一些
疑似章魚的觸手在鍋子裡浮沉，還有早已燒焦暗物質，以及勉強才能認出的西紅茄炒蛋，但然而這並
不是普通的炒蛋，是番茄炒帶殼的水煮蛋伴著紫色的湯汁

驚嚇，苦惱，恐懼等在我心中一一浮現，我苦笑了一聲，果然這麼多年來她的廚藝也是始終如一。我
面帶難色地抬起了頭，出現在我眼前的是她那期待我吃下去的笑容。看著她這笑容，假如要我親口說
出我不想吃，那實在太為難我了。於是我抱著必死的決心拿起了餐具，面對我人生中最大的考驗。來
吧這個笑容就由我來守護！

當我用刀叉切開一塊疑似肉類的炭黑色物體時，身邊的妹妹發出了一聲的慘叫，隨之而來是一番話無
倫次的説話

「啊啊啊！這紫色的湯，裡面混合著紫薯，草莓蛋糕，章魚觸手，甚至還混合著喇沙和鹹魚，那腐臭
味直接從口腔裡擴散開去，這令人嘔心的味道侵蝕著我每一顆的味蕾，整體感覺就如同一隻紫色的史
萊姆，侵蝕著我全身，感覺就似是一隻巨大的章魚用那佈滿黏液的觸手緊緊地纏繞著我的身體，並在
我身體四周肆意地摩擦著，這種強大的壓迫感壓得喘不過氣來，這碗液體是肆意地侵蝕著我的心智，
我的身體很熱呀，腦袋完全無法思考，再這樣下去我會壞掉了的！哥！我想我已經嫁不出去了！」
「哥哥，你要連同我的那一份……幸福地……生存…下…去哦……」

剛倒在桌上的的妹妹，在説完那一句後，安詳地閉起了雙眼，之後便像斷了線的玩偶般連人帶椅子還
臥在地上，嘴裡開始唸唸有詞地咒著佛。
「茶茶！茶茶！振作一點！茶茶！」

剛痛失至親的我，凝視著眼前這塊漆黑的惡魔。我看著剛切開的那塊疑似肉類的黑色物體。果然是詠
夜親自烹調的，這物體的里面居然也是完全黑色的，這色澤跟外層的完全一樣，吃下去，會死的！

我心中所僅餘的一絲理智，警告著，我不可以吃下去。但看著眼前的詠夜，我發現我其實是沒有退路
的，我發過誓我一定要守護這片笑容
(縱使它是惡魔的微笑)

當我用叉子叉到那塊物體上時，叉子發出了清脆的嚓一聲。可見整塊肉，已經被她烤的乾掉了。

；懷著必死的決心將這塊東西放進口裡，那塊東西一入口，濃烈的焦味立即充斥在我的口腔之中。那
種苦澀味之中，更混合著大量我不知道的香料的味道。雖然我隱約吃得出有一絲的甜味和鹹味，但這
種種的味道都被燒焦味，苦澀味，辛辣味所蓋過了。我想，這道菜她放糖的主要作用，大概是加快食
物燒焦的速度。在我的角度，我面前的’食物’根本不能稱上得是食物，哪怕說是飼料也不為過。當



我艱辛地見下了這份東西後，我注意到桌子邊上的角落，那份不起眼的沙律。

「哪怕她的廚藝有多差，沙律應該都不會有太大問題吧？」

我抱著這天真的想法，但就在接下來的一秒，我才明白到現實是多麼的殘酷，我對自己這既幼稚又天
真的想法而感到懊悔。

這份沙律可謂是新鮮至極，吃到口中，還混合著一層層的沙土，這更是將沙律的口感昇華到另一層次
，至於調味方面還是恰到好處，我試得出，是混合了喇沙醬，咖哩醬，焦糖醬和蝦膏，這些醬料混合
成一個全新的味道，並完美地覆蓋了沙律的原味。市面上買到的沙律經常都會加一些果仁或者蝦之類
做配搭，以突顯出味道的融合及不同的口感。而她也完美地重現了這一點，她用的是被稱為全球最臭
的食物——瑞典鹽醃鯡魚，那種軟綿綿的口感，配合上沙土的咬口，以及沙律菜的爽脆，可被稱之
為世上最完美的沙律。

嘔～，很抱歉我沒法子繼續編下去了！我終於發現到，在RPG遊戲中，平時我所忽略的毒耐性，在三
次元中原來是這麼有用的
 
我當場轉頭對著地下吐出七彩顏色的彩虹，之後我更倒在地上，再沒有站起來了。此時此刻，我的一
生如同走馬燈一樣，出現在我的眼簾之下，我對於我這一生到死還是處男這一點，感到非常的遺憾。
啊，好想要女朋友哦！
再見了這個世界，再見了爸爸，對不起，茶茶，哥哥我沒辦法對現你的承諾，我現在下來陪你了！
佐藤長政——卒
享年16——處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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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政，長政，醒醒呀！」
 
我聽見有人在喚醒我，感覺到門凝臉上有點最濕潤，似是有水滴在我臉上，

她在哭嗎？回想起這麼多年來，我看見她哭的次數實在是寥寥可數，真想不到她竟然會為我而哭。我
睜開眼睛正打算安慰她時，我才感覺到我身上原來一直有一些毛茸茸的東西。

我屌！我從小到大的青梅竹馬竟然是一隻狗？ ？ ！ ！
嚴格來說是一隻金毛獵犬。牠趴在我身上不停地搖尾，原來滴在我臉上的那些是那隻狗的口水。

「嘿，長政，你幹什麼一起來就這樣子？」
幸好，我真正的青梅竹馬在原來梳化旁邊。我身上的這隻狗到底是？
詠夜她彷彿看穿了我心中的疑問，回答道
 
「雖然這隻狗不是我養的，但牠經常會跑來我們家中，所以跟是我養的也沒有太大差別。這隻狗很通
人性的，牠常常能看穿你心中的想法，你不信的話就試試吧！」
 
我聚精會神地凝視著這隻狗，彷彿過了半分鐘，牠急速地跑開了。地在客廳裡兜了一個圈，然後向詠
夜那邊沖過去。

牠不是真的看穿了我的想法吧，不行呀！要快點制止牠！
那隻狗跑到一半是急速跳起承著跳起的慣性，直接把詠夜推到在地上

停呀！不能再做！再繼續下去會將我的本性表露出的！
之後這隻狗走開了一邊，用嘴把詠夜的裙子都撩起來，使她的胖次表露無遺地出現我眼前。唔，小熊
內褲。

等等，現在不是思考這問題的時候，要趕快想解決目前的問題。
此時詠夜站起了，她滿面通紅，似是害羞又似是憤怒，此刻我感覺到不祥的預感。
 
「你這人，太差勁了！」

看過無數動漫的我，對於接著的劇情大概能猜到，一般情況下，多數是女主角紅著臉沖向男主角，
舉起粉拳一下一下的捶打著男主角的胸口，
然後口中說著"你最討厭了，我以後都不理睬你了！」之類的說話，
而這些又多數是典型的傲嬌臺詞，並一般是有一定好感度時才會觸發的劇情。
那麼好現在對我說這種話，不就等於是她對我還有一定得好感度嗎？太好了！

然而，現實跟幻想總是有一定的差距..
她說完那句話後，在我眼前一下子消失了，留下了一堆殘影在我眼前，而之後那一剎那，她出現在我
的臉前，我隨著生物本能，隨手舉起了雙手準備防禦，
但這微弱的防禦，在壓倒性的力量面前根本是毫無作用。

她用右手狠狠地揮出了一拳直拳，說好的粉拳呢？這一拳跟武松打虎有什麼分別？哪怕用了雙手阻擋



，但正面迎接這一拳的我，依然承受不住衝擊力，整個人向後飛走，直到碰到牆壁才停下來。
於是，人生的走馬燈又再次出現了在我的眼前，我對於自己還沒有享受過高中的青春校園生活這一點
感到相當遺憾，但算了，一切隨風而去吧。
再見了，這個殘念世界！

佐藤長政——卒
享年16——處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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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復一日，轉眼間經已到了暑假的最後一天。

「嘿，長政，今天一起去爬山好嗎？」

我並沒有回答她，我轉頭看了看妹妹，誰料她刻意避開了與我的眼神接觸，看來今天一整天她都打算
宅在家中繼續玩電腦了。
我再轉頭望向詠夜，看見她那懇切，期待的眼神，假如說要拒絕她我實在有點兒的於心不忍。

「那麼好吧，但是別對我抱有太大期望，我體能可是不太好的」

「怎麼會啊？你不要說笑了，你以前的職業可是需要很大的體力勞動哦！」

「可不可以不要提我以前的經歷？我經已很久沒有做了！」

其實沒有錯，我自從升中後，我爸已經轉了職業，而我也沒有再做哪些事情，我變成了每天都宅在家
中看動漫，玩電腦的死宅男，體能自然下降了不少。
「那麼，爬座山呢？」

「就那座吧，走起來還滿容易的」
說起來，那座山對我們還真的是有特殊的意義，那座山就是在我小學二年級時，我們一起去旅遊，她
就是在這座山上的小溪脫光衣服玩水，而當時的我正正就是因為太害羞了，寧願去到角落玩螞蟻，也
不肯跟她一起玩。

但看她的神情，似乎並沒有想起這件事。好，就趁這次的機會嘗試重拾好感度吧！

但是說起來，我真的無法明白為何她會想在夏天8月多的天氣下去爬山，這種酷熱的氣溫，再加上高
額的運動量，這對於我這種三步不出閨門的死宅男來說，絕對是一大考驗。

「要死了！要死了！能不能停一停？」

「我為了遷就你，已經走到最慢的速度了，在平時，這段時間我已經能走到山頂了」

我的心情甚是無奈，我對她翻了一下白眼，你這種身體質素恐怕經已超越人的境界了，我今後能將你
稱之為雌性半獸人嗎？
正當我打算吐槽之時，前面有四五隻野狗走了出來攔路，牠們呲牙咧嘴，神情相當兇狠。

詠夜她的面色頓時變了，她害怕地走到我背後面，小聲地跟我說
「上去趕走牠們吧！」

看到眼前的情形，再看看背後的詠夜，我的頭突然劇烈地痛了起來，我痛得蹲在地上，雙手緊抱著頭
，但若是此時，當晚我被詠夜所擊倒的記憶，都一一呈現在眼前，大概可能是看見跟狗有關的事情吧
。

重拾回記憶的我再次看著眼前的野狗，心中微微一笑，不過是區區野狗，竟敢攔在我們的路前？



我立馬轉過身，拉著詠夜的手準備逃跑，畢竟大老師曾經說過’只要不把問題當成問題，那就不存在
問題’，

當遇到你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最簡單快捷的方法就是避開那條問題。
就如同你眼前出現了一塊大石擋著了你的去路，多數人會選擇的是用盡全力想辦法，如何能擊碎那塊
大石，這樣才能踏上前路，達至成功。

聽起來很勵志吧，但其實在我角度，這根本是一些非常愚笨的方法。
假如眼前有一塊石，你只要繞過它即可，又方便又快捷，更不必要想一些困難的方法。
我剛拖著她的手走了兩步，她便停下來了。

「為什麼要走？」

「打不贏，不想打，便逃跑哦，有什麼奇怪的？」
我理所當然地回答她，並不給她回答的機會。

「況且說到打，你的格鬥能力不是比我強得多嗎？之前那一晚你打完之後，我便完全失去了記憶，到
了剛剛我才剛回想起！況且我知道你根本都不是怕狗的，假如你怕狗的話，你之前就不會跟那隻黃金
獵犬如此親近....」

「停啊！別再說了！」
詠夜大叫道，我當場嚇得退後了一步，從小到大，我看見她發這麼大脾氣的次數真的是寥寥可數。
她那綁著雙馬尾的發箍，突然斷裂了，她頓時變得披頭散髮，而她那淺金色頭髮則隨著她的怒火在風
中飛揚。她這模樣，頓時震攝了我與我身後的野狗，面對眼前這只比野狗恐怖十倍的生物，我不加思
索地選擇向野狗那邊跑過去，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在我忘命地跑走時，我突然感覺到身後有一股強烈的壓迫感，我一回頭看，看見詠夜她跳到空中，在
空中迴旋了兩周半，抬起右腳直向我的腦門踢下來。唔，小熊內褲，嚴格來說是印著橙色小熊圖案的
純白內褲，唯一有點可惜的是假如是蕾絲邊的話就更贊了。

一般情況下，我能透過內褲來猜測穿戴者的性格，小熊內褲這種可愛型的內褲，此類型女子是屬於較
缺乏主見的小女人，對於愛情都抱著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理，不敢隨便嘗試，凡事均點到為止，十
分保守自持型。同一時間這類型的女孩，多數是感覺到小熊內褲很可愛，但是又害怕被展示出來，因
此長期處於一個非常矛盾的狀態。

但是然而這套理論並不符合詠夜的身上。

等等，現在不是想這些東西的時候呀！我的生命可是受到威脅啊！

在她踏下來的那一剎那，我敏捷地向後一跳，避開了那致命的踢擊。
但然而她並沒有給我喘息的機會。她雖然踼空了，但順勢地將右腳踏在地上，以右腳為支點轉身，用
左腳再施了一腳踢擊，由於前後的速度實在太快了，我在沒來得及反應的情況下，被她直擊中肩膀，
整個人被踢開了，並在地上旋轉了兩三個圈，直至撞到一塊大石頭才停了下來。

此時她怒視著那些野狗，那些野狗彷彿被她的氣場所震攝，連吠也不敢，’嗚’，了一聲便回頭跑走
了。



這女人，真可怕！

在那之後的幾個小時，我拖著殘破的身軀，繼續在山上艱難地前進。
我一路走來，可謂是真的有血有淚，是的，是真正的流血跟流淚。

這個狂戰士類型的青梅竹馬的戰鬥力還真不是説笑的，雖然在折磨之下，我慢慢地看穿了她的招式，
迴避的時機也越來越精準，但在那些連擊之下，想全身而退也是癡心妄想。

「呀！好美麗啊！」
當我們到達山頂時剛好是夕陽西斜的時刻，在殘陽的映照下，整片天彷彿都被染色了橙紅色。

我們並肩而坐，坐在石頭上一同欣賞著這一難得的美景。
可是，我們之間連一句交流也沒有，要不是抬起頭看夕陽就是低下頭，就連眼神接觸也近乎為零。

我觀察到她，有一兩次抬起頭，但欲言又止，不過最終都是沒有說出口。
於是我們就在這個如此尷尬的情況下一同坐了十多分鐘。

「你冷嗎？」
我嘗試開啟話題，打破我們之間的隔膜

詠夜抬起頭看著我，臉上有一絲的紅暈，但隨即再次低下了頭，搖搖頭
「我不冷啊，不用借衣服給我，謝謝」

我對著天，豪邁地笑了兩聲，對她展示出一個迷人笑容。
「不是哦！我是想問如果你不冷的話，你可不可以藉衣服給我？我很冷啊！」

突然我感覺到詠夜附近的空氣開始變熱....
「長政！」
「人家最討厭你了！」
嘭，嘭嘭

「別打臉呀~」
看來比起夕陽的橙紅色，她更喜歡鮮血的血紅。



第二章1

「要遲到了！要遲到了！」

我穿著衣衫不整的校服，頭也沒梳，臉都沒有洗，便隨手拿了一杯杯麵，沖滿了熱水，就跑出門了，
邊跑邊吃。

先事先聲明，我遲到絕對不是因為睡遲了，一切都要追究昨天的晚上發生的事。

「好餓哦，下山後吃什麼當晚餐？長政，我~~想~~吃~~咖~~哩~~飯~~！」

「雅咩爹，我現在很累，回家後我想直接倒在床上蒙頭大睡，況且明天又是開學禮，最好早一點起床
啊，倒不如今晚你自己出去買點東西吃吧！ 」

我們邊走邊聊，氣氛也尚算融洽。
但這一切，也是只是我們到達車站之前的事。

這邊的下山路很難走，加上天色已暗，而且又沒有帶手電筒，要走下山更是驚險萬分我們本來打算乘
車下山，但到達車站後，看了看巴士的班次板，上面寫著"最後一班車，7:30pm

突然一道寒意流過了我的背脊，我心裡懷著一道不詳的預感。
我看了一看手錶，原來現在經已是八點了，那就是說，已經沒有車讓我們下山了！

我和詠夜面面相覷，互相用一面懵的表情看著對方，雖然有想過直接走下山，但始終太過危險了。

「那麼，無奈之下，我們唯有一起在山上過一晚吧！等明天早上七點的那班車，運氣好的話，甚至不
用遲到。」
我無奈地説道

「看來也只能這樣了」

我們在車站的椅子上並肩而坐，在微弱的路燈映照之下，我清楚地看到詠夜的面容，不知道上一次我
這麼近看著她的時候是甚麼時候的時呢？總有一種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覺

「我們已經多久沒有像這樣一起坐在一起了？」
我苦笑一聲，

「算起來，也有將近六年了吧！」

「這六年來，你還真的變了不少」

「你也是啊，還記得你二年級那年.......」
於是，整晚就在我們聊天中度過了。

朝陽照射在我的臉上，別問我朝陽照是誰，這耀眼的陽光喚醒了我，昨晚在跟詠夜聊天時不知不覺地
睡著了，我似乎整晚都保持著同一個姿勢，加上昨天在山裡走了一整天，我現在還能動，也算是神奇



了！

怎麼，我的褲子的上有點兒濕濕的？
細心一看，發現詠夜倒在我的大腿上，正在酣睡中，那濕濕的，應該就是她的口水
 
這也太尷尬了
就在此時，詠夜睡醒了，她揉揉眼，坐了起來，當她坐起來時，一條晶瑩，明亮的口水絲，從她的嘴
巴伸延到我的大腿。
「.........」

「那個，不好意思」
她紅著臉，小聲地對我説

頓時之間，氣氛僵硬起來，我為了避免做成尷尬，我低下頭看手錶
"7:30 am”
非常"幸運”地，我們錯過了一班車，而下一班車是八點鐘，開學禮是九時，加上車程所需的時間，
基本上很大機會會遲到了。

於是就是昨晚發生的這一切，使我現在要一邊拿著滿載熱水的泡麵，一邊冒著遲到的風險趕回校。
順帶一提，今天吃的杯麵是香辣海鮮味，雖然不太喜歡這味道，但由於整晚都沒有吃過東西，但是我
還是無奈地吃著。

我看了看手錶，心裡想著只要按照現在這個速度，便能準時趕回校了。

但在我經過眼前的十字路口時，一切都幻化成為我的空想，一個萌妹紙從右邊跑了過來，她一邊跑，
一邊在吃芝士火鍋，而且從她的校服看來，應該也是我校的學生。

某位偉大的科學家曾説過，越大的東西，其質量越大，而質量越大的東西，其萬有引力也越強，那麼
簡單點來說，就是越大的東西越容易吸引人。

因此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她胸口吸引過去了，起落，起落，如同波浪般在她胸前起伏。
這點不能怪我，要怪就怪牛頓，都是那該死的萬有引力定律，我才不想看的！

當我回過神時，她已越跑越近了，就在眨眼間，已經跟我相距不足兩米的距離。慘了，快要相撞了。
那些說什麼，早上快遲到時，總會有美少女叼著麵包從轉角位跑出來，然後跟男主角相撞，之後女主
角定必會撞入男主的胸懷之中，男主角就會露出一個迷人的笑容然後説
 
「抱歉，你有沒有受傷？」
 
然後女主角就會紅著臉，搖搖頭
 
「是我不好，我沒有看路」
 
這就是一段愛情的誕生。

這些全部都是美少女遊戲的劇情，現實中是絕對不會存在的，除非你是一個帥哥。



否則的話，哪怕真的有少女從轉角位跑了出來，然後跟我撞在一起，先姑勿論以我這具捱夜多天，潺
弱的身體，能不能抵受住衝擊。
一般情況下，那少女撞入你胸懷之中後，便會露出一個嫌棄的眼神，並且口中念念有詞道

「死宅真嘔心~」
然後用看垃圾的眼神，一邊看你，一邊快速地離開。

因此在無時無刻，都一定要提醒自己不是帥哥，不會有女孩喜歡自己的。一見鍾情，什麼都是假的，
有女孩跟自己關係曖昧，她真的喜歡自己？這是幻覺來的。當你肯定一名女孩是喜歡自己時，那一泡
尿，照照自己的模樣，然後告訴自己，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由於我經已看破了與美少女相撞的這回事，因此當她跟我即將相撞之際，我瀟灑地一轉身，向後退了
一步，任由她在我眼前跑過。

呵呵，這就化解了一場危機，連我也不禁被自己所帥倒了。
無奈眼前的少女突然絆倒了，向我這邊跌了過來。

明明地上都沒有石子等東西，為何她還會被絆倒？
看來危機尚未解除

看著緩緩向我這邊跌倒的她，時間彷彿停頓了，物理算式在我腦內快速地運算著，模擬著接下來的情
景。
但一切都是多餘的，面對著危機，我下意識地護著我手中的杯麵。

說實話，眼前的少女跟我非親非故，即使她跌倒，也跟我沒有半點關係。在我眼中，這杯麵更為重要
。

縱使我心中的想法如是，但我身體卻不自覺地動起來。我一手拋開了手中的杯麵，用雙手抱著了她，
她就如此輕輕地落入了我的懷抱之中。
再見了我的早餐！
我們四目交投地雙目對視了大概兩秒，她紅著臉地看著我，然後什麼也沒說，便慌張地跑走了。

果然......
美少女遊戲什麼的全部都是騙人的！ ！



第二章2

幾經辛苦終於到了學校，幸好只是剛剛錯過了開學典禮，這樣，我的損失也不算太嚴重。

我神不知鬼不覺地混入了我們的班的隊伍之中，，入到監獄後，大家隨意地找位置坐，多數人都是選
擇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坐，但由於我是一個外地來的轉校生，因此基本上我不認識任何人。

所以我打算獨自一人坐在課室後排，接近窗口的位置。
但然而坐下了不足30秒，又一名戴著黑框四方眼鏡的黑髮少年擅自地坐在我身旁的座位，他全程連
看也沒看過我一眼。

這人是誰哦？假如是同桌的話，我應該要嘗試去認識認識他，畢竟這座位基本上都會維持半年。
因此我對他拋出了橄欖枝，嘗試打開話題。
「早上好，我在佐藤長政，你的名字是什麼？」l

但他並沒有理采我，甚至建連眼尾也沒看過我。
想不到我第一次跟人搭訕，想不到竟然是換來這種結果....

此時有同學站在窗邊大叫
「看啊！下面那個萌妹子是誰？假如是我們這班的話就好了！」
頓時，近乎全班的男同學都湧到窗邊，當然我也不例外。

但此時，我發現到全班唯獨只剩一人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沒錯就是我的同桌，看來，他由始至終都
沒有被窗外的美女所吸引，他堅定不移地看著前方，等的位置，從頭到尾都沒有動容過。

看來他是那些不被美色所引誘的人，是個美色當前，也能抵受著誘惑的男子漢，一股尊敬的感覺油然
而生，我突然感到跟他相比之下，我實在是差勁至極。
突然，我看見課室門口有一個褐色長髮的小女孩走了入來，她那長髮長至腰闊間，這名小女孩的外表
大約是八九歲，當我正好奇為何一所高中裡面會突然出現小女孩時，他，動了!

他高速地跑了出去，一手搭在那些女孩的頭上，彎下腰，很溫柔地問
「小朋友為何你會怎麼到這裡，你媽媽是不是這裡的老師呢？不用害怕，告訴哥哥，讓哥哥帶你去找
媽媽！」

明明他的行為跟語氣都非常溫柔，但不知道為何，給我的印象突然間有點像平時在小學門口流連的怪
叔叔一樣。
正當我好奇之時

「你才是小朋友！你全家都是小朋友！」
外面那名幼女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打從是發出了’拍’一聲的巨響，可想然知其力度是非常之大的
。

他整個人飛滾回課室的後面，撞在我身後的儲物櫃中，然後整個人便失去意識了。
外面那名幼女，一腳踏在老師凳上，單手放在自己的膝蓋上，不屑地環視了我們的課室一兩次。

「我叫遠藤千咲裡，在接下來的這三年，是你們的班主任，我也是你們的中文老師，順帶，千萬不要



把我叫做小朋友，否則的話，下場將會跟剛剛那名同學一樣」

她說完後，我們全班都陷入了一股不知名的氣氛之中，是疑惑？不解？恐慌？通通都不是，只是一個
十分微妙的氣氛。
但就在此時，有一個看不懂氣氛的人站了起來。

「啊，好痛啊！但竟然莫名地有一點越興奮，好想再被虐打哦！」
他一邊摸著頭，一邊慢慢坐回到座位上面。

這貨是抖M嗎？怎麼一開學，來到新校園就遇到這些怪人坐在我身旁啊！

「你好，吾辈名為工口新一，剛才不好意思，當我看見外面新來的幼女時，情不自禁就不停地看著她
，一不小心就沒有留意到你」

他似是賣萌地用手打了一下頭，並眯起單眼，吐了吐舌

糟糕，槽點太多了，根本難以一一吐槽！

全程只是專心地看著外面的幼女老師所以才沒有注意到我？

你是個蘿莉控嗎？請把一開始時我對你的那股尊敬之情還給我！

而且，我的存在感到底是有多低哦！

還有啊！你堂堂一個大男人，這樣賣萌肯定是好的嗎？非常好噁心呀！

而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會有人姓工口嗎？而且你的名字改了一個字，便是實個名偵探啊。
你爸是某個姓江村戶的人的粉絲嗎？這命名也太隨便了吧！

當我正忍受住大量想吐槽的衝動時，他不合時宜地問了我一個問題。

「話說，汝，喜歡什麼類型的女孩？」

此時，我終於忍受不住想吐槽的衝動了！

一般情況下第一次見面，不是跟別人隨意地寒暄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嗎？

怎會有人第一次見面就問別人喜歡哪一類型的女孩啊！

我沒有正面回應他，反而弱弱地問了他一條問題。

「為何你跟我第一次見面，就會問這種問題呢？」

「嘻嘻，吾辈只是隨意地找一些話題跟汝寒暄一下，別這麼在意哦」
此時，我感到相當之無奈，但還是繼續跟他對話。

「那好吧，那麼你猜猜我喜歡什麼類型的女孩」



「說實話，你喜歡什麼類型，我並不知道，但吾辈可以肯定地告訴汝，吾辈是無法從13歲以上的女
孩身上感受到任何的魅力，換言之，就是吾辈只會對13歲或以下的女孩有興趣」

雖然從剛剛他的行為中我己能隱約猜測到他是一個蘿莉控，但我真的想不到他竟然能如此坦白承認這
事實，為何我一開學，來到新的地方，身邊就會出現了一個這樣的變態哦。

哪怕我知道，對於不同人所喜愛的東西我都不應該指手畫腳，但當我聽到這消息時，我也是忍不住，
表達了我的情感。
「你是蘿莉控嗎？很噁心喔！」

此時，他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來，大聲地對我咆哮道
「喜歡蘿莉就嘔心？那麼你有沒有想過，那些喜歡觸手，喜歡獸人，甚至是喜歡那些大o萌妹的人？
喜歡蘿莉有什麼錯誤？這可是人類的天性來的哦！現在人們之所以歧視他們，正是因為那些人經已喪
失了身為人類的本心呀！」

他停下來喘了一口氣，然後接著說。
「醫藥，法律，商業，工程學，這些都是崇高的探究，但僅僅是維持生存的手段，但蘿莉，美，浪漫
，愛情，這些，才是我們生存的原因，這才是我們生命所追求的一切！來吧少年，拋開道德的枷鎖，
擺脫世俗的眼光，一起加入蘿莉控的童萌會吧，！！」

「吵死了！」

一支粉筆高速地從眼前飛過，就如同一枝銀箭一樣，這閃光飛過後，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波，從而在飛
過的路徑上出現了巨大的風暴。而且攻擊的目標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工口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