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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妖怪都市

【前傳】

「這裏是FMK456102這裏需支援！緊急！緊急！限制…以…上的…出……了。啊！……」

此時，從對講機的另一邊發出了聲音。

「這裏是FMKH4559，請問FMK456102需要怎麼的支援？」

「……」

「喂！喂…喂？FMK456102，是信號不好嗎？」

但是另一邊仍然沒有任何回應……

「切！又被…又被…它所吃了…」

「助手！這已經是第2561個個案了吧！」

「是的！這太奇怪了吧！不知道衪的身高，衪的體重，卻只知道衪的習性，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八岐
……」

突然，一道聲音從總部的門外發出——

「緊急事態！緊急事態！」

「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貌似是助手的人類問道。

「對不起！這是——」

「不用說廢話了！」

透過以上的對話，破門而入的那個人應該和這種總部有密切的關係，他甚至乎有可能是守衛。

「直接說吧！」

一直高高在上坐在皮椅上的穿着名貴皮衣的人，似乎也耐不着性子了，他直接跑向「守衛」那一邊説
話。

「好的！那我就冒犯了！親手殺害了2000多人的兇手，已經親……」

「啊！」



他還未有說完，一個足有一米多長的蛇頭伸了過來，並迅速把他吃進腹裏，接着第二個一模一樣的頭
，也伸了過來，並轉頭看向還在總部的兩人。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

「不要說了…快走吧！老闆！只有你一定要存活在這裏，只有你才能繼續運用你的頭腦，創作出更多
能幫助人類的產品。」

「那麼你呢？」

「還用說嗎？我當然會被他們當成晚餐了，但我也會盡力逃生，並盡力吸引着他們的注意力，放心走
吧！只要你還是活着，就能給我報仇的。」

「好吧！那麼你就保重了！我就先走了！」

然後他坐言起行地，便走了，拋棄了他的助手，走了……

第三個蛇頭在門邊，伸了過來虎視眈眈地看着剩餘的一個人，那是想着幫他的老闆吸引注意力的助手
。

至於他的下場是怎樣？

——相信大家也想到了吧！

【第一章】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一個身穿着整齊上櫻第一高等貴族學院校服的棕髮女孩，正在蹦蹦跳跳地跑
向上櫻第一高等貴族學院。

她上身穿着長袖白色恤衫，恤衫上有一個粉色櫻花樹的校徽，在恤衫外穿着一件黃色V領羊毛衫，下
身穿着黑色百褶裙，還有一個及膝的雪白色長襪，穿着全新的黑色皮鞋，是最典型最常見的一套校服
。

而她背後背著一個偏粉的紅色雙肩書包，書包裏裝着最常見的課本丶文具，當然還有一些零食......

等等......等等！

那名女孩突然頓着，迅速地打開書包：

「啊！我真是大意了！在開學第一天，竟然忘記了帶水壺！尤其今天會有開學典禮，還有歡迎派對等
等等等的......沒有水肯定是不行的！糟糕了！糟糕了，我要快點趕回家拿回那水壺才行......」

於是，那名女孩以她最快的速度狂奔回家，拿出水壺，放進書包。



當她出門時，她的鄰居突然叫住她：

「喂，杏！你是不是就讀上櫻第一高等貴族學院呀？」

「對呀！怎麼了？」

對了，忘了介紹，這位就是我們的女主角—櫻川杏，16歲，雙子座，正就讀上櫻第一高等貴族學院
，擁有一頭棕色的頭髮，眼睛卻有些少偏青，這是因為雖然她的母親是日本人，但父親卻是一名英國
人。

只可惜她的父親早在兩年前已經過世，現在她的母親正在出差，已經出差四年，只可惜還沒有完成工
作，並不能回來。她以前居住於大阪市，只不過因學習於四年前搬過來東京。她平時十分活潑，但是
在上學時是絕對乖巧的，對於老師們是模範生的存在，成績優異，乖巧聽話，經常參加比賽，為校爭
光，所以她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全額獎學金，考上這間貴族學校。

既然介紹了她，那就不妨介紹她的雙胞胎弟弟。

這是我們的男主角—櫻川和人，同樣是16歲，同樣是雙子座，同樣就讀上櫻第一高等貴族學院。他
擁有一頭偏米色的棕色頭髮，眼睛有些少偏藍。他愛玩搗蛋，是老師頭痛的存在，所幸的是他成績優
異，是理科天才，理科中的難題根本難不倒他，他也是靠自己的努力與杏一樣得到全額獎學金，考上
這間貴族學校。

「你怎麼現在才出發呀？不過幸好…幸好你現在才出發......」

「田山阿姨，你在說什麼啊？我遲到也算好？不行，我要快點，就算遲到也不可以遲太久！」

「不用不用！你不要去學校呀！」

「呀？怎麼了?我上學還不對嗎？」

「我說......」

「哎呀！已經遲到5分鐘了！我得快點......」

「我說不用！哎？你這孩子，怎麼就不聽我說完先呢？你的學校今天遇到襲擊，現在很危險！你不要
去！」

「什...什麼！？我的學校遇到襲擊！？怎麼好端端的會遇到襲擊呢?」

「所以我才說幸好你還沒有去學校！真是幸好了！但是在學校裏的學生就真是可憐了！我聽說整間學
校都倒塌了，應該無一生還。哎......你說，怎麼好端端的孩子，還沒有成年就死了呢？哎？你的雙胞
胎弟弟呢？為什麼不是和你在一起？他是不是還在家中啊？」

「糟糕了...糟糕了...糟糕了！」

杏用她最快的速度趕去校園......



【第二章】

不久，杏便趕到了已經化為瓦礫的學校。

她呆在這裏，不敢置信。

「和人！和人！你在哪裏啊！你在哪裏啊！不要嚇姐姐了！趕快出來吧！趕快出來吧！不要嚇姐姐了
！」

一位大嬸好心地拍一拍杏的肩膊：

「這位小姐，請問你在找誰？」

「我...我在找......」

突然，有野獸的叫聲響起：

「吼！摧毁了！摧毁了！哈哈哈！出來吧！出來吧！」

杏嚇得連忙後退，其他人卻狐惑地問：

「發生什麼了嗎？」

「河...河童！」

「什麼河通啊？有什麼東西嗎？」

「那...那裏！有河童！有河童啊！」

「河童？平時小孩們說的妖怪？拜托！那些只是妖怪，不是真的！」

**——咦？似乎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並不能看見那妖怪。

——…...等等！好像有一件事我漏掉了！

「咦？你們怎麼不逃跑啊？」

「逃跑？發生什麼了嗎？為什麼我們需要逃跑？」

——所以，我的確是漏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



我指着變成瓦礫的學校說道：

「你們看見什麼了？」

「不就是一片荒廢了的草地嗎？」

——廢墟？這裏不是學校嗎？至少他們也能看見瓦礫才對啊！

「這...這裏不是一間學校嗎？」

「學校？」

那名大嬸一面狐惑地問。

「哦！這裏的確是學校，不過只是以前，在四年前這裏發生一場大火，這一間學校也變成了一片廢墟
囉。」

一個大叔出來接着說。

——四...四年前！？那麼這裏並不是上櫻第一高等貴族學院？那麼我收到的錄取通知單是什麼一回事
?

——等等！我似乎又遺漏了一條很重要的訊息了......

「你們知道田山阿姨嗎？」

「田山？好熟悉的一個名字哦！」

那名大叔說。

「我...我知道了！田山井川就是四年前的一個連環兇殺案的其中一位被害者！那次事件引到人心惶惶
呢！我們都歷歷在目，真的很恐怖啊！你是不是說這個啊？」

之前那名大嬸出來說。

——又...又是四年前！？

「哦！怪不得我覺得這名字好熟悉！」

——所...所以，我之前遇到的田山阿姨是什麼回事！？我和她生活了整整四年啊！

——但……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那一切就......說得通了。

——田山阿姨是假的，她給我和和人錄取通知單是假的，而她早上說的......也是假的......

——不......現在的確有個河童在這裏啊！



——不對！不對！現在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可以看到這麼多奇怪的事呀……！！

【第三章】

——我是不是眼花了？我遇見靈異事件了？

——我的眼出了什麼事？為什麼只有我看見「它們」

——不！不！但是我的確可以接觸到田山阿姨啊？

——所以我遇到鬼了？我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但是，和人到底去那了？

——如果他看見並沒有學校，應該會跑回來的啊？

——不！我記得他和我一樣能看見田山阿姨的！

——所以，他不是進了學校了吧？

「不要啊！不要啊！」

想到這裏，我十分驚慌。

我立刻衝入去廢墟，尋找和人的身影。

但是，那個河童似乎發現了我，並向我走來。

它那3米的異常身高，令他的陰影完全覆蓋了我。

因為我在專注地找和人，完全沒有發現身後的龐然大物。

「吼！！」

它大吼一聲，我終於發現它在身後。

可惜，我卻沒有時躲到開它的大爪。

和人！可惜了……在我有生之年並沒有找到了你，希望你還存活在這世上！



「不要！」

突然有一把熟悉的聲音響起。

我看向聲音的方向，發現一位擁有偏米色的棕色頭髮的少年從學校的瓦礫中跳起來，並衝過來為我擋
下這致命的一爪。

「和人！」

和人應聲倒地，我抱着他哭泣着：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你要為我擋下這爪？」

「姐姐，你終於來了！」

身前的河童卻不給予我們任何的時間，舉起另一隻爪，準備揮下來。

我卻感覺右邊有道力量把我和和人拉過去。

我望向右邊，發現一個足足5米高的黑洞正拉我和和人過去。

但那河童和街上的街坊卻沒有受到影響。

簡直就連我們也看不見一般，因為一般來說，看見有人被透明的東西拉過去，應該會馬上大叫並報警
吧！

我打算抓着身邊的事物，但身邊的除了瓦礫，就是瓦礫，根本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我抓住。

此時，虛弱的和人由於沒有任何力氣，所以他比我快一步要接觸黑洞，我為了拉住他，因而沖上前，
卻和和人一起掉進黑洞裏。

「啊——」

在黑洞裏，我們就像空中墮落一樣，極大的離心力促使我大聲喊叫，但換來的，卻是我喊叫的回音....
..

【第四章】

終於，我們落到一個柔軟又大的「彈床」上

「幸好，幸好這裏有一個彈床......哎哎哎？」

這個「彈床」似乎十分的滑，於是我們便順着「彈床」的「斜坡」滑去了一個碼頭。



但似乎…這裏有一點不對勁—

當我滑到碼頭時，那個「彈床」突然「墜」下水裏。

我終於能看到那個「彈床」了，但似乎它並不是一個彈床，而是......

「海坊主！」

海坊主為海裏的龐然大物，可以變成實體，也可以融入水裏，但是以它這麼龐大的身軀，理應不用躲
避什麼東西的啊！

「吼！」

怪物般的叫聲拉回了我的思緒，我轉個頭看，看見的卻不只一個怪物，而是一群的妖怪！

「狒狒丶化貓丶河童......而且每一種妖怪不只一隻，而是一群的！」

這裏究竟是哪裏！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妖怪！

但似乎，他們都在躲避着一些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砰！砰！砰—」

突然，妖怪群中有一些妖怪倒地不起，並在不久後化為灰燼。

「砰！砰！砰—」

那些妖怪就像是看見了天敵一般，並發出了威脅的吼聲。

再有更多的妖怪倒地後，那些妖怪終於散開了…不！更準確來說應該是落荒而逃。

此時，從遠方走來了一些人影。

那些人拿着槍丶弓箭和劍，很明顯地，剛才在發射子彈的就是那群人。

那些人看着我們，眼神中閃過一些疑惑。

「你們是誰？」

其中一個拿着弓箭的中年男士問我。

「我...我......」

我因太驚恐，而結巴著不能說出任何一隻字。

「算了，獵狗，我們先帶他們回去總部吧！」



一名穿着軍人服裝的男士出來說。

「是的，隊長。」

「小鬼，過來！」

那名被稱「獵狗」的人繼續說。

但看見他們身上的武器，我感到一陣恐懼感，因而無法踏出一步。

「叫你呢！過來呀！」

「獵狗」開始不耐煩了。

見我還不踏出一步，他直接拉扯着毫無還手之力的和人。

「和人！你們不要拉着和人！」

「和人是嗎？隊長要帶你們回總部呢！你們還不快走！」

「獵狗」直接拖着和人走。

「你們先放下和人呀！他才剛受了傷！」

「是你們不走的！」

我從小到大，還沒有遇過這麼無恥的人。

「你們在幹什麼？」

一到洪亮的聲音亮起，使我感到一絲安全感。

「又是你們！請你們不要再來插手我們的事情！」

「獵狗」顯得些少不耐煩。

「但是你們每次都不分是非地殺掉那些妖怪。」

「那些妖怪都是在禍害我們！」

「妖怪也分好壞，你們不可以不分是非地殺掉了他們！」

「因為我們要先發制人，以免之後……」

「獵狗」和遠方那個看似大約接近30歲的男士正在辯駁。



「獵狗，你先退下吧！」

「是的隊長！」

「獵狗」接着退下，換那名被稱為隊長的人出來。

「算了，那麼這兩名小孩就交給你了！我們不處理麻煩的事情！走吧」

「明白！」

那些帶着武器的人終於退下了，之後遠方的男士避免過來跟我搭話。

「小孩，你叫什麼名字？」

「櫻...櫻川杏，他...他是我的弟弟櫻川和人。」

「你們怎麼來到這裏的？」

「我...我們掉進一個巨大的黑洞，之...之後我們便來到這裏了。」

「那麼好的，先簡單地介紹一下，這裏有很多妖怪，只有少量的人能看見，這裏被稱為『妖怪都市』
。」

【第五章】

「這裏並不是很安全，你們就先跟我回去吧！」

接着，我便跟着那名男士回到他們的「基地」。

「話說回來還未自我介紹呢？我的名字是安格斯，勞屬於FM……」

突然一道女聲殺出，中斷了安格斯的說話。

「哎？這兩個小孩是誰啊？你呀！怎麼動不動就給自己找麻煩？」

一名大約30歲，穿着紅色晚禮服裙的長曲髮女士出來說。

「我錯了！好不？」

帶我過來的男士，氣勢突然180度大轉變，還做出一副求饒的樣子，實在是令我驚訝了。

「好吧！原諒你了！話說，這兩個小孩很可愛嘛！不錯不錯！可以放在這裏當吉祥物！一頭棕色的頭
髮，襯托着偏青的眼睛，哇！這世上怎會有這麼好看的小女孩啊！還有還有！這偏米色的棕色頭髮，



配一雙偏藍的眼睛，這樣有點兒成熟的小男孩真的是很少見了！對了！你們是混血兒嗎？為什麼可以
長得這麼好看！」

我是不是遇到一個擁有戀童癖阿姨...不！女士？

「你好！我叫櫻川杏，他是我的弟弟，櫻川和人。」

總而言之，遇到不熟悉的人，先打招呼就對了。

「小妹妹！你從哪裏來的？是不是混血兒？如果是的話，又是什麼混血兒？」

「我之前住在大阪市，四年前搬到東京，今天上學時發現學校被毁了...不！那個並不是真的學校！我
記得街上的其他人並不能看見那所學校！還有！住在我隔壁四年的鄰居阿姨竟然不是人！街上的其他
人都記得她是在四年前死了！總而言之，和人比我早一步到學校，於是我在廢墟中找他，結果遇見了
一個河童！之後攬過河童抓傷了和人，然後我們被一個巨大的黑洞吸走，便來到這裏了！對了！要先
回答問題！是的，我和和人是雙胞胎，都是混血兒，是英日混血兒，媽媽是日本人，爸爸是美國人。
」

「果真是混血兒！噢！我的天阿！為什麼混血兒可以這麼的美！」

「......」

此時…我可以肯定這是一個戀童癖阿姨了......

「啊！對了！你剛剛說你可以看見妖怪？」

「所以那些妖怪是真的…」

「是的！是真的！這件事需要解釋很久！那麼你就跟我來，姐姐給你科普一下！」

「......」

姐姐......

於是，我便跟着這個戀童癖女士，進去了一間房間。

「傳說中的妖怪是真的，只不過正常人看不見罷了。在50年前，科研人員研究出了一種疫苗，注射
了疫苗後，便可以清楚地看見妖怪。當然，這些疫苗相當的昂貴，所以大眾基本上是不會接種的。」

「而在45年前，政府機關發現了一個地方，裏面就像普通城市一樣，卻是妖怪們的聚居地，這個地
方就是『妖怪都市』。而就在發現了妖怪都市後的15年後，產生了一個機構，專門殺掉對人類有害
的妖怪，起初是很受大眾歡迎，但近年，他們開始連普通的妖怪也殺了，其中還包括之前幫助過他們
的妖怪，他說是這些妖怪會作反，所以要先發制人。這個機構裏的人員全部接種了疫苗，所以都能看
見妖怪，而在20年前，漸漸地出現了一些天生就能看見妖怪的人，你們應該也是這種人。」

「還有，之前提及的那個機構，他們亦擁有一些專門殺掉妖怪的槍丶弓箭丶劍。其實只要把妖怪身體
的一部份融入去普通的槍丶弓箭丶劍，就能製成專門殺掉妖怪，卻又不會傷害到人類的武器。在妖怪



死後，通常會在20秒後化為灰燼，只要在屍體化為灰燼的時間裏，把其中一部份融入武器裏，便能
製作成功。」

「當然也有些妖怪願意捐出身體的一部份，這動作通常稱為捐軀，就類似於是我們的捐血，事關妖怪
失去身體的一部份後，通常都會在一段時間裏重新長回來，所以對它們也沒有多大的影響。」

「而至於為什麼會有妖怪會幫我們呢，那就要詳細地介紹一下妖怪了。妖怪大概分成兩大類，一些就
是善良的妖怪，一些就是罪孽深重的妖怪。我們人類可以和善良的妖怪做朋友，它們還能幫助我們呢
！」

「而那些罪業深重的妖怪卻會禍害我們，所以為了保持這個世界裏，妖怪和人類的平衡，一個名為F
MK的機構出現了，他們負責管理這個世界的平衡，當有妖怪禍害人類，便會趕過去制止，相對地，
當有人類濫殺妖怪，FMK也會出現。而我弗羅倫絲和之前你看到的那個白癡安格斯就是FMK組織的
人了。」

「哦！原來如此！」

「而之前你說過，你看見了一個並不是真實的學校，一個河童和已經死掉了的鄰居阿姨。你可以清楚
地說一下當時的情況嗎？」

「就是，我和和人因為要來東京學習，四年前搬到東京。那時，我看見了一間屋賣得特別便宜，你知
道我一個學生沒可能有那麼多的錢，那時的房屋對於我來說非常的貴，見到這麼便宜的屋，我便買了
下來。那個鄰居阿姨對我很好，經常和我說話，我有時時也會和她傾訴，連我出差的媽媽的情況也是
她告訴我的......也不知道現在媽媽怎麼樣了......如果那個鄰居不是真的話，那麼她說的是也應該不是真
的......」

「那麼你媽媽叫什麼名字?去哪裏出差了?」

「我媽媽叫櫻川島，他在四年前到法國出差了......」

「等等！等等！法國不是在3545年滅亡了嗎？」

「3545年？」

「對啊！現在是4561年，已經滅亡了一千年有多！」

「4561！不是才2020年嗎？」

「2020？等等，我首先要考一下你一些時事常識。」

「葡萄牙在多少年滅亡了？最近爆發的疫情有那些？」

「葡萄牙未滅亡，最近爆發的疫情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英文簡稱covid-19！」

「我的天！我真的遇到有古代穿越過來的人了嗎？葡萄牙早在2784年滅亡，最近爆發的疫情是新型
病毒引致的器官衰竭，還未起名，但由於在美國爆發，所以大家都眨稱為『美國病毒』！」



「所以，我穿越到了未來的4561年？」

「對啊！那麼我是不是應該說『歡迎來了未來世界！』？」

「你是不是看電視看多了？」

「不！不！不！這個時代電視已經out了，現在流行的是......」

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眼睛，然後拿下了一個類似隱形眼鏡的物體。

「你看！這是『微型眼鏡通訊網絡設備』！簡稱『微眼』，只要把『微眼』放在眼睛上，你就能操縱
它，它擁有你們那叫做什麼？噢！那叫做『電話』的功能，只要我們腦袋想要通訊看視頻玩遊戲，不
用動手，只要動腦便行了！」

「這很像隱形眼鏡啊！」

「你說眼鏡？由於我們已經有微眼，所以我們不用擔心會有近視或散光，就算是天生的，微眼也會幫
你糾正！」

「所以不就是眼鏡嗎？」

「No…nono！過來過來！姐姐再給你科普科普一下！」

「......」

「眼鏡和微眼有很大分別的！你過來看看！就例如這裏......」

【第七章】

她講解一大輪後，我都快要暈了，我真的是一時間不能接受我穿越到未來這件事！

「咳！咳！弗羅倫絲…姐姐！話說我們原本是在說什麼呢？」

「呀對！一不小心就跑偏了！說回來，我知道你能從過去穿越到現在，但是能否穿越回去就不肯定了
。還有，你可以繼續說當時你遇到妖怪的情景嗎？」

「總之，我們和那個鄰居一起生活了四年。她對我和和人都很好，經常幫助我們。」

「在上個學期年底，她突然拿出兩張錄取通知書，説是我和和人拿到了全額獎學金，免費考入了上櫻
第一高等貴族學院！」

「於是，開學那天，我便帶着和人一起去上學。路途中我想買一點路邊的早餐吃，於是便叫和人先去
上學。」



「結果在路上，我發現自己忘了帶水壺，於是折返回家拿水壺。」

「然後那個山田阿姨便叫住我，說是上櫻第一高等貴族學院遭到襲擊，叫我不要去學校！」

「但我記得和人還在學校，於是我便趕到學校去找和人。」

「結果看見的卻是一片瓦礫！而且瓦礫上還有一個河童！」

「但是我發現，除了我之外，並沒有任何人能看見河童，而且還不能看見瓦礫！

「原來那個學校早已在四年前的一場大火中燒毁，因此學校被荒廢，所以這裏根本沒有什麼學校！」

「於是我便感到奇怪，為什麼我那個鄰居阿姨知道這件事呢？」

「還有就是她為什麼要叫我們來這間上櫻第一高等貴族學院？」

「於是我便問那些居民認不認識那個鄰居阿姨，他們卻說，那名鄰居阿姨早在四年前已經死了！」

「我感到十分奇怪，但那是我急着找和人，於是便決定不繼續想這些奇妙的東西。」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衝進去那遍瓦礫找和人。」

「但那個河童發現了我，並給了我一爪，突然和人出現為我擋下了這爪，並受了重傷。」

「在之後我們被一個巨大的黑洞吸走了，並穿越來了這裏。」

「哦！原來事情是這樣！等等！你說你的弟弟受傷了？給我看看！」

——是啊！我怎麼就忘了和人身上還有重傷呢！

於是，我便把背上的和人給她看看。

「傷勢並不算很嚴重，但是仍有機會感染，特別是感染了『美國病毒』就慘了！跟我過來，醫療箱在
另一間房間。」

於是，和人便站了起來，跟着弗羅倫絲去了隔壁的房間。

——等等，不對啊！和人剛才的傷勢不是重得連被人拉也不會反抗嗎？怎麼現在就會站起來了？

——算了算了，反正這也不是一件壞事。

進了房間後，弗羅倫絲打開了醫療箱，裏面的急救用品應有盡有，非常的齊全，而且數量也相當的合
理。

「來！和人！轉過身來！拉起衣服！姐姐為你處理一下傷口！如果不是的話，很容易被感染的哦！」



——看來和人被徹底當成了幼稚園學生......

「......」

——和人看起來似乎也萬分無奈呢！真是好呢！嘩！

於是，他照着弗羅倫絲所說的，轉過身拉起衣服。

「砰！」

一聲金屬聲響起。

「......我...我......我的天呀！」

原來是弗羅倫絲放開了手中的金屬夾子，使金屬夾子掉在地上，發出響亮的金屬聲。

「發...發生什麼事了？和人有什麼事？」

我走過去看，卻只見......

只見和人的傷口已經差不多痊愈了......

「為什麼全都好了？」

弗羅倫絲終於從震驚中走了出來。

「這種治療速度，他極可能是妖怪......」

**真的普通妖怪嗎？總感覺這種治療速度不尋常，希望是我多疑了……

【第八章】

**「妖...妖怪？」

只見弗羅倫絲點了點頭

「怎麼回事？」

「你先說說你在學校旁邊遇見他時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我快要被河童的爪打到，然...然後他突然從瓦礫中出來，幫我擋下了這爪，之後我們便...便被



黑洞吸走，穿越來了這裏......」

「那麼你看見他之前，瓦礫是怎麼樣的?」

「瓦礫上有一個大...大約三米高的河童，還...還有，那些瓦礫堆得緊緊的，幾乎沒有空位給人躲起來..
....」

「就是這樣了！」

「什...什麼？」

我一臉疑惑。

「很遺憾地告訴你一個消息，和人已經死了......」

「和人死了！？那...那麼這個是誰？」

「他是和人......」

弗羅倫絲繼續說

「你不是說他死了嗎？」

我簡直一臉懵逼。

「哎！你先聽我說，不要打斷我！和人的確是死了，很有可能是被那些瓦礫壓死的。」

「怎麼會這樣？」

「妖怪當中，其中一種便是幽靈，是由被殺死的人的靈魂所靈化而成的，因此擁有了妖力，因為對人
間擁有極大的留念，或是生前還有一些東西未能完成。」

「？？？」

——所以幽靈和妖怪不是兩樣東西嗎？

「最常見的幽靈，便是擁有極大怨念的幽靈——怨靈，他們可能是被害死，或生前受到極大委屈，
所以想留在人間報仇。而和人這種情況，可能就是太掛念你了，不想死去，所以才化為幽靈留在人間
。」

待她說完後，我便把我心中的疑問說出來了。

「我想問一下，幽靈和妖怪不是兩樣東西嗎？為什麼說幽靈是妖怪的一種？」

「哎！這個問題很好！過來過來！姐姐再給你科普一下！」

「......」



「哎！和人，你怎麼還坐在這裏？趕快過來！姐姐也給你科普！」

「......」

和人一臉問號。

「你再說一次你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說幽靈是妖怪的一種？幽靈和妖怪很明顯是兩樣東西呀！」

「這個問題......」

弗羅倫絲巾故意停頓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

「......」

說好的科普呢？

「應該是因為幽靈也會攻擊人......吧！」

「......」

應該......

「可能是因為幽靈也有實體......」

「......」

可能......

就在我快按耐惱火想直接用拳頭打她時——

「開玩笑的啦！這是因為當人死後成為了幽靈後，便會擁有了實體。其實更準確來說，是變成了妖怪
，只不過擁有生前的記憶罷了。所以你可不能把幽靈和鬼魂混為一談！」

「哦！原來是這樣子！」

我終於明白了！

「但為什麼和人的傷口回復得這麼快呢？大概是因為和人是新生的幽靈吧！算了！不理了！」

弗羅倫絲輕聲地自問自答。

「說回來，到底我遇到的妖怪是什麼一回事？」



「你遇到的鄰居阿姨有可能是一個幽靈，或是由化貓或九尾狐所幻化而成。那麼我想問問你，你那個
鄰居阿姨在四年前是怎樣死去的？」

「聽說那名阿姨是一單連環兇殺案的其中一位受害者！」

「怪不得你的屋賣得這麼便宜，原來因為那一帶地方曾經出現一單連環兇殺案，而且那間屋子還是其
中一位受害者的家的旁邊！」

我的嘴角狠狠地抽搐着。

「那麼你遇到的鄰居阿姨應該就不是一個幽靈了。之前不是說過，幽靈是一個擁有前世記憶的妖怪。
如果你的鄰居阿姨成了一個幽靈，應該擁有很大的怨恨。你遇到的鄰居阿姨那麼的平易近人，而且四
年來沒有傷害過任何人，應該就不是一個幽靈了。」

「那麼要知道他到底是一個化貓還是一個九尾狐，就要取決於她的行為習慣了。」

「化貓說到底也是一隻貓，總會有一些貓的特性，就例如晚上不容易睡着，白天時，便會很想睡覺。
還有在晚上時，他們特別容易暴露貓的習性，像是會『喵』一聲叫，對繩子丶光線特別敏感。還有，
他們最喜歡食肉，尤其是魚。其中最重要的是，貓對光線特別！特別敏感！任何光線丶光點也逃不過
他們的眼睛」

「相反，九尾狐的習性就比較接近犬類動物。他們的嗅覺十分靈敏，是人類的九倍以上，可以辨別到
500米以來的任何香味。還有，犬類動物相比起貓，比較平易近人。」

「他們的性格更是大大不同！貓比較冷酷，不易親近人，當然對一些和自己生活了一年以上的人就不
同了。犬類動物比較熱情，對任何事物都顯出好奇，喜愛追究到底，不會輕易放棄。」

「所以，你的答案是......」

她看着我，眼神中有隱藏不住的熱情，顯然就是對這個話題非常好奇。

——比起犬類動物，還是你比較熱情吧！我甚至懷疑你是由九尾狐變來的！

「據你所言，我就先綜合一下田山阿姨的行為習慣吧！」

「首先，她雖然對我和和人萬般熱情，但是對於陌生人或是客人，卻顯得非常冷淡。」

「隨後，她最喜歡吃的食物便是魚和牛，一天吃幾十遍也不會厭。」

「接着，她通常在晚上12點才上床睡覺，第二天做事不起勁。」

「之後，她家裏的燈總是比別人的暗，而且晚上關了燈後，她的房子還會傳出一陣雜亂聲，就像是在
黑暗中還能看到東西般。」

「最後，她家裏擺放了十分多的毛線，說是她喜歡編織。還有還有，曾經某一天的晚上，她的屋裏傳
來貓叫聲，但第二天我卻不能看見任何貓......」



我綜合弗羅倫絲指出的化貓和九尾狐的習性，再根據田山阿姨之前的生活習慣，整理出以上的結果。

「很顯然地，你的鄰居阿姨是由化貓所變的......」

「那麼為什麼她要騙我呢？」

「那就要看接下來分析的結果了。」

【第九章】

「對了！說起來化貓和九尾狐是怎樣來的啊？」

「好了！別扯遠了！我就為你講解一點點吧！」

只見她擺出一副大學教授的模樣，弄得自己好像很聰明...不！她本身就很聰明！關於妖怪的所有事情
也是她告訴我的！雖然只是有一點不正經罷了......等等！應該是很不正經才對…

「化貓是由被人類所殺死的貓所變來的，由於對人類有極大的怨恨，所以對人類可謂是非常地不友好
！」

「他們可以化身為人類，而且還能模仿人類的動作和說話，算是高智慧妖怪。」

「他們白天只有一條尾巴，但是到了夜晚，一條尾巴便會分裂成兩條尾巴，相對地一照到陽光，多出
來的一條尾巴便會收了回去。」

「他們通常在白天是表現得十分正常，和其他的貓一樣，可是到了夜晚，他們的態度就會180度大轉
變，出來禍害人類。」

「他們會利用他們的尖牙和利爪，殺死人類，即使那些人類對他們沒有任何仇恨。」

「當然地世事並沒有絕對，有些化貓也並不是那麼的憎恨人類，所以並不會濫殺無辜。」

「但是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比一般化貓還要聰明的化貓！你說，普通的化貓也能模仿人類的動作和說
話，那麼比一般化貓還要聰明的化貓，可想而知是多麼的恐怖！」

說完，她還「扮演」了一個非常害怕的模樣，但很快又回復正常。

「而九尾狐，便是一些壽命高達上百年，擁有屬於自己智慧的老狐狸了。」

「在幼兒期時，他們和普通的狐狸差不多，只是過了一兩年便會發現，他們的生長速度比普通的狐狸
慢了5倍。」



「當普通狐狸過了40歲，九尾狐還是一個幼兒狀態，絲毫沒有要長大的趨勢。在過了80歲，他們終
於從幼兒狀態轉去小童狀態，在大約過了200年他們便是青少年狀態，過了三百歲，他們便是成年狀
態，直至五百歲。」

「大部份九尾狐的壽命大約是六百歲，當然，有小部份的九尾狐能活到八百歲以上，還有一些稀有地
活到了一千歲以上。」

「大部份九尾狐也是女性，只有少數的九尾狐是男性，而至於為什麼不用雄性和雌性形容他們，是他
們實在太像人類了。」

「他們的性格就如同人類一般，在二百歲之前他們的心態一直都是小童的心態，之後，女性的就會保
持我們青春少女的心態，男性的則會保持些許成熟的少年心態，當然他們活了上百年一定是成熟的，
只不過心態幼嫩了少少。」

「其實對於我來說，九尾狐除了歲數和外型之外，基本上我們人類相同，所以我們可以像對待人類一
般對待九尾狐，總之我的看法就是這樣啦！」

她略帶俏皮地說道。

「可是，即使是再善良的妖怪，也是會有異類的。」

她開始嚴肅地說。

「九尾狐和化貓一樣能化身為人類，而且幻化技術還會比化貓厲害！」

「所以如果九尾狐變得殘酷，便是一個十分難對付的敵人了！你一定得小心對付才行！」

於是我回覆她：

「是的！我明白了！」

「那麼我們繼續分析下去吧！你遇到的那個河童大約是怎麼樣的？」

「它大約有三米高，而且它說話有些瘋瘋癲癲，看起來很喜歡破壞…」

「哦…那麼你遇到的那個學校大約是怎樣的？」

「我去到的時候學校已化成一遍瓦礫，所以我並不知道學校是怎樣......你可以問一下和人。」

看來是因為我直接指名和人，和人因此懵了一下，待他冷靜過後便開始說了。

「那個學校外表看起來和普通學校一樣，但裏面卻沒有任何學生，唯獨是接待處有一個人，那裏的教
員室裏沒有任何聲音，看起來一片清靜，給人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進到教室，裏面只有15張桌子
，一個講台和一塊黑板。之後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我早就被瓦礫壓死了......」

「......」



——這麼快就死了嗎？

「如果那個學校不是真的話？為什麼能夠壓死和人？」

「這就是問題了！很明顯這個學校是實體，但是正常人不能夠看到......那麼應該只能是個妖怪了......」

「哈？有妖怪可以偽裝成一個學校？」

我極之疑惑。

「以我所知，應該是不能的...不過......」

她頓了一下，又繼續道。

「有一種妖怪，能夠使用自己的妖力，使人能夠看見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東西，那當然就只有能看見妖
怪的人才能看見了！」

「但是不存在的話，為什麼能夠壓死和人？」

我被她那不停停頓的句子氣得直跳。

「土蜘蛛，妖力驚人，能使一些不存在的東西變成實體一段時間......」

——還有這種設定！？

——算了…算了，不吐槽了，反正一切在這個世界都可能發生......

「但是為什麼那些妖怪要殺掉我們？我們為什麼被他們盯上了？」

「有一個可能性，但是你必須聽我以下所說......」

【第十章】

這時候地便開始解說了這個世界的基本法則。

「這個世界裏，妖怪和人類缺一不可。」

「要是妖怪消失了，那就會為世界和人類帶來很大的災害。因為妖怪中有些是掌管天氣的妖怪，就像
是掌管雪的雪女，如果消失了的話，就可能沒有太陽，沒有風，沒有雨，沒有水。所以我們絕不能讓
妖怪消失。」

「如果沒有了人類，就沒有人能阻止妖怪中的戰爭，所以人類也必須要存在。」



「當然地，兩邊都必須保持平衡，如果一邊的力量比較強勁，那另一邊就會容易滅亡，我們FMK就
是來保持兩邊的平衡。」

「剛才就說過，妖怪也會和人類一樣有戰爭，那是因為妖怪也有分不同的立場，只不過人類有多個立
場，而妖怪就只有兩個罷了。」

「一個是善良的妖怪，希望和人類共存。另一個則是邪惡的妖怪，希望禍害生靈。」

「而在一年前，有四個邪惡的妖怪眾在一起，禍害人類。那四個妖怪就分別是化貓丶河童丶土蜘蛛丶
時空裂縫者，前面三個妖怪也介紹了，那我就介紹一下時空裂縫者吧！」

「時空裂縫者出現的時候，它只會拉扯它想要的人進到時空裂縫裹，不會牽涉到其他人，而其他人也
不會看得見它，也察覺不到被拉扯的那個人，當然除了一些比它妖力高強的。」

「被拉扯進了時空裂縫，會傳送到未來或古代，我想你們就是被拉扯進了時空裂縫者所製作的時空裂
縫吧！」

「他們四個合作，一個負責取得人的信任，一個負責殺人，一個負責讓人產生幻覺，而最後一個就是
幫助他們穿梭到各地，他們簡直合作無間！因此很多人想要捉它們也捉不到！所以妖怪們合作犯罪真
是讓人頭痛！比對付人類罪犯還要頭痛！」

「總之，我想你們就是遇到這四個妖怪了吧？其實說真的，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存在了多少年，因為
他們有時空裂縫者，所以可以在不同的年份穿梭！」

「問題就是，他們應該是穿越到古代了，所以如果我們需要找他們，就需要一個友善的時空裂縫者幫
助我們！但是你們知道時空裂縫者多罕見嗎？而且如果他們不想見我們的話，可以直接穿梭到第二個
時空，我們根本沒有機會和他們談判！！」

弗羅倫絲開始激動起來。

「但為什麼時空裂縫者要救走我們呢？如果它不把我們吸進時空裂縫裏，河童就可以殺死我們的呀！
」

我狐惑地問道。

「妖怪也會有失手的時候！」

弗羅倫絲像是看一個白癡一樣看着我。

「那麼它們是真的無惡不作嗎？有沒有這麼無聊？只是為了殺人，就要準備一大輪東西！你看！光是
要殺我，就籌備了四年有多！我的天！他們真的是沒有事情做，所以空閒到這地步嗎？」

我一不小心就把心底話說出來了。

「不說了，對了！說了這麼久，你們還是剛剛穿越回來的對吧！那麼你們一定沒有住所了！我們可以
收留你們哦！要不要考慮跟着我們，免費包三餐，包住宿，工作量少！划不划算？」



她擺出一個銷售員的姿勢。

「......」

我有點無言地看着她。

——你真的肯定你帶我回家是為了收養我們，而不是為了可以天天都看見我們？

雖說吐槽歸吐槽，但是現在的確需要一個容身之處，於是我便點了點頭以示答應。

「對了，你也需要一個正常人的身份對吧！你總不可能整天待在家裏，正巧數天後就是開學天，我儘
快給你找一間學校吧！」

「好的！真的是太謝謝你了，弗羅倫絲小姐！」

「不用客氣！說起來學校方面，我也要問問你的意見呢！」

「學校有什麼不同的嗎？」

「當然不同了！」

她一臉嚴肅地看着我。

「在這裏，學校有分兩種：一種就是正常學校，就是給看不到妖怪的人進去的；另一種則是稱為『妖
怪學校』，就是給能夠看到妖怪的人類進去的，當然裏面有少量的是善良的妖怪，雖然它們是屬於妖
怪種族中的青少年年齡階段，但是其中一些也是活上好幾百年的，所以說話會有些成熟，不要太介意
呀！」

「雖說這些有什麼用呢？我還不是一定要進入『妖怪學校』？」

「我就是給你一些心理準備！」

——那這些就不是『問』了吧！你根本早就準備好了吧？

「那麼為什麼要把但看見妖怪的人類和不能看見妖怪的人類分開呢？」

「不能看見妖怪的人類心理上還是會和妖怪有抵觸的，所以遇到能看見妖怪的人類是歧視的，就類似
什麼種族歧視呀！性別歧視呀之類的！」

——原來還有這種事情！

「而且，能看見妖怪的人類最好就是能分辨哪一種妖怪是哪一種，或是具備和妖怪作戰鬥的能力！所
以『妖怪學校』裏面還有兩科分別叫做『妖怪分析』和『妖怪戰鬥』，希望你能夠掌握得到吧！還有
喔！你是插班生，雖說正常科目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應該吧！我也不知道你們古代教的什麼東東......
唉算了！總而言之你們要注意一下那額外的兩科！你們以前是沒有學過的吧！努力！加油！將未來兩
天我也會為你繼續科普一下！么么達！」



——難道你還可以再不正經一點嗎？

「總之總之！你就先看看這本《妖怪百科》吧！不同於人類幻想出來的妖怪資料，這裏寫的都是真實
中的情況，還是半年前出版的，所以應該算是最新情況，我記得你以前那個全額獎學金吧！雖然那是
假的，但是在學校中你們應該學習也不算差，希望你會在明天記得下來吧！那麼拜啦！」

——學習也不算差？我們可是學霸！一個模範生！一個理科天才！你和我說學習也不算差？很明顯
是非常...不！極之好吧！你這個不識貨！

——算了！先不計較，現在最重要的是......

「喂！我們晚上住哪裏啊？」

「呀！你看我這記性！我都忘了！」

——是的，好好檢查檢查一下你的記性！為什麼妖怪方面你就是一個百科全書！說到正常的東西你
卻什麼也記不住啊！！

「過來過來！姐姐帶你過去額！」

「......」

我感覺今天已經無言了很多次，再有下一次無言我真的要徹底無言了！

【第十一章】

「原來『妖怪都市』是可以住人的！」

「那是當然的！差不多所有『妖怪學校』的學生都是住在『妖怪都市』的！」

「為什麼啊？」

「因為『妖怪學校』是在『妖怪都市』裏的！」

「......」

——我已經徹底無言了—

——那是當然！學校在其他城市裏，理所當然的會搬到相同的城市呀！

「先介紹一下，這裏便是我們的小隊FMKF456101的居住地！01小隊的成員都居住在左邊，那裏比
較亂，所以我就安排你們住在右邊吧！」



「右邊會不會比較清靜？我們怕鬼......」

「怕什麼？你們本身就會見到妖怪！而且和人，你本身就是一個幽靈，你為什麼會怕鬼！！」

「就算不會出現，那我們也睡不着啊！而且會發惡夢的！」

「睡不着就好！這晚你們就看《妖怪百科》吧！不要給我睡！」

弗羅倫絲一臉嚴肅。

「哇！『魔鬼訓導』又開始了！這個時候誰也無法阻止她......」

有一些聲音從屋子的左邊傳出……

「…算了…算了！看着你們這麼可愛的份上！我就放你們一馬吧！神啊！為什麼會有這麼可愛的兩個
小孩呀！」

「我的耳朵是不是出了問題？我的天！竟然有人能夠阻止弗羅倫斯的『魔鬼訓導』！」

「究竟是誰這麼厲害！」

聽到屋子的左邊有竊竊私語的聲音，很明顯就是01小隊裏的隊員在討論着。

「你們吵夠了沒有？再吵立刻下來跑15個圈！」

左邊立刻沒有了聲音。

弗羅倫絲又恢復了甜美的笑容：

「小妹妹，小弟弟，你們的房間在這裏哦！207和208房號便是你們的房間，而我就在隔壁的206，
有需要可以找我喔！姐姐很樂意幫你呢！」

——感覺眼前的人很危險......

「我的天！弗羅倫絲竟然是蘿莉控！正太控！我是不是知道了什麼不得了的事情？」

「艾伯特！給我下來跑15個圈！」

「弗羅倫絲，你這樣會嚇走小孩喔！」

「再加10個圈！」

「我錯了行不？」

「不行！」

只見一個金髮的大約24歲少年，從樓梯上垂頭喪氣地行下來。



他抬頭看了一眼我和和人：

「我的眼睛是不是壞了？真的有這麼可愛的小孩...不！少男…少女？」

他直走過來：

「你好！我叫做艾伯特！你們叫做什麼啊？」

「再加10個圈—」

一把聲音從艾伯特身後出現。

「是的隊長！」

艾伯特立刻衝出屋外。

「好的！你們跟姐姐上來吧！」

弗羅倫絲發出十分甜蜜的笑容。

——怎麼感覺有一種義不容辭的氣勢？

「好的！弗羅倫絲小...姐姐！」

我立刻改口，她便露出了一個滿足的笑容。

雖然她有一點不正經，但是我知道她的妖怪知識還是豐富的，於是我們一直討論至深夜11點。

「好了！不早了！我們早上還要晨跑呢！快點去睡覺吧！」

弗羅倫絲說道。

「好的！真的是太謝謝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