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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地點
日夜之地-永夜國 

人物
路西法 · 莫寧斯達（男主角）
Lucifer Morningstar
號稱「傲慢的惡魔」，生活在地獄，與莉莉絲簽下了契約。 

莉莉絲 · 布拉克（女主角）
Lilith Black
號稱「永夜的魔女」，化名莉莉，永夜國唯一的魔女，16歲時召喚路西法及簽下契約。12歲那年毒
殺了母親，只因其妒忌心過大。 

鄧肯 · 德里克 · 達克
Duncan Derek Dark
永夜國的準國王，曾向莉莉絲示愛但被狠狠地拒絕。雖然娶克拉拉為妻，但心裏仍對莉莉絲有意思。

克拉拉 · 多蘿西 · 懷特
Clara Dorothy White
日照國教皇的女兒，於18歲時即將嫁給永夜國的王子，發現莉莉絲的存在後設法除掉對方。 

羅倫斯 · 盧卡斯 · 威斯頓
Lawrence Lucas Whiston
永夜國的大臣，希望鄧肯能放棄莉莉絲，接受克拉拉的建議而展開獵巫行動。 

西西里亞 · 莎拉 · 貝斯頓
Cecilia Sara Beston
莉莉絲的好友，貴族千金。 



柯蒂莉亞 · 布拉克
Cordelia Black
莉莉絲的生母，被莉莉絲毒殺。 



第0夜-序章：惡魔的契約

       
自古以來，在這個世界的魔女界有著七位頂尖的魔女，她們與其他等級的魔女不同的是，她們有召喚
七大惡魔的能力，因此以七宗罪的罪名稱呼她們。而其中七個國家分別住著這七位元老院大魔女，而
其中未來法力將會是最強大的，亦是「傲慢大魔女」後繼人便是住在永夜國那片黑森林中的魔女莉莉
絲 · 布拉克。
        在黑森林中有一間外表平凡但內裏華麗的木屋，這裏正是莉莉絲獨居的地方。
       
沒錯，莉莉絲雖然出身於歷史悠久的『黑之家族』，但如今族人只剩下她一人，全因為她在4年前毒
殺了與她相依為命的母親。
       
這天莉莉絲剛好年滿16歲，『黑之家族』的魔女在成年那天都會進行召喚惡魔的儀式，與惡魔簽下
契約後可以擁有更強大的魔力。
        莉莉絲穿上正裝的斗篷和魔女帽，拿著魔杖、魔法書和蠟燭來到地下室。
       
她先跟著魔法書的指引，用魔杖在地上畫出魔法陣，然後把四支蠟燭放在魔法陣外的四個角落。
        準備好後，莉莉絲站在魔法陣中央，舉起魔杖。
        「名為晨星的惡魔，請您從地獄歸來，成為我的力量——召喚！」
*
        ——地獄。
        「哎呀，久等了，莉莉絲。」
*
        魔法陣的線條發出紅色的光芒，地下室卷起一陣風。
       
「是妳召喚我嗎？妳叫甚麼名字？」莉莉絲眼前憑空出現了一名身穿黑色披風和紅色帽子，黑髮紅眸
的少年。
        「我叫莉莉絲，莉莉絲 · 布拉克。」
        「原來是『黑之家族』的魔女，我是路西法 · 莫寧斯達，代號是『晨星』。」
        「路西法..那個路西法？」
        「我説妳，該不會不知道晨星代表我吧？」
        「啊..我是看見晨星好像很厲害所以選擇，再説我也沒仔細研究惡魔學。」
        「甚麼叫好像很厲害，是真的很厲害..先不説這個，妳知道下一步怎麼做吧？」
        「獻上重要的東西對吧？但我還沒決定..」
        「那我來決定？」
        「好吧。」
        「眼睛是表達情感的地方..」路西法死死瞪著莉莉絲翠綠色的右眼。
       
他看到莉莉絲與一名少年的記憶，對方似乎是一位王族，兩人臉上帶著幸福的表情令路西法想要把記
憶抹走。
        「我決定了，用妳的右眼來交換吧。」
        「那我不就看不見了嗎？」
        「不是那樣，先閉上眼。」
        莉莉絲閉上雙眼，路西法輕輕地吻了一下她的右眼皮。
        「好像甚麼事都沒發生？」
        「因為還沒完成儀式。」



        「甚麼？」
        「妳要不要看看妳的魔法書？」
        莉莉絲從地上撿起魔法書。
        「最後，向惡魔獻上處子之身..？！」
        「就是這樣。」
        「誰要跟你做這種事啦？！」莉莉絲嚇得把書都拿不穩了。
        「那我回去地獄了。」路西法轉身，作勢要離開。
        「等等！我做..」莉莉絲解開束腰的繩子。 

        兩人完成最後一步後，莉莉絲的右眼突然變得灼痛。
        「好痛——！」莉莉絲捂著右眼。
        「很快就好了。」
        「好痛嗚嗚嗚...」莉莉絲忍不住哭了。
        「別哭啦，妳看，現在不痛了吧？」
        「真的..？」莉莉絲增開眼睛。
        「成功了。」
        莉莉絲翠綠的右眼變成了血紅色，還有一個白色的惡魔記號。
        她穿好衣服，卻站不起來。
        「痛..」
        「抱歉，真拿妳沒辦法..」路西法一把抱起她，把她帶回臥室。
        「好好休息吧。」
        「嗯..」莉莉絲進入了夢鄉。
       
「相隔幾百年，我們還是以同樣的身份見面了..」路西法輕輕拿起一束莉莉絲的銀髮，看著熟睡的她
喃喃自語。

（待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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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夜-與惡魔同居

        ——儀式的幾天後。
        「人間跟地獄真的差很遠。」路西法在家裏飄來飄去。
        「你明明就可以走路，為甚麼要飄？」
        「因為方便啊，這幾百年來一直在地獄都是這樣過。」
        「那幾百年前你在哪？」
        「人間，就跟現在一樣，跟布拉克家的魔女簽契約。」
        「那就是我的祖先？」
        「嗯。」
        （看來你已經把前世忘得一清二楚，真是太好了。）
        路西法露出帶有一絲淒涼的笑容。
        「跟你簽契約的魔女..是怎樣的人？」
        「她..很愛哭，所以一看到妳哭便會想起她。」
        「..是嗎。」
        「一切一切都跟她太像了。」
        「你很喜歡她呢。」
        「嗯，但那已經是幾百年前的事。」
        「你還記得她叫甚麼名字嗎？」
        「..莉莉絲。」
        「甚麼？」
        「我説，她叫莉莉絲。」
        「欸？」
       
「妳知道的吧，跟惡魔簽契約是等於把靈魂賣給惡魔？幾百年前的時候我們談戀愛，那時候的她就是
把身心都奉獻給我，所以她死後在地獄跟我待了幾百年。」
        「後來呢？」
        「後來，她在十幾年前跟我説，她想再次當人，所以她去投胎了。」
        「把靈魂都賣給惡魔又怎能投胎做人？」
        「那是因為我大發慈悲而已。」
        「那你有找到她嗎？她記得你嗎？」
        「不告訴妳。」
        「欸，壞心眼！」莉莉絲揮拳想要打路西法，但路西法一把捉住莉莉絲的手腕。
        「做..做甚麼？」莉莉絲對於突然湊近的路西法感到不自在。
        「你跟她..果然很像啊。」
        叮咚——
        莉莉絲家的門鈴突然響起。
        路西法無奈地放開了莉莉絲。
        「啊，我忘了西西里亞今天來玩！」莉莉絲趕緊跑掉。
        「西西里亞？」路西法追著莉莉絲。
        「朋友啦！」莉莉絲打開大門，路西法趕緊飄回房間。
        「嗨，莉莉！」
        「西西！」 

       
4年前，莉莉絲在處理母親的遺體後，回家途中遇見在黑森林迷路的西西里亞，兩人談心後成為了朋



友。 

        西西里亞進門後頓了頓。
        「莉莉，妳家有人？」
        「咦？」
        「而且還是男人的氣息。」
        「啊？」
        「莉莉家真的有人在吧？」
        「沒有——」
        「有喔。」路西法突然就飄到客廳，故意現身讓西西里亞看到他。
        「莉莉，你從哪找到這枚帥哥？」西西里亞馬上對莉莉絲耳語。
        「實際上..他是我召喚的惡魔。」
        「妳真的超幸運..要是我以後的丈夫也這麼帥就好了。」
        「先自我介紹，我是路西法 · 莫寧斯達。」
        「你好，我是西西里亞 · 莎拉 · 貝斯頓，路西法先生是那位管理地獄的路西法嗎？」
        「就是那樣。」
        「管理地獄——？」莉莉絲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子。
        「這個在民間也很著名，妳該不會甚麼都不知道就召喚了吧？」西西里亞眼神飄向莉莉絲。
        「妳真的該研究惡魔學了吧。」
        「你們兩個..氣死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趁著莉莉絲走開的空檔，路西法把消除記憶一事告訴西西里亞。
        「所以莉莉已經不記得王儲殿下的一切？」
        「她只會想到那人是王儲，但不會記得任何相處的時光。」
        「為甚麼要這樣做？」
        「她投胎前的幾百年都是陪著我，王儲憑甚麼用一點點時間就讓她笑得那麼幸福？」
        「嗚哇，還真是惡魔。難道說，路西法先生妒忌了？」西西里亞忍不住竊笑。
        「如果我説是呢？」路西法臉上的表情帶著一絲痛苦。
        「你們在聊甚麼？」莉莉絲回來了。
        「惡魔學喔，你也該修讀一下。」路西法露出燦爛的笑容。
        「我不要。」

（待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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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夜-似曾相識

        ——大概過了一個月。
        這天莉莉絲外出，返家時在黑森林遇到了永夜國王儲鄧肯 · 德里克 · 達克。
        「妳好，莉莉絲。」
        （莉莉絲？到底是憑甚麼直接叫我的名字？）
        由於對方是國家王儲，莉莉絲選擇不責備對方。
        「貴安，王儲殿下。」今天的莉莉絲讓鄧肯感到陌生，但他感覺不到是哪裏不同了。
        「請問，殿下找我有甚麼事？」
        「我今天是來告白的，莉莉絲，請跟我交往！」鄧肯不知道從哪拿出一束花。
        「殿下，您和我今天才第一次見面..」
        「你在説甚麼？我們不是從去年一直有見面嗎？」
        「我對殿下您的認知只有王儲的身份而已，而且是一位素未謀面的人。」
        「怎麼會..」
        「沒其他的事我先回家了。」
        「等一下..莉莉絲，妳有雙胞胎姐妹嗎？」
        「並沒有。」
        「是這樣嗎..」
        「那我失陪了，向永夜獻上榮耀與祝福。」莉莉絲行禮後便頭也不回地回到木屋了。 

        「歡迎回來，莉莉絲。」
        「我回來了，路西法大人。」
        （剛才王儲好像知道我會經過那裏一樣等著我..難道我真的忘記了些甚麼？）
        「妳的表情很嚴肅喔。」
        「欸？」
        「遇到誰了嗎？」
        「是王儲殿下，突然就告白了。」
        「是嗎。」
        （看來奪走記憶是對的。）
        「熱水已經放好了。」
        「謝謝，那我先去洗澡了。」 

        ——深夜。
        莉莉絲罕見地睡不著，在床上翻來覆去。
        「莉莉絲，睡不著嗎？」路西法突然出現在莉莉絲面前。
        「嗯..你又擅自進來了？」莉莉絲馬上坐起來。
        「反正妳死後也要跟我待在一起，早點習慣比較好喔？」
        「那我就要跟母親不一樣，一直活下去。」
        「那妳也是跟我在一起啊。」
        「......」莉莉絲覺得路西法好像說得沒錯，只能瞪著他自滿的笑容。
        「妳在想王儲的事？」
        「無聊。」莉莉絲躺回去，把被子蒙著頭。
        路西法見狀，靜靜地坐在窗邊，看著床上的被團。
        「接受王儲的告白，不好嗎？」
        「不要，我不要嫁給陌生人。」
        （追求真愛嗎？即使沒有前世的記憶，原則還是一樣啊...）



（待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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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夜-元老院大魔女的繼位儀式

        ——時間來到兩年後。
        七位元老院大魔女繼承人如今最年輕的已經成年，現任人必須退位了。
        這天黃昏，莉莉絲帶上路西法，騎著魔法掃帚前往位於永夜國東面——死城的元老院。
       
元老院是一間堡壘，亦被稱為死之宮殿，用作任命和繼位等儀式之餘，亦是元老院大魔女的會議地點
。
       
在繼位儀式上，現任法力最強的魔女把魔女之冠順著次序位繼位者戴上後便正式退位，繼位者隨之成
為新一任元老院大魔女。
       
莉莉絲所繼承的「傲慢大魔女」總是空缺，主要是因為路西法一直在地獄和莉莉絲的靈魂待在一起，
不接受召喚，令先代魔女無法召喚他，造成元老院大魔女只有六人的現象。
        儀式完成後，七位魔女聚在一起互相問候，惡魔們也聚在一起。
        在元老院完成繼位，她們回到各自的國家亦會在王宮被冊封為國家最強的魔女，以宣告國民。
        繼位儀式過後，元老院會舉辦宴會，直到天亮。
        宴會上，莉莉絲接受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魔女的祝福和禮物，使她累得快睡著。
        趁著空閒，莉莉絲來到大陽台，找到了獨自一人坐在長椅上的路西法。
        「路西法大人...！」莉莉絲坐在他旁邊。
        「莉莉絲，妳逃出來了？」
        「算是吧。」
        莉莉絲坐下不久，便開始犯睏。
        「快天亮了。」
        「我等不到了...」說完，她睡著了。
        「真拿妳沒辦法。」路西法把斗篷脫下，蓋在莉莉絲身上，並把她的頭倚在自己的肩膀。
        「莉莉絲大人..」一名普通魔女尋找著莉莉絲，看見兩人的時候震驚了。
        「噓——」路西法指了指熟睡的莉莉絲，示意請勿打擾。
        那名魔女識趣地回去宴會了。
        這之後魔女界開始流傳路西法和莉莉絲是戀人的謠言。

（待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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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夜-路西法的記憶

        莉莉絲再次醒來時而是中午。
        「早安，莉莉絲。」她一睜眼便看到路西法坐在床邊。
        「我回來了...？」
        「對啊，我抱著妳回來的，是不是該感謝感謝我？」路西法突然撲上床，床咚莉莉絲。
        「你..下去！」
       
「好了好了，不跟妳鬧了，午飯已經做好，趕緊梳洗。」路西法走出房間，留下傻眼的莉莉絲。 

        「哇，好好吃！」莉莉絲吃了一口。
        「妳以為只有妳會料理嗎？」路西法忍不住鄙視她。
        「那一直以來都是我負責料理嘛。」
        「妳想的話，以後我隨時都可以製作料理給妳。」
        「喔？」
        （這話聽起來像是告白..我多心了吧。）
        「臉好紅，生病了嗎？」
        「我沒有生病！」 

        用餐後，莉莉絲來到後院查看植物的狀態。
       
這個後院從莉莉絲出生以來，甚至更早以前開始，已經種著各種草藥，唯一不變是滿滿的桔梗花。
        「到底為甚麼要種桔梗花？」
        在莉莉絲似是自言自語時，路西法看著一片花田，回想起了幾百年前的事。
*
        幾百年前的那天，正是莉莉絲死去的日子。
       
當時才二十幾歲的莉莉絲病臥在床，她的丈夫跪在床邊雙手緊握著她蒼白的手，卻無能為力，只能靜
靜地看著她生命逐漸流逝的模樣。
       
魔女召喚的惡魔在她死後，其他擁有魔女血統的人仍可以看到那惡魔，但普通人類不同，他們無法再
看見死去的魔女所召喚的惡魔。
       
在莉莉絲死去那天，後院的桔梗花都開了，傳說中桔梗花開代表了幸福再度降臨，可是，有人捉得住
幸福，就有人註定與幸福無緣。莉莉絲留下了丈夫和年幼的女兒，早早病逝了。
       
收到了莉莉絲的靈魂後，路西法帶著她回到了地獄，從此再也沒有魔女能召喚出路西法，「傲慢大魔
女」的寶座也是長期空缺著，直到莉莉絲轉世，再次成為魔女。
*
        「...大人，路西法大人？」
        「抱歉，走神了。」
        「喔...」
        「妳知道桔梗花的花語嗎？」
        「永恆，無悔的愛..？」
       
「據說，桔梗花開是代表幸福再度降臨，有人能捉住幸福，也有人註定與幸福無緣，所以桔梗花也代



表無望的愛。」
        「這麼矛盾的東西這麼可能是真的？」
        「我可是親眼目睹過。」
        「怎麼可能。」
        「我活了幾千年，只看過一次。」
        「跟那個莉莉絲有關嗎？」
        「不告訴妳。」
        「為甚麼？」
        「妳猜？」
        「咦..」
        看著莉莉絲摸不著頭腦的樣子，路西法忍不住笑了，但笑著笑著，他感覺一絲絲的心痛。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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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夜-國家的繼位儀式

        一星期後，莉莉絲匆匆地出門，前往位於城中心的王城，留下路西法在家。
        今天是國家所有大職位的繼位儀式，包括國王加冕。
        （呼..趕上了。）
        「妳好，布拉克小姐。」
        「您好，威斯頓大臣。」
        羅倫斯 · 盧卡斯 ·
威斯頓是永夜國的重臣之一——內務大臣，是國王很喜愛的大臣，所以他將成為新國王的重臣。
        「加冕典禮即將開始——」
        莉莉絲跟隨一眾準備繼位的人物就座時，看到西西里亞坐在後方的觀眾席。 

        儀式完成後，莉莉絲在人群中找到西西里亞。
        今天的西西里亞穿著正裝，比平時更高貴優雅。
        「西西，妳怎麼在這？」
        「咦，我沒跟妳説嗎？我是王室總管的女兒啊？」
        「咦咦？」
        （這麼説來王室總管好像也是姓貝斯頓...）
       
莉莉絲突然恍然大悟，之前一直以為西西里亞只是出身於普通貴族家庭，但實際上貝斯頓家屬於只有
五家的上流貴族，全都在王室擔任重臣職位。
        「路西法先生今天不在？」
        「啊，總不能讓他在人類場合露面吧？」
        這時候，剛登基成為國王的鄧肯帶著王后克拉拉 · 多蘿西 · 懷特 · 達克向兩人走來。
        「你們好，布拉克小姐，貝斯頓小姐。」
        「貴安，國王陛下，王后陛下。」
        四人問候和閒聊了幾句，威斯頓大臣打斷了幾人的對話。
        「抱歉打斷幾位，陛下您該準備更衣巡遊了。」
        「朕明白了，這就來。」
        「那麼，下次再見，兩位小姐。」
        「向永夜獻上榮耀與祝福。」莉莉絲和西西里亞向兩人行禮後，便準備離開。
        「你跟王后陛下是第一次見面吧？」西西里亞小聲地問。
        「嗯，之前沒參加他們的結婚典禮。」
        「王后陛下是來自日照國的 『白之家族』，是教皇的長女。」
        「是這樣喔...」
        「我改天再到你家拜訪，今天得回家處理事情。」
        「我懂，慶祝是不是？」
        「嘛..差不多哈哈哈，那麼我先跟父親回去了。」
        「改天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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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夜-夢與前世

        這天夜裏，莉莉絲做了夢。
*
        莉莉絲與路西法肩並肩蹲在後院的花田。
        本來在打理桔梗花的莉莉絲突然停下了手上的動作。
        「那個啊...」
        「怎麼了？」
        「路西法大人有喜歡的人嗎？」
        「沒有，怎麼這樣問？」
        「我...要結婚了。」
        路西法頓了頓，馬上露出戲謔的笑容。
        「除了我還有人要你啊？」
        「你甚麼意思啦！」莉莉絲忍不住拍打路西法的背。
        「你都不會傷心的嗎？」
        「我嗎？」路西法問。
        「對啊。」
        「你是不是忘記了？你的靈魂在死後的日子都得跟著我。」
        「那也是很久以後的事啊！」
        「誰知道呢。」
        「欸？」
*
        （好奇怪...）
        莉莉絲從夢中醒來，臉上還留著仍然濕潤的淚痕。
        「抱歉，吵醒你了？」路西法把手從莉莉絲前額移開。
        「沒事...」
        （比起夢，更像是某人的記憶...）
        「我去倒杯水。」路西法想要起身。
        「..路西法大人。」莉莉絲拉著路西法的衣角。
        「怎麼了？」
        「不...沒甚麼。」莉莉絲擦了擦淚痕。 

        「好點了嗎？」
        「嗯...」
        「睡吧。」
        路西法看到莉莉絲再度熟睡後，再度把手放在她的前額，傳送著記憶影像。 

        ——天亮。
        莉莉絲睜開雙眼，發現路西法不在床邊的沙發，馬上下床尋找他。
        下樓聞到香草茶的香氣，莉莉絲放慢了腳步，走到廚房門口。
        「你醒了？茶泡好了。」路西法把茶遞給莉莉絲。
        「謝謝。」 

        莉莉絲在後院摘下一些草藥後，便上樓回到房間裏的工作房製作藥水。
        這間工作房需要通過莉莉絲的房間才能進入，為了不被打擾的隔音設計。 



        ——下午。
        「今天也外出？」路西法問。
        「今天去市集送藥水，很快回來。」莉莉絲說完便出門了。 

        莉莉絲每星期都會來到市集的店鋪送藥水，卻不知道這次有人悄悄瞪著她的一舉一動。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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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夜-嫉妒與殺心

        ——三個月後。
        「威斯頓大臣，我讓你辦的事怎樣了？」王后克拉拉如常地看書。
       
「王后陛下，臣已派人觀察，布拉克小姐每星期都會到市集給店鋪送藥水。」威斯頓大臣單膝跪在偌
大的圖書館地板。
        「很好，下星期行動，知道怎樣做吧？」
        「臣明白。」
        「行了，退下吧。」
        王后克拉拉看向遠方的黑森林。
        「勾引我丈夫的臭女人，你的死期到了。」 

        ——一星期後。
       
今天的莉莉絲一如既往地到市集送藥水，然而在回程的路上，剛進入森林前被王室士兵重重圍住。
        「請問有甚麼事？」莉莉絲有些不悅。
        「王后陛下有令，請布拉克小姐跟我們走一趟。」
        「恕我拒絕。」
       
「那就別怪我們無情。」士兵突然給莉莉絲一個手刀，再把莉莉絲扛走，然而這一幕卻被準備前往莉
莉絲家的西西里亞看到。 

        ——莉莉絲家。
        喝完茶的路西法本想清洗杯子，卻手滑把杯子打破。
        「糟糕，要被莉莉絲唸了。」
        突然，路西法背上一股惡寒，令他有不祥預感。
        大門傳來焦急的門鈴聲與急促又慌亂的敲門聲，路西法無奈地動身應門。
        「西西里亞？妳找莉莉絲的話她不在家——」
        「路西法先生，您聽我説，莉莉被士兵帶走了！」西西里亞焦急地抓住路西法的衣袖。
        「妳先冷靜地説。」
        「莉莉被王室士兵扛走了，看起來是失去了意識。」
        「甚麼？！」路西法震驚了。
        嗙！他一手捶在牆上。
        「該死！早知道就陪著她出門了。」
        「現在...該怎麼辦？」西西里亞著急得快哭了。
        「你知道王城的建構嗎？我意思是類似地圖之類的東西。」
        「我父親應該知道，我嘗試找找看。」
        「那你現在先回家，我再想辦法。」 

        ——三天後。
        「路西法先生，我把地圖複印了。」西西里亞再度來到莉莉絲的家。
        「謝了。」路西法接過地圖，馬上研究潛入王城的路線。
        「我們不知道莉莉在哪，怎樣找到她？」
        「可以派蝙蝠偵測，今晚是月圓之夜，力量會大增，是行動的好時機。」
        「希望莉莉沒事。」



        「你放心，她還活著。」
        「怎樣知道？」
        「要是死了能感覺到靈魂的聯繫斷掉，所以她還活著。」
        「一定要成功救出莉莉，麻煩您了！」
        「一定會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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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夜-月圓之夜

        ——月圓之夜。
       
今夜，所有種族的力量都大增，即使王城有王后的「白之家族」的保護魔法，也阻止不了路西法的行
動。
        「似乎是被困在高塔內。」路西法從蝙蝠看見的景象發現了莉莉絲的所在地。
        「我只能帶路到這裏了，剩下得靠路西法先生您了。」
        「我知道了，妳先回去吧。」
        路西法看了看王城最高的建築物——高塔，粗略地估計它的高度。
        「...應該可以。」
        「甚麼？」西西里亞不解路西法為甚麼在自言自語。
        路西法一口氣向著塔頂飛去。
        「要把莉莉帶回來喔...」 

        「晚上好，布拉克小姐。」一名身穿禮服的女子開口。
        「您是...王后陛下？」莉莉絲剛好醒來，發現自己的雙手被鐵鍊困著。
       
「怎麼了，不認得我嗎？還是説，妳因為無法爬上這個位置而妒忌，假裝初次見面？」克拉拉的表情
十分冰冷。
        「王后陛下，我對王后之位沒興趣，也不稀罕。請問您用綁架的方式跟我見面是有甚麼事？」
        「布拉克小姐，妳應該很清楚鄧肯是我的夫君？請妳不要再接近他。」
        「王后陛下，您別搞錯了，是國王陛下一直在接近我，而不是我主動。」
        「妳——」
        轟隆！兩人身處的高塔突然大幅度地搖晃了一下。
       
「看來是妳的同伴來救你了，但這裏是王城，被白魔法保護著，也就是説妳的同伴根本沒法救妳。」
克拉拉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是嗎？那可不一定。」莉莉絲從容不迫。
        「放肆！」克拉拉給了莉莉絲一記耳光，「妳這是在蔑視『白之家族』的力量！」
       
小窗外的路西法看到這一幕，握緊了拳頭。明明莉莉絲近在眼前，卻因為時機未到而不能闖進去救她
。
        「蔑視？我只是覺得很好笑，您的白魔法都快要比黑魔法更黑了。」
         「那又如何？只要妳死了，就沒人知道。」
       
「使用白魔法的人都是如此邪惡的嗎？您做的事沒人知道，但您所謂的神明還是會知道，最後遭到天
譴。」
        「妳這個黑魔女別在那邊胡說，白魔法跟妳們那些邪惡的力量不同！」
        這時，莉莉絲感覺到體內一股力量正在增強。
       
「看來月亮即將升到最高點了，我也不必在這浪費口舌。」莉莉絲瞪大雙眼，右眼逐漸浮現了路西法
的印記。
        「我説過了，這裏被白魔法保護，黑魔法根本無法破壞。」
        「看來王后陛下對黑魔法的認知不足，才會如此自信。」
        「到底是誰如此自信，很快就知道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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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夜-應有的報應

       
高塔開始被撞擊而搖晃，深處王城另一處的鄧肯收到士兵的消息後，馬上帶著幾名士兵前往高塔。
        「國王陛下，高塔疑似被黑魔法力量入侵，請您多加小心。」 

       
此時的高塔外牆已經開始被路西法破壞得開始裂開，克拉拉不可置信地看著牆壁被炸開一個小洞。
        「怎麼可能？！」
        「莉莉絲！」路西法伸進頭來。
        「我說過了，月圓之夜可以讓黑魔法打敗白魔法。」莉莉絲嘗試用魔法解開鐵鍊。
        「呵呵，那個鐵鍊是用來鎖住重刑犯的，憑妳也想解開它？」
        「可惡！」路西法繼續用魔法把洞炸開。
        「今晚，妳死不去，那就別想著能離開這裏！」克拉拉開始詠唱咒語。
        牆壁的洞擴大了，高塔的搖晃幅度也更大了。
        「來著何人！」鄧肯和士兵們出現了。
        「王后，妳怎麼在這？」鄧肯走前去。
        「我...感覺到這裏有黑魔法，所以來這邊查看。」
        「那為甚麼沒有隨從？妳可知道黑魔法很危險？」
        「國王陛下，您別聽她亂說！她剛才還揚言要殺了我！」莉莉絲嘶吼著。
        「皇后，此事當真？」鄧肯的臉色都變了。
        「這個妖女多次使用黑魔法來勾引陛下您，還勾結惡魔的力量，我懲治她有錯了嗎？」
        聽到這對話的路西法被迫出了一股力量，把牆壁炸開了一個大洞，現身在眾人面前。
        「妳再亂說，我就先毀了妳那張嘴。」路西法散發的氣場，讓在場的人都倒抽一口氣。
        「把王后帶下去，先禁足，餘下的事之後再定。」
        「是。」士兵上前捉住克拉拉的手臂並帶走。
        「萬萬不可，那女人是個妖女——」
        「妳沒事吧？」路西法解開了莉莉絲手上的鐵鍊。
        「我好餓...好幾天都沒吃飯了。」
        「那回家吧？」
        「好。」
       
「對不起，讓妳受驚了，朕也不知道王后的心變得如此黑暗，還想奪取妳的生命。」鄧肯向兩人鞠躬
。
        「沒事就好了。」路西法摟著莉莉絲的肩膀。
        「那就先行告退了。」
        路西法橫抱起莉莉絲，飛出高塔。 

        兩人回到家，西西里亞開門迎接。
        「西西，妳怎麼在這？」
        「為了看到你安全回家的樣子啊，妳可知道我多擔心妳...」
        「先進屋吧。」路西法揚了揚斗篷。
        看著兩人重遇的模樣，路西法心想著如果時間永遠停在這刻就好了——
        「噗呃...！」路西法吐出一口鮮血。
        「路西法！」
        「路西法大人！」



        莉莉絲和西西里亞協助路西法躺在地上。
       
「看來...是使用過多能量了...要回到地獄了...咳呃！」隨著路西法的身體開始變得透明，莉莉絲的右
眼也逐漸從血紅色變回翠綠色。
        「不要再說話了！」莉莉絲急得快哭了。
        「我們...有緣會再見...西西里亞...這段時間請妳照顧莉莉絲...要保重...」路西法的身體消失了。
        「路西法！」莉莉絲伸手想觸摸路西法，但路西法已經消失不見。
        玄關只剩被西西里亞抱住，嚎啕大哭的莉莉絲。

（待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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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來到7年後。
       
如今莉莉絲已經25歲，自從7年前被綁架一事，王后克拉拉及同謀被處決，永夜國吞併了日照國。
       
而莉莉絲被洗白，路西法消失後，她開始使用白魔法製作藥水，令自己的事業有起色，木屋經過潢裝
後，讓莉莉絲有一個小小的店鋪。現在客人都直接前往莉莉絲的家購買藥水，莉莉絲也認識了一些熟
人。
        「莉莉，我來幫忙了！」西西里亞走進木屋。
        「來得正好，妳剛學習完嗎？」
        「對啊，累死了。」
        西西里亞正在學習皇室事務，準備接管她父親的皇室總管一職。
        「很期待呢，聽說妳將會是這個國家首位女性皇室總管。」
        「誰叫我家沒有年輕男性呢。」 

        兩人一直忙碌地接待客人，直至傍晚。
        「今天的客人好像特別多。」
         「對啊，感覺有甚麼好事情會發生一樣。」
        「現在好像沒客人了，可以收拾了，妳先回去吧。」莉莉絲清理這櫥櫃。
        「好吧，那我走了。」西西里亞離開了木屋。
        待莉莉絲收拾好後，準備到門外換上休息的牌子時，一名身穿披風的男子，低著頭推門進來。
        「不好意思，我們打烊了~」
        「那正好。」那名男子開口了。
        「咦？這個聲音...難道是路西法？」莉莉絲抬頭打量他。
        「猜對了。」男子摘下帽子。
        「啊...」莉莉絲放下手上的工作，向飛撲到路西法的懷裏。
        「妳還好嗎？」路西法摸著莉莉絲的頭。
        「真的是你嗎，路西法？我等你好久了。」
        「我回來了。」
        「嗯，歡迎回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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