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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地方
歐洲大陸一個國家——拉斯塔利亞王國 

人物
安東尼 · 雷丁（男主角）
拉斯塔利亞的三王子。 

安娜塔西亞 · 愛麗絲 · 莫里斯（女主角）
莫里斯公爵的女兒，公女，被封為公主。 

凱特爾 · 雷丁
拉斯塔利亞的大王子，後來奪得王位成為新任國王。 

路易斯 · 雷丁
拉斯塔利亞的二王子，由國王與王后的幫助下登基，但後來被大王子奪回王位。 

安德魯 · 霍爾 · 雷丁
拉斯塔利亞的國王，凱特爾，路易斯與安東尼的父親。 

伊莎朵拉 · 茱莉亞 · 雷丁
拉斯塔利亞的先王后，染病而早逝，凱特爾的生母。 

伊蓮娜 · 蘿絲 · 雷丁
拉斯塔利亞的繼王后，路易斯與安東尼的生母，凱特爾的繼母。 

理查 · 塞巴斯蒂安 · 莫里斯
莫里斯公爵，本來就出身於公爵家，安娜塔西亞的父親。 

凱瑟琳 · 梅麗莎 · 莫里斯
莫里斯公爵夫人，出身於伯爵家，安娜塔西亞和夏洛特的母親。 

夏洛特 · 露比 · 莫里斯
比安娜塔西亞小三歲的妹妹，較受到凱瑟琳的寵愛。 



讓娜 · 伊莎貝爾 · 德 · 里昂 · 雷丁
法蘭西斯王國的第二王女，與凱特爾成婚。 

維多利亞 · 娜塔莉 · 德 · 里昂
法蘭西斯王國的第一王女，後加冕成為女王。 



初次見面

        ——雷丁王朝第145年，拉斯塔利亞王城。
        那天是國王安德魯的生辰派對，作為公爵和國王的摯友，莫里斯一家被邀請是理所當然的事。
        今次不同的是，這是莫里斯公爵家的女兒首次露面。
        莫里斯公爵家的女兒——安娜塔西亞 · 愛麗絲 ·
莫里斯。雖然只有5歲，但完美地繼承了公爵的智慧和公爵夫人的氣質和美貌。 

        來賓向國王獻上生辰祝福和禮物後，音樂響起，大家都進入舞池開始跳舞。
        作為小孩的安娜塔西亞只能站在一角觀看舞蹈。
        這時候，有名與她同齡的男生悄悄地來到她身邊。
        「你好。」
        安娜塔西亞一眼就認出他是王室的三王子，她馬上行禮。
        「您好，安東尼王子殿下。」
        「你怎麼知道我是三王子？」
        「您的眼睛告訴我的。」
        「啊..」安東尼擁有王族特有的藍寶石眼。
        安娜塔西亞看向舞池。
        「你想跳舞嗎？」
        「我還沒學過呢，但看起來優雅又美麗，母親大人説這是淑女必備的。」安娜塔西亞笑了。
        她天真無邪的微笑，瞬間令身旁的安東尼墜入愛河，他已經決定了以後要娶她為妻。
        「10年後，如果你還記得我，請跟我跳舞吧。」
        「這是我的榮幸，殿下。」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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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子的成年舞會

        ——雷丁王朝155年。
        安東尼剛好滿15歲了，今天是他的成年舞會。
        （不知道她還記得那個約定嗎..？）
       
在10年前的那場派對後，兩人很少見面，安東尼過去幾年逐漸長大，也只能呆在王座旁邊，兩人只
能眼神對望，甚少有機會交流。
        安東尼有些坐立不安。
        這時候，二王子——路易斯來找他。
        「王弟，你在為舞會緊張嗎？」
        「算是吧。」
        「我倒是很期待呢，又可以跟女性見面了。」
        「王兄..」
        「誰叫王族只有男人唉，女僕又是天天見，悶死我了。」
        「路易斯殿下，安東尼殿下，舞會即將開始了，請您們到大廳準備。」女僕進來房間通知。 

        來賓都進場後，安東尼站在王座旁邊。
        「今天是我的成年舞會，請大家好好享受吧。」
        來賓一一向安東尼送上祝福和禮物，他發現莫里斯公爵家多了一個新面孔。
        在接受祝福後，音樂開始響起。
        安東尼在人群中找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女孩——安娜塔西亞，如今她已經長大成少女。
        「小姐，你願意和我跳支舞嗎？」
        安娜塔西亞一見向她邀舞的人是安東尼，馬上笑著答應：「當然了。」
        兩人進入舞池，開始跳舞。
        「好久不見，安娜塔西亞公女。」
        「請叫我安娜，雖然這是昵稱。」
        「那你也叫我安東尼就好。」
        「好。」
        「對了，剛才你們家那位女生是誰？」
        「那位是家妹，夏洛特 · 露比 · 莫里斯，比我小三歲。」
        「以前好像沒見過她。」
        「是的，今天是她第一次參加舞會。」
        這時候，第一支舞來到尾聲。
        「待會我們去花園約會？」安東尼提問。
        「約..約約約會？」安娜塔西亞臉紅了。
        「哈哈，那我們一男一女不是約會嗎？」
        「是喔，嘻嘻。」
        第一支舞結束後，安娜塔西亞吃了一些小吃，便前往花園。
        看到安東尼坐在不遠處的長椅，她馬上走過去。
        「啊，你來了。」
        「嗯。」
        安娜塔西亞坐在安東尼身旁，她跟著他看一片薔薇花海。
        「這裏是王城的薔薇園，我經常來，一直想讓你看這景色。」
        「真的非常美麗。」
        「..跟你一樣。」



        「欸？」安娜塔西亞扭頭看安東尼，發現對方在看著自己。
        「其實我..初次見面的時候已經喜歡你了。」安東尼覺得這是他人生最難為情的一刻。
        雖然安娜塔西亞不是第一次被表白，但她第一次遇到不是以結婚為前提的表白。
        「欸，你怎麼哭了？如果困擾的話就..」安東尼瞬間慌亂了。
        「不是的，我只是太感動了。」
        「呼..嚇死我了。」
        「噗哈，我沒想到安東尼會慌張。」安娜塔西亞破涕為笑。
        「欸，別笑啦！」
        「這三年，我遇到很多對我求婚的人，但他們都是看上了我家的金錢和地位。」
        「以結婚為前提嗎..」
        「如果可以，我想捨棄這種身份，過平民那種簡單的生活。」
        「我也是，王子這個身份讓我時刻都拘謹，而且還有兩位王兄，總覺得自己比不上他們。」
        「沒有這樣的事，我覺得你很溫柔又勇敢，所以..」安娜塔西亞一把抱住安東尼。
        「？！」安東尼瞬間嚇傻了。
        「我也喜歡你。」 

        舞會結束後的三天，安娜塔西亞收到安東尼的來信。
        從那天起，兩人開始寫信溝通和約會。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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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繼承人

        幾個月後的某一天，國王向三位王子表示自己想退位，意思就是決定誰是繼承人。
        安東尼一向不是很關心王位一事，因為他知道王位一定是由大王子——凱特爾繼承。
        然而，路易斯卻想要繼承王位。
       
事實上，他沒有足夠的資格，先不說他是次子的身份，拉斯塔利亞的王位自古而來都必須由擁有銀髮
及藍寶石眼的人繼承，但路易斯和安東尼的生母並非銀髮，令兩人的髮色混入了其他顏色。
        「王兄，你這樣做跟找死有分別嗎？」
        「沒關係，母后同意了。」
        兩人的生母，伊蓮娜，是繼王后，而作為凱特爾的生母的先王后早在大約20年前染病早逝。
       
繼王后雖然清楚王位繼承人的資格，但路易斯畢竟是她的親生兒子，她自然不會反對他的決定。
        安東尼看到路易斯有這樣的勇氣，隔天他去了見國王。
        「父王，我有事相求。」
        「安東尼啊？非常稀罕呢，說吧。」
        「您之前讓我決定王妃的人選，我已經有打算了。」
        「已經決定好了？是誰？」
        「是莫里斯公爵家的長女，安娜塔西亞公女。」
        「哈哈哈，不愧是朕的兒子，眼光不錯！」
        「朕會冊封她為公主，在你們成婚時再冊封她為王妃。」
        「感謝父王。」 

        一星期後，王城舉行冊封儀式。
        安東尼親手把王冠戴在安娜塔西亞頭上，她正式被冊封為拉斯塔利亞的公主。
        站在一旁的夏洛特氣得發抖，嘴角露出一絲不懷好意的笑容。
        「怎麼可能讓你成為王妃..」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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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書信

        又過了幾個月，凱特爾得知繼王后想讓路易斯繼位后，便想要親手奪回原本屬於自己的王位。
        這天，安東尼收到安娜塔西亞的來信。
        上款的“殿下”讓安東尼感到納悶，因為安娜塔西亞從不稱呼他為殿下，但他沒有放在心上。
        信裏的內容寫這關於凱特爾收兵買馬打算對付路易斯一事。
        「這是怎麼回事..？」
        安東尼叫來了路易斯，路易斯讀完信後一臉震驚。
        「如果這事是真的，那就該向王兄問清楚。」路易斯説。
        「但這不是犯法行為嗎，這樣直接去問王兄好嗎？」安東尼問。
        「你不敢那就由我來。」路易斯拉著安東尼前往大廳。 

        此時，凱特爾在與妻子——讓娜 · 伊莎貝爾 · 德 · 里昂 · 雷丁，國王及繼王后談話。
        而路易斯和安東尼氣喘著衝進去。
        「路易斯..還有安東尼？」繼王后驚訝地看著兩人。
        「恕我失禮，我們這樣衝進來其實是有事向王兄問清楚。」
        「是甚麼事？」凱特爾眯起眼睛。
        「根據下人的消息，王兄收兵買馬，在組織勢力，準備對付想要繼承王位的我。」路易斯説。
        「真有此事？」國王把目光投向凱特爾。
        「沒有這事，再説我無需以這種骯髒的手段對付王弟。」凱特爾冷漠地回應。
        「你們先回去吧，朕會派人繼續調查此事。」國王揮了揮手。
        「知道。」
        凱特爾察覺到有人洩露了此事，而且是被路易斯發現的，雙手握成了拳頭。
        「怎麼可能被你成為國王..」 

        幾天後，安娜塔西亞如約前來王城與安東尼約會。
        「安娜，你幾天前在信裏提及凱特爾的事是從哪得知的？」
        「凱特爾的事..？」
        「你不是在信裏説凱特爾收兵買馬嗎？」
        「不對啊，我幾天前沒有寫信。」
        「甚麼..？」
        「等等，那封信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安娜塔西亞仿佛想到了甚麼。
        「那封信..沒有小花，信紙的味道不是紫羅蘭而是玫瑰，而且上款的稱呼是安東尼『殿下』。」
        安娜塔西亞每次寄信都會放一朵小花，信紙是特別定制的紫羅蘭味。
        「玫瑰味..寄信的地址是我家嗎？」
        「是的，不會有錯。」
        「那我知道了，寫信人正是夏洛特 · 露比 · 莫里斯。」 

        送走安娜塔西亞後，安東尼回到房間，發現信不見了。
        「我明明就放在書桌上，是王兄來過了嗎..」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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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爭奪戰

        凱特爾搜索過路易斯的房間後沒有發現證據，來到了安東尼的房間。
        眼尖的他發現了在書桌打開的信，正是洩露他秘密的信。
        他帶走了信，並認為是安娜塔西亞向兩人洩露了秘密。
        眼見明日就是國王正式退位和路易斯繼位的日子，凱特爾喃喃自語。
        「得趕快了..」 

        這天深夜，凱特爾拿起佩劍，離開房間。
        他躡手躡腳地來到路易斯的房間。
        看著熟睡的路易斯，凱特爾把劍舉起。
         「現在對你想要謀朝篡位一事進行私刑。」
        說罷，凱特爾把劍一把插進路易斯的心臟。
        路易斯醒了過來，一臉痛苦又驚訝的表情看著凱特爾。
        「王..兄..？」
        「你還沒死嗎？」凱特爾不滿地把劍從路易斯抽離。
        「咕啊..」
        過了一會兒，路易斯因失血過多，痛苦地死去了。
        凱特爾鬆了一口氣，把劍揮了揮後，收回劍鞘。
        離開前，他看了一眼斷氣了的路易斯。
        「你這也是活該了。」 

        一大清早，王城的寂靜被一道尖叫聲打破。
        路易斯的遺體被發現了。
        然而，完全沒有人懷疑是凱特爾的所作所為。
        「昨晚肯定是有刺客了..」
        「路易斯殿下是在睡夢中離世吧..」
        王城裏的下人議論紛紛。
        用餐過後，在前往大廳的路上，凱特爾遇到安東尼。
        「路易斯王兄的事..是凱特爾王兄做的吧？」安東尼壓低了聲音。
        「當然了，」凱特爾沒有絲毫的猶豫。
        「而且，安娜塔西亞公主的下場也一樣。」
        說完，凱特爾踏著大步離開了，留下臉色慘白的安東尼在原地。
        「王兄剛剛..說了甚麼..？」 

        由於路易斯已不在人世，王位由最合符資格的凱特爾繼承。 

        加冕典禮隔天，成為國王的凱特爾立即下令拘捕安娜塔西亞。
        安娜塔西亞被士兵從莫里斯家押至王城。
        「安娜塔西亞 · 愛麗絲 · 莫里斯，你涉嫌與黑暗勢力勾結，企圖誣陷並推翻本王。」
        「有何證據？」
        「這就是證據。」凱特爾拿出那封偽造的書信，丟到安娜塔西亞面前。
        「...」安娜塔西亞保持沉默。
        「本王決定去除公主的封號，並以叛國罪對安娜塔西亞 · 愛麗絲 ·
莫里斯處以極刑，刑期為明日下午三時。」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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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章：最後一支舞

        凱特爾離開大廳後，安娜塔西亞被押進了王城的囚犯塔。 

        深夜，安東尼來到囚犯塔。
        「安東尼..？」安娜塔西亞察覺到前來的人。
        「噓..」安東尼帶著安娜塔西亞，兩人躡手躡腳地來到塔頂。
        「對不起，那時候沒有說出我不是寫信人一事..」
        「那樣的王兄，也無法聽取解釋吧..」
        「...」
        「可以的話，來跳最後一支舞吧？」安東尼伸出手。
        「..好。」
        安娜塔西亞哼起兩人初次共舞的曲目旋律，兩人踏著小碎步。
        安東尼看著眼前這位他深愛十年的少女，一想到她明天就要被處死忍不住泛淚。
        安娜塔西亞看到安東尼泛淚，跟著哭了。
        兩人跳舞後，坐在塔頂的邊緣，一直談話，直至看到日出。
        「好美的景象，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也是最後一次看到了。」安娜塔西亞慨歎著。
        「我，安東尼 · 雷丁，在此起誓，此生只愛安娜塔西亞一個。」
        「安東尼，就算我不在了，我的靈魂也會伴隨著你，直到夏洛特被捉到。」
        隨後，兩人深深一吻，一個滿是愛又不捨的吻。 

        天亮後，安娜塔西亞回到囚犯塔內，安東尼則回到了宮內繼續活動，等待下午3時的到來。
        上午時分，夏洛特來探望安娜塔西亞。
        「現在你不能囂張了，王妃的位置我拿下了。」夏洛特説。
       
「這可說不定，就算我死了你也不會得到王妃的位置，安東尼昨晚才起誓了説他此生只愛我一個。」
        「你不要太過份了，不過是個將死的叛國犯！」
        「哎呀，你這是在喊賊捉賊嗎？我可是有足夠證據指控你的。」
        「隨便你，反正又沒人相信你。」
       
「你不要後悔喔，我已經把這事交給了安東尼，相信你被處死的日子也不遠了。正好，你來陪葬吧。
」
        「你這個賤人！」夏洛特被氣走了。
        「呼..這下子終於安心了..」 

        下午時分，已換上囚服的安娜塔西亞被囚車押至城鎮廣場準備行刑。
        安娜塔西亞被帶到刑台上，雙手被反綁，跪坐在民眾前。
        「本王下令，現在對罪人安娜塔西亞 · 愛麗絲 · 莫里斯處以斬首，由王子安東尼執行。」
        安東尼拿起劍，來到安娜塔西亞身後。
        「現在說出你的遺言。」凱特爾命令。
       
安娜塔西亞深呼吸了一下，大喊道：「那個還沒被發現的幕後黑手，你總會有一天遭到報應的！」
        「甚麼..？」
        「幕後黑手？」
        刑台下的民眾議論紛紛。
        「對了，安東尼，能死在你的劍下，我非常幸福，這是我的榮幸，我現在死而無憾了。」



        此時，廣場的鐘聲響起了。
        「行刑時間到！」
        「對不起，再見了。」
        安東尼咬緊牙關，舉起劍向安娜塔西亞的頸部斬下去。
       
待安東尼撿起安娜塔西亞的頭顱示眾時，才發現背對著他的她竟然露出了一個永恆的幸福的微笑。 

        後來，夏洛特及莫里斯公爵夫人被發現為真正的叛國犯，兩人被同樣的方式處刑了。
        而安娜塔西亞則被洗脫了罪名，並被追封為公主，凱特爾甚至為她在王室墓園建造了墳墓。
        待事情告一段落後，安東尼帶著一束紫羅蘭來到安娜塔西亞的墓前。
        「你的妹妹和母親都如你所願，被處刑了，現在..你也終於可以安息了。」

（結局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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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End：走上幸福之路

        在凱特爾宣佈對安娜塔西亞處以極刑後，安東尼當晚就拿著證據找上他。
        「王兄，這封書信不是安娜所寫的。」
        「你是説，有人代筆？」
        「不是，是有人以她的名義寫這封信，然後誣陷她。」
        「你有證據嗎？」
        「有。」安東尼拿出以往安娜塔西亞寫給他的每一封回信。
        「首先，這裏...」 

        隔天清早，安娜塔西亞被無罪釋放了。
        「昨天很抱歉，幸好安東尼與我理論，才得知你是被人陷害的。」凱特爾向她道歉。
        「那麼，現在再次舉行冊封儀式。」 

        下午時分。
        凱特爾下令拘捕夏洛特。
        夏洛特被押到王城。
        「夏洛特 · 露比 · 莫里斯，你涉嫌與黑暗勢力勾結，企圖誣陷公主及誣陷並推翻本王。」
        「我不承認。」
        「我們有足夠證據指控你，需要現在朗讀嗎？」
        「不，我認罪，我認罪！」
        「有沒有共犯？」
        「有，是母親，這一切都是母親的主意！」
        「馬上拘捕莫里斯公爵夫人！」 

        待莫里斯公爵夫人被押到王城後，凱特爾再次審問兩人。
        「本王決定去除公爵夫人及公女的名號，並以叛國罪對凱瑟琳 · 梅麗莎，以及夏洛特 ·
露比處以極刑，刑期為明日下午三時。」 

        隔天，上午時分。
        安娜塔西亞來到囚犯塔探望母女倆。
        「安娜塔西亞，都是你的好事！」夏洛特大叫著。
        「就算真的被你成功陷害，你覺得安東尼會愛上你嗎？」
        「賤人，你這是作為女兒該做的行為嗎？」凱瑟琳尖叫著。
       
「呵呵，那倒不如問你，你『那些』是作為母親該做的行為嗎？」安娜塔西亞露出惡魔般的笑容，隨
後離去。 

        下午時分，已換上囚服的母女倆被囚車押至城鎮廣場準備行刑。
        凱瑟琳和夏洛特被帶到刑台上，雙手被反綁，站在民眾前。
        「本王下令，現在對罪人凱瑟琳 · 梅麗莎及夏洛特 · 露比處以火刑，由安娜塔西亞公主執行。」
        「為甚麼是火刑？！」夏洛特大喊。
       
「閉嘴，你們被去除了名號，甚至罪大惡極，自然無法使用屬於貴族的斬首處死。」凱特爾瞪了她一
眼。
        士兵用鐵鏈把兩人與柱綁在一起，並在兩人腳下佈滿木炭。



        士兵拿著已經點火的木炭火把，遞到安娜塔西亞手上。
        「現在說出你的遺言。」凱特爾命令。
        「你這個賤人！」凱瑟琳狠瞪著安娜塔西亞。
        「我會回來報仇的！」夏洛特尖叫。
        此時，廣場的鐘聲響起了。
        「行刑時間到！」
        安娜塔西亞露出勝利的笑容。
        「下地獄去吧。」她退後，一下子把火把扔到木炭堆。
        木炭堆瞬間就燃燒起來，兩人痛苦地慘叫。
        「啊啊啊啊！」
        「安娜塔西亞你這個賤人！」
        （這十年多的委屈，終於結束了。）
        安娜塔西亞有種釋懷的感覺。 

        大約幾分鐘後，兩人已經斷氣，直到屍體被燒焦才停止焚燒。
        根據傳統，被燒焦的屍體還要在刑台擺放三天才會被處理。 

        三個月後。
       
「關於你們的婚事，將會在下年舉行，因法蘭西斯王國的新任女王即將進行加冕典禮。」凱特爾説。
        「法蘭西斯王國..是王后陛下的祖國嗎？」安娜塔西亞想起讓娜對她説過。
        短短三個月，安娜塔西亞已經和讓娜變成無話不談的朋友了。
        「是的，王姊還邀請安東尼和你到法蘭西斯王國觀禮。」
       
「下星期就是典禮了，我們會提前一天前往那邊，也會待幾天，安東尼可以帶安娜塔西亞走走。」 

        一星期後，法蘭西斯王國。
        新任女王——維多利亞 · 娜塔莉 · 德 · 里昂在眾人面前加冕登基。
        儀式過後，維多利亞女王來到凱特爾一行人面前。
        「好久不見，凱特爾，讓娜。」
        「你還是老樣子，維多利亞。」
        「王姊！」
        「讓娜，凱特爾沒有欺負你吧？」
        「沒有啦。」
        「安東尼，他們三個好像很熟？」安娜塔西亞和安東尼站在三人後面。
        「據說三人從小就認識了，長大後王后就嫁給王兄了。」
        「所以是青梅竹馬吧？」
        維多利亞女王發現了安東尼旁邊多了個她沒見過的安娜塔西亞。
        「你應該就是讓娜在信中提起的安娜塔西亞公主？」維多利亞女王來到兩人面前。
        「是的，女王陛下。」
        「免禮吧，大家都是熟人，不用這麼拘謹。」
        「女王陛下，該準備巡遊了。」宰相上前。
        「我期待你們的婚禮，請務必邀請我。」維多利亞微笑，其後轉身離去。
        「王姊很少會笑的，通常都是板著臉。」
        「是嗎？明明她笑起來很好看。」安娜塔西亞看著維多利亞女王的背影。
        「就像凱特爾一樣。」讓娜在安娜塔西亞耳邊説。
        「欸？」



        「你們在説甚麼悄悄話？」凱特爾皺眉。
        「沒甚麼，這是女人的秘密。」 

        幾個月後，安東尼和安娜塔西亞舉行了婚禮，安娜塔西亞被冊封為王妃。
       
結婚後，安娜塔西亞住在王城裏，但偶爾也會去探望莫里斯公爵，直到幾年後他去世後，公爵的領地
才由她繼承。
        這天，安娜塔西亞外出經過城鎮廣場。
        看到那個刑台，幾年前凱瑟琳和夏洛特被處刑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罪人果然只能待在地獄呢。」
        （還説要回來報仇，笑死人了。）
        「你説甚麼？」安東尼沒有聽清楚。
        「沒甚麼，走吧。」安娜塔西亞牽著安東尼的手，前往領地的河畔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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