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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這裏是哪裡？」

「這是我們的組織。」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妳我們組織－「私法制裁」（簡稱「私制」）的一份子，從今天開始，你要接受我們的訓練
......」



《第一章》

～學校～

「叮鈴鈴鈴鈴」放學的鈴聲響起了。

「艾琳，今天我就先走了」我的朋友－莉亞·霍斯特對我說。

「嗯。」

「明天見。」

這裏是我就讀的中學，但可惜的是，這裏可不是我該存在的「世界」。我的「世界」是在放學後到第
二天早上。在學校，我是以學生的身份在這裏上學；在放學，我是以「私法制裁者」的身份生活。我
們有龐大的組織「私制」，而目標只有一個－對法律不能制裁的人進行制裁。而現在，我就要回去「
私制」報到，等待新的任務。

我是個孤兒，小時候被組織收留了，並加以訓練，成為組織的Top
1。接著不同的任務，暗殺不能被法律制裁的人。「私法制裁者」說的難聽一點就是「殺手」，對一
般人來說，這是個可怕的詞語，這裏是個可怕的組織。但對我來說，這可是個很好的工作，這裏讓我
認清了世界， 認識了世界的醜陋、污穢。

～組織的總部～

「啊～真有家的感覺。」

我毫不客氣的打開我Boss的辦公室門，一下子躺在沙發上。

「艾琳，告訴妳多少次了，不要門都不敲的走進來，很沒禮貌。再加上妳是我們的Top
1啊，做個榜樣給小的看。」

說話的是我的Boss－格雷納，他同時也是把我從街上撿回來的那個人。

「啊啊，這麼多年了，你還真的不會變啊，很囉嗦。」我不滿的說。

「這就先不要說了，新的目標，妳要接嗎？」

說著，他把目標的資料仍過來，我毫不費力地把它接住。

『姓名：羅克爾

職業：科技界的頂尖，銀行老闆

原因：酒後駕駛撞上了孕婦，令其流產，一屍兩命，卻沒有因任何合理的解釋被釋放。以及在大傳媒



中散發今次事件的謠言。』

「呵？這還真有趣呀。好，我接下了。」

「沒有問題嗎？這個人可是不容忽視的喔。」

「就是這樣才有挑戰性。」一道寒光在我紫水晶般的眼睛閃過，伸手就去撥了撥自己茶色及腰的長髮
「就等著在今晚皎潔的月光下上演一場美妙絕倫的暗殺事件吧。」

於是我回我的房間開始裝備好自己的武器，穿起漆黑緊身衣。但我發誓都想不到的是今天晚上會發生
的事情。

－－－－－－－－－－－－－－－－－－－夜晚的分割線－－－－－－－－－－－－－－－－－－－
～羅克爾的大屋～

「哈！簡簡單單的就被我進來了，Boss還說會很難？真是可笑。」我一邊穿越最後的紅外線，一邊
諷刺的說。

「嗶嗶嗶嗶」的警報聲忽然間響起。

「什麼！？」我驚訝，因為我從來都不會犯像這樣低級的錯誤。

往周圍看看，發現了幾個超級微型的體溫探測器，是還沒有推出市面的型號。

「呵？有趣有趣。順便帶幾個回去組織研究一下，可能可以賺個大的。」說著，我把身邊的幾個超級
微型的探測器一下子摘掉，帶走。

「嗯嗯？又發現不得了的東西了，這次來還真能賺呢。」

在地上，又一個新發明，看來是攝錄機。

「這可真是不妙，我的臉被拍到的話那就麻煩了呢。」

我對攝錄機笑笑，做了個勝利的手勢，接著穿著黑色高跟鞋的我一腳把它踩壞。

我玩著玩著，終於聽到敵人的聲音了。照腳步聲來看，應該不少人。

「希望你們可以讓我高興，不然的話你們的結果只有一種......死亡。」

TBC



《第二章》

前篇回顧：我接手了羅克爾的案子，決定在皎潔的月光下進行暗殺。其中發現了不少新發明，而我玩
著玩著終於聽到了敵人個聲音，人數應該不少。「希望你們能讓我高興，不然的話你們的結果只有一
種......死亡。」

－－－－－－－－－－－－－－－－－切入正題的分割線－－－－－－－－－－－－－－－－－－－

我光明正大的站在走廊的中間，等待敵人的來到。

「喔喔，來的是個小妹妹耶。」

「小妹妹，妳走錯路了嗎？」

「哈哈哈哈哈......！」

來的是一群大叔，在諷刺我。但其中卻有一個少年，好像是比我大一兩歲。

「呵？只是這樣而已啊，這裏的保安都是大叔啊，看來是滿足不了我了。」

我的嘴角泛起邪笑，以諷刺的眼神看著他們。

「看看誰能留下吧。」

說著，我拿起我的同伴－M5-47手槍像他們發射。

「嗚啊啊。」

這些悲鳴聲在走廊彼此起落。

血，在空中飛舞，落在牆上和地上，化開一朵朵血花。

「哼，無聊。」

我搜羅著那些大叔，不，是屍體的身體上的裝備。

「哈？只有舊式的手槍？看來哪個老闆還真吝嗇。不過這倒是方便我了，見到他還要說句謝謝。」我
諷刺的笑笑「那麼，你像怎麼樣，就一直在看著我嗎？什麼都不做嗎？」我對那個少年說。

但我聽不到回答。

於是，我傳過頭來看看，卻看不到那個少年。

「嘰，真讓人火大。」

我生氣了，他竟然在我不留意的時候走了。更生氣的是我竟然感覺不到他離開的氣息。



「算了，快點完成任務然後回去休息吧。」

說著，我直徑走向目標的房間。

－－－－－－－－－－－－－－－－－我是走到房間的分割線－－－－－－－－－－－－－－－－－

「哈！Boss都太看不起我了吧，怎麼簡單都說難？」

我在目標的房間悠閒的逛著。

「喲，小姐，妳這麼悠閒可以嗎？」羅克爾坐在辦公椅上背著我說。

「哼，當然，反正你在幾分鐘後就會死掉。」

我邊說，邊拿著我的同伴指向他。

「乒」的一聲，羅克爾的頭部穿了個洞，倒下了。血在他的頭上流下來，讓藍色的地氈染紅了，成了
一個很大的對比。

「那麼，你要做什麼？同伴又不救，連老闆都不救的你，想要怎麼樣？」

我把矛頭指向他，質問的說。

「沒什麼，只是來視察一下而已。」

那個少年拋下這句，從窗口走了。

「什麼！？這小子真讓人火大！我一定會記住你！」

那墨藍綠色的頭髮，黑得發亮的眼睛，還有那個像在諷刺我的笑容，我一定會記住。

－－－－－－－－－－－－－－－－－－第二天的分割線－－－－－－－－－－－－－－－－－－－

～組織的總部，Boss的辦公室～

「啊啊～今天真是累死人了。」

剛剛上完課的我如常地一個屁股癱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

「唉，妳又是這樣。算了，我今天有人要介紹給妳認識。」

「誰呀？」

我漫不經心的說，向Boss的方向看去。

「什麼！？」



我驚叫起來了。

－－－－－－－－－－－－－－－－－預告的分割線－－－－－－－－－－－－－－－－－－－－－

到底是誰讓艾琳如此驚訝呢？她又有什麼新的任務呢？

TBC



《第三章》

前篇回顧：我順利吧目標人物－羅克爾殺害，並回到組織總部。Boss說要介紹一個少年給我，我看
見的時候嚇了一跳，到底哪個少年是誰呢？我又有什麼新的任務呢？故事現在再次展開。

－－－－－－－－－－－－－－－－－故事開始的分割線－－－－－－－－－－－－－－－－－－－
「什麼！？」

我驚叫起來了。

「怎麼了艾琳，有什麼問題嗎？」

Boss問我。

「不......」

「那麼，他就是今天會跟妳組隊的維多爾·艾利克爾。」

「什麼！？跟這個人組隊！？不可能。」

他就是我昨天看見的那個少年，給人的感覺是傲慢的，我絕對跟這個人沒話談。

「唉，妳就當幫我一個忙好嗎？算是答謝我把妳救回來吧。」

Boss理所當然的說。他知道我是沒有辦法拒絕他的，只要他這樣說的話。

「呃......」

但我還是猶疑不決，不想跟那個人組隊。

「當我求妳了。」

「唉唉唉，好了好了，我怕了你啦。」

無奈，我只好答應。

「那麼，維多爾，叫聲前輩。」

Boss高興的說。

「請多指教，艾琳前輩。」

維多爾冷冷的丟下這句。

「呃......嗯。不用叫我前輩了，叫艾琳好了，感覺好奇怪。」



我百般無奈的說。

我說完這句，換來的是沈默。唉唉，Boss給我的真是個大難題啊！這叫我如何跟他相處啊，話都不
多說一句的。

「好了好了，我有新的任務給你們。」

Boss的聲音在我旁邊響起。

「這是個政府組織。」

「組織？就我們兩個？」

我詫異了。照Boss的性格來說，他絕對不會這樣魯莽行事，跟何況是個政府組織。就我們兩個人，
真不像他的風格。

「我明白了，我接受。」

在我身後沈默了很久的維多爾終於響起聲音了。

「好，那麼交給你們好了。」

Boss說著，打開辦公室門，走了。

「喂喂，等等！我還沒有答應啊！」

我叫著。

「我相信你的能力，好好加油吧艾琳。」

他揮揮手，真的走了。

－－－－－－－－－－－－－－－－－開始討論的分割線－－－－－－－－－－－－－－－－－－

「前輩，Boss有東西要我交給妳。」

維吉爾說道。

「哦呀，是新的入侵器啊。」

我拿著維吉爾給我的入侵器研究著。

「前輩，我們什麼時候行動。」

「唉，叫你不用叫我前輩，叫我艾琳。算了算了，我們速戰速決，盡可能在明天晚上開始。」

「是的，不過前輩真是喜歡在夜裡行動呢。」



「啊啊，因為我是隻烏鴉，在日光之下行動可不是我的作風。」

沒錯，我是隻烏鴉，常常為人帶來不幸。在學校，別人都不敢接近我，除了莉亞，所以莉亞是我唯一
而且最重要的朋友。在組織，跟我組隊的人不是傷就是亡，從小到大，沒有人會跟我組隊。在這種世
界，我只可以盡我最大的努力來取的容納我的位置，使我不至被放棄。所謂弱肉強食，強者得以生存
；弱者只能被支配。要說我的出生是錯的話，錯的不是我，錯的是世界，是創造我跟世界神。
－－－－－－－－－－－－－－－－－第二天，晚上的分割線－－－－－－－－－－－－－－－－－
～在政府大樓外～

「開始吧。」

「是的。」

TBC

－－－－－－－－－－－－－－－－－－預告的分割線－－－－－－－－－－－－－－－－－－－－
我們進了政府的大樓，有無數的敵人迎接我們，讓我們陷入困境。神奇的是，我跟維多爾都各有一種
不為人知的力量，這種力量足以改變我們的命運。這到底是什麼呢？我們要面對的政府組織又是怎樣
的呢？



《第四章》

前篇回顧：Boss叫我和維多爾組隊，要我們打擊政府組織。Boss給了新型的武器我們，而我們選擇
了在夜晚交戰。現在我們就在政府大樓外。

－－－－－－－－－－－－－－－－－－－切入正題的分割線－－－－－－－－－－－－－－－－－
～政府大樓外～

「開始吧。」

「是的。」

語音降落，我跟維多爾以正常的步調，不慌不忙的走進大樓內。

～政府大樓裏～

我跟維多爾跨過無數的紅外線和探測器，我開始不滿了，因為他們一點新意都沒有，完全跟我在幾年
前進來的時候一樣。（在幾年前，我因為任務的關係已經進過來了）

「哼，無聊。」

我輕哼。而維多爾卻一點反應都沒有，這真叫人火大。

我慢慢地從我的腰袋拿出我的手提電話，按著。那時，維吉爾終於有點反應了。

「前輩，現在可不是玩手機的時候。」

維吉爾提醒我說道。

「啊，的確不是玩手機的時候。」

「那麼......」

「這是我的夥伴之一，我的手機有索敵功能，還有跟入侵器一樣的功能，不，是更好才對。它解碼的
時間和技術比我們組織現在的入侵器相比可是快多了。」

我剛剛說完，我的手機就震了一震。

「哦呀，看來我們的前面十二點鐘方位有有五個人，六點鐘方位有四個人。後面的交給你，可以嗎？
」

雖然是疑問句，但我卻用命令的方式來說。

「是的。」



不稍五分鐘，他們全員都被我們殺死了。

「走吧。」

「是的。」

－－－－－－－－－－－－－－－－－－政府大樓的第二層－－－－－－－－－－－－－－－－－－
「哇啊啊啊！！！！」

幾把聲音合起來的吆喝聲簡直就把這棟建築物都給震爛，但我和維多爾卻不以為然。重前把他們給殺
了。

「無聊至極。什麼！？」

當我說完『無聊至極』這四個字之後，大約有八十到一百人衝了過來。

「嘰，太大意了！」

又是『哇啊啊啊啊』的叫著衝過來。

「人太多了。」

「哦呀，難得你會這樣說啊。」

「妳這是什麼意思啊前輩。」

「呀，沒什麼。」

我們說著，全力應付著，但都不免會受傷。而奇怪的是，我跟維多爾的傷口不到幾秒就復原了。由於
情勢危急，我沒有理會，但卻不知道這件事對我來說是重要的發現。

「哇啊啊啊啊！！」

那些人沒完沒了的衝著過來，而我跟維多爾依舊盡力的迎擊。

「呃......」

我呻吟了一聲，這都是因為那些傷口害的。

「嗯......」

我聽到維吉爾輕微的叫聲，看來他都受傷了。

「哇啊啊啊啊啊！！！」

但那些人還是很多，殺極都殺不完，又有一堆衝了上來。



「嘰......可惡！」

我叫了。

TBC

－－－－－－－－－－－－－－－－－－－－預告的分割線－－－－－－－－－－－－－－－－－－
一堆人想我們衝來，但我和維多爾都受傷了，剩下的力氣不多了，我們的命運會怎樣呢？我那個奇怪
的自我復原又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第五章》

前篇回顧：我和維吉爾進了政府大樓，本來都很順利的，但一進到第二層，人流就一波一波的攻擊過
來，弄得我和維吉爾喘不過氣來。我們受傷了，但我的傷口卻「自我復原」，當我發現的時候，又一
波攻擊來了。

－－－－－－－－－－－－－－－－－－切入正題的分割線－－－－－－－－－－－－－－－－－－
「嘰......可惡！」

我叫了。

又一堆人衝著我和維吉爾來。

「可惡啊！！」

我很久沒有這麼不冷靜了。對上一次這樣的時候是幾時呢？好像是我四歲被訓練殺人的時候？好像是
吧。原因應該是我的對手全都是比我大的大人，每個都像是發瘋了想我衝過來吧。聽說那些人是強行
被抓了過來做我的對手，殺了我就可以走，所以這麼拼命吧。在那次之後，我就變得沈默、冷靜、冷
血，殺人再不會有任何感覺，甚至......有快感。 

「哈啊啊......！！！」

由於太多人，槍也沒有子彈了，我只好拿起在腰間的小刀一把插進敵人的身體。如是者，接二連三來
的敵人都被我用這個方法殺死了。

「妳......妳......就算殺了我們，我們......的同伴都不回讓妳通過這裏！」
一個垂死的男人倒在血泊，拉著我的腳用盡全力說。

「呵？那你就在天堂看著我們通過這裡吧。」

我剛剛說完，一把小刀插進他的額頭正中央。血一絲絲的從傷口流下來，地上有多了幾朵血花。

「艾琳，後面！」

沈默許久的維吉爾忽然叫我。我依照他說的，把頭轉向後，看見一個冰冷的槍口抵著我的額頭。

「哼！同伴們的仇由我來報！！」

看著那個拿著槍的男人想要扣下基板，出於本能反應，我一個閃身都了那個男人的背後。

「想要殺我？還早了幾千年吧。」

又是用小刀，一下子插到心臟。

「啊啊啊啊！！」



殺豬般的叫聲響遍整個夜晚。

剛好，有一面破裂的鏡子在我的面前，我一看懷疑那個究竟是不是自己。我那頭茶色的長髮變成了黑
夜般漆黑，本來應該是紫水晶般的眼睛成了血色而鬼魅的眼睛。

「前輩，該走了。」

維吉爾收拾好敵人，向我叫到。我回過神來，再看一看鏡子裏的我，發現跟之前沒有兩樣，正常的茶
髮還有紫色的眼睛。

「前輩？」

維吉爾又叫我了。

「嗯，我們走吧。」

可能是我看錯吧。

「前輩，請不要心不在焉，除非妳想丟了小命。」

「我知道啦。」

－－－－－－－－－－－－－－－－－政府組織的頭目房間－－－－－－－－－－－－－－－－－－
「喲，小姐，好久不見咯。」

一把熟悉的聲音響起。我看清楚，那個人是羅克爾（詳情看第一章）。

「是你！？我不是殺了你了嗎？」

「呵呵，如妳所見，我復活了。」

TBC

－－－－－－－－－－－－－－－－－－預告的分割線－－－－－－－－－－－－－－－－－－－－
羅克爾竟然復活了，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我跟維吉爾面對著這個會復活的「人」命運到底會怎樣
呢？我的「自我復原」跟他的復活有什麼關聯嗎？



《第六章》

前篇回顧：我燒滅敵人後，在旁邊破碎的鏡子看見自己原來茶色的頭髮和紫色的眼睛變成了黑色和血
色，但下一秒再看的時候就變回茶色和紫色，就連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之後，我和維吉爾來到
政府組織頭目的房間，發現那個所謂的頭目就是羅克爾（詳見第一章及第二章），明明早就被我殺了
的羅克爾竟然復活了！

－－－－－－－－－－－－－－－－－－切日正題的分割線－－－－－－－－－－－－－－－－－－
「復活？你在跟我說笑嗎？所謂復活根本就不科學！」

「但我就是復活了。其實妳也注意到吧，妳剛剛受的傷已經完全恢復了，這都不科學吧。」

羅克爾掛著勝利的笑容，坐在辦公椅上看著我。

「嘰......」

我回不了他。

「多餘的話請你不要說了。」

在我身後的維吉爾開口說道。

「喔喔，話說你之前是我的護衛吧，這話可不到你說。」

羅克爾輕佻的說。

「那是因為要接近您而已。」

維吉爾強調著那個『您』字，冷冷的說。

「啊啦啊啦，你還真是看得起我呢，用敬語......」

「當然，因為您原本是我的老闆嘛......」

......

一場無聊的鬥嘴大戰開始了，他們兩個無視了我的存在，一直在抖著。

「你呀......」

「謝謝您呢......」

......

我忍不住了，大叫



「你們兩個給我閉嘴！！！！！！」

全場鴉雀無聲......

「好了，羅克爾，你是時候該告訴我了吧，你為什麼會復活！」

「呀呀，這個問題可是很複雜的喔，可愛的小姐。」

羅克爾完全不緊張的，慢條斯理的說。

「嘰！」

我忍不住了，「嗖」的一聲把刀子向羅克爾的頭飛去，也都中了。血在他的頭部流出，一滴一滴的滴
了在地上，但他並沒有往後倒或是向前趴，他還是完好的笑著站在我面前。

「什麼！？」

我喃喃地說道。

「呀呀，我好像說過我是會復活的吧。嘛，就算是不會復活，人類製造的這些東東也不會殺得了我。
」

說著，他的眼睛開始變的血紅，就跟我之前在鏡子看得到的自己的眼睛一樣，血紅的、鬼魅的。接著
，我開始感覺到自己也產生了變化，覺得自己開始變得嚐血，想將眼前的所有東西都摧毀掉。

「糟糕！」

維吉爾在我身後叫了一聲，接著是一陣疼痛，看來是維吉爾在我的脖子上打了一下。

「呃.......你在......幹什麼......」我極力擠出這句，維吉爾剛剛下手太重了，害我開始頭暈。

「前輩，就請妳先睡一會兒吧。」

維吉爾在我的耳邊輕輕的說。

在我完全失去意識之前，我聽到了維吉爾說『真是打擾您了，有機會的話我們會再次拜訪。』他說的
『您』字又加重了語氣。之後就是抱起我，走了。

－－－－－－－－－－－－－－－－－－下回預告的分割線－－－－－－－－－－－－－－－－－－
為什麼維吉爾要把我弄暈呢？為什麼羅克爾的眼睛都會變得血紅？他口中所說的『人類製造的東東也
不會殺得了我』又是怎麼回事呢？在下一集中我好像是被關起來了，事情會發生成怎麼樣呢？敬請期
待下一集。



《第七章》

前篇回顧：我跟羅克爾忽然產生了共鳴，開始有點失控，想要把一切摧毀掉。維吉爾在我的身後一下
子打到我的脖子上，害我暈倒了。

－－－－－－－－－－－－－－－－－－切入正題的分割線－－－－－－－－－－－－－－－－－－
「嗯......」

我慢慢地睜開雙眼，看見的是無盡的黑暗，但我可以確定這裏是組織總部的某間房。

「前輩，妳醒來了？」

維吉爾的聲音在這黑暗的房間角落響起。

「啊。這裏是哪裡啊？」

我開始追問，至於我要這樣做的原因就是－我的手腳被綁起來了。不是用一般的繩子，而是用鐵做的
手扣，是我們組織的殺手也沒法解開的手扣。

「喲，艾琳。」

在角落中又響起一把聲音，是Boss。

「啊啊，是你呀。你最好跟我解釋一下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我不耐煩了。一直被鎖著的感覺一點都不好。

「艾琳啊，我也沒有辦法。妳覺醒，對我們可是很危險的。現在雖然鎖著你，但是這樣對妳還是對組
織，甚至是對世界也有好處。」

Boss邊走過來邊說。

他的皮鞋與地板的摩擦聲在這沈靜的空間變得異常響亮。

「什麼覺醒啊，我都不知道！維吉爾，你也說句話呀！」

但這句話換來的卻是沈默。

「嘶......」

我的頭上忽然一陣冰冷。

「再見了前輩。抱歉。」

維吉爾開口說了這句話，而這句話讓我有種不祥的預感。



可我的預感總是太準了。

TBC

－－－－－－－－－－－－－－－－－－－預告的分割線－－－－－－－－－－－－－－－－－－－
為什麼我頭上會一陣冰冷呢？我的預感究竟是什麼呢？請各位期待下一集。



《作者的話》

《私法制裁者》這個殺手故事已經到了第七章，路西法我很開心啊！！感謝各位讀者的支持喔！我知
道，我過了很久才把第七章更新上來紙言，真是不好意思，因為我要考試，要溫習（如果有看《路西
法的話》的朋友應該知道我還是個學生吧）。嗯......如果要問我什麼時候才會更新第八章的話，不好
意思呢，我也不知道，不過我會盡快更新的。

再一次謝謝各位讀者喔。希望各位可以上我的FB專頁按個讚吧。（笑

＊收視率和留言都是作者的原動力



《第八章》

前篇回顧：我的頭上忽然有一個冰冷的東西罩著，維吉爾所說的「再見」又是什麼意思呢？

－－－－－－－－－－－－－－－－－切入正題的分割線－－－－－－－－－－－－－－－－－－－
「啊......啊啊！！嘶......啊！」

一陣陣的慘叫聲從我的口傳出。

我看向Boss看見他在操作一部我再熟悉不過的機器－Memory
Separator（記憶分離機－簡單來說就是洗腦機器）

「為......什麼......？」

我看向Boss。我已經沒有力氣再說話了，只能斷斷續續的說出幾個字。

這幾個字換來的是一片寧靜，只剩下機器正在操作的聲音。於是我看向維吉爾，換來的還是一句「抱
歉」

「哈......！記憶什麼的，沒有了就算！反正沒什麼大不了！」

我絕望了。一個是從小養大我的人，一個是我第一個重要的搭檔，這兩個人都不把實情告訴我，那我
還有誰可以問？就算我僥倖可以留著我的記憶，這兩個人又會對我怎樣？當我剛說完這句話，維吉爾
看似傷心的推開了門，走了出去。

「艾琳，再見！」 

話語剛下，我便暈倒了。

—————————————————第二天早上的分割線———————————————
——

～我的房間～

「艾琳，起床了！」

是誰？是誰在叫我？很累，很想睡，身體很痛，先讓我再睡一下。

「艾琳，起床了！要不然會趕不上上學喔！」

「嗯......上學......上學！？」

我立刻彈起床。

「哈哈！！！說笑的，今天星期日不用上學啊！」



「Boss，別玩了好嗎？明明已經是個大叔......」

沒錯，剛剛叫我起床的正是Boss。

話說回來，昨天究竟發生過什麼事呢？完全沒有印象。嘛，算了，反正一點也不重要。

「那麼，你今天這麼早叫我起床究竟想要幹什麼啊？有電話你不用，要特地上我家？」

「嘛嘛，艾琳，你就別這麼絕情嘛，沒事就不可以上你家嗎？」
「對，不可以。」

「啊啊，艾琳長大了，不要爸爸了......」

「你很囉嗦啊，話說你什麼時候是我爸啊？」

真的不得不說，這個Boss是一很麻煩的人。

「好，我入正題吧。我想你跟我回私制總部一趟，有個任務要交給你。」

「哦。」

～組織總部，Boss的辦公室～

「於是，到底是什麼任務啊？有就快說，我的時間可很寶貴。」

我不耐煩的說道。

「好好，這是資料。」

『姓名：帕克

職業：貴族學生

原因：多次跟多個女性搞上關係，更不負責任，將其射殺。更動用父母人力物力，自行改動國家超級
電腦資料，令國家經濟發展混亂。』

「一屍兩命......一屍兩命......」

這個詞語不斷在我的腦海浮現。

「我是不是這陣子做過類似的任務？」

「沒有啊。有什麼事嗎？」

「沒有。」



「那麼，這個任務交給你了。這個男的在你的學校上學，給你兩天時間，包括要把國家超級電腦的資
料改回來。足夠吧？」

「足夠有餘。」

我拿起資料，推門走出Boss的房間，準備一下明天要用的東西。

TBC
－－－－－－－－－－－－－－－－－－預告的分割線－－－－－－－－－－－－－－－－－－－
被洗腦的艾琳好像沒有留下任何有關以前的記憶，之後的發展又會如何呢？又有一個新的目標，艾琳
又會如何完成她的任務呢？敬請留意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