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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多謝大家！下次我們會在格列弗城表演哦！」

精彩的表演已經完美結束，舞台和門口只剩下歡送觀眾的宣傳人員。站在帷幕間的半明處的是一位美
麗絕倫的精靈。

有身影出現在她面前。

她放下交叉互抱的手。「團長。」

「今日的表演依舊成功啊，露琪婭(銀の茨の竜使い ルキエ)。」

露琪婭微笑著，視線望向那群逐漸遠去的觀眾，以及揮別觀眾的團員。「那因為大家的努力。」

「不，露琪婭，黯月馬戲團之所以這樣成功，很大部分都是因為你的緣故。」團長雙手交叉在背後，
故意停頓了幾秒：「露琪婭，我知道你會來只是出於一時興起…」

「我不是說了嗎？這地方如此有趣，我是不會離開的。」

雖然得不到肯定的承諾，但即使「千年精靈」這樣說，自己不妨也表露微笑，以示從容。

「我去看亞娜…」

「啊！！！」
「救命啊！有妖，妖怪！！！」

四周突然響起始起彼落的尖叫聲。混亂的人群互相推撞，趕命亂奔，空曠的觀眾席瞬間又擠滿了人，
部分更跑到舞台上。

「發生什麼事了？」她扶起跌倒在地的馴獸師，問她。

「有，有群機械人在，在外面…」

「他們來了！」另一把失控的尖叫打斷了她們的對話。

一向從容的露琪婭感覺到危險的力量逼近。她拿出銀棘的馭龍鞭，堅定地站在前方。一邊命令道「所
有人帶上觀眾離開，去安全的地方避難！」

「但是…」有一位嬌小的女孩壓抑著恐懼，打算帶露琪婭逃離現場。

「別『但是』，快逃，伊歐妮拉(銀の茨のお手伝い イオネラ)！」

「是..我的主人。」走了沒幾步就回一次頭，每次望向身後，露琪婭離自己愈來愈遠。她很擔心，但
這是主人的命令。



會場大帳篷的數條支柱折斷、崩塌，倒下。她握緊手中的鞭子。

出現在銀棘龍使面前的，是一群閃爍著不祥銀光的機械生物，牠們的身上都有著大小不一的紅緣黑圈
。

「來者何人？」這種氣息，她在庫雷從來沒感受過…他們到底是什麼？

「發現…目標。」為首的龍用混濁的電子音說出這樣的話，聲線在這樣的環境下異常詭異，不像從生
物身上發出的。

所以生物的視線都集中在她身上。

敵人這樣多，自己現在沒辦法一次解決所有…好，先用魅惑魔法控制為首的那條龍，再命令牠叫其他
人撒退。

「看這裡！魅惑─發動！」露琪婭的右眼發出強烈的緋紅色光芒。不論是誰，只要見到她右眼的紅光
，都會成為她的奴隸。

再沒比更適合當下狀況的魔法了。

有效嗎？

「全軍…鎖定目標。」電子音的指令甫下，所有的武器均瞄準她。

「竟然沒效？！」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現在應該怎辦…不，不可以退縮的！

「鎖定…完畢。鑒定…是強者…強行納入！」

機械龍投出一個黑色的空心巨輪。黑色的邪光把露琪婭鎮住了，眼中的光芒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圓弧
無限擴展後無盡的黑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瑪莉琪卡之章

「露琪婭..你….」重傷的團長倒在地上痛苦掙扎。

清脆的鞭子冷洌打在地上。露琪婭(銀の茨の竜女帝 ルキエ “”)下達命令：「把他拖進籠裡。」

兩個傀儡─因為恐懼而顫抖臣服的前馬戲團成員，拖行團長帶血的傷體，在地上拉出一條刺目的血痕
。

「還不夠..我需要..更多的奴隸…更多…更多……」

瑪莉琪卡(銀の茨の獣使い マリチカ)冷眼一瞥。

「哈哈，哈哈哈……」女帝狂亂自滿的笑聲。

已經不再是她認識的露琪婭了。

她選擇回去漆黑的獸房，只有這裡令她安心。

「她變了。」撫摸著咆哮龍(銀の茨 バーキング・ドラゴン)的鱗頸，瑪莉琪卡自言自語。

她對她一向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只是…

想起最初的時候。

「你是說，你要成為最強的馴獸師？」

「是的！請你教我要怎樣做。」

「唔…」露琪婭故作猶豫，眼神很俏皮。「無論我說什麼，你都會照辦？」

「是！」為了要成為最出色的馴獸師，無愧於家族的名譽。

露琪婭如陽光一樣的笑容，令那一刻瑪莉琪卡的心裡有種熱熱的感覺。她說；「那，和我訂下契約吧
！我借給你我的力量，但你要跟隨我，加入黯月馬戲團作馴獸師。」

身為星球上罕有可以操控馴服包括龍等靈獸的龍使，竟然要去馬戲團賣藝？「為什麼？」

「因為，」她轉身，黑甜一笑，「我想見到其他人的笑容。」

「…這樣做有什麼用？別人的笑容對你有什麼意義嗎？」

「唉？我沒想過這個問題。」

瑪莉琪卡心想，這人是白痴的嗎？擁有強大的能力，卻把這種能力降格成為討人歡喜的工具，去賺取
連自己都不知道有何價值的笑容。



「但是，」

「但是什麼？」

「馴獸師馴服猛獸，也許就是希望使害怕靈獸的人願意接觸牠們，使人類、妖精以及動物都能和平共
處。使他們展露笑容是第一步。我想嘗試這樣的道路，為了達到這個理想，我需要你的才能。」

露琪婭伸出她的手：「要來嗎？」

她作馴獸師只是因為在馬戲團中這職業賺錢最多，她家世代都擔任馴獸師或和馴獸有關的工作，比起
其他項目馴獸於她更得心應手。她愛動物，愛錢，但從來沒想過什麼理想。

成為馴獸師的頂端，賺最多的錢。這就是目前為止的生存目標。

但，露琪婭的理想，聽起來挺不賴嗎。

一個所有生物都和平共存的世界。

瑪莉琪卡下了決定。
 



莉迪亞之章

「這樣的露琪婭大人果然很美！」雙掌交纏的少女對其他人無動於衷，莉迪亞(銀の茨の催眠術師
リディア)由始到終，眼中只有那美豔絕倫的身影 ─ 即使她已經被黑暗污染。

「我喜歡美麗的東西。」這就是催眠術師 莉迪亞。

以前被稱為「靜謐殺手」的她，現在只是馬戲團中負責拋環雜技和讀心術的藝人。她是露琪婭最忠誠
的僕人，當初卻是受命對她施以毒手的暗殺者。

「怎會有人想殺害如此美麗的生物呢？」

那一日的場景歷歷在目，她永遠忘記不到。

她使出慣技，假扮是街頭的流浪藝人，在露琪婭經過的路人表演。

連繽拋接的圓環因為經過數量和速度上精密的調整，能令觀者陷入渴睡狀態，看的愈投入，催眠的效
果愈深，最後就會一睡不醒。單純的拋圈並沒有絕對吸引人視線的誘惑力，因此表演者─即她，莉迪
亞必須用美麗惹人聚焦，再令觀者的注意力轉投到圓環上。或許這是一種職業病吧？自從她用這方法
擔任暗殺者後，對
於華麗和美豔有著病態的追求。

露琪婭被吸引了，她停下腳步，怔怔的望著她。

真可惜啊，她是這樣美麗，她是她遇到過最美麗的獵物。可惜她的美麗很快就隨著睡眠消失。

時間分秒流逝，她感到不妥。

她沒有入睡。

露琪婭玉手一揮，所有的圓環套入雪白的前臂。她提起圓環，慵懶地檢視：「看上去只是普通的圓環
…」

她的催眠竟然失效，莉迪亞腳一虛，差些跌在地上：「我的催眠術竟然沒效？」

露琪婭面帶微笑望向她：「你是來暗殺我的吧？」

「為什麼你會知道？」

她攤手一笑：「你不是第一個，相信亦不是最後一個。」彷彿在自說自話，她接著道：「這次的暗殺
手法比之前的明刀明槍進步了不少啊。」

再次望向她，這次眼神透露出威嚴和認真：「不過，催眠是對我沒用的。」

「什麼？」驚訝得下巴都合不起來。



露琪婭指著自己的右眼：「我和你一樣..不，是我比你擁有更強大的催眠魔法。」

顧主可沒和她說這點啊！假若是真的，那她不就是班門弄斧…

「更重要的是，被催眠的都是意志比較弱的人，而我由始到終都是個堅強的人，所以你的催眠對我沒
用。」

「怎可能…」莉迪亞跌坐在地上。不甘心，但她真的很厲害。

屬於強者的美麗。

這世界竟然有身心均如此美麗絕倫的人麼？

「你走吧。」

「你不殺我嗎？」

「不論多強大的生物都會有脆弱的時候，但利用他們的脆弱乘虛而入不是催眠術的本意。殺了你有些
可惜，因為你有著比暗殺更有天分的才能，」她把圈拋到莉迪亞面前，「所以，這次之後，就用你的
才能為其他人造福吧！」

美麗又強大的人，比起外表的美貌更醉人。這樣的人是她一直在尋找的美麗霸主。

露琪婭轉身而去，被莉迪亞叫著：「那個！」莉迪亞三步併作二步的的趨上前：「我可以作露琪婭你
的奴隸嗎？我被你吸引了，我想永遠追隨美麗的你。」

只要露琪婭大人永遠這樣堅定而美麗，即使她變成怎樣都是她誓死效忠的主人。

只是…「露琪婭大人，你長髮上的鮮血，愈染愈深了……」

笑著的莉迪亞，看上去有些悲傷。
 



亞娜之章

「可惡，你這條臭狗竟然敢咬我？」露琪婭美麗的臉龐因為憤怒而扭曲。咆哮的刻耳柏洛斯(バーキ
ング・ケルベロス)低沉憤怒的吼叫。

「既然不聽話，我就送你去地獄吧！」揚起佈滿細碎尖刺的銀棘的龍鞭，蓄滿全力準備厲聲一發。

「啪！」鞭子抽上的是挺身而出、擋在刻耳柏洛斯前的一位夢幻般脆弱的少女。

「亞娜(銀の茨の獣使い アナ)，你要反抗我嗎？」

亞娜的肩胛骨上多了一條觸目驚心的血痕，嘴角亦流出鮮血，表情和語調卻依舊是淡然而堅定的：「
請允許我用數日時間調教牠。」

她沒退縮。

罕見的。

露琪婭停止了言語和行動，似是獅子在評估眼前的獵物。連呼吸都不敢用力，不安的沉默扼緊在場每
個人的咽喉。

良久，龍使才說：「如果三日後牠還不願意臣服於我，後果你知道的了？」

亞娜謙卑地低頭：「是，主人。」

直到確定露琪婭離開現場，時間才再流動。亞娜倒下了，刻耳柏洛斯內疚又擔心地舐她的臉，伊莉娜
等衝上前。

「喂！你沒事嗎？」

「我..沒事。」

「快叫醫生啊！還呆在這做什麼？」

伊莉娜(銀の茨のお手伝い
イリナ)咬牙，看著亞娜身上血流不止的傷口。支撐著她，握緊的手沒放鬆。

「這個人…她根本不是露琪婭。」

亞娜已經沒力氣回應伊莉娜，她很認同這句話。

黑幕漸漸蒙蔽她的意識，她閉上眼，任由自己飄到遙遠的過去……

她是個體弱多病的人，連在陽光之下站立都做不到。

不知何時開始，她變了安靜的存在。失去了表情，沒人知道她的想法，連她自己也許都不知道。



習慣了，就再沒人管她的喜怒哀樂。不願被傷害亦不想受傷害，她把心封得更緊纏。

那一日，她在電視上見到馬戲團表演的直播。精彩的表演，那的人看上去都很快樂、團結、華麗。不
同種族間融洽又合作無間，是她未見過亦不敢想像的世界。

在舞台中央，美麗自信的黑髮馴獸師正在與龍共舞。

鼓起無上的勇氣，她打聽到馬戲團的所在，她潛身在其中一輪馬車上。

她想投入在這光怪陸離的世界，即使她渺小又孤獨，她甚至不知自己能否成為這樣出色的表演者，但
她只想離開現在這個沉悶無趣的地方。

不知多久之後才有人發現。「團長，有個女孩在我們的車上…」

場景切換到某日中午。亞娜正在樹下，這時候她已經是團內的二級調教師了。

那位黑髮的龍使坐在她身旁的位置：「亞娜？」

「露琪婭小姐。」

露琪婭是來教訓自己的吧？我這種人竟然不分尊卑頂撞階級比自己高的一級馴獸師 瑪莉琪卡。

露琪婭雲淡風清的語氣，就似只是在閒話家常：「你和瑪莉琪卡吵架了…因為咆
哮龍的事？」

少女沉默地別過臉。不是不想申辯，而是早在孩童時代她就已經失去與人溝通的能力。

「我覺得你沒錯。」

她驚奇的望著露琪婭。不敢相信，她知道自己這個撲克臉的想法嗎？

露琪婭望向遠處，神情輕鬆隨意：「瑪莉琪卡是個很出色的馴獸師，但她太寵動物了。咆哮龍還是幼
龍，現在不嚴厲訓練，等牠長大後養成慣性就改不到的了。」

這些正是亞娜她剛才想說出口卻沒勇氣亦不知怎表述的想法。

「亞娜..看這裡。」

亞娜往左邊一看，「哇」一聲叫出來。「露，露琪婭小姐…」

露琪婭脫下可怕的面具，惡作劇地笑起來。

「你知道我最怕鬼怪…」亞娜有些生氣，這玩笑開得太大了。

「就是啊，就是說出來我才知道。」露琪婭收起玩興，展露她正經溫柔的模樣：「亞娜，當初你潛入
來馬戲團，不少人以為你只是迷路誤闖帳篷的孩子，但我在你眼中讀到你的想法。你點頭的那一刻，



是你一生中少有的勇敢嘗試吧？」

亞娜點點頭。

「你是很有天分的調教師，在訓練魔獸上你做到其他人做不到的事。不過，你太膽小了，有時候你要
學會向別人表達出你自己的想法，你就是你，所以你不說，很難會有人懂你的想法。」

「露琪婭小姐…」

「我會去處理，不過我希望，亞娜可以親口說出你的意見，我相信瑪莉琪卡會理解的，至少在這件事
上，我會站在支持你的這一方。」露琪婭的手溫柔撫摸亞娜的頭。「記住，你不是一個人的，但要做
到融入群體，必先使其他人了解你。我會在旁邊努力看著你成長的，亞娜。」

在露琪婭的懷抱裡，她的眼眶紅了，一滴一滴點出淚。

沒錯，露琪婭是這樣溫柔的人。現在這個殘忍暴虐的人怎可能是她？

一定有些什麼地方出錯了…
 



伊莉娜之章

「露琪婭是真正的強者，現在這個只是披著同樣面貌的惡魔！」

可以做她，伊莉娜永遠對手的精靈，怎可能這樣暴虐。

她要她的對手回來，不然少了個人給自己臭揍很鬱悶的。

雖然自己經常(在其他人面前我才不承認！)處於下風。

是多少年之前的事呢？……

當她還是「狐火」的好戰精靈時。

「露琪婭！一決勝負吧！」

「又是你啊？」

「呵呵，這次本姑娘一定贏你的，露琪婭！」

「你打算靠這個來贏我？」露琪婭拿出一個袋子，打開布袋口數隻小老鼠探頭而
出。

「沒的？等等？在哪？」伊莉娜顧自左右，但事實在前無法否認，她原本掛在身上的袋子不知何時被
露琪婭拿了。

「啊啊啊！你何時偷了的？」

「我是順手拾得，可不是偷哦。」她淡定地戳老鼠的臉，然後把袋放在地上，隨
老鼠跑離布袋，不忙揮揮手送別「而且這是你想用來作弄我的東西吧？那我只是自衛性的防患未然。
」

看著她和老鼠親切的 舉動，伊莉娜知道自己又輸了。「你竟然不怕老鼠？！...」

露琪婭的笑帶有幾分傲慢：「歡迎下次再來挑戰，伊莉娜。」

「你等著瞧！總有一日我會打敗你的！」

露琪婭揮揮手：「等你。」

「可惡~~~下次我本姑娘絕對不會輸的！」

是啊，不論挑戰幾多次，用武力還是詭計，自己總是一次又一次輸給露琪婭 ─ 傳
說中已經生存了好幾百年的強大精靈。

愈挫愈用的伊莉娜，雖然她不時跳出來「挑戰」令露琪婭很頭痛，但既然她覺得好玩，對自己又構不



成傷害，不妨看成一種生活樂趣。

只有一次，露琪婭真的發怒了。

是在黯月的馬戲團。

「就是牠了，露琪婭。」

在練習場上，露琪婭一臉認真。

一隻碧綠色的、狂暴的巨龍。即使嘴巴被扣上金屬環，身體和手足都被鎖鏈束縛，
卻依然孔武有力地掙扎，數位馴獸師合力拉扯著鎖鏈才能夠限制牠的行動。

「團長竟然引入這樣的東西...他到底在想什麼？」自從成為了銀棘的從僕，瑪莉琪卡才深切了解到要
馴化龍這種擁有強大力量卻有固執驕傲的靈獸有多麼的困難。

嬌小的助手
伊歐妮拉答腔：「團長說，如果有真正的龍，黯月馬戲團的知名度和人氣會更高，而且有主人馴龍，
所以會沒問題啊！」

「說到底都是為了錢。」雖然她沒什麼立場說嘴 ─ 她自己都愛錢。

「沒問題，交給我吧，這條龍的難度不算高。伊歐妮拉，吩咐所以在場的人不可以有大動作，絕對不
能夠流露出害怕的神情。龍是好強的生物，牠會最先攻擊表現軟弱的一方。」

伊歐妮拉去傳令了。龍使踏上了空曠的舞台，全身散發出力量。

坦白說，瑪莉琪卡很興奮，有很長的時間沒見到露琪婭馴龍了。這次她要認真看，她要成為最一流的
馴獸師，要比露琪婭更強。這次會學到什麼技巧呢？

每一個人都屏息以待，這場是馴獸師和龍的生死角力，是外人難得一見的真實表演。

一龍一女在互相對峙，兩者都在等待對方進擊。

就在這時候。

「露琪婭！來一決勝負吧！」

伊莉娜不知從何處躍入現場。

露琪婭緊張地尋找聲音的所在。

「搞什麼，這樣安靜。...欸！！！這..這難道是...龍？」

巨龍發現了目標，扇起巨翼掙脫鎖鏈咆哮著，向伊莉娜方向衝去。

「危險！」



眼見趕不及了，和笨重的身軀相反敏捷的速度，第一次見到真龍的伊莉娜呆若木
雞，完全想不起要逃跑。

在場的人都到抽一口涼氣。

抱著伊莉娜的露琪婭，背上被龍劃出一道口子。

「主人！你的背…」

露琪婭厲聲打斷：「別過來！」她盯著龍的眼睛，伊莉娜清楚見到，從她的眼睛發射出一定紅光。

失控的龍突然間安靜起來。

「坐下。」露琪婭如此命令。

盡管身上有傷，但她只是輕皺雙眉，強自鎮定地指揮：「瑪莉琪卡和其他馴獸師安撫龍，把牠帶回籠
裡，伊歐妮拉帶其他人離開這裡。記住不可以表露害怕。」

伊莉娜尚未在驚怖的感覺中恢復過來，緊接的是一個響亮的巴掌撵到她的臉上。

露琪婭氣急敗壞的罵道：「蠢材！你找死啊？」

「啊？」她不自覺覆摸被打的半邊臉。

她怕龍。

她的村落就是被龍摧毀的。目睹過龍的破壞，她從此害怕龍這種生物。突然間見到龍出現，她害怕了
，不知所措。

她接近露琪婭，也許是潛意識裡渴望擁有如露琪婭一樣可以打敗龍的能力。

深化她這種不知所措的，還有露琪婭此刻的怒氣。

雖然認識不深，但這個人一向都是鬆容自在、遊刃有餘，此刻卻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她的憤怒。

就連其他仍然在場的人亦感到詫異：露琪婭竟然生氣了？這個一向用微笑溫柔待人的女人？

時間彷如定格沒了動作，好一會兒露琪婭喃喃道：「是啊…不應該再放任你。」

聲量大小剛好傳到耳邊，此刻的她看上去嚴肅又認真。

之後的事，伊莉娜只記得露琪婭的右眼逐漸變紅，紅眼珠裡透出一道紅光，溫柔地包覆她。逐漸地，
所有的形狀和顏色都褪去，自己就似透入一個溫暖的、具透明感的紅光世界。

回復意識的時候，之前的事就似做了一場夢。



睜開眼，首先見到的是灰色的天花板。

第一句接受到的聲音是：「你醒了？」

因此，第二眼見到的，是在不遠處正在休閒飲茶的露琪婭。

「是你？」

放下茶杯，此刻的平常鬆容自在的露琪婭。「別亂動哦，我的僕人。」

「什麼僕人？我何時做了你僕人？」

露琪婭用手指了一指：「小狐狸，摸你的頭上。」

她摸了摸，手指有著刺痛感，似乎是一個荊棘環。「可惡！拔不下來！喂！露琪
婭，你套了什麼在我頭上。」

「這是契約的證明哦！」

「什麼契約？何時簽的？」她想起失去意識前的事，「難道是在那時候！？」

露琪婭擺出一個「殘念」的姿勢：「因為你性格吵鬧又固執，所以我才用這種方法催眠你啊。」

伊莉娜氣炸了，全身有毛的地方都豎起來 ─ 自己竟然被算計了！「你很卑鄙！快解除…」

「很遺憾，這個沒辦法。只要中了魅惑魔法就沒辦法解除。」故意誇張地攤手，無視床上發怒的女生
：「所以哦，你今後都只能是我的奴隸，不可以遺抗我的命令，因為我可以控制你啊。」

「我其實沒想過要收你作從僕啊，我都很勉為其難的。」

「那為什麼你…」

「因為太危險了。」收起嬉皮笑臉的態度，露琪婭正色地道：「我不想你再陷入剛才的危險。」

她竟然擔心自己？

「我不知為什麼你對我這樣執著，但繼續放任你的，恐怕類似的事會再發生。我不想再見到有人因我
而死了。…」她的表情黯淡了。是回想起過去的某一件事嗎？

伊莉娜才記起，她救了自己。

「你的傷…還好嗎？」感到難為情的她，腮幫子有點發紅。

露琪婭掉頭看看自己後背上的傷，回復輕鬆的語調：「沒事，只是小傷，馴龍就有這種危險啊。」

伊莉娜處於尷尬的情緒，不知應該說什麼。要叫露琪婭「主人」？她做不到！但，



她救了自己，而且貌似真的變了她的奴隸……

「既然你當了我的僕人，就要跟我一起生活。我應該給你一個什麼職位？」

她知道露琪婭是黯月馬戲團的王牌馴獸師(更貼切說是主管)，但要她去賣笑對觀眾奴顏媚骨的表演？
絕不！「少來！本姑娘絕對不會去耍雜技或者馴獸賣笑什麼的！」

露琪婭一副嫌棄的樣子：「我都不覺得你有這種天分啊。」

天啊，這個人就喜歡損她！

「唔…要給你做什麼好呢？」龍使在思索。

她想到了。

「有了！你就做我的助手吧！」

「助手？」

「我准許你在工餘時間挑戰我，除非我叫你幫忙，其他時間由你支配，如何？」

「哦。」她噘噘嘴。換做之前的她應該會囂張地宣言「一言為定」吧？現在這樣順從，是因為不知怎
面對露琪婭。

非友非敵的關係。

伊莉娜的新生活開始了。

露琪婭沒怎使喚她，生活和之前一樣很自由，倒是她多了時間觀察她。

接觸得愈久，就愈發現她真的一個厲害的人，似乎沒什麼可以難倒她。

有一次，她問她：「似你這樣強大的人，為什麼不出去拼搏，屈身在這裡表演？」

露琪婭有些詫異伊莉娜會問出這條問題。她想了想：「你為什麼想做強者？」

「還用說！當然要成為世界第一，打倒所有強者，成為強中之強。」

「成為世界第一之後呢？」

「這個…」她沒想過。

龍使溫柔地微笑：「對我來說，『強大』不是逼對方臣服自己。真正的強者，是用自己的力量保護其
他人的笑容。」

「保護…其他人的笑容？…」



「嗯！」這是她見過最燦爛的笑容之一，是發自內心的。

露琪婭是真正的強者，她不會做出此等以折磨和殺害人取樂的事。

眼前的女人，不可能是露琪婭。

「這次，我一定要打敗你！」

紅髮的惡魔這樣說：「哦？你們要取我的命？伊莉娜、」目光從此轉至彼「亞娜。」

她們二位手握武器，蓄勢待發。「是又怎樣？」

亞娜沉默卻堅決，她和伊莉娜一樣，希望能拯救以前的那位。

「哈哈…哈哈哈哈……」女帝的狂笑響徹雲霄。「有趣，做到的不妨來試。」

被挑釁的伊莉娜一馬當先，拿起棒子直衝上前：「狐火！」四周出現一個個火球。

「等等，伊莉娜！」亞娜勸止不住伊莉娜的衝動攻勢。

「不要！」伊歐妮拉無力阻止的吶喊。

龍女帝逐漸移開她的右手，臉不改色地獰笑。

伊莉娜最後見到的，是一隻令人感覺不祥和噁心的瞳孔。

不是溫柔的紅光，而是揉雜了深黑的、彷如在地獄燃燒的烈火一樣，鮮紅如血的貓眼。

天崩地塌，腳下的土地霎時崩裂，身體正急速下墜。

「露琪婭…」

全身似是被烈火吞噬的灼痛。伊莉娜墜入永遠的黑暗之中，再沒有醒過來。
 



伊歐妮拉之章

伊歐妮拉在顫抖啜泣。

「我們是主人的奴隸。」兩具傀儡機械式的宣言。

露琪婭滿意地看著她們，高跟靴踐踏在伊莉娜的頭上，下壓，旋磨。「啊咧咧？剛才的氣勢那裡去了
？伊莉娜你剛剛不是吠得很大聲嗎？」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

「我們是，主人的奴隸。」重覆機械式的發言，失去自身的意志的二人，只是沒生命的美麗棋子。

「哈哈…」

「嗚...嗚嗚…」

「吵死了！哭什麼哭？你這隻臭栗鼠！」一下鞭子抽過去。

「對不起，對不起。」抱著頭，伊歐妮拉用力勒緊眼淚，不給自己哭出聲。

她的主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

「你們見到吧？遺抗我的下場只有一個。」腳踏伊莉娜的背，龍女帝發出霸氣的宣告：「服從者將能
夠帶給支配者喜悅，刀劍相向者也將無法逃離隸屬的命運。你們通通都要作我的奴隸，有誰不怕死的
，儘管來反抗吧！哈哈哈…」

所有人都噤若寒蟬。他們順從地下跪，眾口一聲：「是，我們將永遠忠誠於閣下。」

包括伊歐妮拉。

淚水在眼眶打轉。

那一日，就在那一日，露琪婭變了。

那時候，煙霧彌漫，和火海互相交映。

來襲的機械軍團撤退了。團員們慶幸逃過一劫。

「主人！你沒事…嗎？」

伊歐妮拉向露琪婭的方向奔去，但感應危險的本能直覺使她停在數丈之距的地方。

「主人…」

煙霧散去，露琪婭側身站立，露出和以往不一樣的笑容。



散發著狩獵女王的氣息，她的頭髮比火海更豔紅。

從那一刻起，主人不再是以前的主人。

外表、聲音、氣味，都是露琪婭的，但內在卻不是過去的她。

即使如此，她依然是露琪婭。

是吧？

但為什麼這位「露琪婭」，可以毫不猶豫地勒死一隻生病的狗？

「我不需要無用的奴隸。」女帝冷冷地說出這句話。

不是這樣的，主人不應該是這樣。

伊歐妮拉本來是一隻被賣到馬戲團的栗鼠妖精，與生俱來有不用手就可以移動物體的念動力。雖然這
種力量不穩定，但在馬戲團還是被當成動物明星一樣訓練。

練習很辛苦，有一次練習的時候消耗魔力過多，她本身亦感冒了，她暈倒了，失去念力的承托，巨大
方塊急速下墜，壓在她身上。

「傷成這樣，這下子沒用了。」

很痛...自己是否快死了？眼前視線一片模糊。

「怎可以這樣說？」

她感覺有人抱起自己，很溫暖哦。

「即使是動物，都有感情，何況是具有靈力的幻獸。牠們都應該得到尊重。怎可以隨便就放手不理？
」

你是誰？

那個聲音很溫柔地對自己說：「你要支持住，栗鼠。」

她感覺到有股溫暖的氣息包圍自己。好似媽媽的懷抱哦，舒服到不願起來。

救了自己的是露琪婭主人。

主人用銀棘的魔法救了自己，雖然因為這樣變成人形的姿態，做不到動物明星，但露琪婭主人允許自
己作她的助手，負責照顧和協助她的生活和表演。

「主人明明是很溫柔的人啊…」



露琪婭把杯摔向伊歐妮拉。「臭栗鼠！作反了吧？拿這樣熱的水是想燙傷我嗎？！」

「對不起、對不起！」伊歐妮拉瑟縮在一角，希望主人能平息怒火。

「滾出去！別給我再見到你這個模樣！」

「是，主人！」伊歐妮拉跑出房間。

今晚的星星很美。

坐在草地上的伊歐妮拉抬頭看，天空中很多一閃一閃的光球。

以往不用表演的晚上，露琪婭會把她抱起懷裡，一起看星星。

「主人，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請說。」

「這世界真的有神的嗎？」

「我信有的。正因為有神，才會有這片美麗的星空和這星球上存在的一切。」

「那我要怎樣才可以見到祂？」

露琪婭「噗滋」一笑：「傻瓜，我想我和你可能一輩子都看不到吧？不過如果想找祂，可以試試祈禱
。」

「祈禱？」伊歐妮拉歪著頭，她不認識這組字。

「嗯，是我以前旅行時某個人教我的。似這樣交叉握著雙手，閉上眼睛說出你想說的話，只要是誠心
的祂就會聽到。」

「主人你試過嗎？」

「有哦。一次。」

「哪祂有回應你嗎？」

她濃濃一笑：「有的，現在的一切就是祂賜給我的。」

對了！我可以用這個方法救主人！

她交握雙手，閉上眼睛：「神啊，如果你聽到我的話，求你派一位勇者拯救主人，使她變回以前那個
溫柔的主人……」

滑過臉龐滑過的眼淚，閃爍了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