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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起

「如此，會議解散。」

參與會議的人魚貫散去，偌大的房間最後只剩下一張圓桌和一個他。

當世被稱頌的英雄─「青炎之解放者 帕希瓦爾」。

平息了影騎的叛亂，在解放戰爭中感化了敵軍，把星輝兵趕出庫雷...他是騎士王的右手，立下無數的
功勞。

可是，這一切都是真的嗎？

某位騎士悄悄出現在廊柱之間。沒有任何人可以察覺到他的存在，除了眼前的這一位。

「有消息了嗎？」

「還是老樣子。」

「是嗎...」

沉默的間隙只有藍白色的月光流敞。這一夜看起來如此平靜，只有他們知道這樣的世界並不正常而且
隨時面臨崩塌。

「那繼續麻煩你了。」尋找那個『希望之光』。

「我說咧，真的要繼續找下去嗎？我們連敵軍的據點在那也不知道！不，是連要找的那個『他』長得
怎樣也不知道！這樣上哪裡去尋找？怎尋找？」

「『找不到也必須要找出來』，這就是我們的使命。不是嗎？」帕希瓦爾用無比寵溺的語氣道：「我
至親的盟友，亞古洛瓦爾。」

雖然兜帽遮掩了表情，但聲音依然有意無意透露出持有者的窘態。「別用這樣的語氣叫我。…」

「嗯？」

「沒、沒有！我什麼沒說。」亞古洛瓦爾壓低帽沿掩飾。

帕希瓦爾回復正經的神態：「對了，剛才會議上有人接到報告在東邊近國界的村落發現空間異常的情
況，─」

「知道了，知道了，我會去看的啦！」騎士滿不在乎地擺手，表示他已經明確收到指示。就在他臨離
開之際，亞古洛瓦爾回頭一問：「我說帕西你啊，又多少天沒好好吃飯睡覺？」

「這個麼，…最近比較忙。」



「真的是！肩負未來的英雄如果病倒了還怎拯救世界？回來見你還是這種模樣的就別怪我不客氣。」
雖然心知帕希瓦爾不會聽他的話。

這個無可救藥的工作狂。

從白色的大理石階梯往下跳，年輕的亞古洛瓦爾靈巧地降落在空中飛翔的大鷹軀體上，拉動韁繩往滿
月所在的遠方奔去。

目送他的背影，帕希瓦爾步步往前。

早些休息吧─可是辦公桌前的文件這樣多，實在令人沒法放心。

算了，看來又是個注定無眠的夜晚。



緣份

他們的相遇始於某個春天的下午。

那一年，帕希瓦爾從見習騎士正式晉升為騎士，又因其罕見的才能和忠誠心格外擢拔為騎士王的護衛
。

他侍奉的君主是一位賢良的王。

「你還未找到副官人選嗎？帕希瓦爾。」

所有正式騎士都有隨從自己的副官幫忙處理事務。

「吾王，鄙身覺得自己目前仍能處理所有的工作，所以目前對副官的需求並不急切。何況這種事亦是
強求不來。『遇不到適合的人，最後也只是為自己添上麻煩。』這是我的看法。」

騎士王點點頭。「聽你這番話，反而是慢慢尋找的有理。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可以早日找到可以互相交
托性命的盟友。我們騎士團的宗旨你還記得吧？」

「是的，吾王。『騎士的力量不完全在於自己，只有和同伴一起才會發揮出真正的力量。』」

「所以別─」

在不遠處的草地響起的吵鬧聲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我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去吧。」

原來是幾個孩子鬧作一團。

「你這種醜八怪還想當騎士，真不要臉！」

其他孩子附和：「不要臉，不要臉。」

帕希瓦爾到達現場，見到其中一位比較強壯的推跌一位身型較細弱的孩子。

「住手！」

「這身鎧甲是…！？」

「是騎、騎士團的人！快跑啊！」

在帕希瓦爾逮住他們前已經四散逃逸。

他扶起那個一聲不吭的男孩。「沒事嗎？」



這位頭髮淡灰綠色的小男孩只是用金橙色的眼珠溜了他一眼。原本以為他會道謝之類的，但說出的卻
是冷冷的「我沒事。」還一邊說一邊掙脫他的手自行站起來。

本來有幾分薄怒的帕希瓦爾，注意到男孩左眼的眼罩，還有頰邊婉如蜈蚣的醜陋傷疤。

(所以才被其他小孩叫『醜八怪』啊。)

他心軟了。

「你想成為騎士？」

男孩用堅定的眼神回答：「不可以嗎？想成為強者，保護自己想要保護的事物，有什麼不對？。」

金色的瞳仁，就似小小的太陽。

帕希瓦爾勾起淺笑。他揉一揉男孩的亂髮，溫柔地對他說：「我正好缺一名副官，如果你有這份決心
，我會等你爬上來這個位置。」

面對轉身待去的他，男孩問：「喂，哪你叫什麼名字？」

騎士的榮譽，是只對自己認同的對手報上真名。

「帕希瓦爾。你呢？」

「亞古洛瓦爾。」他的聲音和眼神一樣堅定銳利。



重遇

分道揚鑣的二人，各自為自己的目標而努力。再見的時候，已經是好幾年之後。

「看來今年招募的新兵質素不錯！」

「是否真的還不知道呢。」

「拜託你別這樣悲觀…」

「這不是悲觀，是實事求是。」

對方已經放棄了吐槽帕希瓦爾。幸好負責考核的騎士前來敬禮打消了這場尷尬。「有誰是特別出色的
嗎？」

「今年有好幾位新人很有潛力，例如安德魯、亞古洛瓦爾、……」

亞古洛瓦爾…他微微一笑。

(看來你成功了。)

「你怎麼無端端笑起來？」

「沒事，我們去看看新人們吧。」

在騎士團本部的會堂，新加入的團員精神抖擻地列隊站立。在人群中帕希瓦爾認出他。因為那隻金色
眼眸依然透露堅定不移的意志。

「歡迎各位新成員加入。現在就請我團最強的騎士、吾等之王親自授勳的英雄，騎士 帕希瓦爾
閣下為我們作出訓示。」

在亞古洛瓦爾追趕的時間裡，帕希瓦爾同樣沒放棄尋求自身的進步。

原本沒可能交匯的兩條平行線，這一刻命運把他們連結在一起。

===========================================================
==========

「我信任你的眼光，只是不再仔細考慮下嗎？」對於帕希瓦爾的決定，騎士王帶有疑慮。

「騎士不會背棄他的承諾。」

「但這個亞古洛瓦爾只是一個新人，要他擔任副官這種繁重的職務我怕他無法勝任。」

「鄙身對他有信心。只要稍加培訓相信他應該可以適應。更何況現在雖然決定設置副官，但大多數事
務還是鄙身親自辦理，所以不會出亂子。再者對新人來說這個也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如果能夠借此培



養接班人，對王國將來的發展亦是有利的事。」

「夠了夠了，我說不過你這個勞碌命。其他人都想找個能幹的副官然後把所有雜事推過去，唯有你反
其道而行。」

帕希瓦爾一笑置之。

王在思考。「這個少年…為什麼你對他有這樣大的信心？」

不知道。帕希瓦爾自己都說不出理由。真的勉強要找，或者是因為那日從亞古洛瓦爾眼睛中透出的亮
光小小震撼了他。

聳聳肩，騎士王不再追問。

「既然你信他，那我亦會信你。」

「吾王…」

「因為你，帕希瓦爾，從來沒有令我失望。」



波瀾

所有團員都必須從侍從階段開始學習，一步步晉升為騎士。即使身兼副官之職也不例外。在很多方面
而言，亞古洛瓦爾都挑不出缺點，他比任何人更努力上進，學習新事物的速度很快，在強襲戰方面的
表現尤其突出。因此沒多少年他就憑自己的實力晉升為見習騎士。

但亦僅只如是。

作為騎士團的一員，亞古洛瓦爾有一個致命弱點，使他沒辦法成為正式的騎士。

這日，帕希瓦爾在陽光灑落的樹叢間找到他。

「你又窩在這兒自閉了？」

假寐中的亞古洛瓦爾抬一抬頭，旋即又閉上眼。

帕希瓦爾坐在他身邊。「你不跟他們一起吃午餐？」

「他們又不喜歡我。」那條傷疤現在雖然被遮掩住，但黑色的眼罩和冷漠的態度使他看起來難以接近
。

「因為你看起來太兇啦！」

亞古洛瓦爾報以一聲輕吭。

「你還是不願說為什麼帶眼罩嗎？」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的，隊─長─。」他背向帕希瓦爾，這樣他就沒辦法見到自己
的表情了。

一定是摻有幾分落寞的吧？因為自己的異色瞳和臉上的疤痕，所有人都怕了他，不敢接近他。

除了少數如帕希瓦爾這樣的笨蛋。

所以，不討厭他。

「哇啊！？你搞什─」

一塊布阻斷了他的思緒。他拿起來細看。「…這是？」

一件白面橙裡鑲藍金邊的大兜帽。

「戴上它吧。」帕希瓦爾燦爛笑道。

「怎麼…」



「正如你所說，每個人都有不想被看到的傷痕。既然它不會消失，那至少隱藏起來，然後走出去面對
世界。」爽朗地補上一句玩笑：「而且你不覺得『兜帽騎士』比『獨眼海盜』更帥嗎？

「帥你個頭啦！…」雖然嘴巴這樣說，但少年的心此刻充滿暖意。

他戴好了兜帽，調整好位置─巧妙地隱藏半邊臉孔。給人的感覺很不一樣，現在看起來就是一個神秘
感十足的年輕騎士。

亞古洛瓦爾忽發奇想。「隊長你…也有隱藏自己的傷痕嗎？」

訝異於他會問這樣的問題，不過溫柔的帕希瓦爾還是笑住回答他：「怎麼不會？」



願景

就似施加了小小的魔法，戴帽的亞古洛瓦爾不再自卑，逐漸變得開朗健談。與此同時，帕希瓦爾亦找
到自己和騎士團的希望。

急速在走廊奔跑的亞古洛瓦爾，尚未站穩腳步就推開了門。

「成功了？」

帕希瓦爾滿心興奮。

「你看！」他把手中似是劍柄的物體遞過去。

「就是這個？」他小心翼翼地接過來檢視。說是劍呢少了劍身，要說不是，劍格、握把又樣樣不缺，
而且在靠近中央的位置還鑲有一顆錠藍色的寶石。正當他翻過去之際，忽然間劍身處竄出一道幼而短
的淺藍火炎，把他嚇了一跳。「它會著火的？！」

「這不是火，它是你體內潛藏的魔力。」

「才不信咧！我的魔力那有可能這樣弱？」略帶心虛的反駁毫無說服力。

他微笑地接過去。同樣的武器，在帕希瓦爾手上散發出純淨的光輝。灼熱的青之炎。

「想不到鳩隆那傢伙真的做到！有了這個我們就可以打敗那些龍。對吧，隊長！」

自從過去某位野心家掀起叛亂並且自立為王後，東方的龍帝國就沒停止過對聖域聯合的侵略。龍的戰
鬥力本來就高於其他種族，在嚴格的軍事編制和戰略的配合下更是如虎添翼。這點使聖域歷代的王相
當頭痛。唯一可以與龍抗衡的就只有魔法，但要培訓出色的魔法師和魔法騎士卻很困難。所有人都在
尋找解決方法。而這就是帕希瓦爾所找到的答案。

「還未完成呢，這只是個試作型。」高高舉起的青炎之劍耀眼生輝。「但我相信，這樣的未來已經不
遠了。」



內鬼

這一代的騎士王，相信人的體內都有潛在的魔力，只是苦無機會發掘和使用。

「青炎兵裝」就是在這種理念下誕生的產物。這種新型武裝，會把使用者體內潛藏的魔力拉出來。換
言之，只要持有它，即使沒有接受過相關方面的訓練依然能夠使用一定程度上的魔法。而青色火炎就
是被拉出來的魔力具現化後的表象。

恰如帕希瓦爾的預想，青炎兵裝的出現大幅加強了騎士團的戰鬥力。經過審慎評估潛藏魔力的大小以
及操控青炎的熟練度後選出的精英們所組成的「青炎騎士團」，首次出征就已經取得輝煌的成果。

在王的允許下，青炎兵裝正式開始量產。一切看起來很順利。可是誰都沒想到，在不久的將來它們會
為聖域帶來災難。

今日的書房，氣氛很沉重。連窗外的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斷斷續續打悶雷。

「已經是這個月內的第五宗了。」

書房內是騎士王和他最忠心的騎士。

「兵工廠的內鬼雖然抓到了，可是據情報所說的還有很多兵裝落在不法之徒手上。」

帕希瓦爾趕忙下跪。「此事乃鄙身監管不力，請吾王降罪。」

王沒責備他，反而眺望陰沉的天空，喃喃感嘆：「沒想過竟然會被我方製作的武器反將一軍啊。」

誠如之前所言，青炎兵裝能夠輕易引出人體內的魔力，但正因為這種便利性，
一旦落入在心懷邪念的人手上就會做成相當大的破壞力。

原本為正義燃燒的青炎，現在卻為聖域的居民帶來痛苦。

這是沒人想像到的情況，卻的的確確地發生了。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這是為了聖域聯合…」

帕希瓦爾接上王的話：「鄙身將即時終止計劃，回收並銷毀所有武器……」

這是痛苦的決定─親手斷送所付出過的全部心血。

祭壇上的文件、模具、武器，連吞噬它們的火炎都是青色的。

即將死去的青藍顏色。

這一次，換亞古洛瓦爾走到他身邊。默默注視燃燒的火炎。好半响，他說：「即使沒了這些，我們還
是騎士。對吧？帕西。」



「…嗯。」

但即使是朋友的鼓勵，亦無法緩解此刻內心的難過。

曾經擁有的希望，瞬間灰飛煙滅。



重任

「世界」存在著連神都不能干預的「絕對法則」。

就似生物肚餓會進食，人類渴望繁殖的本能，天體在空中運轉以及你我的存在，這些都是絕對不會改
變的真理，「世界」就是依靠此等法則而存在。假使任何一條法則出現異常或者缺失，世界就會崩潰
。

「…為此，我把你召喚到這裡，希望你可以代替『他』。」

因為Link
Joker的陰謀，未來世界的「沖擊波之刃」消失了。很多事情因為他才會存在、發生。失去他，原本
散落的各種事件和生命就沒辦法連結在一起。就像缺失了重要的拼圖，世界的信息出現混亂。

「如果不及時處理，這個星球就會因為絕對法則的出錯和矛盾而陷入自我毀滅。」

「只是因為一個人的消失，就會帶來如此嚴重的效果？」

「那是因為那個人是『歷史的特異點』。」傑諾耐心解釋。「因此，只有同樣身為『歷史的特異點』
的你才有能力拯救庫雷。」

「把我調到未來沒問題嗎？」

「過去的任務完結了所以不會有影響。」

雖然仍抱有疑問，不過─或者某些事，窮盡他一生的努力也不會懂。

「如果你願意肩負這份重責，就請你接受它吧。」

「這是…！？」

在帕希瓦爾面前出現一件飄浮的物體。

「プロミネンス・オーシャン！為什麼…？」

曾經陪伴他踏遍無數戰場的劍，不是已經被他親手銷毀了嗎？

「對你們來說，時間是一去不返的風，但對我來說，時間是靜止不動的河，而我所做的不過是把河裡
的石頭從上游搬到下游。」

所以是從遙遠的過去取來的嗎…

「偉大的時之賢者，我可以向你請教一個問題嗎？」

「請說。」



「如果尋回了光，我會發生什麼事？」

賢者陷入沉默。

良久，他嚴肅地說：「對世界而言，未來只有一位『沖擊波之刃』，如果出現兩位，極有可能排除錯
誤的那一位。….當然，我會在之前把你送回過去。」只是他沒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做到。

在這段短暫的寂靜裡，帕希瓦爾回想起很多很多。特別是，那一張臉。

終於。「過去，我沒好好保護我的國家。」

騎士伸出了手。

「我向你起誓，」

藍色的火炎再次燃點。

「這次，即使要賭上一切，我也會盡全力守護這個星球。」

在無人見到的次元空間，青炎的騎士向賢者許下諾言。



試煉

在遙遠的未來，有另一場考驗等待帕希瓦爾。

「請問是你呼召鄙身嗎？吾等世界的守護龍閣下。」帕希瓦爾跪在台階前。

純白色的聖龍，牠同樣是被引導賢者 傑諾召喚到來這個時空的神聖存在。

「帕希瓦爾，」

「在。」

在前一次戰鬥，牠中了敵人的暗算，被施加了強力咒縛的牠已經再沒辦法飛翔。但牠的心依然不斷思
考該如何拯救聖域。「已經有無數的同伴的犧牲了。」

「是鄙身無能，請守護龍閣下恕罪。」

「終會有日我的身體能夠得到解放。在此之前，」從守護龍的掌心中出現一團光芒，是青灼的顏色。
「你就代替我去守護這個世界吧。」

光球緩緩地飛向帕希瓦爾。

「這是？」

「這是我僅餘的力量。你就用它擊碎黑輪，把這個世界的光帶回來。」

光球包裹帕希瓦爾的身體，改變了形狀。當光芒散去的時候，閃耀著青之炎的聖潔巨龍誕生了。

守護龍滿意地點頭。

新生的帕希瓦爾，看著變成巨爪的「手」。「…是否沒辦法回去了？」似是喃喃自語，又是詢問。

「我的孩子，希望『光』回來後，你和你的同伴都可以回去你們的世界。」

龍的身體有著人的心。眼前突然模糊了一片。

把『光』救回來後，還有沒有人會記得這個男人犧牲的所有？

「守護龍閣下，把『光』救回來後，鄙身將會交還力量。在此之前鄙身一定全力以赴，決不敢辜負閣
下和賢者的託付。」

他想起那一張臉，傲氣的，歡快的，寂寞的臉。那個會叫他「帕西」的少年的臉。

或者在現在的這個世界也有某個人正在等『光』的回歸，即使他或者她已經忘記了。

如果『光』回來了，他消失了，亞古洛瓦爾他應該會理解吧。



不過是命中注定的選擇。

「吾等世界的守護龍啊，請答應鄙身一件事。」

「我聽從你的祈求。」

「假若鄙身消失，請消除亞古洛瓦爾對鄙身的記憶。」

「不後悔嗎？」

他後悔嗎？

世界的未來，比微不足道的自己更重要。

他只能辜負那一位。

亞古洛瓦爾。

「決不後悔。」



爭執

「帕希瓦爾！」

「亞─」他怎會在這兒......

「什麼叫『你消失』？為什麼你要下那種自私的命令啊？你要消失去哪啊混蛋！」

他都聽到了嗎......

「太多問題了，亞古洛瓦爾，讓我先想一想該怎回答─」

「為什麼你的語氣可以這麼平常？現在我們是在聊家常嗎，帕西？」

「……」

「怎麼不說話？不是說任務完成後會一起回去嗎？你答我啊帕西！」

「對不起，我對你隱瞞了。」

「所以，你真的會消失？…不會的，怎可能…和說好的不一樣啊？……」受打擊的騎士不由得後退，
把這個人好好刻在眼裡。

對，他在，只是改變了樣貌，

他怎可以消失？

「你會明白我的吧，亞古洛瓦爾。」他的決心和身上燃燒的青炎一樣明淨。「這是為了拯救世界的必
要犧牲。」

「那你就可以辜負我、就可以欺騙我、就可以一聲不吭一個人背負所有的事？」

每一條質問他都無力反駁。

「是。」

「你當我是什麼？我是你朋友，同伴，是你可信賴的人！為什麼你不和我說？」

因為我知道你會哭，
你會難過，
你會阻止。

因為我不想你擔心，
不想你承受失去的痛苦。
因為─
我愛你。



真正的騎士不會把小我放在大我之上。但他不願他痛苦，這是屬於他的自私。在兩者相對的天平下，
這是他唯一可以兩全其美的選擇。

得不到回答的亞古洛瓦爾哭著跑出去。

巨龍的爪可以庇護眾生，卻不能夠撫摸那個人的頭。

空無一人的迴廊，只有一條龍孤獨的背影。他思考著…思考著……



決心

今晚注定有兩個人無法成眠。

一個是剛變成龍的帕希瓦爾，一個是亞古洛瓦爾。

他生氣嗎？

是，他氣帕希瓦爾沒對他說清楚。

他受傷嗎？

…不，帕希瓦爾不是有心傷害他，只是他是個笨蛋，永遠優先考慮別人，最後才會想到自己。

所以自己才會經常在他身邊提醒他，不然這個人連照顧好自己也做不到。

他會讓他消去自己的記憶嗎？

絕不，因為和這個人還有其他同伴相處的回憶，不論是開心還是痛苦，都是無可取代亦不願失去的珍
貴存在。

他看看自己，哭了，眼淚滴在手心。

比起生氣，原來他更害怕失去帕希瓦爾，或者忘記他。

拯救世界就一定要犧牲他嗎？對此自己什麼辦法都沒有嗎？

握緊拳心。即使是命定的結果，他都要嘗試去改變去扭轉。

他相信前方有名為「希望」的存在。如果沒，就去創造。

亞古洛瓦爾不相信沒有改變的方法。

如果什麼都做不到，至少要和他走到最後一刻。在死之前，他不會放棄的。

在這個清冷的夜晚，亞古洛瓦爾對自己立下了約定。



誓終

今日是出征誓師的日子，把自己困在房間的帕希瓦爾終於走出房門。

他將要到達的祭壇，是他曾經受封為騎士的地方。過去的騎士王，把寶劍輕按在他右肩上，對他說「
從今以後，這個國家的命運就和你相連。」

他不相信命運，可是現在，或者冥冥中真有注定出現的人和事也說不定。

身穿金甲的騎士阻截了他的行動。

「你…想通了？亞古洛瓦爾。」

「嗯。」亞古洛瓦爾說。「我不會讓你消失的，這是我對你的誓言。」

「即使這是命運？」

「即使這是命運。」所謂的命運就是用來衝破的，不是嗎？亞古洛瓦爾說自信一笑。

帕希瓦爾想，他們的相遇或者是某種命運的安排。即使其中一方消失了，這種牽絆都不會變。一定有
方法的。

「那走吧，我的盟友。」

「不是已經在走嗎，笨帕西。」

在眾人驚異的目光中，一龍一人正筆直前行。

「這條龍是從哪裡來的？以前從未見過啊。」

「現在不是該到帕希瓦爾隊長出現嗎？」

青炎的龍和青炎的騎士站在大理石的階梯下。

騎士王應該猜到吧？因為他說：「上前吧，帕希瓦爾，亞古洛瓦爾。」

溫順的兩個人走上祭壇，在騎士王和聖像面前跪下。

「願你凱旋而還。」騎士王把劍交付給帕希瓦爾。

「吾等定必從命。」

「起來吧，是宣誓的時間了。」

「是。」兩個人異口同聲一致地說。



他們互相對望一眼，在彼此眼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一部分。他們是一心同體的存在。只要青炎之龍和青
炎之騎士攜手出現在戰場，就再沒有可以阻擋他們的黑暗。

騎士舉起誓約之劍。「騎士的誓言！會把人們從痛苦中解放。」
巨龍舉起諾言之劍。「龍的誓言！會把世界從悲傷中解放。」

「在此起誓！」
「在此起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