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暗夜的殺機 

這是一間套房，格局方正，雖然地方不大，但是佈置得相當溫馨，也打掃得很整潔。 

此時，有個年輕女人就坐在床上，用手按壓著太陽穴，揪緊了五官，看起來好像很不舒服。 

喝太多了，昨天晚上和朋友去KTV夜唱，喝了不少烈酒，喝掛之後也不曉得睡了多久，到現在

才醒過來。女人懊惱的回想著。 

在床上坐了好一會兒，女人覺得喉嚨好像有一把火在燒一樣，讓她覺得又乾又渴。 

「早知道就別喝這麼多。」女人罵了自己一聲，儘管還在宿醉，還是硬撐著爬起來，想要到冰箱
那邊找東西喝。 

每次喝醉酒，口渴得要死的時候，她都習慣喝有氣泡的冰涼飲料來解渴，又冰又涼，而且有氣體，

可以瞬間解渴，非常的過癮。 

雖然沒有打開燈，早已經習慣這房間內地形地物的女人摸黑來到小冰箱前面。 

因為小冰箱高度只到她腰部再上來一點的地方，所以打開冰箱門後，女人蹲了下來，想要看清裡

面還有什麼氣泡飲料可以解渴。 

「找到了！」看到了那熟悉的綠色小瓶子，她把手伸到冰箱裡，一把抓住冰涼的玻璃瓶就要拿出

來，不過她的動作只做到一半就停了下來，她表情慌張，心臟拚命的狂跳。 

女人之所以會被嚇得這麼厲害，是因為她聽到背後傳來一陣急促的喘息聲……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喘息聲出現？女人非常驚恐，這個房間只有她一個人住，不應該會出現別人的

聲音啊！ 

愣了大約三秒鐘之後，她猛地一轉身，想要喝問對方到底是誰，可身後卻沒有人。 

但是女人並沒有因為這樣就鬆了口氣—那喘息聲還在，而且還有一種被窺視的感覺存在，就好像

自己的背後有一雙眼睛，正用那噁心、黏膩的視線盯著她看。 

不曉得該怎麼形容這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感覺，女人只覺得背脊傳來陣陣陰寒，恐懼不斷的侵襲著

她。 

女人想要打開燈，好看清房內的狀況，只是「卡啦卡啦」的按了好幾下，那天花板上的燈卻完全
沒有動靜，不亮就是不亮。 

然而，喘息聲依然在，甚至越來越明顯，還有那莫名的被窺視感更是有增無減。 

怎麼辦？女人真的慌了，想要找手機，用手電筒的功能來察看房內的狀況，但是她發現，那喘息

聲居然跟隨著她移動，而且那種被盯視的感覺根本如影隨形。 

不行！要先離開這個房間再說。 

警覺到可能有人躲在這房裡，女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後，拔腿就往大門的方向衝去。 

來到大門處，女人正想扭開門鎖的時候，有道黑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捂住她的口鼻，不但讓

她發不出聲音來，連呼吸都變得好困難。 

女人本能的想要掙扎抵抗，但是那人卻早一步環抱住她，力道之大，讓她的掙扎毫無意義。 

不只如此，那人接下來的動作把女人嚇得眼淚流了滿臉，不斷「嗚嗚嗚」的哭叫著。 

那黑影居然伸手撫摸她的下體，還想要脫她的衣物…… 

被嚇壞的女人用力的將頭轉來轉去，當她好不容易掙扎出一絲空間之後，張嘴就朝那捂住她嘴的

手用力咬下。 

因為是生死關頭，女人這一下咬得非常用力，對方慘叫一聲，終於鬆開手，只是怕被人聽到，所



以叫得很壓抑。 

好不容易擺脫禁錮，她拔腿就往大門衝，同時張嘴大叫，「救……」 

然而女人卻沒能把「救命啊」這三個字喊完，突來的一記重擊，重重的擊打在她的腦門上。 

「砰」的一聲悶響，女人腿一軟、應聲倒下，叫到一半就再也叫不出聲音了，那驚恐的求救聲也
全變成了細微的呻吟。 

一陣又一陣的劇痛不斷襲來，加上無法呼吸，女人只覺得眼前越來越黑，但是她並沒有放棄抵抗，

仍不斷的掙扎、扭動身軀。 

像是還在惱怒剛才被她狠咬一口般，那黑影拿起某硬物，一下又一下的往女人的頭狠狠砸下，力

道一次比一次還猛。 

女人聽到好幾聲沉重的敲擊聲，全都來自於自己的頭部，然而只有第一下的敲擊讓她覺得很痛，

接下來就只感覺得到麻，到最後她甚至沒感覺了，意識越飄越遠…… 

第一章 怨鬼偵測器 

七月是學生們最愛的月分，因為暑假開始了，但越來越高的氣溫卻也讓人們大呼受不了。 

就拿台北市來說好了，四處林立的大廈，不但遮擋了風的流通，更是把熱困在其中，就好像悶燒

鍋一樣，幾乎要把身處在其中的人們給悶熟了，馬路在烈陽的照射下不斷發出陣陣熱氣，不但扭

曲了視線景物，也讓走在街道上的人們避無可避。 

為了對抗這炎炎夏日，街上幾乎人手一杯冷飲，拭去額頭上汗水的同時，也大口大口的喝著飲料，

在這樣的場景之下，如果出現一個穿著長袖深色毛料襯衫，還搭一件厚牛仔褲的人，一定會引起

旁人側目。 

此刻，在忠孝東路四段那熙來攘往的街道上，就有一個長相斯文俊秀、身材瘦高的男人做這樣的

誇張穿著。 

每一個經過他身旁的人，都會忍不住再次回過頭來看他一眼，說什麼都想不通，怎麼會有人在三

十八度的高溫下，還有辦法穿著長袖的毛料襯衫出門。 

然而對於人們不斷投來的驚訝目光，這名年輕男子似乎很習慣了，一點都不會覺得不自在。 

這名男子叫做顧喬天，今年二十四歲，是一名職業調茶師。 

相信很多人對於「調茶師」這個職業覺得很陌生，就連顧喬天自己，也是在認識謝哥之後，才知
道有這種職業存在。 

謝哥的本名叫做謝大衛，是一家茶館的老闆，五官線條有如刀劈斧鑿般剛硬有型，還留著落腮鬍，

如果只看他的外貌，真會以為他是哪條道上的大哥。 

之所以會認識他，是因為顧喬天一向喜歡品茗，當時他在讀大學，一天在學校附近的商圈逛街時，

無意之中發現了謝哥所開的「謝哥茶坊」，進去喝過幾次茶之後，兩人很快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
朋友。 

後來謝哥發現，顧喬天擁有傲人的嗅覺，讓他如獲至寶。 

有些味道非常清淡的茶香，以他聞了這麼多年的經驗，都還沒辦法在短時間內辦識出來是什麼

茶，但是顧喬天總能很快辨識出茶的種類，而且還是零失誤。 

這也是顧喬天喜歡喝茶的原因，一邊品茗，還能一邊享受並回味著各式各樣的茶香。 

也因為這樣，謝哥聘請他擔任店裡的專屬調茶師，請他幫忙用各種茶葉調配出新的茶飲。 

除了這家總店，謝哥在台北市還開了好幾家分店，也因為顧喬天幫他調了好幾款很受歡迎的茶



飲，讓他店裡的生意是越來越好。 

而在謝哥的介紹下，顧喬天偶爾也會幫芳香工作室設計並調配精油、香氛噴霧等等。 

顧喬天會出現在這街道上，正是因為他準備送幾款新調製的茶飲配方去給謝哥。 

在等待紅綠燈的顧喬天緊了緊衣領，從小他的體質就和別人不同，不管外面的天氣再怎麼熱，他

不但一點都不覺得熱，反而還會覺得冷。 

念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天氣很熱，但為了不再招惹同學異樣的眼光，上體育課的時候，他刻意脫

下外套，結果外套才脫下沒多久，他就臉色發青、嘴唇發紫、還起了一排又一排的雞皮疙瘩。 

也因為這樣，之後師長們都不敢再去管顧喬天的穿著。 

那次顧喬天自己也是真的被嚇到了，加上爺爺奶奶不斷叮嚀他，會冷就要多穿衣服，不可以拿身

體健康開玩笑，所以後來只要覺得冷，他就不會再去管氣溫幾度，也不會再理會旁人異樣的目光，

依自己的感覺來穿衣服，畢竟身體是自己的。 

在等前方小綠人號誌亮起的時間，顧喬天無聊的望了望四周，發現身旁的人幾乎每一個都是低著

頭在滑手機，讓他不得不感嘆，手機真的是大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 

「咦？」顧喬天的眼角餘光突然瞥見有個大約三、四歲的小男童，在行人通行燈號還沒亮起的情
況下跑到馬路上，更危險的是他的身旁並沒有大人照護著。 

眼看好幾輛車子呼嘯而來，這個時候已經沒有時間去找他的家人把小孩拉回來了，顧喬天想也沒

有想，奔向小男生，一把抱起他之後就往回跑。 

回到路邊，顧喬天剛把小男童放下，立刻有一個心急如焚的婦人把小孩接了過去。 

當她充滿感激望向顧喬天，似乎想要跟他說些感謝的話時，卻突然瞪大眼、張大嘴，那驚恐的模

樣，就好像看見非常可怕的事情一樣。 

顧喬天都還來不及問說怎麼了，就聽見「砰」的一聲，接著一陣天旋地轉，他發現自己被拋到半
空中。 

接著又是「砰」的一聲，落回地面上的顧喬天只覺得眼前一黑，都還沒搞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
人已經暈死過去了。 

他再醒來的時候，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憂心的男人臉龐。 

雖然才睜眼，意識還不是很清楚，但是顧喬天一眼就認出來了，這個男人是他從小一起玩到大的

玩伴，大他兩歲的張文慈。 

「你怎麼來了？」顧喬天試著要坐起來。 

「醫院通知我的。」張文慈按住他的肩膀，不讓他坐起來，憂心的說：「你先別亂動，醫生說你

撞到頭，擔心會有腦震盪，所以才把你留院觀察。」 

試著動了動自己的手腳，又看了一下自己的身體，發現身上只有幾處擦傷，加上並不會覺得頭暈，

顧喬天笑道：「我沒事，讓我坐起來。」 

「好吧。」又看了一下他，確定真的沒什麼大礙，張文慈才放開手，扶他坐起身。 

坐起來之後，顧喬天突然覺得胸口怪怪的，伸手一摸卻抓了個空，不禁皺起眉頭，「爺爺送給我

的玉牌不見了！」 

那面玉牌是顧喬天已逝的爺爺送給他的滿月禮物，也就是說從滿月那天開始，這面玉牌就一直跟

著他，現在突然不見了，讓他非常的緊張。 

「那個……」張文慈拿出一個裝珠寶用的紅色小香包遞給他，吞吞吐吐的說：「你的玉牌在這裡，



是車禍現場的路人交給醫護人員的，不過……」 

「不過什麼？」顧喬天開心的接過來，但東西一入手，他就知道張文慈想要說什麼了。 

因為原本是圓形的玉牌，此刻卻已經裂成好幾塊，不用說，一定是被摔碎了。 

果然，顧喬天打開那小香包一看，發現裡面是幾塊玉牌的碎片，心裡立刻一陣酸楚。 

「不要難過了，改天我再幫你買一塊新的玉牌，肯定比這個還大。」張文慈用力的拍了拍自己胸
脯做保證。 

「要那麼大幹麼？我又不是佛像金身。」顧喬天吐槽道，很明白張文慈只是在安慰他，畢竟這塊
玉牌是已逝的爺爺送給他的，絕對無可取代。 

從中取出一塊最大的玉牌碎片，顧喬天仔細的端詳著，越看眉頭皺得越緊。 

張文慈突然從他手裡拿走那片玉牌碎片，在眼前一邊仔細察看，一邊說道：「阿天，這玉牌上面

有刻字，你知道嗎？」 

「刻字？」顧喬天搖了搖頭，「刻了什麼字？」))他原以為是紋飾。 

「這是篆文，是鎮壓陰氣之類的符文。」張文慈說道。 

顧喬天不明白的問道：「你的意思是說，我爺爺給我這面玉牌是為了鎮壓陰氣？什麼陰氣？」 

「沒錯。會用符文和玉牌來鎮壓陰氣，通常都是配戴的人陰氣過重。」張文慈回應。 

「不要鬧了，這怎麼可能？我哪裡陰氣過重了。」顧喬天一向都不相信這些怪力亂神的東西。 

「我很認真，」張文慈正色說道：「你看你，天氣那麼熱，別人是巴不得把衣服都脫光，你卻還

穿著長袖毛料襯衫，這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被他這麼一說，顧喬天還真不曉得該怎麼反駁，因為從小他的體質的確和別人不太一樣，過了一

會兒才不服氣的說：「好吧，我承認我身體比較虛，但是和你說的什麼陰氣太盛、需要鎮壓之類

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要不相信，玉牌的事都是你爺爺跟我說的。」張文慈說道。 

「但是你說玉牌是用來鎮壓陰氣這件事情太扯了，我才不信。」顧喬天搖著頭。 

「是真的，不是跟你說過了，你爺爺是我們組織的大老，在我們都還小的時候，他就一再的跟我

說，讓我以後好好的照顧你。」張文慈信誓旦旦的說。 

「組織？你是說『政府委外特殊事件處理組織』？」常聽他提起，但顧喬天還是再一次確認。 

「對，簡稱『特事組』，它隸屬於我們的『日光』組織。」張文慈挺了挺胸，頗以自己的組織為
豪。 

「喔。」每次見面，張文慈總愛跟他說特事組的事，不信邪的他總覺得他愛吹牛。顧喬天漫應了

一聲，懶懶的打了個哈欠。 

「沒禮貌，我在跟你說重要的事情，你卻一直打哈欠？」張文慈佯怒的說。 

不想再和他糾纏下去，顧喬天立刻轉移話題。「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出院？」 

「我去問問，看是不是要讓醫生來幫你看一下。」 

把玉牌碎片還給他後，張文慈又拿了一小包紙袋裝的東西給他，笑道：「猜猜看我帶了什麼來給

你？」 

顧喬天動了動鼻翼後，眉開眼笑的說：「紅豆餅！」 

「瞧你開心的，沒錯，就是紅豆餅，還是萬丹的紅豆喔，你先吃吧，我去幫你問問出院的事情。」
邊說，張文慈走出病房。 



說起這個張文慈，從小就很照顧我，難道他真的是受了爺爺的託付？望著他的背影，顧喬天思索

著。 

張文慈離開沒多久，顧喬天正想要吃紅豆餅，卻發覺自己的鼻子突然開始發起癢來，一連打了好

幾個噴嚏，眼淚和鼻涕不斷奔流而出，標準的過敏症狀，因為很不舒服，他一再的捏住鼻子左右

移動，又擤了幾次鼻涕，希望能幫自己止癢。 

試了幾次之後，鼻子總算不再那麼癢了，不過卻有一些奇怪的味道開始侵襲他的鼻腔，不單單是

消毒水的刺鼻味道，還有超級難聞的血腥味，甚至還有肉類腐爛的噁心味道。 

當然，醫院會有這些味道並不奇怪，只是顧喬天的嗅覺雖然好，但是在這之前，他卻沒有聞過如

此強烈的異味。 

而且，他慢慢的也聞到一些醫院裡不該有的味道，像是海和湖水的味道，還有像是烤肉烤過頭的

燒焦味。 

這幾種強烈的刺激氣味不斷在他鼻腔裡撞擊，混合成一種新的味道，讓他非常難受，最後他忍不

住了，一陣反胃過後，他覺得肚子裡面有東西往上衝，驚覺不妙的他伸長了手想要拿面紙，一時

間卻找不到面紙盒，還好，有個好心人抽了幾張面紙遞給了他。 

顧喬天立刻把面紙捂在嘴上，及時接住了從嘴裡吐出來的穢物。 

等他清理完並把面紙丟入垃圾桶之後，想跟剛才幫他拿面紙的人道謝時，才驚覺病房裡面根本沒

有其他人。 

「文慈，不要鬧了。」從小張文慈就喜歡對他惡作劇，而有來看他的也只有張文慈，所以顧喬天

直覺認為這個在鬧的人就是他。 

然而當他下床，穿上張文慈帶來的外套後，在病房裡裡外外都找過一遍，還是沒找到張文慈的人。 

算了，不理他就是了，沒人跟他玩，看他怎麼堅持下去。 

走到窗戶邊，顧喬天自顧自的看著窗外的景色，沒多久就聽見「喀嚓」一聲，他身後傳來有人打
開房門的聲音。 

顧喬天裝作沒聽到那開門聲音，依然故我的看著窗外。 

「喀嚓。」又是一聲開門聲。 

就不理你，看你怎麼玩。假裝正經端著臉的顧喬天，努力忍住笑。 

接著顧喬天聽到一陣輕微的腳步聲，緩緩的朝著他走來，應該是張文慈刻意放輕腳步，他靜靜的

等待著，打算在最佳的時刻做出全力反擊…… 

就是現在！當那腳步聲來到近處的時候，顧喬天突然往後一轉，不但做鬼臉，還故意發出非常大

的吼叫聲，就是想要把張文慈嚇破膽。 

奇怪的是當他回過頭之後，並沒有看見張文慈的身影，而且也沒有其他人。 

顧喬天愣住了，如果不是張文慈，那麼剛才的腳步聲到底是誰發出來的？ 

「嚕嚕嚕……」就在他驚愕不已的時候，有道奇怪的聲音從他的前方傳過來，這時候顧喬天才發
現有道黑影靠在自己的大腿前，剛才之所以沒有看見這道黑影，是因為高度，對方的高度還不到

他的腰際。 

緩緩的低下頭，顧喬天放低自己的視線，想要看清楚這個黑影的模樣。 

那是一個小女孩，如果她不是一臉受到驚嚇的表情的話，肯定是個相當可愛的女孩，當然，還必

須忽略她頭上那個拳頭大、可以看見腦漿的傷口。 



「哇哇哇—」在顧喬天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那個小女孩就大叫著撲向他，伸出兩隻小手掐住他
的脖子，血紅的雙眼透出凶惡的目光。 

雖然小女孩的手很小，但是被她掐住脖子的顧喬天，立刻感受到一股劇痛襲來，不但無法順暢呼

吸，還讓他疼得五官都扭曲了。 

因為實在太痛苦，顧喬天本能的抓住小女孩的手，想要將它們掰開，沒想到才一抓住她的手，他

立刻感受到有一股冰冷至極的感覺順著雙手襲上心頭。 

在這同時，顧喬天的頭部傳來一股被擊打的疼痛，不曉得是什麼硬物不斷的在敲著他的頭，把他

的頭都敲破了，他甚至還能聽到頭蓋骨破裂的聲音。 

不過很快的他就發現，這並不是自己身上發生的事，而是小女孩那邊傳過來的記憶影像。 

他咬牙跟小女孩對抗，好一會兒，小女孩終於鬆開雙手跑掉了。 

死裡逃生的顧喬天用力喘著粗氣，望著那個可怕小女孩的背影，她跑了幾步路之後，回頭看了他

一眼才又跑開。 

這時候，顧喬天發現，小女孩眼裡原本的血紅變淡了，目光也不再那麼凶惡，頭上的傷口也不見

了。 

在顧喬天驚愕的目光中，那個小女孩居然穿過門，就這樣消失不見了。 

「怎麼可能？」揉了好幾下自己的雙眼，不信邪的顧喬天走向大門，想要打開門察看小女孩究竟
跑去哪裡了。 

在他拉開門的那一瞬間，有個人剛好就在門口，被他突然開門的動作嚇到了。 

「你怎麼知道我回來了？還特地到門口來迎接。」張文慈訝異的望著他。 

「剛才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小女孩從我的病房裡跑出去？」顧喬天望著門外，答非所問。 

「沒有，我一路走過來，完全沒有看到什麼小女孩。」張文慈在肯定回答的同時，又回過頭看了
一下。 

「沒有？！剛剛明明有個小女孩，她的頭破了一個大洞，不但掐我脖子，而且還可以穿牆而過。」
抓了抓自己的頭，顧喬天捂著剛才被掐到發疼的脖子，很難相信自己居然會說出這麼不科學的話

來。 

這些形容不就是鬼嗎？畢竟是吃這行飯的，張文慈直覺認定。 

「掐你脖子？那她為什麼後來會鬆手？」發現顧喬天的脖子上真的有掐痕，張文慈追問道：「一

般來說，像這種想要抓交替的惡鬼，一旦攻擊某個人，除非對方死了，不然不可能會鬆手的。」 

「惡鬼？」顧喬天搖了搖頭，說道：「我也不曉得，我記得當時有抓住她的手想要掰開，然後她

就放手了。」 

「有這種事？算了，這個之後再說。」張文慈沉下臉，從西裝口袋裡拿出一張符籙，怒氣沖沖的

說：「現在的重點是這個可惡的小鬼，竟然連我的兄弟都敢動。」 

「你想做什麼？」顧喬天狐疑的望著他。 

「你撞鬼了，那惡鬼竟然敢動你，我一定要收了她。」張文慈雙目炯炯的察看著四周。 

「別……」按著有些發疼的額頭，堅持不信邪的顧喬天搖了搖頭，「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車禍

時撞到頭，所以產生幻覺？」 

沒找到那個小女鬼的身影，張文慈這才收起符籙，擔心的望著顧喬天，「如果是幻覺，你脖子上

的掐痕怎麼解釋？」 



「這……」的確，剛才那個小女孩頭上破了那麼大的洞，居然還跟沒事人一樣，還有穿牆而過的
事情，如果不是鬼也不是幻覺，根本就沒辦法解釋。 

拍了拍他的肩膀，張文慈安慰道：「沒關係，我會保護你的，先出院再說。」 

「好，什麼時候可以走？」顧喬天已經待不住，剛剛的驚嚇實在太大，而且過敏也讓他難受。 

「現在，醫生說只要你不會頭暈或不舒服的話，就可以出院了，」張文慈把手裡的單據全塞到他

手上，「所以我直接幫你辦好出院手續。」 

「謝謝。」收下那些單據，顧喬天感激的說：「還好有保險。」 

「對了，撞到你的人是一個女學生，她早上還帶了一盒水果禮盒來看你。」張文慈推了一下他的

手臂，取笑道：「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喔！」 

「別鬧了。」顧喬天沒好氣的說：「反正我也沒什麼大礙，就不要再麻煩人家了。」 

「OK。」張文慈一邊幫他整理要帶走的物品，一邊說：「等會兒先帶你去吃碗豬腳麵線，去去

霉運。」 

「好啊，謝謝。」其實吃豬腳麵線去霉運這種事情，顧喬天當然沒在信，不過他是真的肚子餓了，
所以很開心的答應。 

兩個人離開病房到停車場，張文慈就載著顧喬天直奔豬腳麵線店。 

「等等帶你去的那家豬腳麵線超有名也超好吃，每天都座無虛席、大排長龍。」開著車的張文慈

比手劃腳、口沫橫飛的說道：「我也很久沒去吃了，每次一想起他們家軟嫩的豬腳，總會不自覺

的流口水。」 

「真的有這麼好吃？」聽他這麼一說，顧喬天的肚子也咕嚕嚕的叫了起來。 

停好車之後，張文慈熟門熟路的帶著他走進巷弄裡，隨著張文慈在巷弄裡面拐了好幾個彎之後，

顧喬天總算看到他所說的那家「阿國豬腳麵線」了。 

來到店門口，顧喬天仔細看了一下它的門面。 

這家店不算大，呈現長方型，最前面擺著一個攤位，後面是座位區，兩邊各擺放三張的四人桌。 

顧喬天比較納悶的是，在這麵線攤前方，他不但沒有聞到應有的香味，反而是聞到一股淡淡的腐

臭味。 

「你沒事吧？」張文慈突然用手肘頂了他幾下。 

「什麼？」顧喬天不解的回望著他。 

「我問你為什麼發呆？」張文慈疑惑地問道。 

「我哪有？」顧喬天搖了搖頭否認。 

「你剛才好像在聞什麼東西，然後就一臉呆滯，還搖頭晃腦的，沒事就好。」張文慈這才放心。 

走進店裡時，顧喬天看到麵線攤的後面站著一個光頭男人。 

那男人穿著一件酒紅色的圍裙，上面還繡著金黃色的「阿國豬腳麵線」字樣。 

只見他挺著一個大肚腩，雙手環胸，一看到他們走進來，一雙如銅鈴大的眼睛就這麼定在顧喬天

的身上。 

因為男人的臉上完全沒有笑容，加上他的目光犀利，顧喬天被他看得有些手足無措，急忙把目光

移開，裝作若無其事般望向店內。 

話說，怎麼店裡面一個客人都沒有？ 

顧喬天愣住了，張文慈不是說這家豬腳麵線的生意非常好？ 



「你先看一下要吃什麼。」遞了一小本粉紅色的點菜單給他，張文慈指了指店內，「我先進去和

老闆打聲招呼。」 

「好。」他還以為站在麵線攤後面、那個霸氣十足的男人才是老闆。 

找了個位子，顧喬天先拿出自備的溼紙巾，把桌子和椅子都擦過一遍之後才坐下來。 

因為從小就有過敏體質，所以顧喬天比較重視清潔衛生，也都會隨身攜帶各種清潔用品，像是乾

洗手、除塵紙、口罩等等，以備不時之需。 

看見他這個樣子，張文慈無奈的搖了搖頭，由於一起長大，他知道顧喬天從小就有潔癖，相對之

下比較不重視這些的他，就常常被顧喬天嫌棄太過邋遢。 

除了豬腳麵線之外，顧喬天還勾選了幾樣小菜，然後拿著點菜單走向那個站在攤子前的光頭男人。 

顧喬天把手裡的點菜單遞向他，禮貌的說：「這個麻煩你了。」 

沒想到那光頭男人並不伸手去接點菜單，而是把雙眼瞪得更大，直勾勾的盯著顧喬天看。 

「怎、怎麼了？」在他的逼視下，顧喬天莫名心虛起來，不自覺的摸了摸自己的臉頰，問道：「我

的臉上有什麼東西嗎？」 

「第一，豬腳要先用加入薑片的沸水川燙後，再用清水洗淨備用。」光頭男人突然對著顧喬天大
吼。 

「什、什麼？」顧喬天嚇了一大跳。 

「第一，豬腳要先用加入薑片的沸水川燙後，再用清水洗淨備用。」光頭男人又吼了一次。 

「豬腳要先用加入薑片的沸水川燙後……」顧喬天下意識跟著複誦一遍他所說的話。 

光頭男人點了點頭，用讚許的眼光看著他。 

「第二，將鍋子加入一大匙的油與兩大匙的冰糖，然後以中火加熱至糖溶化並變成漂亮的焦糖

色。」光頭男人又說了第二點。 

知道他是要自己複誦，所以顧喬天又跟著念了一次。 

就這樣，光頭男人一共說出五點，才停了下來。 

當顧喬天把第五點也念完後，光頭男人依然盯著他看，接著朝他努了努下巴。 

沒能理解他的意思，顧喬天只好學他也跟著努了努下巴。 

「第一點！」光頭男人又吼了一聲，顧喬天都可以看見他額頭上清楚的浮現出一條青筋了。 

「好、好，我再念一次，第一點……」還好，顧喬天的記性一向不差，再一次念出剛才光頭男人
要他念的字句。 

等顧喬天把五點都念完，突然聽見身後傳來「砰」的一聲，把他嚇了一大跳，急忙回過頭察看。 

他看到張文慈，不過那聲大響並不是他發出來的，而是一個穿著和那光頭男人同款圍裙的年輕男

人，那個年輕人不曉得為什麼撞翻桌椅，摔倒在地上，還一臉激動的望著他。 

「你沒事吧？」一旁的張文慈和一個留著長髮的年輕女人急忙把他扶了起來。 

「我沒事、我沒事……」男人手腳俐落的爬起身，焦急的問著那個年輕女人，「有沒有抄下來，

剛才他說的那五點都抄下來了沒有？」 

「抄好了。」年輕女人把記事本遞給了他。不曉得為什麼，她的雙手抖動得非常厲害。 

「太好了、太好了。」男人激動到眼眶都泛紅了。 

一頭霧水的顧喬天望著張文慈，想要從他的臉上得到答案。 

張文慈一邊朝他走近，一邊問道：「你剛才……為什麼會念出那些字句？」 



「就那個光頭男人要我念的啊，我也不曉得為什麼。」自覺無辜的顧喬天，把手指向麵線攤，不
過當他望過去，卻發現那個光頭男人不曉得跑去哪裡了。 

「光頭男人？」挑高右眉，張文慈狐疑的望著他。 

「對啊，不知道他跑去哪裡了……」顧喬天話都還沒說完，突然覺得雙手手臂傳來一陣劇痛，回
頭一看，就見到那個穿著圍裙的年輕男人緊緊抓著他的雙臂，對方抓得十分用力，那指甲幾乎就

要刺進他的肌膚。 

「光頭男人？」那年輕男人激動的問道：「他是不是眼睛很大，看起來很凶，還挺著大肚腩？」 

「對、對，就是他，是他要我念的，有什麼問題嗎？」顧喬天很擔心自己是不是在無意間招惹了
什麼禍事。 

「他是我爸……」年輕男人再也抑制不住淚水，任它們在自己的臉上泛流。 

「原來是你爸，」還搞不清楚狀況的顧喬天抓了抓頭，問道：「那你為什麼要哭呢？」 

「他、他……」年輕男人哽咽到不行，已經說不出話來。 

在他身後的年輕長髮女人見狀，這才接口說：「我的公公在上個月已經往生了。」 

「什麼？！」顧喬天就好像被雷劈到一樣，難以置信的說：「妳的意思是說，剛才我看到的那個

光頭男人是他的爸爸、妳的公公，而他上個月就已經死了？」因為情緒太過激動，他已經沒辦法
再去注意用詞了。 

「嗯。」女人頷首回應。 

「我跟你說……」張文慈把他拉到一旁，輕聲說道：「這個男人叫做呂學正，他的父親、也就是
阿國豬腳麵線的老闆，上個月因為心肌梗塞往生了，也因為走得太急，所以沒有將他豬腳麵線的

黃金配方留下來。」 

「啊！」顧喬天恍然大悟，「所以剛才我念的那五點，就是阿國豬腳麵線的黃金配方？」 

「是這樣沒有錯。」張文慈頷首，「也因為之前他們沒有取得配方，煮不出他父親的豬腳麵線味

道，以至於生意一落千丈，他們正打算過幾天就要把店收掉了。」 

「所以，我剛才撞鬼了，你的意思是這樣嗎？」顧喬天實在很難相信剛才看見的那個光頭男人是
鬼，畢竟他看起來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啊。 

「一定是的，剛才你念的食譜只有他父親才知道。」張文慈肯定的點了點頭。 

「不，你們一定是在開玩笑的，對不對？」顧喬天四處張望著，他相信那光頭男人一定還躲在附
近。 

「我不會拿父親的死活來開玩笑的，」呂學正緊緊的抓著顧喬天的手，激動的說：「以前他要我
來麵線攤跟他學，我因為貪玩，一點都不想接下這個擔子，沒有好好學，總是想著天塌下來也還

有老爸頂著，卻沒想到他會說走就走，讓我措手不及，就算想要接下麵線攤生意也沒辦法，還好

你來了……」 

顧喬天已經不曉得該怎麼回應了。 

「如果你還有看見我爸的話，麻煩你跟他說，這次我一定會認真做，不會再讓他失望了。」呂學
正突然朝顧喬天跪了下去。 

「千萬別這樣，我受不起。」顧喬天想要把他扶起來。 

「你一定要答應我，幫我轉達這些話，不然我不會起來的。」)呂學正堅持。 

「好，我答應你，如果再遇見他，一定會幫你轉達的。」儘管一點都不想要撞鬼，卻又不想一直



被人跪，顧喬天只好先答應再說了。 

「真的很謝謝你，以後你來吃豬腳麵線，我不會收你錢。」呂學正感激的說。 

「那可以先來一碗豬腳麵線嗎？」指了指顧喬天，張文慈說道：「先幫他去去霉運。」 

「沒問題、沒問題，只是沒有按配方煮的豬腳麵線沒那麼好吃就是了。」 

呂學正和他太太急忙煮了一碗豬腳麵線過來給顧喬天，但才吃了一口，顧喬天就知道為什麼會沒

有人來光顧了，因為湯汁太鹹，豬腳也太硬。 

看見他嫌惡的表情，呂學正抓了抓頭，滿懷歉意的說：「你放心，等你下次來，一定會讓你吃到

全台灣最好吃的豬腳麵線。」 

「好。」真的是不好吃，顧喬天放下筷子，笑道：「那我就把肚子先留著了。」 

離開店鋪，張文慈開著車準備送他回去。 

「托你的福，以後我們有免錢和免排隊的豬腳麵線可以吃了。」張文慈臉上洋溢著幸福。 

「為了你的健康，豬腳這種東西還是少吃點。」顧喬天提醒道。 

「好，你的關心我記住了。」怕他繼續嘮叨，張文慈趕緊點頭附和。 

「所以我看見的那個光頭男人，真的是鬼嗎？」回想剛才在豬腳麵線攤的狀況，顧喬天仍然抱持
著懷疑的態度。 

「不會錯，兄弟不會騙你的，你是真的撞鬼了。」張文慈用力的點了點頭。 

「為什麼我以前從來沒有撞過鬼，現在卻突然開始撞鬼？而且是從我車禍之後才開始？我想一定

是因為撞到頭，等回診的時候，我要請醫生再仔細檢查檢查。」顧喬天還是不肯相信。 

「好，是該檢查一下，我也擔心。」張文慈若有所思的說。 

把顧喬天送回住處之後，張文慈還特意在他房門的上方貼了張符籙，防止鬼魂擅自闖入，不過他

沒讓顧喬天知道，免得鐵齒的他私自取下那道平安符。 

回到家之後，顧喬天沒再遇見怪異的狀況，心情安定許多，也更相信自己之所以會遇見那些怪異

的東西，一定和車禍撞到頭有關。 

洗了個熱水澡，人也舒服多了，顧喬天先幫自己的傷口換藥，然後打了通電話給謝哥。 

原本是要送新調配好的茶過去給謝哥試飲的，沒想到會出車禍，所以顧喬天要和他改約時間。 

「你多休息幾天沒關係，身體重要。」電話那頭，聽說他出意外，謝哥最關心的還是他的身體狀
況。 

「謝哥，你放心，沒事的，我明天早上過去。」顧喬天很堅持。 

「好吧，要注意安全。」謝哥不忘提醒。 

掛上電話後，覺得疲累不堪的顧喬天立刻躺到床上，準備睡覺，但半夢半醒間，他好像聽到有人

在敲玻璃，弄出「叩叩叩」的聲音。 

一開始他還以為是自己在作夢，但是那聲音卻越來越響也越來越急促，將他整個人驚醒。 

「是誰在敲門？」 

朦朦朧朧的顧喬天，一開始還走向房門，但又一陣「叩叩叩」的敲擊聲後，他才辨認出聲音是來

自於窗戶，所以走了過去，準備打開窗戶，看看是誰這麼沒有禮貌，大半夜的跑來敲人家窗戶。 

才走到窗戶前，還沒將窗帘拉開，顧喬天就發覺事情不太對了，這裡是六樓啊，怎麼可能會有人

在外面敲窗戶？而且還是在這大半夜的。 

雖然心中有這樣的疑問，但是顧喬天還是忍不住慢慢的掀開窗帘，想要知道窗戶外面到底是什麼



狀況。 

當他將窗帘掀開一角，看清窗戶外面的狀況時，整個人被震懾住了— 

有個年輕的女人就在窗戶外面，雙手緊緊抓著他的窗緣，一臉惶恐的望著他，還不斷喊著，「救

我，我快要掉下去了……」 

雖然隔著窗戶，顧喬天還是可以聽得見她的哭叫聲。 

「求求你，救救我……」哭紅雙眼的女人顯然是被嚇壞了，眼神充滿了恐懼和祈求。 

情況實在太危急了，顧喬天知道這女人絕對沒辦法撐到他去找人來幫忙，所以立刻打開窗戶，伸

長手，焦急的說：「妳千萬不要放手，我來拉妳。」 

「救我、救我……」女人不斷的哭泣。 

「咦？」不曉得為什麼，顧喬天才一打開窗戶，就有股噁爛至極的味道撲鼻而來，這味道太過噁
心，讓原本已經伸長手的顧喬天忍不住往後退了一下，這也讓他和那女人之間的距離拉開了一些。 

「求求你……救救我……」擔心他會離去，女人哭叫得更大聲了。 

「妳放心，我不會丟下妳的。」知道現在是危急時刻，顧喬天只好屏住呼吸，再一次的伸長手去
拉她。 

而在顧喬天正準備用力將她往上拉時，突然有股力道早一步將他往外拉，還好，他是用右手拉住

那個女人，左手才能在危急的時候撐住牆壁，沒有在第一時間被拉出窗外。 

只是他都還來不及慶幸，就發現女人原本清秀可憐的面貌突然變樣，整個頭臉都是血，那可怕的

模樣真的把顧喬天給嚇壞了，急忙想要把伸出去的右手給拉回來。 

不過那女人可不願放開顧喬天的手，一邊將他往外拉，一邊還不斷尖聲吼叫，「下來！快點下來

陪我，快點！」 

誰要下去陪妳！此時的顧喬天只想趕快把手拉回來，然後把窗戶關上，用盡全身的力氣在和她對

抗。 

沒想到的是，那個女人身形看起來纖瘦，力氣卻很大，逐漸抵擋不了的顧喬天上半身已經被拉出

窗外，眼看就要掉下樓。 

「不要怕，快下來陪我，很好玩的，一點都不痛，我從十幾層樓的樓頂跳下來的時候，一點都不

痛喔……」女人的表情既猙獰又可怕。 

「我不要！」顧喬天怒吼，「快放手！」 

「我不會放手的，下來吧，下來吧……」眼看就要把他拖下樓了，女鬼笑咧了一張血盆大口。 

「我不要下去！」顧喬天用力扭動著身體，想要把失去自由的右手拔回來。 

因為他這樣晃動身體，有個東西從他的衣服裡面掉了出來，而且在掉出來的瞬間發出一道眩目的

白色亮光。 

這亮光顧喬天感受起來完全沒什麼，就好像被手電筒照到那樣，但是那滿臉是血的女人卻好像被

雷劈到一樣，瞪大雙眼、張大嘴，一副驚恐至極的狼狽模樣。 

「啊啊啊—」女人不但放開了顧喬天的手，在快速往下墜落的時候，還發出淒厲至極的哀號聲。 

一點都不想去關心她的狀況，顧喬天縮回右手，第一時間就把窗戶關起來並拉上窗帘，然後整個

人跌坐在地板上，不斷喘著粗氣。 

顧喬天看了一下剛才救了他一命的東西，是爺爺送給他的玉牌碎片，雖然已經不完整，但他還是

將玉牌碎片裝進一個平安符的小袋子裡，然後繼續掛在脖子上，卻沒想到它竟然會救了自己一命。 



問題是那個女人到底是什麼東西？為什麼一直要把他拉下樓去？ 

在平緩自己情緒的同時，顧喬天也開始試著思考剛剛發生的事。 

她是鬼嗎？又或者是因為車禍時曾撞擊到頭部，所以造成他的幻聽幻視？ 

剛才那個女人一直要把他拉下樓，如果說幻覺會危及他性命的話，那一定要治好。 

擔心自己會死於非命的顧喬天，決定明天去謝哥那邊之前，先去醫院做個檢查。 

這一夜，顧喬天睡得很不好，雖然不再有敲窗戶的聲音，但卻一直聽到有人在說話，不是很大聲，

也聽不清楚到底在說什麼，但就是可以感覺到有人在窗戶外面說話。 

最後他雙手緊緊握住那塊玉牌碎片，一陣清涼的感覺竄上心頭之後，才讓他緊繃的心情平靜下

來，真正的進入睡眠狀態。 

還好，爺爺有送給我這塊玉牌，不然我可能就小命不保了…… 

顧喬天的夢中出現爺爺的慈祥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