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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一輛救護車呼嘯而過，停在了醫院急診室前。 

莫頓站在街對面，透過朦朧的雨幕，看到了一個俊美非凡的男人。 

他穿著白袍，神情凝重認真，正從救護員手裡接收傷患。 

「心跳停止！」 

在護士的驚叫中，男人檢視了傷勢後，直接對傷患做起心肺復甦術，熟．練的按

壓，同時冷靜的指揮。 

「聯絡家屬，馬上準備手術！」 

莫頓不是因他沉穩的態度而看得目不轉睛，而是透過對方的面容，他看到了另一

張不屬於人類的臉孔。男人的五官依舊俊美、輪廓深邃，肌膚卻白皙得近乎沒有

血色，且眼眶周圍有著深紅的陰影痕跡，莫頓知道，那美麗的薄唇一張開肯定會

露出尖牙，他不是人類。 

眨眨眼，男人的面容在他眼裡又恢復了平常，是的，這是莫頓身為海汀加家族獵

魔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可以看出任何「異形」的原本模樣。 

對面那位英俊優雅的吸血鬼先生，面對大量鮮血的引誘，仍沉著不為所動地救治

著人類。 

這對莫頓來說是件極不可思議的事，他第一次見到如此有克制力的吸血鬼。 

他怔怔望著對方，這時，與他一街之隔的吸血鬼先生抬起頭，視線似乎與他的相

撞。 

那一瞬，那雙湛藍深邃的眼眸，讓莫頓想到自己故鄉南部的大海，一望無際，深

不可測，卻又像聞到陽光與海水的芬芳，他的心被深深觸動了。 

第一章 

阿拉巴馬州有個小鎮，長年瀰漫著淡淡的迷霧，因此被稱為迷霧鎮。小鎮被連綿

山脈環繞，有原始森林景觀，盛產棉花，繁榮又有悠久的歷史，讓它成為這一帶

小有名氣的古鎮。 

雨夜，靈魂酒吧。 

這幾個月是雨季，令霧氣更濃，加上飄落的雨絲，小鎮的夜晚也別有情調。 

靈魂酒吧是迷霧鎮有名的 Bar，但如果是一個外地人走入，就會奇怪的發現酒吧

裡都是男人，沒有女士，這才會知道靈魂酒吧是家同志酒吧，不過顧客水準都不

錯，生意一向興隆。 

八點半，藍走進了酒吧。像往常一樣坐到吧檯邊，熟識的酒吧老闆約瑟遞來了調

好的琴湯尼。 

藍拂去肩上的雨珠，迷人的側臉被燈光投出夢幻的光影。 

不遠處一位第一次來的男人，直直望著藍，眸中露出被吸引的癡迷。 

約瑟先注意到了，對藍微微一笑，「很久沒來了，最近醫院很忙嗎？」 

藍．特里斯是鎮上一家大醫院的醫生，通常會在周末時過來店裡坐坐，幾乎每一

次都能擄獲不錯的男人一起過夜。 

他從未見過藍跟誰維持一段長久的關係，簡單來說，他是個不談情的男人，但許



許多多的人還是為他著迷。 

藍有一百八十公分的身高，臉龐英俊，氣質高貴，據說先祖是法國貴族，眼眸湛

藍純淨，髮色卻是墨般的黑，皮膚白皙，但是有種野性的俊美，並不是文質的陰

柔，他的嘴唇通常有一點蒼白，但那種淡淡的色彩卻分外誘人。 

比如此刻，他緩緩啜飲下一口酒，略微濕潤的嘴唇散發著無聲誘惑。 

見藍伸手揉了揉肩頸，似乎在緩解自己的僵硬，約瑟臉上帶笑，說話的口吻帶著

一點調侃。「得了吧，你也會覺得脖子痠痛嗎？不會吧，別裝了。」 

「你去站一場四個小時的手術試試。」藍唇角微翹，表情有一點俏皮。 

「又是長時間的血漿誘惑，有沒有心動？」約瑟黑眸閃亮亮地盯著藍。 

藍淡淡掃了他一眼，品了一口自己杯中的酒，不答反問：「約瑟先生，你何不自

己試試？」 

約瑟朗聲笑起來，有種狂野的性感魅力。 

「謝謝建議，不過你知道的，我只對狩獵感興趣。」他笑完，有禮的回應，只有

在說到狩獵這個詞時，眼底閃過一絲渴望，令人感受到野獸似的氣息。 

接著他看見那邊一直觀察藍的男人，已經拿著酒杯走過來，不禁輕笑一聲說：「你

的麻煩來了。」 

藍微轉頭看了下，回頭微嘆口氣，「確實是麻煩，不是我喜歡的類型，你不幫幫

我？」 

「幫你，我要收好處的。」約瑟挑眉回了一句。 

 

他話才說完，就注意到有個生面孔推門進來，而這個人在店裡引起一陣不小的騷

動。 

許多人呆呆看著他走過身邊，性感的翹腎，健碩的身材，讓某些正在尋覓伴侶的

男人一陣心跳加速，想要親近他。 

其他客人的騷動、議論，以及投注的眼光，剛進門的莫頓似乎都沒有察覺，他逕

自走到吧檯邊，對約瑟說：「給我一杯威士忌。」 

他這句話，正好打斷那個欲搭訕藍的男人的行動。 

莫頓還直接在藍身邊坐下，使站立在旁邊的男人十分尷尬，想向藍提出邀約的勇

氣，一下化為烏有。 

「先生，我再替你續杯啤酒？」約瑟好心地為男人解除尷尬。 

「好的，請送到我的座位。」男人只得不甘心地回到自己座位，目光仍是看著藍。 

但藍卻在打量著莫頓。 

身旁的男人穿著簡單的深藍襯衫，袖子捲起來，露出手臂結實的肌肉，牛仔褲有

些皺，也有些污漬，像是個旅行者。他的面容俊逸斯文，體格卻是高大健壯。 

他的眼睛是迷人的琥珀色，頭髮有些凌亂，散亂在額際的髮絲，讓他顯得有一點

孩子氣，但是又混合了男人落拓不羈的味道，十分讓人心動。 

無論怎麼看，都是一個好貨色。 

藍笑起來，湛藍的眼眸彷彿閃爍晶亮光芒，換做旁人肯定被迷倒，約瑟看了卻只



想翻白眼，覺得這個笑得像狐狸的傢伙，心思未免太明顯，也不想想他旁邊那個

男人，豈是會任他宰割的小白兔。 

可藍只覺得今天是自己的幸運日，他看向約瑟說：「再來兩杯威士忌，我請這位

先生喝一杯。」 

聽到藍的話，莫頓轉頭看向他，當琥珀色的眼眸與那雙深藍的眼眸相對時，感受

到某種像電流通過般的衝擊。 

「是第一次來迷霧鎮嗎？我們這個鎮不常有外人來。」約瑟遞上酒的時候，問莫

頓。 

莫頓看了他跟藍一眼，回答，「我在做長途公路旅行，正好經過這裡。」 

他的聲音有些低沉，但就像醉人的大提琴，讓藍沉靜已久的心，也為之迷惑震動。 

 

當藍把莫頓帶回家時，他自己都還有些意外。 

他基本上不會把一夜情對象帶回家，在旅館了事就好，這是許久以來，他第一次

邀請一個陌生人回家。 

不過也許不能算陌生了，他們剛才在靈魂酒吧相談甚歡，莫頓談著他旅行中的見

聞，他很感興趣地聽著，發覺和這個人相處很讓人愉快。 

而男人現在在他家浴室裡。想像一下那畫面，藍有了些期待。 

沒多久，莫頓穿上浴袍出來，他環顧藍的屋子一圈，下了評語，「很優雅的裝潢，

環境又安靜，住在這裡一定很愜意。」 

屋裡每樣東西都極有品味，看起來價格不菲，主人注重享受的性格可見一斑，特

別是剛才奢華舒適的按摩浴缸最能表現。 

藍笑著接受了讚美，開了一瓶紅酒，倒了一杯遞給莫頓。 

昏黃朦朧的燈光，啜飲著紅酒，聽著窗外的雨聲，屋裡的氣氛靜謐且曖昧，經過

長久旅途的莫頓，忽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放鬆，這種感覺，就像回到……家裡

一樣？他在疑惑中，找回了自己必須時時具備的警覺心。 

莫頓再次打量屋子，注意到客廳裡的一幅畫，藍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 

畫像上的男人穿著十七世紀的古典宮廷貴族服飾，看上去像是公爵一類的身分，

頭上戴著羽毛帽，十分華麗，寶劍握在手中抵在地上，畫中人栩栩如生，眉目跟

藍極像，但這幅畫明明已經老舊，色彩不那麼鮮豔有了歲月。 

「這是你？」莫頓忽然說。 

他的話讓藍微微一驚，隨即笑著回答，「怎麼可能，這是我祖先，現在哪能找到

這樣的宮廷古裝來畫像。」 

莫頓探究的目光投注在他身上，藍臉上雖然沒有表現出來，可並不喜歡對方過於

注意那幅畫，於是他站起身，走近莫頓，手搭上他肩膀，眼神有幾分迷離，挑逗

地說：「畫可以再研究，現在我們還是做更有趣的事……」 

他微勾起唇，知道自己現在的樣子是最魅惑迷人的，活了這些年頭，他已經知道

自己擺出怎樣的姿態最能輕易勾動人心。 

他褪下自己的衣褲，赤裸的站在莫頓眼前，他不若莫頓強壯，但也不瘦弱，瑩白



的皮膚有種聖潔感，卻又格外撩人。 

這是很美麗的裸體，莫頓注視著，呼吸粗重起來。 

藍很滿意男人的反應，他會給莫頓一個很愉快的夜晚，因為他很中意他。 

手指撩開對方的浴袍，莫頓健美的身軀便呈現在他面前，不同於自己偏白的膚

色，男人的皮膚是太陽曬出的健康蜜色，彷彿有陽光的味道，讓他想到許久不見

的地中海午後，清澈又分外耀眼的光芒。 

藍的呼吸亦有些急促了，男人撫摸自己時，他能感到自己莫名的顫慄，這是許久

未有的奇妙感受。 

兩人往房間移動，嘴唇交疊在一塊，藍變成了受到攻擊的那方，他的思緒有些混

沌，不太明白情況怎麼會變成這樣，明明一直以來都是他主導一切，但現在，被

男人灼熱有力的唇舌占有，那樣霸道深入的親吻自己，他也不覺得討厭。 

藍發出情不自禁的低吟，被男人火熱健壯的身軀擁抱著的時候，他可以聞到對方

身上血液的活力和香氣，聽到那頸項脈搏跳動的美妙聲音。 

藍的身軀倏然一震，某種他壓抑許久的渴望居然叫囂著衝破禁錮，這讓他感到深

深的震撼。 

恍惚間，他被推倒在床上，莫頓矯健的身軀覆上，與他四肢交纏，他可以感受到

結實肌肉蘊含的力量與男性魅力。 

藍連心底都在呻吟，承受男人熾熱的吻，以及猛烈的愛撫，酥軟的身軀自己都無

法掌控了。 

他拚命抑制自己那種黑暗的渴望，但又被莫頓所侵擾，在他強悍的利器終於埋進

身體時，藍繃緊的身軀倏然一顫，內心似乎也劇烈的震動了一下，分不清是因為

情慾或是別的。 

他的神智似乎瞬間被抽離，只感受到男人火熱強硬的侵襲與自己軟弱酥麻的接

受。 

這感覺其實很美好，只是也伴隨著深深的恐懼，因為他失去對自己的控制力，如

果這時有人想要殺害自己，那簡直是輕而易舉。 

藍喘息著，紛亂的思緒有種難言的情感在慢慢滋長，他害怕那感覺，卻又像渴望

已久。 

「啊……」 

莫頓突然猛烈的一頂令他發出輕呼，男人灼熱碩大的慾望在體內狠狠碾轉了一

下，碰觸到他某處敏感，藍的眼眸被情慾所薰染。 

「做愛的時候你都是這麼不專注？」莫頓喘息著低沉說道，那沙啞的聲音在藍耳

邊迴盪，他喜歡他的聲音，性感得讓人銷魂蝕骨。 

他呻吟著，承受男人狂猛又溫柔的激情，他難以抵抗。 

看樣子今夜他遇到了高手，這傢伙不知道這樣對待過多少人？忽然冒出的想法，

令藍莫名有些氣惱，忍不住一口咬在莫頓肩上。 

「唔……」男人悶悶的一哼，讓藍顫了一下，恢復一絲理智，他打量著自己咬過

的地方，慶幸還好沒有失控到露出獠牙，可為什麼他今夜會這麼失常？ 



藍本能地感到危險，但下一瞬情慾又凌駕其上。 

激烈的節奏似乎漸漸舒緩，變成了溫柔撩撥，或輕或重的抽插撫弄，都讓藍沉醉

的輕哼，無法形容這美好的感受。 

這傢伙絕對是高手中的高手。他迷離的思緒裡只剩下這個說不清是抱怨還是惱恨

的想法。 

從頂峰跌落的時候，男人熾熱的身軀包裹住他，緊緊的膩在一起。 

貼著他火熱的身軀，藍只覺得很舒服，但是莫頓低沉的聲音落入他耳中，打散了

他的迷惘沉醉。「你身體還是好冰……」 

藍張開眼睛，對上了那雙琥珀色的眼睛，當中有抹淡淡的溫柔，打亂了他的內心。 

但莫頓的話提醒了他兩人的差異，他要自己恢復平常的自制冷靜。 

「不想抱著我的話，可以離開。」他的語氣淡然而冷漠，不喜歡編些虛假的理由

去解釋身體的寒冷。 

抱怨他體溫的人，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個性這麼古怪。」莫頓卻笑著輕喃，似乎一點也沒受藍突來的冷淡影響，還是

緊緊抱著他。 

藍望著他，手忽然覆上他面頰，一一撫過男人的五官，最後停留在他的薄唇。 

莫頓唇角勾起迷人的弧度，「是忽然覺得我英俊，渴望再親近一下嗎？」 

藍凝眸看他，「我是有某種渴望，不過不是你想的那種。」 

那雙琥珀色的眼眸似乎黯了一下，反問的話語有幾分認真，「如果我允許你的那

種渴望呢？」 

這句話在藍心底造成波瀾，一瞬間覺得這個男人知道他想幹什麼。 

這怎麼可能呢？ 

藍離開對方的懷抱，坐起身，順從內心的渴望，手指撫上也坐起來的莫頓的頸項，

感受到脈搏的跳動，溫暖又熾熱，像要燙傷他的手。 

他忍不住將嘴唇輕輕印上，低啞的聲音顯得有些誘惑又有些質疑，「你真的允許

我做我想做的事？」 

「是的。」莫頓低低一笑，倏然摟過他，「你想吻我不是嗎？」 

他的話讓藍忍不住在心底嘲笑，不過他決定破壞自己的規矩，因為他真的很想嚐

一嚐這個人的味道。 

他的嘴唇輕輕遊移在莫頓頸項，莫頓只聽到他模糊又迷離的聲音，「你真的很迷

人，我想我抗拒不了……」 

這話語讓莫頓心底有些莫名的顫動，下一秒，卻感覺到自己脖子被尖銳異物刺

入，一股疼痛立時湧現。 

但接下來沒有發生他想像中的事。 

他抬起對方的面孔時，藍並沒有把他的尖牙收回去。 

驚訝於藍的自控能力，他的目光帶上一抹探究。那尖牙明明刺進自己頸項，藍卻

沒有吸吮太多鮮血，因為他現在並沒有呈現全身麻痹的狀態。 

而藍看著莫頓的眼神充滿驚駭跟恐懼。 



「你是海汀加家族的人？」他的聲音像結了冰，冷得徹底。 

莫頓聳聳肩，覺得兩人現在這樣實在很破壞情調，但是坐在他對面，渾身赤裸而

迷人的吸血鬼先生，露出他的尖牙，並且不打算收回，擺明就是有敵意時，他也

只有把話說清楚。 

「我是莫頓．海汀加。」他並不隱瞞。 

「怎麼，獵魔人現在是看到異形就要殺，也不管有沒有犯法了？」藍聲音冰冷。

除了要殺他，他可想不出這傢伙用鮮血誘惑他的目的。 

海汀加家族，赫赫有名的獵魔人家族，專門捕殺他們這些非人類的種族。 

吸血鬼若吸食了海汀加家族獵魔人的血液，便會全身不能動彈，任他們宰割。 

若是他方才真的嚐了這男人的鮮血，此刻恐怕已經被他用木樁插進心臟。 

還好，他在那鮮血流入嘴中時，就察覺到不對，制止自己的貪婪，強迫自己不去

吸食那些美麗的誘惑。 

但仍有一些血液被他喝下，身體有點麻痹。 

「我殺得了你嗎？」莫頓笑看著他，神色輕鬆，不像是要殺他的模樣。 

藍一隻手迅速掐在他脖子上，俊美的面容出現吸血鬼的特徵—僵硬且蒼白，他冷

笑道：「幸好我自控能力不弱，否則就要任你宰割了，但現在……獵魔人先生，

你要好好回答我的問題，你的答案關係著你是否會死在我手上。」 

短暫的麻痹過去之後，他要殺這個獵魔人，是易如反掌。 

「藍．特里斯，南方異形聯盟的最高治安官，不愧是活了四百多年的人物，就對

一個吸血鬼而言，你的自控能力簡直數一數二。」莫頓微笑著，像是不怕會死在

藍手裡，愜意得像在跟朋友交談。 

藍放開了箝制他的手，「很好，你知道我是誰，那麼獵魔人莫頓，你來到我們迷

霧鎮，有何貴幹？」 

「沒什麼特別目的，我說過，我只是恰好經過這裡。」莫頓依然從容地淺笑。 

「身為獵魔人的你路過一個城鎮，卻跑來跟一個吸血鬼上床，閣下也算是家族裡

的異類。」藍的語氣有些嘲弄。「你們家族的獵魔人，不是可以輕易看出我們這

些異形的原形嗎，那麼從一開始，你就知道我不是人類。」 

一個美好的夜晚陡然變成了一場惡作劇，這令藍心情很不好，他不喜歡被欺瞞。 

莫頓這樣的獵魔人，可以輕易看出每個異形的本質，而他們對獵魔人卻無法感

應，這令他們處於弱勢，而且通常獵魔人與異形是勢不兩立的，這位獵魔人先生

卻不僅隱藏身分上了他的床，現在還一副肆無忌憚的樣子，他是在挑戰他的忍耐

力嗎？ 

雖然異形世界嚴格規定不可殘殺人類，但與獵魔人的爭鬥，又是另外一回事。作

為一個活了四百多年的老吸血鬼，他要殺這二十幾歲的小鬼還不簡單，比較麻煩

的是，得向聯盟那些長老交代，不過他相信自己還有辦法應付…… 

「我說過，我沒什麼惡意，我接近你是因為被你吸引，這一點難道我方才表現得

還不夠徹底？今夜是一個很美的夜晚，不是嗎？」莫頓凝視著藍，說得很誠懇。 

藍討厭自己現在的感覺。他居然沒什麼殺他的想法了，難道他被一個二十多歲的



小鬼打動？ 

這種狀況是極大的危機，他不該和這個獵魔人多相處一秒。 

「好了，你可以從我家滾出去了，而且永遠都不要再出現在我面前。」藍站起身，

裹上浴袍，臉變回人類的樣子，對莫頓淡淡的下逐客令。 

「真遺憾，我還以為你很喜歡我的身體。」莫頓眨眨眼下床，說得有夠厚臉皮，

但是他的笑容的確迷人，有賞心悅目的性感，站直的赤裸身軀，也如同完美的雕

像，散發著濃濃的魅力。 

「在走之前，我可以在你那舒服的浴缸裡泡個澡嗎？」莫頓不知死活地問，態度

又十分優雅有禮。 

藍挑起眉，思索了一下，微笑回答，「好啊，泡好澡後我還可以招待吃一頓消夜，

外面汽車旅館的食物你都吃膩了吧。」 

他突然轉變的態度令莫頓有些意外，當然也會起疑心，他想，這位吸血鬼閣下應

該是有事要問自己，原來他是用這麼優雅的姿態來利用別人的。 

眼前人俊美的臉孔十分迷人，看著藍，莫頓覺得胸腔裡那顆心不受控制怦怦的劇

烈跳著，這讓他有些無可奈何。 

他真的沒辦法克制自己，第一眼見到藍的時候，他就被他吸引，才會走進靈魂酒

吧，也才有了後面這些故事。 

 

莫頓洗好澡出來時，發現藍為他準備了衣服，而自己的襯衫和牛仔褲，已經被他

丟進洗衣機洗好，正在烘乾。 

有潔癖的特里斯先生。莫頓在心裡小聲嘀咕。 

「過來坐吧，我猜你很多天沒好好吃過東西了。」藍優雅地坐在桌邊，請他坐下

來。 

莫頓坐下，看著桌上的精緻餐點，實在很好奇這位吸血鬼先生閒暇時都喜歡做什

麼。做菜是其中之一嗎？ 

接著他注意到藍啜飲著一杯紅色的液體，而空氣中有血的味道，這讓他微微皺了

眉，他還不太能適應見到藍的這一面。 

「醫院的血漿，我不殺人。」看著他的神情，藍輕輕一笑。 

「南方異形聯盟和獵魔人公會有協議，禁止殘害人類。」莫頓淡淡地說。 

「好了，不要坐在這裡教訓我，我做了一些地中海風味的食物，我想你會喜歡，

是你家鄉的味道。」 

海汀加家族源於義大利，已有幾百年的獵魔史，他們擅長對付異形世界的各種生

物，也知道制伏他們的辦法，是獵魔人世界的貴族。 

莫頓定定的注視著藍，直至藍發覺他的目光。 

「怎麼了？」 

莫頓露出爽朗笑容，「只是很開心，你做的菜很好吃。」他大口咀嚼著，卻不粗

魯，看起來受過良好的禮儀教育，不符合他那不修邊幅的外表。 

「你說你路過迷霧鎮，但我想不會是偶然，這裡有事發生了嗎？」藍迂迴地問。 



「你想從我這裡知道什麼？」莫頓倒是說得很直接。 

他也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只想知道，這件事會不會危害到我們異形聯盟？」 

他就是想到這件事才留他，異竟他是治安官，有一份責任。 

「是在你轄區發生的事，但現在我也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 

藍挑了挑眉，「我還沒有收到消息。」 

「半個月前，我一位獵魔人朋友，在進入迷霧鎮周邊範圍後，失去了聯絡，我找

了他一段時間，卻什麼都沒發現。」 

「他被殺害了？」 

莫頓搖搖頭，「不能確定，但可能凶多吉少，那時他是要來獵殺一個吸血鬼。」 

「吸血鬼？」藍皺皺眉。 

「不是在迷霧鎮地界的吸血鬼，我在電話裡聽我朋友說那名吸血鬼似乎是剛剛被

創造出來，還不懂得規矩，已經害了幾個人，所以他正在追蹤，一路往迷霧鎮而

來。」 

「但是後來失去了聯繫？」 

「是，不僅那名吸血鬼，連我朋友漢克，都找不到一點蹤跡。」 

藍思索著飲了一口血，繼而淡淡一笑，「看來我們聯盟的情報人員都該撤換了，

居然沒有一點消息呈報上來。」 

「也許他們還沒開始重視，畢竟這只是零星事件，應該會由你的下屬處理，看得

出來，你不是那麼好相處，他們大概不敢事事驚動你。」 

「是嗎，你以為你很了解我？」藍反問，語氣有一絲興味，對莫頓坦率的言辭並

不生氣。 

「只是我的觀察跟想像。」莫頓用自己裝香檳的杯子碰了碰藍裝著鮮血的酒杯。

「我對你很好奇，像是你為何可以行走在陽光下，據我所知，異形世界沒幾個吸

血鬼可以這樣。」 

每每看著那雙湛藍眼眸，他就覺得裡頭藏有很多故事，總讓他想起地中海，有著

古老歷史，卻保有一抹無法污染的純淨。 

藍因為他的話怔了一下。他連自己可以行走在日光下也知道？明明，他們算是第

一次見面，這個人究竟為何而來，又對自己了解多少？ 

莫頓的思緒則依舊繞著藍打轉，想到眼前的男人有四百多歲，還是令他感到不可

思議。他看起來甚至比自己更年輕，那雙眼睛雖然稍嫌冷漠，但仍閃爍著動人的

光耀，讓他著迷。 

他有聽說過藍的一些事情，藍就像是一則傳說，讓他對他充滿好奇。 

「你一個二十幾歲的小鬼，有這麼多好奇的事情？」藍莞爾，眼神卻和他的體溫

一樣，低溫而冷漠。 

莫頓並不喜歡小鬼這個稱呼。明明他比藍更高大，明明藍在自己身下意亂情迷。 

「能讓你在陽光下行走的巫師，法力必定非常強大。據我所知，只有古老巫師世

家的傳人，才能催動這樣的咒語，鑄造可以讓你行走於日光下的護身符，這世上

可以享受這種待遇的吸血鬼屈指可數。沐浴陽光，對一個吸血鬼而言，豈不是最



好的禮物？」拉起藍的手，情不自禁地輕輕一吻，莫頓英俊的臉上是溫柔的笑意。 

藍不怎麼自在，抽回自己的手。「他的確是位法力強大的巫師。」 

「我以為巫師都是討厭你們的。」莫頓笑了笑。 

「恰好那位是喜歡我的。」藍真心的笑了，眼神裡有抹溫柔一閃而過。 

沒漏掉他的一絲變化，莫頓嘆口氣，「我想他愛你？」 

藍有些驚訝地看了他一眼。 

「是你胸口的那枚墜飾嗎？像水晶一樣透明的晶石？」連歡愛時都沒取下。 

藍暗暗倒吸口氣，「你什麼都看到了。」這獵魔人雖然年輕，卻不像表面那樣簡

單。 

「我只是對你身上的一切都很著迷。」莫頓不知藍複雜的心思，只溫柔的說出這

出人意表的一句。 

第二章 

這個星期，誰都知道特里斯醫生心情不太好。一向還算和善的特里斯醫生，一整

個星期，臉都是繃著的，這使他那張俊美的臉孔看起來氣勢懾人，雖然他本人沒

察覺這一點。 

可即使如此，護士們愛慕的目光仍一如往常流連在特里斯醫生身上，巡房、手術

室、診間，總之，處處都有那種目光，就算大家都知道他的性向，也還是忍不住

愛慕。 

藍領著護士、實習醫生巡房，一進門，莫凡森夫人又在抱怨她頭痛胸悶，吃了藥

也沒比較好，同時無視藍的冷淡，她仰著自己風韻猶存的臉，挑逗地對他拋著媚

眼，一旁的實習醫生都快忍受不了，他卻還是耐心地站在那裡聽她嘮叨。 

「夫人，藥不會再增加劑量，您的這些症狀。會慢慢好轉，您要有耐心。」 

「特里斯醫生，你不來聽聽我的心跳嗎？再檢查一下，我總覺得不舒服。」莫凡

森夫人眨著眼睛，手指想要解開自己的衣衫。 

「夫人，我下午再來看您，我現在要進手術室了，我保證，您的身體不會有什麼

大礙。」 

藍的聲調沒有起伏，眼裡閃過奇異的光芒讓莫凡森夫人像被蠱惑了一般，慢慢收

回自己的手。「好的，醫生，我知道了。」 

實習醫生鬆了口氣。這位莫凡森夫人是醫院裡最棘手的病人，往院以來，老愛勾

引帥氣的男醫生，又以自己是伯爵夫人的身分把醫院當自家，常常使喚醫生護

士，令人不堪其擾。 

偏偏這位伯爵夫人又與鎮長有深厚的交情，大家雖然討厭她，卻都不敢得罪她。 

晚上六點，藍從手術室出來，查看了下手機，只有伊恩留給他的訊息—我已經到

了。 

藍本來緊繃的臉部線條放鬆了些，換好衣服，回辦公室收拾東西，一出來，就看

見那抹身影倚在走廊邊，懶洋洋地對他打招呼，「嗨，藍。」 

伊恩．德爾，南方異形聯盟清理官，也算是他的一位好友。 

所謂的清理官，職責為清掃異形世界裡殺人後留下的一切可疑痕跡，掩護異形不



讓一般人察覺。 

通常藍並不想見到以清理官身分出現的伊恩，只不過這星期迫於無奈，他見到他

兩次了。 

因為這一周有人在藍的住處外面丟放屍體，而且是兩次，兩具屍體的表情都很可

怕，表示受害者在死前受到極度的驚嚇，脖子上的傷口很明顯是吸血鬼造成。 

只是從屍體身上的其他傷痕來看，這吸血鬼分明是生手，一定是很年輕的吸血

鬼，而且他的製造者明顯沒有管教過他，才會讓他使用暴力，將人虐殺至死。 

這時代已經極少有新生吸血鬼，聯盟對製造新生吸血鬼有嚴格規定，而且製造出

來之後，他的製造者有責任去教導其適應這個與人類共存的世界，不能放任其像

現在這樣隨意殺人咬囓。 

這麼野蠻的吸血鬼，對異形世界是一種威脅，長久以來，異形世界一直以隱密的

方式藏在人類世界中，他們這些異形一向偽裝成人類，不讓人類發現他們的不

同，如今這樣毫無顧忌的獵殺，絕對有暴露異形世界的危險。 

而對藍而言，可惡的是，一個星期裡，已經有兩具屍體被丟擲在他這個南方異形

聯盟最高治安官的房子外面。 

不管目的是什麼，都夠讓他厭惡。 

對有潔癖的藍來說，這比任何事都教他難以容忍，野獸般的殘殺方式，沒有一點

文明優雅可言，還破壞他整潔的環境，害他一星期見到伊恩這個討人厭的傢伙兩

次。 

而且，聯盟長老打電話騷擾了一番，叫他盡快找到凶手，把這件事情了結。 

藍不滿的想，他也想盡快找到對方，可目前沒有線索，他很煩。 

這時，一位護士紅著臉從伊恩身邊經過，藍不以為然。這傢伙向來不遺餘力挑逗

任何人。 

伊恩的另一身分，是異形中的淫妖，天生就擁有勾引人的能力，男女通吃，迷死

人不償命。 

「怎麼了，幹麼板著臉？就算我的魅力對你無效，你也不用這麼對著我吧。」伊

恩手臂輕浮地勾上藍的腰間，臉上帶著魅惑的笑。 

「屍體處理好了？」藍只冰冷的吐出這一句。 

「掃興，只知道問這個，當然都弄好了。」伊恩故意抱怨，隨即又幸災樂禍起來。

「說真的，親愛的藍，你快瘋了吧？那些傢伙總是趁你不在家時亂丟屍體。嘖，

聯盟那些情報員實在太混了，居然什麼都查不到。」 

聽他提起，藍擰緊眉毛，一臉嫌惡，「是快瘋了，一個星期就發生兩次，丟在哪

裡不好，偏偏要扔在我家外面，只要一想到，我就渾身不舒服，十足野蠻可惡卑

劣的做法，沒有一點紳士品格。」 

「是嫁禍？」伊恩挑挑眉。 

「警告更合適一點。」藍冷冷回了一句。 

要嫁禍，這招也太低劣，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會做那沒品的事。 

「欸，你到底惹到誰了？」 



「我的仇人應該沒有活在世上的了。」藍沉吟了下，像是在認真回想，之後一本

正經地回答。 

伊恩為之氣結，兩人走出醫院，雨絲迎面灑來。 

「不開車？」伊恩豎起自己大衣的領子，問藍。 

「不用，去靈魂酒吧，離這裡很近。」 

「特里斯先生，我身上的衣服，是剛上市的當季限量精品，不想被雨淋濕，那有

損我的格調，請你去把車開來……」伊恩的話沒說完，回頭對上藍的白眼。 

「伊恩，我不是你的情人，你就算不穿衣服也與我無關。」藍正經八百地說。 

「藍！」伊恩握拳，真的很想揍他一下。 

雨霧中，藍笑起來，尖牙卻也露出來，眼神一掃，像是在警告他別輕舉妄動。 

伊恩腿軟，雖然知道對方只是跟他開玩笑，不過也深知藍的可怕，只得第一百零

一次把要揍他一頓的念頭硬生生打消。 

 

藍調音樂飄揚著，悠閒放鬆的氛圍充滿周末的靈魂酒吧。 

伊恩進門時，手指下意識撫過自己被風吹亂的頭髮，掠過筆挺的西服，精英的氣

質加上高大俊朗的外表，吸引了不少男人對他的注視。 

他魅惑的笑著，本能散發著浪蕩氣息，尋找著今夜的獵物。 

在看到酒吧老闆約瑟時，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心裡越興奮，走路的姿態就越撩人。 

順著他的視線看去，藍無奈地在他耳邊低語，「屁股別扭得那麼厲害，約瑟不吃

這套。」 

潑冷水的話，讓伊恩瞪了他一眼，但看向約瑟時，眼神又變得淫蕩勾人，笑笑地

在吧檯邊坐下。 

「約瑟，兩杯琴湯尼，老樣子。」藍的手指敲了一下吧檯，很無奈地看某人克制

不住本性，以淫蕩的眼神死盯著酒吧老闆。 

「迷霧鎮居然還有這樣的極品。」伊恩嘖嘖出聲，興奮地對藍咬耳朵。 

藍嘆口氣，等約瑟走開些，才輕聲說：「那隻狼，不會對你這型的感興趣。」 

「什麼，你說他是狼人？」伊恩瞪大眼睛道。 

藍點點頭，「是啊，所以你早點死心吧，別覬覦這種你得不到的人了。你也知道，

狼人一旦找到伴侶，是會一輩子忠貞不二的，而你，克制不住你的本性，是成不

了他們的伴侶的。」 

伊恩摸摸自己的臉頰，訕訕地說：「知道了，我不招惹他就是，免得被這隻狼看

不起不說，還被他咬一口就不划算了。」 

藍拿起酒杯碰了碰伊恩的，看得出好友眼裡的哀怨。 

這淫妖還是早點斷心思的好，狼人絕對不是他能招惹的對象。 

「你準備怎麼查，到底是誰在針對你？」想起正事，伊恩一口飲盡自己杯中的琴

湯尼後問道。 

約瑟走過來，又遞給他一杯。 



「老兄，我想要換威士忌。」伊恩微微一笑，敲了敲杯子，明亮的眼睛看著性感

的酒吧老闆。 

「好。」約瑟露出職業笑容，轉身倒了一杯威士忌，兌入冰塊，放到伊恩面前，

接著走到吧檯另一端。 

伊恩癡癡地看著他走開，幾乎收回不了目光，直到被藍冰冷的手摸了摸脖子，這

才顫了一下，回過神。 

「別做傻事。」作為朋友藍不得不再提醒他。 

「好。」 

伊恩心不在焉地回答，視線又飄向約瑟，藍不禁輕嘆，希望這淫妖別去招惹那個

狼人。 

藍又開口，把好友的注意力拉回正題，「我在迷霧鎮已經住了將近一百年，之前

都沒發生什麼事。」 

「你真的沒有其他仇人了嗎？」他還是覺得事情應該是怨恨藍的人所為。 

藍怔了怔，畢竟四百多年的時光讓很多記憶都模糊了，也可能是他不願記得。要

細數過往，誰又能真正說得清，當然有些仇恨也無從回想起。 

「要盡快找到那個新生的吸血鬼吧，」伊恩想了想說。 

「是一群還是一個，可還不確定。」藍聲音低低的，搖了搖頭。 

「什麼？一群？你別嚇我，你快教教我要怎麼防備，我只是個淫妖，對這種殘忍

的野獸沒辦法抵擋。」伊恩一臉驚恐。他這個月都得待在迷霧鎮上呢，不想死得

這麼快。 

藍笑起來，啜了口酒。 

伊恩被他的笑容迷得呼吸一窒。藍真是個美人啊，這樣魅力十足的笑容，比他這

淫妖更厲害…… 

伊恩輕輕地嘆口氣。怎麼就無法讓藍愛上自己呢？ 

「你不用擔心，你的能力雖然對我沒用，但對那些新生吸血鬼還是有用的，若你

真的遇到危險，就迷惑他們，自然能夠逃脫，而且我教過你一擊斃命的方法吧。」 

伊恩看他一眼，「藍，你連這種法子都教給我，就不怕我有一天用它來傷害你？」 

「死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太長的生命是一種詛咒，我活了四百多年，身為人該

有的感受，似乎越來越少，我真的要變成怪物了。」 

伊恩聽著藍幽幽的訴說自己無法感同身受的情緒，但他還是很在乎藍這個朋友，

不想看他露出這種自嘲、寂寞、苦澀的複雜表情。 

「你是個人，藍，你不是怪物。」他輕輕按住好友的手。淫妖一般不會這樣認真

看人，但這時候，他很認真地望著藍。 

藍回視著，捧起他臉頰，輕輕印上一吻。「伊恩，你這樣子比任何時候都要迷人。」 

「什麼？早知道我就不對你用那些招數了。」伊恩懊惱地喊起來。原來他不釋放

催情的氣息，藍反而覺得他有魅力。 

「你不是他喜歡的那型，不論用什麼方式，都只是他的朋友。」 

藍沒開口，反倒是一道低低的男聲響起，伊恩詫異地回頭，看見一個英俊無比的



男人。 

天，今天晚上是他的生日嗎？為什麼出現在這家酒吧的男人，一個比一個優。伊

恩簡直要驚嘆出聲了。 

藍見到莫頓時，心裡有某種異樣情緒，不曉得是懊惱還是不愉快，總之，他並不

是很想見到這個人。 

「怎麼你見到我的表情一次比一次冷淡？」莫頓輕輕一嘆，看著藍不怎麼歡迎他

的臉孔。 

「你好，我是伊恩，藍的朋友，請問你是？」伊恩火力全開的對莫頓釋放著勾引

的氣息。 

這男人簡直太可口，光那身材就教人流口水，瞧他那些結實僨起的肌肉，那雙琥

珀色眼睛更是溫柔得幾乎令人溺斃。 

藍在伊恩耳邊呢喃了一句，興奮的淫妖先生立即臉色煞白，那些引誘對方的心思

在一瞬間消失無蹤，看莫頓的眼神轉而帶點懼怕。 

莫頓微微一笑，「就算我是獵魔人，你也不用這樣嚇你的朋友吧。」 

他猜到藍對那淫妖說了什麼。 

「你不僅僅是獵魔人，還是海汀加家族的人，生來就是我們這些異形的剋星。」

藍卻對他的友好態度沒半點表示，依然冷漠。 

「好，不用這麼排斥我，我今天是來找你談正事。」 

莫頓招呼約瑟要了一大杯啤酒，豪邁地飲下一口，這散發男性魅力的舉動，讓伊

恩嚥了嚥口水，卻只能哀怨地看著他。這位極品獵魔人應該比狼人更不好惹吧，

看了看回到吧檯另一邊擦杯子的酒吧老闆，伊恩決定轉移陣地，端著自己的酒

杯，對藍打個手勢，離開他們，去找約瑟搭訕了。 

只剩下藍跟莫頓的空間，氣氛彷彿有些改變。 

「今夜願意請我回去一敘嗎，別再半夜趕我出門了。」莫頓笑望著藍。 

「抱歉，我沒什麼興趣。」藍淡聲說，視線與他一觸就移開，「你說的正事是什

麼？」 

莫頓心裡一嘆，面上仍帶著笑容，「你猜得到，和這星期騷擾你的兩具屍體有關。」 

知道獵魔人有他們的管道獲取消息，藍眉輕輕一挑，問：「與你朋友追蹤的那個

吸血鬼有關？」 

「是一群還是一個，可不確定。」莫頓也說出。藍方才說過的話。 

他的話讓藍心底一沉，「你見到了幾個？」 

「兩個。」莫頓神色有些凝重。 

「沒能抓住他們？」藍的眼神露出疑惑。照莫頓的能力，應該不至於連兩個新生

吸血鬼都沒能抓住。 

「很奇怪，雖然是新生的，但他們的能力遠高於平常的新生吸血鬼，我以前沒遇

過這樣古怪的情況。」 

「說得仔細點。」藍要求道。 

「衝動、暴力、嗜血的程度也更強烈，身手十分矯健，像野獸一樣，吸食鮮血之



後還有把人撕碎的殘暴傾向，但又像是有計畫的在行動，根本不像新手。」 

聽他的敘述，藍不自覺擰緊眉心。「你朋友呢？」 

莫頓神色一黯，「我想他已經死了，不過他給我留了一點訊息。」 

「什麼訊息？」 

「蘭德里廢墟。」 

 

蘭德里廢墟，是迷霧鎮深處一座廢棄已久的古老莊園，大約建於十九世紀。多年

來，莊園的所有者一直沒有出現過，政府也沒能擁有那塊地進行改建，這片廢墟

就這樣遺留下來，出現許多鬼故事傳聞。 

陰森森的古老房屋，加上廢墟外圍是一片森林，導致少有人跡，偶爾有遊客、鎮

民經過，也不敢多做停留。 

由於道路崎嶇，莫頓和藍把車子停在森林外，徒步往廢墟前進。 

莫頓走著，轉頭道：「據我所知，你們吸血鬼速度極快，你何不背著我穿過這森

林呢？我一個人類，一步步地走，未免浪費時間。」 

「這是你偷懶的藉口嗎？」藍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但莫頓不介意他的態度，那張俊美的面容在月光下散發溫柔的光暈，讓他覺得藍

不冷漠，彷彿能看穿那外表之下的柔軟。 

走在濕潤的泥土上，莫頓的牛仔褲又泥跡斑斑了，藍掃了一眼，又看看他亂七八

糟的頭髮、鬍碴和髒兮兮的背包，淡淡的說道：「就一個星期，你又把自己搞得

這麼邋遢，海汀加先生，看來你還真是不注重外表。」 

「對我這種一整年在外的旅人而言，外表沒那麼重要。」莫頓滿不在乎地笑笑。 

「你沒有親人了嗎？」藍忍不住問。 

莫頓抬眼看他，琥珀色的眼睛有些黯然，「我只有自己一個。」 

藍因他的話心底一動，沒有言語。 

「我從事的職業特殊，一個人行動比較方便，也不會給別人帶來危險，更不會有

人因為我而死……」莫頓的聲音本就極有磁性，十分迷人，迴盪在夜晚的森林裡，

似乎觸動藍心底深處的某根弦。 

也許是因他話語中的那份寂寞。 

「你的父母……」藍也不知道自己為何要問，通常他不會對別人的事情那麼感興

趣。 

「都過世了。」莫頓低語帶過，表情不免有些傷痛，似乎是不願回憶過往。他加

快腳步，走到藍的前面。 

藍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在森林的映襯下，越接近廢墟，越感受到一股陰沉的縹緲

氣息，他看到前方隱隱出現莊園的輪廓，忽然靜悄悄地走到莫頓身邊。 

感覺到有人靠近，莫頓本能的拔出腰帶上繫著的匕首，要揮去的瞬間，他看清是

藍，解除警戒的收回武器，他笑著說：「要接近我的時候，你最好告訴我一聲，

不然我會本能動手攻擊。」 

任何突然接近他的氣息，都會令他有出手的衝動，但是當確認這個人是藍之後，



他竟就放心下來，即使他對他一見鍾情，他們兩人對彼此的了解仍不深，也沒見

過幾次，他自己也難以解釋對藍的這種莫名信任。 

「跳上來，我背你。」藍在他身前蹲下，平靜的話聲落到莫頓耳裡。 

莫頓微微驚訝，但心裡有說不出的感動，他覺得很高興。 

他不客氣地趴到藍背上，藍一下背起他，只丟給他一句，「抓緊我！」 

猛然疾馳的速度令莫頓反射性的閉上眼。只覺耳邊風呼呼的颳過，在他適應了這

種速度之後，他才張開眼睛，周圍的樹木像幻影一樣從身邊消逝而去。 

他從未有過這種經歷，雖然靠著的這人身體冰涼，但他就是覺得有股特殊的暖意

從兩人接觸的地方冉冉生出，一直傳遞到心裡。 

而吸血鬼的速度也令他大為驚嘆。 

以往的獵魔經驗裡，他也曾獵捕過吸血鬼，但沒有一個像藍這樣，讓他如此驚訝。

藍的速度和力量，不是普通吸血鬼所能比擬的，藍的沉穩強大，似乎是長久歲月

凝結而出的力量。 

藍在廢棄莊園放下莫頓的時候，莫頓溫暖的手抓起他的輕輕握住。藍怔了下，回

頭看他，卻望進那對琥珀色的眼眸，裡頭蘊含的溫柔和情感陌生又熟悉，且是他

想要抗拒的東西。 

在那個人死的時候，他便決定了一生都不再碰觸那些東西。 

他輕輕收回自己的手。 

莫頓也沒在意，仔細打量著四周，身為獵魔人的警覺心，讓他在空氣裡嗅到危險

的味道，雖然這裡寂靜得像什麼都沒有，但他整個身體都處於備戰狀態。 

藍低低的聲音傳入他耳中，「這裡有血腥味，是隨風飄過來的，前面可能有許多

屍體。」 

藍用了許多這個詞，令莫頓神情嚴肅起來。 

迷霧鎮近來確實有幾起失蹤人口案件，且城鎮周邊也有動物、人類被不明生物襲

擊，他透過警局的朋友得悉這些，但他沒有料到這裡會是一個據點，如果那些失

蹤人口的屍體都在這裡…… 

藍不知如何點燃了一支火把，照亮了前面的路，莫頓走在他身邊，他們經過的地

方都是斷壁殘垣，還有零星的家具碎片，甚至有骨骸，然後血腥味濃重到連莫頓

也聞到了。 

前方似乎是一片空地，火光能照亮的距離有限，還看不清楚那裡有沒有東西。 

「這裡會有吸血鬼嗎？」莫頓低聲問藍，猜他是不是感受到什麼。 

藍神色有些凝重的望著前面，這時風忽然大起來，他手上的火把在瞬間熄滅，周

圍又變成一片黑暗，陰冷的風不住吹來，還隱約響起女人的聲音。 

那是一個女人在唱歌，但她唱的是什麼卻無法聽清，聲音像從很遠的地方飄來，

陰森縹緲，幾乎不像人類的聲音。 

連莫頓這樣的獵魔人都感到一股寒意從心底生起，他雖然不害怕什麼，也狩獵過

惡鬼，但這女聲卻極度陰森駭人，且到最後像是在哭泣的聲音，一直重複呼喚著

「特里斯」。 



莫頓凝重的看著身邊的藍，聽這樣淒慘的聲音不斷喊著藍的姓氏，讓他覺得很不

安。 

那呼喚聲最後變成淒厲恐怖的笑聲，尖銳沙啞地響徹在廢墟裡。 

「小心！」藍低沉的聲音忽然響起，令莫頓一驚，同時火光亮起，他看到朝自己

逼近的可怕面孔。 

那是一個吸血鬼，他眼窩凹陷，臉孔像僵屍一樣，尖牙露出，朝莫頓撲過來，想

要咬斷他脖子。 

藍生起的火令莫頓看清楚對方的動向，他翻身一閃，一枚木樁便握在手心，當那

吸血鬼再次朝他猛撲過來時，幾乎在一瞬間，隨著一聲低吼，莫頓已將木樁精準

地插入那吸血鬼心臟。 

吸血鬼發出慘厲的吼聲，直挺挺地躺倒在地上。 

那邊藍也扭斷一個吸血鬼的脖子，刺穿心臟，放倒一個。 

兩個吸血鬼的臉孔仍保持著死時的淒慘。 

藍看著莫頓殺掉的那個吸血鬼，插在其胸口的木樁極為精緻，那一道道的紋路讓

他淡淡一笑，「不愧是海汀加家族的獵魔人，是白樺樹的木樁，還刻上古老的驅

魔咒語，吸血鬼碰到你們，豈不必死無疑。」 

莫頓望著他，心裡卻在說，但是我知道自己沒有能力殺死你。 

他真的不認為自己可以殺死藍，至今他還不能確定藍的實力，藍必定知道更多自

己所不知道的事情，而他的速度、他的力量，都是自己無法探測的。 

就如同藍放倒那個吸血鬼時，他根本無法看清他的動作。 

「你受傷了。」 

藍的聲音再次響起的時候，莫頓看到他湛藍的眼眸有些變化，出神地望著自己的

手掌，莫頓才發覺自己的手掌在戰鬥中劃傷了。 

莫頓看著藍，他俊美的面容在月光下本該有種古典的美麗，但是現在有一點可

怕，因為他的眼睛發生了一點點變化，那凹陷下去的裂紋讓他顯得有些駭人，而

他的目光死盯著莫頓的傷口，上頭還有鮮血在溢出。 

莫頓勉強笑說：「你不是被我這點血誘惑到了吧？你自制力那麼好……」 

他話還沒說完，周圍忽然響起野獸一樣的嘶吼聲，緊接著，十幾個目露凶光的吸

血鬼，不知從哪出現，眼中帶著興奮嗜血的光芒，朝這裡衝過來。 

「怎麼回事？」莫頓訝異的看著藍問。 

藍略微變化的臉又恢復成人類的樣子，他露出一絲苦笑，「我忘了告訴你，海汀

加家族的血，對吸血鬼的誘惑比一般人的血更大，你的血對我們而言，就如同花

蜜之於蜜蜂，有著誘人的香氣，令我們渴望著那強大的魔力。」 

「什麼？」莫頓大叫一聲，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 

那他現在豈不是變成這群吸血鬼想要爭奪的美食。 

雖然他並不怕被他們吸血，畢竟他們敢吸就一定會被麻痹，但他實在不想被那些

噁心的東西碰到，更遑論被他們吸血。 

光想都頭皮發麻。那些傢伙看起來噁心極了，完全就是怪物的模樣。 



「真是夠了，這裡怎會有這麼多吸血鬼？」他忍不住吼道，嚴陣以待，手持武器，

與藍背對背。 

「我不清楚。」藍平靜的聲音聽起來，不知該說是鎮定還是漫不經心。 

「說真的，我不想被他們咬到，太噁了。」莫頓喝道，已經放倒一個最先衝過來

的吸血鬼。 

「那你是在叫我為你善後嗎？」 

藍的聲音從容響起，低柔得如同在宮廷的舞會邀請淑女跳舞般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