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犬奴養成起源 

無極王朝元旦，宮中大肆慶賀，各大殿旁的八角宮燈數夜未滅，紫荊殿至殿旁的

拱林園，筵席上笙歌不墜，教坊女伶輪番舞著，香氣隨著刺骨北風，吹拂到宮中

每個角落，將寒冬的氣息驅逐在外。 

拱林園一處陰暗角落，一抹略顯纖瘦的身影席地而坐，冷眼看著這奢華如夢的錦

繡宮闈。 

他有雙深邃的黑眸，俊魅而誘人，雖是束髮之齡，面容稍嫌青澀，但那雙眼卻分

外世故而冷沉。 

他靜靜地坐在一隅，貼靠著白樺樹，不和任何官員打交道，靜靜地啜著酒，帶著

幾分微醺閉上眼，卻突地聽見極為輕巧的腳步由遠而近，教他不禁皺眉回頭望

去，就見一抹小小的身影，穿著宮中太監的靛色長衫。 

這角落有點暗，當那抹身影輕快地躍入他後方的林園裡，靛色長衫幾乎隱入黑暗

之中。 

雖說那般年幼的太監在宮中並不多見，但也不是沒有，伴在五皇子身邊的小太監

也差不多就那麼一丁點大。 

他不以為意，繼續閉目養神，卻驀地聽見小解的聲音。 

他有些難以置信，一個宮中太監竟然在園子裡小解⋯⋯這簡直是一點規矩都沒有！

他側眼瞪去，卻突見那抹小小身影竟是站立著，教他不禁懷疑起自己的眼。 

太監可以站著小解？ 

怎麼可能？！ 

正忖著，那小太監似乎已經小解完畢，又蹦蹦跳跳地朝來時路跑去，他側眼望去，

見他跑到微昏的光線下—— 

「扶穌！」他喊道。 

還真的是他！五皇子身邊的伴讀太監。 

他之所以對扶穌特別有印象，那是因為在宮中他只見過他一個年紀這麼小的太

監，再者他的面貌清秀，唇紅齒白，再下來的，就是因為他是個很會背書的小太

監，陪著五皇子讀書，就能將太傅和侍讀所教的再背誦一次給五皇子聽。 

就他所見，扶穌是個聰明又漂亮的六歲孩童，只可惜是個太監。 

扶穌頓了下，像是有點意外這附近有人，一想到自個兒方才幹了什麼事，頗有羞

恥心地垂著臉朝他走去，規規矩矩，恭恭敬敬地喊，「聞人大人。」 

唉，他運氣真差，還以為這附近沒人，誰知道皇子侍讀竟坐在這兒。 

「你方才在園子裡小解？」 

扶穌真是忍不住想哭了。「奴才該死，奴才實在是忍不住，所以⋯⋯」 

「過來。」聞人天機不耐地打斷他毫無意義的解釋。 

扶穌扁著紅紅小嘴，乖乖地走到聞人天機面前，正等著要領罰，豈料對方伸出手

就往他身下一摸，嚇得他二話不說後退兩步。 

扶穌錯愕著，聞人天機也怔愣著。 

「你⋯⋯」聞人天機有些不敢置信地瞪著他，掌心裡殘留的觸感，那是屬於男人才



會有的，可他明明是個小太監，怎可能沒有去勢？ 

「大人⋯⋯」扶穌怯怯地看著他。 

聞人天機直睇他半晌，將酒杯一拋，起身問：「皇上現在在哪？」皇上向來寵愛

五皇子，這年節日子要找皇上，問他就對了。 

「皇上現在在紫荊殿。」 

聞人天機隨即朝紫荊殿的方向走去。「現在紫荊殿上可有其他人？」 

「有，有大皇子、二皇子還有三公主和四皇子，還有⋯⋯」扶穌扳著他短短的手指

不斷地算著。 

「你可以直接告訴我，今晚皇上是和皇室親眷在一道。」他沒好氣地瞪他一眼。 

「可是張賢妃並沒有在紫荊殿。」扶穌很認真地道。 

聞人天機眼角抽搐，真不知道應該誇他了得，竟能把每個人都記下，還是該罵他

不知變通，就非得這般一板一眼。 

算了，不管怎樣，扶穌沒去勢一事，他非得上奏皇上不可。這事可大可小，最要

緊的是，扶穌跟在五皇子身邊，事關五皇子，皇上就會特別重視，而他現在需要

的是一點契機，讓自己往上躍升。 

他一個新科狀元，不會只甘於當個皇子侍讀。 

聞人天機加快腳步，壓根不管扶穌跟不跟得上，在靠近紫荊殿時，就見後宮嬪妃

和皇子公主正欲離開，光是那一列列的命婦宮女，隊伍就長得嚇死人，教他躬著

身在殿旁恭送，腰都發痠了。 

望著那群皇室眷屬離去的身影，他告訴自己，終有一日他也要讓所有人都對著他

哈腰，目送他的背影。 

「扶穌，你怎麼去了那麼久？」後頭響起五皇子段翼軟綿綿的嗓音，聞人天機回

頭望去，就見扶穌已經小跑步到他身旁。 

「見過五皇子。」聞人天機淡聲道。 

「聞人侍讀，你也在這兒？」段翼這才發現他的存在。 

「微臣有事上奏皇上。」 

無極皇帝段迅仁適巧和佟皇后走出，回應道：「聞人侍讀有何事要上奏？」 

「微臣見過皇上。」聞人天機躬身作揖，抬眼時，噙笑道：「皇上，時候已經不

早，不如就讓娘娘先帶著五皇子回寢殿歇息吧。」 

段迅仁微揚眉。「他們正要回後宮了，聞人侍讀既有事上奏，就跟朕到固思閣吧。」

話落，他便朝殿旁長廊走去。 

聞人天機等著命婦宮人簇擁著佟皇后及五皇子離去後，才快步來到固思閣。 

待段迅仁一坐定，他便開門見山地道：「皇上，不知道皇上清不清楚五皇子身邊

的太監底細？」 

「你指的是誰？」跟在段翼身旁的大小太監不少，就不知道引他好奇的是誰。 

「微臣指的是扶穌。」 

「聞人侍讀覺得他有何問題？」 

「皇上，他是一個沒有去勢的太監，跟在五皇子身邊，太過不妥。」 



段迅仁聞言，不禁笑了。「你怎會發現？」 

聞人天機不禁愣了下，只因這話意分明是——「皇上早就知情？」 

「扶穌是朕麾下甯參將之子，但扶穌一出世，親娘便去世，而扶穌的爹也已不在

人世，所以朕便將他接進宮中照料，為了方便所以將他扮作太監。」 

聞人天機思緒快速地想過一遍，這下總算明白為何扶穌可以成為五皇子的伴讀，

甚至才六歲就已經和武太監一道習武，說是要照料扶穌，可依他所見，反倒像是

替五皇子鋪路。 

而他不知道前因後果就斷然在皇上面前告發這事，不知道他的下場會是—— 

「聞人侍讀。」段迅仁突喊道。 

「微臣在。」他垂著臉應著。 

「五皇子和扶穌就有賴聞人侍讀好生教導了。」 

聞人天機鬆了口氣道：「微臣自是盡己所能。」 

「扶穌的事就請聞人侍讀在旁多加注意，可千萬別再讓他露餡。」段迅仁說時，

帶著幾分笑意。 

聞人天機微忖了下。「皇上如果是想要就近照料參將之子，為何不讓扶穌用其他

名義進宮？」當個小伴讀也是個法子，甚或是把扶穌交給其父同袍照料也未嘗不

可，不管怎樣總好過扮成太監。 

「聞人侍讀如此聰穎，可猜得出朕的心思？」也不知道是酒意還是怎地，今晚的

段迅仁沒了皇帝特有的距離和霸氣，親切得猶如鄰里大叔。 

「微臣猜不出。」聞人天機再聰穎也思不透，既思不透，他也不過問。在這宮中，

寧可多聞也不該多問。 

段迅仁站起身，彷似也無意告訴他答案，走到固思閣門口，像是想到什麼，突地

回頭，「對了，明日要舉行一年一度的百官舌辯，聞人侍讀可願參與？」 

聞人天機猛地抬眼，努力壓抑喜色，道：「微臣自然願意。」 

他曾聽聞皇上登基之後，下令實行一年一度的百官舌辯，題目五花八門，但是首

重於朝堂改革和民間百業振興，只要能得皇上青睞，想連跳三級也不是不可能。 

他雖是新科狀元，但是他現在的品階並不足以參與百官舌辯，如今算是皇上破例

邀請，他自然是要竭盡所能，在這場百官舌辯裡脫穎而出！ 

 

不知該說是皇上慧眼識英雄，還是老天助他一臂之力，在百官舌辯上，聞人天機

以三院鼎立分化朝中內閣和六部間的勢力一言得到皇上賞識，決定採用他的方

法，於是當場封他為二品中院，交由他分割朝中勢力。 

聞人天機簡直不敢相信皇上竟會允許如此大膽的作法，於是他更大膽，以節省人

力為由，將太常、鴻臚和光祿編入禮部，大理寺編入刑部，太僕併入兵部，通政

併入都察院。而後把內閣幾個具有票擬直諫之權的大學士直接打進翰林院修史編

冊去，再把兵部的行政權分割給西院，再將戶部掌核朝中財政和土地的職權分割

給東院，最終再將翰林院和都察院納入中院之下。 

如此安排，看似中院毫無大權，可事實上，掌管內外章疏敷奏，堪核關防公文的



通政能夠讓人掌握各方軍情民情，可勒住兵部和戶部、吏部的喉頭，而掌握都察

院可糾正刑部，而廢除的內閣之權自然也落入中院，讓聞人天機成為唯一擁有票

擬直諫之權的中院大人。 

一夕之間，朝野風雲變色，任誰也想不到皇上竟會將如此大權賦予一個毫不起眼

的皇子侍讀。 

聞人天機就此平步青雲，成了人人哈腰奉承的中院大人，他甚少再踏進教導皇子

的祈毓殿，心思全都擱在朝政上，憑藉皇上當靠山，他有恃無恐，作法大刀闊斧，

雷厲風行，教百官莫不敬畏三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心卻是有些空。 

明明得到他想要的權勢，卻無法饜足，總覺得像是少了什麼他無法形容更無法掌

握之物。 

忖著，腳步無意識地走到了祈毓殿，直到殿前傳來聲響，他才猛地停下腳步，停

在長廊轉角處，探頭一看。 

只見段翼被大皇子段若雉一把拎起，身旁還圍著一票太監，有幾分動私刑的味

道，教聞人天機不禁微揚起眉。 

段若雉今年都已經十八歲，竟然還欺著一個五歲娃，姑且不論段翼是皇上的心肝

寶貝，光這行徑就教人髮指，不出手相救都不行。他撇唇冷笑著，才剛踏出轉角，

卻突地聽見段若雉發出殺豬般的聲音。 

被他拎在手中的段翼掉落，一抹小小身影隨即躍向前⋯⋯自然是抱不住的，但卻精

準無比地趴伏在地，當個結實的肉墊，令段翼毫髮無傷。 

「你這個該死的奴才！」段若雉毫不留情地抬腳踢去。 

扶穌怕殃及段翼，動作飛快地將主子給推到一邊，自個兒承受住段若雉這一踢，

他痛得蜷縮起身，卻連吭都不吭一聲。 

「你敢咬本皇子？！你敢咬本皇子，看本皇子怎麼整治你！」段若雉像是失去理

智般，支使著身旁的太監將扶穌拖起，正要再動手時—— 

「大皇子打算如何整治？」聞人天機似笑非笑地問著，慢悠悠地走向段若雉。 

段若雉回頭，壓根沒將聞人天機看在眼裡。「本皇子要如何整治，由得你置喙？」 

「當然，下官是無權置喙，但相同的，下官要是同皇上說，大皇子欺凌五皇子，

就不知道皇上會如何整治大皇子？」 

「你這是在威脅本皇子？」 

「不敢，只是勸大皇子三思而後行。」聞人天機一副與他無關的悠哉神情。 

段若雉死死地瞪著他良久，使了個眼色，隨行的太監放開了扶穌，一行人揚長而

去。 

「扶穌。」段翼踉蹌著腳步走到扶穌身旁，淚水在眸底打轉。 

「主子，我沒事。」扶穌想爬起卻動不了，隨即有雙臂膀將他抱起，教他疑惑地

抬眼望去。「中院大人。」 

聞人天機微揚起眉。「你也知曉我現在是中院大人？」 

「知道的，太傅提起了。」扶穌揚笑道。 



聞人天機不由得注視扶穌良久。才六歲，扶穌有雙聰明的桃花眼，但沒有他歷經

風霜後的世故，扶穌有著柔軟的身段，但不同於他妄想得權的虛偽。 

他是個很真的孩子，看起來有些傻氣，但眸底卻閃動聰明的光芒。 

「中院大人，先放扶穌下來，我要帶扶穌去找御醫，扶穌受傷了。」段翼一心掛

念他的傷勢，就怕他有個閃失。 

「主子，我沒事，大皇子花拳繡腿，打在身上壓根不疼。」 

「真的？」 

「真的。」扶穌隨即從聞人天機懷裡跳下，回頭朝他恭敬地福身。「多謝中院大

人，奴才要帶五皇子先回鸞秀殿了。」 

聞人天機沒阻止，瞅著兩個娃一前一後地走著，微瞇起眼。 

一個六歲大的娃兒怎能如此懂得禮教？怎能如此不顧一切護主？ 

是了，他身邊就缺一個像扶穌這般忠心的人，一個可以為他分憂解勞、共享榮耀

的人，這是他不曾有過的。 

找到答案之後，他開始尋找這樣的人，不一定是奴，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同儕，

但是不管他怎麼尋找，身邊的人來來去去，就是覺得不對味，總像是少了什麼。 

於是乎，他又下意識地尋找扶穌的身影。 

看著他小小的身影逐漸抽長，看著他從娃兒變成少年郎，唇紅齒白的俏模樣成了

宮中出了名的俊俏宮人。 

扶穌笑臉討喜，待人有禮，唯一不變的是那份看似傻氣的聰穎和至真的性情。 

看著他，聞人天機心底總有股異樣的騷動，催促著他想要再靠近一點，再靠近一

點⋯⋯ 

「小心！」 

扶穌一個箭步向前，以手上長棍打掉射向聞人天機的長棍，伸臂將他拉到身旁，

聞人天機眉眼未動，直瞅著渾身是汗，只到他胸口的扶穌。 

他年紀不大，力氣倒是挺大的，而且體溫⋯⋯真高，暖得教他莫名心生動搖。 

「大人，您怎麼踏進武校場裡？」扶穌問著，朝那長棍射來的方向望去，但武校

場上人數眾多，難以分辨是誰下的手。 

聞人天機聞言，這才發現自己還真的不小心踏進有許多人正在練武的武校場，再

見他似是在人群裡尋找什麼，不禁哼笑了聲。 

「大人，您近來削減東西兩院勢力，恐會惹來麻煩，大人在外走動時，還是請蒙

都事隨侍在側較妥。」最終扶穌只能如此勸告。 

聞人天機微詫地注視他。「你擔心我？」扶穌向來是個心細之人，跟在五皇子身

邊，卻總能知曉朝堂間的大小事，這點他早已見識過。 

「當然，大人是朝中棟梁。」就他所見，聞人天機不是壞人，十年前曾救過他，

他至今不忘。 

聞人天機眸色一沉，還未開口，身後傳來喚聲。 

「大人！」今年的新科武狀元蒙去蕪疾步來到他身旁。 

蒙去蕪雖是今年的新科武狀元，但因為科考之前曾受聞人天機相助，所以在成為



武狀元，受封為都督府都事之後，自動請命成為聞人天機的侍衛。 

「沒事。」聞人天機擺了擺手，示意他退下，看了他一眼，又抬眼看了扶穌一眼，

像是在觀察兩人之間的不同。 

蒙去蕪面貌端正，就連性情也剛正不阿，這是他願意留下他的關鍵，但也只是如

此而已，而扶穌嘛，這十年來依舊未變，尤其—— 

「主子。」遠遠的，瞧見段翼走來，扶穌朝聞人天機福身後，立刻飛奔而去。 

這教聞人天機略微不快地皺起眉。說他是狗，還真是一點都沒污辱他。 

「大人？」蒙去蕪不解他突來的神色變化。 

「回中院。」他哼了聲，轉頭就走。 

他想，就算他把蒙去蕪調教成一條狗，蒙去蕪也不可能成為他想要的扶穌。 

而扶穌⋯⋯就算是皇上身邊的人，早晚有天要他成為他的奴！ 

犬奴守則之一 奴無二主是為忠 

聞人批：下個主子會更好 

這一年皇上重病，殯天前將鎮守北防的胞弟段迅羽召回，封為攝政王，與三院共

同輔佐少帝段翼。 

段迅羽的出現，對聞人天機而言，毫無疑問是老天送來的好機會。 

哪怕段翼已登基，西院一派依舊想將大皇子推上皇位，這朝堂裡暗潮洶湧，各自

角力，一再強迫他表態支持，令人煩不勝煩，但如今段迅羽這攝政王到來，引開

東西兩院的注意力，讓他落得輕鬆，再加上他和段迅羽交易情報，換來扶穌這條

忠犬，不管怎麼算都划算。 

「不知道今天的圍獵成果如何。」整理著中院存放十年以上的奏摺，扶穌看向門

外西落的陽光。 

以往宮中圍獵時，他肯定都會隨侍在主子身邊，可今年圍獵他卻是待在中院⋯⋯

他搞不懂，自己明明是皇上的貼身太監，為何中院的差事竟會落到他手上？ 

他就一個主子，他該跟在主子身邊才是的⋯⋯ 

「放心，有攝政王在，能出什麼亂子？」聞人天機的低嗓懶懶地在他耳邊響起，

伴隨著熱氣搔弄他的耳廓，大手包覆著他的臀瓣掐揉著。 

扶穌打了個冷顫，想退開一步，豈料竟退進他的懷裡，嚇得他像是被踩中尾巴的

貓，整個人險些跳了起來。 

怎麼又猜錯了？他揉右邊，人不是應該在右邊嗎？為什麼他往左邊退會退到他懷

裡？！ 

「扶穌，你在慌什麼？」聞人天機雙臂就撐在扶穌面前的書架上，強迫他只能緊

貼在自個兒的胸膛上。 

「大大大大大、人！」說話就說話，有必要貼得這麼近？ 

說真的，他覺得近來的大人很怪，怪到他只要一對上大人那雙噙笑的眼，就有種

被蛇給盯上的莫名恐懼感。 

還有⋯⋯他為什麼老是要揉他的臀？光是今日一整天，這揉的次數已經多得數不清

了。 



「嗯？」聞人天機乾脆把下巴枕在他的肩頭上。 

這高度剛好，可以窩在他的懷裡，任他翻轉玩弄。 

是說他這身形似乎打從三年前就不曾再抽長過，就連這張唇紅齒白的桃花玉面都

不再隨著年歲更形深邃，彷彿是個永遠的少年郎，更教他心癢難耐。 

「大人⋯⋯有點熱。」這種說法真是大不敬，可是如果可以，他真的不願意和大人

貼得這麼近，總覺得好像有什麼抵在他的臀上，熱得發燙。 

「是嗎？可現在春寒料峭，我有點冷。」 

那熱氣不斷輕拂著扶穌的耳際，癢得教他直想撓耳朵，但這不是重點，重要的是

⋯⋯中院大人貼得這般緊，他到底是要怎麼整理這些奏摺？ 

這十幾年份的奏摺已經將中院府的藏書閣擠得像座倉庫了，想要他將所有奏摺整

理好，勢必要費上半個月到一個月的時間才有可能。 

「大人，攝政王為何要奴才整理這些奏摺？」他不解地回頭問著。 

宮人何其多，隨便指派幾個，想在幾天內整理妥當不是難事，為何捨近求遠？而

且攝政王偏偏在春蒐圍獵當日才要他到中院幫忙，感覺上就像是刻意支開他，教

他惴惴不安。 

聞人天機微揚起眉，趁這當頭，大手直接往下滑，輕撫著他翹挺的臀。「當然是

因為這繁雜的事要交給細心的人打理。」這臀果真是極品，教人愛不釋手。 

扶穌壓根不覺自個兒被騷擾著，專注在話題上。「可問題是要找細心的，宮裡可

不少。」 

「宮人大多不識字，如何分門別類？」光是輕撫已經無法滿足他，五指微收攏著

輕揉掐著。 

「但也有識字的。」他說著，不解聞人天機為何要揉他的臀，這舉措有點怪，但

如果撥開他似乎也太不敬，那⋯⋯算了，揉屁股也沒什麼大不了，能問出一點消息

比較重要。 

「中院裡的奏摺不只是中央的官員，甚至還有地方官員上疏，要是識字的宮人正

巧是哪一派系的人馬，適巧瞧見了什麼，豈不是自找麻煩？」他說得振振有詞，

另一隻手扣住他的腰，將他扳正往懷裡帶，兩人無縫隙地貼著。「當然要找個能

信任的。」 

「大人身邊的蒙都事呢？」自個兒能得信任是至上的榮幸，但總覺得事情並不如

中院大人所說的單純。 

「我派他到都察院辦些事，他好歹是個武狀元，要是一直跟在我身邊，往後豈還

有升遷機會？」 

扶穌察覺原本抵著臀的硬物改而抵住他的腰腹，讓他愈來愈難忽視，偷偷使勁想

要往旁退開些，豈料他卻扣得更緊。「大人⋯⋯」 

「嗯？」 

「那個⋯⋯」他到底該怎麼跟他說比較好？他實在搞不懂那硬物怎會抵著自己，這

狀況實是教人百思不得其解，偏偏又不好問出口。 

聞人天機笑瞇眼等著，忽然—— 



「中院大人在做什麼？」 

後頭響起的聲音教聞人天機輕嘖了聲，放開扶穌，沒好氣地回頭。「真是有勞須

太傅了，那卷軸擱桌上就行了。」 

「不知道中院大人方才在做什麼？」須翎將卷軸擱在桌上，美目直瞅著聞人天機

不放。 

「真是個不識風情的人，這般追問敢情是吃味了？」聞人天機啐了聲，走到桌邊，

翻看著卷軸。 

須翎眼角抽搐著，忍了忍才道：「難不成是大人和攝政王同流合污，趁這當頭把

扶穌送到你這頭狼身邊？」 

對於聞人天機，他不敢說自己很了解他，但他很清楚這個男人好男風，因為他當

年剛進宮時，就險些遭到他的毒手。 

「同流合污？」聞人天機似笑非笑地道：「須太傅，我勸你謹言慎行，要是被誰

給聽去，栽贓你什麼罪名，那可不是一個冤字了得。」 

「如果不是的話，為何這中院的事，得要咱們兩個和皇上最親近的人幫忙？」新

皇初登基，結果最信任的兩個人都被調離，這事怎麼想都不對勁，可偏偏他又不

得違抗攝政王的命令。 

「須太傅，你這幾天在中院裡忙著，難道你認為所做的都不是正經事？」確定取

來的卷軸無誤之後，他才懶懶抬眼問著。 

須翎撇了撇唇道：「如果不是正經事，我早就離開了。」這期間經手的全都是今

年度六部報上的財務內冊，這東西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經手處理的。 

「那就麻煩須太傅了，早點完事就可以早點回皇上身邊，省得老是疑神疑鬼。」

聞人天機擺擺手，示意他可以離開了，他要做的事還有很多，壓根不想被打擾。 

「所以中院大人的意思是攝政王可以信任？」 

聞人天機不禁好笑道：「如果攝政王有意奪位，還會讓皇上登基嗎？」 

須翎垂下長睫思忖著。他也是這般想，但攝政王氣勢凌人，才會教他總覺得他別

有居心。「但是如果攝政王有意輔佐，又怎會如此看輕皇上？」 

說是看輕，實在是太客氣了，皇上的登基大典上，身為使節的古敦四皇子入殿時

是視攝政王為登基新皇，攝政王雖在殿上解釋了，但他總覺得古敦四皇子那舉措

是故意的，相當蔑視皇上，討好著攝政王。 

這一事教他耿耿於懷，認為攝政王是壓根沒將皇上看在眼裡，行事全都不需稟

報，恣意妄為到教人幾乎要搞不清楚誰才是皇上。 

「須太傅，皇上登基之前，攝政王曾經派人到中院取奏摺，就只為了了解東西兩

派在朝中的作為，你認為攝政王是想做什麼？」聞人天機好笑反問著。「攝政王

為何要了解東西兩派？想從奏摺裡看出端倪，你可知道得要閱過上萬份才有可

能？他這麼做，到底是為了誰？」 

須翎微愣了下，竟不知攝政王私底下竟有所動作。 

「你以為這藏書閣裡的奏摺為何會這麼亂？為何非得要你和扶穌來幫忙？從頭

整理這麼多，又是有何作用？」 



須翎垂眼忖了下，脫口道：「證據與弊病！」 

聞人天機微頷首，不再多說。和聰明人說話就是這麼輕鬆，不需要他解釋一大堆，

對方還摸不著頭緒。 

當然，將他倆留在中院不只是因為此事，自然還有其他因素，不過那些細枝末節

的就沒必要浪費口舌解釋。 

「所以你說，這事重不重要？」 

須翎承認這事確實是不能假他人之手，否則恐怕會破壞攝政王的計劃，所以由他

和扶穌處理，確實是再妥當不過，不過—— 

「讓扶穌跟我一道到後頭的書房整理。」方才他親眼瞧見他是怎生欺負扶穌，他

不能不管。 

「你要我一個人整理這般多的奏摺？」聞人天機指著滿坑滿谷的奏摺。 

「就我方才所見，你只是假借整理名義調戲扶穌。」 

在旁一直很認真聆聽的扶穌聽至此，面露詫色，原來中院大人方才的行徑是調戲

⋯⋯他竟然被調戲了？ 

「那是情趣。」聞人天機回得大言不慚。 

「中院大人，王朝不禁男風，你喜男風無人能置喙，但要是連宮人都不放過，這

未免太失格了。」 

聞人天機微揚起眉，有些意外他竟不知扶穌非太監。須翎是先皇欽點的太傅，一

直以來負責教導皇上和扶穌，竟不知這事？「怎麼，宮人就不能為人所愛，本官

就不能愛他？」 

既然須翎不知道，就不需要讓他知道，這是他和扶穌之間的祕密，不需要再多個

外人介入。 

「這⋯⋯」須翎怔住，沒想到會從他口中聽到愛這個字。「你懂得什麼是愛嗎？」 

不是他想要看輕他，而是這人花名在外，朝中新科入榜的進士裡，只要長得俊秀

些的，哪一個沒被他招惹過？ 

「須太傅，你可嘗過相思欲狂的滋味？」 

「⋯⋯不知為何，從你口中聽到這話，總覺得特別不真實。」須翎實話實說。 

「這就不勞須太傅操心了。」他有些不耐地擺了擺手。 

「就算你喜歡扶穌，但也得讓扶穌有意，你才能出手。」須翎見他態度似真似假，

只得跟他講理，至少他可以確定扶穌絕對是對他無意。 

「我正在努力，不是嗎？」聞人天機啐了聲。 

須翎見他雖偶有小人行徑，但至少先把話說開，往後扶穌就知道該如何防備。心

裡是如此打算，抬眼望向扶穌，卻見扶穌一臉傻樣，似乎搞不清楚狀況。 

「扶穌。」 

扶穌猛地回神。「奴才在。」 

「你⋯⋯自個兒小心，心若不為莫為之。」 

扶穌傻愣愣地目送他離開，很努力地回想他說的話，但腦袋裡卻被方才兩人的對

話給佔據。 



相思欲狂⋯⋯那是什麼鬼？ 

「扶穌。」 

熱氣噴在他耳邊，嚇得他摀著耳連退數步，神色驚詫如見鬼般地瞪著他。 

「見鬼了？」他笑得極冷。 

都怪須翎那個壞事鬼，硬是讓扶穌察覺，折損了他摸索的趣味。 

「大人⋯⋯」他真的搞不懂，他可是太監啊，誰會喜歡太監？ 

所謂喜男風，表示喜歡的是男人，可他不算男人啊！如果要喜歡，也得像是攝政

王和皇上⋯⋯思緒至此，他像是想到什麼，突地頓住。 

「你跑得那麼遠，是瞧不起本官喜男風？」 

聞人天機的沉嗓近在面前，這回扶穌沒嚇著，猛地抬眼，嘴動了動，就只差那麼

一丁點，到舌尖的話就滾出口。 

不成不成，這事不得這麼問，要是鬧得眾人皆知，這要皇上如何立下威信？ 

可不能直接問，得要怎麼問？ 

「你在想什麼？」見他面有猶豫之色，聞人天機微富興味地揚起眉。 

還以為他打算要逃，可瞧他似乎也不認為有什麼大不了，甚至對這情事也略有所

知。 

「奴才有一事想問大人。」想清楚之後，扶穌才慎重地問出口，直睇著聞人天機。 

「說啊。」 

「要是男人試過男風之後，還會對女人動情嗎？」 

聞人天機一聽就知道他在問什麼。「扶穌，你可懂得男女間如何行房？」 

扶穌聞言，白玉面容難得浮起淡淡暈紅。「以往曾聽老太傅說過，所以略知一二。」 

宮中總得有人教導皇上這方面的事，身為皇上的貼身太監，他自然得什麼都學，

往後皇上有所不解時才能解說。 

「那你可知道好男風者是怎生玩樂？」 

「這⋯⋯老太傅沒教。」 

「喔，想不想知道？」他笑瞇了眼。 

扶穌沒來由地打了個寒顫，總覺得自個兒成了被蛇給盯上的青蛙，有種⋯⋯快要被

吃掉的感覺。 

問他男風？可他想問的不是男風啊！ 

「奴才想知道的是——」 

「總得讓你明白這所有的來龍去脈，你才能融會貫通，對不。」聞人天機懶懶打

斷他未竟的話。 

是這樣嗎？扶穌非常疑惑，但又覺得有點道理。 

既然如此，他就多聞多學，反正學著總有用處。「大人要講解了嗎？」他洗耳恭

聽。 

「這事不能講解，得要身體力行，你才能明白透徹。」 

「⋯⋯嗄？」唬他的吧？ 

不過，似乎也不是不能試。 



 

身為皇上的貼身太監，他一直謹守禮教，一心替皇上著想，只要是為了皇上好，

他是上刀山下油鍋也在所不辭。 

眼前最大的問題是出在攝政王身上。打從皇上誤食春藥被攝政王帶回寢殿「解毒」

之後，攝政王就三不五時到皇上寢殿，原本他也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但後來聽

打掃的宮人說殿內的帕子總是一夜用盡，才教他驚覺事情不妙。 

兩個男人窩在房裡能做什麼？ 

他不是很清楚，但至少他聽人說過男風一事，知曉這狀況大大不妙，問題是皇上

向來對攝政王崇拜至極，哪怕兩人是叔姪，皇上恐也不會反抗，才會把事鬧到這

地步，更糟的是，皇上沒反抗，他也不得有反應，直教他頭疼極了。 

不過說真的，如果要他和攝政王對打，他被打死的可能實在是太高了⋯⋯他一旦死

了，誰來保護皇上？ 

所以皇上不吭聲，他便跟著忍，可見皇上日漸憔悴，他開始懷疑喜男風一事會傷

及皇上身子，原本想問中院大人的，可這話一旦問出口，豈不是等同揭開了皇上

的隱私？他自是問不得，所以換了個問法。 

可是，他明明問的是嘗過男風還會不會對女子有興趣，怎麼中院大人就非得要他

清楚男風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方巧是他想要的答案，他就潛心學習，自然能一窺究竟。 

反正，就是學習嘛⋯⋯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哇！」 

入夜，沐浴過後，才剛走進位在中院府後頭的小院落寢房時，聞人天機以迅雷不

及掩耳的速度扒了扶穌的褲子，教扶穌嚇得倒退三步，還險些被自己的褲子給絆

倒。 

「扶穌，你這嗓音直到現在還像是少年郎般，教人聽著骨頭都快酥了。」聞人天

機笑瞇眼，步步進逼。 

扶穌一把抓緊褲頭，一路退到牆邊，直到退無可退，才強迫自己無懼對視，但不

知怎地，他突生一種危機感，一種不會危急性命但恐會危急他處的惡寒戰慄，教

他不禁打了個哆嗦。 

「大大大大大、人？」為何聞人天機明明噙著笑，看在他眼裡卻是邪惡得教他直

想逃？ 

「扶穌，難道你不想知道這男風到底是怎生的玩樂法？」聞人天機就連嗓音都噙

滿愉悅的笑，彷彿多年期盼終將在今晚得償所願。 

一開始，他想要的是個像扶穌這般伶俐又忠心不二的奴才，但誰知道就這樣瞧啊

瞧的，覺得扶穌教人愈看愈發心癢難耐。 

管他是誰的奴才，他要得到他，將他佔為己有，哪怕是皇上也得把這奴才讓給他。 

「想⋯⋯」他是想要藉此評估皇上的身子是不是受得住攝政王的折騰，可是他卻覺

得自己即將被折騰得不成人形，教他莫名膽戰心驚。 

「過來吧，沒什麼好害臊的，咱們都是男人。」他輕柔地握住扶穌的手。 



「可⋯⋯奴才不是男人。」太監不能算是男人的。 

聞人天機笑瞇眼，將他帶到床上，讓他坐在身前。「扶穌，你還記不記得十多年

前的宮中元旦大典，連開數日宮宴？」 

「每年元旦都會連開數日宮宴。」打他有記憶以來，元旦宮宴都是一樣的。 

聞人天機不以為忤，自顧自地說著，手也沒閒著。「記不記得那一回，我在拱林

園喝酒，結果你跑到我後頭的林子小解？」 

「⋯⋯記得。」說來真是丟臉，他的眼力一向很好，明明看準了沒人才跑過去的，

誰知道當時大人會坐在一棵樺樹底下？ 

「記不記得當時，我把你喚來⋯⋯」他說著，已經解開他的衣襟，大手從胸膛滑下，

而另一隻手已經探入褲子裡頭。「當時，我就往你這兒一摸。」 

下身被溫熱的大手包覆著，扶穌二話不說扣住他的手。「大人⋯⋯」他求饒般地低

喚著。 

伸手往太監的身下一探，真是太不道德了呀！ 

「怎了？」他啞聲問著，大手包覆著他的下身，輕緩地撫弄著。 

「大人，奴才是太監。」雖說他並不覺得難堪，也不至於感到羞辱，但是也不覺

得這麼做到底有何樂趣。 

「你在胡說什麼？」他不禁好笑道。 

都已經教他給掌握在手中了，還說是太監，真是⋯⋯像是察覺哪兒不太對勁，他不

禁微攏起濃眉，望向扶穌有些慘澹的神情，發覺掌心裡的陽物竟一點反應皆無。 

怎麼可能？他這年紀的男人只要稍加撥弄，哪怕是對男人沒有一點興趣，也肯定

有所反應，怎麼他⋯⋯ 

忖著，他往下摸索，就連玉囊也毫無反應，依舊鬆軟著。「怎麼可能？」他不由

得啞聲低喃著。 

扶穌神色哀怨地睨他一眼。「大人，奴才是太監啊。」他再一次重申自己的身分。 

聞人天機瞪著他，扶穌的神色再認真不過，打從內心認定自己是個太監，可他明

明沒有去勢⋯⋯為何他會如此肯定自己是太監，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扶穌，你可曾與其他宮人一道沐浴？」他不禁問。 

「不曾，奴才一直是跟在皇上身邊。」 

「可皇上身邊以往也有不少太監隨侍著。」 

「是有，但是沐浴時奴才總是獨自沐浴，不會和其他前輩一道洗。」 

「所以你也有個人獨房？」 

「是啊，奴才一直是皇上最親近的人，所以奴才總是睡在皇上殿旁的小暖閣裡。」

說著，他不禁想起過往那段美好的日子，雖說偶爾會被欺負，但是至少沒有那麼

多煩人的爾虞我詐。 

聞人天機聽至此，總算聽出一點名目了。 

換句話說，扶穌是被根深柢固的觀念束縛，加上無從和其他宮人比較，才認定自

己是個太監，但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人，怎會一點反應皆無？ 

「⋯⋯大人，能不能先放手再聊？」他那話兒就這樣被抓著，要他平心靜氣地閒聊，



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呢。 

「扶穌，你這兒難道從未有過反應？」聞人天機不死心地再問。 

「什麼反應？」他不解問道。 

「像這樣。」聞人天機拉著他的手，往自個兒的身下一握。 

扶穌抽了口氣⋯⋯原來，這就是反應啊，這就是老太傅所說的男人翹首的意思？「可

是大人怎麼會翹首了？」根據老太傅的說法，總得要經過各種拿捏之後，才會有

這反應的。 

「扶穌，一般男人是睡著時這兒就跟著睡了，醒了就跟著醒了，而我是何時都醒

著，你呢？」 

「我？」他頓了下，咬牙道：「大人，我是太監！」語氣都有點火氣了。 

大人怎能奢求一個太監像個男人有這種反應？他要是有反應就不叫太監了好不

好！ 

「你如果是個太監，怎會沒有去勢？」他讓自己與他比較，好讓他察覺異樣。 

扶穌眼角抽搐著，但還是硬憋下這口氣。沒法子，他是奴才，他是大人，這天底

下沒有當奴才的以下犯上的，對不？ 

「大人，難道你不知道太監有兩種？」 

「有這說法？」 

「一種是進宮被去勢，一種則是天生不能人道的。」扶穌說得牙癢癢的。 

真是的，虧他還覺得大人挺照顧自己和皇上，打小對他總有幾分敬意，但如今他

覺得自己像是被他一再羞辱著。 

「誰跟你說的？」他從沒聽過這種說法。 

不管能不能人道，進宮就是要去勢才能永除後患，這是再天經地義不過的事，到

底是誰灌輸這種錯誤想法給他的？ 

「老太爺，上一任的內務府大總管杜正老太爺。」 

「他不是因為年事已高，所以先皇特地在後宮闢了一處地方讓他安享天年？」 

「是啊，可他跟我說時，我才七歲。」 

聞人天機垂睫忖了下。杜正是先皇倚重的大總管，所以杜正必定知道扶穌的身

分，會有這種說法，難道真是因為扶穌天生無法人道？ 

輕撫著扶穌細嫩的頰，毫無鬍髭，猶如尚未成長的少年，還保持著孩童最稚嫩的

肌膚。 

「扶穌，你沒有鬍子。」這事，他竟直到現在才發覺。 

扶穌無力地閉了閉眼。「大人有瞧過哪個太監長鬍子的嗎？」為何非得繞在這話

題上？ 

他是太監這事大夥都知道，犯不著要他想辦法讓大人相信吧！找碴也不是這種找

法，鬧久了他也會翻臉的好不好。 

聞人天機直睇著他良久，心裡總有那麼點失落。說實話，只要心動了，他壓根不

在意他到底是不是個太監，沒反應這件事對他而言真的無所謂，但要是床笫間只

有他感到愉悅，扶穌豈不是等同只是個暖床的工具？ 



「大人⋯⋯先鬆手吧。」要怎麼聊都行，但不要一直握著他那話兒！ 

聞人天機輕嘆了口氣，鬆開了手卻沒死心。「躺下。」 

「做什麼？」 

「讓你了解男風的快樂。」他就不信他真不能人道。 

「我不用了解，我只是想知道——」話未完，他已經被推倒在床，袍子被扒，褲

子被脫，他猶如初生的嬰兒不著寸縷，在人面前赤裸地展現自己，教他不禁有點

羞赧地想拉過被子遮掩。 

他這不能人道的軀體怎能如此被瞧見，就算大人不介意，但他很在意！ 

聞人天機卻彷似知曉他在想什麼，由著他，壓根不勉強。 

「大人，其實我覺得——」話未竟，已被封口，舌瞬間已鑽入他的唇腔裡，教他

嚇得瞪大眼。 

聞人天機纏吮著他的唇舌，舔過他的齒列，挑誘著他回應，然他卻生澀僵硬的任

由他汲取。 

「討厭嗎？」他啞聲問著，舔吮著他的唇。 

扶穌還在震驚之中，雙眼發直，像是無法理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更別提要他開

口回答。 

他不回答，聞人天機當他不討厭，吻上他的喉頭，輕啃著他立體的鎖骨和頗為厚

實的胸膛。 

他的身體十分精實，無一分餘贅，肌膚白皙滑膩，教人難以相信這是男人的肌膚。

吻上他的乳尖，含在口中輕舔慢囓著，大手則已滑到下腹，一把攫住依舊毫無反

應的陽物，輕柔套弄著。 

扶穌僵硬著身體，腦袋一片空白，只覺得他唇舌肆虐過之處，燙得像是被火給焚

燒著，教他莫名心跳加速，渾身更加僵硬。 

「感覺如何？」聞人天機啞聲問著，魅眸被情欲染得氤氳。 

「結束了嗎？」扶穌鬆口氣地問。 

如果只是這樣，他想應該對皇上的身子不會有太大問題，龍顏憔悴應該是純粹睡

得不足罷了。 

聞人天機微瞇起眼，見他要起身，毫不客氣地將他壓制住。「還早得很。」沒道

理他已經起心動念，他還能置身事外。 

還來？扶穌無力地閉上眼，很想跟他說別再玩他那話兒，有點疼了說⋯⋯驀地，頂

端傳來濕熱的舔吮，教他如驚弓之鳥般弓起身體，想要將他推開，豈料他卻硬是

架開他的雙腿。 

「大人！」他驚呼著。別鬧了，那不是能吃的東西！ 

聞人天機充耳不聞，以舌包裹住他的陽物，緩慢地吞吐、含吮著。 

「大人！」扶穌快要崩潰，想把聞人天機推開，又怕傷到他，但他真的好怕自己

被吃掉⋯⋯要是被吃掉了，往後他要如何小解？！ 

「吵死了！」聞人天機低斥道。「躺好！」 

扶穌可憐兮兮地扁起嘴。「大人，不能吃啊⋯⋯」 



聞人天機瞪著他良久，唇舌並用地舔著依舊伏首無力的陽物，從頂端到根部，舔

到玉囊處，再舔往會陰後方的小穴。 

「大人！」扶穌喊了聲，這下子不管會怎生失禮，他都得反抗不可！ 

又舔又含的，吃了那話兒還想要吃那兒，給不給人活啊！ 

趁聞人天機不備，扶穌立刻轉過身，想要趁隙溜下床，豈料腳踝卻被扯住，下一

刻異物竟塞入穴口，教他驀地抽口氣。 

「扶穌，男風行樂用的是此處。」聞人天機將他壓在身下，長指緩緩地插入那緊

窒的穴內。 

「啊⋯⋯」扶穌不敢相信，這麼做到底是有何樂趣，好痛！ 

「一開始會有點疼，但習慣了你會覺得舒服。」他啃著他的頸子，長指緩緩地抽

送，擴張著穴口。 

「大人，不要⋯⋯」扶穌求饒道。 

他很怕待會他要是按捺不住地打了大人，該要如何是好？ 

聞人天機舔吮著他的背脊，長指直入深處，尋求著令他愉悅的點，就算他無法人

道，至少也要從此處教他獲得快意。 

濕熱的舔吮教扶穌不自覺地打了個顫，一種說不出的異樣熱氣在他體內無止境的

蔓延，教他下意識地抗拒，然那長指卻突地按到一處，瞬間爆開不曾有過的酥麻

裹著陌生的熱氣直竄上腦門，他不知所措地閃開，讓長指抽離體內。 

扶穌無法解釋體內爆開的熱和酥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糟的是，他似乎不討厭

⋯⋯ 

聞人天機直瞅著他緋紅的頰，因羞意而濕潤的眸，教他情欲更加勃發，直至無法

忍耐的狀態。 

「我弄疼你了？」聞人天機逼近他，大手撫著他的臀。 

扶穌直睇著他，愈發覺得兩人這狀態不該再繼續下去，就算不討厭也不行。「大

人，我覺得咱們就到此為止吧。」 

聞人天機笑瞇眼，毫無誠意地道：「很抱歉，原諒我這一次，下次肯定會讓你舒

服。」他拉開扶穌的雙腿，解開褲頭，讓早已昂首的灼熱抵在尚未開拓完全的穴

口上。 

那烙鐵般的熱度教扶穌猛地瞪大眼，不敢相信巨大竟抵在股間。「大人，你這是

要做什麼？」不會是要把那話兒塞進他那兒吧！ 

「我正打算做攝政王會對著皇上所做的事，如此一來，你就會明白皇上是怎生的

感受。」 

巨物撐開了穴口，扶穌驀地張大眼，正打算將他一把推開時—— 

「大人！」 

門外突地響起蒙去蕪的聲音，扶穌鬆了口氣，慶幸自己不需將聞人天機打昏。 

「⋯⋯什麼事？」聞人天機打住動作，粗嗄問著。 

「攝政王下令，要百官即刻入殿早朝。」 

聞人天機撇了下嘴。「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是。」 

「大人，攝政王突然下令百官即刻入殿，該不會是發生什麼事了？」扶穌瞬間忘

了自個兒的處境有多麼危險，一心擔憂會不會是皇上出了什麼事。 

聞人天機眸色微沉，極為厭惡他心思都繫在皇上身上。「等我早朝後就會知道。」

他嘴上敷衍著，已大略猜到緣由。 

原以為兩人還會有幾天的時間可以相處，誰知道攝政王行事竟如此迅速，硬是打

亂他的計劃。 

「既然如此，大人就趕緊上早朝吧。」扶穌催促著。 

聞人天機直瞪著他。「想要我早朝，好歹先讓我消火。」他現在已經情動得發痛，

哪管攝政王要他即刻入殿。 

扶穌頓了下，瞪著他那脹得青筋微顫的巨大。「要怎麼消火？」他怯生生地問。 

該不會是繼續未完的事吧⋯⋯不行啊，真的不行，他無法消受。 

「算了，先將就一下。」 

將就？正當扶穌不解時，就見他把那熱燙的巨物貼覆在他的身上，而後開始摩擦

著他。 

扶穌傻愣愣的不敢動彈，不能理解他到底在做什麼，怯怯抬眼，就見聞人天機濃

眉緊蹙，像是在承受難以忍受的痛楚。 

「大人，很疼嗎？」他不禁問。 

雖說老太傅沒說男人翹首時是怎生感受，但光看大人那神色，他忍不住也替他痛

了起來。 

聞人天機氣息微亂，俯近他，張口吻住他的唇。 

扶穌沒有掙扎，只是唇舌被纏吮得有點痛，聞人天機吻得又沉又重，像場狂風暴

雨，教他迷醉，身下那熱度愈發灼燙，熨得他的肌膚顫開陣陣輕悸，呼吸莫名地

跟著混亂，尤其當他的手掐揉他的臀時，方才消退的熱度又從體內爆開，像陣酷

暑的熱氣，沉重又充滿力量地想要找地方宣洩。 

驀地，熱液噴濺在他的腹上，聞人天機停住了動作，他體內的躁動跟著瞬間平靜。

一會，他的唇被咬了下後，聞人天機便從他身上退開，拿起床邊的帕子替他擦拭

腹部。 

「大人，太可惜了，這可是男人的精血，要是能弄在姑娘肚子裡，可就能懷上孩

子了呢。」扶穌一臉惋惜地道。 

不過，這麼一來，他大抵知曉為何皇上寢殿的帕子總會一夜用盡，原來是這麼用

的啊，真是太可惜了。 

聞人天機冷睨他一眼，將帕子丟進花架邊的竹簍裡，隨即起身換上朝服。 

「本官一點也不想要孩子。」 

「太可惜了，孩子多可愛呀，奴才很想要孩子呢，可惜沒有法子，但大人是可以

有的，為何不要？」如果可以，他真想生下一窩的孩子，光是親手照料那些孩子，

就能教他夢裡也笑著呢。 

「因為本官對女人無法動情。」他嗓音無波地道。 



「這麼一來，大人豈不是沒有子嗣了？」扶穌脫口的瞬間，也想著皇上該不會也

跟大人一樣，永遠不會有自個兒的子嗣？ 

「更遺憾的是，皇上恐和本官一樣都不會有子嗣，你永遠沒有機會教養皇上的子

嗣。」聞人天機哼笑譏諷著。 

扶穌察覺他話中的惡意，困惑地問：「大人，你在生氣？」 

「有什麼好氣的？」他哼了聲。 

早就知道的事沒什麼好氣的，橫豎扶穌的心裡不會有他，又何必在意他生不生

氣？他只要守著他的皇上就好，而他卻得守著不會多看自己一眼的犬奴，突地覺

得自己悲哀。 

真是自作孽，他誰不愛，偏愛上了他！ 

只要他願意，太多男人任他挑選，就算沒有情愛，橫豎也不就是如此過一生，可

偏偏扶穌教他生出了憧憬，教他欽羨著皇上能有他日夜隨侍。 

「大人⋯⋯」真的是生氣了⋯⋯難道是因為他抗拒？ 

可是，那實在太強人所難，他真的沒有辦法啊。 

「睡吧，朝中有什麼事，回來時我會跟你說。」整裝完畢，他頭也不回地道。 

「是。」扶穌應了聲，卻想起這兒又不是他的房間，不過算了，大人正不開心著，

他還是聽話一點。 

他起身將衣服穿戴整齊，和衣睡著，心想睡醒時就能回皇上身邊。 

不過還是找個時間問問大人，看他到底在氣什麼好了。大人位高權重，向來照顧

他和皇上，要是惹得大人生氣，那真是太得不償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