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深夜的北疆一片闃靜，唯一的聲響便是士兵們巡視的腳步聲。 

突然間響起了轟隆一聲巨響，隨即是一陣天搖地動，駐守在鎮北關口附近的軍營

士兵們訓練有素地披上戰甲，快速上馬，往關口聚集。 

今天留在軍營裡的李王軒轅奉也趕了過去，當他靠近時，黑夜中已經亮起一簇簇

的火光，他也看清楚那陣天搖地動是怎麼回事，原來是鎮北關的斷關石機關出了

問題，本來懸掛在半空中重達千斤的斷關石，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座掉了下來。 

「王爺。」今夜值守的人看到軒轅奉，連忙走上前行禮。 

「斷關石為什麼會落下？」斷關石建造將近四十年的時間，不曾出過這樣的問題。 

前去探查的小校尉正好回來，「回稟王爺，無敵人入侵跡象，似是因為年久失修。」 

軒轅奉親自率人查看，機關某些地方的確已經有腐朽的模樣。 

「王爺，應該派人快速修繕，這斷關石雖能抵禦外族，但同時也會讓軍兵調動不

順暢，萬一外族趁機作亂，會造成不少的損失。」軒轅奉身邊的軍師諸子儀上前

說道。 

又再巡視了一下機關附近的情況，確認沒有敵襲的痕跡後，一群人才又回到軍營

裡。 

軒轅奉立即發號施令指揮布防，直到天將大亮時，他才有空能夠坐下來休息。 

「王爺，恕卑職直言，你是打算親自到機關谷請人來北疆修補機關嗎？」諸子儀

原本以為王爺會派手下的將軍之一前去，只是方才王爺交代的事情太過仔細，好

似打算離開一段時間的樣子。 

軒轅奉點頭，在諸子儀打算再說些什麼的時候，他抬手制止了他，「我知道你要

說什麼，當年曾祖父得機關谷谷主幫助，平定北疆，使我軒轅家子弟得以保存血

脈，為了這恩情與尊重，我須得親自去一趟。」 

諸子儀想了想，王爺說的也沒錯，其實機關谷跟朝廷本應該沒有任何關係才是，

只是當初天下大亂，機關谷谷主不忍中原戰亂還得面對外族侵略，才會主動站出

來設立了那麼一個機關，保全北疆戰士的兵力。 

「王爺，只是近些日子，關外有些外族蠢蠢欲動，你這時離開……」前段日子才

收到消息，關外有些人似乎有所動作，此時北疆的主心骨離開，恰當嗎？ 

軒轅奉坐在椅子上慢慢地抬起眼眸看著他，薄薄的唇角勾起，「不走，又怎麼讓

那些人動一動呢？」 

諸子儀先是一愣，隨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不再對他離開北疆一事有所疑慮。 

軒轅奉的目光慢慢地轉向軍帳外的天空，此時黑夜正被白光所取代，他緩緩吐息，

手指在額邊輕點幾下。 

邊疆安逸太久，是時候該動一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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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意盎然的田野間，一些金色的麥芒參雜其中，像是在告訴辛苦勞作的農人們，

今年又是大好的豐收年。 



近午時分，太陽毒辣得狠，原本做著農活的農人也到一旁的棚子或綠蔭下躲躲熱

氣。 

一頭小騾子從遠處的綠田後方慢慢出現，一個戴著草帽的小姑娘正騎著騾子搖搖

擺擺地走在黃泥路上，在棚子下歇腳的陳三見狀，先是愣了一下，又左右看了一

眼，確定只有小姑娘時，忍不住開口喊道：「巧姑娘，妳這是打算到哪兒去啊？」 

坐在騾子上面的陳巧微微掀起草帽的帽沿，回道：「出門去幫師父辦點事，過些

日子就回來了。」 

騾子上頭揹了不少她的家當，讓人不免擔心騾子會不會等一下就軟了腿，走不動

了。 

「就妳一個人出門？」陳三遲疑地問。 

他會這樣問，是因為陳巧這小姑娘是村子跟谷裡都有名的路痴，她住在機關谷好

幾年了，但每次出了村子她還是記不得路，連到縣城都有問題，這樣的人要自個

兒出門，不會太危險了嗎？ 

陳巧也知道自己的弱點，露出抹乖巧的笑，「三叔放心，有人會來接我，就約在

村口。」 

師兄也是不得已才會讓她單獨出門，谷裡這段日子接到了不少的案子，谷裡的機

關也正好在修繕補強，實在沒有人抽得出空護送她到北疆，幸好對方願意派人來

帶她一程。 

「這樣啊，要不要三叔陪妳走一趟？」陳三還是很不放心。 

不是他多事，只是陳巧從小到大在村子裡不知道迷路過幾次了，每一次都要靠別

人將她給撿回去，光他就見過十次以上。 

她抿起嘴，圓潤可愛的臉龐隨著頭搖了搖，「不用了，村口我沒問題的。」 

其實她路痴也是小時候的事，自從師娘給了她一個羅盤之後，她就很少迷路了，

哼哼，有了羅盤就能指出東南西北，她也用不著記路，給個方向往前走就是了。 

跟陳三揮手道別之後，陳巧騎著騾子慢慢地往村口而去，師兄和對方約的地方正

好就是村口附近的一座古樹涼亭，是蓋來給路過的人有個暫時歇腳或躲雨的地方。 

她人才到了村口，就看到好些村民圍在唯一的通路上，一群大娘交頭接耳的不知

道在說什麼，她下了騾子，好奇地湊了過去。 

「這些人不知道是打哪兒來的，每個身上都掛著傢伙，來咱們這裡是要做什麼

啊？」說話的正好是陳三的妻子，她一臉擔憂。 

陳巧順著她們的目光望過去，那座涼亭被一群穿著黑色勁裝的男子給圍住，他們

個個高頭大馬，身彪體悍，腰間都繫著一把長刀，看起來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模樣。 

「三嬸子，不用擔心，是來找我的。」陳巧認為他們應該就是師父說的來接她的

人。 

陳嬸子讓她突然出聲給嚇了一跳，但她的話更讓陳嬸子驚愕，「巧姑娘，妳說他

們是來找妳的？」她瞧瞧陳巧可愛的臉蛋，再瞧一眼那些兇神惡煞的男人，趕忙

抓住她的手，「妳這是從哪兒招惹的人啊？還不快點躲進村子裡！」怎麼看都像

上門尋仇的，陳嬸子就怕陳巧被那些人生吞活剝了。 



他們陳家村世代都住在機關谷附近，對於機關谷是幹什麼營生的他們也懂得一些，

也知道常有人來找機關谷的人去建造或修理機關，但那些人看起來實在太像亡命

之徒，她不放心。 

「嬸子，妳誤會了啦，他們是來找我修機關的，師父他們抽不出人，怕我迷路，

請對方來接我。」陳嬸子的過度反應讓陳巧覺得有些好笑。 

「是這樣啊，妳確定？」陳嬸子還是不放心，「谷主大人是怎麼同妳說的？」 

陳巧想了想，一字不漏地複述一遍，「師父說：『妳到了村口，看到一群穿著烏漆

抹黑的討厭鬼就是了。』」 

陳嬸子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暗自想著谷主大人說話果然還是這麼直接。 

「嬸子，我同人家約好了，先出發嘍。」怕誤了時間，陳巧對她揮揮手，牽著騾

子往涼亭走去。 

「欸，妳小心點，弄好了早點回來。」 

「知道了。」陳巧笑咪咪地對陳嬸子擺擺手，慢吞吞地往前走。 

她才靠近，圍在涼亭外的人就動了起來，其中一位一手撫著長刀，沉聲喝道：「什

麼人？」 

陳巧一點也不害怕，紅嫩的小嘴翹得高高的，從懷裡拿出一塊巴掌大的玉製令牌，

脆生生地說道：「我是機關谷的人，你們應該是來接我的吧？」 

任禹先是愣了一下，接著細細打量眼前這嬌小玲瓏的小姑娘，捲捲的頭髮垂落在

兩頰旁，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笑起來頰邊還有個深深的酒窩，看起來也不過

十三、四歲。 

在他打量人之際，已經有護衛上前將令牌取過，任禹接過手，轉身直接進入涼亭，

軒轅奉正端坐在裡頭，手中捧著一杯熱茶，任禹走到他身邊，恭敬地將令牌呈上。 

軒轅奉眼眸低垂，將玉牌接了過來，上頭用小篆刻著「天工」兩個字，另一面則

用小篆刻著一個「巧」字，確認這玉牌跟機關谷先前傳給他的轉印紙是一樣的，

他問道：「人呢？」 

任禹對外面輕點個頭，沒一會兒，陳巧就穿過了重重人群來到涼亭裡。 

軒轅奉也沒想到來的居然是那麼一個嬌小的姑娘，目光微微一凝，「郁唯呢？」 

「大師兄有事走不開，他說我就能處理了。」陳巧還挺習慣被人這樣看輕，她也

沒不高興，依舊嬌憨地甜笑著。 

軒轅奉的眼神更加深沉，小麥色的英俊臉龐隱隱有些不悅，「除了妳沒別人了嗎？」

這一趟出門可不只是修繕機關這麼單純而已，郁唯派一個小姑娘來太危險了。 

陳巧低頭在自己的包袱裡掏啊掏的，好不容易掏出一個信封，看到那皺巴巴的模

樣，她吐吐小舌，將信封遞了上去。 

任禹還沒伸手接過，軒轅奉就先一步拿走了信封，接著他用一種複雜的目光掃過

陳巧的包袱。 

是要多亂的包袱才能將一封平整的信弄成這樣？ 

陳巧一點也不害羞，當作沒有看見一樣，笑咪咪地把自己的包袱重新綁好。 

這一瞬間，軒轅奉就看透了她那甜美的外表下，藏著一顆小壞蛋的心腸，直覺認



為如果帶她回去，麻煩不會少。 

軒轅奉沒理她，拆開信封，抽出了裡頭的信，上頭只簡單地寫了幾個字，看完了

以後，他只是挑挑眉，便將信放回信封裡，隨手收進袖中。 

「妳知道這趟要往何處去？要修繕什麼機關嗎？」 

陳巧點點頭，「知道啊，師父有跟我說過，你放心吧。」她很有自信地拍拍胸口。 

雖然她的外表看起來還像個孩子，但其實她已經十八歲了，況且她已經跟著師父

去修過好幾次機關了，不會有問題的。 

軒轅奉順著她手的動作看向那有些平坦的胸口，隨即又將目光移開，改盯著她的

臉，內心快速閃過幾個想法，好一會兒才開口道：「出發吧。」 

任禹愣了一下，真要帶這個小姑娘回去？這樣行嗎？ 

「我的令牌。」陳巧伸出手，眼巴巴地盯著自己的那塊玉牌，那是師父做的，一

人就那麼一塊呢，可得好好收著才行。 

軒轅奉看著眼前的那隻小手，白嫩嫩的，約莫只有自己手掌一半大小，他把玉牌

輕扔進她的手心，她笑笑地把令牌收好。 

幾個跟隨而來的李王軍已經行動快速地動了起來，沒一會兒就把東西都收拾好，

準備上馬。 

陳巧走出涼亭，牽著騾子的繩子，看看圍繞在四周健壯的大馬兒，再看一眼自己

身邊的小騾子，突然為牠感到一股哀傷，怎麼跟她是一樣的命呢？一群高個兒中

的矮子，好悲傷啊…… 

不過她隨即在心裡自我安慰，不傷心，至少她和小騾子可以作伴。 

「把那頭騾子交給村民帶回機關谷，妳會騎馬吧？」軒轅奉上下打量著她。 

陳巧在他眼中看到一股輕視，不高興地嘟著嘴，「不要，小白跟我生死相隨，我

不能沒有牠！」腿長了不起嗎？幹麼看不起腿短的？她的小白跑起來也不慢好嗎？ 

生死相隨？跟一頭騾子嗎？軒轅奉微瞇起眼，看了眼那頭黑抹抹，卻叫做小白的

騾子，語氣又嚴厲了幾分，再次命令道：「把騾子交給村民。」 

「不要！你不要看不起小白，我不能沒有牠！」陳巧瞪大眼睛，委屈地看著他，

眼眶中隱隱閃著水光。 

軒轅奉額邊的青筋抽了抽，沒好氣地撂下話，「隨便妳。」她的反應不會太誇張

了嗎？活像他是個要拆散他們的大壞蛋。 

「小白，我們不會分開了！」陳巧開心地抱住小白的脖子，興奮地說著。 

目睹這一幕的李王軍，不管內心有多無言，都還是維持著面無表情，這就是多年

訓練出來的紀律。 

於是，這群騎著矯健大馬的高大男人裡，混了一個嬌小的女子跟她嬌小的騾

子…… 

 

 

軒轅奉這一趟出門，除了帶了自己麾下將軍之一的任禹，還另外帶了二十名的親

衛，他們這二十二個人，沒有一個覺得那頭騾子能跟得上他們北疆養出來的戰馬，



但是——  

任禹用一種不敢置信到詭異的目光盯著身邊矮了他一截的陳巧，雖然他們策馬的

速度並不快，但是一頭騾子居然可以跟上戰馬的速度？！ 

要不是親眼所見，他打死都不會相信！ 

其他親衛也都感到難以置信，就只有軒轅奉依然淡定。 

策馬前行快兩個時辰之後，他們才在河邊稍事休息，打算補充一下飲水跟用餐。 

陳巧牽著小白到不遠處的河邊喝水，一邊心疼地掏出懷裡的糖三角餵牠吃，「小

白，辛苦你了，多吃點糖，待會兒吃點飯，別餓著了嘿。」她的手一翻，一把梳

子已經在手心裡，她細心地幫牠梳毛。 

其他的馬兒也圍繞在附近吃草喝水休息，奇怪的是，沒有一匹馬想靠過去欺負那

頭騾子。 

軒轅奉簡單地洗把臉後來到她身邊，「等一下妳上馬，讓妳的騾子跟在後面就好。」

他跟那幾個親衛不同，對這匹有些特殊的騾子沒有什麼興趣，只想著路程可以順

利一些。 

陳巧回道：「可是我不會騎馬。」好吧，她承認，她當初學騎騾就是因為腿太短，

騎不上馬。 

早料到了！軒轅奉沒多說什麼，點個頭表示了解之後，便轉身走開了。 

她心大得很，反正她跟他說了，他也點頭了，剩下就不關她的事，反正小白不會

離開她就好。 

所以等吃完飯後，陳巧就把原本放在小白身上的包袱都拿了下來，眨著一雙水汪

汪的大眼睛，乖巧地等著軒轅大爺分發她的新坐騎。 

軒轅奉翻身上馬，冷眼看著她手中的幾個包袱，向她伸出了手。 

咦？軒轅大爺要跟她共乘一騎嗎？ 

她想了想，慢吞吞地把手遞上去，他抓住她的手，巧勁一使，她整個人就輕飄飄

地上了馬，坐在他身前，她還來不及有所反應，他就把她手中的幾個包袱都扔了

出去，隨身的幾個親衛自然接過手，將包袱放到他們的馬上。 

「坐穩了。」軒轅奉低聲說了一句後，腳蹬一踢，胯下的駿馬就如箭矢般射出。 

陳巧連忙轉頭往後看，確認自己的小夥伴妥妥地跟在後頭，她才放心地鬆口氣。 

察覺到她的動作，軒轅奉的嘴角抽了抽，郁唯這個小師妹……實在令人捉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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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谷座落在離鎮北關南方，兩地距離約莫四、五天的路程，依照軒轅奉他們的

計劃，此次一趟來回大概十天時間。 

然而陳巧硬是要帶上的小夥伴終究還是拖累了一些行程，軒轅奉原本打算直接到

下一個城鎮住宿，不得不半路紮營。 

以天為被、以地為床聽起來是疏朗寬闊的意境，可是真的這麼做，就會發現還有

數不清的蚊蟲為伍…… 

軒轅奉和他的親衛都習慣了，撿柴火的、升火的、煮飯的，大夥兒分工合作，很



快就都處理好了，還在附近找了艾草燃燒，驅趕討人厭的蚊蟲。 

至於小白則偎在陳巧身旁小聲嘶啼，就像在跟她抱怨自己受的委屈，她也有模有

樣地跟牠說著話，這一幕讓其他人都忍不住多看兩眼。 

「爺，陳姑娘她……沒問題吧？」任禹覺得這姑娘實在很奇怪。 

「沒人了。」軒轅奉坐在鋪好的毯子上，隨手把早上陳巧遞給他的信抽出來扔給

他。 

任禹抽出信紙一看，字跡潦草但還能辨識，寫著——  

 

沒人，要就去，不要就給老子滾。 

 

簡單明瞭得讓任禹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他默默地把信放回信封裡，交還給軒轅

奉。「這位機關谷的少主真是……」狂傲到了極點。 

「他有本事，不用想太多，他不會推沒用的人給我。」應該吧？看著在河邊替小

白梳毛的陳巧，軒轅奉內心一瞬間有些疑慮。 

「機關谷這些年似乎有意慢慢地淡出武林。」任禹翻了一下架在火上的獵物，淡

淡的烤肉香氣開始蔓延。 

軒轅奉無聲地一笑，「前朝末年情勢混亂，武林之人崛起是理所當然，而今天子

聖明，天下漸定，這些武林之士若是有遠見的就該退一步，俠以武犯禁，前齊太

祖不正說過。」 

「你說的跟我大師兄差不多耶。」陳巧不知道什麼時候走到他們背後，回了這麼

一句。 

她突然出聲嚇了任禹一跳，軒轅奉倒是沒什麼表情。 

陳巧擠啊擠的把任禹給擠開來，自己坐到軒轅奉身邊，「大師兄也是這麼說的，

還說那些人沒事就砍來砍去的，讓我瞧見了有多遠就躲多遠。」在火光照映下，

她的雙眼裡也像跳躍著兩簇火花一樣閃亮。 

軒轅奉看她一眼，淡淡地道：「嗯，是該躲遠點。」一雙小短腿，不躲遠點容易

遭殃。 

任禹被擠到一旁並不覺得不高興，反倒對陳巧有些佩服，居然完全不怕王爺的氣

勢。 

王爺祖上曾經跟外族通婚，後代子孫也都遺傳了外族的相貌，五官較為深邃，王

爺也是如此，丰神俊朗、氣宇軒昂，是北疆最俊的男子，但更出色的是他智勇雙

全，帶領北疆軍隊穩穩地守住了鎮北關，且他武藝高強，被稱為「北疆武神」，

不過什麼都好的王爺，在情事上就不好了。 

北疆民風開放，很多人都是自己看對眼而成為夫妻的，王爺理所當然也是北疆熱

門的女婿人選，但不知道是緣分不到，還是王爺不開竅，都二十五歲了，別人到

這歲數孩子都會跑了，王爺身邊還是沒半個人。 

陳巧盯著軒轅奉，「別以為我沒看到你盯著我的腿，高矮又不是我自個兒能選的。」

為了長高，她也試過很多種方法啊！ 



看著就靠在她腿邊的大長腿，她嫉妒的瞪直了雙眼，多希望那火堆能噴出些火花，

把那雙礙眼的長腿燙出幾個洞。 

軒轅奉將雙腿抖了下，縮回來盤坐著，「郁唯在忙什麼？為什麼剩妳一個人？」

瞧她忿恨的眼神，不知道為什麼他感到好笑。 

「大師兄到江南去了，幫金刀盟老盟主慶生，二師兄一塊去，三師姊不會機關術，

四師兄同上。」陳巧也是無奈中的選擇。 

她是陳家村的人，不過命不好，小小年紀便沒了爹，娘沒多久也跟著走了，就剩

下她一個小娃娃，好在師娘心腸好，把她帶回機關谷，連她也算進去，師父一共

就收了五個弟子，據師父說這樣算多了。 

她曾經跟大師兄去過華山、全真等等門派，其實很羨慕人家的弟子那麼多，只要

吆喝一聲，都有師弟、師妹去辦事，哪像他們什麼都得自己來。 

她曾經跟師父提過要不要再多收點弟子，沒想到師父訓了她一頓，說他們機關谷

重質不重量，還罰她做雜務兩個月，但她覺得師父根本是在糊弄她，當她不知道

師父只是懶得教人嗎？哼哼！ 

他們這一代的弟子五人，除了大師兄算全才之外，剩下的都是挑自己愛學的學，

像她學的就是機關之術跟相人之術，偏偏師父說他退休不管事，其他幾個師兄姊

對機關術都是一竅不通，所以所有事都落到她跟大師兄頭上，這一次只好由她去

北疆。 

她也很不樂意，原本她可以跟去金刀盟吃好料的耶！想到這裡，她又開始暗暗不

平起來，甚至想做個軒轅奉的娃娃拿針戳他了。 

「委屈妳了。」她的目光太哀怨，想要無視有點難。 

陳巧點點頭，「知道就好，到了北疆要好好招待我，大師兄說這趟比較累。」 

這丫頭是不是不知道客氣這兩個字要怎麼寫？軒轅奉微挑了下眉，他還是第一次

碰到這樣的姑娘。「沒問題，妳有信心修好嗎？」 

「嗯，出門前師父跟我說過了，到時候去瞧了再說，現在說了你也不懂。」機關

之術涉及極多，光是推算演練就得花上好多時間。 

軒轅奉被她的話一噎，她說的也算是實話，他突然覺得她還挺像他認識的另一個

人，只不過那人是嘴巴毒得厲害，這個則是嘴巴太老實了。 

任禹在一旁看了忍不住低聲笑了。難得看見王爺被人用話給拿住，還真是有趣。 

他暗自在心中評斷，第一天的相處，陳巧贏了。 

 

 

隔天整理之後，一行人又快速地上路，一樣是一群駿馬後帶著一匹騾子，陳巧則

是靠在軒轅奉懷裡睡得昏天暗地，要不是他好心拿根繩子把她綁在自己身上，姑

娘她早就摔在地上不知道幾次。 

這也怪不得陳巧，自小住在谷裡，雖然有時候也會隨著大師兄或師父出遠門，不

過一路上師父跟大師兄都安排得好好的，再加上那兩父子一個比一個還難搞，馬

車不好，不坐；吃的不好，不吃；睡的房不好，不睡，可以說她除了被收養前那



段時間吃過苦之外，她就是個被嬌養長大的孩子。 

一般玩機關的雙手多半都十分粗糙，可陳巧的師娘疼她，特意讓她師父為她專門

做一種護手的膏子，抹了十幾年下來，她的手還是白白嫩嫩的，跟小孩子差不多。 

這雙白嫩的手如今就勾在軒轅奉的腿旁，一顆頭也在他胸口敲一下、點一下的。 

軒轅奉等人天還沒亮就出發了，到現在也出發近一個時辰，姑娘她還在呼呼大睡。 

又快馬疾行了一個時辰，旭日剛升起不久，陳巧也睡醒了。 

「到哪裡了？」她的聲音軟綿綿的，還帶著剛睡醒的甜膩嬌憨。 

見她眼睛是張開了，但還是一臉呆樣，再加上她方才靠著他的胸膛，有些髮絲被

蹭得翹了起來，軒轅奉被她這模樣逗樂了，嗓音帶著笑意回道：「快到金家鎮了。」

能在顛簸的馬背上睡得那麼熟，也是一種本事。 

「喔。」陳巧呆呆的回道，眼神還是直愣愣的，又過了大概半刻鐘，她才真正清

醒過來，可憐兮兮地捂著肚子說道：「我餓了。」 

她好想念跟大師兄還有師父出門的日子，不像跟著軒轅大爺，餐風露宿的，她怎

麼這麼苦命啊？ 

「再一刻鐘就到鎮上了，休息半天之後再出發。」原本的計劃並沒有打算到金家

鎮休息，只是軒轅奉從昨天到今早，見到她的神情有些萎靡，才臨時決定到金家

鎮買一輛馬車讓她坐。 

畢竟他們本來以為機關谷派出的會是男弟子，沒想到是一個甜嫩嫩的小姑娘，所

以並沒有準備太多女子出行的物事。 

「喔，知道了。」陳巧乖乖地點頭，不過她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師兄不想來這趟了，

大師兄真壞，以後不幫他修東西了。 

這麼大的陣仗入鎮，自然引起鎮上百姓的注目，就連鎮長也被引了出來，這些人

自然有親衛去處理，陳巧跟軒轅奉進到鎮子上最大的一間客棧休息。 

金家鎮雖是鎮，但已經有縣城的規模，此地正好是北方三城與中省道南下的交會

點，商業本就非常發達，尤其國泰民安的現在，許多有先見之明的富人趁著金家

鎮還未升等縣城前，早早就在此地置產，更顯得熱鬧繁榮。 

繁榮之地所有的東西當然也比普通城鎮上了一等，他們所去的客棧也是很高檔的，

不過這些陳巧都不在意，她現在只想著要填飽肚子。 

餓了一個早上，她很專心地吃著遲來的早膳，香噴噴的肉骨粥、小巧的湯包、酸

辣開味的小菜，吃得她眼睛都瞇了起來，高興這兩個字就差沒刻在她臉上了。 

瞧她吃得香，讓用過簡單早膳的軒轅奉一行人，也忍不住拿起筷子跟著吃了起來，

等到大家都吃飽後，親衛們就去補充一些東西，軒轅奉三人則開了一個房間做為

休息之用。 

陳巧靠在窗邊一邊吃著甜甜的糕點，一邊興致勃勃地往街上瞧。 

軒轅奉跟任禹坐在桌旁，任禹從隨身的包袱中抽出一張地圖鋪在桌上，上頭只簡

單畫出了路線和幾座比較大的城鎮。「若是換了馬車，路程會多了兩日。」 

「北疆有什麼動靜？」軒轅奉的目光在地圖上掃過，停在最近的一座大城上。 

「有幾個人動了動，但沒有什麼大動作，跟來的尾巴也還釣在後頭，爺，要趁這



個機會將他們逮住嗎？」任禹指著地圖上的某個點，那些跟來的尾巴離他們約有

一里。 

軒轅奉稍加思索後回道：「換個方向，帶他們去繞一繞，這裡離落月城不遠，我

們繞道去一趟。」 

在當今聖上的治理之下，草原民族跟邊疆百姓劍拔弩張的氣氛已經緩和下來，可

是這兩年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北邊幾個小民族又開始鬧了起來。 

幾次下來，他們也察覺到有人在暗中煽動，只是都抓不到這些人，湊巧的是，斷

關石的機關居然在這時候壞了，他跟老王爺溝通過，讓老王爺帶著老王妃和家中

幾個小輩一起回京城省親，他打算趁機將那些逆賊一網打盡。 

既然要繞路，那就順道將那些沉痾已久的問題解決了也好。 

「爺，怎麼不把二爺留著，您一個人也太危險了。」任禹有些擔心地道。 

他是王爺一手提拔起來的將領，對北疆李王軍是全然的忠心，可是另外三位跟他

位階差不多、五品上下的將軍，不知道是不是有反賊混在其中。 

他口中的二爺是軒轅奉的胞弟軒轅祈，這一次老王爺和老王妃回京，他也隨行護

衛，北疆現在就剩下軒轅奉這位主子爺而已。 

軒轅奉緩緩地將地圖捲起來遞給他，「北疆已經染了太多軒轅家的血了。」軒轅

一族世代守衛北疆，付出了許多代價。 

任禹聽他這麼說，神色也有些黯然，當初他任家被前朝奸賊陷害流放三千里，就

是流放到北疆，那些年打的戰役太多，數不清的人都埋葬在這片土地。 

「軒轅奉，我可不可以下去玩，很快就回來。」街上小吃的香味一直漫到陳巧鼻

中，讓她肚裡的饞蟲騷動不已，附近還有套圈圈的攤子，她好想去玩。 

「放肆！怎麼可以直呼王爺的名字？」任禹下意識地怒斥，罵完之後才頓了一下，

抬頭看向她。 

陳巧小嘴微張，眼睛眨動幾下，「那阿奉，可以嗎？」她搔搔頭，有些害羞地抿

嘴笑著，偏頭的模樣看起來十分乖巧。 

阿奉？ 

軒轅奉的表情有點僵硬，從小到大還沒人這麼叫過他，就連父母也都是叫他的字。 

任禹錯愕的張大了嘴，她的眸光清澈，沒有半絲揶揄之意，可見她的單純真心。 

軒轅奉頓了一會兒，轉頭對門口兩個親衛吩咐道：「宣鏡、宣鎮，你們陪陳姑娘

到街上走走。」 

宣鏡跟宣鎮守在門口，方才也聽到了他們的對話，表情雖然沒有任何波動，但內

心對陳巧是敬佩的，他們可是第一次遇到敢直呼王爺名諱，甚至亂替王爺取小名

的人，但最令人訝異的是，王爺居然沒有生氣。 

任禹有點呆滯地看著陳巧興匆匆地離開，「爺，陳姑娘她……到底是真還是假？」

他總覺得捉摸不透她的個性，說是直爽卻又嬌氣，也不知道是真天真還是假單純？ 

軒轅奉也有些頭疼，「郁唯跟我說過他這個師妹，確實不容易伺候。」 

幾年前，他在一次勦匪的行動中遇上了正在匪窩中作客的郁唯。 

其實他要是再晚一點去的話，應該也不需要勦匪了，光是郁唯一個人就快將匪窩



給拆光了。 

他因此認識了郁唯，也才知道原來他就是機關谷谷主的兒子，也就是下一任的谷

主，由於軒轅家跟郁家頗有淵源，所以他有意跟郁唯保持了通信的習慣。 

幾年書信下來，郁唯的個性他不說了解十分，但也有個八分，用高傲兩個字來形

容他還算是客氣的。 

書信往來時，他們偶爾也會談到家人，這個小師妹他聽郁唯說過，陳巧被收入機

關谷後，深受所有人疼愛，其中之最便是谷主夫人，因為陳巧長得太像娃娃了，

滿足夫人生了個臭兒子之後想要貼心小棉襖的夢。 

也因為陳巧實在太乖巧了，笑起來臉上的小窩窩又甜甜的，就連最孤傲冷僻的谷

主都很疼她。 

陳巧被眾人寵得嬌氣十足，郁唯時常在信中抱怨帶她出門太麻煩之類的，但真帶

她出門，他又捨不得她受苦，有時候囉囉唆唆的一封信裡都是抱怨，只不過還是

能從字行間看出來他對小丫頭的疼愛，也因為如此，他才會想要繞到鎮上買馬車。 

不過既然已經繞到了別處，那就順道帶著那些尾巴繞遠點，讓那些人多一點時間

動動手，看看這次能不能將這些蛀蟲給揪出來。 

想到出發前收到從京城來的天子密令，軒轅奉臉色就沉了下來。 

 

另一邊，在街上晃的陳巧，正好遇上了「天降美人」這種奇遇。 

正確來說，遇上的其實是宣鎮，陳巧只是圍觀了一下什麼叫從天而降。 

當陳巧抱著香甜的糖炒栗子經過一家飯館的時候，二樓傳來許多人的驚叫聲，接

下來就是一道白色身影越過二樓的欄杆，往地面墜落。 

她還沒反應過來，宣鎮就已經出手把她拉到一旁，同時伸手將摔下來的人給抱住，

轉了幾圈卸了墜落的力道後，才把人往地上一扔。 

陳巧都還來不及看清楚從天而降的人生得啥模樣，飯館裡就乒乒乓乓衝出來一群

人，其中一個約莫七、八歲的孩子衝上去抱住被扔在地上的人。 

「姊！姊！妳不要拋下重樓！」夏重樓撲在昏倒在地的夏長卿身上哭喊著。 

夏長卿其實沒有真正昏過去，只是從高處墜落的恐懼和悲傷讓她整個人一下子軟

倒下來，好一會兒才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她慢慢地爬起來，抱住弟弟安撫道：

「重樓，姊姊沒事。」 

夏重樓嚇出一身冷汗，臉上也是涕淚縱橫，才想開口說些什麼，卻被人從背後狠

狠推了一把，摔到一邊去。 

「想死？夏長卿，妳生是我巫雅的人，死也是我的鬼！」巫雅惡聲惡氣地道，那

蠻橫傲慢的模樣，讓他勉強說是俊秀的五官，顯得有些醜惡，接著他又對身邊的

跟班吼道：「還不把人給小爺我帶走！」 

四個跟班顯然很習慣這樣的事，二話不說上前就要把夏長卿抓起來。 

宣鎮跟宣鏡聽到巫雅這個名字，眼神快速交換了一下，宣鎮才想上前制止這些人

囂張的行徑，眼角卻瞄到陳巧把手舉高的模樣，正納悶她要幹麼，就聽到破空聲

從她袖中響起。 



「啊！」其中一個跟班瞬間中了一支箭矢，箭雖小巧，卻很有殺傷力，一下就射

進了三分之一，箭頭全沒入對方的胸口。 

聽到同伴的慘叫，另外三人先是嚇了一跳，隨即轉為憤怒，就要攻擊陳巧，然而

跟班甲卻發出更大的慘叫聲，捂著胸口的傷，眼睛一翻，昏倒在地。 

陳巧向其他三人警告道：「最好別亂動喔！」她舉著右手，穩穩地對著他們，衣

袖滑落到肘間，能隱約看到她肘上有一個小小的箭矢，可見機關就在裡面。 

「陳巧？妳怎麼在這裡？」巫雅一見是她，語氣跟臉色都很難看。 

陳巧無奈地撇撇嘴，「我也不想看到你這個討厭鬼，你越來越面目可憎了。」她

不是在故意諷刺他，她可是說真的。 

機關谷原本叫做天機谷，只後來某一任谷主的機關術十分出眾，漸漸地江湖上都

稱天機谷為機關谷，天機谷的傳人自然也不是只會機關之術，就像陳巧的師父一

樣，大概除了生孩子以外，他什麼都會吧。 

陳巧除了學習機關術，還跟師父學習了相術，不過她的天分跟興趣都在機關上面，

相術只學了一些粗淺的而已。 

「陳姑娘，妳認識他？」宣鎮訝異地問。 

陳巧上前把地上的姑娘拉起來，夏長卿還驚魂未定，傻傻地被拉到她身後，而夏

重樓則是被宣鏡抱起來。 

「認識，他是個討厭鬼。」陳巧皺皺鼻子，毫不掩飾對巫雅的厭惡。 

「哼！陳巧，妳別以為妳是機關谷的人我就不敢對妳做什麼，那姑娘是小爺的妾，

把她交出來。」巫雅氣得咬牙切齒，卻又似乎忌諱著什麼不敢上前。 

陳巧才不理他，「我看你頭頂一片黑，肯定要開始倒楣，你還是快點躲回落月城

吧。」一看就知道他又在欺男霸女了。 

巫雅聽她這麼一說，臉色青白，心裡又氣又驚，狠瞪了她一眼，這才一甩袖子走

人，至於跟班乙丙丁要跟上自家主子之前，還很有義氣地不忘把地上的跟班甲給

搬走。 

宣鎮跟宣鏡都是一頭霧水，但也知道在大街上不方便多問，只好先跟著陳巧回到

客棧。 

 

 

陳巧領著那對姊弟回到客棧的廂房，要不是因為宣鎮、宣鏡也在一旁，客棧老闆

絕對會把人給趕出去，領著戴孝的兩人進來，這不是給他們客棧觸楣頭嗎？ 

軒轅奉也沒想到她不過去逛個街，也能帶回兩個麻煩。 

陳巧將惴惴不安的兩姊弟給按坐在椅子上，她轉身翻出自己的行李，拿出一個小

木箱，一打開就是一股藥味撲鼻而來。 

趁著陳巧在幫那兩姊弟上藥的時候，軒轅奉已經從宣鎮、宣鏡口中得知發生了什

麼事，當然，連那中箭的在幾個呼吸間就倒下的事也說得一清二楚。 

「姓巫？落月城城主的兒子？」 

軒轅奉身上有李王的爵位，北疆附近的三州也算是他的轄地，三州官吏是由吏部



派任，但每一個主要的官員他都必須要了解，以免有奸細混入其中。 

他記得落月城城主就姓巫，況且若不是一城之主的兒子，怎會有那底氣在大街上

這樣肆無忌憚。 

「爺，陳姑娘似乎與他有舊怨。」方才在大街上，宣鎮可是將巫雅對陳巧憤恨的

目光看得一清二楚。 

「將那兩人帶下去問清楚。」軒轅奉命令道。 

早就上好藥的兩姊弟正抱在一起低泣，還不時對陳巧表示他們的感激之意。 

等宣鏡和宣鎮將他們姊弟兩人帶了出去，軒轅奉才對著正在收拾藥箱的陳巧問道：

「巫雅是誰？」 

「咦？你還沒問清楚啊？」她純粹只是口直心快，一點也沒有要諷刺他的意思。 

幾次下來，軒轅奉已經習慣她的直接了，倒也不以為忤。「他是落月城城主的兒

子？」 

陳巧點點頭，坐到椅子上，「嗯，巫城主的小兒子，三年前我跟大師兄一起去落

月城，幫城主改建四個城門的幾個機關，那時候遇見他的。」想到初見時巫雅的

舉動，她就很不高興。 

「我記得落月城城主的嫡次子叫巫仲才是。」軒轅奉在幾次大節中曾見過巫仲。 

「巫雅是小妾生的。」陳巧回道。 

時人日下還是以嫡子為尊，替嫡脈的兒女取名時，通常只有單名，庶子女的名字

則是三個字，由此可見巫城主有多疼愛巫雅。 

「他是怎麼得罪妳的？」 

「那時我自己跑出去玩碰上了他，然後跟今天一樣。」不一樣的是她可不是普通

人家的孩子，身為機關谷最小最受寵的小師妹，她身上防身的器具多得是。 

當時巫雅的氣焰比今天還要囂張霸道，居然說要納她當第四房小妾，她很生氣，

自然就拿些浸了藥的東西給他點懲罰。 

「妳也給了他一箭？」軒轅奉又問。 

陳巧笑彎了雙眼，「嗯啊，只是箭上抹了脫脫粉，呵呵……」 

「那是什麼？」 

「是我大師兄研製的藥粉，給我防身用的，中了脫脫粉的人，半個月內身上的毛

會全部掉光光，而且半年內都長不出來，好玩吧？光頭、光頭亮晶晶。」想到巫

雅頂著一顆大光頭長達半年，她就樂得不得了。 

見她笑得開心，軒轅奉卻笑不太出來，她只想到光頭，但他可是很清楚男人的毛

不只長在頭頂…… 

陳巧的笑容突地一斂，沒好氣地問道：「為什麼你都不管管城主他兒子？你不是

王爺嗎？」 

大師兄說過北疆鄰近三州都算是鎮北關李王的轄地，既然如此，那個壞蛋也算是

他的責任，抓壞人不就是他的事嗎？ 

這些事太複雜也牽涉很多，軒轅奉自然不會跟她說。「嗯，明天就處理。」既然

要拖些日子，他也不浪費這段時間，有些事情早有耳聞，就也一併處理處理吧。 



陳巧偏著頭，疑惑地看著他，頰邊的捲髮垂落，眼睛晶瑩剔透，就像個娃娃似的，

很是可愛甜美。 

看著這樣的她，他突然間明白為什麼巫雅會冒犯她，她雖然不是容顏絕麗的美人，

但光憑她那雙剔透的眸子跟甜美的模樣，怪不得巫雅會見色起意。 

「今日就在這裡休整，明天早上再出發。」說完，他便離開了。 

她望著被關上的門板，還在想著他說的「明天就處理」到底是真是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