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鬧鬼的衣櫥 

位在新北市五股區的一條傢俱街上，有一家專賣二手傢俱的賣場，佔地相當大，

裡面擺滿了各種新舊不等的傢俱。 

眼下時間是晚上九點多，老闆準備休息了，在打烊之前，他都會親自巡視一遍賣

場，才能安心離去。 

當他巡視到一具原木大衣櫥的前方時，停下了腳步。 

這個大衣櫥是他幾天前以非常便宜的價格買進來的，只要轉個手就可以大賺一

筆。 

對他來說，只要是可以賺錢的商品，都是好商品。 

老闆愛憐的摸著衣櫥的門，像在哄小孩一樣的說：「要乖乖幫我賺錢喔。」 

他話才說完，突然覺得門好像微微動了一下，感覺就好像是有人從裡面輕輕的敲

了一下。 

「咦？」老闆愣了一下。 

是錯覺吧？老闆沒有多想，縮回手就要離開。 

不對！會不會是老鼠？萬一死在裡面就不好了。 

一念及此，原本已經要離開的老闆又回過身來，打算打開衣櫥門查看一下。 

就在他打開門的那一瞬間，「啪」的一聲，燈居然熄了，周圍立刻陷入一片黑暗

之中。 

「該死，一定是保險絲又燒壞了。」老闆皺眉罵了一聲，從口袋裡拿出手機，打

開手電筒。 

他急著要去修復電燈，也沒心思查看衣櫥了，但是就在他要離去的時候，眼角餘

光卻瞥見衣櫥裡面好像有什麼東西閃過，讓他又停下了腳步。 

老闆緩緩的轉過身來，將燈照向衣櫥。 

說也奇怪，那燈光雖然照在衣櫥上，他卻還是看不清楚裡面。 

之所以看不清楚，並不是老闆的眼睛不好，而是那個衣櫥此刻罩上了一團黑霧，

讓人沒辦法一眼望穿。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老闆疑惑的抓了抓頭，朝那衣櫥走去，伸手撥了撥那團擋

在衣櫥前方的黑霧。 

隨著他的撥弄，那團黑霧散了開來，也讓他總算看清衣櫥裡面的情況，可眼前所

見卻讓他心臟一陣緊縮——  

衣櫥裡面竟然有一個長髮及肩的女人和一個小男孩，臉色發黑，兩人脖子上皆纏

著一條皮帶，就那麼吊在衣櫥裡的橫桿上，甚至還輕輕的搖啊搖的。 

「嚇！」老闆想要尖叫，卻因為實在太過驚駭，那叫聲就好像被什麼東西卡在喉

嚨裡，怎麼都叫不出來。 

面對老闆照來的光，衣櫥裡的女人和小男孩都被刺得閉上了眼。 

「啊啊啊—— 」女人發出生氣的叫聲，同時有一條皮帶朝老闆抽了過來，打掉

了他的手機，接著衣櫥門很快關上。 

老闆只覺得一口氣喘不過來，整個人暈了過去。 



 

 

隔天早上，老闆才被來開門的員工叫醒。 

想起昨晚可怕的事，他趕緊回辦公室，打電話問了好幾個朋友，才找來一位師父

幫忙。 

看過衣櫥之後，師父問道：「你這個衣櫥還要嗎？如果要留，則有留下的處理方

法，如果不要，我就找人載回去燒了。」 

「如果可以，當然是希望留下來。」畢竟這衣櫥的賣相很好。 

「那好，這個給你。」師父遞給他一隻紙老虎。 

「這是？」接過那個造型相當可愛的紙老虎，老闆有點疑惑的說：「我的小孩都

大了，不會喜歡這個。」 

「這不是用來玩的。」師父說道：「這是虎爺，你把它放到衣櫥裡，用膠帶黏在

角落，虎爺會鎮住裡面的鬼魂，不讓他們再出來作祟。」 

「真的嗎？」一想到可以保住這個衣櫥，老闆開心的笑了，「謝謝師父。」 

師父臨去之前，老闆包了個紅包給他。 

老闆依言將那隻紙老虎黏在衣櫥的最角落，果然就像師父所說，再沒有惡鬼出來

作祟。 

而這個賣相很好的衣櫥，也很快的賣了出去，讓老闆賺了一筆錢…… 

第一章 幽魂母子檔 

現在的夏天是愈來愈熱了。 

艷陽高照的夏日午後，一輛藍色小貨車載著一具深棕色的衣櫥，正緩緩駛進這處

位在市郊的老舊社區。 

在一棟有著紅色磚牆的老公寓前方停好後，小貨車的兩側車門打開，一個高瘦和

一個矮胖的男人從車內走了出來。 

一下車，那個矮胖男人立刻皺起眉頭，瞇著雙眼抱怨道：「吼，這是什麼天氣啊，

真的是熱死人了。」 

「可不是，快點搬一搬就可以早一點休息。」高瘦男人一邊用手對自己搧風，一

邊催促道。 

熟練地解開固定衣櫥的繩索，兩人合力把衣櫥放到小推車上，然後來到有著紅磚

牆的老公寓前，高瘦男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寫著地址的紙條，確定門牌號碼後，

按下了門鈴。 

「找誰？」對講機那頭傳來一道渾厚的男人聲音。 

「我們是貨運公司，送衣櫥來了。」高瘦男人回應。 

「太好了，等你們很久了，我開門，你們直接上來。」對方的聲音聽起來頗為興

奮，話都還沒說完，「卡」的一聲，大門已經開了。 

將大門完全推開後，矮胖男人來到衣櫥前方做出彎腰的姿勢，高瘦男人立刻快手

快腳的拿出黑色橡皮綁在衣櫥上，兩人合力抬起了衣櫥，這也是最吃力的一段工

作。 



「走。」在高瘦男人的指令下，兩人抬起衣櫥開始往上爬。 

當他們抬著衣櫥來到四樓的時候，兩人已經氣喘吁吁，滿頭大汗了。 

「辛苦了、辛苦了。」四樓右側門口有一位胖胖的男生等在那裡，咧開嘴笑道：

「麻煩你們了，這衣櫥要放在我們裡面的房間。」 

「好。」稍稍喘口氣後，他們開始將衣櫥移往屋內。 

在移動的過程中，矮胖男人瞥見有什麼東西從上面飄落下來，不過他沒有特別去

看，只想快點把工作完成，然後回到車上吹冷氣。 

在胖屋主的指引下，兩人總算把衣櫥就定位。 

「麻煩你在這邊簽個名。」高瘦男人遞了枝筆給高胖男生。 

接過筆後，胖胖男生在他所指的表格上簽下了「宋智霖」三個字。 

「謝謝你們。」宋智霖將他們送出門口，目送他們下樓之後，正準備關門，有兩

個年紀和他相仿的男生正好上來。 

「景浩、朱豪，你們總算回來了，有幫我買便當吧？」宋智霖朝那兩人笑道。 

「有，在這裡，你最愛的豬腳便當。」朱豪高舉著提在手裡的便當。 

「剛才那兩個人是？」俞景浩反手指了指樓梯處。 

「送衣櫥來的。」等他們進屋後，宋智霖一邊關門一邊說。 

「送來了？」朱豪問道：「這衣櫥真的有像網路上看到的那麼漂亮？」 

「有喔。」已經笑到合不攏嘴的宋智霖，頗為得意的指了指他們的房間，「不信

自己去看。」 

「走，去看看。」也很好奇的俞景浩、朱豪一起朝房間走去。 

之所以會再買這個衣櫥，是因為房東所提供的衣櫥已經不夠用，宋智霖才會上網

去尋找物美價廉的二手衣櫥。 

當他找到這個標榜是原木製成的衣櫥時就相當的喜歡，重點是價錢非常的便宜，

宋智霖還特地去查過，類似這樣的衣櫥，全新的最少都要價三萬元以上，而這衣

櫥含運卻只賣五千元，讓他非常心動。 

於是他找來室友，也就是俞景浩和朱豪商量。 

「這肯定是詐騙。」朱豪立刻搖頭，並勸道：「你錢多是不是，不如拿給我花還

比較實在。」 

「賣的這麼便宜，的確是讓人懷疑。」俞景浩也說道：「你先不要衝動，多確認，

以免真的被騙。」 

其實心裡也有所懷疑，但宋智霖真的很喜歡這個原木衣櫥，因此在獲得賣家的同

意之後，他特地跑了一趟，去確認那個原木衣櫥的狀況，結果就像賣家所說，這

個原木衣櫥外觀還有八、九成新，相當的漂亮。 

至於為什麼會賣的這麼便宜？ 

「因為工作關係，我就要被派去大陸長駐，而且時間很趕，這邊的東西就便宜賣

給有需要的人了。」賣家是這麼回應他的。 

因為真的很喜歡，宋智霖當場就付了訂金，並商定運送的日期。 

在他的殷殷期盼中，衣櫥也如期在今天運送過來。 



一邊回想的同時，宋智霖也面帶微笑的隨同他們進到房間裡。 

「哇，真的好漂亮。」打開衣櫥，朱豪難以置信的說：「看來真的被你賺到了。」 

「這衣櫥確實很不錯。」俞景浩也頷首讚歎，「空間這麼大，你不用擔心衣服放

不下了。」 

「就是。」宋智霖笑道：「我衣服、褲子那麼多，衣櫥不大一點還真裝不下。」 

「好吧，沒話說，恭喜你買到好東西。」朱豪豎起大拇指。 

畢竟都是學生，沒什麼錢，能以這樣的價格買到物超所值的物品，他們都很替宋

智霖開心。 

「還好我有堅持。」宋智霖笑的很得意，一直到俞景浩他們去客廳看電視，他的

目光都還捨不得從衣櫥上移開。 

「好吧，開始整理。」拍了一下雙手，宋智霖總算甘心開始動手整理，一邊吹著

口哨，一邊把一些堆放在桌椅上的衣服移到衣櫥裡。 

雖然說房間裡多了這個大衣櫥，感覺空間變小許多，但也讓他的衣服總算都有

家，不用再散亂於房間裡的各個角落。 

不得不說這個原木衣櫥容量真的很大，一直到他把所有的衣物放進去之後，都還

有空間可以容納其他的衣物。 

就在他要把衣櫥門關上的時候，有個東西掉了出來。 

「這是？」宋智霖彎下腰把它撿了起來，同時仔細查看了一下。 

那是一隻紙老虎，用黃色的色紙摺的，上面還畫出老虎的樣貌，模樣很可愛。 

「怎麼會有這個？」撓了撓腦門，宋智霖想不起來什麼時候有這隻紙老虎的。 

翻到背面一看，有用紅色字體寫著他看不懂的文字，看起來很像是符文。 

「會不會是之前的人留在衣櫥裡，保平安用的？」宋智霖自言自語著，又打開衣

櫥門看了一下，確定沒有其他不屬於他的東西之後才關上。 

他又看了一眼手裡的紙老虎，雖然可愛，但已經有些破舊，便不打算留下，轉身

把手裡的紙老虎先放在桌上，打算等一下帶出去丟在客廳的垃圾桶。 

輕輕的拍了拍衣櫥門，宋智霖就好像在哄小孩一樣，高興的說：「你真的好棒，

愛死你了。」 

「好棒棒……」 

「誰？」就在宋智霖要走出房門的時候，身後好像有人在說話，把他嚇了一大跳，

立即回過頭來查看。 

沒人！不過天花板上的日光燈卻在這個時候閃了幾下，讓他心裡有點毛。 

「沒事，我們這裡是經袁謙大師加持過的，沒事，不要亂想。」自我安慰的同時，

宋智霖來到了客廳。 

「快來看，你最愛的影集開始了。」俞景浩朝他招了招手。 

「好，我先泡杯咖啡，有沒有要加一的？」宋智霖先是把紙老虎丟到垃圾桶，然

後問道。 

「加一。」朱豪目光仍緊盯著電視。 

「我也來一杯，謝謝。」俞景浩說。 



「謝什麼，這麼客氣。」 

很快的泡來三杯咖啡，宋智霖坐了下來，和他們一起看著最近很熱門的一部外國

影集。 

看著看著，宋智霖突然覺得有點冷，忍不住打了好幾個寒顫。 

「奇怪，怎麼這麼冷？你們冷氣開很強嗎？」宋智霖急忙喝幾口熱咖啡，希望能

去去涼氣。 

「我也覺得今天特別涼。」俞景浩也頷首。 

「沒啊，二十五度應該還好。」雖然這麼說，但朱豪也緊了緊衣領，還真的有點

冷呢。 

「先把冷氣關掉吧。」俞景浩拿起遙控器，關掉冷氣的電源。 

又過了十幾分鐘，宋智霖看了一眼冷氣，疑惑的說：「冷氣真的有關掉嗎？怎麼

還是覺得冷？」 

「確定有關了。」俞景浩肯定的點著頭。 

「這樣好啊，就不用開冷氣了，可以省電費。」朱豪很務實的說。 

「不行了，真的好冷，我進去拿件外套。」說著，宋智霖起身朝房間走去。 

「順便幫我拿一件涼被好了。」朱豪說：「我可以和景浩一起蓋。」 

「好。」在回應他們的同時，宋智霖已經進到房間裡。 

打開衣櫥後，他想找那件比較寬鬆的白色棉質薄外套，穿起來既舒適又保暖，很

適合居家穿，他記得外套是擺在最右邊…… 

這是他從小的習慣，從右邊開始到左邊，是厚重的衣服一直擺放到輕薄的衣物。 

來到衣櫥的最右邊，宋智霖開始翻找，然而把衣櫥裡的外套都翻遍了，竟然沒找

到那件白色外套。 

怎麼可能？我剛才明明記得有把它吊掛在衣櫥裡啊，畢竟才多久之前的事，宋智

霖記憶還很清晰，自覺不可能記錯。 

問題是他從右邊找到左邊，再從左邊找到右邊，不管怎麼找就是沒有他要找的那

件白色外套。 

「怎麼可能？」不信邪的宋智霖用力抓了抓自己的腦袋，然後再一次翻找著他的

白色外套。 

突然，他的目光和動作都停了下來，就好像被按下暫停鍵的電影畫面一樣。 

宋智霖之所以會停下動作，是因為他看到了一件水藍色的……洋裝！ 

沒錯，就是女人穿的那種洋裝。 

為什麼他的衣櫥裡會有這件洋裝？ 

宋智霖整個人愣住了，他可以很肯定地說，稍早在整理衣櫥的時候，裡面並沒有

這件水藍色的洋裝。 

而讓宋智霖覺得非常詭異的是，這件洋裝所呈現的模樣，感覺就好像有人正穿著

它一樣。 

肯定是朱豪，他就愛開這種玩笑，玩這種爛梗！ 

從衣櫥上拿下那件藍色洋裝，有點不爽的宋智霖來到客廳，高高舉起手裡的洋



裝，質問道：「朱豪，是你對不對？」 

「什麼東西對不對？」朱豪沒好氣的看了他一眼，又把目光移回到電視上。 

「就這件衣服啊，到底是誰的？」知道他一定不會承認，宋智霖繼續追問。 

「這件衣服……」仔細看了一下，俞景浩疑惑說道：「不是你的嗎？」 

沒想到就連俞景浩也來開他玩笑，宋智霖沒好氣的說：「這是洋裝耶，怎麼可能

會是我的？」 

「神經。」朱豪白了他一眼。 

俞景浩特地走上前看了一下，還摸了摸，才說：「這……是白色外套啊，哪裡來

的洋裝？」 

「景浩，他在鬧的啦，別理他。」朱豪不耐煩的說：「電視正好看，不要在那邊

一直吵。」 

「我沒有在鬧，這明明是洋……」宋智霖轉頭看去，最後一個字怎麼也說不出口，

因為他發現自己拿在手裡的，還真的是剛才自己一直在找的那件白色外套。 

「還洋裝咧。」朱豪噗哧笑出聲，「我看是你又在思春了。」 

「怎麼可能？」宋智霖很用力揉了幾下眼睛後再看一次，依然是那件白色外套。 

「喂，說好的涼被呢？」已經冷到有些發抖的朱豪沒好氣的看著他。 

「我去拿。」說著，俞景浩朝宋智霖的房間走去。 

宋智霖立刻轉身跟了過去，一邊小聲嘀咕道：「景浩，剛才我真的有看到一件藍

色洋裝。」 

「會不會是你眼花？」俞景浩是真的沒有看到什麼洋裝。 

「好吧。」知道他不會亂說話，宋智霖這才不再去想這件事，跟著拿好涼被的俞

景浩一起出去客廳續繼看影集。 

等他們看完，都已經晚上十一點多了。 

「涼被就麻煩你拿進去了。」朱豪把被子交到宋智霖的手裡。 

這條涼被是他們以前的一個室友留下來的，雖然那室友已經不在了，但是他們一

直保留著他的東西。 

「好。」接過棉被，宋智霖轉身朝房間走去，邊說：「晚安。」 

「祝好夢。」俞景浩和朱豪也走向他們的房間。 

一進到房裡，宋智霖按了一下電燈開關，卻發現日光燈竟然不亮了，他又試了幾

次，還是一點反應都沒有。 

奇怪，剛才還好好的，怎麼看個電視回來就壞了？是燈管燒壞了嗎？ 

還好已經住慣了，地形地物大致都了解，宋智霖把涼被放回下鋪的床上，然後慢

慢爬到上鋪去。 

「看來只好明天再找人來修理了。」宋智霖一邊躺下，一邊嘀咕著。 

就在他似睡未睡之際，聽到了一道非常溫柔的女生聲音，輕柔的說著，「今天來

念小王子的故事，聽完就乖乖睡覺了喔……」 

這女人的聲音聽起來很舒服，宋智霖想要回一聲「好」，但實在是太累了，只有

嘴巴動了動，並沒有真的發出聲音來。 



「在一個編號 B612 的星球上，住著一個小王子……」 

好懷念，小時候他最喜歡聽媽媽念故事了。 

宋智霖的腦海裡浮現了媽媽慈祥的臉龐，還有總是微笑著幫他念睡前故事的模

樣。 

是啊，好久沒有回家了，這個週末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吧…… 

就在這時，原本雙眼緊閉的宋智霖突然張大眼睛，一雙大眼轉了幾下，接著坐了

起來，喃喃自語的說：「媽媽什麼時候念過小王子的故事了？我小時候最愛聽的

故事明明就是三隻小豬，而且媽媽的聲音也沒這麼好聽，聲線粗多了……」 

那麼剛才是誰在念小王子的故事？ 

宋智霖豎耳傾聽，想要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念故事。 

可聽了好一會兒，除了自己的呼吸聲之外，再沒聽到其他聲音。 

會不會是手機？ 

他又仔細查看了一下手機，也沒發現有什麼問題。 

難道是作夢？他今天到底是怎麼了？看錯外套就算了，現在又夢到有人在念他沒

聽過的故事。 

宋智霖愈想心裡愈毛，在床上坐了一會兒，最後實在受不了那股在心底不斷擴散

開來的恐懼，他下了床，抓起涼被走出房門，決定今晚要去和俞景浩他們一起睡。 

「卡」的一聲，他一開門，俞景浩就有了反應，擁有靈敏聽覺的他雖然已經特地

戴上耳塞，還是很清楚聽到宋智霖的開門聲。 

「怎麼了？」俞景浩坐起身，疑惑的望向他。 

「我想在這邊睡。」宋智霖微微扁著嘴，就好像受到委屈的小孩一樣。 

「怎麼會突然想在這邊睡？」俞景浩知道一定有原因。 

「不管，我就是要在這裡睡。」擔心會被笑，所以宋智霖沒說出聽到有女人在說

故事那一段。 

也被吵醒的朱豪沒好氣的說：「你到底在搞什麼？」 

畢竟他們這邊是上、下鋪的單人床，硬要擠兩個人的話真的會很難睡，而且宋智

霖又那麼大一隻。 

「我睡地上就好，不會和你們擠，拜託啦。」雖然這麼說，但沒有等他們同意，

宋智霖已經自顧自的在地板上躺了下來，一副就要賴著不走的模樣。 

「隨你了。」覺得只要他不擠上床就行，睡意仍濃的朱豪再次躺下，沒多久就又

睡著了。 

俞景浩可就沒那麼好命了，因為宋智霖會打呼，儘管他有戴著耳塞，還是受到影

響，沒辦法好好睡。 

天一亮，朱豪就把他趕回自己的房間，俞景浩也才能好好的補個眠。 

 

 

吃完早餐，宋智霖去買了新的燈管回來更換，結果還是不會亮。 

那應該是啟動器的問題吧？好在他也買了一個新的啟動器回來，不用再跑一趟。 



宋智霖一邊在心裡讚歎自己聰明的同時，一邊立刻換上啟動器，結果依然不行。 

為什麼還是不會亮！ 

這下宋智霖真的沒轍了，只好去拜託房東幫忙，找來一個水電工，幫他檢查看看

為什麼這燈就是不會亮。 

這水電工是個中年大叔，身高大約只有一百六十公分左右，頭髮已經禿了大半，

皮膚黝黑，一看就是個經常在太陽底下勞動的人。 

「就是這盞日光燈，我燈管也換了、啟動器也換了，都不會亮，不曉得到底是哪

裡出了問題？」宋智霖指著天花板上的那盞燈，相當不服氣的說道。 

「這個就要讓專業的來了。」撇了撇嘴，水電工大叔雙眼閃爍著得意的神色說：

「如果什麼問題都這麼容易處理的話，我們還有錢賺嗎？」 

「也對，那就麻煩你了。」宋智霖只希望他能儘快把燈修好。 

「不過就是日光燈不會亮，有什麼難的？」水電工大叔信心滿滿的說：「交給我

吧。」 

水電工大叔自己帶了一個木製的馬椅梯上來，他看了一下位置，擺好馬椅梯後就

手腳俐落的爬了上去，查看日光燈的狀況。 

可左看右看，甚至把整個燈座都看了個透，水電工大叔都看不出哪裡有問題。 

接著他從馬椅梯下來，又去查看開關，試了幾次，也沒發現什麼問題。 

那就奇怪了，燈座、開關、燈管和啟動器都沒有問題，那為什麼日光燈不會亮？

水電工大叔很納悶。 

書桌上的電腦螢幕是亮的，也就是說房間裡的供電並沒有問題，那麼問題到底是

出在哪裡？ 

水電工大叔一個頭兩個大，他剛才對宋智霖說出那麼臭屁的話，如果現在說查不

出故障的原因，面子根本掛不住。 

於是水電工大叔深吸一口氣，再一次爬上馬椅梯，仔細查看著燈座的狀況。 

為了看得更仔細一點，水電工大叔把一隻腳跨到了衣櫥的上頭，好讓自己可以離

燈座更近一點。 

就在他的腳踏上衣櫥上方的那瞬間，剛才怎麼都不肯亮的日光燈閃了幾下，竟然

亮了。 

「哈！這就是專業！」總算恢復正常了，水電工開心的笑了一聲後，縮回腳就要

去喚宋智霖，跟他臭屁一下，說已經把燈修好了。 

說也奇怪，他的腳才剛離開衣櫥，日光燈竟然「啪」的一聲熄滅了。 

正樂開懷的水電工大叔，笑容立刻垮了下來。 

「奇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水電工大叔只好又把一隻腳跨到衣櫥上，想要再

過去查看燈座。 

「啪」的一聲，日光燈又亮了。 

「到底是在搞什麼鬼？」水電工大叔這下可納悶了。 

不過他發現，這日光燈會不會亮，好像和他的腳有沒有踩上衣櫥有關係。 

有了這樣的想法之後，水電工大叔特地試了一下，結果還真的像他所想的那樣，



只要他的腳踩上衣櫥，燈就會亮，但是一把腳移開，燈就又熄了。 

這可就奇了怪了，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對了，肯定是這衣櫥有壓到電線，才會造成短路的現象。水電工大叔做出這樣的

研判。 

歎了口氣，他從馬椅梯上下來，來到衣櫥近旁，查看著電線的分佈狀況。 

因為屋內的燈不會亮，所以水電工大叔拿著手電筒在衣櫥後面看啊看的，想要找

出電線所在。 

然而找了好一會兒，竟然都沒找到電線。 

怎麼會這樣？ 

水電工大叔繞到衣櫥的另一邊，繼續查找著電線。 

還是沒有，就連衣櫥的底下他也都查看過了，並沒有壓到任何電線。 

不可能啊，如果說這衣櫥沒有牽扯到電線，為什麼腳踩上去的時候燈就會亮？移

開的時候又熄滅？ 

以眼前的狀況看來，只剩下一種可能，就是電線安裝在衣櫥裡面，但依據他過往

的經驗，這樣的可能性實在是微乎其微。 

儘管心裡這麼想，但是為了保險起見，水電工大叔來到衣櫥正前方，抓住衣櫥門

的把手，將門一左一右的打了開來。 

打開之後，水電工大叔將手電筒朝黑漆漆的衣櫥內部照去，想要查找裡面是否真

的有連接著電線。 

結果他看到…… 

一張臉！ 

沒錯，是一張小孩子的臉，大約只有三、四歲的小男孩。 

沒想到衣櫥裡面會藏了一個小孩，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水電工大叔被嚇壞了，整

個人快步往後退去，摔坐在身後的床鋪上。 

衣櫥裡那個小孩好像也被嚇到了，扁起嘴，一副隨時就要哭出來的可憐模樣，然

後在水電工大叔驚恐的目光中，縮回衣服裡面去。 

怎麼會讓小孩子躲在衣櫥裡呢？被嚇了一大跳的水電工大叔嘀咕道：「等一下一

定要跟這小孩的家人說，這麼小的孩子，萬一被困在衣櫥裡面真的很危險。」 

這家人也太不懂事了！ 

水電工大叔有些生氣，但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必須先把小朋友叫出來，免得在裡頭

發生危險。 

從床鋪上站起身，水電工大叔再一次來到衣櫥前，輕輕的拍著手說：「小朋友，

不好意思，剛才嚇到你了，來，快出來。」 

水電工大叔試著叫了幾次，但是那個小男孩都沒有回應。 

「你不出來，那我要進去找你了喔。」擔心會嚇到他，水電工大叔輕輕的撥弄著

衣櫥裡面的衣服，想要把小男孩找出來。 

只是左撥右撥，把衣服都移動過，也把衣櫥裡面都找過了，還是沒有看到那個小

男孩的身影。 



「不可能啊，衣櫥就這麼大，那個小男孩可以躲去哪裡？」水電工大叔納悶的嘀

咕著。 

突然，他感覺到有什麼東西碰到了他的頭。 

「什麼東西？」水電工大叔抬起頭望去，同時把手電筒往上照，想知道是什麼東

西碰到他的頭。 

是一雙腳，一雙小孩子的腳，就在那邊輕輕的晃啊晃的。 

原來是躲在上面，難怪都找不到。水電工大叔恍然大悟的想著，同時往後退去，

想看清楚小男孩。 

看到了，他總算看到小男孩的狀況了，忍不住笑道：「哈哈，原來是吊在衣櫥的

橫桿上，難怪我找不到，算你厲害。」 

等等……水電工大叔突然意識到不對，好好的一個小孩子，怎麼會吊在衣櫥的橫

桿上？ 

再仔細一看，可不是，有一條皮帶就綁在小男孩的脖子上，然後把他吊在橫桿上，

就好像一件被吊掛著的外套似的。 

這……這小男孩到底是活的還是已經死了？ 

水電工大叔被這詭異的一幕嚇到腿都軟了，說什麼都無法相信剛才還好端端的小

男孩，現在卻被吊在衣櫥裡，雙眼翻白，吐著長舌，也不曉得到底是生是死。 

報警？叫救護車？水電工大叔已經慌了手腳。 

當他拿起手機要打電話叫救護車的時候，突然又想到，不對，他應該先把人救下

來才對。 

對，先救人要緊！ 

水電工大叔立即靠上前，想解開小男孩脖子上的皮帶。 

就在他伸長手碰到皮帶的時候，原本雙眼緊閉的小男孩突然睜開眼，瞪視著水電

工大叔。 

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嚇到嘴都合不攏，水電工大叔本能的縮手就想要往後退。 

不過很快的他就發現，自己竟然沒有辦法後退，因為他的手被一條皮帶纏住了。 

被嚇壞的他急著想要解開那條皮帶，結果不但解不開，還愈纏愈緊，而且不斷有

新的皮帶伸出，在他身上纏了又纏，繞了又繞，纏到最後他根本無法動彈。 

在這同時，那小男孩也爬到了水電工大叔的身上，一張小臉和他相距咫尺，一對

小眼和他飽受驚嚇的雙眼對望。 

水電工大叔甚至可以感受到，小男孩的臉就在他的臉上磨蹭著。 

只不過原本一張很可愛的小臉，現在卻變成如墨水般的黑臉，而且隨著他的磨

蹭，有些肌膚就這麼落下，掉落在水電工大叔的身上，把他嚇得想要張嘴大叫，

卻發現連嘴巴都被皮帶纏住了，叫不出聲音來。 

水電工大叔努力試著用身體撞擊衣櫥，想要發出聲響，引起待在外面客廳的宋智

霖注意。 

然而纏在他身上的皮帶愈纏愈緊，讓他沒辦法做出太大的動作，連敲敲衣櫥發出

聲響這麼簡單的行為，對他來說都已經變得難如登天。 



在他以為，這應該已經是最壞的狀況了，不過水電工大叔很快就發現，纏在他身

上的皮帶竟然開始往上拉，而且被拉扯的是纏在他脖子上的那條，皮帶每往上拉

一寸，他就覺得彷彿要窒息般難受。 

也就是說，再這樣下去的話，很快他就會被吊死在衣櫥裡。 

然而已經無法可想的水電工大叔，因為呼吸愈來愈困難，頭腦也愈來愈混沌，無

法再多加思考。 

這個時候，他的腦海裡有如跑馬燈一樣，出現生平過往的一幕幕。 

他真的就要這樣死了嗎？想起那個還在念國小的兒子，水電工大叔的眼角不禁滑

落難過的淚水。 

就在他視線開始被黑暗吞噬之際，「砰」的一聲，他聽到了有人打開房門的聲音，

接著，那些纏在他身上和脖子上的皮帶快速地鬆了開來，同時頂上的日光燈也亮

了。 

總算可以呼吸到空氣的水電工大叔大口大口的吸著空氣，並且不斷咳嗽，好不難

過的模樣。 

來到他身旁的人是俞景浩，他焦急的問道：「你沒事吧？」 

「大叔，你是從馬椅梯上摔下來嗎？」在關心他狀況的同時，宋智霖一邊查看馬

椅梯，一邊問。 

「不、不……不是……」水電工大叔一臉驚駭的指著衣櫥老半天，卻說不出一句

完整的話。 

「看他的樣子不像是觸電，應該還好。」朱豪先是鬆了口氣，隨即疑惑說道：「不

過他的脖子為什麼會這麼紅？」 

「真的，就好像被什麼東西勒過一樣。」俞景浩仔細查看著水電工大叔的脖子上

一條條的紅痕，關心問道：「大叔，你沒事吧？」 

水電工大叔用力推開俞景浩的手，整個人霍地站了起來，臉色非常難看的說：「我

要走了。」 

「你確定你沒事？」朱豪疑惑道。 

「離開這裡就沒事。」說著，難掩恐懼的水電工大叔直接往門外走去。 

「大叔，你把燈修理好了耶，謝謝你，這樣多少錢？」宋智霖追在他身後，一臉

感激的說。 

水電工大叔答非所問的道：「你、你的那個衣櫥……」 

「衣櫥？」宋智霖不解的問：「衣櫥怎麼了？」 

「不乾淨！」說完，水電工大叔頭也不回的奪門而出，任憑宋智霖在後面怎麼叫

喊都不理。 

「這是怎麼了？」望著他焦急離去的背影，宋智霖疑惑道：「怎麼連錢都不要？」 

「很詭異，剛才房間裡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在關門的同時，朱豪問道：「景

浩，你怎麼知道他出事了？」 

「我剛才下樓去幫你們買早餐，回來的時候才爬到三樓，就聽到房間裡有騷動，

所以才會一進門就趕快過來看一下。」俞景浩說。 



「哇，在三樓就能聽到我房間的騷動，你的聽力好像又更厲害了！」宋智霖嘖嘖

有聲的讚歎。 

「拜託，你又不是第一天認識景浩。」朱豪還是很疑惑，「我不懂的是房間裡到

底有什麼，為什麼會造成騷動？還把那個水電工大叔嚇成這個樣子？」 

「對啊，到底有什麼，看那大叔一副被嚇破膽的樣子。」宋智霖也搖著頭。 

「他臨出門前不是說……」俞景浩沉吟道：「那個衣櫥不乾淨？」 

「對，他是這麼說的。」經他這麼一提，朱豪和宋智霖都點頭。 

「哪裡不乾淨了？」不過宋智霖立刻不滿的說，「我昨天還把那衣櫥裡裡外外都

擦了一遍呢。」 

「我想，景浩所認為的『不乾淨』，應該不是你所說的這種不乾淨。」朱豪不以

為然的說。 

「朱豪說的對，我比較擔心的是那種不乾淨。」俞景浩重重的歎了口氣，只希望

事情並不像他所想的那樣。 

「你們不要嚇我。」總算聽懂的宋智霖後怕的說：「那要怎麼辦？」 

「如果你真的怕的話，不如拿幾張平安符去把那個衣櫥封住，就不用擔心會有不

乾淨的東西跑出來了。」朱豪取笑道。 

「可是把衣櫥門封住的話，我就沒辦法拿衣服了，而且這麼一來，我買這個衣櫥

還有什麼意義？」宋智霖哭喪著臉。 

「說到衣服，你之前不是一直找不到白色外套，還說多了件藍色洋裝，看來真

的……很有問題。」朱豪故作臉色凝重的說。 

「別、別……鬧我啦。」宋智霖不安的吞了一口口水。 

「先別擔心，可能不像我們想的那樣也說不定。」俞景浩安慰道：「如果你真的

發現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我們再請袁大哥過來看看就是了。」 

「好。」一提到袁謙，宋智霖就放心多了。 

 

 

當天晚上要睡覺的時候，看著那個大衣櫥，宋智霖原本已經平靜下來的心情又開

始產生波動了。 

「沒事、沒事。」雖然不斷對自己這麼說，但宋智霖的腦海裡還是一直浮現水電

工大叔那張驚慌的臉。 

一個理應見過不少世面的社會人士，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情讓他如此驚慌失措？ 

宋智霖愈想愈是不安，目光也不由自主的一直盯著衣櫥看。 

算了，不想了，明天還要上課，還是早一點睡比較實在。 

主意既定，宋智霖翻了個身，背對衣櫥，想要讓自己入睡。 

就在他好不容易有了睡意，將睡未睡之際，「啪」的一聲響，將他從睡夢的邊緣

當中急速拉了回來。 

不要理會，不要理會。宋智霖緊閉雙眼，打算繼續睡。 

不過當衣櫥再一次發出清晰的「啪」的聲音時，他實在無法再裝作什麼事情都沒



有發生了。 

坐起身來，望著那個衣櫥，宋智霖的心裡天人交戰著，到底要不要下床去，打開

衣櫥好好的檢視一下，看看為什麼剛才會發出那種奇怪的聲音？ 

唉，還是下去看一下好了，不然都不用睡了。 

心不甘情不願的下床來，宋智霖先是打開日光燈，然後站在衣櫃前面，雙手伸了

出去，又縮回來，再伸出去，又縮了回來，如此試了幾次，竟是沒有勇氣打開。 

不行，總不能一整晚都耗在這裡吧？ 

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後，宋智霖硬著頭皮打開了衣櫥門，然後立刻往後退，很怕會

有什麼東西從裡面衝出來。 

等了好一會兒，確定衣櫥裡並沒有什麼動靜之後，宋智霖才靠上前去，慢慢的翻

動吊在上面的衣服，查看著衣櫥內的狀況。 

還好，並沒有他想像中的可怕東西。宋智霖這才重重的吁了口氣。 

唉，別再自己嚇自己了。 

他自嘲的搖了搖頭，再一次的爬上床，想要好好的睡個覺。 

因為已經確定過衣櫥裡沒有東西，不再胡思亂想的宋智霖很快就進入夢鄉。 

在夢裡，他又見到媽媽的慈祥面容，她慈愛的看著他，說：「我們先說好，念完

這本小王子你就要睡覺了，知道嗎？」 

「知道……」雖然是在夢境裡，宋智霖還是很開心的點著頭。 

小王子這個故事，是他從小最愛聽的……不對！ 

宋智霖猛地睜開雙眼，睡意也在這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跟昨天的夢一樣，媽媽念給他聽的床邊故事明明就是三隻小豬，為什麼又變成小

王子了？ 

為什麼最近作的夢都這麼奇怪，竟然和現實的差距這麼大？宋智霖納悶不已。 

就在他百思不解的時候，突然有一道柔細的聲音緩緩傳來，說著，「小王子遇見

了一朵紅玫瑰……」 

發現這聲音好像是從衣櫥裡傳出來的，宋智霖嚇得大喊，「誰？誰在那邊？」 

他這麼一喊之後，整個房間變得好安靜，再沒有任何聲音，讓他也不禁懷疑自己

剛才是不是真的聽到有人在說話。 

想到昨晚也是這樣的情形，宋智霖再一次下床，打開衣櫥查看裡面的狀況，還是

什麼都沒有，不過這一夜他再也睡不著了。 

第二天照鏡子的時候，嚴重失眠讓他掛著兩個黑眼圈，活像一隻熊貓。 

唉，現在他總算能體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含意了，就被嚇過那麼一次而

已，到現在都還疑神疑鬼的。 

要不還是去和景浩他們一起睡吧？這是宋智霖腦海中第一個浮出的想法。 

不過很快的，他又想起朱豪嘲弄他時的嘴臉，不，我才不要再讓那小子看不起。 

於是宋智霖強力壓下了去室友房間睡的衝動。 

但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看著鏡子裡憔悴的自己，宋智霖都為自己心疼。 

為了讓自己能夠安眠，不再疑神疑鬼，他決定要查明真相，確定衣櫥裡面什麼都



沒有，才能安心的睡覺。 

至於要怎麼查明真相呢，宋智霖打算進行「偷拍」，試試看能不能拍到什麼。 

其實要做這樣的拍攝並不難，他原本就有在玩視訊，所以電腦螢幕上就夾著一個

視訊攝影機，只要他在軟體上稍做設定，就可以進行錄影的動作。 

宋智霖將視訊攝影機對準了衣櫥的所在，然後按下攝影鍵，開始錄影。 

其實這台攝影機還可以設定成動態錄影，但宋智霖實在不曉得他所想要錄的東西

是不是符合所謂的動態錄影，所以乾脆開啟全時錄影，以免錯過重要的畫面，反

正他的電腦硬碟容量夠大。 

雖然一整個晚上沒睡，但是因為早上的課很重要，不去的話肯定會被當，所以漱

洗之後，宋智霖就出門上課去了。 

臨出門前，他又看了一眼正亮著紅燈的視訊攝影機，心想，等下課回來再查看拍

攝結果。 

來到樓下，就在他剛跳下一樓的最後兩個階梯的時候，對外的鐵門早一步被打了

開來，是俞景浩。 

一看到宋智霖，俞景浩先是盯著他看了一會兒，隨即關心問道：「你沒睡好？怎

麼有這麼重的黑眼圈？」 

「唉，」宋智霖歎了口氣，「回來再跟你說，你昨天上大夜班，快去補眠吧。」 

「好。」 

俞景浩是真的累了，他在加油站打工，昨天臨時幫一個同事代大夜班，到現在才

回來，他只想趕快上床補個眠，所以沒再多說什麼，直接上樓去了。 

 

 

等到宋智霖回來，已經是下午四點多的事情了。 

見客廳裡沒人，他知道俞景浩他們如果不是在睡覺，就是出去吃東西，所以直接

進房間，想先看看錄影的結果，然後好好的補個眠。 

打開錄影的檔案夾後，宋智霖雙點擊滑鼠，把檔案打了開來。 

因為已經錄了七、八個小時，檔案有點大，而且擔心會錯過重要畫面，宋智霖不

敢快轉，只能坐下來乖乖的看，心想看多少算多少。 

看著看著，因為昨天沒睡好，加上今天也沒辦法好好補眠，才看不到半個小時，

宋智霖已經開始打起盹來。 

「媽媽……好無聊……我想聽小王子……」 

一聽到這說話聲音，宋智霖立刻驚醒過來，同時他也發現電腦螢幕有動靜了，不

過並不是他所錄到的畫面，而是透過螢幕的反射，他發現身後的衣櫥那邊有動靜。 

那衣櫥的門，竟然自己緩緩打了開來。 

雖然有察覺到，但是因為反射的影像不是很清楚，所以宋智霖只看見好像有什麼

東西在衣櫥裡面動來動去的。 

宋智霖很想轉過頭去查看，但又很害怕，畢竟會在衣櫥裡面動來動去的會是什麼

好東西？ 



幾經考慮之後，宋智霖決定裝作什麼都沒看見，先離開房間再說，到時候再找俞

景浩他們一起過來確認就是了。 

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之後，宋智霖緩緩站了起來，裝作沒事般想要離開房間。 

他走到門口，只要伸手打開門就可以走出去了，然而此刻他的心裡卻有一個聲

音，讓他暫時停下了動作。 

衣櫥裡面到底躲著什麼？會不會我這一出去就再也不知道真相，找不到答案了？ 

還是看一下，就偷偷看一下，那些東西應該不會發現才對。 

好奇心殺死一隻貓，宋智霖終究還是緩緩把目光移向衣櫥的所在，心想只要看一

眼然後就馬上出去。 

然而當他瞧見衣櫥裡面的東西時，只覺得心臟一陣緊縮，好像被電擊一樣，差點

就要停止跳動了。 

他看到衣櫥裡吊的並不是他的衣服，而是…… 

一個女人和一個小男孩！ 

他們的臉全都黑漆抹烏的，而且脖子上都纏繞著皮帶，小男孩被懸空吊著，女人

則是半跪著。 

而最讓宋智霖心驚膽跳的是，女人和小男孩血紅的雙眼正盯著他看。 

在目光和他們對上的那一刻，宋智霖再忍不住心中的恐懼，指著衣櫥發出恐懼至

極的叫聲。 

「啊啊啊—— 」 

他的叫聲讓衣櫥裡的女人皺起了眉頭，而小男孩更是「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好

像被宋智霖的叫聲嚇到了似的。 

看著哭泣的小男孩，女人的眉頭皺得更緊了，接著一雙充滿怒氣的血紅雙眼瞪向

宋智霖。 

原本就已經被他們的可怕模樣嚇破膽的宋智霖，被她這麼一瞪，先是倒吸一口

氣，然後叫得更是淒厲。 

「哇啊啊啊啊啊—— 」 

滿臉怒氣的女人伸出長著利爪的手，朝宋智霖一指，纏繞在她身上的皮帶立刻飛

射而出。 

一條又一條的皮帶排山倒海般捲了過來，有一大部分鑽進了宋智霖的嘴裡，讓他

再也叫不出聲，同時也讓他吸不到空氣，痛苦不堪。 

宋智霖本能的就要把那些皮帶從嘴裡拉出來，但是女鬼立刻又朝他的手指了指，

瞬間有好多條皮帶捲住他的手，讓他沒辦法再做掙扎。 

已經無法呼吸的宋智霖一張臉漲得紅通通的，幾乎就要斷氣了。 

就在這個時候，他聽到女人用輕柔的聲音說道：「兒子乖，不怕，沒事了，媽媽

在這裡，不怕……」 

這是宋智霖最後聽到的話，接著雙眼一黑，不省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