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醉翁之意不在酒 

「叮咚、叮咚—」 

下午五點，留星舍的一樓交誼廳中響起了門鈴聲，正坐在沙發上看書的梅玖有些

驚訝地抬起頭，詫異地說：「咦？小華今天沒帶鑰匙嗎？」 

開放式廚房中，正為晚餐忙碌的左拉聞言低聲笑了笑，語氣揶揄地說：「不帶鑰

匙這種事可不像是白華會做的。」 

梅玖眨巴了下眼睛，見門鈴聲第二次響起，只能不情不願地起身去開門。 

沙發上，橫躺在靠背上的海盜狐狸打了個哈欠說：「是卓亞啦，我感受到庫洛的

靈力了。」 

卓亞這個時間來幹什麼？難道是今天的實踐課任務遇到難題了？不可能吧，他可

是卓亞耶，有什麼任務能難得倒他？ 

頂著一腦袋問號，梅玖打開了門，披著夕陽紅光的漂亮銀髮瞬間映入眼簾，卓亞

英俊帥氣的面容上綻放燦爛的笑容，朝她揮手道— 

「嗨，阿玖，你們應該還沒吃晚飯吧？」 

「還沒呢。」梅玖直覺答了話，側身讓人進來，狐疑地問：「你怎麼這個時候過

來？」 

卓亞哈哈笑了幾聲，進門後先揚聲向左拉問好，這才大言不慚地說：「自從吃過

學長的料理後，我就覺得餐廳的東西都不好吃，今天正好我寢室裏那幾個人都還

沒回來，我就偷跑過來蹭飯了，妳不介意吧？」 

這話說得理所當然，他肩膀上的庫洛卻似乎聽不下去了，抬起前爪捂了捂眼睛，

直接飛過兩人頭頂找紅去了。 

梅玖表情木然地盯著卓亞看了好一會兒，這才關上門，「這句話你好像不應該問

我吧？應該問學長介不介意。」 

反正飯又不是她做，她有什麼好介意的？倒是學長，平白無故要多準備一人份的

料理，不知道會不會嫌麻煩呢？ 

一句話讓卓亞嘴角抽搐，酷帥的表情差點都要扭曲了，他僵著嘴角乾笑了兩聲，

轉頭看向廚房裏的左拉，揚聲問：「學長，以後我可以經常來蹭飯嗎？」 

經常？梅玖的眉梢輕輕挑了挑，卓亞以前是這樣自說自話的人嗎？好像不是啊，

這人最近真的很反常。 

左拉回過頭，笑容如往常一樣溫柔，狡黠的目光朝梅玖的方向瞥了一眼，這才答

道：「我們當然很歡迎你，不過，偶爾能不能請卓亞你也展露下廚藝呢？」 

「欸？展露廚藝？」 

「是啊，你該不會以為我們留星舍全都是我做飯吧？那你可就想錯了喔，阿玖和

小華也是經常做飯的，看到這邊的值日表了嗎？我們可是嚴格按表執行的。」 

左拉笑容滿面地說完，用手裏的鍋鏟指了指貼在交誼廳牆上的值日表，卓亞瞪圓

了眼睛湊近一看，果然，那上面清楚地寫明每週的輪值情況，而今天的值日人員

確實是左拉。 

剎那間，銀髮少年的臉色發黑，額頭冒出無數冷汗，連背脊都僵直了，他僵硬地



扭過脖子，看著梅玖乾巴巴地問：「學長說的都是真的嗎？」 

梅玖心裏汗了一下，偷偷朝左拉看了一眼，後者正在卓亞看不到的角度偷笑，還

朝她眨了眨眼睛。 

留星舍的這張值日表其實是飯後收拾廚房和洗碗的日程安排，根本不包括做飯，

但因為是左拉列的，所以他把自己也列在了上面。 

事實上，白華和梅玖都是不讓他值日的，每次輪到左拉值日的日子，他們兩個就

會合力把事情處理掉。 

梅玖不知道左拉為什麼要這樣說，可學長都朝她使眼色了，她也不好拆學長的台

吧？ 

猶豫了一秒鐘，正想順著左拉的話開口，沙發靠背上的紅卻率先搶過了話頭，大

剌剌地說：「當然是真的啦，我們家阿玖做的咖哩雞最好吃了，還有羅宋湯！那

個味道呀，總感覺吃一輩子都不會膩呢。白華那小子的手藝雖然沒我家阿玖好，

但也不錯喔，雷瑟可喜歡他做的蔬菜沙拉了！」 

紅說得有模有樣，別說卓亞了，就連梅玖都被牠說得一愣一愣的，根本回不過神。

她甚至忍不住開始回憶，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過咖哩雞和羅宋湯，不然的話，紅的

語氣怎麼會那麼肯定？ 

卓亞聽後則徹底陷入了石化狀態，他呆呆看著梅玖，許久都說不上話來，梅玖也

看著他，心裏想：卓亞這傢伙一看就是從來不進廚房的人，要他下廚不是為難他

嗎？學長到底想做什麼呢？ 

五分鐘後，卓亞轉頭又朝值日表看了一眼，突然目光一亮，跑到左拉身邊，拽了

拽他的圍裙神色激動地問：「學長，那我不要經常來，只偶爾來一次的話可以不

下廚嗎？或者我每次都帶點材料來行不行？我實在不會做飯，你就放過我吧。」 

一句話不但說得紅和梅玖目瞪口呆，就連左拉和阿碧都愣住了，只有沙發上的庫

洛嘴角一抽，再度用爪子捂住了眼睛。 

主人啊主人，你已經到了連求饒這種事都能張口就來的地步了嗎？你真的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嗎？ 

交誼廳裏頓時安靜下來，卓亞在幾秒鐘後終於意識到自己失態，耳根有點發紅，

可到底還是保持住了風度，咧嘴笑著說了句，「學長，那就這麼說定了，我後天

再來，我會記得帶最新鮮的食材過來的！」接著朝庫洛一招手，一溜煙跑了出去。 

大門被關上後，梅玖一臉詫異，看著左拉目瞪口呆地問：「學長，卓亞那傢伙不

會是在實踐課任務的時候被什麼鬼魂附身了吧？」 

否則的話，怎麼解釋他剛才那麼反常的舉動和言語呢？無所不能的天才資優生，

不但大方承認他也有不會做的事，還跟學長討饒甚至賣萌？ 

料理台邊的左拉已經回過神，好笑地說：「怎麼會呢，如果被附身的話，妳應該

能感覺到鬼魂的靈力吧？」 

梅玖眉頭一挑，轉頭朝值日表看了一眼，納悶地說：「可是，他明明說要吃學長

你做的料理，卻又說後天來，後天值日表上是我吧？這樣混亂的邏輯可不像卓亞

啊。」 



一句話說得室內再度陷入了沉默，左拉維持著滿臉的笑容，可嘴角卻禁不住微微

抽搐。紅和阿碧對視了一眼，一個捂著肚子偷笑了起來，另一個則躲在左拉身後

偷笑，兩隻靈獸都盡量不發出聲音，憋得都快內傷了。 

那邊梅玖卻摸了摸下巴，一本正經地說：「如果他後天來，發現我們並沒有按照

值日表做飯會很尷尬吧，不行，還是讓他今天過來吧，學長，你覺得呢？」 

一滴冷汗從左拉額頭滑落，他倒是沒想到阿玖會後知後覺到這種地步，卓亞那小

子哪裏是想吃他做的料理，可惜阿玖完全沒有意識到。 

不過，就讓他們這樣自由發展好像也挺有趣的，他也沒必要去多事不是嗎？ 

想到這裏，左拉恢復了燦爛的笑容，重新開始手邊的忙碌，輕巧地道：「我都 OK，

阿玖妳決定就好了。」 

「那我發簡訊給他。」梅玖回到沙發上坐下，很快編輯了一條簡訊發給卓亞：你

不是要吃學長做的菜嗎？應該是今天啊，快點過來吧。 

過了五分鐘，卓亞回了消息過來：我的舍友都回來了，硬拉著我去餐廳，我後天

再過去啦。 

後天不是學長做菜啊，你不是想吃學長的料理嗎？ 

咦？是這樣嗎？難道我看錯值日表了？ 

對啊。 

那後天是誰？ 

你管後天是誰，反正想吃學長的菜就今天過來，否則逾期不候。 

沒關係，總能吃到學長的菜嘛，再說我對妳或者越級小子的手藝也很有興趣。 

這句話的末尾附了一個壞笑的表情，也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那個表情的瞬間，梅

玖沒來由的打了個寒顫，只覺得渾身的雞皮疙瘩都冒了出來，就差沒掉滿地了。 

左拉這時候已經把做好的菜端過來，見梅玖驚嚇的樣子，好笑地問：「他怎麼說

的？」 

梅玖把隨身機丟到一邊，起身幫忙端菜，無奈地說：「他一定要後天來，就算我

告訴他看錯了值日表也不改主意呢，真不知道他在搞什麼。」 

左拉聞言，唇邊笑意更深，試探地問：「那阿玖妳打算怎麼辦呢？」 

梅玖翻了翻白眼，隨後突然像想起什麼似的，豎起右手食指說：「明天是週末，

我姑姑下週生日，我打算回家陪她兩天呢。不如學長和小華也出門，讓他吃個閉

門羹。」 

話音剛落，一道冷冰冰的嗓音在門口響起，「讓誰吃閉門羹？」 

梅玖和左拉一起抬頭，只見宿舍大門被人從外面推開，白華面無表情地走了進

來，看到他們抬頭，很自覺地開口，「我回來了。」 

雖然白華的性格還是和學期開始的時候差不多，但至少現在在留星舍，他和梅玖

以及左拉的相處已經很自然，三個人成為了一個密不可分的小團體。 

「小華我跟你說喔，卓亞那傢伙……」 

梅玖把之前卓亞來的事說了一遍，左拉則盛好了飯端給兩人，還體貼地遞上筷

子，在她說完後，笑咪咪地問白華，「你怎麼看？」 



白華的表情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過，這會兒聽到左拉問話，眉梢輕輕挑了挑，開

口道：「比起閉門羹，讓他過來看到滿桌子吃剩的空盤子不是更有趣？」 

「噗—」這一次左拉沒忍住，直接笑了出來。 

梅玖反應過來後也是忍俊不禁，拿筷子尾部戳了戳白華的臉頰，好笑地說：「小

華真是變壞了，開始會整人了。」 

白華身子朝後仰了仰，翻著白眼，「明明是你們想整他吧，不過這樣也好，免得

他隔三差五往我們留星舍跑。」 

白華這句話隱約帶著一股怨氣，梅玖聽後愣了愣，隨後才意識到，好像自從上次

一年級校外參觀活動去了藍倫斯先生的事務所，他們幾個受藍倫斯先生之託，一

起處理了有關怨靈劉曉娜的委託後，卓亞就經常出現在留星舍。 

只不過，那傢伙每次來的藉口都不一樣，一會是測試道具，一會是發材料，一會

又說代老師收作業，還有一次的藉口竟然是凌傑舍停電了！ 

這麼說起來，像今天這樣說來蹭飯還算是比較正常的藉口，唔，真是可惡，明明

大家都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為什麼那傢伙好像特別閒的樣子？ 

這學期的課程進行了大半後，各科目都開始寫小論文，咒術課還有很多額外的練

習作業，就拿她來說，雖然現在補習基本都結束了，但每天的課程結束後都要忙

著完成作業和練習，就連每天飯前飯後的休息時間都在看左拉給她佈置的課外

書。 

白華雖然輕鬆些，但也是經常在實踐課結束後就泡在圖書館，直到吃飯時間才回

來。班上其他同學就更不用說了，經常有抱怨作業做不完的，早上也時常能看到

一大半的人都頂著黑眼圈出現在教室裏。 

可在這種情況下，卓亞每天神清氣爽地來上課，放學後還經常往留星舍跑……這

傢伙莫非是故意來刺激他們，好彰顯他才是個真正的天才，他們這屆最厲害的資

優生？ 

梅玖沒有意識到，她的思維已經如徹底脫韁的野馬，跑到完全不知所謂的方向去

了，而且還徹底想歪了卓亞的意圖…… 

「阿玖，阿玖！」 

臉頰突然被什麼東西用力拍了一下，外加在耳邊響起的呼喚讓梅玖回過神，她眨

巴了下眼睛，看到捧著雞腿的紅正站在她腦袋邊上，剛才甩到她臉上的正是牠毛

茸茸的尾巴。 

「阿舊妳債發什末呆呀，飯柴都冷掉了。」紅鼓著腮幫子，一邊大口嚼著雞肉，

一邊口齒不清地說著。 

梅玖看了看對面吃得正歡的白華，語氣嚴肅地開口，「我只是突然想到了一個問

題。」 

注意到她是看著自己說的，白華沒接話，只用眼神示意她繼續說下去。 

「為什麼卓亞那麼閒？他應該要和我們完成一樣的作業和練習吧？怎麼感覺他

時間比我們多好多的樣子？」 

梅玖實在想不通，她承認卓亞是比他們要厲害啦，但差距有大到那種程度嗎？她



自認完成作業的速度已經很快了，得到的分數也一直很好，可如果隔三差五往外

面跑，她絕對會來不及完成！ 

提到這個問題，白華原本歡樂的吃飯情緒也遭到了破壞，他沉下臉，撇了撇嘴說：

「不然妳以為他是怎麼創造那一系列學院紀錄的？」 

邊上的左拉笑了笑，語氣柔和地說：「雖然從來沒有人說卓亞是天才，但事實上

他確實是天才中的天才，他在幼兒園的時候就打破了很多初中生才能競爭的紀錄

呢。」 

這樣厲害的事實讓梅玖忍不住嚥了口口水，她不解地問：「那到底為什麼沒人說

他是天才呢？」 

「因為他是靈界四大世家之一，卓家的人，所以天才什麼的對他們來說，都是理

所應當的事。」 

這樣一說，梅玖多少有些明白了，像靈界這種明確用力量界定強弱的世界，會有

所謂的世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 

恐怕這四大家族的人天生靈力就比其他人強不少，很多在平凡人看來難以企及的

目標，在他們看來都是小菜一碟吧，所以比一般人厲害是應該的。這樣的話，確

實就不會有人再說他們是天才了。 

白華挖了一大口飯菜塞進嘴裏，低聲嘀咕了一句，「聽說卓亞前輩本來不應該進

司靈學院的。」 

左拉點了點頭，饒有興致地說：「這件事我也聽說過，不過原因好像沒有人提起

過呢。」 

話題進行到這裏，一直悶頭吃著蔬菜沙拉的雷瑟抬起頭說：「因為世家的人沒有

做司靈的前例，所以卓亞選擇進司靈學院是件很奇怪的事。」 

「欸？雷瑟你知道這件事？」梅玖立刻好奇地瞪大了眼睛，指望雷瑟再透露一些

消息。 

雷瑟點了點頭，用翅膀拍了拍紅，海盜狐狸正好啃完雞腿，打了個飽嗝後大剌剌

地說：「意識到卓亞的身分後我們就特別打聽了一下，畢竟就算是我們靈獸，也

是很難得可以看到世家的人嘛。」 

「原來是這樣。」 

「嗯，卓亞好像是自己選了司靈學院，家族的長輩也沒有反對的樣子，就這樣進

來了。」 

「可惡，他沒事跑到這裏來幹麼。」白華非常不爽地又咕噥了一句，夾起一隻雞

腿，惡狠狠咬了一口。 

梅玖被他的反應逗樂，噗哧一笑，剛出聲，立馬接收到了他瞪過來的凶狠眼神，

當即笑得更歡了。 

左拉感慨地說：「所以呢，這方面就不要去和卓亞比較了，他應該是真的很閒，

我懷疑整個高中的課程他其實都已經學會了。」 

「確實有可能，畢竟他連附身都會了，庫洛也說以他的年紀而言相當了不起呢。」

梅玖想起卓亞曾經兩次展露附身的技巧，心中不由得也產生敬佩之意。 



同樣作為劉曉娜事件的參與人物，左拉也記起那次卓亞曾經用附身的方法救了秦

敏的肉體，好奇地問：「他的附身能堅持多久？」 

「五分鐘。」梅玖很平靜地回答了，可左拉和白華卻變得不平靜了，兩個人臉上

都露出了明顯的驚訝，就連雷瑟都「咦」了一聲。 

梅玖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反應這麼大，只有紅舔了舔牠油乎乎的爪子，笑嘻嘻地

說：「附身術雖然是高中三年級的課程，但大多數人在畢業的時候也只能附身一、

兩分鐘而已，我記得當年的畢業紀錄也只有五分鐘吧，卓亞到三年級估計會以很

大的差距打破這個紀錄呢。」 

畢業紀錄嗎？梅玖心中也不禁浮起一絲嚮往，卓亞那傢伙還真是叫人羨慕啊，這

就是所謂的天之驕子吧。 

「學長，你們已經開始學習附身術了嗎？」白華在這時停下了手裏的筷子，一本

正經地問。 

左拉挑了挑眉，輕輕點了點頭，無奈地說：「是啊，不過大家的進度都不算好，

大半個學期下來，大多數人還是無法成功附身。」 

「學長你呢？」 

「我也還沒完全掌握到要領，雖然碰巧成功了幾次，但都沒能超過三十秒。」 

在一向崇拜自己的學弟妹們面前坦承自己的能力不足，左拉並沒有覺得難堪，雖

然記憶力超群，但要說技巧能力方面，他確實談不上是天才。 

白華聞言沉默了好一會兒，眉頭微微皺著，似乎是在為什麼事煩惱，梅玖看了他

一眼，一下子就明白他在想什麼了。 

她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意，語氣有些戲謔，「小華，你是不是也想學附身術？」 

白華抬眼瞪她，撇了撇嘴卻不答話，這等同默認的小動作頓時讓梅玖笑得更樂了。 

白華對卓亞的競爭意識那可不是一般的強，雖然他自己也清楚他和卓亞之間還存

在一段差距，但落後太多他可是不能忍的。 

卓亞都能附身五分鐘了，他卻還完全不會？開什麼玩笑，卓亞能做到的事，他只

要勤加練習，一定也能做到！ 

左拉之前倒是沒想到這點，如今聽梅玖提了，笑著說：「你們兩個想學的話，我

可以把理論教給你們，至於實踐練習可就得靠你們自己了。」 

這話一說出口，梅玖的眼睛立刻開始發亮。 

老實說，她對卓亞的競爭意識雖然沒有白華那麼強，可到底也是有的。當初知道

卓亞會附身術時她就有想學的念頭，可那時候她還在補習以前的課程，根本沒時

間額外去學，現在補習都結束了，是個好時機。 

「我想學。」白華神色堅定地率先開了口，說完，他轉頭看向梅玖，眼中全是殷

切的期待。 

他鮮少露出這麼明顯的情緒波動，所以梅玖會心地眨著眼睛對左拉說：「反正一

個人是教，兩個人也是教，我們當然一起學啦。」 

左拉也溫柔地點了點頭，用筷子指了指桌上的菜，示意兩個人快吃。 

白華沒有立刻動筷，反倒一臉急切地問：「學長，那今晚就開始嗎？」 



一句話逗笑了左拉和梅玖，兩人對視一眼，都無奈地搖了搖頭。左拉思考了幾秒

鐘後答道：「還是下週一開始吧，我還要幫你們整理一下筆記。」 

白華聞言眉梢高高揚起，原本想說以左拉的記憶力，整理個筆記還不是分分鐘的

事，今晚肯定能搞定了，明天就可以開始。 

可一轉念想到梅玖這週要回家陪親人提前慶生，當即只能悻悻地撇了撇嘴，不情

不願地繼續吃飯，那樣子倒好像是左拉今天的料理不美味似的。 

梅玖看著他彆扭的樣子，等三個人都放下筷子後，她用力拍了一下手，神采飛揚

地說：「那我們就說好啦，後天來實行名為『讓卓亞吃閉門羹大作戰』的計畫！

說起來，你們兩個有地方去嗎？」 

「我也好久沒回家了，正好回去一趟。」左拉回答得很快，看來是之前就已經想

好了。 

倒是白華面無表情地沉默了好一會兒，才吶吶開口，「我也回家好了。」 

梅玖見大家都有了安排，滿意地點了點頭，心情愉快地收拾碗筷去了。白華起身

幫忙，看著她始終燦爛的笑臉，無奈地在心裏歎了口氣— 

早知道可以跟左拉學長學附身術，他一開始就不會同意什麼讓卓亞吃閉門羹大作

戰了，白白浪費一個週末的好時光！ 

第二天，留星舍的三個人睡到自然醒，起床後一起吃了早餐，就各自回家去了。 

在家裏陪梅靜度過了一個愉快的週末後，週日下午坐在回學校的巴士上，梅玖收

到了哈里斯老師群發的簡訊— 

各位同學好，學期臨近尾聲，我們的實踐課難度也將再度升級。從明天開始，將

發佈三人一組的實踐課任務，請大家做好準備。 

三人一組的實踐課任務？梅玖瞪大眼睛，回憶了一下最近任務的完成情況，額頭

也禁不住滑下一滴冷汗。 

除了和駱琳那次搭檔得到了 A 級評分以外，之後的所有實踐課評分她都只得到 B

級，甚至還有一次差一點點就要超出任務時間無法完成。 

可現在，哈里斯老師居然說任務難度還要再升級？ 

梅玖覺得頭有點痛，表情也不禁變得扭曲起來，她肩膀上的紅察覺到後，立刻摸

著她的腦袋問：「阿玖，妳這是怎麼啦？」 

梅玖扭頭哀怨地看了牠一眼，不答話，只晃了晃手裏的隨身機示意紅自己看。巴

士上人不多，三三兩兩分散坐著，但普通人是看不到靈獸的，如果她回話，在旁

人眼中看起來就是自言自語了。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所以這一路上基本都是紅自己在說話，梅玖只偶爾壓低

了聲音應兩句。 

紅在看過哈里斯發來的簡訊後，哈哈笑了起來，坐在她肩膀上，晃著兩條胖乎乎

的小短腿說：「阿玖我和妳說喔，司靈學院的學生在高中階段要完成的實踐任務，

難度由淺入深分為 E、D、C、B、A、S 六個級別。基本上，一年級會完成前兩

個初級難度，以及嘗試一些 C 級任務。而二年級則主要完成 C 級和 B 級兩個中

級難度，臨近學期末嘗試 A 級難度。到了三年級，就主要是 A 級和 S 級這兩個



高級難度啦。」 

聽到這樣的解說，梅玖的情緒頓時變得複雜起來，也就是說，最近這一個多月近

兩個月的時間，她完成得不算太好的任務都只有 D 級難度嗎？看來當一個優秀

的司靈，比她想像的要難一些呢。 

不過也是啊，如果是完全沒有挑戰性的事，老媽又怎麼會極力推薦給她呢？老媽

再三說司靈學院適合她，並不僅僅是在說環境，像這樣不斷迎接挑戰、解決難題，

才是她一直以來嚮往的人生啊。 

想到這裏，梅玖的嘴角微微勾了起來，露出一抹滿懷自信的笑容。紅看著她，似

乎也明白了她的心思，開心地笑了起來。 

巴士到站的報站聲在這時響起，梅玖把隨身機丟進背包，起身走到後門，在車停

穩後下了車。 

傍晚，夕陽的紅光在天際蔓延，學校所在的這條荒僻小路上的路燈十分昏暗，儘

管天還沒有完全暗下來，路也有些看不清了。 

梅玖拿出手機打開照明功能，嘴裏嘀咕了一句，「看來以後不能這麼晚回來，天

一黑，這荒山野嶺的還真有點恐怖。」 

「哈哈，阿玖妳一個司靈又不怕鬼，有什麼好擔心的？」 

「雖然不怕，可有時候還是會被嚇一跳嘛。」 

「是嗎？那一般什麼情況下會被嚇一跳呢？」 

「唔，比如看到滿臉血的鬼，或者踩到什麼沒注意的東西—」 

梅玖的話說到這裏戛然而止，原本邁開的步子也倏然僵住，渾身的神經更是繃

緊，就連心跳都隱隱失了序。 

「阿玖，妳怎麼了？」海盜狐狸察覺到異樣，跳起來發問。 

梅玖瞪著眼睛，緩緩低下頭，只見她邁出去的右腳正踩著一團黑漆漆的不明物

體，而此刻，那團不明物體正發出急促而微弱的喘息聲…… 

第二章 威力強大的暗黑料理 

「哇啊！這什麼東西呀！」 

結果梅玖還沒叫出來，紅已經扯開嗓子大喊了一句，梅玖渾身一震，用力收回腳，

往後連退了三步，這才捂著胸口喘了口氣。 

所以她就說嘛，以後還是要早點回學校，這黑不拉嘰的天色根本就看不清腳下，

很容易踩到不該踩的東西好不好！ 

地上黑漆漆的一團東西蠕動了一下，梅玖把手機照過去，這才發現那是一隻看起

來很虛弱的黑色小狗……不對，黑色小狗的鬼魂。 

小狗渾身黑色，四肢和鼻翼兩側卻是棕色，大大的耳朵耷拉在腦袋上，曲起的前

肢用了幾次力，卻沒能將自己的身體撐起來。 

牠的腦袋上有一個小小的白色十字形印記，看起來像是胎記，又像是長時間沒有

褪去的疤痕。 

梅玖盯著牠看了好一會兒，摸了摸下巴說：「唔，這好像是一條杜賓幼犬耶，不

會是剛出生就死了吧？」 



完全不知道什麼是杜賓犬的海盜狐狸翻了翻白眼，拍著胸口說：「原來是條小狗

嗎？真是嚇了我一大跳，這邊平時沒什麼人來，牠大概是被遺棄了吧。」 

梅玖聞言微微皺起了眉，伸手把小杜賓犬抱了起來，摸著牠的頭說：「好可憐的

狗狗，靈力都快要耗盡了。阿紅，我可以帶牠回學院嗎？」 

「當然可以啊，反正學校裏收留了很多這種鬼魂嘛。」紅對這件事並不在意，隨

口答了一句。 

梅玖點了點頭，朝乖乖伏在她懷中、閉上眼睛的小狗看了一眼，繼續往學校的方

向走去。 

上了半山腰，荒涼廢棄的舊宅很快出現在眼前，太陽這會兒已經下山了，山上黑

得伸手不見五指，全靠梅玖的手機照明。 

纏滿宅子的爬山虎在暗夜下像張牙舞爪的妖怪，風一吹還會發出窸窣的低響，就

算是紅也不免覺得有點嚇人，禁不住催促梅玖快點走。 

當她靠近舊宅時，懷裏的小杜賓犬突然劇烈地顫抖了一下，接著彷彿害怕般低吠

了起來。 

狗叫聲瞬間打破了寧靜，梅玖打了個激靈，安撫性地摸了摸牠的腦袋說：「別怕

別怕，這裏只是看上去嚇人啦，我們很快就到學院了。」 

說完，她伸手推開鐵門，一大片光暈瞬間撲到眼前，一秒鐘後，荒山棄屋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在柔和路燈照耀下的豪華校舍。 

「總覺得這扇門不管走多少次，都還是會感覺很神奇。」進了學院，安全感瞬間

回歸，梅玖感慨地說了一句，把懷裏的小狗鬼魂放了下來。 

果然，前一秒還怕得渾身發抖的小狗瞬間來了精神，尾巴歡快地搖了兩下後，就

沿著寬敞的道路往前跑去。 

梅玖沒去管牠，笑了笑，邁開步子緩緩往前走。 

紅甩了甩尾巴，一隻前爪摸著下巴說：「這個結界可是盧傑的得意之作，確實很

令人驚豔，靈界的司靈學院總部也有一個，可以直接傳送到人界來。各科的導師

們平時就是用那扇門往返於靈界和人界的校區。」 

「那就是說，我們也可以用那扇門去學院的總部囉？」 

「當然啦，說起來，阿玖妳還沒去總部參觀過呢，有機會可以去看看喔，那邊比

分部還要漂亮呢。」 

比這邊還漂亮嗎？梅玖的眼中頓時浮現期待的神色。 

唔，那真的很有必要去參觀一下耶，這邊的分部都已經讓她大開眼界了，靈界的

學院總部，那得漂亮成什麼樣子呀？ 

一人一靈獸有說有笑，很快走到了留星舍，結果一靠近大門，就聽到裏面傳出了

令梅玖感覺非常微妙的對話聲— 

「阿玖到底去了哪裏？」 

「這種事前輩不應該來問我吧。」 

「她這麼晚還不回來，難道你就不擔心嗎？她家在很遠的地方吧，那條上山的路

沒有路燈，而且連一條好好的山路都沒修過！」 



「學長這麼擔心的話，不會打隨身機問一下嗎？」 

「廢話，要是能打通的話我還會問你嗎？她的隨身機根本沒有人接。」 

其中一個的聲音屬於卓亞，而他責問般的話則讓梅玖愣了愣。 

唔，卓亞是在為她擔心嗎？可是，他怎麼會知道那條路沒有路燈，而且沒好好修

過呢？身為靈界人的他，應該從沒走過那條路才對吧？ 

她摸出背包裡的隨身機，這才看到未接來電有好幾通，都是卓亞打來的，原來隨

身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調到了震動，而她居然沒有發現。 

門的那一側許久沒有響起回應，就像是白華不願意再理睬卓亞似的，周圍陷入了

安靜，梅玖聽到自己的呼吸聲清晰地迴蕩在耳邊。這種感覺很尷尬，明明她才是

留星舍的成員，但此刻，她卻覺得似乎不應該推開眼前這扇門。 

正猶豫著，大門突然被人從裏面打開，驟然從室內流瀉出的光線讓梅玖一怔，抬

起頭，卓亞驚訝的視線瞬間撞進眼簾。 

銀髮的英俊少年看到她，臉上很快浮起欣喜，眼睛也一下子亮了起來，激動地說：

「阿玖，妳回來了！」 

梅玖輕眨了下眼睛，晃了晃手裡的隨身機，揚起笑容，「嗯，忘記冬天太陽下山

得比較早，時間其實還不算很晚。今天是我姑姑生日，我回去陪她了。抱歉，不

知道什麼時候調成了震動，沒有聽到你的電話。」 

聽到這句話，卓亞知道他剛才的話被梅玖聽到了，背光的臉頓時微微泛紅，撇了

撇嘴說：「沒事啦，知道妳平安就好，妳再不回來，我都要去車站等妳了。」 

梅玖聞言笑出聲，往前邁了一步，推著他的肩膀把他推回交誼廳，「有紅陪著我，

怎麼可能會有事嘛，你也太小瞧我了吧。」 

後背被梅玖按住的地方傳來暖意，隔著衣物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卓亞嘴角的笑意

變得狡黠起來，故意往後靠，讓梅玖不斷加重力量推他。 

交誼廳裏，白華坐在沙發上，看到兩個人的動作後冷哼了一聲，接著就低下頭繼

續看他的書。 

梅玖一直把卓亞推到沙發邊坐下，這才轉頭看向白華，揚聲問：「小華，學長還

沒有回來嗎？」 

白華點了點頭，可接著就看向卓亞，「既然阿玖回來了，前輩也該回去了吧。」 

「阿玖？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叫她阿玖的？」彷彿聽到了什麼不可思議的話，卓

亞的眉梢微微抖動，額頭隱隱跳出青筋。這小鬼什麼時候和梅玖這麼親密了？以

前不是都連名帶姓叫她的嗎？可惡！ 

白華嘴角微微揚了起來，直視著他迫人的視線，語氣挑釁地說：「恐怕比前輩想

像的還要早，但這好像和前輩無關吧？」 

「你這個囂張又沒情商的小鬼，知道阿玖這兩個字代表什麼意義嗎？」 

「喔？看來前輩很瞭解這兩個字的意義，不如說出來，我洗耳恭聽。」 

「哼，那你就給我仔細聽好了，那代表—」 

「好了啦，你們兩個，每次見面都要吵得雞飛狗跳，你們不累嗎？」眼看著兩人

又要吵起來，梅玖無奈的出言阻止，順便打斷了在她看來非常沒營養的對話。 



白華確實不是第一次叫她阿玖了，具體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叫的她並沒有注意，但

這種叫法不是很正常嗎？就像左拉學長也叫她阿玖，她不明白卓亞為什麼要在意

這種小事。 

仔細想一想的話，自從卓亞成為留星舍的常客後，這兩個人就經常鬥嘴，雖然這

樣宿舍裡的氣氛是比較熱鬧啦，但吵太多次也會讓人頭痛好不好，就連左拉學長

也曾經私下裡開玩笑，說再看到他們吵架就要報警了。 

「又沒有雞沒有狗，怎麼跳啊？」見梅玖發話了，卓亞撇了撇嘴，低聲嘀咕了一

句。 

他這句明顯錯誤理解的話讓梅玖原本嚴肅的表情破功，忍不住笑了起來。 

就在這時，一陣「咕嚕嚕」的響聲從卓亞的肚子裏冒了出來，梅玖嚇了一跳，意

識到那是什麼聲音後，驚訝地問：「卓亞，你不會還沒吃飯吧？」 

因為考慮到回學校的路上時間比較久，所以梅靜沒有留梅玖吃晚餐，而是為她準

備了便當，讓她帶在路上吃。 

卓亞張了張口想回話，可話還沒說出口，肚子就又叫了起來，他的臉瞬間漲得通

紅，站起身說：「好啦，既然妳安全回來，那我先走了，庫洛應該也等我等得急

了。」 

梅玖這才發現今天庫洛確實沒有跟在卓亞身邊，她一把拉住卓亞的手臂，訝異地

問：「你到底等了我們多久？」 

「沒多久啦，我只是今天肚子不太舒服，才不是餓呢。」卓亞語氣有些彆扭，說

完就想拂開梅玖的手，只可惜梅玖比他堅定，絲毫不肯讓步。 

坐在白華身邊，也攤著一本書在看的雷瑟在這時抬頭說了一句，「我回來的時候，

卓亞一個人坐在門口的台階上，身邊還放著一袋食材。」 

說完，雷瑟抬起翅膀朝廚房料理台的方向指了指，梅玖轉頭看過去，果然看到一

袋食材放在料理台上，因為無人問津而顯得有些寂寞。 

「我後天再來，我會記得帶最新鮮的食材過來的！」 

很突然的，卓亞兩天前說過的話從腦海中蹦了出來，梅玖的眼睛微微睜大，唇張

了幾下，卻沒能說出話來。 

卓亞是真心想和他們一起吃飯的，甚至沒有忘記要帶食材的承諾，可是他們卻故

意放他鴿子……不，學長和小華是聽了她的話才這樣做的，他們原本並沒有想要

耍卓亞。 

她以為這只是個無傷大雅的玩笑，以為卓亞過來發現撲了個空就會回去，事後頂

多抱怨幾句講他們不厚道。她真的沒想到卓亞會這麼期待而且認真，看著眼前這

個有些狼狽的少年，她感覺到心底深處的某個地方被深深觸動了。 

「庫洛……是因為餓了才先回去的嗎？」直視著卓亞的眼睛，梅玖喃喃地問。 

卓亞這次沒有否認，只扭頭避開和她的對視，好半晌才撇了撇嘴說：「我知道我

不受歡迎，妳放心，以後我不會再來給你們添麻煩的。」 

說著這句話時，卓亞臉上浮起了一貫的驕傲和倔強，不禁讓梅玖想起了他們第一

次見面那天，在大禮堂舉行的開學典禮上，因為她在卓亞上台發言時睡著了，結



果這傢伙就不高興了的事。 

當時他從台上走下來的時候一臉冰霜，她曾想過，這是個很不好相處的人。然而

這大半個學期下來她才體認到，卓亞或許在某些方面很霸道，但絕對不是個難相

處的人。 

他也喜歡參加和朋友的聚會，和要好的同學一起吃飯，討論課業上遇到的難題—

如果他有的話。天之驕子，其實和他們一樣都只有十六歲而已。 

見梅玖一直沒有回話，卓亞一顆心筆直往下沉，就連呼吸都變得困難起來，他只

是想嘗嘗梅玖的手藝，想對她多一點瞭解，這樣渺小的願望難道也無法實現嗎？ 

還是說，比起他，她更喜歡左拉學長和越級小子？又或者，她討厭他？只要一想

到有這種可能，胸口的煩悶就變得愈加嚴重，甚至此刻站在她面前，都讓他覺得

很難堪。 

卓亞再次試圖抽回手臂，他的驕傲讓他無法繼續留下，但這一次，梅玖依然比他

堅定，握住他手臂的指尖不斷用力，根本不給他抽手的可能。 

「卓亞，我要向你道歉。」梅玖的眼睛筆直看著卓亞，神色間的認真讓他再沒有

逃避的可能。「對不起，是我出的主意，叫左拉學長和小華也回家，讓你吃閉門

羹的。」 

聽到她親口承認，卓亞眉頭微微皺了皺眉，不甘心地問：「為什麼？」 

梅玖聳了聳肩，重新把他按坐在沙發上，脫掉外套，捲起袖子說：「理由你就別

問啦，是我們留星舍內部的原因。那個……煮麵吃好不好？這個最快了，不會讓

你等太久。」 

原本卓亞聽到前一句話還很失望，以為梅玖真的討厭自己，可當他聽清了後一

句，而且確定自己沒有聽錯時，欣喜立刻從心底深處冒了上來。 

「當然，我從來不挑食。」卓亞回得很快，生怕梅玖會改變主意。 

沒想到他話音剛落，白華就冷哼了一聲，「喔，是嗎？我怎麼聽餐廳的阿姨說過，

整個一年級裏嘴巴最刁的人就是前輩了。」 

「你胡說！餐廳阿姨才不會這麼說我！」 

「確實，原話是『雖然卓亞同學是一年級裏嘴巴最刁的人，但誰讓他長得那麼好

看，真是讓人無法抱怨呢』。」 

白華學著阿姨們的口氣，話說得唯妙唯肖，頓時就把紅給逗樂了，連雷瑟的翅膀

都忍不住微微顫動了兩下。 

之前和梅玖的愉快交談，讓幾乎已經把白華這個人給遺忘的卓亞瞬間抓狂，緊握

的拳頭上蹦出一個碩大的青筋，咬緊了牙關才強忍下揍人的衝動。 

這個死小鬼整天和他作對，到底想幹什麼！可惡，如果不是阿玖也在的話，他現

在就用咒術封住這小子的嘴，把人丟到外面去！ 

這邊卓亞氣得半死，那邊梅玖也哈哈笑了起來，回頭看了卓亞一眼說：「卓亞，

我可事先說好，我做的料理味道和學長可是沒法比的，就算你覺得不好吃，也絕

對不許說出來喲。」 

卓亞被她說得臉上發燙，語氣彆扭地說：「阿玖妳別聽這小子的，我……」 



雖然很想為自己辯駁幾句，但白華沒有撒謊也是事實，想當初他聽到這句話的時

候還覺得挺得意，現在卻恨不得時間倒流。 

不過看梅玖的樣子也不像是會在意這些的人，哼，臭小子，想敗壞我的名聲，影

響阿玖對我的印象？你的如意算盤可打錯了。 

卓亞想到這裏，朝白華抬了抬下巴，調整了下坐姿，一副「我大人有大量不和你

計較」的樣子，逗得看戲的紅肚子都要笑痛了。 

白華瞥他一眼，突然張口朝廚房說：「阿玖，我也有點餓了。」 

廚房裏很快傳來梅玖輕快的回應，還伴著點火的聲音，「是嗎？那正好，反正一

碗也是煮兩碗也是煮，你們等我一下喔，很快就好。」 

這邊梅玖忙著燒開水和去冰箱裏拿麵條，那邊交誼廳裏卻是再度雞飛狗跳，就差

沒打起來了。 

「你不是在家裏吃過飯了嗎？怎麼可能現在就餓！」卓亞怒瞪白華，一句話說得

咬牙切齒。 

白華不甘示弱地回瞪他，冷冷回道：「這就不勞前輩費心了，再說也不是前輩煮

麵給我吃。」 

「難道給阿玖添麻煩你就心安理得嗎！」 

「阿玖都沒嫌麻煩，前輩不覺得自己管得太寬嗎？」 

「你根本就是故意的吧！」 

「我不明白前輩的意思。」 

「你們兩個！再多吵一句就誰都不要吃了，實在要吵給我出去吵！」在廚房裡忙

碌的梅玖再也忍不住，徹底發揮女漢子的本性，一句獅子吼立馬讓交誼廳安靜下

來。 

就在這時，宿舍的大門被人從外面用鑰匙打開，左拉從外面探進了頭，直接揚聲

喊道：「阿玖，妳來一下。」 

「學長？怎麼了？」梅玖沒有立刻過去，而是把手裏的麵條扔進了鍋裏，調好火

力，囑咐紅幫忙照看後才出去。 

交誼廳裏，卓亞和白華彼此對視一眼，同時冷哼了一聲扭過頭，接著不約而同的

也跟上了梅玖的步伐。 

留星舍大門外，左拉面色凝重地站在台階上，正低頭看著什麼東西，梅玖狐疑地

探出腦袋，剛想問發生什麼事了，身體卻僵住了。 

「小白！奇怪了，小白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這裏？」一聲驚呼，她匆匆繞過左拉蹲

下身，捧起了看起來非常虛弱的小狗鬼魂。 

小白仍和記憶中一樣，全身雪白，非常可愛，但原本蓬勃的朝氣現在卻一點都不

剩了，牠蜷縮在梅玖懷中，發出嗚咽般的低鳴。 

「牠這是怎麼了？怎麼會變得這麼虛弱呢？」梅玖捧著牠左看右看，卻看不出有

什麼毛病，只能用求救的眼神看向左拉。 

左拉皺著眉沒有立刻答話，他很少露出這麼遲疑的神情，這使得梅玖心裏立刻浮

起了不祥的預感。 



他肩膀上的阿碧在這時捧著下巴說：「好像是被什麼東西吸取了靈力呢，阿玖，

這就是妳之前提過，和妳一起來到學院的動物鬼魂嗎？」 

「嗯，我前陣子還跟校長打聽過牠的情況，校長當時告訴我狗狗們都喜歡住在後

花園，我本來想過幾天就去看牠的。」 

進入學院以來，雖然一直惦記著小白的情況，但因為課業繁重，她著實沒法抽出

空去看小白。而另一方面，梅玖想，既然牠在這裏有了同伴，那也就沒什麼可擔

心的了，誰知道不過隔了幾個月，小白居然變成了現在這副模樣。 

「總之先把牠帶進宿舍吧，司靈學院的空氣靈子含量比別的地方高很多，只要給

牠一個安靜的地方好好休息，很快就能恢復元氣了。」阿碧給出了合理的建議。 

梅玖心中雖然還有疑惑，可看著小白不舒服的樣子實在心疼，當即點了點頭，抱

著牠回了宿舍。 

左拉和阿碧很快跟了上去，倒是卓亞和白華兩個人還愣在門邊，對峙了片刻後，

卓亞揚聲朝屋裡喊，「阿玖，這麼說來這隻狗的名字叫小白？」 

聽到問話的梅玖回過頭，率直地說：「是啊，因為牠全身都是白色的嘛。」 

卓亞聞言，嘴角忽然勾起一抹詭異的笑容，「我記得妳之前叫這小子的時候，似

乎也用過小白這個名字？」 

就算他不說這小子是誰，所有人也都清楚他是在說白華。 

果然，他話音剛落，白華身上驟然殺氣四溢，瞪向他的眼神幾乎像尖刀一樣。 

梅玖的腳步剎那間停止，額頭滑落無數冷汗，顯然已經回想起之前在藍倫斯事務

所發生過的事，並且意識到她犯了多麼不可饒恕的錯誤。 

「呃，小華，我那個時候真的不是故意的……」 

寒氣重到幾乎能凍傷人的小冰山根本不想聽她說話，掉頭就走。 

「誤會！這是誤會！小華你聽我解釋……」梅玖在後面追著喊了兩句，但白華根

本不為所動，轉眼就從眾人眼中消失了。 

他這一走，梅玖頓時轉頭瞪了卓亞一眼，沒好氣地說：「卓亞，你是唯恐天下不

亂嗎？」 

她用腳趾頭想也知道，卓亞一定是故意提起這件事，目的就是要氣白華。 

見她似乎生氣了，卓亞立刻舉白旗投降，無奈地說：「我哪有，我只是和他開個

玩笑嘛，哪知道他會反應這麼大。」 

梅玖還想說什麼，卓亞已經揉著肚子哀叫起來，「我好餓啊，阿玖，這樣好不好，

我吃完飯就去把越級小子找回來，妳的麵應該煮好了吧？」 

「小華前面也說餓了耶，你好意思一個人吃嗎？」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他只是想吃妳煮的東西而已，哪裏是真的餓。」 

「你又知道了？」 

「好啦好啦，那這樣，我叫庫洛去找他行了吧？我都快餓死了，妳就讓我先吃吧，

好不好？」 

卓亞一臉可憐兮兮的，就差沒伸手拽著梅玖的衣袖搖兩下了，梅玖被他弄得哭笑

不得，只能翻了翻白眼先讓他進屋。 



才進門，瓦斯爐旁的紅正好大聲叫了起來，「阿玖，快過來，快過來，水滾啦！」 

梅玖連忙跑過去，順便問左拉，「學長，你吃過晚飯了嗎？」 

左拉溫和地笑了笑，側頭朝卓亞瞥了一眼，故意說道：「吃過了，不過難得阿玖

下廚，我倒也想嘗一點。」 

「那正好，小華的那碗你先吃，等他回來我再煮給他。」 

梅玖話音剛落，沙發上的雷瑟直到這時才抬起頭，狐疑地問：「白華去哪裏了？」 

卓亞一看到牠，立刻激動地說：「雷瑟，你應該能感應到白華的位置吧？要不你

去找他回來，免得我叫庫洛去找牠還沒辦法定位。」 

「發生什麼事了嗎？」雷瑟注意到了梅玖帶回來的小狗鬼魂，飛到近處仔細地看

了看後發問。 

阿碧立刻自告奮勇解釋起來，「我和左拉回來的時候就看到牠趴在台階上，朝著

我們的宿舍門嗚嗚叫著，因為以前梅玖提過她從校外帶來了一隻小狗，所以我們

就猜想會不會是牠啦。」 

「牠好像被什麼東西吸取了靈力？」 

「看起來像是這樣呢。」 

紅在這時也來到了眾人身邊，雷瑟轉頭和牠對視了一眼後，沉聲說：「我去找白

華。」 

說完，也不等其他人反應，便直接消失在了空氣中，這個舉動讓一直在邊上觀察

牠的左拉微微皺了皺眉。 

梅玖把煮好的麵條端了過來，卓亞神色激動地迎了上去，殷勤地接過托盤，還主

動招呼左拉過去吃。 

也不知道為什麼，同樣是吃梅玖煮的東西，如果是左拉學長的話，就不會讓他覺

得反感，要怪就怪越級小子平時太討人厭了，哼。 

心裏這樣想著，卓亞夾起麵條吹了吹，一臉幸福地吃了起來。 

可一口麵還沒嚥下去，他臉上的表情就變得很微妙，而原本掛在嘴角的笑容也徹

底僵硬，整張英俊的帥臉都幾乎扭曲了。 

注意到他的表情變化，左拉輕眨了下眼睛，也嘗了一口— 

兩秒鐘後，一向笑容滿面，讓人感覺如沐春風的左拉滿頭黑線地抬起頭，看著梅

玖乾巴巴地問：「阿玖，妳是不是第一次煮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