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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仁很清楚這是一個清醒夢，他已經在無數午夜夢迴之際，多次造訪這個夢境，

不論幾次都是那樣的真實。 

老舊喇叭播報著刺耳的撤村警告聲音、冰冷的暴雨、幾乎要把稚嫩手腕掐出瘀青

的力道、難以前進的泥濘地面，每一項都刺激著感官，如此鮮明。 

那是民國九十三年的夏天，是燕仁無法忘懷的日子，明明是七月初的酷暑，回想

起來卻只有雨水的寒冷。 

「快走！再不走就來不及了，你們沒看到河水的樣子嗎？」父親大吼，他背著發

抖的外婆，手上牽著茫然的大哥。 

「不……等一下，裡面那戶還沒逃出來啊，我沒看到他們！」母親手上緊抓著年

幼的燕仁，身上背著包起家當的毛巾。 

「那邊不是靠近河岸邊嗎？現在已經過不去了，而且說不定有其他人接他們出去

了！」父親皺著眉頭說道，在狂亂的風雨中提高音量。「我們走吧！」 

燕仁抬頭看著天空，他困惑的在風中看著裡面那戶人家的天空上好像有些什麼在

移動著。 

「可是……」母親這瞬間的猶豫，讓她緊握燕仁的力道減弱了。 

燕仁馬上就把手給抽了出來，回頭衝向河岸邊。那戶人家總是在父母吵架時收留

他，他不可能就這樣離開。 

「燕仁！」 

不顧父親的怒吼，燕仁一下子就鑽進山林間的小路，沒三兩下就來到了河岸邊的

那戶人家。 

木屋坐落在離河岸稍微有段距離的地方，但當燕仁到達凌亂的門口時，河水已經

來勢洶洶的步步進逼，像是撕咬般沖刷河岸，就快要到達木屋的位置。 

「叔叔！阿姨！」燕仁對裡頭大喊，但是沒有任何人回應。 

從玄關望進去，燕仁愣住了，一名陌生的女孩正訝異的看著他，她看起來比小三

的自己稍微大一些而已，綁著俐落的黑色馬尾，有著超脫年紀的氣質。 

「你來這裡幹麼？這戶人家我已經帶去避難了……快走！這裡很危險！」女孩叫

喊道，伴隨著周圍不祥的木頭碎裂聲。 

「那、那妳呢？」燕仁不安地問，水流的聲音越來越近。 

「我沒事……唔！」女孩想要離開時，腳陷進了木板中，一時半刻拔不出來，慌

張的對燕仁伸出手。 

燕仁忘不了，這時候的他，努力伸直了手想要握住那隻朝向自己伸出的手，一點

點……再長一點點，只要再幾公分就可以碰觸到她了，但是木屋和地基仍然無情

的崩落，兩人的手在即將碰觸時被分開。 

「唔！啊——哈啊！」少女被崩塌的木板給掩埋，發出了痛苦的聲音，汙濁的河

水如猛獸般席捲而來，吞沒了整間木屋和女孩。 

燕仁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女孩被大水捲走，那隻伸過來的手逐漸沒入湍急的河水之

中。 



「救命！這裡有人啊！誰來救救她！誰快來！」燕仁口齒不清的大喊，雅嫩的聲

音在風雨間尖銳而細碎。 

突然之間，燕仁被一把抱起，那是趕過來的父親，緊張的表情中夾雜著憤怒。 

「你到底在搞什麼？走了！」 

「等等！有人被水捲走了……她被水捲走了！」 

「你在說什麼？我沒看到有人啊，不要胡言亂語了，這裡已經不能再待了！」父

親把哭喊的燕仁抱在肩頭，穿梭在暴雨之中下山。 

這個夢，每次都斷在這裡，讓燕仁懷抱深深的懊悔醒來。 

正當燕仁以為結束時，一個轉身，周邊的景象突然轉換，就像網路影片中夾雜的

廣告一般，唐突而完全不同的畫面突然出現在眼前。 

燕仁身處在一座矮房之中，他馬上認出這間房屋和老家常見的石板屋是一樣的構

造，但氣息不一樣——和老家總是充滿青草氣味和食物香氣不同，這裡充滿了刺

鼻的鐵鏽味。 

這、這是什麼……是我的夢嗎？ 

燕仁環視周圍，屋子裡頭幾乎沒有任何光線，但角落能勉強看出一個人影，旁邊

放置著箭筒以及折斷的箭矢。 

那是一名穿著皮革上衣的男人，有著厚實的肌肉，如果站起來一定很是挺拔，但

他現在卻縮著身子，彷彿幼童般發出啜泣聲。 

「為什麼，我不想殺人……我不想殺的，我只想保護大家，為什麼……為什麼會

變成這樣……怎麼會變成這樣……為什麼？我不想殺人……我不想殺的，我只

想——」 

男人不斷重複著一樣的話語，喃喃自語著。 

你是誰？這份心情又是什麼……這份急切地想要保護某人的心情是什麼？你是

誰，為什麼出現在這裡？ 

燕仁伸出手，想要碰觸男人的肩膀，卻像是穿過雲霧一般，什麼也碰不著。 

第一章 祝融肆虐 

「你……是誰……」 

「燕仁？燕仁！你睡昏啦？燕仁！」 

「唔？」 

燕仁從座位上驚醒，看到冉茗生氣的表情，嚇得差點從座位上跌下來。 

冉茗的叫喚讓燕仁從夢裡拉回現實，他打著哈欠看著眼前筆記型電腦上的時鐘，

現在是半夜一點。 

燕仁是一名實習醫生，現在正和學姊王冉茗醫生值班。 

現在臺灣的醫療體系已經沒有所謂的實習醫生，而是把到各個部門見習的醫生稱

作不分區醫生，但一來是為了約定俗成的方便，二來是跟體系外的人解釋很麻煩，

燕仁還是會稱呼自己為實習醫生。 

這裡是臺南市安平區的瑞平醫院內科醫生辦公室，是冉茗的私人空間，燕仁在休

息時間跑來這裡，不小心打起盹來，才夢到了那個夢。 



「值班的時候睡著可不太好，如果有別人看到了會認為你警覺心不夠的。」冉茗

提醒道，拿了一盒裝有各式炸物的保鮮盒放在燕仁面前。「你還沒吃吧，吃點東

西。」 

「謝謝學姊……沒辦法啊，我明明要上班，教授還要我緊急整理資料給他，沒怎

麼睡就來上班了。」燕仁打著哈欠，意興闌珊的抱怨道。「學姊看起來倒是神采

奕奕啊，明明每天都這麼忙。」 

「這就是經驗的不同了。」冉茗淡淡地說道。 

冉茗是一名高䠷的女性，就算以燕仁一百八十公分的水準來看，冉茗也幾乎快跟

他等高，這樣的高度加上俐落的黑色長直髮綁起的馬尾，給人精悍能幹的印象。 

「還以為你不能念完前幾年呢，我還記得你在期末考前一個小時才衝到我們教室

拜託學長借筆記給你……沒想到這樣的傢伙竟然還能和我在同一家醫院上班。」

冉茗看著燕仁狼吞虎嚥的把鹽酥雞、豆干塞進嘴裡，坐在辦公桌前調侃道。 

「別說妳了，我自己也沒想到。」燕仁喃喃說道。 

那場夢就是開端啊。燕仁回想起小時候遇到的那場颱風，老家幾乎被土石流掩蓋，

之後舉家遷移到臺南定居，目睹了女孩在眼前被吞沒的景象，讓燕仁想成為能夠

幫助人的醫生，但說也奇怪，最後電視報導中提到這件事都說沒有任何傷亡，那

戶人家在避難後記憶十分模糊，只說好像有人帶他們出來，問怎麼出來的或是對

方長什麼樣子，他們都答不上來。 

父親還會喝斥燕仁，說是他胡亂講話讓別人胡思亂想，根本沒有什麼女孩，只有

外婆相信燕仁的所見所聞，告訴燕仁「不管怎麼盡力去做，人都會後悔的，所以

增加自己的能力吧」。 

那一天改變了燕仁的志向，也改變了燕仁的大哥燕勇，崇拜救難隊的燕勇當上了

消防員。 

雖然醫學院就如冉茗說的那樣，讀得跌跌撞撞、辛苦不已，他也仍然站在這裡。 

不過，夢的最後，那是什麼呢？那個男人到底是誰？ 

在燕仁胡思亂想的時候，他突然瞄見了冉茗資料櫃最上層的某個物體，背脊不寒

而慄。 

就是看了那個我才會作這種夢吧！到頭來根本是學姊的錯啊！燕仁在心中抱怨

道。 

這時，電話鈴聲響起。是急診室來的緊急支援呼叫，他們兩個立刻站起來。 

「又來了……」冉茗喃喃說道，披上白袍，拿起聽診器。 

「就是啊。」燕仁吞嚥著口水，有些緊張。 

兩人同時跨出腳步，半跑半走的前往急診室。 

 

 

「又是火災……縱火犯還沒抓到啊，臺南的警察是不是只有開交通罰單的時候才

會積極辦事啊。」 

在急診室內，正在幫病人做傷勢評估的醫生金緯抱怨道。他是一名體型略顯肥胖



的中年男子，戴著比那張大圓臉小得多的無框圓形眼鏡。 

「啊，冉茗醫生、燕仁，正好，冉茗醫生請先去幫傷勢輕的人問診，燕仁你過來

幫忙做緊急處置，這邊幾位待會兒都要送開刀房。」金緯說道，戴好口罩在病床

邊就緒。 

「好。」 

就算在醫學院經過了大體老師的洗禮，燕仁還是難以習慣在現場面對傷口跟傷患，

特別是傷患痛苦的呻吟聲，總是令他難受到難以繼續消毒、包紮和檢查傷口，尤

其是燒傷的傷口紅腫、滲血，看起來特別駭人。 

「我聽說你今天都待在冉茗醫生那裡？真令人羨慕啊，待在美女身邊感覺挺不錯

的吧？」 

在燕仁替暈厥過去的病患包紮時，旁邊的金緯趁冉茗到旁邊處理其他傷患時笑嘻

嘻地說著閒話。 

「她是我學姊，我已經很熟了，沒有什麼美不美的感覺，那張臉早就看習慣了。」

燕仁嘆口氣無奈地回應。 

「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啦，她可是我們醫院的冰山美人啊，而且內科技術又很驚人，

根本就是仙女——」金緯停頓了一下，故作神祕的改口。「不，應該說是魔女才

對。」 

「啊？」 

「你也有看到吧，她在辦公室放的那個，當初帶來的時候真的嚇死人了，聽說她

還被院長叫過去問話。」 

「哦，那個啊……那真的很恐怖。」 

在冉茗的資料櫃最上方擺放著一個玻璃標本罐，裡頭是飄浮的眼球。不少教授或

醫生都會出於研究或興趣，在辦公室擺放一些人體器官的標本，早就見怪不怪，

但一來冉茗走的是內科，大多是負責疾病診斷和藥物、療程安排，平常根本不會

接觸眼科醫學，二來是那顆眼睛也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之處，似乎是一顆很健康的

眼球，也沒有疾病上的參考用途，只能純粹收藏。。 

「就算她是魔女也沒關係，被她這樣的美女拔下眼珠收藏我也是心甘情願啦，哈

哈哈哈。」金緯笑著說道。 

「呵呵呵。」燕仁乾笑敷衍對方。 

燕仁心底對於那顆眼珠標本也感到好奇，但他認為平常嚴肅認真過頭的冉茗學姊

一定不是在做什麼奇怪的事，所以不問也罷，有機緣再知道就好了。 

「好了。」金緯收起笑容，脫下染上血的一次性手套。「接下來可能還有其他傷

患送過來，這邊就交給接手的外科醫生，我們走。」 

「是！」 

金緯是個轉換非常快的人，能夠上一秒還在說笑話、談天說地，下一刻馬上就進

入工作模式，也許剛剛的閒聊也是為了幫無法直視病患傷口的燕仁分心，就這點

而言，燕仁還是挺感謝他的。 

 



 

夜晚的急診室非常不平靜，大大小小的情況讓燕仁精疲力盡，能夠好好喘息時天

已經亮了，候診大廳的電視正好在播放著昨晚失火的消息。 

當燕仁準備下班時，冉茗還在處理著新傷患的資料和療程安排。 

燒傷的治療時間非常長，燒傷患者和內科醫生的關係十分緊密，冉茗也不負她的

專業盡心盡力，燕仁能做的也只有替她買個早餐再回去，也算是報答她昨天幫忙

買宵夜。 

早晨的風很涼爽，讓人忘卻這是帶有些許暑氣的七月初，在燕仁拎起裝有三明治

的塑膠袋時，一通電話打了過來，手機響起老王樂隊的歌曲。 

「喂？」 

「喂——燕仁！」 

手機那邊傳來把耳膜震疼的音量，燕仁嘆了口氣，這是大哥燕勇打來的電話。 

「你也下班了嗎？天啊昨晚真是有夠累！你要回家沒啊？」 

「不要那麼大聲……我也很累，頭痛得很。」燕仁嘆了口氣。「再過一下子就會

回家，你沒事吧？昨天失火的地方好像不止一個？」 

「是啊，每搞定一個地方的火災，留下一、兩個人在現場後還要飛奔到其他地點

支援，有夠累。大隊長還想趁著下班帶我們去廟裡拜拜，求個護身符，之後同事

他們還要一起吃個飯，你就不用準備我的晚餐了嘿，護身符我也會幫你求一個。」 

在搬家到臺南之後，燕仁和大哥燕勇一起在外面租房子住，父親和母親有一陣子

住在臺南的都市區，後來實在不習慣這樣的生活，就搬到了山區住。 

燕勇平常不拘小節，外人很喜歡他的開朗，但在家中就十分邋遢，生活起居的雜

事幾乎是由燕仁處理。 

「你自己注意休息啊，老哥。」 

「會啦會啦。」 

燕仁掛掉電話，走回醫院。 

燕仁對於去廟裡求助的文化其實不太信任，但最近臺南失火的狀況真的越來越頻

繁了，詭異的是犯人一直都抓不到，縱火的地點也沒有關聯，民宅、店家，幾乎

像是隨機犯案般，單純的愉快犯嗎？在這種狀況下，拿個護身符求安心也好，聊

勝於無。 

燕仁趕著在門診時間開始前回到醫院，準備將早餐交給冉茗。 

還有一些燒傷病患沒有回去，冉茗正在和一名年老的婦人談話，仔細講述燒傷的

後續療程和藥物。 

燕仁在旁邊收拾著個人物品，不時將目光投射向冉茗。 

冉茗當初在醫學院時也是系上出名的用功，是許多學長、學弟傾慕的對象，燕仁

自己倒是不敢對赫赫有名的冉茗有過多妄想，畢竟自己連課業都自顧不暇了。 

冉茗認真的性格就算到了職場也絲毫未變，加上她特別有耐心，受到不少人愛戴，

在她辦公桌上有一個小小的黑熊吊飾被掛在筆筒上，那是病人送給她的禮物。 

冉茗不收病患的謝禮，病人們也知道她的個性，選擇這種小型的紀念品來送給她，



讓她不好推託，黑熊吊飾十分精緻可愛，把咬著魚的黑熊模擬得栩栩如生。 

「我感覺腳這邊還有點疼……走太急了。」老婦人說道，摸著自己的腳踝，她穿

著厚重的襪子，加上長褲，如果只看一眼的話難以分辨問題。 

「剛剛照過Ｘ光沒有什麼問題，我幫您看一下。」冉茗在經過了一整晚的工作，

也露出了些許疲態，稍微壓低身子，用手輕輕摸過老婦人的腳踝處。「看來有些

發炎了，再過幾個小時可能會腫，我幫您開藥。」 

燕仁有些愣住了。奇怪了，冉茗是怎麼知道病人發炎的？有衣物的遮蓋、還沒開

始發腫，Ｘ光又沒出現問題，那怎麼知道是發炎？以冉茗的個性也不可能隨便說

一說敷衍過去吧？ 

本來在醫院裡面就有聽說冉茗擁有過於高超的內科診斷手腕，但這種程度有點誇

張了，彷彿能透視人體似的——是經驗的差距嗎？還是因為冉茗有什麼特別的技

巧？燕仁不禁深思。 

在替老婦人開完藥後，冉茗目送她離去，在座位上伸了個懶腰。 

「我也該回去了……燕仁，謝謝你的早餐，不過你在發什麼呆啊？累到昏頭了

嗎？」冉茗挑眉問道，背著皮包起身。 

「啊，我也要走了，辛苦學姊了。」下班前的腦袋感覺特別發脹，無法思考，燕

仁打算等之後有機會再問這件事。 

兩人並肩往停車場走，一起乘坐電梯下樓。 

「經過這種忙到天翻地覆的夜晚，真是適合喝酒啊……」冉茗沒有察覺燕仁心中

的困惑，一邊打著哈欠一邊碎碎念道。 

「哦？」燕仁不禁笑了。「原來模範醫生也會喝酒啊。」 

「醫生當然也會喝，醫生不菸不酒根本是刻板印象——我也都跟我妹妹喝就是了。

怎麼，你難道有興趣嗎？」冉茗聳聳肩，在一樓就先離開電梯，打開手機和妹妹

傳送著訊息。 

「再說吧，我不太會喝酒……路上小心。」 

「呵，休假完再見啦！」 

 

 

燕仁回到了住所，這裡是靠近安平運河的公寓，房屋老舊，電梯還常常在維修，

但也因為如此價格壓得很低，房間位於七樓，是簡單的兩房一廳外加浴室和小廚

房，以兩個大男人而言算是非常舒適了。 

他匆匆洗了個澡後，躺在床上狠狠睡了一覺，所幸這次沒有再夢到什麼怪夢，睡

得非常安穩。 

當燕仁起床時已經是接近晚餐時段的事。 

「哈……呼……哈……呼……」 

同樣是夜班的燕勇躺在客廳的沙發上呼呼大睡，他比燕仁還壯了一圈，手臂和上

半身都佈滿肌肉，臉部也粗獷深邃的多，和較少曬太陽、皮膚偏淡褐又偏瘦的燕

仁截然不同，一般人很難聯想到他們是兄弟。 



桌上還擺著燕勇吃過的餐盒，些許油膩的食物氣味瀰漫在房間內，燕仁皺了皺鼻

子，感覺空氣中還有略微的木頭燃燒氣味，也許是底下傳來的。 

在燕勇睡著的這段時間，燕仁就負責清潔住處的環境，並把衣物拿去洗衣機洗滌，

在陽臺等待衣物洗好的同時，燕仁聽見了附近的鳥叫聲，近在咫尺，聲音十分清

脆，有幾分醒腦的作用。 

他揉了揉自己的頭，在上過大夜班後總是特別疲勞。 

「唷，你醒啦。」燕勇似乎被洗衣機的聲音吵醒，在沙發上慵懶的打哈欠。「喏，

給你，求來的護身符，祈禱這幾天不要再遇到這些事吧。」 

燕勇從胸口的口袋拿出紅色符紙，遞給剛曬完衣服、拿著洗衣籃從陽臺進來的燕

仁。 

「謝了。這是哪裡求的啊？」燕仁挑眉。 

「赤嵌樓附近的那間廟啊，裡面有火德星君。我們消防員平常就會祭拜祂，希望

祂能帶我們好好度過這個難關。」 

「原來你真的這麼相信神明會保佑我們啊。」 

「寧可信其有嘛，而且不夠虔誠的話也不好意思請祂幫忙吧……主要是隊長非常

信任神明的庇佑，這個護身符也是他求來的。我要繼續睡了，窗戶幫我關上，那

不知道哪來的鳥叫聲真是吵啊！晚點再來陪我練拳嘿。可以開冷氣嗎？」 

「不行，才七月耶，我可不想電費暴漲。」 

燕仁回到房間，也打算繼續睡覺，好調整作息、儲備體力準備後天的上班。 

這一次他睡得很淺，冉茗的事、辦公室內的眼球標本、怪異的夢、燒傷的傷口，

各式各樣零碎的畫面不斷閃過腦海，讓他難以深深入眠，身體燥熱不安。 

再次起床已經是晚上，窗戶外一片漆黑，當他走出房門外時察覺到了異狀。 

首先是電燈打不開，似乎是停電了，所有的電器都無法使用，再來，門外有著奇

怪的啪嚓、啪嘰聲響，在門縫下有著一閃一閃的亮光，十分不自然，一點都不像

是正常電燈的光線。 

「怎麼搞的，突然停電了。」燕仁喃喃說道，想要伸出手開門。 

正當他的手要碰觸到門把時，突然被整個人往後拉，神情嚴肅的燕勇抓住他的手

腕搖頭。 

「你傻啦？不要碰。」 

「啊？」 

燕勇走到浴室，用毛巾弄了點水，在大門的門把上擰毛巾，讓水滴落在門把上，

水珠瞬間蒸發，還發出響亮的「滋」一聲。 

「是火災。」燕勇確認地點點頭，將濕毛巾塞住門縫。「不知道火源是哪，外面

肯定已經燒到很高溫了，不能開門。」 

「什麼……」燕仁愣了一下，腦袋一瞬間空白。他知道最近火災頻傳，但從沒想

過自己也會遇上，在認知到事實後開始慌張起來。「那、那、那我們現在該怎麼

辦？想辦法滅火？用毛巾掩住口鼻逃生？」 

「喂喂喂，慌什麼啦你，你講這種蠢話，在外面可不要說你哥是消防員啊。」燕



勇又好氣又好笑地用力拍打燕仁的背部，即使門後的不明碰撞聲越來越大，他也

沒有絲毫緊張感。「火場是要求生，而不是滅火，你剛剛那種做法會變成烤肉的

啦。不能想著要滅火，也不要衝出去，會被高溫煙霧嗆傷，用毛巾遮掩口鼻也沒

用，到陽臺等待救援才是正確的作法。」 

「噢、噢……」明明自己的哥哥是消防員，火災逃生知識還這麼不足，讓燕仁感

到有些尷尬。 

「你聽。」燕勇指著窗外，外頭傳來了消防車的警笛聲。「看來有人叫消防車了，

應該不太需要擔心。」 

「呼，真是嚇死我了。」 

嘴巴上這樣說，燕仁的心臟還是狂跳不止，他總覺得有什麼事情不太對勁，剛睡

醒的腦袋正努力運轉起來。 

「縱火的人會不會就在外面？」燕仁老實說出他的擔心。 

「外面？怎麼可能，你也看到剛剛手把的溫度了吧，外面的溫度不可能有人……

唔。」燕勇話說到一半，就想到什麼似的撫摸滿是鬍碴的下巴。「仔細想想，火

場的情況很詭異……不像是從外面縱火，更像是……從裡頭引爆——」 

彷彿在回應燕勇的話語般，大門突然爆開。 

門的碎片四散，混著高溫的爆風將家具吹倒、吹散，尖銳的碎片扎進身體裡，熾

熱的風橫掃過房間內部，頭髮散發出燒焦的氣味，燕仁感覺眼球的水分彷彿一瞬

間被烘乾，痛得難以睜開眼，他往後跌坐在地上，努力睜開眼想要確認燕勇的狀

況。 

當燕仁的眼角餘光看見旁邊的燕勇時，心瞬間抽緊。 

燕勇的頭部被大片的門板碎片砸中，血流不止，倒在地上，從眼皮和身體疲軟的

反應，燕仁立刻就察覺他陷入了暈厥。 

「老哥、老哥！醒醒！蒲燕勇，醒醒！」 

高溫奪走了舌頭的水分，連說話都顯得痛。 

這時，門口傳來了腳步聲，燕仁抬頭一看，一瞬間他還以為自己正在作夢，毫無

現實感的場景映入眼簾。 

那是一名高大的老人，穿著粗糙又破爛的布衣和布褲，滿臉皺紋，身上佈滿著密

密麻麻、深深淺淺的傷痕，他手上拿著一把燃著火的長劍，肩膀上停著一隻鳥形

狀的火焰…… 

那是何等妖異的景象，老人走在鮮紅的烈焰之中，卻彷彿完全沒有受到影響，板

著臉孔步步逼近。 

老人手上的劍至少有一尺長，上頭被熊熊火焰給包覆，老人的雙眼佈滿血絲，面

目猙獰。 

一瞬間燕仁還以為自己看錯了，一時間說不出話地往後退。 

不應該有人能在幾百度的濃濃黑煙自在的呼吸和奔走才對，那隻鳥形狀的火球又

是什麼？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驚愕感襲向燕仁，讓他困惑到一時之間無法思考，只有一個本能反應，就是對方



手上拿著武器，不論他要做什麼，都令人感到不安和害怕。 

「你、你是誰？你要做什麼？」燕仁往後退，也顧不得地板上各式各樣的碎片扎

進肉裡，流出血液，只是憑著本能後退，手盡可能地把昏迷的燕勇拉到自己旁邊，

在過程中，兩人的護身符都掉落在地上。 

老人聽到燕仁的疑問，用極為沙啞的聲音回答。「火王爺。」 

老人用火劍的劍尖刺向落在地上的護身符，小小的符紙一瞬間燃燒，化為灰燼。 

「我是……火王爺。」 

「火王爺？」眼前的人到底在說什麼？燕仁無法明白。 

本來以為對方帶著武器是要攻擊，但自稱火王爺的老人沒有繼續動作，只是用指

尖輕撫著他肩頭上鳥兒的頭部。 

就算老人什麼也不做，現在門戶大開，火焰和足以致命的煙霧逐漸充滿房間，燕

仁和燕勇遲早也會葬身火場。 

為什麼這個老人一點都不怕火？他到底要做什麼……不行了，溫度太高了，如果

吸入濃煙的話……會休克……但這裡是七樓，要跳下去嗎？唔，也沒得選啊，該

怎麼辦…… 

高溫逐漸侵襲，火焰從火王爺的身後蔓延開來，逐步吞噬客廳，地板的溫度已經

燙得讓隔著衣物的肌膚起水泡，燕仁狼狽的扛著燕勇，施力又讓他呼吸更加急促，

濃濃的黑煙飄散開來，只要吸到一口就足以燙熟肺部。 

陽臺如今看起來是那麼的遙遠，燕仁的意識已經逐漸模糊，手和腳也無法施力，

在最後一刻，他感覺到自己往前傾，和燕勇一起趴在了陽臺前。 

快動啊！快點……快點！ 

燕仁的身體抽搐著不聽使喚，這一切似乎就要到了盡頭，不論再怎麼出力，身體

都沒辦法再前進半步。 

這時，一陣強風吹過。 

跟火場裡帶著刺鼻臭味的風不同，那是一陣讓人感到更加炙熱卻不會難受的風，

這陣風似乎把火場裡的煙霧給吹散，讓燕仁的意識稍微回復了些，能夠撐起身體，

往後看向火王爺的方向，即便畫面仍然模糊，但能勉強辨識狀況。 

火王爺正在舉著劍和某個物體糾纏，火焰和強風不斷圍繞在客廳，在激烈纏鬥數

回以後，火王爺似乎猶豫了一下，往大門奔跑離開。 

還搞不清楚狀況的燕仁，突然感覺自己被某種物體高高舉起，然後甩上半空，再

跌落，他看著自己倚靠的物體，上頭佈滿毛髮，馬上聯想到剛剛是被類似馬的生

物咬著領子甩到了背上。 

又是老人又是這種龐然大物，異樣的事物一樣接著一樣，不明所以的恐懼感讓燕

仁想要從生物的背上掙扎下來，他不禁扭動著。 

馬形生物注意到了燕仁的掙扎，轉過頭來用後頸壓向他，本來以為會是難受的重

壓，但對方只是輕輕蹭了他一下，彷彿希望他安心。 

燕仁一愣，意識逐漸朦朧起來，無法再多做思考。 

「誰？」燕仁喃喃開口。 



在高溫中，燕仁想要看清救了自己的物體是什麼，但只看見些許黑色中帶著綠色

的毛髮便失去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