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殺戮戰場 

在午夜夢迴之際，燕仁發現自己正在深山裡，密集的樹葉和植被讓山林間宛如夜

晚般陰暗，他的視線不斷晃動，閃避著箭矢和長槍，穿梭在樹木和同行者之間。 

旁邊的夥伴倒下，他卻沒有時間哀悼，銳利的情緒化作鮮紅色的弓出現在他手上，

這份憎惡和憤怒讓他幾近發狂的狂奔，所到之處盡是紅箭的殺戮。 

如果要描述現在身處的環境，那無疑是「戰場」。 

兩方不同的人馬，穿著皮衣，黝黑的皮膚上用顏料畫著符號，那是為了給予他們

勇氣與象徵意義，還是純粹的辨別敵我雙方？抑或是兩者都是。 

他們手上拿著武器，獵刀、石造長槍、弓箭……應當是用來狩獵和保衛家園的兵

器，如今卻血刃相向。 

在路上的水窪中，他看見了自己的倒影。 

他有著黝黑的亂髮，雙眼和正常人不同，是黑色的瞳孔加上金色的環，就像是日

全蝕般的雙眼，在交火中散發出異樣的光芒，他的手不斷憑空搶奪他人的兵器，

又凝聚出無形的盾牌阻擋攻擊。 

燕仁這個時候才意識到，這不是他的記憶，而是巴里的記憶，他所感受到的這份

躁怒和悲憤來自於巴里的意識。 

當他的手張開，呈現拉弓的姿勢時，一把由各種紅色幾何線條組成的光之弓箭就

出現在他的手上，明明是那樣美麗的姿態，卻是拿來貫穿眼前的所有敵人。 

當巴里射出弓箭時，燕仁也感覺到腦袋在沸騰。各式各樣的片段閃過腦海，部落

建築的破壞、朋友的死亡、妻小的屍首……恨意透過他的手具現化成百步穿楊的

兵器，射殺眼前的敵人。 

在他不斷橫掃附近的敵人、造成無數死傷的同時，有些許光點從他的雙眼中掉落，

燕仁知道那是兩行熱淚，那是又悲傷又憤怒的表情，已經無法停止下來的猙獰面

孔。 

與其說是他在射出弓箭，不如說是這份殺意的力量在驅動著巴里，迫使他必須不

斷進攻、進攻、再進攻，宣洩這份沒有止境的恨意。 

「巴里……」 

燕仁感到很痛苦，不只是因為自己承受這些情緒，而是因為他明白巴里想要停下，

卻被雙眼的力量驅動，在無止境的痛苦泥沼中掙扎。 

如果殺盡眼前的敵人都無法獲得安慰，那為什麼要繼續呢？都僅僅是為了在腦內

爆發的恨意，為了撫平這份狂怒而射出一次又一次的弓箭。 

巴里不斷前進的同時，另一名戰士站在他的面前，那名戰士的模樣很模糊，但隱

約能看見他身材高大，至少兩公尺以上，一點都不像人類的身高，足足有一層樓

高。 

「搭卡卜勒！」巴里對戰士喊道，語氣出奇的冷靜，當中卻沒有理性，站在這裡

的只有部落的戰士。「你不應該出現在這裡，離開我的面前，不然你很清楚下場

為何。」 

「巴里，你在踐踏我的歸宿。」戰士的聲音平穩而洪亮。「不論是為了未來的子



嗣，還是為了榮譽，我們都非得戰到一方殞落！」 

「子嗣……未來？」巴里冷冷地說道。「兩者我都沒有了，如果你擋在這條道路

上，那我也會奪走你的！」 

「巴里！就算是你這樣的戰士，也只是被眼睛的力量給迷惑的懦夫嗎？就算你擁

有千軍萬馬之力，我也不會讓你踏入祖先與我們的土地半步！」 

戰士說完便揮舞著斧頭，朝相對矮小的巴里揮去。 

巴里一動也不動，張開弓箭，紅色的光射向戰士的右肩膀，鮮血噴濺，而戰士即

使承接了巴里的攻擊，他也毫無畏懼，斧頭砍向巴里的頭顱。 

巴里究竟是不想躲開，還是有意尋死？ 

燕仁看著夢境逐漸化作模糊的霧氣，最後一刻他們廝殺的結果，就這樣隱瞞在霧

氣之中。 

第一章 連續妖怪死亡事件 

狹長、往上蔓延的街道上，處處瀰漫著硫磺的氣味，十二月的寒冷冬夜，白色的

月光灑落下來，照亮了飄向空中的白色煙霧。 

北投的夜晚依然充斥著熱鬧的喧囂聲，觀光客絡繹不絕，每個人都想飽覽北投的

風采，在熱水中舒舒服服洗滌身心靈的疲憊。 

然而慕名而來的觀光客如果想要泡位於北投公園的露天公共溫泉，那麼他們這幾

天正好撲了個空，入口處正掛著「維修中」的字牌。 

平常露天公共溫泉只有在每個月會清潔一次，鮮少休業，而這卻已經是這個月第

三次臨時休息了，就連在北投工作的在地人也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 

北投露天溫泉依附著高低落差，呈現階梯狀、一個又一個橢圓形的上下水池，從

三到四十人的大浴池到只能容納五、六人的小浴池，擠滿人潮時至少能有數百人

同時泡湯，地面用板岩鋪成防滑地板，浴池邊緣用鵝卵石打造。 

在露天溫泉的角落，穿著制服的幾名警察正在拍照、採集樣本，一名成年女性指

揮著警察，雖然她不是穿著制服，卻是現在實質的領頭人。 

「……這已經是這個月第五個了嗎？算上文物館的竊案……真是煩人啊。」女性

叼著一根菸，煩躁地撥弄褐色的大波浪捲髮說道，她穿著黑色背心，身上穿著深

綠色的軍用大衣，緊身的深藍牛仔褲，腳踩褐色長靴。 

「葉烈小姐，在這裡抽菸不會破壞現場嗎？」旁邊的警員小聲地提醒道。 

「你啊，是第一次來對妖組幫忙吧？」葉烈瞇著眼睛說道，不屑地彈了一下菸灰。

「這種現場才不會被區區菸灰破壞……不如說我還希望這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但

這可不一樣啊，是妖怪的死亡案件。」 

一具浮屍漂浮在浴池中央，他的身材矮小，目測一百五十公分左右，但卻有著異

樣的身體，他的頭比一般人的頭顱大得多，幾乎快跟肩膀同寬，他沒有雙手，取

而代之的是有四對腳，從腹部、人類應該是手的位置長出，乍看之下就像有著部

分人類形狀的蜈蚣，有些駭人，可如果只看臉部的話，看起來是稚氣未脫的青少

年臉孔。 

「是山蛸吧，年紀大概一百來歲——以妖怪而言很年輕了，還有膽子化成人形偷



偷跑來公共浴池泡湯，他也沒想到會遇到不測吧。」葉烈長呼一氣。「一般民眾

的掩蓋暗示做得怎麼樣？」 

「是的，在搭設隔離食穢蟲和驅趕普通人的結界時同時做了。」旁邊的警員緊張

地應道。「緊急疏散的民眾會以為是有動物的屍體出現在溫泉裡……」 

「很好，開始習慣這種需要掩蓋死亡的工作吧。嗯？」葉烈皺眉，發現屍體周圍

有著不認識的人闖入。 

照理而言，在驅逐外人的結界術下，是不會有一般民眾能夠闖進來的。 

那兩人一男一女，在屍體旁邊交談。 

「沒有明顯外傷，現在是發現屍體後的兩個小時……身體裡頭沒有明顯的溫度差

別，沒有發現發炎症狀或是內傷，表示不是因為身體症狀而死。燕仁，有什麼發

現嗎？」說話的女性蹲在屍體旁，她身穿白袍，黑色長髮綁成側馬尾，幹練的雙

眸給人精悍的印象。 

「嗯……我感覺水裡殘留的妖力好像和他的妖力不太一樣，非常細微，還有，死

後的妖力幾乎乾涸了？因為這樣才沒有食穢蟲在吸食妖力吧……冉茗學姊也試

著看看？」燕仁喃喃說道。 

他穿著深綠色的登山背心，襯以黑色的短袖上衣，下半身穿著藍色丹寧褲。他的

右眼眼白呈現黑色，在眼白中有著一圈金色的瞳孔，就像將日全蝕鑲在眼眶中，

明明露出異樣的模樣，但其他人似乎沒有特別注意到他的眼睛異常。 

「啊……確實，但這些微的妖力不足以追蹤……」冉茗摸著水池的水說道。 

「也許這樣可以斷定是妖怪所為？啊，在那之前，還是先做這件事吧。」燕仁將

雙手蓋在山蛸屍體的雙眼上，山蛸的頭顱很大，相對的眼球也比常人大上一圈，

燕仁需要各將一隻手掌覆蓋上去才能將瞳孔完全遮住。 

「請你安息。」燕仁說道，蓋上了山蛸的眼皮。 

也許是心理作用，蓋上眼皮後的山蛸表情柔和了許多，就像是在溫泉裡睡著似的。 

葉烈對燕仁和冉茗挑眉。 

「那兩個人是誰？」葉烈問道。 

這時，旁邊一名男人將手肘搭在葉烈的肩膀上，男人有著一頭剛硬的黑色短髮，

穿著沒有扣好的西裝外套，露出輕浮的笑容。 

「那兩位就是我帶來的幫手啊，葉烈警官。」男人笑嘻嘻地說道，從口袋中拿出

一根菸。「是不是該感謝對妖組臺南分組的傾囊相助啊？我要求的不多，借個火

點菸如何？」 

「馬豈介，我勸你把手肘移開我的肩膀，不然你就是這裡下一個死者。」 

「不用這麼激動啊，葉烈警官。」被稱作馬豈介的男人立刻將手放下來，遠離葉

烈幾步。 

燕仁和冉茗調查結束後，走到葉烈面前，讓豈介做正式的介紹。 

「這位是蒲燕仁，」豈介說道，燕仁不好意思地微微鞠躬行禮。「如果妳有戴符

咒加持過的助咒眼的話，就會發現……」 

「我早就戴著了，」葉烈指著自己銳利的黑色瞳孔，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瞳孔上



戴著一圈隱形眼鏡，接著用打量的眼光看向燕仁。「那顆眼睛是怎麼回事？你是

半妖？」 

「啊、是的。」 

燕仁在半年前曾經遭遇過生死關頭，當時的眼球被刺穿，在千鈞一髮之際，他接

受了這顆妖怪的眼睛，因而獲救，也因為這顆眼睛，他就這樣一頭栽進妖怪的世

界。 

「這是巴里之眼，」燕仁說完後，一時之間不知道該從哪補充起，同時又被葉烈

警戒的眼神給刺痛著，他吞嚥著口水，快速地簡單說明。「排灣族會將眼睛擁有

奇特能力的人稱為巴里，這一顆就是他的右眼……有一些，呃，特別的能力。」 

「這我知道，是排灣族傳說中的異人吧，我有聽說過……臺北分組這邊也常常接

觸排灣族傳說相關的傢伙。」葉烈聳聳肩，用狐疑的表情看了看燕仁，再轉過頭

看向豈介。「你真是學不乖啊，不是三番兩次被半妖給騙嗎？還敢跟半妖合作？」 

她沒好氣地說道：「不怕又是一個花言巧語想騙你的傢伙？」 

「不好意思，」冉茗忍不住插話。「請妳不要隨便加諸對半妖的偏見到初次見面

的人身上，燕仁連讓小兒科的小孩子吃下藥都做不到了，何況是花言巧語？反倒

是馬豈介會在工作的時候找燕仁喝酒——」 

「咳咳，這位是王冉茗醫師，是一名妖族。」豈介趕緊打斷冉茗繼續說下去。「他

們的人格我可以擔保的，也是警政署直接認可的協助者，別擔心。兩位，這位是

葉烈警官，是對妖組臺北分組的負責人。」 

「又是妖怪又是半妖，哪來『人格』可言啊？」葉烈嘆了口氣，皺眉說道。 

「可以請妳禮貌一點嗎？我們可沒欠妳。」冉茗怒瞪葉烈說道，怒氣沖沖的彷彿

下一秒就會咬向對方。 

「沒關係啦，冉茗學姊，我們用行動證明就好了。葉烈小姐，請多指教。」燕仁

趕緊擋在葉烈和冉茗中間打圓場。 

燕仁尷尬地和豈介對上眼，兩人互相苦笑了一下，冉茗和葉烈都屬於強勢的性格，

碰在一起特別容易擦出火花。 

「你們安分點，我可不像馬豈介那麼天真，會全盤相信別人。」葉烈說道，沉思

了一會兒後又補上一句。「也許不用我操心也說不定，畢竟現在北投對妖怪而言

不太安寧。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嗎？」 

「嗯……我有聽說，」燕仁說道。「北投發生了不明妖怪連續死亡事件吧？」 

「是，我不知道你們能幫到什麼程度，但在這麼危險的時候過來這裡，我就姑且

當作你們還算帶種。」葉烈輕輕點點頭。「剩下的細節等我們搬運完遺體到據點

後再說，地點我再用手機傳給馬豈介。」 

當葉烈離開了一段距離後，豈介才上前安撫還在生氣的冉茗。 

「不好意思啊，她個性比較衝，就是這樣她才沒有搭檔，每個人都受不了她……」

豈介說到一半，想到什麼似的換成好奇的語氣。「不過我也很好奇啊，你們醫院

的工作也很忙碌吧？怎麼這次會答應我的請求？」 

「都是因為——」 



「冉茗學姊，我覺得先不要說吧。」燕仁在冉茗開口說話前用手摀住她的嘴。「簡

而言之，我們有一些理由非得來北投一趟不可，但暫時不能跟豈介先生說，畢竟

不知道是不是隔牆有耳……我們不想打草驚蛇。」 

豈介看燕仁數秒，露出理解的淺笑。 

「我明白了，之前也麻煩你們這麼多，那這次我就先不過問了。」豈介說道，然

後忍不住笑出來。「你是要摀住你學姊多久啊？」 

「姆姆！」嘴巴無法開口的冉茗緊盯著燕仁。 

「啊啊！抱歉！」 

 

 

豈介開著深藍色的福特小客車、燕仁騎著他的野狼傳奇 R150 機車載著冉茗，三

人依據葉烈給的地址來到了在新北投捷運站附近的小巷子裡。 

這裡是一家麵店，裝潢風格融入北投的泡湯文化中，和日本拉麵店鋪的木造風格

十分相近，但店鋪裡充滿了肉燥的香氣，以及牛肉麵特有的中藥湯頭氣味，招牌

上寫著「山鬼麵」。 

店內有分成一整排櫃檯座位和以四人為一個單位的小桌，除了在櫃檯的葉烈以外

沒有其他客人。 

「你們真慢啊。」葉烈說道，用筷子夾起熱騰騰的麵條說道。 

「歡迎光臨！隨便點，第一次來我的店就讓我請客！」在櫃檯裡的開放式廚房中，

一名爽朗的成年男性說道。 

他有著粗獷的身形，寬厚的方形下巴，穿著藏青色的短袖上衣，嘴邊保留了一圈

修剪過的鬍子，十分有性格，倒是那件衣物讓人在意，腹部側邊有著開洞，能看

見他的肌肉線條。 

「阿當，你就直接化做原形就好了，這樣也比較輕鬆吧？」葉烈說道。「你平常

不習慣化成人形不是嗎？」 

「哦？既然都是相關人士，那我也就自便了。」被換作阿當的老闆伸了個懶腰，

身體開始產生變化。「不過最前腳還是維持手部好了，我還要煮麵。」 

阿當的腹部和腋下突然長出了兩對腳，那畫面就像是植物的縮時紀錄片似的，將

植物的生長過程快轉，燕仁都還沒反應過來，阿當就用兩對腳踩在地上、一對腳

攙扶調理臺，雙手靈活的煮著麵。 

恢復原形之後，阿當的頭顱看起來也大了一些，幾乎快跟肩膀等寬，並且能夠三

百六十度迴轉查看爐火。 

「八隻腳愛惡作劇的妖怪，山蛸。」葉烈簡單說道。「我可不是來上課的，想知

道更多自己上網查。」 

「哈哈哈，現在山蛸們也不太惡作劇了啦，大多數傢伙都在工廠裡面善用自己的

腳呢。」阿當笑著說道。 

豈介率先坐到葉烈旁邊，燕仁和冉茗則依序坐在豈介身邊。 

燕仁在臺南遇過的妖怪大多都保持著人類的型態，看見身體異於人類的妖怪還是



有些不適應，倒是冉茗先開口說了燕仁也在意的事。 

「請給我一碗餛飩麵……我是王冉茗，阿當先生，冒昧這樣問很抱歉，不過請問

您跟死者是認識的嗎？」冉茗語氣輕柔的問道。 

阿當煮麵的動作一瞬間停了下來，爽朗的笑容收斂了幾分，然後用腳抓了抓頭，

聳了聳肩。 

「這個嘛，他是我弟弟，阿敢。」阿當用輕鬆的語氣說道。「說是弟弟，不過我

也快三十年沒跟他來往囉，沒想到再次知道他的消息是用這種方式。」 

「請節哀。」冉茗說著。 

「哈哈哈，我們山蛸的家庭觀念很淡薄啦……沒有什麼哀傷的感覺，但真的不希

望他這麼毫無價值的死去。」阿當說道，將麵條給甩乾。「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就交給你們搜查後告訴我了。」 

「當然。」豈介說道，順便點了一碗牛肉麵。「寒暄到這裡吧，該說正事了。」 

「嗯，邊吃邊說。」葉烈點點頭。 

葉烈拿出手機，點開了相關的資料，讓大家傳閱。 

燕仁對於葉烈讓他們一邊吃飯一邊看遺體的照片感到不可思議，不過也許是以為

作為醫師的他們早就習慣這種場面，所以才這麼做也說不定。 

包含今天的阿敢，資料裡大多是妖怪的死者，有山貓般的動物妖、有著長嘴喙的

妖鳥……他們的共通點都是在泡湯時死亡，但沒有明顯外傷，死因也非溺斃。 

「還有兩個是萬象妖，不過萬象妖死後就回歸大地的精氣之中了，沒有遺體。其

他死者解剖後的死因是多重器官衰竭，彷彿身體失去了所有能量般不再運作，最

後死亡。」葉烈說道。 

「唔，就像是妖力被抽乾似的……唯一的共通點只有都在今天的那個露天浴池遇

難嗎？」燕仁喃喃說道。「難道是為了掠奪妖力？妖怪之間會彼此殘殺嗎？」 

「會是會，但通常會用更直接的方式。」冉茗說道，回想著自身作為妖怪的經驗。

「把其他妖怪吞進肚子裡是最簡單明瞭的方法，就算現在很多妖怪混入人類社會，

也還是有許多傢伙會直接用暴力襲擊的，通常覬覦我身體的傢伙也會直接襲

來……當然最後都被我打倒了。」 

「咳。」燕仁被湯嗆到，覺得冉茗的說法有待修飾。 

「所以是基於某種目的，用某種手段將妖力從妖怪身上汲取出來。」豈介說道，

扒了一口麵。「還是說……在溫泉水裡面有對妖怪有毒的物質在？」 

「這倒是不至於，因為我最近在北投泡澡也沒事啊。」阿當一邊端上白菜滷和滷

蛋切片一邊說道，在廚房內靈活擺動的腳很是顯眼。「一些生活在這裡的妖怪也

沒事。葉烈大姊頭，會不會跟竊案有關啊？」 

「竊案？」豈介停下筷子。「妳怎麼沒跟我說這個啊？」 

葉烈露出不耐煩的表情拍了拍額頭，嘆了口氣。 

「竊案的事我自己心中有底，是這裡的一名妖怪慣竊……不說也罷，不過既然你

帶來了半妖和妖怪幫手，那我倒是有想到怎麼讓他們幫忙，」葉烈露出了笑容，

明明是初次見面後難得的微笑，卻讓燕仁感覺不到善意。「後天就來執行，明天



我還要處理竊案的事。」 

「我知道了，我會安排燕仁小弟和冉茗醫師的住處。」豈介說道，同時向阿當點

頭致意。「阿當先生，這陣子要麻煩你關照啦。」 

「沒問題，各位要用餐儘管來啊，北投好吃的店家我也會介紹給你們的。」 

來北投的第一個夜晚，就在阿當爽朗的笑聲中結束。 

 

 

北投的溫泉飯店非常多，豈介挑了一間距離溫泉公園有一段距離、地勢偏高的飯

店供燕仁和冉茗住宿。 

「說起來，你們一間房沒問題嗎？」在飯店的入口處，豈介看著燕仁和冉茗問道。 

「啊，沒問題吧。」燕仁似乎在考慮其他事，一時間直覺般的回應。「請飯店給

我們兩張單人床的房間。」 

冉茗有些詫異的看著燕仁，想了想後點點頭。 

「燕仁沒問題的話我也不介意，就這樣幫我們處理吧，今天的你滿可靠的嘛，除

妖偵探。」冉茗一邊說一邊用力拍了拍豈介的背。 

「痛！妳這妖怪不要對人類使這麼大的力……」豈介露出困擾的表情。「你們沒

問題的話，那我也不說什麼了，我還要去幫忙他們處理妖怪的屍體。」 

「妖怪的屍體和葬禮……會怎麼處理啊？」燕仁好奇的問。 

「這個嘛，如果當事妖有在人類社會工作、生活的記錄，那就會替他安排公葬，

請他的親朋好友來送行，不過嘛，因為要隱瞞妖怪的事，所以他們無法以妖怪的

身分入土或火葬，只能假裝以人類的身分送葬，在葬禮上當然也不能讓親朋好友

弔念最後一面，如果是萬象妖那種死亡後歸於大地的類型，就只能埋葬、燒空棺

了。」豈介說著說著，又點起一根菸。「不是什麼令人舒服的話題呢，盡是人類

為了維持自己社會秩序的單方面自私，老實說平常也不會想跟你們說這些，特別

是冉茗醫師。」 

「沒事，我也在人類社會生活這麼久了，知道這些事難以避免。」冉茗點點頭說

道。「作為醫師，我也同樣藏匿著一些妖怪死者的死亡，不用想太多，讓我們解

決這件事吧。」 

「無法以自己真實的樣態死去啊……咳，抱歉，是我提起了這個話題。」燕仁不

好意思的低頭。「豈介先生今天住哪？」 

「我會住朋友那裡，就不打擾你們兩個了。」豈介拍了拍燕仁的肩膀，意有所指

地比了個大拇指。「明天早上再手機聯絡。加油啊，燕仁小弟。」 

這時燕仁才意識到自己和冉茗同住一間房的事，他剛剛只想著這樣方便兩人商討

事情，沒有想太多。 

「啊……不是……算了，明天見。」燕仁放棄解釋，苦笑著和豈介道別。 

在豈介離開後，燕仁請飯店服務生幫忙運送行李到房間，他不時拉拉衣袖，右手

手腕上劍形狀的吊飾在飯店大廳的燈光下微微閃爍著光芒。 

燕仁和冉茗肩併著肩往房間走去。 



「不過啊，那個叫葉烈的，講話真是沒有禮貌，怎麼對妖組都是這種怪人啊。」

冉茗不高興的雙手抱胸說著。 

「好了啦，對妖組就是針對妖怪的警察，她也不像豈介先生那樣跟我們搭檔過，

冉茗學姊不要放在心中——」 

正當燕仁在專心安撫冉茗的情緒時，一名黑色長髮的服務生低著頭快步走過旁邊，

她不小心撞到了燕仁的右肩，燕仁轉過頭，正好看見她髮際間參雜一束綠色的長

髮，下意識認為那是挑染。 

「客人，不好意思……」服務生不好意思地低著頭說道。 

「沒事，沒關係的。」燕仁和對方點頭致意後，便繼續試圖澆熄冉茗高張的怒氣。 

 

 

在進到房間後，兩人輪流盥洗，洗去舟車勞頓的疲勞。 

先洗好澡的燕仁走到了陽臺邊，從這裡可以鳥瞰北投溫泉公園，日式風格的飯店

掛著紅色燈籠，在黑夜中飄逸著燈火，絡繹不絕的遊客人來人往的走在街道上，

看起來完全不像是發生連續凶殺案的城市。 

畢竟，妖怪的死不會被報導，只會隱藏，這讓燕仁感到一絲悲哀。 

他舉起右手腕，查看手環上的吊飾，那是一把小巧的劍，雖然看起來只是裝飾，

但其實它是一把實實在在的妖劍，是他去年捲入事件之後，一位朋友交付給他保

管的物品。 

想起去年的事，燕仁不禁下意識揉了揉右眼，這顆眼睛是帶他進入妖怪世界的契

機，也是他來到北投的理由。 

在進行正事之前，燕仁突然想起那位朋友交付他保管的不只是這把劍，還有一隻

鳥兒。 

「燄兒不知道怎麼樣了……我還以為牠會跟過來。」穿著素色睡衣的燕仁喃喃說

道，在冬天的夜晚顯得有些冷。 

「牠啊，」不知道什麼時候洗好澡的冉茗走到他旁邊，她穿著簡單的睡衣，把長

髮盤起，高䠷的身形伸著懶腰。「我想不用擔心牠吧，都在野外生活這麼久了，

牠會自己照顧自己的。」 

「說的也是。」燕仁點點頭，下意識摸著手環上的劍。 

除了洗澡以外的時間，就連睡覺時他都會把這把劍好好的帶在身上，這是一把殺

傷力強大的兵器，如果被妖怪或有心人士撿走，那後果不堪設想。 

「話說回來，不跟豈介說明一下我們為什麼過來嗎？」冉茗好奇地問道。「雖然

他是不太可靠的除妖偵探，但瞞著他也不好吧？」 

「我也不是故意想對豈介先生隱瞞，但就怕葉烈小姐或是她身邊的人有什麼問題，

或是隔牆有耳……唔，冉茗學姊的父親不是也說過要小心嗎？」燕仁說道，對他

而言這樣小心翼翼也是挺難受的。「我再找機會跟豈介先生說明一下來意吧，不

然也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找起。」 

「呼嗯，小心一點是沒錯啦，我也不想輕易洩漏我是麒麟颶的身分——如果不是



怕帶給生活在這裡的妖怪困擾，不然我比較想要直接硬碰硬。」冉茗一邊說一邊

走到梳妝臺前整理頭髮。「在處理我們的事之前，我也想解決妖怪被謀殺的事，

不希望這種難過的事繼續發生。」 

「嗯？」聽到冉茗這麼說，燕仁轉過頭看向鏡子裡的冉茗，她的些許髮絲因水氣

沾黏在臉頰上，露出複雜的神情。 

「他們都是守著人類社會的規矩進到露天溫泉浴池泡湯的，想像人類那樣一起放

鬆，卻遭遇到這種不測……諷刺的是儘管浴池因為他們的死而暫停營業，理由卻

是見不得光的，妖怪的死在人類社會中被隱匿著，讓人感覺很難受。」 

沒想到冉茗也在思考一樣的事，讓燕仁感覺心中莫名的高興，但又立刻提醒自己，

這件事並沒有什麼好開心的。 

「我也這樣想。就先聽葉烈小姐決定怎麼處理，在那之前我們就專注在我們的目

標吧，如果我們看到的真的是搭卡卜勒……那得在他之前完成我們的目標才行。」

燕仁深吸一口氣，摸著自己的右眼，那顆有著奇異能力、領著他進入妖怪世界的

巴里之眼。「必須在他之前收回另一顆『巴里之眼』才行。」 

「沒錯，必須讓巴里得以入土為安。」冉茗點點頭。「我也想找父親所說的那位

麒麟談一談。」 

在對話告一個段落後，兩人休息了一下子，便各自躺在單人床上。 

兩張床離了大概兩公尺，冉茗側躺著，從另一邊注視著燕仁，這才想到什麼似的

笑了一下。「對了，我沒想到你這麼大膽呢，敢跟我同一間房啊？」 

「我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答應了，現在感覺好像並不是一個好主意。」燕仁窘迫

地說道。 

燕仁平時一直把冉茗當作可敬的學姊，在待人處事上也向冉茗看齊，對他而言，

身為妖怪卻投身人類社會行醫、奮不顧身保護人類與妖怪的冉茗是十分耀眼的存

在，但現在兩人獨處時，他又莫名意識到對方的女性身分，而感到尷尬和暗自責

怪自己的遲鈍。 

「不、不然我跟飯店說一下，我們還是分房吧，我可以睡隔壁房……」 

「沒關係，不用了，看你慌張的樣子滿有趣的。」冉茗笑道，閉上雙眼。「考慮

到我們以後可能常常會有一起行動的情況，我是不介意和你同一間房的，先習慣

也好。」 

「妳不要預設我會陪妳做些衝動的事。」燕仁喃喃說道，躺在柔軟的床鋪上逐漸

泛起睡意。 

「哦？如果我現在就衝去找葉烈逼問我想要的資訊，你會陪我嗎？」 

「……會。」 

「呵，我就知道你會這樣回答。」冉茗像是抓住燕仁把柄似的笑著說道。「再提

醒你一件事。」 

「什麼？」 

「我會打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