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鑣            Cindy 

 

“博士, 又有什麼任務嗎?” 大明說.  

 

“是的, 記得你們上個月從惡魔黨手中救出泰勒市市長和他女兒吧,” 南宮博士說.  

 

“他們又有麻煩了嗎?” 鐵雄問.  

 

“他不斷接到恐嚇信函威脅要殺他女兒. 他原本想請個保鑣保護他女兒, 但是他

女兒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可能是過度驚嚇的結果, 不願相信任何人, 所以拒絕她

父親的好意,” 南宮博士說,  

 

“不管怎樣 我還是希望你們去幫忙, 想辦法接近她, 獲得她的信任, 進而探出惡

魔黨的行蹤.”  

 

“真麻煩, 她不相信任何人, 怎麼接近啊? 不好搞定喔,” 阿丁搖著頭說.  

 

“我已經幫你們安排好了,” 博士說, “他女兒是資優跳級生, 目前在泰勒大學唸書. 

鐵雄, 你就去裡面當代課老師, 大明, 你去當校車司機, 其他人混進去當學生.”  

 

“老師? 那他教哪一科啊?” 阿丁好奇的問.  

 

“英國文學.”  

 

“英國文學?!” 眾人驚叫.  

 

“可不可以換一科啊?” 阿丁看著鐵雄, “隨便他教哪一科都比英國文學好吧.”  

 

“沒辦法, 這是唯一有缺的一科, 教材我都請人準備好了, 到時你就照著唸吧,” 

博士也望著鐵雄.  

 

“哇, 鐵雄哥, 你怕不怕會誤人子弟啊?” 阿丁說.  

 

“會, 所以你來教好了,” 鐵雄說.  

 

-------------------------  

 



教室裡滿滿的學生.  

 

鐵雄穿著一身白襯衫, 在門外猶豫了一陣, 只好還是低著頭走進去, 抬頭一看,  

 

“哇, 怎麼這麼多學生?” 看看資料上只寫著 40個人.  

 

“我們是來旁聽的!” 女學生們大叫.  

 

“跟妳們說新來的代課老師很帥吧,” 其中一個女孩子小聲跟其他人說, “聽我的準

不會錯, 只是…沒想到又這麼年輕, 真是太棒了!”  

 

“是啊,” 另一個女孩說, “要是每個老師都長這樣, 我每天都要來上學!”  

 

“我是新來的代課老師,” 鐵雄說.  

 

到底哪一個是塔莉呢? 他心想.  

 

“那麼…先點名. Eagle, Cindy, Kena…”  

 

所有的女學生們都很高興的喊到.  

 

“塔莉… 塔莉?” 鐵雄叫了 2聲, 才見塔莉回答.  

 

“塔莉, 妳還好嗎?” 鐵雄說.  

 

“喔, 對不起, 我…”  

 

“塔莉想男友想的忘神了啦,” 一個女孩笑著說.  

 

“不是, 妳不要亂講!”  

 

只是… 為什麼這麼像? 塔莉心想, 那種說不出的感覺.  

 

“好吧, 上課了,” 鐵雄無奈的拿起講義, 照著唸起來. 

 

這時只見阿龍猛盯著右排的女孩們瞧, 右排的女孩們又只盯著台前的鐵雄看:  

 

Eagle 看似專注, 又似乎是在對鐵雄沉思幻想; Cindy 拿起筆來, 仔細看卻是在



畫他; Kena 真的是在寫字了, 只是好像是在寫對他的情詩.  

 

唉, 這些人真的有在聽課嗎? 珍珍心想, 反正鐵雄也不是真的在教, 算了.  

 

好不容易捱到下課了.  

 

可是一堆女學生們都藉口說有問題, 到講台前圍著鐵雄不放.  

 

“老師, 校長急著找你,” 珍珍幫忙解圍說.  

 

“是嗎?” 鐵雄笑著說, “太好了, 謝謝妳!”  

 

鐵雄趕緊出去, 偷偷跟在塔莉後面, 阿龍他們又偷偷跟在鐵雄後面.  

 

------------------  

 

塔莉一副心不在焉的在校園裡走著, 不知不覺竟走到偏僻的後花園來.  

 

“可愛的小姐, 跟我們走吧,” 幾個惡魔黨的小嘍囉突然出來.  

 

“你們是誰?” 塔莉大叫, ”走開!”  

 

“叫也沒有用,” 小嘍囉們眼看就要撲上來!  

 

“欺負女孩子是最要不得了…”  

 

“哦, 老師來了,” 一個小嘍囉說, “上!”  

 

只見鐵雄把手上的卷宗放下, 沒幾下就把他們打的落花流水.  

 

那身影及矯健的身手, 女孩心想, 似曾相識, 為什麼?  

 

看著發呆的女孩, “妳沒事吧?” 鐵雄說.  

 

“沒事, 我…好怕,” 說完塔莉一頭埋進鐵雄的懷裡, 她真的害怕.  

 

鐵雄被她突如其來的舉動也嚇了一跳, 有點不知所措的說,  

 



“…我的卷宗要被風吹走了…我得去撿.”  

 

“我幫你,” 塔莉這才覺得也有點不好意思的放開他說.  

 

他們 2個蹲在地上撿東西, 就在塔莉與鐵雄面對的時候, 塔莉從鐵雄半俯的襯衫

開口 直直看進了他的胸膛,  

 

這…怎麼可能? 塔莉心想.  

 

“你是不是在上個月曾救了一個人?” 塔莉問.  

 

我… 難道她認出我了? 鐵雄心想.  

 

“沒有,” 鐵雄把頭側過去說.  

 

“那麼, 你胸前的疤痕是怎麼來的?” 塔莉喊著.  

 

“…是我不小心撞到的,” 鐵雄說.  

 

是嗎? 真的是這樣嗎? 塔莉難過的說, “我上個月曾被一群人追殺, 結果有一個人 

救了我, 可是就在他救我的時候, 對方不知拿了一個什麼武器, 從他前胸劃過, 

他的血濺了我一身,” 塔利看著鐵雄繼續說,  

 

“我清楚的記得, 他胸前傷口的位置跟你的一模一樣.”  

 

塔莉嘆了一口氣說, “他, 就是科學小飛俠的領隊, G1號, 也是我唯一相信的人, 

可是他帶著白色頭盔, 我始終看不清他的臉.”  

 

鐵雄默不吭聲, 他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唯一相信的人”, 原來是他! 

 

“你可以當我的保鑣嗎?” 塔莉突然要求, “我其實是市長的女兒, 因為某些緣故遭

到惡魔黨的恐嚇, 但是我再也沒法相信任何人了, 我怕就算是我父親請 G1號來

保護我 也可能會請來假冒的, 因為我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但是我現在願意相

信你, 我需要你的保護, ” 塔莉哭著說, 又一頭鑽進鐵雄的懷裡.  

 

鐵雄手上的卷宗又落了一地…  

 

“哇, 鐵雄哥真厲害, 不到半天就把博士交代的事搞定,” 躲在樹叢後邊的阿丁說.  



 

“英雄救美這招本來就很容易成功啊,” 阿龍不以為然的說, “早知道就換我去, 現

在抱的人就是我了.”  

 

“是嗎?” 阿丁說, “那我想她可能寧願被惡魔黨抓走也不一定.”  

 

“喂, 你就不能講點好聽的嗎?” 說完就要打起來.  

 

“你們 2個 小聲一點好不好?” 大明說.  

 

鐵雄這才想起大明他們還在一旁跟監.  

 

“這下我的卷宗真的要被風吹走了,” 鐵雄拍拍塔莉說, “我們還是趕緊再撿吧.”  

 

--------------------  

 

來到塔莉宮廷般的家裏, 塔莉跟管家打聲招呼, 便帶鐵雄進去了.  

 

“他看起來很嚴肅啊,” 鐵雄說.  

 

“是啊, 我也不喜歡他, 父親跟他一起的時間比跟我多多了, 不過今天真是太棒

的一天了,” 塔莉高興的笑著說, “我有老師當我的貼身保鑣, 而且…”  

 

鐵雄好奇的聽著她說下去.  

 

“而且經過我父親的再三邀請, 科學小飛俠總算要出席我們家今天的晚宴!”  

 

什麼? 鐵雄聽了差點叫出來: 我怎麼不知道這件事? 他這才猛然想起為了怕被

週遭的人發現, 自己早就把電子表的訊號切掉了.  

 

那麼, 我該怎麼同時在 2邊出席呢? 鐵雄不禁煩惱起來.  

 

“怎麼了, 你不喜歡嗎?” 塔莉說.  

 

“喔, 沒有,” 鐵雄趕緊說, “我只是想, 人多的時候狀況會比較複雜.”  

 

“有你在, 我一點都不擔心,” 塔莉說, “我只是擔心…”  

 



鐵雄又好奇的望著她.  

 

“我只是擔心第一次正式跟 G1號碰面, 不知道要穿什麼好.”  

 

鐵雄聽了差點笑出來.  

 

“我是說真的, 我好緊張喔,” 塔莉心想: 這是我朝思暮想的人耶!  

 

“對了, 不如你來幫我選衣服吧, 你看我穿哪件好,” 塔莉說完便進到房裡的更衣

室, 換了一件淡紫色的低胸小禮服出來.  

 

“你想他會覺得這件好看嗎?” 塔莉有點害羞的問道.  

 

“應該會吧,” 鐵雄微笑著說.  

 

“是嗎? 那他會覺得這件好看嗎,” 說完塔莉又換了一件黑色的禮服出來.  

 

“也很好,” 鐵雄說.  

 

塔莉換了一件又一件的禮服, 鐵雄真是眼都看花了, 卻還是很有風度的站著欣賞.  

 

“到底哪件最好呢?” 塔莉說, “我想讓 G1號看到的, 是最完美的我!”  

 

鐵雄聽了不禁又想笑: G1號已經看過妳所有的晚禮服了! 

 

“都好,” 鐵雄說.  

 

“我是說真的,” 塔莉說, “你覺得他會喜歡哪件?”  

 

“真要我說, 他應該會喜歡那件紫色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印象中好像女孩子是喜歡紫色的, 是因為珍珍喜歡紫色的關係

嗎? 他說不上來.  

 

“是這樣嗎? 我以為像 G1號那樣的男生應該會喜歡黑色吧.”  

 

是嗎? 鐵雄自己都不知道.  

 



“好吧, 那你呢? 你自己喜歡哪件呢?” 塔莉問.  

 

我? 鐵雄愣了一下, 我剛才已經把”我”的答案說完了, 現在還要編另一個答案給

另一個我嗎?  

 

“我應該也會喜歡那件紫色的吧?”  

 

“是嗎?” 塔莉說, ”我覺得還是黑色好, G1號應該會喜歡這件! 對了, 你看, 這是

我父親剛送我的項鍊, 是不是很搭?”  

 

鐵雄托起塔莉的項鍊看了一眼.  

 

“塔莉, 聽我說,” 看到這裡, 鐵雄覺得他應該要制止一下, “妳有沒有想過, “他”可

能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什麼?” 塔莉嚇了一跳, “你說什麼?”  

 

“是啊, 妳從來都不認識他, 跟他的生活也從來沒有交集過,” 鐵雄說, “所以這也

不是不可能的事.”  

 

“不會, 不會這樣的,” 塔莉大叫, “我從來沒有聽過 G1號有這樣的緋聞!”  

 

“妳認識他多少?” 鐵雄說, “妳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妳甚至連他長什麼樣子都不

知道!”  

 

“不要說, 不要再說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告訴我? 我討厭你!”  

 

說完塔莉把邊桌上的花瓶順手朝鐵雄扔了過去,  

 

只聽的碰的一聲, 花瓶從鐵雄的臉砸過, 摔裂到地上.  

 

“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躲開?” 塔莉說, “我不是真的要這樣做? 你為什麼不躲開?”  

 

鐵雄沒回答.  

 

他覺得他不應該躲開.  

 

------------------------------  



 

晚宴開始, 塔莉穿著淡紫色的低胸小禮服, 一手挽著鐵雄出席, 但是她的目光似

乎在尋找一個人.  

 

“是科學小飛俠他們!” 塔莉總算找到了, 激動著拉著鐵雄過去.  

 

“你們好, 我是市長的女兒, 塔莉, 身旁這位是我的朋友,” 塔莉看著科學小飛俠

們說.  

 

“妳好, 塔莉小姐,” 珍珍說.  

 

“你們一共只有 4個人?” 塔莉問.  

 

“是的, 我們領隊臨時有事, 不能出席, 真抱歉,” 珍珍說.  

 

“有事?” 塔莉說, “是什麼事呢?”  

 

“也是一個晚宴囉,” 阿丁忙著答腔.  

 

“阿丁!” 珍珍給了他一個白眼.  

 

塔莉突然覺得整個人就像洩了氣的球一樣, 一點精神都沒有. 

 

“你的臉!” 珍珍這才注意到鐵雄的右臉頰劃著血絲, “你的臉怎麼了?”  

 

“喔, 沒事, 只是不小心撞到東西…  

 

你們聊, 我四處去巡一巡,” 鐵雄這時竟有想躲開的感覺.  

 

“我也去看看,” 大明說完也跟著鐵雄走了.  

 

“你們認識嗎?” 塔莉似乎嗅到一絲不尋常.  

 

“啊, 沒有…” 珍珍說.  

 

“沒能見到你們領隊真可惜,” 塔莉嘆了氣說.  

 

“不會啦,” 阿丁說, “他長的就像妳那位朋友一樣.”  



 

“阿丁, 別亂說話!” 珍珍又瞪了阿丁一眼.  

 

“是嗎, 你們領隊長的也那麼帥嗎?”  

 

塔莉忽然又覺得精神為之一振,  

 

這樣也好, 塔莉心想, 要是 G1號真來的話, 她可能還不敢亂問有關他的問題.  

 

“你們領隊是怎樣的人呢?’ 塔莉說.  

 

“他啊, 平時人很好,” 珍珍說.  

 

“執行任務的時候就很兇!” 阿丁說.  

 

“留點形象給他好不好?” 說完珍珍跟阿丁就像要吵起來一樣.  

 

塔莉忽然想到了在露台一旁的鐵雄, 他和大明一塊兒不知道在談什麼.  

 

她看著遠方的鐵雄, 鐵雄也似乎在看著她, 只是距離太遙遠了, 不知道究竟是在 

看她, 還是看她身旁的珍珍. 她忽然感到有點不安.  

 

“對了,” 塔莉故意問, “你們領隊那麼帥, 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女朋友呢?”  

 

“一個都要夠他受了, 很多還得了?” 阿丁說.  

 

“阿丁! 你這是什麼意思!” 珍珍說, “回去看我怎麼修理你…”  

 

看著這打打鬧鬧的姊弟倆, 像是一家人, 讓她想起之前鐵雄告訴她的,  

 

是啊, 我從來都不認識他, 跟他的生活也從來沒有交集過, 所以這也不是不可能

的事…  

 

看著珍珍, 塔莉覺得很沮喪, 但是她想到她還有個他…  

 

“抱歉, 我離開一下, 你們繼續聊,” 塔莉說. 她好想回到鐵雄的身邊.  

 

-----------------------  



 

“市長到底把顯微膠捲放在哪裡? 誰又是間諜呢?” 大明問.  

 

“膠捲藏在塔莉的項鍊裏; 至於有問題的, 是他們管家,” 鐵雄說, “我已經裝了發 

信器在他身上, 如果沒猜錯的話, 我估計他們等會兒就要提早發動攻勢.”  

 

“提早發動攻勢? 為什麼?”  

 

“因為他以為我們人員不齊,” 鐵雄微笑著說.  

 

看著遠處的他們, 鐵雄忽然想起問到,  

 

“對了, 你們這邊怎樣? 還好嗎?”  

 

“我們這邊?” 大明說, ”喔, 你是說珍珍嗎? 小姐她今天脾氣很大.”  

 

“為什麼? 她怎麼了?”  

 

看著大明露出一絲詭異笑容, 鐵雄忽然有被設計的感覺.  

 

“也沒什麼, 改天你陪她吃頓飯就沒事了,” 大明搖搖手說.  

 

------- 

“大好機會來了!” 惡魔黨的隊長說, ”我們要提早攻擊, 今晚就是最佳良機!”  

 

“什麼好機會啊?” 小嘍囉不解的問.  

 

“笨蛋! 科學小飛俠今天只來了 4個,” 隊長說, “最重要的是, 他們領隊沒來! 我 

們就可以趁機一口氣幹掉他們 4個, 這樣以後就方便多了.”  

 

“隊長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 隊長大叫, ”我哪像你們這麼笨! 當然是在大小姐身上裝了竊聽器, 

知道 G1號今晚跑去開 party去了! 此時不動更待何時啊, 一群笨蛋, 快點行動!”  

 

果然沒多久, 惡魔黨的機械獸便出現, 晚宴的群眾驚惶四散. 小飛俠們立刻衝上

鳳凰號迎敵作戰.  

 



另一邊, 鐵雄拉著塔莉往地下室跑,  

 

“在這裡妳會很安全,” 說完鐵雄便轉身離去.  

 

“你要去哪裡?” 沒想到塔莉一路跟了出來, “不要離開我!”  

 

“回去! 別跟著我,” 鐵雄沒想到塔莉會這樣跟著不放.  

 

“那你和我一起回去,” 塔莉說.  

 

“我不行…” 鐵雄看著他的 4名隊員在和機械獸奮戰, “我不行只是在這裡看著他

們作戰.”  

 

“為什麼? 那跟你有什麼關係?” 塔莉不懂.  

 

“…我是他們的領隊,”  

 

鐵雄不想再隱瞞了.  

 

“什麼?” 塔莉實在不敢相信, “所以, 你是 G1號? 所以, 你從頭到尾都在騙我?  

 

為什麼? 為什麼?”  

 

說完塔莉竟然衝了出去.  

 

鐵雄不知所措的看著塔莉漸漸消失的背影, 也只好變裝加入作戰的行列.  

 

鳳凰號上,  

 

“快送出干擾電波!” 鐵雄說, “沒有正確的訊號, 那台機械獸就不能正確的被操

控,  

便會失控爆炸!”  

 

“鐵雄, 你看下面有一個人影!” 珍珍大喊.  

 

“是塔莉!” 阿丁說.  

 

塔莉像失了魂似的.  



“怎麼辦, 不趕緊帶她離開, 她會被炸傷的,” 阿龍說.  

 

“是啊, 鐵雄,” 珍珍說.  

 

“…大明, 你下去帶她離開,” 鐵雄猶豫了一陣才說.  

 

“他不去, 我們其他人也不會去,” 珍珍說, “這種事情你必須自己解決.”  

 

“…知道了,” 鐵雄說.  

 

------------------------------------ 

 

“要爆炸了, 妳還在這邊幹什麼?”  

 

“是你!” 塔莉不敢相信的說, ”我就知道 G1號一定會來救我的!”  

 

“快走!” 鐵雄強拉著塔莉往山坡方向跑.  

 

“來不及了!” 說完鐵雄便抱著塔莉往坡下滾去.  

 

只聽的轟的一聲, 爆炸的碎片噴了一地.  

 

鐵雄從塔莉的身上翻過來.  

 

塔莉看著鐵雄, 認真的看著他, 她試著從藍色的面罩下看出他的眼神.  

 

鐵雄沒說話, 也不知道要說什麼話,  

 

就這樣雙方沉默了許久.  

 

終於, 鐵雄還是決定先開口,  

 

“是我不好,” 鐵雄說, ”不應該欺騙妳, 隱瞞我的身分.”  

 

“…我好傻, 還請你在那邊幫我挑禮服, 很傻是不是…” 塔莉說, ”可以不要離開

我嗎?”  

 

鐵雄沒回答, 他只是想著,  



在白色的羽翼下, 是不是就註定了欺騙的命運?  

 

 

 

By Cind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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