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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

我每一天在月曆上倒數著，凱晴進入女童院剛好一年，所以還有半年我就可以跟凱晴一起煮麵，一起
BBQ。唯一可惜的是我對我跟凱晴的關係，阿新阿思被誰殺死的問題上仍然沒有一點頭緒，每一次
我去探凱晴，凱晴都係叫我以後唔好再問，然後憤怒地轉身離開..... 

到底...到底係邊個？為何凱晴要忍暪？我知道我已經沒辦法在凱晴身上取得任何我想要的答案，所以
我把寄望轉移到差佬身上，雖然差佬平時淨係識幫助政府權貴打壓社運人仕，不過查起案上黎應該比
我呢個黃毛小子優勝得多，可悲的是跟我平時聯絡開，俾得最多料我的黃Sir都在一場意外中突然死
去，連個天都好似唔想我再查落去咁..... 

以前我有甚麼事都會同家姐講，但我每一次回到家中，才發現家姐已經不再我的身邊，我一想起個件
事，我個心好痛好痛。自從個件事發生後，世界好像已經變得很陌生，為什麼，為什麼身為受害人的
我，最後竟然落得眾叛親離的境地！. 

我每一天放學回到家裡都重組著黃Sir死前最後給我的資料，雖然黃Sir仍然查唔到係邊個殺死我個朋
友，但係就從凱晴的通話記錄手機上查到一個叫阿光既人，一直在我受虐待的那一個星期跟凱晴聯絡
，這個阿光或許知道很多的秘密，但係這個阿光到底是誰呢？我又可以從哪裡找到這個阿光呢？為了
解開一切疑團我終於鼓起勇氣打去阿光的電話，可惜每一次都是換來「你打既電話暫時未能接通，請
你遲啲再打過啦。」像機械人般冷冷的回應。 

但當我以為斷哂所有線索之際，手機突然響起.....
 
一睇來電顯示看見「阿光來電」，我立即按接聽，電話裡頭有一個粗聲粗氣的男人對著電話說「喂！
李豪輝你係咪想知邊個係幕後黑手阿？聽日放學體育用品室見啦。」 

我還沒來得及回應，阿光就掛斷了電話。 

學校的體育用品室？難道阿光是學校裡的同學？但為何我沒有認識一個同學叫阿光？唔通係唔同年級
既？ 

為了解開一切疑團，我完全沒想後果就決定單刀赴會，但當然我有帶備一把短刀旁身，以備有起事上
黎可以防衛。 

到了第二日，我在學校打探著阿光到底是誰，希望能夠預先了解敵人，等放學去到體育用品室時唔會
處於一個被動狀態或墮入圈套。但是很可惜，我問晒我身邊的同學和朋友，都唔識一個人叫阿光，難
道我學校叫阿光的人真是這麼稀少！？ 

要來的始終要來，雖然我利用了整個上午都查唔到阿光係人定鬼，但係我點都要查出真相然後報仇！
！ 

但當我一推開體育用品室大門的時候，看到的竟然是一個女生..... 

「姚詠詩！！」
 
沒錯，在我眼前出現的就是我曾經喜歡四年的女神，亦是因為她報警凱晴才會坐監的姚詠詩！！！ 



這個女人我對她又愛又恨，但我怎樣都估唔到我識左佢四年而家先知佢係男人，仲要陷害我和凱晴！
！ 

我震驚地向姚詠詩問「你就係阿光？係你陷害我同凱晴既？點解.....點解你要扮女人，你到底有咩居
心？」 

突然有一把粗獷既男人聲「李豪輝！你終於黎啦！我等左你好耐啦！」 

唔通...唔通呢把聲就係詠詩把真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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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以為一直以來都J錯男人既時候，有一個身材魁梧，臉上帶有一條刀疤的男人從房間的暗角位走
出黎，這個男人雖然穿著我們學校的校服，但怎樣看也不像我們學校的學生。他突然一手扯住姚詠詩
的頭髮跟我說「咩你咁遲先黎架？以為你唔黎添！」 

「你就係阿光？有咩野你放開姚詠詩先講！」我看見那個男人愈扯愈大力，這時候我看到姚詠詩已經
嚇到花容失色。 

「呢個女人親手報警拉凱晴架，我唔殺左佢咪算好囉，你仲咁幫佢！？」那個男人說到重點了，從他
這一句話，我就知到我沒有找錯人。 

「你點解知道咁多野？你係邊個？凱晴點解要虐待我，係咪一切都係你指使既！？仲有我兩個朋友係
咪你殺架，變態佬！！！」我對著那個男人一口氣問了數條問題。 

「無錯！你好，我叫阿光，係凱晴既前度男友！」那個男人微笑著對我道。
 
「原來就係你，屌你老母！就係你條仆街殺死我兩個朋友，仲害到我眾叛親離！」我在褲袋拿出短刀
，一野向阿光斬過去。 

阿光雖然一隻手扯住詠詩的頭髮，但另一隻手很敏捷地把我的短刀推開，再起腳把我踢飛.....我整個
人被踢到倒臥在牆角下。 

好強...真的好強，雖然我仍可以起身還擊，但這個阿光根本是有武術底子的，我還擊根本是送死。 

「點解...點解你要害我？點解你要殺死我兩個朋友！？」我除了想問清楚一切外，我還在等待機會出
奇不爾一刀殺死呢個阿光。 

「因為我要報復...自從凱晴愛上你之後就唔再鐘意我！」甚麼？一切都是向我報復？我被阿光這番說
話嚇到把短刀也跌在地上。阿光繼續說「雖然我是為了報復你搶走凱晴而迫凱晴虐待你，但係你兩個
朋友唔係我殺！」
 
「唔係你殺，咁係邊個殺？」我繼續追問落去，希望知道邊個殺我朋友，就算殺唔死佢，都要報警拉
左佢。 

「呢一點你遲下慢慢會知。」阿光一邊回答，一邊伸手進入詠詩的校服裙內胡亂摷著，「仇我已經報
左，我覺得我地可以做朋友。呢個姚詠詩你咪好憎佢既，其實我都係，因為係佢害到凱晴坐監，我而
家俾機會你報番仇，正所謂敵人既敵人就係朋友，我地而家有共同敵人，所以我地都算係朋友阿。」
 

「啊！啊！唔好阿！」詠詩面對著阿光的手指，情不自禁地伸吟著。 

雖然阿光這樣說，但我望著萬人迷姚詠詩的伸吟，甚麼仇恨都忘記了..........「唔得！我咁樣點對得住
凱晴，唔得唔得...我要控制自己。」 

「放心喎，我唔講你唔講無人知既。」阿光好像知道我在想甚麼似的.....突然阿光一把打落姚詠詩可



愛的臉蛋上「賤女人，你會唔報串阿！？」 

姚詠詩哭著搖搖頭.....「仲唔過黎，而家俾機會你虐待校花阿！你想唔想知虐待人係咩感覺呢？好好
feel架，哈哈哈哈」阿光淫笑對著我道。 

我控制看著我的獸性，一支箭衝左去門口....「我唔會同流合污架...你等坐監啦！」說完頭都無回就離
開了體育用品室。 

「哈哈！我知你一定會番黎架，聽日同一個時間我係度等你！」阿光很有自信地叫喊著。 

「並！彭！」體育用品室的大門秒速被鎖上，我握緊拳頭對著鎖上的大門狠狠地打過去..... 

「賤人！」
 
我回到家後，二話不說衝去浴室，拿著花灑淋著自己不斷回想著體育用品室內的每一個畫面，如果俾
著我以前一定會奮不顧身去救姚詠詩，之後跟姚詠詩一起去報警，在女神心中建立英雄的地位。 

但現在腦海裡不斷重覆著阿光對我說的話....... 

「呢個姚詠詩係你仇人！」 

「你想唔想知虐待人係咩感覺呢？好好 feel架！」 

「我地而家有共同敵人，所以我地都算係朋友阿！」 

「聽日同一個時間我係度等你！」 

而姚詠詩就不斷伸吟著「啊！大力啲插我，大力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受不了啦.......」 我在浴室失控地大叫著。

到了第二天放學後，我依照昨天的時間到達體育用品室的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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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把門推開，就看見阿光站在體育用品室的正中央.....「都話你一定會番黎架啦！」阿光笑著對我
道。 

對著阿光的淫笑，我有衝動再衝上前一拳打過去，可惜我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詠詩呢？我今日上堂搵佢唔到，連體育用品室我都搵過，自從尋日之後你到底收埋左佢係邊！？」
我指著阿光大聲地道。 

「估唔到你仲咁緊張你既仇人，尋日你咁快走左我以為你唔想再報仇添，嘻嘻.....」接著，他指著房
間盡頭位置一條通往地下室的樓梯說「係下面。」 

沿著呢條樓梯落去係一間放置廢棄體育用品的雜物房，平常只有校工幾個月才入去清理一下雜物，換
句話說只有校工有雜物房的鎖匙。 

「詠詩點會係裡面？你幾時連校工個位都撈埋？快啲講詠詩係邊！你再唔講唔好怪我.....」我從口袋
中拿出短刀作勢攻擊。 

「唔好怪你咩阿...?你夠我打咩，哈哈，跟住我黎啦！」阿光一邊說，一邊慢條斯理從樓梯走向地下
室，完全沒有理會我的短刀..... 

的確，我真係唔會夠阿光打，我拿出短刀時，手抖得像柏金遜病人一樣。 

我跟著阿光走到地下室，看見一絲不掛的詠詩被鐵鍊鎖在牆壁上.... 

這個情景很熟悉，不斷在我腦海中盤旋著....
 
看著詠詩可愛的臉蛋，33D和濃密的陰毛，我身體流露出正常的生理反應，但與凱晴比較，我還是喜
歡凱晴發育中的微乳和稀疏的陰毛配一線鮑。 

「你唔知呢個世界有一樣野叫借既咩？」阿光拿著雜物房的鎖匙得意洋洋地對我道。 

「賤人！你好快啲放左佢啦！」我再拿出短刀指著阿光。 

「唔好玩埋啲小朋友把戲啦，你問下自己個良心，如果你真係想救呢個賤人既你尋日都報左警拉我啦
，拿！呢條女我尋日就玩完架啦，而家比你執二攤啦.....」說畢，阿光離開了密室並把鐵門鎖上。 

我不斷想著阿光的說話，頭痛得跪在地上..... 

現在雜物房內只剩下姚詠詩跟我了.....
 
「你問下自己個良心，如果你真係想救呢個賤人既你尋日都報左警拉我啦！」我腦海中不斷回想著阿
光這一句說話。 

「無錯，我根本唔係想救佢，係佢害到凱晴咁既！係佢害到凱晴咁既！係佢害到凱晴咁既！.....」我



拿著短刀不斷在地上刮，而我愈刮得大聲，詠詩就喊得愈大聲...... 

「阿輝求你放左我啦！嗚嗚嗚.....」詠詩不斷哭求著。 

「唔好再嘈啦！」我正想拿起手上的短刀指著詠詩...... 

「阿輝.....」 

但一當我拿起短刀時，我聽到一把親切熟悉的聲音叫著我的名字...... 

「凱晴！」原本在我眼前一絲不掛的詠詩變了凱晴。
 
「阿輝，我好掛住你阿。」凱晴流著眼淚對著我道。 

「凱晴....」我掉下手上的短刀，衝上前緊緊地抱著凱晴，「我都係，我每一日都倒數住你出番黎既日
子，我腦裡面日日都諗住你，求你唔好再走啦，唔好離開我.......」 

「傻瓜...你抱實啲我咪走唔到囉。」凱晴對我道。 

我親吻了一下凱晴的小咀....「我以後都會緊緊抱住你，唔會再鬆手。」 

「嘻嘻！」凱晴抱著我的頭部，然後慢慢向下壓... 

我的舌頭遊走著凱晴的粉紅色乳頭，呢個情況真係可遇不可求..... 

凱晴繼續把我的頭向著無比的深淵壓下去，她每一寸的肌膚都有我留下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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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舌頭終於來到凱晴的神秘小三角.....一年了！我終於能夠再次看見凱晴稀疏的小毛和緊緊的小穴
，我豪不客氣大口大口地品嚐著，小穴流出來的淫水並沒有鹹味，反而是一種特別甜甜的感覺.... 

「嗯嗯...輝輝...」凱晴伸吟時還不斷叫著我的名字，我們兩個同時享受著無比的快感。 

一股熟悉的暖流再次注入我的口中，「好吃....真的很好吃....」。 

「阿輝，到我幫你啦...」這次輪到凱晴的舌頭在我身上每一個位置穿梭，當凱晴舔到我的小弟弟時，
我的身體不其然地顫抖著。 

「傻瓜...」凱晴扶著我的小弟弟，含情蜜蜜地看著我.....然後把我的小弟弟一口吸在口中。 

「啊...」
 
我扶著凱晴的頭部，使我的小弟弟不斷在凱晴的口中穿插，「凱晴，你的嘴巴好溫暖好適服，快啲快
啲....」我向著凱晴興奮地道。 

「好爽，好耐未試過咁適服...」我慢慢扶起凱晴，使她背向我趴在牆壁上。 

「啊...啊..啊..啊..」我把小弟弟插在凱晴緊緊的小穴，凱晴配合著我的節奏伸吟著.... 

凱晴的淫水不斷從她的小穴上流出，經過我的小弟弟流到我們兩人的大腿。 

「阿輝...唔好阿...啊...啊...阿輝」我知道我跟凱晴差不多高潮了，但是我沒有理會任何後果，我只想...
只想狠狠地射進凱晴的小穴裡.... 

「凱晴，我要射了，我愛你阿，放心，我一生一世都會留係你身邊...」此刻，我對著凱晴訂下了山盟
海誓，希望以後永不分離。 

但歡樂的時光永遠過得特別快，我眼前的凱晴慢慢變回姚詠詩.... 

「啊.....啊！！」我射了。
「嗚嗚.....」剛剛被我中出完的凱晴.....唔係，係姚詠詩不斷哭著。 

「點解....點解會咁架，明明係凱晴黎架！」這一刻我的頭很痛，完全跟不上眼前到底發生的是甚麼一
回事。 

我拿起地上的短刀，準備界在姚詠詩的頸上「唔好再喊阿！凱晴係邊阿！？你收埋左凱晴係邊阿？」
。 

「我唔係凱晴...嗚嗚，阿輝我求你放過我啦....」這時候我看到詠詩的小穴正流出濃濃白色的精液。 

「講阿，你仲咁口硬阿，講阿！你收埋左凱晴係邊阿？講阿！」雖然我的手一把一把打落詠詩可愛的
臉蛋上，希望眼前的詠詩會說出收埋凱晴在哪，但是我的內心正想著剛才做愛的畫面「點解會咁，凱



晴和詠詩同時出現在我剛才做愛的記憶中！」。 

這一切一切最終使我頭痛得跪在地上，痛哭著....
 
「都話左虐待人既感覺好好feel架啦！」阿光突然開門走進來對我說。 

「你條仆街！」跪在地上的我出奇不爾一拳打在阿光的臉上，這一次終於狠狠地打中他，「就係你條
仆街害到我而家咁，仲傷害埋詠詩，我同你永遠都唔會係同一伙架！」 

阿光擦擦臉上剛被我打中的位置說：「就算你唔想同我做朋友，你都應該想知殺你兩個朋友既兇手是
誰吧！」 

「你知道邊個殺我兩個朋友既！？」我對著阿光道。 

「只要你肯聽我話，唔好話兇手，你想知既所有野我都會話你知。」阿光用手指檢查著我剛向詠詩中
出的小穴，「哈哈，估唔到你條傻仔都射左幾多喎，對住校花真係唔同啲。」 

「你條仆街唔好再賣關子啦！到底你仲知我啲咩？」我氣得一手拿著阿光的衣領道。 

「我講過既野唔會再講第二次。」阿光從詠詩的小穴拿出我的精液向著我「無論你幾唔願意，我地兩
個始終都係同一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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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後，我不斷反思這兩天發生的一切，為甚麼我竟然會把姚詠詩當是凱晴，為甚麼當我每次想去
救姚詠詩的時候內心都有一把聲音阻止著我，為甚麼阿光要迫我跟他同流合污，一切我都想不透。 

每次當我在電話上按下兩個九字，我便掛斷電話，「我做唔到....我做唔到...」無論我怎樣受盡自己的
良心責備，我都不能按下第三個九字。最終我決定抱頭大睡甚麼都不去理會，希望用逃避來解決所有
問題。 

「好，李豪輝，今天是新的一天。」我對著鏡中的自己說，阿光跟姚詠詩的事情以後都唔會再關我事
，雖然最後可能查唔到邊個係殺我兩個朋友的兇手，但是無野再比安安靜靜等待凱晴出獄重要，或許
一早我就應該聽凱晴說，不應該再查下去..... 

今天我如常番學，就算經過體育用品室門口我都沒有望過去，我強迫自己忘記阿光這個人，以後佢還
佢，我還我。就算佢玩晒全學校所有女人，都唔再關我事，我只知道凱晴比一切還重要，以後我內心
只有凱晴一個，其他不關事的人，我都會盡量從我的記憶中掃走。
 
但是天意總是喜歡愚弄著人，本來我以為這樣就能夠脫離阿光的魔掌，但是世事偏偏要我跟他走在一
起。 

小息的時候，我在廁格中聽到以下的對話...... 

同學A：「喂！你知唔知5C個個校花無番學兩日阿？」 

同學B，C：「你講緊姚詠詩阿？係阿，佢平時好似好乖架喎，做咩無端端會逃兩日學既？」 

同學A：「我尋日見到我地學校既新聞紅人李豪輝偷偷模模咁走左入體育用品室，之後我見到佢同我
地校花做愛，嘻嘻。」 

同學B，C：「唔係阿話，你講緊俾人放入狗籠虐待左一個星期既李豪輝阿！？」 

同學A：「係阿，我無睇錯人，唔信既話，我地放學一齊去睇，話唔定有免費餐食，嘻嘻。」 

聽到這三名同學的對話，我無疑打左個冷震。如果這件事穿了，坐監不在話下，最重要是會影響我跟
凱晴的關係....所以我偷偷跟隨著這三名的同學，發現他們是都1A班的學弟，並把他們的樣子記下來
。 

最後打給阿光告訴了他整件事......
 
我跟阿光約了在體育用品室的雜物房見面.... 

去到雜物房，我只看到阿光拿著手機聊天，完全沒空去理會我，但我偷聽著阿光跟電話裡頭的人對話
，對話內容夾雜著不少黑社會用語，我猜電話裡頭的人應該也不是甚麼善男信女。 

當阿光聊完電話後，便扯著姚詠詩的頭髮說：「拿，賤女人你頭先聽到啦，如果你爆我地大獲，你知
軍爺會點對你架啦。」 



甚麼軍爺？剛才跟阿光聊電話的人叫軍爺？我來之前應該錯過了甚麼。 

說畢，阿光解開姚詠詩的鐵鏈，把校服還給她「你記住自己應承過軍爺啲咩。」姚詠詩一邊穿校服一
邊點著頭，然後就離開了雜物房。 

「你認唔認得佢地係邊個？仲有無其他人知？」阿光目露凶光地對我道，我的身體被嚇得怔了一怔。
 

「認得，1A班的，至於有無其他人知，我真係唔清楚。」我回答著阿光的提問。 

「好，你放學之後照昨天的時間來這裡，然後一切照我的計劃去做.....」阿光在我耳邊說出他的計劃...
... 

阿光說出計劃後，我震了一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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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要這樣做嗎？我在上課時一直想著阿光對我說的計劃。 

放學後，我提早去到體育用品室的雜物房，看見阿光已經準備好三個紅白藍膠袋和哥羅芳毛巾... 

「真的要這樣做嗎？」我猶豫地問阿光。 

「你想我地一齊一獲熟既可以唔做既。」接著阿光拿著哥羅芳毛巾躲在一堆雜物後面，「拿，呢條俾
你，一陣我搞掂兩個，你一個就ok。」 

我接過毛巾，等待著三個中一學弟進來雜物旁的一刻... 

終於到了，我聽到他們沉重的腳步聲正向雜物房迫近，阿光向我單眼示意了一下，我們兩個像撲蝶般
撲了出去，把其中二人壓在地上。
 
阿光一手就用哥羅芳毛巾迷暈了其中一個學弟，接著他撲去第二個想逃走的學弟，而我當然沒有阿光
身手這麼靈活，當阿光制伏完第二個的時候，我還沒解決第一個，還被學弟打了一拳.... 

「你老味，還拖....」阿光一拳就把我眼前的學弟打到倒在地上，然後用哥羅芳毛巾制伏了他，換句話
說三個學弟都是由阿光制伏的。 

「妖，叫你做小小野都做唔到！過黎幫手啦！」阿光邊說邊把迷暈了的學弟們放進三個紅白藍膠袋。
 

接著，我拿著一個紅白藍膠袋，而阿光拿著兩個，因為搞晒所有野都已經七點多，學校係呢個時候已
經無咩人..... 

「快啲Call的士，叫佢駛埋入黎學校。」我聽著阿光的指示Call了的士，然後我們二人夾手夾腳把三
個紅白藍膠袋放入車尾箱。 

「嘩！搬咁多野去邊阿？」的士司機看見三個紅白藍膠袋好奇地問。 

「咪搬學校啲野囉，快啲開車元朗唔該，入到去我再教你行啦！」阿光巧秒地避過司機大哥的疑問。
 

入到元朗後，阿光不斷指手畫腳，最後指示司機帶我們到了一個像廢車場的地方。
 
「真係呢道？」司機疑惑地問，的確連我也不相信阿光會帶我來這個地方，到底阿光在盤算甚麼呢？
 

「司機呢道無錯架啦，唔該哂！」阿光在褲袋裡掏出二百元交給司機，「司機，唔洗找。」 

我現在才知道阿光的為人是這麼豪爽的，當然我並不確定他是不是為了給掩口費給司機....但這不是重
點，所以我下車後便沒有追問下去。 



下車後，阿光帶我進去了廢車場內一棟殘破的房子，雖然這棟房子的外牆十分殘舊，但我沒想到一推
開門進去竟然是一個有十幾二十人工作的辦公室，難道他們都是這個廢車場的員工？ 

阿光帶我到辦公室的二樓，「係呢道放低個袋得啦。」阿光示意我放下紅白藍膠袋。 

沒想到當我放下紅白藍膠袋抬頭向前一看的時候，竟然有一個梳賭神高進頭的中年男人坐在我面前，
而在中年男人手上正安撫著一隻很可愛的史納沙。 

中年男人旁邊有三個我熟悉的女生，她們就是曾經把我吊起用BB彈槍射我小弟弟，還在我肚子上簽
名的李婷，吳詠恩，張兆雯。自從最後在法庭看見她們轉做污點証人指証凱晴後，她們就轉了學校，
想不到我們竟然在這個環境下再次見面，但是她們到底為甚麼會坐在這個中年男人身旁，當中到底還
有甚麼陰謀？ 

「軍爺。」阿光垂著頭對這個中年男人打起招呼來。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想不到軍爺放下小狗站起來後，一腳踢向阿光，「啊！」這麼強桿的阿光
面對著軍爺，立刻變到像狗一樣。 

看見眼前這一幕，我內心不禁有點涼快，平常這麼囂張的阿光，終於有人能夠不費吹灰之力治到佢。
 

「將佢地三個除左條褲，然後吊起黎...」軍爺命令手下把三個紅白藍膠袋中迷暈了的學弟吊在一部不
知名的機關上。 

「李豪輝，好耐無見！」軍爺看著我叫起我的名字來。 

等一下，這個軍爺怎會知道我的名字，依我記憶中應該沒見過在我眼前的這個中年男人，這令我想起
我連我跟凱晴之前的關係都忘記了，唔通....我真係失過憶，而無人話我知？ 

「點解你會知我個名架！你識我？」我滿腦子疑問地看著軍爺。 

「當然啦，我地係識左好耐既老朋友黎架啦，但係因為某啲事你先唔記得左我，你而家一定好多野想
問我，但等我教訓完呢三個黃毛小子我先同你聚舊啦，我諗我身邊呢三個女仔都唔洗同你介紹，佢地
就係害到你女朋友坐監既人，不過佢地同個賤女人姚詠詩唔一樣，佢地三個起碼聽我話，而個賤女人
我就送左俾阿光慢慢玩吧！」軍爺對我道。 

「所以凱晴坐監後，係你地一直幫我向所有指証凱晴的女人報復？」我繼續向軍爺追問。 

「沒錯，就是這樣。」軍爺回答道。
 
「呢幾部野係係外國買番黎專對付啲鹹濕仔。這個機關的設計是用一條繩子把男生的小弟弟連著一把
手槍，而手槍對準佢地個頭，只要佢地一扯旗，就會牽動繩子，手槍就會拉動保險掣，之後就彭！」
軍爺指著機關道。 

甚麼？原來軍爺是想把他們殺死？雖然他們有機會報串，而害到我和阿光，但罪不至死吧.......「唔好
阿！軍爺，教訓下佢地咪算囉，佢地仲細，頭先可能講下既姐。」我哀求看著爺，希望他能夠罔開一
面。 



「阿輝，記住...對敵人仁慈就係對自己殘忍，今日唔係佢死，聽日就到你死。」軍爺對著我道。 

然後軍爺伸手把李婷，吳詠恩，張兆雯的內褲脫下，「你地三個過去拍醒佢地，然後揭高條裙。」 

「唔好阿軍爺！！」我打算衝過去阻止我面前悲劇的發生，怎知道阿光和軍爺其他手下上前把我欄住
...... 

「你無聽軍爺講咩？唔係佢死就我地死阿白痴！」阿光大聲地對我道。 

「你地點可以亂咁殺人？仆街唔好擋住我阿！！！」我不斷在阿光和軍爺其他手下手中掙扎著。 

在我不斷掙扎之制突然聽到三下槍聲....「彭！彭！彭！」，三個學弟們的頭部不斷滲出血水........ 

我完全不肯相信眼前所發生的事實，完全不能相信我以前認識一個所謂的「老朋友」竟然是冷血殺手
。 

「啊！！你地班變態殺人狂！走阿！！放開我阿！！」我瘋狂地叫喊著。 

「阿輝，你將來就明白我們的苦心....只要你一有權力就無人威脅到你，你就可以操控所有人的命運，
操縱所有人的生存權利。」軍爺說畢，向著地上的史納沙轟了一槍。 

死了，連軍爺剛才手中安撫著的可愛小狗都死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失聲瘋狂地叫
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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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爺佢地條屍點算阿？」軍爺的手下道。 

「拎去後山埋左去，仲有隻狗都係，記住唔好咁揚。」軍爺向手下道。 

「變態架...呢度所有人全部都係變態架！」雖然我口中說著這句話，但我腦海中不斷浮現出軍爺殺人
的畫面，重點是個啲人並唔係我眼前的三個學弟，而係其他人，「啊啊！！！」點會咁架，點解會不
斷出現軍爺殺其他人既畫面？唔通我失憶前都係呢個幫派既！？「啊！！」唔得啦，我個頭真係好痛
，記憶好混亂..................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按著非常疼痛的頭一支箭咁離開呢個地方，我咩都唔想知，我只知道呢
個地方好危險，我一定要離開....我一定要離開.... 

我發瘋地一直向前跑，向前跑，經過的地方方圓十里都唔見一個人影和汽車....... 

「到底我而家係邊度，到底呢個世界仲係咪我原本個個世界.......到底.......到底我係邊個！！？」一邊
跑我一邊重覆反問著自己這幾個在我腦海中一直解不通的問題。 

直至係眼前我見到一架紅VAN出現............
 
我衝出馬路把紅VAN攔截下來，從車頂上看見這台紅VAN是去大埔的，可能是因為之前在高登看了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大埔的紅VAN」的關係，再配合上我現在遇上的情景，所以有一種特別
心寒的感覺。 

但無論這架紅VAN是載我找防毒面具人又好，去搵major
tom又好，我只知道我要離開這個地方，愈遠遠好....以後....無錯係以後都唔想再見到呢班人，甚至唔
想再入黎元朗。 

到達大埔後，我並沒有立即轉車回家，而選擇沿著林村河踱步，重組番今日所發生既事...... 

「李婷」，「吳詠恩」，「張兆雯」，「三個學弟」，「阿光」，「軍爺」，「殺人」，「軍爺」，
「殺人」，「殺人」......... 

「軍爺」和「殺人」這兩個名詞不斷在我腦海中打轉，有很多殺人的畫面更不停閃過...... 

「WHO　AM　I　？？？？？？」我向著今晚特別灰暗的天空怒吼.....
 
回到家後，我把手機關掉放在抽屜裡，盡量去避免跟阿光和軍爺那群人聯絡。 

時間終於過了一個多月，在這個多月以來，我再沒遇見阿光，雖然警察常常來學校調查失蹤的三個學
弟在哪，但是每一次都是無功而回，這一下不得不讚阿光心思細密，這樣我跟他的事才沒有被揭發出
來。 

還有在這一個月，姚詠詩每次經過我的坐位旁，她都放下一張紙條，「阿輝，老地方見。」雖然我大
約知道姚詠詩所說的老地方是體育用品室，但是我真的沒有興趣再跟這個女生有任何聯絡。 



一來，我不想去到體育用品室又會控制不到自己，再把她當成凱晴。二來，自從上一次那件事後，你
們說我不負責任也好，懦弱也好，我真的沒辦法再面對她。三來，我真的...真的不想再在體育用品室
遇見阿光這條仆街。　 

所以她每次放下紙條後，我便把紙條掉在廢紙箱，沒有再理會她。 

還有一個讓我沒空理會姚詠詩的原因是.....自從軍爺把三個學弟殺掉後，我每一天晚上我都發著同一
個惡夢，夢裡面我看見軍爺拿著刀向背著我的兩個人插過去，但當我想進一步去看背著我的兩個人是
誰的時候，偏偏要我從夢中醒來。 

我每一天都重組著這個惡夢，從夢中這兩個人的背影來看，我應該是認識他們的，該不會就是............
. 

本來我以為除了惡夢的困擾外，我已經從現實中擺脫了阿光和軍爺....... 

但是直至有一天，家姐帶著滿身傷痕回到家中......
 
自從我跟家姐亂倫後，這一年內家姐已經很少回家，每一次回家都是說她男朋友有多好多好，雖然有
點妒忌家姐的男朋友搶走了她，但是只要家姐開心就足夠了。 

這一次，我看見在我眼前滿身傷痕的家姐，我也不禁地吃了一驚，「家姐，該不會......」我還沒把話
說完，家姐就衝過來抱著我。 

「家姐，該不會是你男朋友打你吧？」我終於衝口而出問到我內心想問的說話。 

「細佬，嗚嗚.....唔好再提過衰人啦，佢趕左我出門口。」家姐痛哭著對我道。 

「衰人！家姐，唔緊要，你仲有我地，屋企永遠開著門等你回來。」我內心恨不得想衝去殺了她男朋
友，雖然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我太愛家姐，而一時怒氣攻心的關係，但是自從認識軍爺之後，我內心
不斷燃起想殺人的念頭。 

「細佬.....」家姐緊緊地抱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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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晚上，我跟家姐在她房間內聊了很多很多，當中包括這一年跟她男朋友的點點滴滴。 

原來自從她男朋友給錢給她落了我們亂倫下的產物後，她男朋友再沒有像以往一樣對她這麼好，我家
姐每天受著她男朋友的拳打腳踢，對她呼呼喝喝，甚至沒有當我家姐係人咁看待。 

而我家姐為了留住她男朋友的心，選擇退學後出來社會工作，賺到的錢就交給她男朋友當生活費，放
工回家後就係屋企幫佢男朋友間屋執頭執尾，像傭人一樣。 

家姐一邊說著，一邊流著眼淚，看到家姐這一年原來是每天過著地獄的生活，我真的很痛心...很痛心
。 

我握著家姐的手說「家姐，不如你搬番黎住啦，你仲有我嘛，我唔會好似你男朋友咁，我會每一日都
咁錫你。」這一刻我覺得我們兩姊弟有一種說不出的曖昧感覺。
 
我跟家姐握著手，互相分享這一年所發生的事，自從家姐搬走後，我們兩姊弟很久沒試過這樣了。 

我們大約聊到凌晨三點多，我的眼皮開始不其然地垂下，「家姐，我累了，我返房訓先啦，我地聽日
再傾啦，你都好好休息，唔好諗太多。」我對家姐道。 

但正當我想鬆開家姐的手，回自己房間的時候，家姐突然把我抓得更緊：「細佬，今晚可唔可以唔好
話俾阿爸阿媽知阿，我唔想佢地擔心。」 

「嗯，無問題。」我回答道。 

「仲有，我想.....我想.....」家姐繼續抓實我的手，欲言欲止著。 

「嗯，家姐，你想.......？」我疑惑地向家姐道。 

「我想......今晚訓係你隔離，細佬....可以嗎？」家姐突然向我提出這一個要求。
 
「細佬，有你係度我先有安全感........陪我一晚咁多啦，黎啦....細佬.....」家姐帶一點嬌嗲的語氣道。 

「嗯....」我看著家姐楚楚可憐的樣子，沒辦法忍心留下她一個人睡，最終我答應了，「但係你要應承
我，你唔可以再喊架啦，家姐...我以後只想看到你笑既樣」。 

「嗯，我答應你，細佬.....過黎啦，我地兩姊弟好耐未試過一齊訓啦。」家姐一手把我拉到她的枕頭
旁邊，「好啦，快啲上床訓啦，細佬晚安。」 

「嗯，家姐晚安。」我看見家姐緩緩地把眼晴合上。 

不知道為什麼，我看著她臉上的傷痕，個心就好痛好痛，好想獻出生命去保護她，「佩盈，我以後會
好好保護你，唔會俾人傷害你。」我輕摸著家姐的臉頰，更把她的名字說了出來。 

「有你保護我就放心啦...」家姐閉上眼睛微笑著道。 



「家姐，你未訓著架！？」我對著家姐害羞地道。 

「哈哈，就架啦，要你抱住我就訓得著。」家姐把我的手從她臉頰移到她的腰上。
 
我從後攬著家姐，整個身體貼著她的背部，這個姿勢使我的小弟弟不其然地慢慢漲大起來，頂著家姐
的屁股。 

「嘻嘻，細佬，你個度頂住左我阿，做咩阿你？」家姐突然笑著問。 

「無阿，邊有阿？家姐你快啲訓啦。」我害羞地回答。 

「呵，仲話無，你呢舊咩黎架？」家姐搖了兩下屁股，磨擦著我的小弟弟。 

「家姐，好啦好啦，我認啦.....」我緊緊地抱著家姐，開始配合著家姐的磨擦..... 

我的一雙手順著家姐的小腰慢慢向上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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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隔著睡衣，但我感受到無比的震撼，想不到二十歲的家姐已經發育到如此的地步，我的一雙手已
經完全抓不住家姐的巨乳，依手感估計，沒有D cup 都有E　cup。 

「細佬，你又開始亂咁黎啦，唔得.....我要教訓你。」家姐突然轉身，以騎馬姿勢坐在我的腿上，然
後強吻我的嘴唇。 

「細佬，家姐唔會俾你走架....」家姐脫下她的睡衣，她的巨乳盡露在我的眼前，「黎啦....細佬。」家
姐把她的巨乳貼著我的臉頰..... 

「嗯.....嗯.....佩盈....佩盈」舔著乳頭的我不斷叫著家姐的名字。
 
接著家姐把我們兩個的睡褲脫下，「黎......幫家姐....」家姐把小穴對準我的嘴巴，沒見一年，陰毛依
然旺盛，但小穴就沒有一之前那麼幼嫩了。如無意外，應該是被她男朋友在這一年操太多所致。 

我們互相幫大家舔著性器官，但家姐的口技非常強勁，俾她吸幾口就有想射的感覺，「阿...阿....佩盈
，你太勁啦，我就射啦，不如俾我休息下先啦。」我其實不想這麼快結束跟家姐的不倫之戀，才想出
這麼爛的藉口。 

「如果我話唔俾你休息呢...」家姐可次轉回騎馬的姿勢，騎在我的小弟弟上，慢慢地吧我的小弟弟插
在她的小穴中。 

「佩盈，其實我唔想咁快完阿，我想耐啲先射，但係你太強了，我真係好想.......」我說還沒說完，家
姐便打斷我的說話，「你想射就射啦，無論點樣都好，有你係我身邊就夠。」 

在這一刻我腦海中不斷想著，如果我可以跟家姐和凱晴兩個我最愛錫既女人去一個無人認識的地方生
活，以後過住忍姓埋名既日子，你們說是多麼好的事呢..... 

「李豪輝，你終於搵番自己啦！」突然有一把熟悉的男人聲跟我說話。 

無可能架！明明我眼前的人係我家姐黎架，點解會突然多左把男人聲架！！！！！！！ 

正當我想開口之際，突然眼前一黑.......當我掙開眼睛，看到在我面前的是跟我一模一樣樣既人.....
 
「你係邊個？你係我？定係我有幻覺？」我對著一模一樣樣的自己道。 

「我唔係你，我係真既李豪輝，你係假冒既。」他道。 

「嘎！？咩話？我係假冒？」我被他弄得一頭霧水。 

「真既李豪輝係我，但都好多謝你一直幫我搵番真正既自己出黎，你係時候功成身退啦。」他道。 

「我係假既？唔通我真係假既？」在我腦海中不斷閃過跟很多女生做愛的片段，然後對不同的女生中
出即飛；有的更比我搞大個肚，然後直接俾我一腳踢到流產，除左一個人，我係真心愛佢的，佢就係
凱晴...... 



「我終於記得原來呢個先係真正既我！我番黎啦！！！！！！」 

突然我眼前再次一黑......
 
當我再次掙開眼晴的時候，我看看牆上的掛鐘，已經早上七點，家姐已經離開了.....而現在只剩下我
一個人在家姐的睡房中。 

如果我無估計錯誤，她應該回去她該死的男朋友那裡，我想我是時候幫家姐做番啲嘢了。 

我返回我房間，打開抽屜，重新開著我一個月無開過既手機，打給阿光...... 

「喂，阿光，今晚可唔可以幫我做件事？」我對電話裡頭的阿光道。 

「我大約都估到你今日打俾我架啦，今晚見。」阿光回答後就掛斷了電話。 

大家應該跟我一樣好奇點解我咩都無同阿光講，阿光就會知我想做咩事，其實我都唔知道，我只知道
佢一定會準時黎幫我，就好似我無端端開著個電話打俾阿光一樣..........一切都係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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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輝，好耐無見，我諗你應該記得番啲野先會搵我。」阿光已經一早在家姐男朋友屋企樓下的後巷
等我。 

看見阿光洋洋自得的樣子，我依然好想衝過去打獲佢..... 

「係阿，原來我之前係一個咁仆街既人，唔怪得會識到你地啦。」我一臉不屑地回答著。 

「哈哈，既然我咁仆街，你又打黎搵我，叫我幫手？係呢，你係咪所有野都記番起啦？」阿光追著問
..... 

「唔係，全部都係零散既片段，都係我之前點樣溝女，玩女既片段，但係我覺得仲有一啲野，我係仲
未記番起。」我回答道。 

「無啦？你唔記得我地以前一齊追過凱晴？一齊殺過人拿？」阿光邊笑邊道。 

「一齊追凱晴？仲有殺人？我地一齊殺過人？」我一直以為自己只係一個玩女既仆街仔。屌，但係我
點都估唔到我竟然同呢條仆街阿光，一齊去追凱晴，仲一去齊殺人！！ 

「睇你都係唔記得架啦，你想殺既人黎啦，等我喚醒埋你其餘既記憶啦。」阿光說畢，立即拿著哥羅
芳毛巾衝了出後巷。 

「喂！阿光，等陣阿！阿光。」阿光沒有理會我阻止，一手把哥羅芳毛巾按著家姐男朋友的口。
 
阿光把家姐的男朋友弄暈後，又再次重施故技放在紅白藍膠袋內，這讓我不其然地想起那三個被殺的
學弟。 

跟上次的差別是，這次我並沒有阻止阿光，我總是覺得阿光永遠會幫我做一些我想做，但又沒膽量做
的事。 

阿光弄好一切後，截停了一架的士，把紅白藍膠袋放在的士的車尾箱.....「你又想交佢俾軍爺，然後
將佢殺死？」我雖然明知道答案，但我仍然向阿光再次確認。 

「你唔想咩？」我完全估唔到阿光會咁樣反問番我。 

我的確好想...好想，佢咁樣虐待家姐，我恨不得將佢碎屍萬段....... 

我向阿光微笑了一下，然後就上車一直沉默起來。 

「司機，元朗阿唔該。」阿光對司機道。
 
看著沿途五光十色的街景，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但是我總是說不出為甚麼..... 

「到啦！」司機把車開到我們上次來的廢車場，一幕又一幕殺人的畫面不斷從我腦海中閃過..... 



＊＊＊＊＊＊＊＊＊＊＊＊＊＊＊＊＊＊＊＊＊＊＊＊＊＊＊＊＊＊＊＊＊＊＊＊＊＊＊＊＊＊＊＊
＊＊ 

「凱晴，原來係你個日綁架阿輝既！！我地咁好朋友，你點解要咁做阿？」阿新道。 

「我係有辛苦衷架，對唔住阿！」凱晴哭著道。 

「你有咩留番同警察講啦！！我同你做咁耐朋友，估唔到你會咁做！」阿思道。 

「唔好報警阿，阿新阿思求下你地啦，我真係有辛苦衷架......」凱晴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著。 

「阿思，唔好理佢，快啲報警！」阿新推開凱晴，「出賣朋友既衰人，行開阿！」。 

「彭！」突然傳出很大的開門聲。 

「軍爺！！軍爺唔好阿！」我看見軍爺拿出一把開山刀向著阿新和阿思劈過去！正當我想出手阻止的
時候，我發現我的手穿過軍爺的身體，「嘶！嘶！」我看見軍爺像瘋了般手起刀落，在阿新和阿思身
上斬了十幾二十刀。 

軍爺殺了阿新阿思後，將他們的每一部分放在洗衣機，再把洗衣機開著，「轟！轟！轟！轟！轟！」
恐怖的洗衣機聲音傳進我的耳中。 

＊＊＊＊＊＊＊＊＊＊＊＊＊＊＊＊＊＊＊＊＊＊＊＊＊＊＊＊＊＊＊＊＊＊＊＊＊＊＊＊＊＊＊＊
＊＊ 

「軍爺！！原來我兩個朋友係你殺既，啊啊啊啊！！！我李豪輝一定唔會放過你！！！！！！」我帶
著仇恨，跟阿光正一步一步走進廢車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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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爺！」我跟阿光向面前的軍爺打招呼，而我的眼睛一直留意看著軍爺旁邊的手下，一有機會我就
可以下手，直接把這個殺人狂殺死，為我兩個朋友報仇。 

「阿輝，你終於肯番黎啦？以後幫番我手一齊打天下，無左你我地弱左好多阿，以後有咩事，軍爺一
定照住你架喎。」軍爺向我道。 

「無問題。」我軍爺向微笑了一下，「如果你今日出到呢個門口，我一定跟你.....但係唔會有呢個可
能。」我的內心向我傳出這一番說話。 

「聽阿光講，呢個就係虐打你家姐既人啦下話！打你家姐即係打我家姐！擺佢入籠，點火！」軍爺向
他的手下道。
 
「原來軍爺今次想用火將家姐男朋友困在鐵籠監生燒死，咁就o岩啦，等我一次過將你地全部燒死啦
，咁就無人可以秋後算帳。」我看著鐵籠旁邊的天拿水微笑著。 

軍爺的手下把家姐男朋友放在鐵籠中，一切準備就緒，只等軍爺下令倒天拿水和點火，就可以將呢條
打家姐既仆街燒死.......「我好憎條仆街，等我親自黎！」我向軍爺自動請纓，希望可以親自下手，當
然這也是我計劃之中。 

「哈哈，阿輝，睇黎以前既你終於番黎啦，唔再做一個婦仁之仁既懦夫。拿！火柴！」軍爺把火柴交
給我。 

我走近天拿水的位置，一手拿起四瓶，在這房間內亂掉...... 

「彭！」「彭！」天拿水瓶碎裂的聲音，使我戰意更加高漲....... 

「你做咩阿！捉住佢阿！！」軍爺好像還跟不上我突然發難的狀況。 

阿光是第一個首當其衝扑過來制伏我的人，但我當然敏捷地躲開。自從我記得番大部分事情以後，我
覺得自己敏捷和好打了很多，也許我失憶前係一個好好打既人都未定。
 
當我在躲避眾人的攻擊時，我已經順利逃到樓梯旁邊，「再見啦軍爺，阿光。」隨即我燃點起火柴，
掉進地上的天拿水中，整層二樓隨即起火。 

「反骨仔！你咪撚走阿！全部人同我捉撚住佢阿！」軍爺瘋狂地大聲叫道，此時一樓的手下仍未知道
發生甚麼事情。 

「我係為我兩個朋友報仇架，我要你地全部人收檔！永別啦，軍爺！」我一支箭跑出大門口，用大門
旁邊的掃把把門鎖上，然後用雜物塞住大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這一刻我很興奮
，原來報仇係咁興奮，殺人係咁興奮........ 

我一邊倒天拿水一邊狂笑起來，享受著殺人的快感.... 



我知道今日之後，所有仇我都報晒，應該死既都死晒。 

「哈哈，各位永別。」說畢，我再次燃點起火柴，掉向用雜物塞住的大門口。
 
「彭！彭！彭！......救命阿！救命阿！」我聽到幾把熟悉的女聲呼救著。 

「李婷，吳詠恩，張兆雯......」對！我忘記她們三個還在裡面，我太大意了！我從一樓衝忙地跑出來
，忘記帶她們一齊走。 

「你地唔洗驚阿！我而家開番門救你地。」正當我想推開門前的雜物，我發覺火勢已經漫延到門外。
 

「救命阿！救命阿！...............................彭！！！」當危急之際，屋內突然傳出巨大的爆炸聲.......之後我
再聽唔到三個女生們求救的聲音。 

如果我再唔走，下一個死既可能係我，「李婷，吳詠恩，張兆雯.....對唔住，一切當係你地做污點証
人指証凱晴既惡果啦。」 

我急速向外跑，突然又傳來一下巨大的爆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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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記番起既野愈黎愈多，我就覺得自己愈暴燥，而家直情覺得殺人不是為了報仇，而是享受殺人的快
感。 

到左第二朝，我打開電視...... 

「以下是本港的重要新聞：昨晚位於元朗的廢車場被人畜意縱火，導至三女一男死亡，家屬紛到場致
祭....」 

這個時候，我已經發覺有點不妥，我再看看電視上的死者名單： 

「黃曉南」，「李婷」，「吳詠恩」，「張兆雯」。 

「甚麼，怎會這樣？軍爺阿光，還有軍爺的一堆手下呢！！？？全部消失了嗎？」我半信半疑地看多
一次死者名單....... 

「四個死者無誤，點解會咁樣架！？？？？」我向著電視機驚訝地道。
 
我在返回學校的途中，不斷拍著自己的腦，回想起昨天既事........ 

「無可能，我明明燒死晒佢地架，點會咁架，無可能架！」 

「阿輝...」突然有人拍拍我膊頭。 

「詠詩，咁o岩阿！？」我看到姚詠詩叫我，我都嚇了一嚇，始終我中出過佢，驚佢報串督我出黎。 

「阿輝，你聽我講，你跟我去睇精神科醫生。」詠詩道。 

「咩阿，姚詠詩，你想講咩阿？」我疑惑地看著詠詩。 

「無論你點對我都好，我都唔會放棄你架阿輝，雖然你每次都唔聽我講，但我點都會一直係你身邊，
你跟我去睇精神科醫生，佢地一定會幫到你架。」這時候的詠詩已眼眨淚光。
 
「你到底想說甚麼？我沒事！看甚麼醫生！？」我一手推開詠詩，繼續步行回學校。 
「阿輝，你無論係阿光又好，軍爺又好，我都會係你身邊陪住你等你個病好番晒架，我知道呢四年黎
你俾個病纏住，你先會搞到我地無左個BB，阿輝其實我無怪過你阿。」詠詩哭著對我道。 

「咩野無左BB阿，姚詠詩！你係咩傻架？我女朋友係凱晴阿！我認我以前係鐘意過你，但係我而家
既女朋友係凱晴阿，我係唔會鐘意你，更加唔會睇醫生！」我憤怒地看著詠詩道。 

「明明係我同你係埋一齊先架，你有左呢個病先俾凱晴乘虛而入咋！！」詠詩衝過來抱著我，「我地
有過BB，你記唔記得？我知道唔係你想殺死佢，係你身體入面既軍爺同阿光殺架，阿輝，我真係一
直以黎無怪過你。」 



「咩話！你係我女朋友，凱晴又係我女朋友？你有過我BB？軍爺，阿光係我身體入面？？？」突然
我腦海入面不斷浮現軍爺，阿光和阿光的樣子.................................... 

「軍爺」，「阿光」，「軍爺」，「阿光」，「軍爺」，「阿光」，「軍爺」，「阿光」。 

「頭痛到受不了啦！！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我按著頭部大聲叫喊著。 

我眼前的景像慢慢開始變暗，愈變愈暗..............愈變愈暗.........



第十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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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到第一天來到這間中學的時候......... 

「喂！阿輝！你覺得我地班個女班長索唔索阿！？」坐我旁邊的子強拍拍我膊頭問道。 

「屌，一般咋嘛，我要溝一定溝到。」我回笑著回答子強。 

「你有無咁撚勁阿？」子強問。 

「睇我表演啦。」接著，我走到女班長旁。 

「班長你好，我叫李豪輝。木子李，豪邁奔放個豪，輝煌騰達個輝。」我向著女班長道。 

「哈哈你好，你都幾搞笑架喎，我叫姚詠詩。」 

這是我與詠詩的第一次認識，我拿了她的電話號碼問功課，之後發展到去佢屋企做功課，無幾耐我地
就一齊左。 

但是我們開心的日子過得很短暫.................
 
「阿輝，我要Good bye kiss.....」詠詩道。 

「好阿....」我在詠詩小咀輕吻了一下。 

我們拍拖以後，無論每一次出街玩，玩到幾夜，我都會送詠詩番屋企，但沒想到這次之後，我遇到改
變了我一生的人。 

看著詠詩上樓後，我看看手錶已經凌晨一點，我慢慢行去小巴站，打算撘紅VAN回家，點知突然之
間有人從後巷衝出黎，用沾有怪味的手巾按著我的口，不到五秒我便昏過去了。 

當我一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沒穿衣服困在一個鐵籠中......鐵籠外是一間豪宅的睡房。 

而我面前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那個女人樣子雖然美麗，但看得出她應該不是香港人，因為蝗始終
都有一種蝗樣。
 
當時讀中一，十三歲的我根本嚇到不懂反應........ 

「姐姐，做咩我會係度既，你係邊個？」我向著我眼前的姐姐問。 

「小弟弟，姐姐好孤獨阿，老公又唔理我，你咁可愛，不如今晚留係度陪我。」姐姐用不標準的廣東
話把話說完後，就脫下內褲慢慢走過來打開鐵籠。 



「出黎，幫幫姐姐，姐姐好想有人錫。」姐姐用手拉著我當時還沒發育的小弟弟，扯了我出來。 

「姐姐，做咩阿，好痛阿，唔好阿.......好核突阿，唔好阿.....」姐姐從鐵籠中扯了我出來，坐在我的頭
上。 

就這樣，我第一次就給了一個大過我十幾二十年，得不到老公愛錫的怨婦，這一晚姐姐對我做既野可
以用恐怖黎形容，除了舔小穴外，還對我滴蠟，灌腸，吊起黎鞭打，用假陽具插我屁眼，對著我小便
，迫我一直要射精，射唔出的話就狂踢我小弟弟..................基本上任何一樣恐怖野都對我做齊。 

自此之後原本既我就慢慢失去意識，甚至連跟詠詩之間關係的記憶也失去了，換來的就是一個變態玩
女人和殘暴的我，我發誓以後只有我玩人，無人能夠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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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那件事發生後，我沒有跟任何人提起，但詠詩漸漸覺得我的行為怪異，有時候變左好色變態既阿
光，溝女只為中出的快感，有時候又變左殘暴的軍爺，對女人拳打腳踢，當然對詠詩都唔例外。 

最終阿光搞大左詠詩個肚，但詠詩未夠十六歲，對於只享受性愛快感既阿光來說，這只是個負累。 

「阿輝，我有左你BB阿。」詠詩道。 

「我講左幾多次，我係阿光阿屌你。」阿光一把打落詠詩臉上，「你有左關我撚事，你好快啲番大陸
落左佢，如果唔係軍爺一定唔會放過你。」 

「呢個係我地既BB黎架，你點可以咁忍心架！阿輝你醒下啦，你俾番阿輝我阿。」詠詩一直搖著阿
光說。 

「屌你老母，你好煩阿！！！！」阿光頭痛得要死。 

「我而家俾兩條路你揀，一係番大陸落，一係我幫你落。」軍爺道。 

「我邊度都唔落阿，你地班衰人，俾番阿輝我阿！！」詠詩搖著軍爺道。 

「仆你個街，係要我幫你揀！」軍爺一腳踢落詠詩個肚。 

「啊啊！！！」詠詩大叫起來，然後裙下流出大量血水。
 
詠詩最後都保唔住個BB，雖然阿光同軍爺咁撚仆街，但係詠詩都無將呢件事講過出去，因為佢知道
呢啲全部都係我另外兩個人格搞出黎，而唔係我既本意。 

詠詩為了保護我，為了不想我因此而坐監，所以所有事情，她寧遠一個人默默去承受。 

突然眼前再次一黑...... 

我一掙開眼晴，我來到中四剛開學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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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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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第一日開學，班主任介紹著站在她旁邊的一個女生，這個女生可愛得黎帶點活潑，長腿得黎帶點
大胸，清純得黎帶點氣質，阿光第一眼看到她，就已經把這女生定為囊之中物....... 

「各位同學，我黎介紹，呢個係我地今年既插班生陳凱晴，凱晴....你過上黎台上自我介紹一下。」老
師對著凱晴道。 

「嘻嘻，大家好，.你地可以叫我凱晴，我剛剛從加拿大番黎香港讀書，有好多野唔識，大家以後要
睇住小妹阿。」可愛的凱晴自我介紹時臉紅得像番茄。 

下課後，阿光走到凱晴面前..... 

「凱晴....你以後有咩可以問我架，我叫阿輝。」阿光道。 

阿光和軍爺為了避免其他人喚醒我的主人格，從而對我加以控制，因此除了詠詩外，其他同學甚至我
屋企人都唔知阿光和軍爺一直以我的名義在我身體上生存著，所以我在這四年的記憶一直都是斷斷續
續，但是他們怎樣都想不到，喚醒我的人正是凱晴。
 
＊＊＊＊＊＊＊＊＊＊＊＊＊＊＊＊＊＊＊＊＊＊＊＊＊＊＊＊＊＊＊＊＊＊＊＊＊＊＊＊＊＊＊＊
＊＊＊ 

中四第一日開學，班主任介紹著站在她旁邊的一個女生，這個女生可愛得黎帶點活潑，長腿得黎帶點
大胸，清純得黎帶點氣質，阿光第一眼看到她，就已經把這女生定為囊中之物....... 

「各位同學，我黎介紹，呢個係我地今年既插班生陳凱晴，凱晴....你過上黎台上自我介紹一下。」老
師對著凱晴道。 

「嘻嘻，大家好，.你地可以叫我凱晴，我剛剛從加拿大番黎香港讀書，有好多野唔識，大家以後要
睇住小妹阿。」可愛的凱晴自我介紹時臉紅得像番茄。 

下課後，阿光走到凱晴面前..... 

「凱晴....你以後有咩可以問我架，我叫阿輝。」阿光道。 

阿光和軍爺為了避免其他人喚醒我的主人格，從而對我加以控制，因此除了詠詩外，其他同學甚至我
屋企人都唔阿光和軍爺一直以我的名義在我身體上生存著，所以我在這四年的記憶一直都是斷斷續續
，但是他們怎樣都想不到，喚醒我的人正是凱晴。
 
本來性急想食左凱晴隻豬既阿光，經過連日來的追求仍未把凱晴追到手。 

反而阿光跟凱晴連日來的相處，開始被凱晴開朗活潑的性格感染，睙氣逐漸減少，而我的主人格漸漸
地被凱晴喚醒。但阿光為了壓住我的主人格，迫不得已用極端恐怖的方法得到凱晴。 



阿光故意在阿新和阿思沒空的時候打電話約凱晴...... 

「喂！凱晴，你今個星期六夜晚得唔得閒？我地不如出去玩丫...」阿光道。 

「我ok阿，但係去邊阿？」凱晴好奇地問。 

「umm.....不如落酒吧丫，我有朋友係元朗一間酒吧做，近你丫嘛。」阿光道。 

「但係我酒量唔係幾好咋喎，不如去其他地方玩啦，哈哈。」凱晴道。 

「放心啦，我會睇住你，有咩我會送你番屋企架喎。」阿光道。 

「嘻嘻，咁好啦，星期六晚見啦，你唔好約完我甩底阿。」凱晴回答道。 

凱晴怎樣也想不到，正一步一步地步進阿光設下的圈套。
 
凱晴應約後，阿光趁凱晴去廁所的時候，在酒她的中落下迷藥...... 

「阿輝，我唔知係咪飲太多，有啲暈.....」凱晴緩緩地趴在桌子上。 

「唔緊要，我送你番去....」阿光等了很久的機會終於到了...對著凱晴淫笑著。 

阿光帶著凱晴撘的士到達元朗的廢車場，這個廢車埸叫天不應叫地不聞，阿光這四年來帶不少女生來
玩SM，今次終於輪到凱晴了... 



第十五集

阿光趁凱晴還沒完全醒來之際，為了玩得更High，更把落了春藥的礦泉水灌凱晴飲，然後學當年被
大姐姐虐待自己一樣，放凱晴入鐵籠，務求可以看到平常可愛活潑的凱晴最淫賤的一面。 

「凱晴....凱晴你醒拿？」阿光搖看著籠道。 

「阿輝，你做咩阿，做咩困住我，呢道好熱阿，放我出黎阿，我想去廁所......」凱晴呼吸急促地道。 

「去啦，係度去啦，我想睇...」阿光伸手入鐵籠摸著凱晴。 

「啊，唔好啊.....阿輝，好痕阿，好痕阿.....我忍唔住啦.....」還沒說完凱晴便失禁了，向著籠外的阿光
抽搐地射著，凱晴害羞得掩著臉。 

「WOW......噓......噓.....凱晴屙多啲，屙多啲.....」阿光興奮地翻開凱晴的陰唇，玩弄著凱晴的陰蒂。
 
情況就跟四年前大姐姐玩弄我一樣，我的另一個人格阿光從凱晴身上取得無比的快感。 

這一個晚上除了玩到凱晴小穴不斷高潮抽搐外，更用震旦玩凱眼的屁眼..... 

「唔好阿，阿輝，個度唔玩得架......」凱晴的求饒更令阿光性欲高漲，阿光把震旦換成兩條長長的鐵
鏈，一條塞進凱晴的小屁眼，另一條塞進凱晴的小穴。 

阿光一直塞，一直塞......看凱晴兩個小洞的極限可以有多深。 

「啊！！好痛啊！！啊輝，求你放過我啦。」看見凱晴兩個小洞吸著長長的鐵鏈，哭著掙扎求饒但又
被春藥弄得很High的樣子，我相信不止阿光和我，世界上所有男士看到都會性興奮。 

但阿光仍然未心足，塞到凱晴兩個小洞的盡頭後，把凱晴拉出鐵籠，使凱晴像有尾巴的猴子一樣拖著
鐵鏈行走。
 
把鐵鏈拔出來後，阿光一邊品嚐著鐵鏈的味道，一邊用針筒幫凱晴的小穴注入礦泉水，等把凱晴的子
宮塞滿礦泉水後，像飛彈般噴射出來。 

面對凱晴的小穴高速的噴射，阿光大力翻開凱晴的陰唇，用口接著，再噴回凱晴的小穴中。 

「不行了，啊.....」凱晴痛苦地伸吟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阿光一邊接著凱晴噴出來的水一邊大笑。 

這時候阿光已經完全失控，更玩起滴蠟來.......其他就不多說了，跟當時大姐姐虐待我的方法大同小異
。 

經過這次之後，凱晴的內心便被阿光征服了，愛上了玩性虐待遊戲....... 

對於阿光來說，凱晴被訓服了一件好事，但是同時有另一個隱憂，就是我的主人格漸漸甦醒，重新奪



回人格的主控權。
 
凱晴平常活潑可愛的性格，觸動到阿光善良的觸覺，更使我主人格甦醒起來。 

經過多次的性虐待遊戲，凱晴已經成為阿光的女朋友，但是對於剛回復意識的我對這件事，當然一無
所知。 

「啊！！！凱晴我個頭好痛阿！！啊！」阿光大聲叫道，這時候我逐漸取回人格的主導權。 

「你點阿，阿輝......阿輝....」凱晴不斷叫喊著我的名字。 

「你係邊個？」我問。 

「阿輝，我係凱晴阿，你唔好嚇我阿，你點阿？」凱晴扶著我道。 

「凱晴？新黎個個插班生？」我對面前這個女生既熟悉又陌生，我完全不知道用甚麼形容詞來形容這
種矛盾的感覺，我只依稀記得是我們班上新來的插班生。 

自此之後，凱晴是繼詠詩之後第二個知道我有人格分裂的人，但當然阿光亦很快就知道了凱晴得悉我
甦醒的事。 

「你知道左我有另一個人格存在？」阿光問。 

「嗯....」凱晴害怕地點頭。 

「如果你唔想我忘記你既話，你千祈唔好同我另一個人格講我存在！知道嗎？」說畢後，阿光一口吻
著凱晴。 

凱晴為了保守秘密，所以一直以來凱晴只當我是我朋友而已，但當我改變回阿光時，我便當回凱晴的
男朋友，難怪我一直以來都對凱晴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



第十六集

我眼前再次一黑，這次回到熟悉的鐵籠中......... 

「凱晴放我出黎阿！我係你老公阿！！」阿光對著眼前的凱晴道。 

「阿輝！」凱晴打開鐵籠放我出黎... 

「哈哈....凱晴，估唔到你玩性虐待愈黎愈激阿，我身體裡面個傻仔俾你玩到J都就快斷。」阿光對著
凱晴道。 

「阿輝，不如唔好再玩啦好唔好，我真係唔想見到你咁辛苦，你要玩不如玩我就算啦。」凱晴抱著我
道。 

「凱晴，我不知俾你玩到幾High，唔準停繼續玩，玩到佢變隻狗都無問題架，橫掂我都唔想佢存在
，哈哈。」阿光笑著道。 

「另一個你係乖仔黎架，我覺得咁樣玩佢真係唔係幾好.....同埋我內心好難受。」凱晴眼眨淚光道。 

「你而前都好乖，而家咪又係..............HEHE。」阿光用條小弟弟不斷磨擦著凱晴。 

突然凱晴的手機響起一陣陣聆聲........... 

凱晴和阿光看一看來電顯示......... 

「阿新來電中」
 
「凱晴，個日食完飯後，係你捉左阿輝既係咪？你快啲放番阿輝出黎啦，佢屋企人已經報左警啦。」
阿新在電話裡道。 

「我無阿，唔係我。」凱晴慌張把道。 

「個日食完飯，阿輝話肚痛去廁所，所以最後阿輝見既人係你，仲唔你捉佢？我地係朋友黎架，你點
可以咁做架！」阿新道。 

「我真係無阿，你聽我解釋先啦。」凱晴道。 

「仲有咩好解釋？你今晚好放左阿輝，如果唔係我地一定同警察講佢肚痛件事，到時你死梗，係咁....
」阿新說畢後，就掛斷電話....... 

「點算阿，阿輝.....件事穿左啦，不如唔好玩落去啦。」凱晴哭著對阿輝道。 

「唔洗驚，凱晴，你再打俾阿新，然後你話你去佢屋企講清楚件事。」阿光道。 

「咁你呢？」凱晴道。 



「我.....我拎番啲野之後就會上阿新屋企陪你一起解釋番成件事...你上去先。」阿光眼神帶點殺氣道。
 
「軍爺，真係要咁做？」阿光道。 

「你唔殺佢，佢就督凱晴出黎架啦！佢地死好過凱晴死。」軍爺道。 

「嗯，咁軍爺...之後既事就交俾你啦，你點都唔可以俾凱晴有事，我真係好鐘意佢。」阿光道。 

軍爺回到廢車場把開山刀拿出來趕往阿新屋企.......在門外聽到一陣嘈吵聲。 

「凱晴！！估唔到你連朋友都綁架！！你等坐監啦！阿思你快啲報警，拉左呢個八婆！」屋裡面的阿
新大聲地道。 

「你老闆丫！！！！！！！！！」軍爺用開山刀斬開個鎖衝進屋內，向面前的阿新和阿思斬開十幾碌
。
 
軍爺突然的瘋狂行為把凱晴嚇到大叫了出來。 

「阿！！！！！！！！！阿輝，你做咩野阿，停手阿，停手阿....」凱晴被軍爺嚇到傻眼，阻止軍爺繼
續斬落去。 

「你老闆丫......報警丫拿！我斬撚死你個仆街！」軍爺沒有理會凱晴，繼續手起刀失落.... 

大約五分鐘後，軍爺終於停下來..... 

「凱晴，邊個想傷害你，就係同我過唔去.......你放心。」軍爺對著凱晴道。 

「你唔係阿輝.......佢唔會咁做架.......阿輝，你清醒下啦，你殺左人阿，你殺左我地朋友阿，你呢個衰
人格，你快啲走阿！！！！！」凱晴哭著道。 

「我係軍爺，阿光同阿輝都係受我控制，不過你幾唔鐘意我都好，我係為左保護你而出現。」軍爺道
。 

「我唔洗你保護阿，你唔好再係我面前出現阿，你快啲走阿，你快啲走阿！！！！！」凱晴推開軍爺
向屋外跑....... 

「凱晴，凱晴.........唔好走阿，我係阿輝阿...」阿光重新奪回人格的控制權，追上了凱晴緊緊抱著他。
 

「阿輝，你好恐怖阿！你唔好掂我阿！」凱晴在阿光的懷中掙扎著...... 

「對唔住阿.....凱晴，對唔住阿.....我真係唔想你有事.....」平常不可一世，性變態的阿光為了凱晴，滴
下了第一滴男兒淚。 

「點解，點解.......你要殺佢地.....點解.....」凱晴還沒把話說完就在阿光的懷中暈倒了。
 
阿光和軍爺把屋內的手尾清理到不留任何痕跡後，便把暈倒的凱晴送回家中...... 



「凱晴，你醒拿....對唔住阿，對唔住阿.....」阿光道。 

「阿輝.....唔係....阿光？軍爺？到底邊個先係你？我好亂阿，你係咪應該要解釋番到底咩一回事呢！
？」凱晴道。 

阿光猶豫了一下，決定向凱晴說出事實的真相。 

「對唔住阿凱晴，其實我係叫阿光，阿輝係我地兩個困係密室戈個，佢先係呢個身體既主人格，而我
呢四年都係冒用李豪輝個名生存著，我以為可以一直取代落去，但係自從認識左你之後，被你開朗的
性格吸引住，從而喚醒左佢，但係我真係唔想去醒，我好驚我會消失，然後失去你.....所以我先要你
咁樣虐待佢，等你係佢心目中美好既形象破滅，咁佢先可以繼續沉睡落去.......」阿光哭著道。 

「原來.....原來你要我咁樣對佢，就係為左咁......咁軍爺呢？佢做咩要殺死阿新阿思，佢好恐怖，佢係
邊個？」說到這裡，凱晴又再哭起來。 

阿光抓著凱晴的小手說「佢.....佢亦都係因為你先出現。」 

「咩話？為我而出現？」凱晴疑惑地看著阿光。 

「因為我太愛你，為了保護你，唔想有人傷害你，所以軍爺先出現....」阿光道。 

「我唔想佢再出現阿，佢痴線架，佢亂殺人架！！！」凱晴哭著道。 

「嗯，凱晴....唔好喊，我會盡力做好平衡既角色架啦.....」阿光抱著凱晴，「凱晴，對唔住阿，比多
次機會我啦，我會盡力控制架啦。」
 
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張又一張不同的臉，所以每個人臉上的面具，都不一定是假的。此刻我臉
上正掛著什麼呢？這個真的是我內心的一部分嗎？為甚麼我的-內心，竟然會有這麼一個模樣？



第十七集

我終於記起一切不願記起的東西，原來一直尋找殺我兩個朋友的人正是我自己。 

這時候，週邊的環境再次一黑..............醒來後，回到詠詩的懷抱中。 

「阿輝，你點阿？唔好嚇我阿.....阿輝.....」詠詩不斷搖著我的身軀道。 

「詠詩.....我......我對你唔住.......」我對詠詩道。 

「傻瓜，你有病先至會咁樣對我，我無怪你阿。」詠詩道。 

「詠詩，我記番起所有野啦，對唔住阿，我做左好多無法彌補既錯事，我諗我應該番唔到轉頭架啦....
...」我哭著道。 

「無論你做左咩事，我都會原諒你........」詠詩緊緊地抱著我道。 

雖然我口裡在說對不起，但是我對著眼前的詠詩，並沒有因為我記番起所有事而產生一點歉意........
 
我拖著詠詩的小手回到學校，途中我向詠詩坦誠了這四年來的一切，但當然這是我計劃的一部分。 

「詠詩，只要你幫我過了這一關，我答應跟你一起離開香港，去一個無人認識既地方生活，到時候只
有你和我，再沒有其他人可以打擾我們。」我把計劃告訴詠詩，如果我真的不幸被警察發現到我殺人
的任何珠絲馬蹟，我都可以利用詠詩幫我製造不在場的証據。 

詠詩點頭答應我的要求.......沒想到記番起所有事情後，我竟然可以賤到利用詠詩，但是我心裡在暗爽
，當利用完她後，我就可以把她一腳踢開，等待凱晴出獄。 

但我怎樣也想不到，我的計劃這麼快就要被迫進行，害我不能再中出一下詠詩，享受校花完美的身體
。 

「李豪輝，我係新界西重案組沙展高級督察朱偉恒，而家我地懷疑你跟幾宗謀殺案有關，請你跟我番
去協助調查。」 

「哈...」我看著我旁邊的詠詩從心而發地笑了一下。
 
詠詩真的依照我所說的話，跟說警察我案發時在她的家，幫我製造了不在場的証據。姚詠詩，你真是
天真的小女孩。如果我沒有遇上凱晴，我可能會選擇真心愛你....可惜，故事永遠不會這麼順從人意...
哈哈哈哈哈...... 

今天被警察折騰了一天，真的很想回到家中就上床抱頭大睡，但是想不到另一個惡夢即將發生。 

在差館回到家後，看見老豆在客廳看報紙，母親正準備晚飯.........但跟平常不一樣的是，家姐的房間
大門關上了，難道家姐回來了！？ 

哈哈，我終於幫家姐脫離了她男朋友的魔掌重新生活。這一刻我覺得自己跟神沒兩樣，只要我清除掉



如他男朋友這些障礙物，我身邊的人才能得到最大的幸福，我殺了她男朋友，只是想家姐幸福。 

我興高采烈地打開家姐的房門，準備跟家姐如實報告一切，告訴她細佬幫她脫離苦難的豐高偉蹟。 

但一切不似如期，我打開房門後，看見家姐對著男朋友照片痛哭著。
 
我一手拿開家姐手上的照片，在家姐面前撕破.....「呢啲仆街死有餘辜。」我大聲地道。 

「啊！！！阿輝，你做咩阿，你癲左阿！！你做咩撕爛我男朋友張相阿！」家姐哭著衝過來阻止我。
 

自從我知道自己是軍爺和阿光後，我敏捷地避開家姐的阻止，繼續係家姐面前瘋狂地撕著，「你唔好
再諗呢啲仆街啦，我應承過你唔再被呢條仆街傷害你，我已經替天行道，搞掂左條仆街啦！」 

家姐被我突如其來的一句話嚇到跌倒在地上，眼神空洞地看著我。 

「哈哈哈哈哈.....家姐，你係咪想即刻報答我呢？」我掉開手上的照片碎，跪在地上，向家姐的小咀
強吻下去。
 
家姐一把又一把打在我的臉上，「完來係你殺死我男朋友既！！你走開阿，你痴線架！」 

「家姐，係你話想逃離佢既魔掌，係你話俾佢虐打我先殺佢架咋，你唔好為左呢啲人而傷心啦，你仲
有我丫嘛，以後我會好似老公咁呵護你架。」我道。 

「你呢隻魔鬼走開阿，我男朋友一直對我好好，你做咩要殺佢阿！李豪輝我以後都唔係你家姐，你行
開阿！！我要報警拉左你呢隻魔鬼。」家姐抓狂地再次把我推開，衝了出房門...... 

「唔好阿.....家姐，家姐.....」我追出客廳阻止家姐，因為我知道家姐一旦報警，再加上我其殺其他人
的罪行將會一併公諸於世，所以我必須阻止。
 
「阿爸阿媽，呢個人永遠再唔係我細佬啦，你地個仔痴線架，佢殺左我男朋友阿！！」家姐激動地在
客廳大叫。 

老豆老母被家姐的話嚇了一嚇，「砰！」我老母更被家姐嚇到把手上的飯碗掉在地上。 

「阿女，你講真架？」老豆完全來不及反應。 

家姐拿起電話，準備按下去...... 

「不能.....不能.....我不能這樣就玩完，我仲有好多野未玩未做，我唔可以坐監！」 

我邊說邊衝進房間拿起很久沒拿過出來的棒球棍衝了出客廳.....
 
「唔好啊！！！！」老豆看見我的舉動，正想出手阻止悲劇的發生。 

但是老豆根本阻止唔切我快速的攻擊，我狠狠地對準家姐的後腦摳落去.....家姐還沒按下第三個九字
就應聲倒下了。 



我忍著眼淚，看見家姐倒在地上，紅紅的鮮血血流不止地從後腦流到地上。 

接著，我拿著棒球棍走到老豆面前.....
 
「對唔住，老豆！」我向著老豆揮起棒球棍..... 

「仆街仔，你連老豆都想殺！」老豆用手擋下我第一波攻擊怒吼著。 

「我無辦法番轉頭架啦。」我向著老豆的頭部從右到左重重地打下去，老豆應聲倒地，我唸唸有詞地
說了一句：「老豆，你地知道太多，我唔可以坐監，恕我無法盡孝。」 

接著，到老母了！
 
當我正想衝進廚房時，發現老母原來已經被嚇暈..... 

「這就好了，這樣我就省力了，我真的不想殺你們的，是你們迫我，對唔住。」 

最後，我整理好家裡的所有的打鬥痕跡和血跡，扭開媒氣制，關起起所有窗戶，這樣就能偽造一個像
漏媒氣意外的環境。 

臨走前，我對家人逐一道別，我走到家姐面前最後一次吻家姐的額頭，「家姐其實我真係好愛你，點
解你要咁對我，點解.....但一切已經唔重要，你係下面好好照顧阿爸阿媽吧，家姐我永遠都愛你。」 

接著，我走到老母的面前，「阿媽，好多謝你生我出黎養大我，我永遠唔會忘記你對我既養育之恩，
阿媽，我愛你。」 

到最後，我走到老豆面前，「阿爸，而家我咁做只係唔想坐監，我既愛人仲有幾個月就出獄啦，我唔
想同佢再次分離，阿爸將來我會帶埋佢一起來拜祭你地，希望你地會原諒我。」 

我落到屋企樓下，忍著淚水，在手機最後一次撥出我家裡的電話。 

「砰！！」隨即而來是一陣響亮的爆炸聲...... 

「再見了，陪伴了我十七年的家人。」 

「哈.....估唔到，你比我地更狠......」 

軍爺和阿光再次出現在我的面前.....
 
＊＊＊＊＊＊＊＊＊＊＊＊＊＊＊＊＊＊＊＊＊＊＊＊＊＊＊＊＊＊＊＊＊＊＊＊＊＊＊＊＊＊＊＊
＊＊＊＊＊＊＊＊＊＊＊＊＊＊＊＊＊＊＊＊＊＊＊

我看見火，首先起火的是森林裡面的一間小屋。看著火光，我希望自己是一場雨，可以把火澆熄；但
無奈我只是天上的一抹煙霞，看著這場火無止境地燒下去，把整個森林燒光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