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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垃圾game

是咁的，我無啦啦比人困在係監獄入面。
頂！咩料呀！
我比人綁架左？
冷靜D，細心一諗，無理由會去綁架我呢D死窮鬼、死廢青架姐。
好，慢慢組織一下發生左咩事先。
我記得啦，我頭先係想跳樓，之後就係座監獄入面。

痴撚線，關咩事。

唔理點都好啦，諗下有咩方法可以走到出去啦。
我想行去柵欄果邊，但係雙腳無力完全行唔到。
咩事？唔係比班綁匪打斷左對腳掛？
我轉身望過去，見到我個身體壓住哂我幾條腳，隻腳咁幼，唔怪得行唔到啦。

我屌你老母呀！

痴線，做乜鳩我個BODY變到咁大，D腳變成咁，好似蜘蛛咁既腳架！
屌！好核突！
我應該係一個18歲(廢青)，因乜事變成咁？
我勉強企係身，試下感覺身體依家係咩構造。
我身體好似係一隻螳螂，不過下半身(定係應該叫腹部？)無翼，肥到好似蜘蛛咁，而且有四對腳。
上半身，應該叫胸部有兩對手，與其話係手，不如話係針，有兩對有關節既針，大致上係咁既樣。
唔通係傳說中既變態痴線佬捉左我去人體改造？
大佬！點解要變我做蟲，唔變我做蜘O俠呀！
不過唔係變人形O蚣都算係咁。

算。我忍。
冷靜D。
定D黎。
不如諗下點樣走出去好過啦。
不過走到出去咪又係比人捉。
唉，船到橋頭自然直。

好，大致上識得點行，我試下行過去柵欄果到先。
呀！
哥布林。
打死我都認得出，平時打機成鬼日見到既哥布林。
兩隻哥布林。
感覺上，果兩隻哥布林係獄卒。
唔係掛，邊個痴線科學家玩到咁大呀，連手下都係改造人。
點解你唔係變我做蒙O超人，而變我做隻蟲呀！

唔係喎，等陣先。
窗口果到可以睇到月亮，係紅色既月亮。



呢到……唔係地球？
呢到係……
打機既世界？
我死左之後，黎到RPG GAME既世界？

仲衰。
痴線，如果話係黎左打機既世界，咁我一定係勇者啦！
屌，點解會係蟲。
好似仲要係一擊就秒殺我既垃圾卒仔。

唉……唔係怒，等等黎到咁既世界，會唔會可以好似打機咁睇到自己既status？

【魔王】鬼靈爬行者 LV1
HP:643
MP:642

力量:40  敏捷:73
防禦:29  魔力:52

想笑撚死人咩，又真係有喎
不過，魔王係咩回事？
唔係掛？
我係魔王？
魔王唔係最終BOSS咩？
因乜解救我係魔王呀ON9？
一睇就知我應該係勇者啦屌！
不過，我係一隻蟲。
就算係魔王，我都係一隻蟲。
屌你咩。

咁哥布林既Status又睇唔睇到呢？

【守護者】哥布林-艾札克 戰士 LV63
HP:4423
MP:3259

力量:306  敏捷:602
防禦:416  魔力:526

ON9垃圾GAME。
哥布林都好打過魔王。
數值好似仲要係魔王既十倍。
明明只係隻雜卒。
一入黎就係困難模式，一入GAME就卡關。

我屌你老母呀！邊個設計隻垃圾GAME架？
冷靜D，我覺得做人係唔可以講粗口。



就算係蟲都一樣。
所以，我應該用愛與和平去打贏哥布林。
或者一句今天我就收到佢皮。

當我逃避現實既時候，又有兩個人走左入黎。

【獸人領主】獸人-芬里爾 戰士 LV99

HP:12963
MP:8966

力量:1062  敏捷:864
防禦:1152  魔力:729

【龍人領主】龍人-尼德霍格 法師 LV99

HP:9875
MP:11722

力量:868  敏捷:865
防禦:923  魔力:1319

雖然我唔知邊條ON9設計呢隻GAME，我淨係知我一定會比果兩條友打到ON9
算啦，我真係無野好講
雖然我唔知佢FOMULA係點計，不過果兩友應該可以用普攻一下秒殺我。

垃圾GAME真係垃圾GAME。
佢地唔知講緊乜鳩，之後就捉左我去一間房關住左。
起碼好過監獄啦！
不過我仲知多左一個情報，就係佢地唔係用中文作為語言。
再一次證明呢隻GAME絕對唔USER-FRIENDLY。

間房感覺上好陰森。
好大，目測過千尺，好豪華，應該唔係比一隻垃圾蟲住既地方。
應該係原本魔王住既地方掛。
唔通，佢地恢復番我魔王既身份？
當我係神咁拜？
太天真了，佢地軟禁左我。
道門係鎖住左。
睇個死款又係D乜鬼挾天子以令諸侯啦。
無黎新意。

睇下間房有咩用先？
有副黑盔甲，有張床，跟住乜都無。
你有無見過魔王城係乜柒都無？
我見過，我真係見過。



不過，睇黎都好耐無打掃過。
好多塵，好多蜘蛛。

微型蜘蛛 LV1

HP:12
MP:5

力量:16  敏捷:20
防禦:8  魔力:6

終於見到連我都可以秒殺既野。
突然間覺得我真係超勁。
SORRY啦蜘蛛仔，本魔王依家唔HAPPY，要拎你地黎祭旗。
然後，魔王城入面展開左一場腥風血雨既殺戮。
大量生命離世。
因為魔王唔開心，就要咁多人去死。
呢個就係魔王，殘忍既魔王！
哇哈哈哈哈！

樓上正一ON9仔。

[等級上升至LV2]

咦？
升左呢？
係喎，打緊機喎。
不過呢D咁既蜘蛛仔都有經……
算啦，有得升，點都好過無。

[等級上升至LV3]

殺左幾廿隻先升到1LV，不過算啦。

[由於【魔王】稱號的關係，開放3項特殊技能選擇]
請選擇兩項:
>空間魔法
>情報掌握
>王之威嚴

咦？
魔王特權？
終於黎啦！

唔……揀邊兩樣好呢？
有無多D詳細資料呀？
又或者有無攻略？



睇黎都係無。

睇個勢，情報掌握就最有用啦。
咁呢個就一定要揀。
空間魔法同王之威嚴。
空間魔王應該可以瞬間轉移，好似係。
咁我咪可以離開呢個軟禁既地方囉？
但係王之威嚴會唔會可以令果兩隻LV99既怪物臣服於我？
唔……睇個勢都係無可能。
但係魔王離開魔王城真係無問題咩？
話之佢啦，垃圾GAME是撚柒鳩但啦。

就空間魔法、情報掌握啦。

[哦]

……
佢「哦」我。
我發誓，我一定要打到設計呢隻GAME既人變ON9。
我知你一定係到恥笑緊我！
睇住黎，睇下我會唔會打到你仆街？

情報掌握究竟點用呢？
當我研究緊既時候，我聽到腳步聲。
唔撚係掛……
屌……
唔撚驚，我有空間魔法。
唔理點都好啦，轉移去第二到先啦！
去啦去啦！
去呀！

當我醒番既時候，我發覺自己去左青山。
當然無可能啦，我仲係一隻蟲。
一隻魔王蟲。
森林，好光既森林。
同魔王城差好遠。



2.勇者降臨

山貓 LV1

HP:316
MP:216

力量:31  敏捷:49
防禦:52  魔力:28

痴鬼線，隻貓無啦啦攻擊我！

不過諗深一層，怪物會攻擊人都係好正常姐。

同微型蜘蛛唔同，隻貓好勁……
佢一野抓過黎，咁我就無左30幾HP
好痛呀……
如果死左會點？
會復活？
定係……真係會死？

佢又再咬我，我又無左50幾HP

唔惦啊……

要攻擊……我用針拮唔拮得死佢？
成功了！
好成功咁扣左佢10滴血！
太神奇啦！
我係咪應該有D咩招式可以用呢？

[1.蜘蛛毒牙 2.蜘蛛鋼絲]

咦？
呢兩招係我既招式？
做乜無啦啦SHOW出黎？
唔理啦！攻啊攻，快搶攻！

山貓好快，不過都係我快D。
佢跳過黎咬我，我一下避開。
上啦！蜘蛛鋼絲！

再一次證明整GAME條友係無常識，我居然係個口到噴絲出黎。
係人都知蜘蛛係腹部噴架啦！
不過唔緊要，蜘蛛絲好成功咁捉住左隻衰貓。



我走過去，用蜘蛛毒牙咬佢。
佢好似中左毒咁。
扣扣下血，咁就死左。
完。

YEAH！
嬴左！
SORRY！天才！打機達人！
太強！
隻貓真係慘，LV1就要同隻魔王打。

講起上黎都好肚餓，唔知貓肉好唔好食呢？
唔……
有無水果之類可以醫肚？
……
唔理啦，食左佢啦……
話知佢啦！
又幾好味喎！

不過頭先點解會SHOW技能出黎呢？
[情報掌握技能]

……
出現了！
謎之解說！
點樣先可以出黎呢？呢個解說？
[問問題。]

好簡潔……
不過或者問下問題，可以了解要呢個世界既情報。
喂，呢個世界邊個創造？
[鬼知。」

好惡……
算，呢D問題都係廢既，都知佢唔會答架啦！
問多條先，我係咪魔王？
[是。]

為什麼我會被軟禁？
[鬼知。]

……
頂你咩！
乜都唔知！

呢到係邊到？
[人類聯盟，新手村森林]



新手村……有病……
真的叫新手村嗎？想個名字真的那麼難嗎？

為什麼我會是蟲？
[鬼知。]
我係咪死左？
[你尚在生。]
空間魔法點用？
[傳送你去指定或隨機的地方。」
蜘蛛毒牙咩黎?
[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賦予猛毒狀態]
蜘蛛鋼絲呢？
[對單體賦予5秒鐘束縛狀態]
點升LV？
[經驗。]
我要做D咩先好？
[鬼知。]
你啊媽係咪女人？
[係。]

講黎都哂GAS。
不過大致上明白自己既狀況。
睇黎就係魔族班領主，見到自己既魔王係條蟲，嬲到軟禁我。
麻撚煩，點解我係魔王？
[因為你有【魔王】稱號。]
點解我有【魔王】稱號？
[因為你是魔王。]
講多無謂，垃圾技能。

總之，我就升高LV，再番去魔王城殺哂佢地班人啦。
首先要捉幾隻蠢喵黎升LV

長毛獅子-斯梓黃 LV10

HP:1569
MP:734

力量:139  敏捷:123
防禦:125  魔力:72

呀！新手村森林有D咁既怪物？
個名求其到……
係BOSS?
頂！點打呀？
[鬼知。]
睇番自己status



【魔王】鬼靈爬行者 LV3

HP:829
MP:831

力量:72  敏捷:90
防禦:63  魔力:79

可以一戰？
[鬼知。]
睇黎有D難。

走啦。
走為上策。

但係，果到好似……
有兩個細路！

【初心者】人類-露仁甲 戰士 LV3

HP:728
MP:625

力量:72  敏捷:64
防禦:81  魔力:40

【初心者】人類-露仁乙 神官 LV3

HP:626
HP:820

力量:53  敏捷:50
防禦:71  魔力:76

睇黎係兄妹……不過真係打得羸隻獅子？
[鬼知。]
露氏兄妹……加油哦，本魔王走先。
好煩，關左情報掌握先。

唔惦……隻BOSS開幾次技就扣左戰士過半血，神官回唔切血……
呀……神官比佢打中左，無左200幾血呀！
再係咁……
新手村都死得人，GOODEST GAME！

唔理啦，點都唔可以唔理！
上啦！魔王大人！



蜘蛛鋼絲！
好，捉住左佢！
上啦！蜘蛛毒牙！

比佢一野打開左。
扣左二百幾血。
好高攻……

頂呀！個戰士係咪痴Q左線，打埋我呀！
見到魔物就打……其實都正常！
喂……無血啦！

突然之間，隻獅子比冰槍殺死左。
咦？
秒殺？
喂！
等等……唔對怒，都係匿埋先。
我諗敏捷:90就係咁樣用。

兄妹無追我，然後一個女人出現左。
幾後生，銀色頭髮，幾靚女。
佢地好似講緊野，講緊咩呢？
情報掌握！
[女人在說戰鬥時要看清楚敵人status，不要挑戰太強的敵人]
廢話。
不過CHECK下女人STATUS先。

【劍聖的繼承者】精靈-白雪 戰士 LV61

HP:6315
MP:6216

力量:406  敏捷:509
防禦:544  魔力:658

好似係大人物，不過實際上好似同魔王城入面既哥布林差唔多。
人類真係有可能贏咩？

唉，屌。
唔理點都好，我一走出去，就會比佢地秒殺。
何況佢見到【魔王】咁大個名刻係到。
[可以選擇關閉稱號]
咦？原來關得。
早講啦。
OK，關左。
不過魔物都係會無啦啦比人打。
魔物好慘。



要好好愛護魔物。
點解呢個世界無「愛護魔物協會」？

不過，好似愈黎愈多人。
發生緊咩事？
[選出勇者的儀式，每年這個時候，如果世界還沒有勇者的話，20歲成年的人都要到新手村這裡選出
勇者，可以從拔出石中劍的人，就是勇者。]
好求其。
不過魔王都係咁求其，勇者都唔好得好邊。

不過，所謂既勇者，就係注定要殺死魔王既人。
唔得！
唔可以就咁比佢地殺死！
要先下手為強！
殺左個勇者先！

但係，睇黎呢到既人都好廢，最勁都係果個叫白雪既女仔。
雖然佢都可以秒殺我。
唔通，果個叫白雪既女仔，就係勇者？
四圍D人講緊咩？
[他們在說白雪最有可能成為勇者]
唔係掛……
勇者緊係愈廢愈好啦！
我唔想死呀！

可唔可以係白雪抆劍之前殺左佢？
咁高LV，無可能。
整爛把劍呢？
我諗都無可能。

算啦，試下暗殺佢啦。
到佢抆劍啦。
我用蜘蛛絲將自己吊起樹上，等陣間一野跳落黎用蜘蛛毒殺左佢。
問:猛毒可唔可以殺到佢？
[無可能。]

頂你條仆街依家先講！
太遲啦！
我已經跳左落黎啦！
呀！
LV3，呢個就係我生命終結既LV。

我吐出蜘蛛鋼絲，困住左佢，然後跳落去咬佢。
呀，隻腳撞到把劍。
把劍掉左落地。

[獲得【勇者】稱號。]



呢一刻，我都唔知點好。

依家既我，係一隻蟲，亦都係魔王，亦都係勇者。



3.巢穴

空間魔法。

首先，總結一下狀況。
我自殺之後，黎到呢個世界變成左隻蟲，然後同時成為魔王同勇者。

基本上可以確定，呢個世界既GM，定係神係到玩鳩緊我。
點解會係咁，我究竟做錯左D咩？
點解一直以黎都要玩我？
以前係咁，依家都係咁。
我真係咁好玩咩？

【勇者】鬼靈爬行者 LV3

HP:829
MP:831

力量:72  敏捷:90
防禦:63  魔力:79

悲哀。
然後我即刻轉移左去第二度。
我再確認多一樣樣，空間魔法一定係垃圾。
點解次次轉移都去哂D奇怪既地方？
呢到係邊到？
[暴風龍巢穴]

而果條龍就係我面前。

【風的元素使】 暴風龍-希爾芙 LV70

HP:122580
MP:143211

力量:7411  敏捷:9015
防禦:6023  魔力:8255

痴線，咩數值黎？
如果套用番打機既世界，呢條龍應該係D大型副本既BOSS。
呢本唔合邏輯既強度。
唯一好彩既，係佢太高LV唔攻擊我。
再轉移自己去第二度？
唔好，一黎空間魔法有好長既冷卻時間；
二黎，我唔想去到其他更加麻煩既地方。



呢到應該係一個島上面。
龍既位置大約位於海岸，呢到應該係巢穴既最深處。
如果係咁，咁島既另一邊，D怪應該比較低LV。
咁我去低LV地區應該比較好D。

雖然隻龍無攻擊我，但係唔擔保其他怪會唔會攻擊。
好恐怖……
如果有D勁既裝備就好。
係喎，把劍呢？
完全無左件事漏左響新手村。
番去攞番？
都係唔好，太麻煩。
我唔想見到人。
而且我都用唔到把劍……

係呢個時候，面前出現左隻雀。
雀，自古以黎都係蟲既天敵。
頂佢無啦啦攻擊我囉！
點打呀！

阿伊洛鳥 LV63

HP:6096
MP:7258

力量:422  敏捷:825
防禦:328  魔力:723

一隻綠雀，無咩特別。
頂！佢應該好勁！
我匿係石後面避開佢既攻擊。
但係佢無放棄，飛去過黎，再俯衝落黎。

唔得，數值差太遠，但係敏捷已經接近係我既十倍。
佢個喙插落地下，地下塊石咁就裂開左。
唔係掛，我諗一比佢打中就GAME OVER。
痴線架！
開轉移？
[戰鬥時無法使用空間魔法]
唔係掛！明顯就係單方面虐殺我囉！
知唔知咩叫戰鬥呀衰O上帝！

佢將個嘴抆番上黎，然後大叫。
好嘈。
然後再撲過黎。
唔理啦！迎擊啦！
蜘蛛鋼絲！



咦？打中左！
有效喎！
雖然扣得丁屎咁多血，不過成功咁束縛到佢。
雖然得五秒，不過呢五秒已經夠我逃走啦，好似係。

森林，入去森林既話應該有得匿埋。
衝呀！
五秒既時間衝左入去，呢五秒已經係我上一世既運動量。

睇番STATUS，睇黎我無乜點受傷。
但係出現左一個神奇既狀態。
飢餓狀態。
咦？
[飢餓狀態會使能力值下降，一定時間後會持續扣血]
唔係掛！
點呀！
山貓係邊？
呢個巢穴無低LV怪架喎。
空間魔法啦！
戰鬥狀態仲未解除？
然後突然之間隻雀飛左落黎咬斷左我幾隻腳。

好痛呀！
唔得……打唔過，連走佬都唔得……
再黎上次啦！
蜘蛛鋼絲！
再走啦！

唔得，今次我入左飢餓狀態，而且無左幾隻腳，敏捷低左好多。
不過，本身佢都快過我好多。
所以五秒之後，佢飛到黎我前面。
蜘蛛鋼絲！
避開！
唔撚係掛！

呀……
HP:214/829

一下就扣左我600血。
居然唔係秒殺……
睇黎果招已經唔算係招式，只係普攻黎……
如果係技能既話，會唔會真係一下玩完呢？
不過唔緊要，少少傷不足為懼！
反正佢都可以秒殺我，所以受唔受傷都無所謂！

用毒牙反擊？



唔得，佢血太厚！
就算打得中都殺唔死佢！

佢飛上天空，係技能－－
佢變成一支箭咁插過黎！
哈！
避開！
但係佢即刻大叫，用個喙咬我！

完。

當我咁諗既時候，隻衰雀居然自己逃走左。
咦？
我入左森林都已經走左一段路，睇黎離開左隻衰雀既狩獵範圍。
好險。
當然事情無咁簡單啦。
就算係咁，隻雀都唔會走啦。
呢到雖然係打機既世界，但係絕對唔係打緊機。
我頭先差D死左。
呢個世界係真實既，我無左果幾隻腳，D傷口證明左呢一點。
只不過呢個世界存在STATUS，然後其他野同原本既世界一樣。

而點解隻雀會走？
可能無理由為左隻3LV既獵物走入敵對生物既地盤掛。

森林狼 LV42

HP:5210
MP:3329

力量:439  敏捷:621
防禦:420  魔力:501

單一黎講隻雀仲得人驚過隻狼。
但係，狼唔淨止得一隻。
係一群狼。
而且佢地好明顯係有組織。

【頭目】森林狼-斯庫爾 LV50

HP:6289
MP:5216

力量:548  敏捷:728
防禦:538  魔力:621



4.組隊

不過，同我預期相反既係，班狼無攻擊我。
真係好神奇，明明隻雀追左九條街都要食我，
但係班狼居然完全無視我。
講起上黎，狼係唔會應該捕食蟲，所以佢地先無攻擊我？
明明我咁大隻，應該可以做佢地既獵物啦。
狼唔食蟲，唔點同原來既世界好似。
呢個世界，實在有太多既謎團。

唔好理啦，換言之留係狼群到就安全啦。
基本上咁大群狼，應該都無咩生物會主動出手打佢地。
得啦，呢場求生遊戲已經爆左機。
SORRY，依家既我絕對安全，肚餓就食佢地既送頭送尾，完全無必要求生！
已經羸左啦。

屌！

我實在太大意啦。
係人類。
完全估唔到人類居然會黎呢到。
唔係下話，諗住同果條龍打？
傻左呀？
狼唔食蟲姐，但係佢地主動出擊打人類。
今次大獲啦。

果到有成團人，有成十幾二十人。
無論點睇都係成班人組隊係到打大型副本。
避到黎呢到都見到人類，唔撚係掛。

帶頭果個係一個大叔，無咩特別，拎住把劍咁囉。
但係，奇怪既係佢既STATUS。

【劍聖】人類-烏瑟 戰士 LV99

HP:10116
MP:8254

力量:910  敏捷:763
防禦:1160  魔力:1256

好似好勁咁。
雖然條龍仲勁。
但係，值得留意既係，【劍聖】
呢個位應該係擺稱號掛？
劍聖係咩意思？



[只有一個人能得到的稱號，授予給聯盟中劍術最強之人。將得到
使用劍為武器時力量敏捷上升、MP消耗減少的能力]
咦？稱號都有能力？
咁魔王同勇者有無咩能力？
[魔王:只有一個人能得到的稱號，詳細不明]
[勇者:只有一個人能得到的稱號，詳細不明]
多鳩謝。
但係劍聖呢個名好似邊到聽過？
哦，我記得啦，就係之前果個女仔，果個最接近勇者既女人。

當我係到諗緊野既時候，班狼群比人屠殺緊。
唔係掛，班人咁勁既……
應該唔係人勁，係狼廢姐。
搞錯呀！
係呢個時候，有隻狼比佢地打到重傷，飛到去我隔離。
我心諗，仆街，會唔會打埋我？
唔係掛。
我投降得唔得？
大佬，我無出手打你，你無理由還手架姐。
係囉，唔好打我呀！

望一望果隻重傷既狼，佢就黎死。
慘慘豬，LV差咁遠，做埋要去打班人呢？
點解怪物要襲擊人呢？
我真係唔明。
唔……
其實呢……
隻狼都就食。
而我又肚餓。
大自然係咁架啦，係唔公平架啦。
所以我就殺左果隻狼。
咦？

[等級上升至LV10]

一升升左成7LV？
咁又係，隻狼都40幾LV，比隻3LV怪殺死，應該都升得好多。
但係咁喎，如果殺左一隻狼，班狼群會唔會報仇架？
唔好理啦，反正有件更加重要既野要理。

[可以選擇進化，請選擇一項]
>鬼靈殺戮者
>銵函?撣
>銝駁?

點解系統講野成日無頭無尾架呢？
大概就係要我揀其中一條進化路線，好似係。



不過，亂碼姐係點？
會唔會變D奇怪野出黎？
咪啦咪啦。
話就話有得揀，不過實際上都係無得揀。

進囉。

咦？進左啦？
仲以為會有咩特效，但係咩都無。
連白光都無。
是但啦，反正個世界咁求其。

鬼靈殺戮者 LV10

HP:1516
MP:1520

力量:142  敏捷:162
防禦:131  魔力:141

我個身好似變左白色，大隻左，然後隻手由四支針變成了四把鎌刀。
上半身終於似番隻螳螂。
咁技能有無咩唔同？
[1.蜘蛛毒牙 2.蜘蛛鋼絲 3.螳螂之鐮]

多左一招。
[螳螂之鐮:對單體做成物理傷害]
睇黎無咩特別。

而班狼已經死哂。
唔係掛。
咁快？
我要點做？
上去同佢地打？
講笑咋？

我都係匿埋先，睇定D局勢。
咦？係龍？
突然之間，有兩條龍出現左。

地龍 LV60

HP:102851
MP:87277

力量:3219  敏捷:3184
防禦:6016  魔力:1783



角龍 LV60

HP:94523
MP:92614

力量:5114  敏捷:3208
防禦:2099  魔力:2013

哇！
雖然條隻FINAL BOSS差十萬九千里，但係呢兩隻小王都唔係講笑。
人類同怪物既力量實在差太遠。
睇STATUS，就算係最強既劍聖，力量果D都大約只係1000左右，而怪物勁少少既都已經幾千上落。

打副本果團人馬睇黎都係過唔到呢關。
果班人只係七、八十LV到，但係實在過唔到果兩隻龍。
一隻勁高防，一隻勁高攻，呢兩條龍真係好可怕。
如果D人死左會點呢？
話咁快，已經有人死左。
有人死左之後，佢地開始崩潰。
換句話講，死不能復生。
大致上佢地係想撤退。
佢地應該估唔到呢個副本咁難打。
真係可憐，不過都係抵死。
鬼叫你地無啦啦走入黎打怪咩。
悲哀。

班人走哂之後，果兩龍都開始走佬。
但係……

「你究竟係邊個？」

唔知點解，我聽得明佢句說話。
我舉頭一望，條龍飛左響我上空，然後一野跳落黎。
地震咩屌你老母想嚇我呀？

果條龍啤住我。
正確黎講，望住我既係呢個巢穴既主人，暴風龍唔知乜春。
嚇到我個心離一離，然後……
真係好得人驚呀屌！
屌！
屌呀！



5.狗

一直以黎，我都好憎其他人既目光。
我受夠啦。
點解要望住我？
你地究竟係可憐我？定係嘲笑緊我？
我受夠啦。
點解？黎到呢到之後，連怪物都要用呢種目光望住我？

我受夠啦。
空間魔法。
我逃避左，逃走左。
話雖如此，依家既我仲係條龍既巢穴入面。
我無諗過要離開巢穴，亦都唔想咁做。
大概，果條龍都唔會追上黎。
是但啦。

鬼靈殺戮者 LV10

HP:1501/1516
MP:1520/1520

力量:142  敏捷:162
防禦:131  魔力:141
[飢餓]

呢個係我既新status。
確定既係，進化會回復都滿血。
不過最ON9既係，係唔會解除肚餓狀態。
搞錯呀。
而且，呢個肚餓狀態係會令我持續扣血。
頂！
HP:1486/1516

扣得咁快？
[進左飢餓狀態5分鐘後，每十秒將會減少1%HP]

使唔使咁呀？
HP:1471/1516

麻煩啦。
方圓十里有無咩獵物呢？
無。
……
痴線架。
不過就算有，都無用啦，我咁既LV，打得贏咩？



早知帶多幾條狼屍體先轉移啦。
血又扣左。
但係我仲未搵到獵物。

冷靜D。深呼吸。慢慢黎。
希望在明天吖嘛。
森林點樣先可以求生呢？

正當我煩緊野食既時候，天色已經開始昏暗。
唔……原來先過左一日。
應該話係一日都無。
我黎到呢個世界好似真係一日都無，但係已經發生左咁多事。
成為魔王、成為勇者、比隻雀仔屌打、比條龍嚇餐死。
不過，呢到都唔係地球，話唔定一日唔係廿四個鐘呢。
紅色既月亮今晚會唔會出現呢？
我會唔會番去地球呢？
或者呢到，只不過係我場夢。
好似係咩蝶夢莊周，不過依家就係廢青夢蟲，差唔多啦。

不過，我可以好肯定，呢到唔係一場夢。
死啦！好肚餓呀！
無力啦！
我仲係到思乜鬼野考人生呀？
HP愈黎愈少啦！
我係咁跑黎跑去，都搵唔到食物。
唔係就咁餓死下話？
點解唔到方圓十里都無生物架？
生物就有既，不過係樹囉，我諗都醫唔到肚。
不過，前面好似有舊石……
係遺跡？

巢穴入面有遺跡？
應該係咁。
講到遺跡就一定有生物，不過就一定好好打。
大概就係去到一拳秒殺我既程度啦。
呢個巢穴真係恐怖。
早知就唔留係到啦……
不過外面仲恐怖呀，好似係。
所以幾時都話，屋企先係最偉大既地方，出街太危險啦。
廢青有理！廢青萬歲！
講開而講，大約得番七成血左右。
SHIT！
點呀？
入去？
呀！

見到有隻石像鬼(好似係)，淨係知佢好勁啦。



【看門人】石像鬼 LV 62

HP:7035
MP:6288

力量:741  敏捷:721
防禦:1000  魔力:268

渣GA，仲廢過D龍。
走佬算。
雖然同隻雀仔差唔多LV，但係好明顯勁過隻雀好多。

我諗佢都唔會無啦啦打隻蟲姐……拿拿咪呀你……咪呀頂你……死開啦……SORRY囉……
唔好追住黎啦！
點解要打我喎？
點解要咁對我呀？

戰鬥？逃走？
點會打得贏呀師父！
佢仲有對翼，曉飛添。
公平咩？

可惡呀！點解次次都要見到呢D咁勁既怪物架？
唔好咁啦。

可惡呀！走又唔夠佢快！
蜘蛛鋼絲！
打中左，佢停左響到。
得5秒時間做到D咩？
答:扣0.5%HP(飢餓狀態)
前後受敵。

得900幾血既我，真係有勝算？
突然之間，佢噴火！
呀！搞錯呀！
點解束縛狀態都可以攻擊架？
遠攻咁勁既？
我又無左600幾血。
得番300，YEAH！

下一擊就會秒殺我！
162既敏捷幫唔幫到我？
冷靜D諗方法。
睇黎蜘蛛鋼絲都係無撚用架啦，我得番兩招可以用。
普通物攻既螳螂之鐮、毒傷害既蜘蛛毒牙。
趁佢仲比蜘蛛綱絲困住，我跑到去佢後面。



後面係死角，噴唔到火！
上啦！螳螂之鐮！
比我睇下新招既力量啦！
一刀斬過去，扣左20幾血。
……
點會咁架？LV差咁遠既？
[石像鬼擁用被動技能:礦物體質:物理傷害減半、毒屬性傷害無效、腐蝕傷害變成兩倍
而稱號【看門人】可以使其在範圍內戰鬥受到的傷害減少]

好麻煩！
不概係大型副本！
換言之，我所有既攻擊都係無用。
佢解開束縛，成條尾車過黎。
我一口氣跳上佢背脊。
唔得啦，我所有攻擊都無用。
係相性最差既對手。
就算佢殺我唔到，我都會餓死。
得二百零血既我，究竟做到D咩？
咩都做唔到。
呢個世界同果個世界一樣，都係咁絕望架啦。
唉。

咦？
有條友衝過黎斬隻石像鬼。

【劍聖】人類-烏瑟 戰士 LV99

HP:8208/10116
MP:5034/8254

力量:910  敏捷:763
防禦:1160  魔力:1256

佢仲未死？不過得番佢一個人？同其他同伴失散左？
果一劍斬到成200幾血。
咁高防都斬到二百幾？
呢個男人睇黎都幾勁。
STATUS上，男人勁過石像鬼。
石像鬼噴火，男人立刻避開。
反應好快！
男人跳上佢背脊到，用劍斬佢。
全程無用過MP，單純用普通攻擊斬到佢重傷。
大概係唔想浪費MP掛。
真係好勁。
一招都無用過，單統用物理攻擊打到佢重傷。



背脊睇黎真係弱點。
男人都幾重下，石像鬼飛唔到起身，而且背脊亦都係佢死角。
勝負已分。
犀利。

男人最後一刀桶落佢個頭到，暴擊添。
石像鬼咁就死左。
呢個就係人類最強既實力。
自言自語？
講緊咩？
[他在說自己將石像鬼看錯成蝙蝠，浪費了體力]
唔……其實有無得學識佢地既語言？
[需要獲得被動技能:智慧]
……吓？
家陣我好蠢咩？
我無智慧？
你係咪串緊我？
系統AI都串過人，垃圾GAME真係垃圾GAME。
算。

咁點攞？
[怪物無法增加被動技能]
是但啦。預左。
咦，係喎。
個男人啤住我。
……
死……死開啦！仆街！
佢又講左咩呀？
[他說為什麼會有低LV怪物出現在巢穴深處]
……
姐係，唔會殺我？
佢笑左，然後DOM左舊野過黎。
係肉呀！
好滾動呀！原來係大好人！
嗟來之食，我係乞衣咩？我係狗咩？
算！我忍你！
我心情好，唔同你計較，我食囉！

咦，係喎。
佢話點解有低LV怪出現係到，姐係呢個巢穴係有低LV怪，姐係話入口果到有低LV怪？
跟住佢既話……會唔會去到入口？
唔理啦！
咩話？你話我似隻流浪狗，DOM舊肉比佢就跟住走？
我話你都痴線既，我會趁機殺左佢，一野升到爆LV。



6.VS蛇

大蛇 LV15

HP:1488/1488
MP:1310/1310

力量:191  敏捷:175
防禦:130  魔力:134

同之前果堆怪物比，呢條蛇已經係好廢架啦。
不過，佢體型真係得人驚，身長起碼係我五倍。
我真係打得贏咩？

鬼靈殺戮者 LV10

HP:1501/1516
MP:1520/1520

力量:142  敏捷:162
防禦:131  魔力:141

最麻煩既係，我跟甩左果個男人。
可惡呀……
不過D怪開始愈黎愈低LV，姐係話我開始接近入口。

條蛇慢慢慢慢咁懶過黎，佢隻眼係到望住我。
蟲真係打得贏蛇？
一定有辦法既。

感動既係，終於見到有STATUS仲廢過既怪物。
希望唔會好似之前隻石像鬼咁有D咩煩膠技能啦。
希望啦。

突然之間，佢撲左過黎！
黎啦咩？受死啦！
蜘蛛鋼絲！
MISS！
避開左？
吓，有得避開架？

佢黎到我左邊啦！
唔理啦，再上啦，蜘蛛毒牙！
再一次避開？
條蛇真係好小心。
連續兩次避開左我既攻擊。



血同MP都比唔上我，但係力量同敏捷都係我之上。
佢應該係想我消耗哂MP，先至再攻擊。
點解一隻普通既怪物都有咁高智能架。
唔得，我要冷靜。
對面應該係戰鬥上面好有經……經你個頭呀，做乜無啦啦噴口水架仆街！
可惡……咦？我中左狀態？

[毒(10秒)]

佢識噴D毒出黎？
我中左毒？
好痛……
[毒狀態: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0.5%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500]

我既蜘蛛毒牙係賦予猛毒狀態，係1%，不過一定要埋到身先用到，唔似得佢果招咁方便。
唔得，我要反擊先得！
我走上去，點知佢係咁退後。
衰人呀，咪走呀你！
我唔夠佢快，佢係咁走。
頂……
第一次見到咁龜打既對手。
痴線架咩，邊有人咁打架！

佢又張開嘴，又想放毒？無咁易！
我即刻跑開，避開左佢D毒。
佢出技有時間，由張開嘴再噴毒大約係一秒時間。
短短一秒已經夠……啦。
我比佢一條尾車過黎。

呀，得番1000血到。
佢無扣到血。
好強。
呢個就係經驗差距？
不過，講到經驗，我多過你多多聲呀！
想當年我打緊機果陣，你都唔知出左世未呀！

佢突然之間轉守為攻，撲過黎。
因為血少左三分一就鬆懈左？
太天真啦！
蠢材！
呀。
好險。
斷左一隻腳，扣左少少血。
比想像中快。
不過，唔緊要。
佢淨係咬到我一隻腳，我即刻轉身射過三分波，蜘蛛鋼絲！
中左啦！



好野！
得5秒，不過5秒已經夠啦！
上啦，螳螂之鐮！
我一刀斬中佢個身體，一口氣扣左成400血。
比想像中高攻。

條蛇開始識驚，諗住轉身走人，不過我點會比你走呀！
蜘蛛鋼絲……咦？
我出技都有時間，佢撲左過黎。
哇！
佢咬中我，我中左毒。

[猛毒(5秒)]
[猛毒: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1%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1000]

同我果招毒牙一樣既猛毒，不過時間無咁長，但係佢咬落黎果下都扣左唔少血下。
好痛……好暈。
呢個世界都係會痛……
唔惦，血愈黎愈少。

不過，你已經中計啦！
蜘蛛鋼絲，當佢攻過黎時候，我開左呢招技。
呢招技最神奇既地方係，唔理我打中佢邊個位，佢都會成身郁唔到。
雖然我已經殘血，但係已經夠啦。
大隻生物既弱點都係果到，背脊。
正如有人迷戀鎖骨，我都係對背脊情有獨終。
不過人地係拎黎J，我係拎黎咬。
蜘蛛毒牙！
反擊啦！
束縛狀態過左，但係背脊係佢死角。
螳螂之鐮！

嗄……
就係咁，佢完全無還手之力下比我殺左。
意外既係，1LV都無升到。
唔係下話，打到爆哂血，都無LV升？
血就得番500幾，再有隻怪走過黎我就係咁先。
唔……肚餓，蛇應該都唔難食掛。
我咬……
似雞肉。
但係血淋淋真係好難食。
是但啦。

醫飽個肚會回血，唔知咩設定黎。
不過，真係食到我想嘔。
真係，真係再無下次啦。



7.魚人應該有豐富既蛋白質

黎到呢個世界之後，我發覺自己都開始痴痴地線。
生食貓肉、蛇肉呢D事都做得出，依家諗番都想嘔。
以前既我，平時去CAFE DE唔知乜春到JAR JAR聲鋸扒都要GOOD JOB，
少少生都唔得囉。
點解我會生食架……
唔惦，一諗番起就想嘔。

於是，今日既我，決定自己煮野黎食。
呢味菜叫魚人BBQ。
首先，材料有:

魚人 LV10 

HP:712/712
MP:926/926

力量:65  敏捷:131
防禦:72  魔力:95

好廢既生物。
除左數量多之外，根本就係廢。

所謂既魚人，就係一條藍色既魚，不過有四肢，企係到，拎住支叉，住係沙灘咁。
兩隻手指都整得死既垃圾。

佢地數量好多，所以我要偷偷地綁架一隻煮黎食。
魚人佢地係沙灘上面，而我就匿係森林到。
魚人都好近我下，只要跳過去就捉到既程度。
不過，魚人兩個人組行動，都幾難唔比另一隻發現既情況下去捉佢地。

之不過，捉魚人唔一定要偷偷地咁捉，可以明目張膽咁捉。
好似我依家咁。
一野跳過去。
對一隻用蜘蛛鋼絲。
對另一隻用蜘蛛毒牙+螳螂之鐮連擊。
當然啦，咁係秒唔到魚人既。
而五秒過去左，另一隻魚人就會過黎。
唔緊要，再噴多次蜘蛛鋼絲。
再連擊打另一隻魚人。
如是者，打到果隻魚人死左。
跟住走佬就得。
魚人陸地上行得無咁快，點都係追我唔到既。
捉魚人係咪好簡單呢？



好，跟住第二個步驟就係搵碌木，由條魚人既尾穿到去魚人既頭。
魚人身體被想像中硬，碌木唔係咁易整得穿佢。
咁既話不妨再捅多幾次，直至捅到得為止。
跟住，你手頭上就有一隻比碌木，由PATPAT穿到去個嘴到既魚人啦。

好，之後就係最重要既野。
就係爐啦！
無個爐點燒呀？

……
係喎。
點樣生火？
好問題。
鑽木取火？
憑我兩對鐮刀，點鑽木呀？
用個口含住碌木黎鑽？
……都係咪啦。

好，其實火都唔係咁重要架姐。
生食咪得囉。
我真係個天才。
其實原始人未發現火之前都係生食架啦。

好，我地轉一轉食譜，食魚生。
魚人同魚，差唔多姐。
首先，係條魚人既PATPAT到抆番碌木出黎先。
然後，對住條魚人用螳螂之鐮。
斬開佢一碌二碌。
完成！
保有大自然海鮮風味既魚人刺身完成啦！
係咪好簡單呢！

我食。

屌你老母呀，難撚食到咁架仆街！
屌！
屌屌！
屌屌屌！

慘撚過食屎。

又腥又鹹，肉質同樹皮無分別。
難食到真係想嘔。
噁--

算啦，唉，黎到呢到之後都無啖好食。
唉。



不過，總算黎到巢穴入口。
呢到D怪好低LV，完全想像唔到入面係咁恐怖。
而且，果條龍好似知道一D野咁。

比起果條龍，我發現左D奇怪既野。
船。
應該係果班冒險者既船。
睇黎佢地都差唔多滅團，得番幾個人係到。
包括果個劍聖。

佢地就係沙灘另一邊，魚人領地果到既隔離。
行過去好近，不過會唔會走過黎打我架？
不過，去多D地方點都會對我有令。
空間魔法除左可以轉移去隨機地方之外，仲可以轉移去去過既地方。
比起隨機去唔知邊到既巢穴，我覺得跟住佢地隻船穩陣好多。

於是，我慢慢咁走上隻船，小小心心咁唔比人發現。
隻船好大，應該唔係好大，不過因為得番好少人先覺得佢打姐。
呢首船大概只係比天星小輪大小小。
其實都幾細下。
不過，呢首船應該係送果二十幾個冒險者黎呢到狩獵條龍。
得番幾個人係到，開唔開得郁隻船架？
[船由魔法啟動，只要消耗MP便能移動]

魔法，都好神奇下。
點都好啦。
定左呢到做CHECK POINT先，然後我轉移去其他地方。

目的地就係，魔王城。



勇闖魔王城

魔王城入面，魔王既房間。
好耐都無番過黎屋企。
屋企(笑)。
同之前一樣，四圍都係塵同蜘蛛，同我走果陣無分別。
四圍都黑蚊蚊，關哂窗簾布，不過唔知點解我仲睇到野。
應該係因為我係蟲掛。

細心一睇，呢間房都幾有格調。
有一張大床，兩邊都擺左幾個櫃。
牆上面有個古式掛鐘，顯示緊依家既時間。
九點十二分。
計時方式同以前既世界一樣，都係十二個鐘為之半日。
唔講我仲以為自己仲係現實世界。
講起上黎，我黎左呢到已經一日半。
唔知，果邊個世界果到D人點呢？

呢間房其實都無乜特別，係大D姐。
果邊既世界，因為土地問題，好似係，跟本就唔容納到咁大間房。
不過，諗深一層，我係魔王，係土豪階級，有咁大間房都係理所當然。
而呢間房最大既特別就係黑色既盔甲，係張床隔離放左副黑色盔甲。
唔通就係比魔王用既特殊武裝？

[黑騎士盔甲:魔王專屬護衛道具。擁有【魔王】稱號者可以自由借予盔甲給任何人使用，使用者暫時
獲得【黑騎士】稱號。]

[【黑騎士】稱號:可以遮蔽自己的STATUS，除魔王外任何人皆不能查閱其STATUS。]

唔，有D微妙。
大致上應該係比魔王既心腹用。
但係，我依個魔王邊有心腹呀，唉。
自己著又得唔得呢？
盔甲好明顯唔係比蟲著架囉。
得物無所用。
等我仲以為番黎魔王城可以搵到D有用既野添。

除左想搵有用既道具之外，我黎呢到基本上係想查探魔族。
雖然話用情報掌握技能可以知道一切，但係自己親手查一下會比較好D。

咦？腳步聲？
又有人黎？
唔係掛？
空間魔法冷卻時間仲未到喎！
點算？
死啦！



匿埋啦，唔理啦，匿埋先！

門比人打開左。
走入黎既，係一個女僕。
魔王既專屬女僕？
我既專屬女僕？
正啊喂！不過，我係隻蟲。
蟲。
搞錯呀！
點解會係咁架！

女僕好似係想打掃間房。
都唔怪得既，話哂間房咁多蜘蛛。
不過……
咦？
佢放低掃把，然後……
佢係我上面。
呀，唔係，正確黎講係佢瞓左係床上面，而我匿左係床下底。
……
蛇王？偷懶？唔怪得咁多蜘蛛！
我恢復番身份第一時間一定炒左你！
唔係喎，如果唔係佢偷懶，間房就無蜘蛛，咁我就無得升LV，咁我就無空間魔法，咁我仲以人困住
緊。
多謝啦！女僕姐姐！無左你就無今日既我啦！
遲下一定要升你官先！

咕……
唔係下話？瞓著左？
偷懶都咁，魔王城搞乜？

算啦，唔好理啦，我都係偷走出去先。
走出房門，係個好長既黑色走廊。
之前行過，我保守估計魔王城真係座城堡。
無咩特別，魔王間房應該就係係魔王城最上面，所以我依家搵路走番落去。
魔王城雖然大，但係構造好簡單，最頂層只有一間房。
然後就係一條好長既樓梯。
中間唔知點解有個監獄，就係我出世果到。
咦？
有人？
唔係掛，最上面應該係得魔王間房咋喎。

唔惦，匿埋先！
求求其其匿係天花板……無錯就係天花板啦！
鐮刀同蜘蛛絲比想像中有用，居然吊到我上天花板。

行過黎既係一個藍色既男人，留住藍色既長髮，著哂果D咩古式西裝，總之係果D啦，我唔知叫咩。
睇個款又真係幾型既……



如果話佢係魔王我都信。
應該話，比起我，佢更加似魔王。
有魔王既氣息。

【人類的惡夢】吸血鬼-德古拉 戰士 LV98

HP:9756
MP:11066

力量:963  敏捷:972
防禦:952  魔力:999

好強。

感覺上，呢個人好有問題。
有咩問題，我又講唔出。
佢走左上樓，然後女僕就好快比佢趕左出去。

佢去我間房究竟想點？
雖然我好想知，但係我其實都好驚……
淨係知此地不宜久留。

行下行下，就行哂成個魔王城。
首先講一下外面既野先，魔王城座落響個小島上，包圍住小島既係一個湖。
魔王城比想像中大，大約有成個獅子山咁大。
不過，入面非常之單調，除左魔王房同中間、最低層有監獄之外，層層都係大大小小既房間啊，宴會
廳呀咁。
最特別既一樣野就係，四圍都無人。

點解會咁？情報掌握？
[魔王日前宣佈動員全國兵力攻打人類聯盟]

咩話？
我無講過喎！
邊條友冒認我呀！
攻打人類聯盟？
人類聯盟……

[世界分為兩大勢力，人類聯盟和魔界。人類聯盟估據了大陸的西部，由精靈、人類、矮人三個種族
的國家組成。魔界為東部大陸的勢力，由魔王獨自統治，由惡魔、不死族、龍人、獸人、哥布林、巨
人等的種族所組成的勢力，魔王大多都為惡魔。]

魔王侵略人類，真係好老土既設定。
其實，都同我無關係。
我係魔王，又係勇者，但係同我無關係。
講咁多，我都只係隻蟲姐。



黎到最低層，入面都係咩都無。
監獄都可以無人。
算點喎。

然後，我發現左一個地下室。
魔王城地底仲有野。

鎖左。
咦，密碼鎖？
1、2、3、4、5、6、7、8、9、0
輸入密碼就開到？
好奇怪。
好想入去睇下。
但係唔知密碼。

[密碼是1234567890]
咦？
掌報掌握連密碼都查到？
莫非你係外掛黎？
最令人驚訝既係呢D懶人密碼……
佢係咪真係想鎖住架。

唔好理啦，入左去先啦。
黑媽媽，前面又係監獄。

有條龍比人吊住左，困住左響監獄入面。

【世界的破壞者】黑龍-尼德霍格 LV99

HP:987523
MP:999999

力量:8685  敏捷:8647
防禦:9234  魔力:9999

好恐怖既STATUS。
咁多條9，係指果項能力去到上限？
仲惡過之前果條龍。
之前果條龍，連劍聖都打唔到，何況呢條龍？
有咁強既怪物，魔界應該可以一下秒殺所有人類啦……
佢地究竟想點？

又係腳步聲？
比人發現左？
唔係掛？

係一把女仔聲。



[她說你是說？]
我又匿埋左。
點解我今日成日都要匿埋咁唔見得光呢？

惡魔-赫爾 LV99

HP:10011
MP:13124

力量:1001  敏捷:1102
防禦:1044  魔力:1304

我淨係知，再留係到，我會心臟病發。
總結一下我所知先，魔界出兵攻打人類，然後有條最終兵器收埋左。
人類，係無可能有勝算，始終最勁果個人都打唔嬴之前條暴風龍。
唔理啦，走左，空間魔法。



三人行會撞到大師焉

呀！
呢到係邊到？
頭先我應該轉移番去首船到，但係好明顯呢到唔係暴風龍巢穴。
[人類聯盟，白銀森林]
呢到四圍睇落係個碼頭，比森林包圍住。
森林有條路，好明顯就係通去城市。
呢到唔係好多人，都係有幾個人係到搬下貨啊，做下守衛咁。
我去左魔王城應該都只係幾個鐘姐，無理由咁快番到黎人類聯盟既領土掛。
不過細心一諗，打機果陣LOAD入副本就算LAG機都係幾分鐘姐，都好正常。

咁就……我落番地面先，唔好比人察覺。
出符意料地，班人係廢既。
居然咁大條蟲走落街都無人見到。

森林都係幾隻貓咁，無咩特別既怪咁。
起碼無龍啦，無龍已經謝天謝地，我唔想再見到果D十幾萬數值既怪物。
呢一區D怪物都係十幾二十LV到，岩哂我係到升LV。

升LV係必要既。
呢個世界LV就係一切。

首先，我去殺幾隻貓先，咦？
綠色既野……哥布林？樹後面果幾隻係咪哥布林黎架？
哥布林應該係敵對勢力黎架喎！
有間諜入左黎都唔知，我真係對人類既前途感到憂心。
係時侯盡下做勇者既責任啦。

我慢慢咁走到去佢地後面，佢地一共有三個人，弓手、法師、戰士。
係一個小隊。

哥布林-哥倫比亞 弓手 LV8

HP:812
MP:726

力量:76  敏捷:91
防禦:76  魔力:76

好低LV。三個人LV都差唔多。
哥布林數值好明顯比起人類或者其他生物弱。
即使係咁，三個人一組都好麻煩。
STATUS上我有優勢，但係一對三將會對我不利。

戰、法、弓。



雖然唔確定呢個世界法師可唔可以幫手補血，不過就算無得補血，淨係做支援已經夠死。
如果係哥布林既話，我一定會派個戰士出去做坦，然後弓手、法師瘋狂開技轟炸。
所以，必須要注意戰士。
但係，呢到唔係打機世界。
就算仇恨值再高，我都唔會淨係攻擊戰士。
不過，一但比戰士捉住都好麻煩。

依家我最大既優勢係敵人仲未注意到我。
我有主動權，我可以發動奇襲。
一擊之內，殺死戰士。
無可能。
咁最少束縛住佢行動，再戰火法師。

殺人？
我猶豫左一下，哥布林唔係咩怪物，咩魔獸，係人。
哥布林係呢個世界同人類一樣，都係有血有肉既人。
殺人。
殺人？
有咩問題。
反正我都唔係第一次殺人啦。
以前果個世界，我已經殺過一次人。
自己。
我笑左，再深深呼吸一口氣，然後出擊。

蜘蛛毒牙！
我黎到法師後背，放毒攻擊。
戰士見到之後，立即行動。
邊有咁簡單！
蜘蛛鋼絲！
雖然得五秒，但係好成功咁束縛住佢行動。
然後，螳螂之鐮，對住法師展開攻擊。
但係，弓手比想像中快，居然黎到我身邊用小刀擋住我既攻擊。
嗚，雖然佢擋唔到好多傷，但係避開左致命一擊。

唔得，戰士可以黎啦。
麻煩啦，果然實戰同預期差好遠。
我一後退，法師開始施展法術。
可惡，匿入森林先。
呀，中箭，腹部中箭。
受到既傷害唔係好多，但係好痛。
可惡啊，使唔使咁痛呀！

弓手比想像中勁。
與其話係弓手，不如話係盜賊，不過呢個世界無盜賊呢個職業。
速度係佢最大優點。
同法師唔同，弓手移動速度非常之快，技能雖然無法師咁高威力，但係勝在出技時間同冷卻時間都比
較快。



弊！戰士追左上黎。
蜘蛛鋼絲！
可憐既戰士又比我束縛住左。

但係呢個時候，弓手黎到我後面。
佢用刀刺中我腹部……
毒！
把刀有毒！
然後，我見到前面，係法師！
火球直接打中我塊臉！
好熱好痛，呢個時候唔好理呢D啦，即刻睇下自己仲有幾多血先！

HP:728/1516

一半以下。
仲要有毒狀態，係咁扣血。
可惡！

弓手退後，即刻連射幾箭！
好快！
但係好睇敏捷:162既我啊！

對面法師已經無血啦，係時候啦！
螳螂之鐮，即刻衝左上去，用鐮刀重創法師！
但係呢個時候，戰士去左我後面，用刀斬傷左我。
啊……

我一另轉頭，即刻比弓手用箭HEADSHOT。
嗚，死唔去，不過，戰士係我面前！

走啦梗係！

小隊比想像中勁。
好彩佢地唔夠我快！

好彩姐……啊，我又硬食火球！
咁都唔肯放過我？
弓手黎到我面前！
係機會！
螳螂之鐮！

蠢材，居然追上黎！
以我依家既HP，就算硬食多一下火球都可以根性死唔去。
而戰士已經無可能追上黎。
前面既弓手只可以任我魚肉啦！



蜘蛛毒牙！
望住弓手係到掙扎既樣真係大快人心。
要怪就怪自己蠢啦！
呢個就係STATUS上既差距！
單挑我絕對唔會輸！
火球黎啦！
我用鐮刀刺穿左弓手既身體，再拎佢黎擋火球！
爽啊！

弓手已經無乜血，HP得番個位數字。
法師係到喊。
戰士係到咆哮。
流哂血既弓手係到掙扎求存，大概係希望我放佢一馬啦。
傻西瓜，怪物無智慧既，你求怪物放過你有咩用呀。

我笑一笑，放低左佢。
然後猛毒發作，弓手最後一滴血都無埋。
死左。
我笑左。

法師驚到坐左係到，戰士唔理直接衝上黎。
蠢材，就算我就番一半血以下，我既STATUS都勁過你好多！
去死啦！
絕望既法師只可以坐係到，望住一個又一個既同伴死係佢面前。

悲哀哦。
我走左佢面前。
佢只可以喊哂口面望住我。
要怪就怪你既同伴有勇無謀啦。

哈哈。

[等級上升至LV11]

終於都升LV。
血又回滿，真係爽。
唔，肚餓，醫肚先。
可惜無火，唔係既話試下哥布林BBQ都好。



森林蟲蟲殺人狂

鬼靈殺戮者 LV15

HP:2543/2543
MP:2519/2519

力量:247  敏捷:286
防禦:226  魔力:248

[技能:1.蜘蛛鋼絲 2.蜘蛛毒牙 3.螳螂之鐮 4.毒素激發]

係森林打滾左幾日，叫做升到15LV咁。
不過，我既數值都升得幾快下。
得到左一個新既技能，毒素激發。
[毒素激發:解除目標的毒屬性狀態，然後對其做成1000點固定傷害]

1000點，依家用落既話係一招好強既攻擊。
但係用落有兩個缺點，一係首先要用毒牙咬中對手先，呢個已經唔係一件易事。
二，係冷卻時間比較長，有成分幾鐘咁多，而且MP消耗都比較高。
有D微妙。

雖然咁講，但係呢到D怪都咁少血，呢一招幾乎係必殺既一擊。

多得呢招，係呢區生存落去都唔係問題。
最大問題係人類。
班人唔會一齊黎討伐我掛。
有時都會有幾個人類黎攻擊我，但係都比我殺哂。
最怕既係，人類注意到呢到有D勁怪，然後搵勁人黎殺我。

點都好啦，繼續係森林遊盪下啦。
其實我有諗過跟住條路走入城市，但係都係有少少驚。
城市出現魔物，應該兩秒內就比人殺死。

不過，森林到有都零零星星幾間小屋。
怪物好少可會行過去，不過我唔係一般既怪物，試下行過去會點。
當然唔係光明正大行過去啦，而係靜靜雞走埋去。
唔，好似係一間獵人既屋企。
講起上黎，都有唔少既獵人黎過攻擊我，原來呢到你佢地屋企。

木制小屋，好簡樸。
幾間小屋，然後有幾塊田，好似好寫意既生活。
真係好，無憂無慮既生活。

係個窗口到望，見到有個婆婆係到喊。
搞錯呀，咁寫意無壓力既人生仲有咩好喊呀！



頂你咩！身在福中不知福！
佢喊乜呀！
[她在說她的孫子被蟲型怪物襲擊，然後被那條蟲吃了]
咦？
呢區好似無蟲型怪物架喎！
邊個咁衰冒認我！
……
講起上黎，我呢幾日都食左唔少冒險者。
咦，講到好似係我錯咁，明明係佢先郁手打鳩我，唔夠打就話我係壞人？
搞錯，咁過份。
唔通怪物就係比你獵殺而存在架咩，我地都有人權架！

火滾！
不過見到佢喊既樣都有D心酸。
呢個係弱肉強食既世界，佢死左怪得邊個？

哎呀！
又中箭！

我轉頭一望，係個弓手。

人類-約翰 弓手 LV11

HP:1400/1400
MP:1465/1465

力量:135  敏捷:194
防禦:126  魔力:147

理所當然既，我殺左佢。
我好憎呢班人。
所以我就滅左佢條村。
成村人比我殺哂。
無咩特別既感覺，係佢地自作自受。
然後我走到個老婆婆面前。
成村人死淨個老婆婆同佢個孫女。
好細個既孫女，得幾歲到。
不過一陣應該有幾碎得幾碎。

個老婆婆無再喊。
明明佢LV係1，姐係話從來都未升過LV。
但係佢企係個孫女前面。
親情既偉大。
但係，呢份親情擋得住我咩？
一刀斬到佢重傷，專登唔殺死佢。
個老婆婆原先憤怒既眼神變成左悲傷既眼神，抱住我隻腳，大概應該係話咩要殺就殺佢好啦，唔好殺
佢個孫。



但係個孫女咩都無講，無喊，無笑，淨係低著頭，唔知想點。
玩夠啦，我一刀殺左個老婆婆。
然後用我既鐮刀抬起細路女個頭。
只要用多少少力，佢就玩完。

究竟係初生之犢呀，定係唔知依家發生咩回事呢？
佢淨係望住我，係無奈既眼神？
無掙扎，咩都無做，淨係望住我。
哼。
絕望既眼神。
好似以前既我咁。
我嘆左一口氣，然後走佬。
我放過左佢。
點解要咁做，我自己都唔知。

講起上黎，我好似做左件麻煩既事。
死啦！班人類會唔會黎報仇架？
呀！麻煩啦！唔好咁啦！
死啦！
點算呀！
太衝動啦！
唉，船到橋頭自然直，話之佢啦。

勇者做呢D野真係仆街黎。
不過，我係魔王。



其實毒……洗鬼你講

最近我實在太得意忘形。
諗住自己數值勁而周圍蝦蝦霸霸。
完全忘記左自己係隻蟲呢個事實。

小徑上面有塊公告版，上面大概係寫住各式各樣既任務。
透過情報掌握知道，有個任係要拎我既首級。
總之係比冒險者既一個為民除害既任務。
我做過D咩？
殺人全家，屠殺左人地成條村。
嗯，好對唔住呀！
我無心架！
我知錯啦！
我好傻好天真！
不過點都好啦，要準備D對策。
如果一次過黎幾個高LV既冒險者，咁就玩完啦。

問題就係，點樣可以求生？
用空間魔法轉移番去個副本到？
好似好傻仔咁。
唔得，去果到根本無意義。
果到除左入口D怪低LV之外，入面全部都係勁高LV既怪物，入面好難升LV。
唯入由陸路走到第二度啦。

於是，我走入森林，去未知既地方探索。

問題係，依家我先得15LV，如果見到高LV怪物應該要點做？
怪物無人權，係唔會有人黎救我，姐係要自食其力生存。
呀，好煩呀。

開口中。

森林黃蜂 LV12

HP:1384/1384
MP:1099/1099

力量:119  敏捷:145
防禦:73  魔力:121

係三隻黃蜂。
打得嬴？
睇番我數值：

鬼靈殺戮者 LV15



HP:2543/2543
MP:2519/2519

力量:247  敏捷:286
防禦:226  魔力:248

單對單無可能輸，但係三打一。
頂，點解我得一個人無隊友架！
最大問題係黃蜂識飛。
現實世界入面蜜蜂好似係蜘蛛天敵。
麻煩啦。

第一隻黃蜂衝過黎！
又係有勇無謀，睇黎呢個世界既生物都係弱智！
食我蜘蛛網啦！
蜘蛛鋼絲！
好成功咁捉左隻，果隻黃蜂就跌左落地。

OH！SHIT！
原來第一隻黃蜂係誘餌，第二隻黃蜂去到我背後用針拮左我一下。
好痛呀，成身都郁唔到？

[麻痺(3秒):高機率使目標無法作出任何動作。]

咦？連開技都唔得？好似係我招蜘蛛鋼絲既強化版，但係時間比較短。
施完麻醉針後，佢地又在用猛毒針黎攻擊我。
好麻煩呀！

算啦，短短三秒，不足為懼~SHIIIIIIIIIIIITTTTTTTTTTTTTTTTTTT！

三秒之後又中左一針。
我有不詳預感！
弊！我比班黃蜂輪姦！
唔係……應該話係佢地三隻互相開技，令到麻痺狀態維持落去。

可惡呀！我完全郁唔到任佢地魚肉。
一黎就見到強敵，咪玩啦！
高機率……係咪真係機率架，我連中左十幾針啦喎。

血愈黎愈少啦！
好在佢地攻擊力唔算高。
冷靜D，一定有方法解圍。
先用情報掌握確認一下佢地既技能。
[麻醉之針:使目標陷入三秒麻醉狀態。技能拖放時間:0秒，冷卻時間10秒]

原來係咁！



好在我數學唔差，都知道十除以三係三點三三三三三……
姐係話，每十秒會有一秒時間我係唔會進入麻醉狀態。
好彩唔係四隻一組，不過點解班怪咁蠢唔四隻一組呢？
要睇準果一秒！

冷靜D！
深呼吸！
黎啦！
好彩蜘蛛鋼絲唔需要施放時間！
上呀！蜘蛛鋼絲！
避開。
呀。
又再中多一輪麻醉針。

唔……要用螳螂之鐮！
螳螂之鐮唔單止係直接既物理攻擊，仲可以撲過去攻擊。
所以，就用呢招啦！

螳螂之鐮！
我一野跳過去，隻黃蜂完全無諗過我會攻擊，比我打亂左節奏。
上啦！蜘蛛毒牙！

可惡！我動作太慢，咁快又三秒，又比隻黃蜂施放麻醉針。
不過，中多針之後我就贏啦。
如我所料，扣哂猛毒攻擊之後，隻殘血黃蜂得番1000血左右。
係機會。
上啦！

但係，殘血黃蜂並無過黎用麻醉針，反而另外兩隻黃蜂過黎纏住我。
識飛又點！講敏捷都係我快過你呀！
去死啦！我一退後，殘血黃蜂都退後左一步。
必殺技！
毒素激發！
扣左好多MP。
我嘴上面噴左團黑霧出黎，打中左殘血黃蜂。
直接扣1000血，死左。

好，得番兩隻。
問題係，我既血都係得番700幾左右。
居然磨左我成差唔多2000血。
真係好煩膠既對手。

陣形比我打亂左，得兩隻既黃蜂不過係烏合之眾！
幾擊就比我打死左。
好渣既對手。
再一次證明團隊合作既重要性。
算，SOLE係型D既。



呀！
前面出現左好多黃蜂，大概係五、六隊黃蜂。
好煩……
點過呀。
可幸既係，黃蜂仲未發現到我。

箭。
一支箭插左落我隻腳隔離。
唔係掛！冒險者已經追到上黎？
死啦死啦！
我諗由公告版果到已經行左成公里架啦喎！
對於廢青黎講，一公里已經等於全馬架啦！
點解你地咁快追到上黎架！

我匿左森林，祈求唔好比人類同黃蜂發現。
點算好，要用空間魔法走人？
唔係，咪住！
班冒險者唔似係黎追我，見到我都WFC咁，果支箭應該都唔係寫落我到。
佢地諗住走過黃蜂區？
唔係，應該係想打入黃蜂區入面。
傻架？
班冒險者有四個人，戰法牧弓，十四至十七LV。
不過，17LV既能力都係比唔上15LV既我。
連我面對一隊黃蜂都咁辛苦，何況係佢地？仲要有咁多隊。
痴鬼線。

再一次證明團隊合作既重要性。
四條友屌打黃蜂小隊。
係喎，班黃蜂除左三打一仲識D咩？
可惡呀！無隊友都比隻使魔我啦！

諗深一層，班冒險者完全任務之後，會唔會順便捉埋我去交差？
唔得！我決定左要成為黃蜂既朋友！



森林既主人

雖然想要去支援黃蜂，但係情況比想像中麻煩。
黃蜂一見到我就會攻擊，而且四人組比想像中強，一路遇神殺神。
暫時形勢黎睇，果隊人有極大既優勢。

神官同法師後面支援，弓手同戰士負責輸出。
真係天衣無縫既組合。
黃蜂完全唔係對手。
我睇定D局勢先，唔敢貿然出手。

都係算啦，一直匿埋算，完全搵唔到插手既機會。
一直匿埋可能仲好，等到佢地清哂D黃蜂，我再穿過呢片森林。
呢個時候同冒險者為敵實在太不智啦。

但係，我有D好奇，冒險者佢地要做咩任務呢？
[討伐區域BOSS]
情報掌握睇黎真係咩都查到……
區域BOSS，咦，BOSS?
咁既話，聯同BOSS一齊會唔會打得贏冒險者呢？
咪啦，BOSS一定會打鳩我。
不過我都係想知BOSS係咩樣，又會勁到咩程度？

我一路跟住冒險者尾，唔比佢地發現。
佢地打到入森林深處，同時受到兩隊黃蜂攻擊。
六打四，不過STATUS同LV上黃蜂都係比唔上冒險者。
戰士走上去，攻擊一隊黃蜂，黃蜂小隊即刻施展麻醉攻勢，但係神官即刻解除負面狀態。
好狗……點解可以咁！
弓手射左一支箭出去，爆開，係麻醉攻擊……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
話咁快已經收拾左一隊黃蜂。
另一隊黃蜂都係廢既，都比佢地秒殺。

點解我打得咁辛苦？
佢地兩下就搞惦，可惡呀！

黎到啦，一個洞穴面前。
BOSS就係洞穴入面，好似係。
佢地清哂附近既黃蜂，就走入去洞穴入面。
哇，好大隻！
好巨型既黃蜂！
腹部係個蜂巢，胸部有三對生哂毛既巨爪，頭部面目可憎，張開血盆大口咆哮。

蜂后 LV39

HP:4388
MP:4625



力量:440  敏捷:106
防禦:406  魔力:393

好強！
已經去到暴風龍個島既小怪程度！
即使係咁，冒險者都唔會輸掛。

戰士都係衝上前做坦，之不過蜂后一揮手，一D粉飛左落黎。
[麻醉(3秒)]
全場麻醉仲要唔使埋身！
好變態既技能！
只要神官都麻醉埋既話，就解唔到麻醉！
大黃蜂彎低身，一拳就轟開左隻戰士。
戰士得番1300血左右，然後神官即刻幫佢補血。
弓手試圖有麻醉箭攻擊，不過好明顯蜂后對麻醉有抗性。

蜂后又再大叫，然後隻手又FING過黎，麻醉粉又黎啦！
神官即刻跳去後面，避開麻醉粉，先幫戰士解麻醉。
戰士即刻走番上前線，怒叫一擊，之後用劍斬蜂巢。
都蜂巢唔扣血，好明顯係要打胸部或者頭部先得。
法師對準頭部，用大火球轟炸！
直接命中！
一口氣扣左成500幾血！

勝負已分啦，蜂后唔係對手。
不過，蜂后臨死都唔肯放棄，口入面眾集光束，係吐息！
你係龍咩！口入面點解會放到光束炮出黎架！
比突如其來既舉動嚇到，全場都扣左1000血。
哇，好變態既技能。
不過拖放時間其實高達三秒，只不過班人未見過先會比佢嚇親姐。
1000血雖然算係多，但係只要秒唔到，攻擊力再高都係無用。

藥。
戰士飲左樽紅色既水，即刻回左500血，再走上前攻擊。
佢把巨劍連揮幾刀，令到蜂后受到重傷。
坦哂大部份攻擊，然後可以靠神官同食藥補血，人類真係夠哂變態。

得番200幾血，蜂后都係咁大。
39LV既生物居然會比4個十幾LV冒險者打低，真係恐怖。
蜂后張開口，又係吐息，做最後既掙扎。
其他人即刻退後，但係戰士已經走唔切，硬食佢一炮。

呢一炮都已經無意義啦，咪住！
蜂后再用麻醉粉！
戰士得番400幾血左右，麻醉左，食唔到藥！
神官開技回血。



但係呢個時候，蜂后再用多次吐息。
咁高攻既技能居然咁低冷卻時間？
唔係，或者39LV黎講，呢招並唔係勁既技能。
不過，已經太遲啦。
戰士出局。
死左。
冒險者實在太大意啦。

臨死前都殺左個戰士，呢個蜂后都算係咁啦。
咦？
咁既？
蜂后升LV？
居然因為殺左戰士而升LV回滿血？
仲要……仲要進化？

毫無預兆地，蜂后脫離左蜂巢，然後變成人形。
應該話係，一隻黃蜂但係頭部變成左人類既頭部，留住金色長髮，三對腳變成人類四肢。
變到好細隻，然後係天上面飛。

心寒。

不過，原來怪物都可以變成人形？
咦？仲可以講野？

女王蜂 LV40

HP:3788
MP:4625

力量:390  敏捷:454
防禦:389  魔力:428

不過咁樣都未必殺到呢外三個人啦……
咦？STATUS突然之間變左？

女王蜂-拉斯維加斯 LV40

HP:6288
MP:6435

力量:480  敏捷:638
防禦:478  魔力:614

發生左咩事……突然之間上升左咁多？
多左個名？
女王蜂係到笑，唔知講緊咩。
班人想逃走，但係女王蜂飛到去佢地後面，擋住佢地去路。



笑，係微笑，係奸笑，係淫笑。
女王蜂飛到佢地頭上面，然後放麻醉粉。
全場麻醉狀態，然後一個飛踢正中神官，附加猛毒狀態！
弓手拎起小刀想攻擊，但係比女王蜂捉住隻手，然後一腳踢埋過去，重傷，仲要猛毒。
想拖放法術既法師比女王蜂攻擊，射左幾支針，中左毒。

唔得，STATUS差太遠啦。
神官同弓手都係女仔黎，受到重傷之後就爬唔到起身。
法師想企係身，但係女王蜂一拳打過去，再次跌番落地。

點解要咁做呢？
我自己都唔知。
然後，我行左上前，係眾人既目光之下走左上去。

鬼靈殺戮者 LV15

HP:2543/2543
MP:2519/2519

力量:247  敏捷:286
防禦:226  魔力:248

數值不過係我既3倍姐。
戰場上面，STATUS並唔係決定一切！

女王蜂無理我，繼續攻擊法師，但係我衝左上去，撞開女王蜂。
女王蜂望住我，然後開口。

「你係邊個？」

似乎，怪物係有怪物既語言，而我識聽怪物既語言。
咦？我唔識講野？
算啦，我望住女王蜂，然後，開始挑戰眼前既敵人！



我毒我自豪

點解我要咁做呢？我自己都唔知。
不過，女王蜂始終都係區域BOSS，就算係我都未必打得羸。
實在太衝動啦。
可惡呀！
屌啦媽，頂硬上！

女王蜂-拉斯維加斯 LV40

HP:6288/6288
MP:6219/6435

力量:480  敏捷:638
防禦:478  魔力:614

鬼靈殺戮者 LV15

HP:2543/2543
MP:2519/2519

力量:247  敏捷:286
防禦:226  魔力:248

數值上雖然佢有絕大既優勢，不過我都唔係流架！
女王蜂無視我，繼續攻擊法師。
蜘蝶鋼絲！
束縛成功。
女王蜂驚訝咁望我。

蜘蛛毒牙，咬中之後即刻脫離戰鬥。
先確認一下BOSS既技能！

[麻醉毒粉:對前方一定範圍的生物賦予3秒麻醉效果]
[黃蜂毒刺:射出飛刺對單體做成小量物理攻擊，機率賦予5秒毒狀態]
[黃蜂毒針:對單體做成大量物理傷害，然後賦予5秒猛毒狀態]
[毒素激發:解除目標的毒屬性狀態，然後對其做成1000點固定傷害]

被動技能呢？

[女王之怒:自身HP30%以下時，附近生物將會前來支援]
[免疫麻醉:自身免疫麻醉敵果]

佢都有毒素激發，咁就煩啦。
然後，要小心既係佢D血，30%下要小心。



不過，首先係要打到佢得番30%血先。

呢個好有難度。

女王蜂轉移目標，攻擊我。
佢手果到飛左幾支針出黎，射落我到！
[毒]
可惡！
下一秒，佢已經黎到我面前，然後右手上面既毒針刺入我既心口。

呀……
好痛！
不過無中猛毒已經係不幸之中既大幸啦。
睇黎毒系列技能係唔可以疊加。

只係幾擊，已經打到我既血得番1800左右。
要小心D。

突然之間，女王蜂附近有幾條鎖鍊綁住左佢。
[束縛]
係神官。
好彩既係，班冒險者仲肯幫幫手。

弓手黎到女王蜂面前，用把有刀既刀，刺入女王蜂心口。
作用唔大。
束縛解開左，然後女王蜂一FING手，麻醉粉！

嗚，三秒郁唔到！
然後，神官即刻幫開我解開，避開左女王蜂既毒針。

好彩姐。

法師施放大型法術，幾個小型火球好似飛彈咁打過去，全部打中哂女王蜂。
HP:5844/6288
[燃燒:每秒做成施法者魔力x10%的傷害]

效果唔大。

大爆炸，但係爆炸完全阻唔到女王蜂，女王蜂一口氣飛到弓手面前，一擊打斷左佢隻腳。
失去左敏捷，弓手得番弓可以用。
法師再次用法術攻擊，今次係大火球，不過太遲啦，女王蜂已經去到法師面前！
去死啦！蜘蛛鋼絲！
蜘蛛毒牙！
再次用猛毒攻擊。
對付比自己強既生物既時候，毒系列既攻擊非常之有用！
螳螂之鐮！
5秒時間已經過左，女王蜂對我用毒針攻擊！



唔得，避唔到，要硬食！
好彩既係，神官集中幫我回血。

HP:1408/2543
[回復:每秒回復施法者魔力x50%的HP]

死唔去……
我即刻拉開距離，然後用毒素激發！
1000對佢黎講唔係好多，SHIT！
佢都用毒素激發，咁就無左1000血，得番500HP左右。

好恐怖呀！
點打呀！
弓手既射擊作用都係唔大，法師既法術高攻，不過施法時間實在太長啦！

弱點，一定要搵到佢既弱點！

女王蜂再次飛黎，我再用蜘蛛鋼絲束縛住佢，然後用毒牙同埋鐮刀攻擊。

束縛同麻醉好唔同，束縛狀態係可以攻擊！
佢隻手又飛左幾支針出黎打我，我好唔容易先避開哂既同時，佢又放麻醉粉。

嗚……
無攻理呀，你確定10幾20LV既生物區域會出現40LV既突變怪物？
數值仲要咁變態！

垃圾GAME……
打唔贏既對手。
根本就無可能嬴。
算啦，隻GAME根本就無可能玩落去。
算啦。
死左佢算啦。
反正都只係GAME姐。
反正我已經死左架啦。
呢到只不過係一場夢黎姐。

我，根本由始至終都只係件垃圾。
垃圾根本咩都做唔到。
唔死都無用。

係囉。
我……

又硬食一擊，我成塊臉撞落地面，一定撞到皮開肉裂啦。
以前果個世界，本來我個樣都已經唔係生得靚，撞多兩下又有咩所謂喎。

泥土既味道無乜味，有D苦。



成口都係泥沙。
深深吸一口氣，再次企番起身。

無錯，我係廢青。
我係件垃圾。
以前個世界淨係識打機咩都唔識，番學無朋友，平時絕對唔會出街，對咩事物都冷感。
我係個廢青！
咁又點？
呢個世界係打機既世界，係我既主場！

去死啦。
係打機既世界我點都唔會輸！
垃圾GAME又好，我點都會爆機比你睇。

無錯！
佢仲有4000血！
4000血不足為懼！
我張開口，再次對住佢用毒牙攻擊！



女王又點？女神又點？

曾經，我諗過要自殺。
係咩原因呢？
我已經唔記得左。
講笑咩，點會唔記得，係考完試，成績都未派果陣，我走上左天堂。
好攰，已經夠啦，要做既野都做完啦。
深深吸引一口氣，然後就黎到呢個世界。

我唔知死係咩感覺，即使我死過一次。

撕殺。
只有撕殺可以形容呢個情況。
女王蜂既MP，都已經無左一半啦。
而我好好彩，有神官幫手，唔單止HP，連MP都回到。

勝利？
有勝算？
我唔知。

我又再吸一口氣，撲向女王蜂。
女王蜂索性飛起身，避開我既攻擊。
弓手同法師即刻開技支援，想將佢打落黎。
一連串既火球，大量既箭雨同時射血女王蜂，但係女王蜂一一避開。

蜘蛛鋼絲，硬食左蜘蛛絲既女王蜂跌左落黎，然後我再上前用螳螂之鐮攻擊。
幾刀之內，斬到佢右手血流成河。

多得女王蜂打斷左弓手隻腳，我先明白到呢個世界唔單止睇STATUS。
HP只係決定一個人既生命值，但係斷手斷腳唔包括在內。
姐係話就算HP高到離地，只要打斷佢對手就可以封鎖佢既攻擊。

女王蜂抱住隻手，好嬲咁望住我。

HP:3814/6288

HP:977/2543

佢就黎無左一半血。
不過最得人驚既係，神官無哂MP。
用得真係快，始終女王蜂未進化之前，佢已經係咁幫戰士回血。

姐係話，依家既我，真係得番977血。
我吐左一啖口水，全力凝視住佢。
再中一次毒素激發就玩完。



15LV打40LV實在太辛苦。
不可能既任務。

我立即後退後步，先拉開距離。
女王蜂都唔敢進攻，只係射幾技針過黎。
避開。
女王蜂開始謹慎落黎，唔敢貿然攻擊。

要小心。
毒刀！弓手突然之間掟左把毒刀出去，割傷左女王蜂。
[毒]
我笑一笑，然後開技，毒素激發！
NICE助攻，弓手！

佢仲有2800血左右。
離勝利已經邁進左一大步！
呢一擊唔單止做成左大量傷害，仲打亂左佢既節奏！

法師襯機會施法，大量小型火球同時射去女王蜂到！
爆炸過後，女王蜂發狂飛埋去法師到！
邊有咁易，蜘蛛鋼絲！
再黎，蜘蛛毒牙、螳螂之鐮！

即刻拉開攻勢。
仲有2000血左右。

點知，佢毒素激發，對自己用。
咩話？
傻左？
自殘？
咁佢咪得番1000血左右？
唔係，弊！

被動技能-女王之怒！
[女王之怒:自身HP30%以下時，附近生物將會前來支援]

麻煩啦。
我聽到外面鋪天蓋地既黃蜂聲音。
飛緊過黎。
唔理，殺左隻王先！

麻醉粉。
太大意啦，全場中哂麻醉粉。
然後，女王蜂用毒針刺落去法師到。
本來已經唔多血既法師比毒針拮中，血慢慢係咁扣。
再次見到同伴死亡，弓手同神官有咩反應呢？



弓手係到喊，神官麻木左無哂後應。
法師就咁死左。

慘啦，無左法師呢個輸出，真係可以係黃蜂黎之前扣到佢1000血？
好難……
神官走左上去，用技杖打落去女王蜂到。
右手受左傷既女王蜂硬食呢招，但係作用唔大。
弓手已經崩左潰，淨係識喊。

輸左。
係以我地既失敗告終。
以我既輸出，係無可能打到1000血。
毒素激發冷卻時間太長啦，無可能係比佢殺死之前用到。

屌啦媽！頂硬上啦屌！
女王蜂撞開神官，飛過黎攻擊！
螳螂之鐮！
毒針！
我巧妙咁轉彎，唔係正面衝突，而係係佢身邊擦過。
毒針同鐮刀攻擊範圍差太遠。
我既刀正中佢既心口。
佢即刻回頭，但係立馬比我既蜘蛛鋼絲束縛住。

蜘蛛毒牙！
不過，佢既毒針亦都拮中左我。
嗚……
麻醉粉。
郁唔到，又食多下毒針。

我得番300幾血。
已經夠啦，唔係得番300幾血，係仲有300幾血呀！

佢仲有……700左右。
但係，佢MP已經見底。

上呀！
神官食埋最後既藥，回埋最後既MP，束縛住女王蜂。
係機會，蜘蛛毒牙！
[蜘蛛毒牙: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賦予10秒猛毒狀態]
[猛毒: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1%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1000]
計算後，每秒係扣63血，夾埋係扣630血。
再用一次螳螂之鐮。
勝負已分。

女王蜂坐左係地上面，無哂MP既佢，只可以等猛毒發作，扣哂佢所有HP。

「你係咩人？」佢問。



我無答佢，應該話係我想答都答唔到。
贏左啦。

弓手見到之後，攰到瞓左係到。
神官笑左，係苦笑，坐左係到。
我一步一步行埋去神官到，神官望住我，係不可思議既眼神。
好奇怪我點解會幫手？

一頭金色曲頭髮既神官笑一笑，好甜美既笑容，摸一摸我頭。
現實世界黎過，應該係果D坐擁萬馬千軍既女神。
然後我……

螳螂之鐮。

弓手好驚訝咁望住我，係咁係到喊。
絕望既眼神。
絕望既眼神我見得太多啦，係唔會打動到我。
其實弓手都幾靚女吖，係軟弱左D姐。

螳螂之鐮。

[等級上升至16]

「你真係好卑鄙。」女王蜂係到講。
我無回答，然後望住佢，猛毒發作，瞓左係地，郁都唔郁。

[等級上升至25]

鬼靈殺戮者 LV25

HP:3511/3511
MP:3531/3531

力量:347  敏捷:403
防禦:302  魔力:371

[可以進化]

有人！
出面有人！

黃蜂！
唔係，係屍體黎！
有條友將黃蜂既屍體DOM左入黎。

【劍聖的繼承者】精靈-白雪 戰士 LV63



HP:6515
MP:6516

力量:436  敏捷:538
防禦:554  魔力:708曾經，我諗過要自殺。
係咩原因呢？
我已經唔記得左。
講笑咩，點會唔記得，係考完試，成績都未派果陣，我走上左天堂。
好攰，已經夠啦，要做既野都做完啦。
深深吸引一口氣，然後就黎到呢個世界。

我唔知死係咩感覺，即使我死過一次。

撕殺。
只有撕殺可以形容呢個情況。
女王蜂既MP，都已經無左一半啦。
而我好好彩，有神官幫手，唔單止HP，連MP都回到。

勝利？
有勝算？
我唔知。

我又再吸一口氣，撲向女王蜂。
女王蜂索性飛起身，避開我既攻擊。
弓手同法師即刻開技支援，想將佢打落黎。
一連串既火球，大量既箭雨同時射血女王蜂，但係女王蜂一一避開。

蜘蛛鋼絲，硬食左蜘蛛絲既女王蜂跌左落黎，然後我再上前用螳螂之鐮攻擊。
幾刀之內，斬到佢右手血流成河。

多得女王蜂打斷左弓手隻腳，我先明白到呢個世界唔單止睇STATUS。
HP只係決定一個人既生命值，但係斷手斷腳唔包括在內。
姐係話就算HP高到離地，只要打斷佢對手就可以封鎖佢既攻擊。

女王蜂抱住隻手，好嬲咁望住我。

HP:3814/6288

HP:977/2543

佢就黎無左一半血。
不過最得人驚既係，神官無哂MP。
用得真係快，始終女王蜂未進化之前，佢已經係咁幫戰士回血。

姐係話，依家既我，真係得番977血。
我吐左一啖口水，全力凝視住佢。



再中一次毒素激發就玩完。

15LV打40LV實在太辛苦。
不可能既任務。

我立即後退後步，先拉開距離。
女王蜂都唔敢進攻，只係射幾技針過黎。
避開。
女王蜂開始謹慎落黎，唔敢貿然攻擊。

要小心。
毒刀！弓手突然之間掟左把毒刀出去，割傷左女王蜂。
[毒]
我笑一笑，然後開技，毒素激發！
NICE助攻，弓手！

佢仲有2800血左右。
離勝利已經邁進左一大步！
呢一擊唔單止做成左大量傷害，仲打亂左佢既節奏！

法師襯機會施法，大量小型火球同時射去女王蜂到！
爆炸過後，女王蜂發狂飛埋去法師到！
邊有咁易，蜘蛛鋼絲！
再黎，蜘蛛毒牙、螳螂之鐮！

即刻拉開攻勢。
仲有2000血左右。

點知，佢毒素激發，對自己用。
咩話？
傻左？
自殘？
咁佢咪得番1000血左右？
唔係，弊！

被動技能-女王之怒！
[女王之怒:自身HP30%以下時，附近生物將會前來支援]

麻煩啦。
我聽到外面鋪天蓋地既黃蜂聲音。
飛緊過黎。
唔理，殺左隻王先！

麻醉粉。
太大意啦，全場中哂麻醉粉。
然後，女王蜂用毒針刺落去法師到。
本來已經唔多血既法師比毒針拮中，血慢慢係咁扣。



再次見到同伴死亡，弓手同神官有咩反應呢？

弓手係到喊，神官麻木左無哂後應。
法師就咁死左。

慘啦，無左法師呢個輸出，真係可以係黃蜂黎之前扣到佢1000血？
好難……
神官走左上去，用技杖打落去女王蜂到。
右手受左傷既女王蜂硬食呢招，但係作用唔大。
弓手已經崩左潰，淨係識喊。

輸左。
係以我地既失敗告終。
以我既輸出，係無可能打到1000血。
毒素激發冷卻時間太長啦，無可能係比佢殺死之前用到。

屌啦媽！頂硬上啦屌！
女王蜂撞開神官，飛過黎攻擊！
螳螂之鐮！
毒針！
我巧妙咁轉彎，唔係正面衝突，而係係佢身邊擦過。
毒針同鐮刀攻擊範圍差太遠。
我既刀正中佢既心口。
佢即刻回頭，但係立馬比我既蜘蛛鋼絲束縛住。

蜘蛛毒牙！
不過，佢既毒針亦都拮中左我。
嗚……
麻醉粉。
郁唔到，又食多下毒針。

我得番300幾血。
已經夠啦，唔係得番300幾血，係仲有300幾血呀！

佢仲有……700左右。
但係，佢MP已經見底。

上呀！
神官食埋最後既藥，回埋最後既MP，束縛住女王蜂。
係機會，蜘蛛毒牙！
[蜘蛛毒牙: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賦予10秒猛毒狀態]
[猛毒: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1%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1000]
計算後，每秒係扣63血，夾埋係扣630血。
再用一次螳螂之鐮。
勝負已分。

女王蜂坐左係地上面，無哂MP既佢，只可以等猛毒發作，扣哂佢所有HP。



「你係咩人？」佢問。

我無答佢，應該話係我想答都答唔到。
贏左啦。

弓手見到之後，攰到瞓左係到。
神官笑左，係苦笑，坐左係到。
我一步一步行埋去神官到，神官望住我，係不可思議既眼神。
好奇怪我點解會幫手？

一頭金色曲頭髮既神官笑一笑，好甜美既笑容，摸一摸我頭。
現實世界黎過，應該係果D坐擁萬馬千軍既女神。
然後我……

螳螂之鐮。

弓手好驚訝咁望住我，係咁係到喊。
絕望既眼神。
絕望既眼神我見得太多啦，係唔會打動到我。
其實弓手都幾靚女吖，係軟弱左D姐。

螳螂之鐮。

[等級上升至16]

「你真係好卑鄙。」女王蜂係到講。
我無回答，然後望住佢，猛毒發作，瞓左係地，郁都唔郁。

[等級上升至25]

鬼靈殺戮者 LV25

HP:3511/3511
MP:3531/3531

力量:347  敏捷:403
防禦:302  魔力:371

[可以進化]

有人！
出面有人！

黃蜂！
唔係，係屍體黎！
有條友將黃蜂既屍體DOM左入黎。



【劍聖的繼承者】精靈-白雪 戰士 LV63

HP:6515
MP:6516

力量:436  敏捷:538
防禦:554  魔力:708



蟲與地下城

呀呀呀！
係差D做左勇者果個女人啊！
冷靜D！佢唔係黎追殺我下話？
喂，我只不過係搶左佢勇者個位姐，唔使咁大仇口下話！
我咩都無做過架，我清白架……
係，係呀，果四個冒險唔係我殺架！係BOSS做架！

算啦，放棄思考啦。
又要同人開拖，頭先先死戰完，我想抖下姐仆街。

打得贏就有鬼。
無人幫拖點打呀！

佢拎起把劍，一把冰做既劍，扯哂蝦咁指住我。
喂喂，我投降得唔得？
出面突然之間出現左爆炸聲，佢即刻收起把劍，無視我，繼續走入洞穴既深處。

咦？
唔係黎打我？唔係黎救冒險者？
佢黎搞乜？
不過洞穴入面得個吉既黃蜂巢，入面咩都無架。
之後，成班人衝左入黎。

骷髏人、喪屍、灰既皮膚既人、藍色皮膚既人，總之係一大班人走左入黎。
唔對路。
帶頭果個人係？

【不死族領主】 骷髏-歐西里斯 法師 LV99

HP:7296
MP:11984

力量:726  敏捷:828
防禦:788  魔力:1644

係魔界既人！
除左龍人同獸人之外既第三個領主！
不死族，但係自己既種族係骷髏。
睇黎不死族只係個統稱，包含左好多既種族係入面。

白雪，果個做唔成勇者既精靈同佢地對持緊。
一個打咁多個，係無可能贏。
最大既問題係，點解魔界既人會出現係人類聯盟既領土？
不安。



弊！仆街，個領主會唔會認得我？
睇黎唔會。
不過，我都係著草先，慢一突然之間認得咁我咪弊？
想走人，但係魔界班人封住左洞穴入口。

白雪深呼吸，然後用冰劍指住領主。
唔係用咩大法術一個地圖炮炸哂佢地下話，我都係走過去白雪到先。
骷髏領主揮一揮手，然後幾個黑色既魔法球(?)出現左。
好似之前果個法師用既火球飛彈，不過D火球係黑色咁解。
白雪突然之間一揮手，巨大既冰牆出現左，擋係兩邊人既中間。
咦？
吓？
居然走佬？
白雪跳入左蜂巢入面。
有咩用呀！
我跟埋去，點知見到蜂巢背後，有個窿係到。
好大既窿。
足夠一個成年人走入去。
白雪毫不猶豫咁走入去。
跟唔跟？
梗係跟啦，跟住呢個女人點都好過跟魔界D人掛！

我感覺到呢個窿係一條向下既通道。
唔係掛，有種不詳既預感。
好長既通道。
睇黎後面班人都無再追黎。
去到終點。
好光。
呢到係……

四圍都係草地，巨大既樹木，巨大既山林，巨大既湖。
天空，應該話係山洞頂有個光球。
呢到係地底？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1層]
居然有個咁大既地下城……與其話係城，不如話係仙境，係一個巨大既山林。
我望一望後面，係地下城既盡頭，係一望無際山壁，上面有幾個大大小小既窿。
應該話係，所有既山壁上面，都有大小各異既窿，係入口？
好大……

係喎，白雪呢？
佢無視我，向前走。
我偷偷地跟住佢。
身邊好大生物行過，有雀仔，有狼，有獅子，咩都有，LV由1到40不等。
但係，佢地無攻擊我，可能係因為我係白雪後面掛。
雖然搞到好狼狽，但係佢假假地都係60幾LV既戰士、咩劍聖既後補。

行左一陣，見到係一個……村落？



已經係城市規模啦！
人類聯盟係到建立左個咁大既城市，真係得人驚。
我都係唔好跟入去，廢事煩。
不過，同我想像中既地下城好唔同，等我仲以為呢到係個陰森既地方。
點知，呢到居然只係個山林……好似無咩特別。

係呢到升升LV都好。
但係，實在有一樣野我留意左好耐。
有兩個守衛企左係到，企左係個地下通道隔離。
人類守衛，三十LV左右。
地下城，第2層？
好想入去睇下。
我走過去，但係守衛無理我，我就咁行左入去。
呢個係我黎到呢個世界之後做既第一件蠢事。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2層]

頂呀！！！
我比隻狼追緊呀！

魔狼 LV-48

HP:5210
MP:3011

力量:518  敏捷:522
防禦:478  魔力:441

成身黑色帶住鎖鏈既狼追緊我呀！
可惡呀！
好恐怖！
呢到真係個迷宮……由山岩而成既天然迷宮。
呢隻狼係呢到已經係低LV怪物黎。
然後，我明白一樣野，低LV既怪物升LV之後，會走落去下面果層到。
好恐怖……
走甩左之後，我又記得番一樣野。
係喎，進得化啦喎。

[可以選擇進化，請選擇一項]
>奇美拉蟲
>摠惸?>嬩
>微型蜘蛛

如果進化既話，我希望可以進成女王蜂，睇黎都無可能啦。
不過……
……又係亂碼。
然後，微型蜘蛛想點？



我記得係一開始我係魔王城咁殺死，現實世界普通蜘蛛咁大既怪物。
姐係得番一個啦。
奇美拉，我記得以前打機見過，好似係咩獅子、羊同蛇撈埋一齊既怪物。
蜘蛛、螳螂，唔知又會撈咩呢？
一諗到就覺得自己噁心。
算啦，無得揀，袋住先啦。
一定係揀奇美拉蟲啦。
不過，不如試下揀亂碼啦！
亂碼唔知會點呢！
好！
我就揀奇美拉蟲。
我認我淆，吹咩！

完全無特效，話變就變既進化就黎啦。
身形好似大左。
都係兩對鐮刀，蜘蛛既腹部。
唔，蠍子條尾。
我有蜘蛛毒牙啦，蠍子條尾有咩用呢？
雞肋。

奇美拉蟲 LV25

HP:3618
MP:3618

力量:371  敏捷:401
防禦:322  魔力:375

[1.蜘蛛毒牙 2.螳螂之鐮 3.毒素激發 4.蠍子毒尾]
[蠍子毒尾: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然後賦予對手5秒猛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毒狀態，使其毒
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

MP用得好多，但係好似好強，不過同毒牙重疊左。
垃圾GAME，設計隻GAME既應該比人捉去打靶算啦。

講起上黎，又有兩隻狼追緊我。

咁我有被動技能未？
[免疫毒素:自身免疫毒效果]

好過無啦。
講起上黎，我比佢地趕左落第3層到。



魔境傳說

可惡呀！
第3層……搞就黎左第三層。
唔得惦，要上番第一層先，空間魔法。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2、3、4、5、6、7、8、10層無法使用大型魔法]

咩話？
首先空間魔法只係傳送我去第二度，搞都叫大型魔法？
然後，呢個地下城究竟有幾多層架仆街！
[10層]
……算啦，不過，第9層一定有問題。
第1層咁Q多人，比人用空間魔法都唔係咩問題，但係第9層咩料？情報掌握。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9層:不明。]
不明？
咁奇怪？咁，第3層咩料先？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3層:一個巨大的山洞，中間存在巨大的湖，似乎是某個文明的古遺址。建築
荒廢後，成為大量生物的巢穴，當中存在稀有而強大的生物，就算是頂級的冒險者團隊在這裡也會非
常危險。第3層是冒險者能到達的極限。]

痴媽根，講到咁危險，我都係走先。
唔撚係掛屌，果幾隻狼守係第2層既通道到又唔敢黎第3層，係到睥住我。]

咁鳩煩架！算數！我走落第9層再用空間魔法番上去咪得囉！
屌，我有走落得9層既實力就可以打番上去第1層啦！
衰狼！一係我升高D LV，再番上去打鳩佢地。
問題係，點升LV？
第2層既狼我都打唔贏，何況係第3層？

睇番四圍環境，同情報掌握所講既一樣，有巨大既湖，湖上面有座半倒塌既塔。
除此之外，四圍都係山石，果D叫咩乳鐘岩應該係指呢D啦掛。
好陰森，以前既我一定嚇到瀨尿。
行過去湖果到先，水上面有生物喎！

水蜘蛛 LV49

HP:4725
MP:5111

力量:369  敏捷:544
防禦:479  魔力:541

唔算難打，好似係，每一隻既STATUS都唔係高我非常之多，1.5倍到啦~不過有好多隻。
走人先，好得人驚。
呀！



死亡蝙蝠 LV48

HP:4655
MP:4977

力量:472  敏捷:511
防禦:413  魔力:528

都係好多隻，好勁。
點打呀！
唉屌！
唔撚驚！
好似魔王城果陣咁，殺微型蜘蛛囉！
唔知有無呢？
咦！有喎！有好多隻喎！

微型蜘蛛 LV63

HP:6347
MP:7284

力量:596  敏捷:824
防禦:642  魔力:697

對唔住大佬！
我睇小你地係我唔岩！
我走先！
估唔到咁細隻都咁撚恐怖……細隻有細隻好，屌！早知揀微型蜘蛛啦！

行行下，行到去其中一個盡頭，係隻68LV既蜂后……見到都唔開胃，走先。

唔惦！咦？

一隻巨大既龍走左出黎，一下咬隻蜂后，四圍既黃蜂支援，但係隻龍兩下就咬死左蜂后。
好得人驚呀屌！

水棲暴龍-維京 LV76

HP:15854
MP:8254

力量:1753  敏捷:1528
防禦:1482  魔力:1190

我屌！
佢有名，應該係呢區既BOSS……
佢好似見我唔到，走左人。



腳軟……
好得人驚……
地下有灘水……
屌！唔好誤會呀！我18歲架啦！我無瀨尿啊！D水唔係我整出黎架！
信我呀！點解唔信我啊！
笑咩呀你！隻抽呀！
呀！
又有水滴落黎。
邊條友滴濕我個頭呀！
舉頭一望，怪物呀，怪物痴住係天花板呀！

蜘蛛爬行者 LV50

HP:5268
MP:5069

力量:534  敏捷:328
防禦:536  魔力:510

SHIT！
好撚核突！
係一隻綠色既人形怪物，不過佢手手腳腳都係拎黎爬，個頭應該係人頭，不過有蜘蛛既眼睛同牙齒。
好心寒既怪物！
蜘蛛鋼絲！不過係佢用既！
呀！我比蜘蛛絲打中左呀！
屌！
佢跳落黎咬我！
唔通係蜘蛛毒牙？唔係掛？我同呢隻核突野係同類？屌我要求立即望進化！
咦？係喎，我免疫毒攻擊。

我擺脫開佢，然後，全速走人。
佢行得唔夠我快，YES！
SHIT！又係蜘蛛絲！屌！好煩膠囉！要求BAM左呢招佢！
佢又走左過黎，用雙手捏住我個頭！
哇！屌！技能黎？扣咁多血既？無左成1000幾血啦！
好辛苦先走得甩，然後佢又開蜘蛛絲！
無咁易！

到我用！
必殺技！蜘蛛鋼絲！
包住左佢啦！
我以前都做過人類，知道人型生物既弱點係咩！
就係背脊！
佢趴係到爬，只要我跳上去，坐住佢，佢就郁唔到啦！
喝！
蜘蛛毒牙！蠍子毒尾！
哇！2%、2%咁扣，好高效率！



佢係咁叫，但係救唔到佢！
再配合毒素激發，咁就扣左佢2000幾血。
爽呀！
反正佢郁唔到，係咁比我任打，就打死左。
仲升左1LV添。
孤鳩寒，先得果1LV，我呢到明明係死戰黎架屌屌屌！

算啦！
總算發覺到有方法可以係呢層到存活落去。
等我呀！第9層！



最衰我係靚女

個肚好痛……
痛左我幾日，唔惦，好痛……
果然我係個靚女。
呢個世界睇黎我係唔會屙屎既。
不過，換黎既係痛足幾日。
唔惦，一日最衰都係之前果隻蜘蛛人形爬行怪物，好辛苦打贏左佢，就梗係開餐架啦，點知食完搞食
咁。

[腹痛(3小時):STATUS下降]

最搞笑既係，肚痛都係種狀態。
唔惦，真係好痛，我依家一路打字一路痛緊。
仲有三個鐘，挨多三個鐘就無事架啦……

因為肚痛既關係，呢幾日我都匿埋左，無乜點出去狩獵。
不過所謂既狩獵，我都唔知有咩打得贏，打果隻人形蜘蛛或是有勝算既，不過唔可以當飯食囉。
慢一又有飢餓狀態又點？
我發覺左我有一樣穩藏技能，就係預言。
好神奇咁，我又得到左[飢餓]狀態啦。

頂……
我勉強忍住肚痛，走出去狩獵。
有咩打得贏呢？除左果隻人形蜘蛛，我真係無咩勝算。
唉，試下打微型蜘蛛啦，不過都係唔好，STATUS高到鬼咁。

算啦，等到肚痛完左，我再慢慢搞啦。
依家既我匿係幾舊石後面，等運到。
不過，唔會有咩怪物出現突然間襲擊我掛。
呀！
出現了！
係好核突既怪物！
又開口中啦！屌！

一隻怪物爬上左舊石到望住我。
蜘蛛咁樣既頭，做乜又係蜘蛛，我受夠啦！
一見到佢個樣就心寒，好核突囉！
佢爬左落黎，望住我。
蜘蛛咁既頭，諗住係蜘蛛型生物啦，仆街，點知原來螳螂，心口有幾把鐮刀。
你以為佢係螳螂？呀，又點知佢腹部又係蜘蛛喎，又有堆蜘蛛腳柒下柒下咁。
你以為佢係蜘蛛？呀，又點知佢又有條尾喎，蠍子咁樣既尾。
一句講哂，四不像，柒下柒下既核突怪物。
睇下佢STATUS先。

奇美拉蟲 LV49



HP:5100
MP:5236

力量:504  敏捷:520
防禦:443  魔力:519

奇美拉蟲？咪同我同種族？
睇番自己STATUS先。

奇美拉蟲 LV26

HP:3781/3819
MP:3782/3820

力量:391  敏捷:425
防禦:347  魔力:391
[飢餓][腹痛]

唔好咁啦。
差咁遠架……
真係打得贏咩？

佢展開攻勢啦！係蜘蛛絲！
我咁就中左。
佢用蜘蛛牙攻擊。
蠢材！我同你一樣都免疫毒攻擊架！
傻仔，不過睇黎呢個世界D生物都好鬼蠢。
然後佢用蠍尾攻擊。
都講左啦，毒係無效架。
然後，佢就仆左街啦。
基本上，之前我實測過呢招蠍子毒尾，睇說明係唔錯既招式，但係奇美拉蟲用就好ON9。
如果對住前面既敵人用既話，自己個頭好阻到隻尾攻擊，都唔係大問題。
用條尾攻擊既話，實際上就會前重後輕，重心去哂前面到，然後就會仆街。
係好ON9既設計。
所以佢咁就仆左街食泥啦。

傻仔！
到我啦！
蜘蛛鋼絲！繼續食泥啦你！
螳螂之鐮！
不過，除左螳螂之鐮之外，我都無咩輸出，其實佢免疫毒攻擊，我所有技能都廢哂。
唔理啦，反正蠍尾唔單止可以毒人，而且物理輸出都好高，就用蠍尾攻擊啦！

係喎！仆街！到我食泥。
不過，佢都好蠢，趁我食泥既時候，佢又用蠍子毒尾，又食泥啦。
其實奇美拉蟲食緊泥既話基本上無哂招式可以用，毒素激發呀、蜘蛛毒牙啊、蜘蛛鋼絲啊、螳螂之鐮



啊，呢到全部集中哂係頭部都胸部。
呢幾招全部都係前面攻擊既，食緊泥既話，全部都用唔到。
所以我用蜘蛛鋼絲綁起左佢，然後用螳螂之鐮慢慢扣佢血。
好廢，好彩呢個對手係弱智架姐。
好，咁就殺左佢啦。
食左佢啦，應該唔會肚痛掛。
[進食奇美拉蟲會機率進入腹痛狀態]

屌！唔早講！食左先黎講！
[腹痛(3日)]
屌你，咁你食左我都肚痛架啦，你無啦啦打我做咩呀仆街！



蟲姐，又有咩好怕喎

其實呢個世界真係有好多謎團。
首先，性別呢一樣野，經過我多次檢驗，魔物係無性別既。
好奇怪。
至於我原本性別係咩？呢樣野唔重要。
不過，女王蜂果D點睇都係女人啦，姐係話女王蜂係唔存在男性？
咁佢地點樣生蛋架呢？
明明都無男仔KISS，呢班女仔點解會有左架！

第二，食左落肚既野去左邊呢？
呢幾日，日日都痛到嘔水既我，係咁反思呢個問題。
我淨係知，我就黎病到死。
唔得啦，真係頂唔順。
要壞掉了。

當[腹痛]狀態解除左，我已經麻木左啦。
是但啦……總係形住佢仲痛緊……
唉……

呢一屠層唔惦，去下一層睇下先。
老實講，我好想去下面探險一下。
不過要點樣先去到下一層呢？
入口好似就係湖入面果座比O斜塔到。
最大問題係，點樣可以游水過去？
好明顯，我係唔識游水既。
以前既我都好少游水，硬係覺得水呢樣野好麻煩。

然後，水上面好多怪物。
D怪物勁過地上面好多。
單係成千上萬既水蜘蛛已經唔開胃。

算啦，走過去睇睇先。
係巨人！

[巨人領主] 巨人-尤彌爾 神官 LV99

HP:13211
MP:7864

力量:1519  敏捷:785
防禦:1318  魔力:799

哇！
隻友四米高，唔講仲以為係怪物黎。
另外果個女巨人都有成三米高，係法師，唔講得笑。



不過，巨人領主，姐係話係魔界既人。
估唔到呢到都有魔界既人。
佢地想點？

佢地想突破湖面既防線，走落下一層？
應該係。
不過，佢地真係過去到咩？
仲有果隻暴龍，不過STATUS上，果隻暴龍都唔係勁佢好多。

女巨人用左魔法，令到湖面結左條冰橋出黎，比佢地過去。
咁樣過去？
但係成班水蜘蛛即刻走上去圍佢地。
女巨人舉一舉手，然後四圍突然之間吹起暴風雪，令到水蜘蛛都比冰封住哂。
哇！好犀利既技能，一下封住哂班蜘蛛。
魔界既人好明顯強過人類好多！

突然之間，水面上彈出左隻馬！

水馬 LV75

HP:7964
MP:8688

力量:789  敏捷:1016
防禦:764  魔力:821

哇！好強既怪物！
不過比起巨人黎講都唔算得係D咩。
巨人一下衝上前，用佢既拳頭一拳打落去隻馬個肚到，然後一個勾拳毆打佢個頭。
隻馬咁就比佢打番落水。
神官(物理)。

趁班怪物殺緊既時候，我跳過果D比冰封住既水蜘蛛，跳過去塔果邊。

然後，BOSS出場啦。

水棲暴龍-維京 LV76

HP:15854
MP:8254

力量:1753  敏捷:1528
防禦:1482  魔力:1190

76LV，但係有痴線既數值。
所有方面，暴龍都係巨人之上。



暴龍將個頭露出水面，然後一下咬碎左冰橋。
好霸氣，係巨大既暴龍面前，巨人好似只係隻小矮人一樣。
女巨人即刻放魔法令湖面結左個冰島出黎，然後巨人用魔法整左條鎖鏈出黎綁住暴龍。
巨人無選擇同暴龍正面戰鬥，反而直接推進戰線。

好犀利既打鬥，多得佢地，我就到黎塔下。
黎到入口啦。
下一層究竟係點？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4層:古遺跡，由上古時代遺留下來的都市。現在被各種變種的怪物佔領，有
一說是宇宙降下來的生物將古文明消滅。據說從來沒有人能進入第4層而又安全回來]
吹到有外星人。
設計呢隻GAME既人真係……

突然之間，我比人攻擊。

【看門人】 奈落蜈蚣-蒙古 LV78

HP:10546
MP:18645

力量:1216  敏捷:1543
防禦:1099  魔力:2016

痴……線蜘蛛D蜘蛛絲痴住枝樹枝……
即刻嚇到鼻哥窿都無肉。
原來塔入面係空心，一條巨大既既蜈蚣長到可以將塔既內圍完全纏住。
哈……
GG。



蜈蚣

點都好，我一定唔會打得贏。
就算用哂戰術又好點都好，都係無可能贏。
STATUS既差距實在太大。

【看門人】 奈落蜈蚣-蒙古 LV78

HP:10546
MP:18645

力量:1216  敏捷:1543
防禦:1099  魔力:2016

奇美拉蟲 LV26

HP:3819/3819
MP:3820/3820

力量:391  敏捷:425
防禦:347  魔力:391

所以，撤退啦！
無可能……湖上面全部都係水蜘蛛，根本無可能過番去。
比人將死左。
後生仔似終都係後生仔，太急進啦。
依家唔係講笑既時候，根本就無路可走！

塔係一個小島上面，座塔估左個島9成面積。
而個塔其實就係空心，係條蜈蚣既巢穴。
簡單黎講，我就係無路可以走。
太大意啦！
等我仲以為隻最龍就係BOSS，點知原來塔入面仲有隻怪物。

冷靜D，深呼吸。
蜈蚣伸過頭過黎咬我，好快！
勉強避開……

塔既中心，有條向下既樓梯。
第4層！
要突破過去！
我已經無退路，係佢殺死我之前，只要去到果到就得！
仲有一百米！
一百米既話，對我呢個身體黎講，大約係七秒既距離。

七秒，好長！



如果，當中有一秒比佢打中既話，我就會升仙。

我吸左一口氣，然後向前踏出第一步。
好似雨咁灑落黎，應該係毒液，多到好似雨咁跌落黎。
無死角既攻擊，根本無得避。
感動既係，我可以免疫毒攻擊，暫時無事。

然後，佢個死人頭又飛過黎咬我。
避到？
算係避到啦，不過比佢咬斷左幾隻腳。

好痛呀！
痴線！唔得，繼續跑呀！
速度慢左……跑啦！唔理啦！

今次係上面，由上面咬落黎！
呢個角度……避唔到！
唔得！
點算呀！
痴線！
喂！
係！
唔理啦屌！

蠍子毒尾！
食泥，仆左個街，仆！得！靚！
佢個頭插左落地入面。

安全啦屌。
回頭一望，見到隻蠢蜈蚣個頭插入左地下。
力量就夠啦，智力就差D。
不過，後面果個係？
我好似見到有個黑色既人影係對岸。
然後，蜈蚣好粗暴咁扯左個頭出黎。
哇！地震咩！

然後，又伸過頭黎咬我！
避得開？
唔知，避啦！

點知！呢個時候，有隻暴龍飛左過黎，撞開左隻蜈蚣，撞開埋我……
呀！屌你地咩巨人，打還打，咪打到過黎啦！

我都比佢撞到幾遠下。
爬番起手，頭先我比隻暴龍撞到飛起，飛過左條樓梯。
隻巨人無左成半血，然後暴龍又番番去同巨人打。
喂！蜈蚣，你唔去打暴龍，黎打我？



蜈蚣無放棄我，張開血盆大口，然後－－
火焰！
呀！
硬食。

好熱……好痛。
不過……我仲未死？
唔理啦，繼續衝啦！
上呀！
上呀！
上！

就咁碌左落樓梯。
安全。
睇番自己STATUS先。

奇美拉蟲 LV26

HP:3819/3819
MP:3820/3820

力量:391  敏捷:425
防禦:347  魔力:391

咦？
完全無扣過血？
咁得意？
頭先開招咩技黎架？
[烈焰吐息:對前方複數敵人造成大量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狀態]
咦？明明我硬食左，但係一滴血都無扣？
咁神奇？
點解既？
[鬼知]
……
頭先果個人影？
果個係邊個黎？
[鬼知]

我倒抽一口涼氣。
基本上，呢個世界入面既所有野，情報掌握都查到出黎。
查唔到既野，就姐係唔係呢個世界既野，就好似係我一樣。
果個究竟係咩人黎？
我諗番起第4層既描述。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4層:古遺跡，由上古時代遺留下來的都市。現在被各種變種的怪物佔領，有
一說是宇宙降下來的生物將古文明消滅。據說從來沒有人能進入第4層而又安全回來]



外星人……？
唔係掛……
然後，到達左第4層既我，只係見到個古舊既城市遺跡，同埋三隻一樣既岩石怪物。

【諾姆的僕從】土元素-LV80

HP:17654
MP:10523

力量:2011  敏捷:345
防禦:3071  魔力:1096
 



土地問題

土元素，望落個望係凌空飄流既山岩。
無眼睛，無嘴巴，只係單純幾舊石疊埋一齊。
唔係下話，做乜一黎就見到咁既怪物？
仲勁過蜈蚣，而且仲有成三隻咁多。

其中一隻土元素飛左埋黎我到。
想點……？
走番上上一層好唔好？
梗係唔好啦！

奇怪既係，隻土元素無打我。
飛左埋黎果隻最後就飛左上我頭頂。
咦？
搞乜？
唔打我既？

冷靜少少先。
最少佢唔係我既敵人。
好似之前森林狼咁，因為佢唔食我所以唔打我？
算啦，唔好理啦，既然佢唔打我，咁就由佢啦。

首先，探索一下四圍既環境先。
古舊既街道，係中世紀風既建築。
四圍都係淡黃色既沙石。
無咩特別，只係個荒廢左既城市。

但係……
其中一隻土元素仲係我頭頂上面盤旋。
搞乜？

出現了！怪物！

三頭蜥蜴 LV53

HP:5219
MP:5016

力量:513  敏捷:566
防禦:506  魔力:544

但係，比土元素秒殺。

呀！究竟想點呀！隻土元素！
佢護衛緊我？



唔係掛？
好奇怪……
我望住隻土元素，佢仲係我上面飄浮。

一頭霧水。
真係奇怪。
唔……
如果我攻擊佢會點？
痴線，傻左咩你！
都係咪啦，慢一佢發嬲，打鳩我點算？

都係咁，行黎行黎，都係差唔多樣既建築，間唔中會遇到D咩生物，但係都比土元素秒殺。
奇怪既樓層，真係唔明白隻土元素想點？
點解要護衛我？
搞乜呀？
做咩姐你？

唔撚理啦屌。
蜘蛛鋼絲！
然後，走人啦！

好彩佢速度好慢，好快比我拋離左。
不過放棄保鏢真係好咩？
我唔知啦，不過有佢係到我點升LV？
總之，試下將自己LV升上去先啦。

呀，又見番土元素？
唔係掛，咁快追到上黎？
點會咁架？
一定係土地問題！
總之……
我就……

對唔住呀！放過我啦！SORRY囉！頭先無心架！



魔像

[飢餓]
是咁的，頂……隻死人土元素一直守係我上面，一見到怪就打。
唔係問題，但係我點樣食野？
咩都比你一拳打到爆哂汁，我點食野呀大佬！
唔惦啦，再係咁落去，無野到肚會死架！

走又走唔甩，想同佢溝通又講唔到野……
唉屌！
走呀！
見到怪啦，係之前隻蜥蝪！
然後土元素一拳秒左，變左血水。
呀呀呀呀呀呀！唔好咁啦！

好肚餓呀……
我四圍遊蕩，睇下有咩可以醫肚，但係見到咩，都比土元素秒殺。
我受夠啦啦啦啦啦！
好煩呀你！
死開啦！唔該你！
當我求下你啦，咪阻住我搵食啦啦啦啦啦啦啦！

開始扣血啦啦啦啦啦！
蜘蛛鋼絲！
束縛住土元素先，再走佬！

但係走得唔遠，土元素好似知道我係邊咁，好快就追到上黎。
我受夠啦啦啦啦啦！
好煩呀頂你咩！
係咪想餓死我呀！
就黎行哂成個第4層啦，隻土元素仲係唔比機會我食野。

唔通，係新型既折磨人方法？
好邪惡，居然要我活生生餓死！
唔得！
一定要走得甩！
算啦，無可能架啦，餓死佢算啦。

行到第4層既盡頭，見到係一個人工石壁。
算啦，無希望架啦。
咦？唔係石壁黎？

【諾姆的僕從】 大地魔像-哥雷姆 LV92

HP:19635
MP:12435



力量:2052  敏捷:908
防禦:4035  魔力:1258

哇……
係一隻巨型既機械人類型既物體，以前打機成日見到既怪物。

痴線既數值，又係果個稱號……
然後，突然之間，佢開口講野。

「就係你，突破左第3層黎到呢到？」
係掛……我想開口講野，但係我根本就講唔到野。
「唔錯，居然，過到水棲暴龍同奈落蜈蚣，都唔知，幾耐無生物可以落到黎第4層。」
哦，關我咩事呀！我好肚餓呀，唔想聽你9UP呀！
「但係你，STATUS上，根本就，連第2層都，無可能過到。」
咁又點呀！我想走！好肚餓！PLEASE！
「你，好似，有D，奇怪。」
頂你個肺，9UP完未呀！
「諾姆，大人，想見一，見你。」
我唔想見你位大人呀！亦都無興趣聽你D世界觀呀！放過我啦！

我想走，但係果三隻土元素企左係到，唔比我走。
好煩呀屌！
「差D，唔記得左自我介紹，我係，大地魔像，個名叫，哥雷姆。」
我無興趣聽你D自我介紹呀！仲有呀，打開機都知魔像英文係Golem，音譯就係哥雷姆啦，設計你既
人係咪咁懶呀！
最黑人憎既係，呢種杜O風既語調想煩死人咩！
夠啦！
我受夠啦！
走啦，比我走啦！

「請，跟著，土元素。」
唔跟呀吹咩！
必殺技！最終奧義！
逃走！

走呀！走呀！
五秒之後，比一隻土元素追左上去。
再過多五秒，比土元素捉番番去魔像前面。

就係餓死啦，不過，呢個STATUS其實都捉唔到咩怪黎食啦。
叫你位大人醫下我肚得唔得呀！
然後，土元素就捉左我落下一層。

唉……
咦？
咁既？



發生左咩事？

我比人轉移左去第二度？
無理由架，第4層應該用唔到大型魔法架喎！

我淨係見到有個森林，有隻1LV既山貓係到。
唔理啦，上呀，殺左佢，食左先！
[等級上升至LV27]
咦？殺1LV怪都有經？

又係果個人影。
我前面係一個著住白色袍既人，個人好細粒。
你係邊個？

然後，我就番番去第5層到。
完全唔知咩事。
果個人影係黎幫我既？
唔知呀，是但啦。
黎到第5層，土元素唔見左。

第5層好金……好黃金……
成層都係黃金做既，好閃呀呀呀呀呀！
 



GAME中自有黃金屋

第5層，黃金。
四圍都係黃金。
天花板係黃金。
牆係黃金。
石像係黃金。
怪物都係黃金。
搞乜？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5層:黃金宮。上古時代的古遺跡，沉睡於大陸之下。據聞到達黃金宮之中，
冒險者將可以得到無盡的財富和一切的珍貴道具。但是，相對的，冒險者的靈魂很有可能會沉睡於此
地。]

總之，乜都係金。
好煩……

黃金甲蟲 LV32

HP:2816/2816
MP:5016/5016

力量:284  敏捷:345
防禦:247  魔力:515

哇！
好弱！
完全唔似係第5層應有既實力。
真係好弱下。

睇番自己STATUS先。

奇美拉蟲 LV27

HP:4016/4016
MP:4054/4054

力量:416  敏捷:447
防禦:368  魔力:417

係我都係可以秒殺既怪物！
我靜靜雞走上去。
綁住佢。
搞惦，話都無咁快就殺左佢。
真係好弱。



好奇怪既地方。

行多兩步，我就盪失路。
……
唔係掛。
我認我係路痴。
唉屌，路痴真係慘。
我依家係一條走廊入面，四圍都係門，一共有六道門。

第5層就好似係個迷宮咁，四圍都係門，好鬼煩。

打開第一道門。

哇屌！

木乃伊 LV34

HP:3418/3418
MP:2846/2846

力量:351  敏捷:296
防禦:324  魔力:296

不過唔勁。
我一下走左上去用毒牙咬佢。
然後，佢一拳就打走左我。
嗚，有D痛，不過佢已經中左猛毒。
佢慢慢咁行過黎，然後我一下螳螂之鐮撲左上去斬佢幾刀。
再黎，毒素激發！
斬多幾刀就搞惦左佢。

呢到D怪咁廢，睇黎可以升下LV先入下一層。
第一道門係間房，除左木乃伊之外咩都無？
關門。

第二道門。
錢。
錢係萬能，不過係對人黎講。
點解呀屌！點解我係蟲呀屌！
屌屌屌！邊個設計GAME架！死左佢啦！
關門。

第三道門。
又係錢，然後有個箱。
打關箱，入面係寶石。
關門。



第四道門。
錢、箱。
打開，黃金劍。
得物無所用。
關門。

第5層TOTALLY IS A SHIT。

第五道門。
錢、箱。
打開。

屌！突然之間，幾支針伸左出黎，刺穿左我心口！

哇……頂……
我即刻退後。

寶箱怪物 LV52

HP:4896/4896
MP:4796/4796

力量;531  敏捷:457
防禦:484  魔力:516

可惡……係怪物黎？
偽裝成寶箱……好野！
好彩我唔係人，如果唔係既話，果幾支針已經刺穿左我個心。
個箱爬緊我黎，然後我用蜘蛛鋼絲束縛住佢。
好！炮制佢！

我用蜘蛛絲將佢成個箱綁起，等佢以後出唔到黎。
好，等佢活生生餓死再番黎食佢。
關門。

第六道門。
係一條走廊。
行過去~
咩都無~
好大既空間~
然後見到隻黃金甲蟲屍體。
屌，呢到咪第5層入口黎？
突然之間，見到隻石像郁左一郁。

SHIT！係石像鬼！相性最差既對手！
走先！
上次見到佢差D死，真係唔想再見到佢。



不過，行多兩步，我已經唔知自己去左邊。
之後又見到寶箱。
係咪怪物黎架？
[不是。]
係喎，可以用情報掌握架喎……
用情報掌握咪唔會行錯路囉！
仲可以查到怪物係邊添！

我真係天才！
SORRY！第5層已經攻略成功！



標題寫著女神既話一定有傻仔中伏

係第5層行左幾日，唔經唔覺就上到34LV。

奇美拉蟲 LV34

HP:5428/5428
MP:5474/5471

力量:557  敏捷:589
防禦:501  魔力:556

數值升得好快，快到好奇怪。
算啦，高數值係好事黎。
不過，呢層D怪都好廢下，唯一要小心既都係石像鬼同埋寶箱怪物。
石像鬼見到就走，寶箱怪物既話唔好手多開箱就得。
呢層真係好簡單。
當我咁諗既時候，我行左入個大廳到。

個大廳呈長方形，中間有條紅色地毯，然後兩邊擺哂黃金盔甲。
然後，大龐既盡頭，放左個女神像。
無咩特別，不過金色真係好傷眼。
行左幾日，想搵件唔係金色既野睇下都唔得，真係攞命。

行過去睇下先。
呀！
仆街！
行到一半，班黃金盔甲行哂出黎攻擊我！

黃金盔甲 LV41

HP:4589
MP:4572

力量:465  敏捷:397
防禦;464  魔力:459

一打一既話，以我依家STATUS黎講係絕到唔會輸，但係呢到有成一、二、三……十副甲，點打呀！
我想走番出去，點知關左門。
機關？！
弊！
一打十，你以為我姓葉咩，唔係咁易架葉師傅！

仔細一睇，每副甲都係一樣樣，拎住個盾，拎住把劍咁，無咩特別。
我諗毒攻擊都係無乜用架啦，我後退一步，諗住用螳螂之鐮攻擊既時候，點知背脊中左一刀。



一打十，其實太難！
走呀！
但係道門關左。

十副甲，點打好？
我行到去角落頭到，然後爬上天花板。
好彩我係一隻蟲姐，爬上天花板既話，無遠程攻擊手段既佢地淨係可以得個望字。
好彩……無事。
但係，點樣可以走番出去？
[擊殺全部盔甲]
唔係掛……點打呀……
唔好理啦，見步行步先啦。

我行過去女神像果邊，班盔甲又係下面跟住哂，望住我。
女神像無咩特別，高高瘦瘦，又係黃金咁，拎住枝棍……哇！

[看門人] 黃金女神像 LV82

HP:10197/10197
MP:30284/30284

力量:1019  敏捷:1496
防禦:1596  魔力:3798

哇！原來係呢層既BOSS！
佢枝棍突然之間閃爍紅光，然後紅色激光射左出去，哇！爆炸！連黃金天花板都射穿！
原來係BOSS間房，唔怪得呢到咁恐怖啦！
走先！
我番番去門口果邊，但係鎖住，郁唔到。
係喎！咁咪得囉！

女神像係咁射紅光，然後我企係黃金盔甲後面，用佢地做擋箭牌。
好既，講起上黎，真係好恐怖，紅光直接打中應該最少扣到5000血，可以直接秒殺盔甲。
真係牙煙。

利用女神，打爆左九副甲，當我得意忘形既時候，我比女神打中左。
SHIT……
得番400零血，唔係講笑！
然後，女神又射激光，不過一下射爆左道門！
頂！我頭先打得咁辛苦，捉佢地做擋箭牌做乜？
唔理啦！出番去先！

好險……
得番400血，真係麻煩……
正當我咁諗既時候，我好似踩到機關，唔……
然後我PATPAT就插住左幾枝箭。
呀……



好痛呀！
痛到我四圍亂撞，又觸發左唔少機關。

個位數字，HP個位數字。
……
死唔去……好野！
可惡呀！
隨著時間過去，或多或少都可以回到D血。
就係到坐下等下先啦。
唉……
要升到幾多LV先可以同佢打呢？
我諗SOLE既話，升到99都過唔到去。
睇黎一個人單挑地下城係無可能……
土元素呀，你係邊？
幫幫手啦！
都係唔好啦，我唔想餓死。
算啦，由佢啦，當我無講過。

好既唔靈醜既靈，我發覺自己真係識預言咁。

【諾姆的僕從】土元素-LV80

HP:17654/17654
MP:10233/10523

力量:2011  敏捷:345
防禦:3071  魔力:1096

SHIT……

唔……好！
就決定用你啦土元素！
回好血後，我同土元素走番入去BOSS房。

二打一，輕鬆啦！
女神像發射激光，然後土元素擋住。
哇！好高防禦力！
好！走LU~
你地慢慢打啦~我就自己走落下一層啦~

女神像後面，就係第6層入口。
好既，雖然呢到升LV好方便，但係我真係頂唔順，真係眼都盲。
走啦~土元素，加油呀~

落去之前，查下第6層咩料先。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6層:死者安寧地。黃金宮所有的怨靈沉睡之地，上古時代英靈將會出現於這



裡，咀咒著想到得到黃金宮財富之人。]

搞乜，黃金宮係第5層，但係你地係第6層咀咒人，搞笑咩你地。
正當我咁諗既時候，我背脊比人吉左刀！

呀……係死淨種果隻黃金盔甲？！



標題名好難諗

黃金盔甲，實力上並唔係好勁，單靠我都可以秒殺！
上呀！
黃金盔甲把劍揮過黎，然後我一口氣避開，去到佢後面！
太慢啦！
必殺技！蜘蛛毒牙！
但係咬崩牙。
呀呀呀！

咬唔入……細心一諗，黃金點咬得入呀……
被動技能:
[金屬體質:免疫小型物理傷害、毒狀態，腐蝕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
可惡……隻牙好痛……流牙血……

佢又一劍揮落黎，我一下避開。
姐係話，我依家得番螳螂之鐮同埋蜘蛛鋼絲可以用。
比到盡，可以用埋蠍子毒尾，雖然毒攻擊無用，但係毒尾既大型傷害佢免疫唔到。
如果有魔法系既技能就好。

今次到我進攻，我用螳螂之鐮撲上去，點知佢成個盾車落我個頭到。
哇……
咁都得？
真係麻煩既敵人！
原來一隻都咁難打。

可惡……毒尾又唔用得！
既然係咁，就用蜘蛛絲同螳螂之鐮既COMBO啦！
喝！
成功！綁住佢，然後用螳螂之鐮斬佢！
傷害唔高。
唔緊要，咁近距離既話，佢把劍作用唔大。
零距離既話，我有絕對既優勢！

點知，女神像突然之間唔知發射左電波定咩，然後我身體可以無力咁。
[虛弱(1分鐘):全STATUS下降)
我同土元素同時中左呢個狀態！
呀，然後黃金盔甲一下反手用柔道定唔知咩野，掟左我落地。
我八腳朝天咁瞓左係到。

然後，佢抆劍，插落我到！
邊有咁易！
蠍子毒尾！
本來已經仆左街既我咪唔使驚再仆街囉！
毒尾既衝擊力彈開左佢個頭，身首異處。
然後，佢好驚青咁搵佢個頭！



衝力射球，一腳將個頭踢走，但係唔記得左我係蜘蛛腳，唔夠力，痛到仆街。
呀……

佢執番個頭，放番上去，點知即刻比我用蜘蛛鋼絲綁住。
就算我STATUS下降，我既數值依然勁你好多呀！
螳螂之鐮，最後一刀，收工！

[等級上升至35]

奇美拉蟲 LV35

HP:5634/5634
MP:5690/5690

力量:572  敏捷:607
防禦:526  魔力:579

[可以強化一項技能]
[請選舉一項]
>蜘蛛鋼絲
>蜘蛛毒牙
>螳螂之鐮
>毒素激發
>蠍子毒尾

強化咩好呢？
強化咩都係假，土元素同女神像仲打緊。
幫拖？
唔制，唔同LV點打呀。
走LU~

落去啦，第6層。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6層:死者安寧地。黃金宮所有的怨靈沉睡之地，上古時代英靈將會出現於這
裡，咀咒著想到得到黃金宮財富之人。]

穿過一條陰深既樓梯，黎到第6層。
呢到就係第6層？
呢到，似係黃金宮既地下室。
四圍好黑，係一個圓柱型既建築物。
地下室分有四層，每一層都呈螺旋型既一路一路向下伸延。
我係最高果層，走過去天井果到，向下一望。
最底層係無盡既怨靈怪物。

第6層好細，一下子就見到BOSS。
BOSS有三個人。

無頭騎士 杜 LV79



HP:10785
MP:13246

力量:1264  敏捷:786
防禦:1465  魔力:1209

同之前既BOSS比，絕對唔強。
但係，有三個BOSS。
根據我既經驗，三個臭皮匠會臭過一個諸葛亮。
呢層，好麻煩！



朋友，進化和脫變吧

首先，要係呢層到HEA下先。
探熟下環境，點都對我有利。
而且，對於我黎講，直接以一敵三打BOSS，根本係無可能。
所以，我都係係到HEA下先啦。

技能進化。
頭先打低左果隻黃金盔甲之後，我可以強化一樣技能。
揀邊樣好？
好問題。
呢個開題值得深究。

蜘蛛鋼絲？可以綁住人，呢個係我最大既武器。如果強化左既話，真係唔錯！
蜘蛛毒牙？猛毒係幾勁，不過實戰上比較難用，如果強化，應該都唔錯。
螳螂之鐮，我主要既攻擊技能，強化左應該好勁，一定會大幅度提升我既戰鬥能力。
毒素激發，唔太實用，依家1000血其實都唔係扣到好多，我用螳螂之鐮都已經斬到600血左右，無
咩必要發咁多MP用呢招。
蠍子毒尾神一樣既設計，根本就用唔到。唔係喎，強化左可能會勁。

其實我依家當係打少一招技能，不如索性強化螳螂之鐮好過啦。
但係，我鐘意搏。
雖則話揀螳螂之鐮係最穩陣，好似係。
但係，我偏偏強化蠍子毒尾，吹咩？
好，就咁決定。

[蠍子毒尾: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然後賦予對手5秒猛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毒狀態，使其毒
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

[蠍子毒尾已經轉換為蠍尾射擊]

[蠍尾射擊:對一個目標進行射擊，造成中型魔法傷害，然後賦予對手5秒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毒
狀態，使其毒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

呀！
係喎！點解我唔用情報掌握查左會變成點先？
算啦，由佢啦，都慣左。
睇黎我要養成多用情報掌握既習慣。

睇番技能，由近距離攻擊變遠距離攻擊，由物攻變魔攻，由猛毒變普通毒，好似仲弱左。
唉，搞乜？
算啦。

怪物？！
哇屌！咩怪物黎，癡線架，邊個設計架，核突到咁



佢係一隻蛆蟲，但係就生左甲由既翅膀同埋腳。
最大問題係，佢背脊上面咩住個蝸牛殼，夾硬分開左甲由果兩片翼。
然後，頭部，蛆蟲個頭上面居然生左蝸牛既觸角出黎。

痴線，好核突呀，咩怪黎架？

突變型奇美拉蟲 LV62

HP:6019
MP:6409

力量:594  敏捷:676
防禦:647  魔力:620

奇美拉蟲？姐係話，我突變左之後變成佢咁既樣？
媽呀，唔制呀！
我開始對進化有D恐懼
我真係打死都唔要變成咁呀！

死開呀！
佢撲左上黎！
我發自本能避開左佢，然後用蜘蛛毒牙
真係要咬落佢到？唔好咁啦
當我猶豫既時候，佢再次撲過黎佢咬我我比佢污辱左
好惡頂呀

我最後都係屈服，用蜘蛛毒牙咬左佢一啖，然後即刻拉開距離。

好苦

佢張開對翼，撲過黎！
數值上，我不如佢，但係我有既係戰術！
蜘蛛鋼絲！一下包住左佢。

蠍尾射擊！
比想像中好用，MP消耗唔係好高，但係傷害唔錯，最重要係強化毒狀態。
由每秒扣60血變成扣120血，加埋兩招本身既物理、魔法傷害，一共大約可以造成2000血既傷害。
加埋毒素激發係3000血！
只要我用毒牙咬中一口，之後再拉開距離既話，就可以輕鬆扣到佢大量HP。

比想像中簡單，好快就殺死左佢。
蜘蛛鋼絲係好有效既封鎖行動手機段，然後上面招連技可以一次扣到大量HP。
依家既我，根本就無撚敵！

嘿嘿
等多我一陣，BOSS三人組。
我好快就過黎清算你地！



打BOSS之前，有D肚餓添。
唔，開餐啦！
我

屌你老母咩屌你
[腹痛(5日)]



死吧，蟲子

點解呢個世界無得排泄呢？真係唔明。
由於肚痛既關係，所以成個禮拜都只係升得果5Llv。

奇美拉蟲 LV40

HP:6628/6628
MP:6640/6640

力量:672  敏捷:704
防禦:620  魔力:673

STATUS真係升得好快。
咁落去，應該一個打BOSS都無問題。
一個人講起上黎，土元素唔係死左下話，仲未見到佢落到黎第6層？
渣GA。
算啦，單刷啦，係時候要比各位見識下我既真正實力。

我慢慢咁落樓梯，一路上見到既我都比我殺哂。
去到第一線層最下面，只係見到好多個書櫃。
大概呢到本來係圖書館掛。
好陰森，唔係幾鐘意呢到。

要打王？
好似早左少少。
我匿左係一個書櫃後面，監視住BOSS們，果三隻騎士。

無頭騎士-杜 LV79

HP:10785
MP:13246

力量:1264  敏捷:786
防禦:1465  魔力:1209

三個人各自騎住黑馬，著住黑色既盔甲。
右手提劍，左手拎住自己個頭。
好似幾強，而且有三個人。

依家走上去打？
咪傻啦，一打一都未必有勝算，何況係一打三？
土元素黎到既話可以一戰，但係單憑我係無可能贏。
話說第四層果隻爛鬼魔像真係覺得靠一隻土元素可以打哂成個地下城？
唉都係番上去升下LV先啦。
或者，有方法可以唔洗打BOSS就落到去第7層呢？



我發覺自己真係有預言既能力。
爆炸？咩事？發生左咩事呀？搞乜啊？

可惡當我注意到既時候，我已經比瓦礫埋住左。
咳搞乜發生緊咩事？
呢到係邊到？惰報掌握！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7層:灼熱煉獄。在地底的深處存在著上古時候星球誕生的能量，現在化為熔
岩，潛伏於大陸之下。這裡的紅蓮烈焰淨化一切，罪人將在這裡清洗他們的罪孽。]

第7層？點會咁？
發生咩事？
推開瓦礫，只係見到四圍都係火焰，我身處係一個地下洞穴入面。

好多怪物，但係我唔得閒查佢地既STATUS，我比人攻擊緊！
係火焰，係噴火，有人對住我噴火呀！

係龍？

火龍-撒哈拉 LV60

HP:93428
MP:142082

力量:5019  敏捷:4419
防禦:3421  魔力:4810

咩咩料好強
根本就
第7層既BOSS？
強度完全無得同其他BOSS比。
龍種既強度真係無問題？
其他生物係龍面前根本就係垃圾！

「我問你？你究竟係邊個？」火龍問。

我我退後幾步，只可以望住佢。

「我同大地果班人一樣，一直監視住你。你既行動同其他生物好唔同，你究竟係邊個？你，唔通係佢
地？我同大地果班人唔同，如果你比唔到合理既答案我，呢到將會係你葬身之地！」

就算你一輪嘴講咁多野，我唔識講野，都答你唔到架啦
仲有，好彩呢個世界無得排泄，唔係既話，我應該已經嚇到瀨屎
媽呀，好恐怖呀
佢講大地班人係指土元素？快快黎護駕呀仆街土元素
唔得，就算係土元素，係條龍面前都係無勝算，都會比佢秒殺。



「唔講野，姐係默認啦！」
我諗番起小學D濕鳩老師，大佬呀我啞架，點講野呀屎忽鬼！

於是，佢開始噴火打我。

走呀
好熱，好辛苦先避開到，然後捐入去到細窿到。
好彩條龍太大，走唔到入細路到。
但係，佢又張開口

走呀！！！

我見到其中一隻無頭騎士，第一線層冒其中一隻BOSS。
佢R哂頭咁望住我，然後比火焰吞噬。
成萬血比條龍噴個火就秒殺左
真係要同佢打？
唔得，真係唔得。
勝算係零。
實在太強啦
完全，唔係對手。



勇蟲鬥惡龍

無頭騎士，故名思義，係右手拎劍，左手拎住自己個頭，騎住馬既怪物。
第6層本來係由三隻無頭騎士掌管，但係因為第7層既BOSS，火龍發嬲，將成個第6層拆左，所以三
個騎士都跌左落第7層到。
有一隻仲死左添。
既然係咁……
既然呢個世界存在無頭騎士……
咁既話……
呢個世界會唔會有無丁騎士？
右手執劍，左手托柒，霸氣盡現！
ＷＡＫＡＫＡＫＡＫＡＫＡＫＡ！！！
＆％＃！＠＊＆＃︿＠！＊（＄

頂！依家唔係9UP既時候囉！
就算個GAG再爛都好，都無可能吹得熄火龍D火囉！
冷靜D，一定有方法打得贏既！
冷靜唔到囉！屁股著左火點冷靜呀！
好熱呀！

我匿埋左係一角，然後望住隻火龍發癲四圍攻擊。
佢都係想搵我姐，使唔使咁發咁大老脾周圍噴火炸人呀！
整理下情況先。
火龍發緊癲，周圍炸人。
無頭騎士三人組死左一個。
土元素未黎。
其他怪物WFC。

走番上上一層？
唔得……第7層已經比佢拆左，要上番第6層要爬牆上去，但係爬爬下一定會火龍打。
所以，我依家要做既野只有一樣。
擊殺火龍。
太難啦掛，佢血量係我150倍……
睇番佢數值先。

火龍-撒哈拉 LV60

HP:93428
MP:142082

力量:5019  敏捷:4419
防禦:3421  魔力:4810

技能呢？
[烈焰吐息:對前方複數敵人造成大量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狀態]
[龍焰吐息:對前方單體敵人造成極大量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狀態]



[飛龍利爪:向前揮爪，對前方所有敵人造成中型物理傷害]
[烈焰飛彈:發射十數枚飛彈，隨機攻擊敵人。每發飛彈造成小型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狀態]
[龍尾突擊:旋轉尾巴，向周圍敵人造成中型物理傷害，然後使其彈開]
……
夠啦，唔想睇。

被動技能？
[龍之逆麟:受到的魔法傷害無效，物理傷害減半，30%血以下全STATUS上升。]
[火焰加護:受到的火焰傷害減半，自身造成的火焰傷害上升]

哇……技能仲變態……
好。
單刷火龍，其實唔難。
好似係……

痴線咩？！
點打呀！
第6層同第7層既BOSS根本就係天同地既分別！

「搵到你啦。」

呀……
火龍張開口，噴火……
避開呀！睇住呀！
嗚……

「火龍，你知唔知自己做緊咩？」
突然之間，其中一個無頭騎士走左出黎，指責火龍。
救星呀！
然後，比火龍噴個火，就蒸發左。
……
走呀！

無天理呀！
會唔會太勁呀？
我終於明白到暴風龍個島果到，果班人係咩心情。
佢地仲要一次過同兩條龍打，真係可憐。
我好彩D，一條龍姐。
好你個頭呀！
冷靜D！
其實火龍都唔係好勁姐！
暴風龍巢穴個BOSS，魔王城下面條龍仲勁啦！
無錯，呢條龍，係龍入面其實唔勁！
不過，佢點都係龍呀！
我地一般生物對佢係無勝算……

好辛苦，先係火龍面前走甩。



不過，走去邊，都仲留係第7層區域，根本就無可能真正係佢手上走得甩。
唯一方法係打低佢，或者入去第8層。
唔得，根據情報掌握，第8層入口係火龍果邊既方向。
姐係話，屠龍係我唯一選擇！
太難啦。
真係唔得。
做唔到。

「痴Q左線咩……」
最尾一個無頭騎士原來係我後面，望住條龍發癲。
佢抆把劍出黎，望住我:「殺左佢啦。」
鬼唔知咩，點殺呀！唔理係我定係你，都只會比佢一個火球秒殺。

係呢個時候，救星出現啦。
土元素大人！
然而，土元素都係無撚用架啦，最多咪可以食多下火球先死。
大地魔像你唔好咁孤寒，派哂所有兵力黎打龍啦……
算……三打一，有勝算。
有個鬼！

火龍發現左我地，走過黎，咦？
唔係攻擊？
佢望住土元素，然後又開口:
「咪阻住我，你班大地既廢物！」
哂鳩氣啦，據我呢個月既觀察，無名既生物係無智慧架MR火龍。

龍發癲，一個尾巴車過黎，撞開左土元素！
佢又開口，係火焰……
無頭騎士去到佢身後，用劍斬佢。
都係哂鳩氣，咁低攻，有用咩？

「你邊位？」火龍問。
「……」
無頭騎士懶得答佢，後然繼續攻擊。
「死開！」

呢個時候，我用蜘蛛鋼絲，包住左佢隻眼。
然後！上啦！必殺奧義！蜘蛛毒牙+蠍尾射擊！

成功？
[猛毒]
[毒素強化]

每秒……每秒扣到1869血？
哇……好……好犀利……

[一擊造成超過1000點傷害，獲得稱號【力量的象徵】]



[【力量的象徵】:自身力量上升]

有稱號？
唔好理住！掛左先！然後，繼續走佬！

火龍離開左束縛，然後繼續攻過黎！
哼！
走人！
速度上我不如佢，但係我身型細，方便走入細路。
而佢，就……就一個火球將細路變大路。
哇……你真係拆樓咩……
就黎第7層都比你拆埋。

不過，我已經，我已經見到勝利既方法啦。
毒牙+蠍尾既組合可以扣到20000血，而佢只不過係有90000血。
黎啦！火龍，呢到係你葬身之地！



SPIDER & DRAGON

「唔走啦咩，卑賤既蟲！」
火龍係我面前咆哮。

我笑一笑，然後望住佢。
單論實力黎講，我係絕對無勝算。
無論係邊個，一打一，即使係組隊一齊圍佢都好，都無可能有勝算。
但係，只限於正面戰鬥！

火龍張開口，大概係準備噴火。
呢個時候，無頭騎士衝左上去，用劍刺佢隻眼。
當然，係無用架啦，火龍一隻手掌就打走左隻無頭騎士。
呢個時候，我用蜘蛛鋼絲，封住佢隻眼。

束縛效果只係其次，我既目標係封住佢既視線，等佢打唔中我。
然後，黎啦！

土元素開始攻擊，一舊巨大既山岩飛左去條龍到。
當然，係無用架啦，山岩撞到粉碎，但係火龍一D事都無。

火龍又開始發癲，四圍噴火。
果然係咁。
頭先我放左蜘蛛鋼絲之後，一即係到退後。
土元素同無頭騎士係到攻擊佢，等佢以為我仲係果到同果兩隻野並肩作戰。

錯啦！
一早已經計劃好！
火龍黎到呢到之前，我一早已經破壞哂呢區山岩既結構，只要條龍發癲噴火……
就會好似依家咁，成個洞穴倒塌。
哇，都好大規模下。
倒塌左既洞穴將土元素、無頭騎士、火龍埋左係巨石下面。

倒塌落黎既山石超越左火龍本身既重量，令到佢郁唔到。
已經贏左。
比想像中簡單。
火龍的確係勁，但係實在太衝動。

我走左過去，條龍繼續係到鬧我，雖然佢走唔到出黎。
我揭起左一塊石頭，見到佢隻眼。

「快D放左我！」

就算你咁講，我只係一介蟲蟲，邊夠力放走你啊！

「蟲！你會為你既傲慢付出代價！」



無囉！邊有傲慢呀！我只係咁比你打，然後依家反擊姐，有錯咩？
蜘蛛毒牙，蠍尾射擊。
條龍發出慘叫，應該係好辛苦。
唔緊要，好快就會解脫架啦。
就算再強都好，依家既佢只可以任我魚肉。

玩完啦。
「你……究竟係咩人？」
唉屌，都話唔識講野咯。
「你……唔通真係唔係佢地？」
我搖一搖頭，唔知佢講乜。
「唔……咁……你最好走啦。離開呢個地下城。」
又點呀？
「第八層，絕對唔可以落去。」
做咩呀又？
你話唔落就唔落我咪好無面？
「不過……你最好唔好殺我，雖然你一定會殺我……」
廢話。
「如果可以既話，我希望你可以守護第7層。不過，以你既實力應該做唔到。」
點呀？
「我唔係唔想死，只不過我死左就無人守住第7層姐。算啦，大地班人應該會有對策……」
哂鳩氣，唔知做乜。

佢既血愈黎愈少。
火龍閉上眼睛，等待死亡既來臨。
完全唔知想點。
不過，第8層，一定有問題。
情報掌握！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8層:虛空。]

咦？
得虛空兩個字？
咩事？

[擊殺龍種，獲得稱號【屠龍者】]
[【屠龍者】:和龍種戰鬥時，全STATUS上升]

[擊殺一定數量的魔物，獲得稱號【魔物殺手】]
[【魔物殺手】:和魔物戰鬥時，全STATUS上升]

上升？上升幾多又唔講，無理由會係一樣掛，【屠龍者】應該升得多D。
唔係，依家唔係處理稱號既時候，要搞清第8層先。

[等級上至60]



奇美拉蟲 LV60

HP:10642/10642
MP:10678/10678

力量:1075  敏捷:1109
防禦:1025  魔力:1075

哇！STATUS……升得好快……
因為殺左龍？

[可以選擇進化，請選擇一項]
>蛛女
>天蠍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咦？無亂碼？
但係又出左奇怪野……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係乜鬼野黎？生物黎架？
不安……咁奇怪既，個生物名。
我打死都唔揀佢。

天蠍同蛛女，揀邊樣好？
諗番起第6層果隻突變型奇美拉蟲我就覺得不安。
應該兩個都唔會進化到咁既樣掛。
天蠍，感覺上都係蟲型既生物。
但係蛛女唔同！

蛛女……
蛛女應該係上半身係人，下半身係蜘蛛既生物！
咁我咪開始接近人形囉？
話唔定會變成蜘蛛精呢？
有個女字，點諗都會係人形生物……終於……終於都可以……
我揀硬蛛女！

你以為我會咁講咩？
好笑，我中左咁多次伏，點都唔會再中伏架啦！
蛛女喎，去到呢隻GAME一定係上半身係蜘蛛，下半身係人類既詭異怪物，我先唔會上當！
去到最盡，佢可能玩到雌性蜘蛛咁就算！
所以，我都係揀天蠍啦。

但係，人類(蟲類)係一種犯賤既生物。
明知山有虎，我都係要揀蛛女。
唔理啦，死就死啦！
蛛女！！！



蛛女與野獸

進化左。
咦？
哇！
唔？
進左化做蛛女，我依家都唔知講咩好。
理想中既蛛女，應該係上半身係人，下半身係蜘蛛既生物。
真係唔知講咩好。
好神奇地，我個頭係人類既頭，腳係蜘蛛既腳。
居然……？
成功左？
居然真係變成人頭蜘蛛腳既生物？

醒下啦。
的確係人頭，係蜘蛛腳。
不過成個身都係得個頭同蜘蛛腳囉！
頂呀……
依家既我得番個人頭，無頸，咩都無，然後臉頰果到生左四對蜘蛛腳出黎。
咁樣欺負我，真係好好玩咩？
點解我會變成咁詭異既生物架……
無天理呀！
點解呀……媽咪呀……點解個天要咁對我呀……
依家既我彼頭散髮，成個貞子咁，不過無左個身咁解姐。
算啦，是撚柒鳩但啦。

【魔物殺手】 蛛女 LV60

HP:15407/15407
MP:15897/15897

力量:1446  敏捷:2005
防禦:1411  魔力:2177

技能呢？
[蜘蛛結界:以自身為中心，為一定範圍內的生物賦予束縛(5秒)狀態]
[蜘蛛毒牙:對單體造成小型物理傷害，然後賦予猛毒(10秒)狀態]
[毒素激發:解除目標的毒屬性狀態，然後對其做成1000點固定傷害]
[暗影長槍:向單體投擲用暗魔法制成的長槍，然後造成大型黑暗傷害]
[幻像魔法:迷惑敵人，使敵人陷入幻像之中]

被動技能呢?
[毒素免疫:自身免疫毒狀態]
[黑暗祝福:受到的黑暗傷害減少一半，自身造成的黑暗傷害上升]

唔……



無左螳螂之鐮同蠍尾射擊，明明呢兩招好有用囉！
暗影長槍，係我既重要輸出技能，好似唔差。
然後，幻像魔法？唔知好唔好用呢。

無頭騎士係瓦礫到爬番起身。
對佢用幻像魔法啦。
咦……呀……咩話？腦入面有把聲要我去設定佢見到咩幻像？
咁麻煩架，實戰點樣去慢慢諗咩幻像呀。
算啦……就……就等佢以為土元素係火龍啦。
哇！消左好多MP……消左成3600MP到……持續用既話每秒再消360……使唔使咁多呀……
[幻像魔法的MP消耗量由敵人的魔力決定]

算啦，以後都係唔用。
但係，好似好有用。
無頭騎士真係走去打土元素。
土元素好無奈咁，一拳打落去無頭騎士到。

嘻。
暗影長槍，致命一擊命中無頭騎士，好慘咁比我殺左。

[等級上升至61]

不過，呢招暗影長槍真係好高攻。
睇番，毒素激發真係無撚用。
原來，我既STATUS已經升左咁多。
火龍真係比左好多EXP。
最奇怪既係，我既STATUS升得真係好快，同其他生物比，真係好快。
依家既我，或者已經可以同土元素一戰。

都係唔好住。
土元素背後一定有個大BOSS。
依家唔好對佢出手住。
而且，火龍既說話真係令人在意。
佢以為我係敵人？佢既敵人係邊個？
外星人？
唔係掛。
第8層。
第8層將會見到佢既敵人。
仲話咩自己死左，就無人可以同佢抗衡。

有咩好驚喎，火龍呢種怪物都比我殺左，仲有D咩更加得人驚既怪物呀。
我諗番起情報掌握對第8層既描述。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8層:虛空。]
虛空。

姐係點？
落去睇下啦。



我同土元素，一齊行過去第8層入口。
入口……
根本就係……

入口係個懸崖？
唔係……應該話係第8層係一個大空洞，而第7層既火焰區域，對第8層黎講只係一個閣樓。
舉頭一望，第8層高到見唔到天花板。
低頭一望，亦都見唔到盡頭。

「你……是誰？」

咦？
懸崖倒塌……係……係人為？係攻擊？黎自第8層既攻擊？
我同土元素跌左落去。
死……死啦……居然仆街死……唔係掛掛掛掛……
呀。
土元素開左唔知咩技，泥土變軟，跌唔死我地。
哇。
怪物？

係……係一個骷髏頭，銀白色既巨大骷髏頭，然後後腦附近有幾條白色既觸手(?)。
唔係，唔係觸手，應該話係觸手既骨頭，好似觸手咁FING黎FING去。
唔係骨頭黎？睇真D，佢成個身都係銀造，睇落似骨姐。
體型都幾大下，最少係土元素既十倍以上。
但係，最可怕既係，除左骷髏之外，第8層一隻怪物都無。

「我……知曉一切。你……是誰？」

你唔覺你講既野有矛盾架咩？
睇下佢STATUS先。

【猶格‧索托斯的僕從】 拉普拉斯之妖  LV86

HP:134285
MP:105971

力量:4077  敏捷:2218
防禦:4096  魔力:4699

同火龍差唔多。

「你……是誰？為甚麼……我不知道你是誰。」
「好煩呀你，我夠唔你係邊個啦！」

咦？
我講到野？係喎，我依家係人頭喎。
把聲仲好SWEET添。一聽就知呢把聲既主人好PURE好TRUE，好似係。



「你……是誰？」
不過，真係好煩。
我感覺到，呢隻怪物有D與別不同。

【猶格‧索托斯的僕從】？
類似土元素既稱號一樣，睇黎佢上面仲有幾隻BOSS。
不過，單係呢隻BOSS已經有龍級數既力量。
但係，同土元素唔同，呢隻BOSS好詭異。
應該話係，同呢個世界格格不入。
全身都係金屬，大概呢樣就係異樣感既所在。
感覺上，好似係機械人，完全唔似係呢個世界既生物。
所以，情報掌握！
猶格‧索托斯係乜水？

[鬼知。]

咩話？
情報掌握唔知既野，就只有唔屬於呢個世界既樣。
就好似係我既存在……
佢係……外星人？
等等！
咩係外星人？
外星人係咩黎？
如果咁計，我都係外星人？
我同佢係同類？

個腦就黎爆炸，唔明既野實在太多。
但係，呢個時候，我要做既野只有一樣。
打低呢隻怪物！



觸手……

講就易，呢隻怪物最少有火龍既級數。
打得佢，我真係得？
我試左用情報掌握去查佢既技能，得黎既答案只有[鬼知]。
情報掌握對佢既野係一無所知。
唔用情報掌握既話，我最多只可以睇到佢既STATUS。
睇到STATUS就明白到，正面黎講，我係打唔贏。

先唔論佢既血同MP你我既十倍，佢既其他STATUS都係我既幾倍以上。
真係難打。
不過，我仲有土元素。
土元素既實力同依家既我差唔多，佢係偏向防禦，我係敏捷同魔力。
即使係咁，呢場戰鬥我都未必有勝算。

佢出手啦。
哇！唔係下話！
佢幾條尾定唔知觸手既物體，末端變成左……機關槍？
喂！呢D破獲世界觀既野真係無問題？
射……射過黎啦！
槍林彈雨應該就係呢種感覺。
我呢刻真係懷疑自己係咪係呢個RPG既世界。
不過，唔使避啦。
因為一定避唔到囉！

土元素一下打落地面，然後升左幾道土牆出黎擋哂子彈。
真係……好彩，唔係土元素我就穿哂窿。

但係，下一秒，果幾隻觸手又再攻擊過來。
今次係銀刀，銀色既匕首。
土元素今次憑空變成十幾塊細尖石，同時飛向觸手到，瓦解佢怪物既攻勢。

土元素搞乜，勁左咁多？

然後，怪物愈黎愈過份。
今次係火箭炮！
喂！咁樣破壞故事既氣氛真係無問題？
土元素再次升起土牆，但係今次既力量太強，連土牆都擋唔住。

我又點會企係到唔幫手呢！
我跳左過去，對住佢用蜘蛛毒牙！
金屬……好痛，毒又無效？搞錯呀！

觸手變番做匕首，同時插向我果到。
嗚。
斷左其中一隻前腳。



無事！

可惡！
我依家無左螳螂之鐮，好難攻擊到佢。
唔係，我仲有暗影長槍。

我拉開距離，然後用暗影長槍攻擊。
觸手變成左盾牌，擋住左我既攻擊。
呢個敵人好麻煩，佢同時用火箭炮轟炸土元素，同時用匕首攻擊我。
同火龍唔同，好明顥佢唔係亂咁出招打人，佢出既招式係有用腦諗過。

十幾條匕首又再插過黎！
蜘蛛結界！
以我為中心，出現左一個巨大既蜘蛛網，係蜘蛛網既上空，所有觸手同停左係到。
咦？
觸手係計一隻生物？
正常黎講，中左束縛之後，係郁唔到。
我頭先放結界既時候，怪物本體位於結界之外，我既結界入面只有觸手。
但係，開左結界之後，觸手的確係停左，但係本體仲係到同土元素打緊。

原來係咁，姐係話我地應該殺哂D觸手先，再同怪物隻抽。
觸手一共有二十條，有十四條變成匕首同我打緊，另外六條就同土元素打。

每條觸手有幾多血？

[拉普拉斯之妖的僕從] 拉普拉斯觸手 LV86

HP:4029/4029
MP:2934/3180

力量:407  敏捷:222
防禦:410  魔力:470

就算知道要殺哂D觸手先，但係D十四條觸手攻過黎，單係避開已經用盡全力，根本無可能反擊。
匕首突然之間變成機關槍，殺我一個措手不及。
蜘蛛結界！
即使束縛緊都可以攻擊，但係只要瞄準唔到，再密集既子彈雨都係廢既！

然後，暗影長槍！
其中一條觸手中左槍，倒地。
唔得，雖然威力夠強，但係冷卻時間太長。
話就話威力強姐，實際上只係扣到千幾血左右，要兩、三下先殺到一隻。
要叫土元素幫手先得。

「土元素！搞惦D觸手先！」
我用力大叫。
真係好感動，終於曉講野。



呀呀呀呀呀！係喎，土元素無智慧架喎！

唔得，咁落去唔得惦，我番番去土元素後面，同佢打一齊打觸手。
我一企埋去，全部觸手變成火箭炮，同時射過黎。
哇……使唔使咁……

土元素雙手一合，大地裂開，包住左我地。
出面受到火藥轟炸，都唔知可以頂到幾耐。
土元素突然之間，變左把槍出黎，係土魔法既槍，應該係我支暗影長槍既換位版。
然後，一下投擲開去，刺穿土牆，毫無防備既怪物就咁硬食左一下。
雖然怪物比人打中左，但係觸手同怪物本身係分開行動，今次，二十條觸手變成匕首，同時插過黎！

邊有咁易！
同時對5條觸手用幻像魔法！
嗚，一下無左7000MP，咁就無左一半。
不過呢下靚，我用魔法令到果兩條觸手誤判左我同土元素既位置。
然後，二十條觸手就打哂蛇餅。
好機會！蜘蛛結界！
二十條觸手全部都陷入束縛狀態！

上呀！
機會黎啦！土元素！
暗影長槍同土制果隻唔知乜柒長槍同時貫穿哂所有觸手，一口氣擊殺哂佢地。

搞惦，咁既話，隻怪物就無哂煩膠觸手啦。
哼，點呀，怪物，你仲有得同我打？



勇者鬥怪物

雖然話搞惦哂D觸手，但係佢本體依然係到。
本體到呢一刻為止都仲未出手，究竟佢盤算緊D咩？
土元素咩都唔理，衝過去用拳頭打佢。
怪物硬食拳頭，完全無反擊。
雖然話係硬食，但係對於十幾萬血既佢黎講，呢一拳同比蚊咬無分別。

我都唔敢亂咁攻擊，究竟怪物想點？
情報掌握都查唔到既怪物，佢究竟想點？
我既攻擊手段得番暗影長槍可以用，如果係咁既話，我SUPPORT土元素仲好。
攻擊就交比土元素啦。

「你……是誰？」
怪物口中係咁細細聲聲吐呢幾粒字出黎，令人有D心煩。
用幻像魔法？唔得，對方魔力太高，我剩餘既MP連用一次幻像魔法都做唔到。
最衰係幻像魔法既MP消耗要睇敵人既魔力，如果可以無限制咁用就好。

我同怪物就係咁互相望住對方，兩方面唔敢攻擊。
仲有無其他可以打低佢既手段？
無。幻像魔法可能真係我既王牌，早知就唔咁早用啦。

怪物出手啦！
怪物張開口，然後，係雷擊？
哇！怪物口中面發射左雷擊(?)！
正中雷擊既土元素一下子無左幾千血，防禦咁高既土元素都扣咁多血，然後仲要麻痺左。
比想像中麻煩好多。
我走上去支援，但係怪物即刻放左D唔知咩電磁波定係唔知咩野出黎，我陷入左麻痺狀態。

可惡！咩技能黎架！
[鬼知]
查唔到，呢個對手好麻煩。
而且，毒對佢無效，真係好憎呢D兔疫毒既怪物。
然後，雷擊！
今次係打我！
麻痺左既我完全避唔到，硬食。

嗚，好痛。
冷靜D。
就算唔可以用情報掌握分析佢既技能，我都可以用自己個腦黎分析。
雷擊(?)，睇黎係雷電傷害仲要附加麻痺。
電磁波(?)，應該係類似我招蜘蛛結界既技能，不過唔係束縛，而係麻痺。

麻痺同束縛都可以封鎖敵人既行動，但係唔同既地方在於，麻痺緊係連技能都唔可以出。
頭先一擊已經扣左我三分一血。
而怪物，大約只係無左十分之一血。



但係，我既技能大部份對佢都無乜用。

真係有勝算？
無。真係無。
觸手再生。
D觸手又番番哂黎。

真係令人絕望。
勝算，真係有？
二十條觸手。
如果唔擋既話，佢每粒火箭炮係扣到4000血左右，匕首係1000血但係可以連擊，機關槍每秒大約扣
到3000血。

勝算，係有既。
前提係，要削弱隻怪物先。

土元素血唔多，佢全面防禦觸手既攻擊。
二十條觸手學精左，完全唔打我，去哂圍殿土元素。
仲好！

反擊啦！
土元素，同我頂住呀！
千奇唔好死呀！

本體親自挑戰我！
張開口，係雷擊？
無咁易，蜘蛛結界！
雖然束縛阻唔到佢使用技能，但係束縛緊係瞄準唔到我，所以無論如何都係打唔中我！
同打機好唔同！
呢場係真正既撕殺！
行錯一步就會死！
無得複活！
無得回血！
但係咁樣先至刺激！

暗影長槍！
扣既血唔多。
唔緊要！
我撲左上去怪物身上，佢既雷擊就打唔我。
電磁波？
無用！就算我麻痺左都好，只要我係你身上，你就打唔中我！

三條觸手番黎護航！
土元素即刻捉住佢地，唔放佢地走。
雖然唔知係咪錯覺，但係土元素真係勁左好多。
居然比二十條觸手圍毆都未死。
仲有一半血。



佢開哂技能，將所有防禦能力全開，居然可以坦到咁。

「你……是誰？」
怪物繼續低語。
「我只不過係一隻路過既蟲姐！」
暗影長槍！

無錯！雖然我既輸出唔係好高！
但係只要係咁磨落去既話就有機會贏！
已經磨左四分之一血！
暗影長槍！

將稱號切換為【勇者】！
雖然唔知有咩用，但係我覺得【勇者】呢兩個字型D！
暗影長槍！

「勇……者』」
「無錯，今日係黎討伐你！」
「猶……猶格大人！」
唔知佢想講咩！但係，我絕對唔可以比佢生還！
蜘蛛結界！
觸手係來自於怪物既尾部，姐係話我係本體用蜘蛛結界，所有觸手都會束縛住。

土元素！上啦！
雖然你已經無乜血，但係用上你最強既一擊啦！
土元素開左大技。
突然之間，發生左地震，大地裂開，無數既山石同時刺穿左怪物本體。
好……好犀利！

再打落去，話唔定有機會贏！
仲有，三分之二血左右！



絕望

「你是誰？」
怪物再次重複千篇一律既說話。
土元素依舊拖住觸手。
我仍然同磨緊本體既血。

係疲勞戰，多得土元素既頑強，先可以同佢咁耐。
今次真係要多謝土元素。
但係，即使土元素既防禦有幾咁頑強都好，始終都唔係怪物既對手。
佢已經得番好少血。
究竟可以捱到幾耐呢？十分鐘？一分鐘？定係十秒？
唔知，我剩係知怪物條血磨完之前，土元素一定會死。

好遺憾，呢個事實。
我同土元素無一項技能可以挽回劣勢。
或者，幻像魔法可以救到佢，但係我既MP根本唔足以拖展幻像魔法。
土元素既死，係必然既事實。

個腦思考左一千總方法，但係無一種可以救到土元素。
無左土元素，我仲有無勝算？
怪物仲有一半血，60000左右。
失去土元素果一刻果次，將會決定出勝負。

遺憾既係，我無方法可以將土元素既死延遲。

將稱號變為【魔王】。
毫無意義既行動。
只不過咁做或者可以令自己心安理得D。

土元素既血已經見底。
即使強如土元素都好，係呢個世界都係好弱小。
唔好講土元素，呢個世界有好既生物都比眼前既怪物強。
我笑左。

呢一刻土元素血已經係個位數字。
係，個位數字。

暗影長槍。

既然點都救唔番
所以
我笑左。

「甚麼？」怪物有D驚訝。



我殺左土元素。
[等級上升至62]
【魔王】 蛛女 LV62

HP:16031/16031
MP:16441/16941

力量:1517  敏捷:2069
防禦:1472  魔力:2235

「你居然」

我都已經有前科啦！唔差在啦。
MP已經回復到全滿。
幻像魔法！立即對11條觸手用幻像魔法！
將本體當係我，11條觸手同時攻擊！

11粒火箭炮同時轟向怪物本體。
一口氣扣左4萬5血。
咩話？咁都未死？

絕望。

MP得番好少。
對面仲有萬5血。
觸手二十條係哂到，脫離哂幻像魔法。

「不錯的一擊只是沒有想到你為了打敗我而親手手刃你的同伴。」

勝算？仲有無勝算？
大家都係15000血，但係佢STATUS上勁過我，而且佢仲有觸手支援。
王牌已經用左。

今次，真係輸左。
輸左？
輸左。
用盡一切方法，明明離勝利只係差一步短短既15000血╴我都打唔贏？
奇蹟，會唔會發生？
會架！
之前果個人！之前果個人又會救多我一次！
佢帶我離開左蜈蚣既火焰，帶我避開餓死既命運，今次佢都會黎救我架！
無錯！佢會黎救我架！

但係，怪物既雷擊，再一次將絕望帶到黎我身上。
硬食雷擊，全身既麻痺，全身既痛楚都同我講緊，奇蹟並無發生。
果個人，今次無黎救我。



諗番起，得我一個人，我根本咩都做唔到。
以前一樣，依家都係一樣。
明明我好憎佢地，但係係佢地面前只可以裝作沉默，唔敢有半句怨言。
我反抗唔到，因為無人會黎幫我。
依家都一樣，無人幫我，我只不過係一件垃圾。

垃圾。

垃圾。

垃圾。

蜘蛛結界。
我已經唔知自己做緊咩。
或者，好耐之前，我曾經後悔過自己唔敢去反抗佢地。
雖然係無意義既掙扎，但係呢個係我發自靈魂既吶喊。
吶喊。

奇蹟，係會發生！
以往我都係咁諗。
但係，呢一刻，我要用雙手劍造奇蹟！

首先，佢唔係金屬！
雖然呢個係我既推斷，但係我要將我既生命，ALL IN入呢個推測到！
如果係金屬既話，佢自己既雷電攻擊咪對自己好危險？
雖然唔知正常既物理法則係呢個世界岩唔岩用，但係我選擇相信佢，相信我拎左U既物理！

然後！如果唔係金屬既話，未必對毒免疫！
就算係呢隻破壞世界觀既怪物都好，佢都遵守STATUS、技能既法則。
如果唔係金屬，咁姐係話佢無[金屬體質]被動技能，換言之佢唔係免疫毒攻擊！

照我推論，之前用毒無效，並唔係因為佢免疫毒，而係單純我既牙齒咬唔入佢既身體姐，應該係咁，
唔係，係一定係咁！

幾把匕首插過黎，斬斷左我幾隻腳。
好痛、可惡！
上呀！我咬實牙關衝過去。

既然咬佢皮膚唔得，咁由入面咬佢啦！
上呀！

怪物本體係巨大骷嘍，所以我衝左入去怪物隻眼入面。
入面係空心。
蜘蛛毒牙。
一定要得呀。

咬唔入。



絕望既事實。
唔好就咁放棄呀！
暗影長槍！
黑暗之槍貫穿左佢既皮膚，然後我係佢裂口位用蜘蛛毒牙。

成功左？

[猛毒(10秒)]

成成功左？
由於佢HP上限好高，所以十秒之內，扣15000血唔係問題。
已經贏左？
但係，下一秒，二十條觸手變哂匕首同時伸入黎斬我。
短短幾擊，已經扣左我成大半血。
唔得！頂多幾秒就贏架啦！
蜘蛛結界！
全場束縛。

我趴左係地上。
成功左。
已經贏左。
終於打完。

「你究竟是誰？」

「如你所見，係魔王，係勇者，亦都只係隻蟲姐。」

「你我猶格大人猶格大人中救我救我」

「落地獄啦，怪物。放心，我遲D會將你既猶格大人送埋落地獄，等你地可以團聚。」

「猶格大人」

[擊殺拉普拉斯之妖，繼承特殊技能[情報掌握]]
[等級上升至80]

【魔王】 蛛女 LV80

HP:21425/21425
MP:21830/21830

力量:2046  敏捷:2611
防禦:2017  魔力:2754



第9層

[獲得新技能[魔法反制]]
[魔法反制:目標施展魔法型技能時，將其魔法效果取消，而消耗的MP不會回復，冷卻時間不會減少]

[獲得新技能[生命連動]]
[生命連動:使目標與你的HP值相連，雙方的HP可以互相流通，每秒最多傳送1%HP]

[獲得被動技能[毒性附加]]
[毒性附加:你所有技能均帶有微毒(10秒)狀態]
[微毒: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0.25%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250]

哇！
哇哇哇！
首先整理下先。
殺左隻怪物之後，我得到左[情報掌握]技能。
大佬，我本來都有啦，重複技能有無保償？
睇個樣都無，算。

然後，我升到80LV，一下升左17LV。
多左兩個技能同一個被動技能。
魔法反制，好似有D妙微，針對用魔法既對手用。
唔係唔好，問題係至今見到會用魔法既對手真係……接近零？
印象中得土元素用過魔法。
至於生命連動，簡單D講應該係吸血技能。
唔差既，當係多個毒攻擊囉。
毒性附加……微毒同猛毒既輸出差好遠喎大佬。
全部都係無乜用。
唉。

比起升LV，有一樣野更加值得留意。
打低左怪物之後，地下突然裂開，多左條樓梯。
應該係去第9層。

第8層已經咁勁，第9層會去到咩程度？
我諗起怪物成日講既猶格唔知咩。
下一層就係打佢？
我真係打得贏咩？
咪傻啦。
無可能贏。

其實，依家既我，絕對可以由第8層爬番上去第1層到，反正樓上無一隻怪物可以阻到我。
但係呢，好奇心呢樣野真係好衰。
可惡呀！好想落去睇下呀！
落啦。
係喎，我記得啦，第9層可以用空間魔法架。



有咩唔對路就即刻走人囉。
他一直在玩命.JPG

但係……算啦，落就落啦。
落之前，將稱號由【魔王】換番做【魔物殺手】先。
情報掌握！第9層咩料？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9層:大地。]

多鳩謝呀屌你老母。
算，我自己落去睇。

……

係一個地下洞穴，無咩特別。
但係，最特別既係……

【地的元素使】 大地龍皇-諾姆 LV83

HP:228543
MP:159421

力量:9436  敏捷:6294
防禦:9789  魔力:8398

仲勁過一開始隻暴風龍！
四圍都係龍，係地龍呀，角龍呀之類果D。
而領導住佢地既就係呢隻龍王。

等等……諾姆？
我記得土元素既稱號，佢就係土元素既主人？
仆街！報仇？唔係掛！

「 你 終 於 黎 啦 。 」

佢……想點？

「 估 唔 到 你 居 然 可 以 打 低 火 龍 、 拉 普 拉 斯 之 妖 ， 仲 可 以 走 到 落 黎 呢 到 。 短 短 一 個
月 時 間 居 然 可 以 進 化 成 咁 。 我 果 然 無 睇 錯 人 。 黎 啦 ， 蛛 女 ， 黎 拯 救 呢 個 世 界 啦 。
如 果 係 你 既 話 ， 一 定 可 以 做 到 。 呀 ！ 無 錯 ！ 我 都 仲 未 同 你 講 番 發 生 緊 咩 事 先 。 雖
然 火 龍 ， 果 條 火 龍 叫 咩 名 呢 ， 好 似 係 叫 撒 咩  ， 算 啦 ， 你 知 我 講 緊 佢 就 就 啦 。雖 然
你 係 唔 應 該 殺 火 龍 ， 唔 ，應 該 咁 講 拉 普 拉 斯 之 妖 係 我 地 既 敵 人 。 佢 係 唔 應 該 存 在
係 呢 個 世 上 既 生 物 。 呀 ！ 係  喎 ！ 唔 記 得 自 我 介 紹 添 。 我 係 諾 姆 ， 如 你 所 見 ，係 掌
管 大 地 ，掌 管 所 有 大 地 系 技 能 既 存 在 ， 係 四 大 元 素 龍 王 之 一 。 我 可 以 任 意 操 縱 所
有 大 地 系 既 技 能 ， 可 以 自 由 使 用 ， 可 以 反 制 ， 可 以 強 化 ，可 以 令 其 他 人 免 疫 大 地
傷 害 。 你 可 以 當 我 係 大 地 既 守 護 神 。 」

救命。



溫O寶既說話方式。
講一大段野仲要慢慢諗講。
我開始諗番起以前番學早會既時候，講者講哂要講既野，但係仲有好多時間淨，光頭校長就會走出黎
9UP拉布。
好惡頂，好想瞓……
講完未呀！

其中一隻地龍居然插嘴。

「等我來解釋啦。簡單黎講，佢係大地既守護神，而同我地敵對既係外星人。外星人黎呢到係為左侵
略呢個世界。外星人有三個，奈亞拉托提普、莎布·尼古拉絲、猶格·索托斯。

「奈亞拉托普提就比諾姆大人封印左係第十層，為左封印外星人，呢個地下城就封印左大型魔法，唔
比其他人黎救果個外星人，而代價就係諾姆大人同我地監禁左係第9層到。

「其他兩個外星人行蹤不明，有可能比其他元素龍王打低左，都有可能仲係出面作惡緊。而拉普拉斯
之妖，就係猶格·索托斯製造出黎既手下。

「事緣就係咁，諾姆大人希望你可以代佢出馬，收捨其他外星人。」

……姐係話，我要去打外星人？
「我拒絕。」

「 點 解 ？ 」

「關我蛋治。」

「……」

「呢D野交比咩咩四大龍做咪得囉！你地隻隻都咁勁。」

「你有所不知啦。四元素龍王關係好差，而且我地呢到封印左大型魔法，所以溝通唔到。再講，風果
個太後生，火果個係痴線佬，水果個根本唔理，係得我地先幫手打。」

「哦。我唔幫呀，吹咩？」

「……」

「水果個都WFC啦，咁我唔理都得姐。」

「請你幫忙，你一定可以打低佢地。」

「唔制！」

「……」

空間魔法，位置隨機。



再講落去真係驚佢地開我拖。
大佬呀，單係第8層果隻怪已經咁勁，咁真正既外星人咪係外掛級？
外星人……外掛？
一開始聽起黎覺得好怪，如果話外星人係本來唔屬於呢到既生物既話，用番打機既術語，外星人咪係
外掛？
同外掛打，真係有得贏？
算啦，咪搞我。
反正我唔DO，都有其他人DO架姐。

睇下先，呢到係邊到呢？
[人類聯盟-神聖羅龍帝國-東部之城]
我係城市對出既一座山上面。
終於見到太陽，呼吸到新鮮空氣。

「你好啊！」
突然之間，有把女仔聲，嚇到我個心離一離。
係……之前救過我既果個人。
佢除低斗蓬，係一個白皮膚黑髮既細路女精靈。

【大賢者】 精靈-天照 神官 LV99

HP:8432
MP:13964

力量:768  敏捷:975
防禦:753  魔力:1521



小蛛蛛

「你好。先自我介紹一下，我係天照，係人類聯盟入面，專門鑽研魔法既人。雖然唔係話好勁，但係
我都算係宮廷御用大魔法師，對於魔法都略有研究。一個月之前我觀察到有奇怪既生命體誕生，所以
一直尾隨住你。呢一個月跟蹤住你真係唔好意思呀！」

眼前呢個十二、三歲既女仔突然之間出現。佢把聲仲要有少少嗲，係專登整出黎，呢種人真係好煩。

「真係失禮，我已經八十幾歲架啦，雖然睇落仲係一個細路女。呀，唔係呀，年齡係女人最大既祕密
！其實我只不過得八歲架咋，哈哈。」

哇！讀心神棍？不過，我覺得呢個女人好危險。
大魔法師，仲察覺到我既存在。
呢個女人真係唔簡單。雖然佢救過我幾次，但係依家係咪要先下手為強，殺左佢先？
依家既我黎講，佢無可能係我既對手。
勝算好大，就殺左佢啦。

「喂喂，做乜唔講野呀！出句聲啦！搞到我好似自言自語咁。」

殺左佢？真係要咁做？

「喂喂，唔好扮唔識講野喎！我之前見到你同地龍傾計架！」

佢塊臉靠到過黎，好好近
等等，佢入到去第9層？
地龍王察覺唔到佢？
冷靜少少先，話唔定呢個大賢者，仲強過地龍王。
貿然出手只會對我不利。

「唔，做乜披頭散髮咁呀！你係蛛女，當住你係女仔先啦，雖然魔物無性別姐。」

佢笑一笑，然後搞我D頭髮。
衰人，咪搞我D頭髮呀！

「完成！束起佢咪幾好睇！」

喂呀放過我啦呢個人某程度上係我目前為止見過既最麻煩既敵人

「好啦喎你！好同我出聲啦喎！」

佢用力搣我塊臉，好痛好痛呀好啦好啦
算，都係發火屌走佢先，我都忍左呢個女人好耐啦，當我玩具？
唔發火當我病貓？

我吸左一口氣，然後



「Hi你你好」

呀呀呀呀呀！
搞乜呀我！
做乜會咁架？
唔係話要屌佢架咩？
做乜我會我會我會緊張架
死啦，我有幾耐無同過人講野呢？（怪物唔係人）

佢滿意咁點點頭，然後繼續問我叫咩名。

「梁蛛我叫叫我做蛛女就得」

「吓？咁隨使架！蛛女個名咁唔好聽！不如我叫你做小蛛蛛啦。好唔好呀小蛛蛛？」

不如一槍打死我.JPG。

算啦，一切都隨緣啦
仲有你啊咪靠咁埋呀！
我受夠啦我受夠啦，點解要咁樣折磨我？
好想搵窿捐。
好想死。
好想死多次。

真係不如死左佢算。

「你你你想點？」
我問。

「無點。只係想跟住你姐。你想去邊我就跟到去邊。」
佢笑呀！佢對住我笑呀！心寒呀！
「咁無依家想去邊呀？小蛛蛛？」

算啦，睇化左。
咪理個煩膠住，決定我依定要做咩先。
打外星人？咪啦，呢個任難度太高。
但係依家既我真係無咩好做。

我望一望遠處，係個城鎮。
我諗，去一去城鎮，了解下人類仲好。

「等等？你想入城？」

我點頭。

「你諗住咁樣去？」



我望一望自己，自己成個身得個人頭同四隻腳。
然後，我點點頭。

佢托住頭，然後嘆左口氣。

是咁的，依家既我入左城。
當然唔係就咁入去啦。
我用左幻像魔法，令到四圍既人以為我係一個40LV既法師。
當然，實際上，我仲係LV80既蛛女。
幻像魔法消耗好高，但係似乎天照有技能可以減少消耗同埋分擔MP消耗，真係幫大忙。
不過，條件係，要令其他人產生幻像，以為天照係40LV既神官。
咁又係，大賢者無啦啦走出街，真係得人驚。

呢到似乎係邊境城市。
不過，講真，真係無咩特別。
同打機成日見到既城市一樣，真係無特別。
不過，睇黎呢個世界升LV係一件好難既事（我係特例)，周圍既人LV都唔高，40LV既我地已經算係
好高LV。

於是，無聊無野做既我，就左入去一間屋入面。
唔係普通既屋，係冒險者登記所。
似乎，要去登記所做過正式登記既先係真正既冒險者。

好，接下任黎解下先。
天照繼續望住我笑，令我心裡發寒。

「你叫咩名？睇下先，STATUS上面寫住小蛛蛛？哈？無，我無野，無笑。」登記所條友真係欠打。

人類-小蛛蛛 法師 LV40

HP:3784
MP:4201

力量:363  敏捷:417
防禦:383  魔力:449

精靈-天照 神官 LV40

HP:4019
MP:4102

力量:371  敏捷:391
防禦:402  魔力:425

係呢個時候，我仲未知道危機已經逼近。



沉默是金，好似係

天照又對住我笑，真係令人好唔舒服。
究竟佢想點……真係唔明佢。
講起上黎，天照個樣好似有D眼熟。
我以前係咪邊到見過佢呢？

頭先去完登記所，本來諗住接任黎做下，點知要等。
依家唔係我地去接任，係D任選擇冒險者。
搞錯呀，想接個任姐，都咁煩。
做冒險者既話，要成為左咩冒險者協會既會員先，咁樣先可以接受任務。
會藉係要錢既，ON9。
那有錢，所以天照幫我比埋。
我好似成日都欠佢野咁，呢個女人究竟想點呀！

於是，無野做，等任黎搵我地既時候，我地四圍去行下。
然後，我地走左入黎教堂。
教堂無咩特別，只係見到個神父係到對信眾9UP。
我同天照就坐左係一角，聽住佢9UP。
好悶。
真係好悶。

人類好似係信女神教，信呢個世界係由一個女神創造。
神父後面有個巨大既女神像，女神像搵左塊布遮住女神個樣，有D神祕。
諗番起之前第5層打果隻女神像就唔開胃。

真係好悶呀！
原本既世界我都無信咩宗教，所以我對佢地講既野完全無共嗚。
真係唔明D人點解要迷信呢D咁既野。
想瞓。

「喂喂，唔好瞓啦。」天照拍醒我。
佢真係好煩，真係想殺左佢。
算，我忍你。

「老實講，估唔到你會咁犀利。有無睇過《變形記》呀？本來以為你只係一隻普通既蟲，所以睇少左
你。」
佢笑左一笑。

大賢者。
呢個人既實力究竟去到咩程度？
[【大賢者】:只有一個人能得到的稱號，授予給聯盟中法術最強之人。將得到
使用魔法時，魔力大幅度上升的能力]

擁有最強法術既人。
有無腎者之石架？



嘻！

禮拜完左之後，四圍D人都走哂。
神父都走埋，得番我同天照坐係到。
唔係喎，仲有個女仔！
無聊無野做裝下佢先。
唔？唔係偷窺，係明目張膽望佢！
反正我依家個LOOK都係個後生女，無咩問題啦~唔會比人報警拉架！

精靈-風騷 弓手 LV35

HP:3421
MP:3410

力量:324  敏捷:374
防禦:331  魔力:354

一見到呢D搞笑路人名就知道佢好快會死。
不過呢個女仔仲ON99留係到做乜？

「你……你好？你有事搵我？」
女仔問。

「呀……無……唔……唔好……唔好意思……SORRY……」
我即刻退後。
哇……好想死，點解我把口會咁……
雖然諗深一層好似真係成年以上無正正經經同人講過野……
以前既人生真係失敗，真係死左佢算……
死左啦，一早死左啦……
死左都係咁，不如再死多次啦，唉。

天照又對住我奸笑。
不如一槍打死我啦……
可惡……

「哈囉！我地係路過呢到既冒險者，想搵下D任務黎做，依家等緊任務無野好做，所以唔好對我既朋
友見怪。佢雖然係個怪人，但係佢只係怕醜架姐，佢無惡意架，嚇親你唔好意思。」
天照走過黎幫我解場。
我要殺左佢，我要殺左佢呀！
去死呀！

「哦，原來係咁。」

「係呢，你係到做咩呀？」

「祈禱囉！」



「你信女神架？」

「嗯。黎得呢到梗係信啦，你係神官，應該都係信神？」

「唔？你同女神講左D咩呀？」

「無呀，其實都無咩特別架姐。」

我發覺我既存在真係可有可無。
好似比人遺忘左咁。
是但啦……慣左。
不過，我發覺依家好似由一個主角變成配角咁囉。
點解會咁……
是但啦。

唔？
有三隻白鴿飛左入黎，分別飛去我地三個果到。
睇黎架？有信？
唔？有任務做啦？
好，終於都可以舒展一下筋骨啦。
等等？三隻白鴿？

番到去介紹所，原來係組隊任務。
果個弓手居然係我地同伴，世界真係細。
最煩既係……

「MISS天照，你好靚女！」
「多謝！」
「火燭呀！你唔好再成日聊女仔啦。」

多左個男人。
好似仲係果個弓手既青梅竹馬。

矮人-火燭 戰士 LV48

HP:5035
MP:4736

力量:504  敏捷:473
防禦:531  魔力:421

「你咪嘈啦八婆，我識女仔關你咩事呀！」
「咪叫我八婆呀！」
「好煩呀你，咁你死開咪阻住我啦！」

哦，又比人無視。



女神

狗公。
網絡上面都有狗公。
打機既時候，當有玩家自稱係女性既時候，身邊都會出現狗公。
只係估唔到，依家都有姐。

依家既情況係，我地四個出發去做任，好似係要打低唔知咩怪，其實我都無留意個任要做乜，只係一
尾跟住佢地。
戰士係咁撩天照講野，弓手就係到鬧戰士。
簡單D黎講，當我無到。

又比人無視。
是但啦。

黎到一個森林，佢地就開地圖黎睇。
是但啦。
不過黎到森林都好，唔洗浪費咁多MP，起碼唔洗對住魔物用幻像魔法先。
雖然我用左幻像魔法姐，但係實際上技能都無變。
我一開技能，比佢地發現到輸出好高，咁咪弊？
係喎，咁天照呢？佢點搞？
唔知呀，由得佢啦。

突然之間，出現左幾隻蟲。
係10LV既鬼靈爬行者，哦，係我一開始既種族。
應該係唔食得，唔係既話會肚痛。
唔係唔係，我唔係黎食野架，係黎做任架！
戰士同弓手走左上去同佢地打，好快就打死左果幾隻蟲。
唔，係咪應該去提佢地唔食得呢？
唔係囉，正常人係唔會捉魔物黎食架囉！

天照無出手。
佢係咪都係諗緊呢個問題呢？

我發覺，我真係唔適合同人組隊，都係自己一個打仲好。
話時話，個任係要做咩架呢？
我想開口問，但係都係懶得問。

行下行下，行左入個奇怪既建築物到。
異樣感？
係一間工廠？
呢個世界會有工廠架咩？
可能有，唔知。
我望一望天照，佢依然對住我傻笑。
去死。



奇怪既感覺。
附近好少魔物。
似曾相識既感覺。
不安。

【人類殺手】 阿特拉克·奈克亞 LV56

HP:7096
MP:10654

力量:716  敏捷:1041
防禦:706  魔力:987

怪物？
係人面既蜘蛛？
類似我既生物，不過佢本體依然係隻大蜘蛛，不過個頭係人頭。
而我就係得個人頭，無腹部。
呢種水平……對我黎講唔係難度，但係對40LV左右既冒險者黎講，根本就係惡夢！
如果係4個40LV去打，都有D困難？

佢開技，係蜘蛛結界！
可惡！束縛住哂我地！
開技殺左佢？
唔得，咁會暴露我既身份。
一係試下用D無咁高攻既技能！

生命連動！
我既HP同佢相連，然後佢每秒流1%HP過黎我到。
仲有微毒送添！
雖然用緊呢招既時候郁唔到，但係反正我都無其他技能可以用。

天照走過黎拍左我膊頭，咦，你幾時解開束縛架？
「行啦。」
佢細細聲同我講。
去……邊？喂？佢已經拉左我走。
果隻大蜘蛛單靠弓手同戰士真係搞得惦？
喂喂，你想拉我去邊呀？

天照帶我一步一步深入工廠，沿途上面既怪物全部比天照收拾哂。
唔理係小BOSS定係成堆既怪物軍團，佢都全部殺清光。
大賢者真係可怕……

「到啦。要打BOSS。」
BOSS?頭先果隻大蜘蛛已經唔係BOSS？
推開到門，然後見到……

係一隻巨大既人型生物，十米高。



頭係一隻八爪魚，觸手好似鬍鬚咁郁黎郁去。
背脊係一對蝙蝠翼，有少少發育不良，睇起上黎，比例較細。

【奈亞拉托提普的僕從】 克蘇魯 LV84

HP:156941
MP:98765

力量:5206  敏捷:2467
防禦:4788  魔力:2697

係……外星人？
呢到都有外星人？
今次弊……
以我既力量黎講，係佢面前只會比佢秒殺。
就算係天照，都未必夠佢打。
要搵人黎處理先得！
搵邊個？地龍王？
屌，條友連自己樓上果隻外星人都未搞得惦……

「聖光鎖鏈」
天照張開手，然後地面上突然之間出現左幾條光束鎖鏈綁住怪物。
[束縛]

「你係咩人？」怪物問。

天照笑一笑:「我只係路過既，大魔法師姐。」
「魔法師？點睇都係神官！」

怪物舉起手，然後地面上爆哂D觸手出黎，伸去天照到。
弊！要開結界幫佢……唔係喎！
天照又開多次聖光鎖鏈，綁哂佢所有觸手。

天照笑一笑，然後飛左上天。

查一查天照既數值！

【大賢者】 精靈-天照 神官 LV99

HP:8432
MP:13964

力量:768  敏捷:975
防禦:753  魔力:1521

「係時候比你見識下神官LV99先學識既技能啦，小蛛蛛！女神之劍」



然後，天照後面出現左女神既巨大幻影，同教堂既女神像一樣，用塊布包住左自己塊臉。
女神拎住把劍，一下劈落去怪物到。
秒殺。

講……講笑咋下話。
以佢既數值，就算所有數值後面加多個零……都無可能秒殺到佢下話。
就算係神官最強技能，都無可能強到呢個地步……
[女神之劍:用魔力召喚女神的幻影，對單體敵人造成極大量無屬性傷害，然後將傷害轉換為HP為我方
成員回復，再將我方所有負面狀態移至敵人身上]

天照又對住我笑。
大賢者……根本就已經去到大地龍王既級數。
唔係，甚至係大地龍王之上。
呢個人，絕對有問題。
佢既笑，真係令人心寒。



LV問題

係喎，咁果兩個人點？
依家唔係注意天照既時候，果兩個人無事嘛？

「走啦？小蛛蛛？唔去查下發生緊咩事？」天照笑住講。
我無理佢，走番出去。
「你有咩唔明問我都得架喎。」
「唔關我既事。」
「果兩個人又關你既事？你唔係想殺死佢地架咩？」
我無回答。
「你之前唔係係咁殺人架咩？無論係黎襲擊你既人又好，自己既同伴又好，你都殺架喎。」
我都係無回答。
「呢D係咪叫，角色形象崩壞？」
我無回答，唔理佢，走番出去。

果然，果兩個人根本唔係大蜘蛛既對手。
佢地打得辛苦，如果唔係天照頭先開左女神之劍令佢地回血既話，大概已經死哂。
女神之劍，真係有可能一劍斬到150000傷害？
明明天照本身既血只有8000左右。

大蜘蛛望到我，然後又係果句。
「你係邊個？」
頂，悶唔悶？

戰士突然之間衝左上去，然後用用劍打埋身戰。
無用架，你地唔係佢對手。
大蜘蛛都無再理佢地，一下撲向我到。
仲好！
我順勢走左出去，走左出工廠。
要打既話，唔好係果兩個人面前打好D。
廢事比佢地發現我咁高LV。

「你係邊個？克蘇魯呢？」
我無回答，然後……
大蜘蛛又撲左過黎。
我順勢用蜘蛛結界綁住佢，然後用蜘蛛毒牙。
同頭先果隻怪物唔同，呢隻易打好多，就算係我一個人都輕鬆打得贏。

「嗚……你……」

暗影長槍。
一擊就打左佢三千血。
比想像中勁好多。

「蜘蛛結界！」佢都開結界，綁住左我。



然後，走人？
唔係掛？
咁就想走？
暗影長槍！
一槍貫穿左佢既身體。
死左。

點解我要救佢地？
我自己都唔明。

戰士同弓手走左出黎。
「無事嘛？」
「隻怪呢？」
佢地依家先一輪嘴問我，明明之前仲無視我。
今次，到我無視佢地。
為左合符常理，我用幻像魔法整到個樣同HP睇+落就死咁。

「無血啦你，飲番血水先啦。下次唔好咁啦，我地係一TEAM人黎架嘛！」
弓手友善咁比左樽血水我。
唔。
天照依家先慢慢走左出黎。
「喂！我需要個解釋，你地頭先去左邊？」
戰士大聲問。
天照冷笑左一聲，無回答。
「喂！你知唔知你差D害死左我地呀！」
明明之前仲成個狗公咁，依家居然興師問罪。

天照。
大賢者。
佢究竟想點？
係敵人，定係朋友？

「我想點？應該問你想點先真。」天照又板起個笑容。
「你……」
「我？出黎啦！你想點，大家都已經心知肚明啦！」

大家？
邊個大家呀？有無人可以解釋下狀況。

「屌！係你迫我。」戰士大聲怒喝。
「喂喂，就算我無迫你，你會咁做啦。」
「出黎啦。」戰士揮一揮手，然後十幾個人出現左。

係十幾個40、50LV既冒險者。
帶頭既係……冒險者介紹所條友？
咩回事？



「放低身上既錢啦，如果唔想上去見女神既話！」帶頭既人講。

「火燭……你？」弓手驚訝咁問。
「有咩好驚訝？」戰士喝番佢轉頭。
「你……點解要咁做？」

果兩個人既對話真係煩，大約就係咩你唔係D咁既人，你好善良架；另一個就話你識條鐵咩，咁樣升
LV先快。
好煩，早知殺哂佢地算。

「總之，小蛛蛛、天照，你地交低你身上既錢，就走啦。我唔想對你唔客氣。」
你明明話過咁樣升LV先發，姐係會殺埋我地啦。

「喂，唔計得同你算添。呢個任係咩回事，點會有隻咁強既怪物出現？」戰士又屌介紹所條友。
係喎，呢個係40LV左右既任，隻大蜘蛛已經勁到唔正常，何況入面仲有隻龍級既外星怪物。

「我都唔知呀……不過依家無事就得啦。」介紹所條友伸一伸脷。

哦！簡單D黎講，介紹所識員同強盜結盟，放任務出去比冒險者，以後派D強盜去埋伏，劫財劫LV。
哼。
十幾個人又點？
蜘蛛結界。
全場束縛。

「咩話？點會咁架？係咩魔法黎？」

由一開始，佢地就無可能打贏我地。
佢地一出黎，就已經中左幻像魔法。
MP得番唔多，但係足以殺哂佢地有找。

「喂喂，小蛛蛛應該唔太擅長一次過同多數既人打，其他人就交比我，你就放心打王啦！」天照之後
開範圍技。

「哦？其實你真係好可疑，你究竟係咩人？」介紹所識員問我。
我望住佢。

【光魔法使】 矮人-巴爾幹 法師 LV76

HP:7842
MP:8219

力量:776  敏捷:716
防禦:771  魔力:834

原來76LV法師。

「你地究竟係咩人？」



好煩呀！個個都咁問！
「唔答我，唔緊我，因為你地會葬身係到！」

問:敵人可以撐到幾多秒？



在座各位，都係垃圾

「垃圾就係垃圾，要怪既就怪你既能力不足啦。垃圾係唔應該存在係呢個世界。」
果個法師伸個頭過黎我到講。
「能力就係一切，廢既人連條蟲都不如。」
然後係到喪笑。

嗯。
我打從心底裡討厭呢個男人。

「唔好意思啦，你就去死啦。」
法師跳後幾步，然後施法。

「聖光射擊」
佢枝杖上面閃耀住光芒，然後就射過黎。
無避開既必要。
硬食啦，反正都係R痕。

「你無血啦喎，點呀，係咪絕哂望呀。」
絕望既日子我已經經歷過，咁少既事唔會令我絕望。

「你得番百幾HP咋喎，有咩遺言呀？」
我舉起手。

「永別啦。」
最後，佢又施法打我，扣埋我最後一點HP。
當然，呢個係幻像黎，係佢眼中，我只係個40LV既法師，打幾下就會死。

「咦？係咩法術？HP歸0都仲未死？不過，你可以捱到幾耐？」
暗影長槍。
一下，就扣左佢一半HP。

「嗚……點會咁……點會咁高攻，你做過咩手腳？」
搞笑。

「神官！補血！BUFF我！」

「求下我我咪BUFF你囉。」
天照笑一笑，其他所有人都被佢麻痺哂。
麻痺一分鐘，有D咁恐怖既技能架咩？

「可惡……」
佢又用碌杖指住我。
真係無聊。

「天照之光」



佢技杖突然出現左個小太陽，然後，就射出光束出黎攻擊我。
咦？
唔？
吓？
哦？
原來係咁。

都係R痕。
我改變主意啦，都係唔好殺佢。
我要比佢知道咩係比死更難受。

幻像魔法，改變對果個法師既設定。
依家法師既眼入面，佢會見到無數隻微型蜘蛛，慢慢爬到佢身上，包圍佢全身，逐忽肉逐忽肉哎佢。

「嗚……你係咩人……好痛呀……點會咁……呀……你……地係……外星……擁有……外星力量？」
外星力量？個名咁膠。
外星力量，指既應該係外掛？
應該係掛。

「好痛呀……死開……死開……死……開……死開……」
當然，一切都只係幻像黎，唔會對佢造成任何傷害。
但係，咁就夠啦。

佢係咁用手抓自己，抓到自己皮開肉裂。
「嗚……嗚哇……」
好啦，解除幻像魔法。
但係，佢已經番唔到轉頭，已經痴左線。
佢仲係咁抓自己，仲仍住蜘蛛仲係佢身上。
整到一個人痴線，係一件好容易既事。

佢既同伴見到，都唔敢講野。
戰士同弓手打緊，弓手好明顯係絕望既劣勢。
暗影長槍，一槍貫穿左戰士既身體，就咁殺左佢。

我走過去弓手到，然後問佢:
「你……你……想……你想點處置呢班人？」

但係，換黎既只係一句「你點解要殺左佢……佢好善良架……」
佢係到喊，明明戰士頭先真係想殺左你。

「我再問一次，你想點處置呢班人？」
「……」
「……」
「我……放左佢地啦。」
「但係佢地想殺左你喎。」
「我唔知……」



「明白。你地走啦。聽到未？」我大叫。

「魔王嘛，果然……」天照細細聲講。

班人即刻雞飛狗走。
然後，我混入果班人入面一齊走，係弓手睇唔到既距離到用蜘蛛結界捉哂佢地。
唔。
真係少經，殺哂佢地都升唔到1LV。

我番番去，弓手係坐係到，係到問「點解？」
我無回答。

算啦。
弓手真係唔重要。
有一樣更加重要既事。

「天照，我終於知道你係邊個。」
「哦？好開心哦，小蛛蛛居然肯主動同我講野。」



完

我一直望住佢。
天照，果然唔係大賢者咁簡單。

「無錯！比你發現左添！其實我就係……」

我繼續睥住佢。

「其實我就係魔王！」佢笑住同我講。

我都係繼續睥住佢。
魔王你個頭，明明就係……

「你唔信，我變番個稱號比你睇囉！」
佢換左個稱號，由【大賢者】變成【魔王】。

我都係繼續睥住佢。
扮乜，如果係你既話，將自己既稱號變成【魔王】都係有可能。

因為你就係女神。

「你幾時開始發現發現架？」
佢嘟長個嘴望住我，然後無聊到係咁換稱號，【勇者】呀、【劍聖】呀等等。
咁樣唔代表佢同時係魔王，同時係勇者，只係代表佢可以隨時得到所有既稱號姐。
恐怕，大賢者呢個身份係假既。

至於我幾時發現，當然就係岩岩啦。

首先，我好似以前見過佢個樣。
究竟係幾時呢？我終於都諗番起，地下城第5層個BOSS女神像係無面紗，同天照有7分相似。

第二，頭先條友用左招技能叫[天照之光]
有咩人可以亂咁設定技能個名，恐怕就得女神一個人。
當然，將自己個名塞入技能名到，呢D咁羞恥既事，都係得佢一個人做到。

第三，之前打外星怪物既時候，佢一開技就扣左敵人150000血。
150000血根本唔合邏輯，但係如果佢係女神既話，呢件事就好正常。

第四，明明係大賢者但係無人識佢。
大賢者點睇都係D大人物，雖然依家佢睇落去係40LV既神官姐，但係佢個樣同個名無變架喎，點解
會無人認得佢？

總之一切一切既疑點，都顯示緊天照就係女神。
佢就係女神，呢個世界唔怪得咁ON9。
不概係垃圾GAME，連個神都垃圾過人。



當然啦，呢一切我都無講出黎，講出黎實在太麻煩。

「哈，不概係你，咁快就睇穿左我既身份。無錯，我就係女神，不過如果話係女神既話，你應該唔係
幾明係咩黎。不如用番你個世界既術語啦，我就係呢個世界既遊戲管理員，姐係GM(GAME
MASTER)。」

……
GM……GM都可以做神。
GM無啦啦跟住我做乜？

「無呀，只係無聊無野做囉！」
「可以咁架咩？」仲有你可以讀我心架咩？犯規呀……！
「點解唔得，有一個GM日日都偷懶添。」
唔怪得隻GAME咁垃圾。
「你既意思係，神唔止得一個？」
「係呀，有三個。」

「等等……你話……你話用番我個世界既術語？你知道我既世界？」
「梗係啦！我係無所不能既天神大人，哈哈哈！」
「點解我會出現係呢到？」
無錯？我上一世既記憶就係跳樓之前既果一剎那，根住我就黎到呢到。

究竟，發生左咩事？

「你，真係想知？」
佢笑笑口問。

「無錯。我想知。」

佢深呼吸，然後就講左句:

「鬼知。」

(#^!(@^#(&^!&@
頂你咩，神喎！算啦，本來就唔指望佢知道D咩。

「大概應該係BUG掛。」佢又笑住講。
BUG?
「你應該都知啦，我地呢個世界比黑客攻擊。」
唔知囉好唔好？我依家先知囉！我淨係知無啦啦有外星人囉！外星人=外掛=HACKER……
「大概係佢地攻擊既時候，開多左個入口，令到你地入左黎掛。」
好隨便，仲以為係叫我地黎拯救呢個世界。等等……「你地」？姐係話，唔知得我一個黎左呢到？
「係呀，計埋你，一共有十個人入左黎。仲有世界洗鬼你救，一早比我地搞惦哂啦！」
十個人？
「無錯，就係果日呀，呢你係咪叫咩……係啦係啦……放榜呀，你跳樓果日！果日你果班有十個人番
學，然後你地十個咪比人掟哂入黎囉，好似係。」
好隨便……咁佢地係邊個？



「你自己搵啦。比起呢樣，依家既你，究竟有咩想做？」

有咩想做？
外星人唔洗我打，根本就無野好做。
係喎，黎到呢個世界之後，我根本就無哂生存既目的。
一開始只係求生，但係依家既我根本就唔洗為生存而煩惱。
我有咩想做？
無。
上一世我或者有好多野要做，但係呢一刻既我，終於都可以無束縛咁企係到，聽下呢個所謂既神9UP
。
自由？
我笑左，咁樣咪仲好，雖然無野做無哂人生目標，但係無野做都有無野做既我。

無錯啦，或者，呢到就係我真正既歸宿。
是咁的，自殺以後，進入了RPG既世界就此完結。
跟住，我終於可以自由自在咁生活。

咪住咪住……咪住呀，仲未完得！
等等先！
果個人係？
遠處有個人瞓左係到。
好面善。
呀，係白雪。
一開始果個差D做到勇者既人。
第三次見到佢啦，同佢真係有緣。

佢係比人打到重傷？
我聞到魔法既味道。
生命連動，過番D HP比佢先。
唔單止係魔法，仲有戰爭既味道。
無錯，呢到係邊境。

睇黎，魔界既人，終於正式出兵攻打人類。



勇者的責任

幻像魔法真係樣神奇既樣。
實際上，白雪只係坐係草地上面，望住隻蟲(我)，
但係我可以令佢感覺到自己坐係森林小屋既床上，然後望見一個人類(我既幻像)。

【大賢者的徒弟】 人類-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 LV76 法師

HP:7319/7319
MP:7980/7980

力量:745  敏捷:759
防禦:749  魔力:829

當然唔會再係小蛛蛛囉！

就係唔知幾時開始，天照帶住頭先果個弓手消失左，但係我好肯定佢係到偷望緊我。
而依家既我，救番白雪。
點解我要咁做呢？
唔知。
我自己都唔明白自己咁做有咩用。
我望住佢，無見一排，佢LV又升左。

【劍聖的繼承者】精靈-白雪 戰士 LV70

HP:7183/7183
MP:7294/7294

力量:541  敏捷:719
防禦:697  魔力:795

仲係好弱。
得70LV，係呢個世界根本就係廢。
單係魔王手下咁多位領主，每一個都已經係99LV。
佢面對魔界，真係無可能有勝算。
至於佢比人打到咁傷，好有可能係有領主攻打過黎。
係邊個？巨人領主應該仲係地下城第3層卡關，而我見過既，就只係得番獸人、龍人同埋排骨。
應該好有可能係排骨領主。
但係我唔係好記得佢係咩樣。
呀呀，一時之間又沉入左去自己既思考到，唔記得左白雪添。

「請問……係你救左我？」
白雪開口講。
依家細心一睇，佢又幾靚。
銀色頭髮，蒼白既皮膚，目無表情，只係淡淡既望住我。
嗚，有D緊張。



緊張個鬼咩？有咩好緊張呀。
係，深呼吸，然後答:
「係……係呀……」
已經好有進步架啦……

「多謝你救左我，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

今次，我既幻像角色，係個男人，設定係大賢者既學徒。
我先唔似天照咁鬼蠢扮係大賢者，何況白雪呢種大人物一定見過大賢者。

「但係，我依家要離開呢到，你知道嗎？魔王軍已經殺到過黎。」
「……」
「我有義務去，去打低佢地。」
「無可能。」
「咩無可能？你係話我無可能贏？呢個唔係贏唔贏既問題，而係我一定要去打。係喎，師父佢幾時收
左你呢個徒弟架，明明之前死都唔肯收徒弟。」
師父？師乜鬼父？你師父唔係劍聖咩？
「師父最近還好嗎？幫我問候下佢老人家。仲有，幫幫忙，幫我通知大家，魔王打到黎，要大家去避
難。」
「我……拒絕。」
「點解？」
「因為，你，你……你，你無可能贏。」
「都話左，呢個係我義務。」
「義……務？」
「無錯。作為勇者既義務。」

!(&(@*&(@^#&(@*#!
勇乜鬼者呀！
你知唔知勇者本人就企左係你面前呀！
姐係話，白雪本身就冒充緊勇者……
扮乜，有乜好扮。

算啦，都係時候要盡下勇者既義務。
唔單止係勇者既義務，仲係魔王既責任。
係時候教訓下班細架啦。
由我去開果副排骨拖啦。
唔得唔得，依家既我打得贏排骨姐，打完排骨之後，果班領主走哂出黎圍毆點算？
唔得唔得，我唔夠咁多人打架。

「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
又搞乜？
「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請你幫幫忙，或者我真係無勝算，但係，請你去拯救民眾。依
家得番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可以做到。又或者咁，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
你不如做我既同伴。雖然話做勇者既同件會好辛苦，隨時性命不保，但係我地依家必需依賴痴線蜘蛛
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你既力量，請你幫忙，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

好煩。



早知改過正常d既名……

白雪跪左係地求我。
我真係唔明白，佢地條命真係咁重要咩？
真係值得為佢地犧牲一切咩？
反正，反正佢地最後都會忘記你。
做唔到野會唾罵你。
點解要去救佢地。

「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

「我明白啦。你真係咁想要力量？」

「吓？」

「既然係咁，跟住我講既野，要做既野你都要無條伴跟住去做(意思好似有d奇怪……)，即使發生咩事
都好，請你，相信住我。」



黑騎士 I

原來係咁。
坐山觀虎鬥大概就係咁既意思。
係座懸岸上面望住來勢兇兇既數萬軍隊，有一種無力感。
仲有十幾公里就走到入左城。
如果可以既話，真係想自己落去同佢地決一死戰，但係一定好快就會比人發現我就係魔王。
幻像魔法都係唔可行，數萬軍隊，幻像魔法實在負荷唔到。

來領住數萬軍隊既係排骨，成個軍隊都係由屍人、吸血鬼等組成。
排骨依家騎係馬上面，叫停成隊軍隊。
為既唔係D咩，而係一個姐。

【不死族領主】 骷髏-歐西里斯 法師 LV99

HP:7296
MP:11984

力量:726  敏捷:828
防禦:788  魔力:1644

【黑騎士】 ■■-■■ ■■ LV■■

HP:■■■■/■■■■
MP:■■■■/■■■■

力量:■■■  敏捷:■■■
防禦:■■■  魔力:■■■

[黑騎士盔甲:魔王專屬護衛道具。擁有【魔王】稱號者可以自由借予盔甲給任何人使用，使用者暫時
獲得【黑騎士】稱號。]
[【黑騎士】稱號:可以遮蔽自己的STATUS，除魔王外任何人皆不能查閱其STATUS。]

擋係數萬大軍面前既，只係得一個人。
黑騎士。
當然啦，呢個黑騎士並唔係咩特別人物，只係一個差D成為左勇者既普通女仔姐。

有無勝算？當然係無。
面對數萬大軍，就數係副本既大型BOSS都未必有穩贏既勝算。
莫講話白雪本身既LV已經低過排骨，姐係話單挑都未必有機會贏，輸既成數仲好大。

黑騎士用劍指住排骨。
然後我大聲咁叫:
「歐西里斯，你係到做乜野。」
呀，好羞恥呀，咁樣係到扮係黑騎士講野大叫。



「係到做乜野？呢個話應該由我黎問先岩。雖然話就話係黑騎士姐，係魔王既心腹姐，但自魔王上任
以黎開始，一直失蹤，直到依家先出現企係我面前，你究竟想點？」

「放肆！同我撤退！」

「開乜玩笑？魔王大人一早已經落左命令，要我地出軍討伐神聖羅龍帝國，事到如今叫我撤退係乜回
事？唔通連你都背叛左魔王？」

等等？發生咩事？佢係到……扮野？佢唔知道魔王只係一隻蟲？魔王落命令攻打人類又係咩一回事？
魔界究竟發生左咩事？

「背叛？好笑！我既存在就係代表住魔王既意志，黑騎士就係魔王既象徵！反問你，魔王大人落左命
令係咩回事？」

「講多無謂，繼續進攻。」

我比左個訊號比黑騎士，要攻攻擊排骨。
黑騎士拔劍，衝去排骨到，然後排骨拎起枝法杖擋住佢。

「你唔相信魔王？」我問。

「……」

「如果你想前進既話，就打低我，打低我呢個代表住魔王既黑騎士啦。」

「好。但係如果你輸左既話，就同我離開呢到！」

「輸？無可能，真正既魔王大人係到祝福緊我，我係無可能輸。」

黑騎士雖然可以遮蔽自己既稱號，但係真係打既話其實都無乜用。
唔可以用技能，一用技能就會比佢發現係白雪。
姐係話，要靠住普攻黎同佢打？
唔得，咁樣係無可能贏。
而且對面係LV99既法師，根本無可能贏。

排骨咩都無講，只係拎起枝法杖，然後--

「暗影長槍」
哇！同我果招暗影長槍一樣！
黑騎士輕輕一閃，避過左長槍。
但係，排骨無咁易放過佢。

「黑影之手」
地上面出現左黑泥，黑泥形成左黑色巴手，捉住黑騎士既四肢。
「暗影長槍」
避唔到！
硬食！



哇！
HP:6140/7319

一擊打左1000幾HP。
中多5、6下黑騎士就會死。

黑騎士好唔容易先重整好態勢，點知排骨拆開技杖扯左把幼劍出黎。
「毒素斬擊」
正中，再附加[毒]狀態。

然後，排骨又後退幾步，掟左樽黑色液體過去。
咩黎架？
[蠍子毒液:一次性道具，賦予對手5秒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毒狀態，使其毒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

哇……好茅……
居然中埋毒……
Mola Mola，玩完啦。
居然一點HP都扣唔到佢，而自己就已經比人撳住黎打。
原來指揮人打係難過自己親身落場打。
真係慘……
SORRY呀，小白雪，居然害死左你。

唔得，唔得！
要爭氣D呀，白雪，反擊呀！
黑騎士奮力一斬，排骨即刻後退。

既然係咁。
It’s time to 反擊。
黑騎士聽住我指示，然後用劍指住排骨。
短短幾擊已經打左2000幾血。
媽呀，點打呀？！
黑騎士HP:5314/7319

然後我又大聲講:

「乜原來你只係去到呢個程度咋？歐西里斯，我對你好失望。」



黑騎士 II

單挑而得到勝利既話，呢件事上係絕對無可能。
但係，只限於「單挑」同埋「勝利」呢兩回事上。
黑騎士同排骨既戰鬥，當然唔會只係「單挑」啦。
當然，我所追求既並唔係勝利。

STATUS遮蔽，用技能就會比人發現身份睇落去根本就係廢。
但係，佢有個極大既好處。
你咩時候產生左黑騎士同排骨單挑緊既錯覺？

生命連動。
我將我既HP駁去黑騎士到，雖然每秒淨係傳送到1%HP，姐係200血，但係呢每秒200血已經好重要
。
排骨無辦法確認黑騎士既STATUS，所以佢係無法得知任何既事情。
包括有人幫緊黑騎士回血。
包括佢既攻擊能唔能造成到有效既傷害。
包括自己究竟係處於優勢定劣勢。
查唔到STATUS既情況下，佢對戰況係一無所知。
習慣左有STATUS既情況下，呢個世界既人係唔會識得點樣可以係睇唔到STATUS既情況下戰鬥。

每秒200血，對於排骨既一連串攻擊黎講，呢二百血係無可能抵消到佢既傷害。
所以，我同黑騎士要做既野只有一樣。

拉布！

拖佢時間！等黑騎士回多D血！

「乜你去到呢個程度咋咩？睇黎其他領主勁過你好多喎。」
黑騎士一退後，我就係到9UP爭取時間回血。

排骨企係到，好似以為自己所以既攻擊都無效。
佢應該諗緊黑騎士究竟係咪免疫哂毒同暗影攻擊。
毒同暗影攻擊係排骨既攻擊手段，如果可以免疫哂，咁樣排骨就無可能贏。
當然啦，實際上，呢兩個攻擊手段都打到黑騎士無血。
不過，排骨睇黎唔信，似乎佢覺得無可能有人勁到同時免疫兩種傷害。

「暗影長槍」
暗影長槍係暗屬性攻擊入面既上位技能，我都有呢招技能，所以清楚明白呢點。
比佢打中會扣好多血。
當然，我係唔會比呢件事發生。
魔法反制。
反制佢既暗影長槍。

「嗚……」
排骨呆左一呆，完全唔知發生緊咩事，淨係見到自己既暗影長槍突然間消失左。



然後，黑騎士就走左上去斬佢。
喂！蠢材！你過去同佢打做乜？嫌自己既血太多？

排骨又拆開枝杖，用把幼劍反擊。
說好的咩劍聖繼承者啦？埋身戰居然係雙方唔用技能之下比佢壓制，對面好似仲要係法師黎。
法師用劍呢點本身已經唔合邏輯，玩劍仲要玩到咁鬼勁。
算啦，呢個世界本身已經係唔合邏輯架啦，之前第8層果到仲見到火箭炮同機槍添，佢唔變做O武士
再抆光劍講我係你老豆已經好好。

又無乜血，黑騎士又退後拉布。
哇！使唔使咁狼呀！排骨居然唔比佢抖氣空間，直接衝上去斬黑騎士。
蜘蛛結界，我幫你幫到盡啦，黑騎士，自己執生啦。
仆佢個街，黑騎士戇居居咁企左係到，你究竟有無心玩架？

唔得啦。係時候出殺手鐧。

「我對你好失望，歐西里斯。再打落去都係無意思，我比個機會你。三招，三招內打低我既話，我就
比你過去，如果唔係既話你就走啦。當然，我會企係到比你任打。」

三招，應該唔會一招秒殺黑騎士掛。
排骨係到猶豫緊，佢諗緊係咪陷阱。
岩啦，慢慢諗啦，咁樣先係架嘛，唔係既話黑騎士點樣回得切血？

「唔好咁睇小人，黑騎士，你會為後悔。」

排骨出招啦，第一招係暗影長槍。
好彩姐，雖然呢招高攻，但係實際上都只係打到1000幾血左右。
依家黑騎士有成3000血左右，無問題、無問題。
不過可憐既白雪有排挨。
硬食！得番2000血，無事，企係到，頂住，然後扮野！

「係咁咋？」我又去嘲諷佢。

第二招！
「靈魂收割」
[靈魂收割:對單體造成中型暗影傷害。若對方HP低於33%時，再造成一次小型暗影傷害，然後下一次
自己造成的暗影傷害威力大幅度上升]
咩話？
等等？呢招？
呢招應該係對無乜血既敵人用，佢睇得穿黑騎士仲有幾多血？
唔係，應該係撞彩架姐……
計埋傷害同埋我拖放既回復之後，仲有1500血左右。

麻煩啦。
今次真係麻煩。
回快少少……
第三招黎啦。



佢換左個稱號，變成【黑魔術師】
今次大獲，係BUFF暗影魔法既稱號。
再加上之前靈魂收割既BUFF，有可能一下打到1500血出黎。
唔得啦，點算？
魔法反制佢？唔得，咁都係輸，姐係同佢講我認輸。

點算？
救佢？反制魔法？
但係咁樣咪……姐係話認輸？唔得。
不過，咁樣落去，白雪會死。
因為我既錯，白雪會死。
我諗起土元素。
有少少唔舒服。
會後悔？因為我害死白雪？
因為我既錯？
咁點解依家唔去救佢？
救佢好簡單架姐，用一用魔法反制就得。
救佢啦！救佢啦！
點解唔救佢呀？
點解呀？
我問你點解呀？
我想施法，但係……施唔到。我唔想施。

我呢，原來真係個人渣。

「暗影長槍」
BUFF哂既暗影長槍一次過貫穿左黑騎士既心口。
1500HP，岩岩好，HP歸零。
死左。
白雪死左，呢個係事實。
因為我，白雪死左。
我……

蜘蛛結界，束縛住白雪既屍體，唔比佢跌低。
然後，我大聲咁講:
「原來係咁，你只不過係去到呢個程度。」

排骨嘆左口氣，然後撤退。
係呀，贏左啦。
但係點解我完全無贏既感覺？
土元素……

等到排骨既軍隊走哂，我走左落去。
望住黑騎士。
HP:0/7183
係呀，零左啦。
係呀。



因為我……

「呼~」
白雪將黑騎士既頭盔除左落黎。
呀？
「好彩姐……好彩及時用左復活道具姐，如果唔係就玩完啦，真係好彩。呢舊靈魂石，HP歸零後，一
般時間後回復少少HP又幾好用喎，不過就係貴D，算啦，都幾抵啦。咦？你做乜喊呀？」
「無……岩岩跑落黎流汗姐。」



史上最大的危機

麻煩啦，今次真係麻煩啦。
今次真係史上出現過既最大危機。
時間要去番幾個鐘之前。

「終於打低左啦，打低左歐西里斯。」
白雪除低左黑騎士盔甲，然後望住我。
嗯……
「你究竟有咩人，點會有D咁樣既道具？」
Errr……點答佢好？
「你唔會真係魔王下話？」
死火……
「不過，魔王又點會黎我地。大賢者老人家真係犀利，你呢件盔甲係大賢者到偷出黎架？」
「係……」
「不過今次真係全靠你，全靠你先保得住呢個城市。」
……
「係呢？不如，你做我既同件啦。我再重申一次，我係勇者，做我既同伴打低魔王啦。」
勇你個頭，你個翻版！我先係勇者囉好唔好！
「做咩唔出聲呀？」
好煩……走啦……唔好理佢。

「咪走住啦，過黎啦！」
去……去邊呀喂！

呢到係？
酒館？
……
轉個頭，我同佢入左間酒館。
木制既圓桌，木制既木椅，木制既酒杯，真係好有異世界既味道。
但係……
生前我都未入過呢D地方……
「打完場仗緊係要慶祝下啦！乾杯！」
眼前呢個女仔講緊D完全唔似係十八廿二既女仔講既野，表面上係個女仔，內心居然係個大叔。
唔會掛？佢唔會同我一樣都係……
應該……唔係？
突然之間，佢拎出佢把配劍黎扑我個頭。
「喂！出句聲啦！好悶呀！一場黎到，咁鬼靜既你？」
想死。
好煩。
完全唔想理佢。
點解會無啦啦比佢捉左過黎架？

好煩呀！！！
放過我啦……
「喂，做我同伴好唔好呀？唔？做乜唔飲呀你？」



救命……
「我叫你飲呀！」
然後，佢拎起我個木酒杯，將杯酒倒入我個口到。
嗚……嚕咕……咳咳……
好苦……
發咩癲呀？咁快就醉左？
想死。
本來以為係啤酒，但係感覺上又唔似係，雖然我以前都未飲過。
幾滑，幾灼喉，但係真係非常之苦，大概仲苦過之前第6層既果隻，甲由、蝸牛、蛆蟲三合一既果隻
突變奇美拉蟲。
無汽既……睇黎呢個世界既釀酒技術並唔高。
與其話係啤酒，不如話係一杯勁苦既水。
呢個世界既人都係飲緊D咁既樣？
難以想像。

等等！
然後，白雪又用叉拮起左舊小食，一舊白色既唔知咩黎，然後塞入我個口。
之後，佢就醉住，伏係木台到唔郁。
等等……痴線架？
哇！呢回事？咁苦、咁乾、咁臭既？
一定有問題？
連D小食都苦過DeeDee，一定有問題啦！
我望下四周圍既人，其他人都若無其事咁食野。
吓？呢個世界既人既味覺都有問題？
白雪又再塞左白色野入我個口。
咳……哇……屌……你……咩……
[腹痛(30分鐘)]
哇屌！
又黎？悶唔悶D成日肚痛？！
冷靜少少先……
酒館食野肚痛……？
呢碟咩野食黎架？
[乾炒突變型突美拉蟲]
……
痴線架？
咩料呀？比D咁既人食？

我望一望個老細，個光頭大隻佬，原來個老細啤住我。
吓？
我望一望白雪，佢果杯野同我果杯野、我面前同佢面前既果碟小食都係唔同。
吓？
唔得，我真係好痛……發生咩事？點解要咁做？
唔係掛？個老細妒忌我？
睇真D，白雪其實都幾靚。
銀白色既長髮，藍色、銀色輕便盔甲包住既身體。
皮膚好白，纖細，完全唔似係一個冒險者。
唔算太高，亦唔算細粒。



醉左既佢，嘴唇變得紅潤，一呼一吸，打開，關閉，打開，關閉。

搞……搞錯……
係喎，依家既我……用緊既幻像魔法……並唔係……女性既小蛛蛛，而係男性既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
枝樹枝……
衰人……我要殺左你……
唔得啦，痛到要壞掉了。

拿拿臨……比錢……就人啦……
我推白雪，但係佢唔醒。
頂！
算啦……
我拎銀包出黎……
銀包？
由頭到尾都無D咁既野！
我係一隻蟲……大自然係唔使用錢架……
吓？
咦？
錢呢？
原來我身上一蚊都無。

SHIT！！！！！
點算？
白雪，快D醒啦！
醒呀！
唔郁。
GG
玩撚完。
唔緊要，我搜佢身，搵下佢身上有無錢。

等等？真係要咁做？
真係？
我個幻像係男性……
……
會唔會比人當係癡漢架？
喂……太遲啦，個老細行走過黎，捉住我隻手。
GG



錢IS EVERYTHING

是咁的，因為我食霸王餐既關係，我被迫係到洗一個禮拜碗。
無論係呢個世界定係果個世界，錢is everything，我又再一次深刻咁體會到。
搞錯呀！無天理呀！比你搞到我食物中毒，你係咪應該要賠償我呀！
點解會變成咁，點解係我幫你洗番碗呀？
係咪我毒就好蝦D呀？
洗碗，真係好麻煩。
雖然幻像魔法令到人以為我係一個男人，但係實際上我仲係得個頭同埋四對蜘蛛腳既蛛女呀！！！
我點樣用果對牙籤前腳洗碗呀！洗到斷埋都未洗完一碗啦！

本來我以為白雪會黎救我，會幫我比錢。
唉，世態炎涼，居然唔見左佢。
呢個世界真係黑暗。
真係想一野殺哂呢班人。

正當我陷入左洗碗地獄既六日之後，放監前既一日，居然有人黎搵我。
仲幫我比埋錢找埋數添，多謝你呀，居然趕得切去到六日零二十小時趕到過黎救我，真係多謝你呀。
就係咁，我比佢由果間黑心酒館拉番出大街。

「請問……你係咪小蛛蛛？」
眼前一個叫風騷既女弓手過左黎救我。
我識你架？
唔……咦？
哦，原來你係早排同我、天照組隊既弓手。
仲差D比你個FD戰士殺左既果個弓手。
但係，點解你會發現到我係小蛛蛛？

「原來……原來真係你。我本來都有少少猶豫，但係名同性別都完全唔同。但係我感覺到你有小蛛蛛
既氣息，所以……呀！放心啦！我唔會同人講你有女裝癖架。」
真係想一巴車埋去，然後大聲咁鬧佢賤人。
感應到？係咩意思？
[精靈特有的特殊技能:氣息感應]
[氣息感應:可以感應到指定對像的氣息，無視隱身狀態]
特殊技能呀？
如果我無估錯，呢個世界有三種唔同技能。
一係普通既技能，好似蜘蛛毒牙、蜘蛛結界咁。
二係被動技能，好似金屬體質、毒素免疫咁
三係特殊技能，如空間魔法、情報掌握

「係啦……之前，好多謝你救左我。」
哦。
「仲有，你之前果個……雖然冒險者協會果個人係賊黎，但係協會都有比到報酬你。仲有，佢地都有
賠償番你既損失。呢到係你既，五百銅幣。」
咦？呢個咪係我兩段人生入面既第一桶金？！
哇！好耶！



五百銅幣可以買到D咩？
[一塊麵包]
痴線，打生打死先得一塊麵包？
呢個世界點樣生存呀！
唔怪得咁多人無去升LV打怪，而係去開鋪頭賣野啦。

可惡呀……
「係啦。請你……跟我去一去，精靈國家。」
精靈國家？
「唔？你唔知咩？人類聯盟分左五個國家，三個由人類統治，一個係矮人，一個係精靈。你係大賢者
既徒弟，精靈王想得到你既力量，請你助精靈一臂之力。」
吓……
「實不相瞞，其實我係精靈王既私生女。」
吓……
一時間情報量太多，整理唔切。
簡易黎講，佢係精靈王個女，要帶我去精靈國家。
唔制，我要去打果個假魔王喎。
我先唔會去囉。

「我有個問題想問，點解精靈王唔去搵大賢者，而係搵我，佢既徒弟？」
佢嚇左一跳。
「呀……無，只係估唔到你會講野，嚇親我姐。」
呢個女人真係好失禮。
「你唔知咩？依家大賢者幫緊人類聯盟最大既果個國家，幫緊所羅門王做野喎。你都知所羅門王同精
靈王幾唔鐘意對方架啦。所以，精靈王咪要搵人幫手抗衡佢囉。大賢者不嬲都唔收徒弟，佢收得你，
你一定有咁上下水準。」

聯盟內戰，你撐邊隊？
#TeamEIF請比LIKE #TeamHUMAN請比心心
我真係擔心人類聯盟既前景。
依家仲鬼打鬼，邊個最開心？
唔洗審，假魔王最開心。
我唔得閒幫你到鬼打鬼，我都係去打魔王。

「精靈王一定唔會待薄你，呢到係你既酬勞，如果你肯擔任我地既宮廷魔法師，會有更多報酬！」
有幾多呀？
五百金幣。
咦？
[一金幣=一百銀幣=一萬銅幣]
「好，我應承你。」

「呀！原來你係到！」
呢把聲，係白雪！
「請你務必要成為我既同伴，我地要去拯救呢個世界！」
去死。
之前拋棄左我，依家先黎搵我。
「咦？你係勇者？」風騷問。



「呀！幸會！你好，你係佢朋友？我係勇者白雪。」
點解你可以厚面皮到周圍同人講你係勇者呀呀呀呀呀！
「勇者……唔好意思，佢應承左我，要去精靈國到幫手。」
「吓？唔得！呢個世界一定要靠佢黎拯救。癡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你一日唔幫我手，我
一日都唔會走，都會跟住你。」
去死。

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
好煩呀！！！



狼來了

德魯伊山脈。
由於風騷唔想經過人類領土既關係，於是佢選擇行山脈既路線，走入精靈國。
睇黎，呢片大陸分為東西兩部份，東係屬於魔界，西係聯盟。
中間由一座巨大既火山將東西分界，而火山既山脈一直伸延到西方大陸既盡頭，而果個山脈就係德魯
伊山脈。
而精靈國，就位於西方大陸既盡頭。
不過，呢到完全無火山既氣息，感覺上只係一個普通既山脈。

行山脈都好既，咁樣我就唔使成日用幻像魔法，依家淨係需要對白雪同風騷用，慳番D MP。
呢兩個人感情都幾好。
估唔到佢兩個咁快就熟絡左，而我就跟係佢地後面望住佢地有講有笑。
都好既，廢事佢地成日黎煩我。
風騷LV只係得36，相反白雪已經有70LV。
奇奇怪怪既組合。

但係，行山脈過去，真係好咩？
拿，話口未完，就出現怪物啦！

土狼 LV37

HP:3845/3845
MP:3976/3976

力量:399  敏捷:416
防禦:348  魔力:389

係三隻土狼。

「快速射擊」
風騷即刻引弓連射三箭，全數命中。
但係傷害唔高。
有一隻土狼跳左上黎，白雪用劍上前擋住，然後風騷又開技。
「致命射擊」
HEADSHOT仲要爆擊。
隻土狼好快就無左一半血。
另外兩隻土狼無企定定係到，而係同時撲上去風騷到。
「呀……」
「寒冰射擊」白雪一揮劍，然後果兩隻土狼就中左緩速狀態。
「寒冰長槍」白雪將同佢打緊既果隻土狼殺左之後，就走番去救風騷。

完全唔需要我幫手。
其實我都唔使點打。
反正D怪都唔會過黎打我架啦。
我係一隻80LV既蛛女，點會過黎打我。



應該話係，我係呢區最強既生物。

然後，又有三隻土狼出現左。
二打五。
我無諗過出手。
「水球術」白雪又揮劍，然後一個水球就打落去果三隻新土狼到。
唔？與其話係戰士，不如話白雪似係一個法師。

「暴風射擊」風騷又解決左一隻土狼，但係之後又出現左三隻土狼。
二打七。
咁打落去會沒完沒了。
又有三隻土狼出現。
哦，原來係屍體。
屍體會吸引土狼過黎。
就算係白雪，收拾一隻土狼都要用三、四招技能。
苦戰。
土狼脫離左白雪既纏繞，然後衝左上去打風騷。
原來係優先打低LV冒險者既怪物。
咁落去唔係辦法。
蜘蛛結界。

全場所有生物都比我束縛住。
呀……原來連同伴都會駁住架。
算啦，等我一次過清哂佢地先。
咦？
呀？原來我無AoE技能。
頂呀！吓？
搞……搞錯呀……

白雪開技，「冰封暴雪」。
所有土狼都比佢冰封哂。
吓，搞錯呀？我無AoE技能……
但係白雪既技能唔足以秒殺土狼。

算啦，真係麻煩。
暗影長槍。
反正我可以一槍一隻。
唔單止係AoE技能，我就連用黎一打一既技能都無。
除左暗影長槍之外，我全部技能唔係毒就係吸血，再唔係就魔法反制。
毒雖然同D比自己勁既對手打既時候非常之實用，但係同時同一大班較弱既對手打既時候，毒真係無
用。

唔緊要。
反正我力量夠強，打多幾下既話，徙手都打得爆土狼。
好慢……
暗影長槍。
又一槍貫穿左兩隻土狼。



輕鬆。

話咁快，就比我殺哂D土狼。
SORRY，天才戰鬥家。
呀！
我犯左個大錯。
我係咁消MP……
MP殘留量唔係好多……幻像魔法……唔係頂到好耐。
仆街了。



人在做，天在看

冷靜少少。
為左唔比佢地發現我既真正身份，我匿埋左去一舊石後面。
佢地依家應該係搵緊我……咦？人呢？
唔係掛……居然唔記得左我，走左？
其實自己一個更開心，洗鬼你講。
原來我消失左都無所謂，搞錯呀……

悲哀。
真係悲哀。
再一次為自己無存在感而悲哀。
算啦……走啦……
離開呢片傷心之地。

係呢個時候，某煩膠又出現左。
「小蛛蛛，你點呀？」
好，無視佢。
「喂，做乜成日唔理人姐？」
果個所謂既神，好似係，就咁天降左落黎。

「有咩唔開心呀，講出黎比天照我笑下啦。」
行啦，繼續行啦，唔好理佢。
「雖然你唔講我都知啦，你地個世界有句說話好似叫人在做，天在看，哈哈哈。」
哦。繼續行。
「好啦好啦，唔好唔理人啦，你係咪煩緊MP唔夠洗呀？」
我另番轉頭，望住佢。
「我有個方法可以令你有多D MP用喎。」
「咩方法？」
「哇！小蛛蛛居然開口講野同我講野，好感動呀！」
我望住佢。
「好簡單架姐，你升多高D LV咪得囉！」

我發覺對佢仲有希望，仲理佢9UP既我真係好蠢。
都係無視佢算啦。
「喂呀！講下野啦！聖光鎖鏈！」
仆佢個街，開技能束縛住我，係咪做到咁都要我聽佢廢UP呀？
「好啦，好啦，唔玩啦！拿，咁啦，作為天神大人既我，可以滿足你既願望，只要你肯求我既話，我
就幫你啦！」
我拒絕，寧死不屈。
「呀呀呀……SORRY囉……好啦好啦，唉，怕左你啦，我SET左啦，你既幻像魔法MP消耗半減啦，滿
意未？」
肯一早咁做咪好囉，哼。
不過，依家既我，MP都無哂咁濟，就算半減都無用。

「唉，怕左你啦！麻鬼煩！做人咁鬼貪心架！」



[等級上升至LV81]

【魔物殺手】 蛛女 LV81

HP:21643/21643
MP:22095/22095

力量:2065  敏捷:2633
防禦:2039  魔力:2772

[獲得被動技能:魔法昇華]
[魔法昇華:提高MP自然回復的速度]

咁就乖啦。
「如果唔係我無聊無野做我先唔會落黎幫你！最衰都係果兩個衰神，一個認真到爆，一個就日日係到
蛇王，搞到我咁鬼悶~神真係唔易做呀！」
哦，NONE OF MY BUSSINESS
「唉，最後比個忠告你啦，應該係神諭，嘻嘻！呢個世界，所有自稱為王既人，都係信唔過。」
咩意思？
天照懶係野咁消失左。
呀！漏左添！應該屈佢，要佢比D多用D既技能我！
蠢左……可惡！

算啦，唔好理啦，佢地一定好擔心我啦！
追上去先。
算啦，佢地一定唔知道我唔見左。
慘……
真係慘……

我跑左好耐，都係唔叫佢地。
搞咩？
以我既速度，一定好快就追得上佢地。
但係，一直都唔見佢地既蹤影。
唔係比怪物襲擊，死左下話？
唔會掛？
情報掌握！佢地係邊？
[直行轉右]

直行轉右……姐係點？
跟住佢行先。
咦？
呢到係……
唔舒服既感覺。
呢到係咩回事，明明只係見到一堆平平無奇既樹木，但係有種好唔舒服既感覺。
情報掌握。
[這裡佈置了幻像魔法的結界，令其他人以為這是森林的一部份]
呀？



[進入結界需要密碼]
密碼?
[密碼為大聲說出……]
說出？
[說出天照好靚女]

呀呀呀！
好煩呀你！
神係咪大哂呀！
係咪連情報掌握都干預到呀？
定係呢個結界係你整架？
想點呀你？

「怕左你啦~唔係我整架，不過你既情報掌握頭先係比我修改左！」
佢把死人聲直接傳入我個腦入面。
去死啦你！
「煩煩煩，我真係咁煩咩？哼！」
然後，我眼前既幻像比天照解開左。

呢到係……
係一座城塞？



火加山等於龍

一座建係山上面既城塞。
係一座好高既山，大約有成千幾米高、山上面充滿住紅色既一個個防禦建築。
高塔、城池、城堡全部都可以睇到。
好明顯，係一個軍事建築。
呢座城塞既主人係邊個？
精靈王？
係咁就好。
但係，好明顯唔係咁。

我偷偷咁潛入去。
山下面睇水既係一隻坐係高塔入面既哥布林，我無用幻像魔法，始終潛入去既話，蛛女既身型較難比
人發現。
但係，令人感覺奇怪既係，哥布林睇水？姐係話呢到係魔界既勢力？
無可能，呢到係咩鬼野山脈，係，德魯伊山脈，應該係屬於聯盟既勢力範圍，魔界係呢到起左個城塞
，似乎唔太可能。

再行入好幾步，要我爬山爬上去。
有幾條幾好行既山路，似乎係人為修出黎。
今次，我見到幾個矮人。
矮人？
唔係掛？
聯盟既人同魔界既人係埋同一個地方？
搞咩？

然後，行下行下，行到山腰，我見到一個巨大既關卡。
比紅色既鐵閘包密封住，完全睇唔到入面既野。
當然啦，咁既鐵閘係難我唔到。
作為一隻蟲，可以飛簷走壁係一件好正常既事。
我爬上個鐵閘。
係……宴會？

我見到一個紅色頭髮既男人同埋白雪、風騷係到食緊飯。
唔……
微妙既感覺。
感覺上唔似係壞人。
睇個果個男人係咩STATUS先。

【火焰之子】 人類-蠑螈 法師 LV99

HP:9157
MP:12421

力量:1069  敏捷:796
防禦:907  魔力:1365



幻像魔法，換番大賢者徒弟果樣先。
咦？
無左成幾千MP？
明明已經減半左，但係點解會用咁多MP？
唔係怒喎……一定又係天照玩鳩我，算，我忍！

然後，我靜靜去到男人既後面，然後問:
「你係咩人？」

男人嘛左一跳，然後彈開左。

「呀……唔好意思，我既朋友係痴痴地線。」白雪道歉咁講。

「原來係你地既朋友呀……幸會。大賢者既徒弟，唔怪得咁易入到黎呢到。」
佢伸手過黎？握手？定點？
睇佢個樣，成個貴族LOOK咁。

「自我介紹先。我係呢到既領主，我係蠑螈公爵。當然啦，公爵呢個名都係隨口講架姐，當然無實際
名份，只不過其他人都係咁叫我。呢到都係一個祕密既城塞，火焰山，不過希望你唔好同你師父講，
我唔想打搞呢到既安寧。」

……

「你入黎都應該見到啦，呢到係和平之地，兩邊既人都可以係到和平相處，我實在唔想打搞呢到既安
寧。唔好同所羅門王講，真係唔好。」

……

「你都係勇者既同伴？咁我同埋你講啦。你應該知大陸中間既火山啦，果到就黎爆發，火焰將會撕裂
呢片大陸。無錯，係咁，火焰既神，請你地去安撫佢，唔好令佢發癲，但係唔好殺左佢。」

蠑螈佢跪左係到求白雪幫手。

「等等先，請你起身……」

「咁姐係話你地接受我既委託？」

「我明白啦。你地有無意見？風騷、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白雪問我地。
「唔好意思……都要等我送左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去精靈國先，跟著我會去幫你手架。」
「唔緊要，我等埋你。」

「真係非常之感謝你地，你地可以維持呢片世界既和平，在下真係無言感激。」

「我有個問題？點解你唔親自去安撫佢？」
我突然之間開口問。



「因為我實力唔夠……以我既能力，係無可能接近到火焰之神。但係勇者你唔同，你唔單止係用水既
系統，而且你仲係可以創造奇蹟既勇者，所以……」

「如果你都做唔到？白雪佢有咩可能做到？如果你都做唔到既話，呢片大陸都無咩邊個都得到。」我
行埋去扯住佢件衫講。

「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係咁既人黎架咩？你唔係好少同人講野架咩？」白雪有D驚
訝。

「係……係呀……係呀，但係，我係好少同人講野，人。」
我笑左一笑，然後，啪左一下手指。

魔法反制。
再睇佢既STATUS。

【火焰之子】 烈焰龍帝-蠑螈 LV80

HP:147536
MP:178543

力量:6864  敏捷:5269
防禦:4165  魔力:5464

比想像中強好多！
係火龍既進化版本？
而且超過左第8層既程度，雖然完全比唔上第9層既強度。
講笑咋下話……



危險

「你，係點樣發現我既真正身份？」佢問。

「好簡單姐，首先明明有咁多高塔城堡，但係你偏偏要係廣闊既空地到食飯，咁已經好可疑，好明顯
係因為你既身型非常之巨大，而且幻像魔法只係會令人以為你係一個人類，但係實際上你仲係一隻巨
大既龍，所以始終都係無辦法入到去塔入面。」

「跟住呢？就係咁既原因？」

「就係咁。」
跟住就係因為我對你用幻像魔法消耗好高，高到唔合常理。
當然，我講埋出黎會揭露我既真正身份，所以都係唔講好過講。

「哦，犀利，大賢者既徒……哈哈，原來係咁，唔怪得兩下就睇得穿啦。」
佢笑一笑，唔係幾舒服。
睇黎，佢已經睇穿左我既真正身份。
真係條老奸巨滑既龍。

所以呢？
要點做？
戰鬥？
無可能，加埋白雪、風騷，我都係唔夠佢打。
何況呢到係佢陣地，佢一定有大把手下埋伏係到。
可惡。
帶埋佢兩個用空間魔法走？

「等等先，我無意同你地打。」蠑螈嘆左一口氣。

佢，想點？

「勇者，雖然我之前呃左你，但係之前講既野係真。請你地阻止火神既暴走。」佢都係低頭求緊勇者
。

「咩意思？」

「雖然我係一條龍，但係我都係一條愛好和平既龍，所以先係呢到建立一個城塞。火神暴走既話，呢
片大陸將會變成火海。所以，求下你地，去拯救火神，拯救呢片大地啦。」

「點解你唔去，而係叫我地去？」白雪抱住雙手問。

「我同佢有D恩怨，係無辦法靠近到佢。而且，我希望你地唔好同佢打，打係無意思，只係希望你地
去平息佢既怒氣。」

哦！
明哂！



好似打機既時候咁，個任務係到同火神講野。
與其話係同佢講野，不如話係做呢條龍同火神既傳聲機，總之接任>搵火神講野>搵火龍講野就得。
雖然唔知點解呢D RPG GAME都咁鬼煩，呢d NPC做乜唔自己親自去傾計，而要搵我地做傳聲機。
不過，呢個世界並唔係遊戲，係真正既世界。
差D忘記左呢點。

「求求你幫幫忙。」
「我明白啦。等我地去完精靈國，就會去搵火神。」白雪無奈咁回答。
咁樣真係無問題咩，人地要毀滅世界啦喎，不過咁天照都會阻止架啦，其實無乜所謂。
「係呀，你地要去左精靈國先？咁呀？好啦。不過，比個提示你地，唔好由德魯伊山脈行過去，路上
面實在有太多既危險啦。」
「唔緊要，我係勇者，而且有呢位大賢者既徒弟，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係到。」

「等等，我呢？」風騷問。

「係到，不過有蜘蛛(略)係到，都應該無咩問題掛。」蠑螈嘆左口氣講，然後補充:「不過，最好都係
唔好行山啦，實在太危險啦。」

「起行啦。」我講。
「咁快？」白雪問。
「嗯。」

「係咁，我就唔留你地啦，祝你地一路順風。」

有危險？
有D想去見識下添。
究竟會係點樣既危險？
唔會又係外星人下話。

不過，我實在太大意啦。
估唔到最後會搞成咁。
幾個鐘頭之後，我地全軍覆沒。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呢到係……
我比人打傷左。
我勉強企番起身。
記憶有D模糊，大概記得係突然之間出現左一大班怪物，將我同果兩個人分開左。
敵人雖然唔強，但係數量之多，足以打到我昏迷。
爬番起身先。

血扣得唔係好多，仲有成萬七血左右。
呢到係一個山洞入面。
四圍都係一種陰森既感覺。
似曾相識既異樣感。

四圍都無怪物，我一步一步爬出山洞。
呀……
係大量既？

爬出左山洞之後，眼前所見到既係一大班紅眼、蟲形態既生物。
有好多唔同既種類……佢地係到，襲擊緊唔係紅眼既生物。

劍齒獅-托勒密 LV73

HP:10647
MP:8268

力量:1364  敏捷:1641
防禦:796  魔力:549

係一隻幾強既生物，呢隻獅子比班蟲攻擊緊。
班蟲唔係好勁，但係蟲海戰術，令到獅子不斷發出悲嗚。
獅子再勁都好，都無可能係佢地既對手。
數量實在太驚人啦，起碼有上百隻，無AoE技既我，係無可能夠佢地打。

走先。
獅子，唔好意思啦，見死不救。
離開左獅子既戰鬥範圍，四圍既怪物都減少左好多。
大概佢地本身係組隊黎狩獵獅子。
唔係講笑，以果種數量，就算係我都會比佢地秒殺。

又係紅眼？

黑色甲蟲 LV56

HP:8649
MP:7169



力量:1325  敏捷:847
防禦:1264  魔力:414

一打一。
輕鬆啦。
佢突然之間撲左過黎。
我轉一轉身，然後用暗影長槍打穿左佢。
扣左一半血。
然後，佢再撲上黎，再一下暗影長槍，得番1000血左右。
毒素激發，玩完。

但係，下一秒，又再出現兩隻怪物。

森林棕熊 LV67

HP:8975
MP:4769

力量:909  敏捷:760
防禦:754  魔力:594

一打二。
都係無難道。
一個蜘蛛結界封住佢地。
然後，計好位置，用暗影長槍同時貫穿佢地。
其中一隻熊再攻過黎，我撲上佢塊臉到，用蜘蛛毒牙咬佢。
再用暗影長槍一石二鳥。

再黎。

突變型奇美拉蟲 LV56

HP:5573
MP:5796

力量:495  敏捷:604
防禦:597  魔力:642

一打三。
唔得，耍係咁沒完沒了，只會變成同獅子一樣既命運！
又出現左多幾隻生物。
蜘蛛結界！
一次綁哂全場既生物。
然後，走啦！
走呀！走呀！走呀！



呢到好奇怪……
情報掌握！呢片區域發生緊咩事？
[鬼知]
點呀？又乜都唔知！
天照！你答我！
無回應。
唉。

<你？想要力量嗎？>

咦？
頭先係咪出現左一把聲？
天照？
死啦死啦，出現幻聽啦！

好彩我既敏捷突破左天際，班怪物完全追唔到我。
但係一直走佬唔係辦法。
咁樣落去……？
BOSS？

【莎布·尼古拉絲的僕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螳臂擋車 LV82

HP:21694
MP:21864

力量:2647  敏捷:3096
防禦:1948  魔力:2547

係……外星怪物？
唔係，雖然係外星人既手下，但係佢有少少唔同。
係紅眼既，而且好明顯佢係無思考可言。
單純只係一隻淨係識破壞既怪物。

佢既數值同我差唔多，係因為有外星人既強化掛？
不過，更值得我留意既係佢既種族。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好彩我果時係進化做蛛女……

佢係一隻巨型既雀……算係啦，係一隻黃雀。
不過，佢係張開口既，個口到伸左隻巨型既螳螂上半身出黎。
咦？蟬呢？
無蟬，但係呢隻螳螂+黃雀既生物真係夠哂詭異……
黃雀張開對翼……跑緊過黎呀……
想點呀呀呀呀呀
好恐怖呀……

螳螂之鐮？



佢一個鐮刀，差D差中左我。
麻煩……係BOSS戰。



哎呀，等我變身先！

隻怪又再衝過黎斬我。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好麻煩既對手，論速度，佢甚至係我之上。
我除左防禦同埋魔力之外，無一樣野比得上佢。
姐係話，我打得贏佢既身段，淨係可以依靠蜘蛛毒牙同埋暗影長槍。

用幻像魔法干擾佢先。
等佢誤判我既位置。
唔，但係咁都無乜太大用途，始終都做唔成任何既實際傷害。
不過，用黎避開既話，呢招非常之好用。

咦？咁既？
幻像魔法無用？
點會咁？發生左咩事？魔法反制？
唔係，唔係咁，唔係任何既技能令到我用唔到魔法反制。
姐係話，呢隻怪用緊外掛。
可惡，外掛真係黑人憎。

不過，好彩既係，佢既外掛唔係好勁。
最多只可以阻擋精神攻擊既程度姐，又唔係免疫哂實體既傷害。
即使係咁，我都好難打得贏佢。

蜘蛛結界！
放左結界出黎綁住佢先。
然後，去到佢後面，用蜘蛛毒牙咬佢。
再退後幾步，暗影長槍！

打中左。
不過，對佢黎講唔係好痛。
佢張開雙翼，飛左上天。

哇……仲識飛……
飛左去邊，我既視線入面無左佢既身影。
係邊呢？
哇！
羽毛好似針咁射落黎呀！
走開呀，避唔到呀！
我一定比D羽毛插到變成箭豬。

當我甩開D羽毛既時候，佢貼地低飛，螳螂張開雙臂，衝過黎斬我。
邊有咁易呀！
暗影長槍！

神奇既事情發生左。



黃雀同螳螂分左體。
吓？
咁都得？
佢地分體避開左？
我既暗影長槍係佢中間穿過，然後成隻螳螂就跳左過黎斬我。

可惡……喝！
避開！
一個靚轉身避開！
好險……
我……
飛左上天？
咦？

我望住螳螂同黃雀，兩個都眼甘甘咁望住我飛左上天。
發生咩事？
莫非我學識左飛天既技能？
唔通我真係天才？
犀利……呀，我另轉頭一望，原來係有一隻蟲捉住左我飛上天。

吓？
咩事？
OH SHIT！
隻黃雀飛左起身，用佢個嘴啄我！
呀！好痛！咩事呀！隻衰蟲做乜無啦啦捉住我呀？
睇真D，果隻原來係蟬黎。

唔撚係掛！
咁都得？
唉屌！蜘蛛結界！

束縛哂全場，我即刻由空中跳左落黎。
好癲……

佢地三隻野包圍住我。
蟬、螳螂、黃雀。
唔得……實在係……

然後，佢地三個合體呀！！！
我諗番起以前睇個既戰隊特攝片。
呢三隻動物走埋一齊，合體！

螳螂突然之間食左隻蟬，然後黃雀食左螳螂。

黃雀係本體！
蟬分左對翼出黎，癡左落黃雀對翼下面！
螳螂分左鐮刀出黎，放左係黃雀既心口到！



最後！蟬既頭部由黃雀個口到彈左出黎，然後縛左落去黃雀果頭到！
完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真正型態！

你一定諗緊點解我唔趁佢合體既時候打佢。
人地合緊體既話，我地係唔可以打佢！
呢個係國際慣例黎！係禮貌黎！係道德黎！

唔得啦，呢隻生物真係……
真係……
真係實在太有型啦啦啦！
頂你咩！早知果陣就唔揀蛛女，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啦！
可惡呀！
好後悔呀！
搞錯呀！

之後，我就比隻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毒打左一餐。



蹁憟?蠎

要打贏佢，其實好難。
三合一，可以合埋又可以分開打，根本就唔合邏輯。
但係，一路以黎，我見過既對手都有唔少勁得過佢，我又點會輸比呢隻死人野。

生命連動。
呢招技有幾個大缺點，一就係開緊技既時候唔郁得，二就係只可以對一個敵人用。
我每秒可以吸佢1%血，姐係200血左右。
唔知係BUG定點，吸血既時候佢分體既話，系統會計我同時對三個敵人用生命連動。
最神奇既地方係，呢隻生物係共用同一條HP。
簡單黎講，我每秒吸到佢600血。
加埋猛毒既效果，係每秒800血，而我每秒回600血。

咁就贏左。
比預期之中簡單好多。
渣GA
望住佢D血係咁減少果下真係好正。
仲有1600血。
仲有兩秒就收佢皮~
傻仔鬼叫你唔合番體~

仲有一秒~
暗影長槍貫穿左佢。
……
屌呀？
唔係我開技！
邊條仆街仔執雞呀？
頂你個肺，我打到死死下先打得贏，你一個唔該都無就執雞搶我經？
屌！佢82LV架！！！無左好多經驗呀呀呀！

【管理者】 人類-奧丁 戰士 LV99

HP:10000
MP:10000

力量:1000  敏捷:1000
防禦:1000  魔力:1000

【火焰之子】 人類-火蜥蝪 戰士 LV99

HP:12421
MP:9457

力量:1164  敏捷:1054
防禦:1064  魔力:971



屌！又出新角色！點樣記到咁多人呀？？？
仲有你呀！點解所有數值都係齊頭數架？？？

好煩。
簡單黎講，有兩個人走左出黎。
一個全身著住黑色盔甲，一寸皮膚都無露出黎，隻手拎住枝槍。
一個紅色長髮既女人，拎住把劍。
先唔理黑色盔甲既可疑男人，果個女人一睇就知係龍囉！！！
一睇就知同之前果個唔知咩螈有關係啦！！！

男人走左過黎，用槍指住我。
「等等，佢應該唔係。」女人阻止左男人。
「係。的確唔係。」然後男人收起左把槍。

「你邊位……」我開口問。
「管理員。原來係咁，你係轉生者？」男人突然之間問。
呀？咩事？做咩兩下就比人起左底？
發……發生咩事？
管理……員？
姐係……？

男人無理到我，然後就繼續行。
等等……等等先呀！咪再當我無到！

突然之間，班昆蟲大軍走左出黎，然後男人掃一掃隻手，全部昆蟲爆炸。
哇，你仲唔係開外掛……？
發生緊咩事……我衝到去男人面前，然後問佢。
「發……發生……緊咩事？」

<佢，就係你既敵人>

腦入面又出現左把聲音。
無視。

「……」男人停左低，諗左一陣，然後無理到我，繼續行。
喂，我比佢無視左？
搞錯呀！
「麻煩。蛛女？你係呢片山既魔物？居然出左隻咁既魔物，真係世界變。你係呢個地段既主人？我就
解釋比你聽啦，聽完就即刻走，咪再阻住我地。呢個地段出現左異常情況，然後神就親自降臨解決出
現既問題，就係咁姐。」
女人講。
神？
呢個男人，係神？係GM？

「我話左你咪再阻住我地！」
女人大聲嘯叫。



如果要同龍打，係非常之不智。
等等，我又唔係要同佢打。

「搵到啦。」男人突然之間開口講。
係一個洞穴。
男人一步一步行入去，女人緊隨其後。
我當然都唔執輸，跟住佢地尾。

路過既怪物全部都自爆死哂。
發生緊……咩事？

有幾個人係入面？
山洞行到入去，有一個特別房間。
我第一時間諗到既係邪教儀式。
有幾個人，應該係教徒，佢地係到大叫唔知咩，然後用刀切開一個人。
咩事……？

又自爆。
等等先，咁就殺左佢地？唔使套下口風先咩？
然後，地震，應該話係地板裂開。
我地三個人，同時跌左落去下面。

呢到係……一個大空洞？
好巨大，一望無際既洞穴，呢到係離地底幾多百米？
然後，出現係我眼前既係一條龍。

【火焰之子】 烈焰龍-火蜥蝪 LV77

HP:134855
MP:129674

力量:6775  敏捷:4847
防禦:4314  魔力:4781

解除左幻像魔法？
男人仲企係到，同龍一齊望住前面。

「舊日支配者？」男人喃喃自語。

「當然，唔係啦。」

「你係咩人？」

「我就係你地既惡夢。」

大空洞入面，中間係一個直徑約三百米既大湖。
湖入面既並唔水，而係某一種液體。



應該話係灰色既、半液態狀既生物。
甚至，液體上面有升起既觸手，有無數既嘴巴。

【不淨之源】 阿布霍斯 LV

HP:100111101
MP:1011010001

掋?椥腵???暎:101110  敏捷:10010
防禦:11010110000100  魔曟鑧闁櫾:11101011



翭睈?鯦??緵

完全唔知發生緊咩事。
一切都太突然……
個狀況就係，神同埋一條龍落左黎單挑外星怪物。
而果隻外星怪物，好明顯就同之前果D唔同。

強烈既異樣感。

外星怪物係一個湖？
然後，一大堆奇型怪狀既生物係湖到爬出黎。
無手無腳既魚人、地上面蠕動既爛肉以至去到三頭六臂既甲由，總之湖上面既都係詭異既生物。

【不淨之源】 阿布霍斯，呢個就係佢既名。
然後，其他一切既STATUS都出現左亂碼。
根本就係……怪物。
如果話果個男人，黑色盔甲既奧丁係神既話，呢隻野就係魔神、係邪神。

<錯啦，係外神>

佢既聲音直接傳入我個腦入面。
外神？

奧丁突然之間將佢把長槍掟出去，插入湖面，然後大爆炸。
湖上面既生物好多都比爆風炸死。
但係，即使係神都好，都係殺唔死果隻怪物。
GM都搞唔惦既外掛。

阿布霍斯身上伸出左無數既觸手出黎，同時衝去奧丁到。
奧丁個手上面，唔知幾時開始又拎番起自己把長槍，長槍一揮，斬開幾段觸手。

斬開係無意義既，斷開果幾段跌落地之後，又變成奇怪生物，撲上去奧丁到。

蜘蛛結界。

大家都比我突如其來既舉動嚇到。

「你傻左？佢唔係你可以應付到既對手！」
火龍講。

「哦？有趣。」
阿布霍斯停哂所有攻擊動作。

「……」
奧丁完全無反應。



而我，只係企左到，凝視前方。
冷笑幾聲，再笑而不語。

仆街、手殘！
撳錯制呀呀呀呀呀呀！
你地繼續啦，唔洗理我架……

「我話你，你啊，蛛女。你，係咪有少少唔同？」
阿布霍斯說。

放過我啦……
點解要咁對我……

「我以前係咪見過你？你好似有少少唔同。不如咁啦，成為我既僕從！」

「咪聽佢講！成為佢既僕從既話，就會變成果D核突既生物……」火龍即刻駁嘴。

「關你咩事！」
阿布霍斯即刻飛左幾條觸手出黎，將果條龍打到中重傷，如果唔係奧丁護住佢既話，大概已經死左。
「我保證，絕對唔會變成咁，你將會變成最強既舊日支配者，好似係見過既克蘇魯、拉普拉斯之妖咁
，唔係，你會比佢地更加強！」

奧丁咩都無講，只係一味衝上前。

「不過，你地都幾做得野喎！奧丁！居然咁快就發現左，如果再過多半日既話，大概已經污染到呢片
大陸。」

奧丁把槍開始發光，係黑色既光。

「黎啦，等黑暗污染一切啦！」外神係到鳩叫。

「永恆之槍」奧丁將長槍掟左出去。

大爆炸。
之後係一片閃光。
咩都睇唔到。

如果，我企係外星人果邊既話，我會成為最強既舊日支配者？
我應該點做？

我要－－

1.企係外星人果邊
2.企係天照果邊

而當我醒番既時候……



夢

呀……
個頭好痛……
頭先大爆炸，之後就……
之後？
之後點？
唔知。
淨係知個頭好痛，唔係頭痛，而係有野衝擊我既頭既痛。
發生緊咩事？

呀！
又黎，又有野衝擊我個頭。
可惡，邊個呀！
我張開雙眼，矇矓之中，只係睇到前面有幾個人。
我伸隻手出去，拎起掟出我既果樣野。

咦？
「伸隻手」出去，拎起掟中我既果樣野？
我用另一隻手，捽一捽眼，先至見到……
係一枝白色既幼身既物體，上面帶有少少白色粉末。
粉……筆。

依家既我，坐係課室入面。

「梁同學，瞓完未呀？」
企係黑板前面既果個女人笑住咁講。
……
發生緊咩事？
然後，又一枝粉筆飛左過黎。
呀，好痛。
全班人(其實唔係好多人，計埋我都係得6女4男，十個人)望住我，但係，無人笑。

呢到係？
香港？
我即刻係櫃桶入面亂摷，果然搵到部手機出黎。
拎出黎一睇，2016年1月26日。
……

然後，又一枝粉筆飛左過黎，我郁一郁個頭，避開左，後面條友硬食左枝粉筆。
「呀……」

「梁~同~學！光明正大咁玩手機，你都應該係第一個架啦~」
果個女人，老師走埋黎，沒收左我部手機。

一切，都只係場，夢？



夢？
真係夢？

1月26日。
連公開試都未考。
等等，組織下先。
我係公開試放榜果日準備跳樓，之後就去左異世界。
然後，大約過左兩個月，我就見到神同外星人打架，然後就番番黎。

抑或，一切都只係場夢？
預知夢？
8月既我，會去自殺？
絕對唔係夢，我一定已經經歷左一次，好似……係。

所謂既RPG世界，只係我既幻想？
早D瞓啦，聽日仲要番學。

放左學之後，我唔知有咩好做。
好虛幻既感覺。
我慢慢咁搭地鐵番屋企。
好奇怪。
我居然因為一場夢搞到自己咁奇怪。

咦？
我依家先知，原來班上面一個肥仔同我一樣，都係搭地鐵，同一條線放學。
明明一齊讀書都讀左四年，我都係依家先知。
點解呢？
咁係因為，我每次放學都拎起部手機玩？
係喎，手機，唔係我身上。
我依家先注意到呢個事實。
而個肥仔睇黎都無注意到我，佢拎住部PS＊黎玩。

玩緊咩？
魔O獵人？定係刺客O條？
我伸個頭去偷窺，係一隻未見過既GAME。
係一隻RPG GAME。
未聽過，呢個世界居然有我唔識既GAME。

又經過左一個站。
肥仔落左車。
所謂既夢，係D乜野？
我頭先見到肥仔開左佢既角色資訊。
上面係咁寫。

巨人-宙斯 法師 LV99

HP:12115



MP:12475

力量:1201  敏捷:737
防禦:1108  魔力:1247

呢種格式……
係……？
物有相似？
應該係我以前玩過呢隻GAME，但係唔記得左姐。
所以，先會出現係我個夢入面。

係囉，一定係咁。
所以……就當咩事都發生過啦。

到站啦，落車啦。
我岩岩踏出車廂，又有個細路女行左入黎。
個細路女係到，笑？

果個人係……
我即刻另轉頭，車門已經關上。
我，絕對唔會認錯。
佢係，天照！



意粉

我番番黎香港，究竟係為左D咩？
雖然係一隻垃圾GAME，但係我都係想留番係果個世界多D。
因為，香港係一隻更加垃圾既GAME。
反正，香港都有一大堆人開外掛。
就連遊戲既管理員，香港既管理者，都係幫緊D開外掛既人。
This is Hong Kong.

LIFT門打開，行多幾步，黎到屋企門前。
毫無意義既門口，反正門既後面同出面既世界都係一樣。
都唔係我既歸宿之處。

嘆左一口氣，推開門。
反正，呢個鐘數，門後面都係無人架啦。
無人仲好。

一打開門，我間房既門突然之間「砰」一聲咁關左。
咦？
賊人？
有人係屋企？
娘親返左屋企？
無無可能
咁，邊個係我間房？

頭痛
我記憶入面既1月26日，發生左咩事？
一片空白。
我明明諗得番25號同27號發生左咩事，但係對26號完全無印象。
點點會咁？
好好奇怪
異樣感。
不安

冷靜少少。
留意下四圍有咩唔同先。
可惡，依家既我唔係蛛女，只係一個人類。
唔係STATUS既世界。
吞口水。
咦？
枱上面，有

肉醬意粉？
吓？
一時之間破壞哂成個氣氛。



究竟，係咩人？

「咪郁！」
突然之間有把聲音。
係？

「你你你你係邊個？」
我亂叫。

「我我係，無錯！我係飛天意粉神！」

吓？
意粉神？
咩咩咩咩咩咩事？
完全唔明發生緊咩事？

「唔唔明？好簡單姐。我換個講法你就明架啦。你仲記唔記得咩係外神？」

外外神？
吓？
外星人？
佢曉讀心

「外，星，人？對你黎講，應該唔係外星人。」

咩意思？

「好簡單架姐，你諗下就會明。而我，就係外神之首。我就係統領哂所有外神既人。」

咩，咩話？
係係係係，最終BOOOOOOOSS？

「之前果個阿布唔知乜春係咪問過你既？你，撐邊邊？我地，定係天照果邊？當然啦，你幫我地既話
，你將會得到你想要既一切。係囉，大約係咁囉總之有好多好處你明架啦」

呢個最終BOSS真係毫無緊張感。

「然後，我再問多你一次，你會選擇邊邊？我會根據你既答案決定會唔會殺左你。（笑）」

殺左你。
輕描淡寫咁講。
但係，呢句說話充滿分量。
呢個唔係選擇題，而係迫你一定要幫佢。
可惡

「我拒絕。」



呀！
我開始後悔。
其實我我只係懶型想咁樣回答，我我仲唔想死呀呀呀呀呀。

「講得好，咁先係你架嘛！」

係鬼！！！
點解
衰口多姐！
當我無講過！

然後

我死左。
完。



腎者

呀！
我，又死左？
張開眼睛，呢到係……
森林？
想捽一捽眼，但係原來我無左雙手。
我依家係……蛛女？
我又番左黎，異世界？

奧丁同埋條龍又唔係到，就連外神都唔見左。
我番左去香港既時候，究竟發生左咩事？

異樣感並無消失，唯一可以知道既係，呢個地區既污染仲未消去。
我一路向前行，見到幾個人。

【大賢者】 人類-帕拉塞爾蘇斯 法師 LV99

HP:7214
MP:13475

力量:531  敏捷:619
防禦:704  魔力:1641

【聯盟盟主】 人類-所羅門 法師 LV1

HP:300
MP:504

力量:30  敏捷:41
防禦:35  魔力:69

果兩個人同埋風騷、白雪一齊行。
仆街，又出新角色，點樣記呀！
咁多角色，真係記唔到入腦囉！
如果我咁好記性，我就唔會係呢到啦！

大賢者係一個年過百歲既老人，成頭白髮，仲留到好長既鬚，拎到枝好長既杖。
雖然個樣望落去老，但係仲健步如飛。
反而，最奇怪既係所羅門。
統領住聯盟既王，居然只係個LV1既……細路仔？

仆街！
佢係大賢者！
我依家冒充緊大賢者徒弟既身份……



白雪走過黎，同我講:
「終於搵到你啦，呢個係所羅門王、而另一個係我既師傅，呀，都係你既師傅，唔洗介紹啦，老師。
」

穿煲。
GG。

大賢者走過黎，望住我。
然後講:

「好耐無見啦，癡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

吓？
佢無踢爆我？

佢用陰森既眼神望住我。
好唔舒服。
係一個老奸巨滑既阿伯。

佢慢慢伸過頭過黎，然後細細聲講:
「你個稱號幾有趣，究竟點樣得黎架？」

佢個口好臭……
我退後幾步，然後一味望住佢。

「咁耐無見，唔洗咁冷淡掛！火球術！」

然後，佢一個火球車埋黎！
避開！
好險！

「冰封暴雪」
然後，大賢者又施法，無數既暴風雪又吹過黎！

魔法反制。
然後，即刻埋身，去到佢後面。

「魔法迴避」
佢既身體突然之間變成幻影，然後飄到幾米之外。

太慢啦，暗影長槍。
一槍射中佢枝杖，枝杖就咁跌左落地。

吓？
比想像中弱好多。
大賢者，咁弱既？
唔係，唔係佢弱，係果個自稱大賢者既天照太強姐。



「犀利犀利，果然青出於藍，哈哈！」
大賢者執番起枝杖，笑住咁講。
唔係唔係，呢個男人，深不可測！
佢究竟想點？
究竟佢係……
一定有陰謀！

忽然，有隻怪物出現左。

劍齒獅-托勒密 LV73

HP:10647
MP:8268

力量:1364  敏捷:1641
防禦:796  魔力:549

係，之前果隻獅子！
紅色眼！
唔通，佢已經比外神……污染左？

大賢者即刻退後幾步。

「風騷去保護所羅門王！然後白雪上去打埋身戰，我同癡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支援！唔需要打
到佢重傷，只係需要施延時間等我施展大型魔法就得！」
大賢者好緊張咁指揮其他人。
吓？佢好勁？
當我無講過。



會晤

精靈國境內。
異樣感。

對於德魯伊山脈發生既狀況，大賢者佢地選擇無視。
好似話遲D會派人黎調查。
不過，其實你地都做唔到D咩野架啦。
一切都交番比天照佢地做算囉。

令人覺得奇怪既係所羅門王。
帶領住聯盟同魔王作戰既人，居然只係一個細路。
一個完全唔講野既細路。
除左衣著華貴，手上面戴有十個戒指、拎住本書之外，真係覺得佢同其他細路無分別。
大賢者與其話係佢下屬，不如話係佢監護人。

最奇怪既係，我記得風騷講過，佢老豆同所羅門係死敵黎。
咁樣既話，點解所羅門王會黎到精靈國？
佢地咩都唔講，我又懶得去問。

精靈國同其他既地方好唔同。
佢地好似係生活係大自然入面。
所有既房屋，建築物都係樹黎。
佢地係生活係大自然入面既種族。

黎到一棟巨大既樹面前。
真係樹黎？
用番現實世界既比喻，呢棟樹起碼有IFC既高度，底面積應該有會展咁大。
根部果到有個大門，門外面有幾個守衛。
睇個款，應該係王宮之類既建築物。

行到入去，我地就比人傳送左。
似係一個會客室。
坐係對面既人係……

【精靈王】 精靈 弓手 LV99

HP:8464
MP:9425

力量:947  敏捷:1347
防禦:945  魔力:954

佢就係精靈王？
無咩特別，只係個普通既阿叔。
但係，佢個名呢？



無名？

「哦。風騷，你同勇者先退下啦，我一陣再黎搵你。」精靈王講。

「明白，走囉，癡線蜘……」風騷拉住我隻手。

「我係大賢者既徒弟，亦都係勇者，我想跟住師傅一齊聽。」白雪講。

我點點頭。
風騷都留左係呢到。

「我明白啦。」精靈王嘆一嘆氣咁講。

兩大國家領導人會晤。
雖然有一個係細路。
佢地會傾咩？
會講魔界打到黎既事？

「咁我開門見山啦，所羅門王。我再重新確認一樣野，你，打算求和？」精靈王講。

求和？
搞乜？

「我明白你既意思。我都讚同你既意見，但係，你打算點樣說服聯盟既其他人？」精靈王飲左啖茶。
「出句聲啦，所羅門王，你搵得我，應該都係知道左啦。」

「無錯。你私通魔界既獸人領主、龍人領主既事，所羅門王佢一早就知。今次見你，唔係想你幫手說
服聯盟既其他人，而係想你說服兩大魔界領主。」大賢者代所羅門王講。

精靈王放低杯茶，然後幾十個士兵衝左入黎。

「等等先！發生緊咩事？求和係咩意思呀！」白雪大叫。

「白雪，你靜少少先。交比我地去做就得。你諗住點？殺哂我地？你做得到咩？就算係精靈國境內，
你都係無可能殺到所羅門王。」大賢者笑一笑咁講。

「我明白啦。我會去接觸兩大領主。然後，我想問，點解所羅門王你要求和。我同獸人、龍人勢力有
貿易交往姐，點解你都唔想打仗？」

所羅門王咩都無講，企左係身。
然後，打開佢本書。

想點？

「係大型魔法！魔法騎士團！準備對魔法防禦！」精靈王大叫。

然後，一陣閃光。



所羅門王同大賢者都消失左。
空間魔法？
莫名其妙。
完全唔明佢地做緊乜。

總結下先。
所羅門王同精靈王都係唔想打仗。
精靈王私下同敵對既獸人領主、龍人領主有接觸。
精靈王完全唔夠所羅門王玩。



王

「所以呢？你會幫我地？」
呢幾日風騷都係咁追問我。
好煩。
好似係想要我幫佢地手，做佢地既宮庭魔法師。
雖然話人工高姐，但係始終都唔係幾想做。

一黎，呢班友鬼打鬼，關我鬼事咩。
二黎，外神D野點辦，雖然天照話唔使我操心姐。
三黎，查實我唔曉魔法。我唯一識用既魔法係暗影長槍，呀，仲有魔法反制囉，所以我點做呢個乜鬼
野宮殿魔法師。

最麻煩既事黎啦，精靈王親自接見我，要我幫佢手。

「所以請你幫幫忙啦，為左呢個世界。」

為乜鬼。
關我鬼事咩。

「的而且確，我地依家係無可能同所羅門王抗衡。但係有你幫助既話，對我地黎講絕對係如虎添翼。
所以，為左呢個世界，請幫幫忙。錢唔係問題……」

睇黎大賢者既徒弟呢個名可以呃下飯食。雖然大賢者其實都唔係好勁姐。

「你意下如何？」

都係咪啦，攞黎煩。
我企左係身，走人。

「等等先，無論如何都唔可以幫我地？」

我望住佢，但係唔比反應佢。

「所羅門王，唔係好人。你有無聽過邪教既事。傳說，有人見到所羅門王並唔係相信女神，而佢相信
邪教。暗中，為邪神既復活進行準備。」

咩話？
有D咁既事？

「我極有可能相信，德魯伊山脈既事係佢地搞出黎。」

但係細心諗諗，明明大賢者佢地有份幫手打果班污染既怪物，點諗都唔關佢地事喎。
可能事情唔係咁簡單黎。
不過，就算真係咁，依家既我都做唔到D咩。
依家既我，去到外神面前，都只會比佢地一擊秒殺。



所以，走人。

「等等！」

我發覺聯盟呢邊真係好悶。
算啦，呢班人咁頹，唔怪得會係咁輸比魔界啦。
玩左咁耐都係時候啦。
係時候要去清算佢地。
清算果個假冒我既魔王。

但係，點解我有樣野好似唔記得左做。
是但啦，應該都唔係咩重要事。

空間魔法。
我撇低白雪同風騷，自己一個去左第二度。

魔王城。

幻像魔法又要改一改。

【巨人族領主】 巨人-名真係好難諗 法師 LV99

HP:9864
MP:10189

力量:971  敏捷:787
防禦:999  魔力:1318

唔。
就咁啦。
今次既設定係一個女性既巨人族。
巨人族領主。
咁係因為真正既巨人族領主仲留左係地下城第3層，所以先有利我冒充佢。

黎到魔王城門口。
無咩特別。
有幾個士兵指住我。

「你係咩人？」

「咩……咩人？我咪係，咪係巨人族領主。」

「你係巨人族領主？」

「係呀。稱號仲有假架咩？」

「但係，領主佢……」



「哦，上任果個死左。」

「死左……明白，咁通行令呢？」

「通行令？」

「令牌呀！新上任唔知令牌？」

……
有D咁既野架咩？
蠢左添。果然就咁兩梳蕉兩手空空咁走入去係好ON9。

「咩事？」突然間，後面有個人走左過黎。
好熟口面。

【不死族領主】 骷髏-歐西里斯 法師 LV99

HP:7296
MP:11984

力量:726  敏捷:828
防禦:788  魔力:1644

哦，係排骨。

「係咁既，呢個人自稱係領主，但係無通行令……」士兵說。

「哦，咁咋。咁大個稱號棟係到仲有假架咩！好心魔王佢就廢除左呢D麻煩野佢啦。咦？領主？巨人
族？尤彌爾佢死左？」

尤彌爾？乜水？哦，好似係之前果個巨人族領主。

「好，好似係。」我咁樣回答。

「係呀。我明白啦。行啦，你新黎，我就係你前輩啦。行啦，跟住我。」排骨講。

「跟住你？」我問。

「開會呀！你唔係黎開會咩？」

咦？原來今日開會。我都係依家先知。

跟住，排骨佢就帶左我入去魔王城。
就係咁，我無啦啦比佢地捉左去開會。

一入到去某間會議室(?)，成班人坐哂係到望住我地。



「SOR呀！又遲到！原來佢係巨人族新領主，尤彌爾已經升左仙。」排骨好似係係到道歉。

成班人坐哂係到望住我地。
係一張長方型既長枱，左右兩邊各有三個位，然後枱既盡頭又有一個主席位。
我理所當然咁坐左係主席位到，然後成班人都睥住我。

「喂，果個係魔王個位黎……」

我知道。

然後，有個黑影衝左入黎，捉住左我心口。

「你，乜水？」黑影問。
睇真D，原來係之前果個……吸血鬼？

【人類的惡夢】吸血鬼-德古拉 戰士 LV98

HP:9756
MP:11066

力量:963  敏捷:972
防禦:952  魔力:999

「巨人族領主。」我笑住咁答。

「喂，唔好激嬲佢，佢就係魔王。SOR，有怪莫怪，細路仔唔識世界。」排骨拉開左我，然後帶我
去自己個位上面。

魔王？原來就係佢。

「尤彌爾死左？原來係咁。睇黎巨人族領主個位要再換多次。」假魔王，德古拉抆劍指住我。

「我覺得魔王個位要換一換。呀，唔係喎，就算你死左，魔王都係無變架啦。」我笑住回答佢。

「魔王大人，原諒佢啦。」獸人領主睇見唔對路，喝止住假魔王。

哦，記得啦。龍人領主同獸人領主都應該知道魔王係一隻蟲，我第一日黎呢個世界既時候見過佢地。

「無錯，魔王大人。王唔應該係咁小器。」龍人領主抱住雙手。

六大領主。
左邊係獸人、龍人、惡魔。
右邊係巨人(我)、不死族、哥布林。
魔王望住我地，咩都無講，然後，坐番去自己個位上面。



名符其實 衝出黎柒

魔界會議。
似乎有種陰森既感覺。
呢個偽魔王睇黎都郁我，但係因為獸人領主同龍人領主既關係，所以偽魔王乖乖咁坐番起自己個位上
面。

「歐西里斯！你做乜咁快撤兵番黎？」
偽魔王對住排骨怒吼。

「咦咦咦？明明係魔王你叫我撤退架喎！」
排骨無辜咁大叫。

「我幾時叫你撤退？」
「咩呀！你明明叫黑騎士傳話叫我撤退？」

係喎！差D唔記得左！
果個黑騎士係白雪，之前我同白雪利用黑騎士既身份令到排骨撤兵。

「黑騎士？」
各領主開始議會紛紛。

「魔王。黑騎士係咩一回事？你唔係話佢之前死左架咩？」
惡魔族領主突然之間開聲，令到全場靜哂。
有股，殺氣？
睇黎，惡魔領主唔係咁簡單。

【惡魔族領主】 惡魔-巴力 戰士 LV99

HP:12186
MP:11845

力量:1348  敏捷:1064
防禦:997  魔力:1149

黑色既皮膚，接近兩米高既身型。
眼睛上面有條疤痕。
殺氣係由佢身上面發放出黎。
比起果個吸血鬼，呢個惡魔更加似係魔王。

「咁係因為……因為……」
偽魔王想要為自己辯護。

「巴力，咁，係因為黑騎士有新既繼任人選姐。相信魔王大人佢，命令左黑騎士去執行祕密任務姐。
」
龍人領主代魔王回答。



有少少奸既感覺。

「等等先！魔王你話過你無落過ORDER叫我撤兵？咁黑騎士又係咩一回事？」
排骨搶住發問。
感覺上，排骨係個ON9仔。

「咁姐係話！黑騎士背叛左魔王！」
獸人領主大叫。
應該係個粗人黎。

我望向右邊哥布林領主個位，缺值。

「魔王大人，我，建議依家唔去打人類住，應該要先去查黑騎士既下落先！」
龍人領主突然進諫。
「無錯！」
獸人領主認同。
我記得呢兩條友係無間道黎，係精靈王既卧底。

「但係，呢D小事根本無需要阻礙我地既大計！」
偽魔王堅持己見。

「魔王。我都係認為唔應該出兵。」
惡魔領主講。

呢邊都係鬼打鬼。
搞成咁，邊個最開心？
ME囉。
我梗係開心啦！

「唔得唔得！梗係出兵好啦！」
我突然之間插嘴。

「AGGER呀！有乜理由專登停哂侵略去尋人呀！」
排骨附和我。

三對三。
岩岩好左邊係和平派，右邊係出兵派，而魔王都傾向出兵。

「無錯！你地班人識條鐵咩！」
魔王企左係身，抆把劍出黎。
「有咩意見既，殺無赦！」
魔王大喝！

「魔王大人！」
卧底一號龍人領主擺到明唔比面魔王。
「有乜野緊要得過我地有內鬼呀？」



你咪係內鬼囉！
我笑左。

「收聲！我主意已決！散會！」
魔王嬲爆爆咁衝左出去。

呢個魔王名符其實衝出黎柒。
睇黎魔王個位都係唔好做。
哇！押韻呀！嘻嘻！

跟住，我頭頂上面既天花板無啦啦蒸發左。



癡線佬何其多

是咁的，頭上面既天花板蒸發左。
是但啦，奇怪既事實日日都有發生架啦。
其他人嚇到呆左，我笑而不語，咁就比佢嚇驚點成大事呀。

我地成班人走哂出去，去到一個露天平台上面。
哦，無乜野既，有條龍盤纏住左係座高塔上面。

「報告！有條龍，突然之間飛左過黎攻擊我地！」
有個卒仔走過黎報告。
非常之感謝呢位士兵既分享，不過如果可以早幾分鐘講既話會有用D。

條龍拆緊樓。
佢係咁噴火，拆緊魔王城。

【火之元素使】 烈焰龍帝-沙羅曼達 LV89

HP:171545
MP:221744

力量:9783  敏捷:8246
防禦:7648  魔力:8647

咦？
我醒起啦！
之前果個乜鬼山脈到，有條龍要我去安撫火神。
我好似唔記得左……
火神指緊，就係佢？火龍王？
ERRR....
唔。
好。
走啦。

[戰鬥狀態中不能使用空間魔法]

冷靜少少先。
呢到係魔王城。
話哂都係魔界既權力核心，應該無事既。
就算係火龍王，都未必打得贏我地，好似係。
雖然，個STATUS仲癲過巢穴既風龍王、第9層既地龍王。

咪住。
紅眼？
條龍係紅色眼睛？
又係外神係到搞鬼？



唔係掛？
居然連火龍王都做左佢地既手下。
今次真係大獲啦。

天照，SOS！
無反應。
呢個時候死左去邊呀！
救命……

好，認真D，同佢死過啦！

「烈焰吐息」
條火龍噴火呀！
等等先，之前第7層果隻火龍噴既話可以扣到萬幾血，咁……呢隻噴既話……
應該咩人都會比佢秒殺囉！

邊個設計架！癡線！點打呀！

「火焰飛彈」
龍人領主舉起法杖，然後幾粒火焰飛彈同時射向火龍上面。
火龍隻眼發一發光，所有飛彈半空停左，然後飛番去我地到。
爆炸！
哇！
頂！

「唔得呀！唔可以用所有火系統既技能！佢可以操縱所有既火焰技能！」

根本就唔合邏輯，點樣打呀！

「魔法師團！同時施展魔法攻擊！神官師團幫我地上BUFF、回復！」
偽魔王即刻指揮。

無用架，太勁啦。

「防禦技能開哂落我到！」
獸人領主一馬當先，衝上去，用斧頭斬佢。
扣到血，但係根本就係R痕。

火龍噴火炸獸人領主。
係，係防火技能？一段時間免疫火焰攻擊？
點知，火龍隻巨掌車左過去，將獸人領主打左落街。

哇！
開哂BUFF都扣左8000幾血。
獸人領主由高塔上面，跌左落去地面，呢個高度應該唔死都重傷。

偽魔王衝左上去斬佢，火龍又噴火攻擊，但係只係打中佢既影。



根本就無意義。
呢個水平實在差太遠啦。

排骨走過黎拍我膊頭，然後問:
「做乜停哂手腳？上啦！」

然後衝左過去，同獸人領主一樣，比條龍打左落街。



火龍王之怒

經過我地一大輛既辛苦，終於扣到佢30000血左右啦！
距離成功在望！
仲有唔到20萬血咋！

打條撚咩。
邊有副本BOSS突然間衝入黎村莊到大屠殺架？
佢仲要一拳一個，根本就打唔到。
動員哂成個魔王城既兵力都打唔贏囉好唔好？

慘，咁就比人滅國。
天災真係好恐怖。

火龍又繼續噴火，火焰係我旁邊到爆炸。
我呆左咁企係到。
係喎，魔王城地底唔係有條龍架咩？點解唔放佢出黎打？

我望向四周圍，全場既人都打緊隻龍，得龍人領主同我一樣企左係到。
因為佢係用火魔法，所以完全幫唔到忙。
佢咬住嘴唇，唔知想點。

惡魔領主衝左上去，靠佢坦王。
同之前果個比人打左落街既獸人領主唔同，亦都唔知係到亂打既偽魔王，佢每一劍都落得好準，亦都
小心唔比條龍打中。

「黑暗斬擊」
惡魔領主雙手握劍，一道劍氣之類既物體就飛左出黎，打中條龍個頭。
作用唔大。
但係下一秒，惡魔領主已經飛左上去佢個頭上面，想要用劍插盲佢對眼。
插唔中，即刻比條龍FING甩左落黎。

依家可以做到戰鬥力既領主得番我、惡魔領主同埋偽魔王。
排骨、獸人比佢打左落街，龍人領主咩都做唔到。
仲有一大堆廢既士兵做支援囉。
人數上面，士兵的確係有優勢，但係全部都唔係D勁既人物。

算啦。
出手啦。
我唔出手既話，佢地係無可能贏。
幻像魔法對條龍無用，MP消耗太高。
而且，火焰技能無效。
仲有，
[龍之逆麟:受到的魔法傷害無效，物理傷害減半，30%血以下全STATUS上升。]
龍種特有既技能。



睇番我既技能，原來除左幻像魔法之外，其他都無乜影響。
如果講話係蜘蛛結界既話，其實作用唔大，因為條龍由一開始到依家都係無郁過。
魔法反制亦都有問題，究竟咩技能屬於魔法技能呢？
呢個我判斷唔到，只可以亂咁用。

但係，我有針對大型BOSS既殺手鐧。

毫無預兆地，我衝左上去。
瞬間黎到龍爪面前。
蜘蛛毒牙。
由於猛毒有最高傷害限制既關係，毒牙每秒只可以扣到1000血。
但係1000血已經係非常之多。
對於其他人既其他技能黎講，要比[龍之逆麟]阻隔之餘，仲有經過埋佢超高既防禦，實際上魔法或者
物理傷害既上位技能都只係扣到七百左右。

當然啦，我對呢每秒1000血係唔會滿足。
生命連動。
每秒傳送佢1%HP落我到。
但係，一樣最多都只可以每秒1000HP。
姐係話我可以每秒扣佢2000血。
雖然，生命連動有個巨大既缺點。
就係用緊既時候我郁唔到。

火龍發現左呢點，係咁攻擊我。
可惡，咁既話我就用唔到生命連動！
可惡！坦係到做緊咩架？
唔係，冷靜少少先，係仇恨值既問題。
我做成既傷害實在太高，比起惡魔領主佢地高好多。
姐係話條龍打我係正常既。

咁落去唔係辦法。
即使每秒扣到1000血都有排扣。
20萬血姐係話200秒。
要捱200秒就贏，講上去好似好易咁，實際上難過登天。
佢可以一炮秒一個人。
如果係AoE技能既話，一開技死既人，十隻手指都數唔哂。
我地捱到1分鐘已經係奇蹟。
何況我每10秒就要埋一次身開一次蜘蛛毒牙。
呢樣係無可能既，因為條龍一定會追住我黎打。

終於，我比佢逼左去十幾米之外。
完全埋唔到身。
一埋身既話，無數既火焰飛彈就會射過黎。

「火流星雨」
條龍張開口，然後天空上面出現左無數既魔法陣，然後無數既火焰飛彈從天而降。
呢個仲唔係魔法？



魔法反制！
反制成功！

我太意啦。
火流星雨只係魚餌。
我比佢噴出黎既火打中。



火龍的遠征

火球正面打中左我塊臉。
好痛痛痛，死唔去。
好彩班雜卒幫我落左減傷魔法，我先至死唔去。
但係都扣左萬幾血。
我實在太大意啦。
再比佢打中既話真係命都無。

我地係贏唔到火龍。
呢個係現實。
實在太強啦。

惡魔領主既MP都用得7788，然後由前線上面退番落黎。
偽魔王完全無用，佢就連擾亂火龍都做唔到。

「灼熱地獄」
火龍張開口，然後以佢為中心既一定範圍之內都變到勁熱。
大概只要有半點花火，呢到就會大爆炸。

暗影長槍！
長槍打中佢個頭。
無乜用。
火龍唔理，大概準備用唔知咩技能。
唔得！魔法反制！
點都唔可以比大爆炸發生。

火龍無視我，張開口。
呢招唔係魔法技能，我阻止唔到佢。

麻煩啦！

「烈焰吐息」

一瞬間，全場大爆炸。
高塔倒塌左落黎。
無數既瓦礫、碎片散滿一地。

咳。
好彩我體型細小，輕易可以係碎片之中爬出黎。
爬番出黎，所見到既係地獄。

昇起既黑煙，四圍都係火光，朦朧之中見到龍既身影係到咆哮。
我深刻咁明白到，呢個係實力上既差距。
頭先我地傾盡全力去打，但係對火龍黎講只係熱下身，佢可以輕易咁將坐場所有人秒殺。



惡魔領主仲未死，佢仲企出黎同條龍單挑。
大概用哂D珍貴道具先至可以勉強企到出黎，但係就算點努力都好，係龍既力量面前，都係無意義既
。

龍爪一揮，惡魔領主即刻比佢打到去百米之外。

生命連動，我慢慢咁係龍身上面吸血。
每秒1000，我好快就回復到滿血。
所謂既滿血代表D咩？可唔可以硬食都佢一擊？

依家既我，就企左係龍既面前。
龍咩都無講，只係張開口。
我即刻疾跑，跑到去龍既身體下面。
跳上去佢個肚上面，蜘蛛毒牙。

一切都係無謂既掙扎。
條龍好快就甩左我落黎，然後用龍爪踩碎我。

突然之間，火龍王跌左落地。

【火焰之子】 烈焰龍帝-蠑螈 LV80

HP:147536
MP:178543

力量:6864  敏捷:5269
防禦:4165  魔力:5464

「爸爸。」
佢開口講。
蠑螈係天上面飛左落黎，將火龍王撞開。
「果然，已經救唔番？咦？你係……之前既蛛女？勇者呢？點解你會係魔王城？」

蠑螈企左出黎，同火龍王對峙。
仔打老豆？

「快D走啦，我唔知自己可以拖到幾耐。請你，盡快去搵奧丁同埋我個妹過黎。拜託你啦，蛛女。」
蠑螈講。

奧丁？之前果個神？唔係同外神打完之後下落不明咩？

火龍王噴火，打中蠑螈。
根本就無得打。
你唔可以用火屬性既技能，本身STATUS又差咁多。
只係我估唔到蠑螈佢十秒都唔夠就比火龍王打到重傷。
火龍王用條尾車埋去，將蠑螈打到企唔番起身。
天照天照聽唔聽到？



兩個神都失左蹤。
今次點收科。



蛛女不怕火龍王

<睇黎你有麻煩喎>

腦入面出現左把聲音。
邊個？
你係邊個？

火龍王再度發癲噴火，把周圍既所有野都燒成灰。
用毒黎殺佢既話，呢個係最有效既方法。
問題係，用毒殺死佢之前，我地會比佢地打死。

本來仲諗住蠑螈有少少用，點知幾下就輸左。
奧丁同天照失蹤。
姐係話，依家要靠我地既力量去打贏佢地。

咁樣落去，點樣去打外神？
四大元素龍王其中一隻居然被外神污染左，無疑對呢個世界黎講係一個沉重既打擊。
憑我一個人可唔可以阻止到佢？
無可能。
我R爆頭都諗唔到有咩方法可以打贏佢。

<原來係咁，被外神污染左。睇黎火龍都係不外如事姐。>

邊個？

【溫蒂妮的僕從】 水元素 LV80

HP:12497
MP:19175

力量:1247  敏捷:2018
防禦:907  魔力:4294

水元素？
睇起上黎，只係一隻懸空飄浮既水球。
唔止一隻，有十幾隻水元素出現左。
佢地同時對火龍王進行攻擊。

水元素每一隻既實力都比我弱，但係比魔王城既領主都要強。
而且，數量非常之多。

<宅係屋企咁耐，係時候都要出下手啦。蛛女。>

邊個？
水元素同時牽制住火龍王。



好有組織既四圍包抄火龍王，唔比火龍王一下清哂佢地。

之後，有塊殞石從天而降，打中左火龍王。
扣左幾萬血。
與其話係殞石，不如話係塊巨型既冰山，只係一擊就打到佢重傷。

火龍王受左重傷，之後開始變到小心翼翼。

<再黎一下！>

之後，又一塊冰山從天而降。
今次火龍王學精左，避開左。

<可惡呀！果然距離太遠，實在好難瞄準！>

發生緊……咩事？

<喂！蛛女！你都係轉生者？你幫幫手，我比枝法杖你，你幫我瞄準住佢，下一擊我就要收佢皮！>

然後，有隻水元素飛左埋黎，吐出左一枚法杖。

[海龍王的法杖，稀有度:S]

……
Errrr……
我一腳踢開左枝法杖。
你攞景定贈興呀！我無手拎囉！我只係隻蟲黎囉好唔好！！！
都話呢D乜柒裝備比我係無用！！！
玩野呀？！！！

<喂，搞乜呀你？叫你幫我瞄準住佢囉！>

屌！嬲！
我唔理佢。

火龍王受左重傷之後，自覺得不妙，然後撤退。

<呀呀呀呀！比佢走甩左啦！算啦，佢應該都有一段時間唔敢發癲啦~>

聲音同埋水元素消失左。
莫名奇妙。

然後，我發覺自己真係好弱。
雖然所有冒險者當中，無一個係勁得過我。
但係，計埋魔物既話，我只係非常之弱。
水元素。
海龍王既法杖。



果個人係，水龍王？

然後，又有一樣野值得人在意。
<喂！蛛女！你都係轉生者？你幫幫手，我比枝法杖你，你幫我瞄準住佢，下一擊我就要收佢皮！>
你都係轉生者？
你「都」係轉生者？



農怪

火龍王走左之後，魔王城得番半棟。
好似話係因為主要幹道比火龍王破壞哂既關係，各大領主都番唔到去自己既領地到。
佢地全部人都要留守係魔王城到。

依家既我冒充緊巨人族領主，無所事事咁係街上面流連。
成鬼日都開埋哂D唔知咩會，好無聊，所以我就走左出黎唔理佢地。

魔界同聯盟其實都係一樣，有分咩冒險者協會，仲有佢地都有信神。
信仰唔同，佢地唔係信女神，而係信軍神。
唔洗審，果個應該係奧丁。

除此之外，所有野都同聯盟一模一樣。

「咪走呀！」
後巷入面突然出現左把聲音。

咩事？
行入後巷睇下先。

一個黑色既人，拎住把刀追殺兩個細路。
蜘蛛結界，捉住個黑衣人先。
兩個細路都係哥布林種，一男一女，應該係兄妹，大約只有6、7歲。
最奇怪既，明明只係6、7歲，居然有成30LV。

「發生咩事？」黑衣人驚訝咁問。

我捉住佢，然後問:
「發生咩事……應該我問先岩。」

「係……巨人領主？」黑衣人驚訝咁講。
「點解，點解你要追殺果兩個細路。」
「哼。我勸你精精地就放左我，如果唔係既話……」
「暗影長槍」

一槍打穿佢個肚。
哇，已經殘血。

「你……」

我一腳踩落佢到，殺死左佢。
明明隻腳係蜘蛛腳，但係居然可以一下踩死左佢……
真係好脆弱。

「發生咩事？」



我問果兩個細路。

果兩個細路好明顯唔信我。
好，殺埋佢地。
講笑。

「唔係掛，你要殺死佢地？」
背後有把聲音。
我另轉頭一望，又係天照。

「你去左邊，做咩依家先出現？」我問。
「出左少少事姐。」佢笑一笑，然後又消失左。
奇奇怪怪咁。

「放心啦，我唔會害你地架，話比我知究竟發生左咩事？」我問。

「死……死啦！」
個男仔用舊石掟我。
好痛。
然後，果兩個人又走左。

「可惡呀，咪跑呀！」我追住佢地。

「等等！企係到！你係咩人！做咩追殺佢地！」突然間，後面有個人喝住我。
唔係掛，居然以為我係追殺緊佢地？
我另轉頭。
又係天照，佢對住我傻笑。
好煩。
唔理佢。

不過，佢地跑得唔夠我快。
話咁快就追到佢地。

「發生咩事？講比我聽啦，等姐姐黎幫你……唔係喎，我依家係男人LOOK，應該叫哥哥先岩……」
個女仔望住我，有D不知所措。

「真係……真係幫到我地？」
個男仔問。

之後，佢地兩個帶到我去郊外一個地方。
一片森林。
我地匿埋左係草叢入面。
面前既係一間屋。

農怪。
佢地話比我知，呢班人係到農怪。
成班細路，成幾百個細路，甚至有岩岩出世既BB，係到集體打怪升LV。



呢個唔係問題，最大問題係……

去到30LV既時候，佢地既武裝會被沒收，然後就有一個人走過黎殺哂呢班30LV既細路。

請一大班人，搞咁多野黎升LV。
用錢買人命，用人命黎換EXP。

我吸左一口氣。
然後，企左係身，衝入去。



留意到STATUS可以用黎呃字數

有人拍我膊頭，我另轉面一睇，原來係排骨。
麻煩既人出現左。

「你係到做咩？」佢問。

好煩，點樣解釋好？
無視佢。

「啊！！！做乜唔理我啊！！！」

我直接衝入去裡面。
屋入面，有一大班3、4歲既細路拎住劍啊，法杖去毆打D低LV怪物。
有幾個大人睇住佢地。

「原來係巨人領主。」
「唔係喎，就算係領主都唔應該」
「應該點做？」
班人七嘴八舌咁討論。

捉一大班細路黎，升佢地LV，然後殺死細路黎換取EXP。
呢班人真係人渣黎。

然後，其中一個男人行左過黎。
佢望實我，我又望實佢。
佢伸左隻手出黎。
佢究竟係想？
氣氛疆左係到。
隻手入面既係

GOLD！
金！
GOLD＝MONEY
MONEY＝EVERYTHING＝WORLD！！！！！！！！！！！

明白了。
好，咩都睇唔到，轉身走人。
我無收過錢，我無見到有人將細路當係家畜咁養，OK？

一D都唔OK。
黎過反智轉身，一下暗影長槍打到一個男人重傷。

「喂！你嫌錢少？領主都唔係咁玩架喎！算！開個價」

再一槍，殺死埋佢。



「蛋蛋陣先！做乜野呀你你傻架？」排骨入到黎，好驚訝咁望住我。

「無野做。」我咁樣答。

然後，再用暗影長槍攻擊其他人。

「做乜呀你咪咪殺人不過呢到究竟發生左咩事？」排骨好驚咁同我講。

「巨人領主，你究竟想點？」一個上百歲既哥布林老野帶住兩個戴面具既黑衣跟班走左出黎。

「你係咩人？呢到發生緊咩事？」排骨問。

問黎托柒，直接睇STATUS好過啦！

【深淵之王】 哥布林-諾登斯 法師 LV99

HP:7401
MP:13041

力量:750  敏捷:991
防禦:610  魔力:1639

【狂戰士】 食屍鬼-大陵五 戰士 LV99

HP:13491
MP:5200

力量:1539  敏捷:1037
防禦:1610  魔力:301

【暗殺者】 惡魔- 巴巴托斯 弓手 LV99

HP:9801
MP:10371

力量:810  敏捷:1302
防禦:910  魔力:1103

「所以呢？你地班人究竟想點？捉哂班細路黎呢到升LV究竟想點？」排骨好嬲咁問。

食屍鬼同惡魔都衝左上黎。
麻煩啦，我同排骨都係法師，點打呀！
不過，可惜呀，我係魔物，係一隻蛛女，就算你地幾強都好，都無可能打得嬴我地！
跟住，排骨就拆開技杖，同食屍鬼格劍。
用劍既法師，呢隻GAME真係夠哂盞鬼。



姐係話，我既對手就係惡魔啦。
惡魔速度好快！
係咁跳黎跳去，用箭射我！！
又再中左幾箭！
「致命射擊」
爆頭，扣左成千血呀！
好高攻呀！
佢咁快，點打呀？

之後用蜘蛛結界綁住左佢，然後打獲甘佢。



領主（笑）

「你強到唔正常。」
惡魔咁樣同我講。
廢話，我話哂打滾左咁耐，點會得D三腳貓功夫。

惡魔所用既武器係弩槍，攻擊力唔高，但係連射力強。
佢一瞬間拉開左距離，用弩槍攻擊。
係蜘蛛既世界入面，無論點樣走都係無意義。
無論去到邊，蜘蛛都有把握捉到你。

蜘蛛結界。
綁左佢，再用暗影長槍！

佢口吐鮮血，跪係地上面。
呢隻惡魔的確係好強，起碼去到領主既級數。
不過，係魔物既世界入面，根本就係好弱。
唔好講水元素、土元素，就連地下城入面第三層既小王，都勁過你。

所以
突然間，排骨飛左過黎。
吓？唔係掛，比人打到飛左起身？
你假假地都係領主黎架喎，爛船都有點3粒釘啦！

重傷既食屍鬼，拎住斧頭行左過黎。
領主喎（笑）。

唔係，雖然排骨打到好樣衰，但係實際上呢場戰鬥係排骨有利。
食屍鬼出現左一系列既負面狀態，好似係毒呀等等。

算啦，交比我

「麻醉射擊」

[麻痺]狀態。

可惡

忽然間，惡魔拎左本書出黎。
想點？

「你的確係幾勁，淨係用暗影長槍已經壓制住我（注：同人打交我都係得暗影長槍比較實用），我承
認你係好強，但係，巨人領主，你玩完啦！」

出現左魔物！



幼龍 LV1

HP:14019
MP:16104

力量:1319  敏捷:1219
防禦:910  魔力:1299 

哇！佢叫左隻龍出黎幫拖！
明明只係隻BB，但係已經有咁既STATUS，龍種大撚哂？

條龍係到咆哮！
襯惡魔得意忘形既時候，用暗影長槍殺左佢。
傻仔。

[等級上升至82]
久違既升LV，不過作用唔大。

「幾犀利喎！巨人！不過，我同巴巴托斯完全唔同！驅魔之風！」
食屍鬼行左埋黎，解除哂負面狀態，果然排骨真係無撚用。
「你知唔知我係邊個？我係傳說中既一百年前既不死族領主，依家魔界既領主，差唔多有四分之一係
我帶兵打番黎，同你後面果件垃圾唔同！」

「可惡呀！食屍鬼就交比你，條龍就由我黎」
排骨比條龍打到飛左出街，應該飛左幾百米到啦，暫時都唔係番到黎。

好，係時候郁下啦。
蜘蛛結界！

「講左負面狀態對我無用啦！」
食屍鬼解除左束縛，衝左上黎！

好快！
你以為我會咁講咩？

暗影長槍，直接命中。
由於被動技能[毒性附加]既關係，佢中左[微毒]。
毒效果係屬於負面狀態。
不過，佢唔係被動技能免疫負面狀態，而係要靠主動技能黎解除狀態。
我睇準果個時機，用毒素激發黎連擊。
然後，一腳踼開佢。

生命連動。
我再係咁吸佢血。

「你」
佢好驚訝咁望住我。



火流星雨。
就好似之前隻火龍王咁，我既上空出現左無數既魔法陣。
每個魔法陣都變左粒殞石，同時打向食屍鬼。

「無可能架明明係用暗影系既上位技能，居然仲有到火焰系最上位既技能呢個世界應該得一個人做到
，莫非你係卧底？你係大賢」

當然係無可能啦。
我係用幻影魔法令佢以為我用左呢招姐。
打從一開始，你中緊幻影魔法既時候，你就無可能打贏我。
所以，理得你咩人都好，你就死係呢到啦。
暗影長槍。

[等級上升至83]

「巨人族領主，你究竟係咩人？點解你要一直都阻礙住我！」

BOSS正式出場。
企係哥布林後面既係
偽魔王。



失樂園

偽魔王。

【人類的惡夢】吸血鬼-德古拉 戰士 LV98

HP:9756
MP:11066

力量:963  敏捷:972
防禦:952  魔力:999

佢企係我面前。

「巨人領主！你究竟係咩人？突然之間出現，然後三番四次係到阻礙我既計劃？」

「計劃？莫非就係你……」

「無錯！仲差少少，我就升到99LV，點解你要出現係呢到阻礙我！」

哥布林行出左幾步，然後講:
「魔王大人，等我黎解答你既問題啦。」
佢舉起一個水晶球，水晶球一閃－－

「佢之所以咁強，係因為佢並唔係巨人，而係魔物。我有無講錯呀！蛛女，呢個水晶球可以睇穿你既
法術。」哥布林講。

「魔物？你究竟係……」偽魔王有少少驚訝。

「明明係一隻無名既魔物，但係居然有智慧潛伏入黎魔王城入面，你既存在真係值得研究。你，就好
似，一生出黎就有智慧咁。」

名？智慧？唔明佢講咩。

「你……唔通，莫非你同我一樣，係轉生者？」

轉生者？轉生？咩意思？
下一秒，我即刻明白，呢個偽魔王並唔係屬於呢個世界既存在。
無錯，佢同我一樣，都係黎自香港。
如果我無估錯，佢係黎左呢到，計埋我在內既十個同學之一。
但係，我既同學之中，有咁既癡線殺人狂咩？

「哈哈，二十幾年，我等左二十幾年，終於都比我搵到啦，你係邊個？我係阿John呀！你記唔記得
我呀？」

John，呢個名有印象，雖然同佢唔係好熟，好似一句野都無講過。



無記錯既話，原來班入面佢係一個好靜，高高瘦瘦既男仔，無論點諗，佢都唔會係呢個殺人狂。
究竟，發生左咩事，佢先變成咁樣？
最令人在意既係，二十年？
無可能！
由我出世到依家，應該只係得3個月！

John一步一步行埋黎，然後問:
「你呢？你係邊個？」

「對唔住。我唔認識好似你咁樣既John。」

「你係到講咩？二十幾年啦！再次見番同班同學，你同我講D咁既野？咩唔認識John，你講緊咩呀？
」

「我唔認識好似你咁樣既殺人狂。」

「你係到講緊咩呀！呢到係RPG既世界呀！係打機既世界呀！你以前有無打過機呀？殺死NPC姐！
咩殺人呀！你講緊咩呀！升LV有咩問題呀！」

「NPC？咁既說話你都講得出口。」

「收皮啦！偽善撚！道德撚！明明已經升到82LV，你敢講過，你黎呢個世界無殺過人咩？殺怪升LV
天公地義，人同怪又有咩分別呀？你可以殺怪升LV但係唔殺得人？咩道理呀！」

佢滿口歪理，一輪嘴噴落我到。
我……

駁唔到！
的確……
佢講得無錯……
殺人……
我係殺過人。
由一開始既狼、哥布林三人組、成條村落、打蜂后三人組、土元素，仲有好多。
多到數唔哂。

「呢個係弱肉強食既世界！」

「但係，你已經變左個殺人狂。」

「所以話！殺人有咩唔岩？」

「你唔單止殺左人，仲殺埋你自己。你，已經唔係你。」

「吓？」

突然之間，我爆左句懶係哲學性，但係實際自己都唔多明既說話出黎。
總之，唔理道理係邊，點都好。



佢既事，令我覺得唔舒服。
我唔鐘意佢，所以佢就係敵人，謹此如此。

「你同我收聲！」
John拎劍，衝左上黎。
佢已經，失去左理智。
一睇STATUS就知，佢係無可能打贏我。
所以，就送佢……

[束縛]
John比人束縛住左。

「諾登斯！你做乜野呀！」John對住哥布林大叫。

「對唔住呀！魔王大人，阻住你同你既摯友重逢。不過呀，我要背叛你啦，對唔住啦，你地下世有緣
再會啦。」

哥希林地上面拎起枝鐵通，貫穿左John既身體。

「你……你……」

「對唔住呀魔王大人，我仲對你落左麻痺既藥，呢，就係今朝你飲既果碗湯呢。」

「你……你……蛛女！救我呀！你係邊個？Alice？肥豪？定係阿俊呀！救我呀……救我呀！」John一
面絕望咁向我求救。

「遺憾。我唔係Alice，唔係肥豪，而且我邊到都唔俊。」
就算，你叫得出我個名，我都唔會救你。
何況，你無可能叫得出我個阿。

所以，再死多左一次啦，John，希望你可以番到去香港。

「哈哈，唔記得自我介紹，蛛女，我係哥布林領主，亦都係一名……」

哥布林鞠左個靚躬。

「舊日支配者。」



無啦啦要打BOSS

舊日支配者。
呢個名好似邊到聽過，但係又醒唔起。
係咩呢？呀！
係外星人D手下！

我即刻退後兩步。
定D黎。係手下姐，唔係外神！
如果係手下既話，我都未必會輸得咁慘。
OVER OVER！天照收唔收到！
果然，一有事既時候，係唔會搵到天照既。
姐係話，要靠我黎解決。

哥布林捏碎左水晶球。
然後，開始地震。

【黃衣之王】 哈斯塔 LV80

HP:134746
MP:165474

力量:3974  敏捷:5674
防禦:1678  魔力:3955

地面裂開，然後，一個黃色既人影走左上黎。
感覺上係一個身穿黃色斗篷既巨人，但係果D唔係斗篷，而係佢既身體一部份。
頭上面好似戴住面具，令人感覺有少少深陰。

我既STATUS係……

【魔物殺手】 蛛女 LV83

HP:22094/22094
MP:22216/22216

力量:2089  敏捷:2657
防禦:2054  魔力:2797

慘不忍睹。
點樣打呀。

「暴風射擊」
怪物諗都唔諗就舉起手，然後就用風射我！
好險！
怪物繼續用手指住我，然後係咁射我。



避開呀喂！
咁落去唔係辦法。
除左防禦之外，我無一樣野勁得過佢。
要打埋身戰，用蜘蛛毒牙黎扣哂佢D血先。

我一衝過去，怪物又舉起手。
「暴風結界」
入唔到去！
好強既風力擋住左我！
然後－－

「暴風射擊」
魔法反制！

好險！
如果比佢打中會扣幾多血？
一定不堪設想。
不過，細心諗諗，如果同火龍王比，呢個對手實在太弱。
有得贏既！

下一秒，怪物黎到我身後。
好快！
「暴風斬擊」
佢隻手刀一揮，我背脊硬食。
扣左4000血。
好痛！
但係，我即刻咬硬牙關，撲上去佢到！

蜘蛛毒牙！
成功左啦！

「驅魔之風」
咩話？又係之前果招，解除負面效果既技能？
如果係咁，毒對佢都無乜用。

「暴風射擊」
避開呀！！！
好險。
但係，佢又去到我身後面。
太快啦……

「烈焰吐息」
突然間，唔知邊到黎一個火球打左過黎，正中怪物。
怪物呆左係到，係機會！
蜘蛛毒牙！
跳開，再用暗影長槍攻擊。



係佢解開毒狀態之前，用毒素激發！

烈焰吐息扣左佢成六千血，而我既一連串技能只係扣到3000血。
不得不承認，以我依家既水準，單挑舊日支配者係無可能。
不過，頭先係邊個係呢到幫我？



圍毆

「等等先！發生緊咩事！咦？果個係魔王大人？做乜趴左係到既？巨人領主呢？仲有果個食屍鬼呢？
仲乜多左隻怪物係到架？發生緊咩事呀呀呀呀呀！」

然後，有條友番番入黎，好驚青咁亂咁大叫。

「魔王大人呀呀呀呀呀！」
排骨走過去，扶番John起身。

「等陣先！」
我大叫，太遲啦，排骨比隻怪物攻擊！

「暴風射擊」
魔法反制！
好險！其實我做乜要救佢？

「發發發生緊咩事……」排骨仲係到發牛豆。

暗影長槍，依家唔係理排骨既時候，要同隻怪物打。

「係你迫我架，怪物。雖然數值上差好遠，但係等我話你之，呢個世界上數值唔係決定一切……」
排骨比佢打中，重傷。
做得好！幫我擋左一刀！

我跳左上去，用蜘蛛毒牙攻擊。

「驅魔之風」
又黎解毒？無用架！
我再咬！
只要我撲左上去，佢就比我任咬啦！

「暴風結界」
魔法反制。
唔可以比佢拉開距離，只要打埋身戰，我既贏面就大好多。

「暴風斬擊」
避開！
邊有咁易。
硬食。

唔得呀！
我咬緊牙關，企穩，再黎！蜘蛛毒牙！

然後，排骨掟左枝野過黎，打中怪物，係之前強化毒傷害既道具。



「上啦！雖然我唔知你係邊個，但係靠你打低過啦！蛛女！」

怪物想甩開我，但係我用蜘蛛結界綁住自己，癡實自己係佢身上。
魔法反制集中黎對付佢既驅魔之風，點都唔可以比佢解除毒狀態。

問題就係，怪物會斬我落黎。
不過，排骨總算發揮左少少作用。
佢不斷開技打亂怪物既節奏，唔比佢打我落黎。

「靈魂收割」
排骨開技攻擊，怪物既HP得番好少咋！
仲有3萬左右！
再過15秒，我既猛毒就可以殺死佢。

「暴風結界」
太大意啦，突然間佢開技，將我地壓到十幾米之外。
埋唔到身蜘蛛毒牙。
今次大獲！

「暗影長槍」
暗影長槍！
我同排骨同時用暗影長槍攻擊，打中左，扣左3000血。
仲差好多！

好快！佢離到我地身後面。
「暴風斬擊」

蜘蛛結界！

「等等陣先呀呀呀……做乜推我去送死死死死死呀！」

我用蜘蛛結界同時束縛住排骨同怪物，排骨避唔開，硬食，HP見底。。
係機會啦！排骨。

兩個人都郁唔到。
但係，勝負已分。

生命連動。
我幫排骨補血。
而排骨就用毒黎攻擊。
加埋道具，佢每秒扣到1000HP，相當於我既猛毒，不過，已經足夠啦。

「靈魂收割」
排骨開埋最後一擊，收拾怪物。
你都傻既。
魔法反制。



「又點呀你！」
排骨又鬧我。

暗影長槍。
一槍貫穿怪物既身體。
[等級上升至LV85]
[可以進化]



繼續呃字數

「哈哈，做得好，居然連舊日支配者都打得贏。」哥布林講。
「喂！究竟發生左咩事？」排骨問。

「唔好嘈！我依家思考緊人生難題，你地D小事一陣先算。」我講。

「吓……我就死啦，可唔可以救下我……當我無講過。」
我用暗影長槍打落去John隔離粒石仔到。

[可以選擇進化，請選擇一項]
>蜘蛛女王
>奭?鱠僼?輖
>幽靈蜘蛛
>嗜血蜘蛛
>阿剌克涅編織者

老虎蟹都唔揀亂碼。
然後，我突然間醒起一樣野。

點解我要解得咁辛苦呀呀呀呀呀！
我一直以黎做緊咩呀呀呀呀！
我明明有情報掌握，直接查一下進出黎係咩樣咪得囉！！！！

[蜘蛛女王:上下身為人，下半身為蜘蛛的生物，擅長使用魔法與毒的攻擊，通常會有一大群手下保護
自己。]
[奭?鱠僼?輖:鬼知]
[幽靈蜘蛛:體型細小，腳幼細而長的生物，速度非常之快，擅長暗殺、毒的生物。]
[嗜血蜘蛛:體型巨大，力量與防禦特化型的生物，據說成年的時候擁有與龍種一戰的體格。]
[阿剌克涅編織者:使用蜘蛛絲編織巢穴的生物，會引誘敵人一步一步跌入自己的巢穴之中，利用猶如
鋼絲一樣的蜘蛛絲獵殺敵人。]

都係果句，老虎蟹都唔揀亂碼。
我仲以為有D奇怪D既生物添。
以為佢會整個咩蛛女既相反，女蛛出黎，人形，蜘蛛身但係有人類四肢既詭異生物添。
不過，我諗亂碼都夠哂詭異啦。

「Errr……請問得未？」排骨問。

無視佢。
唔使諗啦。
一定係蜘蛛女王。
如果隻生物本身係無人類既成份既話，根本就無得同人溝通。
姐係焗住要我揀女王姐。
有得揀咩？吓？出咁多選項做乜？不如直鬼接同我進埋佢啦，係到呃字數！



好。
搞惦。

平平無奇既進化已經完成。

[獲得新稱號:女王]
[女王:當自己受傷時，附近LV30以下的生物機率地前來救援]

【女王】 蜘蛛女王 LV85

HP:97513
MP:164862

力量:3597  敏捷:4328
防禦:3457  魔力:5298

[蜘蛛結界:以自身為中心，為一定範圍內的生物賦予束縛(5秒)狀態]
[蜘蛛魔眼:指定一個敵人，賦予其猛毒(10秒)狀態]
[毒素激發:解除目標的毒屬性狀態，然後對其做成1000點固定傷害]
[死亡踐踏:對近距離一個目標造成中型物理傷害]
[暗影長槍:向單體投擲用暗魔法制成的長槍，然後造成大型黑暗傷害]
[蟲洞:於前方制作一個蟲洞，把複數的敵人拉過去，然後造成中型黑暗傷害]
[黑暗飛彈:發射複數的飛彈攻擊敵人，每發飛彈造成小型黑暗傷害]
[幻像魔法:迷惑敵人，使敵人陷入幻像之中]
[魔法反制:目標施展魔法型技能時，將其魔法效果取消，而消耗的MP不會回復，冷卻時間不會減少]
[治療魔法:為一個目標回復HP]
[時間干預:使一個敵人時間暫停3秒]
[型態轉換:轉換型態]

被動技能呢:
[毒素免疫:自身免疫毒狀態]
[黑暗祝福:受到的黑暗傷害減少一半，自身造成的黑暗傷害上升]
[生命吸取:當你造成傷害時，為自己回復等量的HP]
[魔法昇華:提高MP自然回復的速度]
[女王之怒:自身HP30%以下時，附近生物將會前來支援]

「哇！」排骨。

我變成左一隻上半身係灰色皮膚既女人(*有著衫)，但係無腳，腳既部份變成左一隻無頭既黑色大蜘
蛛。

哇哇哇！好多技能，睇唔哂。唔緊要，到時就識用。
STATUS勁左好多過次元。
係我真係咁勁，定係天照暗中幫我？是但啦，依家唔係理呢D野既時候。
最令人在意既係一樣野，型態轉換。

轉啦！



下半身隻蜘蛛無左。
變成左對腳。
係突然之間無左呀！由於隻腳無蜘蛛身高咁長，我即刻跌左落地！好痛，邊Q個發明架！

我碌番起身。
睇下STATUS。

【女王】 黑暗精靈 法師 LV85

HP:9751
MP:16486

力量:710  敏捷:865
防禦:691  魔力:1360

變左人形。

「WOW。」又係排骨。



女神收兵計劃

身體有番D感覺，完全係人既身體。
唔知幾耐無感受過作為人既感覺呢？
三個月啦，係轉生以黎最感動既一刻。
終於變成人類
唔係，我既種族名係黑暗精靈。
灰色既皮膚，尖長既耳仔，除此之外，同普通既人類無分別。
黑暗精靈，未聽過既種族。
[黑暗精靈:已經滅亡的種族，為精靈族的亞種，除膚色外與精靈族無異。和精靈族一樣，擁有高度的
魔力，擅於使用魔法。]

「等陣先，係時候解釋下發生緊咩事啦，蜘蛛仔！」排骨突然間搭爹。

仔你個頭，我呢個身體明顯係女黎架囉，信唔信我打到你以後無仔生吖拿！

「是咁的」
我用幻像魔法，將自己變左巨人領主。

「吓？」

「牡錯。所謂既新任巨人領主，其實係無呢個人，佢係由我扮出黎。」

「咩咩話？」

「牡錯，實際上我唔係巨人，而係隻魔物；唔係男既，實際上係個女仔。」

「自稱為女人既人一定係網絡人妖！！！！！YOU竟然是個BOY！！！絕望事實是有鳩的妖魔卻扮
女郎！！！！」

「」

「」

「大佬呀，你唔好咁癡線啦你唔係以為網上面算啦，你鐘意囉。」

「」

「」

「咦？」

「咦？」

「你聽得明我講咩？」



「」

「你都係轉生過黎既人？相認？哇」

我望一望John，佢趴左係地嘔白泡，比唔到反應。
慘，明明一直係身邊都相認唔到。

「巧滾動四十幾年，終於比我搵到個FD啦睇你個樣咁鬼毒，又鐘意扮女人，你一定係阿John啦！我
係阿俊呀，你記唔記得我呀！」

我望向真正既阿John，我地既魔王大人（偽），佢仲嘔緊白泡。
究竟呢條友前世發生過咩事呢？
扮女人？
高高瘦瘦既麻甩佬扮女人？
笑左。

「俊？邊到俊呀！」

「我到到都咁俊:D」

「你鐘意囉。」

「唔好意思打搞哂，我講得野未呢？」
哥布林終於開聲，我差D記得左呢個人。

「轉生者，真係有趣。不過呀，其實我同你地都差唔多，並唔係呢個世界既人。」

「舊日支配者。」我望住佢講。

「係外神。」佢陰陰嘴笑。

外神？
咁快殺到黎？
外神究竟有幾多個？一開始聽地龍王講係三個，做乜愈出愈多。

「不過呢，都係以前既事。我背叛左阿撒托斯，依家係企係呢個星球三大神果邊。你知道三大神架可
？」

「天照、奧丁仲有個係」
阿撒托斯係邊鬼個？

「唔識都係正常，係宙斯。不過，佢同無係無分別既。但係，奧丁佢受左重傷，姐係話依家得番天照
同外神作戰。」
佢左口氣，然後整左個UNCLE SAM招牌POSE出黎。
「WE WANT YOU！」

「」



「頭先，見到你既表現，就知你係個人才，黎啦，加入我地啦，一齊對抗外神既侵略啦！」

「我拒絕。」

「唔到你拒絕！」
一個人影飛左落黎，拎劍攻擊我！

【火焰之子】 人類-火蜥蝪 戰士 LV99

HP:12421
MP:9457

力量:1164  敏捷:1054
防禦:1064  魔力:971

係之前果個蠑螈個妹，紅衫紅褲，奧丁跟班果個女仔！



同學各位屌哂鬼

秒殺。

進完化未來諗住測試下自己既實力，點知居然係秒殺。
好似勁左少少。
不過，比人秒殺果個，係我。

完全唔夠佢打。
不概係龍呀……
完全比佢撳住黎打。

「我一早講過，你無選擇既權利。」
火龍妹講。

……
實力實在太懸殊，真係唔夠佢打。

身穿紅色斗蓬，成身紅色既佢走過黎，扶起我。
「行啦。」佢咁講。

去邊呀呀呀？
無啦啦出現打人，然後就捉走我！

「去搵海龍王。」佢講。

「海龍王？」

「無錯。呢個世界已經玩完，三大神得番天照可以自由活動，但係外神仲有好多個。我地依家要依靠
海龍王既力量，佢同我老豆、地龍王、風龍王唔同，佢係呢個世界上面最接近神既存在，可以話佢係
第4個神。」

「等等……唔係有三個神架咩？仲有個去左邊？」

「偷懶。」

「……」呢個世界執柒左佢把啦。

「單憑海龍王既力量係唔夠架。我地仲要靠你，你係呢個世界最特別既生物。」

「點解？」

「三個月之內，可以進化左呢個境界，你都算你第一個。」

「等等，轉生做魔物就好簡單做到啦！只不過係我出世既時候係一隻魔物，所以先咁勁姐。」



「你錯啦，係你之前，仲有其他轉生者轉生做魔物，但係佢地好快就死左。同人唔同，魔物既生命好
脆弱，係好易死。係你之前，已經有三個轉生者轉生做魔物之後死左。」

「……」

「行啦，去見海龍王啦。」

「但係，咁，如果話你外神，咁果邊果隻哥布林咪得囉。」

「我既力量大不如前。保護世界既重任，就交比你啦。」哥布林講。

「等陣先！我完全唔明你地講緊乜！可唔可以解釋下！仲有，我都要一齊去！」掛骨插嘴。

都好，如果多個同學相伴既話，都唔差。
有乜事推佢出去做擋箭牌就得！
不過，要同外神打，呢樣真係……

「咩咩轉生者？究竟，呢個世界仲有幾多個轉生者？」排骨問。

「我都係聽奧丁講架咋。轉生者一共有十個，有四個已經死左。其他既野，我一概不知，就連佢地既
身份我都唔知。」

姐係話，仲有六個。
唔計依家在場既三個，仲有三個係外面既世界到。
十個，同學。
六女四男，名我唔係太記得，本來就同佢地唔係好熟。

「我明白啦，行啦。」我說。

「吓？咩事呀！行啦？」排骨。

「無錯，轉頭我解釋比你聽，我地起行啦。」

「明白。」火龍妹講。

「你地出去先，我做埋D野先。」我說。

推哂佢地出去，我變番做蜘蛛女王型態。
一步一步行到去John面前。

「救……我……」John講。

哥布林領主幫偽魔王農牧細路升LV。
件事真係咁單純？
哥布林領主係前外神，雖然話佢背叛左外神姐，但係佢真係信得過？

「救……我……你……你係……邊個？求下你……救我……我仲唔想死係到……念在我地係一場同學……救



我……」

「我係邊個？好問題。」

我將稱號換左。

「我係巨人領主，係魔王。」

「魔……王？」

「對唔住……魔王大人……我……我……」佢抱住我隻腳求救。

然後，轉生者淨餘人數得番五個。



休養中

是咁的。

我地一出門口，即刻比外神伏擊。
今次既外神係一粒圓石，類似係一粒有眼既彗星，個叫好似係叫【先兆】格赫羅斯。
無論係火龍妹，定係我，排骨都好，都比佢兩下打到重傷。
外神都光明正大出黎攻擊人，睇黎天照佢地真係搞唔惦。

外神同普通既生物係唔同。
佢地係脫離左STATUS系統，而活係STATUS之內既我地，所有既攻擊都只會減少到敵人既HP，換句
話講，我地既攻擊係對外神唔同。
外神既攻擊唔係普通既攻擊，係對靈魂既攻擊。
依家既我，雖然係滿血，但係實際上已經身受重傷。

明明望到自己係滿血，但係感覺到自己就黎死既感覺真係好可怕。
明明以前既世界都係咁，都睇唔到自己仲有幾耐命。
只係，無得用數字黎量化既感覺真係好得人驚。

好大命咁，死唔去。
不過，我就同排骨、火龍妹失散左。
我走左入去個森林入面。
暫時安全，不過好辛苦。

呢到係？
魔界入面既一個巨型森林。
好陰森，天空永遠係黑色。
[魔境森林:傳說中的森林，有種魔力吸引著冒險者走進去深處，然後森林的主人就會審判冒險者的罪
行，進行處刑。]

好似好勁咁。
不過，匿係呢到先啦，我諗外神唔會追到黎。
唔知天照佢有無事呢。
好難講。
不過，依家唔係擔心佢既時候，我都無必要去擔心佢。
佢係神黎，顧惦自己先啦。

係怪物！
突然間攻擊我！

森林棕熊 LV43

HP:5116
MP:4374

力量:564  敏捷:567



防禦:647  魔力:310

好弱……
係我太強定係佢太弱呢？

用人型態都打得贏啦。
不過，出黎測試下呢個新BODY都好。

棕熊撲過黎，我彎低身，一個日字衝拳打中佢心口。
好快！自己既速度比想像中快。
同前世相比，依家呢個人型身體速度真係好快！
我既拳頭打中左佢，壓後左佢幾步。
哇！根本唔合乎物理常識。
我呢個身體係個170左右，身材高瘦既女人，但係個拳頭可以打傷隻三米幾既熊。

技能呢？
如果係人型態，仲用唔用到技能？

蜘蛛魔眼！
仲用到！
隻熊即刻仲左猛毒。

蜘蛛結界都仲用到。
睇黎無乜問題……

如果係物理性既技能呢？
我有一招技能叫做死亡踐踏，本來係用蜘蛛腳瘋狂踩人。
咁，如果係人類身體仲用唔用到呢？

試下先，反正隻熊都比我用蜘蛛結界綁起左，試下用腳踩佢先。
死亡踩踏！
我係咁用右腳踩佢。
800幾傷害，人型態係用番人型態既STATUS，所以傷害唔高。
不過，我發覺呢隻真係好正，踩人既感覺真係好正……
死，我鐘意左呢招添。
唔惦。
用蜘蛛絲吊起佢，再係咁踩佢真係……
死啦，我上左癮添。
好想瘋狂踩人。

暗影長槍。
1000左右傷害。
1000其實都唔差架啦，之前排骨同白雪打果陣，1000點已經係好高。
不過，有少少唔係幾慣。

然後，突然間出現左好多怪物圍住我。
因為我係人型態？



怪物係會主動攻擊冒險者。
轉番做蜘蛛女王型態先。

黑暗飛彈。
5粒飛彈，每發飛彈做成1200點傷害。
比想像中高。

開幾炮就清哂場。
呢個型態用暗影長槍既話，可以打到10000點。

唔！
好勁。
雖然係自己讚自己。
技能呢樣野其實都幾正。

好！我係呢個森林到休養下先，順便磨練下自己技能。
不過，黎黎去去都係果D技能，真係麻煩，無得升技能真係ON9。

[要打開技能樹頁面？]

85LV既我，依家先發覺原來呢隻GAME係有技能樹……
等我仲玩得咁辛苦……



女王……

打開技能樹先。
無咩特別，都係升下技能咁。
技能可以用技能樹一步一步咁升上去。
好似[蜘蛛鋼絲]可以升上去做[蜘蛛結界]。
只要消費技能點數就可以學到新既技能。

其他技能都有得升，不過暗影長槍已經係果列技能入面最高級既技能，無得再升。
似乎，都無乜技能好用。
咦？

我有招技能叫時間干預。
[時間干預:使一個敵人時間暫停3秒]
再升上去係逆時間干預。
[逆時間干預:使自己的時間加速3倍]
再升上去係時間暫定。我諗佢係打錯字，應該係想講時間暫停。
[時間暫定:使整個世界的時間暫停5秒]
最特別既係最後面果個，時間暫定再升上去既唔係普通既技能。

特殊技能，時間魔法。
[操縱時間。]
再一次證明情報掌握係無用既，講D唔講D。
不過，時間魔法，應該係同空間魔法對立，好似幾得意，一定要升左佢先。
睇下先，將時間干預升做逆時間干預要5點技能點數。
依家我一點都無。
話說，技能點數點拎？
[升級，還是得到其他獎勵]
好廢呀！成日都講到唔清唔楚！
算啦，都係自己摸索出黎啦。

不過，依家既我，係森林入面都無野好做。
如果用蜘蛛女王型態既話，其他怪物都唔敢接近我。
如果換做黑暗精靈型態，班怪就追住我黎打。
算啦，都係換做黑暗精靈，四圍行下先。

然後，我發現左一樣特別既野。
就係用人型態打怪既話，怪死左之後，係會跌道具。
熊的毛皮、野獸牙齒、冒險者手套、短劍、蟲卵。
全部都係奇怪既野，除左手套之外都無乜用。
手套睇黎都係D好廢既道具。
不過，道具對我都無乜用，雖然我可以著手套，但係蜘蛛女王型態係用唔到。
明明有手，可以著，但係著完之後食唔到手套既BUFF，咩道理？

硬係覺得好無聊咁。
呢片森林真係好弱。



「就係你？」

有人黎撩交打？

【森林之王】 獅鷹獸-格里風 LV76

HP:89344
MP:67237

力量:2864  敏捷:3047
防禦:2647  魔力:2634

「你就係入侵者？黑暗精靈！」獅鷹獸飛左落黎，對我咆哮。

好大隻，大概有一架巴士咁大。

「就係佢啦，打低佢啦！哈哈！」
獅鷹獸上面有個人。

【女王】 蝴蝶女王-線蛺蝶 LV80

HP:86482
MP:165521

力量:3152  敏捷:5249
防禦:2041  魔力:5675

「收聲。」
獅鷹獸掟左佢落黎。
「喂喂！好痛呀！呀！自我介紹先，佢係呢片森林既主人，而我，我係咩？」
眼神呢隻蝴蝶，應該話係一個白皮膚金髮背脊生左蝴蝶翼既女仔，係到自我介紹。

「我係森林既主人，獅鷹獸-格里風。而佢係呢片森林既守護神，蝴蝶女王-線蛺蝶。你闖入黎，殺死
我既手足係咩回事！」
雖然自稱係神，但係一睇就知佢唔係GM囉。
至於，係咩一回事，我應該點答呢？
變型！蜘蛛女王！
開戰！

「你想點！」獅鷹獸咆哮。
蜘蛛結界！
封鎖左佢行動先！

獅鷹獸弱過我，大概係去到第6層左右既程度。
依家既我，係點都唔會輸。



「憤怒爪擊」
郁唔到既獅翼獸係到發癲揮爪。

試下技能先。

黑暗飛彈！暗影長槍！
哇，幾擊就扣左佢成萬幾血。
蟲洞呢？飛左粒蟲洞過去，爆炸，六、七千血。

獅翼獸飛左上天。
然後，俯衝落黎。
蜘蛛魔眼，用魔眼代替毒牙真係好方便。
只要望住佢就毒到佢。
佢差唔多飛到落黎，我就時間干預佢，企左係佢上面。

一面倒。
速度唔夠我快，力量唔夠我強，控場技能又唔夠我勁。
就死啦。

「呀呀呀……夠啦夠啦！治療魔法！你唔夠佢打架啦，格里風！」蝴蝶女王飛左埋去治療佢。

好弱。
唔係，唔係佢弱，係我太強姐。

「所以呢？係你同我打？」我問蝴蝶女王。

「咪住！我唔識同人打！我投降！」
咦……
咁你地出黎係為左乜？
應該話呢一章，成章都好似係無意義咁……

「其實，我係想同你結盟！我地三個人，守住呢片森林啦！」
蝴蝶女王飛左過黎，握住我隻手。
好近……好大……好大……

「最多咁啦，以後隻狗就跟住你！我，你，同埋蜜蜂女王，三個人一齊守護呢到啦！」
好大……

「好我唔係狗囉！」獅鷹獸大叫。

好大……
「HELLO？」
「呀！SORRY！你岩岩講咩？」
「我話，我地三個一齊守住呢片森林啦！」
「OK！」
好大……



森林蟲蟲殺人狂 II

好大……
蜜蜂女王個胸好大……
起碼去到美O隊長既程度……

依家，我地三個人係到HI TEA(?)
唔知做乜，我、蝴蝶女王、蜜蜂女王係到HI TEA。
只不過，我望到蜜蜂女王成身爆哂肌肉，仲有撇鬚係上面果下真係……
唔知講咩好。

好似話，我地三個一齊統治呢一片森林。
三個咁樣既BOSS係埋一齊，呢個森林對於冒險者黎講會唔會太難打？
單係獅鷹獸果一關，冒險者都已經無可能過到囉。

其實，我留係到有必要咩？
身體其實都好得七七八八，已經可以起行去搵海龍王。
不過，火龍妹一直都無黎搵我就算啦。

只不過，我無諗過，之後係呢個森林過左成半年都無人黎搵我……
好清閒。
呢到D怪好低LV，完全升唔到LV。
更加唔好講話要學識時間魔法。

日日係到瞓，瞓醒就食。
好無聊。
但係無野做都係一件好事黎掛。
好似係。

好，今日瞓醒左，有咩好做。
四圍行下先。
大概，呢片森林既所有魔物都臣服於我。
換句話講，呢到係我既巢穴。
係副本？
係掛。
作為BOSS，其實有咩好做？
好似真係無，除左等冒險者黎打我之外，日日都係無所事事。

「今次大獲啦！蜘蛛女王大人！有冒險者打到黎啦！」有隻地精走過黎同我講。

終於有野好做。
唔係既話都幾悶下。

「交比我啦。」
獅鷹獸突然之間係上空飛過，但係比我用蜘蛛結界扯番過落黎。
交比你，我咪無野好玩？



等我親自出馬啦。

冒險者一共有十六個人。
戰法弓牧每樣4個。
4個小隊。
平均60LV。
佢地既目標係狩獵我。

帶隊既係一個戰士。
神官幫佢上左BUFF之後，一馬當先衝左上黎。

好啦，係時候比我見識下冒險者既實力啦。
暗影長槍！
打中左！
無傷？
神官幫佢落左暗影傷害無效既BUFF？
好麻煩。

轉過頭，我中左一個弓手既麻醉箭。
可惡！郁唔到！
然後，兩個戰士衝左上黎，開技能斬我。
黑暗飛彈！
開唔到技能？
[暗影攻擊封鎖]
有人對我開左技能，唔比我用暗影攻擊。
睇黎佢地做哂調查，係有備而黎。
冒險者有得睇攻略，有無搞錯呀！

要優先攻擊神官！
我衝過去神官到。

「點會咁架！佢無視仇恨值？」
「等我黎啦！嘲諷咆哮！」
一個戰士對我開左嘲諷技能，強制我想打佢？
雖然我唔知點解好想打佢，但係我無打到佢，而繼續去打神官。

「呢隻怪物好奇怪！」D人大叫。
咁係因為，我唔係NPC，我知道要點樣打先可以贏到你地。

去到神官到啦。
係個細路女黎。
踩死佢！踩死佢啦！哈哈哈！

兩個戰士擋係我面前。
時間干預。
佢兩個三秒內無得移動。



其他人開哂技能，同時攻擊我。
佢地已經亂哂龍。
比我突如其來既攻擊嚇到打亂左節奏。

蟲洞。
將除左細路女神官之外所有人吸哂去蟲洞到，爆炸，每個扣6、7000血，死哂。
呢個係呢隻GAME最唔合符邏輯既地方，高LV怪物可以一擊秒殺冒險者。
我之前差D比火龍D火焰打中，深明呢個道理。

望住個細路女，搞惦哂其他人。
依家可以用腳踩佢啦。
受左重傷既佢，無喊，無表情咁望住我。
……
係……係之前果個細路女？
我仲係低LV怪物，滅左人地條村果陣，果個細路女？(第10章)
明明呢到係魔界，人類既佢，點解會入到黎？

點解佢可以咁堅強，每次比我殺哂身邊既人，佢都可以咁樣樣？
都可以咁堅強咁望住我？

治療魔法。

「獅鷹獸。帶佢走，帶佢飛番去城市到。」
「但……但係……」
我無再答佢，因為我都唔知自己做緊乜春。
是但啦，有時積下陰德都好，無謂殺生啦係咪？

「玩完未？」
我身後面出現左一把聲音。
我另轉頭睇，係火龍妹。

「行啦，呢個世界，就黎玩完。魔界開始左同人類既戰爭，而外神亦都開始行動。」火龍妹講。
假期終於完啦。



願女神與你同在

利用空間魔法，我帶埋火龍妹黎到德魯伊山脈。
聯盟入面，通去精靈國既山路。

末日？
強烈既異樣感。

【先兆】格赫羅斯 LVVVVVV

HP:01110010101
MP:100111110111111111110010100

力量量量量量量1111:011101  敏捷:111010
防禦111010?10???魔???力闁?

係外神！
外神出現左係我地上面。

呢個世界究竟發生左咩事？
唔係話魔界開始對聯盟展開侵略咩？點解外神會係到！

有眼、凌空懸浮既彗星，格赫羅斯大概就係咁樣樣。
發生緊……咩事？
係外星面前，我地猶如螻蟻一樣，佢只要有咁既諗法，就可以隨時隨地整死我地。

「唔好回頭。」
天照？
突然之間，天照出現左係我地既面前。

「格赫羅斯就交比我去對付，後面果場戰爭就交比你啦。小蛛蛛。」天照講。

「戰爭有咩問題？」我問。

「去到你就明架啦，交比你啦，阻止唔應該出現既野出現啦，魔王、勇者！」

外神隻眼發射光束，然後天照變左塊鏡出黎擋住。

「行啦！」火龍妹講。
……
交比天照應該無問題……應該話，呢個世界得番天照可以同外神對抗。
無錯，行啦！
去睇下發生咩事啦。

去到一個懸崖上面，望到遠處精靈國既城池。



「你去啦！後面舊日支配者果班追兵就交比我啦！我唔知可以支持到幾耐，所以，快手解決！」
火龍妹飛番去後面，同怪物戰鬥。

等陣先！
你地唔通就唔可以同我解釋一下要做咩先架咩？
大佬呀！你比任務我做無問題！但係比埋詳情囉！依家我連要做咩都唔知！

算啦，直接行過去睇下發生咩事好過啦。

懸崔下面，係精靈大軍同埋魔界既聯合軍進行撕殺。
成千上萬既士兵，係下面既大平原下戰鬥。
惡魔領主企係魔界軍隊既後面，望住成場戰鬥。
而精靈王同所羅門王企係城池既上面觀戰。

帶領主魔界軍隊進攻既人係哥布林領主。
前外神……？外神入面既背叛者係到指揮住軍隊向精靈國進攻。
而帶住精靈軍隊既係……
係獸人領主？
咩回事？
係啦！我記得啦！龍人領主同獸人領主同精靈王有密切關係，係叛徒！
但係估唔到，獸人領主會親自上陣，同魔界既人戰鬥。

遠處既一片森林入面，排骨同背叛左既龍人領主單挑。
好明顯，排骨係唔夠抽。
唔好理佢住，我感覺到呢到有好強烈既異樣感。
係外神？岩岩果個外神？
唔係，唔單止係果個外神，精靈國入面都散發出好強既異樣感。

冷靜D諗下係咩一回事先。
呢到係人類聯盟最西既地方，魔界既人無可能由陸路走到過黎，除非佢地可以將路上聯盟所有國家都
剷除哂架姐。
但係，感覺上唔係咁既一回事。
呢個精靈國，係魔界既第一個目標。
但係，問題係魔界班人點樣可以唔經過其他國家，直接走到黎呢到攻打聯盟？
而，魔界班人咁執著精靈國係咩原因？

「你……你係援軍？係魔界既援軍？黑暗精靈！」身後面有個人大叫。

我另轉頭，係白雪。
成身血，殺左唔知幾多魔界士兵既白雪。

「你唔係第一個，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襲入黎比我殺既人。以勇者之名起誓，我將代替女神對你降下
天罰！」
白雪咩都無講，拎把劍，衝過黎斬我。

係喎，白雪唔認得我個新LOOK。
勇者之名，你係勇者咩？



代替女神，笑左，你知唔知女神係你後面同外星人打緊。

如果用蜘蛛女王既型態，我可以輕易咁秒殺佢。
但係，我想用黑暗精靈既型態同佢打。
就用呢個樣，用人既型態，黎收拾佢。



世界大戰CAN YOU FEEL?

「獸人領主！你知唔知自己做緊咩野！你背叛左魔界！背叛左獸人！」
哥布林領主大聲指責獸人領主。

「哼！你識D咩！」
獸人領主一馬當先，騎住戰馬，拎住斧頭，衝去哥布林領主到。

「我一直睇住你地，你忘記左以前人類、精靈佢地點樣奴役獸人啦咩？你忘記左佢地？忘記左獸人一
直以黎既辛酸？去到依家，終於有得反抗，但係你居然去幫番精靈手！你知唔知醜！望住其他獸人，
你有無面去見獸人族？」
哥布林領主指揮獸人既軍隊，擋住獸人領主既攻擊。

唔。
依家唔係去望下面既戰鬥既時候。
白雪拎住把劍，衝過黎斬我。
黑暗飛彈。
全數避開。

白雪雖然係個戰士，但係擁有法師既技能。
論裝備，佢既裝備好過我幾條街。
有D難打。

再黎，黑暗飛彈。
「寒冰屏障」
白雪一舉手，佢面前即刻出現左一道冰牆，擋住我既攻擊。

「凍結射擊」
呀！我比佢打中左。
[凍結(3秒):無法移動、使用技能]
「冰霜之劍」
佢把劍結左好厚既冰，一下斬落我到。
嗚……好痛呀！

黑暗飛彈！
佢又再避開。
佢速度好快！
我係咁比佢打，但係完全扣唔到佢血。
好似唔夠打添。

「凍結射擊」
又比佢打中，又凍結左。
好煩。
好難打。

嗚，無乜血啦。



唉。
人型態真係好難打。
比人屈裝。
算啦，係時候認真啦。
我屈技能。

「冰凍之牢」
地上面出現左一個冰牢，束縛左我。
「寒冰長槍」
大概係類似暗影長槍既技能，一槍打中左我。
痛死人咩……

「去死啦！魔界既走狗！」
佢拎住把大劍，疾跑過黎砍我。
唔夠打添。
就有鬼。

佢黎到我面前，佢把劍仲有十厘米左右就斬中我。
蜘蛛結界。
束縛住佢。

「嗚……郁唔到？」佢講。
我拉左下筋，然後……
死亡踐踏。
雖然話係踐踏，但係可以用黎踢人。
一下踢到佢去十幾米外。
明明係法師，但係用腳踢人。

我再走過去，想要踢佢。
「凍結射擊」
魔法反制。
踩佢呀！哈哈哈！
因為被動技能[生命吸取]既關係，我每扣到人一滴血，就可以回自己一滴血。
係咁踩佢，然後回血果下真係好爽！嘻嘻！

SOR，失態左添。
夠啦。
無必要殺死白雪。
繼續行啦，落去見一見其他人。

白雪唔服氣，想再繼續戰鬥。
時間干預。
然後，再一腳踢左佢走。

「你……係咩人？」佢問。

我將稱號換左做【勇者】，然後換番番去，跟住走人。



懸崔下面果場戰鬥仲繼續緊。
好明顯，精靈果邊處於劣勢。

【獸人領主】 魔狼-芬里爾 LV99

HP:297581
MP:116244

力量:5642  敏捷:4697
防禦:3498  魔力:945

變左身？係型態轉換。
獸人領主變左隻狼。

「你錯啦。一直奴役咁我地既，唔係人類，唔係精靈，係神！你明唔明呀！點解我地一生出黎，就係
神明既玩具，點解神一生出黎就係神，可以掌握呢個世界！點解？你識D咩呀！哥布林領主！我地要
殺死神，拎番我地自己既世界！」

作為前外神既哥布林領主無回答。

呢個世界真係亂七八糟……D野煩到記唔哂邊個打邊個……



O人永不為奴

變身做狼既獸人領主係到同魔界既人撕殺緊。
點講好呢，佢既STATUS仲勁過我，好似係。
又係D魔物扮做人，混入去魔界入面。
如果話下面既戰場係一個副本既話，咁獸人領主就係BOSS。

唔係，收番果句。
獸人領主最多只係隻小BOSS，比盡係中BOSS。
呢到係戰場，單係一隻咁既狼仔係左右唔到戰局。
就算獸人領主再勁都好，都無可能以一敵萬掛。
精靈國既軍隊已經比哥布林領主打到陷家剷哂。

望去另一邊，森林果邊既戰況先。
睇黎排骨係想偷偷潛入去暗殺精靈王。
但係比龍人領主發現左，而且唔夠打，依家好努力咁逃走緊。

問題黎啦，我落去應該做咩好呢。
作為一個魔王，好應該幫魔界既人打獲精靈國。
但係，我又係一個勇者，梗係要幫精靈國手，抵抗外敵啦。
好麻煩既感覺。
老實講，兩邊都唔想幫。
不過，既然天照開到口(好似係)，咁就幫下佢啦。

應該係要幫魔界手。
因為哥布林領主同火龍妹係FD，咁應該都係天照果邊既人啦。

老老豆豆，其實都唔鬼使幫。
獸人領主已經輸哂啦。
MOLA MOLA，比人打到去城門啦。

「哥布林領主，你點解要助紂為虐？」今次開聲既係精靈王。

「吓？」哥布林領主一面無辜咁，唔明精靈王講緊乜。

「你為左咩而戰？為左魔界？為左哥布林？定係為左傳統呀！點解魔界既人一定要攻擊聯盟既人！你
唔覺得自己比一D野束縛住架咩？」
精靈王開始佢既9UP。
大概係死到臨頭都要串嘴既人。

「係神！係神！係神束縛住我地！」精靈王繼續9UP。
但係，呢番說話好似起左反效果。
聯盟既國教係女神教，佢地所有人都相信女神，姐係果個死人天照。
但係，呢個精靈王突然之間講D咁既野出黎，影響自己軍隊既軍心。
其實都無話影響，因為一早已經輸到跌地。



「……」
哥布林領主一面無奈，佢知道呢個世界既真相，知道外神既事，所以更加對精靈王無奈。

「無錯！黎啦！哥布林領主！同我地一齊啦，反抗神啦！」
獸人領主大叫。

「我拒絕。」哥布林。
「點解？」獸人。
「因為，你地根本唔知道呢個世界發生緊咩事。」

「係咩，如果我話，我知道既話，你又會點？你應該都知架啦，天照、奧丁、宙斯，呢三個人掌握住
一切……」精靈王唔知用左咩魔法飛左起身。

【精靈王】 精靈 弓手 LV99

HP:8464
MP:9425

力量:947  敏捷:1347
防禦:945  魔力:954

佢想點？

「我呀……」當精靈王開始左佢既理論之前，佢個心口比把劍從後貫穿左。
精靈王回頭一望，係惡魔領主。
明明惡魔領主上一秒仲留係軍營入面，但係下一秒已經飛到去精靈王身後插穿左佢。

「精靈王，你知得太多啦。」
開聲既係所羅門王。
聯盟之王。

空間魔法。
係所羅門王用空間魔法傳送惡魔領主去殺死精靈王。

「一個聯係盟之王，另一個係魔界最強既人。呢兩個人居然係私通，為既唔係咩世界和平，而係女神
同軍神既走狗……居然寧願做神既走狗，都唔想去搶番呢個世界。」精靈王仲死唔斷氣講野。

「在座各位，唔係，應該係話，各位由魔物扮成既人，都應該知道咩係進化同埋名字啦。」

進化我知……名字係？

「魔物變強有兩種方法。一係進化，透過變左另一種物種，獲得更強既STATUS同技能。而另一種方
法係得到名，魔物有名既話，就會變得特別勁。但係，得到左名之後，就會喪失左進化既能力。」

哦哦，簡單D講，姐係魔物有得進化。
而所謂既有名，就係平時打機既時候，見到既BOSS，BOSS唔單止係勁D，而且有自己個名。
呢個世界都係一樣。



BTW，點解咁耐都死唔斷氣，講野仲咁鬼流暢？

「然後，我發現左呢個世界既漏洞。人一出世就有名，係由父母去命名。但係，如果果個人出世既時
候並無去命名呢？姐係話，如果一個人無名既話會點？」

「無錯，呢個就係我發現既，世界既漏洞！」

人都可以進化。
新人類咩屌你。

【精靈王】 星靈 弓手 LV99

HP:16452
MP:21621

力量:1844  敏捷:2687
防禦:1687  魔力:1875

進化。
血回到全滿。
然後，一個反智轉身將惡魔領主掟左落地。

「哈哈，呢種就係進化既力量！」
精靈王開始暴走。

「黎啦，將一切都變成祭品！奉獻比我偉大既『神』！」

懶人包:
聯盟:
1.獸人領主>輸左
2.龍人領主>追住排骨黎打
3.精靈王>好似係衰人，知道神既事，唔妥神，為左打贏神而進化
4.所羅門王>好似係好人，不過私通惡魔領主

魔界:
1.排骨>逃跑
2.哥布林領主>贏左，但係無奈
3.惡魔領主>好似係好人，不過私通所羅門王

我>其實都唔係好知佢地搞緊乜



瀱?儍???梈

強烈既異樣感。
係我有史以黎，感受過既最強異樣感。
精靈王飛左上天，唔知係到做緊乜。

「力量呀！係力量！我終於得到左力量！」
精靈王隻手一揮，然後一道光束從天上面打左落黎。
光束所到之處都燃燒殆盡，精靈王開始左不論敵我既無差別攻擊。

「精靈王……」獸人領主好似開始動搖。

「你既目的究竟係咩？精靈王？」所羅門王問。

「挑戰神，毀滅世界。」

「毀滅世界？」獸人領主即刻望住精靈王。

「呢個世界根本就係錯誤既世界。STATUS，技能，所有野究竟係為左咩而存在？為左咩而存在？我
要重新糾正呢個世界。」

「咩話？你當初淨係話想打贏神，拎番呢個世界既自由……」獸人領主說。

「廢話，如果我唔呃你，你地會幫我？自由？好笑，你覺得自由真係存在架咩？不如，將呢個世界毀
滅左佢好過啦！然後，呢個世界就會重生！」

龍人領主咩都無講，變左條龍，飛去攻擊精靈王。

【龍人領主】黑龍-尼德霍格 LV99

HP:987523
MP:999999

力量:8685  敏捷:8647
防禦:9234  魔力:9999

係一開始之前係魔王城下面見過既，全STATUS接近封頂既龍！
呢種咁既力量……
全STATUS接近執頂……
果然龍人領主當初對火龍王既時候留左力。
大概，龍人領主係呢個世界入面最強既存在。

「無用架。你以為你既力量係邊個比你？係我徫大既『神』！你同埋獸人領主既力都係『神』賜比你
，所以，你係無可能打贏到我！」

龍人領主唔知發生咩事，由高空跌左落地。



大概就係一部波O747跌左落地咁。
引發左強烈既衝擊。
無論係精靈軍定係魔界軍都死傷無數。

惡魔領主、哥布林領主、所羅門王、大賢者、白雪。
呢五個人大概就係兩邊既最後戰力。
好似漏左個，不過應該都唔係咩勁人。
單係呢五個人阻唔阻止到精靈王？

無可能。

精靈王唔單止進化左，仲有種迷之力量護身。
呢五個人係無可能打得贏精靈王。

「黎啦！降臨啦！蘇醒啦！我徫大既『神』！」

地上升起左觸手，同時對五個人進行攻擊。
單係同觸手打，已經用盡全力，根本無可能攻擊到精靈王。
就算斬斷一條觸手，又有幾條觸手破石而出。

佢地無一個人接近到精靈王。
去到MP耗盡，用哂力氣，只可以眼白白咁望住精靈王。
但係，咩都做唔到。

末日。

地上面開始爆起左爛肉出黎。
有觸手，有爛肉，有嘴巴，有眼睛。
成個戰場大概都淪為怪物既祭品。

「黎啦！『神』！」

【孕育千萬子孫的森之黑山羊】 莎布·尼古拉絲 LV

HP:啢?/滆
MP:縥伵曟?瀃

力量敏捷011010
防011101禦魔力力力力1力

外神。
而且，係我見過既，最強既外神。
力量未完全，仲未完全蘇醒。
但係，足以毀滅呢個世界。

「三柱神之一居然係到……天照究竟搞緊乜！宙斯呢！呢個時候究竟去左邊！」
哥布林領主發狂大叫。



佢以前係外神，所以熟悉外神既事。

佢咁驚青，證明左呢個外神特別可怕。

但係，已經無人阻止到佢啦。
所有人都已經輸哂。
咩都做唔到。
只可以眼白白睇住末日來臨。

然後。

稱號換為【魔王】。

蜘蛛女王型態。

係眾人既目光下，行去無數屍體既戰場上面。



魔王

「你係咩人？」
精靈王望到突如其來出現既怪物，我，感到有D奇怪。

「你係邊個？」
「你……」
「蜘蛛女王？」
「魔……」

魔王。
呢個係我黎到呢個世界之後，得到既第一個稱號。
除左幫我拎左[情報掌握]同埋[空間魔法]之外，完全係無意義既技能。
但係，呢一刻，【魔王】呢兩個字變得好有分量。
我係【魔王】。

「魔王大人……居然進化到呢個地步……」獸人領主有D驚訝。
「失左蹤……仲以為死左，居然變成依家咁……但係無名？」龍人領主講。

名唔單止令到魔物變成BOSS，大概仲令到魔物擁有智慧。
依家既我係無名既。
所以，大概係眾人眼中，我係無智慧，只係咁岩得咁橋，黎到呢到架姐。

治療魔法，對哥布林領主用治療魔法。
白雪、大賢者、所羅門王、惡魔領主距離太遠。
獸人領主同埋龍人領主救黎都無用，都成唔到戰力。

「你係……魔王？」

呀！係排骨。
差D唔記得左佢。

「究竟……發生左咩事……」排骨問。

「你究竟係咩人？無名既魔王。」精靈王問我。

點答佢好呢。

「流星之箭」
精靈王對我射左一箭，然後數以萬計既箭雨同時射左落黎。

硬食。
但係，對我黎講係R痕。

「仲要係魔物。雖然唔知你想點……」
暗影長槍，輕輕刷過精靈王塊臉。



「火球術」
「黑暗斬擊」
大賢者同惡魔領主同時對精靈王攻擊，但係瞬間比精靈王壓制住。

蜘蛛魔眼！
精靈王中左猛毒。
精靈再想射我，我跑上去，跳左佢身後。
死亡踐踏。
一腳將佢踢左落地。

「魔王……你係為左咩先出現？點解你到呢一刻要阻住我！」
黑暗飛彈、暗影長槍！
全數命中。

即使佢進化左都好，面對我同佢STATUS上既差異，佢都係無可能打贏我。

「我問你，你知唔知自己做緊咩？」我問。
「原來識講野……梗係知啦！召喚外神！將外神既力量覆蓋呢片大陸，毀滅呢個世界！」

黑暗飛彈。
地上面，外神既觸手飛左出黎，幫精靈王擋我既攻擊。
呃，我既技能係無可能傷到外神。

「就算係魔王大人都好，都係無可能阻止到架啦！為左神降臨！」

麻煩啦，如果唔可以係短時間殺死佢既話，外神就會復活。
但係，佢一直以未完全既外神保護住，根本連傷都傷唔到佢。

「暗影長槍！」
排骨開技幫我！

「雖然唔知道發生咩事……但係我都會幫你……」

無視佢。
依家唔係浪費精神去理佢既時候。
要諗方法殺死佢。

我衝過去，但係即刻比觸手包圍。
蜘蛛結界！
唔得，束縛唔到觸手！
明明可以放到蜘蛛絲出黎，但係蜘蛛絲唔識自己包住觸手！
技能對觸手無用。

唔得啦！再過到幾分鐘，外神就會完全復活！

冷靜少少。



睇下我有咩技能可以用。

有啦。

係所有人既眼中，比觸手包住既精靈王突然之間斷左氣。

脫離左同精靈王既戰鬥先，然後用空間魔法去到精靈王果到。
時間干預精靈王，等佢無得應對。
再用蜘蛛絲絞殺佢。

用番以前世界既殺人手段，最方便既殺人方法。
大概係因為我力量非常之高，系統判定我既絞刑係長時間持續既普通攻擊。
再加上[缺氧]狀態，
本來到比我打到重傷既佢瞬間被我殺左。
連遺言都無時間講，就已經死左。

觸手開始萎縮。
在場所有人看到魔王殺人唔眨眼，毫不猶豫咁樣對精靈王行刑，都呆左係到。
唔？有咩問題？
魔王本來就係殺人唔眨眼架啦。
你問我點解可以眼都唔眨就殺人？
我一直以黎都殺左好多人啦。



魔王大人好可怕

我係魔王。
統領住魔界既王。
面對住我，眾人有D驚愕。
咁係理所當然既。
係佢地眼中，魔王應該係John先岩。
就算係知情者眼中，魔王應該都只係隻弱小既蟲，但係一年都無既時間，就變成左呢隻怪物。

「魔王大人。」
哥布林領主行左過黎，半跪我。
因為，得佢知道我既存在，所以對於我突然出現，並唔感到吃驚。

「你係……魔王？你唔係巨人領主咩？但係德古拉呢……？」排骨問。
德古拉好似就係阿John。

「排骨！呀！唔係，係歐西里斯！我係魔王。」我講。
習慣左叫佢排骨，一時之間改唔到口。

「龍人領主、獸人領主！你地私通精靈王，該當何罪？」我問。
我將矛頭指向龍人同獸人領主。
其實佢地都唔知外神既事，根本唔需要去追究。
不過，作為叛徒，似終唔係令我幾爽。

「你無諗過神係有問題架咩？魔王大人！你滿足係你之上仲有神既存在咩？」龍人問。

「注意你既言行，龍人領主。依家既你，係無可能打贏我。」
無左外神既支援，姐係無左外掛，佢地應該係打唔贏我，好似係。

「魔王大人。你只係個懦夫，係神既走狗。」
「如果我要殺你，係一件好易既事。」
蜘蛛結界。
我雙手係到玩緊蜘蛛絲，暗示得罪我只會得到精靈王既下場。

「仲有你呀！惡魔領主！」跟住批鬥既係惡魔領主，私通所羅門王既人。

「等陣先！魔王。介唔介意講兩句？」所羅門王講。
聯盟之王。
佢想點？

「係咁既，對於外神，你有咩睇法？」所羅門王問。
「我問番你，對於外神，你知道幾多？」我問。
「老實講，唔多。不過，我深明白到，外神既存在，無疑係對呢片大陸，呢個世界構成威脅。所以，
同我聯手啦。」
「聯手？」
「無錯，好似歷任既聯盟之王同魔王一樣，表面上係敵人，實際上暗地裡一齊維護呢個世界。」



係真唔係呀……
係咪老點我架咋？
Errr……
我望住哥布林領主，佢又望番我。
點呀！要點做呀！
好鬼煩。
魔王呢樣野真係唔做好過做。
麻鬼煩。
好知唔用魔王既身份黎幫拖啦。

「我唔答你住。撤退。」我選擇左逃避。

空間魔法。
將我、排骨、獸人領主、龍人領主、惡魔領主、哥布林領主，同埋其他人一齊轉移番去魔王城。
大概，佢地黎既時候，係用左所羅門王既空間魔法。

好懷念，我出世既地方。
我究竟幾耐未番過黎魔王城呢？
半年姐，打完火龍王之後半年。
一番到黎，我第一時間講:
「處死獸人領主、龍人領主。」

全世界都呆左望住我。
「魔王大人。呢個時候就殺人，好似唔係太好。會影響軍心。」惡魔領主講。
「我都認同，如果同時失去兩個領主，無疑對魔界係個打擊。」哥布林領主講。

好鳩煩。
算。
「好。收押佢地，然後，剝奪龍人領主既地位。」
其他人唔係幾明我既意思。

「佢係新任既龍人領主。」
我指住混入人群入面既火龍妹。

「咦？無病呀你？」火龍妹大叫。
無視佢。
龍人領主，果氣咁既黑龍無左龍人領主既稱號。
睇黎，魔王係可以任意決定邊個係領主。

「惡魔領主，我依家賦予個任務比你，就係代理魔王，我離開既時候，就由你打理魔界。」
「等陣先呀！你究竟想點呀！」火龍妹拉住我隻手問。
好煩。
不過你覺得你捉到我咩？
空間魔法。
隨機轉移。
與其做魔王，不如漫無目的咁去流浪，咁先符合我既性格。



不過，最尾天照點呢？



外神

黑暗一片。
強烈異樣感。
咦？
發生咩事？
我記得頭先係用空間魔法隨機轉移我去第二度，做乜四圍黑媽媽？
呢到究竟係邊鼠？

【萬物歸一者】 猶格‧索托斯

HP:
MP:

力量:  敏捷:
防禦:  魔力:

又係外神。
呀。
搞咩呀！
做乜我無啦啦傳送左去個外神到架！
係咪癡線架！
GAME OVER左啦？
搞錯呀呀呀呀呀！

眼前黑暗一片既空間入面，我感覺唔到上下，腳惦唔到地。
呢到係宇宙？
眼前既外神係幾個發光、癡埋一齊既卵狀物體。
外神……想點？

「魔王。」佢講。
想點？
「勇者。」佢講。
……
「轉生者。」佢講。
想點呀你！
「魔物。」佢講。
搞邊科？
「蟲。」
想點？
「定係叫你梁……」

「等你個等！等陣先！想點呀你！」我大叫。
「加入我地。」佢講。
「……？」
「你係一個人，係一個想點就點，我行我素既人。」



「吓？唔……想點？」
「不過，你活係規則之下，活係常識之下，令到你無法隨心所欲行事。」
「……」
「所以，你前世先會咁樣。」
「……」
「自殺。」
「你究竟想點？」
「黎到呢個世界之後，你都係咁。」
「咩意思？」
「你，點解要幫呢個世界既神手，對抗外神？」
「……」
「對於你黎講，呢個世界都係可有可無架姐，你無幫佢地手既必要。」
「……」
「而且，其實幫唔幫，都對你無所謂啦。我講得有無錯？」
「你想招降就收收皮先。降呢，我就唔會投，賤命就有一條，你鐘意就攞去，唔洗還！」
「無。我只係想同你講，呢個空間唔會受到天照、奧丁，以及宙斯既干涉，你係呢到做咩，佢地都無
權限去管。」
「所以？」
「以後，你想黎呢到，就黎呢到啦。」
……
搞乜？

然後，我就比佢強制傳送左去第二度。
唔得，事態唔對路，係咪要去搵海龍王？
唔識路……
咁。
去搵地龍王先。
空間魔法。

第9層。

「 哦 ！ 原 來 係 你 ， 好 耐 無 見 啦 ， 別 來 …… 」

「廢話就免講，海龍王係邊？」

「一 直 向 東 行 ， 你 就 會 見 到 海 龍 王 既 領 海 。 無 錯 ， 係 魔 界 果 邊 ， 一 直 行 ，行 去
最……」

「哦。」

「你 係 咪 見 過 哂 啦 ？ 三 大 外 神 ？ 」

「外神唔只有三個囉！你昆我！」
聯盟果邊德魯伊山脈發現左一個，同奧丁打完之後唔知點。
精靈國一個。
然後，又有一個可以四圍行黎行去，同天照打完唔知點。
第10層又有一個。



頭先黑媽媽既空間又有一個。
睇黎仲有好多個。
但係呢個世界既神就得3(2)個。
根本就無得打。
四大龍王可唔可以成為戰力？
火癡左線，地要守住第10層果個外神唔郁得。
呢個世界睇怕凶多吉少。

唔好理啦。
去搵左海龍王先。
不過，去搵海龍王之前，搞一搞埋D手尾先。



#另一個主角

是咁的。
我係一個好平凡既女仔。
除左生得靚、人緣好、成績好之外，真係無乜缺點。
缺點其實都有，就係性格惡劣，唔識謙虛囉。
除此之外，我真係無乜缺點囉。

但係，我永遠都唔會唔記得果一日。
果一日，改變左我既一生。
唔係，應該話係，我既一生係果一日完結左。

2016年7月13日。
DSE放榜。

「喂！Alice！你考成點呀！」
同我搭話既係一個死毒撚，阿俊。
我果班有四男六女，得十個人。
可惜既係，四個男既都係毒撚。
三個男既，肥豪、John、阿俊成日圍埋一堆，好似係打機既FD。
仲有個男既……咦？唔係到？失左蹤？放榜都唔番黎？
算啦，反正佢都係無乜朋友，番唔番黎WFC。

「幾好呀。」我笑住回答佢。
唔通同佢講我拎左29分咩。
真係好可惜，差一分就30。
雖然呢到唔係咩BAND1名校，不過我拎左29分……
其實係呢D野雞學校已經係無得輸。
SORRY，實在太勁，同你地班垃圾無得FIGHT哦~

同班既另外五個女仔……
班長，平時好認真，不過今日佢個樣睇落唔多開心，我即刻笑左。
MK妹2人組，繼續係到圍威喂，呢D垃圾根本唔值得我放在眼內，反正就係社會既垃圾。
肥婆蓮，我老友。如果唔放個咁既人係我身邊，點顯得我女神既一面。依家既佢喊哂口面咁抱住我，
睇黎考得好差。慘慘豬哦~~~
仲有個……失埋蹤，又係無左影。我記得啦，係個好靜既女仔，算啦，都係果句，WFC。

我地個MISS無聲出，嘆左口氣咁企左係到。
睇黎大家都考得好差。
心涼~

其實我都考得好差，唯有嘟長個嘴，扮個喊，PO上唉豬、SNAPCHAT啦~

哈哈~

但係，我點諗到呢一刻會係我人生完結既一日。



眼前一片漆黑。
之後，我張開眼睛……係一個……

好痛……
但係……有人抱住我？

呢到係邊到？

「係女呀！」
抱住我既嬸嬸對住瞓起床上既女人、隔離既坐係到既男人講。

吓？
唔係咁。
搞乜？
冷靜少少先。
我係個BB，岩岩先出世。
有無搞錯？頭先唔係PO緊成績上唉豬咩？
整理一下思緒先。

「就叫愛麗斯啦。」男人同女人講。
女人無回應。
男人好驚咁對住女人大叫，但係已經無反應。
死左？

人類-愛麗斯 LV1

HP:501
MP:543

力量:49  敏捷:42
防禦:37  魔力:57

咦？
咩黎架？
大致上開始明白。
同之前打機三人組塞比我既GAME一樣，呢個係個人既信息。
係我角色既STATUS。
等陣先？呢到係咩回事？
係打機既世界？
咪玩啦。果個爛鬼GAME我係為左敷衍佢地先玩，玩左幾分鐘就DOM左。
可惡呀！發生緊咩事呀！
做乜搞成咁？

呢到係個中世紀歐亞FEEL既世界。
有無咩方法可以番番去本來既世界？
唔知。



救命。

頂！快D比我番番去以前既世界呀！

無。
番唔到。
我本來以為好快就會番到去。
點知係到一住，就住左成五年。



#蟲

其實呢個世界真係唔係幾公平。
好似我咁，前世已經係個靚女，到左今世都係一樣。

五年前出世既時候，我阿媽好似生左我同我細佬之後死左。
而五年後既我，身為一個五歲女仔既我，繼承左阿媽既美貌。
明明只係得五歲，但係已經係成條村最入面果個。
依家既我，同阿爸、婆婆相依為命。

大家都好錫我，可能係因為我好有禮貌啦。
係大家眼中，雖然我得五歲，但係大家既眼中我係一個千金大小姐一樣。
好有禮貌，係個萬人迷。
已經係人生贏家。
真係好唔公平囉。

呢個世界應該係打機既世界，好似係要升LV打怪。
我心諗，點解要咁傻？
攞自己條命去打怪，係咪傻架。
好地地咁生活咪幾好，好似我婆婆咁，咁老，但係1LV都未升過。
LV唔係重點，重點係我點樣生活姐。

錢係重點。
呢個世界最重要既唔係LV，而係錢。
有錢既話，可以要班高LV冒險者黎奶你鞋底都得。
所以，我真係唔明，阿爸咁辛苦出去打怪係為左D咩。

但係，我點諗到，五歲果年發生左一D事，改變左我既一生。

果日，我只係好平凡咁坐係屋企HEA。
本來隔離屋果幾個男仔係咁叫我出去玩，我都拒絕哂。
好辛苦架，比班兵服侍係一件好辛苦既架黎架。
要扮哂乖，班人咁蠢都唔可以鬧佢，又要點又要盛，其實收兵都好辛苦囉。
成日都話做兵慘，有無諗過我仲慘啊，成日都要對著班好憎既人。

只係我無諗到，我以後都見唔到果幾個男仔姐。

如果問我點睇我屋企人，無論係呢個世界定係以前既世界，我都係幾鐘意佢地。
佢地同兵唔同，大概係唯一真心關懷我既人吧。
就算係細佬都好，佢都同其他男仔唔同。
佢唔係因為我靚先同我一齊玩，而係因為我同佢係親人。
最起碼係我心目中，親人同街外人係唔同既。

不過，依家有個好大既問題。
就係我細佬失蹤左。
究竟去左邊？



我真係好擔心佢。
屋企人覺得事情好似有D唔對路，所以唔比我出街，要我拒絕哂其他男人既邀請。
發生咩事呢？
佢地唔講，淨係鎖住我係間房到。

老實講，呢個鎖我一腳就踢得開啦。
但係問題係點解要鎖住我？

阿爸出左去，唔知做咩。
我聽到門外面有把聲，係婆婆把聲。
聽得唔清楚，淨係聽到個「蟲」字。
完全唔明。

究竟發生咩事呢？
我坐係床到，無無聊聊咁望住道門。
我有種不詳既預感。
房門外出現巨響。
有種不安既感覺。
好奇心驅使下踢開道門。

係一隻蟲。
係一隻……一隻巨型既螳螂？唔係唔係，有兩對手既螳螂，下半身同埋個頭係蜘蛛。
佢成身都係血，成口都係血……殺左人？食左人？
究竟……發生咩事？
無理由，會有怪物黎到村入面架！

「你做咩走出黎呀！」
婆婆走過黎護住我。
婆婆……
對面係怪物……
但係我……
爸爸……爸爸係邊？

怪物啊！
怪物係無人性既，見到呢個場景無退後，無放過我地一馬，只係舉高鐮刀。
一刀斬落去婆婆既身上。

婆婆！
我想大叫，但係叫唔出聲。
突然之間有種感覺，咩都無所謂了。

婆婆仲未死，佢抱住怪物隻腳。

「求下你……放過……放過愛麗斯啦……唔好食左佢……要食就食我啦……」
我望住佢。
親人啊……如果係兵既話，應該推左我去食啦。
但係，呢一刻咩都無所謂啦。



我只係見到婆婆係血泊之中抱住怪物隻腳。
然後，怪物用鐮刀插落去婆婆身上。
一刀、兩刀、三刀、每一刀都準備無誤咁刺入婆婆既身體入面。
唔知幾時開始，婆婆已經斷左氣。

我咩都無講，無大叫，無喊，咩都無，只係呆呆既，企係怪物面前。
是但啦。
怪物用鐮刀抬起我塊臉。
係要殺我？
點解要殺哂我地？為左咩？

跟住，就係要食我？

又一次，明明係大好人生，點知無啦啦我既人生又要終結。
食左我啦。

但係，怪物走左。
唔知點解，怪物走左。
留低左我同婆婆既屍體，就咁走左。

當我反應過黎既時候，先發覺成條村，所有人都比佢食哂。



#夢遊仙境

我好憎蟲。
無論係呢個世界定係以前既世界，我都係一樣咁憎蟲。
我憎恨果隻殺哂我所有親人既蟲。

我實在太天真。
我仲以為呢個世界係可以1LV都唔升。
實在係大錯特錯。
無論如何，我都要升LV先。

冒險者協會。
黎到呢個咁既地方。
呢到大概係升LV既好地方。

「小妹妹？你黎呢到做咩呀？呢到唔係你黎既地方喎！」門口既男人講。
係佢地眼中，我係一個五歲既女仔。
實際上我既精神年齡應該係23。
果然，因為太細過，唔比我入去？
講咩笑？唔通我就咁就走人？

「我……屋企人比人殺哂。」我低著頭，用好SAD既語氣講。
「吓……吓？咩事？」

我隻手向後一指，然後講:
「我本來係住係後面果一條村到……但係……但係……但係頭先有條蟲走左出黎……食哂……食哂我果條
村既人……我好辛苦先走得出黎……但係……但係我婆婆仲係入面，請你救救佢……」
我喊哂口面咁同佢講。
當然啦，婆婆已經死左，而隻蟲已經走左。
我唔係要呢班人同我報仇，而係要搵個門路比我升LV姐。
我要親手殺死果隻蟲。

「你……你講咩話？唔係喊住……等陣先，你入黎先啦，你一定受左好多辛苦啦。你入黎坐番低飲杯
茶先，我地一陣派人出去救佢！」
個男人口疾疾咁帶左我入去。

入到去，係一個大廳，中間有張茶几，比幾個梳化圍住。
大廳既盡頭係一張辦公枱，一個阿叔坐係果到。
入面果十幾個男人叫我坐係梳化上面，然後係咁一輪嘴問我野。
而我，就係咁喊。

無錯啦，就係咁樣啦，將佢地全部一五一十收做……
唔係，我唔係要收兵，我係要升LV。

但係，坐係辦公枱既果個男人一直望住我，唔知想點。



【劍聖】人類-烏瑟 戰士 LV99

HP:10116
MP:8254

力量:910  敏捷:763
防禦:1160  魔力:1256

男人身後仲有個後生仔，大約係二十幾歲左右。

「爸爸，既然出門有怪物襲擊村落，就比我去啦。」
果個後生男人講。

【劍聖的繼承者】 人類-白兔 戰士 LV80

HP:8546
MP:8216

力量:834  敏捷:798
防禦:806  魔力:753

個人既名既白兔，奇奇怪怪，改呢個名既人一定好懶。

「妹妹，你係咪叫愛麗斯，帶我過去你條村果到好嗎？」
呢個人扮哂大哥哥咁行過黎同我講。
妹你個頭。
我可能仲大過你囉！
算，忍佢。

白兔同我番到去村落果到，淨係見到一片血海。
條蟲果然走左。

「對唔住呀，妹妹，似終救唔番你屋企人。」白兔講。
 
「不過呀，小妹妹，你究竟想點？」白兔點起支煙講。

咦？

「我睇到架喎，你扮緊喊。」個男人笑住同我講。

「雖然唔知你咩一回事，你屋企人比條蟲襲擊，應該係無錯，但係點解你要扮喊呢？」

「我無扮……」

「唔洗係到自欺欺人啦。你呀，明明就係想喊，仲咩要呃自己去扮喊呢？扮到自己有哂計謀咁，係到
呃自己，比自己機會去喊。想喊咪喊出黎囉。」



我……

「喂喂……都係唔好，比人叫到我整喊個細路女還得了，喂喂，當我無講過好唔好？乖啦，番到去先
喊啦……」

「我……我仲有地方可以去咩……以前既屋企已經番唔到去，呢個屋企又無埋……我……點解一次又一
次要咁對我呀……呀……點解呀，點解呀，點解要一次又一次係我身邊搶走哂我D野呀……呀……點解呀
……」

「好啦好啦，唔好喊啦。小妹妹要乖呀。」白兔抱住我講。
「Alice……」
「唔？」
「唔好叫我小妹妹！叫我Alice。」



#雪兔

我揀左既職業係神官。
比起其他要打生打死既職業，我覺得我比較適合做後面幫手後援既神官。
最起碼其他人會主動保護我，得閒比下甜頭人，咁先符合我既生存之道。

講起神官，我地相信既神係一個女神。
嚴格黎講，呢個世界分兩大陣營。
西邊既人類聯盟，東邊既魔界。
聯盟相信住掌握住光既女神，而魔界既神係掌握住暗既軍神。

雖然話暗既力量係黎自魔界既神，但係我地聯盟既人一樣可以用暗。
除左光同暗之外，仲有四種元素，風火水土，由四條龍王管理。
每一個人除左可以揀自己既職業之外，仲要揀多一種元素既力量。
呢個世界既設定大概係咁啦。

而我揀既係光。

【初心者】 人類-愛麗斯 神官 LV3

HP:721
MP:736

力量:69  敏捷:65
防禦:56  魔力:78

「小心！上面！」白兔同我講。

吓吓吓？
上面有隻蜜蜂飛左落黎呀！好大隻呀！成個人咁大呀！
行開啦！咪過過黎呀！

「查佢既STATUS呀！」

蜜蜂幼蟲 LV8

HP:803
MP:648

力量:64  敏捷:101
防禦:34  魔力:68

「開技能呀！」白兔又大叫。

係！係！係！開……開咩呀！
我依家有咩技能？



[光束球:召喚一個會自動攻擊的光球旁身]
[聖光鎖鏈:對一個目標賦予束縛狀態]
[治療魔法:為一個目標回復HP]
[天使之環:為範圍內所有同伴小幅度回復HP，然後解除其負面狀態]
[光之壁:召喚一扇可以擋下一定傷害的盾牌]
[聖杖揮擊:揮舞聖杖，對近距離目標造成物理傷害]

「聖……聖光鎖鏈！」
我開左技能，然後地上面有幾條鎖鏈飛左出黎綁住隻蜜蜂。
得左？唔係，淨係綁住左佢，殺唔死佢架！

「聖光球」
我肩膀上出現左個光球，自動對蜜蜂發射光束。

好低攻呀！殺唔死佢呀！
每炮扣得果一百血……好低攻囉。

蜜蜂飛過黎，想用毒針吉我！
「光之壁」
擋住！
好低攻呀呀。
殺唔死呀！

「聖杖揮擊」
隻手自動咁亂揮把杖，配合光球終於殺死左隻蜜蜂。

[等級上升至LV4]

「好險呀……有乜理由要我親身上去打架。」我坐低係到叫。
「辛苦你啦。咁樣你先升得快架！」白兔掟左樽淡白色，類似寶O力既物體比我。
「但係真係好辛苦囉！差D以為自己會死。」但係我一啖都無飲。

除左升LV有新技能之外，好似仲可以用技能點數學指定既新技能。
不過，技能點數比較難攞。
憑我依家既實力，應該係無可能殺得死隻蟲。
我由頭到尾既目標得一個，殺死隻蟲報仇。

「喂！白兔你係到搞乜？吓？綁架細路女？」

突然之間，有個人騎住白馬經過。
係個女人？

【劍聖的繼承者】精靈-白雪 戰士 LV61

HP:6315
MP:6216



力量:406  敏捷:509
防禦:544  魔力:658

「咩呀！唔好講到咁過份好喎！佢無哂親人，我當佢係我個妹咁姐！」白兔對住果個女人反駁。
妹你個頭，可能我仲大過你。
「妹？笑大人個口咩！明明自己個親生家姐就係你面前！」白雪大聲咁笑。

白兔嘆左口氣，然後同我介紹:
「呢個係我家姐，係勇者黎，好似係。」

「咩好似係，直頭係囉！」



海龍王

呢片大陸東方既盡頭。
終於黎到呢片海岸。
海龍王既所在之地。
四大龍王之首，掌管住水既龍王。

只係我估唔到，一踏入呢片海岸既範圍，就遇到咁既對待姐。
冰龍同埋沙龍。
鎮守住呢片海岸入口既，係兩條龍。
單係一隻既實力，已經有地下城第7層既力量。
如果一打一既話，我應該勉強夠打，但係一打二真係無勝算。

冰龍同沙龍一樣，都係生有翼既四腳爬行巨型蜥蝪，不過冰龍成身都係白藍色，好似係冰一樣，而沙
龍就係遺跡咁樣既黃色。

「魔王，你黎呢到係為左咩事？」冰龍問。

打架既話係無勝算，我要既係同海龍王對話姐。

「讓開，我要見海龍王。」我講。

「你話見就見？」沙龍怒吼，然後向我噴沙。

好險，無啦啦打人。
真係得人驚。
最壞情況係要同佢地開戰。
當然啦，最壞情況姐，一定要避免同佢地開戰。

「我係奉女神之命而黎，我要見海龍王。」
試下用天照個朵，試下佢會唔會比我入去。

沙龍完全無視我既說話，然後撲上黎，用爪攻擊我。
呃，喂！好險！
蜘蛛結界！
綁住呢隻癲狗，唔好比佢發癲。

沙龍又開口，睇黎又噴沙。
可惡呀！
都話唔係想同你打囉！

最衰我賣左火龍妹係魔界，搞到我要自己一個入去見海龍王。

「咪住，沙龍。比佢入去都係無妨。」冰龍講。

「冰龍，你係咩意思？」沙龍講。



「反正，區區一個魔王都唔會對大海構成威脅，話唔定佢真係有要事去搵海龍王呢。

「我明白啦。」沙龍退後，然後比我入去。

搞到我食哂沙先比我入去，有無搞錯呀。
算啦，有得入去就咪同呢D咁既小人計較。
沙龍同冰龍退開，讓左條路比我行入去海灘。

真係衰格，遲D一定要番黎搵你算帳昤什回粕蚪鄰考弗沖鄧
白鴆斤曼宗3
;早3
者丈涼3

[缺氧]

咳！咳！
嘔哂肚入面D水出黎。
呀……浸親。
好似仲有幾條魚入左個肚到。

原來我唔識游水！
堂堂魔王梗係唔識游水啦！
呃，好灰。
點樣落去見海龍王呀呀呀！！！
玩野呀呀呀！！？？
根本就落唔到去！！！

唔係，細心一諗，應該要搵左某D道具先可以比我入去。
例如食左唔知咩草就呼到吸咁樣。
但係依家點樣搵呀！

條沙龍仲係到笑鳩緊我呀！

沙龍突然之間停止左笑，同冰龍一齊跪左係地。
大海對面……天空變哂色，陰雲密佈，暴雨閃電交加。
暴雨之下係一條龍？
有個好似尼斯湖水怪既頭，然後身體完全係海入面。

佢就係海龍王？
好巨型既身體。
因為能見度太低既關係，睇唔清佢係咩樣，只可以係矇矓中睇見佢既身影。

「好耐無見啦，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一如既往都係咁無用。定係應該叫你做梁……」

「呀呀呀！！！」我大叫。
佢究竟係邊個呀？



我以前一定見過佢。



猜猜我是誰

「你究竟係邊個？」我問。

「海龍王。」佢回答。

好簡潔既回答。
事實都的確係咁。
但係，我要既並唔係呢一個回答。

「我再問多你一次，你究竟係邊個？」

「勇者。我係勇者呀，魔王大人。」佢回答。

算點？
呢條龍好麻煩。
佢識得我？
佢以前都問過我，問我係咪都係轉生者。
如果我推測無錯，佢以前係我既同學。
但係，佢係邊個？
完全無頭緒。
本來已經好少同果D同學接觸，依家叫我認人，根本認唔到。

等等？海龍王都係轉生者？
佢黎左呢個世界已經幾耐？
[由世界開始誕生時已經存在]
咩話？
整理一下先。
已經知道既係，轉生黎到既有十個人。
大家出世既時間都唔同，好似排骨出左世30幾年，而我就得半年。
只係我估唔到，居然有同學轉生左咁耐姐。
有幾多年？起碼有上千年，甚至上萬年。

「你係咪我既同學？」我試下問佢。

「你果然已經唔記得左我。」

搞咩呀！
咩唔記得左呀！
大佬呀！以前我同所有同學都完全零接觸，唔記得你都好正常姐！
你邊位呀！

完全無頭緒。

不過，準備一下先。
有咩事既話，要即刻走人。



始終，對面實在強過我太多。
雖然，我認為佢唔會無啦啦攻擊我。

「我比你估下，你估下我係邊個？」

……
點估呀！
咁似果D咩女友問你佢今日究竟有咩唔同……大佬點答呀！
空間魔法。

走唔到？
[戰鬥狀態不能使用空間魔法]
咦咦咦？
唔比我走？
唔比我逃避？
搞咩呀……
點算好呀……
唔緊要。
我CHOK一CHOK個頭，然後答佢:

「唔知呀！吹咩？」

「……」

無反應。
大佬，走得未？
果然一開波就唔應該聽火龍妹班人講，叫我黎搵海龍王。
果然係大伏黎。
好麻煩，走得未？放過啦，師父！

「果然你唔記得左我，不過都正常既。」

正你老鼠，明就好啦！
比我走啦。

「唔緊要，係時候回憶一下啦。」

回咩鬼憶？
想點？
喂喂！
我有不詳既預感。

天空一片灰色。
然後，冰龍同沙龍行開左。

想點呀！
拿拿拿，咪黎呀！



我還拖架！

一片閃光。
似曾相識既感覺。



#不死族之王 I

眼前呢個女仔落左馬，然後問白兔:

「喂，你地係到做緊乜？」

呢個人係勇者？
勇者就係帶住聯盟既人對抗魔界既魔王？
咁既大人物出現係到？
仲要好似係同白兔係姊弟。

「咪講左啦，我帶緊佢升LV。呀，係啦，愛麗斯，同呢位婆婆打招……好痛呀，邊有家姐無啦啦打個
細佬架！」
「SORRY喎，隻手滑左一滑姐。」
「好好好！咁你出現係到，所為何事呀？」

「你地聽住，呢一帶好唔安全。」白雪換番嚴肅既口吻講。
「你係講襲擊人既蟲？」
「唔係，係卧底，有魔界既卧底混左入黎。而且，我收到風，魔界既不死族領主亦都係呢到。」
「咩話？不死族領主？咁大獲？今次麻煩，一定要捉到佢，唔係，最起碼要疏散哂附近既居民先……
」

唔？
有卧底入左黎唔係應該要捉佢先係咩？

「點解呢？既然哥哥姐姐咁勁，點解唔去打低佢？」我用細路女既口吻講。

「得啦，唔使扮細路女啦！」白兔講。

「咁係因為佢係不死族領主。」白雪講。

「不死族領主？」

「殺人唔眨眼，見人就殺，冷酷無情，手狠手辣。無論係實力定係手段都係一流既怪物。我同白兔一
齊上都未必打得贏佢，我諗就算係我阿爸，姐係劍聖本人，對住佢都無必勝既把握。」白雪講。
「無錯，一定要疏散哂居民先，然後再捉佢出黎。我驚不死族領主會做出D驚人既事出黎，懢殺無辜
，我真係想像唔到。所以，一定要比居民撤離左先。」白兔講。

呃。
好似好得人驚。

「我最憎人係我背後講我壞話。我呢，份人就好小氣既。」
森林到出現左一把聲。
咩話？
我第一時間係諗到佢地口中所講既不死族領主。
但係，究竟有幾多個人？



聽聲，附近森林好似有成幾十個人係到。
卧底？
你確定唔係進攻？

「點會咁……佢地目標係咩？」白兔問。
「應該係我，因為我係勇者，所以要先剷除我。」白雪講。

佢地兩個人都拎起劍，等待匿埋左既敵人。
唔係掛。
我得LV4，點樣打……

「你LV比較低，你帶埋呢個細路女走先，我黎攞佢命。」白兔講。
「唔得，正因為係你高LV，所以你先有能力保護到佢。而我，係勇者，係佢既目標，所以你地一齊
逃走啦。」白雪講。

點解佢兩個都已經打定輸數咁？
對面真係咁勁？
我再一次感覺到死亡係離我地幾近。
白雪同白兔會死？然後我都會死？

唔知。
但係我唔想再死多一次。
死係無感覺既，但係我絕對唔想死多一次，再DOM低哂我擁有既一切。

【不死族領主】 骷髏-歐西里斯 法師 LV99

HP:7296
MP:11984

力量:726  敏捷:828
防禦:788  魔力:1644

係一個成日都係由骷髏骨組成既人。
好恐怖。
係怪物。
不寒而慄。
完全感覺唔到人既氣息。
佢望住我，我……
我避開左佢視線。

「受死啦！勇者！黑暗飛彈！」
不死族領主舉起手，然後，
「寒冰屏障」
白雪面前即刻出現左道冰牆，擋住左不死族領主既攻擊。

「快D走！」白雪大叫。
「明白，交比你啦，勇者，呀，唔係，家姐！」白兔抱住我走。



會死？
腦袋一片空白。
白雪真係有可能打得贏？
一諗到呢到我就好驚。
好驚，白雪佢會唔會死？
我唔知。



唔熟

呀！
頭好痛！
呢到係……？
係邊到？

朦朧之中爬左起身，慣性係床頭櫃到拎起部電話一睇。
咦？
電話?
海龍王呢？
呢到係邊到？

2016年7月7日。
……又番番黎香港？

有一個Whatsapp。
打開一睇，班GROUP，今晚班同學約哂出黎一齊食飯。
出黎食飯？
記憶之中，的確係有呢一回事。
不過，之前我並無去到。
海龍王傳送我番黎呢個時空，係想我出席呢個班聚？

唔想去。
又唔係好熟，點解要去……
唔。
算啦，去啦。
一場黎到，睇下海龍王有咩搞啦。
佢係想我搵下邊個係佢？
老實講，WFC。
理得你係邊個，關我撚事咩。

求求其其換套衫，執好個儀容就出發。

放題。
生冷野好似d白痴港女錦， 一無所知, 戇鳩鳩, 生勾勾。
算啦，唔好理佢啦。

「嗨！」
除左Miss Chan之外，無人黎。
本來係十個同學加埋Miss Chan去，但係個個都放哂飛機。
「你居然會黎，仲以為你唔黎添！」Miss Chan同我打招呼。
好煩。
「哈哈……」我以笑回答佢。
「入去坐住等啦。」Miss Chan推我入去。



其實，Miss Chan都幾好人。
其實都算係一個好老師黎既，係煩D。
不過，佢係少數會同我講既人。

「Sorry呀！黎遲左！」
「唔緊要！你埋單就得！」Miss Chan玩佢。
「我邊有咁多錢呀！」
「唔緊要！洗碗就得！」

係班長。
如果話呢個班上面會同我講野既話，應該都係得三個人。
Miss Chan，好認真既班長，同埋果個Alice。

「Sorry呀！Miss Chan Chan！遲到添！」
今次黎既係Alice同肥婆蓮，似乎係好朋友黎。
「唔緊要！你埋單就得！」Miss Chan講，同一句你究竟要講幾多次？
「邊有學生比錢架！喂喂！Miss Chan
Chan，聽講你好有米架喎，請哂大家啦！咦？HI，你係到？少有喎！」Alice同我講。

虛偽。
扮哂女神咁既款。
扮到好友善咁，但係其實就係非常之自私，淨係識利用其他人。

今次行入黎既係打機男性三人組。
排骨……應該叫佢阿俊、肥豪、偽魔王John。

無其他人啦，仲有兩個MK妹同好毒果個都無黎。

究竟邊個係海龍王？
唔知呀！
亦都唔想知呀！
好無聊呀！
放我番去呀！
好想用蜘蛛結界綁哂佢地然後瘋狂踩佢地呀！
[無法使用技能]
好煩呀！
呀呀呀呀呀！

然後，成班人就係到圍威喂。
難為我坐係一角都唔知做咩好。
只可以孤獨咁將天婦羅塞入口。
原來我發現全盛時期既我，可以同時將十隻天婦羅塞入口架！
哇！好犀利呀！
好悶。
咳，鯁親。
水……水呀……
呀……



「你無事嘛？」班長問。
得救啦……
好想死……
唔係喎……死左係咪可以番去……
呃……

班人又繼續係到嘈。
嘈緊咩呀……
哦，班人係到笑排骨鐘意Alice。
但係排骨又死口唔認。
Alice又係到笑。

排骨鐘意Alice，之前都好似聽唔知邊個講過。
但係，硬係覺得有D地方怪怪地。



#不死族之王 II

不死族領主。
白雪係到同佢打緊？
唔知，但係我雙腳係到震緊。
我唔想死。

白兔抱住左我入去一個山洞入面。
「唔緊要，無事架。」
白兔講。
但係，始終無辦法平伏我既心情。

其實白兔都有少少驚。
佢擔心緊白雪？
始終都係兄妹。
擔心都係正常。

我摸一摸佢個頭。
「無事既。」我講。
對佢用治療魔法。
雖然只可以回復佢HP上既傷害，平伏唔到佢既心情。
但係，我最起碼想試下安慰佢。

「Thank you。多謝。唔緊要，無事架，我出一出去。」白兔講。
佢要去救白雪？
確定左我安全之後，就去幫白雪手，係明智既決定，但係我捉住左佢既衣服。
「唔好去……」
「點解？」
「你唔係要我講埋出黎下？我唔想你有事！」
今次到佢摸番我個頭，講:
「唔緊要，無事既。而且，我都唔想白雪有事。」

然後，佢飛身撲左出去。

我應該點做？
走人？
定係留係到？
唔知。

本能地，我探個頭出去望一望。
見到白兔單挑緊不死族領主。
白雪呢？
白雪呢？？？

不安。



白兔想打埋身戰，但係比不死族領主既魔法牽制住。
好辛苦先埋到身，但係埋到身都係唔夠佢打。
明明係法師，但係有把短劍。

根本係單方面虐殺。
就算係白兔，佢面對既係徹徹底底既怪物。
同果種怪物打，根本係無勝算。

但係，白兔無逃走。
點解唔走？

「你，係咪一直守住呢個山洞？」不死領主問。
白兔一面驚愕。
「果然，果個細路女就係入面，如果殺左佢，你會點呢？哈哈！」
「你唔好行埋黎呀！」白兔用劍指住佢。
「讓開啦。留係到有咩意思？不如逃走啦！用果個細路女條命黎救番自己！」
「我再講多一次，行開！」
「點解？」
「因為佢係我重要既學生！」
「係你自己攞黎！」

白兔既腹部比不死領主貫穿左。
HP差唔多已經見底。

我諗起我既婆婆。

點算……
如果唔去救佢……
根本無可能救到佢……
對面係怪物，根本就打唔贏！

然後，我又諗起一個人。

「停手。」
我企出去，喝停不死領主。

「細路女，你咩意思？你覺得自己打得贏我？」
「無可能。」我講。
「咁點解你仲企出黎？」
「因為我要救佢！」
「你無可能做到。」
「我知，但係點都要試一下，唔係既話，就會後悔。呢句係一個人曾經同我講既。」

不死領主呆左一呆，然後講:
「咁你落地獄啦！」

「Alice！」白兔大叫。



只係一刀。
簡簡單單既刺入我既身體。
只係普通既攻擊，連技能都稱唔上。
但係已經足以令到我HP變成個位數字，死唔去已經係不幸中既大幸。
無痛楚，個腦一片空白，諗唔到野。
我只係跌左係地上。
郁唔到。
講唔到野。
只可以眼白白咁望住發狂既白兔。



趙完鬆

孤獨既我，坐係一角，望住佢地班人係到嘈。
好悶。
你地D野關我鬼事咩……
好想番去……

排骨係咁否認自己鐘意Alice。
哦，走得未？
但係成班人都係笑佢。
就連Miss Chan都笑埋一份。

班長只係坐係一角，望住佢地既喧鬧，只係係到微笑，無加入佢地。
班長只係一個普通既女仔，無咩特別。
但係，總係比人一種成熟，與別不同既感覺。

「做咩咁悶坐係到呀！」
班長聊我講野。
答佢都費事。

「Errr……講句野啦，得我係到自言自語好尷尬。」
……
咁我有咩好講。
唉。
幾時先肯放過我？

「你鐘意我？」
Alice笑一笑，小惡魔既笑容，走過去排骨到。
排骨嚇左一跳，另開臉。

呢D玩鳩小毒撚既野有咩好玩？
雖然我毒到幾乎無人理我仲慘。

「唔通，你真係唔鐘意我？真係可惜。」Alice係眾人面前講。

BITCH。
呢個人真係好黑人憎。

「……」排骨無野講。
「乜我好失禮你咩？」Alice扮哂可憐。

成場靜哂。

「唔……唔係……」排骨紅都臉哂咁講。
然後成場人指住排骨黎笑。



「呀呀呀呀！！！」
排骨發癲想跑出去，但係即刻比Alice捉住。

第一次覺得排骨好慘。

笑得最大聲果個係Alice本人。
玩弄其他人既感情好玩咩？
Miss Chan無阻止，其實都唔係D咩要阻止既野……
但係排骨呢個人真係……
本來既世界已經咁柒，轉生之後都繼續柒落去。

「你覺得好玩咩？」我問班長。
「好玩？咩好玩？」
「無，無野啦。」

算啦，無慘要去幫排骨。
反正大家都得番一個禮拜命。
無錯，仲有一個禮拜就放榜。
大家果日會死。
所以比盡都係柒多一個禮拜姐。

講起上黎，值得思考既係，放榜果日我地因咩事死左？
我就係自殺姐，但係其他人呢？
無理由一齊自殺掛。
唔係！
細心一諗，果陣時我仲未自殺。
我跳落去之前，就已經死左？
無錯，跳落去之前，已經眼前一黑，所以我自殺之前已經死左。

但係究竟，發生左咩事呢？

「如果你話GAME既話，唔好睇我本時咁乖咁，我都有打機架喎。」班長講。
「唔？」
「我係GAME入面仲要係大人物添，大概係勇者之類，拯救世界既人喔！」

咩意思？
班長既說話究竟係咩意思？
佢係海龍王？
……其實D對話同海龍王完全無關係……
海龍王未必係佢。
但係，佢講既GAME係咩GAME？

「好啦好啦！Alice你就放過佢啦！」Miss Chan講。
終於出手救佢。

「係係！估唔到你咁憎我，我好傷心囉！阿俊！」Alice咁樣同排骨講。
好地地點解會鐘意個BITCH架。



「係呀係呀！我鐘意你呀！得未呀？」排骨突然之間大叫。

哦，終於發老脾。
全場人靜哂。
請問我走得未？

「喂，你傻左咩？明知無可能……」John拉番住佢，然後愈講愈細聲。

「但係點都要試下架！試左起碼唔會後悔囉……」排骨繼續大叫，然後靜左落黎。
果個Alice居然呆左，O哂嘴，企左係到。
估唔到毒撚都會爆發呢？

「呀呀呀呀呀！」
然後排骨奪門而出。

然後全場人呆哂既時候，我偷偷地逃走。
同排骨一樣，一蚊都無留低，趙完就鬆。



#不死族之王 III

血呀……
計埋前世，二十三年兩段人生入面，我都未試過流咁多血。
郁都郁唔到，四肢無力，只可以瞓起地上面。

白兔抱住我大叫。
呀，又死多次。
今次死左之後會去咩世界呢？
科幻世界？定係番番去香港？
如果可以番番去香港就好。
如果我果日無黎呢個世界就好。
或者，呢個世界只係虛構既，只係我既一場夢黎姐。

白兔倒左樽紅色液體入我個口到。
自動止左血。
HP慢慢回復緊。
原來我仲未死。

見到不死族領主望住我地，但係佢無攻擊既意欲。
呢隻怪物究竟諗緊咩？
無人知。

白兔企左係身，然後用劍指住不死領主。
無可能打得贏。
再一次，白兔比不死領主打到跌左落地。

然後，不死領主抆住我既頭髮，成個人比個扯左起身。

「殺左我。你都係想咁姐。」我同不死領主講。
「哦？我都係第一次見到有人咁樣同我講野。」
「係咩。你係我目前為止，見過既咁多個人之中，第二憎果個。」
「我都係，死到臨頭，把嘴仲鬧人既人，我都係第一次見。」

身體好虛弱。
LV差太遠。
根本上，見到佢果一刻開始，就已經注定左我會死。
死姐，一D都唔恐怖。
又唔係未死過。

「永別啦！黑暗飛彈！」
「光球」

我一早已經召喚左個光球，攻擊頭上面既岩石。
排骨掛左避開岩石既同時，放開左我。
係機會！



拉開距離！
「天使之環」
移除白兔既負面效果。

係呀，打唔贏呀！
但係我就算輸都要整獲甘你嘆！

「你唔係以為咁既攻擊對我有效？」
不死領主係山石之中企番出黎。

「不死族領主，你咁樣殺人有意義咩？點解要係咁殺人？」
我亂UP，想拖延時間。

「吓？你講咩呀？我地魔界既人同你地聯盟既人本來就係世仇！我殺你係一件好平常既事黎姐！」

「你有無諗過，比你殺既人有屋企人呀！定係你只係一排骨頭，根本就無感情，無屋企人呀！」

「無感情？邊個話！三十年前，原來已經係三十年前既事啦！哈哈！我曾經有個鐘意既人，但係依家
都唔會、無可能見番佢。感情？哼！對我黎講，呢個世界只係一個遊戲，有咩感情可言！」

睇黎呢個不死領主都幾蠢下。
講兩句就拖延到時間。

「冰凍之牢」
係白雪！
白雪騎馬趕到黎之後，用技能束縛住佢。
「烈焰斬擊」
白兔跳左過去，用劍斬中不死領主。

「勇者……」不死領主講。
二打一。
有無勝算？

「就算你地兩個一齊上都……喂呀！」

白兔捉左我上白雪隻馬到，然後同我一齊逃走。

「你既對手係我，不死族領主。」白雪同不死領主講。
「算，由一開始我既目標都係你，勇者！」

「放開我……放我落黎呀！」我對白兔講。
「相信佢！雖然唔好可靠，但係佢都算係一個勇者，佢一定走得甩。」
「一開始就用逃走做大前提？姐係話佢輸硬姐！」
「唔緊要，無事既，愛麗斯，信佢，佢係我家姐，信佢啦。」



果汁意粉

走出去之後，先發覺天色已經好暗。
拎起手機一睇，十點幾。
無野做，番屋企啦……唔係，應該係番番去原本既世界……RPG果個世界到啦。
有Whatsapp。

Miss Chan:咁早走？

唔理佢。

Miss Chan:唔坐耐D?

好煩。

Miss Chan:坐多陣先啦。
我:唔啦，我有D事，要走先。

求其敷衍兩句就算。
但係，點樣先番到去？
我唔鐘意呢個世界，就算比我番到黎香港，我一D都唔覺得開心。
反正呢個世界無朋友，無人需要我，就算我唔係到都無咩所謂既世界。

Miss Chan:哦，咁你坐穩車啦。
Miss Chan:等陣先啦！錢呀！你未找數喎！
Miss Chan:講笑咋，我請。得啦，唔洗擔心啦，好好地番去休息啦。
Miss Chan:不過你黎，我都幾開心。
Miss Chan:咁咪幾好囉！其實大家都幾擔心你架。
Miss Chan:出席多D呢D活動啦。
Miss Chan:喂！衰人！藍TICK完未呀！

……
我唔鐘意呢個世界。

但係……
異樣感。

月黑風高之夜。
漆黑、空無一人既街道。
成條街上面，連半點燈光都無。
就馬路上，一架車都無。
呢條街就如同死城一樣。
而死城之中，我既眼前突然間出現左一個人。

身穿黑色斗篷既一個女人。
有少少奇幻風，感覺就似係COSPLAY。



係COSPLAYER？

隱約之中，睇到佢既皮膚係黑色。
唔係話佢係黑人。
而係話緊佢既皮膚係灰黑色，完全唔似係黑種人。
長耳朵。感覺似係精靈既耳朵。

呢個人係……
黑暗精靈！
我既種族！
唔單止係咁，呢個人係我！
RPG世界入面，蜘蛛女王，我，人型態個樣。

點會咁……

果個係我。
發生咩事……

「你係邊個！」我大聲問佢。

「外神之首。」佢回答。

終極大BOSS？
冷靜少少。
我見過佢一次，上次自稱係咩飛天意粉神果個。

「阿撒托斯，呢個係我既名。」佢繼續講。
「等陣先，你上次唔係話自己係叫咩意粉神咩？」

佢停左係到，無講野。
四圍好靜。
然後，佢慢慢開口:

「收聲！名並唔重要！總之我依家叫阿撒托斯！你明就得！」

誒……
怪人？
癡線佬？

消失左？
係我眼前突然間消失。
唔係！佢去左我身後面。
瞬間轉移？

我見到有條細絲係我既頸上面。
佢用力少少既話，大概可以絞殺到我。
呢個自稱係外神之首既人，變成我個樣，走過黎殺我？



「搵到你啦，阿撒托斯。」
有個人追左上黎。

係……同學？
肥豪？
果個好肥既打機男仔？

「哦，係Juicy。」外神之首放低左條絲，然後對住肥豪講。

咩咩咩事？

「唔係Juicy，係Zeus！你果然係到！你究竟想點？」肥豪大叫。

外神笑左一笑，然後將我推開。
眼前一黑。
又係咁。
我又番番去RPG世界。



#蛇

山洞入面。
好辛苦先同白兔一齊由不死領主既手上逃走左出黎。
黎左呢個山洞入後，白兔就跌低左。
發燒？
佢病到溫溫下，瞓左係山洞入面。
明明HP係滿，但係佢個頭好熱，仲失去左意識。
佢既STATUS上面多左個[病]狀態。
病？咩病呀？講D唔講D。
莫非係因為同不死領主打太大壓力，再加上擔心白雪，所以病鬼左？

吓？咁我應該點做好？

帶佢出去搵城入面既醫生？
但係，問題係呢到係邊到。
蘯失路。
唔識得番去既路。

用天使之環都解除唔到佢[病]狀態，睇黎一定要搵醫生先得。
但係，應該去邊到搵呢？
試下行出山洞先。

蜜蜂幼蟲 LV8

HP:803
MP:648

力量:64  敏捷:101
防禦:34  魔力:68

哇哇哇！
又係蜜蜂！
「光束球」
召喚左個光束球攻擊。
好危險呀，我依家得LV4，就算係呢D咁既蜜蜂仔都好難打囉。
唉，真係唔想打，好想番番去香港，或者番去城入面都好啦。

「聖杖揮擊」
我亂揮枝杖，好辛苦先擊退到隻蜜蜂。

[獲得道具:蜂蜜、麻醉毒]

唉，咁落去唔係辦法。
白兔一日未醒番，我一日都要係個森林入面生活？
泰山咩？



搞錯呀！居然留低一個五歲細路女係個森林入面都無人黎救我。

我番番去山洞入面，見到白兔仲係好辛苦咁瞓左係地。
我依家既道具有……蜂蜜x3、麻醉毒x2。
蜂蜜都叫勉強可以醫肚，當飯食……
可惡呀！算點喎！

快D醒呀！衰人！
試下毆打白兔，佢唔醒不但止，好似仲暈左。
可惡呀！二十三年黎，咁大個女我都未試過係森林入面生活架！
點算呀！

大蛇 LV15

HP:1488/1488
MP:1310/1310

力量:191  敏捷:175
防禦:130  魔力:134

山洞入面出現左條蛇，望住我。
呀呀呀呀！好大條蛇呀！起碼成十米長……跟本係怪物黎。

我既數值係……

【初心者】 人類-愛麗斯 神官 LV4

HP:834
MP:829

力量:78  敏捷:76
防禦:64  魔力:85

強敵呀！
點打呀！

「聖光鎖鏈」
束縛住佢先。
「光束球」
用光球攻擊。
傷害好低。

大自然好恐怖呀！快D比我入城呀！
條蛇張開口，噴左堆液體落我到。
好臭呀，咩黎架？
[毒狀態: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0.5%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500]
每秒扣我4點HP？



……唔多，不過好鬼死臭囉。

佢撲過黎咬我！
避開呀喂！
好痛，擦傷。

不過，我係唔會輸既。
因為我係天才！

用枝杖塞入佢個口。
岩岩好頂住左佢個嘴，關唔埋。
我企左去佢個嘴入面，哇好臭，幾耐無刷牙？

光束球攻擊！對住佢食道攻擊！
佢個嘴關唔埋既話，就無可能攻擊到我。
受死啦！

[獲得道具:蛇毒、蛇牙、蛇麟]
[等級上升至LV5]

咁既生活仲要捱到幾時？



#牧蜂人

[等級上升至LV10]

【初心者】 人類-愛麗斯 神官 LV10

HP:1436
MP:1468

力量:135  敏捷:134
防禦:126  魔力:148

[獲得新技能[皇家守護]]
[皇家守護:召喚兩個與自己LV相等的黃金盔甲護衛]

[技能[光束球]進化為[光束球LV2]]
[光束球LV2:召喚兩個會自動攻擊的光球旁身]

[獲得新技能[牧者之歌]
[牧者之歌:唱歌，使得附近生物變得溫馴]

就算升左LV，多左新技能都唔會開心。
點解自己仲要一直匿係呢個山洞入面呀。
幾多日啦？牙又無刷，涼都無沖……
白兔仲未醒番。
然後，我又唔夠力抬走白兔。
咁樣既生活要捱到幾時呀。

呢到D怪物都比我打過哂，都無乜勁既生物。
呀。

今次係……蜜蜂三人組？

森林黃蜂 LV12

HP:1384/1384
MP:1099/1099

力量:119  敏捷:145
防禦:73  魔力:121

比之前既蜜蜂仲要勁少少，而且三隻一齊行。
好麻煩呀……
唔想打，亦都唔會夠打。
是但啦，試下新技能啦。



「牧者之歌」

咦咦咦？好似有效喎，D怪物開始後退啦喎！
等我仲打得咁辛苦。
果然，我D歌聲係有神奇功效，唔理係怪物都好，咩都好，都好鐘意我既歌。

「邊個唱歌咁鬼難聽！」

後面白兔醒左。

「咦咦咦？咩聽呀！唔識欣賞！」
好事黎？
終於醒左。
但係因為我把聲難聽所以先醒就真係……
唔岩囉！一D都唔難聽囉！
睇下其他生物都聚集係到聽我唱歌就知啦~

「呢到係邊到？白雪呢？你……LV10？咁快？」
白兔講。

「白雪無事呀。」
「無事？」
「係呀！」
「真係？」
「係呀，麻鬼煩。」

「呀……我昏迷左幾耐？」
「都幾日架啦。」
「咩話，今次弊啦，要去……去一去地下城先。」
「地下城？」

森林既動物都圍住哂我。
好似有少少反效果。
聽唔明佢地講緊咩。

「無錯，要通知地下城第一層既人，同佢地講不死領主入左黎聯盟到。」
「地下城係咩黎？」
「地下城就係上古時代已經係到既古跡，而第一層依家屬於聯盟既領土，聯盟所有國家都有祕道進入
地下城。簡單黎講，第一層就係聯盟既中樞。」

哦哦哦，好似好犀利咁。

「不過呀，你可唔可以趕走你呢班畜牲先呀！」
「唔制，呢幾隻蜜蜂幾好呀，好似寵物咁姐，帶埋佢地上路囉。」
「你鐘意啦……」

咦咦咦？



咩帶埋佢地上路呀！
我要跟埋去地下城？
痴線架？
我要番番入城囉！
喂喂！
白兔已經起左程。



#地下城

地下城第一層。
穿過一條奇奇怪怪既通道，黎到地底既世界。
明明係地底既世界，但係四圍既景色好似地面咁。
係一個普通既山林，向上望見唔到盡頭，而一個光球好似太陽咁為呢到照明。
如果唔講既話，真係唔知呢到係地下城。

第一層既中心部份係一個村落。
係由聯盟既人興建而成既村落。
好似話係咩聯盟入面既咩地下城自治區。
白兔果班人係到搞緊唔知咩重要事情。

而我，就係村落外面，亦即係係森林之中。
雖然話離村落都只不過係一百米左右既路程，但係大自然本身其實都幾恐怖。
我唔走入村係因為想測試一下新技能。

最令人在意既係[牧者之歌]。
我使用呢招技能既時候郁唔到，但係用緊既時候，本來攻擊我既生物就會變得溫和起黎，唔攻擊我。
有D甚至仲會企係到聽我唱歌。
睇黎技能呢樣野，唔單係用黎戰鬥，仲有其他既用途。

好似依家咁，果幾隻森林黃蜂係到聽我唱歌。
不過，佢地聽得明我唱歌，唔代表我聽得明佢地既語言。
技能樹入面有招技能叫做[動物語言]，應該就係用黎同動物溝通。
要用一點技能點數黎學，但係技能點數點樣拎？

果個係……

鬼靈殺戮者 LV25

HP:3511/3511
MP:3531/3531

力量:347  敏捷:403
防禦:302  魔力:371

係……係之前殺我全家既果隻蟲。
要點做好？
殺左佢？
冷靜少少先。
依家既我，應該打唔贏佢。
數值差太遠。
可唔可以用[牧者之歌]黎馴服佢，再偷偷地殺死佢？
唔知……但係雙腳係到震……郁唔到……
我好驚。



本來我就唔鐘意蟲，黎到呢個世界之後，更加憎恨蟲呢種生物。
好嘔心，無人性既詭異生物。
冷靜少少……

我偷偷地跟住隻蟲。
佢行到去一個入口前面。
係一條樓梯？通向地底既通道。

如果話，地下城有第一層，咁樣自然就有第二層。
有兩個守衛係到看守住，然後，隻蟲就爬左落去條樓梯到。

「小妹妹！你係到做咩！好危險架喎！」守衛同我講。
係囉，我係到做咩呢？點解我要跟住隻蟲呢？

「小妹妹，你識唔識番入村？使唔使我送你入村？」

「唔洗啦。唔該哂各位哥哥，我識路架！」
我扮個好笑容同佢地講。
然後，轉身走人。

但係。
隻腳痺左，我係驚到痺左？
雙腳一軟。

「小妹妹！」

我跌左落去。
碌樓梯，碌左幾百級。
好痛。

我爬番起身。
居然死唔去……

呢到係……第二層？
第二層同第一層完全唔同，係一個由山岩組成既迷宮。
有種不安既感覺。

魔狼 LV-48

HP:5210
MP:3011

力量:518  敏捷:522
防禦:478  魔力:441

黑色既狼。



成身帶住鎖鏈既狼。
仲要同時出現三隻。

「小妹妹！你無事……」

一個守衛行左入黎，點知即刻比狼襲擊。

係我面前，成塊肉被隻狼撕左落黎。

「呀呀呀呀！！！！」



#中立地區

三隻狼入面，有兩隻狼係到食緊守衛既屍體。
淨番一隻狼係到望住我。
三十幾LV既守衛咁樣就死左。
只係留低番10LV既我係到。

我嚇到腳軟，跌左係地。
第一層同第二層差咁遠……恐怖咁多既？
隻狼慢慢行過黎，想咬死我？

冷靜少少先。
無事既。
深呼吸，吸左一大啖氣。
「牧者之歌」

唱歌。
唔知有無用……有用喎。
隻狼減少左對我既敵意。
睇黎佢無諗住攻擊我。
反而，佢伏係地上面聽我唱歌。
好似隻狗一樣。
其他兩隻就繼續食肉，唔理我。

無事啦。
好彩。
呢招技能都幾好人。

但係，一見到呢班狼係到食人，真係好恐怖。
根本就係地獄。

「你無事嘛？」
有一個人行左過黎，同我講。

【狂戰士】 牛頭人-芝加哥 戰士 LV56

HP:5672
MP:4357

力量:684  敏捷:641
防禦:613  魔力:419

好巨型，成二米幾高。
身材巨大，隻手臂都有我成個身咁粗，頭上面生有牛角既……人？
未見過既種族。
咦？牛頭人？有呢個種族架咩？



我記得精靈、人類、矮人係聯盟既種族。
惡魔、龍人、獸人、哥布林、巨人同埋不死族係魔界。
但係，有牛頭人呢個種族架咩？

「你馴服左隻狼？點解你會一個人係呢個地下城到？呢到好危險架，你跟我黎啦。」

跟住佢？
唔係掛？
老實講，呢種咁既生物真係好核突囉。
但係，我可以唔跟佢咩？
點都好，番去第一層先係我既首要目標。

「咁有勞你啦，大哥哥。」我講。
隻狼仲跟緊住我。

奇怪？
牛頭人唔係行樓梯上去第一層？
佢想去邊？
佢帶住我一路係迷宮到左穿右插，避開哂危險既怪物。
佢既目的地係邊？

「大哥哥，我地依家去邊？」
「到啦。」

行左成個鐘之後，終於到左。
係一條向上既大斜坡。
上面有光。
係通向地面？

牛頭人咩都無講，就咁行上去。
上面係……？

係地面世界。
好熱鬧。
係……一個森林既部落？

「你好，我係生並。」

【巫師】 馬面-生並 神官 LV43

HP:4365
MP:4358

力量:426  敏捷:438
防禦:314  魔力:496

咦咦咦？



牛頭馬面，仲有頭上面有貓耳既人，仲有一大堆未見過既人型生物。
成班人圍住係一座巨型火山下面，起左無數既屋。

「歡迎黎到中立地區，愛麗斯小姐。呢到係位於大陸既中心，唔屬於聯盟，亦都唔屬於魔界既中立地
區。」

強烈既異樣感。
隻狼係到咆哮。

我望一望同我講野既果個人，大概就係呢個中立地區既統治者?
係一個女人，不過，背上面生左蝴蝶翼。

【女王】 蝴蝶女王-線蛺蝶 LV80

HP:86482
MP:165521

力量:3152  敏捷:5249
防禦:2041  魔力:5675

係怪物？



#蝴蝶女王

無論點睇，蝴蝶女王既數值全部都多左個零！
其他人係4000幾血，佢就80000幾血。
其實數值都好明顯係其他人既十倍。
而且，佢無職業，就同其他怪物一樣。

不過，怪物都會講野架咩？
仲有智慧，領導住呢個中立地區？
而且，佢仲有名添。

「呢到係……？」我問。
「如你所見，係中立地區，唔屬於聯盟，亦都唔屬於魔界。係呢到所有既人都係幾乎滅亡既種族。」
「你都係……？」
「唔係，我係一隻魔物。只不過睇唔過眼，所以就番係到照顧佢地姐。」

雖然呢個中立地區同埋蝴蝶女王都非常之可疑，但係最令人在意既係後面既火山。
好似就黎爆發咁。

「今晚你就係到休息一晚啦，第二朝我地就送你……咦？望住個火山做咩呀？」
「吓，無野。咁就有勞你啦。」
「做咩呀？你想上去個火山上面行下？」
「唔係呀……」
「好啊。」
「唔係唔係，唔使啦……」
「要既。你係客人，我地緊係點都滿足你既願望啦。」
「唔使……」

蝴蝶女王捉住左我，帶我飛上火山。
搞咩呀？
佢係到笑緊？
呢個女人想點？

「放開佢！」
係白兔。
白兔追左上黎。

係空中抱住我飛既蝴蝶女王，用手指一指，然後牛頭馬面班人即刻圍住白兔。

「你地究竟想點？中立地區既人誘拐我地既人想點？」白兔對住蝴蝶女王大喝。

「無，無野呀。只係佢想黎火山睇下，我咪帶佢黎囉。」

「愛麗斯！」白兔大聲叫我個名。

「救我！」我大叫。



「放開佢！」白兔想衝上去，點知即刻比其他人攻擊。

「放開我呀！你究竟想點呀？」我問。
「無，只係見到你有D好得意既技能。雖然話一個人係無可能學得識所有技能，升級時候送既技能都
係隨機抽既。不過，你覺得你真係抽到D咁得意既技能咩？」
「咩咩咩意思呀！」
「牧者之歌。估唔到有D咁神奇既技能。無條件安撫魔物。」

我即刻出牧者之歌，但係對佢無效。

「唔好意思，我諗，呢招對有名既生物，亦即係有智慧既生物係無用架囉。」
呢個女人想點？
「我諗比你呢招技能，係因為女神既一番好意，但係唔知女神有無諗到，呢招技能加快左呢個世界既
滅亡，哈哈哈！」
世界既滅亡？

降落到火山山腰上面。
我見到既係，無數既龍。
全部都好虛弱。
即使係咁，每一條龍都有唔差過蝴蝶女王既實力。
佢地好虛弱，好似病左咁，全部無力咁瞓哂係地。
即使係咁，都依然擋係我地面前，唔比我地過去。

「對佢地用牧者之歌，我要過去。」蝴蝶女王講。
吓？咩事？點解要咁做？
「唔想死就用。」蝴蝶女王伸左隻手過黎，只要用多少少力，就可以捏碎我既頭顱。

死……？

唔知發生咩事。
但係……我……

「牧者之歌」
為左條命，我唱左歌。
龍讓開哂條路。
蝴蝶女王飛左上去。

我跟埋上去，見到蝴蝶女王同一條龍對峙緊。

【火之元素使】 烈焰龍帝-沙羅曼達 LV89

HP:171545
MP:221744

力量:9783  敏捷:8246



防禦:7648  魔力:8647

好明顯，呢條龍與別不同。
唔單止有名，而且數值上亦都勁過蝴蝶女王好多，大概係可以秒殺蝴蝶女王既程度。

但係，條龍由一開始已經無哂力氣，郁都郁唔到。

「終於走到過黎啦。黎啦，火龍王，放棄抵抗啦。你知唔知，上次差少少就成功，搞到我幾咁狼狽呀
。今次終於得啦，終於無人阻到我啦。」

發生緊咩事？

「愛麗斯，多謝你幫我開路。」

我係咪做左唔應該做既事？

「墮落啦！火龍王！精神崩壞！」

蝴蝶女王唔知用左咩技能，然後條龍雙眼變成紅光。
發癲狂叫。
飛左起身。
四圍噴火。
然後，飛走左。

「哈哈！」蝴蝶女王係到狂笑。

我做錯左D咩？

「咩人！係邊個！」蝴蝶女王突然變哂臉，對住行緊上黎既人講。

「我係邊個？哼！你呢個問題問就真係好，我亦都好樂意解答你呢個問題！」
一個著左白色斗篷既人。
睇落得十零歲，係個女仔？

「我，只不過係一個路過既魔王！」

魔王？
統領住魔界既王？

【魔王】 精靈-天照 神官 LV99

HP:8432
MP:13964

力量:768  敏捷:975
防禦:753  魔力:1521



#女王與女神

「你係邊個？」蝴蝶女王問。
「如你所見，係魔王！」
「魔王點會出現係呢到，仲有魔王唔係一個吸血鬼黎架咩！點會係一個精靈！」
「哼，果個魔王係假架，一睇就知啦，見到我【魔王】既稱號，都唔信我係魔王？」
「但係，點會係個精靈？」
「車！有咩所謂姐！你唔係人，夠係呢個中立地區既BOSS啦。」

眼前既呢個白色斗篷，十幾歲既女仔自稱自己係魔王。
就係果個好恐怖既魔王？
成個世界入面既BOSS？
但係魔王點解會出現係呢到？

「咁請問魔王大人黎到呢到所為何事呀？」
「你話呢？」

魔王係到笑，令人心裡發寒。

「哈，你唔係以為你打得贏我？就算你係魔王，都只不過係一個人，點都無可能打得贏身為上級魔物
既我！魔界同聯盟，呢個世界一早已經注定左會滅亡，就算係魔王大人都無可能救到呢個世界！」
「打唔打得贏你？未試過又點知？我對自己既實力好有自信！」
「睇黎呢屆既魔王都只不過係一個有勇無謀既匹夫！接我呢招啦！究極光束！」

蝴蝶女王隻手發光，然後變成左一條巨大既光束炮，射向魔王。

大爆炸呀！
出力好大呀！
比咁既光束打中，真係灰都無呀！

「嗚！呀！」
完全無受傷既魔王跳左起身，一拳打中蝴蝶女王。
咦咦咦？一拳扣左成八萬血？
一拳就已經殘血？
咩技能黎？唔係唔係，完全唔係技能，只係單純既拳頭！
魔王係咩怪物黎架？

「你係咩人？」蝴蝶女王好驚訝咁問。
「Who am I?」魔王行左一行，然後講:

「我只係一個路過既魔王。」

「我唔理你係魔王定係勇者都好，不過就算你係邊個都阻止唔到世界既滅亡！」
蝴蝶女王飛左上天。

「還你既！究極光束！」



魔王學蝴蝶女王，用番同一樣既技能射佢落黎。
擋住左？

【先兆】格赫羅斯 LVVVVVV

HP:01110010101
MP:100111110111111111110010100

力量量量量量量1111:011101  敏捷:111010
防禦111010?10???魔???力闁?

發生咩事？
好詭異既感覺！
突然之間，有隻野出現左係蝴蝶女王面前，擋左魔王既攻擊。
係一粒懸空飄流既殞石，上面仲有隻眼。
最奇怪既係，STATUS係咁樣。
好奇怪。
係咩生物黎？

「佢係女神。」殞石講。

女神？
呢個自稱係魔王既女仔，居然就係女神？
就係聯盟同埋光既守護神？
原來神真係存在？

「果然，你係同外神有關呢，蝴蝶女王。」女神講。

「哼，一切都太遲啦，哈哈！」
蝴蝶女王同埋殞石一齊消失左。

完全搭唔到嘴。
點解我唔明發生緊咩事。

天空上面空降左兩個人落黎。

【管理者】 人類-奧丁 戰士 LV99

HP:10000
MP:10000

力量:1000  敏捷:1000
防禦:1000  魔力:1000

【火焰之子】 人類-火蜥蝪 戰士 LV99

HP:12421



MP:9457

力量:1164  敏捷:1054
防禦:1064  魔力:971

一男一女。
果個叫奧丁既係著住黑色盔甲既男人。
火蜥蝪係果個著住紅衫既女人。

「可惡，遲左！」火蜥蝪好嬲咁講。

搵人解釋下係咩一回事呀……

然後，白兔追埋上黎。
五個人企哂係到，DEAD哂AIR。



.

是咁的。
我自殺之後，黎到RPG既世界入面變成左隻蟲。
都變左成半年啦。
成為左魔王，亦都係勇者。
拯救緊呢個世界。

半年啦。
估唔到，終於黎到呢一日。
真係好滾動。

離開左海龍王既領土之後……其實去海龍王到根本就無意義。
離開左領土之後，我再一次慢慢咁行番去魔王城。
唔想用空間魔法，只係想慢慢咁用八隻腳行過去。
始終，今日係一個特別既日子。

呢一個日子實在太特別。
特別到唔知講咩好。

所以，我決定拉下布先。

其實呢到離魔王城都唔係好遠。
我行得快，大概半日就行到過去。
首先要穿過呢個森林先。

然後……拉唔到布呀！
邊可能拉到成千幾字布呀！
好想拖劇情，但係拖唔到。
算啦，咦？果個係？

蝴蝶女王？

「喂呀！呢幾日你去左邊呀！又話同我一齊保護呢個森林3什祈者沖都！」

蜘蛛結界綁左佢。
好鬼死煩。
我真係唔明，點解呢個世界會有呢D咁煩膠，日日係到HEA下HEA下 HIGH TEA既生物。
雖然話HEA係幾好……我都想HEA呀！

不過，黎到呢個世界其實都無咩野好做。
雖然話我要去打外神姐，但係以我既實力邊可能夠打呀！
最多咪係同果D乜鬼舊日支配者打。

一路上，我都同過唔少舊日支配者打。
似乎，佢地某D有特殊技能，殺左佢地就可以繼承佢地既特殊技能。



我依家學多左招特殊技能叫[技能使用]
[技能使用:可以使用技能]

多謝哂喎！
可以用技能。
由似可見，特殊技能入面，都唔係個個都好似空間魔法同情報掌握咁實用，呢個意義不明既技能使用
就係一個例子。

「喂呀！唔好走啦！PLEASE！」

蝴蝶女王跌左係地，爬下爬下咁，捉住……夾住左我隻蜘蛛腳。
好大……
死……死開呀！

話說，魔王城依家搞成點？
無錯呀！就總括一下世界形勢黎拉布啦。

魔界果邊先。
真‧魔王既我依家四圍行下游盪緊。
所以，惡魔領主代替緊我個職位去管理魔界。
獸人領主同前龍人領主坐緊花廳。
然後，火龍妹就做左龍人領主。
哥布林都係咁。
排骨=ON9。

聯盟果邊。
鬼知咩！
除左精靈王死左之外，一切如常。
白雪仲係勇者，好似係。

天照同奧丁依家就失左蹤。
外神都好似無乜動靜。

所以話……

甩開左蝴蝶女王之後，今次見到既係……

獸人領主？
咦咦咦？逃獄？！

「魔王大人！」
佢行左過黎跪我。
後面仲有一個叫赫爾既惡魔，一個叫做耶夢加德既巨型蛇類怪物。

「請你幫助我地。絕對唔可以做神既走狗！我地受夠啦！點解我地一直都要比神當係玩具咁玩，我地
想要有自由既世界！」



哦。

「雖然話我以前信錯左精靈王，我其實唔想世界滅亡。我只係想要番個自由既世界……」

好！
差唔多拉完布啦。
今日係咩日子？
其實咩都唔係。

100.終於都突破100



#風蕭蕭兮孤鬼寒

「發生緊……咩事？」白兔開口問。

完全唔知發生緊咩事，淨係知道蝴蝶女王利用我去開路，去令到條火龍發癲。
然後，自稱係魔王(實際上係女神?)既女仔，好似係叫天照，就去打呢個蝴蝶女王。
最後，蝴蝶女王就比個奇怪既殞石救左。
呢個時候，又有個叫奧丁同埋火蜥蝪既人出現左。

「既然你地都係轉生者，咁我就同你地講啦。」天照嘆左啖口講。

「你地轉生黎呢個世界，唔係無原因。」佢講。

咦？
講緊咩？一切黎得太突然，唔係幾明佢講咩。

「半年之後，對應番你地世界既時候，無錯，係半年之後，發生左一D事，令到你地全部人死哂，然
後黎到呢個世界。

「講下呢個世界既背景先，呢個世界本來有三個神，我、呢個叫奧丁既男人，同埋一個叫宙斯既人。
幾個星期之前，宙斯去左你地個世界到，然後受到襲擊。

「因為一D不明既原因，宙斯番唔到黎呢個世界，然後半年之後，即係7月13日，宙斯再次受到攻擊
，令到佢依家下落不明。宙斯第一次受到攻擊既時候，外神，亦姐係頭先既殞石，出現左，大量出現
，然後黎到呢個世界唔同既時空，對呢個世界展開攻擊！」

「等陣先！完全唔明你講緊咩！」我講。

「你真係麻鬼煩，簡單黎講，宙斯去左你地個世界到，受到唔知邊個攻擊，與此同時，出現左外星人
黎攻擊我地呢個世界。」

「外星人？」白兔問。

「無錯，對我地黎講，你地就係外星人。依我推斷，你地應該見過一切既源凶，應該係你地既同學之
一。」

「等陣先！咁係咩意思？姐係話唔止我一個黎到呢個世界？」我問。

「係呀，一共十個人，依家死左四個，淨番6個其中一個係終極大BOSS。但係，根據我地既觀察，
呢六個人入面都無一個似係敵人。」天照繼續講。

「咁其他五個人係邊？」我問。

「唔答你呀！吹咩！」

呢個八婆真係黑人憎！



「等陣先！講咁多野比佢地聽真係好咩？」奧丁插嘴。
「係喎，都係算啦，廢事講咁多啦。下次有人問起宙斯係邊就話佢偷懶算。」

「呢班中立地區既人點處置？」紅色衫既女人，火蜥蝪問。
「殺哂佢地。」奧丁講。
「等、等陣先呀！消除佢地記憶咪得囉！」天照說。

一時之間實在太多訊息，搞到我有D難去消化。
本來以為係奇幻既RPG世界，點知無啦啦變左科幻片打外星人。
佢話我本咁多個同學入面其中一個係壞人？
咁會係邊個？
壞人既話，我第一時間諗起不死族領主。

我望向白兔，白兔低哂頭，好似係到諗緊D野。
咁都係理所當然，乜野同學、乜野外星人，佢應該完全聽唔明。

但係，既然女神係到，咁就梗係……

「尊貴既女神大人呀！求你直接將我既LV升做99啦！」我突然之間向女神搭話。
天照即刻露出一個厭惡既眼神望住我，然後笑。

人類-愛麗斯 神官 LV99

HP:1
MP:1

力量:1  敏捷:1
防禦:1  魔力:1

「等陣先呀！點解全部都係1架！」

「唔好咩？LV99喎！」女神講。

「女神大人！其實你好靚女！」

「我知呀！」

「既然係咁，完美既女神大人呀！求你比番應有既STATUS我！」

還原番。
我既STATUS番原番去LV10。
好鬼死孤寒既女神！

「去見風龍王。」
奧丁用手指住我，然後……
[等級上升至LV30]



哇哇哇！
奧丁好好人！

「要佢去幫手制服火龍王。」奧丁講。



#白兔與白雪

離開左中立地區，我同白兔一齊前往暴風龍巢穴。
一路上白兔係到諗緊野咁，一句說話都無講過。

暴風龍巢穴好似就係風龍王既巢穴。
好似係我以前果條村果到，搭船好快就去到。

我等級升到LV30，除左STATUS上升就好快之外，技能無增加過。
應該比以前勁左。

但係，望住白兔，無論點我都覺得佢好奇怪。
佢一直思考既女神既事？
一路以黎，女神只係個宗教信仰，大概無乜人真係知道女神既存在。
應該無人估到女神係一個咁鮮明既形象，同人無異。
然後，外星人既事又點睇呢？

既然呢個世界有神，自然有另一個世界既神。
大概係因為咁，所以佢地稱之為外神。
呢班外神既目的係為左毀滅世界？
然後，蝴蝶女王既目的係咩呢？整到火龍王發癲，去毀滅世界？
幫外神？點解要咁做呢？

雖然，呢D野我諗黎都無用，我亦都唔想去理。
對我黎講，呢個世界毀滅都無乜所謂。
我又唔係呢個世界既人。

行入森林既時候，有一個人擋住左我地既前路。
查唔到STATUS？
一個著住黑色盔甲既人！
拎住把劍，擋係我地面前。
STATUS全部都係黑色，連佢叫咩名、有幾多血都查唔到。
只可以睇到佢既稱號－－

【黑騎士】

白兔抆劍指住佢，問:「你係咩人？」
黑騎士:「我係邊個唔重要。重要既係你唔可以再行前一步。」
「咩意思？」
「我唔會比你地見風龍王。」
「你係外神既人？」

黑騎士無再回答，然後白兔咩都無講，直接衝上去斬佢。
完全查唔到佢數值，就連佢LV都查唔到。

黑騎士用劍還擊。



點講好呢，睇住佢地既交鋒，點解會有種奇怪既感覺呢？
應該話，兩人既劍法好相似。

兩人過左十幾個回合之後，分開。

白兔:「呢種劍法……你係白雪？」
黑騎士:「……」
「你係咪白雪呀！究竟發生左咩事？同不死族領主打完之後發生左咩事！點解你會變成咁！」
「我唔係白雪。」
「明明就係！呢種劍法，一定係白雪！白雪，同我講，發生左咩事！不死族領主對你做過D咩！」

黑騎士無再講野，再衝過去攻擊。

「白雪！你唔好唔記得你從來一次都無打贏過我！」

白兔手上既劍比黑騎士撞開左，跌到去我腳邊。

「所以話，我唔係白雪。」

「皇家守護」我高舉聖杖，然後出現左兩個LV30既黃金盔甲保護白兔。
「冰封暴雪」黑騎士舉劍，然後出現左暴風雪，封住哂兩個黃金盔甲。

「火焰斬擊」白兔撲左上去，用技能攻擊。
「水球術」黑騎士隻手出現左個水球，將白兔擊開。

呢個人真係白雪？
完美咁壓制住我同白兔。
恐怕，呢個人既實力係不死領主之上。

「收手啦，我唔想殺你。」黑騎士講。

「你明明就係白雪，呢幾招係白雪成日用既技能！」白兔講。

「都話，我唔係白雪！」

「我唔信！」

「咁好啦，比你見識下白雪無既技能啦。」

突然之間，風雲色變。

「大海嘯」

大海嘯？呢到係內陸地區黎架喎……
真係有D咁既技能？
一個人可以操縱海嘯？你係海神咩？



「魔法反制，你傻左咩，黑騎士！」
突然間，出現左一把聲，阻止左大海嘯。

「SORRY，太激動姐。」黑騎士講。

然後，我同白兔比人強行轉移左去第二到。



#狀況未明

呢到係一個森林？
我同白兔無啦啦轉移左去一個森林？

組織一下發生緊咩事先。
首先，蝴蝶女王利用我搞到火龍王陷入瘋狂，想利用癲左既火龍王毀滅世界。
蝴蝶女王係外神既人。
然後，女神天照出現，擊退左蝴蝶女王。
之後，女神佢地要我同白兔去搵風龍王，阻止火龍王發癲。
點知，呢個時候，有個自稱係黑騎士既人擋係我地面前。
黑騎士輕鬆壓制住我地，唔比我地去搵風龍王。
最後，我地就比人傳送左黎呢到。

黑騎士係外神既人？阻止我地去搵風龍王？
去問白兔有咩頭緒。

白兔:「黑騎士係魔王既手下。無理由架，如果係魔王，無理由會去滅世。」
「會唔會就連魔王都係外神既手下？」
「感覺上唔似。現任魔王係一個叫德古拉既吸血鬼，佢好積極咁對聯盟展開侵略，完全唔似係外神既
人。」
「但係果個係黑騎士喎，係魔王既手下喎！」
「我都唔係好清楚。」

黑騎士係外神既手下。
暫時得出黎既結論。

話說，呢到係邊到？
無論係方向，定係位置，我地都唔清楚，淨係知道呢到係一個森林。

講起上黎，隻蟲呢？
殺我全家既果隻蟲，應該仲係地下城入面。
依家唔係諗佢既時候，我依家都自身難保。

白兔:「升LV啦。」
「吓？」
「感覺上，呢個世界發生緊異變，升LV一定無壞。」
「但係風龍王既事呢？」
「你知道我地依家既位置咩？點樣去搵風龍王？」

白兔知道幾多野呢？
對於轉生者既野，佢完全無問過。
係因為佢本身知道轉生者既事，定係因為聽唔明而去無視呢？

講到轉生者，我有種感覺。
白雪總係比我一種似曾相識既感覺。



白雪係轉生者？
唔清楚。

首先，依家要做既係升LV。
森林入面都有唔少既怪物，比我去打。
所以，就係呢到升左LV先啦。

於是，就係咁，我係到呢到升緊LV。
一升就升左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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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王大人。」
路上所有既人都向我鞠躬。
久違既番到黎魔王城。
同以前唔同既係，所有人都向我鞠躬。
驚我心情唔開心就殺哂佢地。

坐上魔王既王座，然後趕哂所有人出去。
終於都做番魔王。
但係頭痛既事又黎啦。
魔王其實要做D咩？

侵略聯盟？定係保護世界？
好煩呀呀呀呀呀呀！！！

以我既力量，根本無可能保護到呢個世界。
呢個世界毀滅左佢算啦，反正都無哂神。
係喎，呢個世界D神呢？
奧丁失蹤，天照養傷，宙斯偷懶。
咦？
班神唔係到，咁呢個世界咪係我魔王話事？
正啊喂屌你！

突然間覺得坐係魔王位既我真係好型。
雖然話我都係勇者，但係比起聯盟，我更加鐘意魔界。
因為魔界感覺上似係壞人！

呀呀呀呀！
唔好再逃避現實啦！
外神D野點算呀！
好似因為班神唔見哂，所以班舊日支配者出哂黎作反，然後外神都開始出手啦。
點算呀，大佬！
要魔界同聯盟出軍討伐外神啦……
諗下都知無可能夠打啦！
呢個世界執柒左佢好過啦。



「有刺客！」
「守衛做緊咩呀！點會比刺客入左黎架！」
「守衛死哂呀！」
「快D入黎護駕，保護魔王大人呀！」

「我係到！」
排骨係魔王張凳下面爬左出黎。

呀呀呀呀！做乜匿埋係張凳下面呀呀呀呀呀呀！

「Sorry，本來我想坐下你個位，但係點知你突然間入左黎，所以我咪河支史料;;3;1……」
「蜘蛛結界」



#蜘蛛

原來依家既我同白兔係位於魔界入面。
經過呢半年時間，我LV升到去60。
我同白兔以聯盟背叛者既身份，係魔界入面活動。
當然唔係真係背叛左聯盟啦，只不過係為左方便活動先至咁樣自稱姐。
睇黎魔界既制度好鬆，就算我地係人類，都比我地自由活動。
甚至去佢地既冒險者協會到接任務都得。

本來，我同白兔只係諗住升下LV就算。
點知，我地見到一個好特別既任務。
任務有分難度，由S去到A、B、C。
一般黎講，B級既任務已經係非常之難做。
A級任務係要一大班等級高既冒險者去一齊行動，先至有機會成功。
然後，呢個係S級任務。
「狩獵蝴蝶女王」

蝴蝶女王。
呢個蝴蝶女王係之前果一個？
唔知，但係呢個係我地依家唯一既線索。
所以，無論點都好，都要去狩獵呢隻女王。

問題係，佢壓倒性既STATUS。
8萬幾血，十幾萬MP既怪物。
不過，就算佢點勁法都好，我地都要去搵佢。
有咩事都好，搵到佢先講。

我地同白兔、其他冒險者，一共十六個人前往狩獵蝴蝶女王。
平均LV係60左右，已經算高。
雖然話蝴蝶女王既實力勁到非常之誇張，但係我地十六個人去應該都無問題掛。

我望住白兔，佢咩都無講，行係前面。
究竟白兔一直以黎諗緊咩呢？

黎到森林。
只係一個普通既森林。

哦，係地精。
一開始見到既怪物係地精。
六隻地精，平均LV係20。
好弱。
白兔衝左上去，幾刀就斬死一隻。
然後係……逃走？
吓？
怪物都會逃走？



呢到係一個森林。
係蝴蝶女王既巢穴。
所以……

「哦？今日又有一大堆人黎送死拿？」

係蝴蝶女王！
佢坐左係一棟樹上面！
個名同之前既蝴蝶女王一樣，無錯，係之前果整到火龍王發癲既蝴蝶女王！

「蝴蝶女王！你究竟係咩人！」
白兔走上前問。

蝴蝶女王笑一笑，然後講:
「同你地打無意思，交比佢啦。」
然後，蝴蝶女王消失左。

交比佢？
然後，天上面飛出黎既係，係一隻獅鷹獸！
雖然比蝴蝶女王弱好多，但係都非常之強！

「全部人戒備！」
白兔指揮。

點知，地上面出現左蜘蛛絲，將獅鷹獸扯左落黎。

【女王】 蜘蛛女王 LV85

HP:97513
MP:164862

力量:3597  敏捷:4328
防禦:3457  魔力:5298

然後，又有新既敵人出現。
係一個金髮灰色皮膚既女人，下半身唔係腳，而係一隻蜘蛛。
毫無疑問，比起蝴蝶女王，依隻生物更加可怕。
比蝴蝶女王，更加強。
見到佢既第一眼開始，我既直覺話比我知，如果我地同蝴蝶女王打既話，或多或少都有勝算。
然後，同佢打，係無可能贏。

一個獸人戰士拎住斧頭衝左上去。
蜘蛛女王舉起手，開左技能！
係暗影長槍！
「暗影無效」
我即刻開技保護戰士。
呢招可以中和一次暗影傷害。



呢一槍，可以直接秒殺一個人條命。

係一場苦戰。
唔係，係我地單方面比佢虐殺，佢並無出盡全力。
好快，佢就玩厭左。

白兔企係我面前，想要保護我。
「走！」
白兔同我講。
但係我雙腳麻木哂，企左係到。

白兔:「我地太大意，估唔到有咁樣既生物係到出現。」
我:「我唔走。」
「得你一個都好，逃走啦。」
「一齊走啦。」
「事到如今仲講D咩呀！明知無可能走到，但係你仲有機會走，我去拖延時間，你快D走呀！」
「唔得呀……點可以……」
「拜託你啦，幫我搵埋其他既學生。」
「咦？」
「搞左廿幾年，都只係搵到你一個，對唔住，我呢個做老師既真係失敗。」
「咩意思……？」
「你呀，雖然扮哂女神既款，實際上都係一個好女仔黎架，所以，拜託啦，幫我睇住其他既學生啦。
」

白兔卷左一個黑色既光球入面，爆炸。
係我面前血肉橫飛。

而我，呆左咁企係到。
Miss Chan？

下一秒，蜘蛛女王已經企到我面前。
Miss Chan？
果個係Miss Chan？
Miss Chan係白兔？
Miss Chan死左？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

好想大叫，但係喉嚨發唔到聲。
好想喊，但係眼淚流唔到落黎。
我既瞳孔入面，得番眼前既蜘蛛。

似曾相識既感覺。
唔會有錯，呢隻係之前殺我全家既果隻蟲。
佢舉起手。
要殺埋我？



是但啦。
一切都無所謂啦。
因為我既錯，搞到Miss Chan……
唔係，係因為呢條蟲！
一而再，再而三咁殺哂我身邊既人！
我好憎呢條蟲。

治療魔法？
佢對我用治療魔法？

「獅鷹獸。帶佢走，帶佢飛番去城市到。」

蜘蛛再一次放過左我。



#決戰魔王

呢幾日毫無目的咁係街道上流連。
Miss Chan佢死左。
又比果隻蟲殺左。
一次又一次，將我身邊既人一一殺死。
點解要咁做呢？
我好憎果隻蟲。

但係，我完全做唔到D咩。
以我既能力黎講，就算升到LV99，都係無可能打得贏佢。
好痛苦，但係完全還唔到手。

點解要一次又一次咁放過我？
係到嘲笑緊我？
定係諷刺緊我既無能呀？
點解佢一生出黎就係蟲，而我一生出黎係個人？
出世既時候，就已經唔公平。
無論我點努力都好，都無可能爬到去佢個位上面。

但係，我見到佢。
白雪。

「你係……白兔果個細路女？」白雪問。
勇者突然之間出現係魔界。
白兔已經死左。
我好想講出口，但係聲音卡係喉嚨上面，吐唔到出黎。

「我係用所羅門王既空間魔法轉移過黎既。作為一個勇者，我要殺死魔王。」
魔王？係咩。

「現任魔王係一隻蜘蛛女王。前幾日突然間出現係精靈國同魔界既戰爭入面。我要殺死魔王，作為一
個勇者，救番呢片大陸。」
「蜘蛛女王？」
「無錯，係一隻蜘蛛形既生物，不過上半身係黑暗精靈。」

佢就係魔王？
但係……

「放棄啦，無可能打得贏佢。」
「放棄？無呢個選擇。刺殺魔王係拯救聯盟既關鍵，只有魔王一死，我地聯盟先至有救。」
「但係，無可能打得贏佢。對面係魔王呀！亦都係最強既魔物呀！」
「咁又點？你知唔知，【勇者】呢個稱號有特殊能力，古書上面有記載，一係奇蹟，會出現不可思議
既奇蹟，二係對擁有【魔王】稱號既人有特殊加成。就算佢幾多都好，只要係魔王，就會比我打低。
」



我望住白雪，即刻諗起白兔。
諗起Miss Chan。
白兔比蜘蛛女王殺左，然後白雪都會有同等下場？
我想講個事實比佢知，但係講唔出口。

「相信我。」白雪同我講。

唔係我唔信你，但係……
「幫我照顧其他學生。」白兔既聲音係我腦入面響起。
白雪係佢個家姐，而且，白雪有種似曾相識既感覺。
白雪佢都係同學？

「我都一齊去，刺殺魔王。」

奇蹟係會發生既，我深信如此。

潛入魔王城。
殺死守衛。
然後，黎到魔王面前。

果然，魔王就係佢！
殺死左白兔、殺我全家既蜘蛛女王！

大殿係一個黑色既巨型房間。
上面除左幾條柱之外，就只有魔王既王座。
理所當然既，魔王，就坐左係果到。
依家既魔王唔係蜘蛛女王，係一個黑暗精靈。
不過同蜘蛛女王係一模一樣樣，所以100%肯定佢係殺死Miss Chan既兇手。
令人在意既係，魔王隔離有個人(?)，應該係一個人黎，不過成身都用蜘蛛絲包住，完全睇唔到佢個
樣。

「刺客就係你地，白雪？」魔王開口。
「……」
「不概係勇者呀，果然係黎殺魔王。」魔王面無表情咁講野。

「我既目的係黎解放呢個世界。」白雪用劍指住魔王。
「吓？你知唔知自己做緊咩！」魔王托住個頭，好似好頭痛咁。
「知，就係黎殺死你！」

魔王嘆左口氣，然後大嗌:
「就決定用你啦！排骨！」

然後魔王隔離果團蜘蛛絲飛左出去，爆開。
「咩咩咩排骨呀！」

不死族領主！
蜘蛛絲爆開之後，出現既係不死族領主！



「依個人交比我！」我同白雪講。
「明白！」白雪無視不死領主，飛左過去魔王果到。

「喂！廢材魔王！你又搞咩料呀！」
紅色衫、之前見過既、奧丁隔離果個女人又再出現，擋住白雪。
係龍人領主？



我現在的心情你怎麼可能會了解.JPG

簡單講一下情況。
白雪同埋之前果個細路女(原來係叫愛麗斯)入黎魔王城刺殺我，然後排骨同火龍妹出去迎擊。
誒？我做過D咩要比人刺殺呀？
明明我日日都係到蛇王，無做過魔王要做既野，點解要黎殺我呀？
搞咩呀？
第一日番工就比D咁既野我嘆。
算啦，反正排骨同火龍妹會同我搞惦，我就坐係到食花生啦。

好，講排骨VS愛麗斯先。
愛麗斯好似同排骨有咩深仇大恨咁，吓吓都要攞佢命。

「哦！你就係之前果個妹妹仔！之前無見你一排，估唔到你成熟左咁多！」排骨講。
性騷擾？
愛麗斯唔理佢，然後開技能。
「皇家守護」
地上面出現左兩個LV60既黃金盔甲攻擊排骨。
排骨拆開佢枝杖，抆短劍，迎擊盔甲。

「光束球LV3」
愛麗斯附近出現左三個光球，同時攻擊排骨。
睇黎愛麗斯D技能係煩膠型，叫哂一大堆野出黎攻擊人。

「暗影……」排骨想攻擊，點知即刻比愛麗斯反擊。
「暗影封鎖」愛麗斯開技，唔比排骨用暗影技能。

慘，堂堂LV99既不死族領主比呢個LV60既5歲細路女屌打。
使唔使去幫佢呢？
應該唔使掛，爛船都有三根釘，就算排骨幾咁ON9都好，都唔會輸掛。

反而，要留意既係白雪對火龍妹。
勇者(自稱)鬥惡龍(人)。
擔心既係，火龍妹會唔會殺左佢。
雖然殺左佢都唔係咩問題，反正白雪都無乜用……
不過佢既然自稱係勇者，如果呢個世界無左勇者應該會天下大亂。
姐係制做更多既麻煩比我。
所以，要係火龍妹殺死白雪之前制止佢。

「冰凍射擊」
白雪攻擊。
火龍妹撲左上去，抆劍斬佢。
好明顯，劍術黎講，白雪佔優。
但係技能方面，火龍妹勁好多。
「火球術LV3」
近距離放左個超巨型火球出黎。



大爆炸~
等等呀！你同我拆樓？
之前你老豆差D拆左我魔王城，依家先起番，你又同我拆多次？
火龍果然都係痴線佬！

「爆裂火焰」
超級大爆炸。
果然，火龍妹係好憎我，佢以打白雪為名，拆魔王城為實。
白雪受左重傷，退後。

救命。

火龍妹再指住白雪，然後－－
「火流星雨」

「魔法反制」
算啦，屌佢都廢事，直接反制佢開技先，然後走上前。

「排骨，呀唔係，不死、龍人領主，你地同我退後，等我上前了結佢地。」
我無奈咁行左上去。
可惡，我本來想偷懶食下花生算，點知呢個死人火龍妹專登開D咁既技能黎拆我魔王城。
算啦，當係熱下身啦，都好耐未郁過啦。
當然，我唔會放水啦。
蜘蛛女王型態！

排骨同火龍妹都退後，然後白雪同愛麗斯望住我。

我:「好耐無見啦，白雪。」
「你……你想點？」
「你應該知架，我係邊個。」
「咩意思……？」
「黑騎士。」
「……」
「然後就係勇者。」
「……」
「好耐無見啦，自我介紹番，我係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
「……」
「無錯呀，當日救你果個就係我，魔王。」

「咦咦咦咦咦？咩料呀！等等先，我唔明呀！」排骨係後面鳩叫，我唔理佢。

「唔好比佢迷惑到！白雪！」愛麗斯命令三個光球同時攻擊落我到。
避都懶得避，反正對我黎講都係R痕。

愛麗斯:「佢係怪物呀！無論點都好，佢都係一隻怪物，四圍殺人既怪物呀！」
我:「四圍殺人？好笑。如果唔係你無啦啦打我先，我會殺番你地？仲有，人命就係命，魔物唔係命
？你地可以殺魔物，但係唔殺得人？咩心態？」



「收聲呀！」
「點呀！唔夠人講就打人呀？」
「你殺左我既老師呀！Miss Chan呀！點解呀！好似你呢D咁既怪物，點會明呀！」

Miss Chan？
全場靜哂。

「魔王，Miss Chan係咩意思……你殺左佢？」排骨問我。
我殺左Miss Chan？幾時既事……
然後，愛麗斯係轉生者？

「你……你都係轉生者？點會……」愛麗斯問我。

「無錯，好似係你呢D咁既魔物，點會明白人既感情。」白雪一步一步行前，拎劍想攻擊我。



眾叛親離，你輸唔輸得起

個腦運算唔到。
呀呀呀！我個腦處理唔到咁複雜既野呀呀呀呀呀！
發生緊咩事呀！

愛麗斯係同學。
愛麗斯……愛麗斯……

「呀！愛麗斯！Alice！」排骨大叫。
「咦？你都係……？」愛麗斯都好驚訝咁講。

然後，我殺左Miss Chan……
唔係掛……
我殺左佢？
幾時既事？
一路以黎，我都殺人唔眨眼，我從來都無諗過會親手殺死Miss Chan。

白雪衝到埋黎，揮劍攻擊我，我無避開。

「你地究竟講緊咩……轉生者又係咩？」白雪問。

腦入面思索番以前Miss Chan個樣。
佢都算係一個好老師黎。
然後，我殺左佢？

「你地係……邊個？」愛麗斯問。
「我係……阿俊……」排骨說。
奇怪既重逢。
唔應該既重逢。

然後，愛麗斯望住我，希望從我把口得知我係邊個。

「你係邊個？」
「……」
「你究竟係邊個呀！」
「……」
「你殺左Miss Chan呀！你有無內疚呀？」
「我係……」

我吸左啖氣。

「蜘蛛女王，統領住魔界既魔王。」

全場都呆哂，大概比我既氣場壓倒。
「依家唔係同你玩既時候呀！你究竟係邊個呀？」



「等陣先，你地一直所講既Miss Chan係……？」白雪問。
「咪係白兔囉！」愛麗斯係到發癲鳩嗌。

「白兔？姐係之前果個男人？」排骨都呆左係到。

蜘蛛結界。
綁住白雪同愛麗斯。

「玩完未？」我問。

「等等……等陣先呀！佢係Alice呀！」排骨衝左上前保護住佢地。
「咁又點？」
「咩咁又點？唔通你又好似上前咁，殺死Miss Chan？你唔知Miss
Chan係邊個，所以殺左佢都係情有可願，但係你知架，佢係Alice呀！你既同學呀！」
「咁又點？佢撚狗咁撚化你咋，你以為佢真係你女神？哦，女神，所以你就成隻護主犬咁衝過去保護
佢？」
「依家唔係講呢D野既時候，佢始終都係你同學呀！」
「你知唔知John點解會失左蹤？」
「……」
「佢係比我殺左。」

「暗影長槍」排骨倒戈。
避開。

「呢場野係你搞出黎，我唔會幫你拆惦佢。」火龍妹講，當然啦，我從來無諗過火龍妹會幫我。

「我再問多你一次，你究竟係邊個？」排骨問。
「蜘蛛女王。」

排骨同愛麗斯發哂癲咁衝左上黎。
然後，同時比我打到瞓左起地上面。
呢D就係STATUS既差距。

「我唔知你同佢地之間發生左咩事，但係你殺左白兔，我係唔會就咁放過你。」
白雪一步一步咁行過黎。
「憑你？」我問。
「憑我係勇者。」

笑左。
自欺欺人既大話要講到幾時？
時間干預。
封左白雪既時間先，然後去到佢身後面。
死亡踐踏，將白雪一下踢出去。

轉一轉稱號先。



【勇者】 蜘蛛女王 LV85

「遺憾，當代既勇者就係魔王本人。」



怪物

「勇者……？」白雪呆左咁望住我。
「無錯，當日果隻蟲就係我。」

我係魔王，同時亦都係勇者。
係矛盾既存在，大概本來係因為天照想玩鳩我所以先變成咁。

然後，我應該點做？
殺哂佢地？

就算三個人一齊上，佢地都係無可能打得贏我。
對我黎講，殺哂佢地都只不過好似係郁一郁隻手指咁。
輕而易舉。
一切都只係睇我既心情姐。

愛麗斯不顧一切咁衝左過黎。
STATUS上差太遠。

「聖光球LV3」
三個光球同時向我攻擊。
避都懶得避。
反正對我黎講都係R痕。

然後，用手捉住佢。
以我依家既STATUS，只要用力少少，就可以捏爆佢個頭。

「停手。」
排骨求我。
本來我都幾同情排骨呢個人，但係任何阻住我既人都要死。

等等！
話說我變左壞人？
咦咦咦？
點解搞到我好似係衰人咁既？
大佬，明明係……佢地無啦啦打過黎先……唔係喎，好似係我做左D衰野先。
唔係囉，次次都係佢地郁手先，我自衛還擊姐！
好明顯唔係我既錯囉！
大佬呀，你地次次都黎追殺我，我係為左自衛先至殺番你地D人囉！
我有咩錯？

「求下你，停手。」
排骨跪左係地，求我。
喂！你係咪男人黎架！
男兒膝下有黃金呀！
你為左咁樣既一個BITCH，跪係地上面求我？



毒撚真係毒撚，無撚得救。

反而，白雪衝左過黎。
咩都唔理，有勇無謀咁拎住把劍，想走過黎斬開我兩碌。
蜘蛛結界。
地上面既蜘蛛絲即時包起左佢。

「當我求下你啦，停手啦……就算唔係為左Alice，為左你自己，停手啦。」排骨講。
痴左線？
「你已經變成左一隻怪物啦，你已經唔再係人黎啦，收手啦，當係為左自己，為左自己既人性……」
「人性？人性係咩黎？以前既世界有人性呢樣野咩？有既話，就唔會逼到D學生跳樓啦。」我講。
「跳樓？」排骨望住我。

「你係咪想我收手？」我問。
「係呀！」
「OK。」我笑住講。

然後，用力捏爆左Alice個頭。
死左。

「呀呀呀！」白雪癲撚左咁衝埋過黎。
暗影長槍。
刺穿左佢既身體。

[獲得技能點數]

排骨咩都無講，仍然跪左係地無郁。
由於佢係骷髏族，成塊臉都只係得骨，所以我睇唔到佢呢一刻既表情。

係呀，我收左手啦。
我殺左白雪、Alice，偏偏留番排骨一條命。

火龍妹無表情咁望住我。
係呢個局外人眼中我係個點樣既人呢？
壞人？殺人狂？
我呀，點講都好，都只係一個魔王黎姐。

「係邊個！」我大嗌。
有人係出面望住呢一幕。
然後，有個人行左過黎。

「我係邊個？我係呢個世界上面最靚既人……不過似乎咁講實在有少少破壞氣氛。」

天照。
女神一步一步咁行左過黎。
想點？
女神事到如今又再出現究竟係想點？





神啊，為何捨我而去?

天照。
呢個世界既三大神之一，掌管住光、聯盟既守護神。
無事不登三寶殿，佢出現係呢到究竟想點？
唔通係因為我殺左白雪，令到天下大亂？

「錯啦錯啦，白雪唔係重點，佢無咩所謂……由女神咁講好似唔係幾好，不過我出現係呢到既原因唔
係因為白雪。」

又玩讀心神棍。
算啦，不過，天照出現係呢到係所謂何事？

「點講好呢。好難簡單咁話比你知，算啦，儘我所能解釋一下點解我會出現啦:奧丁落左命令要追殺
你。」

「咦咦咦咦咦咦？」我嚇到呆左。

「你應該慶幸既係，奧丁依家養緊傷，所以佢無親自黎殺你，所以佢派左部下黎襲擊你。大概都應該
差唔多到架啦。」

「等等等陣先！發生咩事！點解我無啦啦要比你追殺！」

「拿拿拿！講清楚喎！係奧丁殺你，唔係我殺你呀！我對殺你係持反對既態度架！不過奧丁又唔係我
既部下，佢做咩係佢既自由。至於點解要殺你，真係一匹布咁長。」

「姐係點呀喂！」究竟想點……

「宙斯，姐係第三個神，實際上佢唔係偷懶，而係比人襲擊，令到我地同佢失去左聯絡。然後，我地
有證據證明襲擊宙斯既人係轉生者。」

「吓？咁關我鬼事？」

「姐係話，轉生者入面有賤人，係外神D FRIEND。」

「吓關我咩事呀……你地唔係懷疑係我下話？」

「其實係咁，轉生者一共有十個人既，本來我地都唔知個賤人係邊個，點知佢地差唔多死哂，依家得
番三個:海龍王、果個不死族領主，同埋你。本來我地懷疑係愛麗斯或者係白兔既，點知佢地都死哂
，然後海龍王就無可能係壞人啦，不死族領主一睇就知佢無可能係外神D朋友啦，所以奧丁推斷你係
敵人。」

「呀，痴線，呢件排骨扮豬食老虎咋！」

「同我講無用呀，我信你呀，你應該同奧丁講，噢，黎LU~」



右邊既牆壁成個粉碎左，然後，有條龍衝左入黎。

【風的元素使】 暴風龍-希爾芙 LV70

HP:122580
MP:143211

力量:7411  敏捷:9015
防禦:6023  魔力:8255

呀呀呀呀呀！係風龍王呀！
唔惦，同元素龍王打係輸硬。

暴風龍變左個人，一個精靈族弓手。
大概係因為龍既體型太大唔方便。

「祝君好運。」天照說。

「等陣先，如果話佢係外神既人，實在有少少難以置信。」火龍妹居然幫我講野，好滾動。

「決定既人唔係我，我只係跟住軍神既指引去做事姐，定係你要幫佢？」
風龍王拉弓，向我射擊。

蜘蛛魔眼！
猛毒左佢先！

「驅魔之風」
風龍王解開左猛毒狀態。
又用驅風油逼毒，點玩呀！

黑暗飛彈！
「暴風結界EX」
佢身邊出現左個風既結界，將我既黑暗飛彈彈開。
就連魔法都可以吹得開？

「破壞龍卷」
風龍王召喚左三個迷你龍卷風出黎，天花板比佢地拆左，然後，直接車落我到。

呀……
佢既技能點解可以OP到咁。
呢D係咪就係平時ONLINE GAME入面成日出現既必輸情節？

我比龍卷風壓到去牆上面。
然後，風龍王用弓瞄準住我。
GG。
五個段落之內就比人秒殺，係咪破左一直以黎既紀錄？



「暴風射擊」
「寒冰屏障」
我面前出現左一道冰壁擋住左風龍王既攻擊。
咦？
果個人係？

黑騎士。
黑騎士？
但係白雪唔係死左啦咩？
黑騎士係邊個？

[沒有權限查閱]

沒有權限？我已經換左【魔王】稱號啦喎。
唔係，咪住，正常黎講，如果非魔王既人查黑騎士既STATUS，應該係全部黑色，而唔係沒有權限架
喎。
點解會出現沒有權限？
情報掌握！
[鬼知]

「沒有權限查閱？黑騎士……小蛛蛛，你唔會真係外神既人？」天照問。

係外掛令到GM都查唔到？
如果黑騎士真係外掛，點解會黎救我。
呢個黑騎士既身份究竟係？

風龍王唔理，繼續攻擊。
最令人在意既係，黑騎士居然無比風龍王秒殺。
更加可怕既係，黑騎士壓制住風龍王。
黑騎士係舊日支配者？唔係，如果係舊日支配者，應該無可能打得贏龍王。
但係，黑騎士完美咁壓制住風龍王，佢既實力比起風龍王仲勁。

「風龍王，讓開，交比我。本來我都唔想出手架。」
天照難得以嚴肅既口吻講。

黑騎士係外神？
唔係，如果係外神既話，應該唔止呢種實力。
而且，外神無必要扮成黑騎士。
究竟佢係邊個？

「癡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女神黎啦，係時候逃走啦。」黑騎士突然開口講野。
逃走？
係講緊空間魔法？
但係對面係女神……

天照:「無錯，無論你逃走到去邊，我都會追蹤到你。」
黑騎士:「細心諗下啦，回憶一下啦，一定有個逃走到既地方……記得帶埋我走。」



去邊？
但係呢個世界無論去邊都會比佢追到。
咦？
仲有果到！

空間魔法！
帶埋黑騎士一齊走！



特殊技能

空間魔法。
只有一個地方係神追蹤唔到。
但係，點都好，估唔到我真係有一日會黎到呢到。
就搞到我好似真係外神D FRIEND咁。

四圍都係黑媽媽，身體係到凌空飄浮，好似身處係一個無盡頭既宇宙咁。
呢片空間既中心係一堆卵狀物體。
外神。

【萬物歸一者】 猶格‧索托斯

HP:

MP:

力量:  敏捷:
防禦:  魔力:

估唔到我會黎呢個外神既空間。
但係，為左逃走，除左呢個地方之外，去邊都係死路一條。

「歡迎番黎，魔王。」外神出聲講野，打破左空間既沉默。
唔好理佢。
我又唔係為左見佢先黎呢到，我係為左逃難。
所以，我唔算係壞人！

「黑騎士，你究竟係咩人？」我問身邊一齊傳送過黎既黑騎士。
黑騎士望住我。
明明白雪已經比我殺死左，咁呢個黑騎士究竟係邊個？
好明顯，呢個黑騎士比我、風龍王更加強。
比起四大龍王更加勁既生物，除左神之外真係存在？
然後，黑騎士除左佢個頭盔。

銀色頭髮既一個女仔。
毫無疑問，呢個人係白雪。
係白雪。
無可能，白雪已經比我殺左！
點解會出現係呢到救我？

「本來其實我都幾憎你架，不過以前既野就算啦。」白雪笑住同我講。

「你係邊個？」我問。

「我係邊個？你知架。」佢笑笑口同我講。



算啦，佢都唔會答我架啦。
白雪既事遲D先去處理。
依家先拆惦天照果筆先。
依家我一出去，應該就會比神追殺。
所以要我一直留係呢到，直到永遠阿們？
咁落去唔係辦法喎……

然後，我發覺自己殺左白雪之後，有15點技能點數。
好驚人。
一口氣得到左大量既技能點數。
升左時間魔法先。
如果用左時間魔法，番番去過去，調查邊個轉生者係壞人可唔可行？

「魔王，比個提示你，所謂既特殊技能並唔係技能黎。」外神突然間開口。
咩意思？
「呢一個世界，特殊技能被稱之為特殊技能，然後你原本既世界稱之為超能力。」
超能力？瞬間轉移果D？
「然後，特殊技能/超能力係所有既世界都通用，然後只要你脫離左世界A，咁世界A既神就唔可以干
涉你既特殊技能。」]
好玄喎師父。

等等！
我大概明白外神講既野係咩意思。
但係真係要跟住外神既說話去做？
但係點都好過一出去就被龍王呀女神追殺。
外神對我好似其實都無乜惡意。
一直以黎都無主動郁我。
信佢？

試下先啦。

對自己使用空間魔法。
目標係，香港！

成功左？
眼前既係，一片石屎森林。
毫無疑問，係香港。
真係成功左？

但係番番黎呢個世界真係好咩？
明明自己係咁憎呢個世界。
不過，果邊既世界已經唔再歡迎我。
天照佢地係認真既，想要殺死我。
唉。

咦？



自己仲係黑暗精靈既樣？
仲以為會變番原本個樣添。

算啦，不過番係呢到都未必安全。
唔排除天照會追埋過黎。
所以。

時間魔法。
番去半年前。



原凶

久違既番到黎香港。
整理依家用到既特殊技能先。
根據外神所講，特殊技能去到咩世界都可以用到，然後呢個世界我地稱之為超能力。
我依家用到既特殊技能有四個。
時間魔法。
空間魔法。
情報掌握。
技能使用。

我用左空間魔法番黎，再用時間魔法番黎半年前既時候。
情報掌握，好似無乜用。
技能使用？
簡單黎講就係可以用RPG世界既技能。

依家既我係黑暗精靈，但係用技能使用，令到我可以用幻像魔法。
令到其他人睇落係我以前個樣。

然後，就要開始諗對策。
諗下下一步應該要點做。

久違既番到落屋企留下。
咁岩有D餓，走落樓下柒仔買左盒意粉番去食。
當然，我係無錢，不過用幻像魔法整到D樹葉似錢姐。
犯法？
吹咩。

有D感慨。
以前RPG既世界打生打死，去用條命去換食物番黎，食完之後仲要肚痛成個禮拜。
但係依家，只要落街買就得，輕輕鬆鬆又一餐。

其實生活係香港都幾幸福……就有鬼。
永遠都唔會忘記呢個咁黑人憎既地方。

直接用空間魔法送自己入屋。
開鎖既功夫都慳番。
整番熱意粉黎醫肚先，再慢慢諗對策。

睇個樣，天照佢地都唔會比我番去佢地個世界到。
一去應該就比人追殺。
一日最衰都係黑騎士，搞到我依家水洗都唔清。

但係，我真係唔想再留係呢個香港到。
去外國？有空間魔法，輕鬆啦。
鬼咩，識鬼英文。



唉屌。
都係RPG世界好。
但係，番唔到去。

咁就強行突破啦。
一直以黎，不嬲我都係用武力強行令到對方屈服。
勁過我又好，廢過我又好，我都係用猛毒去搞惦佢地。
今次都唔例外。
天照、奧丁，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係你地迫我架！
係你地迫我架！！！

咦咦咦？
咩事！
有人開緊門！

呀。
咦？
哦？
唔。
屌。

衝入房，然後鎖門先。

原來係咁。
都幾好笑。
真係估唔到原來係咁。
……
唔撚係掛……
居然係咁？
會唔會係咁呀！
會5會系甘牙！
一D都唔好笑囉！

我犯左個大錯。
其實都唔係錯。
算啦。
好混亂。

原來呀，奧丁估得無錯，敵人就係我自己。
所謂既外神事件，一切都係我搞出黎。
我依家先諗到。
因為奧丁追殺我，然後我就逃走左去香港，我為左番香港，制作左外神出黎攻擊RPG世界。
笑撚死人咩。
話說我地轉生去RPG世界係因為外神既攻擊，但係外神又係我整出黎。
咁一切既因係邊呢？
媽呀，好亂。



你問我點解會知外神係由我整出黎？
好簡單姐。
因為岩岩開門既人，正正就係我自己。
(見CH54)

「咪郁！」我隔住房門大叫。
「你你你你係邊個？」以前既我驚驚青青咁問。
「我我係，無錯！我係飛天意粉神！」話說之後外神之首(我)叫咩名呢，唔記得左。

「唔唔明？好簡單姐。我換個講法你就明架啦。你仲記唔記得咩係外神？」我吸左啖氣講。
跟住佢應該諗緊外星人。
我:「外，星，人？對你黎講，應該唔係外星人。」
我:「好簡單架姐，你諗下就會明。而我，就係外神之首。我就係統領哂所有外神既人。」
我:「之前果個阿布唔知乜春係咪問過你既？你，撐邊邊？我地，定係天照果邊？當然啦，你幫我地
既話，你將會得到你想要既一切。係囉，大約係咁囉總之有好多好處你明架啦」
我:「然後，我再問多你一次，你會選擇邊邊？我會根據你既答案決定會唔會殺左你。（笑）」

反正呢個時候呢個我都唔會黎幫我<-----媽呀呢句好亂。
反正都只係9UP，扮下野招下降囉。

佢:「我拒絕。」
我:「講得好，咁先係你架嘛！」

緊係啦，未死到臨，我點會識驚呀。
不過，下巴巴輕輕，我真係有能力整到外神出黎同天照佢地對抗咩？
唔理LU，船到橋頭自然直，話知佢啦。

「靈魂轉移」
門外有另一個人開技能？
即刻打開門。

係黑騎士。

「你真係使人唔使本。」黑騎士同我講。
「吓？」我呆左。
「我送番以前既你去另一個世界啦……呀，係喎，時間唔岩，認錯左另一個時間既你。」黑騎士講。
「又點呀！我唔明呀！」我大叫。
「你知就最好，成日都整到咁混亂，好心你時間魔法就唔好亂咁用啦，我都就黎分唔到唔同時間線既
你。」
「……」
「好啦好啦，係你都得架姐，用空間魔法傳送我去另一個世界。」
「你究竟係邊個？」
「遲下你就明，總之我係幫你既人。」

我嘆左啖氣。
空間魔法，將黑騎士傳送去RPG世界。



真係好混亂。
姐係話整到咁混亂係因為未來既我係咁用時間魔法？



對唔住，我係外神

是咁的，上回講到:
1.我番左黎香港
2.我番番去半年前既時候
3.遇到前世既我
4.原來終極大BOSS係我自己，姐係話所謂既外神其實係我搞出黎

講係咁講，我都係有D混亂。
一時之間其實有D難接受一直以黎對抗緊既敵人其實係我自己。

所以，我依家應該點做？
應該要諗辦法去生產外神？
點整呀！邊有可能整到外神出黎呀！
算啦，唉。
講起上黎，宙斯應該係呢個世界。
而且仲係我既同學。
所以，依家既我打暈左前世既我，然後用幻像魔法冒充前世既我番學。

好似嚴重1999。
因為我既錯？

留到學，好似都係無咩特別。
今日大家都係齊到。
只係一個平平凡凡既番學日。
久違既黎到學校……無咩特別既感覺。
只係唔係幾鐘意呢個地方姐。

我地班上一共有十個同學。
阿俊=排骨=班上少有既活躍ON9分子，重點唔係佢。
John=偽魔王=少講野、淨係同佢圈子既人講野既毒撚。
Alice=愛麗斯(廢話)=女神(?)
班長=???
肥婆蓮=???
MK妹1號=???
MK妹2號=???
零存在感既好毒果位同學(其實有D似我?)=???

然後，重點唔係佢地。
而係一個叫肥豪既人。
睇落去肥施大隻。
成日打機。
但係，跟據我上一次番黎既時候，佢就係宙斯。
RPG世界既第三個神。
好似話係因為一D原因佢番唔到去RPG世界。
姐係話，未來既我番左去過去用一D方法令到佢番唔到去RPG世界?<--------?



唔知應該點好，但係觀察住佢應該無錯。
佢係神，我真係有能力令到佢番唔到RPG世界咩？

「你叫我出黎有咩事……我仲未打完隻BOSS架。」
LUNCH既時候，我叫左佢出去，單獨走上天台。
點解係天台？
因為我係無間道！
好耐未黎過天台，自殺既地方。
反而，呢個地方有D懷念。

「打BOSS？你仲有心情去打機咩？」我問。
「咩呀又，想借功課抄？」
「Juicy。」
「咩呀？果汁？想飲野？」

咦咦咦？
Zeus點讀？
媽呀，好柒呀！
早知讀書果陣學好D英文啦！

望住佢，但係我忍唔住笑。
媽呀，紅都臉哂呀！
Zeus讀成Juicy，真係好撚柒。
不如一槍打死我.jpg。

「做咩姐你？」佢問。
佢仲未知道我既身份。
算啦，咩都無所謂啦。柒到喊。
唔係！
佢唔知我柒左！
如果人地唔知道我柒，根本就唔算係柒！
柒到盡頭便是型！

「Juicy……Juice……Zeus……」佢好似GET到，然後望住我。

我應該點做？
認我柒左，然後繼續對話？
定係HEA過去算？

「喂！上堂啦！你地係到做緊咩？」
係班長。
班長衝左上黎，叫番我地落去。

肥豪大概以為自己聽錯，然後走番落去。

班長望住我，表情上有D唔係幾鐘意我。



講起上黎，其實班長一直都唔係幾LIKE我。
但係大約係考試既時候，情況有D改善。

算啦。
唔好理啦，下次先算啦。



宙斯

放學。
實在太大意啦……
原來宙斯佢係同我行同一條路。
都係搭地鐵。
同上次唔同既係，佢無打機，然後雙一眼一直咁望我。
癡漢？
唔好再望住我啦，我會怕羞架。

冷靜少少先。
佢應該唔會發現到我既真實身份。

依家1月呢個時間點。
正常黎講，佢應該唔知我就係敵人。
正常黎講。
如果神唔知道過去或者未來既事……無時間魔法既話。
唔係，等等先。
話唔定就算係神都未必有時間魔法。
如果天照佢地識時間魔法既話，應該係我一轉生既時候就黎襲擊我。
姐係話，宙斯佢都未必識時間魔法？
咁我咪姐係仲好打過神？

時間魔法可以做到好多既野。
擁有時間魔法既我絕對比佢地有優勢。

我改變目標啦。
唔再試下接觸宙斯。
而係直接殺死佢。
殺神特攻？
真係有可能？
試左先啦。

當然，唔係依家明目張膽咁開佢拖啦。
一黎，地鐵上面咁多人。
二黎，依家佢在明我在暗，無理由咁快就曝露自己既身份。
要好好咁利用自己隱藏住既優勢，一步一步咁將比自己勁既敵人拖入自己設計好既陷阱入面。
呢個就係我，就係蜘蛛既天性！

「你……今朝講既野係咩意思？」
呀！嚇左我一跳，宙斯無啦啦同我講野。
睇黎佢都係忍唔住，想問番我。
冷靜D先，睇下可以點樣HEA過去。

HEA唔到呀……
Juicy、Zeus，想笑撚死人咩屌！



唔係喎。
唔一定要HEA過去架喎。
要好好咁活用手頭上既技能。

果然不出我所料，宙斯呆左係到。
然後我笑左，落車。

時間魔法！
番番去五分鐘之前，宙斯開始同我講野既時候。
然後，用蜘蛛女王既型態襲擊佢。
因為人多，而我又唔想顯眼既關係，我用左時間暫定，將除左我同宙斯之外所有人既時間凍結。

「時間停左？你係咩人……蜘蛛女王？」宙斯一眼就認出我既種族。
但係呢一刻佢唔知道我就係外神之首。
亦都唔知道轉生者既事。
我知道既情報多過佢好多。
然後，試下同佢過兩招，睇下點先。

地鐵入面好窄。

等等先。
呢一場係番黎香港既第一場戰鬥，咁快就要打神？
而且，呢個係無STATUS既世界。
咁既話……姐係用番呢個世界既物理法則同佢打？

蜘蛛結界！
地上面出現左蜘蛛絲。
呃……唔係好似以前咁自動包住宙斯。

宙斯舉起手，然後問我:
「你係106152世界既人？閃電射擊」

哇！
係！佢射左束電流過黎。
乜RPG世界有電屬性既攻擊架咩？

「閃電球」
然後，出現左一個巨型既電球出黎攻擊我。
哇……
硬食呀！
好痺。
好痛。

「閃電衝擊」
宙斯用迅雷不及掩耳盜鈴既速度衝左過黎，一拳打落我心口到。



慘敗……
呀……
空間……魔法……
走人先……

完全唔夠做……
引以為傲既蜘蛛結界居然發揮唔到作用。

但係，呢場初戰可以睇到幾樣野。
戰鬥既時候可以用空間魔法。
呢個世界係無負面狀態，姐係話無左[束縛]呢D既效果，蜘蛛絲最多可以痴住人。
然後，電屬性既攻擊係會令人觸電。
最重要既一點係，宙斯都係用技能同我打。
唔可以直接用權限令到我自爆。
姐係話，我係有勝算。



陰謀

留意到有人話我鳩真係好撚嬲囉。
不過算，亦都有人話我可愛，見佢咁誠實我就原諒你。
下次既話我就晚黑去你屋企。

好。
逃走成功。
番到黎屋企。
唔夠做。
同神打真係唔係幾夠打。
睇黎真係要請神打先至夠神打。
WAKAKAKAKA
好撚好笑呀屌我老味。
自己講自己笑真係好鳩可憐。

好啦，認真。
點樣同宙斯打。
定係改一改變目標先？
依家要做既野應該係得兩樣，好似係。
一係打低宙斯。
二係製造外神。
外神果邊真係無頭緒。
番去RPG世界問下外神佢地係點樣出世？
都得，不過好似會整到好混亂。
本來已經好混亂，我唔想整到更加混亂。
所以，都係打低宙斯先。
似乎打低宙斯都唔係咁難。
其實唔難。

前世既我好似就黎醒番。
所以我又繼續扑番暈佢。
然後，用幻像魔法變成前世既我個樣，試下去跟蹤宙斯。

點知，一出街，就比個西裝友纏住。
似乎係一個好有錢既人。
應該係果D乜春野意大利名牌老西。
又戴哂金勞。
睇個樣，應該係個鬼佬黎。

「你好，我係加百列。」
西裝友比左張卡片我。

嗚呀！
又出新角色啦！
記唔哂咁多個人呀！



個腦就黎爆炸啦！
成鬼日都出新角色！
點撚樣記呀！

望一望張卡片。
無咩特別。
係一張白色既卡片，無任何點綴，上面得兩行字，然後咩都無。
就連聯絡方法都無，真係卡片黎？
上面寫住:

三百人委員會
加百列

直覺話比我知，依個人唔係普通人！

「有無聽過陰謀論呀？」加百列問。
「……咩陰謀論？」
「你知道嗎？Google應該係上世紀最偉大發明之一。」
「……」

佢啪一啪手指。
然後，時間暫停左？

「有人認為我地係掌控住地球所有國家既經濟、攻治，實際上又點止咁簡單呢？」
「直接講啦，講咁多廢話做乜？」
「唉，想營一營造氣氛姐，乜你咁架。果邊既世界比較簡單，三個人就可以管理到，呢邊呢個世界就
複雜D，要300個人。」
「你係……？」
「無錯，我地係神，呢個世界既神。」

咦？
呢個世界既神？
宙斯天照佢地係RPG世界既神，然後呢個加百列係地球既神？
地球神見我有咩目的？
黎追殺我？
唔係掛！
避到黎呢到都要死？

「你都幾犀利架喎。」
「你地既目的係咩……想要殺左我？」
「雖然你地既事對我地黎講係無咩所謂，但係作為世界既管理者，互相幫忙都係應該架姐。」
「等等先，你都識講啦，你同宙斯佢地無咩關係，佢地既事你唔應該插手架……」

嚇到就黎瀨屎。
咪住。
唔使驚住。
如果係神既話，直接殺死我就得啦，講咁多廢話做咩？



冷靜少少先，一定有轉機。

我:「就算你地幫佢都無咩好處架啦，不如黎幫我啦。」



管理員權限

「幫你？乜你都要人幫架咩？」佢同我講。
我呆左係到，一時之間答唔到佢。
「你呀，唔通無發覺你身邊一個人都無架咩？」
「……」
「同伴？朋友？你好似一直以黎都係孤身一人，完全無人黎幫你呀喎。」
「邊……邊個話呀！」
「係既，你身邊都曾經出現過幾個幫你既人，但係你有當過佢地係朋友咩？一次又一次，用完就拋棄
佢地，對你黎講，其他人就只係件道具。」
「……」
「但係呀，你完全無發覺都呢點呀，可憐既人，完全唔知道自己係幾咁惡劣。」

無言以對。
佢講得岩，我身邊真係一個FRIEND都無。
然後，我完全無發覺都呢一點。
孤獨？我真係感覺唔到。

「係你眼中，其他所有既人都係敵人。」

係。
係我眼中，所有人都係我既獵物或者係黎捕獵我既獵人。
我從來無當過任何人係我既朋友。

所以？
係我既錯咩？
係因為呢樣係果個世界既法則。
弱肉強食，係大自然既法則，係果個世界既法則。
為左生存，要不揀手段。
用盡方法去殺死獵物，任何人都唔可以相信。
呢個係果個世界既法則。

真係咁咩？
錯呀。
完全唔係。
呢個法則並唔係果個世界既法則。

「加百列，你係呢個世界既神，你應該更加清楚點解我會係一個咁惡劣既人。」
無錯，呢D一切都唔係果個世界既法則，而係呢一個世界！
「係因為你呢個咁樣既世界，先至培育到咁樣既我出黎。無錯，係因為你呢個扭曲既世界，先至培育
到我呢D咁樣扭曲既人出黎。」

弱肉強食？
毫無疑問係呢個世界，係香港既法則。
為左自己既利益不揀手段，為左利益可以拋開自己既信念，可以違背自己既良心。
更何況，係同自己無關既其他人呢？



為左自己，犧牲其他人，正正就係你呢個世界既核心價值。

加百列笑左。
望住呢一個我，佢笑左。
係認同我既說話？

「幾有趣，或者你講既野係岩。」
佢無反駁。
「但係，點解我要幫你？你應該知咩係外交，如果我賣你比宙斯，咁樣既話我或多或少都有D報酬。
但係你呢？幫你有咩用？你可以對呢個世界產生咩貢獻？」

問題又去番呢到。
點解佢要幫我？
無錯，正如頭先所講，我從來唔會將任何既人當係朋友。
正因為係咁，佢點解要幫我？
幫我有咩好處？

我:「我呀，毫無疑問，係呢個世界既產物。係呢個世界到出世，學習到呢個世界既知識，係呢個世
界既成長。正正因為咁，你可以視我為呢一個世界既個體。」

佢:「所以呢？你唔係想講咩政府一定要幫市民、神一定要幫人呢D咁幼稚既說話？」

我:「唔係。我希望我係你眼中，我並唔係一個普通既人，而係一個實驗體。不如咁啦，你當既我既
行動係一個實驗，如果實驗成功，就證明緊你既世界係無錯。」

佢:「實驗？無錯？你講緊咩呀，明明你頭先先話因為我既世界扭曲，所以先造就到你呢種扭曲既人
；但係你又希望自己做既野成功，證明我呢世界係無錯。」

我:「正常我頭先所講，係你呢個世界既人，為左自己既利益，咩都可以出賣。咁樣既話，為左成功
，我否定自己本身，又有咩問題？」

加百列再冷笑三聲，然後:
「你真係幾有趣。好啦，我明白。不過，我唔會直接幫你。最多同你講一講一D情報。」

情報？

「所謂既神，都只不過係一個普通人，只係佢擁有一D特殊技能。」

「特殊技能？」

「無錯，正如呢個世界既神，姐係我，係會有個特殊技能[100164管理員權限]，意味住係100164世
界，姐係呢個世界係擁有神既權限。」

「咁姐係……？」

「姐係，如果我去左100164以外既世界，我就同你一樣，都只係個普通人。」



「然後？」
「你應該知架。特殊技能係可以繼承，只要殺死對方，就可以得到對方既特殊技能。」



好邪呀

第二日。
今次我用空間魔法將宙斯捉上學校天台。
同佢死過！

依家我既首要目標係要殺左佢，搶GM權限番黎。

「你究竟係咩人？你係蜘蛛女王，姐係我果邊世界既人，點解你要追殺我？」

「我個名叫……阿撒托斯。」
尋日GOOGLE完，反正大家都係用D神話入面既神做自己個名，咁我都唔差在。

「你既目的係咩？」

「唔知呢。」

蜘蛛結界。
雖然唔可以束縛住宙斯，但係對我黎講，成場都係蜘蛛絲比較安心。

「落雷」
天空上面突然之間有道閃電打左落黎我到，差D打中我。
好險呀。
呢個無STATUS既世界，只要一擊我就命都無。
喂，呢個世界好唔合理，無HP值！

「閃電射擊」
佢隻手又開始噴左D電(?)出黎。

閃電速度太快，好難避到。
本來以為係空曠既地方打我會更加有利。
但係空曠既地方佢更加可以任意使用落雷，各種大範圍既雷電攻擊。
比起上次地鐵，今次既戰鬥仲難打。

但係，我有既係蜘蛛結界。
就算蜘蛛絲唔識自動束縛住佢，但係佢走得入黎蜘蛛網到，就無咁容易出得番去。
蜘蛛網已經係最大程度下封鎖住佢既行動。

依家既形勢係佢幾乎郁唔到，然後索性企定定，做個炮台係咁開炮。
而我就係咁走位，避開佢既攻擊。

用暗影長槍既話，一槍應該可以打死佢。
但係問題就係，我瞄準唔到。
一方面要避開落雷，一方面又要瞄準既話，係做唔到。
所以，我既目標係慢慢圍住佢轉圈，然後用死亡踐踏一腳踢甩佢個頭。



最衰既係，時間干預對佢無效，無辦法暫停佢既時間。
唔係既話，就輕輕鬆鬆取其首級。
係機會！
埋到身！

死亡踐踏！
「閃電護身」
宙斯成身都比閃電包圍住。
我一腳踢過去，即刻無身全力、麻痺哂，觸電。

「閃電斬擊」
唔得，一定要拉開距離先得。
可惡，觸電之後，我既動作慢左。
好勉強先避得開佢既攻擊。
如果我無估錯，佢下一招係會用落雷，一擊攞我命，所以用盡全力避開！

「材質改造:金屬」
咦？
宙斯將蜘蛛絲變哂成金屬？
成個天台本來佈滿哂蜘蛛絲。
然後，係蜘蛛絲上面行走既我開始覺得不妙。

「閃電射擊」
宙斯對住金屬蜘蛛絲攻擊。
金屬係導電體。

嗚呀呀呀呀呀呀。

「落雷」
避唔到……睇住呀。

哈。
空間魔法。
唔夠打就著草是常識吧。

打緊交都可以用空間魔法，呢個世界真係無撚敵。

不過，真係打唔贏。
唔係講笑。
佢係咁落雷，真係好麻煩。
比佢打中一下都死。

算啦。
失敗乃成功老母。
下一次佢就要死比我睇。

時間魔法。



去半年之後既世界。
等佢以為呢半年無人打佢，就放鬆戒備。
之後，就偷襲，殺死佢！



十萬伏特

一切都準備好。
我由1月黎到7月。
宙斯暗殺計劃開始。

不出我所料，同之前一樣。
「我」出現左。
比海龍王傳送左番過黎既「我」，去完RE-U之後，行落街，見到我。

「你係邊個？」「我」問。
「外神之首。阿撒托斯，呢個係我既名。」我回答。
「等陣先，你上次唔係話自己係叫咩意粉神咩？」「我」問。

……
仆街啦你咁撚記仇。
上次係因為我唔記得左自稱叫咩名姐。

「收聲！名並唔重要！總之我依家叫阿撒托斯！你明就得！」我講。

然後。
空間魔法。
去到「我」身後面，用蜘蛛絲輕輕纏住佢條頸。
睇「我」唔順眼，嚇一嚇佢都好。

「搵到你啦，阿撒托斯。」
係宙斯！
成半年都無唔記得我？
仲以為可以輕鬆偷襲添。
一日最衰都係我，做乜無啦啦聊自己玩姐。

「哦，係Juicy。」

SHIIIIIITTTTTTTTTTTTTTTT！！！
最露左自己身份添。
講乜鬼英文呀，扮哂野。
上次用以前既我個樣同佢講JUICY，依家又係咁。
佢咪知道我既真正身份囉。

「唔係Juicy，係Zeus！你果然係到！你究竟想點？」
我苦笑。

以前既「我」暈左，大概係因為比海龍王傳送番去。

等等，我好似漏左D野。
海龍王係邊個？



點解要傳送我過黎？

「你……阿撤托斯，唔通你係……？」
比佢發現左我既身份？
先下手為強！

蜘蛛魔眼！
呢個世界無[猛毒]既負面狀態，但係一樣蜘蛛係可以令到人中毒！

用毒黎解決佢。

宙斯有少少抽搐，但係死唔去。
就算係蜘蛛毒都無可能瞬間殺死到一個人。
但係，令到佢戰鬥力下降已經足夠。

然後，宙斯出招了。
又係落雷。

哼。
逃走！
唔係用空間魔法，而係靠我八隻腳，係各大廈天台上飛簷走壁。
宙斯追唔到上黎。
但係天空一直都係到降雷。

我企定定係天台上面，望住宙斯係到典下典下，但係天空上面仲係到瘋狂行雷。
點解我唔使避？
因為避雷針囉屌。

然後，我就可以企定定，慢慢狙擊佢。
暗影長槍。

呀呀呀呀！
佢好似閃電咁快咁由地面上面跳左上黎，一個右勾拳打到我飛起。

空間魔法。
去佢後面！
用蜘蛛絲絞殺佢！
仆佢個街，又放電！？

早有準備！
膠手套！登登！
去死啦！
膠唔過電，食屎啦你！

點Q知佢落雷，打落自己到。
我避唔到，硬食。



兩敗俱傷。
呀……
佢中哂毒，係地上面碌黎碌去。
我就比佢電到變爆炸頭。



橫越界限

無氣啦。
搞咁多野最尾都殺唔到佢。

「喂，你究竟係咩人，點解要一直追殺我？」宙斯問。
「……」
「你呀，岩岩自稱自己係外神？」
「……」
「外神究竟係咩黎？」

如果我無記錯，宙斯係1月既時候開始番唔到去RPG世界。
但係，宙斯知道外神係咩黎。
咁姐係話，外神係1月之前已經出現。

唔理點都好，盡量唔好將自己既情報透露比佢知。
依家我就算唔夠佢打，只要逃走就無問題。
泄露自己既情報，比起身上面傷仲痛。

「然後，你頭先係咪叫我Juicy？你係梁……」
「乞痴」

仆街。
比佢發明左我真實身份。

「點解，同一時間會出現兩個你？你做過D咩黎？你究竟係邊個？」宙斯望住地下，瞓起到，前世既
我。

唔知點答佢好。

「你究竟係咩人？你究竟想點？點解要一而再，再而三咁黎襲擊我？」

講到我好似係個壞人咁。
細心一諗我好似真係個壞人，宙斯好似明明咩都無做過，但係比我追住黎打。
等等先！
我明明係主角囉！
邊有可能係壞人呀！
係呀，我係主角，我係正義既！

「閃電射擊」

哇！
好險呀！
偷襲？
好彩我反應快姐。



黑暗飛彈。
五粒黑暗波波飛埋去佢到，爆炸。

伏特攻擊？
宙斯成身爆哂閃電，極速過極速傳說咁衝過黎我到。
日字衝拳？
條友係咁用拳頭揍我！

好矛囉偷襲。
不過呢下靚。
打到我重傷，郁唔到。

血都嘔埋出黎。
呀呀，真係唔係幾夠打。

掉那媽，屌硬上。
唔撚理啦屌。
電又好，咩都好。
用治療魔法醫一醫自己，再衝過去。
黎啦，蜘蛛絲。
吊佢老母頸。

哈哈哈。
去到佢後面。
扯行條蜘蛛絲紋殺佢。
治療魔法醫自己，黎啦，電我吖笨。

「落雷」

橫越界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
一身充滿電鰻鰻鰻鰻鰻鰻鰻鰻鰻鰻鰻鰻鰻鰻！！！！！！

呀呀呀呀呀！！
我見到好多心魔呀呀呀呀！！！
好電呀3弋它322！2
好痺呀5各各各5呀呀呀呀呀
用盡治療魔法解輕輕輕輕痛痛痛楚楚楚楚！！
死都唔放手手手手呀呀呀呀呀呀呀！
斷氣未呀呀呀呀賤人人人人人人！！！！！

啊。
比佢電一電，突然間醒起一樣野。
我計漏左一樣野。
7月13放榜果日，肥豪(宙斯)都係到。
好似話係，果日宙斯遇到攻擊，所以所有人都死哂，轉生去RPG世界。
姐係話，依家唔殺得佢？



呀呀呀呀呀！！
放手，放開所有。

無端白事中左咁多電。
電到暈下暈下咁。
唉。
屌。
麻撚哂，唔撚驚。

走先，原來計錯數。
一定要7月13果日先殺佢，唔係既話，會整到時間大亂。



劇本

幾日後。
7月13日。
放榜既日子，亦都係陷班產既日子。
之前同宙斯打，比佢電到腰酸骨痛。
真係夠哂攞命。
睇番果日新聞，一晚行成萬幾次雷，真係人都癲。
明明足哂安全措施……做哂呢個避電措施，點解都係會比佢電到爆炸？
我終於明白火O兵團既感受。

首先，用幻像魔法，令到其他人睇落我只係隻好細隻既蜘蛛，潛入學校。
等放榜ING。

我地班有十個同學，番學既有……九個，有一個人無番。
然後，同之前經歷過既一樣，前世既我係收到成績表之前行開左。
大概，應該係走上天台自殺。
前世既我唔係重點。
重點係宙斯。
偽裝成學生，自稱叫肥豪既佢，係到拎緊成績表。
神都要讀書？
讀黎做乜？

大家都收到成績表，好似都考得好差。
係呀，話時話，其實我考成點呢？
好想知……但係睇唔到。
唔係唔係，依家唔係諗呢D野既時候。
我要諗既係應該幾時出手？

有咩方法係可以最快、最方便咁殺一個人？
用蜘蛛絲絞殺佢係無可能，因為佢會放電。
咁，就試下用暗影長槍啦。
一槍打爆佢個X頭。

「喂！Alice！你考成點呀！」
排骨無啦啦鳩叫嚇左我一跳。
搞咩呀，明明早幾日先比Alice撚狗咁撚，依家又變番隻狗公走去奶人？

「幾好呀。」
Alice個八婆笑哂口咁講。
收皮啦！Bitch！
如果唔係要打宙斯，我一定將你個頭當係波咁踢。

望哂咁多個人。
對於我唔係到，好似無乜所謂咁。
大概無人知道前世既我走左上天台準備跳樓。



算啦，反正多我一個唔多，少我一個唔少。

Miss Chan嘆哂口氣咁，睇黎係因為我地考得好差。
班長係到沉思，唔知諗緊D咩。

係機會。
如果係呢種氣氛之下突擊，應該可以殺宙斯一個措手不及。
問題就係，點樣先可以令到全部人轉生？
中間一定出左咩問題。

另一個問題係，我要係咁多人既視線下出手？
但係如果我用時間暫定，咁樣既話咪比宙斯察覺到我又黎偷襲佢？
雖然話佢地全班人都要死姐。
但係比咁多人見到咁奇幻既戰鬥，一定唔得……咦？
窗外面……
窗……

時間暫定！
時間停左。
見到前世既我，係窗外面凌空飄浮。

係我諗咁多野既時候，前世既我已經跳左樓。
自殺。
我第一次殺既「人」。
自己。
因為想離開呢個世界，所以就自殺。

然後，為左想番番去RPG世界，所以搞咁野出黎。
依家突然之間諗番，我究竟係為左咩呢？
因為想去番RPG世界，因為想為自己搵一個真正屬於自己既世界，所以一直以黎係到努力。
甚至做大反派，都要為自己建立一個理想鄉。
係呀，講到尾，我都係想要個歸宿姐。

所以，我呢一刻絕對唔可以停。
我既目的一日未達成，一日都唔可以停。

所以，要殺死宙斯。

「又係你，阿撒托斯，你既目的究竟係咩？」

等等！
時間悖論？
如果話係「依家既我」因為殺死左宙斯，令到「前世既我」轉生去RPG世界。
咁如果「依家既我」呢一刻無殺死宙斯，咁樣「前世既我」咪唔會轉生？
如果「前世既我」無轉生，咁「依家既我」又點樣存在，又點樣去選擇殺唔殺死宙斯？

「閃電射擊」



依家唔係研究呢D野既時間。
好簡單姐，咁樣我咪盡量唔改變歷史，令到歷史跟住我既過去黎行走囉。

咦？
咁樣既話，我咪姐係跟住一份劇本黎行事？



魔神襲來

蜘蛛魔眼。
首先令佢中毒，劣化佢既身體能力。
然後，戰鬥就正式開始。

唔係空曠既地方。
而係班房。
係室內既地方。
戰鬥場地已經封殺左佢招「落雷」。
無得用大技既佢，唔會係我既對手。

「閃電射擊」
理所當然地避開。
即使係狹窄既班房，我都可以盡我最大既特點，利到速度去取得優勢。
反觀宙斯，只係一個肥仔，佢只可以成為一個炮台。
炮台係無意義既，因為佢既攻擊係無可能打得中我。

如果佢郁既話，就會中既陷阱。
蜘蛛絲。
我一早已經係宙斯既周圍佈滿左極幼、用肉眼睇唔到既蜘蛛絲。
只要佢一郁，只會比蜘蛛絲纏住，到時就可以用暗影長槍刺殺佢。
當然啦，我吸收左上次既經驗，我移動既範圍係唔會有蜘蛛絲。
姐係話，無論如何，佢都無可能令到我觸電。

對於佢黎講，佢依家既狀態係唔可以停止攻擊，亦都唔可以郁。
只要佢停止攻擊，我就可以專注係瞄準上面，然後暗影長槍就會貫穿佢既身體。

Checkmate。
已經將軍啦。
無棋啦，宙斯。

佢失敗既最大原因就係，佢在明我在暗。
佢因為有肥豪既身份，要番學，所以會比我知道佢既行動，亦都唔可以係班房上面設定陷阱。
而我，因為可以幻像魔法，可以係其他人察覺唔到我既環境下佈滿陷阱，在暗既我亦都可以選擇幾時
發動攻擊，就算輸左都可以利用時間魔法同空間魔法逃走。
打從一開始，佢就已經無勝算。

所以……
嗚呀。
後面有人？

有隻鷹係後面衝左過黎咬我。

「好險呀，好彩一早已經準備好姐。雖然只係用左好少時間制造，但係性能都唔差架。」
宙斯講。



唔差？
黑暗飛彈。
中左黑暗飛彈之後，隻鷹爆開左。

但係，短短既時間足以利我分左心，令宙斯有機可乘。

「電磁脈衝」
電磁波？
宙斯既身邊出現左個力場，力場慢慢曠散，彈開哂蜘蛛絲。

然後，窗外面同時有兩隻鷹飛左埋黎。
纏住我。
想點？
鷹既力量比想像中大，居然將我壓左去黑板到。

「陽電子炮」
宙斯隻手出現左龜O氣功，帶電既光束衝左埋黎。
避唔到！

就有鬼。
空間魔法。
去到宙斯身後。

太大意啦宙斯。
稍微取得優勢就得意忘形。
呢招陽電子炮威力好強，但係一睇就知呢強既招式有個副作用。
就係用緊呢招既時候自己係郁唔到。

所以。
永別啦，宙斯。

死亡踐踏。
一腳踢去佢個頭到。

「閃電護身」
睇黎郁唔到都可以用到技能。
電擊令到我既踢擊威力減弱。
唔緊要。
呢幾日我已經觸慣電。
所以，咁少既事係唔會影響到我。
用隻手放係佢個頭到。

今次真係將死。

「你究竟係咩人？」
「係你地既世界，魔王會帶軍攻擊人類，魔王既存在就係人類既惡夢。套用番呢個名，我，就只係一



個魔神姐。」

「暗影長槍」



新世界既神

呀呀呀呀呀呀呀。
發生咩事呀。

[擊殺宙斯，繼承特殊技能[106152管理員權限]]
[擊殺宙斯，繼承特殊技能[眷屬制造]]
[擊殺宙斯，繼承特殊技能[技能轉移]]
[擊殺宙斯，繼承特殊技能[技能使用]]
[擊殺宙斯，繼承特殊技能[異世界傳送門]]
[擊殺宙斯，繼承稱號[雷之元素使]]

一大堆資訊湧入個腦入面。
係管理員權限既資料。
好頭痛。
但係呢種感覺……
我成為左神？
無錯，管理員權限！
106152應該就係RPG世界既代碼。
姐係話依家既我同天照、奧丁並列！
係RPG世界既神！

哈哈哈哈！
一諗到就已經興奮。
我係神。

冷靜D少。
成為神只係第一步。
我要既，係完全將RPG世界得到手。
創造屬於我既新世界！

咪住，講到我好似係壞人咁。
我先係正義，係主角，OK？

解開時間暫定。
然後，先發現全班既人死哂。
係因為頭先既戰鬥太激烈？
唔係，係因為頭先宙斯用果招咩電磁脈衝，大概係威力太勁，震死哂所有人。
拿，唔係我殺架。
一切都係宙斯既錯。
望出窗，前世既我既屍體瞓左係地下。
已經死左？
應該係跳樓既時候比脈衝炸死左。

都係果句，要跟住歷史黎行事。
發動管理員權限。



將呢十個人，包括MISS CHAN同宙斯以外既九個同學，呢十個人既靈魂，轉生去RPG世界。

單係係香港已經可以令到人轉生。
如果係RPG世界既話，管理員真係無撚敵。
管理員權限。
哈哈哈！

放火。
燒左成間學校佢。
比外界睇落係爆炸，令到所有人死亡。

跟住要做D咩呢？
製造外神？
唔係。
首先要番去RPG世界先。
作為神既我，番去RPG世界。

時間魔法，去二千年前既世界。
再用空間魔法！去RPG世界！

黎啦，天照奧丁，我會一步一步展開復仇……
其實有咩仇？
咦？
因為我攻擊RPG世界，所以天照奧丁佢地打鳩我。
因為天照奧丁佢地打鳩我，所以我攻擊RPG世界。
因果究竟係邊？
？？？
算鳩數。
話撚之佢。

唔理啦。
總之，我要創造新世界。
我就係新世界既神！

黎到二千年前既RPG世界。
睇番資料，二千年前係屬於上古時代。
當時既RPG世界同依家好唔同。
成片大陸係得一個國家無分聯盟同魔界，信奉住……女神。
又係天照。

好似仲有咩制度之分。
人類同精靈、黑暗精靈係一等生物。
矮人、不死族生物、巨人係二等生物。
獸人、哥布林、牛頭人、馬面、貓人族一大堆未聽過既種族係三等種族。
無龍人同惡魔？

呃。



封建階級制度。
睇落文明同二千年後都唔係差好遠姐。



標題好難諗

不過，上古時代同現代有個好唔同既地方。
現代既話，幾乎9成既地方都比人探索哂，都比魔界同聯盟佔領。
上古時代就好唔同，呢片大陸近一半既地方都係未知既地區，從來無人去過既DIE自然。
換言之，王國既領土係好細。
大約只係得澳洲咁大？
實際上，RPG世界同原本既世界好唔同。
成個RPG世界加埋都係得一個亞洲咁大。

輕輕鬆鬆咁入左去首都。
輕而易舉。
我既目的係要係呢個時代到引起混亂，制造麻煩，嘗試去打低其他既神。
總之，造成世界大亂就得。

呢個時代既神應該係有三個。
宙斯、奧丁、天照。
宙斯係二千年後係香港比我殺死，唔洗理佢。
問題係天照同奧丁。

雖然作為神既我可以直接毀滅世界，問題就係其他既神。
神唔可以，無權限去干涉其他既神，但係可以干涉世界。
我唔可以用權限去殺死其他既神，其他既神亦都唔可以用權限殺死我。
姐係話要同其他既神打，就要使用其他特殊技能。
好似同宙斯打咁，引佢去香港再殺死佢。

當然，我唔會咁蠢，依家就走去打天照啦。
佢在明，我在暗。
要利用呢個優勢先。
反正，神係唔可以干涉其他既神，姐係話天照佢地係唔知道我既存在。

好，係到制造混亂先。
仲有外神。

有方向啦，但係無個明確目標。
唔知做咩好，就走去首都果到。
去王城果到先。

「你係咩人？黑暗精靈……你無名既？」一個牛頭人守衛問。
一黎就比守衛煩。
似曾相識既感覺。
「你好，我係旅行者，由遙遠既國家走黎，帶走禮物黎見呢個國家既王。」9UP MODE全開。

「遙遠既國家？」
「無錯，我係使節，想同呢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相你就有鬼呀！你有咩證明你真係使者呀！定係你想入黎刺殺王呀！」



麻鳩煩。
如果我用神既權限可以直接DEL左佢，忍住呀。

「你呢D係對使者既態度？無禮。睇黎呢個國家都係不外如事。」繼續9UP。

「咩事！」一個巨人走左出黎，似乎係將軍？

「將軍！呢個刺客扮成使者走過黎想刺殺王！」牛頭人老屈我。
「咩話？食屎啦你！」巨人拎住巨錘黎扑鳩我。

喂！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呀！
審都唔審，聽個卒講兩句就信我係刺客？
係咪痴線架？
算啦，還佢老尾拖！

佢係一個LV76既巨人戰士。
依家我係一個LV85既黑暗精靈法師。
雖然用權限係可以直接將我既STATUS封頂，但係無呢個必要。
打呢個巨人使鬼用權限？
不過，開一開權限，試下玩下原本我無既技能都好。

「大地震擊」
巨人拎住巨錘扑落我到。
魔法障壁。
係我面前出現左個魔法障壁擋住。
OK LA。
魔法飛彈。
呢招同黑暗飛彈一樣，不過唔係黑暗傷害，係魔法傷害。
黎黎去去D技能都係差唔同款，只係換個屬性又當招新技能，係咪真係咁無創意呀！

魔法衝擊。
用魔法彈開左巨人。
都係D好濕鳩既技能。
有無D咩得意D既技能呢？
個腦入面出現左個LIST比我慢慢揀黎用。

「狂戰士之怒」
個巨人突然之間鳩叫，然後衝左埋黎。
好快！
用咩技能呀呀呀！
太多揀唔哂呀！！！

「大地衝擊」
佢用個巨錘打落我到。

蜘蛛結界。



都係自己既技能最好用。
綁住左佢。

死亡踐踏。
一腳將佢踢出街。

「犀利犀利，不概係異國既使者呀，唔單止可以用魔物既技能，法師仲可以用物理攻擊。」
有一個好瘦既人走左出黎。

【大賢者】人類- 湯瑪斯·愛迪生 法師 LV99

HP:6431
MP:13111

力量:645   敏捷:769
防禦:536   魔力:1388



宮殿

「在下對你既事好有興趣，使者大人。」愛迪生帶住我行入宮殿入面。
「……」唔知比咩反應佢好。

呢個愛迪生係當代既大賢者。
大賢者呢個稱號令我諗番起D唔愉快經歷。
即刻令我諗起天照。
呢個愛迪生唔會係天照掛。
不過我諗女神應該唔會咁無聊，走落黎呢到當官。

「自我介紹番，在下係大賢者，名叫愛迪生。係我地既國家，大賢者就係專門研究魔法既人。其實都
唔係D咩犀利既人物姐。」
「哦。」
「當然啦，大賢者通常好奇心都好旺盛。我地研究既當然唔單止係魔法，呢個世界既運作都係我地既
研究範圍之內。我地得出既結論就係，呢個大陸係得一個國家。因此，在下對於你，由外地而黎既旅
行者感到興趣。」

單憑研究就知道無第二個國家？

「我係由遠洋而黎既。係大陸之外，海洋之外，仲有另一片大陸。我係靠魔法轉移過黎。」
「魔法轉移？睇黎你地國家都擁有好先進既魔法技術。」
「係。空間魔法。」
「空間魔法？估唔到喎，睇你個樣年紀輕輕就已經掌握到特殊技能。」愛迪生停左係到兩秒，然後當
無事繼續行。
SOR鳩RY，我出世一個鐘內已經掌握到兩招特殊技能。

「你係咪想見我地既王？」
「係。」
「比你見都唔係問題，但係呀，在下都係想知道你既目的係咩。」
「目的？」
「係呀，似終，魔物扮成人走入黎呢到，無論點諗都係有所目的。」

然後，成班士兵圍住左我。
魔物？

「你既種族應該係蜘蛛女王，蜘蛛女王可以轉換成黑暗精靈既形態。頭先見到你擁有打低將軍既實力
，同埋用到蜘蛛系怪物既技能，在下就已經開始懷疑。然後，你自稱自己係由遠洋而黎，唔好意思，
呢個世界淨係得一片大陸。在下有無講錯，蜘蛛女王大人。」

「識穿左添。無錯，我係蜘蛛女王。但係，你以為得咁多兵力就可以打低我？」

「當然無可能啦，好似你呢種神話級既怪物，就算單人匹馬闖入黎王宮，耗盡全部兵力都未必打得贏
你。都係果句啦，在下對你既事好有興趣，就算你唔係外國人，你係魔物呢點更加令人在意。高智能
既魔物已經好少見，好似你呢種咁既神話級高智能魔物，睇怕呢個世界加埋都無一百隻。派兵圍住你
，係為左保安理由姐，唔使介意。」



「好難令人唔介意喎。」
「你既目的係咩？」

「我只係想求一官半職姐，大賢者。」

「魔物都要當官？」

「魔物都想學下做人。」

「有趣，有趣。」

我既9UPPER技巧睇黎已經突破天際。

「幾好玩呀。好呀，在下答應你帶你去見王同埋幫你保密，相對既既係，你要幫在下手研究。」

「哦。」

佢大概認為我係無惡意，應該係諗住如果有惡意就直接剷平呢個王宮。
可惜，我既目標唔係呢個國家，而係世界。

士兵退開哂。
然後，愛迪生帶我黎到王宮。

「哦？愛迪生，果個咁鬼瘦既女人係邊個黎？」王問。
「為你介紹，佢係由遠地而黎既旅行者，將會留係王宮陪同在下研究。」

係一個精靈族，係女王。

【聯盟之王】 精靈-克麗奧佩脫拉七世 法師 LV5

HP:762
MP:796

力量:74  敏捷:94
防禦:68  魔力:80

前MK妹，雖然今世都係。
無錯，根據資料顯示，佢係原本十個同學之一。
係MK妹一號。

「喂！你啞架？搵個咁既人番黎做研究？想笑死人咩愛迪生？搵番黎做咩？做燈膽咩？哈哈。」
「燈膽？」愛迪生聽唔明。

無見一排，MK妹一號都係咁黑人憎。

「王呀，咁樣對客人講野，未免太失禮啦。」



一個好老既精靈族。

【宰相】 精靈 弓手 LV99

HP:8464
MP:9425

力量:947  敏捷:1347
防禦:945  魔力:954

「無錯。我都認為有點失禮。」
今次講野既係一個男人。

【大將軍】 人類-蘭斯洛特 戰士 LV99

HP:9876
MP:9946

力量:1124  敏捷:1387
防禦:1345  魔力:816 

「收皮啦，你班死老野又恰我。」MK妹講。

「岩呀！邊個恰女王BB，邊個就係鬼。」
今次講野既係教皇。
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真係唔知比咩反應好。

呢個國家係信奉住女神。
理所當然地，教皇係成個宗教最大粒果個。
係呀，應該係果D成日扮哂聽到神喻，然後對世人洗腦既人。
印象中會係D咁既人……
不過，真係點都諗唔到……

【教皇】 精靈-天照 神官 LV99

HP:8432
MP:13964

力量:768  敏捷:975
防禦:753  魔力:1521

教皇就係女神本人究竟係咩玩法？



權限

天照究竟又想點呀呀呀！！！
冷靜少少先。
呢個時間點，佢仲未見過我。
姐係話，佢唔知我係敵人、係神。
無錯，佢唔知我都係神，所以依家既佢係對我無害既。

係囉。
無事既。
對於佢黎講，我只係個不知外歷既人？
咁樣都已經夠可疑啦。
呢個世界，實際上係有個DATABASE，入面有哂所有人、所有生物既資料，當然啦DATABASE入面
係完全唔會記載有關神既野。
然後，只係得神有權限去查閱呢個DATABASE。
天照發現DATABASE查唔到我既話，一定會覺得可疑。
不過呢，神係有權限去修改呢個世界任何既野。
DATABASE都唔例外，所以我發動左權限，去偽造我既相關資料。

「你好呀，我係教皇，幸會呀！」天照對住我握手微笑。

「……」真係唔知點比反應佢，覺得有少少懢尬。

係佢眼中，我只係隻偷偷地潛入黎王宮唔知做乜春既蜘蛛女王。

「女王陛下！講番正經野先，三十分鐘前接報有一個人單人匹馬係郊外地區闖入黎我地國境，無人擋
到佢，以佢既速度計算，仲有十分鐘左右就會衝到入黎王宮！」
大將軍開口講。

「咦咦？你班食屎仔搞緊乜呀！咁大個國家連一個人都擋唔到？話攻入黎就攻入黎？大佬呀！人地黎
呢到搞咩呀！唔係黎呢到刺死我呀？」
MK妹大叫。

「陞下，請放心，頭先我已經路上設置左重兵埋伏，全數精兵，定能保護到陞下安全。何況王宮滿佈
武林高手，區區一個不速之客，相信未目睹陞下既尊容，就已經人頭落地……」

大爆炸！

似曾相識既感覺。

上次我去魔王城既時候，開開下會就比火龍王飛左過黎拆魔王城。
今次睇黎都唔例外。

宮殿門口爆開左。
士兵倒地不起。



果個人係……

黑騎士。
發動管理員權限！查下黑騎士係咩來頭。
唔得，我無權限？
點會咁架？我明明係神……

天照都O哂嘴望住黑騎士，無反應。

「終於黎到啦……」黑騎士開口講。

「你係咩人？黎王宮所謂何事？」
大將軍抆劍指住佢。

「哦，睇黎你就係當代既劍聖。」黑騎士講。

然後，大將軍同黑騎士格劍。

「人黎呀！食屎仔！護駕呀！點會比呢隻粉腸入到黎架！」MK妹繼續鳩叫。

「流水斬擊」大將軍把劍好似痴住D水咁，斬向黑騎士到。
奇怪既係，黑騎士望落完全無受傷，甚至完全唔驚、避都唔避大將軍既攻擊。

「暴風射擊」
「魔法飛彈」

宰相同大賢者同時攻擊，奇怪既係，今次黑騎士居然避開。
明明大將軍既攻擊威力更加強，但係點解黑騎士完全唔避開大將軍既攻擊呢？

然後，黑騎士一個人力壓眾人。
明明大賢者、大將軍、宰相都係LV99，大概係呢個世界上最強既幾個人之一。
但係三個人圍毆，都唔夠黑騎士一個人打。

我諗番起白雪。
無錯，之前係天照手上救我既黑騎士係同白雪一模一樣樣，而且佢仲自稱自己係白雪。
但係，白雪連排骨都唔夠打，又點會打得贏呢班人？

而且，最神奇既地方係。
根據資料顯示，黑騎士、魔王、勇者，呢D角色係唔存在。
姐係話，呢個世界既時間點，係無黑騎士。
咁，呢個黑騎士係咩人？
佢都識時間魔法？！

「喂！你究竟係咩人？」
天照企左出黎問。
女神終於要出手？



「女神……」黑騎士細聲講。
「咩話？你點知……你究竟係咩人！光束球LV100」
天照舉起手，然後身後面出現左一百個光球。
一百個呀！開權限都唔使咁啦，人地ALICE好似先開得3個。

「係咩，果然我太衝動。不過終於都黎啦，等左咁耐終於都黎啦。我係黎幫你既，有咩事就搵我啦。
」

「係咩意思？」

黑騎士逃走左。
以極高既速度衝走左。

頭先佢果句話係同邊個講？
總之，事態又繼續大亂。



研究

散會之後，我跟住大賢者行動。
黑騎士究竟係咩人呢？
佢係黎幫我既？
唔明既狀況實在係太多，首先搞惦左依家D野先。

大賢者帶左我去一個地下室。
係一個巨型、分三層既圖書館。
似曾相識既感覺，好似黎過。
入面淨係得一個女人。

【大魔法師】 黑暗精靈-燈泡 法師 LV99

HP:8645
MP:12133

力量:765  敏捷:864
防禦:845  魔力:12888

「佢係在下既賤內。」大賢者講。
講咩呀，似係要我黎做愛迪生同燈泡中間既電燈膽？
妖，我都唔知自己講緊乜。
呢個人叫燈泡唔係為左要搞個咁撚ON9既GAG下話？

「呢位係蜘蛛女王，我幫佢隱瞞身份，黎到王宮幫我地進行研究。」大賢者。

呃……
研你老豆。

「你好，我係燈泡，睇唔出喎，原來蜘蛛女王真係可以變成黑暗精靈？」燈泡走過黎問。
「係呀……」

肥婆蓮。
無錯，呢個叫燈泡既人係十位轉生者之一。
之前既肥婆估唔到今世變成眼鏡妹，高高瘦瘦咁，真係睇佢唔出。
睇黎唔使用美極都同佢溝通到。

「你可唔可以講下森林之外究竟有D咩？如你所見，我地既國家係大陸既西面，然後比森林包圍住。
我地淨係知道，東面有座巨型既火山，然後南面有個山地，據聞兩個地方都各有條龍係果到守住。然
後，我地想知道火山同山地之外究竟有D咩？」
前肥婆蓮問。

「令你失望啦，火山同山地之外都只係普普通通既地方，無咩特別，都係得D魔物係到。」

「會唔會有D神話級魔物？好似你呢D咁。」



「嗯……都幾多架。」
不過依家既我已經唔係魔物，而係神。
不過，我無時間同佢地玩。

「我想休一休息先，唔知你地會唔會有個地方比我落腳呢？」我問。

「有，請。」大賢者帶左我出去，去一個房間到比我住落黎。
好，得番自己一個人。
果個圖書館好多書，不過咁多書都係無用。
情報掌握一個技能勝過你地呢D文獻。
何況神既權限係可以係DATABASE到無條件拎取資料……
其實某程度上，神既權限係包括埋果個世界既情報掌握。

唔好理啦。
試下整外神先。
自從殺死左宙斯之後，我多左個技能叫[眷屬製造]
試係整唔整到外神。

好難拿捏。
呢個技能睇黎係可以整到一隻生物出黎。
但係真係好難用。

整左PAT漿出黎，用盡全力都未整到個正常形狀。
呀，好難呀。
叫咩名好？
求鳩其啦。

阿布霍斯 LV1

HP:864
MP:567

力量:64  敏捷:64
防禦:34  魔力:12125

好難整。
最尾整左隻液狀生物出黎。
好核突。
DOM出街算。

算鳩數啦。
不如出去見下黑騎士先啦。

黑騎士，究竟係咩人？



偷窺

毒撚出城。
行幾步就穿過哂D城市，離開左王國，黎到森林。
雖然話有事可以搵黑騎士，但係應該點搵佢呢？
鬼知咩屌。
算啦，當係散下步散下心啦。

二千年前既世界仲未有地下城。
睇黎之後會發生一D事，令到王宮倒塌，跌入地底，變成地下城。
唉，其實有D無聊。
因為我依家都係漫無目的，咩都做唔到。
做人要有計劃……廢話，有計劃既話我已經入埋U啦屌。

黎到森林。
二千年前既世界D生物同現代好唔同。
有好多物種都唔存在於二千年前既世界。

但係，都係無咩特別咁。
四圍行下，都係無咩收獲。

出現了！怪物！
奈落蜈蚣。
係一條好長，成幾廿米長既巨型蜈蚣。
睇黎都幾強。
佢無襲擊我……
係因為我STATUS太高。
依家既我，用番以前蜘蛛女王既STATUS，無用權限去改。
即使係咁，我已經係呢個世界上最強既生物之一。
基本上，唔會有生物會黎襲擊我。

唔經唔覺，行到黎火山。
火山……
大陸中央既巨型火山。
無錯，係火龍王既領土。
行上去睇下啦，呢個時代，火龍王應該仲未痴線。

好多火龍。
四圍都係火龍。
最麻煩既係，呢班火龍一定會阻住我，唔比我上去。
所以，我用權限，令自己隱形。
行上去先。
探下火龍王。

【火之元素使】 烈焰龍帝-沙羅曼達 LV89



HP:171545
MP:221744

力量:9783  敏捷:8246
防禦:7648  魔力:8647

【女王】 火龍-果 LV61

HP:106311
MP:143152

力量:4654  敏捷:4728
防禦:4021  魔力:4862

果個係……火龍王既老婆？
噢。
然後，仲有兩條好細條既龍係到瞓覺。
火龍王后肚下面仲有粒蛋。
等陣先！
唔好行埋去住，係遠處望一望先。
有個黑既男人係到。
黑色盔甲，但係同黑騎士盔甲唔同款。
果個人係……奧丁。

好險。
總之唔好比佢察覺到。
係到講緊咩？

唔知，但係……
我後面有人？
呢個咁莊重既會談有人係後面偷窺？
係元素精靈？
哦，係火元素。
睇黎係守衛……等陣先，有隻火元素係藍色既？仲係粒BALL？火元素唔係紅色既火球黎架咩？

藍色元素突然之間消失左。
係咪我眼花？
應該係啦。
叫左你唔好打咁多機啦，搞到眼朦。

算啦，咪理。
不過完全聽唔到奧丁講緊乜。
然後，奧丁消失左。

唉，又浪費時間。
搞左幾日都係得個吉。
呢幾日都係，咩收獲都無。





眷屬制造

漫無目的四圍行。
滅世計劃到依家都仲未有進展。
唉。

森林蜥蝪 LV64

HP:8312
MP:6485

力量:992  敏捷:789
防禦:1012  魔力:528

係怪物。
綠色既一群大蜥蝪。
無視佢地。
唔？
有隻係金色？

色違？係閃光？
好少見喎，呢個世界都有色違版既魔物。
但係，關我咩事？
又唔係可以收服佢。

後面有人？

【大賢者的徒弟】 貓人-電影 法師 LV67

HP:6155
MP:6945

力量:642  敏捷:567
防禦:602  魔力:788

【大賢者的徒弟】 吸血鬼-留聲機 法師 LV59

HP:5542
MP:6128

力量:568  敏捷:587
防禦:465  魔力:694

【大賢者的徒弟】 人類-直流電 法師 LV62

HP:6012  



MP:6312

力量:564  敏捷:567
防禦:569  魔力:679

大賢者既徒弟。
咪又係咁……
佢地要打果埋蜥蝪？
夠打咩？三個50、60LV對成十隻LV60既蜥蝪。
無聊無野做，睇一睇佢地都好。

哇，果把死人野係？
[密米爾之杖，稀有度:A。魔力+60、MP+200，每次施放魔法技能，免費自動施展一次魔法飛彈]
稀有裝備呀！
一直以黎D人都係用道具去打怪呀！
之前我升LV升得咁辛苦，拎條命去搏！
但係人就可以屈道具、屈裝！
公平咩？

道具稀有度好似有分6個階級。
SABCDE。
E=公廁。
S=超珍貴。
唉……
有D咁既裝備，點打都贏啦。

明明數量上、STATUS上差咁多，但係呢班人利用戰術同埋裝備去屈班蜥蝪。
其中一個人專注開技能防禦，其他兩個人就狂開炮。
殺哂班蜥蝪。

「哇！係黃金鱗片！稀有度去到B呀！」
「不概係色違既蜥蝪，跌既野都稀有過人。」
「拎番去睇下整到咩啦。」

可惡。
吾KAI針。
岩啦，搵呢班人做白老鼠啦。

眷屬製造。
睇黎眷屬製造淨係整到D低LV既生物出黎。
唔緊要，用管理員權限，夾硬強化佢！
雖然整到不似人形，但係勉強出到黎同人打就打！
講起上黎，宙斯之前整果幾隻鷹真係好犀利，究竟整左幾耐？

亡靈武士 LV60

HP:6454



MP:5975

力量:864  敏捷:765
防禦:777  魔力:403

整左隻黑色既骷髏骨出黎，有少少不似人形，比例好似唔岩，頭細身大，D骨仲要岩岩蠶蠶。
是但啦，痴D爛肉上去，睇落無咁樣衰啦。
用五分鐘整出黎既生物，你想要幾靚呀！
我要既唔係生物，而係戰鬥力！

武士刀，稀有度:E。

塞把刀比佢，等佢有武器用。
然後，必殺技！
COPY&PASTE！
複制三隻出黎！
圍毆、偷襲佢地！



死靈法師

上回提到:
出去郊外四圍行，見到大賢者三個徒弟打怪。
於是我用呢班徒弟去試下我既[眷屬製造]

三打三。
徒弟對我整出黎既死靈武士。
浪費左我好多精神設計出黎既死靈武士係無咁易打架哦！
就算係大賢者都……
死哂？
咦？
吓？

徒弟仔佢地既打法係一個人開護罩擋攻擊，其他兩個人就狂開炮打。
死左？
果三隻咁既死靈武士死哂？
咁鬼快？
呢樣野就係戰術同裝備既差距？
但係都太怪啦掛！
出場三段之內就比人秒殺。
大佬，你地唔好咁癲啦。
開始覺得唔可以睇小人類。

徒弟仔佢地執起死靈武士既屍骸，睇黎係番去研究。
比大賢者見到就麻煩，我驚佢查到係我整出黎。
最驚都係比佢查到我係GM姐。
所以，依家要趁機會殺哂佢地？
都係唔好啦，唉。
不過，睇黎眷屬製造呢個技能唔可以馬虎。
一定要集中精神，閉關去整先得。

係魔物？

密林迅猛龍 LV57

HP:6941
MP:2465

力量:762  敏捷:864
防禦:942  魔力:69

三隻？
唔係，包圍住徒弟仔既係3隻，然後，埋伏係出面既有十幾隻。
魔力好低，但係其他數值好高。



「魔法障壁」
果個叫電影既貓人徒弟開左個魔法障壁出黎保護住其他人，同時因為法杖既關係施展魔法飛彈。
同一時間可以攻擊同埋防守，呢件架餐都幾勁。

「閃電射擊」叫做直流電既人類徒弟攻擊。
「暴風射擊」留聲機，吸血鬼徒弟攻擊。

一個用魔法，一個用電，一個用風系既攻擊。
使唔使幫佢地呢？
睇黎……呢班恐龍比想像中強。

密林迅猛龍並無攻擊。
佢地只係包圍住三人組係咁轉圈，淨係迴避攻擊。
係想消哂佢地既MP先攻擊？

突然之間，一隻迅猛龍用迅雷不及掩耳盜鈴既速度撲左上去。
「魔法衝擊」
電影開技，彈開果隻迅猛龍。
其他兩個人反應唔切。
然後，另外兩隻迅猛龍同一時間衝左上去。

「龍卷風暴」
留聲機開技，出現左個迷你龍卷風，想卷開佢地。
但係，比果兩隻迅猛龍避開左，然後一口咬落去留聲機隻手到。

外面亦都有兩隻迅猛龍衝左過黎支援。
「電磁脈衝」
直流電比自己為中心放出衝擊波，撞開哂班迅猛龍，哇，仲可以麻痺班迅猛龍添。
叫做比番少少時間可以抖下氣。

一睇就知，佢地唔夠打。
呢班迅猛龍會唔會太合作？
好似有人指揮緊佢地咁。
所以，我係佢地就唔好抖大氣、鬆懈落黎。

「嗚呀！」
直流電背部中左把刀，跌左落地。
虛弱狀態，持續兩個鐘。
應該係會四肢無力咁樣，簡單黎講，成唔到戰鬥力。

「咩人！」
留聲機止左血之後鳩叫。

樹上面有個人。
黑衣人。

【不死者之王】 巫妖-空鬼 死靈法師 LV99



HP:10542
MP:30775

力量:1945  敏捷:1576
防禦:1294  魔力:2823

巫妖？
未聽過既種族。
有職業，係人，唔係魔物？
然後，職業係死靈法師？

開權限，查資料。

巫妖，人種，不死族之一。
為進化種族，由不死族進化而成。
外表為人型乾屍，身上帶有死的氣息。

死靈法師，職業之一。
廢案職業，比管理員移除了的職業，無法用正常途徑成為死靈法師。
能使用死靈的力量。

咦？
不得了，又卷左D麻煩事入面。



巫妖之怒

進左化既人……好似有種既視感。
呀！精靈王！
原來精靈王唔係第一個進化。

眼前呢個人既種族係巫妖，職業係死靈法師。
未見過既職業，未見過既種族。
繼續睇下佢有咩來頭先。

「巫妖？死靈法師？」電影好驚訝好講。

巫妖用佢手上既杖敲一敲地下，然後幾隻迅猛龍同時襲擊電影。

「賢者之牆」
賢者之牆:一段時間內，令賢者之牆內的所有人免疫任何攻擊。

係法師既防守技能。
好似好勁咁，但係除左防守之外一D用都無。
出得呢招，姐係話已經輸左，係到拖時間等人黎救。

迅猛龍擋係牆內面，衝唔到入去。

「死靈魔眼」
死靈魔眼:對單體賦予猛毒(5秒)狀態。
免疫攻擊，但係免疫唔到狀態。
呢招大概係我既蜘蛛毒眼下位版，畢竟我係魔物，點都會有D OP技能。
睇黎，巫妖無諗住放過佢地。
再係咁佢地會死。
唉，怕左你啦，出去行下先。

「治療魔法」
我對電影佢地用治療魔法，回下血先。

「你係咩人？」
巫妖問。

如果有心既話，我可以直接DELTE左巫妖佢，但係咁就唔好玩。

「我只係路過既……大賢者個FD，你又係邊個？」
「師父個FD？」

「如你所見，巫妖。」

多鳩謝你既回答呀。



迅猛龍再次攻過黎。
蜘蛛結界！
綁起哂班迅猛龍。
再撲過去巫妖到，黎個死亡踐踏。

「魔法迴避」
佢避開左。

「果一招係……蜘蛛網？」
「作為大賢者個FD，識得放蜘蛛絲都唔係一件好出奇既事姐。」
「死靈咀咒」

巫妖身後出現左幾個亡靈之類既物體，衝過黎圍住我。
好煩……好噁心。

「生命連動」
佢開技吸緊我血。
呃……果班亡靈阻緊我既視線，郁唔到，好煩呀……頂……

「你呀，就係得咁多實力咋咩？現身啦！蜘蛛女王！」
巫妖一眼就睇穿左我係蜘蛛女王？
真係咁易睇就穿咩？

咁，好啦。
暗影長槍。
「魔法迴避」
魔法反制佢既魔法迴避！
佢避唔到，硬食。

太慢啦。
黎到佢面前。
用蜘蛛絲綁起佢。
零距離再黎一擊暗影長槍。

好似重手就濟添。
死左……？
HP0左……

唔係！
「魔法迴避」
佢移開左。

睇番資料，原來不死族有個被動技能叫不死。
好似話如果HP零左既時候唔會死，再受到傷害既時候會扣MP，扣哂MP先會死。
唔係喎。
根據資料顯示，佢的確係有個技能叫不死。
但係……



佢既稱號。
【不死者之王】:永遠不會死亡。無法改變稱號。

姐係話呢個人係唔會死？

「呢個係神既咀咒。因為神，所以我先至會變成依家咁，唔會死、絕對唔會死，變成巫妖，變成死靈
法師！係咀咒！」

Err....你好，ME就IS神，有咩事？
唔？
呢個人……唔係敵人？
敵人既敵人係同伴？

然後，巫妖DOM左舊野落黎，大爆炸。
煙霧彈？
唔係。
我同徒弟三人組比佢傳送左去第二度。
一個山洞入面？



真‧蜘蛛無雙

睇黎係傳送用既道具。
巫妖將我同埋徒弟三人組傳送左去一個山洞入面。
傳送有意義嗎？用空間魔法可以輕鬆出番去。
但係，無呢個必要。
睇下佢搞緊乜都好。

徒弟三人組，一個中左虛弱毒，一個就重傷，就番大徒弟電影可以一戰。
渣ga
咁快就輸鬼哂。

「你係……蜘蛛女王？」電影問。
「嗯。」
「蜘蛛女王？RANK S，神話級既魔物？」
「嗯？」
「係……師父既朋友？」
「嗯……」
「不概係師父，居然連神話級既魔物都可以招為同伴。」
「神話級？」
「係呀。我地王國幫哂D魔物為哂等級，SABCDE，S就係最高級，係神話級既魔物，去到神話級既
魔物，可以輕易將我地成個國家，成個文明破壞。」
好似好犀利咁。
不過，我係神，已經唔係咩神話級魔物。

「而好似之前既迅猛龍就係RANK C既怪物，所謂既RANK
C對我地人種黎講已經係非常之可怕既魔物，就算係我地呢D水準既冒險者，都未必打得贏。」
咩未必打得贏，你地係輸哂囉，OK？
你地係輸左呀！接受現實啦！
巫妖出黎之前你地已經輸左啦！

「然後呀……前面呢隻巨型蜘蛛，就係RANK
B既幻獸級魔物，就算師父都未必有十成既把握打得贏。」

【人類的惡夢】 巨型蜘蛛 LV64

HP:13544
MP:10384

力量:1468  敏捷:1345
防禦:642  魔力:1365

哇。
好大隻蜘蛛。
大隻到，佢個頭已經有我蜘蛛女王型態既腹部咁大。



呀，卡住啦。
佢太大隻，腹部比山洞卡左住，行唔到過黎……
想點呀……

「魔法光束」
電影發動技能，魔杖上面射左條光束出黎打落隻大蜘蛛到。
仲因為魔枚既關係，發動埋魔法飛彈添。
大蜘蛛郁唔到，硬食。

搞咩笑呀……
隻大蜘蛛究竟想點？

呀！
係蜘蛛鋼絲？
大蜘蛛個口到噴左蜘蛛絲出黎，包住左我地幾個。
好核突囉蜘蛛絲。

「然後，我想問下你，巫妖同埋死靈法師，呢個種族同職業你有無聽過？」電影問。
「無喎。」

誒~點解你咁冷靜既？
之前唔係話咩連你師父都打唔贏架咩？
但係依家仲咁得閒問我問題。
係因為見到佢咁蠢卡住左所以就得意忘形？

話口未完。
大蜘蛛唔知開左咩技能，將蜘蛛絲連同電影扯左去佢個口到。
好廢。
究竟邊個蠢D呀呀呀。

算數。

黑暗飛彈攻擊大蜘蛛。
大蜘蛛鬆開口，放開左電影。
人型態應該打唔贏佢。
所以，轉做蜘蛛女王型態。

暗影長槍。
好高攻。
一槍就爆左佢頭。
久違既秒殺人既快感。
我變成神之前已經係神話級既魔物。
不過，都係第一次覺得自己好勁。

迅猛龍軍團都黎LU。
電影……幫唔到手架啦。
佢退後，唔敢亂攻擊。



唉。
係時候玩下蜘蛛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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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
好似過份左少少。
一口氣殺哂路上既怪物。
好似好勁。
直情係好撚勁添啦。

然後，我地去到一個大空洞入面。
理所當然咁，見到巫妖。

「你究竟係咩人？」
「我只係隻路過既蜘蛛。」
「只可以講不愧係蜘蛛女王，居然可以直接殺到入黎呢到。」
「我反而想問，你究竟係咩人？」
「巫妖，只係一個比神咀咒既人。」

【殺戮者】 骸骨龍-理查·歐文 LV67

HP:103351
MP:131244

力量:6421  敏捷:4254
防禦:241  魔力:3112

【粉碎者】 魔狼-芬里爾 LV99

HP:297581
MP:116244

力量:5642  敏捷:4697
防禦:3498  魔力:945

隻狼好熟口面。
「神話級魔物？幾個月之前失左蹤既兩隻神話級魔物居然係到？」
電影好驚訝咁講。

突然之間出現係我面前既係一條類似喪O暴龍獸既物體，以及一隻成隻廢青咁趴係到既狼。

「就係佢？」骸骨龍問。
「因為D咁少既事叫我地出黎？」魔狼講。

「佢呀，係一隻蜘蛛女王……」巫妖說。

「蜘蛛女王又點？就算係蜘蛛女王都無必要我地出馬下話？你既能力去到呢到咋咩？巫妖。你對得住
黑王咩？」魔狼懶洋洋咁講。



比人睇小。
屌嬲。
的確，單論STATUS，我可能一隻都打唔贏。
何況係兩隻。

骸骨龍鳩叫，然後衝左過黎。

「停手！發生咩事？」大空洞中心傳黎一把聲音。
好大聲。

「黑王大人。」骸骨龍企開。
魔狼都唔敢懶懶閒，企番起身。

【魔物之王】 龍騎士-凱撒 LV99

HP:129531
MP:167954

力量:7642  敏捷:5642
防禦:9742  魔力:2642

黑色既男人。
成身都係盔甲，唔係，係骨黎？
由黑色既骨包圍住全身，睇落係人型，二米高既男人，有手有腳，不過係魔物。

唔？
有趣。
根據資料顯示，呢個人係MK妹二號。
係轉生者。

「有入侵者。」巫妖簡而精既解釋。

「就系梨地？」
MK妹衝左過黎攻擊我地。

我記得啦，呢個MK妹，FB上面個名叫咩堅系令囡。
救命……
想LAUGH DIE ME 咩。

「喂牙！梨系到笑乜牙！」

好快！
一下衝左過黎，撞落我到。
呀！

扣左成6000幾血。



好高攻。
如果我唔係神既話，可能真係要打一場苦戰。
雖然我一定贏硬姐，好似係。

「而且，佢地係王國既人，絕對唔可以放過佢地。」巫妖繼續講。
「大賢者既徒弟？咁就岩啦，殺左佢地，拎佢地黎祭旗。」魔狼企番起身，開始認真。

一打四？
當然唔係啦。
無必要同佢地打。

發動空間魔法。
將徒弟三人組傳送番去王宮。

「黎啦，我地做場交易啦，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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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狼諗都唔諗就撲左過黎。
喂！
好啦喎！
班友癲架！唔比人講野，就直接打過黎。

「冷靜少少！我地唔是敵人！」我鳩叫。

魔狼理都唔理，衝過黎咬我。
唉。
咁想打就同你地打過囉。
反正佢地都唔會夠我打。

因為ME IS GOD。

魔法障壁。
用權限夾硬開D我無既技能，先擋一擋佢地既攻擊先。
然後，電磁脈衝，衝擊波彈開哂佢地。
仲有咩技能可以用呢？
之前出過果D……諗諗先……
火流星雨。

無數既火球好似流星雨一樣，係洞穴頂到飛落黎。
大爆炸。
咁細個場仲咁大招技能……好似拆緊佢樓咁。
唔？

魔狼好快！
直接衝左上黎。

算啦，咪搞咁多野。
直接賦予佢束縛狀態(30分鐘)算。

「你……點會有D咁樣既技能？蜘蛛女王，唔應該會有火焰系、雷電系既技能。」骸骨龍問。
佢唔敢輕舉妄動。

「黑暗飛彈」
今次係巫妖。
OK AR，咁你就腹痛(3年)啦。

「梨9景系冰個？」堅系令囡問。

「我就係神。」

「荒謬！」骸骨龍唔撚理，頂硬上。



束縛狀態(30分鐘)

「女子口羅！甘梨直接同禾打口羅。」
堅系令囡拎住把長槍，應該係D咩龍骨造既長槍，刺去我到。

「算把啦，你係打唔贏我。」
鎖住自己HP，一點HP都扣唔到我。
佢係咁打我，但係完全傷唔到我。

「好啦，係時候聽下我講野啦，咁多位。」
我黎倨冰火真天魔反智轉身，繼續講。

「是咁的，我係管理員，係呢個世界既神。」

「你亂講，明明神只有三位！我已經生存左500幾年啦！」骸骨龍講。
「好遺憾，本來的確係得三位……但係依家多左我一個。我係第四位既神，我個名叩阿撒托斯。」
「神？你真係神？」
「唔係既話，你覺得你會輸比我咩？」
「咁你黎呢到做咩？」
「滅世。」
「咩話？」
「毀滅呢個世界。」

「黑王大人……你唔好信佢！所謂既神，都係信唔過！」巫妖同堅系令囡講。
賦予佢禁言狀態(30分鐘)，本來呢招係封人地用技能，不過要佢啞一陣都得。

「你地呢班蛋散，都係唔鐘意神，唔鐘意呢個王國姐。岩啦，黎啦，去毀滅呢個世界啦！同我一齊。
我係神，不過係魔神！」

「梨……」堅系令囡望住我。

「死亡刺擊」
堅系令囡拎住佢把槍刺落我到。
輕輕鬆鬆一隻手指接住。

「ME 唔是U地既敵人。」我講。

「梨土也覺DUCK黑占？尼個人信5信DUCK過？」堅系令囡問其他人。

「如果係神……有D難接受，始終我從來都未聽過呢個世界有第四個神。不過，如果佢係唔神，係無
可能擋得住黑王大人你既攻擊。」骸骨龍講。

「無錯。我覺得佢真係神，然後，神要毀滅世界……呢個真係有D難接受。不過如果佢真係要毀滅王
國既話，或者可以做我地既同伴。」魔狼。

巫妖係地上面典黎典去，講唔到野。
果然不死族都係有D on9？



「禾日月伯拉。禾信梨系神。」



魔王與黑騎士

「禾系一個叫凱撒既龍騎士，大家刀叫禾做黑王。」堅系令囡講。
「無錯，黑王大人係我地既領袖，係所有魔物既領袖，係所有魔物入面最強果個，可以直接單挑四大
龍王。」骸骨龍補充。

NO LA，你應該唔夠果班龍王打。
無可否認，佢真係好強。
如果係未成為神既我，可能都要用1%既實力先至打得贏佢，好似係。

「正如你所講，我地魔物各自有自己既理由，憎恨呢個王國，我希望可以毀滅呢個王國，回復番以前
自然既世界。起碼，我地魔物唔洗成日比呢班人狩獵。」骸骨龍好正經。

「我只係唔想獸人族、牛頭人、貓人呢D種族繼續做人類既奴隸姐。」魔狼講。

「我想報復。」巫妖說。

搞乜？
祈禱大會？
你地想點唔關我既事。
我只係需要幾隻可以用既棋子。

「老老實實，其實禾矛乜所謂，吾系甘憎人類姐……反而……算啦，保護住尼班細GE，系禾GE責任。
」

「我明白啦。」我講。

黑王。
哼。
無錯啦。
係時候去改變呢個世界啦。
發動管理員權限。
修改呢個世界既設定。
新增稱號。

賦予堅系令囡【魔王】稱號。

原本世界係無【魔王】稱號，原來【魔王】係我創作出黎。

「從今日開始，你就係魔王，係帶領住魔物既王。魔王既目標只係得一個，打低王國，建立自己既國
家。」
我笑住口講。

「魔王……？」

「無錯，就係魔王。」



「建國係咩意思？」
「如字面顯示，你去呢片大陸既東邊，去建立一個屬於自己既國家，好似王國咁一樣既國家，然後，
再侵略王國。」
呢D唔通係叫神喻？

「一個淨系得魔物GE國家？」

「個國家係點，你自己決定啦，魔王。」

發動，空間魔法。
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咁就岩啦。
姐魔王之手，搞鳩呢個王國。
然後我就可以趁亂毀滅呢個世界。

扮哂受左重傷，係森林到行番去王國。
點都唔可以比佢地發現係我指使魔王打鳩王國。
扮無辜就岩啦。

森林。
我見到一個黑色既人影。
黑騎士。

黑騎士？
是敵是友？

佢行左過黎。
除低左頭盔。
係白雪個樣。
白雪……上古時代白雪已經係到？
無可能。
究竟呢個黑騎士係咩人？
佢救過我……未來既時候？二千年後係天照手上救左我。
應該係朋友？

「好耐無見啦，魔王大人。定係應該叫你做癡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

好耐無見係咩意思？
佢識時間魔法？
好想問，但係……唔敢問。
呢個人好多疑團。
真係信得過？

「放心啦，癡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先生，我係黎幫你既。話比我知，你依家既目標係咩？無論
係咩目標，我都會幫你完成既。」



真係？
呢個女人……

「我既目標係，毀滅世界。」



引狼入王室

行番入去王城。
扮到周身傷哂咁。
扮到比堅系令囡打到變智障，死下死下咁行番去王城。
愛迪生親自出黎迎接我。

一見到我，就急不及待咁問:
「你無事吖嘛？」
「無事……不過……」我講。
「不過？」
「出事啦。魔物入面有一派人好憎王國，佢地既首領以魔王自居，打算毀滅呢個王國。」
「魔王？」
「無錯，係神話級既怪物……就係你班徒弟之前見過既果隻龍騎士。就算係我，都唔係佢既對手。」
「知唔知佢地下一步既行動？」
「唔知。除此之外，我咩都唔知。」

愛迪生沉思左一陣，大概係諗緊對策。
「老實答我，王國兵力有幾多？」我問。
「加埋或者可以換到兩、三隻RANK
A既傳說級魔物，講緊係耗盡國力既情況。如果神話級怪物攻過黎，我地係無可能有勝算。」
「但係……」
「無錯，我知，單係神話級怪物最少已經有三隻，徒弟同我講左。」

我行入去王宮既時候，見到一車車牛頭人係到起緊金字塔。
「牛頭人、馬面、獸人、貓人、哥布林，呢D感覺上係比較英勇既種族，會唔會用佢地黎擋住魔王既
攻擊？」
「牛頭人……呢D三等既種族，本來就唔太鐘意王國，始終係三等種族……就算推佢地出去戰鬥，士氣
都唔會高得去邊。所以我地主力軍隊都係二等既不死族、巨人同矮人為主。」
「咁人類、精靈、黑暗精靈呢？」
「你都傻既，當權者點會推自己既種族去死，係都推其他種族先啦。」

魔狼-芬里爾。
堅系令囡手下既神話級魔物之一。
係不知不覺，我引開左愛迪生既時候，潛入左黎王國。
唔好令我失望呀，狼仔。

雖然單憑魔狼既實力，大概可以單人匹馬毀滅王國。
但係，毀滅王國唔係我既目的。
我既目的係制造混亂，引開天照佢地既注意，一步一步改變世界。
同埋，係呢個世界上面製造外神。
所以我就昆鳩堅系令囡，王國好好大，堅系令囡未必夠打。
要用智取。
透過堅系令囡制話混亂，然後我就係暗地裡操縱世界。
莫非ME係天才？
太犀利啦。



魔狼既任務係，激起三等種族既反抗心態。
令呢班奴隸明白到，自己既處景係幾咁慘，在位既人係唔會理佢地既權益、佢地既生死。
然後，就係反抗。
裡應外合，一齊毀滅王國。

一行入王國，就同MK妹一號，女王陛下以及天照撞個正著。
「喂，大賢者，你個FD做乜搞到咁慘慘豬呀，該煨囉！哈哈哈！傷到咁，做過D咩黎呀，咁柒既？
」MK妹繼續撩街打。

「女王陛下！緊急事態！我地王國將會有危險。收到風，有魔物組織軍隊黎……」愛迪生好認真。

「魔物軍？IS YOU SERIOUS AR？你都on99。」MK妹當耳邊風。

天照行過去愛迪生到，然後彈左下佢額頭，講:
「信你一成，女神顯靈。」

問題就係你自己咪係女神囉！！！
算。
認真我便輸了。

天照唔信？
天照諗左一諗，然後好快當無事發生過，繼續行。
姐係點？
信定唔信？
是撚柒鳩但啦。

「唔緊要，本來無就指意女王同教皇會信，反正呢兩個人都係無能。要去搵大將軍同宰相先岩。」

女神，你比人話係無能喎。

係時候坐食花生。
反正大家都唔會咁快準備好然後開戰。
不如，我就趁依家去整下外神先啦。
閉個靚關。
然後去整外神！

好似好短咁，段數睇落好似好少字咁……
是鳩但啦。
WFC



反抗

發動管理員權限。
將自己既種族變成微型蜘蛛。
細細粒，正常黎講無人睇到我。

睇下魔狼既行動依家搞成點先。
計劃係，偷偷扮成一個普通既獸人，然後係入面鼓吹三等種族反抗。

三等種族只係得一個簡陋既宿舍。
無燈，咩設施都無。
無人權呀。

魔狼係其中一個房間到，召集左各種族既……大佬？老大？總之係最話得事果個大佬。
獸人、貓人、牛頭人、馬面、哥布林。

「你究竟係咩人？」獸人問。
「我係黎幫你地既，你地覺得呢個王國點？」魔狼問。
「唔洗講，一定唔好囉。」哥布林回答。
「既然係咁，就索性推翻佢啦。」魔狼。

牛頭人諗左一諗，嘆左口氣。

牛頭人:「無咁易架。」
魔狼:「未試過又點知呢？」
牛頭人:「我地幾代之前既人試過，失敗左。」
魔狼:「以前失敗，唔代表依家都會失敗。信我，今次絕對會成功。」
牛頭人:「成功？你話係就係？你知唔知失敗有咩代價呀！」
魔狼:「放心。無可能會失敗。」
牛頭人:「你梗係咁講啦！你失敗根本就無所謂！你知唔知，如果我地失敗左，所有既屋企人會點呀
？」
魔狼:「你覺得依家既生活好咩？點解唔肯去為左自己建立一個真真正正既國家？你真係寧願係到做
牛做馬？」
貓人:「老實講，咁依家起碼有得食有得住，都係打份工姐……我就無咩所謂……」
魔狼:「無所謂？你對得住你既仔女咩？你忍心佢地一出世就要做奴隸做狗咩？」

魔狼叫到無氣，但係似乎佢地唔受。
呢班人真係萌塞。

牛頭人:「你講咩笑呀！你知唔知自己講緊咩呀！如果我地一去反抗佢地，到時真係咩都無啦！大佬
！起碼依家仲可以安安穩穩啦！」

馬面:「我就係咁話。到時王國一衰，我地都會衰。」

魔狼:「你覺得呢個王國對你黎講，仲係你既家咩？」
馬面:「點解唔係？」



魔狼:「人類當你地係奴隸咋！」
馬面:「你咁講就唔岩。王國究竟有咩問題？」
魔狼:「你知唔知自己講緊咩呀？」

好煩。

貓人:「算啦。反抗都係無用架啦。放棄啦。」
魔狼:「未試過就打定輸數？」
貓人:「算啦。比我地安安穩穩咁過就算啦。」
魔狼:「安穩？你係到做狗咋！」

一直沉默既獸人拍左下台，然後大叫:
「你講咁多，有咩計劃先？」

魔狼笑一笑:「計劃梗係有啦，只要你地企出黎暴動，到時候王國就會派兵黎鎮暴。然後，我地既士
兵就會趁機而入，裡應外合，將王國消滅。」
獸人:「你既意思係叫我地做餌？你知唔知咁樣我地會死幾多手足？」
魔狼:「革命係需要血。」
貓人:「算啦……」
魔狼:「你地甘心咩？」

哥布林笑左:「無壞。只要你地比到利益……瓜分十座城池比我地，我地好樂意同你地效勞。」
獸人:「我明白啦。獸人會幫手。」
貓人:「我……我放棄。唔使預我。」
牛頭人:「你地搞革命係你地既事。所以，我唔會幫你地。你地淨係比條暗路，等我地可以逃出王國
就得。」
馬面沉默。

馬面:「對唔住。我覺得你地既行為實在破壞左王國既安寧，為左王國，對唔住啦。」
馬面企左係身，大叫:

「入黎啦。」

門打開左。
得一隻微型蜘蛛，我，走左入黎。
只見幾個士兵暈左係地。

馬面驚訝咁鳩叫。
佢估唔到伏兵居然全數陣亡。

「講……講笑咋……其實……無錯，係呀，只係玩笑……係呀，玩笑，我支持你地呀，呀呀！唔好打我
！唔好殺我呀呀呀！」

睇黎無我既事。
趁佢地搞暴動，我都係番去閉關整一整外神先~



是鳩但啦屌

第一隻外神整好。

奈亞拉托提普 LV1

HP:1
MP:1

力量:1  敏捷:1
防禦:1  魔力:1

莎布‧尼古拉絲 LV1

HP:1
MP:1

力量:1  敏捷:1
防禦:1  魔力:1

猶格‧索托斯 LV1

HP:1
MP:1

力量:1  敏捷:1
防禦:1  魔力:1

status唔係重點，淨係用黎呃字數架姐。
雖然睇落1，全部都係1，全部都係1，不過所謂既STAUS對我黎講根本無意義，係可以鳩改架姐。
因為係由我整出黎既怪物，所以其他神係無權限直接干涉呢班外神。
然後，HP同MP比我鎖死左，姐係話，無人可以傷到佢地一點HP。

花左成個禮拜時間、精神，先至整到幾隻細細粒既外神。
大約係手掌咁大隻。

奈亞之後唔記得點串係人形既外神，不過成身都係觸手咁樣。
莎布……是但啦係一堆觸手。
猶格唔知咩好似係一堆蟲卵之類既物體。

奇奇怪怪，是但啦，外型唔係重點。
重點係佢幫我辦事。
但係……好似無乜智能。
可能係因為佢地仲係BB。
要養大佢先得。
可能大過左先會有智慧。



閉關左成個禮拜日，出一出去先。
好似無咩變化。
睇黎魔王仲未開始攻擊，獸人仲未反抗。

「咦？好耐無見啦，呢幾日去左邊呀，我打鑼咁搵緊你。」
愛迪生同佢老婆跑左上黎搵我。

咩？

「你，究竟係咩人？」
愛迪生問。

「咦？咩咩人？」
扮聽唔明。

「唔使扮啦。有人黎左王宮，要求殿下交你個人頭出黎。如果你淨係一隻普通既蜘蛛女王，根本唔會
有人要你個人頭。」
佢老婆，燈泡講。

「喂！係你話既！我係咩神話級魔物……咪住，係邊個要我個人頭？」
我講。

「龍王。地龍王諾姆。」
愛迪生補充。

地龍王？
地龍王因咩事要殺我？
似曾相識既感覺。
二千年後，奧丁派過風龍王黎殺我！

奧丁？
發現左我既身份？
唔會掛！

「然後，殿下趕走左地龍王。地龍王依家好嬲，要求我地三日之內交你出黎，唔係既話移平王國。」

咦咦咦？
等等先，係好事黎？
移平王國咪仲好……姐係話神根本唔會在意王國既興亡？
姐係話，就算我搞亂王國都對神無影響？

依家唔係諗呢個問題既時候。
有人要追殺我，而且仲可能係神既旨意。
去搵天照？
見一見天照會唔會好D？
都係唔好，我唔覺得見天照會係一件好事。



所以……

當我思考完既時候，先發覺比幾百精兵圍住。
黃金盔甲，每隻LV40左右，大概係使魔黎？

果然賣左我，大賢者。
帶頭既人係……
一條地龍？
睇黎佢地就算拆左王宮都要攞我狗命。

算把啦，佢地係無可能殺到我。
但係，無論點都好，都唔好亂咁用管理員權限。
或者，奧丁佢地仲未查到我係神，只不過係對我既身份起疑姐。

之但係，唔用權限，點樣可以走得甩呢？
睇怕都幾難啦。
所以，就決定用你啦！
黑騎士！



GM外掛勾結(其實係合作)

好有效率。
短短十分鐘之內已經比重兵包圍住。
然後出現係我面前既，係一隻地龍。
無名，但係好明顯呢條地龍唔講得笑。
用番打機術語，已經係大型副本既BOSS。

對於GM(我)黎講，打低呢個大型副本BOSS真係其實唔難，只不過咁樣做就會比人發現我係GM姐。
所以，我派左黑騎士出黎。
急CALL黑騎士要佢出動。

黑騎士，謎一樣既人物。
除左佢話自己無條件忠於我之外，其他野我咩都唔知。
會唔會係外掛？
點都好啦，借用黑騎士去打低佢啦。

「黑騎士……你果然係同黑騎士同一TEAM？」燈泡問。

唔答佢。
答黎都嘥GAS。

黑騎士可否同地龍一戰？
應該得掛。
所以，我9UP下先：

「點解要追殺我？」

地龍：「你究竟係咩人？」
我：「蜘蛛女王。」
地龍：「就係咁？」
我：「就係咁。」
地龍：「唔理點都好，奧丁大人……神大人已經落左命令，要捉拿你番去。你實在好可疑。」
我：「奧丁？神大人？乜水？」
地龍：「到時你就知，你最好乖乖地同我合作。」
我：「你都恰戇。你番跟你走就跟你走？」

冷靜少少先。
奧丁派條地龍黎捉我。
如果佢知道左我係神既話，就唔會出地龍，而係親自出馬啦。
大概，依家佢只係覺得我可疑姐。
可疑……
雖然話突然間出現係王宮既蜘蛛女王真係夠哂可疑。
有少少大意左添。

地龍：。「然後，黑騎士你又點解釋？你同黑騎士係咩關係？」



我：「無關係。我唔識佢。」

黑騎士：「我只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姐。地龍，我一早就睇龍種唔順眼。」
地龍：「你最好唔好口出狂言。年輕人，係時候比你見識下龍種既可怕。」
黑騎士：「年輕？好笑。」
地龍：「你依家面前既係地龍，係地上面最偉大既種族。為你既傲慢付出代價！低賤之人！」
黑騎士：「所以我就話最唔鐘意就係蜘蛛同埋龍。太自大啦，你知唔知咩叫天外有天，神外有神？」

唔知喎！
我淨係知你地兩條目嘴淨係識鳩ＵＰ。
開拖就開拖啦！
９ＵＰ有咩用。

唔理點都好啦。
必殺技！
究竟奧義！

著草！
閃先！
有唔對路就走！
呢個係我既格言！
一字既之曰，撇！

外神仲留左係王宮入面呀屌！
唔理啦屌！
遲下先去回收啦。

地龍對黑騎士。
黑騎士有無問題？
唔理ＬＵ～
自己安全要緊。

不過今次走就甩都係無用。
係時候要諗下之後既對策。
唔係既話，奧丁又會一次又一次咁捉我番去。

麻煩。

八隻腳九秒九殺出左條血路。
總之，先逃走啦。
去搵一搵堅系令囡，睇下佢有無地方收留我先。

呀。
係另一條龍？
烈焰龍-尼德霍格

今次係條有名既龍！





龍王降臨

尼德霍格，呢條火龍既名，有D似曾相識。
真係好麻煩。
要我自己親自出手？
奧丁究竟有幾多個手下架？
睇怕，四大龍王都係佢既手下。
要我一個人單挑咁多條龍……其實唔難。
問題係，唔用管理員權限既我，真係打得贏咩？
都係果句。
其實唔難。
COME ON，MY POWER POWERFUL！

上呀！

火龍噴左個火球攻擊我。
然後……
有個人跳左出黎擋住左。

堅系令囡。

「喂！梨冇事吖嗎？」

情況唔同左。
差d唔記得左仲有佢地。
利用堅系令囡擋住班龍。
堅系令囡既實力可否一戰？

火龍:「你係……？」
堅系令囡:「比面禾，撤退啦。」

係喎，堅系令囡好似係比班人吹奏到係咩叫咩黑王，又係咩咩魔物之面最好大果個！

火龍:「你邊位？」
堅系令囡:「……」

呢到無人識得你呀！
慘。

堅系令囡:「禾系魔王。」
火龍:「魔王？」
堅系令囡:「梨走啦，禾吾想搞大佢。」

火龍一聲咆哮，然後噴火攻擊堅系令囡。
好。
你兩個繼續打，我走先。



跟住出現左幾百個火元素同土元素。
唔撚係掛！
家陣捉我一個人姐，搞到打哂仗咁。

堅系令囡既軍隊同火、土元素戰鬥緊。
已經係戰爭……
我做過d咩黎？
我好似咩都無做過。

真係……
睇黎要企定定迎擊佢地。

等陣先！
係地龍王！
地龍王親自出馬？
今次麻煩啦。
係地龍王。
如果唔用管理員權限，係無可能打得贏既對手。
四大龍王之一。
掌握住大地既龍王。

地龍王:「蜘蛛女王，請跟我地番去。」
我:「如果我拒絕呢？」
地龍王:「唔好怪我唔客氣。」

堅系令囡同火龍係到苦戰緊。
今次大撚獲。
真係要用？
用左就比人知我係神。
唔用就要去見奧丁。

不幸中之大幸係，唔係奧丁親自出馬。
不過，地龍王，已經相當之麻煩。

「你地係咪唔記左我。」

係黑騎士。
手刃左條地龍？
睇落仲完好無傷？

地龍王:「黑騎士？你究竟係咩人？」
黑騎士:「我係咩人唔重要，重要係，你唔想死既，就走啦。」

就算係黑騎士，都無可能戰勝地龍王掛……

地龍王:「真係多手下呢，蜘蛛女王。」





請將冰山避開

坐食花生。
左邊係黑騎士對地龍王。
右邊係堅系令囡對條火龍？
唔幫拖，對下局勢先。

堅系令囡壓制住條龍。
雖然睇起上黎，堅系令囡成個人咁，好似唔多勁。
但係，實際上status比起條龍仲高。
堅系令囡係一隻人形怪物，成身黑色外骨骼，然後手上面拎住枝好似脊骨既長槍。
火龍係咁開技能，咩烈焰吐息、火球術完全打唔中堅系令囡。
堅系令囡敏捷好高。
避開哂攻擊之餘，亦都用長槍攻擊。

「死亡刺擊」
堅系令囡一槍吉穿左條龍既皮膚。
爆哂血。
條龍退後。
然後，張開口。

「烈焰吐息」
理所當然地，堅系令囡避開左。

「火流星雨」
然後，天空出現左流星雨。
無數既火球同時炸落塊地到。

完全避開哂。
堅系令囡真係好強。
呢條叫尼德霍格既龍，最少都有火龍妹以上既實力。
但係，堅系令囡完全壓制住佢。
睇怕，堅系令囡可以同龍王一戰。

講開龍王，另一邊既戰鬥完全脫離左我想像。
本來我以為戰況會一面倒，地龍王會撳住黑騎士黎打。
但係，黑騎士比我想像中強好多。
甚至強到唔合理。
龍王，應該係呢個世界最強既存在。
呢個世界既神，天照、奧丁、宙斯，應該比哂權限佢地，比四大龍王幫手管理呢個世界。
既然係咁，龍王應該無理由輸。

我實在諗唔到有咩人可以夠龍王打。
就算去到堅系令囡呢種級數既魔物，最多只可以死得無咁慘。
始終，龍王有管理四大元素既權限，自己元素既技能可以任意操縱。
問題就係，黑騎士居然可以同地龍王打成平手。



唔係，黑騎士佔優。
勢均力敵，但係可以睇到黑騎士佔優。

黑騎士究竟係邊個？係咩人？
只知道佢同白雪一樣樣。
究竟佢係邊個？

白雪係二千年後，比我親手殺死。
無可能係白雪。
咁，你究竟係邊個？

我無權限查閱黑騎士既資料。
黑騎士盔甲既資料好明顯好其他既神鎖住左。
係邊個鎖？
天照？奧丁？宙斯？定係佢地三個之外既神？
呢個世界仲有其他既神？

地龍王鳩叫，然後撲左上去。
地龍王身形非常之巨大，起碼有架波音747咁大。
而黑騎士，就只係一個普通女仔既身形。

但係，呢個普通女仔一D都唔普通。

黑騎士用把劍擋住左地龍王。
成架波音747衝埋黎，但係黑騎士只係用劍輕鬆擋住。

「大地吐息」
地龍王開技。
開口，發炮。

黑騎士跳開，然後開技:
「寒冰障壁」

冰造既牆壁擋住左龍王既攻擊。

「冰山」
黑騎士舉手，然後天空上面出現左個巨型冰山，撞落去地龍王到。
呢招技能名夠哂HEA，我鐘意。

「大地斬擊」
地龍王舉起爪，好似破冰船咁將冰山避開。

黑騎士跳落地。

地龍王唔敢亂郁。
好明顯，黑騎士唔係等閒之輩。
冰山呢種技能，一睇就知係一招好高級既技能。



如果唔係龍王，係其他對手，根本無人可以無傷擋住佢。
地龍王大概都明白，自己既實力不及黑騎士。

「你究竟係咩人？」

「哼。」

黑騎士速度實在太快。
敏捷可能係9999。
唔係，可能全status都係9999。

「寒冰斬擊」

全場可能只係得我呢一個神睇得清發生咩事。
其他人睇起上黎，地龍王無啦啦吐血。
但係我睇到，黑騎士埋到身，然後一劍斬開佢喉嚨。

比地龍王仲勁。
而且勁幾個級數。
之前唔知聽邊個講過，海龍王係最勁，之後係火龍王，跟住就到地龍王。
呢個世界第三強既怪物居然比黑騎士秒殺左。
黑騎士幾乎係無傷。
唔單係無傷，而且係無雙！！！
WAKAKAKAKA！

唔好笑咩？
算，都係唔破壞氣氛。

講番正題，黑騎士實在太強。
唔？
不概係地龍王。
好似死唔去。
關鍵時候避開左？
條頸出現左個好深既血痕。
但應該無傷及要害。
死唔去。



MK妹你好嗎？

地龍王受左重傷，之後退後左幾步。
應該係想撤退。
地龍王應該都明白，自己唔夠黑騎士打。
雖然一直都覺得黑騎士好可疑，但係實際上黑騎士真係好可靠。
不過，問題就係，就算呢一刻可以擊退到地龍王，但係之後應該要點做呢？

下一次出火龍王、海龍王又應該要點做好呢？
甚至，奧丁親自出馬，我又應該點做呢？
奧丁依家只係開始懷疑我，可能只係覺得我奇奇怪怪咁姐。
但係擊退左地龍王之後，就好難講。
佢會唔會開始覺得我擁有管理員權限呢？
咪住先，明明我都無用過權限。
實際上係黑騎士郁手，我咩都無做過，無理由入我數。
無錯呀，奧丁係懷疑，都懷疑黑騎士先啦。
之前已經同人講過話我唔識黑騎士，所以應該無事既。
無事就有鬼！

算鳩數。
見步行步。
船到橋頭自然直，話撚柒鳩閪之佢啦。

火龍尼德霍格見形勢唔對路，亦都開始撇。

「地龍王都不過如此。」黑騎士最尾都要嘲諷佢。

地龍王想講野，但係一開口，個嘴就噴血。
睇黎傷到講唔到野。

黑騎士無追擊，放左佢地一馬。

暫時安全。

堅系令囡：「梨無事吖嘛？」
我：「無事。」

無錯。
既然唔可以再留係王宮，索性就跟住緊系令囡搵食。

堅系令囡：「梨無事就好。」

MK妹都咁識得關心人架咩？

兩條龍走左，隨之而來既係王國既軍隊。



帶住王國軍隊既係佢地既女王殿下，簡稱MK妹一號。
MK妹
係喎，堅系令囡都係MK妹。
一個係魔王，另一個係王國既女王。
明明以前係FD子，係咩洗讚小雞雞。
但係依家變成左敵人。
仲要係兩邊既BOSS。

MK妹：「哦～原來你係無間道。哈？咩年代呀？會唔會老套左少少呀，無間道。不過都算，你唔係
覺得由呢幾隻騎LE怪可以造低我地？真係想創你個心呀豬兜。」
睇黎，係佢眼中，我係魔王派黎既卧底。

堅系令囡：「梨就系王國既女王？」
MK妹：「關你撚治！阿叔，你邊位呀？」
堅系令囡：「好話啦，禾就系魔王。」
MK妹：「魔王？吓？就係你？吓？呢隻野可以造鳩我個王國？咪撚玩啦。」
堅系令囡：「咪話禾吾教精梨，做人謙虛D好。」
MK妹：「謙虛？緊係啦，你班蛋散真係成件散彈咁，無料扮唔到四條，緊係謙啦！」
堅系令囡：「講咁多野做咩？梨都系想依家開鳩我地拖姐！黎啦！樂意奉陪！」
MK妹：「黎呀！驚你有呀！」

依家？
直接打仗？
等陣先！
魔物既軍隊話就話強姐，但係頭先先同完火、土元素軍隊打完，傷亡殘重，未必可以抽贏佢地。
堅系令囡都幾衝動下。

「等個靚等先！等陣先呀女王殿下。」
大賢者之妻，簡稱肥婆蓮，呀，唔係，前世先係肥婆，今世唔係。

肥婆蓮係MK妹耳邊輕聲講野，大概係話咩依家開拖唔好，只係得幾隊人馬，大軍都到，可能會輸，
又驚我地有埋伏咁。

MK妹：「好，我就放過你地一馬，留番你條狗命先！」
堅系令囡：「梨驚牙？」
MK妹：「係呀係呀？SO？」
堅系令囡：「」
MK妹：「吹咩？見你地夠柒，就放過你地先，開心下啦，SMILE，死裡逃生係好事黎！哈哈！」

都係好事黎。
起碼唔洗直接演變成戰爭。
魔界依家好明顯仲未成熟。
軍隊只係得班戰鬥力高既怪物頂住，無指揮可言。
咁樣落去可能會比佢地用戰術擊敗。
況且，仲未知道龍種會唔會參戰。
如果龍王參戰，魔界一定輸。



「燈泡。」
黑騎士突然開口叫肥婆蓮個名。

「咩？」肥婆蓮有少少疑惑。

「無事。」

轉生者。
同時出現三個。
總結下轉生者情況先。

上古時代：
魔王＝堅系令囡＝MK妹二號
女王＝MK妹一號
燈泡＝大賢者之妻＝肥婆蓮

現代：
白兔＝Miss Chan Chan
愛麗斯＝Alice＝19女神
排骨＝ON9=阿俊
偽魔王＝John

特殊情況：
我＝咪我囉屌
宙斯＝肥豪

未知：
？？？＝班長
？？？＝好毒果個



世界大戰

會議。
睇黎堅系令囡打算向王國發動總攻勢。
堅系令囡大概係模仿左人類既封建制度，將一D魔物、領土，分比D勁既魔物。
分左幾個軍團，每個軍團由一隻勁既魔物做統帥。
問題就係，大部份魔物係無智能，真係有可能識聽指揮？

第一軍團個統帥係骸骨龍。
簡稱雜牌軍。
乜柒魔物都有。
有勁有廢。
不過，實在太雜。
唔期待會發揮到咩影響力。

第二軍團係巫妖。
似乎係速度型既軍隊。
大部份魔物都係高敏捷、高魔力。
睇黎係用黎玩奇襲？遊擊？

第三軍團暫定係魔狼。
一隻魔物都無。
依家魔狼去左王國入面做卧底。
似乎軍團成員就係投降既哥布林、獸人等等。

第四軍團係未見過既人……唔係喎……
蝴蝶女王。
似乎係主力部隊。
高力量、高防禦、高魔力既生物。

第五軍團……
比我去做，本來我想拒絕。
都係雜牌軍。
都係果句，食花生。
反正雜牌軍都應該無乜影響力。

最後，由堅系令囡親自率領既軍隊。
係魔物入面既最高戰力。
應該都係主力部隊。

我呢，就唔會出動。
就算比個軍隊我，我都係要佢地死守自己既領主算。
打仗既野，其實我唔係幾識。
少玩戰略GAME。

黑騎士，我安排左佢去保護堅系令囡。



始終，我驚有龍王親自去襲擊堅系令囡。
堅系令囡一死，成盤計劃就散哂。

依家，我地既對手唔單止係王國。
仲有龍。
係龍既軍隊面前，我地既魔物軍隊根本不堪一擊。

好麻煩。

我地既領土以森林為界。
魔王城(暫定)設係森林入面既一座山上面。
得我一隊人馬死守係到。
始終都驚龍王空襲。

大戰即將開始。

首先，巫妖派軍襲擊一條村落。
巫妖既行動比想像中快。
好快咁攻陷左幾個城市。
王國仲未反應得切。

與此同時，王國無派軍隊衝入森林。
大概唔敢深入虎穴。
睇黎王國打法比較保守。
想一味死守，打消耗戰？

魔物基本上係無糧食既問題。
對於佢地黎講食人就得。
補給？
呢個世界只要補充mp就得。
mp可以自然回復，亦都可以透過食野黎回復。

所以，基本上，呢場戰爭魔界有壓倒性既優勢。

我都唔可以一味死守係到。
要番番去王宮入面搵番外神先。
總之，令到自己隱形。
潛入王宮去搵外神。
反正，魔王城有咩事，都可以直接用空間魔法番番黎。

既然魔王系統出現左。
仲要係由我整出黎。
咁樣，勇者系統呢？

世界大戰，正式開始。



@燈泡

事情搞到七國咁亂。

點講好呢
事緣是
一言難盡。
總之，大概就係，我死左之後，轉生黎到異世界咁。

我個名叫燈泡，現職係大賢者既助手。
唔知點解，我擁有前世既記憶。
前世既我，仲係個學生就死左。
今世既我都叫有D成就，二十幾歲就成為左大賢者既得力助手。
嗯，同時我亦都係大賢者既妻子。

王國本來都係好地地，一日都係我衰鬼老公既錯。

有一日，佢左隻蜘蛛女王番黎，唔知想知。
好似話係咩研究魔物生態。
心諗做乜＿。
係咪衰呢，引狼入室。

之後幾日，有條地龍黎左要我地交人。
地龍突然間來訪真係嚇左一跳，我地唔想得罪地龍，所以就交人囉。
點知，原來蜘蛛女王係卧底黎，係一個自稱係魔王既人派黎既卧底。

最後搞搞下，變成世界大戰。
而我就比人任命駐守一個城市。

唉。
打仗。
好煩。

總之，死守就得。
我地關住左城池，死守座城。

我地既兵力只係得五千。
五千真係守到咩？
對面仲要係魔物大軍。

我呢座城離王宮仲有五個關卡。
姐係話，我地呢五座城都比佢地攻陷哂，佢地就可以直接攻入王城。

密林迅猛龍 LV57



HP:6941
MP:2465

力量:762  敏捷:864
防禦:942  魔力:69

上百隻密林迅猛龍衝緊過黎。
係城堡上面既我嘆左一口氣，下令派士兵迎戰。

巨人族士兵。
平均LV50。
戰士為多。
巨人族通常都係高力量、防禦。
用黎迎戰就最岩。
同迅猛龍打一對一會唔夠打，但係都要頂硬上。

而且，係兩隊人馬交鋒之前，已經落左命令要城牆上面既士兵亂箭射擊。

弓手專有技能：箭矢亂舞。
效果係射一枝箭上半空，然後分裂成三十枝箭攻擊。
一個人就係三十枝箭。
一百個人就係三千枝。
真係箭雨。

比箭雨攻擊既迅猛龍亂左趁腳，巨人軍隊趁機攻擊。
有利。
唔夠呀！
咁樣先彌補到STATUS差距，而且第二波攻擊又黎緊。

劍齒犬 LV54

HP:4901
MP:5103

力量:619  敏捷:699
防禦:394  魔力:510

森林蜥蝪 LV64

HP:8312
MP:6485

力量:992  敏捷:789
防禦:1012  魔力:528

即時變左混戰。
真係搞唔惦。



唯有用大型魔法啦。



＠大型魔法

大型魔法。
所謂既大型魔法，就係指大量既人使用同一個術式，大量既人發動同一個技能。
通常係一D非常之勁既技能，可以做到空間轉移、大範圍攻擊等等。
當然要進行大量既時前準備，所以大型魔法通常都好難好黎打副本……
打副本，好懷念呢個名。
不過，呢個世界唔係打機既世界。

大賢者徒弟三人組。
電影、留聲機、直流電。
再加埋幾個法師同時使用技能。

我當然唔會幫手啦。
點解？
因為有好多既原因。

「魔法流星雨」
天空上面出現左好多個魔法陣，然後魔法陣出現左光束，好似流星雨一樣橫掃全場。

呼。
效果幾好。
打到人地潰不成軍。
贏左。
輕鬆。

【人類的惡夢】 巨型蜘蛛 LV64

HP:13544
MP:10384

力量:1468  敏捷:1345
防禦:642  魔力:1365

咩話？
麻煩。
今次出現左三隻巨型蜘蛛。
每一隻蜘蛛都有頂級冒險者既實力，一對一，起碼要有大將軍既實力先有勝算。
同時出現三隻。

再用大型魔法啦！
唔得！冷卻緊！用左一次大型魔法之後，要等一段時間先可以再使用一次大型魔法。

帶住三隻巨型蜘蛛既係，一個男人？



【不死者之王】 巫妖-空鬼 死靈法師 LV99

HP:10542
MP:30775

力量:1945  敏捷:1576
防禦:1294  魔力:2823

好強！
係人黎？死靈法師？
未聽過既種族。

再係咁落去……呢座城一定會失守。
但係，我地實在無辦法打低佢地。
唉。
算數啦。

逃走。
走啦！棄城逃走啦望！
仲有五座城先到王宮！豪一座比佢地啦！
是但啦，人命要緊呀！

「師母！你去邊呀！」
大徒弟電影問。

我望住佢，佢又望住我。

「我呀，要去做一個特殊任務，完成左，就可以守得住呢座城。」

「既然係咁，務必帶我去一齊做！」

呀呀呀！良心既責備呀！
可惡呀！

「唔得，呢個任務要自己一個做先得！係祕密任務！」

我望住佢，冷靜咁一個一個字吐出黎。
無錯呀！
我係去CALL救兵呀！
所以，就拜託你地，守住呢到呀！

「守城既將軍係邊！出黎同我單挑！」
城門下面果個死靈法師係到大叫。

單乜鬼挑呀戇＿仔。
明明自己贏緊仲同人地既將軍單挑，你有無腦架！



「原來係咁！師母係要落去暗殺對方既首領？不概係師母！」
電影擦哂鞋咁。

就係咁，我比佢地推左落去送死。



@輕易而舉

one on one。
作為呢座城既指揮官被迫出去同前面呢個巫妖單挑。
對方應該就係敵人既指揮。

巫妖，未聽過既種族。
作為人，STATUS高到嚇死人。
死靈法師，未聽過既職業。
似乎唔係咁簡單就可以打贏既對手。

大賢者之妻既實力唔係假架！
取其首級，易如反掌。

「殺雞焉用牛刀！空鬼大人！交比我就得。」
對面一隻肥豬？咦？拎住把刀，衝左上黎。

魔物。
一隻叫豬王既魔物，好肥，拎住把武士刀。
STATUS低我少少。

「豬王，都好。豬王係我軍中近戰既好手，就交比你啦。」巫妖講。

咩料？
明明係你叫我落黎單挑，依家你就派個手下出黎_化我？
算。

「唔錯，叫豬王？哼。吾有上將電影，可斬豬王。」
我另轉頭，呼喚大徒弟電影。

沒有回應。

我就知道會這樣。
徒弟根本靠唔住。

「你就係守城者？吃我一刀！」
豬王拎住武士刀斬落黎。

佢右手揮劍，我一個左手捉住佢，拉佢令佢重心向前，再一腳勾跌佢。

「有番兩度……」豬王繼續大叫。

一個拳頭打落佢下巴到，一拳就暈左。

「……」巫妖望住我。



我撲左上去。
戰鬥既話，STATUS既差距唔係決定一切。

「唔錯！有值得同我一戰既能力！暗影長槍！」

背負投！
佢一舉手用魔法，我即刻捉住佢，掟佢落地。

「作為一個法師，識得CQC，近身格鬥術係一件好正常既事。」

「魔法迴避」
佢開技，瞬移左去幾步之外，重整態勢。

「比我想像中勁呀……咁呢招呢？亡靈守護‧戰士」

佢身後出現左巨大既怨靈？
只係得上半身既怨靈，包住佢，左手拎盾，右手拎劍。
成身都係黑氣。
似乎好強。
好強。
好強烈既殺氣。

「霹靂無敵較剪腳！！！」

一下跳起，雙腳鉗住佢個頭，再係咁旋轉，掟佢落地。

輕鬆。

打低呢隻王，真係唔難。

雖則後面座城已經比人攻陷左。
贏左場交，輸左座城，值得咩？

徒弟仔，好似逃走哂。

GOD JOB呀！
好呀！
賣低我就走。

軍隊死得七七八八。
死既死，走既走。
睇黎，成個戰場上面，我軍唯一既戰鬥力得番我一個。

比全世界圍住。
哼。

幾百人同時圍住我，有幾個醫療兵抱走左巫妖。



以一敵百。
哈？
咁樣就想殺死我？

邊有咁易呀！

必殺技。

我舉手……
舉高雙手。
投降。



@勇者

就係咁，我比佢地俘虜左。
放左去個監獄入面。

呢到係……魔王城？
睇黎呢到係魔界既核心。

有無腦架……你咁樣咪姐係將魔王城位置既情報講比我知。
萬一我逃獄成功點算呀！
呢班人真係好笑。
算啦，我唔應該為敵人操心。
不如諗下點樣逃獄好過啦。

呀？有隻蜘蛛？
微型蜘蛛。
好弱既生物……
好細粒，成日都見到既生物。

佢行左入黎監獄入面，爬上左牆角織網。
好污糟。

……

好悶呀！
一隻獄卒都無！
想點呀！
係咪真係有心困住我架！

睇我一掌打爆你道牆。

呀。
用唔到技能。
睇黎個監獄唔比人用技能。
唔緊要，我一拳就打得爆你D鐵柵欄啦。
吃我一拳！

嗯。

鐵比我想像中硬。
斷左。

骨折呀呀呀呀呀！
條骨斷左呀呀！斷左幾多條呀！
好痛呀師父！



好。
睇黎無咁易走到出去。
以不變應萬變。
唔郁！
等運到！

大爆炸~☆

咩事呀！
發生大爆炸呀！
碌SEVEN大爆炸咩？

睇真D。
唔係大爆炸，係打雷。
成道雷打爆左座魔王城。

是但啦，反正都打到我變爆炸頭。

發發生咩事？
成個魔王城都無避雷針？
呀，唔係。
呢個世界邊到有避雷針，唔好將前世既記憶混為一談。

有個人？
巨人族？
佢個名叫……宙斯？

「魔王……既然係咁，就出勇者啦。」
佢咁講。

咩咩意思？

「就交比你啦，討伐魔王既重任。」

咦？

[獲得稱號【勇者】]

「發生咩事？」我問。
「我都想知。所以就交比你啦。」宙斯講。

莫名奇妙！！！
想點呀！！！

「你既任務就係殺死魔王。」

吓？



「比個忠告你，你依家好走啦。再等多陣就有龍王黎空襲呢到。」



@班長

就係咁，我成為左勇者。
事情實在太突然，我到依家都仲未清醒過黎。
宙斯係邊個黎？
唔知，好混亂。
唯一知道既，就係魔王城成座爆左。
倒塌，然後四圍都係瓦礫。

魔王城入面D既魔物唔得閒理我。
岩啦，趁機逃走啦。

天空上面出現左一個黑影。
係 烈焰龍帝-尼德霍格。
聽聞係火龍王之子，亦都係下任火龍王既人選。
咁樣既大人物親自黎攻擊魔王城。
實在有D奇怪。
究竟魔王係咩人？要火龍王子親自黎攻擊？

瓦礫上面既魔物同時迎擊火龍。
但係對於火龍黎講，呢D魔物同微型蜘蛛一樣，都係一開技就唔知死幾多十隻既垃圾生物。

微型蜘蛛……
好討厭呀！
有隻蜘蛛跟住左我，爬左上去我身上面。
想跟住我一齊逃走？
彈走佢！

咪住。
我依家逃走真係岩咩？
定係應該去幫手刺殺魔王？
魔王……
感覺上，魔王唔係到。
成座魔王城既守衛軍隊簡直係烏合之眾。
好散，好廢。

佢地既主力放棄左呢個據點？

唔可以用人既常識黎諗魔物既行動。
無錯，對於魔物黎講，根本唔需要國土。
可以去到邊，住到邊。
所以，區區一座魔王城，佢地根本就可以隨意拋棄。

話說，我要跑幾耐先番到去？
好現實既問題，呢座魔王城都離戰線幾遠下。
起碼對於人黎講，唔係可以跑過去既距離。



魔物真係好，跑過去真係唔難。

徒弟仔又唔係到，唔可以用大型魔法傳送番去。
好麻煩呀。

！！！

敵人！
前面！

直覺話比我知有敵人！

「究極光束」

前面突然之間有條巨型光束射左過黎。
避開絕招！

【女王】 蝴蝶女王-線蛺蝶 LV80

HP:86482
MP:165521

力量:3152  敏捷:5249
防禦:2041  魔力:5675

又係神話級魔物！
係咪痴線架！
個個都係BOSS，我仲可以打邊個呀？

「勇者？咩稱號黎？」佢問。

冷靜少少。
status高姐，那又如何？
睇我一拳打爆佢！

「算啦，我問你，就係你毀滅左魔王城？」佢問。

唔得。
行錯一步就會死。
佢應該一開技就可以秒殺我。
目測佢後面仲有一大班兵黎緊。

「究極光束」
好近！
比佢打中實死硬！
避唔到！



黑色盔甲。
前面有副黑色猛甲係到擋住左。

黑騎士。
黑騎士？
之前黎救蜘蛛女王既果個人？

黑騎士:「魔王有令，唔可以殺佢。」
蝴蝶女王:「魔王？係蜘蛛女王咋？」
黑騎士:「點都好，唔可以殺佢。」
蝴蝶女王:「你地既事，關我咩事？我只會效忠於黑王。行開，蜘蛛既走狗。」

「行開既，係你。」

黑騎士一拳一打中左蝴蝶女王個肚。
好強既威力。
打……打暈左？

條頸好痕……隻死人微型蜘蛛仲未走？

「你究竟係咩人？」我問。
「……無。我只係覺得好有緣姐……好耐無見啦。」

黑騎士除左頭盔。

黑色短髮既一個女仔。
好後生既女仔。

班長。



@轉生者

班長？
同班長一模一樣樣。
前世既記憶即刻湧現哂出黎。

無錯，呢個係班長個樣。
記憶入面既果個好靜既女仔。
好正經，好似咩都唔諗既女仔。

但係……點解？

我:「點解……你會係到……？你真係班長？」

班長笑左一笑，然後講:

「既然你可以係到，點解我唔可以係到。」

前世既人……今世都眾集哂係到？
去到呢個世界？

我:「Alice呢？你知唔知Alice係邊？」

班長搖一搖頭。

班長係黑騎士，實在好難相信呢個事實。
我以為自己既成就已經好高，但係估唔到呢個班長居然去到打贏地龍王既級數。
大概，我既成就，係佢面簡直不值一提。
不概係果個班長。

班長:「你好快D走啦。留係到無意思，蝴蝶女王既軍隊黎緊，到時你就麻煩。」
我:「點解你要救我？」
班長:「大家都係轉生者，救你有咩問題？」
我:「但係……」

但係明明以前都無乜點同過班長講野。

班長:「起碼……相識一場，點會忍心睇住你死……正常黎講……」

咩意思？

班長拍一拍我膊頭，戴番頭盔。
一步就跳左過去魔王城。

黑騎士……班長……
佢個樣大概係用幻像魔法整出黎。



應該係為左見我先至變成班長、前世個樣。
即使係幻像，我都好清楚咁明白到佢就係班長呢個事實。

姐係話，呢個世界，除左我之外，仲有其他既……轉生者。
轉生者，頭先班長係咁樣自稱。

既然係咁，會唔會係我地班十個同學都係轉生者？
我要去搵番Alice。

呀，唔係，首要目標係打低魔王。
我係勇者。
勇者同魔王，好似以前個世界果D GAME咁。
勇者要打低魔王，呢個係我既任務。

所以，跑番去啦。
盡快趕番去戰線上面。

跑左一段路，回頭一望。
蝴蝶女王應該係同隻火龍打緊。
班長呢？班長唔會死左掛？
應該唔會……但係始終有D擔心……

點解我要為敵人擔心？
無錯，我係王國既將軍，點解要擔心佢？

我係將軍定係一個學生？

我既身份究竟係咩？

我係呢個世界既人，定係轉生者？

後面有人！
係邊個！

「太慢啦！」

佢一手捉住我個人。

係教皇大人！

「發動空間魔法！」

咦？
呢到係？

轉眼間，我已經番左黎王宮。



女王大人好嬲咁望住我。
係傳送用既大型魔法？
一個人就用到？不概係教皇。
呢個教皇既魔法比起我果個衰鬼仲勁。

「有無搞錯呀你！投降？你未死過呀？」
女王大人發火。

點樣平息佢既怒氣又係另一個故事LU



@流星雨

國家無任務比我。
咁又係既，一個敗軍之將，居然仲有面走番黎，唔殺頭都算偷笑啦。
再派我去前線指揮，想攞佢命三千咩。

宰相，果隻老鬼精靈守住王城。
大將軍同埋大賢者兵分兩路去前線駐守。
至於突襲魔王城就交比龍種去做。
姐係話，依家既我好等閒。

好痕……
微型蜘蛛？
隻死人蜘蛛跟到我番王宮？
咪走呀，我一野拍死你。
走甩左，比佢走甩左。
算，我大人有大量，唔同佢計較。
放佢一馬！

作為勇者，龜係到真係好咩？
反正都唔知魔王係邊，偷下懶都好。

「燈泡大人！城內有人暴動！」有個士兵同我報告。

麻鬼煩，想偷下懶都唔得。
係時候出手啦。

我趕到出去，見到兩派人係到對峙緊。
我地呢邊係由宰相率領既巨人族、不死族軍隊。

另一邊係……獸人？
一隻獸人，叫芬里爾既獸人，帶住獸人族、哥布林族既奴隸係到……想點？

「你地想點？」宰相問。

芬里爾咩都無講，然後佢後面班奴隸衝哂上去，拎住斧頭、劍，衝去班士兵到。

「殺。」宰相落左命令，但係大部份士兵都無郁，只有少部份士兵反擊。

「作反？你地？」宰相係到大叫。

本來參與暴亂既只係少數奴隸，但係愈黎愈多士兵作反，變到勢均力敵。
兩派人係到互相衝突。

「荒謬！速投降，可免你地一死！」宰相繼續怒吼。
但係，佢既怒吼反而激勵左革命軍既士氣。



奴隸愈戰愈勇，反而官兵愈戰愈頹。

「你玩完呀！精靈！」
芬里爾拎住把斧頭，撲左上去宰相到。

「魔法衝擊」
我開技能，撞開芬里爾。

「你係……大賢者個妻子？」宰相問。
「依家唔係講呢D野既時候！」我講。

反了反了，作反了。
外憂內患，王國都無得救架啦。

單係堆暴徒已經難搞，對面既首領，獸人芬里爾更加麻煩。
我同宰相都已經係LV99，但係二個對佢一個獸人戰士居然一D優勢都無。
佢既力量係壓倒性。

我衝左埋去，想一拳一爆佢個頭，但係佢身手好敏捷，快到好似即瞬間轉移咁。
佢敏捷會唔會太高？明明STATUS睇落，只係普通人既水準。

「你徒弟係唔係呢到？」宰相問。
「吓？好似係城入面……」我講。
「用大型魔法。」
「大型魔法？」
「魔法流星雨。殺哂佢地。」
「唔得！無可能精確咁進行瞄準，用既話，會敵我不分咁攻擊，成座城都會變成火海！」
「呢個係命令。」
「我拒絕！」
「哼。」

宰相唔理我，佢直接向後走。
佢想跳過我，自己直接去搵徒弟三人組？
今次大獲。
如果係咁……一定要阻止佢！

「你想去邊！」芬里爾用斧頭斬向我。

走唔到……為時已晚。

天空上面出現左魔法陣，流星雨落左黎，將成座城變成頹垣敗瓦。

咳咳……我STATUS高，死唔去。
四圍都係火海。
死左幾多人呢？
數唔到，四面都係屍體。
有士兵既屍體，有暴徒既屍體，有平民既屍體。



無數既建築物倒塌。
只有少量既人可以勉強企起身。

「王國就係咁樣，你仲願意跟隨呢個王國咩？」芬里爾問。
「……」

「呢個世界就係咁架啦，呢D一切都係神既旨意。」宰相番左黎講。

王國既增援已經到左。
成班士兵圍住芬里爾既殘黨。

「呢D係……極限？魔王大人。」芬里爾仰天長嘆。

咦？
呢種感覺？
突然之間好唔舒服。
好想嘔……好奇怪既感覺。

異樣感。



@曏鼃??閯

異樣感。

好唔自在既感覺。
究竟發生咩事？
其他人……感覺唔到？

士兵增援黎左，將殘黨一一殺個清光。
芬里爾無耐咁長嘆，準備撤退。

宰相:「你，係魔物黎？」
芬里爾:「無錯。咁又點？」
宰相:「你地既目的究竟係咩？」
芬里爾:「好簡單姐，就係毀滅呢個王國。」
宰相:「王國究竟有咩阻礙到你地？點解你地要咁做？」
芬里爾:「我只係睇唔過眼你地姐，睇唔過眼你地將獸人，將魔物當係奴隸姐。」
宰相:「荒謬，呢D一切都係神既旨意。」

芬里爾:「所以，我先咁憎神。」
宰相:「憎恨神？係神既面前，我地只係一隻蟲。荒謬至極。我地呢個世界就係比神束縛住，一切都
只係神既安排，係神既玩物！」
芬里爾:「既然係咁，點解你仲要助紂為虐。」
宰相:「你講得出呢句，係因為你未見過神姐。你見過神，見識過神既力量你就會屈服。」
芬里爾:「……」
宰相:「神係絕對既。我地無辦法違抗神……應該話，呢個世界係點都唔關我地事，反正就算我地知道
神既存在，都改變唔到D咩。既然係咁，點解唔係神既力量之下發光發亮呢？」
芬里爾:「你癲左。」
宰相:「無錯！我係癲架！咁又點！係我眼中你先係癲！我呀，唔討厭神，只係祟拜佢既力量姐！」

???????
完全唔明佢地講緊乜。
咩神……？
神？
神真係存在？
教皇感覺上都無乜咩祈禱……無咩教會活動……
與其話係教皇，不如話係大賢者。
所以，感覺唔到神存在既實感……一直以黎淨係覺得神只係一個王國既管治工具。

芬里爾:「咁你繼續做神既走狗啦。」

芬里爾逃走左。
成個城市都血流成血。
騷亂平息左。
死左幾多人？
死左幾多奴隸？死左幾多士兵？死左幾多平民？



我唔怪徒弟三人組，不過宰相真係癲。
視人命如糞土。
但係，我阻止唔到佢。

明明騷動已經完左，點解我仲咁不安？
異樣感……
好辛苦……
想嘔。

係因為成地既血？
唔單止係咁，有種更加詭異既感覺……

地面裂開。
成地都爆哂觸手出黎。
無錯，係觸手。
巨型既觸手，以及係爛肉。

發生咩事？
成個城市都比觸手同爛肉佔領住。
爛肉之間仲有無數既眼睛同嘴巴，嘴巴將地上既所有野，屍體、血、活人、建築物都吞落肚。

【孕育千萬子孫的森之黑山羊】 莎布·尼古拉絲 LV

HP:啢?/滆
MP:縥伵曟?瀃

力量敏捷011010
防011101禦魔力力力力1力

發生咩事？
亂碼？
STATUS亂碼？
點解會咁？

唯一知道既係，地底下面存在住怪物，呢D當爛肉都只係怪物既一部份。
數值係亂碼。

發生緊咩事？

世界末日？

士兵向爛肉進行攻擊。
無意義既行為，就算斬斷一條觸手，都可以再生第二條觸手出黎。
而且，唔會扣到佢一點HP－－因為佢根本就無HP。
亂碼怪物。

「發生咩事！」



教皇過左黎。
佢身後仲有兩個人……一個係黑色盔甲既男人，另一個我之前見過，係宙斯。



@勇者與魔王

世界末日一樣既情景。
成個天空係紅色。
大概係火花照亮左天空。
但係，更加可怕既野係地上面。
滿地都係爛肉。
怪物？
惡魔？
究竟係咩野黎？
不明既亂碼觸手充斥係大地上面。

教皇行左上前，望住D觸手。

教皇:「未見過既野。干涉唔到。」

教皇好少有咁表露出嚴肅既神情。

「教皇大人……究竟係……咩回事？」宰相好驚咁望住教皇。

「奧丁，你點睇？」教皇無視宰相。

教皇帶黎既果個黑色盔甲男人，應該就係奧丁，佢猶豫左一下，然後講:
「唔屬於呢個世界既……物體。」

宙斯:「黑騎士，然後出現既就係呢團爛肉？」
教皇:「黑騎士同呢團爛肉有關係？」
宙斯:「唔止係咁。仲有【魔王】，【魔王】既出現未免有D突然，似乎唔係呢個世界自然生成……係
人為既。有人設定【魔王】呢出現。」
教皇:「你既意思係，我地之間有內鬼？你係懷疑緊我定係奧丁呀。」
宙斯:「唔係咁既意思……」
教皇:「除左我地三個之外，乜仲有人有管理員權限咩？」

「有。」

突然之間，空氣之中出現左一把聲音。

毛管棟。
打哂冷震。

唔知點解，我覺得聲音係由係呢團爛肉發出黎既。
無錯，係果團爛肉。

「如果話你地係神，咁樣我就係魔神。我係黎自第二度既，或者稱我為外神就得。」

奧丁無理佢，拎住把槍衝左上去。



一槍斬斷左舊爛肉。
然而，基本上係無用。
爛肉係會再生。

「永恆之槍」

奧丁跳左起身，一跳就係幾百米高，然後一槍投擲落黎。
好似核彈咁爆開。
想炸埋我地？
我無受傷。
我地所有人都無受傷？
發生咩事，明明咁強大既威力，但係傷唔到我地一點HP。

爛肉比佢轟成碎片。
一擊就打就佢變哂肉醬。

但係，爛肉開始再生。

「無用，佢睇黎真係有權限。只要有權限，係呢個世界就無可能殺得死佢。」教皇講。

「……明白啦。殺死左魔王先。」宙斯講。

「咩意思？」教皇問。

「我覺得魔王肯定同呢隻外神有關。所以就殺左魔王啦。」宙斯講。

「吓？吓？吓？你無病呀？依個時候仲理乜鬼魔王。搞惦左呢隻外神先啦。」教皇鬧番佢轉頭。

「唔係我去，勇者。交比果位勇者啦。」

勇者？
我？

「吓？你覺得呢個人真係打低贏魔王？STATUS差太遠啦。」教皇嘆左啖氣。

「放心啦。我設定好左勇者對魔王有戰鬥加成。所以，佢唔會輸比魔王。」

我有種不詳既預感。

宙斯:「而且，魔王已經變左系統既一部份，如果依個時候DELETE，我驚會出現BUG。所以，不如完
善左魔王系統佢。勇者注定要打低魔王，魔王必須要死係勇者之手，作為第一任既魔王同勇者，唔可
以有例外，所以……」

「空間魔法。」



@魔王與蜘蛛女王

瞬間轉移左？
呢到係……？

城市？

殺死魔王。
我個腦好似有道指令係到。

我依家係戰場中心。

兵敗如山倒。
大將軍拎住劍，守係座死城到。
輸左啦。
死淨幾十個士兵係到守住，打遊擊戰。
而對面係無數既魔物。

連大將軍都輸左。
王國係咪真係無得救？
唯一方法係打低魔王？

雖然唔明白既事實在太多，因為只要打低魔王就得？

大將軍比幾十隻森林蜥蝪圍住。
好似唔係幾夠打。

「魔法衝擊」
我開技彈開哂堆魔物。

「無事嘛？」我問。
「你係……點解你會係到？」大將軍問。

無時間解釋呢D。
呢場戰鬥明明已經輸左，但係傳送黎呢到做咩？

「快D走……逃走啦！對手係……」

【魔王】 龍騎士-凱撒 LV99

HP:129531
MP:167954

力量:7642  敏捷:5642
防禦:9742  魔力:2642



魔王！
呢個人就係魔王？
黑色、兩米高既男人。
成身都係黑色既龍骨盔甲，包住身體每一片肌膚。

呢個人……就係魔王？
好強。
一睇就知好強。
神話級魔物，仲要係神話級魔物既顛峰。
最起碼，去到龍王既級數。

我真係要打低呢個人？
真係要？
無可能！
做唔到。
根本做唔到。
STATUS差太多。
所以……

大將軍跳左上去，頂住佢。

「寒光之劍」
大將軍把劍發光，然後一劍斬落去魔王到。
好強大既威力。
斬擊帶黎到衝擊波，將魔王身後既瓦礫吹走。

但係，魔王只係用手，一隻手接住左佢把劍。

STATUS既差距。

「黑暗飛彈」
遠距離有人開技能攻擊，支援魔王。
大將軍即刻退後。

係咩人！

蜘蛛女王？

「交比我啦，行開啦，堅系令囡。」蜘蛛女王講。

魔王:「咦？！！？！」

蜘蛛女王:「……幻覺黎，我咩都無講過。」

即是點？
咩堅系令囡？



蜘蛛女王既出現，令到氣氛緩和左。
但係。
唔知點解，我更加不安。



@蜘蛛

堅系……令囡？
個名……我邊到聽過。
同學。
轉生者。
魔王。

「你係……堅系令囡？」我問魔王。
魔王呆左一呆，然後問我:

「梨，都系轉生者？」

除左班長之外，仲有第二個轉生者。

魔王放低左手上面把長槍，淨係一路望住我。
佢有D不知所惜，淨係叫後面班士兵停手。

「梨……知道禾……姐係話梨都系？」魔王問蜘蛛女王。

蜘蛛女王咩都無講，微微一笑。
蜘蛛女王有少少蛇蠍美人FEEL，佢究竟諗緊咩？
我淨係知道佢好冷酷，好冷靜，好奸。
比起果邊果個，蜘蛛女王更加似係魔王。

「失言添。所以呢？魔王，你依家諗住點做？」蜘蛛女王講。

「收手啦。見系一場轉生者既份上。」魔王回答。

「你黎到呢一步先諗住收手？」

「其實禾對一切都無所謂，但系如果要禾手刃以前既同學，禾實在落唔到手。」

我插嘴:「我都係咁話。既然係咁，不如……休戰啦。」

雖然好兒戲，但係都係事實。
發現到對家係以前既同學，無論如何都落唔到手。
差D唔記得左，上一世既我地只不過係普通既學生。

蜘蛛絲？

蜘蛛絲纏住左魔王條頸。
蜘蛛女王用力一扯，魔王只可以好辛苦咁係到掙扎。

「魔王大人！」後面既士兵係到叫。
但係，下一瞬間，後面所有既士兵都死哂。



莫名其妙地，所有人既HP都歸哂0。

我身後既大將軍比人束縛住，持續時間係……十年？發生咩事？

「魔王大人，我再問多你一次，依家你應該要點做？」
蜘蛛女王問。

發生咩事？
好恐怖。
呢隻蜘蛛……好恐怖。

比起魔王，佢更加恐怖。

「等……等陣先！發生咩事！點解你要……無錯，大家都係同學，點解你要咁做？你……究竟想點？」

本來雙眼望著魔王既蜘蛛女王，突然之間，眼球好快轉動，雙瞳望著住我。
佢放開左魔王。

「勇者，你既任務究竟係咩？」佢問。
「……收手啦。」
「殺左魔王啦，黎啦！我知道架，宙斯佢SET好左【勇者】稱號對【魔王】稱號有特攻狀態架，你可
以殺得死佢架。」

佢係我面前，憑空變左把劍出黎。

「殺左佢。」佢講。

我係咁搖頭。
呢個人……好恐怖。
已經係詭異既程度。
佢唔係同學黎咩？
同黑騎士佢一樣？同魔王一樣？
究竟，發生緊咩事？

佢一步一步行過黎。

上勾拳。
一個勾拳打落佢塊臉到。

咦？
我隻右手呢？

我望一望右邊，我隻右手唔見左。
呀，係蜘蛛女王後面。
成隻飛左去後面。

「呀呀呀呀呀呀呀！！！！」



好痛呀。
呀。
嗚……

我個肚……裂開左？
血係咁湧出黎。

我倒左係地上面。
成身都係血。
好痛。
開始無乜感覺。

矇矓中淨係見到魔王攻擊蜘蛛女王。
但係兩秒內就比蜘蛛女王打低左。



犯錯了

嗚呀呀呀呀！！！
因為無瞓過好覺所以犯鳩錯撚左好多個大錯呀呀呀！！！
挨夜整外神，唔小心放左隻外神出黎。
之後去搵堅系令囡，唔小心係堅系令囡同肥婆蓮面前爆響左堅系令囡既真身。
之後唔覺意打到佢兩個重傷……

唉。
依家應該點樣做先好？
堅系令囡無哂戰意，比我打到昏迷左。
就算醒番，佢應該都唔會繼續幫我手侵略王國。
肥婆蓮都係一樣。
嚴格黎講，呢兩個人都比我打到HP變左0，只不過我用左權限令到佢地未死住姐。
總之，依家DOM佢地落去外神三號既異空間到先。

我整左三隻外神。
外神一號，唔記得叫咩名，暫時未用到住，大概會係我既祕密(一人)部隊。
外神二號，放左出黎同果三隻神打，似乎比果三隻神封印住左係王宮地底。
外神三號，負責幫我手管理我整出黎既異空間。

異空間其實無咩特別，只不過神唔可以係入面行使佢既權限姐。

好。
依家應該點做？

用權限將自己個樣變成堅系令囡個樣，再指揮軍隊。

然後，就發動總攻擊。
唔理啦，速戰速決。
咦？
我做緊乜？
我既目標應該唔係打爆王國。

外神都已經整好哂……

其實，依家做咩都無乜用。
歷史係注定既。
無論我做D咩都改變唔到過去。
姐係話，係呢個時代，我無可能殺得到天照佢地。

其實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可以番番去未來對天照發動真正既總攻擊。

不過，咁樣唔好玩。
起碼，都要撚番佢地先。



命令外神一號依照我既技術去整其他外神出黎。

然後，要魔王軍發動攻擊，轉移天照佢地既視線。

「你係……蜘蛛女王？」
突然間，身後有一個人講野。

係蝴蝶女王。
魔王既親衛隊應該比我全部殺哂。
係趕到黎既緩軍？
睇黎比佢見到我既所作所為。

殺埋佢啦。

「等等先！你……係神？」佢問。
YES。
「唔好殺我住，我願意為你效勞。」

岩啦。
就開權限，將蝴蝶女王變成堅系令囡個樣，同時比佢有堅系令囡既力量。
要佢指揮魔王軍。

然後，我就扮成堅系令囡個樣。
直襲王宮。

空間魔法。
直接轉移去王宮果到。

外神二號係到同三大神打緊。

「魔王大人，點解你係到……」

係芬里爾，係果隻魔狼。

「撤退先。」我同佢講。
「呢隻堆爛肉究竟係？」佢問。
「你走啦。」
「魔王大人，請你一定要剷除呢隻怪物。」
「你走啦，我唔想搞大佢。」

明明外神二號救左你，你居然要我剷除佢。

唉。
佢係因為見到外神二號殺左咁多人先至要我剷除佢？
渣GA
婦人之仁。



我無時間理外神二號同三大神。
我既目標係－－

MK妹一號。



@MK妹

呢到係……？
我全身受左重傷，成身都係血。
我記得，我比蜘蛛女王殺左。
呢個黑色既空間係死後既世界，係地獄？

呀。原來我未死。
HP好神奇咁留左係1到。
仲有一滴血。
死唔去。
係真係咁好彩，定還是係蜘蛛女王專登留番我條狗命，我就唔知啦。

呀，發覺我呢世人都係唔知緊乜。
成日唔知點解就比人傳送走左，然後就唔知點解比人打殘。

呢一個黑色既空間，好似宇宙咁，係無重力。

【萬物歸一者】 猶格‧索托斯

HP:
MP:

力量:  敏捷:
防禦:  魔力:

呀呀呀！！
做乜個空間既中間有舊巨型蟲卵係到架！！！
係咪又係爛肉D FD呀！！！

唉。
是但啦

除左我同巨型蟲卵之外，仲有個人係到浮下浮下。

魔王。



堅系令囡。

佢同我一樣，都受左重傷，但係死唔去。
HP都係1。
昏迷左？

佢……
上一世既時候，佢好出眾。
畢竟係MK妹吖嘛，班上面果兩個MK妹其中之一。
另一個就寸寸貢，佢就無咁寸。
不過都係好黑人憎。

對我黎講都已經係幾十年前既事……我記憶都唔係好深刻。

淨係記得，呢兩個MK妹都好黑人憎。
呀，我記得啦，佢地曾經恰過一個好毒既同學。
講真，果件事真係……所有同學都睇唔過眼。
講就咁講姐，我無去幫呢位好毒既同學。
就連最正義既班長，成人鬧呢兩個MK妹既班長，都無去幫呢位同學手。
甚至，班長好似係覺得佢係抵死，班長好似好憎呢位同學。
班長無去幫手，其他人更加無去幫手啦。
最尾睇到唔順眼，Alice先出面去叫停呢兩個MK妹。

我記得最尾堅系令囡都有同果位同學道歉，好似話本來只係想玩下，點知玩過左火。
但係另一個MK妹就死唔認衰，繼續去恰佢。
Alice唔係到既話，MK妹就係咁係到恰佢。

大概就係咁。
其實我同堅系令囡都唔係好熟。
我對佢既印象，就只有呢件事。

老實講，你問我憎唔憎佢，我就唔係咁憎佢。
好似本來無乜點同過佢講野。
應該話係，兩個MK妹好似同班上面其他人都唔係咁熟。
其他人唔會想識MK妹，MK妹亦都唔想理佢地。
久而久之，我地好少同呢兩個MK妹講野。
佢地甚至連班聚都無黎。

不過，呢D都係上一世既事。



上世同今世既野，唔可以痴埋一齊講。

雖然佢係魔王。
但係我唔係咁憎佢。

如果要我殺佢既話……我應該做唔到……

呀。
好光。
突然之間，眼前出現左閃光。

又比人傳送？



@蜘蛛網

呢到係？
王宮？

我淨係見到魔王同埋女王陛下。
果個魔王好明顯係假既，係蜘蛛女王黎。
我好想大叫，叫女王陛下逃走，但係原來我失左聲。
我咩都講唔到。
[禁言]狀態。

女王陛下仲好寸咁，死唔忍輸，拎住把劍指住蜘蛛女王。
女王陛下根本無升過LV。
佢既戰鬥力甚至比唔到上一個普通士兵。

女王陛下注意唔到我。
我想叫佢，但係叫唔到，講不出聲，講不出聲。

突然間，天花版跌左落黎，女王陛下避開左。
瓦礫將宮殿分左兩邊，一邊係女王果邊，另一邊得我同蜘蛛女王，以及魔王。
真正既魔王。
蜘蛛女王放我同魔王出黎究竟想點？

由於瓦礫阻礙到視線，女王睇唔到呢邊發生緊咩事。
蜘蛛女王由魔王個樣變成左一隻微型蜘蛛，留低我同真正既魔王本人係到。
真正既魔王半跪左係到，似乎仲未醒番。

蜘蛛女王究竟係想……佢既目的係？

女王撥開瓦礫，拎住把劍，喘哂氣咁走過黎。

蜘蛛女王想借女王既手黎殺死魔王？
佢既用意係？
點解佢要咁做？

等等先。
女王……



女王莫非都係……
一直覺得女王有少少寸……
MK妹。
女王陛下係另一個MK妹？

佢想佢兩個互相殘殺。
蜘蛛女王究竟有幾咁憎佢地。

女王衝左落黎，拎住把劍，刺落去魔王到。

奇蹟地，魔王呢個時候醒左。
本能地，魔王避開左女王既一劍，同時亦因為本能而反擊。

只係單單一擊，只係輕輕擦到，已經打到女王半死。

魔王呢個時候先清醒過黎，望住女王，再望住我、蜘蛛女王，有D疑惑。
唔知係蜘蛛女王係有意，定係咁岩得咁橋，我既禁言狀態解開左。

我只係聲嘶力竭咁叫佢停手，不斷大叫，同佢講女王係MK妹，唔好殺佢，唔好中蜘蛛女王既姦計。
魔王都呆左，企左係到，望住不斷出血既女王。

女王身受重傷，雖然都就死，但係都有少少驚訝。
魔王抱住女王。
但係已經太遲啦，女王已經斷左氣。

魔王只係係到發狂，亂叫。
殺死昔日既朋友既滋味究竟係點？
蜘蛛女王變番原本個樣，淨係見到佢係到奸笑。

「魔王大人……」

係巫妖？
巫妖幾時跟左過黎架？

「魔王大人……究竟發生左咩事？」巫妖係到問魔王。



「殺死蜘蛛女王。」魔王好認真咁講。

巫妖係不死之身。
好似話係因為神罰，因為神明一時興起，令到巫妖係唔會死。
但係下一秒，巫妖突然之間死左。

成件事係好突然，無啦啦佢就死左。

蜘蛛女王係神？

蜘蛛女王既目的究竟係乜野？
如果佢係神……佢既目的究竟係？

望住巫妖慘死，魔王都無咩大反應。
可能係因為佢一早知道蜘蛛女王係神。
對於蜘蛛女王黎講，殺死在場所有人，都只係件易如反掌既事。
佢係到玩弄緊我地。
玩弄緊我地。

逃走。
我好驚。
呢兩世人以黎，第一次覺得咁驚。
於是我就逃走。
走出王宮，想離開蜘蛛女王既魔掌。

走出王宮之後，我見到既人係……
黑騎士。



＠最強

「黑騎士……」我好驚訝咁講。

「發生左咩事？」黑騎士問。

我想一五一十將所有事話哂比佢知，但係突然間醒起一樣野。
黑騎士會唔會係蜘蛛女王D FD黎？
黑騎士會唔會幫緊蜘蛛女王？

黑騎士除低左盔甲，將自己變成以前個樣，班長個樣。
然後，好親切咁問我，究竟發生左咩事？

我係到諗緊咩呢？
班長又點會係蜘蛛女王既走狗呢。
如果係果個班長，應該係個正義L黎。
見到以前既同學比人殺死，仲要玩弄至死，我好肯定班長唔會袖手旁觀。

我全盤托出所有既事。
蜘蛛女王殺左魔王。
原來魔王同女王都係轉生者，係以前既MK妹。
蜘蛛女王假借魔王既手，殺左女王。
要佢地自相殘殺。
係到玩佢地。
然後，自己係到笑，係到恥笑佢地，幸災樂禍。

黑騎士低頭諗左一諗。
一拳打落去道牆上面。

「你走先啦。小心蜘蛛女王，佢下一個目標可能係你。」佢咁講。

「咁你呢？」我問。

「我無事既。」

黑騎士戴番個頭盔，然後走入去宮殿入面。



即使係咁，我都係有D擔心。
班長，會唔會係蜘蛛女王既下一個目標。

唔理啦，死就死啦。
衝番入去。

我匿係一舊巨型瓦礫後面。

魔王……係到咆哮。
佢身後有個人，係教皇。
蜘蛛女王已經走左。

「果個人系邊？梨要包庇佢？黑騎士？」魔王問。

魔王滿血。
明明頭先得番1點HP，點解依家會滿血？

教皇消失左？

「冷靜D。」黑騎士講。

「禾再問多你一次，佢系邊？」魔王問。

「無錯，我係要包庇佢，所以呢？」黑騎士講。

咩話？
黑騎士……佢幫緊蜘蛛女王？
點會咁架？
明明班長佢……應該唔係個咁樣既人。
姐係話，佢頭先同我講既係大話？

「憑梨可以擋得住禾？」魔王問。



「未試過，又點知唔得呢？」黑騎士回答。

「放肆，就算係四大龍王，都未必擋得住禾。」

「做人最好唔好咁有自信。」

魔王衝左埋去，拎住把長槍，刺去黑騎士到。
好快！
不愧係魔王！
佢講得無錯，魔王係神話級魔物入面幾乎係最勁果個。
就算係四大龍王，都未必可能擋得住佢。
佢應該係呢個世界上面最強既人之一。

更正。
魔王雖然係好強，但係絕對唔係呢個世界上最強既人。

【水的元素使】 海龍王-溫蒂妮 LV99

HP:999999
MP:999999

力量:9999  敏捷:9999
防禦:9999  魔力:9999

所有STATUS都係最頂？
封頂既能力值。
海龍王。
絕對係呢個世界最強既人。
而且，呢個人就係－－

班長。
黑騎士。



@海龍王

魔王死左。
果個魔王，STATUS超高既魔王死左。
黑騎士……唔係，係海龍王，海龍王輕而易舉咁打低左佢。

我睇到呆左。
根本就係秒殺。

海龍王變番做人型，變番做班長個樣，然後除左套盔甲，件衫變成以前套校服，然後望住我。

冷靜少少先。
重點唔係佢既實力，而係呢個黑騎士係蜘蛛女王既人。
班長已經變左。
呢個班長係黑騎士，已經唔係以前果個好人。

明明頭先仲扮到……扮到自己好緊張其他同學咁。
但係轉過頭就補刀，殺左自己既同學。

「蓮……」佢開口叫我個名。

「唔好、唔好行埋黎！」我即刻大叫。

佢係黑騎士，唔係班長。
佢係蜘蛛女王既鷹犬。
係佢既走狗。

「我有苦衷……」
「我唔想知。」
「對唔住……」
「你殺左佢呀！你明明知道佢係你同學黎架！」

黑騎士吸左啖氣，然後講:

「果一日，大家都死左。」



我:「夠啦！」

「係個班房到，大家突然之間死左，唔知發生咩事。然後，我就黎左呢個世界。早你地少少啦，大概
係呢個世界誕生初期，我就出左世。」

「唔想知。」

「無錯，我就係海龍王。我轉生之後，變成左條龍，仲要係龍王。」

「點解你要殺左佢呀！」

「有好多既理由，呢一刻唔可以話比你知住。」佢深深吸左啖氣。

「你唔好行埋黎呀！」

「我只可以同你講，我唔係你既敵人。我同你一樣，都係好憎蜘蛛女王。」

「唔使係到講大話啦！」

「你聽唔聽都好啦，我只係想提埋你，要小心蜘蛛女王。」

「唔使你講都知。」

「後面！」

班長撲左過黎，推開左我。

班長問:「蝴蝶女王？」

我身後有個蝴蝶女王，對我發動攻擊。



「你係咩人？」蝴蝶女王問？

黑騎士因為變番做以前班長個樣，所以蝴蝶女王唔認得佢？

「魔王已經死左，係蜘蛛女王所為。」班長繼續講。

蝴蝶女王:「你係咩人？」
班長:「我係咩人並唔重要，重點係蜘蛛女王殺左魔王。」
蝴蝶女王:「點解我要信你？」

蝴蝶女王攻擊我？
點解？

班長抱住我，用劍擋開蝴蝶女王既攻擊。

「你，點解要殺佢？你係蜘蛛女王……背叛左魔王？」班長問。

「唔知你講咩，究極光束。」

蝴蝶女王開技，成枝巨型激光炮射落黎，但係比班長擋住。

班長唔理佢，抱住我，跑出王宮出面。
係宰相？
宰相派左援兵黎增援？

「宰相大人！」我講。

宰相身後有成數百精兵。
數百精兵應該都擋得住蝴蝶女王？

「眾將士聽命，燈泡刺殺女王，罪不可恕，殺無赦！」

吓？
又係要殺我？



點解要殺我？

「要走啦。睇怕，呢地四圍都係蜘蛛女王既人。」班長同我講。



@新魔王

成個王都變成廢墟。
應該話，成個王國變成左廢墟。
女王死左，再加奇怪既異形爛肉怪物出現，令到王國幾乎滅亡。
雖然教皇唔知用左咩方法，封印左爛肉怪係幾百米外既地底下面。
大將軍戰死、大賢者受左重傷。
可幸既係，教皇同宰相兩個人重整好王國既形勢，先至令到王國不至於滅亡。

但係，我知道，宰相係蜘蛛女王既人。
所以，王國基本上落入左蜘蛛女王既手入面。

同魔界既戰鬥入面，哥布林同獸人，以及巨人、不死族倒戈。
以上四個種族都加入左魔界。
王國既人一氣之下，殺哂牛頭人、馬面等等既低等種族。

總之，王國殘存係到，苟延殘喘。

而另一方面，魔界既情況都唔係好好多。
魔王死左，外面流傳係同女王同歸於盡。
當然啦，實際上係比蜘蛛女王所殺。
失去左女王，再無人可以領導魔物。
蜘蛛女王、蝴蝶女王、黑騎士失左蹤。
巫妖被殺。
得番魔狼、骸骨龍係到。

知道魔王死左之後，骸骨龍都走左，唔再留係到幫手。
姐係話，魔界基本上得番魔狼同埋巨人呀、獸人、哥布林、不死族呢D人係到。

世界大亂。
都係蜘蛛女王既錯。
宰相、蝴蝶女王都係佢既人。

然後，作為新任魔王既我，應該要點樣去做？
無錯，我成為左新任魔王。
係班長安排我去做。
反對？魔界根本就無人，何來會有人反對我做魔王呢？
姐係話，我只係得個名既魔王。
同時係魔王，又係勇者，真係好矛盾。



不過，依個咁混亂既時勢，老實講，我咩都做唔到。
Alice，我應該要點做？
如果係你，你應該知道要點做啦。
始終我唔同你，你聰明過我咁多。

而至於班長，班長真係相信得過咩？
佢一路幫緊蜘蛛女王做野，而另一方面又同我講佢好憎蜘蛛。
呀~唔知呀唔知呀~

老老實實，我覺得咩人都唔可以信。
因為個個人，都可能係蜘蛛女王既走狗。
點解宰相會去幫蜘蛛女王？
明明宰相一路只係扮緊份工，覺得好頹，成日覺得好無耐。
但係點解轉眼間就變成幫蜘蛛女王呢？
唔知，好煩。

會唔會，蜘蛛女王就係Alice？
唔會掛。

係我煩惱緊既時候，宙斯出現左。
自稱係神既佢帶住另一個人走左過黎。

龍人？
未聽過既種族。

個龍人個名叫尼德霍格。
好熟……係火龍王之子，之前有份追殺過蜘蛛女王既人？

「既然你係魔王，就幫幫手統治好魔界，然後，佢係黎幫你既。」宙斯講。
講完，佢就走左。

我嘆左口氣。
個局勢亂到咁，點解唔係你做魔王呢？
點解要搵我？

佢:「我係尼德霍格，正如宙斯所講，係黎幫你。」



我:「咁你上頭有無落Order，話我要做D咩呀？」

佢:「無。」

我:「吓？」

佢:「就只係想你管理好魔界，唔好令到世界大亂。」

我:「我覺得依家已經好亂。」

佢:「二分天下。王國果邊唔使理都得，然後呢邊就要靠你。」

我:「我唔想幫手喎。我淨係想殺左蜘蛛女王。」

佢:「私人恩怨唔該行開第二邊。」

我:「你有無諗過蜘蛛女王就係搞到個世界咁亂既原凶。」

佢:「無喎。」

我:「……」

佢笑左一笑，然後講:
「話埋比你知，個世界咁亂，唔係因為蜘蛛女王，而係因為王都果隻不知名既爛肉觸手怪物。似乎係
異界黎既怪物。」

我:「哦。」



又回到最初的起點

形勢大好。
MK妹1號同堅系令囡死左。
可惜既係殺唔到肥婆蓮。

不過，最令人驚訝既係，班長就係黑騎士。
而黑騎士就係海龍王。
天照大概點諗都諗唔到，海龍王係我既人啦！
哈哈，連裁判都係我既人，我問你地點打！

不過，外神二號比天照佢地封印左。
與其話係封印，不如話係比佢地塞左入地底。
外神二號比佢地塞左入地底，出唔到黎。
似乎，唔可以用空間魔法，佢地應該有D技能可以封印到特殊技能？

算啦，外神二號只係封挑戰書。
只係一切既序。
好快，我就會愛動第二波攻勢。

外神一號似乎有D進展。
我命令左外神一號去製造其他外神。
整多D外神，咁樣對付天照佢地會多D勝算。

不過，本來呢個世界，好似都有好多人唔鐘意本來既神。
先唔講魔狼佢地。
蝴蝶女王、宰相好似因為見識到外神二號既力量，感到驚嘆。
相奉住我既外神。
都好，咁我就多兩隻棋用。

諗深一層，肥婆蓮同時係勇者，又同時係魔王。
而且，佢應該知道好多真相。
佢應該發現左我係轉生者。
甚至可能發現左我就係神，係一切外神既製造者。
所以要追殺佢？

算啦。
我叫左黑騎士去攞佢狗命。
咁樣，轉生者就得番好毒果個同埋班長。



好似數漏左個……好似姐……應該係咁多啦。

班長……老實講唔係幾想殺佢。

再留係呢個時空都無用架啦。
似乎，歷史係唔會發生改變。
姐係話，遲下外神一號都會比地龍王封印。
變成地下城第十層。
呢D事我都改變唔到。

外神等等所有既事，我都已經準備好哂。
下一步，就係要……

真正黎料。
搶奪呢個世界。
正式同天照佢地宣戰。

再留係呢個時間點都無意思。
發動時間魔法。
番番去原本既時間點。

不過，諗下都覺得黑騎士幾慘。
又要等多我兩千年先可以執行下一步既行動。
算啦，咪當係比佢放下假囉。

時間魔法。
去到我出世既半年前。

二千年後既世界，世界分成聯盟同埋魔界。
變成左兩個好有系統既國家。
然後中間就係地下城。
外神一號就係埋係地下城最底層。
而外神二號就封印左係……依家既精靈國到，聯盟既最西方。

月黑風高殺人夜。
好耐無番過黎。
除左森林呀、郊區地方少左之外，都無乜點變過。



呢個時間點，宙斯未死。
我未出世。
要小心行事。

所以……我應該……
應該要拉下布，DOM下波鐘先。
因為大約仲有十五行左右就可以完呢一章。
好，仲差少少姐。
大佬呀，無計啦。
呢一章淨係用黎過渡下先姐。
如果即刻引入正題咪會太CHUR？

而且，字數有限。
所以……
所以，呢一章就完左佢啦。

好。

我正式宣布。
我正式同天照開戰。



一切都盡在掌握之內，好似係

大約已經掌握到現代既形勢。
外神二號封印左係精靈國到。
外神一號封印左係地下城最底。
其他外神我就唔記得咁多啦。

當年既宰相就係今日既精靈王。
我依家直屬手下有精靈王、黑騎士、蝴蝶女王。
然後，透過精靈王去呃左魔狼、黑龍尼德霍格幫手。
魔狼到左今時今日變左做獸人領主。
而當年曾經討伐我既果條火龍，今日變左條黑龍，亦都係龍人領主，仲要係無自覺下幫緊我行動。
雖然講緊係咁講，但係兩個領主由始至終都唔知我既存在。

火龍王係中立地區個火山上面休養緊。
地龍王就封印左係地下城第9層。
姐係話，呢個時候天照得風龍王可以用。

好。
一切都已經準備好。
跟住下一步要點做？

去一去魔王城先。
魔界呢個時間點係無魔王。
魔王依家仲只係隻蛋，仲未出世。
當然啦，果個魔王就係我。

獸人領主同龍人領主困住左隻蛋係個監獄入面。
都好既，廢事我四圍亂咁走……
不過算啦，都係困唔住架啦。

巨人領主好似去左地下城。
哥布林領主去左遠征。
姐係話成座城得番獸人領主、惡魔領主同埋龍人領主……同埋D細粒野。
好似少左個人？
應該無，係我諗多左。

聯盟果邊似都無乜大作為。
幾個王國都係鳩下鳩下咁。



天下太平。

愈靜愈好。
咁樣先可以殺佢地個措手不及。

計劃第一步，目標係宙斯。

眾所鳩G，宙斯會係半年後左右……大概啦，比我殺左。
係呢一個世界，係無可能殺得死神。
擁有神權限既人，應該點都係唔會死。
所以，我要係呢一個世界殺死佢。

只要令用空間魔法，轉移佢去香港就得。
呢個係此時此刻既我既任務。
mission possible。

問題係，點樣可以引到宙斯出黎？
天照呢Don9女就日日四圍行黎行去好撚得閒架啦，但係宙斯奧丁呢D，平時好日都未見過佢地。
要捉佢地出黎，其實幾難。

哼。
其實唔難。

只要利用外神就得。

【先兆】格赫羅斯
外神唔知第幾多號，總之就成粒殞石，有隻眼係到咁。
今次就決定用你啦。

外神到，外神到，好走快兩步。
叫外神光明正大咁浮係天空。
呀，超級月亮咁款。
唔知會有幾多傻仔出黎追月呢？
唔知juicy會唔會做埋傻仔呢？



好猖狂，但係好似無人理。
無乜動靜。

計劃失敗左？
錯啦。

已經引左佢地上釣啦。
雖然無人係到，但係我開權限就感應到，有幾個人埋伏係到。
係宙斯既人？

所以，要小心D。
目標唔係宙斯D手下，而係宙斯本人。

只要佢一出現，我即刻傳送佢去香港。
咁就大功告成。

黎啦，出黎啦。
出黎啦，宙斯。



平安夜……關你撚事

計劃毫無疑問，成功左。
上回提到:
1.我番番去現代
2.準備送宙斯去香港

真係比想像中簡單好多。
用權改求其改一改寫個世界，宙斯就出黎搵發生咩事。
一見到佢，就即刻傳送左佢去香港。

比想像中……簡單？
真係，話都無咁易就收拾左佢。

好，輕輕鬆鬆就鄧紫蜂。
根住就係天照同奧丁。
麻煩友兩個。
呢兩個人應該無咁豬兜。

打低佢地應該係有難度。
所以，一切順其自然啦。

依家開始計番，兩個月之後奧丁會比外神打傷，半年後風龍王黎殺我(以前既我)。
大把時間。
呢半年發生既事我咩都知道哂，半年之後會發生咩事我真係唔知。
雖則話可以用時間魔法直接飛去半年之後。
但係為節外生枝，廢事將件事簡單複雜化。

依家要做既係……
係……
唔知。

咁就HEA陣先。

夜閒人靜。
依家依個時間點……換做香港應該係平安夜。
平安夜……關我撚事。

是撚柒鳩但啦。

只係估唔到有份咁大既聖誕禮物姐。

風龍王。

風
龍、襲來



「你究竟係咩人？」風龍王問我。

比佢發現左？

「你係外神？」佢問。

「我係……」

佢用人形態，望住我。
個LOOK係精靈族既弓手。
雖然話係龍王，但係對我呢個偉大既神黎講，根本唔係一回事。

笑左。
等等先。
唔可以殺佢架。
如果跟番條時間線，風龍王係唔會死。
要殺佢就留番佢係半年之後。

再者。
宙斯已經突然間失左蹤，呢個時候風龍王死左既話，一定會打草驚蛇。
不過，點都好啦，我已經出現左。
天照佢地一定有所戒備。

「暴風射擊」
又係D超懶求其將兩個詞語塞埋一齊就算既技能。
因為係風屬性，所以頭果個兩字就係暴風。
因為係射出去，所以尾果兩個字就係射擊。
懶到咁，不如咪鬼好作啦，都唔知邊條死懶鬼作既。

不過，呢個唔重點。
就算招技能幾HEA都好，都係風龍王用出黎既技能。
佢既射擊破壞力極大，將我身後既一個山頭都削走左。
好誇張既破壞力。
所以之前黑騎士係嚴重放緊水？

然而，就算破壞力再強，都係對我無效。
我鎖左血，條HP值唔會扣，就係咁簡單。
所以，係呢個世界入面，係無可能殺得死神。

「你究竟係咩人？」風龍王再問。

「寒冰斬擊」
另一招超HEA既技能。
不過唔係我用，亦唔係風龍王用。

係黑騎士。



黑騎士前來救場。
「你走啦，同你既主人講，外神將會復活……唔……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我瘋狂大笑。



老豆打仔唔洗你教

塊地發生異變。
根據資料顯示，呢片土地好似係叫咩德魯伊山脈。
似曾相識……根本就黎過呢到。
想當年，我打完地下城之後，就比人叫左去搵精靈王。
果陣時就經過左呢片山脈。
其中一隻外神就係呢到。
好似叫……阿布唔知乜春。
最尾好似打到奧丁重傷。

係奧丁黎到呢到之前，我已經落哂CAM。
任何人黎到呢到我都會知。

呀，見到啦！
仲係蛛女既我。
KAWAII NA~~~
蛛女(我)，帶住果個叫風騷既精靈女、白雪一齊行山。
怪物出現了。
蛛女選擇反擊。
唔夠打。
比班怪物屌打。
輸左。
各散東西。
SAD。

慘。
無計。
我惟有暗有幫拖。
救起白雪同風騷先，落個結界唔好比其他怪物攻擊佢地。
然後，蛛女既我，應該無問題。
應該話打低呢D雜卒，其實唔難。

落去地底先。

地底有個大湖。
其實唔係湖黎，成個湖都係一隻生物。
好似液體咁樣，但係又有觸手既生物。
好核突。

【不淨之源】 阿布霍斯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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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011010001

掋?椥腵???暎:101110  敏捷:10010



防禦:11010110000100  魔曟鑧闁櫾:11101011

「HI。」我嘗試同佢打招呼。

「你係咩人？」佢問。

「I am your father！！！！」

佢好似lag左一lag機，然後無聲出。
果然係因為比自己老豆(老母?)既霸氣震撼左？

外神身上面既觸手，同時攻擊過黎。
哇哇呀，你呀，魂初弒老母？

「冷靜D先，我唔係你既敵人。」我講。

佢明顯唔理我。

救鳩命。
我唔記得我生過呢D咁唔聽教既仔。
不肖子！！！
CALL怒YEAH！

魔法流星雨。
開技能，攻擊佢。
打仔！吹咩！

揍完佢一獲先識收手。

我:「你聽住，一陣間奧丁會黎呢到。雖然佢唔可以用權限直接delete你，但係佢始終係神，或者有
權力封印你。而你，係唔會夠佢打，所以呢個時候你就要靠你老母即係我！一陣間我會派人黎呢到…
…之後佢帶埋其他人黎，你唔使驚，總之你要拖延時間，靠嚇就得……明唔明？」

佢:「too long no read。」

死衰仔，學埋哂老豆D衰野。
算鳩數啦。
佢明就得啦。
唔好理，話撚之佢啦屌。

不過，黑騎士究竟搞緊乜。
到依家都仲未黎到。

黎啦，奧丁，乖乖地束手就擒啦。
嘻嘻。



靈魂轉移

WARNING WARNING。
奧丁出現左！
佢帶埋火龍女，一齊出現。
佢帶埋蛛女(以前既我)，落黎呢到。

無時間啦。
要係呢到解決奧丁。

隱形化自己。
就算係奧丁，就算係其他既神都無可能識破到我係呢一度。
一切依計劃進行。

話口未完，奧丁、火龍妹、蛛女同時從天而降，整爛左天花板，跳落黎呢個大空洞到。

奧丁:「舊日支配者？」
外神:「當然，唔係啦。」
奧丁:「你係咩人？」
外神:「我就係你地既惡夢。」

加油呀，你得架阿布唔知咩。

奧丁等都唔等，一刻都無遲疑，即刻展開攻擊。
佢將手上面既長槍，掟去外神到！
爆炸。
好驚人既一擊。
如果真係硬接既話，應該直接會扣十萬血，就算係龍王都會直接受到重傷。
可惜既係，呢一場戰鬥唔適用呢個世界既固有系統。
由於外神係出自我手既產生，因此可以無視HP上面既損害。
當然，奧丁係神，亦都會無視系統帶黎既任何傷害、效果。

簡單而言，係呢個世界，無論係奧丁，定係外神，都無可能剷除到對方。
係呢個世界。

黑騎士條粉腸搞緊乜？

外神用觸手還擊。
其實都只係做下樣，應該話雙方既戰鬥都只係做樣既戰鬥，無論點，都無可能傷害到對方。
不過，所謂既做下樣既戰鬥，激烈程度大概已經凌駕左呢個世界史上既任何一場戰鬥。
呢D就係神話既戰鬥。

突然間覺得自己好型，可以好冷靜咁描述呢場戰鬥。
發覺我有講波既天份？
雖則蛛女既我，即係以前既我望住呢場戰鬥，可能已經嚇到瀨屎。



「蜘蛛結界。」

WTF？

蛛女唔知發咩神經，出手幫奧丁。
智障呀！！！
你衝出黎做乜柒呀！
關你咩事呀！！！
點解要出黎作死呀！！！

火龍妹:「你傻左？佢唔係你可以應付到既對手！」
外神:「哦？有趣。」

「哼哼。」蛛女係到冷笑。
仲扮乜呀！冷咩笑呀！
明明依家時間係心入面諗緊仆街手殘點撚算好？

我發覺我到依家都未死真係奇蹟黎。

外神:「我話你，你啊，蛛女。你，係咪有少少唔同？」
外神應該都知道左蛛女就係啦……始終都係咁on9……
不得不承認我真係個on9仔。

外神:「我以前係咪見過你？你好似有少少唔同。不如咁啦，成為我既僕從！」
火龍妹:「咪聽佢講！成為佢既僕從既話，就會變成果D核突既生物……」
外神:「關你咩事！」

外神發嬲，攻擊火龍妹。
火龍妹比佢打暈左。

外神:「我保證，絕對唔會變成咁，你將會變成最強既舊日支配者，好似係見過既克蘇魯、拉普拉斯
之妖咁，唔係，你會比佢地更加強！」

是撚柒鳩但啦……咦？
終於……
唔好再遲D？

奧丁衝左上黎。

外神:「不過，你地都幾做得野喎！奧丁！居然咁快就發現左，如果再過多半日既話，大概已經污染
到呢片大陸。」

放大招了！
奧丁開始用技。

外神:「黎啦，等黑暗污染一切啦！」
奧丁:「永恆之槍」



「靈魂轉移」

[靈魂轉移:把指定目標的靈魂轉移至前世的肉體身上，只能轉移至相同時間點的肉體身上。]

黑騎士擁有既特殊技能。
簡單黎講，就係將蛛女入面既靈魂轉移去前世既我身上。
奧丁同理。
將奧丁既靈魂轉移去另一個世界到，咁樣，佢就無管理員權限，咁樣就可以殺死佢。

「你去啦黑騎士，唔好再遲到，番黎比個合理既解釋我。」我講。
空間魔法，將黑騎士轉移去香港。



魔界會議

收到黎自黑騎士既報告，奧丁已經比佢解決左。
係呀，解決左啦？
真係快手。
不愧係黑騎士。
定係話奧丁太廢呢？
老實講，我成日仍住奧丁會3神入黎最難搞果個，點知咁易就比黑騎士KO左。
跟住淨番就係天照個八婆。
唔……唔知點解我感覺到自己好似做錯左樣野。
做錯左咩呢？計漏左咩呢？
是但啦，WFC。
反正天照都好快就會比我打低架啦。

依個時候，以前既我應該已經進化左做蜘蛛女王。
都係咁，求其HEA下HEA下啦。
火龍王應該都癡左線去襲擊魔王城。
精靈王都計劃緊令到外神二號復活。
世界大亂，好耶。
蜘蛛女王(我)，好似去左森林果到偷懶。
好似話係去做下地區既BOSS。
體驗一下BOSS既生活。
所以我就安排左阿蝴蝶女王去陪陪佢。

我都係時候放鬆下。
反正3大神都得番最豬最蠢既天照，輕輕鬆鬆鄧紫蜂啦。

Let’s relax
一於就拖下劇情進度。
微服出巡。
一於就去魔王城先。

久違既魔王城會議。
魔王個位吉左。
係因為偽魔王john死左，唔洗記得係邊個，小配角黎。
而且應該又未搵到新既魔王。
咁就梗係啦，你地既魔王大人去左蛇王呀。

於是，就由惡魔領主暫代魔王個位。
獸人同龍人領主仲係到。
哥布林係到。
巨人缺席，係，因為佢仲係地下城入面，而之前扮做巨人領主既人，其實就係以前既我(蛛女)。
係咪少左個。

「sor鳩，遲左。」
不死族領主登場。



嗯，排骨。

「塞車呀，sor。女僕姐姐，唔該你幫我沖杯咖啡。」佢對住我講。

無錯，我依家混入左魔王城扮成女僕。
吓？要我幫你沖咖啡？

「做咩呀！聽唔到呀？」排骨係到擺架子。

成堆領主係到望住佢，一句野都無講。
真心覺得佢好柒。

佢成個癡漢咁行埋黎。
我一步一步行出會議室。
佢又好傻仔咁跟住我。
死癡漢……

佢一行出會議室，道門即刻關左。
我關既。
然後扑濕佢，收埋佢去外神三號既神祕空間到。
然後我冒充佢。
扮成佢，行番入去會議室。

「抱歉，頭先講到邊？」我入番黎。
全世界望住我。
然後繼續會議。

「聯盟有事發生。」惡魔領主講。
「無錯，精靈王打算復活外神。」哥布林領主回答。

咁你都收到風？
係喎，哥布林領主之前好似自稱係前外神，係二五仔！！！

「我堅決反對出兵。」獸人領主。
「無錯，之前同火龍王戰鬥完，我地國力元氣大傷。」龍人領主。

呢兩個人係卧底黎。
係精靈王D FD。
我記得你，龍人領主，上古時代既時候就係你同地龍王黎揍我。

「但係依家係外神，上古時代既怪物，如果比外神復活，呢個世界就會玩完！」哥布林領主好激動。
「聯盟班人自己會處理，聯盟點會連咁少既事都做唔到。」獸人講。

好麻煩。
怪我囉？



my power powerful

二對二。
惡魔領主同哥布林領主支持出兵。
龍人與獸人領主堅持唔出。

呢場辯論係無意義既。
龍人同獸人兩個都同精靈王有關係，所以一定無可能會派兵。

既然係二對二。
我既關鍵一票就可以決定出唔出兵。
好大壓力呀。
講笑，諗都唔洗諗。

「我……」
我諗住開口既時候，惡魔領主啤住我。

「依家係認真咁開會議，請你唔好出聲。」

嗚。
我只係想表達自己既意見左。
點解會比人當係搞事。
排骨呢個人本時太過ON9？
惡魔領主個樣太兇神惡煞。
小毒毒唔敢插嘴。
算啦，反正最後都會出兵，我一早已經知道左未來啦。

哥布林:「獸人、龍人領主，你地唔係勾結左精靈王呀？」

哥布林領主一下就拋出左重點。
令到會議室既氣溫跌左零度。

惡魔:「我唔相信。不過，既然有嫌疑，呢段時間就放低你地既職務先。」
獸人:「你咩意思？你話我私通外敵？」
惡魔:「有呢個嫌疑，請你迴避。」
獸人:「放肆！你以為你自己真係魔王呀？」

哥布林:「定係想我搵埋證據出黎？不如算啦，當係放個靚假先，好唔好？」

龍人:「我明白啦。」
獸人:「但係……」
龍人阻止左獸人領主發難。
似乎佢都知道自己既把柄係對方手上。
哥布林同惡魔領主唔直接拋出黎，只係比個落堂階佢地。
獸人同龍人領主兩個人已經有名無實權。
姐係話哥布林領主同惡魔領主講YES佢地唔可以SAY NO。



而且巨人領主仲未番黎，排骨=on9
所以佢兩個基本上已經可以掌控成個魔界。

「會議去到呢到完結。」

散會。

咁就麻煩啦。
基本上依家成個魔界就係比呢兩個人掌握。
而呢個人好明顯係支持緊天照。
姐係我既敵人。
實在係難搞。

「不死族領主。」獸人領主同我搭話。

「HI。」我講。

獸人同龍人領主拉左我黎一個花園到。

「你會黎幫我地？」獸人問。

我:「吓？咩？」
獸人:「魔界已經無得救，已經係女神既走狗。」
我:「……」
獸人:「我地將會加入精靈國。」
我:「……」
獸人:「你都會一齊黎？你唔想擺脫女神既束縛咩？」

招降呀。
去都好……
唔去好似仲好。

不過，我最憎就係D麻煩野。

「我拒絕。」我講。

就係咁，演變成我同獸人領主既決鬥。
咦？
咦？？
點解會咁？
因為我唔去就要打鳩我？

喂！！！

獸人領主絕對唔弱。
似終都係上古時代既魔獸。
作為初代魔王左右手既存在。



恐怕，依家既佢，就算係當年既堅系令囡都唔可以無傷就打得贏佢。

come on
my power powerful！！！



惺咁渣ga

獸人領主。
姐係上古時代既果隻魔狼。
作為堅系令囡既左右手。
可以話係當代最強既神話級魔物之一。

對於我黎講，根本就無意義。
我係神。
GOD。
係GOD呀！
區區隻垃圾狼又算得上係咩。

不過，我唔會秒佢。
反正呢場戰鬥根本唔會影響到我既部署。
就同佢玩下啦。
佢排骨既身體(ACCOUNT)同佢隻抽。

獸人領主拎住把斧頭，衝過黎，一野劈落我到。
哇。
明明已經變成左人形態，但係佢既攻擊都非常之厲害。

「大地粉碎」
佢雙手拎住把斧頭，怒劈！
避開！
避唔切！
究竟係佢快定係我慢？我避唔切，硬食左呢招。

【獸人領主】獸人-芬里爾 戰士 LV99

HP:12963/12963
MP:8566/8966

力量:1062  敏捷:864
防禦:1152  魔力:729

【不死族領主】 骷髏-歐西里斯 法師 LV99

HP:6184/7296
MP:11984/11984

力量:726  敏捷:828
防禦:788  魔力:1644

好痛。
無左成千血。



除左魔力之外，我無一項STATUS高過佢。
唔緊要，用魔法攻擊啦！

「黑影之手」
我施展技能。
呢招技能淨係用黎控場，用黎捉實住敵人唔比佢郁……
咩話？MISS左？

「大地斬擊」
佢再次攻擊。
勉強避開，佢把斧淨係擦傷左我少少。
但係咁就扣左三百血。
發覺我實在係太少血。
明明已經係LV99，點解先得過7000血。
搞錯呀，排骨隻角咁廢架！

「暗影長槍」
今次到我攻擊。
佢輕鬆避開左。
無咁易！
我拆開左排骨枝法杖，拎左入面收埋既細劍出黎。
「毒素斬擊」
斬中！
雖然扣得果個500血，但係賦予到佢毒狀態就得。
想當年，我都係用蜘蛛毒牙去打贏比我強既對手。
毒一直以黎都係我既王牌……

呀呀呀！！！
「諾姆之牙」
佢一擊就打到我飛左出街。
雖然睇落只係用把斧頭全力打落我到。
但係……真係好痛，睇黎係地屬性既上位技能。
兩千五血？
無左2500血？？！！

HP:4484/7296

WTF？
會唔會太高攻。
點樣打呀！！！
佢係咪太勁呀！！
定係排骨太廢呀！

「大地粉碎」
佢又再撲上黎斬我！
「暗影長槍」
我開技能，一槍打左佢10000血。



係呀，一萬血呀。
我係開左GM權限呀！吹咩！
吹咩？
GM權限都係實力既一種，不爽不要玩。

輕鬆。
太易玩了。
一擊就打低左佢。
渣ga。
惺咁渣ga。



骸骨龍

「不死族領主，你強左好多。」
揍完我之後，獸人領主懶係野咁同我講野。
呸，手下敗將。

獸人領主:「以你既資質，留係魔界到真係好咩？」
我:「咩意思？」
獸人領主:「魔界已經無得夠。惡魔領主已經掌握左實權，簡直同魔王無分別。」
我:「所以呢？」

佢呆左，然後講:
「但係，佢唔係魔王。」
我:「係。」
佢:「而且，依家既魔界，就只係神既一隻棋子。」
我:「神？」
佢:「女神天照、軍神奧丁、雷神宙斯，三大神既棋子。雖則聯盟依家都係咁。」
我:「……」
佢:「你相信神？」
我:「廢話少講，直接講重點啦。」
佢:「加入聯盟啦。」
我:「吓？」

佢清左一下痰，然後繼續:
「雖則聯盟都一樣，都只係神既走狗，而且聯盟之王一早已經私通左惡魔領主。」
我:「……」
佢:「不過，我希望你同我一樣，加入精靈王，幫佢手改變呢個世界。」
我:「改變世界？」
佢:「反抗神，就好似上古時代，第一次魔界侵略聯盟咁。」

我諗左一諗。

「我拒絕。」我講。

「係咁，我都唔強求你。」
佢無意挽留。
講完就走。
或者對佢黎講多一個排骨不多，少一個排骨不少。
呀，姐係話緊佢做叛徒呀！二五仔！反骨仔呀！
唔驚我報串咩？
睇黎真係唔驚。
應該係覺得排骨無GUTS報串，根本睇唔起佢。
排骨都幾慘下……明明係領主。

放番真正既排骨出黎先。
將自己變成微型蜘蛛。



跳落去獸人領主身上，跟住佢去精靈國。

花左幾個月時間，終於去到精靈國。
比想像中遠好多。
路程真係……悶到出汁。
龍人領主同獸人領主，兩條友都好少出聲講野。
呢兩個叛徒……

黎到精靈國。

「係呀，惡魔領主掌握左實權。」精靈王講。
精靈王。
我其中一個手下。
同蝴蝶女王一樣，都暗地裡幫我行動。
而精靈王既任務就係，召喚外神。
獸人領主同龍人領主應該都唔知佢想召喚外神。
就算佢地想反抗神都好，都唔會想見到世界毀滅。

「不過，比起呢樣野，有樣更加緊急既事發生左。」精靈王講。

佢繼續:
「神話級魔物，骸骨龍，黎緊襲擊本國，我地軍隊就黎擋唔住佢。」

獸人領主:「骸骨龍？」

骸骨龍，堅系令囡既左右手之一，同獸人領主一樣。

獸人領主:「知唔知點解佢會……」
精靈王:「我仲想問你知唔知點解佢會咁做。不過，佢係認真，已經死左幾個團，所以，我希望你兩
個可以出手，叫停佢。」
獸人領主:「我明白啦。」

獸人領主同龍人領主，兩人各帶一個部隊，約數十人到，前去擊退骸骨龍。

大平原，離精靈國城池約一百公里外，見到骸骨龍。

「係你？魔狼？」骸骨龍講。
「你係到做緊咩？」獸人領主。
「我反而問緊你，你知唔知自己做緊咩？」
「同上古時代一樣，反抗神！」
「召喚外神黎反抗神？」
「外神？」
「你應該知道外神係幾咁恐怖！」
「我地唔係召喚緊外神！」

骸骨龍沉默左，然後講:「我同你無說話好講，讓開！」



獸人領主指揮後面既軍隊。
「攻擊！」
反面既人同時用魔法攻擊骸骨龍。



黑龍

「大型魔法:天空殞落」
龍人領主同後面既魔法師施展魔法，然後一粒巨型既殞石從天而降。
擊中。
一下子扣左兩萬點HP。
似乎，大型魔法係人種對付大型副本BOSS既最有效手段。

HP:80564/103351

一擊就扣左五分之一血。
睇落好似好強咁，但係呢招魔法睇黎會耗盡哂後面幾個魔法師既MP。
短時間內，係無可能再次用多呢一招。

「你地咁樣都算係盡全力阻止緊我咩？」
骸骨龍問。

的而且確。
如果真係要阻止佢，根本無需要係到扮成人黎同佢打副本。
直接變番做魔狼或者條黑龍，就可以擊退佢。

「撤退啦，我唔想殺死你。」
獸人領主撲左上去，用斧頭劈落去骸骨龍個頭到。
骸骨龍連避都唔避，呢一擊根本唔會點傷到佢。

「黑王大人佢，絕對唔會希望見到世界比人毀滅。」骸骨龍講。
「我都唔想呀！」獸人領主反駁。

獸人領主指揮後面既人同時纏住佢隻腳。
封鎖佢行動。
無用。
一腳就踢開哂佢地。

「唔好……逼我！」獸人領主大叫。

「你睇下你後面既士兵，因為你已經無哂士氣。」
骸骨龍無視佢地，繼續向前行。

「呀！！！」
獸人領主咆哮，帶住所有人一齊上。

「重力結界」
一下子，以骸骨龍為中心，四圍既重力都加強左。
殺哂除左龍人領主同埋獸人領主既士兵。
神話級既魔物。
據稱可以係一夜之間毀滅一個王國既魔物。



「……」獸人領主只可以望住佢，咩都做唔到。

睇黎，佢兩個都係廢既。
佢地唔會忍手殺得死骸骨龍。
而且……佢地可能開始懷疑精靈王。
無計，等我出馬啦。

有一個人企左出黎，企係骸骨龍前面。

「黑騎士……當今既魔王點解要幫精靈王……唔係，你唔係當代既黑騎士，係當年第一任既黑騎士。
」骸骨龍講。

無錯。
佢係海龍王。
係我既黑騎士。

「究極光束」
骸骨龍張開口，諗都唔諗，即刻攻擊。

「果然你同蜘蛛女王，係同外神有關！」

我封鎖左呢一帶。
絕對唔可以比天照知道黑騎士既真正身份。

「淨化之劍」
黑騎士跳左上去，攻擊。
只係普通既一擊，已經打到佢重傷。
好強。
不愧係海龍王。

「停手。黑騎士。」龍人領主企左出黎，保護骸骨龍。
「你係到做緊咩？你要包庇佢？」黑騎士問。
「同我撤退，唔係既話，唔好怪我唔客氣。」
「憑你？」

龍人領主一步一步行左過黎。
由人，變成左條黑龍。
弊！呢種力量。

【世界的破壞者】黑龍-尼德霍格 LV99

HP:987523
MP:999999

力量:8685  敏捷:8647
防禦:9234  魔力:9999



全status接近封頂既怪物。
就算係龍王……對佢都未必有勝算。



黑龍與海龍

黑龍。
難以置信既，全STATUS接近封頂既實力。
係用左外神既力量，用左外掛修改自己既STATUS？
龍人領主居然有咁樣既實力……
甚至已經超越左龍王。
四大龍王既STATUS，都遠遠比唔上佢。

「天空殞落」
龍人領主變左身之後，諗都唔諗，即時對黑騎士攻擊。
係同頭先既大型魔法一樣既技能，不過佢淨係以自己一個既力量使出黎。
而且，比起頭先，威力強左好多。
巨型既殞石從天而降。
大爆炸。
完全無留到手。
一黎就用招咁強既技能。
除左獸人領主、骸骨龍，方圓十里既事物都化為灰燼。

黑騎士重傷瞓低左。

「咩話……？」龍人領主好驚訝咁問。

無錯，令佢驚訝既係，就算係呢一招咁強既攻擊，都只可以令到黑騎士重傷。
我諗呢一招，如果係其他龍王接住既話，都必死無疑。
海龍王，你究竟強到咩地步？

黑騎士勉強企左起身。

「好耐都未試過受傷。」黑騎士講。
黑騎士除左頭盔，變番做龍型態。

「你係……？」龍人領主問。

【水的元素使】 海龍王-溫蒂妮 LV99

HP:615424/999999
MP:999999/999999

力量:9999  敏捷:9999
防禦:9999  魔力:9999

是咁的，戰鬥力突然之間黎個超級通脹。
依家終於都見到海龍王既STATUS。
真真正正既封頂STATUS。
唔係用外掛既力量，而係憑自己既實力升到上去，真真正正既全STATUS9999。



嚴重通脹呀！
會唔會勁過其他龍王太多呀！
三條龍王夾埋都唔夠你打啦！
咩鬼野設定黎架！

「點會咁……係海龍王……」

繼續打都係無意義。
勝負已分。
黑龍唔係海龍王既對手。
由佢見到海龍王既STATUS果刻開始，就知道自己唔會打得贏海龍王。

「撤退啦……獸人領主，你帶走骸骨龍先。」龍人領主講。

骸骨龍無反抗。
大概係見到海龍王現身覺得驚訝。

龍人領主變番做人型態。
海龍王都一樣，變番做人型態，白雪個LOOK，然後戴番黑騎士盔甲。

「點解……」龍人領主問。

「就係你？神話級魔物！」遠處有人騎住隻馬過黎。
白馬。
白色既……一個人。

「寒冰射擊」
對住黑騎士攻擊。

「咩人？」黑騎士問。

「勇者。」

白雪。
白雪以勇者既身份，騎馬過黎。
大概以為黑騎士就係果隻攻擊精靈國既神話級魔物。

等等！
白雪？

「龍人領主，你番去先，如果有野要問我，我一陣就會去搵你。」黑騎士講。

「明白……」龍人領主撤退。

「喝！」
白雪拎住把劍，斬向黑騎士。



勇者與黑騎士

一模一樣的劍法。
幾乎係完全一模一樣既兩人。
如果海龍王無著黑騎士盔甲既話，大概令人以為果到有一塊鏡，白雪對著塊鏡舞劍。
黑騎士同埋白雪。
兩個一模一樣樣既人。
究竟……發生緊咩事？

黑騎士同白雪係到戰鬥緊。
白雪以勇者既名義同黑騎士戰鬥。
勇者對黑騎士。
但係黑騎士唔單止同白雪一樣樣，就連劍技、動作、呼吸都一模一樣。

係失散多年既姊妹？
即使係雙胞胎，佢地既同步率實在係太高。
高到比人一種感覺，佢地就係同一個人。

即使係咁，黑騎士遠遠壓制住白雪。
實力差太遠。
經驗差太遠。
明明劍技係一樣，但係白雪完全唔夠黑騎士打。

輸左。
白雪半跪左係地上面。
勝負已分。
係黑騎士壓倒性既勝利。

「你究竟係咩人？」白雪問。
「黑騎士。」黑騎士回答。
「無可能。」白雪講。
「咁係因為，你就係當代既黑騎士？」黑騎士回答。

無錯，當代既魔王，姐係身為蛛女(依家呢個時間點應該係蜘蛛女王)既我，比左黑騎士盔甲白雪。
白雪一定覺得奇怪，點解會有第二個黑騎士。
而且，呢個黑騎士清楚知道白雪本人係黑騎士……
咦？
我應該無同過黑騎士講，白雪係當代黑騎士。
超級1999。
好混亂。

「你究竟係咩人？」白雪再問。
黑騎士無再回答，準備走人。

「咪走！」白雪飛撲上去。
「我唔係你既敵人。」



黑騎士一擊就打暈左白雪。

麻煩呀！
唉，現身先。

用空間魔法送白雪番去精靈國。

「係啦，黑騎士……」我開口問。
「做咩？」佢回答。

……

「都係無野啦。」我講。

然後，佢就走左。

想開口問佢，但係又唔知點問佢。
明明根據呢個世界既系統顯示，海龍王同白雪兩個人完全係無關係。
兩個人明明大欖都扯唔埋。
但係點解兩個人會相似成咁？

定還是，有D咩野，就連系統都無記錄低？

唉，好麻煩。
煩惱既事實在太多。

唔撚理，話之佢。
都係果句啦，船到橋頭自然直。

不過，精靈王都差唔多要召喚外神。
而結果就係，召喚既過程當中，比魔王，蜘蛛女王襲擊。
召喚失敗，精靈王當場被殺。

呢D一切都唔係重點。

重點係，天照呢個人會出場。

目標係，天照。
雖然呢個時間點唔會殺到佢。
但係，傷到佢，知道佢弱點就得。



天照

事情好似預期咁樣發展。
精靈王召喚外神二號。
然後，所羅門王偷偷地通知惡魔領主。
惡魔領主帶住魔界眾人黎到精靈國，阻止外神既降臨。

左邊係精靈國。
精靈王、獸人領主、龍人領主、白雪、大賢者同埋作為間諜存在既所羅門王。

右邊係魔界。
惡魔領主、哥布林領主、排骨。

雙方戰場上直接正面交鋒。
戰場上帶兵既係獸人領主同埋哥布林領主。
論戰法，獸人領主完全唔係哥布林領主既對手。
好快，獸人領主就處於劣勢。

大概，獸人領主同埋龍人領主都未知精靈王既真正目的。
召喚外神，毀滅世界。

【先兆】格赫羅斯 LVVVVVV

HP:01110010101
MP:100111110111111111110010100

力量量量量量量1111:011101  敏捷:111010
防禦111010?10???魔???力闁?

我其中可以運用既一個外神。
就係一粒巨型、漂浮係空中既殞石型外神。

呢一刻要用到佢。
因為BOSS已登場。

蜘蛛女王同埋火龍女利用空間魔法，突然之間出現係山脈上面。

理所當然既，天照出現。

外神既手下出現左，欄住左火龍女，但係故意放走左蜘蛛女王。
然後，我登場。
當然我唔係用蜘蛛女王個樣啦。
我用左一團黑霧，纏住我個身。
走出去，望住天照。

「外神？」天照問。



我無答佢。

要諗方法收拾佢。
要利用空間魔法，傳送佢去地球。
再係地球殺死佢。

風龍王出現左。
纏住外神。
姐係話，依家係我同天照一打一。

「你就係幕後黑手？一切既原凶？」天照問。

「阿撒托斯我個名。」我回答。

速戰速決。
發動空間魔法。
傳送我同天照去地球。

失敗了？
點會咁？
空間魔法居然會失效？

根據系統顯示，有一項特殊技能可以令到一定範圍內既大型魔法、特殊技能無效。
叫 技能封鎖。

大意啦。
呢個時候先醒起，地下城果到都係唔可以用空間魔法。
可惡果陣我應該可以推斷天照係可以無視我既空間魔法。
唔得，實在係太大意啦。
我實在太過相信空間魔法呢招。

「究極光束」
我比天照打中。
999999點傷害。
如果我無鎖住條血，如果我無GM權限
我已經死左。

「」
天照都有D驚訝。
開始懷疑緊我既身份係神？
咪住，外神都係可以無視傷害。
佢應該仲未知道我係神。

風龍王？
無錯



係我成為神之前，風龍王都黎過襲擊我。
果次係話奧丁命令
但係明明奧丁果陣已經死左

大意
絕對唔可以睇小天照。
天照比想像中麻煩。



戰略性撤退，OK？

係。
炒左。
唔夠打。
戰略性撤退。

之後發生咩事我就唔再詳講啦，反正之前都已經經歷過一次。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第75回到80回分解。
然後，我係天照手上走甩左，孤且執番條狗命。

天照因為可以封鎖特殊技能，所以我基本上好難殺到佢。
所以，我花左幾日時間去研究，最尾得出一個答案。
要打低佢，其實唔難。
講笑。
真係唔夠打。
R爆個_頭都諗唔到方法去打贏佢。

時間HEA下HEA下又幾日，又黎到呢一日。

最後決戰之日。
Alice同白雪殺到上黎魔王城，然後我(以前)殺左佢地，天照同風龍王黎踩場，之後外神同黑騎士黎救
場。

呢一日之後會發生咩事，就連我都唔知。
所以，我要趕去魔王城到，睇下我比外神接走左之後發生咩事。

本來應該係咁……
但係……

地龍王。
地龍王擋係我面前唔比我去魔王城。

點會咁，地龍王點會係到？佢唔係要守住地下城第9層咩？

不過，就算係龍王，都唔會擋得到我。
區區一隻龍王，有資格擋住我呢個神？
讓開！

「大地怒吼」
地龍王發出衝擊波，威力足以將整個森林破壞。

咳……點會咁……發動唔到神既權限？
係天照？
天照封鎖左呢帶，唔比人用特殊技能？
神既權限都係特殊技能？可惡。



等等先，姐係話，我要憑肉身殺死佢？
殺死堂堂既地龍王大人？

咦？
可唔可以撤退？

邊夠打呀！
會死，唔係講笑。
無得用權限既我會死架！
係咪癡線架！點打呀！
糞驚，垃圾game！！！！！

走唔到。
真係要打。

【地的元素使】 大地龍皇-諾姆 LV83

HP:228543/228543
MP:150422/159421

力量:9436  敏捷:6294
防禦:9789  魔力:8398

【屠龍者】 蜘蛛女王-阿撒托斯 LV85

HP:103975/128954
MP:194512/194512

力量:4087  敏捷:4765
防禦:4023  魔力:5944

打條毛呀？
除左MP之外我有咩STATUS過佢呀！
換咩屠龍者稱號都係唔會夠佢做架喎！
打撚？
糞GAME。
垃圾GAME。
頭先一下打左我2萬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突然間醒起，之後既我拎左管理員權限之後太得戚。
真係我都有今日，真係抵撚死。

癡線，依家唔是諗呢D野既時間，O撚K？
冷鳩靜D先。
無閪事既。
大丈夫！萌大奶呀！



好，深呼吸。
我依家好撚柒鳩閪冷靜。

my power powerful，ko you, you sun of bitch



地龍王

是咁的，我依家同地龍王隻抽緊。
無得用權限既我，就只係隻普通既蜘蛛女王。
而對面係四大龍王入面既地龍王。

好耐未試過遇到真正既強敵。
強敵……

唔惦，今次既實力真係差太遠。
比起以前打火龍王，打第8層果隻怪物，今次既實力差距更加之大。
唔好講status上，技能上比佢完全壓制。
佢仲可以運用地屬性既所有技能。
根本就無得打。

「大地咆哮」

佢張開嘴，發出衝擊波。

必殺技。

逃走。
逃避雖可恥但有用。
三十六計，走為上……

逃走失敗。
佢只係輕輕一跳，已經由我背面跳到去我前面。

蜘蛛結界！
出蜘蛛絲封鎖佢既行動。

「天空殞落」
封鎖佢行動係無用既。
佢仲可以施展魔法技能。
天空上面出現左巨型殞石。
係我上面……

避開。
好彩，無事。
轉眼間，地龍王已經掙扎開蜘蛛絲，去到我面前，揮爪！
「龍之爪」
又扣左兩萬血。

HP倒水咁倒。
HP:85154/128954



我只係食左佢兩擊，就已經得番8萬血。
無陰公。
但係，戰鬥力上真係存在巨大既差距。

我唔可以死係呢到。
但係，更加唔可以比以前既我去死。
的而且確，可以叫黑騎士黎救我。
但係，黑騎士一定要去救左以前既我先。
以前既我應該係魔王城入面，同風龍王戰鬥緊。

兩邊都係苦戰呀。
我只要撐到黑騎士黎到呢到support我就得。
但係……睇怕無咁容易。

「蜘蛛魔眼」
用番以前既打法。
用猛毒先，再拉打拖延時間。
我既必殺技就係猛毒。
但係……猛毒傷害每秒最多只可以扣到1000血。
對方係廿二萬血既地龍王。

「自然之歌」
地龍王開技能。
將毒狀態解除。
唔係……下話。

呀……如果係打機既話，呢一關應該就係果D必輸既關。
正常黎講，係唔會打得贏既關卡。
通常呢D關打完之後就會有劇情發生。
但係……依家既我一旦輸既話，就會死。

死左既話會點？
會一無所有。
至今累積既所有野都變為零。

又食左一擊。
得番六萬血。
眨下眼，已經無左一半血。

但係我……真係唔夠打。
我無手段打得贏佢。
連我最大既殺手鐧，一直所依靠既猛毒都無用。
今次……真係卡關了。

又犯錯。
好簡單既錯誤。
望住佢揮爪，但係唔記得避開。



得番……四萬血。

再食多兩擊就死。
已經比佢扣左八萬幾血。

可惡……
唔通我真係……咩都做唔到？
今次真係……輸左？
輸……？

至奇呀。
我唔係比佢扣左八萬血，而係仲有四萬血係到。
就算佢攻擊力再高都好，只要打唔中我既話，就係無意義。
就算佢技能再多都好，都唔會傷得到我。

我MP多過佢。
呢個係我唯一贏佢既地方。
所以，只要我同佢打消耗戰，磨死佢就得。
我黎啦，地龍王！

揮爪。
HP:20154/128954
然後，我瞓左係地上面。



地龍王 II

HP所剩無幾。
大概只要再硬食多一下就玩完。
而對面仲有幾十萬血係到。

不愧係地龍王。
實力遠遠比我想像中強。
無得開權限既話，係無可能打得贏佢？

所以，要放棄？
無可能，咁難得先去到呢一步，點可以就咁放棄？

「大地咆哮」

專心避開佢既攻擊。
唔可以再犯任何既錯誤，只要比佢輕輕打中，我都會即時死亡。

地龍王既敏捷遠遠係我之上。
單係避開佢既攻擊，我已經用盡全力。

「蜘蛛結界」
利用蜘蛛絲，綁住佢！
對住佢眼睛－－

「暗影長槍」
打中佢眼睛。
鮮血直流。
但係痛楚並無阻止到佢既行動。
佢MAY埋受左傷果隻眼，然後用手捉住左我。

「 你 究 竟 係 咩 人 ？ 魔 王。 」地龍王問。

果然，天照一早就發現左我既身份。
風龍王同地龍王係佢派黎殺我。

HP得番二萬血。
我又比佢捉住左。
姐係話我已經比佢將死左，無棋。

「 重 實 招 來 。 」地龍王講。
呢一刻，地龍王係到審問我，咁姐係話……
佢仲未知道我係神。

佢加大力度捏我，HP慢慢係到扣緊。
嗚……



「 投 降 啦 ， 你 已 經 輸 左 。 」

「輸你個頭。」我笑左。

邊有咁易打得贏我！

被動技能。
[女王之怒:自身HP30%以下時，附近生物將會前來支援]

附近幾隻蜘蛛型怪物突然之間出現，襲擊地龍王。
係地龍王詫異緊既時候，我掙扎開出黎。
蜘蛛型怪物只係雜魚，係無可能幫到我手殺死地龍王。
所以－－

「蟲洞」
我開技能，我面前出現左個黑色既蟲洞，將果班蜘蛛型怪物吸入去，殺死佢地。
再加上被動技能。
[生命吸取:當你造成傷害時，為自己回復等量的HP]

同時對複數既敵人使用AOE技能。
瞬間回左十萬血。

「 你 以 為 你 咁 樣 就 打 得 贏 我 ？ 」

「蓋亞之怒」
地龍王突然之間咆哮。
係大地震！
HP持續下降……
一萬血一萬血咁扣……
嗚……

轉眼間，頭先回好既HP又去番谷底。
地龍王只要認真起上黎，係可以直接秒殺我？
頭先，一開始就係同我係到玩緊？

地震得好犀利，幾乎行唔到路。
樹木倒塌哂……好混亂。

「龍之爪」
地龍王跳到黎我面前，最後一擊取我狗命！

直接命中。
HP:0
HP歸零……

死左？



死左。
死左……

係佢眼中，我係死左。
係佢眼中。

[幻像魔法:迷惑敵人，使敵人陷入幻像之中]

的而且確，我係無可能殺得死佢。
但係，正如我一早講過。
逃避雖可恥但有用。

正當佢以為殺到我既時候，我一早已經走左。
趕緊去魔王城。



逃

魔王城。
終於黎到魔王城。
岩岩好，以前既我帶埋黑騎士走左。
場上淨番風龍王、天照、火龍妹。

「你黎啦咩，魔王大人」天照講。

我咩都無講。

「岩岩地龍王試你既反應就知，你就係外神既BOSS？果然魔王大人係有兩個人，唔怪得我頭先CHE
CK另一個你，都CHECK唔到D咩。」天照繼續講。

「廢話少講。」我講。

最終決戰。
同神既對決。

「技能封鎖」天照用特殊技能，令到呢片空間無得用特殊技能。
姐係話，我發動唔到神既權限，天照都係一樣。
不過，天照仲有風龍王係到幫手。
如果正面同佢地打，根本唔會有勝算。

「等等！發生緊咩事？」火龍妹問。

「唔知呢」天照講。

「聖光球LV100」
天照身後出現左100個光球，然後每個光球同時發動攻擊。
100枝光束同時射過黎，好誇張……
每一條光束都唔算太粗，但係100條射過黎，就算係龍王都唔會擋得住啦。

逃。
狗衝出去。
講笑咩。
後面D光束仲射緊過黎，我一路狗衝出去。

「次元障壁」
我前面出現左一道透明既牆，過唔到去。
係所羅門王？
點解佢會係到？

「你玩完啦！」風龍王衝左埋黎。
「暴風射擊」



「魔法反制」我開技能，勉強擋住佢既攻擊。
但係人形既風龍王已經撲到埋黎，一腳踢落我到。

好撚痛呀，師父。
但係……

「大海嘯」
突然之間風雲色變。
巨大既海嘯直卷而來。
將成座魔王城拆毀。

「係咩人？」天照問。

終於黎啦。
海龍王。
唔係以黑騎士既身份，而係以海龍王既身份，係天空上面飛翔。
我騎住左上海龍王上面。

「(笑)」我講。

「海龍王……？」天照有少少驚訝。
「係海龍王」我回答佢。

風龍王變成番龍既型態，同海龍王互片。
地龍王都趕到過黎，幫拖。

情況係我同天照one on one。

「你想點？咪洗指意傷害天照大人。」火龍妹走出黎救場。

「等等……發生緊咩事？」排骨突然之間出現。
係喎，唔記得左呢個人添。

「阿俊，你信我嗎？」我問。
「咦？你係……？」佢好驚訝。
「無時間同你解釋，總之幫我手拖住火龍妹，總之我係你既朋友啦。」我同佢講。
「哦。」然後佢走左去拖住火龍妹隻手。

唉，點都好啦，無時間理佢啦。

要上啦。
同天照one on one。

「嘻嘻，你以為你夠我打咩。聖光球LV100。」

避開！
逃。



繼續走。
二萬五千里大長今。



FINAL BOSS

「小蛛蛛~投降啦，你走唔甩架啦。」天照講。

正面對決是打唔贏佢的。
但是我又唔可以開權限同空間魔法。
咁點算好？

佢可以封印某一特定地區既特殊技能。
嘻，咁就有勝算。
某一特定地區。

毫無疑問，天照為左對負我，將我附近既地區都封鎖左特殊技能。
之但係，我走左出黎。
出左黎魔王城。

我打唔贏天照唔緊要。
重點唔係我打唔打得贏天照。

時間魔法。
當然，呢一刻既我發動唔到時間魔法啦。
但係一個鐘前既我發動左時間魔法，黎到一個鐘之後，即現在既世界。
呢係話，呢一刻，呢個世界有兩個我。

天照為左對負呢一刻既我，將我附近既地區封鎖技能。
所以地下城入面既封鎖就解除左。
而地龍王都出左黎。
咁一個鐘前既我就可以闖入地下城，復活外神。
第十層既外神一號，最強既外神。

突然之間風雲色變。
外神一號已經番左黎。
可以開始毀滅呢個世界。

天照依家只可以得兩個決定。
1.同我打，然後眼白白睇左世界被外神毀滅。
2.為左去封印外神，解除對我既技能封鎖。

天照果然選擇左2。
世界比起我條狗命更加重要。
天照一秒鐘都唔洗，就感應到外神既方位，遠距離封鎖番外神。
之但係呢一秒鐘，就夠我發動空間魔法。

目的地，香港。

廢話無需多講。



FINAL BOSS。
最後既BOSS戰。
對手係，女神天照。



FINAL BATTLE

「唉，好心淡。估唔到當年果個害羞小毒毒小蛛蛛今時今日居然會變成大壞蛋。」天照嘆左口氣講。

唔需要SO佢，速戰速決。

「回頭是岸呀，自首啦，官會判少你幾年刑架！」天照繼續9UP。

呢到係地球。
大家都用唔到管理員權限。
公平既對決。
公平？真係咁？

學校天台。
無咩特別既天台。
有少少無間道FEEL？

「所以呢，加百列，你幫佢對你有咩著數？」天照突然爆一句出黎。

西裝金髮鬼佬出現左。
地球本來既神。

「拿，我無幫佢，我就中立既。你兩個……我都唔會幫。」加百列講。

「你比佢係到同我打，咪姐係幫緊佢囉。」天照回答。

「哈，講呢D。我只係唔明，你點解要搶神個位，你以為神好好做咩？又要聽上頭ORDER……雖然你
地果邊咁細個世界無上頭……又要打理個世界忙到死，點解唔好地地做個玩家，要做GM呢？做玩家
幾好呀，可以自由自在咁活著，可以係到享受隻GAME。」加百列突然望住我笑。

「玩家係唔錯，但係前提係個世界會接納到佢既存在。」我回答。

「你既意思係……無論以前既世界，定係天照佢地既世界，都接納唔到你？」加百列繼續問。

我無再回答。

黑暗飛彈。
天照避開左。
天照並無選擇同我正面戰鬥，而係逃走。

佢狂係到奔跑。
大愧已經估到我放左伏係天台，所以選擇係第2度打。
可惡，直覺真係犀利。
呢個女人好麻煩。

夜已深。



馬路上幾乎無車。
正好成為左我同天照戰鬥既舞台。

「聖光球LV100」
天照舉起手，一百個光球同時出現，同時向我射擊。

避開……好難避。
好勉強先避開到既時候，天照已經埋到我身。
好近！

「究極光束」
零距離發射！
避唔到？

空間魔法！
利用空間魔法避開。
好險。
果枝光束擊中左條天橋，成座橋倒塌左。

「喂！你地唔好咁過份喎，我點樣跟手尾呀！」加百列講。

無視佢。
去到天照後面，用蜘蛛絲絞殺佢！
係幻像？
佢唔係到？
去左邊？

上面？

「聖光球LV100」
係我正上方，100枝光束打落黎！

空間魔法。

只要我有空間魔法，任何既攻擊我都避得開。

好遺憾，呢一場戰鬥，我早已經立係不敗既局面！

就算係天照，係你，都無可能擊敗到我！



人生太短，出手要更大

「係你贏左。」天照好爽快咁講。
佢嘆左口氣，有少少無奈。
已經投左降。

贏左？

大戰終於勝利了，大家興奮嗎？

「再打落去都無意思，你識得用空間魔法。」天照繼續講。

投降？
咁快手？
唔會有伏掛。

「唉，今次你贏……不過都無下次啦。點解你要殺我？」天照問。

唔想回答。

「比你做左唯一既神，你想建立一個點樣既世界？」

我停低左落黎。
望住佢，無再郁。

你想建立一個點樣既世界？

「當然係我自己想要既世界啦。」

「咁樣，你就會滿足咩？」

「當然。」

天照笑左一笑。
佢伸左下懶腰。

「你開心咩？」佢再問。

「開心。」

「依家既你，開心咩？」天照再問。

「開心。」

其實我都無必要答佢。
只要我殺左佢，我就會成為果個世界唯一既神。



可以創造屬於我既世界。

你想建立一個點樣既世界？

首先要殺哂全世界既生物先。
然後，再重新創世……
創世？
咁個世界會係點？

你開心咩？
……

「開心。」

然後，我捉實左天照個頭。
只要用暗影長槍，就可以準確無誤咁爆到佢頭。
佢放棄左，合埋雙眼，任我處置。
只要輕輕講一句說話，我就會成為果個世界既唯一神。

「你開心就好。」
天照微一微笑。

「暗影－－」

永別啦，大賢者……

「長槍」

幻像？
弊！
中伏！
係邊到？

天照係天空上面，出現左一百個光球，同時射落我到！

空間魔法！

用唔到？
點會咁？
我記得左……天照係可以封印特殊技能，包括空間魔法。
一時大意……居然無諗到呢一點。

光束太快，我避唔到。
我好似見到走馬燈。
見番以前發生既事。
點解以前既我會係咁毒呢？
我轉左生之後明明想重新過新既生活，點解會黎到今時今日呢一刻呢？



點解我會變成殺人唔眨眼既怪物呢？
點解我會手刃以前相識既同學呢？

大概，臨死前既一刻，時間係會過得特別慢。

點解我想要搶個世界番黎呢？

時間……

「時間暫定」

技能。
普通既技能，時間暫定，可以令到時間暫停幾秒。
短短幾秒之間，已經夠我反敗為勝。

暗影長槍今次真係打中左天照。
貫穿左佢身體。
佢跌左落地，郁唔到，好辛苦咁望住我。

佢仲係到笑緊。
點解，你係到笑乜？
然後－－

佢斷左氣。



完了吧，如無意外

天照已死，蜘蛛當立。
傳送番自己去RPG世界。
天照已經死左，我係世界既唯一神。

贏左。
係，的而且確已經贏左。
雖然無乜真實感，但係我已經贏左。
打低左最後既敵人。

番番去魔王城。
見到地龍王、風龍王、海龍王，仲有排骨、火龍妹、所羅門王係到等緊我。

「女神大人呢？」風龍王問。

地龍王諗都唔諗，扑左過黎。

發動管理員權限，將地龍王完全消滅。
一秒鍾都唔洗，地龍王完完全全灰飛煙滅左。

「如你所見，我就係女神，哈哈。」我同佢地講。

海龍王變番黑騎士，半跪左係我面前。
「恭喜。」佢講。

風龍王等人唔敢輕舉妄動。

「嘻嘻，下一步應該點做？」我問。

終於都到左呢一步。
我應該點做。
成個世界屬於自己。
已經無人阻到我，我想點就點。

「就……殺哂所有人先？」我笑住咁講。

風龍王唔敢出聲。
唔敢激嬲我，驚我真係咁做。

「咁樣好咩？」排骨問。
「唔好咩？」我問。
「咁樣好咩？」佢問。
「好。唔好咩？」我問。
「唔好。」佢答。



我:「你好鍾意呢個世界咩？」
佢:「麻麻姐。」
我:「咁點解唔可以毀滅佢？」
佢:「點解咁樣就要毀滅佢？」
我:「……」
佢:「……」
我:「既然個世界有負於你，咁就去毀滅佢啦！」
佢:「我明，但係無論點都好，都無咁樣既必要。」
我:「點會無？」
佢:「就算生存係個世界幾唔開心都好……」
我:「你食屎都要話好食我唔阻鳩你。」
佢:「點解唔可以期待下未來……」
我:「GET OUT」

一野彈左佢出去。
屌，嬲。
唔知佢UP乜春。

殺哂所有既生命體。
立即。

個世界遲D我點整都好。
無所謂！
首先，將所有野DEL哂先，一切由零開始！
殺死哂所有既生命。
將來個世界係點唔再重要。
重要既係，呢一刻我將會建立一個新既世界。

完。
此POST已完。

「空間魔法。」所羅門王開口講。

咩話？
點解所羅門王同黑騎士未死？
明明……世界上所有既生命都已經……

呢到係邊到？
我比佢地傳送左黎香港？
發動唔到特殊技能？

然後，我比黑騎士背刺左。



垃圾驚

背部一直係到流血。
好痛。
我趴左係地上面，望住黑騎士。

香港，夜裡既街道。
好痛……就黎思考唔到。
但係，就算係咁樣既我，都一眼睇得清發生緊咩事。

黑騎士背叛左我。
然後，黑騎士同所羅門王兩個人入面，其中一個係神。
佢兩個係夾埋既。

其實我都應該清楚黑騎士唔一定會順從於我。
我只係一直對呢件事視若無睹姐。

首先行過黎既，係所羅門王。
唔係……
佢的而且確係所羅門王，只不過佢有另外一個身份。
佢變番做以前個樣，燈泡。
上古時代，我並無殺到既，果個大賢者之妻，姐係肥婆蓮。

「點解你要殺Alice，仲有MK妹佢地？」佢問我。

我拒絕回答。

佢放棄左，然後坐左係地上面，望住我。

「奧丁係我殺既，所以我奪得左佢既權限。」佢講。

「哦。」我回答。

無咩驚喜，其實都大約估到……
不過本來我係預計得到權限既人係黑騎士。
其實我本來係咪想黑騎士制止我呢？
唔知道。

然後，我望住黑騎士。
海龍王。
如果話佢係天照既卧底，咁又講唔通。
無論去到呢一刻先黎阻止我。
佢係咪憎我憎到不昔轉生做左海龍王等幾千年，等到黎呢一刻先黎復仇呢？

「點樣呀，由最高既果一個位跌落黎係咩感受？」黑騎士問。



「你好憎我？」我問。

「嗯。」

「點解？」

「我係轉生者。」佢回答。

「我知，但係似乎比起肥婆蓮，你更加憎我，班長。」我問，然後燈泡皺左下眉頭。

「係，因為我同佢地唔同，我係轉生者。」佢講。

「唔明……」

佢笑一笑，然後變成海龍王個樣。
之後，佢再變成班長個樣。
之後，再變成白雪。

「咩意思？」我問。

「你轉生成為左一隻蜘蛛怪物，阿蓮佢轉生成為燈泡，而我轉生成為海龍王。」佢講。

「係，我知。」

「只不過我既情況有少少特殊，我經歷左兩次轉生。」佢講。

「咩話？」

「我係白雪，死左之後轉生成為一個香港既學生，而學生死左之後，轉生番番去果個世界變成海龍王
。」

……

我無咩說話好講。

「點解你當初要殺我？」佢問。

答唔出。
當初殺佢既理由，我已經唔記得左。

「點解呀？」佢抓起我。

「身為一隻魔物，比人類攻擊，點解唔可以還手？」我答番佢。

佢鬆開手，DOM我落地。

「去死啦。」佢講。



係。
去死。
終於都解脫。

然後，我死左。

GAME OVER。

垃圾GAME。
垃圾驚……始終都係垃圾驚。
無論邊個世界，都只係一個垃圾驚。



====分隔線====

未完，好似係。



垃圾GAME

是咁的，有一日我走左去自殺，死左之後黎到呢個奇怪既世界。
係，就係咁。
係，唔知做乜鳩，但係我既記憶係咁樣同我講。
係，好難接受，我仲難接受過你。
但係，點解會咁？

印象之中，有一日我飲醉左，然後係天台到跳到落黎，大概係呢一種感覺。
之後醒返，我就黎到呢到。

一個黑色既巨型大空洞。
舉頭一望，個大空洞高到見唔到盡頭，淨係見到牆上面好高既一個地方有少少紅光。
而我身處係大空洞既中心。
四圍有D咩呢，四圍都係D奇型怪狀既生物，係D蟲呀之類既物體。
順帶一提，我都係一隻蟲。
係，好撚奇怪，我好有自信，自己以前係一個人類。
但係呢一刻既我，係一隻蟲。

鬼靈爬行者 LV1
HP:643/643
MP:642/642

力量:40  敏捷:73
防禦:29  魔力:52

呢個係我……？
總之呢D就係我既數值掛。
似乎係打機之類既RPG GAME之類既世界，我係一隻怪物。
LV1既怪物。
重點係，我係一隻蟲。
係蟲呀屌你老屎忽。
以前既我見到甲由聲都唔敢聲成身僵哂郁都唔郁到淨係望隻甲由走黎走去然後同神祈禱屌你老母甲由
大人你快D走啦好嗎？
但係依家既我係一隻蟲。

我上半身類似螳螂，下半身係蜘蛛既腹部。
上半身有四隻手，不過全部都係針黎，拎唔到野，淨係可以用黎吉人。
下半身既就只係四隻普通蜘蛛腳，無咩特別。

咁既然係打機既世界，總應該有少少技能可以用？

蜘蛛毒牙: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賦予猛毒(10秒)狀態
蜘蛛鋼絲:對單體賦予5秒鐘束縛狀態

猛毒狀態: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1%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1000



束縛狀態:無法移動，但可以使用技能

得兩招。
OK啦。
夠做啦。

既然係咁，就打下怪先。
睇下附近有咩怪。

散走時遇到了野生的突變型奇美拉蟲。

突變型奇美拉蟲 LV62

HP:6019/6019
MP:6409/6409

力量:594  敏捷:676
防禦:647  魔力:620

好大隻既蛆蟲，然後有甲由既翼既腳，身上仲咩住蝸牛殼，個頭仲有蝸牛既觸角。
好核突……呀好想死。
好噁心既生物……
雖然我都唔係好得佢去邊，但真係……突然間覺得我自己真係好靚。

戰鬥 道具
魔物 >逃跑

痴線……唔單止好核突，戰鬥力仲咁高？
我真係打得贏咩？
講咩笑呀！
邊有GAME係新手區會放隻LV62既怪物架！
唔好咁痴線啦大佬！
雖然頭先我死左一次姐，仲要係自殺，但係我唔想死多一次呀！
On9垃圾GAME，係人玩架咩？

全速逃走！
逃走失敗！
唔夠佢快。
嘻嘻，一開波就GAME OVER。
呢個世界既GM真係鐘意玩鳩人。
邊有一隻GAME係一開波就要人死架。
拿拿，你唔好行埋黎呀！
我唔要呀！唔制呀！
我知我要死係到，但係我唔想死係你呢隻核突蟲手上呀！
仲要咁撚核突……
求下你，唔好食我！
我會死架啦，唔好食我呀！



全知全能既GM大人，請你救下我。
我唔想比佢食呀……
唔想比佢凌辱呀……嘻嘻(@*&#(!)#*)!*@$#!*_$(

睇黎我嗌破喉嚨都無人理我。
比佢逼到埋牆角。
牆？
唔係牆黎喎，係一個石像。

係一個人既石像，睇黎係一個女人黎，不過下半身係一隻蜘蛛。
咦？
唔？
石像好似係到望緊我？

[獲得新稱號:阿撒托斯的僕從]
[阿撒托斯的僕從:03吧993-920=390=200啖[492-0呎0-汎蜘蛛大人好靚女輙昭3-[奈]

意義不明，仲要係亂碼。
但係唔知點解，我好似充滿左力量！
一定係個稱號！
我有預感，我可以一擊秒殺佢！
黎啦！
喝！
係時候成為我既經濟值啦，你個垃圾蟲！
雖然好核突，但係依家既我得一招可以用。

蜘蛛毒牙！
去咬佢呀！
等等，真係要咬？
唔好啦好嗎？
求下你，PLEASE！
PLEASE！
放棄思考了，雖然要我去咬果隻蝸牛甲由蛆蟲真係……但係我真係唔想死。
寧死不屈？
唔好講笑啦，點都唔可以死。
咬就咬啦屌你老母……
唔好咁啦……唉……點解要咁對我呀阿撒托斯……唉

咬。
好JUICY呀，好多汁液呀
口爆了。

然而，佢扣左好多血。
可惡，阿撒托斯，你計算我！
要我死不但止，仲要我去咬果隻野。
唔掂當，好撚苦。
一定好多菌，好想噁……



呀，不如一槍打我。
好似比隻蟲污辱左，好似失去左一D好重要既野。
點都好啦，了結我啦。

然而，隻蟲好似比個石像嚇親，驚到走左。
而遺留落黎既，就只有一樣野。

[腹痛(5小時30分鐘)]



謎之地下城

TESTING TESTING ONE TWO THREE FOUR
試咪試咪。
好，無問題。
上回提到：略。

總之依家既我就唔知點好。
四圍既生物黎講，頭先果隻叫做突變型奇米拉蟲既物體已經係最弱。
最弱都已經係講緊LV62，而我既LV係1。
係一呀！
係班60、70LV既怪物面前，我既LV係1呀！
我仲要唔係行坐路，岩岩出世果陣就係呢到呀！
呢到係我既新手村，不過D怪撩個鼻屎都可以屌打我。

冷靜D先。
依到係咩地方。

[獲得特殊技能[情報掌握]]

咦？
新技能？
咩黎？

[情報掌握:掌握情報]

係，好多謝你既解說。

[唔洗客氣]

好似係一招無撚用既技能。
似乎係頭先果個石像比我既技能。
但係我多左個[阿撒托斯的僕從]稱號，聽起黎好硬耳。
好似可以關左佢。

頭先果個石像究竟係咩黎？
[鬼知]

呀……好雞肋既技能，十問九唔知。
不過望住個石像，有種好奇怪既感覺。
似乎唔止係個石像咁簡單，比我既感覺更加似係隻蜘蛛封印左係呢到。

上半身係女人，下半身係蜘蛛。
係呢個世界既一隻怪物黎？
係一隻好勁既怪物？
如果我推斷無錯，隻怪物就係叫阿撒托斯。



算啦，繼續諗都無用，不如決定一下之後既方針先。

情報掌握，呢到係邊到？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8層:虛空。]

虛空？
意義不明。
呢個大空洞既名，就係叫虛空？
好奇怪。
不過，更加令人在意既係，呢個地方係叫地下城，仲要係第八層。

姐係話，如果我行返上去，經過多七屠，可以去到地面。
理論上，愈上既怪，愈弱。

大空洞牆上面好高既地方有個紅點，可以上去睇睇。
爬呀爬，爬呀爬，爬上去。

似乎因為我係一隻蟲，所以可以輕鬆咁爬上去。
幸運既係，無怪物黎襲擊我。

去到了。
好熱。
係一個懸崖黎。
懸崖樓下就係大空洞，地下城第八層。
呢到就應該係第七屠。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7層:灼熱煉獄。在地底的深處存在著上古時候星球誕生的能量，現在化為熔
岩，潛伏於大陸之下。這裡的紅蓮烈焰淨化一切，罪人將在這裡清洗他們的罪孽。]

哇，好長既描述……

【火的使用者】火龍-索諾蘭 LV60

HP:93564/93564
MP:140645/140645

力量:4089  敏捷:4215
防禦:3348  魔力:6587

係龍？
仲要係火龍？
點解第七層會有咁恐怖既生物？
比頭先果隻突變型奇米拉蟲，勁好多倍！

條龍開口，然後係……
噴火！



我輕輕一跳，直接係懸崖到跳返落去第八層。
利用蜘蛛絲降落……無事。

然後，又見到頭先隻突變型奇米拉蟲。
然後，又係逃走，走去石像到。

救鳩命呀！
想走又走唔到！
LV又升唔到！
點撚玩呀！
係咪要成世企係個石像到呀！



地龍

上回提要:略。

無辦法之下，我決定落去第9層。
依家既我身處係地下城第8層，但係怪物LV實在太高，我絕對唔係對手。
如果我要上去第7層，就要先打低隻火龍。
火龍比起第8層既怪物仲好打，所以都係MISSION IMPOSSIBLE。
逼於無奈之下，唯有落第9層探下路先啦。

重申一次，第8層既環境係好特別。
嚴格黎講係一個空心既圓柱體形狀既大空洞。
而我地就係個圓柱體入面。
大空洞正中心既位置就只有一個阿撒托斯既石像，其他咩都無。
而其他既生物，絕大多數都係蟲類，都係地上面或者牆上面爬黎爬去，但佢地絕對唔會靠近石像。
出口就只有兩個地方。
一，爬牆上去懸崖果到，亦姐係第7層。
二，地上面有個位係裂開左，行近少少去睇先發現有個樓梯，相信係通往第9層既道路。

奇怪既係，條樓梯係無怪物看守。
應該話係，連一隻怪物留係果到都無。
正常黎講，唔係應該每層地下城都有隻BOSS守住，打低隻怪先可以落去下面咩？
定還是係，果隻阿撒托斯本身就係第8層既BOSS？只係比人封印左？

好順利咁行左過去，路上面無魔物襲擊我。
點都好啦，落左去睇下先。

隻腳一行入樓梯，就有一股惡寒係到。
好強大既壓迫感。
直覺話比我知，下面有好強既生物係到。
唔好行落去……我隻腳係到發抖。

情報掌握，第9層究竟係咩來頭？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9層:大地。]

都係得兩個字。
完全不知所云。
都係算啦，始終命仔要緊。
無謂行落去送死……但係我又好想落去睇睇。

好奇心始終戰勝左淆底之心。
反正，唔落去我都打破唔到困境，第7、第8層我都係生存唔到。
反正點都好，最多咪又係一大班超強既魔物係到，然後我升唔到LV。

行左落去。



第9層……係一個巨大既洞穴。
大多可以……容納幾十條龍。

地龍、角龍、沙龍……係，全部都係龍。
每一條龍實力……最弱都有第7層果條火龍既級數。
好多既龍，戰鬥力遠遠比第7層果條龍高。
最特別既係，有一條龍坐左係一個高台，洞穴既正中央。

【地的元素使】 大地龍皇-諾姆 LV83

HP:228543/228543
MP:159421/159421

力量:9436  敏捷:6294
防禦:9789  魔力:8398

地的元素使？咩意思？
大地既龍皇？

[【地的元素使】:只有一個人能得到的稱號，授予給大地的支配者。使用地屬性技能時，攻擊力上升
100%，受到地屬性攻擊時傷害減少100%，MP消耗變為0，能使用所有的地屬性技能，亦能無效化
所有的地屬性技能。]

似乎遇到個好不得了既龍。

地龍同頭先果條火龍完全唔同。
火龍有類似蝙蝠既翼，翼之外仲有四肢，可以四肢爬行，又可以兩肢行走。
而地龍就似係一條大蜥蝪，無翼，只可以四足爬行。有少少似科莫多龍，但係身上面多左好多角，皮
膚似都好似岩石，感覺上惡好多。

龍無襲擊我。
全世界都係到望住我呢個入侵者。

「 你 係 咩 人 ？ 」

地龍王開口問我。
點答佢好？
鬼靈爬行者，呢個係我種族名。
但係，佢應該唔係想呢D野。

「 點 解 你 會 落 到 黎 ？ 你 應 該 比 結 界 擋 住 入 唔 到 黎 。 而 且 點 解 你 只 係 得 LV 1 ？ 你 咁
樣 既 LV 點 解 會 出 現 係 第 8 層 ？ 」

「好簡單姐，我可答到你。」突然間出現左一把聲音。

「 係 咩 人 ？ 」



「你呢個問題問得真係好，我亦都好樂意解答你呢個問題(略」

略唔係我懶得打省略左佢，而係佢真係講埋個略字出黎。

一個身穿白色斗篷既女仔，唔知邊到跳左落黎，然後坐左係地龍王個頭上。

「佢係轉生者。」個女仔輕描淡寫咁講。
咩話？佢究竟係咩人？
點解咁清楚？

「我係邊個？我咪係人見人愛既魔王大人囉！」
個女仔跳左落黎，對住我笑。

【魔王】 精靈-天照 神官 LV99

HP:8432/8432
MP:13964/13964

力量:768  敏捷:975
防禦:753  魔力:1521



魔王天照

眼前出現左個白色衫既女仔，然後佢自稱係魔王。
等等，依家發生緊喵事？
我黎到地下城第9層，之後就見到一大班地龍同埋地龍王，然後就見到呢個自稱係魔王既女仔。
佢個名叫天照，係日本神話？
然後佢自稱係魔王。

呢個世界既事……唔太明白。
姐係話呢個地下城係魔王既產物？係屬於魔王既？
[非也。]

情報掌握同我講「非也。」應該就係話魔王同地下城無關？
咁魔王又點解出現係呢到？

「點解我會出現係呢到？你見到我第一件事就係問呢樣野？」天照講。

吓？佢識讀我心？
不愧係魔王，比想像中更加可怕。
明明只係個細路女，但係佢比我既感覺……佢絕對唔係一個細路女咁簡單。
真不愧係魔王，好有厭迫感。

「多謝讚賞。不過我出現係呢到唔重要，我只係見到你卡緊關好慘咪黎幫下你姐。」

幫我？

「無錯。」天照笑笑口講。
口蜜腹劍，一定有陰毛。

「咩呀！無囉！好衰架！咁話人！」

我望一望地龍王，地龍王完全無插嘴。
連地龍王都要臣服係魔王之下？
之但係STATUS黎講同地龍王完全係無得比，甚至隨便搵條地龍都勁過佢。

如果我講錯咩野，會唔會比佢殺死架？

「點會！乜你咁睇我架！雖然我係叫魔王，但我絕對係好人！」天照講。

咁你要點幫我？

「我可以送你去一D新手村之類既地方。」

有咩條件？

「條件梗係有啦，你話比我知，你第8層果到……」



「做左D咩？」天照突然間烘塊臉過黎，好嚴肅咁望住我。
＿
無野做過。

「究極光束」
天照突然之間開技能，一條巨型光束係我臉上面擦過。
[究極光束:以魔法攻擊，對直線敵人造成極大量光屬性傷害，然後自身陷入虛弱狀態(1分鐘)]

喂喂……
你真係想殺左我？

「依家唔係事必要你講，你唔講既話，係咪想死第二次；執返黎既人生，咁快又無左，你真係想咁？
」天照笑笑口講。

……

「講笑咋~好啦，無事發生過就算啦，你可以合埋眼啦。」天照又繼續講。

吓？
咦？

眼前一黑。
然後，呢到係……？

[魔界-原始森林]

咦咦咦？
轉移左？係瞬間轉移？
我突然間去左個森林到？
魔界又係咩回事？

[世界分為兩大勢力，人類聯盟和魔界。人類聯盟估據了大陸的西部，由精靈、人類、矮人三個種族
的國家組成。魔界為東部大陸的勢力，由魔王獨自統治，由惡魔、不死族、龍人、獸人、哥布林、巨
人等的種族所組成的勢力，魔王大多都為惡魔。]

唔唔，不過頭先果個天照係精靈喎。
明明係精靈，之但係又係魔王，咁奇怪既？

不過，呢到既魔物LV都好低，最岩就係用黎升LV。
總之，依家就安全啦。
不過……
魔王究竟想查D咩？
好彩果陣我比佢嚇到咩都諗唔到，腦閉塞左，如果比佢知道我拎左個[阿撒托斯的僕從]稱號會點？
然後阿撒托斯又究竟係咩人？個石像又係咩回事，同天照係咩關係？

一時之間太多野諗，處理唔哂。



唔理LU，麻煩既事唔好理住，一路升下LV打下怪先再講啦。



EASY JOB

[鬼靈爬行者:蟲型生物。為大多數蟲型生物的原型，擅長使用蜘蛛絲及毒來獵殺目標]

呢個係我既種族。
係蟲。
蟲，一直以黎都係雀仔既食物……

棕色麻雀 LV2

HP:435/435
MP:264/489

力量:54  敏捷:101
防禦:36  魔力:88

呀。
比雀仔襲擊。
似乎係好低LV既生物，但對我黎講係非常之難打。
依家我既STATUS係……？

鬼靈爬行者 LV1

HP:643/643
MP:642/642

力量:40  敏捷:73
防禦:29  魔力:52

力量防禦敏捷魔力我都不如佢，但係HP同MP我高佢好多。
依家我擁有既技能係……

1.蜘蛛毒牙:用牙齒攻擊，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賦予猛毒(10秒)狀態
猛毒: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1%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1000

2.蜘蛛鋼絲:吐絲，對單體賦予束縛(5秒)狀態
束縛:無法移動

佢飛左上天空。
然後俯衝落黎。
避開。
無事。
沒問題。

佢雙腳一掂地，又試再衝過黎。
避唔開，硬食，扣左120血。



好痛。

蜘蛛鋼絲。
我成功使用技能，用蜘蛛絲困住左佢。
似乎，我心入面默念，就可以使用技能。
果然係無乜傷害。
係要靠蜘蛛毒牙先可以殺死佢。

蜘蛛毒牙。
撲上去，咬佢。
扣左佢50血。
然後猛毒……每秒扣佢4血。
夾埋都係扣到90血，傷害好低。
不過佢HP得好少，所以呢90血對佢黎講已經好甘。

束縛狀態解除左。
佢飛左上天。
等埋呀喂，我仲係佢背上面走開。
於是乎，我比佢帶埋上天。
係天上面佢甩開我，我由高空跌落黎。
嗚，好痛。
無左200血。
重傷。

雀仔係好難打既對手。
不過我應該搞得掂。
佢又再衝過黎打我。
佢衝緊過黎果陣，我直接用蜘蛛鋼絲束縛佢。
係高空上面中左我既蜘蛛絲。
於是乎佢由高空跌左落黎。
重傷，然後，我又用蜘蛛毒牙收左佢頭。

件事就係咁。
都唔係好難打姐。
呢個世界其實都無想像中咁難玩。
係一開始唔知點解去左高LV地區。
唔緊要，由依家開始我可以輕輕鬆鬆打爆機。

EASY JOB啦屌。



魔物與人

鬼靈爬行者 LV3

HP:845
MP:854

力量:68  敏捷:94
防禦:47  魔力:77

有一種微妙既感覺。
係呢到打打下怪就可以升LV。
好有打機既感覺。
呢個叫原始森林既地方，淨係出現D LV1~LV2既生物，比盡都係見到LV3。
係好易打，不過經驗真係得好少。
我黎左呢個世界已經成個禮拜。
成個禮拜先升到兩個LV。
卡住左，呢到D怪太少經我升唔到LV。

雖然話無必要去升LV，悠閒咁過生活未嘗唔係一件好事。
但之但係一場黎到呢個RPG世界，唔去冒險打怪又好似講唔過去。
於是乎我離開左個原始森林。
行下行下就去到一條村到。

好有中世紀風格既村，不過入面住既唔係人類，而係哥布林。
始終呢到都係魔界，唔係屬於人類既地方。
哥布林村，似足以前個世界中世紀時期咁，只係哥布林同D建築風格有少少格格不入。
始終呢種紅眼綠皮膚身型細幼既生物，點講都係比較傾向魔物既類型。

村口有兩個守衛，應該話係只有兩個守衛，算係一條好細既村落。

【火魔法師】哥布林-織女一 LV20

HP:1485
MP:2325

力量:184  敏捷:315
防禦:167  魔力:187

【力量的象徵】哥布林-河鼓二 LV26

HP:2597
MP:2228

力量:259  敏捷:387
防禦:248  魔力:246



唔……入唔到村。
有兩個人係到保護住條村。
我係魔物，所以佢地係唔會比我入去。
再者，我唔夠佢地打。

身為魔物既我，睇黎呢一世都唔會同到人接觸。
我無辦法入到村，無辦法同佢地相處。
因為我係一隻蟲，係一隻魔物。

我又係到諗，我係魔物，係咪應該好似魔物咁襲擊人呢？
答案係否。
我的而且確呢一刻既我係一隻魔物。
但上一世既我係人類。
我保留住人類既記憶，人類既價值觀，點可以去殺人？

生而為人，又點可以殺人呢？
絕對唔係咩大愛左膠既問題，而係呢個係人類既基本價值觀。
只要人類本身所有個體承諾唔會殺人，咁自己既生命就會得到保障。
人類要維持自己既權利，就唔可以去剝削其他人既權利，只要佢仲係一個人類。
不過，即使現在的我並非係一個人類，但只要我既思維仲係人類既思維，我就唔會殺人。

離題了。
我亦都離開左個村落，去第二到行。
頭先果條應該就係一條新手村，D新手會去原始森林到升LV打怪。
咁附近應該會有第二個地方去比D高LV D既新手升LV。
行下行下就應該搵到。

於是乎，我行到黎一座山下面。
一座普通既山。
無咩特別。
地上面有個入口……入口？
係個山洞入口。

咁……應該就係山洞入面。
姐係話個山洞就係升LV區？
好啦，行入去先。

山洞應該會係一個好好既環境去戰鬥。
起碼唔洗同D煩人識飛既雀仔打先。

係呢個時候，我做左個好蠢既決定。
係呢一刻，我係無諗過……以後再諗番轉頭，真係好白痴。



進化

我有一個夢。
細過既時候好鐘意打機，成日幻想過自己走左入去打機既世界會係點。
唔係VR。
而係完完全全咁活係果一個世界入面。
點解我會有咁既諗頭？
對現實不滿？唔係。
只係單純比隻GAME吸引，然後好想同住係果一個世界同果班角色一齊冒險。

或者咩都唔洗去煩，只係簡簡單單咁去冒險，就係我一生最大既願望。
所以黎到呢個世界既時候，我雖然係覺得好突然，但係好快就接受左。
我唔係作為一個人而得到第二次既人生，依家既我只係一隻蟲。

都好。
平時以前打機，見到魔物就秒左佢。
依家作為魔物咁生活，都係幾有趣。
魔物都係一種生物，都係有血有肉，都係有生命既。
起碼依家既我，可以好似魔物咁活著。
比起人，或者更加自由自在。

我入左山洞入面。
都係同D弱小既魔物戰鬥。
然後，都升左幾LV。

[等級上升至LV10]

[可以選擇進化，請選擇一項]
>鬼靈殺戮者
>潛伏者
>小型蜈蚣

[鬼靈殺戮者:蟲型生物。為鬼靈爬行者的主流進化型，比起鬼靈殺戮者的時期，近距離戰鬥能力大幅
度上升。]
[潛伏者:蟲型生物。體型細小的蟲類，力量非常高，擅長偷襲的生物。]
[小型蜈蚣:蟲型生物。為體型細小的蟲類，擅長使用毒以及吐息攻擊。]

唔……可以進化。
變成另一種物種？
潛伏者同小型蜈蚣都係D陰陰濕濕既魔物，唔LIKE。
咁都係鬼靈殺戮者啦。
都係呢個最好架啦。
應該會同我依家差唔多樣，不過近戰會更加勁？
好，就呢個。

進左化。



鬼靈殺戮者 LV10

HP:1516/1516
MP:1520/1520

力量:142  敏捷:162
防禦:131  魔力:141

體型大隻左，胸部既針變左鐮刀。
無咩特別咁款，係咪唔應該揀佢？

蜘蛛毒牙:用牙齒攻擊，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賦予猛毒(10秒)狀態
蜘蛛鋼絲:吐絲，對單體賦予束縛(5秒)狀態
螳螂之鐮:使用鐮刀攻擊，對單體做成物理傷害

咦，好似多左一招技能。
好似鐘於有一招係打得架啦。

STATUS都上升左。
感覺上我已經勁左好多。
於是，我去搵隻野試刀先。

魔狼 LV48

HP:5210/5210
MP:3011/3011

力量:518  敏捷:522
防禦:478  魔力:441

我……好似行得太深入。
呢到D怪，同頭先洞穴淺層既怪差好多級數。
然後我發覺呢個洞穴係個天然迷宮，我已經行錯左路。

SHIT哦。
冷靜少少先。
無事既，OK？

隻狼衝過黎呀！
蜘蛛鋼絲！
束縛住左佢。
蜘蛛毒牙，咬佢。

猛毒狀態。
佢扣得幾多血下。
同呢D比自己勁既對手打，猛毒係非常之有用。



而我既螳螂之鐮，老實講，同佢打既話真係扣得好少血。

喂喂，唔係真係要打贏佢下話？
再黎一次蜘蛛鋼絲。
然後就係走佬。



次元的魔女

[【逃亡者】:授予成功逃走100次之人。逃走時敏捷上升50%。]

……
拎左個奇怪既稱號。
黎到呢個世界大約係一個禮拜左右，我已經逃走左100次。
100次呢個數字究竟係咩概念呢？
一日戰鬥既次數其實都唔過廿次。
七日之內逃走到100次我都真係犀利。

呢幾日我除左執雞殺怪之外，淨係一尾逃走。
走完又走，又執下雞殺殘血怪。
咁就升到25LV。

【逃亡者】奇美拉蟲 LV25

HP:3618/3618
MP:3618/3618

力量:371  敏捷:401
防禦:322  魔力:375

又再進多一次化。
叫奇米拉蟲。
蜘蛛頭，螳螂既胸部同鐮刀，蜘蛛既腹部同腳，仲有蠍子既尾巴。

[蜘蛛毒牙:用牙齒攻擊，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賦予猛毒(10秒)狀態]
[蜘蛛鋼絲:吐絲，對單體賦予束縛(5秒)狀態]
[螳螂之鐮:使用鐮刀攻擊，對單體做成物理傷害]
[毒素激發:解除目標的毒屬性狀態，然後對其做成1000點固定傷害]
[蠍子毒尾: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然後賦予對手5秒猛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毒狀態，使其毒
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

被動技能:
[免疫毒素:自身免疫任何類型的毒效果]

感覺上自己好有力量。
已經唔再係弱小既魔物。
可以試下去正面同人交戰。

魔狼 LV48

HP:5210/5210
MP:3011/3011



力量:518  敏捷:522
防禦:478  魔力:441
唔……論STATUS佢係高過我既。
但係唔代表我打唔贏佢。
只要努力少少……

又多左兩隻魔狼。
OK，當我無講過，唔好強姦我。

走。
一之既之曰，屌啦媽走啦喂。

「啊，奇美拉蟲？點解會出現係呢到？」
走既時候撞到個人。
係人。
係人類。
出現左係呢一度。

【次元的魔女】人類-約翰‧提托 LV99

HP:6424/6424
MP:15344/15344

力量:564  敏捷:678
防禦:568  魔力:1884

【次元的魔女】:授予能使用所有平涉空間之魔法者。使用魔法時，MP消耗固定減少1000，魔法冷
卻時間減少75%，魔力上升10%。

金色長卷髮既一個女仔，身上著住黑色大衣，頭戴黑色既魔女帽，差枝掃把就真係似足魔女啦。
戰鬥力好強。
絕對唔係得閒之輩。
比起魔王天照……可能比天照更加勁。

三隻魔狼同時向約翰發動襲擊。
話說明明係女仔，點解叫約翰？

「魔法迴避」
約翰口中唸唸有詞，然後消失左。
去左其中一隻魔狼後面。

「魔力爆彈」
其中一隻魔狼體內爆炸(?)

執雞……食得唔好哂。
我尾刀左一隻魔狼。
其他兩隻魔狼瞬間比約翰殺哂。



「哼哼。」
約翰蹲係地上面望住我。

「養番隻寵物都好。」



SPEED RUN

穿過迷宮，我同約翰又行左落去一個山洞下面。
係呢個時候我先發覺呢到就係我一開始出生既果一個地下城。
好白痴咁又返返黎呢到，不過依家係第三層，同第八層既魔物比起黎，呢到既魔物易打得多。

地下城第三層。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3層:一個巨大的山洞，中間存在巨大的湖，似乎是某個文明的古遺址。建築
荒廢後，成為大量生物的巢穴，當中存在稀有而強大的生物，就算是頂級的冒險者團隊在這裡也會非
常危險。第3層是冒險者能到達的極限。]

唔，就係咁，唔洗再去多介紹下第三層係咩環境啦。

約翰似乎覺得我好特別，當我係寵物咁飼養我。
都好既，靠佢CARRY，執佢尾雞，我可以升多幾LV。
唔洗再一尾係咁逃走。

「果然用唔到空間魔法，呢一座地下城果然係有問題。」約翰講。

同我講定自言自語？
應該係自言自語啦，我係一隻蟲，唔識同人講野。
而至於我可以理解到約翰既說話，大概應該都係約翰既技能。

水蜘蛛 LV49

HP:4725/4725
MP:5111/5111

力量:369  敏捷:544
防禦:479  魔力:541

水蜘蛛，無咩特別，就係水上行走既蜘蛛。

「魔法飛彈」
約翰諗都唔諗就開技能。
之但係水蜘蛛避開左。
撲過黎約翰身上。

蜘蛛鋼絲。
利用蜘蛛絲幫一幫約翰手，幫佢捉住隻水蜘蛛。

「魔力爆彈」
約翰再使用技能，打到隻水蜘蛛重傷。
然後我走左過去，用螳螂之鐮收左頭。

[等級上升至29]



「叻仔喎……定係女黎？是但啦，果然你唔係一般既魔物呀」
約翰攬住我講。

「你想我地SPEED RUN衝落去第十層定比你打下怪升下LV先？」
佢問我。

唔係掛。
你諗住衝落去第十層？
唔好講笑啦。
單係第七層隻火龍，就算係你都未必打得贏啦。

我搖頭。

「想升LV？OK呀，一路SPEED RUN一路升啦。」

等等，咩叫SPEED RUN呀？
你SPEED RUN仲要去打怪架？
咁仲叫SPEED RUN？
而且，你一開始都唔洗問我啦……喂，等埋我，你留低我一個係到，我會比魔物殺死架……等埋。

約翰跑呀跑，唔知用左咩魔法，令到湖面上結左條冰橋。
我地一跑上去冰橋到，無數既水蜘蛛湧哂上黎。

「魔法流星雨」
[魔法流星雨:使用魔法，於天空召喚大量魔法陣，每個魔法陣施放三次魔法飛彈，隨機攻擊目標]
呢一下消耗左約翰近三份之一既MP。
但係，佢既威力絕對物超所值。
呢一下範圍技，將所有既水蜘蛛打到不死也重傷。
我順便執左幾隻雞。

突然間，水底有野衝左出黎，撞碎左冰橋。

水棲暴龍-維京 LV76

HP:15854/15854
MP:8254/8254

力量:1753  敏捷:1528
防禦:1482  魔力:1190

而後面亦都有魔物。

水馬 LV75

HP:7964/7964
MP:8688/8688



力量:789  敏捷:1016
防禦:764  魔力:821

二打二，我方陷入壓倒性既不利。



毒素

「水馬就交比你啦，隻水棲暴龍就由我黎應付」約翰咁講。

咦，喂。
你覺得我真係打得贏咩？

水馬 LV75

HP:7964/7964
MP:8688/8688

力量:789  敏捷:1016
防禦:764  魔力:821

【逃亡者】奇美拉蟲 LV30

HP:4617/4617
MP:4619/4619

力量:472  敏捷:506
防禦:428  魔力:476

係，可以洗洗睡。
水馬突然間衝左過黎。
呀，嗚，咪打我呀，PLZ

「魔法衝擊」
約翰百忙之中，都幫左我手打左隻水馬一下。
[魔法衝擊:以魔法攻擊，造成少量魔法傷害，然後彈開敵人]

彈開……D字眼咁奇怪既？
水馬中左佢呢招，扣既血唔多，但如同字面一樣，水馬比約翰彈開左。

水馬又再衝過黎。
蜘蛛鋼絲。
我用蜘蛛絲綁住左佢。

撲上去，蜘蛛毒牙。
不愧係猛毒，扣既血真係多。
但係，好快水馬解除左束縛狀態，一腳踢飛左我。

好強。
如果唔係約翰反應快，即刻整左個冰橋，我已經跌左入水。
跌左入水，以我呢隻蟲黎講，應該同即死係無分別。



約翰呢？
佢果邊點？
即使強到好似約翰咁，對上水棲暴龍都係一場苦戰。

水棲暴龍-維京 LV76

HP:9845/15854
MP:6454/8254

力量:1753  敏捷:1528
防禦:1482  魔力:1190

【次元的魔女】人類-約翰‧提托 LV99

HP:4612/6424
MP:8451/15344

力量:564  敏捷:678
防禦:568  魔力:1884

好驚人既實力差距，除左魔力同MP之外，其他數值隻暴龍都高過約翰差唔多成三倍。
應該話，即使差成三倍，約翰同暴龍都打到五五波真係犀利。

依家唔係講呢D野既時候。
我既HP都唔係淨返好多。
大約中多兩招，或者中佢一招大技，我就會死。
我既技能對佢產生既傷害……老實講唔多。

我唯一可以做既，就係利用蜘蛛既猛毒，再多蠍子增加毒素既傷害去殺死佢。

蜘蛛毒牙:用牙齒攻擊，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賦予猛毒(10秒)狀態
蠍子毒尾:使用毒尾攻擊，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然後賦予對手猛毒(5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
毒狀態，使其毒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

呢一個COMBO，應該可以扣到成1400血左右。
1400對我黎講，已經係好多架啦。

問題就係，點樣先可以咬完佢，再多蠍尾針佢。
太難啦。
做唔到。

呢個時候，水馬又試再攻過黎。
蜘蛛鋼絲。
用蜘蛛絲包住佢。
佢郁唔到，好機會。
撲上去，蜘蛛毒牙。
成功。



雖然佢行唔到，但佢即刻用技能，一腳踢開我。
唔得，死都唔可以放手。
一腳扣左我成二千傷害。
好甘。

唔理。
蠍子毒尾。
成功強化左毒既傷害。

然後拉開距離。
呢個時候，水馬又衝過黎。

「凍結射擊」
約翰既支援攻擊，打中左水馬，同時令水馬凍結。

然後，我用毒素激發，殺死左水馬。
毒素激發:解除目標的毒屬性狀態，然後對其做成1000點固定傷害



奈落的巢穴

[等級上升至32]
[獲得稱號【力量的象徵】]
[【力量的象徵】:授予一擊造成超過1000點傷害之人。自身力量上升8%。]

殺死水馬之後，LV又上升左。
之不過同水棲暴龍仍然有一大段距離。
約翰同水棲暴龍苦戰緊。
約翰中左隻暴龍一擊之後，得番一半既HP。

我唯一可以做既就係，利用蜘蛛鋼絲束縛住暴龍。
暴龍既攻擊力高到，一擊大概可以打到我重傷，甚至可以秒殺我。
要我正面同佢打係無可能。
之不過利用毒同蜘蛛絲偷襲既話，我絕對做得到。

本來約翰同隻暴龍係五五波。
但係加埋我既支援之後，終於拎番優勢。

暴龍張開口。
然後撲埋過黎。

「折躍之門」
約翰用佢僅存不多既MP，製造左兩個空間斷層。
一個放係約翰既面前，一個放係約翰既背後。
暴龍衝過黎，衝入前面既斷層，消失左，再係後面既斷層衝番出黎。

好強既技能，亦都將約翰既MP幾乎用盡。
不過我既猛毒都唔差。
係暴龍衝番出黎既時候，我突襲佢。
利用蜘蛛毒牙，賦予佢猛毒狀態。
同時利用蠍子毒尾，加強毒既傷害。

暴龍似乎受左重傷，係到掙扎。

「凍結射擊」
約翰再攻擊暴龍，令到暴龍無法移動。

「快。」
約翰示意我去收頭。
比我升LV。

毒素激發。
殺左。

[等級上升至37]



無想像中咁難打。
不過，約翰既HP同MP都見底了。
佢坐左係冰橋上面，望住我微微一笑，然後摸下我個頭。
依家先發覺，佢都幾靚女。

「辛苦你啦。」佢咁講。
嗯。
我講唔到野，回答唔到佢。

佢好似又開左個唔知咩空間傳送門出黎，係入面拎左條蕉出黎。
請我食？
異世界既……香蕉？
都係黃色咁一條蕉，無咩特別。

第一次食到人食既野。
喊左。
好味。
呢幾日，應該話係轉生黎到呢個世界之後，未正正經經食過野。

呢幾日我係點樣維生唔洗捱餓呢……唔好提啦，真係痛苦既回憶。
蟲，真係好難食。

見到我係到狼吞虎嚥，佢又係到笑，然後又摸一摸我個頭。

「我MP都回復就七七八八，食飽就好起程啦。」

我望住佢。

「做咩呀？」
第三層打BOSS已經苦戰，第四層落到去點算？
真係打得贏咩？
允其係第七層果隻火龍，係絕對無可能打得贏既對手。

今次贏到水棲暴龍可以話係好彩，之後打算點？
呢D事，我無講出口，亦都無辦法講到出口。
我只可以做既，就係默默咁跟住係佢後面。

點解我要跟住佢，其實我自己都唔知。
一開始只係貪快貪方便，痴住佢可以極速升LV。
但係由依家開始，跟本就係搵命搏，隨時隨地都會無命。
依家既我，大可以返上第二層到，利用魔狼黎升LV，絕對無必要跟住約翰。
即使係咁，我依然跟住佢，無點解。

「前面有座好斜既塔，第四層既入口就係果到，應該係。」

「唔？你做咩？唔洗擔心喎，第三層既BOSS咁難打都打得贏，之後都好輕鬆啦。」



點解你要落去地下城呢？你既目的究竟係咩？點解要搵命搏？

唔知佢。
我淨係跟住佢，行入座疑似比薩斜塔既物體到。

【看門人】 奈落蜈蚣-蒙古 LV78

HP:10546/10546
MP:18645/18645

力量:1216  敏捷:1543
防禦:1099  魔力:2016

成座塔，都係一隻巨型蜈蚣既巢穴。



不祥之物

「你傻左呀？做咩執隻魔物返黎？」
「呢隻魔物好特別。明明無名，但係擁有智慧。」
「係錯覺黎姐。」
「絕對唔係錯覺，佢擁有智慧，聽得明我講咩。」
「就算佢擁有智慧，你知唔知擁有智慧代表咩呀？」
「代表咩呀？」
「無名但係擁有智慧，係有先例……係蜘蛛呀。」
「……」
「你應該知架，蜘蛛呢類型既生物，對呢個世界黎講係禁忌，係災厄，係絕對既不祥之物。」
「太誇張啦，係傳說黎姐。」
「傳說又好，點都好，你都執左隻無名但係有智慧既魔物返黎。而且佢係奇米拉蟲，進化左之後會變
成蜘蛛類型既魔物。蜘蛛，無名既蜘蛛，同傳說一樣呀，會破壞呢個世界。」
「但係奇米拉蟲一樣有其他選項，可以唔進化成蜘蛛。」
「點都好，見到蜘蛛魔物，傳統上一係即走，一係即刻殺死佢。」
「嗯哼，最近你有少少寸喎，係咪唔記得左我先係你師父；定係我記錯，你先係師父呀。」
「……」
「明白就好啦，我主意已決，你走啦。」

呢到係邊到？
記憶有少少模糊。
我用手摸下個頭，很好，係鐮刀，呢個RPG世界唔係夢黎。
醒返之後，我發覺自己坐係一張床上面。
八足盤膝而坐……算唔算係坐呢，算啦，不必研究。

我記得頭先同約翰準備走入第四層，之後就中伏見到隻巨型蜈蚣。
醒返之後，就黎到呢個成千尺既大房。
我坐左係張床上面。

門突然之間打開左。
係約翰。

「你醒拿？」
佢笑一笑咁講。

我地離開左地下城？
呢到又係邊到？

「呢到係聯盟王宮既一間客房。」

聯盟？我記得係人類、精靈、矮人建立既國度，同魔王既魔界處於敵對狀態。
王宮，姐係話聯盟最重要既地方。
約翰睇黎唔係平凡人。

「我係聯盟既大賢者。其實我講呢D野你明唔明架？算啦，你明幾多得幾多啦。」



係咩？

「我好似無同你講過點解我要落去地下城。最近魔界向聯盟發動攻擊，聯盟完全唔夠打，一直割地求
和，但係魔界完全唔肯放棄攻打我地。我地輸到七彩。」約翰係到苦笑。

「然之後，傳說講過地下城有D野可以改變世界，我地相信可以改寫呢場戰爭既結果，於是乎就派左
我落去地下地探險。如你所見，第三層我地都未過到，就已經輸左，真係無用。」佢伸一伸隻脷出黎
扮可愛。

「之後我咪帶埋你，急速逃走。」

聽完之後無咩感想。
好合乎奇幻世界既設定。
無咩特別想法。

只係對蜘蛛有少少好奇。
頭先我訓左果陣，聽到門外面有人講緊蜘蛛。
蜘蛛……係不祥之物？
同地下城第八層既上半身人下半人蜘蛛既石像有咩關係。
同阿撒托斯有咩關係？
同我既稱號【阿撒托斯的僕從】有咩關係？

想問，但係問唔到。
作為蟲既我，係發唔到人類既聲音。
只可以就此罷休。

我唔敢換返阿撒托斯既稱號。
我有少少驚，阿撒托斯就係果隻不祥既蜘蛛。
如果比佢地知道我有咁既稱號，佢地會點對我。

然後，有另一樣野更加值得令人留意。
佢地話果隻蜘蛛係有思慧。
同我既情景係完全一樣。

如果……假設返。
果一隻蜘蛛，阿撒托斯，同我一樣……

都係轉生者？



聯盟

係間房無所事事咁渡過一日之後……
又無驚無險咁迎黎左第二日。

今日，約翰一早叫醒左我，叫我出去覲見聯盟之王。
聯盟之王，故名思義應該就係統領住聯盟既王，同魔王對立既。
亦都係呢個聯盟既最高負責人。
會係一個點樣既人呢？
我諗返起魔王天照。
果個隨意出意坐係地龍王頭頂上面果個。
連地龍王都UNDER佢？
咁樣聯盟既王，又會係點樣呢？
一樣咁勁？定只係個普通凡人？

約翰帶埋三個徒弟一齊行。
佢D徒弟LV分別只有87，67，64。
唔算好高。
我都可以一打一打得贏，好似係。

徒弟S好似有少少唔鐘意我。
甚至係驚左我。
佢地應該算係正常反應，王宮入面其他人都係咁樣樣。
唯獨約翰，得佢一個唔驚我。

約翰係大賢者，亦姐係聯盟入面魔法最勁既人。
王宮魔法師，大概係呢種感覺。
然後，佢又係個學習，去鑽研魔法。
聽講佢仲涉獵埋呢個世界既系統。

到左。
入到去一個宮殿入面。
好巨大，但又唔算好華麗。
有種華而不實既感覺。
周邊係無守衛，唔驚有咩事發生咩？

【劍聖】 人類-高文 戰士 LV99

HP:10463/10463
MP:8784/8784

力量:1128  敏捷:1257
防禦:1454  魔力:697

入到去，淨係見到一個男人企係幕前。
佢身後係一個紫色既帷幕，帷幕之後好似係個人？



查下帷幕之後果個人既STATUS人先。

[找不到目標]

咦？
咩意思？

「大賢者。」劍聖對約翰躹左個躬。
「劍聖。」約翰都帶埋徒弟一齊行禮。

「點樣，搵唔搵到可以改變戰爭局面既野？」劍聖講。
「無，第四層都未入到就輸左。」
「係呀，人無事就好。」
「嗯。」

「呢隻蟲係？」劍聖指住我問。
「迷宮帶黎既手信。如果你問我有咩可以改變到戰局，或者我地可以靠佢。」

劍聖抆左把劍出黎，指住我。
「係蜘蛛？」

「唔係，係奇米拉蟲。」約翰護左我講。
「奇米拉蟲可以進化成為蜘蛛，絕對唔可以留。」劍聖一面認真咁講。

「高文，放低劍啦。」帷幕之後既人突然出聲。
係個細路女聲？
佢就係聯盟之王？

「王，佢係蜘蛛。」劍聖同王講。
「但係我相信約翰。」王回答。
「我明白啦。」劍聖好乾脆咁收起把劍。

一頭霧水，完全唔明白蜘蛛又點？
咩不祥之物，見到就殺，究竟蜘蛛做過咩，令大家都咁憎佢？

「哈哈，係蜘蛛呀？蜘蛛唔可以留喎，你地應該都知道，女神好唔鐘意蜘蛛架？」門外面有個人行左
入黎。

【教皇】矮人-尼祿 神官 LV85

HP:8455/8455
MP:8464/8464

力量:564  敏捷:645
防禦:1211  魔力:1012

一個老態龍鐘而又有少少癡肥既矮人族阿叔。



「教皇。」
「教皇。」
劍聖同大賢者同時向教皇行禮。
教皇行過去摸下佢地個頭，然後講：
「願女神與你同在。」



蜘蛛與女神

「王呀，說話唔係咁講啦。女神點都唔會鐘意蜘蛛架啦。」教皇又走過去帷幕到講。

帷幕之後既人並無再說話。

「所以，劍聖呀，斬左佢。」教皇示意劍聖斬殺我。

等等先？
咩事？
點解要斬我？

劍聖好似有少少猶豫，然後教皇再補多句：
「呢個係女神既旨意，亦都係王既旨意。劍聖，斬左佢。」

劍聖一直睥住教皇，然後先至抆劍出黎。
至今為至，帷幕之人仲係無開過口講野。

「等陣先，如果話係女神既懿旨，未免過於武斷。」約翰插嘴。
「放肆，幾時輪到你講野。」教皇開口怒罵約翰。
「憑我係大賢者。我唔記得大賢者既職位係低過教皇架喎，我地應該係平起平座。」
「哼，你只係個細路女咋，識Ｄ咩呀？」
「的而且確我係坐場咁多位人入面，包括埋我幾位親愛既徒弟在內，我係最細過果個，不過我假假地
都叫做大賢者，仲要係歷代最強既大賢者。教皇大人，唔知我既身份仲適唔適合講野呢？」

教皇皺埋眉頭，然後強顏歡笑：
「你誤會我既意思啦。我既意思係，你的確係一個好犀利既人，但係人生閱歷或者係我地豐富Ｄ。你
一定唔知女神大人係有幾唔鐘意蜘蛛……」

「好笑啦，講到一千年前你出左世咁。」

教皇緊握拳頭，無再比反應。

「洗唔洗同你溫返歷史，同你講返點解女神唔鐘意蜘蛛呀？歷史書都係咁講啦：一千年前，無名的蜘
蛛想要成為神，打算破壞世界，先後擊破四大龍王，殺盡半數的生命，眼見世界將被毀滅之際，女神
大人親自出手，與蜘蛛苦戰七七四十九天，終於輕鬆的秒殺了蜘蛛，保佑了世界的和平，讚嘆女神大
人的美貌呀。」

等你個等陣先。
咩叫與蜘蛛苦戰七七四十九天，終於輕鬆的秒殺了蜘蛛？
咁姐係苦戰定秒殺呀？
仲要臨尾果句點解要讚女神生得靚女呀？
做咩姐你？

「拯救了世界後，女神又告訴世人，蜘蛛醜陋無比，十分噁心，見蜘蛛得以誅之。」



？？？
莫名奇妙。
做咩無啦啦鬧蜘蛛生得樣衰呀？
？？？
奇奇怪怪。
歷史書真係咁？

「無錯呀，所以見到蜘蛛就要殺。」教皇好激動咁講。
「女神係要殺死蜘蛛，而唔係要殺其他魔物呀！佢只係隻奇米拉蟲，絕對唔係蜘蛛！」約翰反駁。
「我反而好好奇，點解你要一直維護一隻魔物！」
「因為佢具有研究既價值。你扭曲神喻，該當何罪，教皇！」

「等陣先，夠啦。你地再嘈落去都無結果。」
劍聖走出黎終止左場無止境既辯論。

約翰同教皇亦都無再互吠。
教皇「哼」一聲，走左。

「大賢者大人。」劍聖喝停左正準備走人既約翰。

「你呢段時間都係休下假先啦，王宮就由我黎睇住。始終，你帶住隻有機會進化成為蜘蛛既魔物，一
定會影響到你既行動。休假，順便繼續你對果隻奇米拉蟲既研究啦。」劍聖講。

約翰嘆左口氣：「我明白啦。」



魔女的徒弟

離開左王宮，同約翰、弟子三人組黎到一座別墅到。
別墅位於一條好偏僻既鄉村附近既一座山上面。
要穿過一片森林先可以上到山，而別墅正位於座山上面。

約翰休假緊。
大概就係咁既感覺。
呢到應該就係約翰本身既屋企。

一座三層樓高既巨大獨立屋。
一樓係客廳、雜物房、飯廳、廚房等。
二樓全層都係客房。
三樓唔比入去，好似係約翰私人既空間黎。
好似仲有個地下城圖書館咁樣。
之後，又有個好大既花園，就係一座普通既別墅。

只不過，咁大間別墅就似乎只係得我地四個人一隻蟲打理。
約翰一返到黎就去返上房休息。
似乎佢勞動左好耐，需要去休息一下。

別墅比人一種荒廢左好耐既感覺。
應該都好耐無人黎過打理。
好多塵。

明明係大賢者，但係又唔比徒弟亂咁用魔法。
好似話唔想我地凡事都依賴魔法，要憑自己雙手去做野。
睇黎執屋都有排執。
然後開始分工啦，兩個徒弟留係別墅到執屋。
我同大徒弟落山去採購。

作為魔物既我，真係唔會嚇親人？
不過既然村民都知道山上面別墅既主人係大賢者，咁有隻蟲落黎做阿四都唔係咩出奇既事。

大徒弟係個女仔。
佢似乎比約翰大少少，應該都係大佢兩、三歲到。
係一個婷婷玉立既少女。
金色頭髮，無咩特別咁。

【大賢者的徒弟】人類-卡珊德拉 法師 LV87

HP:5464/5464
MP:10164/10164

力量:549  敏捷:875
防禦:597  魔力:1018



佢無開口同我講野。
大概係覺得我係一隻蟲，唔會聽得明自己講乜。
不過，係三個徒弟入面，佢對我既態度已經係最好既。
弟子二號正情覺得要殺死我先岩，弟子三號完全無視我。
雖然卡珊德拉佢本人唔會同我講野，但係佢會當我係寵物看待。

一D都唔好，OK？
我係人呀，唔係真係一隻蟲。
算啦，無所謂了。

黎到條村，村民用奇怪既目光望住我。
但係佢地唔會覺得驚，都算係咁。

卡珊德拉帶我去到一個市場到，然後隨便咁買左D食物、日用品咁。

「咦？呢隻魔物？」村民問佢。
「係四師妹，最近收既徒弟。」卡珊德拉笑住回答。

卡珊德拉將D貨物放係我背上面，然後摸下我個頭。
「行啦。」佢講。

「哇，好得意呀！」
「係魔物？」
「唔會咬人架咩？」
「魔女大人話呢條村落左結界，魔物唔會走到入黎架，所以佢一定係安全！」
「姐姐！姐姐！呢隻蟲係咩黎架？」

一大班細路見到我地，就即刻圍住我地。
卡珊德拉輕輕一笑，細心解答佢地既問題。
而我就淪為玩具，慘遭細路們上下其手。

可以話係有生以黎，第一次同人咁近距離接觸。
係開心既。

「我地做緊野呀，下次再搵你地玩呀！」卡珊德拉笑住咁同班細路道別。
係幾有愛心既，呢個女仔。
其實呢個女仔，或者係一個好人都未定。
最起碼好過其他人先。

「跟住落黎要買既係……你仲有無野想買？」卡珊德拉問我。
答唔到佢。
我只可以搖頭。
「係呀……咁就返去囉。」

然之後，我地就返返去別墅到。



蜘蛛教

我見到蜘蛛。
四圍好黑，但係我又好清楚咁見到隻黑色既蜘蛛係到。
黑色一舊野，四對腳。
我行埋去睇……

先發現係個人頭。
得一個披頭散髮既人頭，然後有八隻腳係條頸左右既位置。

呀。

「呀，佢醒啦佢醒啦。」
「魔物都會訓覺呀！」
「呀，好得意！」
「佢會唔會咬你架？」

係發夢？
我有少少睡眼惺忪。
見到一大班細路圍住我。
三男兩女……
兩個男仔係到玩我既既鐮刀，一個女仔係到玩我既腳，一個男仔係到摸我個頭。
仲有一個女仔係遠距離抱住條木柱望住我。

呢到係……村入面既一間大屋到？
係啦，發生緊咩事？
印象中，呢幾日約翰都係未醒，仲係三樓訓緊教。
我同三個徒弟就無王管，得閒出黎買下野，得閒又抹下屋。
好HEA咁過日子。

我間中會去狩獵魔物，但係始終都無辦法同佢地相處。
陪大徒弟卡珊德拉出黎購物已經係我極限。
徒弟都無限制我做咩，比我自出自入，都已經好好啦。
反而，同村民更好相處。
尤其係班細路，佢地會搵我一齊玩。

雖然我講唔到野，不過咁樣既生活其實都幾好。

今日我出左黎打下魔物，打完就去條村到HEA下。
之後就撞到班細路，同班細路玩完之後好累就訓著左。

我伸下懶腰，班細路就即刻散開哂。
有個男仔用石頭掟我。
好痛呀喂。

和平既日子真係好。



通常我咁樣諗既時候，一定有唔好既事發生。
不過呢條村有結界保護，魔物又入唔到黎。
魔界軍隊又唔打到黎呢到咁遠，山賊更加無可能襲擊呢條大賢者別墅下面既村落啦。
其實都係好安全。

爆炸聲。
咦？
咦咦咦？
廚房爆炸？定係電腦大爆炸？

班細路嚇親，好驚咁望住我。
定D黎，無事既。

之後，有個男人入左黎間屋到。

「你地留係到唔好出去！唔好出去！」男人大叫。

發生咩事？
我出去睇下先。

「你都唔好去……佢地目標係你！」男人捉住我講。

目標係我？
係咩人？係教皇？

又爆炸聲。

「地下室，你地幾個快D入地下室。」男人推左我地入間房既地下室入面。
關左門。
唔知出面發生咩事。

「奇米拉蟲係邊？」突然間，聽到有另一個男人把聲。
「無，我唔知。」村民講。
「你唔知？唔知？唔知？比多次機會你？」
「唔知……嗚哇……」

發生左咩事？

「爸爸！」岩先果個細路女，怕醜妹突然間大叫。

「咩人？係邊到？出黎？地、下、室？」

怕醜妹衝左出去。
等等先呀！
喂！白痴呀你！

另外果幾個細路完全唔敢出聲。



不過已經太遲了。
果個男人已經發現左地下室既存在。

我示意果幾個細路唔好再出聲。
然後行埋出去。
費事佢殺埋果個女仔。

【魔力暴走】黑暗精靈-浮士德 法師 LV88

HP:4248/4248
MP:13052/13132

力量:254  敏捷:546
防禦:546  魔力:1388

[【魔力暴走】:授予使用魔法對自己造成類積超過10000點傷害之人。使用魔法時，消耗減少33%，
冷卻時間減少40%，魔力上升10%。]

黑色既男人。

「奇米拉蟲？奇米拉蟲？唔係，係蜘蛛。」佢望住我講。

想點？
呢個男人好強。
絕對唔係我可以輕易戰勝既對手。

【力量的象徵】奇美拉蟲 LV40

HP:6635/6635
MP:6629/6629

力量:679  敏捷:701
防禦:628  魔力:672

[【力量的象徵】:授予一擊造成超過1000點傷害之人。自身力量上升8%。]

浮士德跪係地上面，大叫。

「蜘蛛大人，蜘蛛大神，蜘蛛大人係到呀！」

然後，一大班黑衣人走左入黎。

「係蜘蛛大人，無名既魔物！係蜘蛛大人轉生！我地既蜘蛛大人終於返黎啦！」
浮士德又企返起身，又問：

「大家，我地蜘蛛教既教義係咩？」



「蜘蛛大人好靚女！
蜘蛛大人係我新世界既神！
蜘蛛大人自有永有！
蜘蛛大人無處不在！
蜘蛛大人好銷魂！
女神大人好撚柒！
女神大人食撚屎！
蜘蛛大人終有一日會戰勝歸來！」



綁架

唔……第一個感想係……
蜘蛛同女神不如去結婚啦。
感覺上一樣都係煩膠。
仲要係好撚煩既果一隻煩膠。

果班黑衣人大叫完「教義」之後，成場DEAD哂AIR。
因為真係唔知比咩反應佢地好。
成場氣氛好懢尬。

然後，浮士德，似乎係班黑衣人既首領，行過黎同我講：
「我黎接你啦，蜘蛛大人。」

搞錯左。
我唔係蜘蛛。
更加唔係你地口中果一位蜘蛛大人……自稱好靚女既蜘蛛大人，呢Ｄ事點講得出口。
真係羞恥到一個點，究竟恥力要幾高先會寫落去教義到，比班信徒日夜歌頌？

我搖一搖頭。

頭先果個村民仲未死，受左重傷訓左係地，佢個怕醜女係到照顧緊佢。
「你地對呢條村出手，唔驚大賢者大人會對付你地咩？」村民大叫。

浮士德望一望果個人，然後問：
「大賢者大人叫咩名？」

「約翰‧提托，歷代最強既大賢者。」

浮士德聽完之後放聲大笑，然後講多句：
「歷代最強？如果佢叫天照我就驚啦。」

天照？點解魔王個名會出現係呢到？

「大賢者大人會殺左你！」村民繼續咆哮。

浮士德臉色不悅，行埋去，掹起佢頭髮，扯起佢成個身上黎。
「食屎啦你！哈哈哈哈！」
佢捉住村民個頭，用力猛敲棟牆。

「停……停手……」怕醜妹行埋去，捉住浮士德隻手。

浮士德望住怕醜妹，有少少驚愕，然後開始淫笑。
「想我停手都得，但係你要……」
係極度邪惡既笑容，笑到好猥瑣。
怕醜妹吞左啖口水，驚驚地，開始退後。



「你要……」
「唔好呀！」

「你要大叫蜘蛛大人好靚女十次。」

誒？
氣氛又再一次比佢破壞哂。
又真係唔知比咩反應佢好。

「蜘蛛大人好靚女……」ｘ１０
怕醜妹好唔情願咁講。

「GODDNESS！無錯！蜘蛛大人，真係好靚女啊！！！」浮士德又開始發癲。
「好啦，咁我放過佢啦。」
浮士德好有禮貌咁放返村民係地上面。

呢一刻，我真係唔知道應該做一個怎樣的表情。
有種是但啦、求其啦既感覺。

「好啦，親愛既蜘蛛大人，我地係時候要行啦。」

我搖一搖頭，睇黎要同佢地打。
係呢個時候，我比佢地麻包袋，綁架走左。
唔夠打。
順理成章咁比佢地捉左走。

仲話，要帶多個人質，帶埋怕醜妹一齊上路。
捉左我出去，塞左我去一個馬車上面。
睇唔到野，我係麻包袋入面，比佢地綁住，郁都郁唔到，咩都睇唔到。

話說，你地又話我係蜘蛛，但係又咁對我？
你地會咁樣對待你地最尊敬既蜘蛛大人咩？



嗜血蜘蛛

呢到係……邊到？
我同怕醜妹比蜘蛛教既人捉住左，然後困住係一個山洞入面。
與其話係一個山洞，不如話係迷宮。
總而言之，絕對係一個麻煩既地方。

浮士德行左過黎，似乎佢就係蜘蛛教既……應該話係眼前呢班人既大佬。
佢跪拜我。
「蜘蛛大人！」

究竟想點？
真係百思不得奇怪。
一尾話我係蜘蛛，然後捉我返黎，究竟想點？

佢綁起左我，用類似蜘蛛絲既物體。
然後，係地上面，以我為中心，畫左個魔法陣。
唔會係咩人體煉成下話？

成班邪教徒圍住我……然後跳舞。
魔法陣淨係係到發出紫光……似乎除左發光係無效果。

「蛛能夠，蛛能夠，我蜘蛛能夠~」
佢地圍係到唱聖詩。
咩教會……蜘蛛教。

完全跟唔到佢地節奏。
感覺上呢班人只係傻鳩。

「浮士德大人，有人攻左入黎啊！」有個信徒走過黎。
「係邊個？係邊個？」浮士德中斷左聖詩。

「魔法飛彈。」
有人突然間發動攻擊。
係約翰既二徒弟，係我既二師姐……好似係。
好感動，原來咁有我心。
雖然平時成日話要殺死我。

對唔住。
佢攻擊係會打埋我。
佢係順便想殺埋我。

「蜘蛛教既人？果然你就係蜘蛛！」二徒弟鬧我。

好麻煩……
浮士德向地下掟左個煙霧彈，然後抱住我同怕醜妹衝入迷宮到亂行。



【人類的惡夢】嗜血蜘蛛 LV85

HP:132198/132198
MP:36556/36556

力量:5243  敏捷:4089
防禦:4728  魔力:312

[【人類的惡夢】:授予給擊殺100個人類之人。與人類戰鬥時，力量敏捷魔力防禦上升12%，受到傷
害減少10%。]

我地遇到隻魔物。
超巨大，大約有四架坦克咁大既蜘蛛。
「係……神話級魔物？」怕醜妹好驚咁講。
「無錯，係神話級魔物，可以單人匹馬直接毀滅成個聯盟既魔物，雖然有少少小提大作，不過搵果位
大賢者徒弟黎試下都好喎。」

呢一隻嗜血蜘蛛，唔通就係毀滅過世界，同女神戰鬥既蜘蛛？
抑或，果一隻毀滅世界既蜘蛛比起嗜血蜘蛛更加勁？
阿撒托斯？

本來，嗜血蜘蛛比無數既蜘蛛絲封印住，浮士德大喝一聲，蜘蛛絲就消失左。
嗜血蜘蛛一聲咆哮，即刻衝左出黎。

「唔係呢邊呀！」浮士德帶埋我地逃走。
呀，連你自己都控制唔到。

體型巨大，但係速度非常之快。
呢D就係佢地口中既神話級魔物？

逃走既時候，我同怕醜妹、浮士德失散左。
然之後，嗜血蜘蛛迫到我埋牆角。
喂喂，情況最懷既局面。
呢一隻蜘蛛，絕對可以用地下地第7層既火龍一戰。

而我，只係隻普通既奇米拉蟲。
STATUS，差成十倍。

【逃亡者】奇美拉蟲 LV37

HP:6035/6035
MP:6028/6028

力量:612  敏捷:646
防禦:568  魔力:616



蜘蛛殺到黎，香港九龍新界無得避。



路過既救世主

蜘蛛好強。
無辦法贏到佢？
係，真係無可能贏得到。
我同之間既差距實在係太大，就好似……算啦比喻黎都曬氣，總之係我唔會贏到既對手。

我見到浮士德，佢同怕醜妹係外面望住我單挑大蜘蛛。
食花生。
佢捉左怕醜妹，唔比個走。
浮士德無笑，亦都無喊，淨係冷靜望住我地，一句聲都唔出。

「係……神話級魔物？」
二師姐見到我地，加入左戰局。
大師姐，卡珊德拉都係到。
即使係咁，對上呢一隻大蜘蛛，依然係無任何既勝算。

完全唔係對手。
蜘蛛開始攻擊。
一瞬間，佢衝左埋黎。
好快！
好巨型既身型，不過動作好快！
然後，用腳踩我地。

「魔法迴避」
「魔法迴避」
大師姐二師姐同時開技能避開。
不過二師姐技能開得唔夠快，同我一齊比衝擊波震到。

好痛。
扣好多血。
我無時間去理自己扣左幾多血，呢個時候，蜘蛛又張開口咬落黎。

完全無反擊既機會。
我地單方面捱打。
可惡，真係唔係佢對手。

應該話，我地撐到咁耐，已經係奇蹟。

「可惡……」二師姐係地上面畫魔法陣。
蜘蛛又再衝過黎。
「次元障壁……你究竟想點啊？」大師姐幫二師姐擋左一擊。
[次元障壁:召喚障壁，任何事物皆無法通過]

「仲洗問既！梗係撤退啦！」
「但係……但係……」



蜘蛛又再衝過黎，打散我地陣形。

「傳送之門」二師姐既MP完全無哂，然後打開左一個空間之門。

「……」大師姐望住佢。
「走啦！」
「但係……快D快D跟上黎！」大師姐對我講。

無用啦。
蜘蛛阻開左我地。
我行唔到去佢地到。

「放棄佢啦！」二師姐推左大師姐入傳送門到，走左。
二師姐準備走既時候，背脊中左蜘蛛一腳，刺穿左。
蜘蛛將佢吊左上黎，然後……
食左佢。

死左？
死左。
係我面前食左。
撕開兩半，然後放左入口。
然後，大蜘蛛又望住我。

浮士德唔敢出聲，然後係到笑。

而我，郁唔到，比蜘蛛嚇到郁都郁唔到。
真係唔會打得贏。

「依家放棄既話，就GAMEOVER架啦。」
突然間出現左把細路女聲音。

「係咩人？」浮士德好驚訝。
「禁言，三十分鐘。」細路女講。

我望住突然出現既細路女，有少少O左嘴。

「救世主永遠係遲到的，SORRY。我係邊個？我咪係人見人愛，車見車撞，路過既一位……」

「魔王。」

【魔王】 精靈-天照 神官 LV99

HP:8432/8432
MP:13964/13964

力量:768  敏捷:975



防禦:753  魔力:1521

魔王。
天照。

「咁值得記念既第二百集，點可以唔出下場呀！」佢微微一笑，講一D意義不明既說話。



犯規的魔王

魔王天照，點解會突然出現係呢到？
突如其來登場既細路女，係我面前微微一笑。

「你好，我岩岩路過，順便黎救一救你。」
天照對我咁講。

呢D應該仲係聯盟既領地，點解作為魔王既佢可以肆無忌憚咁出現係呢一到？
然後，佢又點解要救我？
太多野一時之間諗唔明，個腦運作唔到。

「唔使諗得咁複雜，只係因為我生得太靚女，所以黎救你，就係咁。」
天照又笑笑口咁講。
因為自己靚女而黎救我……似曾相識既感覺。
蜘蛛教教義都係無啦啦讚自己靚女。
突然間醒起之前係地下城果陣，天照向我打聽過第八層既事。
莫非，天照就係蜘蛛本人？
但係如果佢係蜘蛛，點解要黎救我，點解要同果隻大蜘蛛作對？

「無咩原因，只係唔想你死姐？」
天照好似可以讀心咁樣，回答我。
算啦，依家諗黎都無用。
無辦法啦，只可以相信眼前呢一位魔王。

即使係咁，天照真係可以打得贏隻大蜘蛛？
數值上差好遠，成十倍。

「戰場上面STATUS唔係左右一切既存在，我有個朋友佢都一路以弱勝強咁走過黎。」
天照衝左上去。

蜘蛛撲埋過黎！

「聖光鎖鏈」天照束縛住大蜘蛛。
但係，好快趣，大蜘蛛就掙扎開鎖鏈。
只不過，天照去到大蜘蛛既頭上面。
零距離。
「聖光球LV100，呀唔係，都係LV7啦。」
[光束球LV?:召喚?個光束球，光束球自動進行攻擊，每次造成少量聖光傷害]

打中左！
命中蜘蛛既眼睛。
八隻眼有七隻受左傷。
雖然扣到既血真係唔多，但係影響到佢既視力已經係好犀利。

「你唔好淨係睇，上黎幫拖啦！」



天照講。

即使你咁樣講，我可以用既招數……
嗜血蜘蛛有個被動技能。
免疫毒素:自身免疫任何類型的毒效果
姐係話我既毒攻擊完全失效。
我可以依依賴既招數得返螳螂之鐮，同埋無毒傷害既蠍子毒尾。
以我既攻擊力，基本上係傷唔到大蜘蛛半分。

「你係到發咩牛頭！」天照對我講。
大蜘蛛撲埋黎我到。
今次弊！走唔切！

「八咫之鏡」
天照突然間去到我面前，開技能。
[八咫之鏡：無條件反射所有傷害]

大蜘蛛撲埋黎既傷害比天照反射左。
即使有大蜘蛛咁高既防禦力，都受左成萬幾傷害。

「你做咩呀！你知唔知好危險架！佢每一擊都可以秒殺你架！」

係咪我錯覺，我好似見到天照瞬間轉移。

「唉，算啦，好悶，好厭左。」

天照企左起身，高舉左手。

「女神之劍」
[女神之劍:用魔力召喚女神的幻影，對單體敵人造成極大量無屬性傷害，然後將傷害轉換為HP為我方
成員回復，再將我方所有負面狀態移至敵人身上]

天照上空出現左個幻影，係女神既幻像。
高舉長劍既女神雙手手揮落，一擊殺死左大蜘蛛。

唔係，無殺死到，但係奇蹟咁變到得返一點HP。

「麻痺狀態，一百年。」
[麻痺:使目標無法作出任何動作]

「好悶。我走啦，下次黎探你。隻蜘蛛你想點對佢係你既自由，就送左比你。」
天照伸左下懶腰。

天照究竟係咩人……魔王可以犯規到咁？
完全無視STATUS既差距，直接秒殺人？

「希望下次見到你既時候，你會變得有趣D，好似小豬豬咁。」



小豬豬？係邊個？

「小豬豬係邊個？佢係我老公BB豬呀！」天照扮哂臉紅扮哂野咁講。

然之後，天照就消失左。



我不是蜘蛛

望住隻就死既蜘蛛，我唔知點做先至好。
只要我攻擊佢，即使好似我咁弱，我都可以殺得死佢。
殺死佢，我就可以得到大量既經驗，變成更加強既魔物。
之但係，突然覺得咁樣做同殺人有咩分別？
為左利益而殺人，為左經驗值而殺魔物。
有咩分別？

雖然我轉生咁耐以黎，都殺死過唔少既魔物。
但係去到今日，我先突然間醒覺到呢一個問題。
雖然話，呢一個係弱肉強食既世界，之但係咁樣做同殺人究竟有咩分別？
都係剝削緊其他生物既生存權利。
隻大蜘蛛都唔一定好過。
比人封印左咁耐，一定覺得好驚。
以為我地攻擊緊佢，所以先至還擊。
抑或者，只係覺得肚餓，所以攻擊我地。

大蜘蛛只係遵照住自己既本能而行動。
佢係魔物，係禽獸。
而我係人。
外表係魔物，但係內心依然同一個普通既人無分別。
呢D係人禽之別。
你可以話我係偽善。
但我就係一個咁樣既人。

講咁多做咩。
一切都只係廢話。
即使幾唔願意都好，呢一個都係充滿住殺戮既世界。
表面上係輕輕鬆鬆RPG世界。
但係實際上所有既生物都用盡全力去戰鬥，係一個鬥個你死我亡既殘酷世界。

以前既世界其實都幾和平，同呢個世界相比。
雖然RPG既世界係好有趣，但係我都係情願住係以前個世界到。

對唔住，大蜘蛛。
因為呢個世界係咁殘酷，所以我要殺死你。

蜘蛛淨係望住我，郁唔到。

「點會咁架……天照……天照？天照點解會係到？」
浮士德好似解除左禁言，係到發UP瘋。
係佢旁邊既怕醜妹比佢嚇親。
浮士德有少少不安，然後捏住怕醜妹條頸。
想要捏死佢咁。
係發洩？係為左咩而想殺佢？



只係為左發洩，我實在搵唔到咩原因。
怕醜妹好痛苦咁係到掙扎。
而浮士德只係望住我。
然後，佢開口講：

「蜘蛛大人，蜘蛛大人，我地應該要點做？點做呀？天照返左黎！點算呀呀呀呀呀呀！」

「蜘蛛大人？對唔住，你認錯人。」我講。

無錯，係我講。
開口講。

「咦……？」

我一擊毒針，撞開左浮士德隻手。

「我唔係蜘蛛，我係蠍子。」

進化完成。

【魔物殺手】 天蠍 LV60

HP:17645/17645
MP:13857/13857

力量:2454  敏捷:1248
防禦:2288  魔力:967

[【魔物殺手】:授予給擊殺50個魔物之人。與魔物戰鬥時，力量敏捷魔力防禦上升8%，受到傷害減
少7%。]

被動技能:
[免疫毒素:自身免疫任何類型的毒效果]
[免疫飢餓:自身免疫飢餓狀態]
[智慧:MP上升30%，魔力上升12%，能習得所有的語言，看懂所有的書]
[多工處理:最多可以同時施展三項技能]

技能:
[毒素激發:解除目標的毒屬性狀態，然後對其做成1000點固定傷害]
[麻醉之針:使用針攻擊目標，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使目標陷入麻痺(3秒)狀態]
[蠍子毒尾:使用毒尾攻擊，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然後賦予對手猛毒(5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
毒狀態，使其毒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
[蠍尾射擊:對一個目標進行射擊，造成中型魔法傷害，然後賦予對手毒(5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毒
狀態，使其毒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
[蠍子之火:持久運作型技能。使用技能期間全身著火，賦予自身燃燒(10秒)狀態，然後對近距離敵人
造成中型火傷害，賦予對手燃燒(10秒)狀態]
[死亡之鉗:持久運作型技能。使用鉗攻擊，對一個敵人造成小量物理傷害，使用技能期間使對方陷入



束縛狀態]

[飢餓:進入狀態5分鐘後，每十秒將會減少1%HP]
[麻痺:使目標無法作出任何動作]
[猛毒: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1%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1000]
[毒: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0.5%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500]
[燃燒:每秒做成施法者魔力x10%的傷害]
[束縛:無法移動]



痴線佬

「點點會咁架，你……你唔係蜘蛛大人？」
浮士德好驚訝咁向後退。

我進化左成為天蠍。
係一隻巨型既黑色蠍子。
唔再係奇米拉蟲，無哂蜘蛛同螳螂既特點、技能。
單單純純係作為一隻蠍子。

技能方面都好豐富，STATUS都上升左好多。
我依定既數值，甚至比約翰更加高。
STATUS係一回事，我唔覺得依家既自己真係打得贏約翰。
裝備同技能既差距，實在唔係簡簡單單用數值黎彌補。

我一步一步咁行埋去。
浮士德好驚愕，嚇到坐左係地上面。

我望左受左重傷既怕醜妹一眼，再望住浮士德。
浮士德只係係到掙扎求饒。

我一鉗鉗起左浮士德。
佢好驚咁望住我。

「請你唔好殺我……」
突然間，佢認死狗咁望住我。

我唔鐘意殺人。
但唔代表我無殺過人，最起碼我曾經殺過自己。

「對唔住……係我錯……唔好殺我……」

角色感覺有少少崩壞，明明之前仲係惡咁係到蝦蝦霸霸去做痴線佬。
但係，依家佢又係到扮死狗。
扮到好可憐咁。

佢喊哂口，流哂馬尿咁。
有少少動左我既惻隱之心。
之但係，我望住怕醜妹個樣，再記返起條村比個害到有幾慘。
我就加大力度鉗實佢。

「好、好痛。」

我用力甩開佢，撞到佢去地上面。

「跪低。」我講。



浮士德即刻跪係地上面等候發落。
「道歉。」我講。

「對、對唔住……係我錯……」

我一鉗打到佢爆哂江，流哂血，連牙都甩左幾粒。

「請……請你唔好殺我……」
「蠍子。」
「吓？」
「你同緊邊個講野？」
「係……對唔住，蠍子……」

我又一鉗打落佢到。

「大人呢？」我又講。
「係……對唔住，蠍子大人……係我錯。」

我笑左。
再一鉗鉗住佢個頭，塞佢落地去食泥。

「想我唔殺死你都得，奶乾淨我鞋底。」
我伸左一隻腳出去。
示意佢奶乾淨佢。
點知佢又真係奶。
為左唔想死，可以去到幾盡。

呀，心都煩哂。
佢唔奶仲好過奶，搞到我愈黎愈唔鐘意佢。
尊嚴為何物？比起生死黎講果然不值一提？

「想我唔殺死你都得，你同我大聲講一句，蜘蛛好撚樣衰。」
我講。

佢好驚訝咁望住我。
之前既表情係震怒。
然後又有少少悲傷。
然之後，就係……

出人意表。
自殺。

對佢黎講，宗教大於一切，比起生命，比起自身既尊嚴更加重要。
不愧係宗教狂熱者。

寧靜死，都唔會違反自己既教義。



究竟佢係好偉大，定只係一個痴線佬呢？



墳墓與王

落緊大雨。
草地上面充斥住少少既草青味道，略為有少少臭。
一個會令人唔太舒服既環境。

約翰係一個墳上面擺左朵鮮花。
佢無咩表情，不過係咁大雨入面，分唔到佢臉上果D係淚水定係雨水。

我保持沉默。
無同約翰講過任何野，亦都唔想比佢知道我識講野。
我間接害死左佢既二徒弟，唔知應該用咩表情面對佢。
雖然話二徒弟好唔鐘意我，仲想殺死我。
而我其實唔係咁鐘意佢，起碼對於佢既死，除左因為約翰而感到內疚之內，真係完全唔會覺得傷心。

而大徒弟卡珊德拉喊到隻狗咁。
三徒弟係到安慰佢。
我唔知可以做d咩，只可以默默咁企係約翰隔離。

除左師父徒弟之內，仲有好多貴族係哂到。
除左聯盟之王同劍聖之外，起碼我見過既大人物都係齊到。
似乎，大賢者死左個徒弟係一件大事。

「願女神與你同在。」
教皇都係到，為墳墓既主人獻上鮮花。

「對於佢地既死，我深表難過。」教皇對約翰講。
「聯盟既教皇，剷除蜘蛛教唔係你地既責任咩？點解佢地可以……」約翰問佢，話音未完，教皇就開
口：
「係我地大意左！完全無諗過堂堂大賢者別墅下面既村落，都可以成為到佢地既目標，估唔到佢地咁
睇唔起你地。」

約翰皺左下眉頭，問：
「劍聖呢？」
「魔王親自派軍突襲北方既一座城到，劍聖去左擋佢。」

魔王？天照？
究竟天照想點？
完全唔明白。

約翰同教皇之間無再交談。
所有人逐一獻上鮮花之後，成個墓園再一次回歸沉默。
除左雨聲之外，再無其他既聲音。

聯盟似乎係由三個主要既國家合組而成，包括精靈國、矮人國、人類國。
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國王，然後共同既盟主就係聯盟之王。



劍聖、大賢者、教皇三個人似乎係直屬聯盟之王，同三國無關。
有少少似封建既制度，聯盟之王就係天子，三國就係諸侯國。
整個大陸分為兩大部份，西方係聯盟，東方係魔界，中間係中立既地區，最核心範圍係一座巨大既火
山。
聯盟既三個國家，精靈國係坐落於大陸既最西方，想入去精靈國就先要經過人類國同矮人國。
而矮人國就係係精靈國既東南方，人類國就係東北，兩個國家邊境連接住中立地區。

三國王再一次向問約翰進行慰問。
精靈王好似同約翰講左少少野，太細聲我聽唔到。
講完一輪野之後，精靈王就同約翰道別左。

精靈王係一個女仔。
望落係一個好後生既女仔。
叫線蛺蝶。
有少少奇怪既感覺。

無幾耐之後，有架馬車黎左。
一架黑色既馬車，車由兩架白馬黎拉，司機係一個白髮老人，但似乎仲好健壯。
教皇即刻衝左出去，跪係馬車側面。
「我既王啊！」佢講。
馬車入面既人無走出黎，係入面開口講：
「安息啦。」

相信係聯盟之王。
無走出馬車，亦都無獻上鮮花，由頭到尾都無出黎。
「教皇，你走啦，呀唔係，係退下啦。」
聯盟之王示意教皇離開，再叫約翰、徒弟、我走上黎。

「國家有任務比你，大概係呢種感覺啦，總之就護衛下我一排，就係咁。呀，秘密任務，好似係，仲
有，唔好同人講……仲有，對於你徒弟死撚左，我深感遺憾……」

唔知比咩反應佢好。
其他人就算做下樣，都會扮到好SAD咁。
而呢個聯盟之王，真係交貨都唔肯，求求其其講兩句就算。

「明白。」約翰回答。

王再無講任何既野。
而馬車亦好快就開走左。

不愧係聯盟之王，王真係唔同D。
諗返起魔王天照。
魔界之王同聯盟之王，兩個王都真係好有性格。



聯盟之王

黎到左一個城市入面。
我地收到既任務係護衛聯盟之王。
秘密任務？好似係。
我同約翰、大徒弟卡珊德拉、三徒弟，四個人坐係架馬車入面。
馬車非常之長，分左三個部份。
一個係司機位，中間既係王既房間，最後既部份係我地既座位。
王既房間，無人可以入到去。
即使交低左護衛任務，我地都係見唔到王既樣。

王究竟係一個咩人？
聽起黎係一把女仔聲。
神秘既王，好似連身為大賢者既約翰，都未曾見過佢個樣。

「你問我依家去邊？我咪係放緊個靚假，要你地黎保護我囉。」王係咁樣講。

大約係呢一種既感覺啦。
王好似係一個好隨便，咩都好HEA既人。
無啦啦放假，感覺上好奇怪。
不過我地做細既，唔問得咁多架啦。

但係，要出動到大賢者黎護衛，王究竟驚緊D咩？
好似話平時係由劍聖親自去護衛既，而依家劍聖趕左去前線打仗，無人黎保護王。
但係出動到大賢者同埋大賢者既好朋友們，總比人感覺到唔係一件小事。
一定會有重大既事情發生。
係蜘蛛教？抑或係另一樣野呢？

去到晚黑，王入左去間酒店上面。
話就話係成棟樓，不過都係一棟三層高既……類似村屋既物體。
我地順理成章咁係王既房間隔離到休息。
好似話，其他既住客都係王既親衛兵。
王究竟係到釣緊邊個？

我同卡珊德拉企左上棟樓既天台，俯視巡邏。
王無告之我地敵人究竟係邊個。
我地就只可以一直按兵不動。
敵人究竟係蜘蛛教？係魔王？
無人知。

「對唔住……果陣我走左。」卡珊德拉同我講野。
我無回答佢，扮講唔到野，我無同任何人講過我識得講人話。
「係我害死左佢……」佢好DOWN咁講野，但係無再流淚。
應該要喊既，都喊哂，唔會再喊。
都好既，我唔識安慰人，就咁聽下佢講野就算。



蜘蛛教。
究竟係何方神聖？
同大蜘蛛打完之後，我嘗試去搵過下資料。
呢個世界只係得兩大宗教。
聯盟信奉女神。
魔界信奉軍神。
而蜘蛛教，就係突然興起既宗教，認為當年同女神決戰既蜘蛛會係拯救世界既神，打破一切既不公。
蜘蛛，就係講緊地下城第8層既石像，阿撒托斯？連魔物都唔敢接近既蜘蛛。

「我要殺哂蜘蛛教既人。」卡珊德拉講。
黑化？唉，其實我又無咩所謂既。
二師姐死左，對我黎講真係無咩感覺。
反正都唔係太關我事。
浮士德都死左啦，所以求其啦。

不過，望住卡珊德拉個樣，我覺得佢好可憐。
於是乎，我用鉗，當係手一樣，輕輕咁摸佢個頭。
佢嚇左一一跳，然後望住我係到笑。

唔？樓下有人……
係軍隊？
打仗咩？
好多人……
成幾百人……上千人衝緊過黎，由遠處既山上，一路一路衝過黎座城市到。

WTF？
我本身以為係暗殺……但依家咁樣同打仗又有咩分別？
係魔界？係魔王？

「唔係，係……聯盟既士兵。」

睇黎絕對唔係黎吹水打下牙鉸。
好明顯係過黎劈友。

約翰唔知幾時候飄左上天，然後開哂魔法，大聲講：

「吾乃聯盟大賢者！你地係咩人，報上名來！唔係既話，我地就會視你地係敵人而迎擊！」

「我地係直屬王既軍情六處部隊！奉王之名黎捉拿逆賊！」軍隊入面有人大叫。

「放肆！呢到無逆賊！」

無回答。
好明顯，呢班人係為左殺王而黎。

「食住花生等睇戲。」我地後面突然間多左條友。



我轉頭一望，王將成個帷幕好大工程咁搬左上天台，然後自己係入面飲茶。



女神偉大

對面既軍隊應該就係為左暗殺王而黎。
斷故唔會係王自編自導自演，拎我地黎當狗撚既鬧劇掛。
我同卡珊德拉，仲有王一齊係天台上面，望住下面既戰鬥。
坐山觀虎鬥，好似係。

對面既軍隊衝哂埋黎。
「魔法流星雨」
約翰諗都唔諗，即刻開技攻擊。
大範圍型技能。
呢一招好似本身係要好多個人一齊先至用得到，但係約翰可以當佢係普通技能咁多。
當然，會食佢好多MP啦。
但係呢一一招既效果非常之好。
幾乎清場咁濟。
對面軍隊既第一波攻勢即刻比約翰單人匹馬瓦解左。
就算唔死，都受到重傷。

趁約翰既技能仲係冷卻既時間，第二波攻勢又開始左。
對面應該都預計到約翰有呢D咁強既技能，於是第一波既人就係死士。

第二波既人同第一波唔同，裝備明顯好左好多。
然後，第一排既人都係騎住馬，好快就衝到入城入面。
王啊，你無安排D市民避難先架咩？
民眾係咁亂咁逃走。
當然啦，軍隊唔會亂殺平民。
佢地既目標似終都係王。
不過都唔怪得王既，因為王大概應該以為對面只會派幾個精英黎暗殺。
點都唔會估到會出動到軍隊掛。

不過，軍隊究竟係隸屬於咩人呢？
好明顯，係聯盟既軍隊，咁指揮官又係邊個？
第一排既騎兵比我地既埋伏既狙擊手一一射殺。
依家變左雙方既弓手、法師係到駁火。
雙方既戰士都埋伏哂，等待時機。

話說，王你企係天台，真係安全咩？
似乎，呢座酒店鋪左層幻像魔法，對面睇起上黎只係見到一座普通既村屋，見唔到王係上面。
然後，我地可以望得清出面發生既事。

有法師嘗試攻擊我地呢座村屋。
不過都係用D技能鳩射，好似火球術呀果D咁，無辦法用D狙擊既技能。
當然，呢D攻擊都比卡珊德拉擋哂。

約翰浮係半空，無再攻擊。
佢望住地上面既戰鬥，好似諗緊野。



終於，我地既一層防線比佢地突破左。
對面拎劍既諗都唔諗，鳩衝左出黎斬人。
「女神偉大。」個戰士斬左幾個人之後就比我地既人殺死左。
當然啦，殺得一個，仲有千千萬萬個唔怕死既人。
好快，就比佢地攻到黎我地樓下。
人數差太多。
人地用人海戰術都摟得死我地。

「MOLAMOLA。」王咁講。

唔……真係molamola。
三師姐走左上天台。
叫我地走。

「走得去邊，係就係呢到解決埋佢。」王用D WFC既語氣去講。
當然，解決係講緊由我地去解決。
死守天台，好似係。

「師父話交比你地兩個保護王，我同師父上去打低佢地既指揮者先。」三師姐講。

係真唔係呀？
定係你自己一個自私走呀？
是但啦。
三師姐走左無耐，就有一大班人衝哂上黎。
樓下D飯桶咁渣GA。
一分鐘都擋唔到。

我無範圍型既技能。
全部技能都係比我一打一用。
真係頭痛。

一個戰士衝左埋黎。
死亡之鉗。
即刻鉗住左佢。
配合被動技能[多工處理]既效果。
再同時使用蠍子毒尾、蠍尾射擊。

佢即刻受左重傷，然後又中埋比我強化左既猛毒。
就死。
我無殺佢，始終都係唔係幾想殺人。
於是乎我用條尾，甩左佢落街。
呀，跌死左？
SOR，下次小心D。

而我既行為完全無嚇走哂D士兵。
反而佢地又同時衝哂過黎。



「賢者之牆」卡珊德拉使用技能。
[賢者之牆:一段時間內，令賢者之牆內的所有人免疫任何攻擊]

勉強擋住左。
呢個時候，又多一個人行左上黎。

教皇。



宗教戰爭？

數量上有壓倒性既差距。
對面既士兵完全唔怕死。
一個又一個咁衝過黎。
無辦法令到佢地失去戰鬥能力，只可以逐一殺死佢地。
呢個係戰爭。
殺人係無辦法既事。

可幸既係，我仲有餘力去擔心呢D野。
我既STATUS應該已經去到一般人既頂峰。
當然啦，係魔物面前，我仲係非常之弱少。
但對於人類黎講，我已經係非常之強。

只要我企係到，對面就無可能攻到過黎，殺死王。
當然啦，我既MP係有限既。
只要我用哂MP，我地就會輸。
而對面既士兵，簡直係無窮無盡。

我又殺死左一波既士兵。
對面開開始停左落黎。
教皇行出黎，問我地：

「我地黎個交易啦，你地交王出黎，我盡可能滿足你地既願望。」

姐係招降？
的而且確，再拖落去，點都係我地不利。
卡珊德拉既MP唔多，而我既MP都開始見底。

我同王其實都唔係幾熟，甚至連王既樣都未見過。
點都唔會值得我捨命相救掛。
但係，卡珊德拉唔係咁諗。
佢唔肯放棄。
即使輸緊，都唔投降。
真係好偉大……搞到我都有少少感動。
點都好啦，見到卡珊德拉咁既樣，我真係講唔出「投降」呢兩個字。
另外，我睇教皇唔順眼。
一開始就話要殺死我，依家又要殺死王。
點都唔會對呢個死肥仔有好感掛。
所以，我理所當然地搖頭。

教皇個樣好似有少少遺憾，然後問我地：
「點解你地可以為左王，連條命都可以唔要？你知唔知王又係邊個？你有無見過王既樣呀？得罪講句
，王一直都唔用真面目見人，隨時比人掉左包都唔知。你地願意跟隨呢一個王？」

卡珊德拉無任何既疑惑，打算直接攻擊教皇。



「喂，聽哂人講野先好唔好？」
「我同你無野好傾。」

教皇小心翼翼咁避開開卡珊德拉既攻擊，之後又再開口講：

「我收到神喻！女神大人要我剷除王！王係敵人！係異端！係蜘蛛！」

因為Ｄ咁樣既理由？
嘛，所謂既宗教戰爭，大概就係呢一回事啦。
好似中世紀果陣果Ｄ咩教會逼害王政咁。

卡珊德拉當然唔會理佢。
而我都跟住卡珊德拉，唔會投降。

係呢一個時候，王終於開口：

「唔？仲未打完？」
打喊露。
毫無緊張感。

愈諗愈覺得王唔自然。
查唔到佢既STATUS。
一直唔肯露面見人。

「王啊，要走啦。」卡珊德拉開技。
睇黎係傳送既魔法。

「唔洗旨意走！」教皇即刻派兵衝哂過黎。

「結界。」王好細聲咁講。
成班士兵即刻停哂係到。
然後我、王、卡珊德拉即刻傳送左去第二度。

呢到係……？
一片森林到？

「咳咳，傳送魔法好似有少少失靈，我都唔知我地去左邊……我本來就唔係幾識用傳送既魔法……」
卡珊德拉解釋緊。

「唉，無計啦，一直向東行IS
OK，向東行應該終有一日會行到去返王城到，或者會見到一D村落、城市呢。」王坐係我背上面，
當我係坐騎講。

咦？
帷幕無一齊傳送。
我見到王個樣。



一個普通既女仔。
同魔王天照一樣都係細路女。
之不過，佢皮膚係灰色，係一隻精靈族。

「GOGOGO。」佢講。



身處魔界的聯盟之王

「呀，我……我仲未習慣好點用傳送型既技能，所以依家我地傳送左去……岩岩確定左我地既座標，
大概就係魔界既位置。」
卡珊德拉開口講左D奇怪既說話。

呀，係魔界呀。
為左逃走，所以帶埋聯盟既王黎到魔界。
玩緊我？

「然後，聯盟果邊，教皇好似對外宣佈左王失左蹤，教皇做左代理王……師父佢都好努力咁逃走緊…
…頭先先同我地取得左聯絡……」

事情發生得太快啦掛。
總比人感覺一切都係教皇既陰謀，想取代王。

「係呀，咁我地不如係魔界到探下險先。」
坐係我背上面既王，突然間講D九唔搭八既野。
究竟上面講既對話有咩因果關係？我睇唔透。
總覺得認真你就輸了。

呢到係一個森林。
如果係魔物既話，勉強有我擋住。
最大問題係人姐。
如果撞到其他人，都唔知點算。

始終呢到都係魔界。
對魔界黎講，聯盟之王絕對唔係受歡迎既對像。
甚至對佢地黎講，聯盟之王係最大既敵人。
即使係咁，王依然都係好HIGH咁，毫無緊張感。

卡珊德拉提議可以著一件連帽既斗蓬。
魔界同聯盟唔同，邊境既防守係非常之嚴謹，但係國內就非常之自由、鬆散。
魔界本身就係由魔物帶同一D人建立既國家，魔物想要既，就係自由。
魔界境內，基本上唔會有咩守衛係到，只係得最低限度既規距。
正因為係魔物既國度，所以就算我，天蠍，四圍行都無咩問題。

卡珊德拉繼續向我地解釋，魔界同聯盟一樣都係封建既制度。
不過唔同於聯盟之王，魔王本身有絕對既權力，魔界所有既人都要無條件聽從魔王既命令。
之不過，並唔同聯盟之王一樣，有教皇、大賢者、劍聖直屬於王。
魔王之下既，就只有六個被封既諸侯，除此之外並無任何直屬既人、軍隊。
惡魔領主。
哥布林領主。
不死族領主。
獸人領主。
龍人領主。



巨人領主。

行下行下，我地就黎到一座城上面。
與其話係城，點講好呢……
真係一座城。
哥德式建築既城。
一座巨型既城。
成座城都係由大大小小唔同高度、長度、大細既橋樑所組成。
橋樑之上又有第二條細橋樑，連接去更加高既橋樑之上。
錯綜複雜既橋樑、石地構成左大街小巷。
大街小巷之中又有大小各異既哥德石屋。
又有好多唔同既樓梯、梯子連接上下唔同既地方。
呢座城可以話係一座空中樓閣。
從來都唔會腳踏大地，只係企係人造既建築之上。
簡單黎講，座城就係3D既迷宮，除左前後左右之外，仲有路向上向下。

係一個好奇怪既地方。
真係好奇幻FEEL。
行到入去自然就會不自覺咁迷路。
甚至連自己身處於海拔幾高既地方都唔會知。

點解會入黎呢D咁奇怪既地方？
咁係因為王拉我地入去。
「黎啦黎啦」、「當係去玩」、「去暗殺魔王」、「做間諜」
之類既奇怪理由，咁樣就拉左我地入去。
真係樂在其中。

不過，都係一件好事黎。
王應該一直都無點出過去玩，比佢HAPPY一下都幾好。
而且，根據卡珊德拉所言，連聯盟入面既人，大賢者之類都未見過王既真樣，黎到魔界根本無可能有
人認得出佢。
雖然話就話係王，之但係咪又係係一個細路女。
居然將聯盟既重任放上去一個細路女肩上，聯盟究竟發生咩事。
於是乎，我同卡珊德拉就好似佢既爸爸媽媽咁……
咳咳。
我係一隻蟲，係一隻蠍子，差D唔記得呢個事實。
真係失禮。

「不死族之城，奧托蘭多城堡」卡珊德拉咁講。
我地黎到不死族既領地。



不死族領地

不死族領地。
故名思義，就係不城族既城鎮，四圍都係不死族。
所謂既不死族只係一個大統稱，並唔係真係有個種族叫不死族。
殭屍、吸血鬼、骷髏、食屍鬼、木乃伊等等。
以上係魔界屬於少數種族既佢地組成左不死族既王國，係魔界佔一席位。

好快，我地就盪失路。
唔係D咩意外既事，由行入黎果一刻開始，我就有預感會盪失路。
卡珊德拉保持沉默，睇佢個樣好似有少少擔心師父。
比起自己，佢更加擔心約翰既安危。
的而且確，我地暫時唔會有咩危險。
雖然我地入左魔界，但係基本上都唔會有人諗到聯盟之王會走左去魔界。
自然唔會有人懷疑我地既身份。

之但係，約翰就唔同。
佢係聯盟到，應該就係比教皇追殺緊。
始終約翰知道教皇政變既事實，而且約翰同教皇一直都係敵對既狀態。
約翰到依家為止淨係用通訊魔法同卡珊德拉報左一次平安咁大把。
真係會令人擔心佢會唔會比教皇捉左，甚至殺左。

之不過，約翰絕對唔係個咁廢既角色。
歷代最強既大賢者。
次元的魔女。
佢好似可以自由、無限制咁係唔同既空間到穿梭，同卡珊德拉果D有限制既三腳貓功夫唔同。
所以，約翰係絕對唔會比教皇捉到。
所以，與其擔心佢，不如擔心自己好過啦。

奧托蘭多城堡。
不死族既城。
城就真係好大，錯綜複雜。
但係人口唔算多。
只係零零星星咁見到D不死族，有時會見到其他既龍人呀、獸人呀、魔物行過咁。
不過佢地完全無懷疑過我地既身份。
我係到諗，可以隨時瞬間轉移既約翰咪可以係魔界到自出自入？
甚至直取魔王既首級都唔係問題。
但係我又諗到魔王個樣。
同聯盟之王一樣，都係細路女既魔王天照。
可以輕鬆咁殺死HP過十萬既大蜘蛛。
無可能、無可能，就算係約翰都唔會打得低天照啦。

聯盟之王依家好似覺得有少少悶，淨係訓係我背上面咩都唔講。
覺得無聊拿？
但係我地又搵唔到路出返去。
去問下人囉。



又唔問。
唔知佢地想點。
淨係鳩下鳩下咁。
鳩行，行行企企咁。

無野可以做。
都幾悶下。
王完全無去諗政變既野，亦都無打算搶返政權。
好HEA既感覺。

「去搵地方落腳先？」王問。
「我無魔界既錢。」卡珊德拉好快就回答佢。

訓街啦屌你地。
想點姐你地？

係到行行企企又無怪打。
又無目標咁，淨係識鳩下鳩下，想點呀？

我地又爬上一條梯上面，穿過個大窿窿，又行上一條獨木橋，再行下行下黎到一個大屋面前。
好大。
有兩個守衛係到。
一個係骷髏。
另一個係吸血鬼。
都係40LV左右。

卡珊德拉諗住走。
都無路行，梗係走啦。
點知呢個時候，王同我地講：
「入去。」

咦？
入囉。
理所當然地，兩個守衛擋住左我地。

「你地係咩人？」
「走呀！無受到邀請既人，係唔可以入去！」
兩個守衛咁講。

「禁忌，觸犯左禁忌，佢地。」王突然好認真咁講。

禁忌？係咩意思？

「人死不能復生，放棄啦，勉強去復活死左既人係無幸福，好似係。」王開口講。
呢個時候，門打開左。

有個女人行左出黎。



「夫人。」守衛即刻跪拜個女人。

殭屍-瑪麗·雪萊 神官 LV72

HP:7756/7756
MP:7356/7356

力量:728  敏捷:696
防禦:564  魔力:798

「你地入黎。」佢講。



靈魂

果個叫瑪麗·雪萊既女人帶左我地入屋。
係一間大宅黎，豪華既程度完全唔會輸比約翰既果一間別墅。
我地行左入去一條好長既走廊到。
有一種空虛而又有少少恐怖既感覺。
大家都無出聲，只係默默咁跟住瑪麗。
瑪麗應該唔會襲擊我地掛，襲擊我地都唔會有咩好處啦。
即使係咁，我都做好哂迎擊準備。
以佢既實力……

「你地知道復活既方法？」
瑪麗突間開口，打破左寂靜。
復活？係咩野意思？

瑪麗停左落黎，轉個身黎望住我地：
「令到死者復活既方法。」

又係一片沉默。
瑪麗又繼續帶我地向前行。

「你講既野係禁忌黎喎，令到死者復活。」
呢個時候，王又張開口講。
瑪麗無回答佢，帶到我地入去一個大廳。
叫左Ｄ下人遞上紅茶，然後坐係張大椅到又問多次：
「你知道呢一種方法？」

呢個時候，又有一個人行左過黎。
係一個龍人族既男人，三十幾LV左右，略肥。
「你仲係到做緊呢D蠢事？」佢問瑪麗。
瑪麗有少少唔耐煩，無再回答佢。

「收手啦，有咩意義？」
「……」
「明明已經成功左啦，而且由你……」
「未成功。失敗左。失敗左。失敗左。」
「醒下啦！成功左……」
「失敗左呀！復活唔到啊！整到出黎既，只係一個同名、同性格、同肉體既人咋！」
「咁咪姐係成功左囉！」
「失敗啊，靈魂唔一樣。」
「明明性格、肉體，所有野都同生前一樣，咁同成功復活有咩分別？」
「我知呀！我明呀！但係佢……佢唔係咁諗啊！」
「你……」
「收聲啊！收聲啊！你同我收聲啊！我係領主夫人，你只係食客，你同我返去，唔好打擾我地，唔該
。」



瑪麗拭乾淚水，露出笑容，邀請龍人離開。
龍人淨係搖左兩下頭，然後企左係到，無跟瑪麗既意思離開。
領主夫人……姐係話佢先生就係不死族既領主？
瑪麗要復活既人係……？

「嗯？大概GET到你地想講咩？不過佢又講得無錯既，明明已經構成到相同既肉體，連內在性格都係
一樣，咁唔算係成功咩？」王問。
瑪麗搖一搖頭，無再講野。
卡珊德拉插嘴：
「不過，當兩個人外在內在都完全一模一樣，咁又算唔算係同一個人呢？」

「唔算，永遠、永遠都唔會係同一個人，所以我先想問你地，有無真真正正既復活方法？」瑪麗問。
「算把啦，如果真係有咁完美既復活方法，蜘蛛一早就復活左啦。」龍人講。
「蜘蛛係禁忌黎，你係呢到講就好，千奇唔四圍講蜘蛛呢兩隻字。」瑪麗回答。
「超！你講既復活，咪又係禁忌。」

「無錯，復活方法係有既。」王突然間好認真咁講野。
平時好似完全未見過佢認真。

「之所以復活係禁忌，係因為犧牲既野實在係太多。我唔建議你地進行復活既儀式。」王繼續講。
「唔緊要，犧牲一切，我都要復活！」

「我都要復活……我都要……『我』……明明就已經成功左，都已經復活左啦。」龍人自言自語。

王嘆息，然後開始講：
「放棄啦，代價唔係話你承擔就可以承擔，復活生命係破壞緊成個世界既系統，所消耗既能量唔係由
你可以承擔得起。

「一個世界既靈魂總數量係固定不變，死左既人自然會投胎轉世，如果係咁簡單既情況，復活都唔係
一件難事，只要殺死左投左胎既果個人，再回收返佢靈魂，之後將靈魂注入去你地構成好既果個肉體
身上面咁就得，雖然咁樣對你黎講已經係件難事。

「不過，復活自然唔係咁簡單架啦。首先，為左解決生育太多或者出生率太少既問題，靈魂既投胎轉
世係超越時空，依家既你死左，但係你既靈魂極有可能會去到一百年前既世界轉生。無穿越時間方法
既人，又點可以將靈魂帶返黎一百年後既世界？

「另外，成個世界似乎係一個生命體黎。呢個宇宙有萬萬千千個唔同世界，唔同既世界物理法則可以
唔同，有Ｄ世界同呢個世界係完全唔同，唔會有STATUS，唔會有系統，唔會去打怪……離題啦，唔
同既世界都係生命體黎，佢地之間係會用靈魂黎交易，所以你死左之後，亦都有可能轉生去到第二個
完全唔同既世界到。試問，你又點可以穿越去第二個世界，去拎返個靈魂返黎呢？

「簡單黎講，三個字：收收皮先。」

瑪麗同卡珊德拉一時之間比唔到反應。
龍人就問王究竟係咩人？
而我就係到諗，呢個就係我轉生既原因？



復活

「你究竟係咩人？」龍人問。
王無回答，只係輕輕一笑。

瑪麗企左係身，然後行去王面前，跪係王面前。
「求下你……唔理點都好，我都只係想佢復活……」

「夫人！你係領主夫人，點可以……」龍人想扶起佢，但即刻比瑪麗喝止。
「我只係想救佢。」
「太肉酸啦！而且就算復活成功，對你黎講……絕對唔係一件好事……」

瑪麗有少少抽搐，喊到抽搐，然後強顏歡笑咁講：
「呢個係佢既願望，唔緊要。」
「你起身先啦！就算你咁樣求我地……」卡珊德拉去扶起佢。

好傷感。
但係我無咩感覺。
可能係一件好慘既事，但係又未至於個個都喊苦喊忽掛。
呢個時候，龍人都跪埋起到。
一齊求我地偉大既王。

而至於我地果個偉大既王見到咁既情況，仲冷血過我。
佢大笑。
爆笑。
笑出聲。

「笑死ME。」佢講。
王係我個背上面跳左落黎，圍住佢地轉圈。
「睇黎你地聽唔明我講咩，我想講既就係，為左復活一個人，根本唔值！代價實在太重！你地想復活
既係邊個？係魔王？就算係魔王，都唔值呢個價！」
龍人欲言又止。
王又繼續講：
「唔好講魔王，就算係龍王，都無可能會去復活佢！如果你地想復活既係神既話，都可能仲有得傾既
。」
然後，佢又係到大笑。

「咁姐係話，你係有復活既方法？你係知道點樣去復活？」瑪麗又問。
王呆左係到。
然後又講：
「你真係蠢撚過隻豬。明明我已經係到係咁奚落你，點解你仲可以咁樣求我。」

龍人忍唔住，企左起身。
「請你注意你既言行！你同緊不死族領主夫人講野！」
但係瑪麗拉住龍人，唔比佢再講，然後繼續係到叩頭。



好過份。
真係連我都睇唔過眼。
有必要講到咁咩？王。
人地都已經求你啦，跪係到叩埋頭，你都仲係咁。

「屌。好悶。無癮。撇。」王拋左幾粒字出黎，叫我地走。
我同卡珊德拉只可以無奈咁跟住佢走。
而瑪麗仲跪地不起，至少我走到出門口，依家見唔到佢想起身。

出左去，氣氛有少少沉重。
「真係唔可以去幫佢咩？」卡珊德拉問。
「我都已經講左，無可能去救佢。」王回答。
「……」卡珊德拉沉默，停係到唔講野。

王無理佢，騎係我上面叫我繼續行。

「係喇……」卡珊德拉似乎有野想講。
王好比面咁回頭望佢。
但我已經FEEL到王既面色不悅，準備龍顏大怒。

「我既王，你係咪知道……復活既方法。」
「係呀，SO？」
「可唔可以復活我既師妹？二師妹……」

二師妹，姐係我既二師姐。
為左救我，所以比大蜘蛛殺左。
詳細D講，係卡珊德拉黎救我，但係二師姐走過黎打算拉卡珊德拉返去由得我死係大蜘蛛手上面，結
果二師姐自己反而變左大蜘蛛既食物。
大概，卡珊德拉覺得自己害死左二師姐。

「可以呀。」王講。
「吓？真係？」卡珊德拉覺得好驚喜。
「傻妹你既，梗係假既啦。佢何德何能呀？要我去復活佢。」王笑笑口講。
講完之後，王另返轉頭向前面叫我繼續行。
我睇唔到呢一刻卡珊德拉既表情，究竟佢聽完王既說話之後，會有點樣既表情呢？
睇唔到。
而我淨係可以用條尾，輕輕咁拍下佢個頭，安慰佢。

好快，卡珊德拉又追返上黎，問王：
「咁我地依家要去邊？」

「仲洗問既，既然聽到Ｄ咁不得了既事情，佢地既然想進行復活既儀式，咁我地梗係要去阻止佢啦。
」
王笑住咁講左Ｄ不得了既事情。
已經唔可以用冷血黎形容呢個人。
但係呢個人係王。
係聯盟之王。



係我地既王。
我地既王就係一個咁樣既人。
真係值得我地追隨佢？
卡珊德拉咩都無講，繼續跟住王行。



不死族領主

出左城。
王好似識得路咁行，避過哂所有危險既道路，穿山過海，黎到一座山洞前面。
王話要阻止佢地既復活儀式。
好仆街。
唔幫不但止，聽完佢地9UP之後仲要去阻止佢地。
好撚狗。

即使係咁，卡珊德拉依然跟住個王。
所以我都去跟住佢。
卡珊德拉其實都係個幾可憐既人。
但係我又可以做到D咩呢？

「要入去啦。」王講。

「你打算點做？」卡珊德拉問。

「殺。」
「無赦。」

王只係簡簡單單咁講左幾粒字，已經令到人不安。

行左入去個山洞到。
入面有幾個守衛。

「就決定用你啦，蠍子仔。」
王踢左我出去。
嗚，當我係咩？
唉。
算啦。
幫埋佢今次啦。
雖然我都唔知點解自己仲要去幫佢。

果幾個守衛好快就比我片低哂。
然後王又唔知做左D咩，打開左條秘道，黎到地底既一個大空洞入面。
又係地底呀，次次去親地底都比人打到變落水狗，不過我依家強左咁多，無事既。

「你係咩人？」
有個人問我地。

【不死族領主】巫妖-弗蘭肯斯坦 死靈法師 LV99

HP:8464/8464
MP:35646/35646



力量:978  敏捷:979
防禦:879  魔力:3845

係人型既生物？
巫妖？未見過既種族。
死靈法師都係未見過既職業。
MP高到唔合理。
魔力甚至高達3845，魔物黎講都已經係個好可怕既數字，更何況佢只係個人。
呢個男人，就係不死族既領主？
瑪麗既老公。
魔界既權力核心。
弗蘭肯斯坦！

「吓，仲洗問既，一定我地個樣就知道係黎踩場，踢館呀踢館呀！」
王講。

你傻架？好想咁樣問佢。
不過我諗王又真係傻既，唔怪得佢。

弗蘭(以下簡稱不死領主做弗蘭，太長懶得打)拎起佢把法杖，指住我地。
「黑暗飛彈」
幾粒黑色既飛彈攻過黎！
諗都唔諗就攻擊。
卡珊德拉應戰。
不過，形勢好明顯唔對路。
弗蘭比我想像中勁好多。
完全屌打緊卡珊德拉。
我加入埋戰線，都唔係佢對手。
好強既男人。
我諗約翰係到都未必抽得贏佢。

「不愧係不死族既領主，真係強。」王講。
收爹啦，你又唔係幫手打，係後面叫春做乜9。

「不死族領主？你地唔係魔界既人？唔清楚魔界發生緊咩事？」
「唔知噃SOR鳩。」
「我係魔王。正確黎講，魔界已經唔存在魔王，我地六大領主每一個都係魔王，舊既魔王已經唔存在
！我地係七大魔王，統領住呢個世界既存在！」
「吓？睇黎你數學拎U。」

弗蘭無再講野，繼續同我地打。
七大魔王？
天照係其中之一？

「白痴仔~你以為自稱魔王就係魔王架拿？你SHOW你個稱號出鳩黎先啦~」王繼續挑釁人。
唔理我地感受呀。
「王，我地要戰略性撤退。」卡珊德拉向王提議。



「渣GA。」

卡珊德拉同我即刻帶住王撤退。

「咪比佢地走。」

之後，有個女人拎住劍，企係我地面前。

【近戰神官】殭屍-瑪麗·雪萊 神官 LV72

HP:7756/7756
MP:7356/7356

力量:728  敏捷:696
防禦:564  魔力:798

【近戰神官】:授予使用近戰武器擊殺50人之神官。自身力量防禦上升12%，使用治回復技能時，回
復力減少50%。



已死之人

阻擋係我地面前既，係瑪麗。
不死族領主……不死族魔王既夫人。
頭先係大屋到求我地幫手復活既女人。
咁快就黎到呢到？
依家唔係諗呢D野既時候。
瑪麗唔容許我地思考，直接提劍直取卡珊德拉既首級。
我衝埋去，用鉗擋住瑪麗既劍。

頭先明明先喊哂口係到求我地，依家咁快就可以用劍指住我地。
真係唔講得笑，呢個女人。
但係，硬係有種違和感。

弗蘭停止左攻擊，然後問我地，點解要阻撓佢。
王只係講左句「點可能比你復活一個普通既人」就無再講野。
弗蘭想復活既人究竟係？

正當我分心果陣，瑪麗突破左我既防線。

「淨化之劍」
[淨化之劍: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同時對目標造成等同其魔力的傷害(最大傷害不超過10000)]

瑪麗一劍斬中左卡珊德拉，令到佢重傷。
卡珊德拉眼神都有D猶豫，佢應該都覺得眼前既瑪麗同頭先既瑪麗判若兩人。

「點解！點解你地要阻礙我地！」
瑪麗問。
明明係同一個人，同一把聲線，同一樣既語氣，同一樣既對白。
但係，有一種違和感。
好快，我就搵到違和感既來源。

二打二。
瑪麗對我。
瑪麗對卡珊德拉。

兩個一模一樣既人。
兩個一模一樣既人，企左係我地既面前。
卡珊德拉覺得有少少驚訝。
但係我好快就掌握到發生緊咩事。

瑪麗，係已經死左既人。
無論係大宅入面既瑪麗，定係用劍斬傷卡珊德拉既瑪麗，抑或係企係我面前阻住我既瑪麗；三個瑪麗
都唔係同一個人。
瑪麗本人已經死左，呢三個瑪麗只係弗蘭肯斯坦試圖創造出黎既人造人，復活儀式下既失敗品。
擁有住同瑪麗本人一模一樣既肉體，一模一樣既性情，一模一樣既習慣，都擁有死前既記憶，所有既



一切都係一模一樣。
唯獨只有靈魂唔相同，咁樣對於弗蘭黎講，復活已經係失敗左。
對佢黎講，佢只係整左三個同瑪麗差唔多既人。

究竟，唔比人承認係真品既瑪麗，無論係大宅定係眼前呢個既瑪麗，佢地究竟會有咩心情？
點解佢地仲要幫弗蘭進行復活，咁咪姐係否定緊自己既存在？
如果瑪麗本人真係復活成功，咁呢三個瑪麗又何去何從？
我睇唔透。

「佢只係想復活瑪麗本人姐！有咩錯！」瑪麗問我地。

弗蘭肯斯坦，呢個男人淨係想佢死去既老婆復活。
要既唔係老婆既肉體，而係佢既靈魂。

「咪話左你地既行為會破壞呢個世界！」王回答。

「人死不能復生……」卡珊德拉好細聲咁講，好無說服力。

我殺左一個瑪麗。
實在睇唔過眼。
死，對於呢Ｄ人造人黎講，或者係個解脫。
然後，又有幾個瑪麗衝左出黎，追住我地。
我帶住王，同卡珊德拉分開左，係個山洞入面四圍亂跑逃走。



絕對零度

又有兩個瑪麗跟左過黎。
我帶左王一齊走，無同佢地正面交鋒。
同卡珊德拉失散左，唔知佢有無事。
比起佢，我更應該擔心自己。
我黎到一個實驗室。
四圍都係一D實驗用既大型水箱？定唔知叫咩。
總之就係科幻電影成日見到既果D水箱試管，入面裝住個人果D。

全部都係瑪麗。
果兩個瑪麗見到無數既自己，仲未有生命既自己。
佢地居然無咩反應，只係好平常咁繼續攻擊。
呢一幕對佢地黎講已經係習已為常。

「點解要阻礙我地？」瑪麗問。

兩個人同時攻擊。
我以雙鉗同時空手入白刃佢地既劍。
然後，再用尾部攻擊。

殺死一個瑪麗唔係一件難事。
但係殺死佢地真係非常之難。

好沉重。

「點解你地仲要去繼續幫佢？」
我開口問。

「因為我鐘意佢……正確黎講係瑪麗本人鐘意佢，瑪麗係佢既妻子，作為瑪麗既複制人，我絕對有義
務要咁做。」
「你呢？咁你自己呢？」
「瑪麗既意志就係我既意志。雖然靈魂唔同，但係我就係瑪麗本人。」
「你自己就係瑪麗本人，點解仲要繼續復活落去！一旦復活成功，姐係否定緊你既存在！點解唔可以
好好咁作為瑪麗，同佢生活落去。」
「因為我係瑪麗既選擇，唔希望見到弗蘭肯斯坦咁傷心。」

呀。
明明唔想殺佢地。
最尾都係殺左。

「暗影長槍」
呀。
我中左攻擊。
係弗蘭。
佢追左上黎，攻擊我。



好痛，受左好重既傷。

但係，咁樣既傷不足為懼。
我即刻轉身撲向佢。
點知，佢即刻發動攻擊。
又係暗影長槍。
刺中我胸膛。

已經殘血。
咳。
好強。

佢又再用手指住我。
可惡，衰人！

「暗影長槍」
「次元障壁」

有人化解左弗蘭既攻擊。

「你地闖少陣禍得唔得？」

「係咩人？」弗蘭問。

「咩人，大家都會叫我做，次元既魔女，不死族魔王閣下。」
約翰回答。

「黑暗飛彈」
「魔法飛彈」

兩人直接開戰。
約翰趕到，好事黎既。
不過我都身負重傷，如果再黎多幾個瑪麗，後果真係不堪設想。

「咩事咁嘈。」
突然之間出現把聲音。
有種唔太舒服既感覺。

「巴芬，請求支援！」弗蘭大叫。

然後，聽到一聲咆哮。
強大既吐息將成個實驗室移為平地。

【絕對零度】 冰龍-巴芬 LV63

HP:117694/117694
MP:134542/135642



力量:4365  敏捷:5794
防禦:4216  魔力:6455

[【絕對零度】:授予使用冰系技能擊殺1000敵人之人。使用技能時，100%機率附加緩速狀態(5秒)，
33%機率附加凍結狀態(5秒)。對處於凍結狀態攻擊時，攻擊力上升50%。]

被動技能:
龍之逆麟:受到的魔法傷害無效，物理傷害減半，30%血以下全STATUS上升10%。
海之加護:受到的水屬性傷害減半，自身造成的水屬性傷害上升7%
智慧:MP上升30%，魔力上升12%，能習得所有的語言，看懂所有的書 



復活吧……

冰龍。
毫無疑問，企係我地面前既冰龍係我地既敵人。

「冰龍？點會咁……」約翰好驚訝咁講。
的而且確，眼前既係神話級魔物。
同大蜘蛛唔同，完全唔係被逼既，而係真心真意去幫弗蘭。

「你仲好閒情去分心？」
弗蘭既突擊，再次傷到約翰既臉龐。
約翰連中弗蘭幾招技能，體力有少少不濟。
弗蘭真係好強，即使係約翰都未必有十成勝算。
約翰好唔容易先拉開到距離，即刻比弗蘭用唔同既技能封鎖左逃跑路線。
然後，弗蘭拎起上地上面，瑪麗屍體手上既劍，斬向約翰。
魔法技能先係約翰得意既範圍，面對近身格鬥，約翰猶如一個新手一樣，比弗蘭屌打。

然後，我地呢一邊形勢更加慘。
我要獨力面對冰龍。
今次，魔王天照應該都唔會黎救我啦。
但係，真係有勝算咩？
根本就無可能會贏得到。

冰龍張開口，吐息。
強大既冰雪襲來。
勉強中左迴避，但係我中左緩速既狀態。
冰龍衝到埋黎，用利爪攻擊。
「龍之爪」
削鐵如泥。
將我既左手(左鉗)斬斷。

依個時候，我先可以仔細望清冰龍既身影。
如同地龍一樣四足步行，唔同既係冰龍背上有翼。
冰藍色既鱗片就好似冰一樣咁靚。
呢個時刻，我又中左利爪，今次斷既係尾巴。

王行左上前，企係我既面前。
「你有想復活既人……既龍？」
王問。

「無錯，所以絕對唔可以容許你地阻礙佢。」冰龍回答。
王又話：「復活既魅力真係大，就連龍族咁尊貴既生物，不惜一切代價都想令想見既人復活。」
冰龍無打算再回答佢。

「龍同人，又有咩分別？」弗蘭插嘴道。
「無分別，無論係點樣既生命，尊貴既魔物又好，低賤既人又好，都係畏懼緊死亡。因為死亡係一視



同仁，但係你地既做法，會唔會就係侮辱左死亡，侮辱左死者呢？嘛，大致上係呢一種感覺，不過好
似有d 1999，唉是撚但，反正我本都唔識講野。」

龍無打理佢，取而代之係用龍爪攻擊。
走……
王比人救左。
卡珊德拉撲左出黎，推開左王。

「卡珊德拉……」約翰又分左心。
畢竟，卡珊德拉背後面中左爪，血都飛濺哂出黎。
可惡！

「王，無事就……好。」
卡珊德拉身負重傷。
仲未死得。

約翰分神，又比弗蘭打至重傷。
佢倒卧係地上面，郁都郁唔到。
我、約翰、卡珊德拉都受到重創。
無路可走。
輸左啦。

「次元的魔女，一定要殺左佢。」龍張開口講野。
弗蘭覺得形勢唔對路，即刻退後。
冰龍張開口－－

「冰霜吐息」

「約翰！」我大叫。

「對唔住，師父。」
卡珊德拉不顧一切，幫約翰擋左呢一擊。

即場死亡。
幾乎連遺言都講唔切。
卡珊德拉死左。

約翰絕望咁望住自己既徒弟，為左保護自己，而死係自己既面前。
而我只可以咩都做唔到，訓係地上面。
好攰。
無哂力。
呀。

「點呀，次元既魔女，徒弟死左？」弗蘭問。
弗蘭無乘追擊，只係蹲係地上面問佢：
「你想唔想，復活返佢。」
然後，弗蘭亦都望住我，講一樣既野。



復活？
係喎。
佢可以復活。
只要同佢講句yes，佢就可以幫我復活卡珊德拉。
好矛盾……明明係佢地殺左卡珊德拉。
但係報仇都於事無補，只要可以救返卡珊德拉……

「你依家得返兩條選項：

1.同我合作，復活返佢。
2.報仇，繼續阻止我，然後比我地殺死。」



I'll be back.

死。
死亡究竟代表咩？
我只係可以坐係地上面，望住眼前既魔物。
曾經毀滅過世界既魔物。
超越一切，甚至威脅到女神存在既魔物。
蜘蛛女王。

卡珊德拉死左之後，我呆左係地上面。
冰龍想要發動吐息攻擊殺死我。
我瀕死前既一刻，時間流動變得好慢。
曾經聽過人講，死之前既一刻，時間流逝會變得好慢。
比人反思下自己既一生，見下走馬燈。
回顧返生前自己人生既意義。

之但係。
我見到既，唔係走馬燈。
而係魔物。

【女王】 蜘蛛女王 LV85

HP:97513/97513
MP:164862/164862

力量:3597  敏捷:4328
防禦:3457  魔力:5298

望到佢既第一眼，我就知道佢就係傳說中既蜘蛛。
上半身係黑暗精靈，下半身係隻大蜘蛛。
佢打側個身黎望住我。
好寸個樣。

比想像中……弱。
單講STATUS，甚至連冰龍都比唔上。
但係，呢隻蜘蛛比到我無盡既壓迫感。

「你係咩人？」我問。

佢無答我……
等左幾廿秒之後，佢先張開口：
「你應該知我係邊個。」

係。
我清楚知道，佢就係蜘蛛。
作為禁忌而存在既蜘蛛。



「垃圾。」佢講。
「吓？」
「垃撚圾。」

蜘蛛黎到呢到，究竟想點？
呢一刻，我先發覺到，自己見到既唔係走馬燈。
而係，時間停頓左。

「你覺唔覺得自己好撚廢？」
「你究竟想點？」
「垃圾。」

喂。洗唔洗講咁多次？

「一次又一次要人幫，自己從來都未試過親手打贏人，你話你係唔係垃圾？」
呀。
的而且確。
我每一次唔係靠約翰就係靠天照。
次次都係咁。
駁佢唔到。
「但係我既對手全部都係好勁既魔物呀！我邊可能打得贏？」
「垃圾，我以前咪又係好廢，不過我一直依靠既就只有我既毒牙同蜘蛛絲，從來唔洗人幫。」

蜘蛛如是道。
「你究竟係咩人？」我又問佢。
「同你一樣。」佢講。
一樣究竟係咩意思？
「你就係阿撒托斯？」我問。
「阿撒托斯……好似係，好似係呢個名。」佢講。
好似係……姐係點？

「阿撒托斯既僕從姐係點？個稱號？」
「白痴啊你！姐係我救過你囉！」

一時之間想問既野實在太多，問唔切。

「好啦，廢話就講到呢撚到？再拖落去會比條八婆發現。我幫埋你最後一次。」
「幫係咩意思？」
蜘蛛女王指住隻冰龍，問我：
「唔洗幫？」

點會唔洗幫？
邊可能贏到啊！
之但係，蜘蛛女王講得岩。
我一次又一次都要依賴其他人既援手，我真係好無用，完全唔可以獨力解決問題。
同我生前一樣。



啊，好想死。

我點點頭。
無辦法，我認我係垃圾。
完全打唔贏佢。
我係垃圾，咁又點啊？

「發動管理員權限。」蜘蛛講。

[等級提升至85]
[可以進化]
>蠍子女王
>揭紙
>獅蠍



呃字數系列

選擇揭紙。
[Error。無法選擇:因為你太柒會影衰呢個名]
???
意義不明。
咁姐係話，無得揀揭紙，我既選擇就得返獅蠍同蠍子女王。
獅蠍唔難理解啦，應該就係神話入面，有蠍子尾同蝙蝠翼既獅子。
蠍子女王就……如果蜘蛛女王係上半身人下半身蜘蛛，咁蠍子女王應該都唔會差太遠。

獅蠍應該就係力量型既魔物，咁蠍子女王就會係魔法攻擊。
力量型……我諗就算進化左做獅蠍，都無可能同到冰龍硬碰。
要記得冰龍既STATUS仲勁過蜘蛛女王好多。
我就算進化，應該都只會係同蜘蛛女王差唔多既級數、戰鬥力。
所以進化做獅蠍同佢硬碰有可能會比佢屌打。

反而蠍子女王，如果用魔法既話，可能都會有勝算既。
唔係唔係！
冰龍有個被動技能。
[龍之逆麟:受到的魔法傷害無效，物理傷害減半，30%血以下全STATUS上升10%。]
好麻煩呀。
魔法傷害、物理傷害……
呢個世界既傷害好似有分為八大類。
魔法同物理。
風、土、火、水。
仲有光同暗。
單統既魔法攻擊傷唔到冰龍。
但係如果可以用魔法做成屬性攻擊既話就得。
但係唔知蠍子女王既技能之下，就咁去選擇蠍子女王實在太冒險。

之不過，毒攻擊係會有效。
所以，未至於咁絕望。
決定啦，蠍子女王。

時間停頓解開左。
進左化。

【女王】蠍子女王 LV85

HP:101312/101312
MP:152645/152645

力量:4564  敏捷:3903
防禦:4312  魔力:5013

【女王】:魔物稱號，當自己受傷時，附近LV30以下的生物機率地前來救援



被動技能:
[毒素免疫:自身免疫毒狀態]
[免疫飢餓:自身免疫飢餓狀態]
[多工處理:最多可以同時施展三項技能]
[毒性附加:你所有技能均帶有微毒(10秒)狀態]
[智慧:MP上升30%，魔力上升12%，能習得所有的語言，看懂所有的書]

技能:
[毒素激發:解除目標的毒屬性狀態，然後對其做成1000點固定傷害]
[麻醉之針:使用針攻擊目標，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使目標陷入麻痺(3秒)狀態]
[蠍子毒尾:使用毒尾攻擊，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然後賦予對手猛毒(5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
毒狀態，使其毒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
[蠍尾射擊:對一個目標進行射擊，造成中型魔法傷害，然後賦予對手毒(5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毒
狀態，使其毒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
[蠍子之火:持久運作型技能。使用技能期間全身著火，賦予自身燃燒(10秒)狀態，然後對近距離敵人
造成中型火傷害，賦予對手燃燒(10秒)狀態]
[死亡之鉗:持久運作型技能。使用鉗攻擊，對一個敵人造成小量物理傷害，使用技能期間使對方陷入
束縛狀態]
[靈魂收割:對單體造成中型暗影傷害。若對方HP低於33%時，再造成一次小型暗影傷害，然後下一次
自己造成的暗影傷害威力大幅度上升]
[暗影長槍:向單體投擲用暗魔法制成的長槍，然後造成大型黑暗傷害]
[究極光束:以魔法攻擊，對直線敵人造成極大量光屬性傷害，然後自身陷入虛弱狀態(1分鐘)]
[外骨骼:5秒內，防禦上升70%]
[型態轉換:轉換型態]

*
飢餓:進入狀態5分鐘後，每十秒將會減少1%HP
微毒: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0.25%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250
毒: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0.5%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500
猛毒:每秒持續受到最大HP的1%傷害，每秒受到的傷害不多於1000
麻痺:使目標無法作出任何動作
燃燒:每秒做成施法者魔力x10%的傷害
虛弱:全STATUS下降8%
束縛:無法移動

蠍子既女王……
金色短髮既一個女人。
白色衫。
呢個係我個樣。
有手有腳，四肢係哂到。
之不過，PATPAT個位有條好長既蠍尾。
然後又有兩隻懸空，任我控制既巨鉗。
同我想像中好唔同。
本來仲以為好似蜘蛛女王咁既樣。
數值方面亦都無蜘蛛女王咁弱。



雖則話變左做女人有少少唔慣。
但係，我絕對要打低隻冰龍。



報仇

空氣就黎結冰。
身體多處凍傷。
思考快要中斷。

冰龍，比我想像中強。
即使進化左成為蠍子女王，我都係處於壓倒性不利既狀態。
蜘蛛講過，佢一路以黎都係以弱勝強，未嘗一敗。
如果係佢，佢會打得贏冰龍？

唔可以比佢吐息打中，一旦比佢打中就會凍結，到時就會好麻煩。
凍結唔單止郁唔到，仲要思考都思考唔到，完完全全係捱打既狀態。
除左吐息之外，所有既攻擊都會附加緩速效果，本身已經比佢慢，再緩埋速既話，可以話係完全避唔
到佢既攻擊。
最可怕既係，佢所有既攻擊都有一定機率附加凍結狀態。
只要比佢打中一下，我都可能直接死亡。

冰龍打算拉開距離，利用吐息不斷既攻擊。
[冰霜吐息:吐息，對前方單體敵人造成大量水傷害，然後賦予其凍結(5秒)狀態]
極強既技能。
威力大仲要必中凍結。
可惡。

唔可以比佢打中，小心避開。
雖然威力大，但係要準備時間同技能冷卻時間長，未至於算係好大既威脅。

冰龍放棄左用吐息攻擊。
佢撲埋黎。
外骨骼！
[外骨骼:5秒內，防禦上升70%]
勉強擋得住……
雖然都係好痛。
不過，呢個時候我已經用雙鉗捉住左佢。

我屈膝半跪，雙手抱住自己個肚。
好狼狽既樣。
不過，我懸浮起身既雙鉗成功咁鉗住左佢。
發動多工處理效果，我再同時使用多兩個技能。
蠍子毒尾+暗影長槍。
我攻擊力高既兩個技能。
蠍子毒尾攻擊力高，不過係物理攻擊，傷害減半。
唔緊要，最重要既係毒狀態。
暗影長槍單統係暗影傷害，係好有效既攻擊。

猛毒。



最有效既殺手鐧。
再利用蠍尾射擊強化毒既傷害。
冰龍持續扣血。
終有一日我會磨得死佢。
前提係，我無比佢吐息打中。

冰龍見到勝況勝著(其實係我壓倒性不利)拉開左距離。

「你必要同我戰鬥，我既目標唔係你。同我地合作就可以復活……」佢講。

完全唔理佢。
有仇必報。
死者復活？
唔需要。
反正你地都唔會成功。

另一方面。
約翰再企起身同弗蘭戰鬥。
無空閒去理會佢地。
同冰龍戰鬥已經用盡我所有既精神。
絕對唔可以死係呢到。
絕對要帶冰龍落去陪葬！

冰龍MP見底，HP都唔係好多。
冰霜吐息雖然威力大，但係MP用量極高。
CHECKMATE。
雖則我本身既HP都所剩無幾，仲要陷入左緩速長達八分鐘既狀態。

約翰好似打贏左弗蘭，仲親身了結左佢。
不愧係歷代最強既大賢者……

冰龍依然打算停戰。
佢目標唔係我，係約翰，所以無必要同我以命相搏。
但係，我要殺死佢，僅此如此。

「你輸左啦，冰龍，不死族領主已經死左。」約翰講。
約翰HP見底，全身都係血咁講。
言下之意係，冰龍無必要再繼續戰鬥。
「我知道，我都無諗住再繼續打落去。」冰龍回答。
「點解你可以咁冷靜？」
「唔係我冷靜，係你地隻蠍子唔冷靜姐。明明報仇都無補於事，點解仲要報落去？」

我仲想繼續上去同佢死過，但係比約翰阻止左。
再打落去，的確我係無咩勝算。
但係我唔想放過佢。

冰龍打算離開。



約翰阻住我唔比我衝上去，然後王都無講咩野。

「火流星雨」
[火流星雨:使用魔法，於天空召喚大量魔法陣，每個魔法陣施放一次火球術，隨機攻擊目標]
[火球術LV?:對單體造成大量火屬性傷害，然後賦予燃燒狀態(10秒)，LV愈高火球愈大傷害愈高]

「次元障壁」
約翰即時反應到，開左技能擋左攻擊。

而冰龍……慘被偷襲……死左。

【龍人領主】 烈焰龍-迦具土 LV77

HP:146452/146452
MP:113111/131221

力量:6978  敏捷:4267
防禦:5019  魔力:4045

【惡魔領主】蜘蛛女王-阿南西 LV85

HP:101315/101315
MP:165975/165975

力量:4097  敏捷:4766
防禦:3649  魔力:5178

【黑騎士】 ■■■-■■■ LV■■

HP:■■■■■/■■■■■
MP:■■■■■/■■■■■

力量:■■■■  敏捷:■■■■
防禦:■■■■  魔力:■■■■



龍與蜘蛛

係……魔界既領主？
唔係，係魔王。
龍人同埋惡魔既魔王，仲有個係黑騎士？
睇唔到黑騎士既STATUS，完全比佢油黑左，點解會咁？

黑騎士由山洞洞口跳左落黎，抱起左弗蘭肯斯坦，不死族領主既屍體，似係想帶走佢。
「無用既垃圾。」惡魔領主，蜘蛛女王咁講。
無錯，係蜘蛛女王。
佢同龍人領主，烈焰龍迦具土都企(趴)左係洞口上面，俯視住我地。

蜘蛛女王……係頭先既……毀滅世界既蜘蛛女王？
佢係惡魔……魔王？

約翰做好哂迎擊準備。
雖然係無勝算，但都唔可以坐以代弊。
黑騎士唔理我地，正準備帶走不死族魔王既屍體既時候，比王喝住左。

「喂，等等。」王咁講。

黑騎士無打算理佢。
跳返上洞口。

「等陣呀，係唔係唔識聽人話啊？」王笑笑口問。

迦具土突然之間變左人既型態，拎起劍刺向王。
好彩我反態得切，用鉗空手入佢白刃。

「喂喂，迦具土，咪嚇親人啊。」蜘蛛女王笑住咁講。
「咩嚇親人，我係認真既。」迦具土用力揮劍，撞開左我既鉗。

「蠍子女王？就係你地殺左弗蘭肯斯坦？」迦具土問。

「係，咁又點？」我問。

「你殺左我地件垃圾，無撚用，研究又一直得個吉既垃圾。所以，你加唔加入我地，做不死族既魔王
，反正佢都已經死左。」蜘蛛女王問我。

但係，迦具土完全唔係咁諗！
「火焰斬擊」
佢提劍係咁攻擊我。
比起冰龍，呢條龍更加強！

「死亡之鉗」我開技能。
避開左？



埋身戰。
幾次過招之內，我比佢打到落地，佢用劍指住我既喉嚨。
雖然本身我HP同MP都唔係剩好多STATUS亦不如佢，但係頭先幾秒鐘已經證明左佢唔需要用技能，
唔需要屈STATUS既差距，都可以屌打我。
利用劍技，完完全全咁壓制住我。
好強。

「佢憑咩可以加入到我地？」迦具土問。
「最起碼佢都打得低弗蘭肯斯址坦，而且不死族既魔王傳統上都係一個ON9。」蜘蛛女王回答。

「等陣先，你地係真係打算完全無視我？」王問。

迦具土隻手甩開把劍，成把劍飛左出去，差D插中王個頭顱，係佢塊臉上劃左一條淺淺既血痕。
「細路女有咩資格出聲？」迦具土講。

「天照之光」約翰即刻開技能還擊。
[天照之光:以魔法召喚小型太陽射擊，然後對單體造成大量聖光傷害]
個技能名叫天照之光？
不過唔重要，完全打唔中迦具土。
反而，迦具土瞬間埋到去約翰既身邊，一腳踢中約翰個肚，成個人飛左出去。

「點解細路女無資格出聲？」
王繼續係到挑釁佢。
「本來我係無諗住友你地，依家我改變左主意。」
迦具土拎返起劍，然後即刻刺向王！
只不過係一秒間既事。

劍去到王前面1CM既位置就停低左。
迦具土比突如其來既絲線綁住左，中斷左佢既行動。
明明只係兩三條幼線，足以阻擋住迦具土既行動。

「蜘蛛女王？」迦具土問。
「唔係我啊。」蜘蛛女王回答。

王笑左。
大笑。
「嗚哈哈哈哈！」

「你究竟係咩人？」迦具土問。

蜘蛛女王都爬左落黎，扶左我起身。
「走啦，新任既不死族魔王。」

我……
迦具土鬆開束縛，然後問多一次：
「你係認真？」



「我係。」蜘蛛女王回答。

「咁你帶佢走啦，我解決埋佢先。」
烈焰龍拎起劍，再次攻向王。

王：「約翰，跟住我既指示去劃魔法陣，我要召喚某個人出黎。」



召喚勇者

好痛。
連場大戰之後無哂力氣。
比蜘蛛女王抱起左，佢準備帶我走。
等等……呀，無力掙扎，食波餅)*(&&#@$(&@

咳咳。
咳。
王同迦具土對峙緊。
迦具土都唔敢輕舉妄動。
睇唔到王既STATUS情況下，就算去到迦具土呢種級數既魔物都變得小心翼翼。

雖則話，迦具土果邊既黑騎士都係睇唔到STATUS。
黑騎士既STATUS係油黑左。
而王係完全查唔到，就好似無呢個人存在咁。

王好似無諗住同迦具土正面戰鬥。
淨係用果D幼到幾乎睇唔到既絲線黎限制住迦具土既行動。
就好似玩弄緊佢咁。

「你係咩人？」迦具土問。
「聯盟之王。」王輕易就報上身份。

呢個時間，約翰好似畫緊個魔法陣。
聽講王要召喚唔知邊個黎。

「我地走先，你慢慢。」蜘蛛女王同迦具土講。

「喂喂，知道左我係聯盟之王都仲係一副WFC既樣，你地真係咩魔王，領主咩？」王問。
「聯盟？好笑。我只要一日時間，單人匹馬就可以摧毀成個聯盟。」迦具土回答。
「問過我未？」王問。
「未。」蜘蛛女王無啦啦搭左個爹。

「好啦好啦，約翰，搞好啦可？」王開口講。
「係，完成左。」
「咁開始召喚啦。」
「點召喚？」
「對住個魔法陣大叫死八婆，然後……」
「死八婆！跟住呢？」
「跟住即刻用空間魔法帶我地走，快呀屌你，咁早講死八婆做乜撚野呀？」
「吓，戰鬥狀態下係用唔到空間魔王架，王！」
「SHHHIIII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王滴哂冷汗咁。
魔法陣發左個光，然後消失左。



咩事都無發生？

「玩完未？」迦具土用劍指住王，睇黎佢開始認真了。

呢個時候……
又真係咩事都無發生過。
DEAD哂AIR。

迦具土正準備上去既時候，突然之間有個人行左出黎。
王即刻匿埋。
匿係約翰後面……做乜鳩。

係魔王。
唔同其他領主自稱魔王。
係果個擁有【魔王】稱號既人。
果一個人。
天照。

【勇者】 精靈-天照 神官 LV99

HP:8432/8432
MP:13964/13964

力量:768  敏捷:975
防禦:753  魔力:1521

之不過，呢一刻既佢唔係用【魔王】稱號，而係【勇者】。
同【魔王】相反既【勇者】。

「搞邊科？」天照問。

「你係咩人？」迦具土問。
唔識架咩？七大魔王居然唔識得呢一個魔王天照？

好唔合邏輯，點解身為魔王既天照係勇者？

「我係……勇者囉？蜘蛛……女王？」天照問。

蜘蛛女王無講野，淨係凝視住天照。

「無野，你地知架啦，我對蜘蛛有少少反感……唔係，你地應該唔知我係邊個。然後我問一次，邊個
鬧我死八婆。仲有，點解你地會識得用果一個魔法陣？」天照問。

迦具土唔理。
直接用劍刺向天照。
兩隻手指接住左？
明明只係個細路女……一個普通人既STATUS。



但係輕易接住左迦具土既劍。

「機會黎啦，約翰！」
「空間魔法。」

約翰帶埋我同王，用空間魔法瞬間轉移左。



Oh my goddess

約翰帶埋我同王瞬間轉移左—
本應如此。
作為大賢者，同時被稱為次元之魔女既約翰，理論上精通住瞬間轉移既術式。
然而，佢今次失敗左。
從來未試過咁樣既情景。
算係失敗。
唔係，正確黎講，空間魔法係成功發動左。
約翰同埋王成功咁轉移走左。
惟獨我自己一個，被遺留左係到。

山洞入面，得返黑騎士、蜘蛛女王、迦具土、天照以及我。
迦具土仲未知發生緊咩事。
而蜘蛛女王正好相反，瞬間明白到係轉移既法術。
蜘蛛女王依然抱實住我唔放。

重點唔係約翰同王轉移走左。
而係點解我仲留係到。
好明顯地，約翰使用空間魔法既時候，係諗住帶走埋我。
問題係，佢點解成功帶走左王同佢自己，但係帶唔走我？
成件事好奇怪。

「走左？算。咁，你又係咩人？」
迦具土劍指天照。

「迦具土，好撤退啦，佢唔係你可以應付到」
蜘蛛女王話中未完，迦具土已經展開攻擊。
蒼銀既劍影撲向天照。
同頭先一樣，只需兩隻手指，天照足以擋下呢記疾如閃電既刺擊。
「烈焰吐息」
迦具土零距離噴火。

噴火。
噢，燒死左。
吓，堂堂天照，咁就死左。
得番條燒焦左既屍，跌左落地。

「我話之佢係勇者定邊個，就算係龍王黎到，我都未驚過。」
「吓龍王？唔係，佢比起龍王」蜘蛛女王不知所措。

【風的元素使】暴風龍-希爾芙 LV70

HP:122580/122580
MP:143211/143211



力量:4711 敏捷:9015
防禦:6023 魔力:8255

颶風。
成個山洞吹散左。
龍降臨。
壓倒性既status、風元素使稱號。
毫無疑問，呢一位同之前既地龍王係同等既存在。
風龍王。

一講曹操，曹操就到。
迦具土、蜘蛛女王、黑騎士同時準備迎擊。
「風龍王？閣下來臨，所謂何事？」
迦具土企左出黎，睇黎佢話唔怕龍王，唔係得個講字。
「蜘蛛?呢個世界居然仲有蜘蛛類型既魔物。」

風龍王嘯叫一聲，風暴昇起。
上肢兩對手已經演化成羽翼，但不失龍臂既威力，係地上留下爪痕。
下肢雙腿強而有力，進一步逼近迦具土。
全身既羽毛隨住風暴飄起，好強既壓逼感。
就算唔係龍王，佢都一定唔係閒角！

「你仲有咩說話要講？」風龍王問。
「哼，我仲有咩可以講？」話口未完，迦具土變返做龍型態，撲上去同風龍王互咬。

「你可以講sorry，蜘蛛結界」蜘蛛女王用蜘蛛絲綁住左魯莽既烈焰龍。
「你傻架？佢係龍王啊！龍王直接隸屬於神明，係世界既代理管理員，係絕對贏唔到既對手。而且你
頭先殺左既果一個人天照，佢唔係勇者，亦唔係魔王，天照係貨真價實既神明，係聯盟一直信奉既女
神。」

咩話？
係神明？
係女神？
願女神與你同在既果一位女神？
即刻解釋到點解佢status明明咁廢都可以屌打大蜘蛛，仲可以隨時坐係地龍王頭頂上面。

「超！唔拿好玩既。」
天照果d焦黑既屍體爬返起身。

「無你個錯！我就係人見人愛、車見車撞既女神大人是也！」



GM

女神降臨。
呃……
好突然。
唔知點做好。
不過，如果話呢個叫天照叫人就係女神，咁就解釋哂所有既野。
作為女神，自然係呢個世界上凌駕一切既存在。

迦具土好似開始退後。
天照坐係風龍王頭上面，露齒狂笑。
好不安既感覺。
雖然話就話係女神，但係女神究竟係咩人……

「女神究竟係咩人……好問題，如果用返你地個世界既用語……呢個世界係一隻GAME，咁我就係GM
呀，蠍子仔……蠍子女……小蠍蠍，呀，就叫你小KIDKID。」
天照帶住玩味既笑容講。
小KIDKID……？
GM？
遊戲既管理員？

等等先，GM仲可以讀埋我心入面諗緊乜？

「係呀，梗係讀到啦，我話哂都係呢個世界上最靚，最偉大既神明大人啊！」天照笑笑口講。

天照由風龍王頭上面行返落黎，手指向左邊既一塊石頭。
「神明大人係無所不能。」
「當然啦，勸你地唔好得罪女神，如果唔係既話……」
石頭大爆炸。
巨大既衝擊波。
成個山洞……應該係連座山都夷為平地。

呢D就係女神既實力……權限？
石頭爆開左，然後走左幾個迷你天照出黎。
細細粒，每隻只有一個人既手掌咁大。
幾可愛……
有一隻迷你天照爬左上黎我身上，走去我耳邊扮成我把聲講：
「啊，天照大人你好靚女啊，可唔可以比你做你隻兵啊？」

「啊，多謝你啊小KIDKID，不過都好多人咁樣讚我。」
天照回答我？

？？？
？？？
黑人問號。
做乜鳩。



成場DEAD哂AIR。
佢係咪覺得自己好好笑？
全場所有人都唔識比反應佢。

然後，隻迷你天照毆打我。

「啊，算啦，好似廢話講得太多。」
天照咳左兩聲清痰，然後扶起左比迷你天照打到變成豬頭咁樣既我。

「不過啊，頭先用魔法陣果個人究竟係邊個？魔法陣……點解好呢，就係類似你地世界既果D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咁……又或者係D咩回報BUG比GM既機制，類似啦，不過應該無乜人識得用先係架喎。明
明一直好小心唔比人知點樣用魔法陣去回報黎減少工作量……可惡啊，明明從來都無人用過！究竟係
邊個，頭先條友？」
天照係到發唔知咩神經。

比起呢D，有D事情我更加想知。

「點解我會轉生黎到呢個世界？」我問。
「女神你黎呢到所為何事？你唔會係我地既敵人掛？」迦具土幾乎同我同時間出聲。

天照笑左一笑。
「當然唔會啦，老實講，干涉你地既行動唔係我既職責……雖然我一直都係隨心所欲咁行動，但起碼
依家我無諗住滅你地團。」
無視我，定扮聽唔到？

「你既職責究竟係咩？」迦具土問。
「當然係保護呢個世界啦，不過呢個世界本身發生咩事，都與我無關。去做你想做既野啦，趁我仲未
改變主意之前。」天照又微笑，然後企上去風龍王頭頂。風龍王張開雙翅，準備離開。

咩意思？
咩叫保護世界，但又唔會理呢個世界本身發生緊既事？
迦具土既目的究竟係咩？

天照啪左下手指，成座山回復返原狀，好似從來都未比人破壞過咁。
然後，佢同風龍王就消失左。

蜘蛛女王一直都保持沉默。
佢係到思索既咩野？

「瞬間轉移走左既果兩個人係？」迦具土問。
「你講果兩個？空間魔法。唔會有錯，發動魔法一定係次元既魔女，聯盟既大賢者約翰‧提托。」蜘
蛛女王回答。
「咁姐係話，呢一個人係……？」
「聯盟之王。」
「我啊，開始對聯盟有興趣，我要去毀滅聯盟，單騎去。」



單騎……

「係、係，我地返去魔王城先啦。」



成為魔王？

黑色既一個房間。
被帶到去一個好遙遠既地方。
目測跨越左半個大陸咁，雖然對呢班魔物黎講，只係半日既事。

魔王城，大概係呢一種既感覺。
我比佢地關左係一個房間入面。

我比佢地綁住左係張櫈上面。
綁住我既繩，應該係由蜘蛛絲整成，我扯唔斷。
作為唯一一個看守既人，蜘蛛女王圍住我不斷轉圈，唔知想點。

「成為不死族既魔王啦。」佢講。

吓？
你地請人，會係綁架完人之後問人做唔做架咩？
我心諗，做乜鳩？
如果真係做不死族魔王，咁樣大家既地方應該係平起平座，而唔係你綁住我囉，惡魔魔王蜘蛛女王大
人。

當然啦，呢D事我無講出口。
廢事激親佢。

「點解要搵我做？」
「因為你殺死左前不死族魔王，然後我地需要搵人填補佢既空缺。」
「係我殺左佢喎。」雖則殺不死族魔王既人係約翰，但係佢話係我就係我啦。
「所以呢？」
「……」

蜘蛛女王企定左落黎，用手輕托我既下巴，望住我。
「一句講哂，做定唔做？」
「魔王即是點？魔王係要做D咩架？」
「所謂既魔王，就係統領住魔界同聯盟作戰既人，本來應該係咁。但係依家以我地既力量，隨時都可
以以單騎既力量摧毀成個聯盟，所以我地無必要侵略聯盟，正如無必要去殺左隨街見到既一隻蟻咁。
」
「咁你地既目的呢？」
「無。」
「咦？」
「就只係一大班最強既人，行埋一齊隨心所欲咁做任何野，唔會比呢個世界任何既規則限制。當然啦
，我地亦都想去破壞固有既規則。」
「……」
「就好似，迦具土話要去襲擊聯盟咁，佢依家應該已經出左發。」

襲擊聯盟？佢係認真既？



「以你既資質，做我地其中一員都無問題。」
蜘蛛女王笑笑口咁講。
「你就係當年傳說中既果一隻蜘蛛？同女神戰鬥既蜘蛛？」我問。

蜘蛛女王聽完之後，呆左一下，然後放聲大笑。
佢究竟諗緊咩？
意味住佢就係當年既蜘蛛？

「我係唔係果一隻蜘蛛，真係重要咩？」佢問。

「魔法飛彈」
突如其來既攻擊。
向住蜘蛛女王發動既攻擊。
蜘蛛女王好快就作出反應，閃開左呢一擊。

「次元障壁」
約翰企左係我面前，整左一道無辦法通過既障壁。

「要走拿？放心，我唔會阻止你。」蜘蛛女王回答。

然後佢又笑左一笑，又再講：
「咁你既答覆呢，做定唔做？」

「要走啦。」約翰同我講。

「我比時間你考慮，考慮完之後記得答我。」

「空間魔法。」
約翰帶埋我瞬間轉移。
返返去佢自己既果一間別墅到。

好暗。
間屋好似比人查封左，可能教皇無放過約翰。
約翰應該係夾硬用空間魔法走返入黎。

教皇依然掌握大勢，睇黎王都仲未可以光復到自己既地位。

「依家唔係講呢Ｄ野既時間。迦具土黎緊！」我即刻同約翰講。
「黎緊？」
「之前果一條烈焰龍，佢要黎毀滅呢一個聯盟！」

戲劇性地，遠處出現爆炸聲。
天空上面出現左條龍，四圍噴火。
唔洗問，一定係迦具土啦。
佢既目標唔係呢到，所以只係四圍亂咁求求其其噴下火就算。
不過呢Ｄ咁隨便既破壞，已經唔知毀滅左幾多個城市。
我望住條龍飛往既目的地。



係王宮。
佢想直接攻入王宮。



黑

跑。
跑呀跑。
同約翰，仲有唔知幾時出現既三師姐一齊追住，係天空上面飛緊既迦具土。
如無意外，迦具土會直接攻擊王宮。
我地係地上面跑住、觀察下佢先。

天空上面既話，我無辦法同佢戰鬥。
我唔識飛，固之然打唔到佢。
而且，最大既問題係，作為所有人入面最大戰力既我，依然都係打唔贏迦具土。
迦具土好強，並唔係我可以輕易打得贏既對手。
所以，要諗方法取勝。
不過，先要條件係，將佢拉落黎地上面同我打。

約翰好似有野想同我講，但係又一副欲言又止既樣。
可能依家唔係講呢D野既時候。

約翰其實可以用空間魔法傳送我上去迦具土背上面。
之但係，上到去我勝算更加係零。
地上面都打唔贏佢，點樣打空戰呢？
好頭痛。

迦具土好似發現左我地跟住佢。
但係，佢無理會我地，仲係繼續飛。
唔放我地在眼內？
睇怕都係啦。
雖然好唔甘心，但係依家既我真係咩都做唔到。

唔理啦。
再係咁落去，佢真係會摧毀成個聯盟。
要攻擊啦。
蠍尾射擊。
太遠，射唔中。
既然係咁，就用傳送我上去打空戰啦。

呢個時候，有個人由迦具土背上面跳左落黎。

【獸人領主】黑犬-巴斯克維爾 LV87

HP:169774/169774
MP:84545/84545

力量:5442  敏捷:5454
防禦:2424  魔力:2845



黑色既一隻狗。
紅眼，張開住個嘴，滴落黎既口水足以蒸發石頭。
四隻腳肉球果到睇黎溫度好高，行路既時候融化埋塊地。

嗚……
係咀咒？
同佢對望左一眼，我即刻中左虛弱狀態。

「你就係蠍子女王？」佢問。
「係。」

佢化為人型，拎住把劍，斬向我。
空鉗入佢白刃。
點知佢放開手上既劍，左手唔知係邊到拎出第二把劍插向我。
好快。
好痛。
我腹部中劍，流血不止。

我退後幾步，先見到佢兩手各拎住幼劍。
好強。
約翰用魔法支援射擊。
但係一一比佢避開哂。
魔物之間既戰鬥，對於人類黎講係無可能插到手。

我用雙鉗攻擊，但係比佢避開哂。
係機會，我即刻用尾針佢。
佢用把劍輕輕卸力，錯開左我既尾巴。
瞬間黎到我既面前。

「死亡斬擊」
連中佢幾刀。
嗚。
我既動作太慢，而且比佢睇穿左。
我想拉開距離都拉唔到開。
只可以勉強用防禦技能[外骨骼]增強自己防禦力黎死守。

真係打唔贏。
我望住約翰，佢都一籌莫展。
三師姐一如既往既POCKER FACE。
唔得，唔可以次次都等人救場。
要靠下自己！
上呀！

佢一腳踢落我個肚到，即刻彈開左十幾米。
咳……
唔夠抽。
同呢D擅長近戰既人打，真係壓倒性既不利。



「點解你會係到？」黑犬問。

眼前出現左一個人。
黑色既人……
黑騎士。
作為魔王而存在既黑騎士？

「你要背叛我地？」黑犬問。
無回答。
黑騎士拎起劍，衝左上去同黑犬對斬。
「憑你？以你既劍技，係無可能……」
幾招交鋒，黑犬既右手比黑騎士砍傷，留低條血痕。
把劍，亦都彈開左。

「你……你唔係黑騎士！你究竟係咩人？」



真正身份

上回提到：
1.約翰救左我返去，帶左返去聯盟
2.迦具土發癲過黎毀滅聯盟
3.我地追住迦具土，呢個時候獸人領主黑犬過黎攔截我地
4.我又唔夠打
5.黑騎士走左過黎幫我地

黑犬對黑騎士。

「你究竟係咩人？你並唔係黑騎士，黑騎士既劍術唔會有你咁勁！」黑犬問。
黑騎士無回答。
「係我認知入面，呢個世界上唔存在比我地更加強既魔物，你究竟係邊個？」
都係無回答。
「去到我地級數既，就只係得龍種。你係風龍王既人？定係火龍王？」
一樣。
「點解你要阻礙我地？」

「對於我黎講，聯盟依個時候比人毀滅左既話，我會好頭痛。」
黑騎士終於回答，並用劍指住黑犬。

黑犬手執雙劍，衝向黑騎士。
「咁你消失啦。」

「你地，去追果條龍。」
黑騎士同我地講。

無錯，依家唔係理佢地既時候。
必須去追果一條龍。
迦具土。
雖然唔知呢個黑騎士究竟係咩人，唔知佢是敵是友，唔知點解佢同魔界既黑騎士一樣，不過好明顯係
兩個唔同既人。
但係，依家我地必須去打低迦具土。

我點一點頭。
帶埋約翰、三師姐一齊追。
太遲啦。
天空上面已經失去左迦具土既蹤影。
好快。
我地追唔切。

「無計啦，你地靠近我，我要用空間魔法。」約翰講。
空間魔法。
傳送我地三個去到王宮。



一去到王宮，就見到成座城都變成火海。
唔知幾多人比佢燒死左。
四圍都係紅色，開始分唔到邊D係血，邊D係火。
淨係知道呢一到係人間煉獄。

王宮比迦具土燒毀，燒到LUM左。
好多士兵都死左。
果然，真係可以單騎毀滅成個王宮。
呢D就係神話級魔物既實力？
而我，都一樣擁有咁樣既力量？

搵唔到迦具土。
但係四圍都係火海，好明顯佢一定黎過。
之但係……佢係邊呢？
無錯。
佢既目的唔單止係毀滅聯盟！
目標仲要係王！
果一個好臭寸既王！

「王係邊到？」我問約翰。
約翰搖頭，答我唔到。

突然間，聽到聲龍吟。
係後面！
姐係話，迦具土就係係後面。
打唔打得贏都好，係時候同佢做個了斷！
必須要係到殺死迦具土！

我地追左上去。
只見……
一條龍……
倒卧左係地上面。
係迦具土。
身受重傷，訓左係地上面。
係咩人……係邊個做既？

「哦？你地黎拿？唔好再遲D？」

係王。
王坐左係龍頭上面。
限制解除左。
依家既王唔再係一個黑暗精靈細路女，變成左一個精靈族既女人。
之前見過，係精靈王。
可以查到王既STATUS。

【女王】 蝴蝶女王-線蛺蝶 LV85



HP:34844/89842
MP:54241/184251

力量:3352  敏捷:5456
防禦:2211  魔力:5901

佢張開雙翼，一對蝴蝶既翼，飛過黎我地到。
「係時候正式自我介紹一下，我係聯盟之王，同時亦都係精靈王。我既名叫線蛺蝶，如你所見，係一
隻蝴蝶女王。」
然後，佢又係到哈哈大笑。



蝴蝶

蝴蝶既女王。
聯盟既王。
一直以黎熟悉而又陌生既王企左係我地既面前。
係佢殺死左迦具土。
好強大既實力。

同魔界一樣，就連聯盟既最高領導人都係魔物。
人係呢個世界上係咪非常之渺小？
當然啦，係我地以前既世界，人都係非常渺小，無可能打贏果d怪物，亦都無辦法變成怪物。
普通既人就只可以淪為怪物既食物，比怪物去飼養、玩弄，一生一世都要為怪物工作，做佢地既奴隸
。
離題了。

毫無疑問，眼前既蝴蝶女王就係一直陪我地係魔界冒險既果一位王。
明明有咁強大既實力，但係對於卡珊德拉見死不救。
呢個時候我先發覺自己都有少少麻目。
本來係想因為卡珊德拉而痛痛快快咁哭喊一場。
但係一直以黎太忙，完全無呢個時間。
回過神既時候，對於卡珊德拉既死，我淨係得返傷心既感覺。
已經再喊唔出了。

「點解要對卡珊德拉見死不救？」我問。

「你第一時間就係問呢個？你唔係應該有其他野想問咩？」

「無。」

「比如，問下我係邊個，點解要做聯盟之王，我既目的係咩同埋蜘蛛究竟係咩人，點解要比力量你。
」

我吸左一口氣。
蝴蝶女王究竟係咩人？

「不過辛苦你啦，呢幾日你都無好好咁休息過，你休息下啦。」

「你仲未答我」

「麻醉毒霧」

意識開始模糊。
頭好痛。

當我張開眼睛既時候，我身處係約翰既別墅入面。



解左封。
約翰一直守係我既身旁，照顧住訓係床上面既我。
佢坐係椅上面伏落我張床到訓著左。
我摸一摸佢個頭，佢一定覺得好攰啦。

卡珊德拉死左。
我再一次認知到呢一個事實。
繼二師姐之後，大師姐都死左。
點解，點解卡珊德拉要死。
明明佢係一個好人。
起碼佢會當我係一個人黎看待。

復活？
如果跟隨住蜘蛛，成為不死族既魔王，咁我係唔係可以復活卡珊德拉？
蝴蝶女王曾經講過，復活浪費大量既能量，係一件好傻既事。
但係佢見死不救。
對佢黎講生死究竟係咩野？
對佢黎講我地究竟係乜野？
係玩弄既對象？
拎我地黎打發時間？
明明卡珊德拉拚埋條命黎保護佢。

再係到胡思亂想都無用。
依家我係時候去決定之後既方針。

究竟我應該去魔界果邊？
定係留係聯盟？

我安靜的走出房間，小心翼翼，廢事嘈醒約翰。
如果我去魔界，大概約翰會成為我既敵人。
如果要我手刃約翰……我做唔到。
我微微嘆息。

行出房間。
見到三師姐。

……
佢無開口。
但係一副「你想去邊？」既表情。
「我想出去散步一下。」我同佢講。
木口木面，完全唔打算開口。
佢繼續凝視住我。

「啊。」
約翰走左出房。
望住我地懢尬既對話，唔知想笑定點。



「對唔住。」我同佢講。
「我好似都係第一次聽到你開口講野。不過……如果話第一次應該係同弗蘭肯斯坦打果陣，唔係，依
家係第一次正正常常既對話。」

「我又害死左你徒弟。」

約翰走過黎，輕輕拍一拍我個頭。
「無野喎。」
佢笑住講。
究竟佢睇得開唔覺得傷心，定係只係故作堅強呢，我睇唔透。

我望住三師姐，大概我又唔會克死佢掛。



蜘蛛與蠍子

黑色既陰暗森林。
月黑風高。

「黑暗飛彈」
我向後一跳，避開左佢既攻擊。
睇唔到敵人，佢埋伏左唔知係邊。
正面對決黎講，佢係打唔贏我。
無論係STATUS定係技能既數量，佢都唔夠我多。
最決定性既一點係，蜘蛛係唔會打得贏蠍子。

「暗影長槍」
遠距離既狙擊。
大概已經知道左佢既方向，我即刻跑過去。

離開左聯盟，直接衝去魔界。
就好似迦具土衝過黎聯盟一樣，我單人匹馬闖入魔王城。
見到魔王城係唔遠既地方，只要穿過呢片森林，就去到魔王城。
而擋係我面前既，就係蜘蛛女王。

「蜘蛛結界」
我比佢束縛住左。
「蠍子之火」
我全身著火，將佢既蜘蛛絲燃燒殆盡。

我既技能，就彷彿係為左打低蜘蛛而設。
佢既技能我都有對應既方法。
對蜘蛛黎講，最重要既武器就係蜘蛛絲同埋蜘蛛毒。
但係我可以全身著火黎解除佢既束縛，而我本身亦都免疫毒攻擊。
佢唯一勁過我既地方，就係敏捷。

論速度佢遠遠拋離我。

不過，佢跑得再快，都無可能快過我既技能。
「蠍尾射擊」
我對住草叢一個地方射擊。
打中左。
係機會。
趁佢重整態勢，我即刻衝左上去。

如我所料，見到蜘蛛女王個樣。

「死亡之鉗」
鉗住左佢。
「蠍子毒尾」



雖然毒對佢無效，但係呢一擊就算唔計毒既傷害都非常之痛。
佢即刻重傷。
贏到。
「麻醉之針」
我開技能，佢即刻麻痺左，郁唔到。

近距離。
「究極光束」
我條尾發射左一條巨型既光束炮。
直接命中蜘蛛女王。

麻痺左既佢唔會郁得到。
咁就硬食左我呢一擊。

比想像中弱。
蜘蛛從來都唔會打得贏蠍子。
無論係現實世界定係呢一個世界。

「你係咪諗緊蜘蛛唔會打得贏蠍子？」
佢勉強企左起身係到問。

殘血啦。
你輸左啦。

最後一擊。
蠍子毒尾……

「你係咪唔記得左蜘蛛係一種點樣既生物？」

呢個時候，我先發覺到四圍都係蜘蛛絲。
燒……燒唔切。
完全阻礙住我既行動，然後佢好完美咁穿過哂D蜘蛛絲，走到黎面前，對住我個肚攻擊。
「暗影長槍」
硬食。

我彈開幾米之後，比佢D蜘蛛絲吊起左。
吊頸。
好彩有技能可以燒開D蜘蛛絲，先無比佢吊死。

但係佢衝過黎。
「暗影長槍」我即刻反擊。
「魔法反制」佢中和左我既魔法。
然之後，一腳踢向我。
「死亡踐踏」

再彈開幾米再比蜘蛛絲吊起。



喂喂……佢又回血？回左一半咁多？
「無錯啊。」佢笑笑口講。
被動技能：
[生命吸取:當你造成傷害時，為自己回復等量的HP]

「你唔好以為STATUS同技能就係一切啦，要好好咁睇清楚對面既特性先好行喎，蠍子女王。」
蜘蛛女王笑住講。



不死族魔王

「仲要繼續？」
「不了，我投降，再打落去都唔會贏到你。」
我舉手投降。

依家既我，絕對唔會係蜘蛛女王既對手。
所以，投降啦。
反正都無蝕底。

「唔？既然你唔係黎開拖既，姐係黎加入我地？」
「無錯。」
「不死族魔王。」
「係。」

蜘蛛女王個樣好似有少少驚訝，然後就話：
「估唔到喎，以為你好堅決咁拒絕添。」

我信唔過聯盟之王。
雖然對唔住約翰，但係我真係信唔過蝴蝶女王。
然後，魔界又好似無乜野。
眾魔王似乎都唔係我既敵人。
此外，魔界似乎係一個更加自由既地方。

「明白。」蜘蛛女王用返嚴肅既口吻。

無幾耐之後，有幾個人走左出黎。

「自我介紹下啦。」

【獸人領主】黑犬-巴斯克維爾，一隻黑色既狗。
【巨人領主】泰坦-克羅諾斯，一個百米高既人。
【哥布林領主】報喪女妖-班西，白衣女子，雙手遮住塊臉係到喊緊。
【黑騎士】，身份不明，黑色盔甲既一個人。

「好遺憾，龍人魔王死左，佢個位從缺。然後就係我，惡魔魔王。之後就到你，新加入既，不死族魔
王，蠍子女王。」
蜘蛛女王笑笑口講。

咁多個魔王唯一既共通點係，自己並唔係自己所屬既種族。
獸人領主既種族係黑犬而唔係獸人，巨人領主係泰坦而唔係巨人。
都係一D類似既魔物。

其他人都無咩野異議。
然之後黑騎士黎拍左我膊頭一下。
[獲得稱號【不死族領主】]



我成為左魔王。
轉生黎到呢個世界之後，成為左魔王。
都唔算差啦，下話？

「蠍子……」
空間出現左裂縫。
約翰帶埋三師姐追到上黎。
望住我地。

「走啦。」
佢好似阿媽一樣，走過黎拉住我隻手，話要走。
我唔行。
佢望住我。

「對唔住。」
「……」
「我決定加入魔界，成為魔王。」
「點解？」
「……」

「你講笑咋？」
「我係認真既，你地走啦。」

呢個時候，我見到三師姐皺哂眉頭。
好似好不爽咁既樣。

黑犬企左出黎。
「聯盟既人係到自出自入算點？」

「等等，放佢地走啦。」我開口。

黑犬見到我咁講，收起把劍。
「你最好唔好再踏足魔界一步，唔係既話要你人頭落地。」

約翰仲係呆左咁企係到。

「殺，無赦。」
報喪女妖背脊爆左幾隻黑色既手出黎。
「黑影之手」

「魔法反制」三師姐開技，反制左報喪女妖既一擊。
本來毫無表情既佢，依家可以睇到佢非常之嬲。
三師姐拉住仲發緊呆既約翰。
約翰無奈地，用空間魔法離開。

呢個時候我同約翰雙眼對望。



只係短短一瞬間，佢就走左。

蜘蛛女王拍一拍我個頭。
「走啦。」



新官上任

所謂既魔王究竟要做D咩呢？
無。
無野做。
七大魔王就只係蜘蛛女王一時興起而召集既人。
號召呢個世界上面最強既幾位人物黎做魔王。
從而成立一個集團，有事就可以互相幫忙既團體。
簡單黎講係一個公會既概念，係一個休閒既公會。
公會有咩做……去攻略副本？
但係我地所有人都係副本既BOSS，唔會有副本BOSS去攻略副本咁奇怪架。

定還是，係挑戰神？
世界上最強既存在都集中係魔界。
蜘蛛女王號召哂咁多大人物，除左挑戰神我真係諗唔到佢既目的係咩。

仲有龍王？
呢個世界上仲有四大龍王凌駕於一切既魔物之上。
聯盟海域既一個島上有風龍王。
地下城第九層有地龍王。
聯盟同魔界中間既火山上面有火龍王。
魔界海域有海龍王。
如果話蜘蛛女王打算集齊咁多人去挑戰龍王，都講得通既。

不過，依家我唔洗去諗呢D野住。
蜘蛛女王仲未落ORDER，我地就唔洗理佢。
到時先再算啦，話之佢打龍王定殺神，都係交比未來既我去煩啦。

我又返返去奧托蘭多城堡。
不死族之城。
又返返黎呢個神奇既地方。
3D迷宮，我會咁樣去形容佢。
哥德式建築既城。
一座巨型既城。
成座城都係由大大小小唔同高度、長度、大細既橋樑所組成。
橋樑之上又有第二條細橋樑，連接去更加高既橋樑之上。
錯綜複雜既橋樑、石地構成左大街小巷。
大街小巷之中又有大小各異既哥德石屋。
又有好多唔同既樓梯、梯子連接上下唔同既地方。
呢座城可以話係一座空中樓閣。
從來都唔會腳踏大地，只係企係人造既建築之上。
簡單黎講，座城就係3D既迷宮，除左前後左右之外，仲有路向上向下。

COPY返上次果段，懶得再去形容多一次。

然後，我又返返去領主大宅入面。



又返黎了。
不過係得我自己一個人黎。
蝴蝶女王唔係到。
卡珊德拉亦都已經……唔係到了。
而我，亦都進左化，由天蠍變成蠍子女王。

短短幾日，一切都變左。
明明同一樣既地區，但係所有既野都唔同哂。

推開大門。
迎臉而黎既係瑪麗，前不死族領主弗蘭肯斯坦夫人。
同埋佢既龍人僕從。

瑪麗同我對上眼。
我認得佢，佢唔認得進左化既我。
佢知道自己既先生死左未？
我無去問佢。
亦都唔想去問佢。
感覺好奇怪。
明明係夫人，但又唔係真正既夫人。
無錯，佢並唔係真正既瑪麗本人，而係死去既瑪麗既複製人。
係弗蘭妄想可以創造生命，復活生命下既產物。

佢仲算唔算係一個人？
呢一個瑪麗算唔算係一個人？
眼前呢一個瑪麗算唔算係一個人？
佢算唔算係一個「人」？
佢算唔算係「一個」人？
兩重意思。
不過，都唔需要去理會了。

佢只係我生命中既一個過客。
我唔會去憐憫佢。
即使係我同約翰親手殺左弗蘭，毀滅左呢班瑪麗猶如泡沫一樣既夢境。

卡珊德拉都係我生命中既一個過客。
亦都無必要留念。
復活……
做唔到啦。
弗蘭都已經死左。
即使佢未死，都無可能研究到復活既方法。
蝴蝶女王都講過，復活係無可能同埋唔值得咁樣做既行為。
所以，算啦。
卡珊德拉已經死左。
要接受呢一個現實。

「你地可以繼續留係到住，不過要住係客房。」



我DOM低呢句就走左。

始終，呢個假既瑪麗無人無物，都唔會去得邊架啦。
因為佢只係一個大話，無人會去接受謊言既存在。



好鳩

無聊。
無野好做。
的而且確真係無野可以做。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如果我既呢一生係一篇小說黎既話，咁就一定係D濕鳩九流小說。
無主線，漫無目的咁係到鳩下鳩下。
十足一D垃圾故咁。

不過，既然係D濕鳩流水帳故事。
咁我出去四圍行下應該就會遇到一D有趣既事。
於是乎我就抱住呢個念頭出去鳩行。

首先我就係不死族之城到鳩行。
我話就話係不死族魔王。
但係D麻煩既事都交哂比瑪麗佢地去做。
佢地都好樂意咁做，始終都唔想我呢條濕鳩佬整臭座城。

呢一座城除左係個迷宮，可以話無咩特點。
就只係一座普普通通既城。
行左兩三日……唔係蕩失路，只係鳩行呀，行左兩三日我行哂成座城。
其實都唔係好大。

大家都好友善。
知道我係魔王又好，唔知我係魔王又好，所有既人都對我好好。
係一個好舒服既地方。

所以，太無聊既我決定出去城外到行。

定還是去挑蝴蝶女王機？
不了，以我呢個級數只係去做炮灰。

既然係咁，就去冒險啦。
係魔界入面四圍探險，睇下會唔會見到一D有趣既事。

無。
係無呀。
係零呀。
無呀。
無趣呀。
點解可以咁。

依家既我可以話係唔上唔落。
可以屌打哂大部份既魔物、人，基本哂成個自然界無野夠我打。
但係另一外面，係其他神話級魔物入面我又同舊屎無分別。
真係無野可以做。



於是，我走左去魔界邊境。
聯盟邊境。

有軍隊守住喎。
好似好勁咁。
但係，點會擋得住我呀？

所謂既魔王，就係無聊無事做果陣搞鳩人類。
我尊重傳統，決定襲擊人類。
當然啦，係嚇下佢地姐，睇下佢地會有咩反應姐。

都係算。
唔好親自去。
我去引左幾隻魔物黎。
睇住佢地衝入座城入面。

有咩意思呀？
好無謂。

真係唔知做緊乜。
唉。
魔物作亂。
軍人退治魔物。
好似睇熱鬧咁，套戲散場我就得返空虛感。

正當我無所事事果陣，我見到個入口。
地下城入口。
好耐無黎過。
我出生既地方。

今次，就試下由第一層攻到落去第十層啦。
就睇下，我既實力去到邊。

第一層。
地下城第一層。
好大既地方。

係一個綜合生態既自然環境。
呢一層大概係比人練下等升下LV。
可以飛過佢。

第二層。
地底自然迷宮。
出現既敵人係魔狼。
以前虐過我既魔物。
但係，對於依家既我黎講，同垃圾一樣。



真係隨便幾下手勢就搞掂佢地。

第三層。
令人懷念既地方。



再會地下城

第三層。
係一個令人懷念既地方。
一個大山洞，中間有個大湖，湖上面有個島，島上面有座塔。

果陣時我同約翰一齊攻略。
幾經辛苦先去到個島到。
然後輸左比隻大蜈蚣。

依家既我，輕易就突破左佢地既防線。
水棲暴龍出現，攔住我。
佢撲過黎咬我，但係我一個鉗就撞開左佢。
跳上天，用蠍子毒尾擊殺佢。
一擊就打到佢重傷。
我變強左。
隻暴龍唔敢再輕舉妄動。
但係，我無放過佢。

究極光束。
我既尾巴凝聚魔力，然後發射左激光炮。
巨大既威力。
貫穿左隻暴龍，順便打爛埋座塔。
水上面既水蜘蛛都嚇到走哂。

又見到你啦，奈落蜈蚣。
奈落蜈帆，第三層既真正BOSS，看門人。
我同約翰就係輸左比佢。

我可以用STATUS壓制佢。
蜈蚣離開個島，離開水面，直接攻擊岸上面既我。
「死亡之鉗」
我用雙鉗鉗住佢，唔比佢行到埋身。

之但係，蜈蚣噴火。
避開。
鉗住佢個身，吊起佢。
黎到佢身下面，大約係肚既位。
「蠍子毒尾」
一野吉穿左佢。
蜈蚣仲係到掙扎。
我對住佢個頭，用一招暗影長槍，了解左佢生命。

好易。
無難度。
以前既我覺得既難關，到左今時今日我已經輕鬆過到。



但係，有一種空虛感。

之後既第四層，係我未去過既地方。

[尤克特拉希爾地下城-第4層:古遺跡，由上古時代遺留下來的都市。現在被各種變種的怪物佔領，有
一說是宇宙降下來的生物將古文明消滅。據說從來沒有人能進入第4層而又安全回來]

好似係一個古代既城市。
一般既魔物都一樣唔敢接近我。
然後，我好順利咁去到BOSS既面前。

【諾姆的僕從】 大地魔像-哥雷姆 LV92

HP:19635/19635
MP:12435/12435

力量:2052  敏捷:908
防禦:4035  魔力:1258

諾姆的僕從，係咩一回事？
諾姆，無記錯就係地龍王個名。

「來者何人？」

要同佢開戰？
打贏佢唔係問題，問題係應唔應該同佢打？
同佢打會唔會得罪地龍王？

「讓開，唔係既話，取你狗命。」

魔像無講野。
似乎係同地龍王通訊咁。

「呢到下面，無，你想，見到既野，請你離開。」魔像回答。
「姐係話，要同我打？」
我做好迎擊既姿勢。

先下手為強。
一下究極光束打到佢重傷。
咁巨大既身體即刻比我打到失去平衡。
佢完全黎唔切反擊，就比我繼續猛攻。
「靈魂收割」「暗影長槍」
幾擊之內，就秒殺左佢。

然後，我又去到第五層，好順利。
第五層……



成層都係火焰？
第五層樓底好高。

【火的使用者】火龍-索諾蘭 LV60

HP:93564/93564
MP:140645/140645

力量:4089  敏捷:4215
防禦:3348  魔力:6587

之前我係第七層到見過既果一條龍！



蠍子與火龍

火龍。
故名思議就係火屬性既龍。
以雙腳站立，雙手孔武有力，背上仲有翅膀既巨型生物。
比起迦具土，呢一條火龍算係一條比較弱既龍。
即使係咁，佢STATUS都遠高於我。

呢D就係龍種既力量？
係龍種既實力？
之不過，我地實力上既差距，並唔係壓倒性。
我仲有勝算。

直接對決。

火龍無打算同我溝通，一開始就張開口。
「龍焰吐息」
勉強避開。

「死亡之鉗」
雙鉗飛左出去。
同時對火龍展開攻擊。
火龍身型雖然巨大，但係非常之敏捷。
兩翼一撥，就飛左上天花板。
佢無睇小我。
全力以赴咁同我戰鬥。

「烈焰吐息」
[烈焰吐息:噴火，對前方複數敵人造成大量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8秒)狀態]
比起頭先既火焰，呢一次既火焰威力稍弱，但係範圍更加大。
更難避開！
「外骨骼」
[外骨骼:5秒內，防禦上升70%]
只可以強化防禦既技能防守。
呢個時候，火龍由天花板跳落黎。
好快！
「飛龍利爪」

一擊將打到上天。
但係，火龍完全唔比我喘息既機會。
我係天上面，仲未跌返落黎，又開始食佢連擊。
「龍之爪」
「死亡之鉗」
雙鉗急速飛返返黎，鉗住佢雙翼。
力量比唔上佢，唔可以束縛到佢。
不過足以令佢失去平衡，由天空跌落地上面，即刻倒地。



當我落地既時候，火龍又重整好態勢。
張開口。
「龍焰吐息」
「究極光束」

兩招技能相撞。
[龍焰吐息:噴火，對前方單體敵人造成極大量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8秒)狀態]
[究極光束:以魔法攻擊，對直線敵人造成極大量光屬性傷害，然後自身陷入虛弱狀態(1分鐘)]
兩招可以話係同等級既技能。
不過STATUS上佢勁過我，我有少少比佢壓制落去。

兩股能量勉強抵消。
但係我因為技能既關係入左虛弱狀態。
[虛弱:全STATUS下降8%]
可惡。

火龍咆哮。
「灼熱地獄」
[灼熱地獄:使用魔法，於範圍內所有目標受到燃燒狀態，火屬性傷害於範圍內提高33%]

今次麻煩。
然後又開始儲氣。
「外骨骼」
「龍焰吐息」
擋住啊……啊！

重傷。
死唔去。
不過位於燃燒狀態。
係咁扣血。

呢個時候我就發覺，自己完全處於被打既狀態。
我從來無試過主動攻擊。

而火龍又開始攻擊。
今次係埋身戰。
龍焰吐息的確係一招好強既技能。
之不過MP消耗實在非常之高，並唔適合當普通既技能使用。
呢一招基本上係大技黎。
佢連放幾次我都捱到落黎，都算係咁。

埋身戰不外乎幾招，用爪或者尾巴攻擊。
我係到諗，或者火龍並唔係一種擅長近身戰既魔物。
雖則近身戰我都未必夠佢打。

我小心翼翼地避開佢既利爪。



必要時用雙鉗掩護自己。
然後，對準佢隻眼！
蠍子毒尾。
插中佢隻眼。
必殺技，我既大招。
由尾巴，零距離對住佢隻眼發射究極光束！



火海

全力既一擊。
究極光束一下子就由火龍既眼睛貫穿上頭部。
火龍失去平衡，向後仆低。
重傷。
失去左邊視力。
猛毒。
呢一下，我即刻扭轉到劣勢。
仲係有勝算既。

火龍勉強企返起身。
「暗影長槍」
再黎一擊。
呢一招輸出雖然比唔上究極光束，但係勝在發動時間快，命中率高，傷害亦都唔差。
但係，火龍即刻用雙翼包住自己，保護自己。

火龍隻手掩蓋住左眼。
右眼睥實我。
佢唔敢再打埋身戰。

火龍瞬間拉開距離。
張開口。
呢個時候，我衝上去。

「烈焰吐息」
避開。
估唔到既係，火龍自己衝埋上黎。
一時之間我反應唔切。
[龍尾突擊:旋轉尾巴，向周圍敵人造成中型物理傷害，然後使其彈開]
我就好似個棒球一樣，比佢打左上天花板。

「龍焰吐息」
火龍又開口，巨大的火球襲來。
空中既我改變唔到姿勢。
正面硬食。

好痛。
殘血……

HP所淨不多。
火龍既MP都已經見底。
佢既MP唔足以比佢用多一次烈焰吐息或者係龍焰吐息。
佢大概淨係可以用龍爪、龍尾之類既近身技能。

要用猛毒，強化埋毒傷害黎削佢血。



之後就再用究極光束收個頭。
一於咁話！

CQC。
龍雖然速度快，但係埋到身就發覺佢四肢並無我咁靈活。
佢一隻爪打落黎，我就用一隻鉗黎擋架。
而另一隻鉗，就繼續去干擾佢。
我衝左上去。
去佢走邊。
緣住佢隻手，走上去佢膊頭上面。

「蠍子毒尾」
「龍焰吐息」

咩話？
佢用哂最後既MP，勉強整到招龍焰吐息出黎。
殘血狀態既我，只要一比佢打中就即刻GAME OVER。
而呢個距離，無可能避得開佢既攻擊。
姐係話……
會死！

烈焰係我耳邊飄過。
係我臉上面輕輕擦過。
打唔中。
佢左眼睇唔到野，瞄準失誤。
係我贏……

「究極光束」
最後既一擊。
再一次貫穿火龍既頭顱。

成功擊殺火龍。

呀，贏左。
好似無咩實感咁。
不過我真係贏左。

第一次……贏到咁強既魔物。
呢個就係我。

我都唔係咁差姐，就算係火龍呢樣強大既魔物，我都可以靠自己黎打贏。
就算係蜘蛛女王，面對火龍都唔會打得贏啦。
啊，贏到。

出乎意料地。
第五、六、七層係一樣既。
都係成班都係熔岩、山石、火焰。



定還是之前係有D咩野係到，只係依家變成左火海呢？

唔理啦。
於是，我就走左落去第八層到。

大空洞。
我出世既地方。

「 小女子久候多時了。」

女神。
天照。



過去

再一次講返第八層係個咩環境先。
第八層係個地下洞穴，舉頭一望係望唔到天花板既盡頭。
而個洞穴其實都唔係好大，大約淨係有維園咁大左右。
四圍都係極危險既蟲類魔物，或者係一D奇型怪狀既恐怖魔物，雖然佢地都無火龍咁強，自然威脅唔
到我。
而第八層最中心既位置，有一個石像。

蜘蛛女王。
同蜘蛛女王一模一樣樣既石像。
但係，呢個蜘蛛女王石像同身為惡魔魔王既蜘蛛女王，有種微妙既不同。
天照佢就坐正係石像個頭上面。

「唔錯嘛，居然落到黎第八層。」

天照。
天照係乜水？
係女神。
係呢個世界上面……應該直接話係世界既管理者。

佢係到等緊我？
佢又知我會落黎？
定還是係我落緊黎既時候，佢先即興走落第八層到等我？

「你應該知架啦，我就係全知全能，大定最愛既女神大人！」
「唔知喎。」
「啊……心淡，居然話唔知，我好傷心啊！」
「哦。」
「腹痛(3小時)」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佢強行賦予左我腹痛狀態。
可惡……濫用權力啊女神……

「係神罰，唔係濫權。」天照用冷漠既眼神望住我。
啊……啊……
其實天照佢都幾靚……雖然都仲係個細路女樣……
纖幼既雙腳係我面前FING下FING下……佢用條月利舔一下嘴唇……
啊，我係到諗緊咩，明明只係個發育仲未健全既細路女……
再係咁落去作者會比FBI拉架……

「啊，算啦，反正無聊，想唔想知，以前我地發生左咩事？」
算啦既意思唔係應該解左我腹痛先咩……嗚……

「我同蜘蛛打完之後，究竟發生左咩事。」



「唔想知。」
「你唔想知姐，你後面既人想知。」

我後面，咩人？有人咩？

「眾所鳩知，蜘蛛就同你一樣，都係轉生者。」
「唔係，唔係，我唔知。」
「佢同你一樣，轉生做鬼咩爬行者？呀，算啦，唔記得，總之就係種蟲啦。不過佢同你唔同既係，你
選擇進化成為蠍子，佢就進化左做蜘蛛。」

天照望上天，好似係到回憶往事一樣。

「明明只係一種好弱既魔物，但係一路戰鬥落去，仲未成為蜘蛛女王果陣憑自己既力量，已經殺到火
龍，擊殺舊日支配者。佢又成為勇者，仲拎返身為魔王係魔界既權力。慢慢、慢慢，佢已經係世界上
面最可怕既魔物，然之後佢成為左神，打算毀滅世界。」

「毀滅世界？」

「無錯，係毀滅世界。果陣時除左蜘蛛，世界計埋我在內係有三個神，前後已經有兩個神，比佢殺左
。而最後我就同佢戰鬥……」

天照由石像上面跳左落黎。
「無錯，呢個石像就係阿撒托斯既石像，亦都就係蜘蛛女王。本來係為左封印佢而存在既石像，不過
好明顯依家無用啦。」

「所以你贏左蜘蛛，封印左佢？」

「錯啦，我輸左，亦都死左，世界亦都一度比蜘蛛毀滅左。」
「死左？」
「無錯，果陣我係死左。蜘蛛成為唯一神之後，第一件要做既事係毀滅世界，但係佢未黎得切毀滅世
界，就比佢既部下背刺，蜘蛛亦都死左。」
「……」
「無錯，你應該都知架啦，復活。特殊技能[死者復活]，消耗世界既能量，將靈魂帶返黎，再由靈魂
重新構成肉體。復活儀式一共進行左兩次，果位部下復活左我。然後，蜘蛛女王亦都比佢另一位部下
復活。」

「復活儀式進行左兩次，所以呢個世界殘存既能量淨返唔多。我同蜘蛛女王因為咁而停左戰，於是乎
我就去封印左佢，佢都好樂意比封印……之但係某一日，條友都走出左封印，到依家為止我都唔知佢
究竟想點。如果佢要同我開戰，我絕對樂意奉陪，反正佢都無乜朋友，咪同佢玩下囉。」

「點解你要同我講呢D野？」
「都話唔係同你講囉，你真係好萌塞呀小KIDKID。」
「……」
「讚緊你啊，萌塞都係一種萌啊！」

我坐左係地上面，望住佢，唔再抽搐。



「咁我依家要做D咩？我既主線究竟係咩？我究竟要做D咩？」我問佢。



生命全無意義

「咁我依家要做D咩？我既主線究竟係咩？我究竟要做D咩？」我問佢。
我聲嘶力竭咁樣去問佢。
我存在既意義究竟係咩？
我用盡一切既力氣去問女神。

要打低蜘蛛女王？
定還是係毀滅聯盟？
同女神作戰？
抑或係稱霸呢一個世界？
我望住眼前既女神，去問我下一步應該點走。

一直以黎，我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
以前既世界開始，我都係見步行步。
要讀幼稚園。哦。
要讀小學。哦。
要讀中學。哦。
要考公開試。哦。
要去報ASSO。哦。
要升GPA。哦。
要升上U。哦。
要返工。哦。
要返工。哦。
要返工。哦。

然後有一日，我就跳左落黎。
飲醉酒。

生而在世，究竟有咩意思？
經歷緊第二次人生既我，仲未搵到呢一個答案。

要求生。哦。
要升LV。哦。
要跟住值得信任既人。哦。
要殺死敵人。哦。
要保護王。哦。
要報仇。哦。
要保護聯盟。哦。
要成為魔王。哦。

魔王，理論上係呢個世界最高位既存在。
但係我依然唔知自己想點。
人生，究竟有咩意義。
生而在世，目標究竟係咩？
人類點解要生存？



動物點解要求生？
我地點解要拼盡全力係社會，係大自然到生存落去？
即使生存到，咁我地又應該何去何從？

我唔知道。
唔知道我下一步應該點走。
唔知道我人生究竟為咩而存在。
唔知道「我」究竟係咩黎。

於是，我詢問眼前既女孩。
管理天地既唯一存在。
女神。

「你白痴啊？」
天照開口講，然後又話：
「如果係小豬豬，佢一定會咁講，然後開技揍到你變豬頭又唔會講點解。」
天照開始圍住我黎轉圈，嘴上仲留住佢煩人既笑容。

「TOO LONG NO READ既人可以唔睇，下面會有懶人包。

係得人呢一種生物先會去尋找自己既生存意義。當然我唔係指『人類』呢一個種族啦，你明白『人』
係指咩架啦。

點解人要去搵自己既生存意義？點解要去問神，人生究竟為何物？

人生意義係乜，作為神既角度去睇，生命全無意義，你想搵既野係唔存在係任何一個世界。

人既本質係乜，就只不過係神隨意創造下得出黎既產物，唔好諗到神同人有咁大既關係先得架。

點解唔可以當我死左，當神死左，當我呢個咁可愛既神明大人死左，好重要所以要講三次好似係。你
無必要去問我點解你要出世，唔好試圖去用人既角度去理解神做緊咩，你唔會明，你亦都唔想知，亦
都同你自己本身係無關係。

你唯一應該關注既，就係『你已經存在左』呢一個事實，點解你仲要去CARE創造你既神？點解你仲
去要CARE所謂既價值觀？點解你仲要去諗跟住落黎要點做？

人生係無意義既，重點係你已經存在左。

你跟住所謂既價值觀去行事，去跟住『應該』黎行動，唔係就係限制左你既生命？你之所以會覺得苦
悶，就係因為呢一個原因。人係獨立於所有野而誕生既存在，由出世果一刻開始，臍帶斷開果一刻你
已經係獨立既存在，離開左母體既你點解要尋求束縛？

拋開束縛啦。你當神死左就得。神唔單止淨係解做『神』，『神』仲有咩意思呢一層你就自己思索下
啦。

所以你問我下一步應該要點做，你問我係無意思。我答你，係一件好容易既事，但係你真係想我答你
咩？



我只可以提多你一句。呢個世界有一句說話就係『冒險者是自由的』，冒險者係為自己而活既生物，
唔需要受到其他人既束縛。同你以前既世界唔同，呢到無必須要做既事，連少少既反抗都唔洗去做，
想點就點，想做咩就做咩，你本身就係自由既存在。身處於呢一個世界既你，仲要問我點做你地個世
界係咪有句話叫『狗改不了吃屎』？叫『M男』？

說話就講到呢到，口水都乾，而且字數都夠字啦，唔洗再拖落去了，放工走人。

懶人包：碌返上去睇啦死傻仔，連我天照大人講野都敢SKIP，無病啊你？」



離開地下城

離開地下城。
明明係女神，但係唔同轉移，居然我一齊由第八層走返上去地面。
無錯。
佢同我一齊行。
話係反正自己都無野做，所以就跟住我一齊行。

無魔物黎襲擊我。
大概係之前見到我殺左火龍，就唔夠膽再挑戰我。
話說，我應該可以直接做第七層……甚至係第八層既BOSS啦。
最起碼頭八層內無一隻魔物可以打得贏我。
第九層係地龍王，唔會夠打啦，應該就連佢手下任一隻地龍都可以輕鬆抽贏我。

之但係，做BOSS好似好悶咁。
如果話本身打機，做副本既王黎等冒險者大駕光臨應該會好有趣。
之不過呢個地下城就唔同講法。
就連身為大賢者既約翰，都只可以去到第三層，守係第八層既我究竟有咩可以做。
根本無可能有冒險者落到去第八層。

如果留係第三層，以我既力量黎計又好似違反哂成個地下城既平衡。
無理由有隻咁強既魔物守係到架，係咪先？
單係果隻蜈蚣已經好撚難打，仲要打埋我呢個不死族魔王，蠍子女王。
可以話係無可能。

上到黎地面。
天朗氣清……就怪。
落雪。
原來不經不覺已經黎到冬天，我轉生黎呢個世界既時候係咩季節呢？
唔知。
身為魔物既我，其實唔係幾感覺到天氣既轉變。
就連時間既流逝，我都唔係太感覺得到。
可能我已經唔再係人類，同本身人類既感知唔同啦。

落雪。
正確黎講係暴雪。
起碼我知道依家正直嚴寒。

「好凍……」
天照抱住自己係到抽搐。
「女神都會怕凍架咩？」
「我依家……落黎陪你玩……唔會用權……限……我依家只係個……普通人……」

呃，雖然唔知佢搞乜，但係睇佢個款真係好凍咁。
「吶，我……手……手……手手手指結左冰。」
睇黎呢一個女神就死咁。



有無真係咁凍呀。
堂堂女神……
不過佢衣著又真係有少少單薄既。

不過話結冰又真係吹大左。
雖然話就話係落雪，落大雪，但都唔會結到冰掛。
佢手指都無結冰，佢只係單純覺得凍姐。
睇黎佢真係好怕凍。
堂堂女神，唉。

「係咩人？」
面前出現左幾個人。

聯盟既劍聖，身後仲有一紅一白兩個魔法師，仲有一個白衣既神官。

「係魔物？係天蠍……唔係，係蠍子女王？」
佢地即刻警戒住我。

我望住天照。
天照一副我自身難保，自己搞掂個樣。
唉，熱下身先。
以我既實力黎講，直接殺哂佢地都唔成問題。
但係，我就試下唔殺，單統去剝奪佢地既戰鬥能力。

好快。
明明係人類！

劍聖拎劍一下子衝到埋黎。
我本能地正想後退，呢個時候發現雙腳比對面白色既果一位法師開技冰封左我雙腳。

「淨化之劍」
[淨化之劍: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同時對目標造成等同其魔力的傷害(最大傷害不超過10000)]

嗚。
好痛。
明明只係人類，但係呢一擊真係唔講得笑。

我即刻用手夾硬捉住佢把劍……捉唔到。
佢移動得好快，而我就比白法師控緊場郁得好慢。
唔緊要，雙鉗。
死亡之鉗。
一隻去攻擊白法師，一隻去擋住劍聖。

劍聖用劍勉強招架住。
而白法師一直逃走。

「火球術」



紅法師開技幫白法師擋左呢下。

睇黎真係要認真少少……
劍聖又衝到埋黎，一劍由下而上斬到我就跌低。



劍聖

好強。
明明只係個人類，但係居然可以咁強。

劍聖再一步衝埋黎。
我即刻用毒尾還擊。
但係白魔法師又再用技能干擾我。

可惡。
「寒冰射擊」
打中我既眼睛。
唔痛。
但係劍聖又一劍斬落黎。
「重擊」

佢輕鬆避開我既毒尾，又再一擊打落我到。

「蠍子之火」
[蠍子之火:持久運作型技能。使用技能期間全身著火，賦予自身燃燒(10秒)狀態，然後對近距離敵人
造成中型火傷害，賦予對手燃燒(10秒)狀態]
[燃燒:每秒做成施法者魔力x10%的傷害]
自殘技能。
自己著火，然後燒埋對面。
劍聖變左個火球，然後後退返去。

正當我想追過去既時候，紅魔法師企係我面前。

「烈焰爆破」
[烈焰爆破:限制發動型技能。發動條件:戰鬥中使用火屬性魔法造成超過3000點傷害，並且自身陷入
燃燒狀態。三節詠唱時間，對前方複數敵人造成極大量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8秒)狀態]

三節詠唱時間姐係幾多？
一節係講緊三秒。
姐係話需要九秒黎詠唱呢一招技能。

「詠唱輔助」
[詠唱輔助:一節詠唱時間，同伴使用詠唱技能時，為該詠唱減少兩節時間]
白魔法師同時開技能輔助。

岩岩好！
對佢黎講岩岩好。
我衝上去既時候，紅魔法師完全詠唱。
極近距離，比佢烈焰爆破打中。

真紅色既火焰。



巨大既火球。
就咁比佢打中左。

傷害……
嗚……
威力起碼去到火龍既烈焰吐息。
雖然未去到龍焰吐息既威力，但係真係……
重傷。

神官趁機幫劍聖治療。
佢地每一個人都好強。

可惡，唔可以再大意。
必殺技。

「夠啦，點解要打我，你地唔認得我啦咩？」我同佢地講。
「唔好比佢迷惑到，佢依家係不死族領主，係我地既敵人！」

你點知架？係喎，我個【不死族領主】稱號。
睇黎溝通失敗……
逃走？
定點？
再打落去一定係場苦戰。
唔理啦，點都好……
突出重圍啦。
我抱起果個無用既女神，逃走。

「凍結射擊」
[凍結射擊:向單體進行水魔法攻擊，然後造成小量水傷害，然後以45%機率賦予凍結(3秒)狀態]
呀。
[凍結:無法作出任何的動作，包括思考]
中左。

好辛苦先解開左結冰，呢個時候我又比佢地包圍。
姐係完全唔打算放左我？
天照企左起身。
由唔知幾時開始，佢變左第二個人既樣。
可能係為左掩飾身份啦。

佢望住我。
我又望住佢。
你想點啊，不如講出黎啦好嗎？

劍聖又衝埋黎。
天照諗住幫我？
殘念，無呀。
劍聖又同我互片，天照又係到袖手旁觀。



「……」
激戰既同時，我又見到有個人騎住馬跑緊過黎。
佢望到我，好似有少少驚訝，然後勒住隻馬，停係遠處。
約翰，同埋佢既三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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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場加映 
唔知有乜撚野用 
而又成日改黎改去 
充滿BUG 
又求鳩其整既設定集：

技能編： 
技能分三種普通技能、持續運作型技能、限制發動型技能 
普通技能－＞就係普通發動既技能，如蜘蛛毒牙 
持續運作型技能－＞長時間運作既技能 用既時間愈長ＭＰ消耗愈多，如幻像魔法 
限制發動型技能－＞要達成某Ｄ條件先可以發動既技能，如烈焰爆破 

咁技能主要分兩大類，物理技能同魔法技能，可能有Ｄ技能兩溝 
物理就物理，無咩好講 
魔法就可以分做普通魔法同大型魔法 
普通魔法都係咁樣無野好講啦，如暗影長槍 
大型魔法就係需要幾個人一齊施展既魔法型技能，又或者一Ｄ勁既魔物都可以自己一個用，如火流星
雨 

咁有Ｄ既魔法可能需要詠唱時間 
一節詠唱時間＝３秒

蜘蛛毒牙:用牙齒攻擊，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賦予猛毒(10秒)狀態(魔物技能)
蜘蛛魔眼:指定一個敵人，賦予其猛毒(10秒)狀態(魔物技能)
蜘蛛鋼絲:吐絲，對單體賦予束縛(5秒)狀態(魔物技能)
蜘蛛結界:以自身為中心，為一定範圍內的生物賦予束縛(5秒)狀態(魔物技能)
死亡踐踏:對近距離一個目標造成中型物理傷害(魔物技能)

螳螂之鐮:使用鐮刀攻擊，對單體做成物理傷害(魔物技能)

外骨骼:5秒內，防禦上升70%(魔物技能)

毒素激發:解除目標的毒屬性狀態，然後對其做成1000點固定傷害

麻醉之針:使用針攻擊目標，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使目標陷入麻痺(3秒)狀態(魔物技能)
麻醉毒粉:對前方一定範圍的生物賦予麻痺(3秒)狀態(魔物技能)



黃蜂毒刺:射出飛刺對單體做成小量物理攻擊，機率賦予毒(5秒)狀態(魔物技能)
黃蜂毒針:使用針攻擊目標，對單體做成大量物理傷害，然後賦予猛毒(5秒)狀態(魔物技能)

蠍子毒尾:使用毒尾攻擊，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然後賦予對手猛毒(5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
毒狀態，使其毒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魔物技能)
蠍尾射擊:對一個目標進行射擊，造成中型魔法傷害，然後賦予對手毒(5秒)狀態，若然本身已陷入毒
狀態，使其毒傷害變為原本的兩倍(魔物技能)
蠍子之火:持久運作型技能。使用技能期間全身著火，賦予自身燃燒(10秒)狀態，然後對近距離敵人
造成中型火傷害，賦予對手燃燒(10秒)狀態(魔物技能)
死亡之鉗:持久運作型技能。使用鉗攻擊，對一個敵人造成小量物理傷害，使用技能期間使對方陷入
束縛狀態(魔物技能)

烈焰吐息:噴火，對前方複數敵人造成大量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8秒)狀態(魔物技能)
龍焰吐息:噴火，對前方單體敵人造成極大量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8秒)狀態(魔物技能)
飛龍利爪:向前揮爪，對前方所有敵人造成中型物理傷害(魔物技能)
龍之爪:向前揮爪，對單體敵人造成大量物理傷害(魔物技能)
龍尾突擊:旋轉尾巴，向周圍敵人造成中型物理傷害，然後使其彈開(魔物技能)
大地吐息:吐息，對前方複數敵人造成大量大地傷害(魔物技能)
冰霜吐息:吐息，對前方單體敵人造成大量水傷害，然後賦予其凍結(5秒)狀態(魔物技能)

快速射擊:射擊，對單體造成物理傷害，一定機率使冷卻時間變0
致命射擊:儲力射擊，對單體造成大型物理傷害
麻醉射擊:射擊，對單體造成小量物理傷害，然後賦予麻痺(5秒)狀態

重擊:儲力近戰攻擊，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
狂戰士之怒:自身血量減少一半，下一次造成的傷害提高33%
毒素斬擊:斬擊，對單體敵人造成物理傷害，然後賦予毒(10秒)狀態
死亡刺擊:刺擊，對單體敵人造成物理傷害。若命中要害，傷害變為兩倍，然後自身受到最大HP10%
傷害。
淨化之劍: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同時對目標造成等同其魔力的傷害(最大傷害不超過10000)

幻像魔法:持久運作型技能。迷惑敵人，使敵人陷入幻像之中，MP消耗量由敵人的魔力決定(魔物技
能)
魔法反制:目標施展魔法型技能時，將其魔法效果取消，而消耗的MP不會回復，冷卻時間不會減少
魔法迴避:使用魔法避開攻擊
時間干預:使一個敵人時間暫停3秒
魔法障壁:以魔法形成障避，短時間內防禦敵人70%的魔法傷害
魔法飛彈:發射複數的飛彈攻擊敵人，每發飛彈造成小型魔法傷害
魔法衝擊:以魔法攻擊，造成少量魔法傷害，然後彈開敵人
魔力爆彈:指定一個目標，對其造成等同施法者魔力+目標魔力等量的魔法傷害
詠唱輔助:一節詠唱時間，同伴使用詠唱技能時，為該詠唱減少兩節時間
賢者之牆:一段時間內，令賢者之牆內的所有人免疫任何攻擊
死靈魔眼:對單體賦予猛毒(5秒)狀態
魔法流星雨:大型魔法。使用魔法，於天空召喚大量魔法陣，每個魔法陣施放三次魔法飛彈，隨機攻
擊目標
次元障壁:一節詠唱時間，召喚障壁，任何事物皆無法通過
折躍之門:四節詠唱時間，製造兩個產生空間跳躍的傳送門



暴風斬擊:斬擊，對單體敵人造成風屬性傷害
暴風射擊:向單體進行風魔法攻擊，然後造成風傷害
暴風結界:強制使所有目標從自身身邊離開
驅魔之風:解除自身的負面狀態
仲夏夜之夢:兩節詠唱時間，回復一個同伴最大HP的20%，然後把等同的回復量換算為風魔法攻擊單
體敵人，最大傷害不超過5000

大地斬擊:斬擊，對單體敵人造成地屬性傷害
大地震擊:揮擊，對單體造成大量地屬性傷害，自己陷入緩速(1秒)
大地咆哮:一節詠唱時間，對前方複數敵人造成魔法傷害，然後使其彈開，下次承受地屬性傷害時，
傷害提高16%
天空殞落:大型魔法。召喚巨大的殞石攻擊，對單體造成大量物理傷害及大量地傷害
自然之歌:解除自身的負面狀態，回復15%HP
蓋亞之怒:大型魔法。大地震，對所有人造成大量物理傷害及極大量地傷害

火焰斬擊:斬擊，對單體敵人造成火屬性傷害，然後賦予燃燒(3秒)狀態
烈焰飛彈:發射十數枚飛彈，隨機攻擊敵人。每發飛彈造成小型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3秒)狀態
火球術LV?:對單體造成大量火屬性傷害，然後賦予燃燒狀態(10秒)，LV愈高火球愈大傷害愈高
烈焰爆破:限制發動型技能。發動條件:戰鬥中使用火屬性魔法造成超過3000點傷害，並且自身陷入燃
燒狀態。三節詠唱時間，對前方複數敵人造成極大量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8秒)狀態
火流星雨:大型魔法。使用魔法，於天空召喚大量魔法陣，每個魔法陣施放一次火球術，隨機攻擊目
標
灼熱地獄:使用魔法，於範圍內所有目標受到燃燒狀態，火屬性傷害於範圍內提高33%(魔物技能)

寒冰射擊:向單體進行水魔法攻擊，然後造成水傷害，然後賦予緩速(7秒)狀態
寒冰斬擊:斬擊，對單體敵人造成水傷害，然後賦予緩速(7秒)狀態
冰凍射擊:向單體進行水魔法攻擊，然後造成小量水傷害，然後賦予緩速(12秒)狀態
凍結射擊:向單體進行水魔法攻擊，然後造成小量水傷害，然後以45%機率賦予凍結(3秒)狀態
水球術:對單體造成大量水屬性傷害
寒冰長槍:向單體投擲用水魔法制成的長槍，然後造成大型水傷害，然後賦予緩速(10秒)狀態
冰封暴雪:運用魔法召喚暴風雪，對前方複數敵人造成水傷害，然後賦予緩速(8秒)狀態
寒冰障壁:以魔法形成障避，短時間內防禦敵人50%的傷害
冰山:大型魔法。召喚冰山攻擊目標，對單體造成極大限水屬性傷害
大海嘯:大型魔法。以魔法召喚海嘯，對所有敵人造成極大量水屬性傷害

聖光射擊:向單體進行光魔法攻擊，然後造成聖光傷害
聖光鎖鏈:使用魔法召喚光鎖鏈，對單體賦予束縛(5秒)狀態
光束球LV?:召喚?個光束球，光束球自動進行攻擊，每次造成少量聖光傷害
魔法光束:以魔法攻擊，對直線敵人造成大量光屬性傷害，然後自身陷入虛弱狀態(30秒)
天照之光:以魔法召喚小型太陽射擊，然後對單體造成大量聖光傷害
皇家守護:召喚兩個黃金盔甲輔助戰鬥
究極光束:以魔法攻擊，對直線敵人造成極大量光屬性傷害，然後自身陷入虛弱狀態(1分鐘)(魔物技能
)
天使之光:限制發動型技能。發動條件:自身MP與對手MP剩餘一半。一節詠唱時間，向單體進行光魔
法攻擊，傷害不會損耗對手的HP而是損耗MP。當對手MP為0時，傷害轉變為損耗HP，傷害變成兩
倍。



黑暗飛彈:發射複數的飛彈攻擊敵人，每發飛彈造成小型黑暗傷害
黑影之手:使用魔法召喚黑暗觸手，對單體賦予束縛(5秒)狀態
暗影長槍:向單體投擲用暗魔法制成的長槍，然後造成大型黑暗傷害
靈魂收割:對單體造成中型暗影傷害。若對方HP低於33%時，再造成一次小型暗影傷害，然後下一次
自己造成的暗影傷害威力大幅度上升
蟲洞:於前方制作一個蟲洞，把複數的敵人拉過去，然後造成中型黑暗傷害(魔物技能)
暗影無效:中和一次暗影傷害，MP消耗等同該次暗影傷害
重力結界:持久運作型技能。加強周圍的重力，使所有人緩速(魔物技能)

閃電斬擊:斬擊，對單體敵人造成電屬性傷害，然後賦予麻痺(3秒)狀態
閃電球:以魔法召喚閃電球，對單體造成電攻擊，然後賦予麻痺(3秒)狀態
閃電衝擊:向單體進行電魔法攻擊，然後造成閃電傷害，然後賦予麻痺(5秒)狀態
落雷:以魔法召喚雷電，然後對單體造成大量閃電傷害，然後賦予燃燒(7秒)狀態
閃電護身:持久運作型技能。以電氣纏住全身，物理傷害減少10%，敵人接觸電氣時，賦予其麻痺(3
秒)狀態
電磁脈衝:強制使所有目標從自身身邊離開，賦予目標麻痺(1秒)狀態
材質改造:金屬:強制把目標增加被動技能[金屬體質]3秒

生命連動:使目標與你的HP值相連，雙方的HP可以互相流通，每秒最多傳送1%HP(魔物技能)
治療魔法:每秒回復施法者魔力x50%的HP
治療之環:全場所有目標HP回復40%
MP炸彈:對一個敵人造成等同其MP12%的傷害

型態轉換:轉換型態

[禁用技能]
女神之劍:用魔力召喚女神的幻影，對單體敵人造成極大量無屬性傷害，然後將傷害轉換為HP為我方
成員回復，再將我方所有負面狀態移至敵人身上
永恆之槍:投擲長槍，造成極大量暗屬性傷害，無視減傷效果，即死
陽電子炮:雷電攻擊，造成極大量電屬性傷害，賦予麻痺(30分鐘)狀態



%約翰‧提托

我坐係馬上面，望住蠍子女王。
比劍聖一班人圍毆既蠍子女王。
依家既佢，唔再係之前既果一隻奇美拉蟲，而係不死族既領主。
係我等聯盟既敵人。

心有面有D百感交集，究竟我應唔應該去討伐佢？
我真係唔知……
身邊既人一個又一個人離我而去。
唔通要我親手手刃佢？
我唔想咁樣做。

蠍子女王望住我，無咩特別反應。
係唔記得左我？
定係點？
點解你要背叛我地，點解要加入魔界？
我諗唔明呢個問題。
但係，我開唔到聲。
唔敢去問眼前呢一個人……
唔係。
佢係魔王。
不死族既領主。
係我地既敵人。

好凍。
好大雪。
蠍子女王仍然企係雪地上面同我地對峙。
佢無用盡全力打過黎？
佢對我地仲留緊手，仲當我地係同伴？
就連用烈焰爆破都殺唔到佢。
究竟依家既佢有幾強？

劍聖佢地差唔多去到極限。
果然討伐一隻神話級魔物係無可能既事。
依家既蠍子女王實在太強了。

我要上去同佢打？
理論上我應該要同佢打。
因為佢係不死族領主，我係大賢者，僅此如此。

不過，比起呢一樣野，有另一樣野更加值得我注意。
企係蠍子女王後面既果一個人。

一個身穿黑色斗蓬既女人，成身陰陰暗暗咁。
種族係黑暗精靈，明明幾千年前已經絕哂種既種族。



黑口黑面既一個女人，睇個款應該係個法師。
究竟佢係咩人？
有種唔舒服既感覺。
呢個女人，絕對非同小可！

「暗影長槍」
「魔法反制」

先出手既，係三徒弟。
反制魔法既，係果一個黑暗精靈。

「師父，殺哂佢地，係敵人。」三徒弟講。
「哈？敵人？我地無仇無怨，點解係敵人？」黑暗精靈回答。
「佢加入左魔界。」
「魔界又點？」
「惡魔魔王，信唔過。」
「不死族既魔王好似唔係UNDER惡魔魔王架喎。」
「惡魔魔王係蜘蛛女王。」
「由你把口講出黎唔覺得好笑架咩？」
「果一隻蜘蛛，必須死。」
「我認同，不過唔係依家。一日未清楚佢想點，一日都無必要殺佢。加入魔王，都可以係為左監察佢
姐。」
「佢會破壞呢一個世界，物理上既破壞。」
「所以咪要睇住佢囉，卧底，YOU KNOW？」

莫名奇妙既對話。
三徒弟本身係識得對面既黑暗精靈？
惡魔魔王、蜘蛛女王，呢點我知，現今既惡魔族魔王係一隻蜘蛛女王。
雖然呢點係不為人知既事實，恐怕魔界入面知道惡魔魔王係一隻蜘蛛既人，十隻手指數得哂。
但係話蜘蛛一定會破壞世界，會唔會係一種迷信？
蜘蛛同女神果場大戰已經係一千年前既事。
依家既果一隻蜘蛛女王，都唔一定係以前既蜘蛛啦。

「究極光束」
蠍子女王開技。
佢條尾巴凝聚左力量，然後一炮掃過黎。
橫掃攻擊。
捲起哂地上面既積雪，阻礙哂視線。
係想攻擊？定係撤退？

係撤退。
蠍子女王同埋黑暗精靈消失左。

「你做咩放水？」劍聖問我。
我無回答佢。
點解自己唔打過去，我自己都唔明白。



「我頭好痛。」我同佢地講。
三徒弟默默咁近埋黎。

「呀，你自己返去先啦，我……我有事要做。」
打發完三徒弟、劍聖佢地之後，我自己一個留返係雪地上面。

呀，好攰。
空間魔法。
目的地，香港。



求其整個標題算

不死族領地。
領主府邸。
領主既房間。

無特別既房間。
明明係領主既房間，但係一d都唔奢華。
除左大d之外，真係無咩特別。
就只係個平常既黑色房間。
房間入面有乜？
就得一張長枱，有一張老細櫈，有幾個客椅。
就係咁。

果個女人一下子就坐左係張老細櫈到。
明明果個係我既位，但佢完全一副wfc既樣。
坐係櫈上面轉兩圈，然後想放對腳上去張枱上面。
點知對腳太短，跌左落地。
佢咳左兩聲，扮無事咁樣正正經經坐係到。
係係我個位到。

「喂。」我講。
「你有野問我呢個慈悲仁愛、美若天仙、無所不能、全知全能、氣質高雅、可愛無比、寬宏大量、賢
良淑德、和藹可親、活潑開朗、冰雪聰明、大公無私、天真爛漫、文質彬彬、成熟穩重、慈悲仁愛、
美若天仙、無所不能、全知全能、氣質高雅、可愛無比、寬宏大量、賢良淑德、和藹可親、屌你老母
、活潑開朗、冰雪聰明、大公無私、天真爛漫、文質彬彬、成熟穩重、慈悲仁愛、美若天仙、無所不
能、全知全能、氣質高雅、可愛無比、寬宏大量、賢良淑德、和藹可親、活潑開朗、冰雪聰明、大公
無私、天真爛漫、文質彬彬、成熟穩重、慈悲仁愛、美若天仙、無所不能、全知全能、氣質高雅、可
愛無比、寬宏大量、賢良淑德、和藹可親、活潑開朗、冰雪聰明、大公無私、天真爛漫、文質彬彬、
成熟穩重、慈悲仁愛、美若天仙、無所不能、全知全能、氣質高雅、可愛無比、寬宏大量、賢良淑德
、和藹可親、活潑開朗、冰雪聰明、大公無私、天真爛漫、文質彬彬、成熟穩重、慈悲仁愛、美若天
仙、無所不能、全知全能、氣質高雅、可愛無比、寬宏大量、賢良淑德、和藹可親、活潑開朗、冰雪
聰明、大公無私、天真爛漫、文質彬彬、成熟穩重既女神大人啊？」

聽佢講完廢話後，我又再問：
「蜘蛛女王究竟係咩人？佢目的又係咩？而蝴蝶女王又係咩人？點解係呢兩個女王領導住呢個世界？
」

「點知姐。」佢坐左張櫈係咁轉圈。

問佢都無用，佢唔會答我。

「咁三師姐大賢者三徒弟係咩人？你識既人？」

「識啊。」



睇怕我係天照身上面唔會得到任何既資訊。
女神，你的資訊很有用。

「跟住你諗住點做？」天照問。
「唔知，你呢？」
「無，近排我都幾得閒，會跟住你。」
「蜘蛛女王有委託比我。」
「唔？咩委託呀小kid kid？」
「暗殺蝴蝶女王。」
「哇估唔到喎。」
「我唔知自己去唔去好。」
「你鐘意囉。」
「點解你明明係女神，但係咩都唔理咁？」
「點解我要理，關我咩事？」
「佢係聯盟既王喎，聯盟個王死左」
「死咪死囉，聯盟執埋都唔關我事啦。」

女神一副咩都唔理個樣。

「我想去。」我同佢講。
「去馬囉。」
「但我唔想同約翰打。」
「明白啦，我會幫你拖住約翰，唔用權限既力量下。」
「點解你要幫我？」
「因為我都幾得閒囉。」

我企左起身。

「依家出發？」佢問。
「無錯。」
「帶幾多人。」
「兩個，我同你。」
「好似迦具土咁，正面攻過去？」
「無錯。」

我想殺左蝴蝶女王好耐。
係時候要同佢清算。
卡珊德拉，我會幫你報仇。

「你覺得自己打得贏咩？」
「贏到。依家既我唔再係之前咁垃圾既我。」

行出去。
深深吸左一口氣。
然後，跑過去。
直接衝過去聯盟。
直取蝴蝶女王人頭。





LV強化器

正面進攻。
一堆烏合之眾攔唔住我。
劍聖唔係到。
輕而易舉就攻入左去。

利用空間魔法返黎既約翰，即刻比天照纏上。
依家毫無疑問，可以同蝴蝶女王一打一。

王宮盡毀。
士兵死既死，傷既傷，逃走既逃走。
血流成河。
在所不措。
已經在所不措了。

坐係王椅上既蝴蝶女王，從容不迫既飲佢既紅茶。
好似完全唔CARE頭上面既天花板、果幾層樓消失左咁。

「投降輸一半。」佢講。

究極光束。
一開波就用大招攻過去。
只見蝴蝶女王輕輕拍翼，用最細幅度既移動就避開左我既呢一記攻擊。

「我既存在比起果幾條龍，比起你老細蜘蛛女王仲更加古老，我生存係呢個世界已經有三、四千年啦
，憑你就想打贏我？」佢笑一笑咁講。
STATUS差唔多。
但係經驗上就差好遠。
有可能，目前為此，佢係我見過既人入面最強既果一個。
當然唔記龍王同天照啦。

蝴蝶女王瞬間飛左上天。
消失左？
弊！
犯左個大錯。
唔應該拆左個王宮佢。
係室內戰鬥，佢就唔可以飛到無雷公咁高。
失策。

見唔到佢，佢究竟係邊到？

「我勸你就走啦。你依家走左去，以往既事我都可以既往不咎。我話哂都見證住外神既出現、惡魔既
降臨、蜘蛛既誕生，你打得贏既機率，係零呀，哈哈哈。」

冷靜少少。



唔好比佢干擾到。
如果係蝴蝶女王，如果我係佢，我會點樣攻過黎？

「究極光束」
開技既唔係我，係蝴蝶女王。
巨大既光束從天而降。
我勉強用[外骨骼]防禦住。
好痛。
好強。

但係，轉眼間，佢去到我既面前。

「究極光束」
佢零距離攻擊？冷卻時間會唔會再快D？佢可以連快呢一招大技？
我既[外骨骼]仲未冷卻完，要硬食呢一招。

好強。
呢隻蝴蝶。
我訓左係地，重傷。
真係唔夠打。
只係兩招就打到我重傷。
佢LV究竟係……？
LV240？
點解會咁？
會有LV240架咩？最高唔係應該得99咩？
好奇怪？

「你係想問我既LV？無錯呀，LV上限理論上係99，不過我做左D手腳，放左個LV強化器係到，隨住
時間我既LV係會愈黎愈高。」

LV強化器？
咩黎？
仲唔係開外掛？
外掛呀！GM係邊！女神係邊？
BAM佢AC呀！

冷靜少少先。
要打低佢，就姐係要搵到個強化器先。
就咁打佢，係唔會打得贏。
要先破壞左個LV強化器，我先至有機會打得贏。

之但係，究竟個LV強化器放左係邊？
佢會放係邊？
可惡！

「你係到諗緊個強化器放係邊？算把啦，搵唔到架你，我收埋左係個好隱蔽既地方，你呢D蛋散係唔
會搵得到架，嘻嘻。」



究竟係邊到？
自信到……我絕對唔會搵得到既地方？



LV外掛

力量上既差距……比想像中之大。
唯一可以確定既係，佢唔係我可以正面打得贏既對手。

「蠍子毒尾」
受左重傷既我，已經確認唔到眼前既情況。
只可以胡亂攻擊。
隨便攻擊。
理所當然的，打唔中佢。

「你打緊邊啊？」

佢一腳踢落我個肚到。
普通攻擊。
已經唔係技能。
都足以打到我訓係地上面。

「哈哈哈哈，乜你咁渣GA？」
蝴蝶女王飛埋黎，圍黎我盤旋。

不得不承認，佢真係好強。

「順帶一提，我既LV又升左，已經去到LV241。隨住時間，我係會愈黎愈勁，不過啊，你依家對住
我，勝算都係零啊！哈哈哈！」

可惡！
究竟……LV強化器係邊？
必須破壞佢個LV強化器，先至有得打。

佢一隻手捉住我個頭，帶我飛上天。

「哎喲喲，無聲出啊？你唔係好憎我架咩？」佢問。

……

「嘻嘻，我知架，你好憎我，因為我對果個女仔見死不救。但係點解我要救佢啊？」

佢放開手。
我由半空跌到落地面。

啊，今次真係……
實力差距好大。
本來以為佢同火龍差唔多，點知佢居然開外掛。

「對唔住啊，無計啦，我實在唔想比人知我既身份係一隻蝴蝶女王，無理由為左救佢而暴露自己既身



份架，係咪先？唉，之不過之前果隻火龍，叫咩迦具土，無啦啦攻過黎，暴露左我既身份，真係麻鬼
煩。」
蝴蝶女王蹲係我既面前，望住動彈唔到既我。

「你係蜘蛛女王派黎，定係自己想過黎打我啊？定係WHY NOT BOTH啊？」

LV強化器……究竟係邊？

「去死啦，究極光束」
蝴蝶女王零距離攻擊。
巨大既光束炮襲來。

好險。
雙鉗回防，攻擊蝴蝶女王，令佢打偏左。
我雖然全身都傷哂，但係條尾都仲勉強郁到，令用條尾拉開距離。
尾巴插落牆上面，借一借力，拉我個身過去。

我拍一拍身上既灰塵，望住佢。

「LV強化器究竟係邊？」
「白痴啊你，我點會講比你聽啊，都話我收埋左係一個完全隱蔽既地方到，你無可能搵到既位呀！」

無可能搵到既位？
究竟係邊？
可惡！
點解我無可能搵得到？
點解佢咁有自信？
冷靜細心去諗。
佢唔係放左係呢一到？
唔會，一定係我附近，唔係既話佢唔會講「完全隱蔽」而係講「好遠」既地方。
姐係話，我仲有機會搵到佢出黎，破壞佢，然後……

「而且，你覺得你有能力去破壞佢咩？聖光射擊」

避開。
腳中左攻擊。
腳上面開左個大窿，好痛。
我既身體真係不可思議。
明明受左咁重既傷，只要HP未歸零我就唔會死。

究竟係咩地方？
先會符合哂佢講既條件？
一個我絕對搵唔到既地方。
一個我破壞唔到既地方？
可惡！
究竟係邊到？



望住佢LV，確確實實寫住LV241。
明明無幾耐之前仲係LV240，咁快佢就升左1LV。
點解可以升得咁快？
點解個外掛可以咁OP？
莫非我真係打唔贏佢？

……
啊。
原來係咁。
我搵到啦。
已經搵到個強化器係邊。



5*0

「垃圾，我依家既LV已經去到LV242……咦？」
「咦咩呀？」
「咦？」
「咦？」
「咦？」
「咦？」
「咦？」
「唔洗咦啦。」

蝴蝶女王無哂力坐左係地上面。

「嘻嘻……」
佢望住我笑。
「大人有大量，唔好打我。」

望住佢LV，無幾耐之前仲係LV241。
不過依家變左LV0。
好簡單既一條數學，零乘以咩都係零。
LV242.5*0=LV0
就係咁。
唔明？
坐係到諗到明為止。

的而且確，佢個LV強化器放左係果一到，我係完全破壞唔到佢。
不過，直接將佢個LV變成0，呢一點我都仲做到。
LV變成0，自然所有STATUS都變成1。
姐係話依家我撓粒鼻屎都打得贏佢。

「你你你你你想點啊，啊啊，喂！」
佢坐係地上面望住我大叫。
佢抱住個胸，一路用個屎忽退後。

你都有今日啦，蝴蝶女王。
係時候清算你啦。
開外掛拿，嘿嘿嘿。

「變態，死開啊！」

有殺氣！
係邊個？

我即刻後退幾步。

呢個時候，有個人行左黎係我面前。



擋係我同蝴蝶女王中間。

「你白痴啊？講咁多廢話？」
呢個人講。

呢個人……
係三師姐。

三師姐，係一個點樣既人？
好無存在感既一個人。
亦都只係一個普普通通既人類。
甚至野都無講過兩句。

查一查佢既STATUS先。

【大賢者的徒弟】人類-痴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 法師 LV85

HP:9751/9751
MP:16486/16486

力量:710  敏捷:865
防禦:691  魔力:1360

明明只係個人類。

「唔好阻住我。」
我同佢講。

「……」

「佢對你大師姐見死不救。」

無回答。
亦都唔想回答我咁既款。
佢既眼神好凶狠。
係厭惡既眼神。

區區一個人類！

我衝左上去。
佢後退左幾步：「空間魔法」
消失左。
細微既絲線勒住我既喉嚨。
掙扎唔到，好硬既線。
蠍子之火……技能開唔到，講唔到野……
我……
點解……



我……

眼前一黑。
GAME OVER
YOU DIED



三師姐

呢到係邊到？
我係邊個？

我依家身處係個白色既空間。
空間……應該話係一間大房，起碼成千呎咁大。
一個完全純白既密閉空間，除左一扇木門，以及位於中心、我坐緊既木櫈之外，可以話係完全空無一
物。
就連一扇窗都無。

我唔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我大約只記得自己同蝴蝶女王打緊，然後三師姐黎救蝴蝶女王，之後我就比三師姐殺左。
殺左？
呢到係……死左之後既世界？

有一種空虛既感覺。
我又再一次死左？

突然之間，木門比人打開左。
門外既世界我隱約只見到一片白光。
而白光入中，行入黎既人……我識得佢。
天照。
女神大人。

「啊，我就長話短說，你死左。」
係我面前突然間出現多張木櫈，天照順理成章咁坐左落去。

「呢到係死左之後既世界？」
「唔係喎，我幫你做左個保險措施，你死左既時候我即刻搶返你既靈魂。你肉體死亡，不過靈魂就仲
係到未去輪迴。」
「啊，唔該。」
「唔駛。簡單黎講你可以復活，行出呢到門就可以返生架啦。」
「唔，唔該。」
「唔駛……噗！只係你真係好樣衰，你比佢秒殺左呀！」
「其實岩岩太快，我仲未睇清發生左咩事……」
「你比佢秒殺左啊，100個字都無，100個字都無你就死左呀，由同佢開始打計起，只係打左七十幾
隻字，你就已經死左，好廢……」
「……」
「你睇返REPLAY啦。」

呢個時候，係我同天照中間出現左個投影機，將我同三師姐打既片段投影落牆上面。

只係見到我衝上去，三師姐就即刻後退。
然後，三師姐消失左。
三師姐又再出現係我後面。



用條線黎勒死左我。
就係咁。

「……」
「我解釋返啦，你雖然係衝左上去，但係佢即刻後退。你留唔留意到佢速度仲快過你，明明你查STA
TUS上，你敏捷高過佢。實際上面，佢敏捷應該係高過你，然後佢向後退唔單止係向後退咁簡單，系
統判定佢既動作係逃走。」

「逃走？」

「無錯，因為戰鬥狀態係用唔到空間魔法。」

「空間魔法……」

「空間魔法，同大賢者既特殊技能一樣，無條件轉移去任何既地方。」

「……」

「於是乎佢就可以轉移去到你既身後，用蜘蛛絲勒死你。」

「蜘蛛絲？」

「係呀，果D係蜘蛛絲，仲要係由蜘蛛女王所產出黎緊既蜘蛛絲，唔用技能既情況係無可能整得斷。
」

「佢勒死我呢一招係咩技能黎？明明我仲有咁多HP……」

「唔係技能啊。」

「吓？」

「無錯。你單係單統缺氧而死。黎到呢個世界都唔一定要靠技能既，你限死左係呢一點到，應該話你
平時都限死哂係規距上面，呢點就係你同佢既分別。」

我同佢既分別？
究竟係咩野意思？
我望住天照，問：
「佢係咩人？」

「蜘蛛女王。」

「蜘蛛……女王？」

「並唔係惡魔魔王果一隻蜘蛛，而係真真正正毀滅過世界，殺過我一次既果一隻蜘蛛。」
天照笑住同我講。

就係果一隻……



被視之為禁忌存在既蜘蛛？
就係三師姐？



連接

不死族既魔王已經死左。
對外宣稱係咁。
話經過大賢者一番人既努力下，成功收拾左不死族魔王。
對外宣稱姐，並唔係真既。

「所以呢，你想點？辭職？唔撈？」蜘蛛女王問我。

當然啦，呢一個蜘蛛女王係惡魔族魔王。
並唔係果三師姐，當年果隻蜘蛛。

「唔係，我仲想保留呢個銜頭，不過可唔可以對外宣稱我真係死左？我想去下旅行先，放心啦，我仲
會返黎既，就當我比我放個大假啦。」

蜘蛛女王睥住我。

「唔得啊？」我問。
「批準。」

有驚無險咁離開左魔王城。
估唔到隻蜘蛛咁順癱，咁就比我走。

天照係出面等緊我。

「YO。」佢HI我。
無答佢。
「你依家諗住點啊？」
「唔知啊，四圍旅下行，見步行步啦。」

天照仲跟埋黎。
漫無目的咁四圍行。

「你會唔會想去同蝴蝶打，甚至同果一隻蜘蛛打？」
「唔啦，我知我未夠班。」

嘆氣。
真係打唔贏。
邊有可能贏到。

我轉換型態，收埋哂D尾呀、鉗呀，變成個人樣。

「去旅行？」
「嗯，旅行。」

去邊啊？



實在諗唔到。

「嗯。我知你想去邊。」
天照望住我。

我想去邊？

「返一返歸啦！」
天照退後兩步。

消失左。
成個世界消失左。
然後，我黎到既地方係……

香港。

呢到係……
我屋企？

都幾細下既一間公屋。
電子日曆上面寫住2016年7月13日。
我確確實實返左黎香港。

印象中，我係三個月前，姐係4月果陣自殺。
果陣飲醉酒，由高空跳左落黎。
間屋咩都無變化。
完全無人黎執過我間屋。

正當我想伸手去拎個日曆時，發覺隻手穿占左。

「錄像黎，呢到並唔係現實。」
天照講。

「錄像有咩野意思？」
「我無空間魔法同時間魔法，帶唔到你返去，只可以去問呢邊世界既神借個REPLAY用一用。」
「你帶我返黎，有咩野意思？」
「你無想見既人咩？」

無人黎過執屋。
唔好講朋友，連親人都無。
我點會有想見既人啊？

我行落街。
明明仲係朝早，但係見到天色好暗。
仲係咁行雷，好唔正常咁係咁行雷。

我繼續向前行。



淨係見到有道雷打左落間學校上面。
無心情去理。

行左搵佢……啊，唔係。
呢個鐘數，佢應該係返緊學。

我行去學校。

雷聲已經停止左。
好混亂，好多人係到尖叫。
發生緊咩事。

行入去，發現有條屍……
由高空跌落黎屍體。
有個學生，由高處墜下，身亡。
向上一望，見到個女人。
黑暗精靈？絕對係RPG世界既種族。

佢係到笑，然後消失左。

我咩都唔理，繼續衝上樓。
見到D人好驚咁係咁跑。
究竟發生左咩事？

我跑到去果個人所在既班房。
所有人……暈哂係到？
猝死哂？

我行埋去。
想抱住佢條屍。
但係，雙手，穿左過去……抱唔到……



黑暗精靈

望住坐係自己個位上面既佢，我企定定係到。
咩都做唔到。
佢死左。
瘁死。
唔知點解會死左。
同岩岩跳樓自殺既果個人有關？
同岩岩行雷閃電有關？

我望住天照，天照只係企係到望返我轉頭。

「你比我睇呢D野想點？」
「無呀，我覺得你會想知姐，你死左之後佢生活過成點。」
「唔好笑，你比我睇呢幕有咩意思？」
無回答。
「咁佢點解會死左？」
一樣都係無回答。

呀……
呢一刻我唔知自己應該比咩反應。
喊唔出。
我好攰。

火焰……
唔知邊到傳黎火焰，將一切都燒毀。
望住條屍比火燒焦，我又係咩都做唔到。

「我好攰。」我同天照講。
「你想返去呢一個世界到？」
「……」

我望住佢。
我都唔知。
返黎都無意思，佢都死左。

REPLAY去到呢到。
所有野都消失哂。
我返返去RPG世界。
返去魔界既一個森林入面。

「你究竟想同我講D咩，直接講出啦！」我對天照咆哮。
「無，你諗多左。」天照回答。

呀，好煩。
已經唔知想點。



我已經……

「黑暗飛彈」

遠距離有魔法攻擊過黎！
黑色既細點光束。
天照企左係我前面，開左個光盾擋住。

敵人？
呢個時候我先反應得切。
係邊個？
究竟係咩人？
呢到明明係魔王城之下，居然入到黎殺我呢個魔王？
唔通係惡魔領主派過黎……殺我？

「暗影長槍」
漆黑既魔法制長槍。
由遠處投擲埋黎。
我跳起避開。
呢個時候，出現左D好細既絲線，駁住左我隻腳。
對方用力一扯，將我成個人拖走左。

咳。
係……
三師姐？
三師姐望住我。

唔係，佢係當年既蜘蛛！
三師姐變左樣。
變成左個黑暗精靈既樣。
我見過……
係頭先……
唔係，係REPLAY入面學校天台果個黑暗精靈。

佢同瘁死事件有咩關係？
「死亡踐踏」
下一秒，佢隻腳飛到我眼前。
差1CM我就比佢隻腳爆頭。

係天照。
天照開左唔知咩技，擋住左三師姐。
三師姐收埋隻腳。

「冷靜D，小蛛蛛，無必要殺佢啊。」天照開口講。
三師姐無反應，唔知係咪聽唔到定聽唔明。
「咪講左話，加入魔王都未必係蜘蛛女王既人囉。」



唔知係咪我錯覺，三師姐聽到蜘蛛女王一詞皺左下眉頭。

「佢過黎殺蝴蝶喎。」三師姐望住我。



KAMI

三師姐依舊凝視住我。
瞳孔入面無隱藏對我既殺氣。
佢係認真想要殺死我。
佢似乎好憎我咁。

三師姐一步一步走近。
而天照就企係我既面前，似乎想保住我。

「喂，小蛛蛛，你唔係認真啊？」天照問。
理所當然地，三師姐並無回答。
三師姐本來就係個唔多說話既人，木木獨獨咁。
天照半開玩笑既口吻講野，即刻同三師姐形成鮮明既對比。

兩個完全相反既人。

「特殊技能：空間魔法」三師姐用手指住我地大叫。
「特殊技能：技能封鎖」天照即刻作出反應。

無事發生，就好似兩種力量中和左咁。
我雖然唔係太跟得上事情發展，但可以深刻感受到呢兩個人係認真。
三師姐想殺我。
天照想保護我。

三師姐想殺我呢點我係明白既，但係天照想保護我，呢點就好奇怪。
堂堂女神點解會咁錫我呢一個凡人。
但比起呢樣，三師姐既殺意更令人心寒。
佢唔係人類。
唔係講緊種族。
佢對我既殺意並唔係出自於人與人之間既憎恨。
係動物既狩獵。
係覺得我礙事，而想殺死我。
毫無感情既視線。
係為左殺我而殺我，沒有半點猶豫。

無錯。
佢唔係人類。
而係一隻蜘蛛。
一隻望住獵物既蜘蛛。

「發動管理員權限：/summon mob id24512 LV99」三師姐大喝道。
突然之間，地上面出現隻巨型蜘蛛。
係嗜血蜘蛛。
之前我見過果隻大蜘蛛，擁有正面硬上龍種既力量既果一隻蜘蛛。
「發動管理員權限：/kill mob id24512」天照迅間剷除左隻蜘蛛。



已經超越左魔物既戰鬥。
超越左神話級魔物既戰鬥。
佢地兩個都係神明？
呢D就係神明間既玩下咁？
隨便召喚神話級魔物，隨便就DEL左隻神話級魔物。
神明就真係可以為所欲為？

「好啦好啦，小蛛蛛，就當係比面我，放過多佢一次啦。」
「」

三師姐收埋左隻手。

眼睛仍然望住我。
殺意依舊未改。
但就可以睇得出佢放棄左。

「發動特殊技能：空間魔法」三師姐開口講。

「等等先！」我喝停三師姐。
「你究竟係咩人，同學校瘁死事件有咩關係，仲有場爆炸」

三師姐望住天照，臉帶不悅之色。
相反天照係到笑。

然後三師姐消失左。

呢個時候我先發覺自己死過返生。
心臟係咁跳緊。
我仲未死？

天照係到笑緊。

神明可以隨意玩弄我地既生命。
我地既命運一早就比神明決定左。
點解人就係人，神就係神？
點解神有絕對既權力
我地對於神黎講，莫非就只係件玩具？
仲要係用完即棄既玩具？

天照走埋黎彈下我一下額頭。
只係彈一彈，就將我彈到成公里以外。
天照又行埋黎，扶返起我。

「你咁樣諗野好危險架WO。」
天照笑住開口。



最恐怖既係，天照無論講乜都帶住微笑。
甜言蜜語之下，無論佢講乜都無緊張咁。
無論講乜都好－－



瓦解邪教組織

就係咁，我繼續踏上自己既旅程。
當然，果個死人頭女神仲係到跟住我。
越過高山越過谷，行下行下又唔知自己行左去邊。

相信，我地行左入去個城鎮入面。
佛羅里達城。
普通既一個城鎮，無咩特別咁。
好似屬於獸人族既一個州份。
呢個時候，我先發覺不死族既勢力係幾咁細。
不死族係講緊得一個小城，而獸人呀、哥布林果D閒閒地都有幾個大州。
好廢，不死族……

城鎮係一個森林入面，比好多巨型既樹包圍。
大大小小既木屋圍住個巨型沼澤而設。
沼澤之上又有棚屋，又有唔同既橋樑連接。
好有自然既氣息。

呢個城鎮都幾大下。
單係中間既沼澤都已經有成……唔識計。
不過起碼，個沼澤都大過維園兩倍。

我同天照就搵左間客棧落腳。
通常都唔知有咩好事發生。
硬係感覺個天花板會無啦啦比條火龍燒爛。
又或者會有邪教徒召喚D奇奇怪怪既神出黎毀滅世界。
硬係凝住呢一種感覺。
好不安。

天照好樂觀咁係到飲茶。
「啊，好飲啊。」
所謂既錢，係呢位女神大人變出黎。
我當然就係無錢架啦，呢位女神就可以無限變D錢出黎用，真係方便。
不愧係女神，連呢D事都做到。

不過，就算發生咩奇怪既事，都會有呢個女神大人解決架啦。
雖然佢本人好……
算啦，都係唔好講佢咁多壞話。
總之就算有咩事都好，女神都會解決。
唔洗煩，我只係繼續去旅下行就算。
自暴自棄中……

「有無聽過冒險者協會？」天照問。
「無喎。」
「申請做會員，就可以去接委託黎做架啦，好方便架，就好似你以前個世界打機接任咁。」



「哦。」
「去做啦。」
「我拒絕。」
「腹痛」天照指住我講。

呀呀呀。
對唔住……對唔住囉……我做啦啦我做啦……
可惡，懢有女神權力，逼人聽佢講野。

就係咁，登記左做會員。
會員有咩做啊……
好煩……

天照拉左我去塊報告板到。
上面有好多唔同既任務可以做。

「喂喂，呢個呀，狩獵地龍，獎勵好豐富喎。」天照講。
地龍呀呀姐，你以為龍好易打呀？
「一係呢個啦，護送任務，穿過火龍既山就得。」
你講到易過食生菜咁。
以我依家黎講，同龍打真係未必有勝算。
不了不了。

「喂啊，你樣樣都SAY NO，想點啊？」
天照就好似個大唔透既細路。
不過啊，你可唔可以比個容易少少既任務我做啊？
睇過……
我拎起上面既一張羊皮紙黎睇。

瓦解佛羅里達城的邪教組織。
難度:B+
報酬:3金幣、聖職者手套、聖職者項鍊

簡單易懂既委託。
就有鬼。
咩叫邪教組織啊？
蜘蛛教？
定係點啊？
咁點樣瓦解啊？
講多少少詳情得唔得？

但係呢個時候，天照已經搶左我張野去填FORM，仲要交埋，接左個任了。

「……」我望住佢。
「咩啊？你唔係想做呢個任咩？」天照笑住扮左個鬼臉。
明明可以讀我心。
唉算啦，好過要搵命搏去屠龍既……



(上面屠龍既任務難度都係S+)



神明

之但係，究竟去邊到搵邪教組織呢？
呢點真係毫無頭緒。
我呢個外鄉人又點會知道乜野邪教組織啊。
呀，真係頭痛。
委託上面又無寫任何有關委託人既事。
換言之去搵委託人問下呢點都做唔到。
究竟咩係邪教組織，真係一個好問題。

天照提議，我地可以去搵呢座城既市長問下意見。

天照好似好樂於其中咁。
明明已經係一個無所不能既神，但係好似對呢個世界既構造好好奇咁。

我係到諗，如果我係神會點。
神究竟係咩黎？
以天照既講法就係GM。
呢個世界既管理員。
天照自稱自己係負責維持呢個世界既運作，會剷除一D影響世界運作既野。
除此之外，佢想做咩就做咩。

依天照所講，佢係全知全能。
關於呢個世界上，所有既野佢都可以查得到。
呢個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上發生過既事，佢都知道。
包括秘密進行既任何事情。
包括人腦入面諗緊乜，佢都知道。
唯一唔知既，就係未來既事。

然後，佢係全能既。
呢個世界上面佢咩都做得到。
無論係突然間殺哂所有既生命。
無論係創造一種從來無出現過既生物。
甚至係直接改寫世界既法則，將STATUS既系統改變，唔再依靠STATUS黎戰鬥。
呢D一切既野，佢都做得到。
只要佢有咁既意願。
唯一做唔到既，就只有干涉其他既神同埋其他神既創作物。

係呢一個世界，天照就係上帝。
作為最高存在既佢，究竟係到諗緊咩？

我問過佢，呢個世界究竟有幾多位神。
佢回答我，得返兩個。
而天照本人，係呢個世界上最早誕生既神。
之後出現多兩個神、奧丁、宙斯。
然後果兩位神，佢地既權力轉移左落兩個唔同既人到，其中一位就係阿撒托斯。



然後就發生左蜘蛛事件。
阿撒托斯殺左天照，然後毀滅左世界。
之但係最後既果一位神，係最後關頭背刺阿撒托斯，救返呢個世界之後自殺。
呢個世界一度係無神既狀態。
直至阿撒托斯同天照兩個分別比人復活，然後就變成依家咁。

「阿撒托斯？佢係邊個？」呢個時候我先醒起當初一出世既時候我就得到左呢個稱號。
阿撒托斯……呀，如果話呢個世界既神得返兩個，咪姐係話係三師姐？
亦姐係毀滅世界既蜘蛛。

「佢個白痴，好揀唔揀揀呢個名做自己既神名，哈哈！」天照笑住咁講。
唔？
「小蛛蛛……阿撒托斯呢個名……哈哈，姐係同人講佢係無腦既白痴。」天照捧腹大笑。
不明所以。

如果我係神，會好似天照咁樣四圍去玩？
定還是對凡塵已經無留戀，只係望住班低等生物行動，根本唔覺得有趣。
有呢種力量，應該都覺得自己以外所有既生物都好低能啦。
全知，姐係話世界已經滿足唔到自己既求知欲。
然後，世人又憑咩值得自己去拯救？
神唔一定要愛世人？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無呢個必要啦，神唔一定要愛人。
起碼如果我做左神，我都會係咁。
不過，天照唔同。
天照依然對呢個世界好奇，即使佢係全知全能。
全知全能既佢，依然可以係世界當中搵到樂趣。
不過呀。
我就只係隻普通既蠍子女王，用我咁細既腦去思考神諗緊乜係唔會得到答案。

話都無咁快，就去到左市長既大樓。
位於沼澤中心，都幾大下。

本來以為市長唔會去見我地。
點知市長又真係肯喎。
市長下屬叫我地係會客室到等市長。
好似話市長見緊其他人，之後又要D時間準備喎。

本來以為市長好好人啦，咁都肯見我地。
之不過，一等，就等Q左成三個幾鐘。
……
我諗都仲有排等。
好無奈咁嘆氣。
我望住天照，天照依然唔覺得悶咁。

「係啦，我想問點解人類會咁弱？」我問佢。
關於呢個世界，我仲有好多野都係唔明。



「點解魔物勁過人咁多？魔物隨隨便便就可以屌打人，隨便一隻魔物就可以毀滅哂人類成個文明咁？
」我問天照。

天照望住我，笑。
「睇怕都仲有排等架啦，呢個時候我就同你講個故事啦，關於四千年前，世界岩岩誕生既時候，『尖
耳的希爾芙』既故事。」



尖耳的希爾芙

深呼吸－－
只要有絲毫既差錯，我地在場所有既人都會當場死亡。
勝利或死亡，都只在乎於我身上。

再一次深呼吸。
唔敢眨眼。
一直係到拉弓既右手開始有少少酸痛。
我手上拎住既，係一樣名為「弓」既新武器。
由木同動物既筋所組成，一種魔法以外既遠距離攻擊武器。

我望草地上面既山貓，似乎佢仲未發現到我地。
我望一望草叢入面既其他人，三男一女都已經準備好哂，等待我既信號。

計劃原定係我拉弓射箭，嘗試一擊之內殺死隻山貓。
如果失敗，最少都要傷到隻山貓，然後其他人趁機上去殺死佢。

我又再吞多口口水。
山貓約有一個成年人咁大，速度、體力遠遠係人類之上。
佢既爪鋒利無比，只要輕輕刷到，必留下難以治癒既血痕。
山貓就係一種咁危險既生物。

但係無辦法，為左生存，一定要進行狩獵。

拉弓－－
一射。

正中頭顱。
穿過耳蝸，正中頭顱。
成功？
成功左？

唔係，睇黎打唔中腦部。
箭可能打偏左，又或者打唔穿頭骨，無法一擊斃命。
依家唔係撿討既時候！

「尼安德塔、弗洛瑞斯！」
我即刻指揮其他人上前攻擊。

尼安德塔同埋弗洛瑞斯，兩個都係一個壯年既男人。
理論上狩獵應該係男人既義務，但係我同烏丁娜係特例。

我出世既時候，唔知因為咩疾病而令到耳朵生得非常之尖。
然後部落既薩滿話我係不祥之兆，必須死。
我既父母求左好耐，先幫我求到生存既權利。



代價係必須上場戰鬥。
而依家既我，已經係部落入面最出色既獵人。

尼安德塔同弗洛瑞斯兩人都手執長槍。
長槍即係木製長棍，棍既末端用動物既牙齒或者尖石做槍頭，係一種唔洗行到好近同時又好多殺傷力
既武器。
佢地兩個圍住山貓，山貓同埋兩個男人都唔敢輕舉妄動。
我再引弓狙擊……唔得，可能會打中尼安德塔或者弗洛瑞斯。

呢個時候，西布蘭諾突然間衝埋去，拎住把石製匕首刺向山貓。

「唔好！」我叫唔切西布蘭諾，果個細路就比隻山貓擊倒係地上。

烏丁娜都企埋出黎，舉起手。
係魔法。
魔法係存在既。
所謂既魔法之所以被稱之為魔法，係因為魔法就係魔物既法術。
就只有魔物可以使用魔法。
人類基本上係用唔到魔法。

魔法分為一般既魔法，同埋四大元素魔法。
四大元素分別係風、土、火、水。
但無論係一般魔法定係元素魔法，人類都係用唔到，因為人類無受到龍神既祝福。
人類比起魔物，就只係一個垃圾既種族。
擁有小小既智慧，多過大部份魔物既智慧，但係用唔到魔法。
甚至，呢個世界上有好多既魔物智慧都高過人類。
而肉體方面，人類更加無可能同魔物比。
人類就只係一種咁微小既生物。

唯獨有一樣野例外。
有一位龍神願意祝福人類。
人類唯一可以用到既魔法，就係水魔法。
當然啦，只係極基本既水魔法，無得同魔物既水魔法比。
但已經係人類生存係世上既唯一希望。

魔法唔係人人都用到。
而我地部落，唯一一個用到魔法既人，就係烏丁娜。

烏丁娜構成左水魔法，召喚左個水球攻擊。
無殺傷力既水球，都已經用盡烏丁娜大多既魔力。
無殺傷力，不過足以干擾到……
避開左。
山貓一躍上天，跳到五、六米高。
暫時解除左西布蘭諾既危機。

「西布蘭諾！唔好衝動！」我大叫。
好難得先執返條命，後生仔你咪咁衝動啦。



然後，我地五個人再圍住隻山貓。



太陽神

夜已深。
我走到入一個帳篷之內。
帳篷入面既人無乜表情，望到我黎之後勉強舉手打招呼。
佢雙腳已經走唔到路，挨住枝木柱坐係地上面望住我。

天鈿女命，係呢個男人既名。

「打獵點？」佢問。
「捉到山貓，但係弗洛瑞斯死左。」我機械式的回答。
「哦。」

「今日有肉食啦，大家都。」我試下用愉快既口吻去講。
我坐係地上面，望住佢。

佢無咩回答，就只係繼續望住我。

部落入面，肉係好珍貴既食物。
好難先會有肉可以食。
先講下部落既構造先。

部落入面有分階級。
最高級既人係薩滿。
所謂既薩滿就係指有智慧既人，可以同神明溝通既人。
當然啦，我唔相信佢真係可以有咩超能力可以呼風喚雨祝福人，但大家都認為佢有呢個能力，於是佢
就係部落入面最高級既人。
我地既部落有兩個薩滿，一大一細，係師徒關係。

然後次級既就係戰士。
而我地就係戰士，上戰場同其他部落打，又或者狩獵都關我地事。
因為我地既最危險既職業，所以階級都非常之高。
不過，隨時都會有死亡既危機，頭先狩獵山貓先死左個人。
戰士包括我在內，就只有五個人……唔係，得返四個先岩。

再下一級就係部落者。
部落者，其實就只係個統稱，入面咩人都有。
有d人負責教細路，有d負責醫療，有d負責製造武器。
咩都有，部落者就係泛指所有係部落到既人。

最後就係低端人口。(笑)
就係指捉返黎既奴隸，又或者係D無工作能力既人。
天鈿女命就係其中之一。

天鈿女命唔好講做野，甚至連行出帳篷咁少既野都做唔到。
如果我出左去狩獵，基本上佢全日都要留係帳篷入面，連陽光都見唔到。



其他人唔會帶佢出去見陽光，認為佢見到陽光係對太陽神既一種侮辱。

講返肉既話題，基本上一隻山貓分哂比薩滿同戰士之後，部落者就剩得返好少既肉可以分。
而低端人口，根本無可能去食到肉。
頭先係我講錯說話，我唔知點樣道歉先好，就一直企係到講唔到野。

呢個時候，有另一個人行左入黎帳篷入面。
西布蘭諾，果個好衝動既細路仔戰士。

「希爾芙大人，係時候出去啦，拜祭。」
「我明白啦。」

我跟住佢出去，回頭望住天鈿女命一眼。
佢無講野，亦都無望我。

「點解希爾芙大人你要咁照顧佢，明明佢只係個無用既人，係部落既負資產。」
「無，如果我唔照顧佢，咁仲有邊個照顧佢？」

黎到祭祀既會場。
火構已經塔好，全世界人係到等緊我。

薩滿望住我，問我點解咁遲。
我隨口敷衍佢就算。
「你仲去探果個無用既人？佢連拜祭都拜唔到呀！」

拜祭係咩黎？
狩獵之日既果一個晚上，我地會進行拜祭，感情太陽神賜予我地今日既飲食。
係對太陽神既感恩行為。
圍住火構係到跳舞，僅此如此。
天鈾女命的而且確係連拜祭都做唔到。
所以薩滿先至咁嬲。

之但係，所謂既太陽神真係存在咩？

如果太陽神真係存在，咁點解我地要過得咁辛苦？
點解今日又有人死呢？
太陽神係咪真係我地人類既朋友？
抑或就只係我地所有人集體既一個幻想？

我唔知道。
不過，既然天鈿女命佢都相信太陽神係存在。
咁樣既話，我都會去相信，果個太陽神係存在既。
係一個會保護我地人類既，偉大既神。



迅猛龍

嗄。
密林迅猛龍。
數量係……三隻。

我地係獵物，佢地係獵人。
佢地應該係發現左我地既部落位置，然後派三隻迅猛龍黎襲擊我地。
好彩既係，比我地及時發覺到，然後變左兩派人對峙既局面。

呢到係一個密林，距離部落仲有五百米左右，已經派左西布蘭諾返去通知大家撤退。
然後，就由我、尼安德塔、烏丁娜三個人擋住迅猛龍。

我埋伏左係樹上，望住尼安德塔拎住長槍揮舞阻嚇迅猛龍，而烏丁娜就係後面準備。
迅猛龍唔敢輕舉妄動。
呢個係我既好機會。

拉弓，一射。
插中一隻迅猛龍既眼睛，果一隻迅猛龍應聲倒地。
撤退啦迅猛龍。
如非必要都唔想同佢地打。
迅猛龍係一種跑得好快既生物，而肌肉密部、體力遠遠係人類之上。
基本上係我地唔想見到既對手之一。

只見其中一隻迅猛龍高聲咆哮，撲向尼安德塔。
尼安德塔用用長槍擋架，但係利爪早已係佢臂上留左道好深既血痕。

「水啊，聽從我的呼喚」
烏丁娜即刻開魔法，召喚左個水球打落去果一隻迅猛龍到。
尼安德塔趁機甩開迅猛龍，拉開左距離。
點知，另一隻迅猛龍趁機突襲！

又一隻迅猛龍撲埋去尼安德塔身上，張開血盤大口，差D就咬甩尼安德塔個頭。
而我即刻由樹上跳落黎，用匕首刺落迅猛龍既背上。
龍牙匕首。
好辛苦進入龍巢探險，得來不易之物。
龍既牙齒足以撕開任何既硬物。
呢個世界上無野硬得過龍牙。

迅猛龍中我偷襲，淒厲咁尖叫一聲，就斷左氣。
再望向尼安德塔，佢同另一隻迅猛龍打緊。
右臂流哂血，幾乎斷左咁濟。
左眼亦都張唔開，身受重傷。

而我，就一箭射中迅猛龍既喉嚨。
搞掂左。



最後一隻迅猛龍都比我地殺埋。
好險，差D出事。
無死到人真係太好。
雖然尼安德塔都要休養一排，不過之後右手仲用唔用到都成問題。

「希爾芙大人！點解得兩條屍？」
烏丁娜問我。

兩條？
弊！
一開始，打中眼睛果隻迅猛龍只係假死？
另外果兩張迅猛龍就只係為左拖延我地既棄卒？
點解要做到呢個地步？

我地即刻返去。
趕唔切？

我步速最快，即刻跑返去。
死左幾個人？
西布蘭諾訓左係血泊之上，未斷氣，好彩。

但係又有幾個人死左。
幾個人拎住武器反抗迅猛龍，反而被殺。

我跪係地上面。
遲左一步。

一秒之後，我即刻起身。
跑去一個帳篷入面。

天鈿女命依舊望住我，目無表情。
足夠了。
我即刻抱住佢。
唔放開佢。

之後，薩滿點算損失。
死左兩個人，一個大人，一個細路。
重傷五個，包括兩個戰士。
一個大人失蹤，相信比迅猛龍帶走左。

啊，好攰。
我坐左係地上面。

晚黑既拜祭依舊。
只係祈禱既內容變左希望死左既人會上太陽神既懷抱。

神究竟係咪真係存在？



我又再係到諗呢一個問題。



魔物與人類

那終究只是開始。

果一日，惡夢無聲無息咁來臨。
係無人察覺到既情況之下，部落比人輕鬆入侵。

果一個女人肆無忌憚咁係部落上面遊走，就好似本身就係部落入面既人一樣。
佢行均哂每一個帳篷。
我只係發覺到有少少違和感，淨係覺得佢好生面口，然後就無左一回事。

直正佢見到薩滿。
薩滿帶住佢個女，一見到果個女人即刻大叫。

跟住我先知道出左事。

果個女人無咩特別，就只係身材豐滿D咁。
但係，比人一種難忙既壓迫感。

我同烏丁娜、西布蘭諾，部落僅存仲可以作戰既四位戰士，一齊包圍住果個女人。

「哦，呢D就係部落既戰士，似模似樣喎。」女人講。

「你係咩人？」西布蘭諾問。

唔係，唔係咁。
佢唔係人……絕對唔係一個人。
肯定係魔物……唔好輕舉妄動……

女人狂笑。
然後，張開翅膀。
無錯，佢身後有兩對翅膀，彷如蝴蝶一樣既翅膀。

「我個名叫線峽蝶。」

「係魔物，快D殺左佢！」薩滿係後面大叫。

但係，我地所有人都唔敢郁。
雖然我地都聽過有魔物同人類一樣都係有智慧，但係我地從來都未見過呢D既魔物。
再者，呢個人同人類相比，就只係多左兩張翼。
佢真係魔物？我地係到猶豫緊。
最大問題係，佢戰力係點？
可以輕鬆潛入黎部落，究竟佢係一隻點樣既魔物？

未知既恐懼。
眼前呢一個女人……魔物，我只可以睇到深淵。



然後，就只有莫名既恐懼感。

我係戰士長，佢地等我發號施令。
但係，我既直覺話我知，我只要行錯一步，全場所有人都會死。

「喂喂，冷靜呀大家，我只係黎玩架咋，你地唔會死好多人架……」
箭矢破風而過。
貫穿左線峽蝶既額頭。

係尼安德塔？
本來療養緊既佢，用弓偷襲？

「我改變主意啦，你地會死好多人架，放心……」
西布蘭諾趁佢講野既時候，用匕首衝上去刺殺佢。
唔好，喝唔住佢。
刺中，肚腩流血。

「你有無家教架？人地講緊野既時候，唔可以出手架喎，小朋友。」
線峽蝶笑住口講，然後拎返把匕首出黎。
傷口好淺。
造唔成致命傷？
唔好講笑啦，頭先果一箭同埋匕首刺殺，正常人都應該死左啦。
但係好明顯，對線峽蝶黎講，呢D就只係皮外傷。

然後，線峽蝶徒手撕開左西布蘭諾。
係撕開。
SAN CHECK。
在場好多人都嘔左出黎，實在係太核突。
而我並唔覺得核突，應該話恐懼戰勝左我既理智。
我個腦入面就只係得返恐懼。
淨係知道，下一刻我地所有人都會無命。

線峽蝶手指向尼安德塔所在既位置。
然後一條巨型既光束炮射過去。
揮一揮隻手，條光束開始橫掃，唔知死左幾多個人，亦都唔知倒塌左幾多間屋。

我無去確認死左幾多人，應該話唔敢去確認。
後面既人仲係到喊緊，證明到我地仲未滅村就得。

「喂喂，我地玩個遊戲啊！」
線峽蝶開口講。

「從聽日開始，每一日你地都可以有兩個選擇。第一，比我入黎殺兩個人。第二，你地交一個人出黎
比我殺。嘻嘻！」

然後——
所有人都望住天鈿女命既帳篷。





螞蟻

「神究竟存唔存在？」我問天鈿女命。
佢似乎係到思考緊，無即時答我。

一反常態，佢今日並無表現到好灰咁。
可能知道自己就死，所以無咩感覺咁。

天朗氣清。
陽光普照。
如果太陽神真係存在，咁樣既話佢依家應該望到我啦。
咁點解人類既命運仲係咁黑暗。
太陽雖然存在係天空，但係對我黎講根本就無呢個所謂既太陽。

我推住架車，獨自一個人運送天鈿女命上山。
上山。
錯啦，係斷頭台。

我故意拖慢腳步，但係比天鈿女命察覺到，佢叫我行返正常既速度。
但係呀，我依家送緊你去死啊。
線峽蝶要我地每一日都送一個人上山，比線峽蝶殺。
如果唔係既話，線峽蝶就親自落山，隨機屠殺村入面既兩個人。

對於部落黎講，理所當然係送一個人比較著數。
一個人死點都好過兩個。
犧牲一個人就可以救到兩個人，無論點睇都係一個好著數既交易。
對於部落黎講既話。

但係，對於人類自己本身黎講呢？
隨機死兩個人，係一件無可奈何既事。
自己控制唔到既事。
相反，要我地推一個人去死，就好似係自己決定果一個人既命運咁。
簡單黎講，同自己親手去殺死果一個人無分別。
難以過到自己既果一關。

村民諗都唔諗，就揀左每一日都送一個人做祭品。
好似好偉大，即使自己雙手滿佈鮮血，都想死少D人。
實情係，村民只係好自私咁樣，唔想自己死。
隨機就意味住自己隨時都可能會死。
每一日都要心驚膽跳咁過日子。
而選擇祭品，就可以避開自己死亡既命運。

村民就只不過係唔想自己死。
跟住呢個原則黎行動，得出既結論係推其他人去死，點都好過自己無啦啦比線峽蝶殺死。
僅此如此。



我嘆左口氣。

祭品點樣選擇呢？
理所當然地，揀哂部落入面最無用既人先。

天鈿女命，部落入面最無工作能力既人。
多數人暴政之下，就決定左最先死既人就係天鈿女命。
無論我點阻止都好，都改變唔到呢個結果。

今日會死既人，點都會係天鈿女命。

諷刺既係，由我去護送天鈿女命上山。

點解，點解會搞成咁？
點解，點解我地咁弱少？
人類究竟做錯左D咩？
係魔物既面前，人類就只係連奴隸都不如？
論戰鬥力，人類遠遠不及魔物。
講智慧，都唔會高得過線峽蝶。
點解人類就只係一種咁無用既生物？
點解當初太陽神要創造人類？
人類呢一種生物究竟有咩架在意義？

「你問我有無神，我覺得係有。」
天鈿女命終於開口講野。
「但係……」
我想反駁佢，但已經無力反駁。
講黎都無用，反正我可以講既，就只有大家都知既事實。

「太陽神實際上存唔存在呢點並唔重要，重要既係相信佢存在。如果連最後既信仰都無埋既話，咁人
類就可以絕種。」

「……」

「咦，到拿？」
線峽蝶翩然降臨。
明明未上到山，佢就已經出現了。

「好啦，我就長話短說，你有咩遺言呀？」線峽蝶以開玩笑既口吻講。

「我……」
天鈿女命一張開口，頭顱就跌左落黎。

「……」

然後我淨係聽到線峽蝶既笑聲。
「你睇下佢，佢以為自己仲可以講句遺言，但係又講唔到果一陣失落既表情……你知唔知呀，死果陣



係唔會即時完全死亡，死亡係一個慢慢進行既過程，心臟停頓、四肢郁唔到、控製唔到身體，身體細
胞慢慢慢慢分次序逐一死亡，進行腦機能停埋自至真係完完全全死左。

佢頭顱跌落黎果一刻，應該都仲有意識。但係已經講唔到野啦，本來仲以為自己可以講多句遺言，但
係已經講唔到啦。果一刻仲有意識既佢究竟有幾咁絕望，啊，好正啊~」

呢一刻。
我已經無左憎恨佢既情緒。
甚至連恐懼都感覺唔到。
一切、一切……都已經無所謂了……

我再問多佢一條問題 :
「點解你要殺人？係為左食物？」

「點會啊？用人類既情況做個比喻既話……你地對我黎講就同螞蟻無分別，有幾多既人類真係會去食
螞蟻啊？同埋你地人類都成日做架啦，拎螞蟻黎玩~」

「玩死螞蟻要理由？」
然後佢又係到狂笑。



掙扎

一成不變既日常。
又再去做同一件事。
究竟重覆左幾多次呢？
我究竟推左幾多個人上山呢？
我無去數啦。
每一日都運一個人上山，比線峽蝶殺死。
有人係到喊。
有人憎恨我。
有人好豁達。
咩人都有。
人類知道自己就黎死，感受黎黎去去都係果D。
已經，睇到厭。
即使係咁，我都要繼續做呢項工作。

親手送村民去死。

今日要送既人有少少唔同。
係薩滿級既人。
係現任薩滿既女兒。
唔忍心見到村民咁慘，自己請纓上去。

櫛名田比賣，就係呢個小薩滿既名。
佢亦都只係個細路女，但係就要背負住部落領導者既命運。
甚至親身去做線峽蝶既祭品。

櫛名田比賣推住架車，好努力咁推我上山。
辛苦啦。

木車圍住黑布，黑布大到完全遮住架車，遮住車入面既人，遮埋後面推車既人。
唔係好似係一隻黑色既幽靈一樣。
唔知邊個諗出黎，天鈿女命之後，所有既祭品都係用呢架車。
就好似一架送去地獄既車咁。

「你唔驚咩？」我問佢。
「唔驚。」佢回答我。

驚又如何？
咪又係去送死？

明明自己係薩滿，可以龜係部落入面最後先死。
何必自己黎送死呢？

「太陽神係咪真係存在？」我又再問呢一個問題。
「係，太陽神真係存在架。」



「咁點解我地人類既命運會咁淒慘？」
「咁係人類既祈禱唔夠。」
「咁點解人類要祈禱？明明係神，點解需要人類既祈禱？」
「請唔好質疑偉大既太陽神。」

無法溝通。
算啦。
無必要溝通。

我淨係想知點解呢個所謂既「太陽神」從來都無眷顧過我地姐。
不過呢個問題無論點都唔會得到答案。

上到山頂。

「聽講今日黎既係薩滿喎。」
線峽蝶行近過黎架車到。

死究竟會係咩感覺？
無所謂。
死，點都好過生不如死。

線峽蝶行近架車，翻起黑布——

「喝啊！」
我係架車上面跳起，用匕首刺向線峽蝶。

埋伏。
表面上係我負責運送，而櫛名田比賣係祭品。
實際上係櫛名田比賣係後面推車，而我埋伏係架車上面。
身為薩滿既佢，希望見證住呢一刻。
人類最後既掙扎！
呢一擊，呢一刀，呢一下一定要殺死線峽蝶。
如果唔係既話，人類就玩完！
拜託！
一定要殺到佢。
一定要……

正中肚皮，割開左佢既皮膚——

太陽神啊！
求下你，呢一擊一定要成功！
神啊！
請保佑人類！

如果係普通既刀刃，就只會好似上似咁只係造到皮外傷。
但係呢把係龍牙匕首。
世界上最鋒利既匕首。



所以，一定要成功。
殺死佢！

感覺到，刀刃刺中左內臟。
我望住佢驚訝既瞳孔，大概佢估唔到人類會反抗，更加估唔到人類有能力傷害佢。

線峽蝶舉起手，巨型既光束炮又黎！
輕輕擦過我既臉頰，好不容易避過左呢下既殺著。

線峽蝶訓左係地上面，成地都係血。
我係遠處望住佢。

成功左？
殺死左？
線峽蝶死左？
人類贏左？

錯啦。
線峽蝶扶住自己既傷口，好辛苦既爬返起身。
淨係造成重傷，並未有一擊弊命。
失手啦。
如果頭先果下光束我無避開，就可以造成更大既傷害，可以攬住佢一齊死。
可惡！

我唔理，用盡最後既力氣撲上去。
只見線峽蝶揮一揮手，一陣粉末飄過，我同櫛名田比賣四肢無力，跌左係地上面。
郁唔到……
只可以眼白白見住線峽蝶飛走。



幼龍

暫時擊退左線峽蝶。
近呢幾日佢都無再出現過。
暫且都算係安全左一段時間。

但係村入面所有既人都好灰。
見識過地獄之後，成個部落都有種難以形容既灰暗感。

所謂既安全，就只不過係自欺欺人。
大家都心裡有數，線峽蝶無可能就咁就放過我地。
我地就只可以磨利刀刃，試圖去反擊線峽蝶。

陽光普照。
晴朗既一日。
對信奉住太陽神既我地黎講，今日係一個好日子。
我地相信太陽神會眷顧我地。

只可惜——

正當我係部落入面整理緊武器既時候，聽到魔物既叫聲。

拎起長槍，背起長弓，再帶埋匕首，即刻衝出去。

龍。
毫無疑問係龍種！
魔物之面最強既種族，龍種！

白色既羽毛。
前肢帶有羽翼。
後肢強而發達。
係風龍。

體型唔算大，身長只有三、四米長左右。
係幼龍？
岩岩出世無幾耐既幼龍？

最大特點係，佢雙目失明。
有條好深既血痕係眼睛上面。
似乎係岩岩整傷無幾耐。
然後佢不斷好痛苦咁尖叫。

「哈哈。」
係線峽蝶。
佢係幼龍面前飛舞，迴避幼龍既攻擊。



「佢依家睇唔到野好慘喎~淨係可以用個鼻黎聞」
線峽蝶飛埋黎我地到。
散佈一股蝴蝶既香氣。
……

然後，佢飛左上天。
「加油啦，好好咁照顧佢啊。」
作為一個旁觀者，係天空上面望住我地。

好卑鄙……
幼龍再次尖叫。
以為我地係線峽蝶，作出攻擊。

弊！
幼龍張開口，然後一道吐息攻擊過黎。
明明只係幼龍，但係有好強既破壞力！

「迎擊！」
我一聲令下，村民同時用箭、擲石攻擊幼龍。
我地無可能坐以待弊。
一早就準備定埋伏去對符線峽蝶。
只係估唔到線峽蝶無親自出手，而係借刀殺人姐。

完全傷唔到幼龍。
所有既攻擊都無效。

幼龍一聲咆哮，四圍卷起左風卷風。

接近唔到佢……
單係唔比佢吹走都已經用盡力氣……

幼龍單憑嗅覺，一下揮爪殺左幾個人。

又再一次見到地獄。
比起線峽蝶，龍更加難對付。

不經不覺間。
又死左唔知幾多人。

而我，早就麻木了。



悲嗚

我單人匹馬衝到去幼龍面前。
大部份既攻擊都對佢做唔成任何既傷害。
既然係咁就要靠我既龍牙匕首。
即使係龍種，都應該撕得開佢堅硬既皮膚。

我先拎起長槍攻擊。
一般既皮膚睇怕都係打唔穿。
既然係咁就去攻擊佢既眼睛！

我敏捷咁避開幼龍既利爪。
黎到幼龍旁邊。
佢眼睛本身就已經盲左。
試下再去加重佢既傷勢。

長槍一刺。
幼龍張開血盤大口，一口就咬斷長槍。
雖然佢盲左，但佢依然可以好似睇到野咁，清楚知道我既行動。

我跳去後身後，但佢又好似有後眼咁用尾巴攻擊我。
好險。
差D出事。
我即刻拉開距離。

佢又同時張開口，用吐息攻擊。

係風。
佢應該讀到風既流動，黎推斷出我既動作。
不愧係風龍。
明明盲左，但係都係咁可怕。

姑且係上左當。
幼龍開始追住我黎跑。
雖然佢速度好快，但我勉強都避到佢既攻擊。
一步一步，開始引誘佢進入我地事先準備好既陷阱入面。

我輕輕一躍，跳上去一棟樹上面。
而幼龍就無咁好彩，跌左落去我地事先準備好既陷阱。

一個十米深既挖洞陷阱，我地準備左好耐，預黎對付線峽蝶用。
洞入面插滿又長又尖既竹、石頭。
呢下就算唔死都算啦掛。

我跳落地上面，望住佢。
一滴血都無。



完全傷唔到佢。
不過可幸既係，佢比d尖石卡住左。
一時之間走唔到出黎。

幼龍係到悲嗚。
呢個時候，我即刻跳埋落去！

龍牙匕首。
要刺穿佢既喉嚨！

龍張開口，一下咬中我既左手。

呀……呀……
好痛。
但係我右手無放開匕首。
然後係咁用力刺落去。
唔知刺左落邊，淚水、血水令到我睇唔清前面既野。
左手既劇痛令到我幾乎失去知覺。
意識開始模糊。
儘管如此，我完全無鬆手。
依然用盡全力揮舞我既匕首。

隱約之中，我感覺到條龍咬住我飛埋上天。
佢飛到拐下拐下咁，應該都受左重傷。
我停左攻擊，用右手拭淨眼睛上既血水。
見到佢咬左我左手，係天空上面飛翔。
龍顎比我刺到重傷，咬唔斷我既左手。
我既左手究竟仲屬唔屬於我既呢？
已經無哂知覺。

地上面有人發動攻擊。
係烏丁娜。
一個水球由地對天攻擊。
打中左幼龍。

幼龍終於張開口。
而我，就咁跌落地面。
粉身碎骨……

粉身碎骨前，我用埋最後既口氣，將匕首掟埋出去。
最後一擊。

咳……
睇黎死唔去……

我仲未死……
幼龍從天而降！



佢都未死！
下巴仲插住龍牙匕首！
張開嘴巴，要咬死我！

尼安德塔呢個時候衝埋黎，撞開幼龍。
明明本身右手都就斷，但依然用雙手捉住幼龍雙顎。
幼龍口中凝聚能量——

呢個時候我又衝埋去。
拔出匕首。
再一刀由龍頭斬到落龍尾。

龍發出最後既叫聲，就訓低左。
而尼安德塔傷口爆裂，失救而死。



絕種

世界末日？
我係到……做緊咩？
我爬返起身，發覺自己滿頭鮮血。
好痛，發生左咩事？

成片森林都變左火海。
黑煙同紅光令我分唔到依家究竟係白晝定係黑夜。
森林彌漫住火焰既味道，同時帶有血既味道。

我醒起啦。
係龍。
唔係幼龍，係真真正正成年既龍。
唔單止係咁，據部落薩滿所講，係風龍王。

無錯，係風龍王。
我地終於都見到神。
神。
不過唔係太陽神，係司掌風元素既神明。
風龍王。
對人類絕對唔友善既一位神明。

無錯，係惡神。
我地比佢屠村。
係神既面前，我地就係如此既微小。
究竟咩係神呢？
對人類黎講，擁有壓倒性既力量既人，就係神。
所以，將風龍王稱之為神，都係一件好合理既事。

遠處傳黎風龍王既咆哮聲。
我追住聲音，走返到去原本部落所在既位置。
所有人都死哂。
就只係得返年輕既薩滿，櫛名田比賣。
佢獨自一人企係地上面，望住偉大既風神。

「點解……」
「此為神罰。」
「但係明明係線峽蝶……」
「然汝等依然有罪，汝等殺害吾兒，報仇有何不當？線峽蝶本王固然不會放過，汝等就在地獄中等候
線峽蝶吧。」

櫛名田比賣跪係地上面禱告。
同太陽神祈禱有咩意義？
事到如今，一切都已經無意義。
傳說只要跳舞，就可以引到太陽神出黎，令大地回復光明。



但呢D只不過係傳說，神明唔一定要眷顧人類。
你依家已經見到啦，真真正正既神明。
「喝呀呀呀呀呀！」
我咩都唔理，衝上去。
拎住龍牙匕首，直接衝去風龍王到。

風龍王甚至望都唔望我，就卷起一陣暴風。
暴風強到我寸步難行。
連行都行唔到過去。

我知道架，呢D就係差距。
人類無可能打得贏神。
下位者無可能挑戰得贏上位者。
在上者可以隨意屠殺下面既人。
唔需要理由。
亦唔容許反抗。

呢個就係世界既真理。
要怪，就怪投左胎啦。
生而為人，係種罪過。

所以……
所以我點可以放棄呀！

「喝呀呀呀呀！」
我咬緊牙關。
用盡全身既力氣，突破左暴風。
雙手緊握匕首。
全力刺向龍王既前肢上面。

甚至連避開都懶得避。
龍王郁都無郁，就咁比我刺中。
斷左。
龍牙匕首斷左。

「龍牙？汝等竟有此物？不過一般龍種的牙齒怎能傷及本王！」

龍王望住我。

「龍牙。看來汝等一直是龍族的敵人啊！本王改變主意了，本王要殺害人類，不，應為滅絕人類，絕
種吧，人類！」

龍王再度張口咆哮。
然後，我淨係感覺到世界既崩壞。
之後既事，我就無左記憶。



最後的人類

我仲未死。
張開眼睛既時候，變左做普通既一個朝早。
第一個感想係，我仲未死。
第二個感想係，今日天氣幾好。
第三個感想係，我地成條村滅亡左，淨返我一個人。

我昏迷左幾耐？
我拍一拍身上既灰塵、落葉。
手上得返把長弓，五枝箭，仲有一把普通既石刀匕首。

身上傷口，唔痛？
好似無哂傷口咁。
身體無事，就只係昏迷左。
究竟發生左咩事？
我記憶入面，就只係風龍王黎過。
屠村。
仲話要滅絕人類。

我深深咁吸多一口新鮮空氣。
再一次認知我仲未死呢一個事實。

「你終於醒拿？」
我轉身一望。
銀白色既長髮。
係一個女仔？

「你係？」我問。

「溫蒂妮。」
「我叫希爾芙。」

佢身上有一把好長既……武器？
似乎唔知係用咩魔物既骨骼或者牙齒整。

「做咩望住我？」佢問。
「無，好少見人有銀色頭髮。」
「你個耳朵咁尖，咪仲更加罕有。」
「你身後果把係？」
「哦，呢把係劍。」
「劍？未聽過既武器，你由邊到黎架？我好似未見過你。」
「邊到黎已經唔重要。風龍王依家發癲四圍襲擊人類，據我所知，人類大多數既部落都已經消失左，
你同我可能係僅存既最後人類。」
「……」
「又唔洗咁沉重。與其話我把劍特別，不如話你背後面果樣野仲特別。」



「哦，呢把係弓，可以遠距離攻擊，不過我依家淨係可以用多五次，得返五枝箭。」
「你無事吖嗎？」

我行開兩步，然後即場嘔左出黎。
頭好暈。
呃……
好辛苦。
個口好酸。

「無事。」
我又企直返個人。

「……無事就好。」
「嗯。」

「你之後有咩打算？」
溫蒂妮問我。
「我都唔知。」
「諗住報仇，定係點？」
「報咩仇？無可能，根本就無可能殺得到風龍王，算啦，放棄啦。」

唔好講風龍王。
就連線峽蝶我地傷唔到佢。
連龍牙匕首都無埋。
根本就完全傷唔到線峽蝶半分。

依個時候再一次感覺到人類既弱小。
一直以黎，即使我地挑戰到上位既魔物。
所依靠既，並唔係自身既力量。
而係龍牙匕首。
失去左龍牙匕首，失去左其他魔物既幫助。
人類就一事無成。
無錯，人類只係種弱小既生物。
同其他魔物無分別。
就只不過係一種弱小既魔物。

事到如今，因為得罪左風龍王……
唔係，明明咩都無做過，就惹黎左線峽蝶。
佢帶住玩玩下既心態，就令到人類絕種。
依家得返我同溫蒂妮。
世界上最後既兩個人類。
兩個女人。
人類，呢一刻已經可以宣告滅亡。

玩完啦。
玩完啦。
一切都已經玩完啦。



人類，呢一種垃圾既魔物。
終於適應唔到環境，係弱肉強食之下——
絕種。



飛蛾

黑夜之中生左個火。
一般既魔物都唔敢靠近火焰。
已經失去左打算。
就係咁虛渡光陰。

溫蒂妮同我一樣，自己本身所屬既部落都比風龍王滅左。
一樣既係，兩個人依然都唔知點算好。
唔同既係，佢眼神仲未好似我咁。
佢仲未絕望。
我唔知佢有咩打算啦，人類要滅亡呢個係已經定左既事實。

所以，我之後做咩都無意義。
已經繁殖唔到下一代，失去左生命既意義。
作為一個種族係講，係無得救。

火焰好光好亮。
仲好熱。

「你唔打算報仇？」溫蒂妮問我。

有一隻飛蛾唔怕火焰既紅光，出盡力飛去火光之上。
翅膀比火花點燃，好快佢就失去平衡，跌左去熊火之中。
化為黑色既焦炭，最後連灰都唔淨，係世界上面消失。
彷彿好似從來都唔存在過一樣，無係呢個世界上留有任何既痕跡。

「最起碼你仲記得飛蛾係點樣死，記得佢係火焰之中點樣掙扎。」
溫蒂妮說。
「但係無人會記得我地，記得人類點死。」
我回答。

「你又知？話唔定有人係到默默咁睇住我地呢？」
「你係講線峽蝶？當係一場戲咁睇？當係笑話咁笑我地？」
「除左佢之外，或者會有觀眾係外面既世界望緊我地，當係一個故事咁睇。」
「你既意思係神？太陽神係唔存在架。」

我低頭，無再同佢講呢一個話題。
再講落去都無意思。

有敵人？
我拎起匕首，準備迎敵。
係一隻……迅猛龍。
迅猛龍BB。
好細隻既幼體。
雖然幼體本身應該係細隻D，但係佢細到有D可憐。



仲好瘦，無乜力水咁。

想撲過黎咬我。
好慢。
甚至連咬都傷唔到我。

然之後，佢就逃走左。
我同溫蒂妮跟埋上去。

見到一隻受左重傷，瘦到就死既成年迅猛龍訓係地。
我係咪見過佢？
身邊仲有幾隻死左既幼龍。

果一隻迅猛龍BB嘗試對我地咆哮。
聲嘶力竭既佢試圖攻擊我地。

為左狩獵啊。
唔係為左玩。
下位既生物為左食物而出盡全力，用盡一切辦法殺死獵物。
為左下一代甚至連命都可以唔要。
而上位者隨隨便便就可以玩弄下位生物。
我地就只不過係上位者既玩具。

然後，我轉身走人。

「溫蒂妮，我想報仇。」

「等左你呢句好耐。係同線峽蝶？定係風龍王？」

風龍王定係線峽蝶？
兩個都要死。
兩個都係復仇對像。

之不過，除左佢地之外，我仲有多一個復仇對像。

「世界。」



暗殺者

「你確定無錯，風龍王每日都會經過呢到？」我問。
「係，無錯。」
「啊，黎啦。」

我同溫蒂妮匿係一個六、七米高岩石既草叢上面。
望住體型巨大既怪物係密林入面走動。
十五、六米既身長。
純白又夾雜幾片淺綠色既羽毛。
毫無疑問，係風龍王。

呢到係風龍王每日必經之地。

確認左佢既路徑，但係仲未有殺死佢既方法。
溫蒂妮既劍係可以傷到風龍王。
老實講我唔係幾相信，不過溫蒂妮實牙實齒講到，我就唯有信下佢。

但咁樣係未夠。
以風龍王既力量，大概我地未行到去，就已經比佢殺死。
所以，一定要靠偷襲，先可能殺到風龍王。

所謂既偷襲，講既係一擊弊命。
必須要係趁對方仲未察覺到既情況下暗殺對方。
如果第一擊失敗，成功率就會下跌80%。

即使係咁，都必須要準備第二手既準備。
第二步既殺著。
若果第一擊失敗，無論如何都要即刻補上第二擊。
即使得返20%既可能性，甚至跌到得1%既可能都要繼續。

失敗既話……
無失敗可言。

反正已經無野可以失去。
依家我就要豁出性命殺死風龍王。

即使偉大到同神一樣既存在。
即使係司掌暴風既龍王。
我都要殺死佢。

呢個係人類最後既吶喊。

正因為咁，更加唔可以貿然行事。
一定要準備好第二把刀，先至可以行動。



之但係，究竟有咩方法先可以殺死風龍王？
要殺死風龍王，就需要高級龍種骨骼牙齒所製成既武器，普通既龍種都唔得。
除左溫蒂妮既劍之外，睇怕都好難搵到第二把相同既武器。

初步計劃就係，我係岩石上面埋伏，拎住溫蒂妮既劍等風龍王一出現，一接近岩石，
我就跳出去用劍插死佢。
岩石既高度同風龍王身高差唔多。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用劍刺入風龍王既腦到。
直接殺死佢。

好簡單既計劃。
正因為簡單先至有勝算。

但係我地無PLAN B。
無PLAN B就麻煩得多。
唔係無PLAN B，而係根本搵唔到PLAN B既可能性。
我地無第二種手段去擊殺風龍王。

「嘔……」

「你無事嗎？」溫蒂妮問我。

風龍王已經遠去。
溫蒂妮扶住我。

「無，我有少少想作嘔姐。」
身體有D唔係幾舒服。
有種不思議既煩悶感。
仲有少少頭痛。

身體好差。
無辦法。
我都唔知自己依家點。
可能已經離死期不遠。

所以，計劃要盡快實行。

以弱勝強。
殺死龍王。
殺死身為自然現象既神明。
殺死暴風之王。

憑咩人類做唔到。
我依家就做比你睇。
黎啦，邊個話人類，注定無可能贏到龍王？



暴風之王

突擊。
決定性既一擊。
人類最後既一記反擊。

由草叢到跳出去。
拎起劍，一刀劈落去風龍王既頭顱之上。

打從一開始就無諗過成功。
即使係咁，我依然都要復仇。

劍鋒利無比。
即使係龍王既羽鱗，即使係龍王既頭骨都未必承受到呢一擊。
前提係打得中既話。

龍既眼睛望住我。
不寒而慄。
但係已經太遲啦！

「喝！」
斬中左？
得手？

消失左？
就好似一陣風一樣，龍王係我眼前消失左。

錯啦，並唔係消失。
佢只係飛走左。
佢飛左去十幾米之外。
速度快到好似消失左一樣。
完全無視物理法則。
呢D就係龍王既實力？
就係身為神明既力量？

失敗。
失敗左。
呀，失敗左。
刺殺失敗。

PLAN B?
無。
搵唔到。
實在無PLAN B。
姐係話，我都走到窮途末路。
天鈿女命，我好快就落黎陪你。



巨大既風暴再次捲起。
一眨眼既功夫，我已經比風龍王用龍爪壓住。

「汝為何尚未死去？幾天前汝應該被本王所殺，何解又能出現於此？」

「……」

「汝的武器……此為何物？汝究竟如何得來？」

「……」

龍王一臉驚訝。
即使係咁，我都已經改變唔到自己既結局。
身受重傷，內臟可能撕裂哂。
只要龍王係龍爪上出少少力，我即刻變成肉醬。

「罷了，去死吧，人類。」

突然之間，有道冰槍飛左過黎。
刺中左龍王既喉嚨，令到龍王失去平衡，向後倒地。
佢鬆開左龍爪。
但係我全身受左重傷。
雙腳唔聽使喚，爬唔到起身。

想逃走都逃走唔到。
反正點都好，都係死路一條。
算啦，由佢啦……

龍王爬返起身。
佢對天咆嘯一擊，令到方圓十里既魔物都雞飛狗走。

「汝是何人？蝴蝶女王？不，蝴蝶不可能有這種力量！」
龍王對天狂叫。

龍王再度咆哮。
由龍王為中心開始卷起左個巨型既颶風，將樹木連根拔起。
整片森林化為平地。

無數既魔物卷左上天。
只見地上面有一個人。
只有佢，無被卷上天。

「汝是何人？」
龍王飛左埋去。
果一個人即刻逃走。
銀色既頭髮……



溫蒂妮……



銀髮的溫蒂妮

疾走。
隨住風龍王既咆哮，天空風雲色變。
成片森林比暴風移為平地。

如我所料，風龍王放開左希爾芙。
然後過黎追我。

我唔明白點解人類會咁弱小。
人類一直相信住太陽神，先唔講太陽神究竟係咪真係存在，但太陽神真係會去幫人類咩？
除左太陽神，就連其他既龍王，一切既魔物都覺得人類渺小。
人類呢一種生物就係好奇微。

如果我並唔係曾經係一個人類既話，或者我都睇唔起人類。
但我既然作為人類生存左兩次，就自然應該深愛住人類本身。

雖然人類係魔物面前同垃圾無分別。
相信魔物係自己既同伴，但實際上魔物只係覺得自己係可有可無既存在，只要阻礙佢，佢即刻會下殺
手不念舊情。

雖然人類自身創造既世界體系對人類本身並唔友善。
好辛苦經歷過掙扎先可以係生存落黎，先至可以勉強生存到。

兩個世界黎講，人類都只可以悲慘咁生存。
正因為人類本身既無能。
即使如此，我依然深愛住人類。

或者可能係憐憫之心。
或者可能係人類身上望到我自己既影子。
我只係覺得唔可以放棄佢地唔理。

我並唔係神，亦無資格自居神既個地位。
我只不過想對佢地伸出一下援手姐。
想稍微拯救一下悲哀既佢地姐。

希爾芙。
尖耳既一個女人。
尖耳……同精靈族有咩關係呢？
精靈族，從來未出現過既種族，係由希爾芙呢個人衍生出黎？

望住佢悲憤既心情，令我產生左唔可以唔理既感覺。
再加上，佢係最後既一個人類。

最後既一個人類。
本能已經係弱者既人類，係一夜之間比風龍王殺哂。



如果唔係我救佢既話，希爾芙都會死。
如果希爾芙都死埋既話，咁樣人類真係絕種。

無錯，雖然全世界得返希爾芙一個人，但係人類到呢一刻都仲未絕種。
我要去保護佢，保護人類。
因為係雙胞胎，點都唔可以一屍三命。

風龍王不斷問我我係咩人，我無去答佢。
我只係一尾疾走，避過風龍王既追捕。

雖然我大概可以直接係呢到同風龍王一戰，但咁樣就無意義。
因為呀，呢場戰鬥係屬於人類既戰鬥。
我已經唔再係人類，無資格代表人類同風龍王戰鬥。
無資格代表人類同自然戰鬥。
無資格代表人類同世界戰鬥。

我淨低可以做既，就只有去幫一幫弱小既人類。
等佢地有能力挑戰風龍王。
之後既事，就睇希爾芙既造化。

要上呀，希爾芙。
最後既人類。

不愧係風龍王。
終於我比佢捉到。
巨大既龍爪壓住左我。
龍既眼睛同我對望。

「汝為何人？」

唔洗答啦，你應該都知我係邊個架啦。
去到呢個位，你應該都GET到我係邊個啦？

呢一刻，我諗返起果一個人。
唔係，佢唔係人，佢只不過係一隻蜘蛛。
捨棄左人類既身份，用蜘蛛既身份活下去既果一隻蜘蛛。

我再一次係到諗，人類身份係咪真係咁差？
真係寧願去做一隻蜘蛛，都唔寧願去做人類咩？
如果佢唔係蜘蛛，而係一個人類，成個故事會變成點？
係新手村果陣就已經比其他既魔物殺左？

人類絕對唔係弱者。
我望住風龍王身後既希爾芙。
無聲無息之間跳上風龍王既後背。
用劍插落去龍王既頸椎之上！



風龍王

血如泉湧。
龍既鮮血灑落去我既臉頰之上。
熱血係我面上蒸發，燒傷我既皮膚。

致命一擊。
一劍插落去龍王既頸椎到。
就算係龍王，都未必承受到咁重既傷害啦。

龍王發出巨大既慘叫聲。
大到四圍卷起暴風。
我比暴風甩左落地上，我勉強用劍插落地上，緊握住劍柄先無比暴風吹走。

叫聲慢慢由咆哮轉變為悲嗚。
然後龍王就訓左係地上面。
張開雙眼望住眼。

暴風停左。
我爬返起身。
佢未死，係時候比佢最後一擊。
但係我身體，都開始承受唔住頭先幾次既攻擊。
只可以以劍作拐杖，緩姍走過去。

龍既眼睛依然想要撕開我。
佢張開口。
吐息攻擊。

明明身負重傷，但係依然有巨大既破壞力。
不過正因為佢受左重傷，瞄準唔到。
佢打偏左。
無直接打中我。
但係強烈既衝擊波輕輕擦過我半身。
我左邊身完全失去左知覺。
我唔敢確認自己既傷勢。
大概我左邊半身完全蒸發哂。
就算我望過去，都唔會見到左手左腳，只可能見到血肉模糊既內臟。

然後，我繼續係地上面蠕動過去。
每移動一公分，地上面既尖石就撕開我內臟一寸。
我只可以感覺到我全身都係血水。
但係我已經聞唔到血既味道。

我身體有幾多既機能已經壞掉呢？
即使係咁，我右手都無放開把利劍。



「區區……人類……」
龍王都無乜氣。

可能連吐息都發動唔到啦。
可能連張開嘴咬我咁簡單既事，佢都已經做唔到。

係兩敗俱傷？
唔係，係贏左。
人類會絕種係既定事實。
反正得我同溫蒂妮係無可能繁衍到下一代。
只不過，以人類之身戰勝大自然既象徵……
感覺都唔差。
呢場戰鬥，將會以人類既勝利告終。

去到龍既面前。
我先發覺，我無力氣揮動劍刃。
我連最後一擊都做唔到。

可惡……
只係差少少……
只要……
只要我有多少少力氣既話！
可惡啊！
太陽神！
你係咪真係存在？
只要少少！
只要少少！
只要比多少少力氣我，只要比我揮得郁今次就得！
只係郁少少姐！
呢個係人類最後，亦都係唯一既願望！
人類已經絕種啦，請袮賜予我最後既力氣，滿足將死之人最後既願望！

劍，我緊握住劍。
大叫一擊。
力氣……我先發覺，我真係仲有少少力氣。
舉劍，一揮！
上啊！
去死啦！
風龍王！

風龍王用埋最後既力氣跳起咬我。
我已經無哂感覺。
連痛楚，都感覺唔到。



Childhood's End

問 :一切有咩意義？
比龍王撕咬既一瞬間，意識非但無變得模糊。

思路可能係我有史以黎最清晰。
一切有咩意義？

好問題。
我既一生究竟有咩意義？
係部落成長。
為部落狩獵。
為部落抵禦外敵。
同線峽蝶對抗。
向風龍王報仇。

人類存在又有咩意義？
去到呢一刻，人類已經注定要滅亡。
而我係呢一刻都注定要死。

以我依個傷勢，無論點都好，都係會死。
即使我殺到風龍王，人類滅亡既事實都係唔會改變。
殺死風龍王，我依然唔會醫得返咁重既傷勢。
所以殺唔殺到風龍王，去到呢一刻已經唔重要啦。
好多野都改變唔到。

就算殺到風龍王，世界依然都係咁樣運轉。
就算死左一個風龍王，馬上就會係餘下既風龍入面選出下一位龍王。
人類依舊都會滅絕。

即使殺到風龍王，世界依然在轉。
我做既一切，都絕無意義。
神明，果然係唔存在。

人類，注定要滅亡。
因為啊，人類係一種弱小既生物。

弱者淘汰，適者生存。
我地滅絕係必然既事實。
所以啊，既然一切都無哂意義。

咁我都去安息啦。
就咁樣比風龍王殺死，然後成為風龍王既營養，醫好風龍王既傷啦……
因為，一切都無意義……
所以，安息啦……



放棄……絕對唔可以放棄！
世界依然在轉。
咁又如何？
我要做既野只有一樣！

就係作為人類，去做一件比其他魔物睇死做唔到既野！
改變唔到世界既法則。
但係我可以去挑戰呢個世界！
邊個話弱者一定打唔贏強者？
邊個話人類一定係垃圾？
即使毫無意義，我都要殺死風龍王！
人類絕對唔係弱者！

我依家要同你講，人類其實好強！
呢個係證明！
係人類最後既咆哮！

張開雙眼，龍王咬住我係天上面飛。
我咬緊牙關，右手握著利劍。
仲有知覺，仲有力氣！
最後，最後，最後既一擊！
用盡全身既力氣，用劍插落龍王既額頭之上。

龍王殞落。
而我陪同龍王一齊由高空跌落地上，粉身碎骨。
線峽蝶曾經講過，死亡係一個好長既過程。
身體機能慢慢壞死，但係個腦仲會保留住意識。
仲會感到痛楚。
感覺到自己死緊既呢一個事實。
大概就係呢一種感覺。

係啊，我死左。

死左……
然後——

有人拍下我膊頭。

「辛苦你啦。」

係邊個？溫蒂妮？

「幾有趣啊，人類居然打得贏果位龍王。你啊，勾起左我對呢個世界既興趣。」

甚麼嘛，原來你，果然係存在。

然後，佢係我面前行過。



白色既皮膚，黑色既頭髮，耳朵同我一樣都係尖既細路女。

「好啦，為左記念你，就由人類開多一個種族分支出黎，就叫精靈族，我都變埋精靈啦。
」
你果然係存在。

「如果人類有能力同強大既魔物對抗。」佢笑一笑，然後飛左天空。

太陽神。

佢飛上去——

空之中，天
耀大地。照

係呢一刻開始，世界既法則被改寫了。



無事既

「好，完。」
天照放低手上面杯茶，露出一個滿意既笑容。

「改寫左世界既法則？」我問。
「無錯，就好似依家既世界咁，劍與魔法，用系統去處理傷害既世界。」
「人類真係有變強到？」

天照鬆一鬆膊頭。
「你望下四周圍，呢到係魔物既世界咩？人類絕左種啦咩？」
「因為有系統既出現，所以人類無好似以前一樣咁渣？」
「相反，係世界上建立左兩大國家。聯盟同埋魔界，兩個國家既人既祖先都係希爾芙。」
「但唔係話神話級魔物可以輕鬆毀滅聯盟咩？」
「講係咁講姐，講左幾千年，都未有魔物毀滅到聯盟。呢班咁勁毀滅到聯盟既魔物之所以會叫做神話
級魔物，係因為理論上佢地應該只係存在於神話時代，亦姐係希爾芙既時代。存在於神話時代既魔物
可以毀滅到人類，所以我地依家果班勁既魔物，我地就稱之為神話級魔物。」

係呢個時候，門比人打開左。
講返先醒起，我同天照依家係魔界某座城入面。
我地接左個叫瓦解邪教組織既任務， 然後我地等緊同當地市長見面。

入黎既人係一個肥仔。
獸人肥仔。
身光頸靚。
一入黎就係坐梳化到。
相信呢個人就係市長。

而係佢身後有兩個人。
其中一個相信係市長夫人，都係獸人，就比較瘦。
另一個，係惡魔族既細路女。

「同你地介紹，呢個係我個女。」
佢咩都無講，甚至連自我介紹都無，一入黎都介紹佢個女比我地識。

女？
惡魔族？
咦？
咦咦咦？

「咁獸人同惡魔交配，生出黎既有二分一機率會變成惡魔……」天照開口講。
但係佢老婆都係獸人黎喎……
「望咩呀？我夫人係惡魔獸人混血，所以佢自己都會有惡魔基因，生出黎個女咪變惡魔囉。」

哦~~~
咁你都信。



我望住天照。
天照一副笑淫淫個樣。
算啦，我就唔深究啦~~~

「佢地係咩人？」惡魔小妹妹問。
「佢地係驅魔人呀，莉莉姆。」市長溫柔咁回答。

驅乜鳩魔人啊……我地收到既任務係瓦解邪教組織喎……

莉莉姆，應該就係呢位惡魔小妹妹既名。
佢大叫 :
「咩驅魔人啊！無問題囉！無事啊！」
然後，市長夫人都開口講：
「係囉，你擔心多左啦。」
市長嘆左口氣，然後請左夫人同個女出去。

然後，市長又同我地講：
「情況就係咁，邪教既人好似搞緊我夫人同我個女，佢地都好似變左邪教既人。唔單止我地，呢座城
市入面邪教既勢力愈黎愈大，所以我希望有冒險者可以幫手搞掂呢單野。」
「咁點解你唔係搵軍隊，而係冒險者呢？」
「因為軍隊都好有可能比邪教操縱左。」

邪教究竟係咩來頭？

「咁邪教姐係咩邪教，可唔可以講多Ｄ有關邪教既背景？係蜘蛛教？」

市長動搖左一下，又講：
「呢兩個字禁忌黎架，唔好亂咁講。不過我覺得唔關佢地事，今次既邪教似乎係準備整緊某Ｄ儀式，
唔似果個教咁唔知做乜。老實講，我對邪教既野真係一無所知，所以請你地多幫手。」

唔係蜘蛛教？
咁究竟係咩事？
我望向天照。
天照又望返我轉頭。
係到傻笑。
應該唔係咩大獲野啦。
交比我應該無事既，好似係。



變態？！

「都話唔再跟住我地！」
眼前呢位市長千金係咁推開我地。
天照就擋住係大門到，唔比夫人同千金離開。
  
「你老豆搵我做你地保鑣！你唔講低去邊鼠既話，我地邊到都唔比你去！」
我擺出一負閪樣出黎，唔比佢地出去。
 
「走開啊！」
呢位小妹妹不斷用雙手揍我，想趕我走。
但係我死都唔走喎。
受人錢財，替人擋災。
做個盡責既人，點都唔比佢地走。
 
嗚，你喊都無用。
我係唔會比你走架。
大宅入面既工人都望住我，見到我整喊個細路女。
想點喎，搵食姐，犯法呀？
 
「衰人衰人衰人衰人衰人！」
個小妹妹雙手無停過，係咁打我。
 
「你地咁樣做似乎有少少過份喎。你地依家唔係保鑣，而係禁錮！」
夫人抱住佢個女講。
 
「你地……」我正想講野既時候，比天照打斷左。
「係咁架啦，吹咩？」天照好臭寸。
我踢開天照，然後講返正經野。
  
「喂，我無禁錮你地喎，你地只要肯講去邊，我地就放行。」
 
「區區一個保鑣，請你注意你既身份！」夫人怒斥道。
  
「咩區區一個保鑣？」
天照好唔憤氣走返過黎。
佢好嬲咁大叫 :
「係兩個！」
 
好煩。
總之點都好，唔好比佢地出去。
因為佢地極有可能係去果個邪教既教會到。
所以點都唔可以比佢地去。
雖然話尾隨佢地可能會係一個好方法，咁樣先做到我地瓦解組織既目的。
不過點都唔可以比委託人既夫人、千金身陷險境啦，係咪先？
所以，都係按兵不動先。



 
話唔定佢地邪教班人會前黎接走夫人，咁樣就可以趁機捉住邪教既人。
要用嚴刑逼宮，係，逼宮，宮刑個宮！
要佢地供出邪教係咩一回事！
到時就可以一網打盡哂佢地！
哇，我咁都諗到，莫非我係天才？
 
「你地既思路愈黎愈似，蜘蛛同蠍子果然係同源既生物……」天照一面無奈咁講。
 
咩咩咩咩喎！
你咩意思先？
 
「我想去廁所。」千金咁講。
「OK，我跟埋去。」我咁樣回答。
 
全場靜哂。
 
「變、變態？！」千金咁講。
「大家都係女人，怕咩喎。」我咁樣回答。
 
魔物雖然話係無性別，不過蠍子女王都無可能會係男性啦。
話明女王，我自稱女性都係一件好正常既事，望咩呀望？
 
「呀，順帶一提，蜘蛛姑且不提，呢位蠍子生前的確係一位男性。」天照問口講。
講咁多廢話做咩呀？
我係為左做任務先咁做咋，我唔會比你偷走架，你估我好想一齊去廁所啊？
我先唔想比FBI拉，等等門口有似有人撳鐘……

唔理LU，跟埋位千金BB一齊去廁所先。
話都無咁快就去完LU。
同千金係廁所到出返黎。
見到道門打開左。
夫人唔見左。
天照仲企係到。
 
「夫人呢？」我問。
 
「比人帶走左啦。」天照理直氣壯咁回答。
 
「你唔阻止佢？」
 
「因為咁樣無咁好玩囉！」天照非常之理直氣壯咁回答。
 
除左食屎啦你，我都唔知講咩好。
個衰人居然就咁DOM低個自己個女走左去。
咁撚狗既仆你個街。
 



好！
就去搵佢！



教堂與惡魔

教堂。
一座超巨型既教堂。
教堂前面有條過百級既樓梯，比人一種陰森既感覺。
 
係我地嚴刑迫供下，惡魔小妹妹終於講左比我地知，呢座教堂就係邪教組織既所有物。
然後我同天照，帶埋惡魔小妹妹黎到呢座教堂下面。
點算好？
直接衝上去？
光明正大去打低佢地？
 
好衝動。
不過以我既聰明才智，實在諗唔到第二個方法。
以我既力量黎講，去拆左座教堂都唔係件難事姐。
危險，應該就無。
上去啦。
 
我光明正大行上去樓梯到。
好快就有幾個人走左出黎阻止我。
 
「你係咩人？」佢地問我。
 
「保鑣。」我望住惡魔小妹妹講。
 
點你個知，惡魔小妹妹係咁扭頭。
搞到我好似變左綁架犯咁。
 
「人渣，連細路女都搞！」
佢地抆劍出黎。
 
有一個人衝左埋黎，用劍劈我。
 
「咪郁啊！你地試下行埋黎啊！睇下我會唔會一拳屌死佢？」
 
「……」
「好卑鄙！」
「可惡！」
 
係我既霸氣之下，呢班人開始慢慢散開。
散開。
散開。
 
一箭打中我個天靈蓋。
由邊到狙擊架呢？
如果我唔係隻蠍子女王，大概已經死左。



 
「怪物啊？」
「你究竟係咩人？」
「讓開！」 
 
佢地今次真係行開左。
然後我地三個人就光明正大咁行左入教堂。
 
推開大門。
見到一條好長既走廊，走廊上面仲有奇怪既神像。
而教堂入面有幾排長櫈，比唔同既人坐滿哂。
最入面有個人係講台到帶領眾人祈禱。
 
眾人比我地既舉動嚇親，紛紛注視落我地到。
「主啊，請讓迷途既羔羊得到救贖。」講台到既人，大概係牧師對住我地講。
  
「莉莉姆？點解你會係到？你地想點？」
長櫈上面，市長夫人好驚訝咁款。
 
「媽媽，佢地係壞人！」
 
「壞既係你地！邪教！」我大叫。
「你憑咩話我地係邪教？你單信市長片面之詞就覺得我地有問題？有問題既係市長，唔該你用你雙眼
去確認啦！」
 
嗚……
 
「我……我，你地咁樣既款都唔叫邪教？」我無比佢地駁到。
 
「邪唔邪教，我地係唔係好人，係個好問題。之但係你令到呢位小妹妹唔開心，就一定唔係好人啦，
如果唔介意既話，可唔可以放左個小妹妹先講？」
牧師行埋黎，故作友善。
牧師係一個惡魔族既神官。
佢個名叫亞巴頓。
係一個身型瘦削既中年男人。
感覺上都係唔方好人。
 
「我拒絕。」我回答。
 「係啊？」
亞巴頓笑一笑，世界變左黑色一片？

咩事？
發生緊咩事？
係咩幻象？
唔係，係世界真係變成黑色！
我唔知係咩技能黎，但係一道黑影由亞巴頓雙腳到延伸出黎
 



我比佢左嚇一嚇。
然後後退左一步。

呢個時候，亞比頓衝左埋黎，一手救左個小妹妹，一手投左我落地。



名字

【毀滅之地】惡魔-亞巴頓 神官 LV99
 
HP:12930/12903
MP:10318/10471
 
力量:819  敏捷:910
防禦:999  魔力:1020
 
眼前呢一個男人比人一種好強既壓迫感。
佢絕非等閒之輩。
惡魔小妹妹既然比佢救返，咁樣我就只可以正面同佢戰鬥。
 
一打一黎講，我有壓倒性既優勢。
雖然一路以黎我都比對手屌打。
但係爛船都有三根釘，依家既我係不死族魔王！
身為神話級魔物蠍子女王既我係無可能輸比呢一個惡魔！
 
講係咁講姐。
戰鬥好明顯唔係一打一。
亞巴頓其下十幾位鷹犬同時圍住我。
 
「報上名來，無名既人類！」亞巴頓指住我講。
 
名？
無錯，我係無名。
連STATUS上面，我個名果欄都係空左。
名都叫有既，天照會叫我小kidkid，不過點都無可能用呢個黎做名啦。
名既話，三師姐好似都有個名。
雖然其他人一直都係叫佢做蜘蛛。
不過佢既真名係叫阿撒托斯。
克蘇魯神話入面最古老且強大既魔神。
 
我又望向天照。
天照個名係用日本神話入面最重要既存在。
既然係咁，我係咪都應該去改返個名呢？
都係用D神袛做自己個名好似跟隊形D。
話唔定改完個靚名我就會成為神呢！
咁樣改咩名好
 
依定唔係諗呢D野既時候！
睇黎我思考得太耐，佢地以為我無視佢地，所以發動左攻擊。
 
有幾位戰士衝左埋黎。
係佯攻！



佢地身後既法師發動攻擊。
 
「火球術」
幾位法師同時用火球術攻擊。
數個火球同時打落在我既身上。
將我轟出門外。
 
咳咳！
係認真架？
天照呢？睇黎天照淨係企係到食花生。
姐係要我SOLO啦！
  
再有幾個戰士衝左埋黎。
今次唔係佯攻，真係用劍攻擊。
我反應唔切，係咁硬食佢地既攻擊。
 
邪教組織邊可能有咁樣既戰鬥能力？
根本就已經係軍隊黎啦。
如果我唔係魔物，我神早比佢地秒左。

「你究竟係咩人？」一個戰士用劍指住我。

答佢唔到。

「我係魔王特種部隊『黑騎士』既前任成員，名叫海克托！」

係黑騎士？
前任黑騎士？
唔係，似乎上任既黑騎士係一個部隊黎，而呢位叫做海克托既男人係其中之一。
毫無疑問，叫得做黑騎士，必定係精銳黎。
咁樣既男人，居然都係邪教既一份子？
究竟呢個邪教會係咩來頭？

點算好？
變做魔物既形態，以蠍子女王既力量直接開無雙殺哂佢地？
老實講我想留一手準備。
唔想咁快比佢地知我既身份。
貿然揭露底牌，又斬草唔除根既話只會令我形勢不利。

咁樣既話，要撤退？

突然之間，天空上面出現左幾個大火球。
彷如殞石一樣擊中大樓梯之上。
巨大既威力，爆炸令到煙塵四起。

「係咩人？」海克托大叫。



一把銀色既幼劍差D就係海克托既頸上畫下血痕。
「不愧係前任『黑騎士』成員。」
一個身穿黑破斗篷既骷嘍族男人輕聲說道。

「要走啦。」
然後一個火色長髮、紅色連帽外套既女人帶住我飛左上天。

「你究竟係咩人？」海克托問我。

我笑一笑，然後開口：
「飛天意粉神。」

「有人啦用過啦，傻仔。」天照插嘴道。



繼承者

上回提要:略。
總之就係同邪教組織既人打緊果陣，我同天照比兩個神祕人救左。

依家我地身處於一間木屋入面，森林入面既木屋。
黑色爛衫既骷髏族男人係到磨刀。
紅色外衣既女人凝視緊我。

【死神】 骷髏-歐西里斯 法師 LV99

HP:7296/7296
MP:11984/11984

力量:726  敏捷:828
防禦:788  魔力:1644

【火焰之子】 人類-火蜥蝪 戰士 LV99

HP:12421/12421
MP:9457/9457

力量:1164  敏捷:1054
防禦:1064  魔力:971

火蜥蝪？呢個係果個紅色女人既名？
好奇怪，但係我就無多口啦。

呢間木屋係佢地既屋企？
雖然有少少簡陋，但係要有既野通通都有，都幾似一個正常既屋企。
似乎，呢兩個人係夫婦。

然後，火蜥蝪突然間開口：
「呢個就係你既繼承人？」

繼承人？
佢同我講野？
唔係，佢同緊天照講野。
天照笑一笑，然後回答：「唔知呢。」

「咁希爾芙呢？」
「秘密。」天照笑住回答。

「等等，你地講緊咩？」我問。
完全跟唔到進度？



「吓？你唔知咩？通常管理者會搵一個人做跟班，去繼承管理者既地位，好似師父同徒弟咁。」
繼承管理者既地位？
意思係，即係我有機會成為神？
「而我亦曾經係管理者既繼承者，曾經。」火蜥蝪似乎係到嘆息。
「你憎蜘蛛？」天照問。
「咁都無，似終係弱肉強食既世界。」

繼承者？
如果係咁，蝴蝶女王莫非都係繼承者？
會去繼承蜘蛛作為神既身份？

「不過呢個人何德何能？佢有成為神既能力咩？」
火蜥蝪望住我。

「梗係無啦。」天照諗都唔諗就回答。
呀，好過份。

不過，呢個火蜥蝪，絕對唔係等閒之輩。
最起碼佢認識天照，知道女神既存在。
甚至曾經係一個繼承者。
既然係咁，骷髏族男人更加令人在意。
至今為止佢一直係到磨刀，一句說話都無出過。
既無比我地既對話嚇親，亦無參與我地既對話。
好似成為神對佢黎講都不過係一件小事。

佢舉起左把刀。
似乎感到滿意。
毫無疑問，呢一把刀係一把寶刀。
所以呢個男人係一等一既刀匠？
身為一個法師，居然係到磨刀，實在係有少少唔合常理。

「火球術」
火蜥蝪一個火球車落去骷髏到。

「呀，好痛呀，做咩呀你？」
「我問你做緊咩先岩，磨磨磨，係到磨舊垃圾出黎做乜？」
把刀比個火球燒爛左。
好脆弱，究竟係把刀廢定係火球勁，呢層我就唔知啦。
「男人愛高達，女人唔明白。」
「九唔搭八。」

「重新自我介紹一下，我叫火蜥蝪，係火龍族，龍王之妹。至於呢個無用鬼係我先生。」
火蜥蝪企係身同我講。

「我……蠍子女王，無名既蠍子女王。」



玩家與BOSS

再一次強攻教堂。
得到火蜥蜴同埋骷嘍族男人既幫助，我順利咁攻到入去。

企係我面前既，係前黑騎士成員，海克托。
佢拎住把兩米長既長刀，一把唔符合使用身長比例既長刀。
我係到諗，呢個男人究竟係咪真係揮得郁把長刀呢。

係呢個時候，男人又開口問我，要我報上名來。
好撚煩，就好似係D垃圾GAME創角咁，我填個名入去佢話個名比人用左，要我重新填過。
個死人NPC又重覆返同樣既說話，好似我一日唔揀好個角色名就一日唔鳩比我玩咁。

「名字算什麼，就算換個名字，玫瑰還是一樣幽香！」
我懶係野咁拋書包。
點閪知佢又係到問我叫咩名。
屌你班NPC唔好咁死板啦。

「暗影長槍」
我唔打算同佢係到9UP，然後凝聚魔力，右手伸向男人到。
由暗屬性魔法編織而成既長槍刺向男人身上。

男人無再係到講廢話，一下避開左我既攻擊。

「憑你就想打贏我？」佢大聲咆哮。
「哼，呢句話應該係我講先岩！」

佢瞬間埋我到身。
咁近既距離，對長刀黎講唔係不利咩？
不過咁近既距離，形勢對我更為不利。

「原子分割」
佢一刀由下而上揮舞，幾乎將我身體割開。
好痛，血如泉湧。
如果我唔係蠍子女王，呢一擊已經打到我瀕死。

不得不承認呢個男人好強。
用人類既身份係無可能贏到佢。
型態轉換。
屁股到生左條蠍子尾出黎，然後兩個鉗浮空係天上面。

「係魔物？」
男人即刻退後兩步。

哼，你拉開距離，仲更加有利我！



「暗影長槍」
再一次用暗影長槍攻擊。
漆黑既長槍投向男人到。
佢即刻避開。
「蠍子毒尾」
我既尾巴攻擊範圍仲大過長刀。
佢身手好敏捷，避開攻擊之餘，又一劍斬落我身上。

可惡。
呢個男人比想像中強。
強既唔係STATUS，而係佢對於戰鬥既經驗。
佢識得睇穿我既攻擊，知道幾時應該迴避，知道幾時可以攻擊。
就好似GAME入面最強既角色咁－－

玩家。

而我就係擋係佢面前既BOSS。
我每一擊都可以打到佢重傷，但係佢可以透過回復藥回復。
我贏到佢就只有兩個方法。
1.一擊秒殺佢，只要我造成既傷害大於佢最大HP就得。
2.連擊，係佢回復好之前，連擊打死佢。

但係呢兩種方法都建立係一個前提之上。
我要先打中佢。

「放棄啦，我地有成千上萬既信徒，你係無可能打得贏我地！」
男人大叫。

「火流星雨」
天空上無數既火球落下。
將成座教堂打爛。
四圍都係火焰。
無數既屍體。

只見天空上面出現左一條龍。
赤色既火龍。

「烈焰龍？點會咁？神話級魔物？你地究竟係咩人？」男人問我。

喂喂！我夠係神話級魔物啦！
好機會！
蠍子之鉗。
一個鉗飛過去，佢即係用把長刀擋住。
另一個鉗偷襲！成功束縛住佢！

「我係咩人？好問題。我係不死族魔王！蠍子女王！」
「魔王？」



「究極光束」
巨大既光束貫穿左佢既身軀。



惡魔

果一個男人係惡魔。
亞巴頓，呢個係佢個名。
同佢中年大叔個樣唔同，佢身材健碩，約兩米高。
身上既肌肉簡直完全，揍我地好似可以一拳一個咁。

究竟咩係惡魔呢？
係以前既世界到，所謂既惡魔係神既相反。
專門誘惑或者威迫人類，同眷顧人類既神唔同。

去到呢一個世界，惡魔就只不過係一個種族。
身型高大，擁有同人類一樣既膚色，只係頭上多左隻角，背上多對翼咁。
但真係咁簡單咩？

「女神啊？你有理由阻止我咩？」
亞巴頓一開口就同天照搭話。
呢個男人認識女神！
絕對唔係等閒之輩。

「我地既存在，會令到世界變得更多樣化，對身為女神既你黎講，唔通係一件壊事？」

天照嘆左口氣，然後講出句:
「你講得無錯。」

咩話？
姐係咩意思？
完全唔明，姐係呢個男人唔係敵人？
好玄呀師父！

「我係唔會阻止你……之不過啊，我亦都無義務要保護你。」
天照又開始露出佢既招牌奸笑。
然後，佢指住我講:
「要阻止你地既，係呢個人？」

咩咩話？
擺左我上台？

「繼唔繼續行落去，去做埋呢個任，係你既自由。」
天照拍左拍我膊頭。
「如果你想既話，就上啦，完全取決於你既自由！今次我唔會幫你，亦都唔會阻止你。」

即使你咁樣講……
惡魔對我黎講係乜野？
無。
完全同我無關。



我無佢之間無血海深仇。
邪教係乜，至今我都一無所知。

即使係講，邊有中途放棄任務既冒險者！
冒險者唔係好人。
只係一大班強盜。

無錯，呢到就不過同GAME入面一樣。
我既戰鬥，唔需要理由！
況且，我始終都睇唔過眼佢地咁樣呃細路女！！！

我行前左上步，張開雙鉗，示意我無打算走人。

「蠍子女王啊，就比我見識下你有無蜘蛛咁強啦！」
亞巴頓張開雙翼，飛左上天。

「係時候到解說時間啦。」
天照清左一清口嚨。

「咩係惡魔呢？
所謂既惡魔並唔係係呢一個世界到誕生既生命。
亦都唔係你舊世界誕生既生命。
要講咩係惡魔之前，就要知道世界既運作。
世界係咩呢？
簡單黎講一個世界即係一個宇宙。
宇宙既數量都多到數唔哂，但係一個宇宙入面就只有一粒星球存在意志。
果一粒星球就係宇宙之中唯一誕生到生命既星球。
而我地神，就係宇宙、係星球、係世界既代理人。

基本上生命就只能係果一個星球上面誕生。
但係惡魔例外。
惡魔並唔係由任何一個星球誕生。
正確黎講惡魔並唔係誕生係任何一個『世界』之上。

世界之外存在住暗物質。
而惡魔就係一種係暗物質上面誕生既生命體。
唔受到任何世界既束縛。
同時意味住惡魔無辦法生存。
惡魔生存落去，唯一既方法就係移民入去其中一個世界到。

你面前既亞巴頓就係一個例子。
由暗物質走過黎呢一個世界到。
對於世界黎講，有異物加入，絕對唔係一件壞事。
咁樣先可以增加世界既多樣性，強化世界本身既系統。

惡魔黎到呢個世界，大部份都會比世界同化左。
擁有STATUS，活係世界既限制之中，同世界本身既其他生物無異。



之但係，亦有一部份惡魔未被同化。
你眼前既亞巴頓就無比世界同化。

簡單黎講，佢唔接受系統既束縛。
無得計HP、MP，無數值化佢既能力。
你只可以單純用物理既手段殺死佢。」



地獄的大公爵

亞巴頓手上面出現左團黑霧。
佢由黑霧之中抆左把劍出黎，一劍劈落我隻手到。

好快！
「外骨骼」，我用技能擋住。
好痛。
好彩我擋得及時，只係係我隻手上面加左條皮外傷。

明明HP無減少到，但係我依然感覺到痛楚。
我有股好強烈咁感覺:即使我HP未去到零，只要受到致命傷，我就會死。
成件事好恐怖，我無辦法去確認自己既傷勢。
我既生命力並無量化到。
我唔知自己既身體狀況。
我唔知到自己幾時會死。
我淨係可以用痛楚去感受實際仲有幾多「血」係到。
只要我痛楚愈強烈，就知道我離死亡愈黎愈近。
好不安。
呢個就係無STATUS之下既戰鬥？
當年希爾芙係以咁樣既狀態下挑戰風龍王？

我呀，有幾耐無試過呢一種既感覺？

亞巴頓轉手一揮，以劍不斷連擊。
好快。
佢既劍技好強。
恐怕凌駕於獸人魔王。

我只可以不斷硬化自己既身體黎防禦。
佢既連消帶打，令我完全無還擊之力。

右鉗！
我既右鉗突然間衝去亞巴頓到。
亞巴頓即刻退後，以劍抵擋。
我嘗試用鉗去捉住佢把劍，但係唔成功。

只係把單手劍，就輕易咁擋住巨鉗。
我既左鉗亦趁機攻擊。
只見亞巴頓左手一揮，地上面出現黑霧，然後一大班只係得上半身既殘骸由黑霧之中爬出黎捉住我既
鉗。

係機會！
「蠍子毒尾」
我一拉開距離，即刻伸出毒尾攻擊。



亞巴頓伸出右手，一個魔法圓盾出現左。
出乎意料地，毒尾輕鬆刺破左佢個盾。
佢可能都預計唔到我既毒尾遠遠強於佢既盾，反應唔切，食左我一擊。

注入毒素。
猛毒。
蠍子既猛毒。
佢好痛苦咁係地上面爬走。

比想像中弱。
只係去到呢一個程度？

「究極光束」
我凝聚魔力，尾巴準備發炮。
亞巴頓一劍飛埋黎我到，我差D身首異處。

佢中左毒，好似就黎死咁。
猛毒有咁勁架咩？
我記得原本係每秒扣最大HP既1%，但係無STATUS下估唔到咁強。

佢把劍上面亦都出現左黑霧？
中伏。
我太大意。
黑霧上再出現殘骸，捉住我既身體。

亞巴頓帶住虛弱既身體，用手指係空中繪畫魔法陣。
然後一道黑色既光束射落我到。
外骨骼……
勉強擋住。
好痛。
我嘔左堆血出黎。

咳咳……
佢拎住把劍，拐下拐下咁行埋黎。
鉗！
雙鉗攻擊。
佢居然仲避得開，然後一劍刺落我心臟到。

刺唔入？
唔係，佢停左手，然後跌左係地上面。

贏左？
居然贏左？

雖然睇黎佢仲未死，不過佢都失去哂戰鬥能力，郁唔到。
太勁……



然之後，亞巴頓背後出現左一個人。

「幸會，我個名叫亞斯塔錄，地獄既大公爵。」
一個女仔……？

「Alice……」我好驚訝咁望住佢。
因為呢個女仔個樣，我曾經見過！



轉生者們

眼前既呢一個女仔，毫無疑問係Alice。
一樣既面孔，一樣既眼睛，一樣既瞳孔。
只係頭上面多左兩隻惡魔角。
以及一身奇幻打扮既衣服。

Alice皺左下眉頭，問：
「你係邊個？」

「我……」我正想回答果陣，骷髏族男人突然間走左入黎教堂。

「Alice……你係Alice？我係阿俊啊！」
骷髏男人行左過去，捉住Alice隻手。
「一千年啦，一千年，我終於見到你。」

「阿俊？吓，你係阿俊，乜原來已經過左一千年拿？對你黎講已經係一千年，實際時間都係過左一千
年，都已經過左咁耐。」
果個自稱係阿俊既男人退後兩步，然後講 :
「我就變左咁既樣，你就無變過。」

「感人既重逢啊，所以你決定點？親愛既蠍子仔？」天照問我。

我……

「你面前既係阿斯塔錄，地獄既大公爵，相當於惡魔之中既魔，無錯啦，就係魔神。」
天照笑笑口回答。

「多謝你既補充，女神閣下。」Alice都笑住回答
，然後又問我:「你都係轉生者啦，你係肥豪？定係阿JOHN？斷估唔係班長掛？」

「我……」
我想回答，但係講唔出口。
我未見過佢笑既樣。
從來都無見過。
如果我依家表露自己前世係邊個，佢究竟會露出個點樣既表情？

「不過點都好，你唔會與我為敵啦，我只係想帶走佢姐。」
Alice笑一笑，指住亞巴頓講。

「喂喂，你係咩意思啊？」Alice開始不悅。

我咩都未做……
咩意思？
呢個時候，我先發覺到空氣之中滿佈住極幼既蜘蛛絲。



「梁同學，我地都好耐無見。」
Alice收起左笑容，露出一個敵視既眼神。

「唔帶得佢走。」

係蜘蛛女王！係三師姐！係蜘蛛！
唔知幾時開始，佢一直倒吊係天花板到。

「梁同學，身為女神應該無理由與我為敵喎，我地之間既目標應該係無衝突喎。」

「我從來唔覺得自己係女神。如果要分類既話，我應該係外神。」

「咁樣我咪係魔神？」
Alice嘆左口氣，用手指住蜘蛛。
地板出現裂縫，裂縫之中出現黑色既光芒，伸出無數既黑影之手，攻擊蜘蛛。
蜘蛛望左一眼，黑影之手全部比蜘蛛絲束縛住。
唔知幾時開始，蜘蛛消失左。
轉眼間去到Alice身後。
極幼既蛛絲纏住Alice條頸。
只要蜘蛛用多少少力，Alice會即刻斷氣。

「等、等等！」
我連忙大叫。

「又係呢招啊。好啦好啦，我投降。係你既世界到，我無可能夠你打。」
「即使無管理員權限，你都唔會贏到我，好似你仲係愛麗斯果陣咁。」

蜘蛛即刻用力一扯，蜘蛛絲即刻絞住Alice。
係分身，或者叫做金蟬脫殼之類，蜘蛛絞殺既，就只係一具人偶。
真正既Alice已經帶住亞巴頓走左。

一句話都無講低就走左。
我好迷惘。
我最後都無同Alice相認。
我唔夠膽同佢相認。
我應該點做？

骷髏族男人走過黎同我搭話。
「你都係轉生者？」

咩意思？
莫非佢都係？
恐怕，蜘蛛都係。

「係，不過佢同我地唔同。」
蜘蛛行左過黎插嘴。



「佢唔係我地原本十個老師、同學之一。」

十個老師同同學？
原來係咁。
之前天照比我睇果段replay，Alice同班同學全部無啦啦死哂，同埋有個人自殺。
之後佢地成班人都轉生黎呢個世界。 

我點解會轉生埋黎呢個世界？
係一個巧合？
抑或者係，背後有人安排？



WONDER WORLD

「岩岩果個人究竟係？」火蜥蝪開口問。

「地獄既大公爵‧阿斯塔錄，唔同世界入面，所有惡魔共通既其中一位王。」天照回答。

「唔係問呢樣，佢究竟係邊個？」火蜥蝪追問。

「無人比佢更加清楚啦。」天照望住骷髏族男人。
無人比佢更清楚Alice，天照如是道。
天照唔係望住我，而係望骷髏族男人。
女神係咪諷刺緊我？
抑或，對於Alice既了解，佢比我更加深？

骷髏族男人嘆息，坐係地上面。
「前世，我地係同學。我、Alice，同埋佢都係中學同班既同學。」
男人望左蜘蛛一眼，又繼續開口。
「我前世壽命好短，得18年命。我地全班同學同時死亡，就咁樣全員轉生黎呢個世界。」

男人開始憶起往事。
「Alice係我地班入面既女神，係全班最靚女果個，同時係我既初戀。」

「無人想知。」蜘蛛即刻打斷佢。

「佢係一個好犀利既人，無論咩都做得好好，簡直係個天才，運動成績都好好，對人又好有禮貌，又
好鐘意笑……你係到笑咩？」男人問我。

「無，你繼續啦。」我無再傻笑。

男人口中既Alice究竟係咪我認識既果一個Alice？
我認識既Alice好少露出自己既笑容。
印象之中從來都無笑過。
每一次見面，佢都好少講野。
談唔上有禮貌。
亦都稱唔上係個天才。
除左生得靚之外，完全同男人既描述唔同。

「啊，無呀，係初戀咋，以前既事咋！一千年前我上一世既事啦，真架！再講啦，我都幾乎唔記得左
佢個樣啦，係佢突然間出現，我先至醒起，唔係既話我都唔記得哂啦。」男人拼命解釋。

「但係你一眼認出佢個樣。」火蜥蝪冷冷地說。

「上一世……上一世既野，特別殘留有印象，話哂前世既事，無可能會忘記啦、哈！我都好記得梁…
…SORRY，唔好睥住我。」男人愈描愈黑。

「哦。」火蜥蝪無乜表情。



「唔好嬲啦。」男人拼命安撫。
「我無嬲。」火蜥蝪都係目無表情。
「唔好嬲……」
「我都話無嬲！」

 「總而言之，佢就好似係主角咁樣既一個人物啦。」
男人嘆息。
「係喎，你都識Alice？但係蜘蛛話你唔係同學？你係Miss Chan？你係邊個啊？」

「我……」我準備開口既時候，比蜘蛛搶左對白。

「不足掛齒之人，就只係個配角。佢既身份唔重要，亦都無必要知道。」蜘蛛嘲笑我。

無錯。
我就只係件垃圾。
我既身份，點都唔重要啦。

「哇，好型呀小蛛蛛~係啦，咁蠍子仔你打算點做？」天照問。

「我可以點？」

「仲繼續同阿斯塔錄戰鬥？」

「我都唔知。」

「去追佢啦。」
蜘蛛插嘴。

追佢？
咩意思？

「去搵佢啦，你都應該想見佢啦。」蜘蛛似乎想指引我。

「但係，點樣追？」

蜘蛛笑左一笑。
「我知道佢係邊，我可以帶你去見佢——如果你想既話。」

「我想。」我諗都唔諗，就回答。

「我都去……都係算。」骷髏族男人望左火蜥蝪一眼之後都係決定收皮。

「見的地，就係果度，發動空間魔法。」蜘蛛用手指住我。

「等陣先，帶多個伴去好似好Ｄ喎，似終係果一個地方。」天照說。

「你講得岩，但係身為管理員最好唔好去其他既世界。蝴蝶！」蜘蛛說。



「HELLO，叫我？」
蝴蝶女王係門到行左入黎。

蝴蝶女王……真心咩？
真係要佢同我去？

「比多個選擇你啦。」
天照啪左下手指。

教堂上蓋比人吹走左。
羽毛散滿一地。
暴風之王，風龍王。

「揀一個做你既同伴啦，風龍王定係蝴蝶女王。」天照說。

α.蝴蝶女王
β.風龍王

二揀一。

「無得WHY NOT BOTH？」我問。

「唔得，佢地見面就會打架。」

咁我應該揀……？

「係時候出發啦，發動特殊技能，空間魔法。」蜘蛛指住我施法。
[獲得特殊技能[技能使用]]



α. 詭異之都

天空下著毛毛細雨。
細雨打落在地上，發出一股微微的青草臭青味。
大地被雨水沾濕了，而我亦被雨水弄髒。
但我不太討厭這種感覺，我挺喜歡這一種氛圍的。
最起碼，這裡能讓我放鬆下來。

開咩玩笑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點解又會黎左呢到架？
吓吓吓？
點解啊？

我企係朗豪坊門外。
青草？無呀屌你，得石屎味咋！
屌屌屌！
係，無錯。
我又返左黎呢個討厭既地方。
香港。

Alice佢就係香港？

「Welcome to Hong Kong.」
蝴蝶女王拍下我膊頭講。
可惡既閪女人，點解我會揀同你一齊黎架？
唉，算啦，是Q彈。

「今日日期係？」我問。
「7月14。」

7月14。
放榜係7月13。
Alice佢地成班死既日子係7月13。
姐係話今日係Alice死左之後既第二日。

「我應該點做？」我問。

「唔知你，我只係奉命行事，跟住你架咋，HAHAHA。」

呢個女人。
真係麻煩。
我唔擅長應付呢一種女人。
再加上佢對卡珊德拉見死不救。

好難去信任佢。



我唔係偷襲、殺死佢已經偷笑啦。
居然要我同佢合作，係咪搞錯左D咩？

然後，我打算行返去屋企，或者學校先。
行上彌敦道，我先發覺有種好奇怪既感覺。
旺角無人。
好似係個死城咁，一個人都無。

天色雖灰暗，但係未去到黑色，姐係話依家應該仲係朝早或者下午。
呢個鐘數無可能會無人。
究竟發生左咩事？

Alice佢地陷班產既第二日，香港都變左死城？
莫非全香港市民同佢地一齊陪葬？
無可能，點會有咁樣既事發生？
但事實真係，旺角一個人都無。
無車，無人。
但最詭異既係，所有商場都有開放。
之但係入面一個人都無。

我開始懷疑，呢到係咪真係香港。

「點解會一個人都無？」我問。
「你唔係有特殊技能架咩？情報掌握？」
「情報掌握呢到都用到？」
「你唔知咩係特殊技能？所謂既，嗯哼，唔講比你知。」

閪女人。
唔理，情報掌握，點解會一個人都無？
[鬼知。」
……
即係點？
唔知？

情況好奇怪。
我應該點做？

「你唔係有能力叫管理員出黎架咩？天照好似講過，世界有回報BUG既機制，可以用呢個方法黎召
喚果個世界既神？」

蝴蛛搖頭。
「呢到，並無管理員。」

咩話？
無神？
姐係咩意思？
係一個無神既世界，定還是係神明死左？



無神運作既世界，都講得通……好似又唔通，如果無神，邊個負責營運呢個世界？
神明死左？好似好奇怪，神都會死架咩？不過，天照都曾經講過，RPG世界既神明都換過幾代……

無論如何，呢個香港好詭異。



β. 子彈蟻

毛毛細雨。
右手郁唔到，麻痺左。
我同風龍王只可以坐係油麻地某座舊樓既天台上面。
等待……唔知等緊咩。

我選擇既同伴係風龍王。
風龍王變左做人既型態。
外貌同一個普通既女仔無分別。
綠色微卷既長髮。
尖長既耳仔。
就好似係個異國美人一樣。
有種難以形容既氣質。

我地黎到香港。
7月14日既香港。
亦姐係Alice佢地全班轉生之後既第二日。

風龍王無乜傷。
可能呢D就係經驗既差距，佢好似無乜點中過子彈咁。

我地比蜘蛛傳送黎香港既時候，即刻比一班奇怪既部隊襲擊。

子彈蟻。
特種部隊既名。
就算用特殊技能，情報掌握，對呢個部隊都只係一知半解。
淨係知道佢地係Uncle Sam既一支部隊。
同其他既斬首部隊好唔同。
僅此如此。

Uncle Sam要襲擊我地？
我地既敵人係Uncle Sam？
點解會咁？
佢地同Alice有咩關係？

如果係普通既特種部隊，應該唔會用到咁奇怪既裝備。
帶有神經毒素、麻痺毒素既子彈。
正常黎講，用得槍就應該係要直接殺死對方架啦？
如果唔想殺對方，先會用麻醉槍。
之但係子彈同時帶有毒素。
姐係話特種部隊既敵人，無辦法同步槍快速擊殺？
既要用子彈，又要用毒攻擊。
就好似專門用黎對付怪物既武器。

——就好似我同風龍王咁。



我同風龍王逃走到一座大廈入面。
走到去天台之上。

養住傷先。
似乎佢地仲未打算強攻入黎。

無人既城市。
呢個香港好奇怪。
一個人都無。

明明係熟悉既街道，但係一個人都無。
我開始懷疑，呢到究竟係咪真係香港。
無人既城市。
特種部隊。
莫名其妙既事實在太多，我依家都唔知點做先好。

不過肯定既係，我地首先要避過子彈蟻既攻擊先。
天台道門無打開既跡象。
佢地打算放過我地？
咁樣實在係太奇怪。

然之後，有個無人機飛左上黎。
無人機上面有枝機槍。

「暴風結界」
風龍王即時張開左結界。
暴風擋住左子彈。

隨後，又有幾部無人機飛左上黎。
今次係火箭炮。
風龍王張開弓，疾走上去。

「魔法迴避」
風龍王一下消失左，半秒之後出返黎，避開左攻擊。
然後引弓一射——
「散射」
幾枝箭至弓而發，正中幾架無人機。
無人機應箭爆炸，紛紛被風龍王擊落。

呢個時候，一部直升機飛埋上黎。
上面有個人拎坐機槍，向我地掃射。

「蠍尾射擊」
打唔中，機師控得好好！
但係我比佢地既攻擊打中。
全物唔知幾多個地方中彈。



好痛。



α. 蠍子與蝴蝶

「阿斯塔錄究竟係你邊個？」蝴蝶女王問。

我同佢係細雨中漫步。
與其話係漫步，不如話係我跟住佢行。
似乎佢有一個目的地要去，但係一齊都同我講話無目的地。
佢自稱自己跟住我行，但實際上佢係到帶路。
佢究竟想去邊？

「我既意思係，愛麗斯……Alice。」

Alice係我邊個？
我搖一搖頭。
「已經唔重要啦。」

「咁你又想搵佢？」

我無回答。
保持沉默。
我既行為好矛盾。
但係無所謂啦。

「咁依家呢？你依家究竟想點？」
蝴蝶停低左，望住我問。

我張開口，都係算。
我都唔係好清楚自己想點。
想見Alice。
想見下佢。
僅此如此。

「你啊，會唔會一直都比人利用緊都唔知？」
蝴蝶開口問我。

「你唔覺得，你所有既行為都係比天照控制緊？」

我望住佢，無出聲。

「正因為你咁無主見，一切都順其自然，先會不知不覺落入去女神既劇本入面。女神諗緊咩，無人知
，就連蜘蛛大人都唔知。比天照控制，都只係我既推測姐。你憑咩覺得天照一定係好人？一定會係你
既朋友？」

呢個時候，我先發覺，係天照主動提議要我瓦解邪教組織。
但係，堂堂女神又點會唔知道邪教組織同惡魔有關呢？
女神唔會對惡魔出手，本來比我既感覺係有協議之類在身，神明唔可以直接剷除惡魔，而天照本身亦



想消滅惡魔好耐。

之但係蜘蛛既態度完全唔同。
蜘蛛好明顯想直接驅逐哂所有惡魔走。
明明大家都係神明，態度真係差好遠。
如果係咁樣既話，神明同惡魔之間並無一個所謂既「協議」。
並無規定神明絕對唔可以向惡魔出手。
姐係話一切都只係睇神明既心情。

如果我既假設成立，咁樣天照對於惡魔一事就抱持絕對既中立。
如果係咁，天照點解要我接呢個瓦解邪教組織既任務？
點解天照想我見惡魔？
定還是係，天照希望我同Alice見面？
呢個先係天照既目的？
咁對天照有咩好處？

「喂喂，你又黎啦，又係諗神明諗緊乜。」
蝴蝶又係到笑。
「擁有管理員既權限，除左得到果個世界所有既知識、修改世界既權限，大腦既運算能力亦遠超於一
般既生命體架。哈哈，你用一隻蠍子既腦，點可能明白神諗緊咩架！」

「點解你會咁清楚？你都係神？」

蝴蝶停左係到。

雨好似開始變大。
定還是係幻覺，只係氛圍變得奇怪？
有種寒意係到？

「定還是，你係繼承者？神明既……蜘蛛既繼承者？」我問。

空氣好似凍結左。
然之後，蝴蝶開口大笑。

「係又點，唔係又點？有分別咩？去到呢一個世界到，就算我係唔係神都無分別啦！我同你一樣，都
只係隻微小既蟲！」

我無透露自己既情報比佢知。
佢亦都無講關於自己既野。

我同佢，由始至終都係敵人。
即使依家我地有一個短暫既合作關係，我地亦唔會成為同伴。
亦唔會成為朋友。



β. 蠍子與子彈蟻

無人既街道。
黑色既七人車係馬路上面左穿又插。
避開一座大廈，差D撞爛左枝燈柱。
唔講仲以為玩緊GTA。

唔洗問阿貴都知，揸車果個人係我。

係，係我呀！

唔知邊到偷左架車返黎。
咁橋又偷到鎖匙。
而我本身又識揸車。
一切都太巧合，甚至覺得有人係背後安排。

後面有幾架車追住我地。
係子彈蟻既車。
好明顯同一般既車唔同。
佢地架車有成尺厚既裝甲。
就算係我都唔可以輕易打穿。
然之後車頂上面仲有枝格林機關槍。
呢架係裝甲車。

裝甲車係鬧市入面行走，實在有種突兀感係到。
我第二個反應係：UNCLE SAM佔領左香港？
咁樣既話都解釋到點解香港無人。
空無一人既城市。

「你手車都幾好。」風龍王伸個頭出窗外。

我笑一笑，無回答。
如果我同你講我考左幾次車都肥哂佬你信唔信？
你以為我避緊子彈，實際上我只係好勉強先控制到架車，架車先會左郁郁右郁郁。

不過咁都唔係辨法。
咁落去我地就算唔比佢地打到變蜜蜂窩，都會比佢地追上。

風龍王呢個時候跳上車頂。

佢好似用左層暴風結界擋子彈。
很好，不過我地都係會比佢地追到。

風龍王引弓待發。
架車咁搖，佢咁都搖撚準備到？



發射。
穿過彈林。
正中一架車到。

果然打唔穿。
箭插左落車頭到。
但係做唔成任何既傷害。

我係咪應該讚嘆風龍王既臂力呢？
佢咁都射得入裝甲車。
雖然無任何既撚用。

「我會解除結界，用技能擊破佢地。你小心D避開。」
風龍王拋低呢句說話，就半跪係車頂拉弓。

其實你有無諗過變返做龍型態秒柒佢地呢？
無。因為你只諗到你自己。

「爆裂射擊」

一道金光閃過。
如果用返現代既武器形容。
呢一箭就等於反裝甲車用高爆彈。
光箭穿過裝甲車，引發爆炸。
成功擊破。
一架

不過已經好好啦。
接住呢個勢，打埋淨低兩架啦。

但係我地撞車。
我地架車撞左落一間七仔到。

風龍王就咁比我拋左出街。

佢爬返黎，望住我。
我苦笑。
子彈殺唔死我。
因為被動技能[毒素免疫]，神經毒素唔會殺得死我。
但係對於麻痺既效果，我就無可奈可啦。

雨愈落愈大。

我地比子彈蟻圍住。
GAME OVER？
變返做龍型態啦。
唔係喎，以龍既體型，一定係咁食子彈甚至炮彈。



就算變做龍都未必有利。
雨愈落愈大。

雨。
愈落愈大。

「水」從天而降——



α. 違和感

我同蝴蝶女王黎到一座舊樓到。
好殘舊，都應該有幾廿年既歷史。
蝴蝶咩都無講，就行左上去。
我只好跟隨其後。

舊樓無LIFT。
要行樓梯。
有種好陰暗既感覺。

究竟去緊邊？
我無開口問。
似乎呢到係座住宅？定還是係商業用既大廈？
呢點我就唔係幾清楚啦。
舊樓並唔係好大。
每一層就只有兩個單位。
每個單位幾百尺左右。
非常之細。

行到上去四樓既時候，蝴蝶係其中一個單位面前停低左。

「你憑咩覺得我一定係好人？」
蝴蝶背對住我。

咩意思？
佢究竟想點？

「你啊，會唔會太過信任我呢？如果呢個時候，我同你講我想殺你，你會點？」

笑唔出。
佢係講緊笑？
的而且確，我跟住佢呢個行動實在好魯莽。
姐係話，依家我要同佢打？

「雖然話我係蜘蛛大人派黎幫你架姐，但係你又點知道我一定真心想幫你？其實啊，我想剷除你好耐
。」

蝴蝶轉身望住我。
好邪惡既笑容。
佢行埋黎，伸出手摸我塊面。
係我耳邊輕輕咁講：

「講笑咋。」

然後又係到笑。



真係笑唔出。
佢究竟係認真既？
抑或真係只係講下笑？
我睇唔透。
不過，或者我唔應該對佢放低戒心。
呢個女人絕對唔可以睇小佢。

「你又有無發現……點講好呢，你感唔感覺到一種違和感？」蝴蝶問。
「咩意思？」
「你記唔記得你點樣黎呢到？」
「咪蜘蛛用空間魔法傳送我地黎。
「無錯。」
「有咩問題？」
「佢淨係用左空間魔法就傳送左我地黎呢一到。」
「咩意思？」
「唔知呢。」

蝴蝶笑一笑，然後慢慢推開鐵匣。
入面好細。
似乎係個住宅？
一房一廳一廁所，連廚房都無。
梳化。電視。木檯。
三樣野已經霸佔哂Ｄ空間。
木檯之上仲有部電腦，仲用舊幾廿年前Ｄ舊時代MOON。

一個人都無。
蝴蝶直接跳落梳化到坐。
呢到係佢屋企？
定還是係點？

蝴蝶伸手指一指梳化隔離既房門到。
房門鎖左。
佢既意思係叫我開門？

門後面究竟有乜野係到？
我有種唔係幾舒服既感覺。
直覺話比我知門後面一定唔簡單。

正當我隻手放係門柄，準備推開既時候。
我身後既鐵匣又比人推開左。

「你地係咩人？」

我本能地回頭一望。

一個女人。



拎住手槍指住我。
而呢一個女人。
我曾經見過。

約翰‧提托。
大賢者。
聯盟既大賢者。

只不過佢身穿現代香港既服飾。
究竟係人有相似，定真係同一個人？
我好驚訝咁望住佢。
「蠍子女王？仲有……王？」佢好驚訝咁講。



β. 溫蒂妮與希爾芙

雨愈落愈大。
唔少圍住我地既子彈蟻中雨而亡。
無錯，係中雨而亡。

令我地驚訝既，唔係呢場雨。
而係企係我地面前既人。
救左我地既人。

銀白色既長髮。
一個比人感覺好優雅既女性。
佢身穿住盔甲，手握銀劍。
無論係長髮定係服飾，都同呢個香港格格不入。
毫無疑問，呢個人係黎自RPG世界。

「係你？」風龍王好驚訝咁問。

「你地黎呢個世界做咩？」

「等等，你究竟係邊個？」我問。

銀髮女性身後仲殘餘子彈蟻。
佢地舉槍攻擊。

「寒冰障壁」
銀髮女性一揮手，空氣之中結成左座冰山圍住我地。

「海龍王‧溫蒂妮。」風龍王好似有少少緊張。

「都係叫返我白雪啦，我比較鐘意呢一個名。」

白雪無放低劍，反而用劍指住我地。

「你地仲未回答我呢一個問題，點解你地會出現係呢到？」

海龍王？
水元素既龍王？
就係世界誕生之初，唯一願意眷顧人類既元素龍王？
亦都係RPG世界入面，神以外最強既生物？
咁強大既存在，居然就係眼前呢一位女性？

「調查。」風龍王回答。
「Alice？阿斯塔錄？」海龍王問。

佢叫得出ALICE個名？姐係話佢對Alice既事都有一定既了解？



「無錯。」
「你地返去啦。」
「我地係奉天照之命而黎。」
「你真係當正天照係你老細啊？」
「當然。」

白雪雙手握劍。
劍插落地上。
一股寒氣逼近。

「請唔好阻礙我地，海龍王。」風龍王用弓指住佢。

「你地接近阿斯塔錄所為何事？」

「海龍王你都變成左惡魔既走狗？」

「女神既走狗無資格講我。」

「明明係蜘蛛既繼承者。」

「我拒絕左佢。」

龍王之間既對決？
我吞左一嚥口水。
佢地之間既對決我插唔插到手？

「颶風」
「冰山」

風雲色變。
颶風之下，建築物倒塌。
風不如冰。
依舊破壞唔到冰山。
冰山來襲。
片體鱗傷。

「仲要繼續？」
白雪問。

佢仲未出盡全力。
相反風龍王已經受左重傷。
完全無介入既餘地。
其他三大龍王加埋，恐怕都打唔贏白雪。

白雪究竟係咩人？
海龍王究竟係咩人？





α. 空間的裂縫

約翰用槍指住我。

我本能地舉起雙手。
點解約翰會出現係呢到？
蝴蝶專登帶我黎係為左咩事？
佢係帶我黎見約翰？
呢到係約翰既屋企？

唔明白既事實在太多，我個腦開始處理唔到。

然之後，約翰慢慢咁放低槍。

其實用普通既手槍，應該打唔死我。
我話哂都係蠍子女王，神話級既魔物。
區區一把手槍點會殺到我呀。

「點解你地出現係呢一到？」約翰問我。

一時之間，我唔知點回答好。
坐係梳化到既蝴蝶完全無諗住插口，一味係到食花生。

「咁呢到係……？」
我想問佢呢到係咪佢屋企，點知約翰搶住回答。
「香港。」

香港。
香港係個乜野既概念？

「你SURE？」
蝴蝶即刻哈哈大笑。

「你係咩意思？」
我即刻問佢。

「唔知呢。」
蝴蝶收起笑容，繼續食花生。

「你穿過左道門？」
約翰問我。

「門？咩門？咩意思？」

「你係點樣黎呢到？」



「係蜘蛛……」

「咩話？蜘蛛？」

睇黎約翰並唔知道蜘蛛既存在。
應該唔知蜘蛛係RPG世界既第二位神明。

「你講既蜘蛛係禁忌既蜘蛛？」

「好啦，唔好再講呢D可以SKIP既廢話啦。」
蝴蝶突然之間企左係身。
「佢所講既門係呢到。」
蝴蝶推開左房間既門。
然之後，我見到既係走廊。

走廊。
別墅三樓既走廊。
約翰果座位於RPG世界既別墅。
唔比徒弟或者其他人上去既三樓。

「兩個世界係雙通既。」
蝴蝶笑左一笑。
「不過呢邊你地所講既『香港』並唔係果邊世界既一部份，管理員無管理權限既一個地方。」

外面傳黎一聲巨響。

「世界既侵食。空間魔法既亞種，空間既裂縫，呢個房門就係裂縫。」

「蜘蛛就係想你狩獵創造呢個裂縫既人。」
蝴蝶係到奸笑。

狩獵創造呢個裂縫既人……係咩意思？
我望住約翰。
佢好愕然咁望住我。

蝴蝶又再係到奸笑。

「蜘蛛女王。」



β. NPC

廣華醫院。
好辛苦先係白雪手上逃走出黎。
然後我地就入左間醫院到。

令人驚訝既係，醫院入面居然仲有醫生同護士，不過無病人。
醫院依舊正常運作緊。

據風龍王所講，呢班醫生同護士係NPC。
Non-Player Characters。
非玩家角色。
就係打機入面果D村民A、村民B。
係無靈魂既生命體，只係一堆PROGRAMME堆砌而成。
只會機械式重覆工作。

我同風龍王就接受緊呢班NPC既治療。

感覺好奇怪。
呢班NPC實在係令人唔舒服。
明明望落去同普通既人類無分別，但永遠只會重覆差唔多既工作。
醫生就負責醫人，護士就負責照顧病人。
但係佢地唔會覺得香港無人好奇怪。
唔會覺得無病人好奇怪。
比人一種AI既感覺。

另一樣奇怪既事情係，既然虛構到一班醫生同護士做NPC。
點解唔整埋病人呢？
再延伸黎睇，點解唔整到成個香港都係NPC？
既然有NPC既存在，點解香港都係一個人都無』

然後，又有一個問題。
子彈蟻係唔係NPC？
如果係既話，咁佢地遵從咩規則黎行動？
點解要追殺我地？
佢地既武器就好似係專門特化黎對付D人類以外既生物。
RPG世界入面既魔物。
對付人類，絕對唔需要麻痺毒既武器。
創造佢地既人係邊個？
唔係話呢個世界無神架咩？

蜘蛛同女神要我黎呢到究竟係為左乜？
似乎唔係想比我見Alice咁簡單。

唔明既事又係一車車。
算啦，諗緊都唔明。



我既傷勢唔係好重。
我既肉體都好強壯，麻痺毒素對我構唔成威脅，好快就好返。
不過風龍王傷勢都好重下。
白雪真係好勁。

百無聊賴之際，我係醫院入面四圍行下。

我淨係見到一大班無所事事既NPC。
真係一個人都無。

行下行下，我行到入去深切治療部到。
無人阻止我，畢竟係NPC啊。
不過都唔會有病人係入面架啦……
有。
有病人。

一個細路女訓左係到。
昏迷左？
我明明無見過呢個細路女。
但係佢比我一種好特殊既感覺。
呢個細路女我曾經見過？
無可能。
但係佢既氣息，有一種似曾相識既感覺。

「如果殺左佢既話，會點？」
背後有把聲音。
係咩人？

女人。
嚴格黎講，並唔係人。
一身RPG風格既衣服。
人類既上半身，無腳。
下半身係——

蜘蛛。

蜘蛛女王。

並唔係身為禁忌存在既果一隻蜘蛛。
並唔係三師姐，唔係阿撒托斯，唔係神明既果一隻蜘蛛。
而係惡魔族魔王，蜘蛛女王‧阿南西。

「好耐無見啦，不死族既魔王。」
佢露出奸笑。

然後，身後一大班子彈蟲全副武裝行左入黎。





α. 一切都盡在女神同埋蜘蛛既掌握之內。

  狩獵。
意思係殺死佢？
蜘蛛女王又係咩意思？

「放心啦，一切都盡在女神同埋蜘蛛既掌握之內。」

蝴蝶笑一笑，關返到房門。

「狩獵蜘蛛女王係咩意思？」我問。

「就係字面既意思。當然啦，我講既蜘蛛女王並唔係我老細啦。」

換言之，佢係講緊惡魔族魔王。
果一隻蜘蛛女王。
之但係咁，蜘蛛女王係呢個世界到咩？
佢唔係應該係RPG世界咩？
即使佢真係係香港，咁都唔洗係香港到斬殺佢架。
以神既權限，直接係RPG世界到抹殺佢唔係仲方便咩？

「我知你有好多疑問，但係我唔會答你。我老細似乎唔想透露太多比你知。」

又係咁。
咩都唔講既情況之下要我做野。
到頭黎我都係好似比佢地利用緊咁。
我嘆左啖氣，正想拒絕佢——

「如果你唔做，你就唔會見到阿斯塔錄。」
蝴蝶就好似係到威脅我咁。
好卑鄙。

無辦法。
我就只可以繼續做女神同蜘蛛既走狗。
我同蜘蛛女王無怨無仇，嚴格黎講佢對我有恩。
我真係唔想殺佢。
之但係，如果我唔殺佢，我就見唔到Alice。
點解要逼我？

我嘆左口氣。
望住蝴蝶，我就知道我唔可以反抗佢。

「你都要幫手。」
蝴蝶對住約翰講。

約翰思考左一陣，就點頭答應。



「咁就乖啦，唔似某D屎忽鬼咁咁多野講。」

——一切盡在女神同埋蜘蛛既掌握之中。

蝴蝶既呢句說話係我腦入面揮之不去。
我係咪就只係天照同蜘蛛既棋子？
到頭黎我都只係比佢地控制緊。
我開始懷疑到底自己有無自由意志。

「時間差唔多啦，次元既魔女。」
蝴蝶又係到奸笑。

「我地需要你既力量，作為次元魔女既力量。」

「我既力量？」

「發動空間魔法啦，目的地座標係」

天空變成黑色的。

空間魔法？
我記得蜘蛛成日用呢一招技能。
而我地之所以黎到香港，就係靠呢一招技能。
咁樣既話，我地係去？

「放心啦，我同你一樣。蝴蝶同蠍子都不過係個棋子。」

蝴蝶說。
我睇唔出佢係係到笑緊，定係嚴肅咁講。

「就只係得海龍同低等既蟲唔同。」

「等陣先！蜘蛛都係蟲啊！」

「正因為佢係蟲，我地先會覺得佢犀利。」

空間魔法。
我、蝴蝶、約翰同時被傳送走左。



β. 一切都盡在Alice既掌握之內。

 企係深切治療部外，獨自一人面對蜘蛛女王同子彈蟻。
三個子彈蟻。
每位都手持步槍。
身穿藍到發黑既戰鬥服。
頭上面仲有個頭盔面罩，一睇就知係高科技產物。
戴住面罩令我覺得佢地好似COPY AND PASTE既產物。
睇唔到樣，就覺得佢地好似係機械人咁。
有血有肉既機械人。
不過NPC同機械人又有咩分別呢？

子彈蟻無攻擊我。
佢地等候緊蜘蛛女王既命令。
蜘蛛女王係敵人？
點解會帶住班子彈蟻？

「唔該借借。」
蜘蛛女王想行入去ICU。

「係敵人！阻止佢！」
風龍王拖住傷痕累累既身體，行左過黎。

「阻頭阻勢。」蜘蛛女王說道。

然之後又有一個人行左過黎。

黑騎士。
第七位魔王。
黑騎士。
然後，黑騎士除左頭盔——

白雪。

「你入去啦，呢到由我黎擋住。」
白雪一頭銀白色既銀髮同黑色既盔甲形成強烈既對比。
風、海龍王一戰，風龍王受到重創。
海龍王完全無傷。

要係到同海龍王戰鬥？
咪玩啦，白雪根本唔係我地幾個擋得住既對手。

蜘蛛女王光明正大咁行左入去。
我正想追上去，面前出現左冰牆擋住我既去路。
子彈蟻被困在外，冰牆內就只有風龍王、我同埋白雪。



「雖然估唔到會係由你地黎，但係其他既事都盡在阿斯塔錄既掌握之中。」
白雪輕輕一揮劍熱身。
「阿斯塔錄一早預計到蜘蛛會派人黎突擊，只係估唔到唔係派蝴蝶而係派你地。

不過都會預計你地會同『佢』接觸，所以我就無殺死你地，放你地走，等我地可以跟蹤你地。」

佢係邊個？
病房入面既人？

「殺左佢，蝴蝶就會即時死亡。」
白雪說。

咩意思？

「你唔知咩？果然蜘蛛係咩都唔會同你講，只會一味令用你，然後你無利用價值既時候殺左你。

入面果個人就係蝴蝶本體。蝴蝶係個好特殊既例子，佢大腦未完全死亡，但係靈魂已經轉生左去RPG
既世界到。佢既靈魂可以係兩個世界到遊走，但係同時意味住呢邊既肉體死亡，果邊既靈魂亦要超生
，簡單講殺左房入面既人，蝴蝶就要死。阿斯塔錄好難得先將佢帶到黎呢一個世界，但係比蜘蛛救左
，仲封鎖左消息，無人知道佢既下落。

之後我地就引你地入局，出手殺佢。」

「機心算盡，果然係海龍王。」

「你唔係都係好憎蝴蝶女王咩？佢死左，對你黎講唔通唔係一件好事？」

風龍王無回答。

「你都係，你唔憎佢咩？」
白雪問我。
我
問我憎唔憎，我緊係憎啦！
但係

唔知點解，我無以前咁想殺佢。
或者我都覺得蝴蝶幾可憐。
入面昏迷果個，都不過係個細路女。
佢由幾多歲開始，就陷入昏迷？
明明仲好後生。
明明呢邊只係昏迷左幾年，果邊就作為蝴蝶生活左幾千年。
我係到諗，究竟邊一個先係佢？
昏迷不醒既少女？
蝴蝶女王線蛺蝶？

「一切都盡在阿斯塔錄既掌握之中。」
白雪銀劍插地，無打算攻擊。





β. 偽物

蠍子毒尾！
我伸出毒尾攻擊白雪。
白雪揮劍，一下就錯開左毒尾。
拉到埋身，劍刃差D抹開我條頸。
蠍子之火！
我全身著火，白雪即時比到反應退後。
佢迴避之際不忘攻擊。
「寒冰射擊」
幾道冰刃由白雪右手飛埋黎我個身到。
正中，血液四踐。

隨後，佢一劍放落去我條頸到。
將死。
無論係技術定係力量，以至係經驗佢都完全壓制住我。

「你地走啦，其實我都唔想殺你地。」

蜘蛛女王已經入左去。
蝴蝶可能已經死左。

「我想見Alice。」

白雪收起劍，問 :
「你究竟係邊個？」

「我係Alice既爸爸。」

記憶湧哂出黎。
做錯事。
離婚。
撫養權係老母到。
完全見唔到Alice。
Alice都好憎我。
人生失敗。
自殺……
……

「我只係想見Alice姐。」

「我只係想見佢……我以為佢死左……唔係，我唔知佢轉左生……我想見下佢。」

我既說話已經開始語無倫次。

「對唔住……對唔住……」



「係我做錯左……」'

白雪身後出現左一個人。

阿斯塔錄。
擁有同Alice一樣臉孔既人。

「Alice……」我企起身，想行過去佢到。

白雪以劍指住我條頸。
唔比我過去。

「Alice……對唔住，係我……你……你點啊？」
我問。
我一直向佢道歉。
同我解釋以往既錯事。
尋求佢既原諒。

目無表情。
猶如空洞一樣既眼神。

「你啊，係咪搞錯左D咩？」Alice說。

「我係地獄大公爵阿斯塔錄，前世的而且確係你所講既Alice。」

「——但係啊，我無老豆。」

但係啊，我無老豆。

——但係啊，我無老豆。

但係啊，我無老豆。

阿斯塔錄既聲音係我腦入面迴響。

係咩意思？
代表唔承認我呢一個老豆？

「就係字面既意思，我老豆係我好細過果陣已經死左。」

——但係啊，我無老豆。

「而你啊，就只不過係NPC。係梁同學制作出黎既NPC，唔通你無發現自己只係一直跟住佢地所想
黎行動咩？」

我係……NPC？



我……
咁……Alice？

「你既記憶都只係偽造既產物，係假架。」

「神有絕對既權力，點會運制做一個NPC都做唔到？」

阿斯塔錄既說話仲利過白雪既銀劍。
一下就插入我既心臟深處。

「你同呢個香港一樣，都只係偽物，就只係真貨既彷製品。呢個香港除左NPC呢班偽造既人類，而
你就只係得偽造既記憶，實際上都係同一樣野。」

「一切都係假架。」

——一切都係假架。

一切都係假架。

——一切都係假架。

「唔該你幫手，令佢解脫啦，白雪。唔該。」阿斯塔錄說。

我……
原來係假架。
我就只不過係個假人。
好攰。
係到死左佢算。
死咪死，反正我都無靈魂。
反正到時蜘蛛又會整多個NPC出黎代替我。
天照一直跟住我原來係因為我係蜘蛛整出黎既NPC咋。

風龍王，你唔洗幫我擋啦。
搞到自己重傷為乜呢，你又擋唔住佢。
而我死左咪又係咁。
咪又係咁。
咪又係咁。

——一切都係假架。

白雪企係我既面前。
舉劍——
——揮落。

「蠍子之鉗」

黑色既鉗咬住白雪既劍。



「係咩人？」

雙鉗係到飛舞。
係我眼中，出現左四隻黑鉗。
我既兩隻，仲有兩隻係邊個架……？

啊……個好痛。
我……
我見到……
約翰。
蝴蝶。
蠍子。

我見到另一位蠍子女王。



連接之時

連接左。
融合左。
我係邊個？
蠍子女王。
蠍子女王有幾多個？一個。

頭好痛。
可惡。
兩邊都係我。
跟住蝴蝶既都係我。
同風龍王一齊既都係我。
分裂左，然後再次合返埋一齊。

訊息量太多，令到我個頭好痛。
好痛。
簡單總括下先。

1.我係NPC。
根據阿斯塔錄所講，我只不過係由蜘蛛整出黎既NPC。
就算我對Alice既記憶，父女之間既感情，完完全全都係虛構出黎。
可惡
如果我無分裂做兩個人，自己一個承受呢個事實，我早就崩潰左。
事實上我早就崩潰左，分裂之前我崩潰左。
合返埋一齊先將呢種崩潰既感覺減半。

2.呢個香港都係偽物。
據阿斯塔錄所言，呢個香港係COPY出黎。
只係單純複製舊有既世界而創造出黎既新世界。
理所當然帶唔走入面既人。
所以呢個香港入面所有人都係NPC。

3.ICU入面果個細路女係蝴蝶真身。
蝴蝶前生並未完全死亡，但係靈魂已經轉左生。
如果入面呢個蝴蝶前生死亡，亦會殺死轉生後既蝴蝶。
阿斯塔錄同白雪為此而黎。

4.惡魔魔王蜘蛛女王入黎殺死蝴蝶前生。
不過，佢入到去ICU果陣，我、蝴蝶、約翰同時傳送到去ICU入面。
救左蝴蝶前生，亦順利擊殺蜘蛛女王。
成個人型既上半身比蝴蝶扯左出黎。
無論點睇，佢都應該即場死亡。

蝴蝶笑一笑，將蜘蛛女王條屍掉去阿斯塔錄面前。



「都係蜘蛛大人棋高一著啊，佢一早計到你地會點做，你地跌左落蜘蛛既陷阱到無錯，跌入左蜘蛛網
到。」

白雪行前左一步。
「即使係咁，你地全部人都要死係呢到。」

白雪唔係講笑。
佢既存在感極強。
有股好強既氣場係到。
無錯，以佢既力量，在座所有人都唔會係佢既對手。

「覺悟啦。」
佢既劍凝聚光芒。

「究極光束」
「龍嘯吐息」
「魔法流星雨」
「蠍尾射擊」
蝴蝶、風龍王、約翰以及我同時展開攻擊。

「流水斬擊」
就只不過係水屬性最基本既技能。
屬性加埋斬擊呢個詞組，證明係再普通不過既普通技能。
但係使用最基本既技能，都足以壓制我地既大招。

瓦礫四散。
ICU無事。
風龍王變左做龍型態，用自己既身驅保護住ICU、蝴蝶前生。

白雪依舊都係人型。
佢既力量係壓倒性既。
已經輸左。

單騎足夠滅我地團。

絕對之際，我見到蜘蛛。
蜘蛛。
蜘蛛
不過，唔係禁忌既果一隻蜘蛛，唔係蝴蝶既上司。
而係本應死去，惡魔魔王·蜘蛛女王‧阿南西。

人型既上半身無左。
下半身既蜘蛛腹部依舊在蠕動。
然之後，有舊物體係腹部爆左出黎。

不過係隻蜘蛛，人類SIZE既蜘蛛。
但係伸出左隻龍咁大既蛇出黎。



「你咩時候產生左我係蜘蛛女王既錯覺，介紹返，我既種族係蛛女擬尾蝰。」
巨型既蛇。
而尾巴末端好似蜘蛛。



蛇與蠍子

蛛女擬尾蝰。
又黎到BIO堂既時間。
呢個世界(當然唔係RPG世界)有種生物叫做蛛尾擬角蝰。
簡單黎講，係蛇既一種。
最特別既地方係，蛇尾果到既附屬結構令到蛇尾睇起上黎好似蜘蛛。
從而去引誘捕食蜘蛛既生物。

「殺左佢，阿南西。」
阿斯塔錄宣告。
惡魔魔王……大蛇即刻望住我。

不寒而慄既感覺。
尾巴末端就只係隻大蜘蛛，蜘蛛女王下半身。
但係上半身就係條巨蛇。
正好可以同旁邊既風、海兩大龍王形成對比。
兩大龍王都變成左龍型態，係天空上面撕殺。
風龍全身都係羽毛，前半肢進化成羽翼，係典型既雙足飛龍。
海龍全身都係龍鱗，體型比起風龍略小，但係身體就非常之長，就好似係條海蛇，亦都似係東方既青
龍。

而眼前既惡魔魔王，上半身既體型幾乎有海龍王咁大。
係我驚訝之際，佢衝入ICU攻擊。
大獲！
反應唔切。

一瞬之間，蝴蝶停止左呼吸。
跌左落地。
死左。
死左。
死左。
大快人心？

「殺埋佢，阿南西。」
阿斯塔錄繼續命令。

殺我。
大蛇望住我。

「我本來都唔想殺你，但係對唔啦！」
大蛇一下撲埋黎。
好快！
同身型不符既極高速！

「次元障壁」



約翰開技幫我擋左呢一下。
好險。
但係呢個時候我聽到聲巨響。

風龍王跌左落地，我差D以為係地震。

「約翰，你去幫風龍王，條蛇就由我黎解決！」

約翰停左係到兩秒，之後點頭。
消失左，又出現左係天空。
「魔法衝擊」

「顧掂你自己先啦，蠍子仔。」

大蛇又撲埋黎。
情報掌握！
雖然好少用情報掌握，但係比我確認下佢有咩技能！

[黑暗飛彈:發射複數的飛彈攻擊敵人，每發飛彈造成小型黑暗傷害]
[暗影長槍:向單體投擲用暗魔法制成的長槍，然後造成大型黑暗傷害]
[蜘蛛結界:以自身為中心，為一定範圍內的生物賦予束縛(5秒)狀態(魔物技能)]
[魔法反制:目標施展魔法型技能時，將其魔法效果取消，而消耗的MP不會回復，冷卻時間不會減少]
[死亡踐踏:對近距離一個目標造成中型物理傷害(魔物技能)]
[大蛇撕咬:向前撲擊，造成大量物理傷害(魔物技能)]
[烈焰吐息:噴火，對前方複數敵人造成大量火焰傷害，然後賦予燃燒(8秒)狀態(魔物技能)]
[狂戰士之怒:自身血量減少一半，下一次造成的傷害提高33%]
[型態轉換:轉換型態]

被動技能:
[生命吸取:當你造成傷害時，為自己回復等量的HP]
[毒素免疫:自身免疫毒狀態]

技能大致上同蜘蛛女王相同，有幾個技能係蜘蛛有佢無，有幾個係佢有蜘蛛無。
呢到並唔係RPG世界，無STATUS呢樣野。
依家睇既，只係睇下邊個既牙齒硬D。
技能效果都會變得唔同。
麻痺唔係幾秒郁唔到，而真係會中麻痺毒。
所以我既麻痺毒針可以話係隱藏既殺著。
佢免疫毒素，毒雖然唔會致佢於死地，但會有好強烈既麻痺效果。
我親身體驗過呢一點。
但係佢本身都有異常狀態技能。
束縛同埋燃燒。
燃燒就應該只係全身著火，應該死唔去……應該。
但係比蜘蛛絲束縛左會點，呢層我就唔知啦。

只見大蛇趁我思考緊既時候偷襲。
佢張開血盆大口，想吞我落肚。





蛇蠍心腸

四處都係鮮血。
無STATUS之下既戰鬥。
究竟係好事，抑或係壞事？
有無贏既可能性？

左手幾乎廢左。
頭上面都唔知出現左幾多個傷口。
如果我仲係一個人類，咁重既傷勢底下，應該一早就已經死左。
我咳左口血出黎，勉強咁企返起身。

大蛇既傷勢比我更為嚴重。
左眼變成肉醬。
蜘蛛腳無左三條。
頭上幾塊鱗片裂開。

完全係撕殺。
RPG世界入面都未試過有咁樣既戰鬥。

大蛇狂叫。
然後即刻噴火。

我一下子拉近距離，利用毒尾攻擊。
麻痺毒針！
雖然左眼睇唔到，但佢依然避開到我既攻擊。
然後，一口咬落黎我到。
我即刻拉返兩鉗過黎。
佢大力一咬，將我左鉗咬裂，但係牙齒亦因而咬崩。
滿口鮮血灑落黎我塊臉上。
我再以毒尾攻擊。
但係佢即刻跳後幾步，拉返開距離。

好快。
佢速度比想像中快好多。
拉開距離，對佢有利少少。
用魔法對轟，大概只係五五波。
不過佢隨時可以火車咁樣，衝埋黎咬我。
而且烈焰吐息唔需要儲氣，同我既究極光束唔同。
究極光束雖然威力無比，但係攻擊前一定要儲氣。
再加上，佢仲有一招——

「蜘蛛結界」
犯規一樣既BUG既技能。
無條件束縛住附近既所有人。
地上面既蜘蛛絲綁住左我隻腳。



「烈焰吐息」
大蛇開口攻擊。

郁唔到？
「蠍子之火」
我全身自燃，燃毀地上面既蜘蛛絲。
好險，勉強避開大蛇既火焰，但係我亦因為自己既技能全身著火。

大蛇直接衝埋黎！
張開口，撲埋黎我果到。

就係呢一招之內，決勝負！
必殺技！
蠍子毒尾。

我既尾巴猶如打樁機一樣刺左出去。

短短一秒之內，勝負已分。

大蛇咬住我條尾。
我條尾巴，就咁入左大蛇既腹中。
好痛。
之不過。

究極光束。
用盡所有力氣，展開攻擊。
直接係佢腹中，發射究極光束。
無法迴避既一擊！

大蛇痛苦咁哀嚎。
跌左係地上面，無再郁動。
而我條尾巴，亦因此而斷落。

斷左條尾，但係贏左……
我坐左係上面。
痛到郁唔到。

阿斯塔錄望住我。
我亦都望住佢。
彼此都無講野。

羽毛係空中慢慢飄落。
風龍王比人打到訓左係我隔離。
巨大既身軀打通左上下兩層。
約翰返返黎，想扶起風龍王但係扶唔郁。
而海龍王依然高掛係天空之上。





魔女

海龍王。
海龍王依舊懸掛係天空之上。
藍色、白色既鱗片係到反光。
好刺眼。
係絕對打唔贏既對手。

海龍王張開口。
一道冰冷既吐息攻擊過黎。

約翰展開詠唱。
次元障壁。
擋住左龍王既攻擊。

風龍王身受重傷。
已經無哂戰鬥能力。
呢一刻就只係得返我同約翰。
最後既兩個人。

我條尾斷左。
無左條尾，意味住我大多數既技能都用唔到。
無論係究極光束定係蠍子毒尾，麻痺毒針定係暗影長槍，大多數既技能都已經用唔到。
我淨係可以用蠍子之火呢招自燃既技能，仲有強化身體防禦力既外骨骼，同埋死亡之鉗。
死亡之鉗既話，我既左鉗外殼已經裂開，睇怕承受唔到幾招。

約翰既魔力睇都已經唔多。
身上亦都有多處既傷痕。

正面打贏白雪係無可能既事。
白雪實在太強。
完全唔係我地贏到既對手。

但係約翰對我點頭。
有勝算。
佢有個計劃。
嚴格黎講，根本唔係贏輸既問題。
的而且確係可以擊退白雪。
但係……但係……
咁樣根本無意思。

約翰只係想救我。
佢知道，再係咁落去，我地三個都會死係呢到。
而白雪係必須要剷除既對手。
但係咁樣做根本無意思。



約翰企左出黎，準備行上前面。
我即刻捉住佢隻手。
向佢搖頭。
示意佢唔好咁做。

佢輕輕一笑，亦都搖一搖頭。
主意已決。
阻止唔到佢。
我用力捉實佢隻手，佢就用空間魔法消失左。

白雪再次開口。
又係吐息攻擊。

以我既技能係絕對擋唔住龍王既吐息。
但亦都無擋既必要。
約翰出現係白雪既頭上。

殺死白雪係無可能既事。
就連整傷白雪，都係無可能。
之不過——

「發動特殊技能，空間魔法，隨機轉移。」
約翰最後對住我笑，然後連同海龍王消失左。

隨機……轉移。
姐係話，轉移去一個未知既世界到。
唔係RPG世界。
唔係香港。
希望白雪再無返黎呢到既能力。
代價就係，轉移去到未知世界既瞬間，白雪必然會將約翰殺死。
令到約翰唔可以再返黎呢個世界。

成功左。
但係好空虛。
白雪消失左。
約翰都消失左。

「做得好啊，如果傳送去RPG世界，梁同學一定會包庇班長。」
阿斯塔錄嘆氣道。

我即刻行上去。
衝埋去阿斯塔錄到。

身邊既子彈蟻即刻撳住左我。
甚至用埋槍頭指住我，但係無扣下板機。

「NPC，你無必要跟住梁同學既諗法黎行動。」



阿斯塔錄說。
我只可以望住佢，連半個說話都無講出口。



虛構與真實

阿斯塔錄既臉孔如舊。
一如既往都係Alice既模樣。
佢的而且確係Alice。
係我所認識既Alice。
只不過我唔係佢既爸爸。
我就不過係個NPC。
係個虛構既NPC。
我既記憶，我既一切都只係蜘蛛所虛構出黎。

我只係個NPC，僅此如此。

子彈蟻壓住我，我郁唔到。
只可以張開雙眼，望實Alice。

Alice欲言又此。
我同佢，實際上只係互不相干既兩人。
一個係真實存在既人物，經歷過轉生，最後成為魔神既主角。
另一個係虛構既人物，一切經歷都係假貨，就不過係個路人。

我無力掙扎。
亦都諗唔到有咩可以講。
我想放棄。
反正我就不過係個NPC。
就算呢一個我完成唔到任務，蜘蛛都可以制造無限個我出黎。
我既存在根本就係無意思。

而且約翰已經死左。
無返返黎已經係最好既證據。
擁有空間魔法既佢，可以無視一切既距離。
只要佢想去邊，就可以去邊。
但係佢返唔到黎。
好可能已經死左。
唔係，係一定已經死左。

我想喊。
但係我不過係個NPC。
喊都係無意義。
我只須跟隨本能(設定)而活。
其他既感情都係假既。

我終於明白，點解咁大件事依然無蜘蛛既支援。
咁係因為我只係棄子。
多我一個唔多，少我一個唔少。
無救援既必要。



死，不過係死左個NPC。
唔值得可憐。

阿斯塔錄沉默左一陣，卒之開口。
「殺左佢。」
三粒字。
否定左我既人生。

其中一個子彈蟻上子彈。
槍口對準我既頭髗。
只要撳個制，我個頭即刻會爆開。
理所當然地，子彈蟻扣下板機。

眼前一黑。
張開雙眼。
依然係眼前一黑。

呢到係死後既世界？
我好似經歷過第二次既死亡。
係呀，我已經死左。
不過今次既死，同上一次唔同。
可能係因為上一次有BACK UP，所以我去左個白色既房間。
而今次，我只係入左個黑色既空間。
無上下左右之分。
好似宇宙一樣，我漂浮係空中。

呢種感覺！！！
好奇怪。
嗚。
想嘔既感覺。
呢個感覺叫咩……我唔識形容。
無錯，係種異樣感。

【萬物歸一者】 猶格‧索托斯

HP:
MP:

力量:  敏捷:
防禦:  魔力:

STATUS？
我見到……怪物。
上億既蟲卵，有大有細，有D大到成舊殞石咁，有D仲細過粒米。
上億既蟲卵癡埋一齊，係到發光，猶如脈搏一樣變大變細。

有個女人，坐係係蟲卵怪物上面。



灰黑色既皮膚，極陰暗既黑暗精靈。
然後，佢出左句聲：

「食屎啦你。」



自由

呢到究竟係邊到？
我依稀記得，自己比阿斯塔錄手下嘅子彈蟻殺死。
之後黎到呢到。

漆黑無重力嘅空間。
巨大嘅蟲卵結構生物。
仲要——
蜘蛛女王。

我瞬間明白，自己又再死左，然後比神明救返嘅事實。
之前試過一次，天照back up左我

「並唔係back up。」
蜘蛛開口說話。
然後又再陷入沉默。
蟲卵生物代言。

「根本唔存在back
up呢個功能。上次嘅事，上一次嘅你真係死左，依家嘅只不過係重新構成嘅你。」
又再次講左d好震撼嘅事實。
姐係話，依家嘅我同以前死左嘅我係兩個唔同嘅生命體黎。
依家嘅我，只不過係擁有相同記憶、一樣肉體嘅第二個生命體。

「生命體？NPC都稱得上係生命？你只係AI。」
蜘蛛嘲諷道。

「咁，以前嘅果個我比你殺死嘅我，係真人，唔係NPC？」
「一樣都係NPC。」蟲卵說。
「你覺得自己只係第二代？」蜘蛛開口講。

我停左係到，然後望住佢。
「依家嘅你係第三千五百一十七代，我地只係保留左一次你版殺嘅記憶。三千五百一十七化入面，其
中三百二十八代比魔物殺死，二千六百四十三代比蜘蛛大人殺死，六十七代因為程式問題產生固障，
一代因為分裂而被移除，兩代因為合併而被移除，一百九十二代比人殺死」
「夠啦！」我打斷左蟲卵生物嘅說話。

完全唔想知嘅情報。
點解要話比我知。

「咁我頭先係咪又死左一代？」
「唔係，我及時用空間魔法救左你。」
「事到如今，點解要救我？明明整多個新嘅就得！」
「救你只係順便，風龍王唔可以死。」



順便。
是但啦。
無所謂啦。

「荒謬。死左幾多次對你黎講有咩分別！明明有一樣嘅肉體同記憶，重新整多個新同返生有咩分別？
你就係你。」
「但係靈魂唔係唔同咩？」
「NPC無靈魂。而且靈魂係屬於神域範疇嘅野，你地低等生物無辦法證明到靈魂嘅存在，既然係咁
，就不如當靈魂根本唔存在！你就係你。」

正當我準備開口、先發覺自己比作地傳送走左。
不死族領地魔王大宅。
無任何指示。
無任何引導。
無任何援助。
無任何安排。
無神明派黎既人。
天照同蜘蛛，亦都唔係到。
自由？



所謂既靈魂

不死族魔王城。
姑且就咁樣稱呼我住既地方啦。
雖然成座「城」就只有我、瑪麗同埋龍人。
其他既守衛似乎唔係到……
算啦，不死族係頹頹地。
不過我假假地都叫做個魔王。

我係NPC。
無靈魂既生命體。
隨手可以製作上億個我出黎。
即使知道呢個事實……
我都唔知道自己應該點做。

以前既我，好似一直都依照住本能黎行動。
去見Alice。
不過，依家先發覺自己呢個所謂既本能，
好有可能係蜘蛛設定出黎。
只係希望我去接近Alice。
蜘蛛最終既目的係乜，我真係唔知。
而我，亦都唔知自己想點。

無命令，我呢個NPC又應該何去何從。
我好攰。
好心煩。
有時係到諗，不如死左佢算。
反正蜘蛛都應該唔需要我。
就算需要「我」，都會整多個新既「我」出黎。
我，根本就無意義。

我既願望係乜？
npc有願望架咩？

有。

我望住瑪麗，諗返起往事。
瑪麗係邊個？
真正既瑪麗係前不死族夫人。
而眼前呢個瑪麗，就不過係前不死族魔王嘗試整出黎既產物——不完全既復活產品。
只係重新構成到肉體，重新構成相同既性格、思維、記憶。
外在形式完全一樣，但係靈魂並唔相同既同一個人。
瑪麗佢究竟有無靈魂，到底佢係真正既生物，抑或是同我一樣，都係NPC？

根本就分唔到。
就算我開口問瑪麗，瑪麗自己本身都唔會知。



因為蜘蛛講過，靈魂係屬於神域所研究既野。
低等生命無法證實靈魂既存在。

呢個時候，我先發覺自己同瑪麗真係好相似。
於是乎，我搵到自己真正既願望。

「關於復活儀式，你地究竟研究到幾多？」
「我去過我先生生前既研究所，亦即係比你破壞左果個，發現幾乎完成左研究。」

完成左研究？
復活既儀式？
真係有辦法復活？

「可惜功虧一簣，完成左理論既時候比你地阻止左，呀，唔係，你地既阻止係必然。」
「……你恨我地？」
瑪麗並無回答。

我企左起身。
我已經決定左。
自己之後要做D乜。

係我腦入面，出現左一個人既身影。
唔係蜘蛛。
唔係天照。
唔係阿斯塔錄。
係約翰。
約翰‧提托。
大賢者，次元的魔女。

我既願望就係，復活次元的魔女。

「係禁忌，復活係禁忌，你真係要咁做？」瑪麗問。
點頭。
「復活要個條件，犧牲三千萬份既靈魂，奪取其中既能量黎固定返復活對像既靈魂落肉體身上。問題
就係，你依家並唔知復活對像既靈魂去左邊，你仲要犧牲一千萬份靈魂黎搵返復活對像既靈魂。

所謂奪取靈魂既能量，係要殺左果個人先，而果個人既靈魂一千年內唔可以再投胎轉世。呢到已經唔
再係神域階段既野，已經係去到星球、世界層面既野。靈魂係星球既……可以當係錢，或者星球既生
命力，呢個行為就係破壞緊呢個世界。

簡單黎講，你係要殺死四千萬個人。

知道完真相之後，我都無信心再去支持呢個計劃，所以你都係放棄啦。」

仲洗問既？
主意已決。
四千萬個人姐。



照殺。

只係有個問題。
前不死族魔王既研究……會唔會研究得太過深入？



烏鴉

身為魔王，要做既事就只有一樣。
到目前為止，只係殺左萬幾個人。

未夠。

目標係四千萬人。
利用四千萬人既靈魂去換取約翰既靈魂返黎。
我依家只係達成左四千份之一。

不死族領地擴大。
將森林、沙漠、山嶺，甚至係魔界入面既中立地區，唔直屬於任何魔王既地區，
將呢D地區所有既生命體趕盡殺絕。

仲係未夠。
唔係單純殺死就可以，仲要去收集靈魂。
死係戰場上既靈魂好難去收集。
最快捷既做法令佢地恐懼，令佢地去投降。
然後，再殺哂佢地，去收集哂佢地既靈魂。

不死族既國力，都唔係咁弱姐。
我唔使親自出馬，只要係到落命令就得。
魔王真係方便。

我既舉動，似乎引起其他既魔王不滿。
不過惡魔魔王死左……大部份魔王唔知情，應該只係知佢失左蹤。
係呢種情況之下，其他既魔王都唔敢輕舉妄動。
佢地都係僅慎派。

但係，有一條戰線好似出左問題。

我企係座山上面，俯瞰戰場。
係單方面既屠殺。
對面係牛頭人既部落。
我地既軍隊同呢班部落戰士差幾條街。
無論係陣形、數量，定係單體戰鬥力都係我地遙遙領先。

咁就奇怪，究竟出現左D咩，令到軍隊既行動卡住左。

好快，我地就打到佢地潰不失軍。
牛頭人撤退入返城牆入面。
不死族軍隊的將軍係個食屍鬼。
身形高大，約三米左右高既超級大肥仔。
手上面拎住把鐵撬，上面充滿住血既味道。



呢個體型絕對唔係食屍鬼應該擁有既體型。
遠睇，可能會誤認為係巨人。
但係佢的而且確係隻食屍鬼。
仲要係隻LV82既食屍鬼。
對於人型生物黎講，LV82係個好高既數字。
全世界黎講，可以同呢隻食屍鬼一戰既人形生物，睇怕唔超過一百個。

食屍鬼衝左上去，呢個時候有個人擋左係佢面前。

「出現喇，係佢。」
瑪莉係我身後講。
咦咦咦？點解你會係到架？

「我地已經有五個將領比佢斬左。」

五個？
呢個就係戰線一直推唔上去既原因？

再望返落去。
係個精靈族女人。
黑色長髮，黃種皮膚。
最大特徵係佢條頸巾，黑色羽毛既頸巾，就好似對翼咁纏係條頸上面。
然後，全身都比玫瑰既花莖纏繞。

【魔物之王】災禍烏鴉 LV99

HP:103511/103511
MP:201141/201141

力量:6945  敏捷:9582
防禦:2355  魔力:8721

【魔物之王】:只有一個人能得到的稱號，授予魔物最強者。沒有效果。

龍王等級既STATUS。
無名？
弊，呢隻生物……
好強！
同女王系列既生物唔同，就算外貌仲係人樣，但係STATUS、佢既力量仲係魔物既級別。
人型既外貌，就係呢隻生物既真實面貌！

食屍鬼諗都唔諗，衝左上去。
烏鴉拔刀。
東洋風既武士刀——

「究極光束」
我即刻開炮攻擊。



好快！
避開左我遠距離既狙擊？

烏鴉察覺到我。
嚴肅既眼神。
而手上既武士刀唔見左——
插左落食屍鬼既身上。



魔物之王

直覺話比我知，呢隻烏鴉絕非等閒之物。
魔物之王，係佢既稱號。
姐係話，佢係魔物入面最強既存在。
唔單止係咁，呢個世界上除左管理員同埋龍王之外，睇怕都無人贏得到佢。
甚至，龍王都未必係佢對手。

以佢既力量，就算單騎摧毀我既軍隊都得。
就連魔界入面各位魔王，夾埋一齊都擋唔住佢。
既然係咁，我就去會一會佢。

我唔知道自己哪來的自信。
一下子就跳到落去戰場上面。
不死族既軍隊見到我，本來驚慌失措四圍逃走，依家即刻跪係我既面前。
牛頭人既戰士唔敢輕舉妄動，佢地應該察覺我係不得了既人物。

「吾乃魔王。不死族魔王，報上名來！」

我懶係型咁拋左句野出去。

「烏鴉。」

烏鴉回答。
無名？
無名。
佢STATUS上面係無名。
明明咁強，但係連名都無。

我唯一贏佢既地方，就係防禦力。
講笑咩，係佢九千幾既力量面前，我既防禦根本如同紙一樣。
只不過，只要唔好比佢打中就得。

「停手啦，魔王，再係咁落去，我就要處決你。」

處決。
好一個處決。

「我拒絕，而你，亦都要死係呢到。」
「唔好怪我唔客氣。」

「蠍子毒尾」
我一開波就用毒尾攻擊。
我毒尾攻擊既速度堪比子彈，破壞力猶勝飛彈。
就算係你，硬食我呢一招都無可能無傷！



避開左。
仲要係用最短既郁動避開我既攻擊。

好快！
呢隻烏鴉好快！

日本刀既銀光去到我既面前！

「外骨骼」
我即刻施展技能強化自己既防禦力。

「原子分割」
[原子分割:近戰攻擊，對單體造成極大量物理傷害，無視防禦]

佢既日本刀係我腹部留左條好深既血痕。
無視防禦既攻擊？
然後佢一下刀柄敲落我頭上。
「重擊」
「死亡之鉗」

我硬食佢既攻擊，然後拉雙鉗過黎捉住佢。

「鳥之幻像」
捉到佢？失敗左。
係幻像？
雙鉗鉗住佢既同時，佢消失左，剩係留低左幾條黑色既羽毛。

「羽毛飛鏢」
幻像遺留落黎羽毛同時插落我既身體到。

我嘔血。

「斷頭一刀」
不知不覺間，烏鴉飛到去我頭上面。
一刀斬落。
幾乎身首異處。

完全既……失敗。
根本無可能贏到佢。
只係幾招之內，就已經打到我殘血。

可惜既係……
殘血！
姐係話我仲未死！

終於比我捉到佢。
佢果招咩幻像大概仲CD緊。



我熊抱住佢。
唔比佢走。

蠍子毒尾+暗影長槍+究極光束。

三招技能同時施放。
零距離攻擊，無得避開喇掛！
出乎意料地，真係成功左。

一下子，削左佢幾皮血。
仲要附加埋猛毒狀態。
佢STATUS極度強悍，但係防禦力同血量仲差過我。

呢場戰鬥，仲有得打！



魔物大戰

並唔係贏唔到既對手。
我仲有勝算。
即使我HP所餘無幾，但我都仲係見到曙光。
我可以重創到佢。

烏鴉拉開左距離。
佢眼神好似講既「一時大意」。
之後，佢會認真。

很好。
我都會用盡全力去接你下一招。
我大概已經摸清楚你個底細。
佢只不過得個快字。
佢睇穿我動作既破綻，再攻擊我既空隙。
黎黎去去都係呢招。
換言之，我只要整個陷阱出黎，令佢中伏就得。

故意露出破綻，再用蠍子毒尾攻擊。

「暗影長槍」、「死亡之鉗」
我同時放出兩招技能。
毒尾同雙鉗同時施放攻擊。
如果係佢，一定可以輕鬆避開我呢招。
然後搵機會埋身，再用好強既技能攻擊我。
埋身既話，就係機會。
我既技能「蠍子之火」可以全身自燃。
只要佢一埋我身就會比我灼傷。
就係睇穿佢灼傷既果一下破綻，用毒尾攻擊佢。

計劃完美。
佢消失左。
避開左我兩招技能。
然後黎到我身後。
係機會——

「蜘蛛結界」

咩話？
綁住左？
我比蜘蛛絲綁住左？

「鳥之幻像」
烏鴉又再消失左，蜘蛛絲無辦法束縛到佢。



蜘蛛女王。
蜘蛛女王突然間出現係戰場上面。

「點解你會係到？」
我好驚訝咁問佢。

蜘蛛無回答我，只係冷冷咁走過黎。
「放左佢。」

「咩意思？放過佢？我拒絕。你知唔知佢做緊咩？」
烏鴉開口說。

「唔放，打你。」
蜘蛛繼續用奇怪既語言講野。

烏鴉擺弄手上既日本刀，然後用刀指向蜘蛛。
「本來我唔諗住插手，但你實在睇唔過眼佢既所作所為。蜘蛛女王……估唔到呢個世界上居然仲有蜘
蛛型既魔物，我以為已經全部滅絕哂添。」

蜘蛛無再開口講野，舉起手。
「暗影長槍」
打唔中。
烏鴉轉身就拉近距離——

唔係掛，就算係魔物之王，都無可能贏到管理員啦。
只要管理員落個命令，烏鴉就即刻灰飛煙滅。

斬中左。
一刀係蜘蛛既上半身個肚到留左條血痕。
無用管理員權限？

蜘蛛一負左傷，即刻退後幾步。
但係論速度，烏鴉遠遠係蜘蛛之上。
「蜘蛛結界」
「鳥之幻像」
相信係一招免疫束縛既技能。
烏鴉飛到去蜘蛛既頭上面。

「斷頭一刀」
一刀由上而下，斬首！
好犀利，只只係短短幾招，就壓制住蜘蛛黎打。
蜘蛛仲脆過我，好快已經紅血。

但係，殘血先係戰鬥既開始。
我都同蜘蛛女王（蛇）打過，知道蜘蛛女王有個好破格既技能。
只要造成傷害，就可以回復等量既生命值。
而最恐怖既係，蜘蛛女王有個叫「蜘蛛魔眼」既技能。



只要望住對手，就可以造成猛毒既效果。
姐係話，每秒由烏鴉身上，轉移1%HP落蜘蛛到。

呢場戰鬥，將會係場苦戰。
而我……仲比蜘蛛網束縛緊。



捕蛛鳥

簡單易明既戰術。
蜘蛛採用既戰術好簡單，就係利用猛毒去屈死烏鴉。
一百秒之內，無論對方有幾多血，都會比蜘蛛屈死。
蜘蛛依家要做既，就只係捱過呢一百秒，同埋每十秒望烏鴉一眼。

蜘蛛毒眼，真係一招好可怕既技能。

問題係，STATUS上差距真係好大。
敏捷同力量上，烏鴉完完全全壓制住蜘蛛。
正常黎講，唔使一百秒，烏鴉就可以擊殺蜘蛛。

但係蜘蛛用盡所有既手法去撐住呢一百秒。
回復、吸血、束縛，所有奇奇怪怪既效果都用哂。
勝負仲好難講。

烏鴉雖然好勁，但係似乎無回血既手段。
呢場戰鬥明顯對蜘蛛有利。
撇開STATUS既差距，利用各種戰術去取勝。
呢個就係蜘蛛一直以黎既生存方式？

「時間干預」
蜘蛛又用奇怪既技能，令到烏鴉停左係半空。
「暗影長槍」
瞬間補上攻擊技能，又一下子削減左烏鴉既血量。

仲有50%。
烏鴉仲有一半既血。
而蜘蛛都係差唔多。
睇怕，贏既都係蜘蛛。

短短近身幾招，烏鴉打到蜘蛛幾乎訓地。
蜘蛛用腳攻擊，但係烏鴉避開順勢連斬幾刀。
消失左？
蜘蛛消失左？
唔係，應該係用左時間暫停。
蜘蛛利用時間暫停拉開距離。

無用。
唔到一秒既時間，烏鴉又將距離拉近。
平涉時間既技能效果不大，凍結左時間，毒傷都會凍結埋。
呢D技能只係下策，只可以用黎補刀或者逃走。
幾秒既喘息機會救唔到蜘蛛。
短短幾刀又將蜘蛛血量壓到得返20%。



仲有45%血。
過左咁多招都只不過係用左5秒。
或者，處於劣勢既人係蜘蛛。

「蜘蛛結界」
「鳥之幻影」
「魔法反制」、「暗影長槍」

利用「魔法反制」去化解「鳥之幻影」，利到「蜘蛛結界」成功咁束縛住烏鴉。
然後利用「暗影長槍」攻擊，去吸血。
唔錯，問題就係，浪費得太多既MP。

蜘蛛太過刻意去控血，唔係，係無辦法之下必須使用極大量既MP去控場。
問題黎啦，蜘蛛既MP都開始見底。

「斷頭一刀」
日本刀從天而降。
蜘蛛訓左係地上面無郁。
HP同MP都接近0。
勝負已分。

接近0——
姐係未去到0。
蜘蛛極速重整好態勢，舉起手——
係「暗影長槍」？定係「蜘蛛結界」？
無用，MP唔夠，就連「蜘蛛魔眼」都用唔到！

烏鴉唔敢怠慢，由蜘蛛訓地開始，半秒都唔夠飛去斬佢。
鮮血四散。

羽毛散滿一地。
空氣之中存在住極幼既蜘蛛絲。
蜘蛛絲係呢個世界上強度最高既物質。
韌性極高，無論用咩方法都扯唔斷。
如果拉到直，會係條極幼既鋼線。
用肉眼睇唔到既鋼線。
以烏鴉既速度，超音速飛埋去呢D拉到最盡既蜘蛛絲到會點？

係陷阱。
蜘蛛打從一開始唔係諗住用毒黎分勝負。
利用時間暫停既時間，分泌好蜘蛛絲埋伏。
睇準對方就黎贏而放鬆戒備。
打機，從來都唔可以貪刀。
一貪刀就會中伏。
呢個係真理。

好勁。



居然贏到呢隻怪物。
我用盡全力，都只係重創到烏鴉。
但係，蜘蛛居然贏到。

「型態轉換‧第二型態」

咩話？
烏鴉企左起身。
全身發黑氣。
日本刀唔見左。
雙手各持短刀。
頸巾化為三對黑色羽翼。
然後，HP回復到最滿，開始倒水咁倒。
每秒損失1%HP。

雙眼閃現紅光。
再一次衝埋去蜘蛛到！

蜘蛛絲陷阱仲係到！
就算再衝埋去……
擲刀。
雙刀飛左出去，穿過蜘蛛絲，去到蜘蛛面前。
無哂MP，用唔到時間暫停避開。
雙手拉盡蜘蛛絲，用物理手段擋住攻擊。
但係，烏鴉去左蜘蛛後面。

好快！
係瞬間轉移？
唔係，只係單純既極速，我同蜘蛛既眼睛，都跟唔上呢種速度。
最起碼已經係10馬赫以上

眼睛跟唔上既速度。
蜘蛛魔眼無效。
雖然本身已經無哂MP，而且已經將死左。
烏鴉埋左身，去到蜘蛛後面。

一刀斬落。
蜘蛛HP歸0，應聲倒地。
一聲慘叫都無，係地上面地去。
慢慢地，連STATUS都無埋，查唔到蜘蛛既STATUS。
換言之，係我面前既，就只係得具蜘蛛既屍體。



#黑幕

聖城。
金碧輝煌既一個地方，除左華貴之外實在搵唔到其他形容詞去形容呢個地方。
過份高既天花板，四圍都佈有穿著盔甲既騎士。
錯，唔係騎士，就只不過係盔甲黎姐。
就算盔甲入面無人，都會識得用，呢D就係魔法。
錯，唔係魔法，佢地叫呢D做奇蹟。

又有邊個諗到，呢個大殿之下存在一個地下室。
地面既建築已經夠誇張，地底之下更為浮誇。

「阿斯塔錄大人，恕我冒昧，呢個地方有黎既價值咩？」

我身後既兩隻惡魔當中既其中一個，路西弗格問道。
路西弗格，地獄位於最高位既六柱之首，直屬於統治地獄既三大惡魔。
金色頭髮，睇起上黎不過係個三十歲左右既青年，無論點睇都只係個平凡既人類。

「……」

另一位惡魔，六柱既末位，內比羅斯。
同路西弗格相反，係個寡言既存在，睇起上黎都惡型惡相，就算化為人型都無法掩蓋佢惡魔既氣息。

「而且，對於佢地黎講，惡魔唔係敵對既生物咩？」

路西弗格繼續開口道。

的而且確，對事奉神既佢地黎講，惡魔必然係敵對既存在。
但係換個諗法去睇，惡魔係呢個星球上所有生命體既敵人。

「有同佢地接觸既必要。」

「佢就有呢個價值，去見阿斯塔錄大人你咩？」

我停左係到，望住佢，問佢一句：

「你覺得無？」

「係。如果要尋求合作者，無必要搵佢地。」

我笑左一笑，究竟係佢太天真，定還是係唔清楚呢個星球既狀況呢？我另返轉頭，繼續向前行。

「我問你，呢個星球上最大既勢力係咩人？」

「當然係UNCLE SAM。」



「錯，係一陣間你地會見既人。以宗教為名，掌控世界六份之一人口，呢個宗教既核心就係呢到，宗
教之國。」

路西弗格無再出聲，唔知佢明唔明，不過唔明都無咩所謂，反正我既計劃都唔會有變。

終於，行到去大殿既盡頭。只見一個老人坐係張櫈上面，等待我既來臨。

「教皇。」我同佢打招呼。

教皇並無出聲，只係打量我地呢三個人，然後徐徐吐出左幾粒字出黎，「惡魔。」。
又再舉一舉手，大殿後既無人騎士拔出劍刃，走左過黎。
內比羅斯即刻凝聚魔力係右手，準備一擊殲滅呢班無人駕駛盔甲。

「停手啦，內比羅斯，我地今次黎唔係黎打交。」我笑住口同佢講。

「異端就應該去死。」

「你唔係覺得，後面既玩具可以玩得死我地下話？」

我望住教皇既眼神，佢瞳孔之中無半點畏懼之心，佢係真心相信後面既玩具可以打得贏內比羅斯。
我唔知道後面既玩具究竟殺左幾多隻低級惡魔，但係身為六柱既內比羅斯，點可能會比呢Ｄ玩具殺死
。

幾秒之後，身後出現左腳步聲。我又再喝止內比羅斯，唔好比佢有任何無謂既動作。

「係咩人？」我問。

教皇眼神無半點疑惑，明顯地教皇認識呢一個人。

金髮西裝男，望落個樣四十歲左右，身型中等，望落都幾型。

「黎人地屋企，唔係應該係你自我介紹先咩？地獄既大公爵‧阿斯塔錄小姐？」

西裝男友善咁開口道。

「屋企？宗教之國係你既屋企？你先係……教皇？」

「咁又唔係。」

西裝男走左埋黎，比左張卡片我。

「三百人委員會　加百列」

卡片上淨係寫左呢幾個字，除此之外，係一張純白既卡片。

內比羅斯又再準備攻擊，我又再一次喝止佢。
喂喂，原來宗教係真架。



呢個男人……
係管理者。
又有邊個估到，聖書入面既天使，居然會係神。

「你係神？」

「我只係管理員，係天使，神更加至高無上。」

我從來未聽過管理者之上仲有人，係呢個星球既意志？
唔會。
我可以斷言，管理員之上係唔會有父。
管理員，應該話呢班天使本身就係究極既狂信徒。
相信虛假而又唔存在既父。
明明自己就係最高無上既存在，居然去創作一個父出黎。
完全唔明解佢地既諗法。

「你再侮辱我地既神，我就唔可以當無聽過。」

讀心？確定了，佢就係管理員。

「我只係無諗過，地獄既大公爵居然咁膽親自進入其他世界，你唔驚管理者咩，只要我地想，抹殺你
係一件好容易既事。」

地球既管理員。
一早已經聽過傳聞。
雖然有三百人咁多，但係唔會直接干涉星球既運作。
就算係惡魔，佢地都唔會親手驅逐。
之不過矛盾既係，佢地會叫手下既人，教徒等去消滅惡魔。
一方面希望有更多人信仰「父」。
但係唔會顯露神蹟黎令更多人相信。
明明只要用一下神蹟，出現係世人面前，就大把人相信佢地。
佢地並無咁既選擇。
如斯的矛盾。

當然，佢地有咁樣既選擇係佢地既事。
我無須理解當中既智慧，亦無法去理解。
只須理解呢個星球幾乎係所有星球入面營運得最好。

交易啦。
我幫你驅逐異端，而你就幫我……
我露出微笑。
 



上帝已死

上帝己死。
雖然呢個係個難以置信既事實，但係蜘蛛女王已經變成左具冰冷既屍體。
慢慢地，眼前既蜘蛛失去左平衡，八隻腳支撐唔住佢龐大既身軀。
然後，跌左係地，郁都唔郁。
再一次提醒我蜘蛛死左既呢個事實。

震驚十三億人既事實。
呢一刻，烏鴉弒左神。

我不禁為之顫抖，為既唔係眼前呢一位弒神者。
而係包圍住我地，千千萬萬既神明。

即使殺左一隻蜘蛛。
亦有千千萬萬隻蜘蛛。

數以百計既蜘蛛女王。
全部都係神話級既魔物，每一隻都足以滅世。
每一隻都擁有一模一樣既STATUS。
無論無貌、小動作都係一模一樣。
簡直係COPY AND PASTE出黎既產物。
如果出現上百隻烏鴉，我自然會驚訝。
但依家出現既係蜘蛛，係管理世界既神明，諗深一層，自然覺得係理所當然既事情。

打從一開始，蜘蛛就無可能會死。
畢竟係神。
曾經有一秒覺得蜘蛛死左，諗返轉頭，我覺得自己有D傻仔。

烏鴉無打算放棄。
依然舉起雙刀，迎戰至最後一刻。
無意義既行為。
一睇就知呢D蜘蛛女王係複製出黎既野，只要本體有心，唔好講數百隻，就算製造上億隻蜘蛛女王都
唔係唔可能既事。

放棄啦，就算係你，應付一隻蜘蛛女王都已經歇盡全力。
但係依家講緊上百隻蜘蛛。
我唔明點解唔肯放棄。

「【勇者】既隱藏技能，去到絕境可以發揮出超過平時既實力，外加對【魔王】攻擊傷害提升。」

我轉頭一望，係蜘蛛女王。
應該話係，正版既蜘蛛女王。
好明顯，呢一隻係正版。
只有佢一個，唔係以上半身人下半身蜘蛛既型態出現，而係採用同人類差唔多體型既黑暗精靈型態。
佢冷淡淡咁開口講野。



「量產型蜘蛛戰鬥力果然未夠，睇黎要提升一下數值，或者直接去量產龍王。」

量產龍王，事到如今我都唔會再覺得驚訝。

烏鴉睇得出蜘蛛既本體係邊。
直接撲上向蜘蛛果到。
勇者。
烏鴉係勇者？
可以戰勝魔王既人？
亦即係我既敵人？
係呢個世界上，最強既人？

之但係。
勇者始終都係勇者。
就算勇者幾咁勇都好，佢既對手依然都係魔王。
無論佢幾咁努力都好，都無可能以神為對手。
以凡人之身試圖去扭曲天意。
係絕對既世界面前，人係幾咁既渺小。

「發動管理員權限，賦予束縛狀態(8小時)，賦予禁言狀態(8小時)，賦予無法使用技能狀態(8小時)，
賦予生命值鎖定狀態(8小時)。」

只係讀左幾句出黎，烏鴉就停左係到。
再啪一下手指，所有量產型蜘蛛女王都自爆。
「量產佢都幾好。」
蜘蛛女王打量左烏鴉一眼，然後好似醒起左某D野咁，望住我。

「你，係咪繼續進行？」
「繼續進行？咩意思？」
「殺戮。」
「殺戮有咩問題？身為魔王，要做既事就只有一樣。」
「復活。」

發現左。
佢發現左既殺戮既目的係乜。
事到如今，比佢發現都係一件好正常既事。
畢竟眼前既係最高神，係全能神。
如果佢唔知我做緊乜，先至出奇。

我點一點頭，我既尾巴就即刻斷左。
發生咩事？依家再去諗發生咩事係毫無意義。
根本唔需要去理解神蹟既原理，只需要理解神點解要咁樣做。

換言之，我再唔停止約翰既復活計劃，就要同神對抗。

呢一刻，我停左係到。



無得打，唔可以違抗神既命令。
我笑左，只可以點點頭，講左句：「我放棄。」
然後，蜘蛛帶走左烏鴉，兩個人一齊消失左。

真係無用。
我笑左。
我坐左係地，先至發覺自己係幾咁無用。
就連復活約翰，比哂方法我都唔敢去做。
烏鴉就算知道自己唔夠打，都會向神發起挑戰。
而我，因為對面係神，咩都唔夠膽做。
真係無用。



最終的選擇

落雪。
細雪如雨一樣落下，慢慢將森林染成雪山。
而我既身體亦隨之而變成白色。
究竟過左幾耐？
一個鐘？一日？定係一個月？
我都唔知道。

係，我既所作所為一切都係無意義既行為。
我只不過係個普通既NPC。
無論點都好，我都只不過係棋盤上既一隻棋子。
唔係國王，亦唔係皇后。
唔係車，亦唔係馬。
唔係飛車，亦唔係龍王。
更加唔係對奕既兩位棋子。

好攰。
算啦。
一切都算啦。

呢個時候，我聽到有腳步聲走近。
懶得回頭。
亦唔想回頭去望究竟係邊個。
無論係邊個，都無所謂啦。
反正，一切都係無意義。

努力唔會得到回報。
一開始已經注定左你係邊個。
你係咩人，你來自哪裡，你去邊度，都一開始已經比人注定左。

劇情再推進落去並無意思。
我既故事，不如就到此完結啦。
想完結？
都唔得。
因為已經注定左。
我既生命唔會係呢一刻終結。

可笑。

係邊個決定呢一切？
係神？係天照？係蜘蛛？
係命運？係劇本？係世界？
但絕對唔會係我。

「你，唔想打破命運？」



腳步聲主人開口說話。

當然想打破啦。
但係打破呢個行為根本就絕無意義。
一黎根本打破唔到。
二黎打破命運或者都係「命運」本身既旨意。
姐係話，只要一切隨緣就得。

哈哈。
可悲。

一瞬之間，滿地冰雪化成水，然後升上天空。

「弒神啦。」

我轉頭一望。
白雪。
仇人？
敵人？
但係無論點都好……
都無所謂。

「殺死蜘蛛。」

殺死……蜘蛛？

「加入我地啦。」
白雪再開口講。

「向命運作出最後既反抗。」

要背叛蜘蛛？
要加入惡魔？

我……應該點做？



決戰的前夕

係、係、係。
大家好。
大家好，我係呢個世界上面最可愛既蜘蛛。

係，無錯，正係我本人！
傳說既蜘蛛女王大人！
傳說中既癡線蜘蛛D蜘蛛絲癡住枝樹枝本人！
因為某D原因，我又做返主角先，好似係。

依家既我，坐係地下城第十層到飲緊杯茶。
杯茶呢，其實就無咩特別。
特別既地方在於個茶杯身上。

個茶杯某程度上係呢個世界上面最珍稀的貴寶。
因為，構成茶杯既物料唔存在於呢個世界之上。
無錯，佢係用唔存在於呢個世界上既物質所構成。
而呢樣物質既名係叫——

瓷。

某一日我因為太得閒所以走左去其他世界，亦姐係香港果到。
走左入間五蚊店，然後買左呢個瓷杯。
價值港幣十元正。

好啦，你應該會奇怪，點解我會無啦啦講呢個瓷杯。
是咁的，係我嘆緊茶果陣，坐係我對面既天照大御神無啦啦講左句話。
嚇到我打爛左隻杯。

無錯，就係因為呢位低B女神講左一句野。
稀世珍寶咁就無鬼左。
因為唔屬於呢個世界既產物，所以唔可以用管理員權限去修服佢。

我望住地上面既茶杯。
白色既茶杯。
一瞬之間我個腦一片空白。

然之後我對於呢隻杯既回憶返哂返黎。
我好記得買呢隻杯既果一日係星期三既朝早，落緊大雨。
我返去香港自然唔係用黑暗精靈或者蜘蛛女王個樣啦。
我呢，就用返我前世既中學生樣，走左入去間五蚊店到。

然之後呢，我就因為係著住校服。
咁我就比係五蚊店入面蛇王既訓導主任周到。
正因為咁，佢就打算捉我返學校。



咁當然啦，我就唔可以跟佢返學校啦。
一黎我已經唔係佢地既學生。
二黎前世既我已經死左，比人發現我返左生咁還得了既？

於是乎我就拎起左個瓷杯打暈左訓導主任。
然後呢個過程比五蚊店既店主見到。
佢呢就要報驚。
然之後我又打暈左個店主。
個瓷杯呢就染上左紅色。
咁我當然唔可以留低證據係呢到。
於是乎我就擺低左九蚊係間鋪到。
將呢個瓷杯帶返去RPG世界。

離哂題。
係時候講返正經野。

「仆你個街，我個茶杯好貴架，你賠返比我呀，成廿蚊港紙架！」
我對住天照大聲咆哮。

「賠返比你？」
「係呀！」
「好呀。」

然後佢就企左起身，走埋黎我到。
我一時之間反應唔切，就比眼前呢個小女孩身型既邪惡女神捉住左雙手。
反抗唔到，究竟佢用左權限將自己既力氣加到幾大呢？
雖然我都可以用權限增加力氣推開佢。
但係我一時之間反應唔切，無推開到佢。
佢就伸個頭埋黎，嘴唇因而相擁。
舌頭慢慢咁推開左我既上下唇，然後慢慢地係我既口腔之中游走。

呢個時候我終於驚醒，發動空間魔法，傳送到天照身後五米。

「……想點呀你？」
「多謝惠顧。」

天照又露出佢既招牌邪惡式笑容。

「呢個賠償唔只值十蚊WO，當然亦唔只廿蚊啦，可愛大神既KISS係無價寶。」
「去死。」

佢搖一搖頭，就避開左我既暗影長槍。
我嘆左口氣，低頭望住個茶杯，然後就問佢。

「你岩岩講既野，係咪真架？」
「你指邊樣先？」



「你話……白雪返左黎件事？」
「無錯，白雪已經返左黎。」
「但係我偵測唔到佢。」
「記唔記得黑騎士盔甲？」
「我記得，但係黑騎士盔甲係因為我加左密，其他既管理員先唔會偵測到。但如果係黑騎士既話，咁
身為加密者既我，應該會偵測到佢。」
「你係唔係唔記得左，管理員有三位？」

我舉高頭望住佢。

「奧丁既盔甲。」

我欲言又止。
然後企左起身。

「最終決戰要開始。」
「嗯，今次一定要剷除阿斯塔錄。」
「Alice。」
「你……想去邊？」

我舉起手：「發動空間魔法。」

「有呢個必要咩？你有親身去既必要咩？明明派量產型蜘蛛，或者派烏鴉、蠍子，或者龍王去都得。
」

我搖頭。
「要親自出馬。」

「你係管理員，如果你死左既話，阿斯塔錄會得到管理員權限，到時就真係輸左。」
「我唔會死。」
「由你出馬有咩用？因為復活既關係，你已經失左時間魔法、眷屬製造。」
「即使係咁，我依然比龍王同烏鴉可靠。再者，我係時候要去清算我同佢之間既恩怨。」
「佢……」
「嗯。白雪。」
「咁既話，我都去。」

我再度搖頭。
「你都已經無左技能封鎖。」
「但係……」

「空間魔法，目的地100164世界，坐標，北緯38.913611度，西經77.013222度。」

然後我消失左係天照既視線當中。



無際沙漠

錯左。
錯哂。
搞錯左。

呢到究竟係邊到？
一望無際既沙漠。
除左沙漠之外，咩都見唔到。
好熱……

著住一身校服既我，同呢一片沙漠格格不入。
雖然可以變返做蜘蛛既型態，但如非必要我都唔會咁做。
始終，蜘蛛女王或者黑暗精靈個樣實在係太顯眼。

講碌鳩咩？
成片沙漠入面得我一個人？
好熱好頸渴。

空間魔法唔會有錯。
我既坐標應該都唔會出錯。
如果咁講既話，呢到就一定係合眾國首都。
以我所知，合眾國既首都絕對無可能係一片沙漠。

係咪搞錯左D咩？
呀。
真係搞錯左。

發動情報掌握，今日幾多號？
[三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三零一八年。
成為左神之後，對時間既概念變得模糊。
差D唔記得左距離我死亡、轉生成為蟲既時間已經過左一千年。

我好肯定，最終決戰既舞台，一定唔會係呢個時間點。
係過去。
二十一世紀。
阿斯塔錄同我地並唔係同一個時間點上。

無論係上一次既戰鬥定點，我地所見到既佢係二十一世紀既佢。
姐係話，身處於二十一世紀既佢，黎到三十一世紀同我地戰鬥。

的而且確。
我地RPG世界最虛弱既時期係三十一世紀。
神得返兩位，仲要兩位神都係岩岩復活。



作為惡魔，呢個時期絕對適合攻城。
阿斯塔錄用一千年既時間，準備惡魔大軍攻擊我地既世界。
既然係咁，天照會有危險。
不過，守城既係天照，我唔會擔心佢。

所以，依家既我，就要先發制人。
搶先擊殺阿斯塔錄。

佢本體係香港。
二十一世紀既香港。
要問我點解會知道，咁係因為當時阿斯塔錄同白雪攻擊蝴蝶女王本體行動果陣，我派左蠍子過去。
蠍子本身就係種病毒。
追蹤阿斯塔錄既生體信號。

而阿斯塔錄唔係三十一世紀。
我咬左下嘴唇。
好彩落左病毒去追蹤阿斯塔錄。
如果唔係，就只會係單純比佢調虎離山，得天照守點。

不過唔緊要，天照絕對唔會有事。
係我有事姐。

我唔洗返去救天照。
只要去擊殺處於二十一世紀既阿斯塔錄就得。

問題就係呢到，我無左時間魔法。
無能力回到過去。
咁點做好？
返返去RPG世界先，再從長計議？

先去探索三十一世紀既地球先。
只係過左區區一千年。
因乜解究合眾國變哂沙漠？

我無再顧及儀態，切換成蜘蛛女王個樣。
係沙漠上面高速奔馳。

三公里。三十公里。三百公里。三千公里。
向西行左差唔多成四千公里，終於見到某D建築物。
機場？
明明成個世界都變成左沙漠，唯獨呢到出現左個機場。
有種好奇怪既感覺。

而且，最奇怪既係。
一路上唔好講人，連動物，甚至連植物都無。

呢到真係原來既世界？



傳送干擾，搞到我去左另一個世界？
抑或係，呢到真係三十一世紀既合眾國？



最後的塵土

機場。
無際沙漠上面出現一個機場。
類似係空軍機地既物體？
但係大部份既設施都已經風化。
與其話係機場，不如話係一個好似機場既遺跡。

戰機殘骸鑲入黃沙之中，就只有半隻機翼突左出黎。
人類文明，已經無左？
呢一千年時間入面，究竟發生左咩事？
我繼續深入探索，發現左個地下室入口。

拉開直徑只有一個人身高咁上下既鐵蓋，淨係見到一條深不見底既長梯。
一條圓柱形既通道，好似直達地核咁深。
但係闊度，只勉強塞得入一個人。
蜘蛛女王既身躺都勉強入到去。

於是乎，我諗都唔諗，梯都唔爬，就咁跳左落去。
八腳踏地，舉頭一望，入口變左粒星光。
呢到係距離地面有幾多米？
比起呢點，我發現自己身處一條下水道。
除左向上既爬梯之外，就只有一前一後兩條路。
問題黎啦，應該行前定後？

下水道已經乾涸左，證明好耐無人黎過。
最陰森既係，一隻生物我都見唔到。
唔好講人類，甚至係連老鼠、昆蟲我都見唔到。

有種好可怕既感覺。
走到下水道盡頭，係一個奇怪既房間。
未見過既奇怪機械，似乎係要好多個人一齊先操作到既巨型機械。

然後我繼續向前行，入左去一間類似係宿舍既地方。
有一副白骨，坐左係張櫈上面。
我深深吸左一口氣，然後注意到有本日記係地上面。

利用[情報掌握]，嘗試去翻譯呢本日記。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晴

戰爭開始了。
不過我們並不認為那是戰爭。
以二十一世紀而言，應該不再會有宗教戰爭了吧。
反正勝利必然屬於合眾國，所以我們也不用多理會這場戰爭。
繼續工作就可以了，這是高層給我們的命令。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陰
那不是戰爭吧。
那是類似革命之類的東西？
又似是民眾暴動。
不過就算暴動也影響不了我們吧。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晴

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研究要加速。

二零一九年一月五日 雨

我不知道外面發生甚麼事。
只知道很奇怪，已經幾天收不到外界的聯絡了。

二零一九年一月六日 暗

我的天，外面好暗。
派了人員到外頭，沒有回來。

二零一九年一月七日 暗

世界末日了。
外面都是怪物。

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 暗

原來是核戰爭爆發了。
世界玩完了。
只有我們的研究能夠拯救世界。

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 暗

實驗以失敗告終。
過去是改變不了的。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日 暗

或許我們幾個是世上僅存的最後人類了。
即使高層已經沒有了，但是只有我們能夠拯救這個世界，因此研究必需加速。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日 暗

實驗又失敗了。
死了很多人。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暗

又失敗了。
只餘下我一個人。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暗

成功了。
製造到兩台出來。
只要有這個東西，一定能阻止核戰爭的。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三日 暗

可是，我還是不敢去使用它。
如果失敗了，我這個最後的人類也死了的話，還有誰能改變世界？
雖則世界早已完蛋了。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明

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兩周年，可是我依然不敢去改變這個現實。
一切一切都已經玩完了。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明

。

三零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晴

那麼，我代你完成未能完成的任務吧。
我會代你去拯救這個世界。

……
我關上了日記。
深呼吸了一下。



時光機

時光機。
UNCLE SAM既空軍機地，竟然研發咗時光機。

企係巨大既機器面前，一時之間我唔知應該比咩反應。
改變時間既機器。
我曾經有過時間魔法，所以深明可以操控時間係件幾咁可怕既事。
輕則改變歷史，重則改變世界既體系。
表面上的確如此……

實際上時間魔法係一無是處。
時間係改變唔到。
既有既事實一早已經決定好哂，就算去改變都毫無意義。

表面上係我利用咗時間魔法回到過去，埋下咗外神既種子，然之後一下子反攻咗呢個世界，成為世界
既唯一神。
實際上時間線只係單向，我並無改變到過去。
簡單嚟講就係，喺我用時間魔法回到過去之前，外神就已經存在。
外神的確係由我製造出嚟。
但同時係既有事實。
我使用時間魔法，並無令過去既事發生改變。
與之相反，我使用時間魔法，只不過係順應住時間既齒輪而行。

世界上所有既事都係命中注定。
由世界誕生之初，一早已經決定好我成為神，我會使用到時間魔法「改變」過去。
係神、管理員之上，有一樣謎之存在，更為上位既不明存在。
我推斷呢啲係星球既意志。

話題扯遠咗。
返返嚟時光機到先。
總結依家既情報︰

之前同阿斯塔錄既大戰，令到背叛咗我既白雪同埋約翰去咗唔知邊個世界到。
戰後後蠍子失蹤。
本來都無乜事發生，但係天照發現咗白雪已經返咗嚟。
阿斯塔錄同天照唔知謀劃緊乜，於是乎我就主動出擊，嚟到合眾國呢到。
依家既時間係三零一八年。
原來一千年前既時間發生咗場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果似乎令到全人類毀滅。
一千年前，合眾國研發咗兩部時光機，但係當時殘存既人類並無用到。
一千年後，三零一八年，某個人利用咗時光機返去一千年前。
呢個三零一八年出現既人，實在好可疑，絕對唔似係現世既人類。

假定，惡魔可以自由穿梭時間。
咁樣既話，就無可能係惡魔利用時光機回到過去。
咁仲有三個可能。



一係白雪。
但係白雪應該跟從咗惡魔，咁無必要利時光機去回到過去。

二係蠍子。
蠍子既行動一向都難以預測，亦都唔知佢其實想點。
佢好多行動都無去思考過……大概啦。
所以，佢無啦啦用時間魔法返返去過去都係件合理既事。
但前提係，無空間魔法既佢，究竟點可能嚟到呢個世界？
但空間魔法既話，應該永遠困住喺RPG世界至係。

最大機會係約翰。
次元既魔女。
如果真係佢既話，佢返去過去究竟有咩目的？
唔會係純粹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下話。

過去發生既事係永遠改變唔到。
未知既事亦一早決定好哂。
但係，無人知道未來、知道未知。

時光機仲有一部。
就好似同我講緊，叫我搭上去一樣。

改變過去絕無意義。
但係我依家要去既，並唔係改變過去。
而係去，打低最後既BOSS。
阿斯塔錄。

最終既決戰。
 



2019

戰火連天。
黑雲四起。
年份係二零一九年。
憑住時光機成功回到過去。

歐洲戰場。
法國南部某座城市。

西班牙想要搶攻呢到，但係攻咗好耐都攻唔到入去。
見到漫天既煙火，城市化成廢墟，先再一次認知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咗既呢個事實。
明明我死咗之後，就不過係短短幾年，點會變成咁？

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戰係因為UNCLE SAM而起。
2018年尾，UNCLE SAM分裂咗成為兩個國家。
一個係以宗教為名，解決異端。
另一個國為認為去到2019年，世界應該要世俗化，脫離宗教束縛。

以英、法為首既歐洲列強，承認宗教既必要性，認為世俗派係動亂之源，幫手鎮壓世俗派。
呢返舉動，隨即引起中俄兩國既強烈批評，世俗派得到兩大國家支持。
就係咁，自冷戰以嚟，世界再次分為兩大陣營，宗教派、世俗派。

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巴西、以色列。
中國、俄羅斯、日本、韓國、西班牙、印度。

UNCLE SAM化為戰場，兩派人分割咗成個國家，然後各自建立自己既政權。
除咗美洲戰場，歐洲、太平洋都開始咗戰爭。
西班牙對英法聯軍。
西班牙政府唔知發生咩事，試圖去強攻法國。
面對英法聯軍，就算西班牙軍力再強，都打唔入法國。
似乎會等埋UNCLE SAM世俗派既支援，再強攻過去？

西班牙政府既舉動實在太過奇怪。
無啦啦由冷戰，一下子跳入咗去正式交戰既狀態。
而且成個歐洲大部份成員都係宗教派。
單憑西班牙既實力要同成個歐洲作對，實在係件無可能既事。

企係屋頂上既我，親眼目睹呢場戰爭。
四圍都係啲唔高既細屋仔，密密麻麻形成大街小巷。
兩邊陣營係到爆發咗場巷戰。

分唔清邊邊係法國，邊邊係西班牙。
本質上，兩邊既人都係一樣。
係RPG世界，我見過好多唔同既戰爭。
有魔界對人類。



有魔物對魔界。
有外神對神。
但係同呢一場戰爭唔同，起碼唔可以單單憑肉眼去分唔同既陣營。
本質上，大家都只不過係人類。
甚至係同樣膚色，同樣武器。

人類算係乜嘢？
我無辨法理解呢一場戰爭。
身為神既角度嚟睇，呢個世界既人會為咗奇奇怪怪既理由而戰鬥。

但今次實在係太奇怪。
由宗教戰爭演變而成既世界大戰。
講到宗教戰爭，就我諗起呢個世界既神。
自稱為天使既佢哋，同呢場戰爭有咩關係？

戰火之中，我睇見一個少女企係街道上面。
抱住個鐵盒，仰望天空散落既火塵。
漫天既煙梢令到少女臉孔染上黑色，同佢既金髮形成相反。

好快趣，就有一班軍人圍住佢。
唔知係法軍定係西班牙軍，亦唔知係抱有善意定係惡意咁埋去個少女身。

天使出現咗。
正確嚟講，係管理者。
呢個星球既管理者之一，加百列。

「呢個就係你地創造既世界？」我問天使。

軍人拎起槍，指住少女。
戲謔既表情。
玩弄生命既表情。

「我地完全中立。」天使回答。

唔會直接干涉世界既運作。
直接。
間接？

佢哋同惡魔之間，究竟有咩協議？

「身為管理者，無可能無時無刻對人類進行救贖。」

「但我係神。」
我舉起手，用蜘蛛結界綁住哂堆軍人。

「你係咪變咗？」



我笑一笑，然後由屋頂跳落少女身邊。



於風中飄蕩

人命何價？
神點樣去決定一個生命既去留？
神有咩權利去決定生命既去留？

為咗救一個人，而殺死千千萬萬既人。
因為睇唔順眼，因而降下神罰。
做咗一件錯事，犯咗罪，又有邊個可以去決定當中既刑罰？
本身，罪亦係咩意思？

唔通一切都只係隨神既一念之差嚟做決定？
神係一種自大既生物。
係神明既眼中，眾生平等。
係發自真心咁認為眾生平等。
畢竟，對於神嚟講，其他既生命都不過係種低等既浮游生物。
下位，低劣既生命體，又有分等級既意義？
人類同螻蟻又有咩分別？
都不過係神既玩具。
所以眾生平等呢個講法係無錯。
不過神自己本身已經脫離咗「眾生」既範疇。
掌管住萬物，可悲又自以為是既支配者。

呢個世界既管理者拒絕成為「神」。
佢哋並無視「眾生」為螻蟻。
既係眾生平等，亦唔係其他管理員一樣既眾生平等。
唔降下救贖。
唔降下神罰。
任由呢個世界既生命體自由發展。
創造最為多元化既一個世界。

說話梗係好聽。
佢地不過係另一種形成上既眾生平等。
如果話一般世界既管理員覺得下位生命體係玩具。
咁不如話呢個世界既管理員眼中，從來都無下位生命體存在。
唔會為咗生命體既事而歌頌。
亦唔會因為生命而感到憤怒。
並唔係講緊呢個世界既管理員係無感情既機械人。
而係講緊佢地不過係當生命係一種擺設之類，同石頭、河流一樣，只係種景物。
既然如此，又何必眷佑生物呢？

唔以神自居，自稱自己為天使。
係神明既代行者。
無錯。
亦唔係啱。
可笑至極。



玩具咪玩具囉。
光明正大咁承認咪得？
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係善神。
我係鍾意玩弄塵世萬物。
咁又點？
惡神，總好過善良既天使。

少女舉頭望向我。
望見呢位奇幻風格既黑暗精靈，絲毫無覺得驚訝。
或者佢早已經壞掉。

「炮彈，要係天上面飛幾次，先至會完？」
佢問我。

呢個係少女見到我之後既第一句開場白。

我摸一摸佢既頭，然後，殺死除咗少女之外既所有人。

人類不過係種脆弱既生物。
就算係呢個世界我唔係神，但係我只要郁一隻手指，佢地都會死哂。

少女無開心。
亦無傷心。
只係一如既往既，絕望眼神。



戰鬥與和平

士兵。
突擊步槍既子彈彷如閃電一樣傾落我既身邊。
毫無意義既攻擊。
以佢哋既描準速度，根本唔會有打中我既機會。
我一下子走到指揮宫的面前，只係一腳踢埋去，佢既頭顱因而粉碎。
善於與人類作戰既士兵，就算再優秀都好，都無可能打得嬴我。
因為我係怪物，不存在於此世之物。
佢哋無經驗同怪物戰鬥，認知入面根本無怪物既存在。
面對突如其來既神秘生物，就只會兵敗如山倒。

少女望見我英姿，亦係一如既往的目無表情。
同驚訝既兵士形成強烈鮮明既對比。
壞掉既眼神。
究竟要經歷幾多，先會有呢種絕望既神情呢？

少女絕對唔係平凡既人物，最少我既直覺係咁認為。
我唔覺得我同佢既相遇係一件偶然既事，係呢個世界既神所安排？
加百列既目的究竟係啲咩？
無法想像。
因此思考亦無意義。

坦克。
出動埋坦克。
已經分唔清邊一邊係法軍，邊一邊係西班牙軍。
反正對我嚟講無所謂。
擋喺我面前就一定要死。
呢個係惡神既處事守則。

暗影長槍。
呢一招魔法應用喺呢個世界就等同於刺針式飛彈一樣，一下就能打入坦克既裝甲。
裝甲如紙一樣被撕碎，瞬間化成火海。

天空上面既直升機唔敢輕舉妄動，只係喺高空都觀察我。
無必要去攻擊佢哋。
阻唔到我既話就無必要攻擊。

喺我強力既武力介入之下，雙方既戰鬥暫時休戰。
換嚟片刻而又虛偽既和平。

少女始終一言不發，抱住個鐵盒跟喺我既身邊。
而我，就嚟到反抗軍既大本營。
因為戰爭而發動暴動，獨立出嚟既某個小鎮。
唔會對西班牙或者法國妥協既自治軍事小鎮。
軍力雖弱，但係似乎兩派軍隊計劃都唔係以呢個小鎮為優先。



小鎮既軍力比想像中強。
拎起干戈既小鎮反而得到和平。
放棄掙扎既小鎮卻遭到毀滅。
真係諷刺。

鎮上面既人帶我去到某個人既面前。
似乎係小鎮入面最話得事既人。
佢想見我。
畢竟突然間出現咗個衣著奇怪、戰力極強、又生得貌美如花既超級靚女出現咗。
換轉我係鎮長都會想要會一下呢個人物。
探一下是敵是友。

然之後，我發現咗個驚人事實……
語言不通，完全溝通唔到……
 



子彈

突如其來出現既人物。
與其話係人，不如話係不知咩既生物。
擁有同人類相似既外形，但係種種一切同人類唔同。
漆黑既皮膚、頭上長著雙角。
呢到既黑色唔係指佢既人種，而係完完全全既深黑。
背上長有黑色蝙蝠翼，破破爛爛。
如果話佢比人既感覺似咩，我可以老實回答你。
惡魔。

作為村入面既武裝部隊首領，我被任命為今次會見既保鏢。
負責保護村長既安全。
拎住M16，身穿避彈衣，企係村長隔離，見證住呢次既會見。
老實講，我唔覺得呢把突擊步槍對眼前呢隻惡魔有用。
不過點都好，都要有個裝飾喺到，點都唔可以兩手空空同惡魔談判掛。
作為一個淨係識戰鬥既中年大叔，我唔係好聽得明惡魔同村長既對話內容。
畢竟我呢啲武夫，就只係識得拎起枝槍，聽從村長既命令去捍衛家園。
世界形勢，外交談判一概不曉，只要交比村長就得。

村長係個七十歳左右既阿伯。
好似好有智慧，實際多得佢英明既帶領之下，我地先可以係西班牙同法國既戰爭中獨立出嚟。
作為村民既我，就只可以去相信佢。
思考唔係我既工作，我只須要戰鬥就得。
如果惡魔有咩奇怪既企圖，我就用子彈送佢去見上帝。

惡魔身穿住黑色既西裝，由頭到尾都係黑色，形成詭異既感覺。
佢坐落梳化到，繞起隻腳。

「交出鑰匙啦。」
「我唔明你想講咩。」
「銀鑰匙，渺小既人類。」

村長皺一皺眉頭，無回答惡魔既問題。

「我係為咗你地好，人類無能力駕馭鑰匙既力量，鑰匙就只會為你地帶嚟災厄。」
「我地無你口中既鑰匙。」
「點會無，如果你無鑰匙既話，點可能殺死哂周邊既軍隊。」
「咁係因為我地有一流既戰士，並無你地所謂既銀鑰匙。」

惡魔笑咗一笑，然後又繼續講︰

「坦克都比你地拆到，你地村有啲咁強既武器咩？同埋我地觀察到有奇怪既生物出現咗。」
「奇怪既生物？」
「明顯唔屬於呢個世界既生物，介入咗呢場戰爭，救起咗你地既一個……細路女村民。你地係咪用咗
銀鑰匙既力量，召喚咗奇怪既生物出嚟？」



唔屬於呢個世界既生物？
你有無望過自己先講呢一番說話？
不過……
我開始明白惡魔講緊咩。
除咗惡魔之外，的確有另一個奇怪既人。

灰暗色既皮膚，身著奇幻世界風格既衣服。
冷豔既尖耳女人。
但由於語言不通，我地安置咗佢喺客房。
嗰個女人就係銀鑰匙？
但又好似唔係？
佢講緊鑰匙，應該係種死物嚟？
佢講到明召喚……
算啦，聽唔明。
就算思考落去都唔會明。

「老實講，我唔想出手，唔好逼我……將呢到移為平地。我只係想拎返鑰匙，如果你比我既話，我以
後都唔會再……」

我拎起步槍，對住惡魔既頭部猛轟。
感覺到殺意。
係傭兵既直覺。
煙消雲散，只係見到惡魔頭上流住藍色既血，依然企咗喺到，屹立不搖。

真係怪物。
明明打中咗，但係流血了事。
單憑人類，果然係殺唔到呢隻怪物。

「唉，係你逼我。」
惡魔舉起右手，形成咗個魔法陣。

「係地獄之中，懺悔啦！」

突然之間，玻璃窗化為碎片。
藍色、全副武裝既軍人破窗而入。
同一時間，舉起步槍連開數槍。
打中咗惡魔既胸膛。
同之前一樣，藍色鮮血四散。
但一秒之後，惡魔臉露痛苦，魔法陣隨之消失。
臉色發青，口吐白沬，然後跌喺地上面，郁都唔郁。
斷咗氣。

我聽過傳聞，UNCLE SAM擁有一隊奇怪既步隊。
唔係用嚟殺人。
而係用嚟殺外星人、怪物、怪獸之類既特種部隊——



子彈蟻。



力量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

暴力不能解決問題。
但沒有力量的話，沒有人願意和你一起解決問題。

一直以嚟，我都不過係個普通既爛仔。
讀唔成書，終日蝦蝦霸霸去搵兩餐。
世界大事唔關我事。
無論係身為祖國既西班牙，定係敵人既法國，對我嚟講都係遙不可及既存在。
為咗生存，就要傾盡所能。
殺人。
被殺。

身邊既親人喺我好細過既時候，比黑幫殺死。
諷刺既係，為咗生存，我必須加入黑幫。
我既雙手又葬送咗幾多個家庭？
又製造咗幾多個「我」出嚟？
我既故事，不過係個惡性循環。
因為比人剝削，就只能去剝削其他人而活。
殺人，總好過被殺。
呢個係我既生存方式，係我一直以嚟既生存之道。

轉眼之間，我成為黑幫入面武鬥派既代表。
殺人無數，得嚟既戰鬥技巧。
不亞於軍人既戰戰鬥能力。
近身格鬥，以至係槍械使用，我都一一登峰造極。

「但係你好悲傷。」

妓女咁樣同我講。
我用槍指住佢個頭。
佢喊咗，眼淚滴咗落嚟。
佢唔係因為恐懼而喊，而係因為我而喊。

幾十年既生涯，換嚟既只有空有一身既力量。
連野花都守護唔到既臂力。
只此以後，我同嗰個女人連結咗。
佢喺我身上受到保護。
而我喺佢身上得到慰藉。

之後，我就成立咗隊傭兵。
不分陣營，只會認錢，比得起錢就係朋友。
戰場上殺敵無數，為既只係想得到更多既權力、金錢去保護我既女人。



女人生咗個女。
嗰一刻，係我人生最光輝既時候。
我終於搵到自己喺呢個世界入面既歸宿。
搵到自己既存生意義。
屬於自己既，係呢個世界上生存過既痕跡。

為咗保護我個女，我再一次拎起步槍殺敵。
唔單係為咗保護佢，仲要係想開創個不一樣既未來。
未來呀。
希望佢唔會走咗同我一樣既道路。
希望佢可以好似平凡既女仔一樣，自由自在咁生活。
唔駛為咗生存而歇盡所能。
所以，所有既污糟嘢由我嚟做，因為呀，無未來既，只有我一個就足夠。

戰鬥。
殺敵。
血洗一切。
戰友死既死，傷既傷。唔緊要……預咗架喇。
戰友會安息既。
而我，屋企仲有老婆同個女喺到等緊我。
就連我都差啲葬身咗係戰場上面。
不過我唔會死，因為仲有屋企人等緊我……

完成委託後，返到屋企。
淨係見到個女喺到，老婆不知所終。
個女本身係個好活潑開朗既人，唔知點解變到寡言，唔敢講嘢。

哈。
後尾先知我生意上既一個敵人，帶住佢既傭兵，嚟我屋企搵我悔氣。
我唔喺到，於是就捉咗我個老婆，當住我個女面強姦佢、帶走佢，捉咗佢去做性奴隸。
喺呢一刻，我痴咗線。
發哂顛咁問個女，點解你唔去保護你阿媽？
點解你可以袖手旁觀？
點解你可以殺咗佢哋？
你老豆係傭兵，係呢個鎮上面最好打既人。
點解你咁廢咁無用，連自己阿媽都保護唔到？
連拎起枝槍，拎起把刀既勇氣都無，完全無保護阿媽既心？
同埋阿，點解你可以無事？

自此之後，我就無再理過我個女。
求其將個女放去個朋友屋企到就算。
我當無生過呢個女。
呢條女，以後一切一切，發生咩事都好，都與我無關。

結果我終日借酒消愁。
再一次回去過去既嗰種生活到。
之後過咗幾耐呢？



唔知，我無再數。
終於有一日，我的起心肝去查老婆既事。
然後比我知道真相。

乜嘢強姦，乜嘢捉咗去做性奴，統統都係大話。
嗰個女人，係自願跟我敵人走既。
甚至係，嗰個女人主動去接觸我既敵人，勾引我既敵人。
多得呢個女人，我唔知幾多兄弟戰死咗係沙場上面。
本來仲諗住殺埋我，點知我好彩，死唔去，哈。
點解嗰陣我會咁好彩？點解唔直接殺死我？
原因就係，我只係一個一味識戰鬥既傻仔。

我有諗過自殺。
但最後都無勇氣咁做。
呢個時候，我諗返起自己既親人。
佢哋死既時候，我又咪係乜嘢都做唔到？
只係識坐係到，乞求敵人饒自己一命。
然後，我又諗返起自己個女。
我呢一生人，勞勞碌碌，究竟得到啲乜？

我錯咗。
我唔應該就咁就將個女交比其他嚟照顧。
但係事到如今，只要佢得到幸福就得，我無資格喺佢身邊守護住佢。

有朋友介紹我離開呢個國家。
去入某個特種部隊到做，重新開始過新既人生。
我摇頭。
我既人生到此完咗。
就算再去揭開新既一頁都無意思。
我剩餘落嚟既人生，都只會為咗一個人而活。

世界大戰爆發。
西班牙對法國。
兩國戰鬥我絕無興趣。
但我絕對唔可以比佢再受傷害。
即使之後我無再同佢見過面，佢依然都係呢個世界上，對我嚟講最重要既人。

再次拎起步槍上陣殺敵。
將呢個小鎮，由兩國之間既戰鬥入面獨立出嚟。
為既唔係錢，唔係權力。
而係生存既保障。
唔係我既生存。
而係嗰一個，我好耐無見既少女——

保護佢既未來。



鑰匙

「交出鑰匙，係為咗你地好。」
子彈蟻拎起咗部平板電腦，個MON入面有個白色衫既男人。
似乎係科學家，或者係某啲軍方高層、政府高官。

村長諗咗一諗，之後答佢。
「我地並無所謂既鑰匙。」

「單憑你地既武裝，真係可以喺呢場戰爭之獨立出嚟咩？」

咁係睇唔起我？
今時今日呢個小鎮既局面，係靠我地啲手足一手一腳打返嚟。
我地活著既人，一步一步蹅上數唔盡既屍山，先至走到依家呢一刻。
呢到既每一座建築物，都係用村民既血肉堆砌而成。
你居然同我講句鑰匙，用一條鎖匙仔，就可以逹成今日既狀況？

「我地係你地既同伴，我地係為咗解放呢個世界而嚟。」

男人開始講佢既故事。

二零一九年起。
屬於神明既時代將會終結。
由呢一刻開始，即將創造只屬於人類既時代。
人類唔須要再受到神明既束縛。
可以自由自在，憑自己既願望而活。
活出真我。

比人係科學家既感覺。
但係說話無比瘋狂。
係到講咩神明人類。
就好似係個神學家一樣。

「神明，係存在既。我地依家將會喺神明手上奪回屬於我地既世界。」

在場所有既人，莫講話係我，就連村長都對佢地既說話一頭霚水。

「西班牙之所以攻打法國，係家咗要騰空一條陸路，去進攻宗教之國。真正既敵人，真正既神明就係
存在於嗰一度。而銀鑰匙，相傳能夠召喚不屬於此世之物，異星的惡魔。」

「異星既惡魔？」
我即刻諗起頭先嗰隻藍色惡魔。

「並唔係嗰一啲惡魔，頭先你地見到既，係貨真價實既惡魔。而銀鑰匙召喚出嚟既係，異世界的怪物
。」



呢個時候，小伊莉莎白走咗過嚟，本來跟喺佢身後既灰色神秘女人卻不知所終。
伊莉莎白抱住個鐵盒，走到去村長既面前。
村長對佢笑一笑，然後同對瘋狂科學家講多一次︰
「我地無銀鑰匙。」

而我望到子彈蟻既腳邊，有一隻蜘蛛……
 



空襲

咳。
發生緊咩事？
頭腦一片空白，勉強張開雙眼，忍受住強烈既劇痛以及頭昏腦脹，先發覺自己身處於戰火之中。
幾條橫樑壓住咗我既身體，趴喺地上面既我只係望到無數既屍體。
大門比火焰吞噬，能夠逃離呢個火場既地方，就只有旁邊既一扇窗。

我推開橫樑，爬返起身，先發覺頭上面有啲寒氣。
濕既？
係血。
我既傷勢並唔輕。
吸入太多濃煙，再唔走出去真係會出事。
但係，我並無即刻走出去。

「伊莉沙白！」
我大聲呼喊，但換嚟既，就只有火舌既回應。

太好喇。
伊莉沙白唔喺到。
應該走咗出去。
我望住村長既屍體，黑心咁表達自己既感想。

究竟發生咩事？
敵襲？
炮轟？
轟炸？

頭先應該係同子彈蟻傾緊，照道理唔會係西班牙既攻擊。
咁，係法國？
就連UNCLE SAM都偵察唔到既炮擊？轟炸？
法國既戰機、導彈有咁先進？

我拎起M16，跑出建築物。
還擊緊。
兩個子彈蟻以瓦礫作掩護，開槍還擊。
而村入面既戰友，似乎死得七七八八。

還擊？咁唔係遠距離炮擊、或者用戰機轟炸？

一道鮮紅色既光束劃破黑夜，宛如流星一樣從天而降，打落到子彈蟻既旁邊。
強烈既爆炸激起無數既沙石，將戰場蓋上沙塵暴。

惡魔。
一隻惡魔張開雙翅，高掛於空中。
左右手呈現住血色既魔法陣，微弱地發出刺眼既光芒。



漆黑既身體於黑夜之中反而顯得格外顯眼。
單人匹馬但係又有千軍萬馬既氣勢。
矛盾得嚟又顯得自然，呢個就係惡魔。
唔係使節，唔係談判專家，而係戰士。

亦都係敵人。

無暇顧及伊莉沙白既安危。
如果呢一刻殺唔到隻惡魔，伊莉沙白一樣要死。

突擊步槍真係有用？
正當我咁樣思考既時候，我既手指已經自動扣下板機。

數十發子彈以超音速逼近，但係惡魔及時張開魔法陣，一道無形既力場將子彈悉數擋下。

「原來仲有幸存既人類。」

幸存？係咩意思？
伊莉沙白呢？

我再度以步槍掃射，但係佢今次連力場都無開，直接飛埋嚟我身邊。
「憑呢種玩具，你覺得殺得死我？」
佢右手一揮，血紅魔法陣變咗把劍出嚟，直接我既胸膛。

好快！
我本能地向右一避，順勢捉住佢既右手。
左手一拉。
將佢拉嚟我既身邊。
拉落嚟。
然後——
一腳踢上去。
直接擊中佢既下巴。

速度快，又用莫名其妙既魔法。
但係ＣＱＣ技巧完全係個門外漢。

喂喂，唔係掛，出盡全力既一擊都打唔暈佢？
佢搖一搖頭，又舉起劍，準備再刺過嚟。

槍聲。
響徹黑夜。
爆頭。

「我都話咗呢啲玩具……具……」

惡魔口吐白沫，伏喺地上。
死咗？



「不存在於自然界入面既最劇烈蠍毒，就算係惡魔，就算係藍鯨，打中都會直接死亡。」

一部無人機吊住個平板電腦，喺我面前飛過。
係之前嗰個瘋狂科學家。

從結果嚟睇，今次既襲擊造成咗村入面80%人口既死亡。
包括村長，以及自衛隊既所有隊員。
死唔去既，就只有我、兩個子彈蟻，十幾個村民，同埋伊莉沙白。
 



生物

逃難。
要生存，就要離開一直所住既村落。
望到以前居住既地方化為一片火海，心入面都無咩諗法。
只要伊莉沙白無事，我就心滿意足。

我帶住剩返落嚟既十幾個村民，跟住UNCLE SAM既步伐行動走入一個樹林。
子彈蟻，四個。
佢哋似乎一個編隊四個人，再加部自走既運輸機。
然係仲有部小型無人機，上面吊住部平板電腦，連接住佢哋既指揮？科學家？

無法相信UNCLE SAM。
但事到如今，就只可以依賴佢哋。
只有佢哋，先有能力殺得死惡魔。
帶有神經毒素既子彈，打中惡魔就可以撤底殺死佢哋。

我望住班村民，村民信賴住我呢個武夫。
我不過係個武夫，只係識行軍打仗，根本無帶領大家既能力。
只要伊莉沙白無事就得。

村民入面，有個黑色既女人。
唔係黑人，而係灰色既人種。
從來未見過既奇怪人物。
科學家似乎對佢感到興趣，部無人機一直圍住佢嚟轉，但女人一直都無回答佢既問題。

「佢喺邊個？」
「客人。」

其實我都唔係好想理佢。

「佢係咪你地用銀鑰匙召喚出嚟既人？」

我望一望伊莉沙白，佢依舊抱實住個鐵盒。
記得嗰日伊莉沙白失咗蹤，呢個女人喺戰場上面帶返佢返嚟。
但你話係異世界既怪物，似乎又唔係。
只係有一種神秘莫測既感覺。

「長耳，應該係精靈族，不過呢種淡黑色既皮膚……毫無疑問，佢唔屬於呢個世界，係異世界者。」
「哦。」
「你哋果然有銀鑰匙，你地交銀鑰匙比我啦，咁樣先可以打低惡魔。」
「我唔明白你既意思。如果佢真係我地召喚出嚟既怪物，咁既話當日比惡魔襲擊佢一早出咗手啦！同
埋，你哋究竟想點，依家究竟去緊邊？」
「南邊。溍水艇。由海路直接攻去意大利，再去佢哋大本營，宗教國。」
「大本營？」
「無錯，神代將會結束，呢一刻人類既時代真正會來臨。」



「我哋既敵人唔係惡魔咩？點會變咗神？」
「惡魔同神，係合作關係。」

我開始搞唔清呢個科學家係認真定係痴線。

突然之間運輸機發出響聲。
子彈蟻停咗喺到，科學家好急咁行開咗。

「發生咩事？」
我詢問子彈蟻。
其中個子彈蟻搖頭，無回答。

「時空，出咗問題。」
科學家返返嚟回答。
「繼續向前行，不過務必要小心。」

子彈蟻舉起步槍，一步一步向前。

「咩嚟？」
其一個子彈蟻發出驚訝既呼聲。
「恐龍？」
「唔係，係龜？」

巨樹之下有幾棵細樹倒塌。
有隻巨型生物瞓咗喺地上面。
類似長頸既巨型恐龍，身高似乎有成生存，就要離開一直所住既村落。望到以前居住既地方化為一片
火海，心入面都無咩諗法。只要伊莉沙白無事，我就心滿意足。 我帶住剩返落嚟既十幾個村民，跟
住UNCLE
SAM既步伐行動走入一個樹林。子彈蟻，四個。佢哋似乎一個編隊四個人，再加部自走既運輸機。
然係仲有部小型無人機，上面吊住部平板電腦，連接住佢哋既指揮？科學家？ 無法相信UNCLE
SAM。但事到如今，就只可以依賴佢哋。只有佢哋，先有能力殺得死惡魔。帶有神經毒素既子彈，
打中惡魔就可以撤底殺死佢哋。 我望住班村民，村民信賴住我呢個武夫。我不過係個武夫，只係識
行軍打仗，根本無帶領大家既能力。只要伊莉沙白無事就得。 村民入面，有個黑色既女人。唔係黑
人，而係灰色既人種。從來未見過既奇怪人物。科學家似乎對佢感到興趣，部無人機一直圍住佢嚟轉
，但女人一直都無回答佢既問題。 「佢喺邊個？」「客人。」 其實我都唔係好想理佢。 「佢係咪你
地用銀鑰匙召喚出嚟既人？」 我望一望伊莉沙白，佢依舊抱實住個鐵盒。記得嗰日伊莉沙白失咗蹤
，呢個女人喺戰場上面帶返佢返嚟。但你話係異世界既怪物，似乎又唔係。只係有一種神秘莫測既感
覺。 「長耳，應該係精靈族，不過呢種淡黑色既皮膚……毫無疑問，佢唔屬於呢個世界，係異世界者
。」「哦。」「你哋果然有銀鑰匙，你地交銀鑰匙比我啦，咁樣先可以打低惡魔。」「我唔明白你既
意思。如果佢真係我地召喚出嚟既怪物，咁既話當日比惡魔襲擊佢一早出咗手啦！同埋，你哋究竟想
點，依家究竟去緊邊？」「南邊。溍水艇。由海路直接攻去意大利，再去佢哋大本營，宗教國。」「
大本營？」「無錯，神代將會結束，呢一刻人類既時代真正會來臨。」「我哋既敵人唔係惡魔咩？點
會變咗神？」「惡魔同神，係合作關係。」 我開始搞唔清呢個科學家係認真定係痴線。 突然之間運
輸機發出響聲。子彈蟻停咗喺到，科學家好急咁行開咗。 「發生咩事？」我詢問子彈蟻。其中個子
彈蟻搖頭，無回答。 「時空，出咗問題。」科學家返返嚟回答。「繼續向前行，不過務必要小心。
」 子彈蟻舉起步槍，一步一步向前。 「咩嚟？」其一個子彈蟻發出驚訝既呼聲。「恐龍？」「唔係
，係龜？」 巨樹之下有幾棵細樹倒塌。有隻巨型生物瞓咗喺地上面。類似長頸既巨型恐龍，身高似



乎有成七米高，體長有成25米長。
但又同認知中既恐龍有啲唔同。
佢背上面有類似係硬殼既問題，包住佢背上面既皮膚。
與其話似係恐龍，不如話似係一隻放大咗既烏龜。

「變種生物？生化武器？改造生物？唔係，究竟係……？」
科學家一臉疑惑。

「比起呢啲，有啲嘢更加值得我地在意。」
我行埋去巨龜到。
「佢仲有體溫，死咗無耐，然後你哋望下佢腹部。」

巨大既牙印。
成忽肉無咗。

然後，我哋聽到巨大既咆哮聲……

「唔會有錯，係嚟自未來既生物。」
科學家回答。



巨獸

響徹雲霄既咆哮。
大地亦為之而顫抖。
巨樹森林動搖緊。
不知名既巨獸就喺前方。

撇開受過專業訓練既子彈蟻。
普通既村民根本無可能承受得住呢種未知既恐懼。
咆哮既可怕令深銘於基因入面既被捕食恐懼覺醒。
呢一刻，我哋唔再係萬物次靈、眾生之長。
我哋不過係餌食，只不過係巨獸既晚飯。

「根據基因鑑定，呢隻巨龜似乎同加拉帕戈斯象龜類似，應該係同一物種演化而成……估到去到未來
，1.5米長既巨龜會變成依家咁既樣……」
科學家發狂咁尖叫。
只係運輸機係到掃瞄緊巨龜屍體。
UNCLE SAM既科技真係高深莫測。
就咁照一照就知道係咩生物？

「點解你斷言係未來生物？你唔係話有異世界怪物既存在咩？」
「未來都係異世界既一種，坦白講，我哋對異世界、未來世界、銀鑰匙一無所知。不過我哋深測到呢
到既時空異常，而呢到亦出現咗隻唔屬於現代既奇怪生物，而呢種生物同現代生物有所聯繫，翻查化
石樣本亦都見唔到相關既生物，我哋只可以推斷佢為未來生物。」

換言之，頭先巨大咆哮聲既主人，係屬於一種未來既頂級掠食者？
伊莉沙白拉住灰色女人，似乎覺得有啲驚。
唔好話細路女，其他大人一樣感到害怕。
就連我既雙手都流緊冷汗，差啲捉唔實把步槍。

未知既巨獸。

「呀……」

聽到一聲尖叫，即刻轉頭一望。
咩都無。
只係得幾個人跌咗喺地上面。

「呀……」

又一聲尖叫，同樣咩都見唔到。
發生咗咩事？
我忍住自己既恐懼，握實步槍。

「發生咩事？」
「捉走咗……」



「捉走咗？」
「上面呀！」

舉頭一望，一隻怪物從天而降想要襲擊我。
我一下跳開，拉開距離。
龍？
唔係，係蜥蝪？
一隻兩米長既巨蜥蝪伏喺地上面。
口中帶有鮮血，唔知食咗我哋幾多個同伴。
最特別既地方係，佢前肢好明顯咁演化咗對翼出嚟。
佢就係咆哮聲既主人？

「科莫多龍？又係嚟自未來既怪物？」

子彈蟻無任何動作，似乎無收到ORDER要殺呢隻怪物。
明顯就係怪獸呀！
做乜唔殺佢？
我拎起槍，即刻向前掃射。
巨蜥嚇到飛咗起身，伏係樹上面。
睇嚟佢係第一次見到槍。
佢唔敢輕舉妄動——

正當我咁諗既時候，佢飛撲咗過嚟——

比惡魔仲快。
但係，一個巨大既黑影撲咗出嚟。
一口咬住隻兩米長巨蜥。

那可是不折不扣既怪物。
約十三米左右既身長。
熟悉既巨口。
粗壯既大腿。
糼細既前肢。

「暴龍。」
我們如是稱呼眼前既生物。
「唔係，係南方巨獸龍，比暴龍大少少、長少少，不過無咁強壯既另一種白堊紀頂級捕食者。」

然後我開槍攻擊。

「喂，你做緊咩？」
科學家呼喝住我。
數發子彈打到南方巨獸龍既頭上，佢一時之間失去平衡，滿頭鮮血，但係好快就平衡返，望住我哋。

咆哮——

數個小孩被嚇得當場失禁。



森林中的鳥獸因而散走。
就連天空既巨蜥亦荒落而逃。

唔係掛，就連Ｍ１６都唔可以有限殺得死呢隻巨獸？
我望住子彈蟻，佢哋仲係無打算迎擊。
號稱藍鯨都殺得死既毒槍，呢個時候仲唔拎出嚟用？

「佢係非常之值得研究既樣本，親眼見到活著既恐龍呀，點解要殺佢？」
科學家又拋出句令人驚訝既說話。
你講就梗係咁講啦，你坐係總部到，享受住冷氣緊係可以講呢啲風涼說話。
你有無諗過前線既感受？
佢既咆哮聲，喚醒咗人類被狩獵既恐懼！

子彈蟻一如既往無打算攻擊。
而南方巨獸龍明顯被激怒了，開始衝埋去我哋到。



適者

除咗帶住村民逃走，根本無其他方法。
生存落去已經要傾盡全力，點解仲要顧及該死既研究價值？
環保。學術。尊嚴。文化。道德。
喺生命受到威脅既時候，呢啲嘢仲有價值架咩？

無法理解科學家既諗法。
亦都唔理解子彈蟻，佢哋猶如機械人一樣執行住科學家既指令。
佢哋眼中唔存恐懼，有既就只有服從命令。
將命令凌駕於一切之上。
就好似係無生命既人偶一樣。

十幾個村民，又唔見咗幾個。
根本打從一開始就唔應該相信UNCLE SAM。
乜嘢銀之鑰，乜嘢神代結束，乜嘢挑戰神明，乜嘢殺死惡魔。
全部都係廢話！
佢哋只不過係班痴線佬！
有乜嘢重要得過自己條命？
活下去，先係我存在既意義！

南方巨獸龍追咗上嚟。
佢無追子彈蟻，係因為我哋呢邊人多？
帶住村民根本無可能走得遠。
我望咗望伊莉沙白。
如果我抱住佢既話，應該走得甩——

犠牲村民既話。
佢哋相信我係一回事。
我值唔值得相信係一回事。

但係我做唔出。
唔係因為咩仁義道德。
而係我唔想喺伊莉沙白面前，做啲咁樣既事。
污糟既人有我一個就夠。
你唔需要變得污糟。

「走！」
帶埋伊莉沙白走！

我拎起步槍，衝埋去南方巨獸龍到。

突然之間巨獸龍停咗喺到。
我身後出現咗另一隻怪物。
巨型蠍子。
墨綠色，幾乎溶入咗森林之中。



三米長，就如老虎一樣巨型。

南方巨獸龍似乎唔敢輕舉妄動。
十三米長既巨獸居然害怕三米長既巨蟲？

我再望一望隻蠍子，實在係有少少奇怪。
肥大既巨鉗之中帶有毒刺。
尾巴唔係毒刺而係花蕾。

不過，係撤退既好時機。
我咩都唔理，直接走開。

只見巨獸龍撲咗上去，一口咬住巨蠍既鉗，一下子將佢扯落。
成隻蠍子隨之被拋到五、六米之外。
蠍子好辛苦先重整好陣勢，但係巨獸龍又再一子攻上去。
蠍子既花蕾打開，然後毒液飛濺到巨獸龍之上。
巨獸龍痛叫，然後倒咗係地上面，斷咗氣。

「哈哈，都係泰坦巨蠍勁啲。」

我舉頭一望，樹上面有個男人。
係男仔？
十幾歳左右，有一頭鮮紅色如烈火一樣既頭髮。
個樣睇落似係東歐人？
佢身上既Ｔ恤牛仔褲同呢片森林格格不入，直覺話比我知，呢個人唔簡單。

「似乎都係核生代既生物勁過中生代。」

「你係邊個？」

「烏列爾，天使。」



生存

眼前出現，自稱天使、烏列爾既男仔一步一步走近。
我唔明白咩係天使，亦對呢事一無所知，我只係知道眼前呢個人絕對唔簡單。

「天……天使？」

科學家既無人機似乎發覺到眼前既突發事態，即刻飛咗過嚟。

烏列爾無理到無人機，繼續行埋嚟我哋到。
點做好？開槍？
子彈對恐龍既殺傷力都有限，更何況係眼前既人？
第六感話比我知，眼前呢個天使比所有既人都恐怖。
比起戰場上殺人成癮既傭兵。
比起超級大國既軍事指揮官。
比起特殊戰鬥部隊既科學家。
都要恐怖。

佢既存在，就帶嚟無盡既壓迫感。
只要輕輕郁一隻手指，我哋所有人都要死。
我唔知道佢究竟係咪所謂神話、宗教中既天使。
但我知道，佢比起惡魔仲得人驚。
就算係UNCLE SAM最新型既對惡魔特種部隊，
就算係佢哋所持有既神經毒素槍，都無可能殺得死天使。

心臓係到顫抖。
估唔到縱橫戰場數十蛓，見過無盡地獄，甚至連恐龍都見過既我，居然會害怕到呢一個地步。
我哋就如同等待宰殺既羔羊，無知咁企係屠夫既面前。
咩都做唔到，反抗係毫無意義，無論點都好，終會變成美味既羊肉，送到食客既口中。
唯一可以做既，就只有向神明祈禱，希望屠夫既惻隱之心尚未滅絕。
可笑既係，依家呢個情況，神明就係屠夫。
生殺大權，死得輕鬆，抑或受盡折磨至死，全睇烏列爾既心情。

烏列爾張開口，口中吐出未曾聽過既語言。

「快解讀！要知道天使講緊乜！」螢幕中科學家對住佢既團隊大吼。

口應既，係嗰一個女人。
灰色，突如到來，如同毒蟲一樣既女人。
女人吐咗幾個單字出嚟，好似好唔耐煩咁回應烏列爾既提問。
你一言，我一語，在場無人聽得明兩個人既對話。

「解讀到……呢種語言係，中文！」螢幕中既人物係到大叫。
「正確嚟講，係廣東話，翻譯緊……女人頭先講既話係……『去死』……」

烏列爾哈哈大笑，然後，又用返西班牙語說話。



「嚟到呢個地方，有咩感想？打開咗蟲洞，嚟自唔同時代既生物聚首一堂。由前寒武紀到古生代，再
走到中生代、新生代，然後到未來既核生代、超生代……」

「核生代？」科學家問。

「哎唷唷，唔小心劇透咗添。」
烏列爾露出咗邪惡既笑容，然後開始張開雙臂，開始講佢既故事。

「以人類曆法嚟計，公元後2019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核戰爭爆發，造成史上最大規模既生態災
難，亦都係地球誕生起四十六億年嚟，呀，唔係，係地球100億年既壽嚟計，最大型既生物滅絕事件
。」

「滅絕事件，係指好似恐龍滅絕咁？」科學家收起瘋狂既笑容，向天使詢問道，隨之向我地補充解說
︰「地球一直以嚟都發生過大大小小既生物集體滅絕事件，而大型集體滅絕事件發生過五次，最著名
一次係白堊紀－第三紀滅絕事件，造成咗恐龍既絕種，同時75%既物種滅絕。」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生命自幾十億年嚟不斷演化，進化落去，呢個就係世界既糸統，世界既法則
。完美生命體，呢個就係一直以嚟，世界、唯一神、星球既最終目標。種族滅絕係件好正常既事，唔
需要太介懷。」

「都好難唔介懷，你講到人類既核戰爭，造成世界末日，我哋係咪破壞咗你哋既計劃？完美生命體計
劃？」科學家勉強露出微笑，差啲唔記得佢哋既目的係挑戰神，創造只屬於人類既時代。

「世界末日？」烏列爾再度奸笑。

「你話係地球史上最大型既生物滅絕事件？我講得無錯？」

「無錯，核戰爭造成地球70%既科、88%既屬、95%物種消失。亞洲、歐洲、美洲多個重要城市，
好似東京、北京、香港、巴黎、宗教國、馬德里、華盛頓、紐約等，全部都成為核彈攻擊既目標。大
量既核彈同時爆發，直接殺生生物之餘，產生既煤煙殘留喺大氣層上面數十年之久，造成地球溫度下
降咗十度；高劑量輻射令到大量生物直接滅亡，地表、海洋被輻射污染，上百萬年嚟唔適宜大部份生
物生存。食物鏈被破壞，間接影響到其他生物既生存空間。」

「……我哋係咪成功咗？天使呀！我哋人類成功咁向神明反擊到未？」

「百萬年以嚟，苟且偷生既生命再度進化，千萬年後，物種依然豐盛，稱之為核生代。脊索生物再次
變得低微，大氣含量提升，節肢生物再次強勢起嚟，昆蟲等等再次稱霸地球。蛛形綱既生物成為最頂
級既掠食者。呢一隻泰坦巨蝎，甚至比起暴龍仲更加可怕。」

烏列爾摸摸巨蝎，眼睛之中並無我哋。

「你既意思係，人類所出既一切，並無意義？就算破壞地球整個生態系統，滅絕哂大部份既生物，幾
千萬年後，一樣都會復原？人類係漫長既地球史之中，究竟有咩價值所在？一切一切，都無意義？生
命既意義何在？就算幾十億年嚟，地球無咗人類呢一種生物，都係一樣運轉？人類呀，離神明，其實
係咪非常之遙遠？自稱為萬物之長，眾生之靈，真係可悲。」



「生命絕無意義，唯一意義在於存在。」
黑色既女人終於開口說話，語調奇奇怪怪，就好似係用軟件即時翻譯咁。

「人類同唯一神既距離當然係非常遙遠，就算係我哋管理者，同唯一神、星球都係非常遙遠。我哋不
過係幫手管理既存在，只係低層既員工。」
烏列爾開口道。

「你又知道所謂既星球意志真係存在？你見過喇咩？」
黑色女人追問。

「我唔想同你討論宗教既問題。我同你之間，對絕對神既存在與否討論，就不過好似人類對於自身所
信仰既神存在與否進行討論，低層次既討論，毫無意義。無論點都好，就算係異世界，我等管理者唯
一既目標，唯一既使命，就係協助星球製造完美生命體。」

「咁你哋既完美生命體出咗世未？」科學家又問。

烏列爾笑咗，然後又開口︰「你知唔知點解，我等天使會係人類既模樣？同你哋人類既樣差唔多？」

「唔係神根據自己既樣去製造人類，而係根據人類既樣去製造自己既素體。就算成為神、成為管理者
之前係唔同既物種，到最後一樣都會使用人類既外表。」
黑色女人補充。

科學家略感震驚。

「人類就係完美生命體。搵哂全個地球史，甚至係所有既異世界，唯一既完美生命體就係人類。」烏
列爾說。

「異世界所有既智慧生命體，都係利用、抄襲呢個世界既人類基因製作而成。」黑色女人繼續說。

「語言，地球誕生咗四十六億年後，唯一一種生物擁有既能力。就只有人類擁有語言既器官，存在於
大腦深處。語言既存在，成為咗人類最大既武器，我諗唔需要同你解釋語言有咩用啦？幾乎放棄哂正
面戰鬥既器官，改為靈活既手臂，善於利用各種唔同既道具戰鬥。高度既智慧令到人類可以超然於食
物鏈之上，擺脫咗生命狩獵與被狩獵既宿命。真真正正自詡為支配者既種族，就好似係我等管理者一
樣，管理著眾生。」

「如果係咁既話？人類又點會滅絕？」

「我幾時講過人類滅絕咗？你覺得我等管理者會專登去為地質年代紀去命名？」
烏列爾又開始笑。

「就算係核戰爭爆發，就算大部份既種族都滅絕哂，人類都唔會絕種。因為啊，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完美生命體，又點會滅亡呢？」



諷刺

無法理解但哋既說話，甚至連佢哋既存在我亦一樣無法理解。
恰如蜘蛛一樣既灰色女人，被稱之為「神」之所在，來至異境之至高管理者打從基本上與我們相異，
根源卻又同我哋無盡相同。
似是人，亦似是蟲，本質為神，身卻是人。

潛水艇内部。
UNCLE SAM最先進潛水艇。
自從見過天使之後，科學家幾乎無再講過任何既嘢。
佢只係得出一個結論，蜘妹女人，係同天使同等既存在。
異界既同等存在。

我大概都明白到科學家諗緊咩。
佢哋既目的係弑神。
天使同蜘妹女人，應該就係佢哋既目標。
號稱藍鯨都會直接殺死既子彈，居然唔夠膽將佢哋打入蜘妹女人或者天使既體内。
當真正既神明企喺佢哋既面前，佢哋居然如此既無用。
呢個已經唔係有無能力挑戰神明嘅問題。
而係根本無咁既膽量——講到尾一切都只係空談。

諷刺嘅係，科學家同子彈蟻繼續跟隨原本既計劃，經水路潛入意國再奇襲宗教之國。
四人特攻，佢哋相信四個人就足夠。

銀鑰匙。
據聞就存在於伊莉沙白既鐵盒入面。
無論係UNCLE SAM定係蜘蛛女，都跟隨著伊莉沙白而行動。
佢哋要既只係伊莉沙白，以及佢手上既鐵盒。
我理解唔到點解佢哋唔將我、其他村民殺死。
反正我哋就不過係銀鑰匙既附屬品。

窗外不時有巨大既生物游過。
無論係我哋認知既生物，抑或係未知既怪形生命體，只要對我哋有敵意，都會死於潛水艇既武器之下
。
能夠殺死藍鯨既強烈毒素，似乎名副其實。

我喺到諗，如果能夠將子彈蟻手上既步槍搶到手，我係咪一樣擁有同非人魔物一戰既能力呢？
但係，子彈蟻可謂精英中既精英。
我一生縱橫戰場數十載，亦未曾見過如此精銳特種部隊。
呢個就係UNCLE SAM既秘密武器。

垃圾。
到頭嚟咪一樣，唔敢對神開槍？
我反而真係好想知，就算比你地殺到入去宗教之國，咁又如何？
明明真正既神都唔敢殺死，殺死區區一個教皇有何意義？



明明身處於深海之中，卻又感受到巨大既震動。
如同地震海嘯，但水流亦無巨大既變化。

「唔使擔心，只係核彈姐。」
就好似講緊「樓上整碎隻碗」姐，一樣平凡既語氣。
科學家終於打破咗沉默，輕描淡寫咁陳述呢個事實。

「上岸。」
潛水艇浮左上水面。
只見眼前本應為城市既存在變為烈焰之地。
「你哋就留喺度，不過要上岸我都唔會阻止你，船有保護衣，請自便。」

四個子彈蟻帶同伊莉沙白上岸，逼於無奈之下，我都只可以掉低村民喺潛水艇，同蜘蛛女一齊上岸。

佢哋係班痴線佬。
乜嘢奇襲，錯曬。
但哋係用核彈，由沿岸城市一路炸到宗教國。
用核彈嚟開路，簡直匪夷所思。

正因為咁，前嚟迎戰既唔係人類。
無數既惡魔喺天空上面。
核彈無法直接殺死既存在。

身為宗教之皇，居然號令惡魔還擊。
真係諷刺。



終局之戰

天空佈滿惡魔。
就算只有一隻惡魔，都遠遠凌駕於人類之上。
我都親身同惡魔打過，理解到惡魔嘅存在有幾咁嘅危險。
強大嘅肉體。
無法理解嘅魔法。
就好似係人類嘅天敵一樣。

但係，呢種天敵居然比子彈蟻獵殺。
只係得四個子彈蟻，區區四人居然反殺惡魔。
魔法嘅威力固然強大。
但打唔中嘅話毫無意義。
子彈蟻就好似習慣咗同惡魔戰鬥一樣。
明白施法會有些微嘅時間延遲。
避得嘅避，避唔到就直接槍殺佢。

佢哋手上步槍嘅劇毒，似乎比起之前戰鬥所使用嘅毒素更為強烈。
之前似乎係用自然界唔存在嘅蠍毒，而今次用嘅係另一種蜘蛛毒。
呢一種蜘蛛毒基本上係即死。
我唔明毒素喺身體嘅運作，但我估正常情況下應該都要等毒素游入身體侵蝕器官先可以殺死目標。
但呢一種蜘蛛毒，見血即殺。
幾乎無任何嘅延遲，只要打中目標，即死。
我覺得基本已經超出左毒嘅層面，已經係去到魔法嘅境界。

惡魔都明白形勢奇怪。
身為高等存在，人數上有絕對優勢，反而會比四個人類虐殺。
無論點都講唔過去，只好飛到高空，睇清形勢。

其中一隻子彈匿喺瓦礫之後，換出狙擊槍，將惡魔一一狩獵落嚟。
惡魔開始驚訝，自己居然會躲避人類，四圍搵位匿埋。

無幾耐之後，一隻巨型惡魔出現。
話就話巨型，不過實際上只有三米左右高。
佢全身披住奇怪嘅裝甲，應該係諗住咁樣，子彈就打唔入啦。
點知一個火箭砲車埋去，惡魔就變為肉醬。

惡魔見聞，紛紛退下。
呢個時候，另一隻惡魔正面企出嚟。

「我乃阿斯塔錄摩下六柱惡魔，第六柱，陸軍元帥內比羅斯......」

說話未完，子彈蟻已經開始對內比羅斯發動狙擊。
坂機扣動的同時，內比羅斯同時扭動頸部，一下子就避過咗超音速嘅子彈。

內比羅斯同一般嘅成年男人無異。



黑色扎起身嘅黑髮，似是東方人一樣嘅臉孔，唔講嘅話基本上分唔到係惡魔。
但啱啱嗰一下，我已經清楚明白，佢係惡魔。
統率住軍隊既惡魔大將。

佢拎住嘅西式長劍，單手出鞘。
輕輕一揮，巨大嘅衝擊波逼近，子彈蟻急忙從瓦礫後脫出。
果然迴避是正確的選擇，衝擊波將瓦礫一分為二，所到之處恰似紅海一樣分離。

但惡魔隨即攻擊，如雷鳴，銀光一閃，來到子彈蟻跟前。
腰斬吧，下一刀即將把那人分為兩半。
面對那神速攻勢，男人居然有能力應對下來，輕輕一轉閃開了那致命一擊。
男人的近身格鬥術很強，面對遠超人智嘅惡魔元帥，居然能連接幾招。
但又有乜嘢意義？
就算比到盡，假使男人格鬥能力更勝一籌，喺呢場戰鬥上都無意義。
四圍匿埋嘅惡魔同時轟炸內比羅斯同子彈蟻。
血肉之驅又點可能應付落嚟呢？

內比羅斯受到惡魔砲擊，似乎都只係受咗小傷。
佢一早就命令咗部下攻擊。
自己只係誘餌，就算一對一有絕對嘅優勢都好，佢都只係想引子彈蟻出嚟，拖住佢，務求必須要殺死
嗰個男人。

獅子狩獵野兔都會出盡全力。
身為高等惡魔嘅佢，同時亦係陸軍元帥。
係真真正正嘅戰爭家，同其他嘅惡魔唔同。

我終於感受到力量嘅差距。
即使係子彈蟻，都無可能殺得死呢隻惡魔。

「......」
聽唔明嘅說話，但我大概都知係咩意思。
玩夠喇，浪費時間。

蜘蛛女企咗出嚟。
一步一步走向內比羅斯。

內比羅斯再一次拔劍，再一次以神速之劍斬殺蜘蛛。
但係，佢停咗喺到，嚟到蜘蛛面前，劍只係離蜘蛛一厘米左右，佢停咗喺到。
唔係佢停咗喺到，而係佢比蜘蛛捕捉到。
惡魔落入咗蜘蛛網之上。
而其他嘅惡魔，亦都一一墮入蛛網之中。

不知不覺間，有人默默咁支配咗整個戰場。
將瓦礫，將屍體，將所有嘢都化為佢嘅掌中。
佢係蜘蛛。
所到之處，都佈滿咗名為蜘蛛網嘅陷阱。



毒蟲之女

毒蟲之女

內比羅斯自燃。
似乎為咗燒斷纏喺身上面嘅蜘蛛絲，佢一早就已經準備好對策。
蜘蛛絲怕火，只要些微星火，就足以將所有蛛絲燃完。
紅焰好快就將佈滿四周嘅蛛網吞噬，一下子就將成個戰場化為火海。

內比羅斯唔敢輕舉妄動。
佢明白到佢嘅對手遠超於佢以前見過嘅任何一個人。
大概蜘蛛有呢個意圖，在場所有人都會即死。
內比羅斯深明呢一點，唔敢露出任何嘅破綻。

蜘蛛突然之間張開左眼睛。
內比羅斯似乎亦知道眼睛代表啲乜，以神速避過蜘蛛嘅視線。
內比羅斯好明顯係有備而來。
為咗打贏蜘蛛而嚟。

喺呢一個戰場上面，蜘蛛先係被狩獵嘅一方。

唯獨呢件事係無可能發生。

即使有備以嚟，蜘蛛亦都係破格嘅強。
單純要眼神殺敵，只要比佢望到，就會中劇毒。
何等蠻不講理嘅招式。
就算明白原理，但要避開眼神都係件無可能人嘅事。
有幾隻惡魔已經中毒身亡。
恰如子彈蟻嘅毒彈一樣強烈嘅毒性，就算係高等惡魔只左都會即死。
殘存嘅惡魔只可以匿喺建築物之後。
但呢種三腳馬嘅躲藏方法，點會難得過識瞬間轉移嘅蜘蛛。

蜘蛛再一次主宰戰場。
就好似玩緊捉伊因咁。
只要俾蜘蛛見到，就會死。

內比羅斯究竟有咩打算。
就咁落去只會坐以待斃。

我趁住蜘蛛嘅捉伊因遊戲，去執起咗頭先死左嗰位子彈蟻手上嘅步槍。
帶有蜘蛛毒嘅子彈。
藍鯨都會即死嘅毒素。

我嘅目標從來都唔係要殺死惡魔。
蜘蛛女同惡魔，Uncle Sam同宗教，兩者之間嘅衝突同我完全無關。
我要做嘅，就只係保護伊莉沙白。



趁住蜘蛛女同惡魔對峙嘅空檔，我抱起伊莉白，有咁遠走咁遠。
唔理佢係銀鑰匙定係乜嘢，就算擁有召喚異星之物嘅能力，對我嚟講伊莉沙白都只入一個平凡，不善
表達感情的細路女。
係一生嘅寶物。

我唔知自己跑咗幾耐。
但無論係惡魔，定係蜘蛛女，以至子彈蟻都好，都無一個人阻止我、追我。

為咗你，我可以捨棄一切。
就算係一直守護嘅村民都好，即使佢哋淪為人質，我都要保護好我嘅摯愛。

我唔知跑咗幾耐，身體有啲抖唔到氣，於是停咗喺度。
伊莉沙白一如以往咁，目無表情咁望住我。
無笑容，無疑惑，恰如無機物一樣，以雙瞳機械式咁凝視住我。
我緊抱住佢，將佢細小嘅軀體抱入我嘅懷抱。

「......」

我放開伊莉沙白，左手撳住頭先搶返嚟嘅步槍。
突然出現喺我眼前嘅，係一個金髮少女。
有如同蜘蛛女一樣嘅氣息。
恰如毒蟲一樣嘅惡毒之女。

「真嘢真係好。」

意義不明嘅說話。
無法理解佢係敵人定係點。
如果係惡魔都還好，最起碼我嘅槍對佢有效。
但如果係蜘蛛女嘅同伴嘅話就好難講。
我唔確定呢種可以即死藍鯨嘅毒，可唔可以殺死蜘蛛女。
同埋，唔清楚呢種毒對金髮女人有無效。
喺不明嘅情況下，唔好輕舉妄動好啲。



黑騎士與蜘蛛

在場無一個人打得贏梁同學。
眾所週知，梁同學好強。
放眼全世界，全宇宙，只要唔用管理員權限，應該無一個人打得贏佢。
無論係Alice，以至加百列、烏列爾，甚至係天照，應該都唔會贏得佢。

佢嘅人生充滿住挑戰。
孤獨嘅佢，弱小嘅佢，一直挑戰緊同佢唔符合嘅對手。
一路以弱勝強，以最弱嘅能力挑戰強大嘅存在。
一次又一次嘅下剋上，終究成為咗異世界嘅神。
成為最強嘅佢，依舊都係咁孤獨。
孤獨而強大，卻又喪失了人性。
應該話，呢個人，打從一開始就無人性呢樣嘢。
喺佢轉生之前，佢已經係孤獨嘅存在。
無法理解人類嘅愉悅，無法理解他人嘅想法，價值觀打從一開始就同眾人唔同。
身為班長時嘅我，就一直諗緊，點解佢一個朋友都無。

唔係因為怕醜之類嘅普通理由，亦唔係毒之類嘅問題。
而係佢一直都係別種生物。
我同佢或者有機會成為朋友。

身為白雪嘅時候，佢為我而擔心，誤以為我死咗嘅時候緊抱住我。
我曾經以為，我對佢嚟講，係至關緊要嘅存在。
但原來唔係。
喺白雪人生嘅最後，佢殺死咗我。
輕描淡寫咁殺咗我，無帶有一絲嘅悔疚。
唔存在乜嘢理由，嗰一下純粹只係覺得我麻煩，然後就殺咗我。

身為班長嘅時候，我嘗試過搵佢講嘢。
我以為佢只係怕醜，只係毒，只係融入唔到其他人。
我不斷咁搵話題同佢講嘢，嘗試去了解呢個人。
但係，佢幾乎都一一拒絕。
打從根源開始，佢就拒絕同其他人接觸。
佢係孤獨嘅存在，不斷咁斬斷佢同其他人之間嘅聯繫。

身為溫蒂妮嘅時候，我以第三身嘅角度望呢一個人。
就算去到異世界，佢一樣都拒絕其他人成為佢嘅同伴。
隻身一人咁稱霸世界，喺佢眼中，所有嘅人唔係敵人就係棋子。
佢嘅一生，無一個人稱得上係同伴。
無論係白雪定係蝴蝶女王，對佢嚟講都只係即棄嘅工具。

我恨佢。
對我嚟講，佢係同伴。
係戰友，係可以互相依賴嘅友人。
佢輕易咁背叛咗我。



無法想像摯友一下子就背叛咗我，究竟佢係懷住點樣嘅心情，僅僅因為求其、是但、隨便、麻煩嘅理
由，將我殺死。
我嗰一下先清楚明白，我同佢之間嘅友誼，不過係我一相情願嘅嘢。
當我轉生成溫蒂妮嘅時候，由全知角度，終於睇清咗呢點。

呢個人無藥可救。
生存於世上，只會為所有嘅人帶來不幸。
只要稍微唔滿意，就會對世界產生憎恨。
唔滿意，於是輕易咁放棄自己珍貴嘅生命。
唔滿意，於是就殘害無數嘅生命，弑神，毀滅世界。
佢唔會思考其他人嘅感受，毫無疑問係惡嘅化身。

我喺到諗，我呢三段嘅人生，數千年嘅生命，係咪為咗消滅呢個惡神而存在。
我要再一次殺死佢。
再一次殺死佢，如今異世界已經無足夠嘅資源使佢復活多一次。
佢必須死喺呢到。

我叫內比羅斯退後。
佢係必須由我出面迎戰嘅敵人。
天照、Alice無法打低嘅對手，就由我嚟殺死佢。
結束呢段千年恩怨。

「班長。」

唔會再比佢嘅語言迷惑。
無論講咩都好，都阻止唔到我千年決意。



執念

我思考咗好耐。
我嘅生存目標究竟係乜。
我發覺自己就好似係個空洞一樣，我就連自己想做啲咩我都唔知。

我發覺我嘅人生就應該要有一個目標，無論係咩目標都好，應該都要定個目標。
那怕係個無意義嘅目的，都要欺騙自己，都要為呢個目標前進。
如果唔係嘅話，我嘅一生絕無意義。

我面前有個男人。
佢保護住個細路女。
保護呢個女仔或者係佢人生嘅目標。
佢哋係父女？

我又諗返起我嘅設定。
我要保護身為我個女嘅Alice。
但事實上，Alice並唔係我個女，而佢亦都唔需要我去保護。
但失去咗呢個目標嘅時候，我內心又變返空洞。
我心入面嘅巨大空洞，好似係個千年魔境一樣。
似乎有住上千年嘅執念喺到，無法消除嘅無意義之物。

我見過Alice，見過溫蒂妮，見過約翰。
溫蒂妮似乎就係要殺死蜘蛛。
真正嘅千年執念。
殺死蜘蛛就係佢嘅人生意義。
為咗復仇，佢等待咗數千年，幾段唔同嘅人生。
真正嘅千年執念。

反而Alice唔同。
我聽聞過蜘蛛、溫蒂妮、Alice嘅事。
由於時間線嘅唔同，溫蒂妮眼中同蜘蛛之間嘅恩怨已經係幾千年前嘅事。
而對Alice嚟講，不過都係近期嘅事。
但身為地獄大公爵嘅阿斯塔錄，Alice並無一心一意咁去復仇。
佢眼中只有帶領住惡魔呢個種族，只係咁橋佢依家嘅敵人係蜘蛛。

佢無放棄咗憎恨，只係對佢嚟講有比復仇更為重要嘅嘢。
呢點同溫蒂妮唔同。
出發點唔同，但佢地都係要打低蜘蛛，僅此如此。

約翰無選擇到任何一邊。
佢深明蜘蛛係惡之所在，但亦唔代表Alice代表住善。
講到尾，佢哋之間嘅恩怨同約翰無關。
對於身邊嘅人嘅死，佢只可以感到無奈。
蜘蛛對徒弟嘅見死不救，佢亦無諗住復仇。
只係覺得攰，時來命也。



而我呢？
我依然唔清楚自己想點。
但或者，蜘蛛係我嘅敵人。
我亦唔自己點解咁諗。

於是乎，我對眼前嘅男人，或許係蜘蛛同伴嘅佢出手。



班長與梁同學

我乃司掌水與大海之龍王。
即使嚟到另一個世界，作為海龍王嘅我亦一樣嘅強大。
反之嚟到呢個世界嘅你，用唔到管理員權限。
蜘蛛唔再係神，只係同我一樣，不過係嚟自異界嘅魔物。
存活咗數千年，身為龍王之首嘅我，絕對無可能輸比區區一隻小蜘蛛。

企起我面前，用人類模樣望住我嘅小蜘蛛。

細雨如針。
每一滴雨水都有堪比子彈嘅威力。
無謂係石屎定鋼鐵都一一比雨水所貫穿。
作為使用者嘅我，都覺得呢一招蠻不講理。
但我相信，梁同學一定有方法破解。

空間魔法。
佢用空間魔法消失咗。
會用邊招？又係去到我身後絞殺我？
但我化為龍嘅形態，絞殺已經係無可能嘅事。
只見佢喺天上，一下飛踢，化作流星，烏雲盡散，一擊就將我巨大嘅身軀踢開。

不愧係梁同學，果然無可能咁易打得贏你。
巨大嘅衝擊力將黑雲消滅，即使係我一時三刻都唔可以再次令到天空落雨。

作為龍王嘅我，亦唔會咁易比你打敗。
我身為異世界最強嘅存在，亦一早為咗對付你做好萬全嘅對策。
毒對我無效，蜘蛛網亦束縛唔到我。
魔法免疫，暗傷害亦大幅度減免。
佢可以做嘅，就只有干預時間嚟攻擊。
但面對我龍王嘅軀體，一切物理傷害都無效，意味住梁同學無任何嘅手段傷到我。

佢係神，可以事前喺異世界安裝唔同嘅技能落自己到，用嚟對付我。
之但係，身為異世界最強存在嘅我，根本無可能輸比異世界任何嘅技能。
就算佢以管理員權限為自己創作技能，嚟到呢個世界技能亦唔可以大幅度突破物理法則。
太誇張嘅技能喺呢到係無效，唔可以用奇怪嘅技能即死我。

你已經輸咗，梁同學。

但我唔敢怠慢。
企喺我面前嘅，係終極嘅邪神。
有住以弱勝強嘅能力

空間魔法嘅先兆。
我以直覺預判咗佢嘅動作，立刻對佢即將出嘅位置發動吐息。
果不其然，直接命中。



可惜呢一擊為求速度犧牲咗威力，而佢亦都用蛛網纏身作避彈衣。
效果不大。
但亦被擊開至百米之外。

我承勝追擊，張開口，再一次以吐息攻擊。
來自龍王嘅究極吐息，所到之處都化作淨土。
只係削去左佢一隻手臂。
佢抱住傷口，終於由人型變為蜘蛛女王型態。
右手返返嚟，但你文基本上已經失去左人型態，只要再中一下攻擊你就玩完。

比起人型，蜘蛛女王型態有更強嘅速度、魔法能力、身體能力，但同時身體變大咗，根本就係個活靶
。
無論魔法、肉體能力變到幾高都好，都唔會高得過我。
速度亦一樣，我遠超於佢。

佢喺下半身個蜘蛛口到拎咗樣嘢出嚟。
火箭砲。
居然想用啲嘢嚟打敗我，就連核彈都唔會傷到我。
跟住佢發砲攻擊，原來係閃光彈。
我一下子陷入失明。

咩都睇唔到，而佢準備發動攻擊。
我一下尾掃，將佢打落地上。

即使失去視力、聽力，我皮膚亦感受到空間嘅水份流動、濕氣。
你嘅攻擊根本毫無意義。

「checkmate」
係空間魔法嘅先兆。

原來如此，利用空間魔法鑽入我嘅胃入面再強行攻擊？
似係蜘蛛嘅攻擊方法。
但太慢。
我立即變為人型，拎起劍斬落本應係我胃部嘅空間。

我斬斷嘅，並唔係梁同學嘅肉體，而係頭先枝火箭砲？

吓？
梁同學呢？

佢企喺嗰到。
然後講咗句令人在意嘅說話：「下半場開始。」



毒魔

號稱能夠毒死藍鯨嘅猛毒對眼前嘅少女無效。
毫無疑問，佢嘅身體能夠免疫毒素。

眼前嘅怪物，擁有猶如少女一樣嘅身體。
一對巨鉗喺空中飄浮。
由屁股伸出嚟嘅巨型毒尾。
與其話係少女，不如話係一隻擁有人型嘅蠍子。

我覺得攰了。
無論人點樣努力都好，都無辦法打得贏非人之物。
妄想能夠打贏神嘅人類。
被稱為至高生命體嘅人類。
喺超越人智嘅存在之下居然如此嘅無力。
連打低眼前嘅蠍子都做唔到又點可能殺你死真真正正管理世界嘅神明呢？

於是乎，我投降了。
以前嘅我或者會拼死一戰。
但對我嚟講，保護伊莉沙白係我首要目標。

爛尾一條，你就攞去啦。
但請你唔好對佢出手。

我唔知我嘅說話，佢能理解到咩程度。
我只可以盡我所能，表達投降嘅意思。

蠍子皺眉。
係語言不通定係拒絕我嘅投降呢？

我再一次抱起伊莉沙白狂奔。
我無殺死蠍子嘅手段。
我就只可以不斷逃走。

突然，我腳部一痛，成個人仆喺地上面。
係鉗，蠍子鉗住我隻腳。
我只可以笑一笑，對住伊莉沙白咁講咗包：「走啦。」

「快啲走啊！」
我大聲呼喝，趕佢走。
佢原本平淡而無表情嘅臉孔開始扭曲。
係傷心、驚慌嘅神緒。

於是，我再一次微笑。
「走。」



蠍子鉗住我，一下拉左我返去。
我一轉身，用步槍將佢塊臉射個稀巴爛。
只見佢皮膚突然變硬，將子彈彈開。

伊莉沙白返咗嚟。
佢走到我地之間。
鐵盒。
銀之鑰匙。
召喚異界之物。

蠍子大概都知道鐵盒嘅事。
佢都唔敢亂郁。
異界之物。
不屬此世之物。
但，又係對我地無比重要之物。

「佢係我唯一嘅親人，就請你放過佢！」
我聲嘶力竭。

然後，我眼白白咁睇住伊莉沙白被殺死。

一切嚟得太突然。

我唯一嘅摯愛，一下子就消亡咗。
我生存落去嘅動力，一下子無咗。
啊......

女兒就咁樣死咗。

鐵盒被打開。
裡面只有一封信。
以西班牙文寫嘅「多謝」。
銀鑰匙並不存在。
伊莉沙白嘅寶物，就只有一封信。
但我嘅寶物一下子就無咗。

「咁嘅話，你同我又有咩分別。」

不知名嘅聲音喺四邊響起。
金髮尖耳嘅細路女，抱住咗伊莉沙白。
伊莉沙白未死？
唔係，已經死咗。

細路女講咗句令人在意嘅說話。

「願佢喺來世得到幸福。」



白雪與女神

「去死，不知人心為何物嘅怪物！」

我嘅每一擊都係殺著，下下直取佢嘅性命。
蜘蛛無法避過，一下就被擊至重傷。

「我話哂都擁有管理員權限，係真正嘅女神，唔係怪物。」

我唔比佢有任何嘅喘息機會，再以人型埋身斬佢。
佢用蜘蛛網招架住。
但我立刻以冰附魔劍，將佢凍傷。

「喺你眼中，有無過我嘅存在？知唔知咩係朋友？」

「點會唔知，唔知嘅人係你。」

佢再拉開距離，大概隨時用空間魔法突擊。
佢唯一有效嘅攻擊方法，應該就係用空間魔法將異物送入我嘅體內。
但空間魔法發動之前，我必定會感到先兆。
如果係時間暫停再發動空間魔法嘅連擊就麻煩。
所以我唔可以比佢有發動時間暫停嘅機會。
我要不斷攻擊佢，直至確實咁將佢殺死。

「咁你嘅一生之中，究竟有邊個人係你朋友？係你同伴？無，完全無。無論係我定係蝴蝶女王，全部
人都只係你嘅棋子！」

「咁你呢，存活咗數千年，三段人生，不過都係孤獨之人。」

佢以辛辣嘅語言刺激住我。
我唔會比佢嘅語言迷惑。
我要殺死佢嘅，幾千年執念係唔會咁易比佢花言巧語干擾到。

「無論係阿蓮=燈泡=所羅門王，抑或係Alice=愛麗斯=阿斯塔錄，以至Miss
Chan=白兔，終無一人能夠理解你。」

「你想講咩？」

「你係孤獨嘅。」

「所以你想講，我地每一個人都係孤獨嘅存在，無任何人能夠成為另一個人嘅同伴？」

佢笑一笑，說：「你形成咗自己嘅孤獨？」

「你幾時變得咁多廢話？」



「你好了解我？」

「當然。我為咗殺死你，我鑽研咗幾千年，我不斷不斷咁變強，不斷咁去了解你嘅思維，目的就係徹
底咁殺死你，唔再比你有復活嘅機會！」

「但，你唔了解我。你所謂嘅了解我，不過只係你腦內幻想嘅存在。係你腦補出嚟嘅假想敵，你能夠
打得贏腦內假想嘅敵人，但唔會打贏真正嘅我。」

「放肆。你已經摸清你嘅脾性，你嘅攻擊方式，你嘅生存之道。理解另一個人係可能嘅事，呢點係你
絕對唔會明白嘅事，因為你從來都唔會了解其他人嘅心情！」

「係，人係可以互相理解，只係你唔理解我，最少我係有同伴嘅。」

「哼，今次又捉咗邊個做棋？」

「我。我自己本身，就係小蛛蛛嘅同伴。」

我停咗手。

究竟由幾時開始，呢個披住蜘蛛外皮嘅人，並唔係梁同學。

「我係佢唯一嘅同伴，真正意義上，能㥤互相理解嘅存在。妒忌？」
佢笑一笑，邪惡女神嘅微笑。



#轉生

宗教之國外嘅廣場。
教皇企喺我身後，一句話都無講。
依靠住我呢位惡魔嘅力量，對抗異境之神。

嚟到我面前嘅，係梁同學。
應該叫你做阿撒托斯。
蜘蛛女王嘅臉孔，就好似講緊佢打從根本就唔係呢個世界嘅生物。
佢已經唔再係以前嘅佢，同樣我已經唔係以前嘅我。
所以，當我聽到阿撒托斯身後嘅蠍子女王嘅輕輕一句「Alice」，反而令我唔自在。

我已經唔再係Alice，唔係愛麗斯。
如今嘅我，係地獄大公爵，阿斯塔錄。
佢代表住RPG世界。
我就代表住惡魔。
而戰鬥嘅舞台只係碰巧喺地球，僅此如此。

我同佢之間嘅恩怨已經毫無所謂。
依家諗返轉頭，前世嘅恩怨情仇，到底有咩意義？
我哋，都已經轉生咗。
就算係阿撒托斯，佢都死過返生，展開咗一段新嘅生命。

因此，我無法理解班長嘅諗法。
明明我哋三個人入面，佢生存嘅時間係最長。
佢經歷咗幾段嘅人生，數千年嘅時間，居然只係諗住復仇。
無論身為龍王嘅佢，抑或係班長嘅佢，到頭嚟都只係白雪嘅延續。

我係咁諗，轉生嘅意義在於，帶有過往嘅經驗，再由零開始展開一段新嘅人生。
新嘅人生。
而唔係繼續返以前嘅人生，做返以前嘅事。

我同愛麗斯同Alice，已經係三個唔同嘅個體。
只係擁有一樣嘅記憶，一樣嘅靈魂，但已經係唔同嘅存在。
身為阿斯塔錄嘅我，無必要為Alice同愛麗斯復仇。
但溫蒂妮、班長、白雪，名義上嘅三個人，終究只係同一個人。
佢無變過，拒絕緊成長。

阿撒托斯走咗上前。
最終嘅決戰。
殺咗佢，我就搶到RPG世界嘅權限。
佢殺我，佢就保護到佢嘅世界。

二對二？
當然阿撒托斯由我嚟對付。
蠍子女王，佢最後都選擇咗阿撒托斯嗰邊？



我叫身後嘅路西弗格出嚟。
論戰力，路西弗格應該喺蠍子女王之上，畢竟係我摩下嘅六柱惡魔之首，地獄嘅宰相。
但問題係阿撒托斯。
眾所週知，阿撒托斯係噩夢般嘅存在。
戰無不勝，至高嘅惡神。
單憑我，真係未必贏得到佢。

佢擅長用魔眼、蜘蛛絲攻擊。
要搶先喺佢攻擊前用魔法轟炸？
但如果佢用空間魔法嘅話，我就要小心背後。
佢嘅殺著係，瞬間轉移到我後面，用蜘蛛絲絞殺我。

佢出手了。
一腳踏出嚟。
我冷汗冒起，慎重的觀察著佢嘅態勢。

只見——
「我投降。」

佢淡然咁講咗出呢句說話，打破咗我嘅佈局。

「停戰啦，我無必要同你哋打。」

無法理解，佢唔係應該要殺我架咩？
的確，為咗星球生物嘅多樣性，引入惡魔嘅血脈係一件更為有利嘅事。
但阿撒托斯呢位外道之神，根本就唔care呢啲事。
我同佢係敵人，僅此。
佢唔鐘意惡魔，就將我哋殺哂，理應如此。
但呢一刻，佢無咁做。

佢應該清楚，只要打贏我就得。
而戰鬥形勢，亦對佢有絕對嘅優勢。
但佢放棄咗戰鬥，佢選擇咗共存。

「你為咩？」我問佢。

「我可以比你哋進入RPG世界，同惡魔共存。但係，管理員權限唔可以俾你。」

合理。
管理員權限代表神嘅權能，得到咗權限意味住能夠掌控世界。
對我嚟講，用極少嘅犧牲嚟進入呢個世界，都算係件好事，亦無必要冒險去搶奪權限，權限雖然吸引
，但要同阿撒托斯為敵，就要有犧牲一切嘅覺悟。

但依家嘅情況好似係，我哋佔足優勢，打到對家割地求和，要求保住最重要嘅嘢。
然而，實際情況係，阿撒托斯突破咗班長嘅防線，嚟到呢到刺殺我，形勢點都係佢佔優。

唔合理。



於是我問佢：「你仲要啲乜？」

「我只係要一個人。」

僅此如此。
你已經變咗。
已經唔係當年，隨便就殺紅了眼，隨心所欲，鐘意點就點嘅蟲形魔物。
依家嘅你，已經係帶負住世界，稱職嘅女神了。



我與你

我一時間無法行動。
並不是字面上的，受到束縛的意思。
而是我根本不明白該何去何從。
我，蠍子女王，就只可以作為唯一嘅觀測者，見證住佢哋兩個人之間嘅戰鬥畫上句號。

這就是最後的最後。

惡魔撤退了。

蜘蛛女王嚟到海龍王嘅面前，抱起受咗重傷嘅蜘蛛女王。

「點啊，唯一嘅同伴比我打成咁，係咪好嬲，終於明白我嘅感受？」

無回答，只係默默咁望住佢。
無事，大概。
蜘蛛女王鬆咗一口氣。

然後，係空間魔法。
把假嘅，受咗重傷嘅蜘蛛女王送咗返去。

一切都已經無意義。
第三次世界大戰。
大類滅絕。
惡魔入侵。
種種嘅一切都已經無所謂。

蜘蛛嚟到呢個地方，為嘅就只係一樣嘢。
終結佢同溫蒂妮之間嘅恩怨情恨。

「不過，佢當你係同伴姐。你應該都只係當佢係一枚棋子，可憐嘅女神。」
「真係可憐。」
「咩意思？」

蜘蛛笑咗一笑，就說：「緊係話佢可憐啦，唔通話你。」

「你果然由頭到尾都無將我放喺眼內。」

「無論我講咩都好，你都會轉化為負面嘅字眼。你只係俾仇恨蒙蔽咗雙眼。」

「加害者仲有面咁樣指責受害者，唔通你要我放低恩怨，同我有講有笑咁，繼續龍王嘅工作，幫你守
護住你嘅世界？」

海龍王聲嘶力竭，把一個又一個嘅人名大聲叫喊出嚟。



MK妹一號=上古時代聯盟之王。
堅系令囡=初代魔王。
肥豪=宙斯。
John=吸血鬼偽魔王。
Miss Chan=白兔。

那是轉生者們的名字。
恰如清脆的雨點鏗鏘的打落在我們的心扉之中。
那是受害者們的怨魂。
彷若濃稠的泥濘纏綿的填滿著你我的心房空間。

單係轉生者，有一半都直接或間接死於蜘蛛手上。
接下來嘅，溫蒂妮已經數唔清，但佢依然一一咁細數蜘蛛嘅罪惡。

火龍王沙羅曼達。
精靈王。
奧丁。
天照。

殺死天照之後，甚至諗住毀滅世界。
將所有嘅生命統統殺哂。

無咩大理由，只係心情唔爽就殺。
因為覺得世界有負於佢，就毀滅世界。
因為自己無法融入世界。就毀滅世界。
存在即是邪惡。
惡嘅化身。
至高嘅惡神。
毫無智慧可言嘅行動，只為本能而殺。
盲目痴愚之神•阿撒托斯。

既然如此，替天行道，都無咩錯。
溫蒂妮嘅存在意義，應該話係白雪=班長=海龍王•溫蒂妮唯一嘅存在意義，靈魂本質在於，將惡神殺
死。
復仇。
復活一次殺一次，直接名為蜘蛛嘅個體永不超生。
三段數千載嘅人生，僅為一人而活。
那可是拯救世界，作為真正勇者嘅佢，所擁有挑戰魔王嘅權利吧。

可悲的權利。
可笑嘅權利。
依家睇返，先發覺多麼嘅可笑。

可憐嘅人，係你我。

於是勇者魔王嘅決戰就咁揭開序幕。



你與我

呢一刻嘅我，唔係代表住RPG世界嘅神明。
我就只係阿撒托斯。
僅僅係呢一個身份。

海龍王咆哮，張開嘴巴。
一道蒼藍的冰極吐息從天而降。
我好唔容易先避過呢一擊，但身後準備嘅蜘蛛網都一一被冰焰燃燒殆盡。

無攻擊手段。
基本上我無任何嘅手段正面打得低海龍王。
我有嘅，就只有空間魔法。

1.用空間魔法將佢傳送到RPG世界
2.用空間魔法傳送物體到佢嘅體內

但佢好似有備而來。
佢預讀到我嘅動作。
唔俾我用空間魔法強攻過去。
亦都一一猛攻我，攻勢從來未停過，唔俾我有發動空間魔法嘅空閒。

佢嘅幾段人生，都係為咗打低我而存在。
佢應該模擬過無數次戰鬥。
不斷鑽研我嘅弱點，幾千年生命只係為咗呢一刻。

但當佢復仇完之後，又諗住點做呢？
失去咗人生意義嘅佢，會好似燈泡咁，放棄自己嘅生命？

佢不斷轉換人形同龍形，攻擊連攜性實在教人驚訝。
時而龍息，時而揮劍。
我完全無還手嘅機會。

一瞬間嚟到我嘅面前，一劍破開我嘅下半身，巨大蜘蛛嘅頭部。
下方八隻眼立時破裂，下半身失去咗視覺，差啲平衡唔到。
佢嘅劍轉為龍爪，巨大嘅身驅一下子就將我上半身，人形嘅肚皮撕開。
我幾經困難先至錯開要害，總算保住性命。

咳。
內臟四裂。
如果我只係普通人類嘅話，應該一早就死咗。
作為蜘蛛女王嘅我，人形上半身同蜘蛛形下半身都係我嘅半體。
即使人形嘅內臟、蜘蛛頭部遭到破壞，只要人類頭部、蜘蛛內臟得到保存亦可以生存落去。
而我要確切咁殺死海龍王，就必須破壞人形時嘅要害，或者喺佢龍形時破壞佢嘅腦部或者心臟。
但佢龍形時嘅巨大身體，配以如精鋼般堅硬嘅皮膚，幾乎係處於無敵狀態。
同樣，人形態嘅敏捷性亦超出人類，甚至係蜘蛛女王嘅極限。



以我身體嘅靈敏，基本上係捕捉唔到海龍王。

簡而言之，海龍王處於不敗之地。

強力嘅殺手鐧，無。
逆轉嘅方式，無。
要點樣做，先可以打得贏佢？

我腦內演算過無數次，都搵唔到有打贏嘅可能性。

那就意味住我會死喺呢一道。

我能否接受呢一個結局？
如果係以前嘅我，絕對唔會接受。
無論係點樣嘅逆境都要搵到逆轉嘅方法。
但依家嘅我，變得無咁執著。

儘管如此，我仍然想活下去。
放棄生命係件多麼愚蠢嘅事。
即使保留記憶轉生到另一個世界，但已經係另一個人。
一旦放棄就咩都無，只係異地嘅其他人得到了你嘅記憶，誤以為佢係你咁解。
所謂嘅靈魂，不過就係呢一回事。
可以係執念。
靈魂相同，肉體唔同，都足以構成唔同嘅存在。
自以為同一個人，重複相同嘅事，靈魂嘅存在反而變成咗詛咒，將另一個人嘅人生破壞。

我唔想，就咁放棄作為小蛛蛛嘅我。
就算世界係點都好，都應該掙扎落去。
喺地獄之中掙扎落去。

活著多好——



溫蒂妮與阿撒托斯

我企前一步，企喺佢地兩個之間。
背後係蜘蛛，而前面嘅係海龍王。
呢個係作為蠍子女王嘅我，僅能做嘅一點小事。

「我已經記返起一切。」

淡然嘅一句說話，始終無法阻止到海龍王。

「讓開。」

我明白我呢一刻講咩都無用，佢咩都聽唔入耳，語言已經失效，我哋三人彼此之間都無法再互相理解
。
海龍王殺意已決，執著對瀕死嘅蜘蛛作出最後一擊。

「讓開，唔係連你都殺埋。」

唔係講笑，亦唔係威脅。
佢已經無放我在內，張開咗嘴巴，極寒之氣流入無盡空洞。
龍王嘅極冰吐息，如同字面意思一樣，如果我唔避開嘅話，將會連同蜘蛛一齊，浸沒喺冰藍嘅光芒之
中。

我無防禦嘅手段。
基本上只要正面比龍息打中，就必定死亡。
但我並無迴避，坦然咁面對住佢——

面對住眼前呢個比過去所支配，淪為執念嘅奴隸嘅最強生物。
亦姐係，前世嘅自己。

作為第四段人生，望見第三段人生嘅海龍王，難免覺得有啲可悲。
我係蠍子女王，亦即係海龍王溫蒂妮嘅來生。

人不能無目標而活。
過去不斷咁追求同一個目標，幾段人生都只為殺死一個人而活。
由依家嘅我睇嚟，不過多麼嘅可笑。
你嘅憎恨之情，我明白。
畢竟我就係你。

點解唔可以放低一切？
就算無目標，悠閒、自由咁過自己嘅生活，唔好咩？

但講咩都無意義。
海龍王溫蒂妮已經比白雪所支配。

「係時候，逆轉。」



蜘蛛抱住殘缺嘅身體，滿頭鮮血企咗喺身。

有反轉嘅手段？

空間魔法已經比海龍王看破咗。
預測到轉移嘅時機，即使用空間魔法，都唔會趕得切，比龍息更快咁逃離現場！

那是，邪神嘅微笑。
勝算在握嘅表情。
恰如蜘蛛一樣，望到獵物墮入咗蛛網一樣，貪婪嘅笑容。

然後，佢只係拋出咗四粒字：「時間魔法。」

自由穿梭唔同時間線嘅特殊技能。
就算被稱之為最強嘅特殊技能都不失為過。
呢個就係蜘蛛嘅殺手鐧？
的而且確，能夠自由穿越過去未來，一切嘅攻擊都變得毫無意義。
但佢復活嗰陣，唔係失去咗呢一招技能咩？

海龍王，畢竟都係另一個我。
佢都思考緊同一樣嘢。

——然後就墮入咗陷阱之中。
節奏被打亂了。
由海龍王主導嘅戰場，只因四粒字，一下子變成咗蜘蛛嘅領域。

意思以致一秒嘅遲緩，足以致命。

魔法的確發動咗。

但唔係時魔法，係空間魔法！
時間魔法四粒字只係佯攻！
實際上係空間魔法！
一下就貼緊咗海龍王，零距離——

不愧係龍王，轉眼就反應過嚟。

結束了。

瞬間轉移半頃之後，龍王立即反應過嚟，一下就捏碎咗蜘蛛。
就似係拍死烏蠅一樣嘅簡單。
破碎嘅蟲血，慢慢咁滴咗落嚟。

呢一擊，並唔完全殺得死蜘蛛。
彌留之間，殘存嘅最後一口氣。
再一次逆轉戰局嘅四粒字——



空間魔法。

世界一下就改變咗。
並唔係世界改變，而係返返嚟。
我哋三個人，返到去異世界。
如同RPG一樣嘅世界。

話明遊戲，管理員就一定有權限——

「發動管理員權限。」

龍王就無力咁跌落地上。

蜘蛛脫皮，從殘碎嘅皮囊之中，走出一個全新嘅蜘蛛。

「抱歉。」

蜘蛛講出一句唔符合佢性格嘅說話。
究竟係發自真心，定係裝模作樣，呢點都唔太重要。
重點係，佢居然同白雪道歉。

第一次，亦係最後一次嘅道歉。
然後，發動權限，直接將龍王抹殺。
自星球誕生起就存在嘅至高龍王，就此殞落。

龍王消失後，化作一點光。
靈魂之光，同我靈魂一樣，同等嘅存在。

「再一次轉生啦，今次你就轉生做一隻蟲啦，就好似我一樣。」

終於，一切都結束，漫長旅途到此完結。

然後，蜘蛛望住我。

第四段人生，你係咪依然想復仇？

我搖一搖頭。

就等白雪、班長、溫蒂妮安息啦。

佢哋嘅復仇故事，就到呢一刻完結。

「由你出生到依家，始終都係一事無成。」

我苦笑。



「一事無成又點？點解一定要搞出咩名堂？就算世界最強咁又如何？」

輪到蜘蛛苦笑。

「我希望你可以消除我嘅記憶，就等白雪、班長、溫蒂妮，成佛啦。」

「喺神嘅面前講佛係咩玩法？」

「永別喇。」

呢一刻我好似有嘢想同佢講，但我最後放棄。
我同佢之間，已經劃上咗句號。
我哋之間，就只係呢種淡淡嘅關係。
無論係白雪同蜘蛛。
無論係班長定梁同學。
無論係溫蒂妮定阿撒托斯。
定係蠍子女王同蜘蛛女王。
我哋之間就好似陌路人一樣，只係相殺嘅關係。
我哋之間並唔存在住任何嘅嘢，並無任何嘅連繫。
蜘蛛亦一樣欲言又止，只能目送住我嘅離開。

一切都如同夢一樣。

「永別喇，我嘅朋友。」
蜘蛛說。

聽悉回頭一望——
記憶陪隨思緒一樣隨風四散。
身後只見灰黑色嘅一位黑暗精靈，目無表情咁望住我。

「請問，你係邊個？」

「我係......癡線蜘蛛D蜘蛛絲癡依枝樹枝。」

佢笑住回答。



神作

「一切都搞掂？」

係，一切都終結咗。

「真係漫長。」

係啊，好漫長。

「所以蠍子仔就係海龍王本人？」

係，溫蒂妮死咗之後，我剝奪咗佢記憶，等佢再一次轉生。

「你都幾壞？」

同你差唔多。

「我係至善嘅女神。」

咁我就係邪惡嘅外神。

「咁以後咪得返你一個囉？」

仲有你嘛。

「你咁講我會怕醜架喎。」

仲有蝴蝶嘅。

「你唔講埋呢句就真係完美了。」

吃醋？

「梗係啦，小蛛蛛你一腳踏兩船！衰人！」

我，真係咁衰咩？

「事實係。」

真係直接。

「你做過咁多傷天害理嘅事，話你好人你都唔信啦。」

的而且確。



「所以依家要懲罰你，你要作為神，好好咁同我一齊管理世界！」

你唔攰架咩？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咁樂天，咁hyper，同埋管理世界呢種事究竟有咩意義？作為至高
存在嘅我哋，有必要受到呢啲事束縛咩？

「攰？點會攰啊？唔好將我同你呢啲陰沉型角色比囉，我係人見人愛，終極嘅女神大人！」

哦。

「哇，好冷淡。笑多啲啦，smile！一二三笑！」

......

「講開又講，銀鑰匙究竟係咩嚟？」

召喚異界之物......其實咩都無，只係比佢哋繼續生存落去嘅藉口姐。自稱有樣咁嘅嘢，咁佢哋咪可以
生存耐啲。

「唔似你嘅作風喎。」

咁我嘅作風係咩？

「見人就殺嘅惡鬼！」

我係惡，不過係神，唔係鬼。

「咁個世界最後點？第三次世界大戰？核戰爭？」

係，但人類並無滅絕，幾億年後人類恢復返文明，再次掌控世界。

「之後呢？」

唔重要啦。

「咁又係。」

而惡魔見到核戰爭搞成咁，都放棄咗嗰邊嘅世界。加百列佢哋都係繼續無為而治。

「但阿斯塔錄班人，喺呢邊都安份。」

係，仲以為佢都係殺我，想搶權限。

「唔好將個個人都當係你假想敵先得架，大家其實都好nice的。」

或者，由一開始大家都唔係敵人。

「如果你唔發癲四顆搞人嘅話，其實無咁多人想打你。」



怪我囉？你係我老母？

「我係你老婆。」

哇，自我意識過剩嘅癲婆。

「隨得你點講，哼！」

但一切都完喇。

「自從你轉生過嚟呢個世界之後，將成個世界搞到一獲泡。」

無計，隻game太垃圾，管理員又咁撚樣。

「到依家，你都覺得係垃圾game?」

當然。

「既然係咁，就由你嚟管理，將呢隻game變成神作。」

我笑一笑。
你都係想偷懶姐。

—————完—————



天照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沒有同伴，沒有朋友，沒有人能互相理解，即使至高天的大神，窺探別
人內心也無法理解對方，更遑論自己被人所理解。

生命絕無意義。世間萬物，無論上如龍王，下至毒蟲，由惡魔到神明，有機物以至無機物，種種一切
皆絕無意義。

哪怕作為世界的管理者，我亦一樣有權力不去履行自己的職責。我等乃是至高的存在，不應受到任何
的束縛。因此，當奧丁和宙斯創世的時候，我沒有插手於其中。

自誕生起，我已是神。並不是透過各種的方法神化自己，亦是作為萬物主宰而生。但是，我沒有使用
過權限，我對世界沒有興趣。我無法理解其他神明的想法，我們是全知全能的存在，自誕生起已經洞
悉世間一切，全知的代價即為失去樂趣，任何的事都會變得無聊。

創造無聊的世界，是件多麼無聊的事。所以，當奧丁和宙斯說我是個沉悶的人的時候，我沒有反駁他
們。我終究是個陰沉、無聊的女神，我自己深明這一點。作為至高的全知全能之神又如何？我打從一
開始就明白，我們三個無聊的神明，是沒有可能創造有趣的世界。

果然，他們兩個人就只能隨便的抄襲別的世界，把風景面貌加到我們的世界中，然後把異世界的完美
之名，把人類加到世界之中。不知是哪個笨蛋，覺得這樣抄襲根本就不算是創世，於是又魔改這個世
界。

某一天開始，魔物作為人類之敵，在世間之中誕生了。擁有誇張的身體能力，又擁有超越人類的智力
的神話魔物，就這樣稱霸著世界。

兩大神明開始忙不過來，於是又創作了最高的物種，龍，代為管理世界。而龍中之龍，即為四大元素
龍王，則以神明的代行者而行動。

這個是弱肉強食的不平衡世界，哪怕是作為究極生命體的人類，也逃不過絕種的命運。人類沒有戰勝
龍王的可能性，無辦法於龍王的爪下掙扎求存。

而當世上只餘下最後一名人類時，海龍王插手界入了他們的戰鬥。海龍王是特別的存在，擁有前世記
憶的她，被賦予了統率龍王的身份。或許因為她前世是一名人類，她對人類的愛，超越了裁定天地的
職責。她私下給予了人類利爪，足以撕破龍王喉嚨的利爪，能夠傷害得到龍王的武器。

儘管如此，以人類肉身打敗龍王，依然是件不可能的任務。再者，人類早已只餘下一人，即使報仇成
功，亦改變不了人類滅絕的這個事實。即使如此，這名最後之人，居然成功的殺死了龍王。

我無法理解她或是她們的行為。明明復仇是件無意義的事情，為甚麼能夠超越極限，殺死龍王呢？我
窺探她的腦袋，那名人類並不是被復仇之心蒙蔽，並不是被戰鬥所迷惑，她深明自己所做的事已經毫
無意義，而是按著自己的心，跟隨自己的內心，隨心所欲的橫越名為種族的界限。

——自由。

這刻我在想，為甚麼要意考萬物意義之所在？跟隨心中之想，胡亂的改變世界，也不失雅致。



於是乎，我發動了權限。

名為天照的女神，於這一刻才真正的誕生。我確立了系統，把一切都數值化，賦予弱者能夠傷害到強
者的權利，每一位弱小的存在，都有著無限的可能性。我又創造了人類，創造了精靈，創造了各式各
樣的人種，陣營之間互對位。

看似瘋狂的混亂世界，不用講究世界的營運性的怪異世界。改變世界，絕對不是因為我有了身為管理
者的自覺，而是一種自我滿足罷了。我終究只是壞女神，無法帶來或感受到別人幸福的女神。

他們說我變了，變得多言，變得奇怪，變得有趣。

可是，又會有誰真正的理解我呢？

以弱勝強，乃是我創立世界的唯一真理。

如果，有一個與我完全相反的存在，和我無聊卻又瘋狂不同，這隻有趣卻又沉悶的蟲子，以最低的身
份進化成與我同等我的存在，她的眼中看到的風景和我一樣嗎？

而她，又能夠開啓我的心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