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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後，常常都會發一個惡夢，那惡夢大慨是關於被殭屍追殺。而最後我都會被它
們活生生咬死，然後嚇醒了。

「傻啦！呢個世界邊會有殭屍架」

每次跟大人憶述我的夢，他們都是給這個諷刺的答案。現在都已經廿幾歲人，但不
知為何，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就是殭屍真的存在。

「喂！啊命！」

幸好有人跟我一樣都相信世界上是有殭屍的。他就是啊豪。

「啊豪？！做咩呀？」見他上氣不接下氣，便感到好奇。「你不如抖順條氣先啦！
」

「我搵到喇！香港有一個地方…有…有殭屍呀！」

「堅定流架？」

「真架！」他遞上一張印有有關殭屍的地方「呢度話香港幾年前發生個意外」

「浩翔大廈？」我嘗試回憶一下，是否知道他所說的意外，但卻想不起，「你肯定
係真？…我好似未聽個呢個意外喎？」

「啊命！你睇吓下面寫咩！」

我的視線便轉移到紙張的底部，寫着『政府為了保守秘密、爲免驚嚇市民，於是將
此意外隱藏。』

「吓？！咁都得？」

「你吹政府唔脹架喎…仲有呀…入面話當時係有生還者喺幢大廈入面架，但係政府淆
底，冇排人入去。」

「咁仆街！」我咒罵

「命！搵日入去玩囉…好唔好？」



「好啊！我都想知係咪真！」

我便在想，如果幢大廈真的有殭屍…那就是一個大發現。

「擇日不如撞日！就今晩23：30係嗰度等喇！」我已經急不及待

「好！邊個淆底就係死仔！」啊豪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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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已經是23：30，我便到了大廈門口

「唔怪得冇人知啦，幢大廈咁鬼偏僻！」我自言自語

那大廈是位於一條偏僻的街道的角落。只是站在門口前，已經感覺都那種陰氣，可
能是自己心理作用。外牆已脫色，本來門口的『浩翔大廈』名牌亦只剩下『浩
 廈』。

突然電話響了，嚇了我一跳

「喂！啊豪？」

「喂！啊命呀！我突然肚痛啊…我諗我嚟唔到！」

「唔知邊個話唔嚟正死仔！」

「咁我真係肚痛呀嘛！不如下次先啦！」那刻我只可用四個字鬧他……「唔講喇！又
屙喇！」他便掛了線。

「仆街仔！」我對着電話說

「唔嚟都嚟咗…冇奶油咁戅Q返屋企架…」我開始同自己說

我便嘗試開那鐵閘，但可惜…鎖了。看來天注定我要回家。我望望大廈的周圍，發
現有一個窗口位。我便走到窗口面前，幸好窗口並不是那麼小，我便跨進大廈。

不久，發現了一部，正當我想按下，我便醒悟「妖！用咩啊！都郁唔到」我嘲笑自
己。於是改去行樓梯。

每行一層便在防火門探頭而出，但什麼都看不到。行到第3層開始聞到一些臭味。不
久，發然牆上有血跡。

「凡事一覺得有唔對路嘅話就走喇！」

啊爸常常都會說這番話，但我的好奇令我盲目地前進。我推開防火門，突然聽到一
點聲，大慨是碰撞的聲。



「碰…碰…碰…碰…碰…碰…碰」

我便跟隨那聲，越行得入，聲音越聽得清楚，加上周圍環境漆黑一片，不見五指，
好像在你身旁一樣。

行到一個分叉位，我貼在牆邊，電話開了相機模式，慢慢地把電話伸出牆外。左邊
並沒有人，到另一邊，卻見到有一個像人的物體，不斷在用『他』的頭撞牆

「碰…碰…碰…碰…碰…碰…碰」

我便慢慢地行出來，嘗試行近『他』。

「兄台！兄台！你冇嘢呀嘛？」我細細聲「喂！」

我便開啟了電話的閃光，照着『他』

「哇！屌！乜Q嘢嚟架」

望着那腐爛的臉，我當堂嚇了一跳。剎那間，『他』便用『他』又臭又爛的手捉實
我。我不斷掙扎

「有冇人啊！救命呀！」我邊大叫邊掙扎

『他』嘗試去咬我，我便用我的電話敲擊他的頭，
就在他鬆懈的那刻，我解脫了，便像瘋子般逃跑

「BU你啊麼！乜Q嘢嚟架！救命啊」我邊跑邊叫。

突現，我回頭一望，發然剛才的『他』已經變成『他們』，『他們』的叫聲非常刺
耳，並不是像那些殭屍片一樣的叫聲。

「屌！一個變幾廿個…我有病架！唔食得架」我喊着

一不留神，我仆低了，而那群死物亦追前了，撲在我身上！

「今次死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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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刻，有一個黑影，突然跳出來，解決了捉住我雙腿的那幾隻疆屍。

「後生仔！走啊！去10樓…20號室！」

原來是一個中年啊叔，手拿着劍。

「吓…咁你呢？」

「呢度我搞得掂！你快啲走啦！死人㗎！」

「哦！」我便立即走到防火門，走上樓梯

「冇嘢嘅！幻覺嚟架姐！嚇我唔到嘅……」我自我安慰

但在剛才電光石火的一刻，若你仍是無動於衷的話，那我真的吹你不脹。

上終於走到 10樓，我的警覺性已經是零。只知道，去啊叔所說的20號室，便安全了
……

「有冇人啊！救命呀！有冇人啊！」到了20號室門外，我便敲擊那道門

「你係邊個？」一把男人的聲

「我畀殭屍追啊！」我繼續拍打門

「密碼！」

「乜Q密碼呀！個啊叔淨係同我講要去呢度咋！我求下你啦！開門喇屌！」

「開門喇！」突然一把男聲在我後面傳來

我回頭一望，原來是剛才救我的啊叔

「啊叔！你唔係打緊殭屍架咩？」

「打完喇！等你咩」



此時，門終於開了。

「呢度係避難室，你喺呢度安全。」救我的啊叔不耐煩地說

「啊叔 thankyou 你救咗我，點稱呼？」

「叫我達叔啦，個個都係咁叫我」

「我叫啊坤，個個都叫我坤仔」開門的四眼少年說

「我…我叫啊命…」

「你點解會喺到？」一個應該同我差不多年紀的女孩問「你係點上到嚟…7年啦…7
年嚟我哋冇見個有人嚟過」

「我咪行樓梯上嚟囉」

「點解呀！喺呢7年…冇人嚟過救我哋！」她開始崩潰

「小纓！冷靜啲」達叔安撫佢「啊命啊…你上嚟個陣有冇發現到啲咩？」

「嘭！」

突然有兩位年輕人衝門入來

「啊迪，啊文！咩事？」達叔問

「啲殭屍嚟緊！」他們異口同聲地說

「返入房！唔好出聲！」坤仔命令

「救命啊！有冇人啊！」突然有人在外面拍門

「坤仔！開門喇！」我跟他說

「唔得！出面有殭屍！自己都未救到！更何況救人？」他回答

「點解？你依家有機會救但有唔救…你會後悔架！」



我二話不說便走到門前推開坤仔，便開門。原來是一個師奶。

「唔該晒！」那師奶說

「唔洗客氣…」

「閂門啊！啲殭屍嚟喇！」達叔說

正當我關門時，那些殭屍便到了，將腐爛的手伸到門縫，扯實我的衣服…

「幫下我喇！」我喊，不斷掙扎！

房裏的人根本沒有一個肯去幫忙，只是看著我掙扎的情況。

他們不去主動幫，是因為在這大廈的已領悟到一個道理，就是『你有危險，我有危
險…點解我要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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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啊！救吓我啦…我就嚟頂唔順喇！」

「妖你老母臭！」

突然有個身形肥胖的中年男人將他的身體傾向門。不費吹灰之力，那門便關了，而
殭屍的手亦斷了。

「仆你個冚家令！叫撚咗你唔好開門架啦！」

「戅撚柒鳩鳩。喺到呈逞英雄…呢度冇英雄㗎…茂利就大擺！」那身形肥胖的中年男
人便回到房裏。

「啊命…你入嚟啊」達叔揮揮手叫我

「咩事呀達叔？頭先個阿叔係邊位？」我將門關上了

「佢係肥雪…」「細路…我勸你唔好再亂嚟…呢度係地獄。你救咗一個人都唔代表你
可以救到其他人」氣氛變得緊張
「呢度有3大禁忌……1就係唔好救人……2就係唔可以獨自行動……3就係唔可以去地
牢」

當他說不能救人的時候我便感到奇怪『點解你會救我？』但我並無問他……

「地牢？」我問

「地牢就係『佢哋』嘅基地。幾年前，有幾個嘗試入去，但係冇一個可以出返嚟…
我哋唯一知道嘅係，入面繁殖緊啲殭屍。」

「但係我上嚟個陣冇留意有地牢喎」

「係因為『佢哋』整咗條通道去地牢」

「咁點解你哋唔去幫手，你話唔可以單獨行動。我諗如果你哋一大批人去，一定有
所發現！」

「乜你覺得我哋冇試過咩！」他站了起來「肥雪佢本來好好人，把口冇咁臭！就係
因為個次意外，搞到佢成個人變晒！」



「係咩意……」

突然肥雪開了門，打斷了我們的對話。

「啊達…時辰到…開始行動！」

「好！」「啊命！你都跟埋嚟！」

「吓…哦」我感到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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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行一到睇啦！」肥雪遞了一本書給我，寫着《殭屍大全》「入面有哂暫時見
下到嘅殭屍嘅品種！唔想死嘅…就讀好佢，學 點打殭屍！」

「哦…」我無奈地答

「到啦！」達叔停止了腳步

「我哋……喺到做咩？」我問

「近哩幾日，我哋發現啲殭屍係特定一個時間聚埋一齊，但又冇咩行動…今日已經
係第三日」坤仔回答

「係血屍」達叔說

「血屍？」我感到奇怪

於是我便在書裏找有關血屍的資料。
=================================================
=================
品種：血屍
特徵：含有劇毒，活人與之接觸即死，大批血屍可以聚集進攻。
顏色：絳紫色
性格：兇殘，兇狠
戰鬥力：★★★★☆☆
擊敗方法：糯米，銅錢劍，陽光，咒符，血
=================================================
=================

用血？血屍畀血打敗！What a shame 。正所謂以毒攻毒，完來就係咁解

「有隻白殭！」肥雪十分驚訝

「咩係白殭？」我問他

「挑！自己睇下本書啦！」肥雪變得暴躁

「睇嚟佢哋係保護緊隻白殭」達叔分析



=================================================
=================
品種：白殭
特徵：行動緩慢，非常容易對付，極怕陽光，也怕火，怕水、怕雞、怕狗、甚至怕
人
顏色：黑色/白色
性格：細膽
戰鬥力：★☆☆☆☆☆
擊敗方法：無
=================================================
=================

突現，血屍們慢慢地移向我們的方向

「唔好郁！唔好透氣…鏈住嗰鼻！」達叔命令

原來殭屍就好似鯊魚咁，只要你唔郁同呼吸，佢哋就見唔到你

『他們』越來越逼近我們，站在我們的面前，用鼻子嗅一嗅。

雖然只是30秒，但就好像3分鐘似的，心就快跳出來一樣。當『他們』回頭走的時
候，達叔向著我揮手，叫我慢慢地行前。

「叮叮叮叮…」誰知我的電話響了

那刻，全部人都瞪大眼，連那些殭屍都回頭一望

「仆街了…」我細聲地說，然後望着達叔他們

「我頂你個前列腺啊！走啦！仲望！」肥雪拿起鑊鏟

達叔拿起寶劍打殭屍，以便拖延『他們』。坤仔、肥雪和達叔便向左邊走，而我卻
向右邊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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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防火門！快！」達叔說「雪！頂住道門！」

那些血殭不斷撞那防火門，肥雪卻半步不移，繼續頂實道門

「Bu你啊麼！幫手頂喇！喺到食花生！」肥雪對着坤仔罵道

「哦…」坤仔便無奈地幫他

「四眼仔！頂硬上！」肥雪說

「有幾多隻？」達叔問

「大佬啊！自己數喇！」肥雪十分暴躁

「四眼仔！畀隻手我」達叔說

坤仔便遞上他的手。達叔二話不說便拿刀片割他的掌心，試圖拿他的血。

「what the fuck…達叔！咩料啊！？」坤仔忍着痛

「你哋走開！」達叔便拿起充滿坤仔的血的劍

肥雪和坤仔退後，達叔便勇敢地向前衝，與殭屍打得你死我活。肥雪接著衝出去，
與達叔打殭屍。肥雪用鑊鏟推那些血屍到達叔面前，達叔便用血劍消滅『他們』，
『他們』就像燒了的紙張，慢慢地化為烏有。

「最後一隻！」肥雪用鑊鏟將『他』拋高，然後達叔便舉起劍，直插落『他』的頭
部。

「四眼仔！你果然未破處啊」達叔對坤仔笑着說

「小纓幾好呀！屌得落…哈哈」肥雪笑着

「點解你知我未破…」坤仔尷尬地問「屌…啲血…」他細聽地說

「如果你破咗，就殺唔到啲血屍架喇！」達叔坐在地上，邊笑邊喘氣



「童子血啊傻仔！哈哈！」「…唉…年紀大喇！冇氣喇…」肥雪亦坐在地上休息

「唔知啊命佢走唔走得甩呢？」坤仔十分擔憂

而在同一時間，我卻在另一邊拼命地走…

「點解你哋唔攰架！」我邊走邊喘氣

剎那間，我便走進了一個單位躲藏。那些血殭都跑到不知何處。

剛才不留意，原來這單位是個制冰公司。我便在入面遊蕩，突然發現了有腳印，看
似是幾分鐘前的，我便跟隨那些腳印，走到控
制室面前。我拾起地上的鋼管，以作自衛武器。然後慢慢地推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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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2，唔可以獨自行動…」

我的腦海不斷地浮現出這句話，好像接下來有些不祥的徵兆。

開門後，卻甚麼都沒有。只見牆身貼滿了黃色的咒符，地上佈滿了糯米，有床和枕
頭，好像有人在這裏居住似的。我便拿起手機隨意拍照，想給達叔他們看看。

突然，不知為何，我被某人從後襲擊。眼前變得矇糊，我倒在地上。不久，我睡着
了……

「2017年4月26日。今次出去，同平時冇分別，殭屍都仲係冇咩行動。但係畀我搵
到啲嘢，終於都畀我發現到個地牢入口。觀察咗一陣，我諗啲殭屍係出嚟獵食，然
之後會將獵物畀疆皇。應該係畀佢有足夠嘅力量去繁殖……返嚟個陣發現到有個後生
仔係到……我打暈咗佢……我諗佢都係差唔多醒……」

『邊個講緊嘢？』『哇！…個頭好痛啊…』我仍然閉著眼。我嘗試輕微地郁動…『屌
…點解郁唔到…』才發現我被捆綁了。

「嘭」

突然傳來關上門的響聲似的，我慢慢地開眼，發現那人離開了。整個氣氛都變得陰
寒，坐在一間貼滿了咒符的房，有着隔幾分鐘便眨一次的暗燈，亦同時面臨住有殭
屍進來的不安之情，心裏變得忐忑不安。

此時我望望四周，試找鋒利的物件，試圖把繩子割斷。不知道是不是連個天都鍾意
我，竟然畀我發現到有把介刀放在枱上。我便用盡力將椅子移去枱面，用口咬住把
介刀，頭傾下，上下上下地郁動。

過了5分鐘後，我終於都解脫了…

「畀我知道係邊個綁我實斬死佢」

「真攞命…我條腰啊」我按着下半身

當我正在埋怨的時候，突然有人開門

「咦！貴姓啊陳生？」我並不知道他時誰，但聽說這開場白能拖延時間……



我望了他一眼，再轉移到介刀上。毫不猶豫便拿起介刀，作自衛武器。

「就係你條Pk扑暈我！」我拿起介刀，向後移動。

我並不能看清他的模樣，因為他帶上了口罩，衣著黑色，懶有神秘感的…

「你係邊個！除咗個口罩佢！」我命令

突然，外面傳來刺耳的聲音。

「有客到……」那神秘人說完便走了

「喂……」我叫他，但已消失了他的蹤影。

同一時間，殭屍越來越近，我便關了門，防止殭屍進來。

我坐在枱前，枱上有部電腦，無無聊聊的我便開了來看，然而哪裏有一條片。

『4月26日。今次出去，同平時冇分別，殭屍都仲係冇咩行動。但係畀我搵到啲嘢
，終於都畀我發現到個地牢入口。觀察咗一陣.......』我開了那條片來看

「4月26？咪即係今日？」我問

「哦！啱啱佢喺到錄音…」

我便退出片段，發現檔案裏有很到片段。我嘗試看看是否有7年前的片段，如果有便
能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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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地，畀我搵到。我便click 入去睇

『2010年12月24日。依家23:57，仲有3分鐘就世界末日。有人話係人類嘅新時代
，有人話係人類嘅大屠殺日子，亦有人話係人類進化嘅日子。我呢啲人都係唔好咁
迷信。仲有20秒就00:00…………3，2，1，0…………』影片去到這裏就停了

影片中是個男人，有眼耳口鼻，但唯一一樣嘢就是他給我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
便按下第二條片段

『2010年12月28日。睇嚟外面仲未知發生咩事…我同大廈現有嘅人都走唔到，通去
大廈大門嘅同門都鎖咗。我亦都唔知出面發生咗咩事，可能出面已經有大屠殺行動
，而呢度係稍為叫做安全地帶』

我再按下另一條片

『2011年1月21日。哩到係地獄！人類大屠殺已經進行緊，唔係出面，而係哩棟大
廈入面。頭先見到有個人瞓喺地下，當我想行埋去個陣，佢就好似俾人拉走，拉咗
入個單位入面。我慢慢行埋去，見到人食人…』

『2011年2月14日。原來大屠殺就係將人類感染，然後呢啲被感染嘅就會以人咬人
嘅方式傳染…即係殭屍…呢度已經唔安全！』

『2013年3月25日。已經2年…仲生存到簡直係奇蹟，連呢度仲有幾多個生還者都唔
知。好彩仲識少少茅山術，知道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啲殭屍，但係無論解決幾多隻都
係冇用，『佢哋』就好似不斷咁增加…都唔知幾時先殺得哂。』

『2015年5月13日。哩4年，我有幾個疑問，到依家都未解答到，就係點解係哩棟大
廈？出面而家係點？係咪全球得返我一個人？留係到就同坐監冇分別，冇網路，冇
水飲，少嘢食…到依家都冇見個其他人，老鼠都冇，得啲殭屍。』

看了這幾條片段，我便在想達叔是否知道這神秘人的存在？為何這神秘人知道那麼
多事？難道他是茅山師父嗎？越來越多問題浮現出來，弄得我一頭霧水。

『2016年11月12日。……』在這，他的樣子變得虛弱，整件衫都佈滿了鮮血『睇嚟
…我…已經畀人淘汰咗……啲殭屍勁咗好多…我…我畀佢哋咬咗一啖……哈哈…哈哈……
』



「嘭！」突然外面有人撞那道門

我當場嚇了一跳。我便拿起鐵管，站在門側邊，準備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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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嘭…嘭…嘭…………嘭！」

門被撞破了！我便揮下鐵管，那人即時阻擋…

「啊命！係我啊！」我聽到後便慢慢放下鐵管

「你係？」我感到奇怪

「啊文呀！我哋係1020見過架！」他似乎嚇壞了

「哦……你點搵到我？」

「吓…啲線索唔係你留低架咩？」

「咩線索？」

「啲水線囉…好似啲狗喺到屙尿咁…」他面無表情

我看看地下，然後再看我的褲…原來剛才跑的時候……我驚到賴尿…

「依家返去啦！」我慢慢地把手遮住那位置

好運地，在回1020的時候，並沒有甚麼突發事。

「啊命！你冇事啊嘛？」一開門，啊坤便問。

「咦…你都幾命大架喎」肥雪說

喺呢廿幾年，我都聽過呢句話。唔係話讚自己，但係我覺得自己都幾命大，可能係
個名嘅問題啦---命。

「啊迪呢？佢唔係同你一齊架咩？」達叔問

「啊迪仲未返咩？我哋分開咗行……我諗佢應該返緊嚟」啊文答

「飲杯定驚茶先啦」小纓遞給我



「唔該」我說「達叔……你知唔知邊個識得茅山術？同埋…你知唔知點解無端端有殭
屍？」

「茅山術？唔知喎。我淨係知未有殭屍個日仲好地地，瞓咗個靚覺，然後想出去個
陣，先知大廈鎖住咗，好多人都聚埋喺個到。」

「點解有殭屍……呢個依然係個迷…」小纓說

「唔好講呢啲啦！我哋瞓返個靚覺，聽日有排捱。」達叔勸道

「捱咩？聽日做咩？」我有不詳的感覺

「聽日你咪知囉」小纓對着我微笑

那笑容充滿了邪惡，詭秘。我不再去嘗試猜測聽日會做甚麼，但剛才的事卻令我大
惑不解。

『點解佢仲未變殭屍？佢唔係畀殭屍咬咩？』『唔通…佢真係識法術？』『話唔話
畀達叔聽好呢？』這些問題不斷在我的頭裏，令我難以入睡。

到了凌晨突然有人敲門。我就躺在梳化，我望望四周，他們都熟睡了，唯獨是我失
眠。於是我行到門前，從那門的「貓眼」看到底是誰……

「啊迪？你去咗邊啊？」我開門

「無嘢」他氣息十分差

「你冇嘢呀嘛？面青口唇白咁嘅」我擔心

「啊文呢？」他已經奄奄一息

「啊迪！你返嚟喇？！」啊文突然從後行過來

「入房！」啊迪和啊文從房間的方向去

我便回到梳化上，然後不覺意聽到啊迪和啊文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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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咩事啊？」啊文問

「識到你，我好開心……多謝你陪住我到今日」啊迪說

「我鍾意你，就預咗……」啊文說

聽到呢到，我呆咗。

「到依家都冇人知……我哋係同性戀」啊文細細聲地說

『 wtf！』我感到十分驚訝。但係諗深一層，Gay 同Lesbian
越嚟越普遍。只係估唔到佢哋靚靚仔仔，居然係 Gay 嘅……所以話人係冇樣睇

「哩一個 Kiss 可能係最後一個……」啊迪說，我想他說完後便親吻着啊文

我並唔係歧視但係如果你話女同女進行口水交換動作我都尚可接受到……但係男同男
就……諗都唔想諗

「咩最後？你做咩？你……」啊文感到驚慌

「係……我畀殭屍咬到……你要保重！」

「點解……你…你…去邊？」啊文開始哭

「我唔可以咁自私……我會自己走…」啊迪低沉地說

「我陪你！」啊文變得激動

「shh…乖……應承我……你要…好好咁…活落去…要離開呢度！再見啦！」啊迪說，
而啊文的哭聲也消失了

然後他開門，我便立刻躺回梳化。望著他瀟灑的背影，漸漸地消失……他走了。我便
看看房間，啊文睡在地上，應該是被啊迪打暈了，否則啊文並不會讓啊迪走。

就是這樣，氣氛再次變得沉默，十分寧靜。我再沒有理會剛才發生的事，只是呆呆
的望著天花板，不久，漸漸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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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已到了朝早。達叔所說的行動亦開始了

「執齊嘢！」肥雪說

「我幫你啊」眼見小纓在搬動物件，我便主動走去幫她

啊文悶悶不樂的，一不留神，他將剛才執好的都撞跌了

「我妖你！食嘢唔做嘢，做嘢打爛嘢！你返屋企瞓啦」肥雪十分暴躁

「雪！」達叔喝止他「啊文，你冇嘢呀嘛？」

「冇……冇事」他回答

「達叔！搞掂晒喇」坤仔說

「好！起程……」達叔說

「等陣！咁我點啊？」突然，後面傳來一把女人聲。回頭一望，先發現原來我之前
救的師奶還在，好似忽略了她的存在……

「你乜水啊？」肥雪無奈地問

「佢係我救個個師奶…」我答

「跟到就跟喇」達叔說「齊人就走啦！」

「等陣！啊迪呢？」小纓問

「係喎……」坤仔說

隨即，啊文便裝作不知發生甚麼事

「咪撚煩喇！走喇！」肥雪開始不耐煩

「究竟我哋去邊」我和小纓在隊伍後面



「我哋要搬遷，每幾個月就要搬一次，如果唔係會畀殭屍突襲。」小櫻解釋「睇你
靚靚仔仔，一表人才……但原來你咁naive，用下個腦啦」她輕輕拍打我的頭

「有腦……但係唔曉用…」我笑

你問我係咪想溝佢，我可以話係，我想溝佢。小纓佢身材又好，心地又好，分人又n
ice。還掂都出唔到去，不如搵啲目標，令自己充實啲，唔好咁dry 

「有殭屍！」突然啊文大叫

我們回頭一望，見到啊文在打殭屍。此時，肥雪和達叔走到後面打殭屍。

「小纓睇住師奶！」我說「坤仔！我哋去幫手！」

啲人成日都話喺適當嘅時侯做適當嘅嘢，我依家已經係好好嘅例子，喺呢個時候緊
係 show off 自己嘅實力畀小纓睇架啦。

「命！用呢個！」達叔遞了一個有刀刺的呼拉圈

「咩嚟架？」我問

「奪命呼拉圈呀！箍喺啲殭屍嗰身到然後轉佢！」坤仔解釋

我便拋下呼拉圈，然後出勁地轉。屍血五花四濺，場景就像公園裏的噴水池。

達叔和肥雪這最佳拍檔便照平時一樣，左右夾攻。就好似當殭屍係波一樣推來推去
。

突然，又有一隻殭屍，『他』從後襲擊啊文，啊文隨即跌倒，畀殭屍壓實。

「啊迪？！」啊文說，此時大家都望着他「係我啊……啊文啊……啊迪！……」

殭屍便站起來，望了啊文一眼，然後再望向達叔他們，便走了。

眾人們都無任何反應，只是沉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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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呢度喇！記住呢度新嘅避難所……12樓05室」達叔說

當全部人進入時，肥雪便大力地關門

「究竟頭先發生乜撚嘢事！條友點解變撚咗殭屍！講啊！」他衝向啊文面前，扯着
他的衣服

「雪！」達叔嘗試喝止，但不能

「嗚…嗚…嗚…嗚」啊文開始哭「我……我唔知呀……個日……個日佢夜晚返嚟已經……
已經死死下……嗚…嗚…你唔信……就問啊命喇！」

「你講！」肥雪指着我

「我……我都係開門畀佢，佢嗰陣已經奄奄一息……跟住佢哋兩個入咗間房……」我
並不想說下去，因為始終是他們倆的私隱。

「你入咗間房做乜撚嘢啊！」肥雪拿起小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文突然傻笑「冇啦…冇啦…佢變咗殭屍……我繼續生存
都冇意義」

肥雪被啊文的反應嚇呆了，他慢慢放下小刀，向後退步。

「嗚嗚……」他又哭「你哋殺咗我喇！」

「達叔……想問下口水同口水接觸會唔會傳染病毒？」我在達叔後面細聲地問

「呢曾……」達叔猶疑起來

「係啊！我同啊迪係同性戀者……我哋 gay
架……哈哈哈哈哈！」啊文就像精神分裂一樣

「我講個秘密畀你聽啊！」啊文走到肥雪耳邊。這也是我第一次見肥雪怯。

「喺啊迪就嚟變殭屍嗰晚，我哋……我哋打茄輪！」他望了望小纓「知唔知咩係打茄
輪啊！哈哈哈哈…」他走到小纓面前，小櫻退後。



我便想『如果依家佢突然屍變…咁我哋咪一鑊熟…』突然啊文站在我後面……我吞一
吞口水……

「做咩啊？驚我變殭屍啊！哈哈哈哈哈哈……快架啦」他面對着我

此時，達叔向我打眼色，隨即在啊文後面使勁地把刀柄揮落啊文的頭上，啊文隨即
暈低了。

「你做乜撚嘢啊？殺咗佢啦！你扑鳩佢托柒咩？」肥雪扮十分客氣的語氣問。

「我哋都唔知口水會唔會傳染…」坤仔對着肥雪說

「啊四眼雞丁！如果佢屍變係咪你畀佢咬啊……」肥雪繼續以“客氣”的語氣問

「咁如果冇呢？頭先如果唔係佢幫我哋……我哋早就畀殭屍襲擊啦！」那師奶說

「啊姨姨……你答乜撚嘢嗲啊！返屋企瞓啦」肥雪說

「得！你哋唔好嘈！」達叔又在主持大局「四眼仔，啊命！攞麻繩綁住佢！其他人
休息下先……啊文單嘢一陣先搞！」

就是這樣，啊文被捆綁著，並把他鎖在房間裏。眾人也沉默了，環境十分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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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我們圍着啊文坐，啊文依然被綁實。但他面色不如昨日。現在的他是面青口
唇白，好大的陰氣，頸上有紫色的血脈。

「佢挨唔到啦……要殺咗佢……」達叔說

「話咗架啦」肥雪不耐煩

「咁……邊個殺……」小纓問「不如放佢走……話晒佢都救過我哋一次……」

「放咗佢咪又係死……只不過係變咗隻殭屍……然後襲擊我哋」坤仔說

他這番話令我感到驚訝。估唔到坤仔會講啲咁嘅嘢，睇嚟……佢變咗…

「我哋……投票決定……邊個殺」達叔說

「唔洗…一人桶一刀!」肥雪說「我先！」

真係唔知點解肥雪要提議一人桶一刀……唔通呢個就係人性嘅真面目？

肥雪走到啊文面前，毫不猶豫地把刀刺在啊文的大髀上

「啊啊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殺咗我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文不受控制

「痴線！」肥雪退後「到你！」他把刀遞給坤仔

坤仔的眼神已經變了，在不是原本的他，也許這才是真正的他。他拿起刀，眼神充
滿恐懼但有想動手殺啊文

他慢慢地行到啊文面前

「死 gay 佬！」坤仔揮起小刀，插再啊文的膊頭上

今次啊文沒有大叫，只是用充滿憤怒和淚光的眼神望着坤仔。

然後，坤仔把刀傳給師奶



「插邊到？」師奶問

「你自己話事」肥雪說

「哦…」師奶行到啊文面前「哥仔……你係咪 gay 架？」

啊文點頭

「唉！如果我係你啊媽我真係唔會認你做仔」語畢，師奶立即把刀插在啊文的男人
最痛的地方

「啊啊啊啊啊！嗚嗚嗚嗚……」啊文從櫈上跌落地，躺在地上

「師奶……我俾……俾個 like
你……」肥雪吞了吞口水，手慢慢地放在上半身與下本身之間的位置

師奶便把刀交給小纓，小纓怯生生地接，望了我一眼。

從她的眼神，便知道她根本不想這樣做，但事到如今，沒有第二條路可選擇，否則
分分鐘死的不是啊文…而是大家。

呢到根本就係一個弱肉強食嘅世界，邊個強就跟邊個，冇話幫邊個，因為…跟住強
果邊，先可以生存。義氣？冇咗N年啦 !

我便拿小纓手上的刀。我不想她有什麼後悔之情，而且她是個女孩，因此我來代替
她。

「啊文……永別！」我拿起刀，二話不說便將刀插在他的天靈蓋上

啊文就是這樣躺在地上，眼開著，流下最後一滴眼淚，面帶著恐怖的笑容。

「好啦……搞掂啦……四眼仔！擺幾舊生果，插枝香上去啦……」達叔打破了那刻的
寧靜「整完之後，我哋行啦！」

「又去邊啊？」我問

「唔通你想同條屍一齊瞓啊？」肥雪說「去搵第二個單位啊！」

啲人話要活得精彩，先叫生活……咁我依家嘅處境又算唔算精彩呢。有殭屍、殺人，



係爭飛機大爆炸未有啫。真心個句，我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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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係咁，我哋落咗3層，留喺一個貨倉入面。

當大家熟睡時，我又失眠，躺在貨櫃上，望着天花板，幻想自己正在看星。

突然我聽到腳步聲，我落地，走到貨倉門前。我走出貨倉，走廊漆黑一片……

「又係你啊……靚仔」突然後面傳來一把聲，嚇了一跳

「邊個？！」我問「把聲咁熟口面嘅？」

「我同你講...過兩日就係關乎你走唔走到嘅日子，所以你唔可以死……」那人說

「係神秘人！」我肯定了他的身份「你又知過兩日就可以走？」

「總之你唔可以死……因為你係出去嘅唯一嘅希望！」

「我唔明？即係點？………」我問，但神秘人無再答應

我回到貨倉，腦海不斷重播剛才神秘人所說的話。

我係出去嘅唯一希望？會唔會太 Hollywood feel
啊？唔通個個故事都係BBQ大團圓結局咩？我又憑咩係關鍵之一？諗到頭都痕……

爲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便拿出電話，出奇地還能使用，所以話 Samsung
永遠是最好的，跌極都唔難，有 Nokia 的後裔之稱。

我打開電話，發現有幾個留言，但係又冇電話號碼顯示。我冇理，直接聽段留言。

『喂……你可能唔知我係邊個，但係我哋見個幾次。我只係想同你講，件事唔係你咁
諗……你要生存落去，先可以走得出呢個地獄……記住……要小心你身邊嘅人……因為
…………』

『嘟嘟』

「咩事？？」我感到奇怪「屌！冇反應嘅？！」「屌！次次到最重要個下先嚟冇電
！Samsung 廢嘅！」



唔通呢度嘅人真係自己為自己？我唔信，起碼達叔同小纓唔係咁嘅人……

其實喺呢個moment係好舒服……再冇人聲車聲，再冇咩政治鬥爭，再冇一班為咗有
飽飯食而博老命去打工嘅上班族。哩刻嘅寧靜，相信香港都冇咩地方可以感受到。

人就係咁，心入面有好多矛盾位，想走出嚟，但又唔想出返去面對現實。咁究竟呢
幢大廈係天堂定地獄？

「喂…」突然後面有人輕輕地拍我膊頭

我回頭望「小纓？」

「你喺到做咩啊？」她坐在我旁邊

「冇啊……瞓唔着咋嘛」

「係呢……你幾多歲？」她問

「我……我23歲……」我並不知道這問題有甚麼作用，但禮貌上都答她

「咦！咁咪同我一樣」她笑着

就係個刻，成個世界都好似turn on 咗慢動作mode
咁，小纓就好似仙女下凡咁，成身都畀聖光圍住。得一句可以表達我嘅心聲『喜歡
你  那雙眼動人  笑聲更迷人』……

「咁……你有冇女朋友？」她問

「冇…冇…冇」我變得口啞啞

「哈哈…唔洗咁緊張喎」她笑

然後，小纓站了起來。原本她只想落地，但她一不留神跌倒了……便撲在我的身上。
整個畫面就是女上男下，躺在貨櫃上。

我的心跳得十分快，與此同時小纓的心也跳得十分快。腦海變得一片空白。

「冇事呀嘛？」我問，然後慢慢地推開小纓



「冇事……好舒服」她攬實我

我並無作出甚麼反應……

「其實我第一眼見到你，就已經對你有小小好感……你畀我一種好溫暖嘅感覺。」

我呆了……

然後小纓慢慢地將她的櫻桃小嘴吻在我的嘴上。就是這樣，口水和口水交換的動作
又重現，但是是一男一女進行的。然之後18+ 嘅畫面都隨著出現。

喺痛苦之中帶出甜蜜，可能連個天都叫我休息下。

但係事實……並唔係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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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身，發現達叔他們已經不在，得我同小纓赤裸裸地躺在貨櫃上。

「小纓！小纓！醒啦！」我幫她穿上衣服

「做咩啊？」她伸了一個懶腰「琴晚件事…你唔好同人講……」她傾向我的耳仔面前
「你……你好勁」她害羞地笑

我尷尬地笑着「唔好講呢啲啦！我哋要搵番佢哋！可能佢哋以為我哋畀人捉咗」

「你去邊，我就去邊」她笑着

我們便在那一層兜了一圈，卻無他們的足跡。我們就像入了結界，找不到他們，連
殭屍都沒有。

「佢哋喺邊啊？」小纓問

「唔知啊……」我感到無助

我們行完又行……永無止境。再係咁都唔係辦法，於是我便帶小纓到冰工廠，因為我
腦海裏的疑惑還未解決。

「你喺到等陣先」我說

「嗯」小纓點頭

我便慢慢地開那控制室門。但是，連個天都撚化我，室裏的咒符、電腦、床統統不
見了。

「命！殭屍呀！」突然小纓喊道

「纓！入嚟！快！」我探頭而出

小纓便跑入控制室，而我便關上門。都唔知呢到係唔係撞邪，兩次喺到遇見殭屍。
而今次殭屍並沒有走，『他們』在控制室外遊蕩。

「依家點算？」小纓問



「唯有等希望……」我望了望小纓

過了一段時間，殭屍仍在外面，而小纓每隔幾分鐘便在控制室裏周圍望，看看有甚
麼有用的工具。

「小纓啊！」我打破那寧靜

「咩事？」她不斷找

「達叔話以前發生過意外……你知唔知係咩意外？」我問

她停低了，彷彿被我這問題嚇呆了。

「達叔冇話畀你聽咩？」她變得十分嚴肅

「冇…」我被她的嚴肅嚇親

究竟當年發生過啲咩事？點解肥雪會變成咁？以前嘅肥雪係點？終於可以知道整件
事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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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喺4年前發生…………」小纓低沉地說

=================================================
===============

「我哋唔可以再係咁等落去……我哋要知道發生緊啲咩事！」肥雪的兄弟，啊華說

啊華雖然是個神父，可說是個踩過界的神父，因為他不但信耶穌基督，而且還懂得
驅魔，爲人敢作敢為。而肥雪常常跟隨他，因為他覺得啊華畀佢安全感。

「啊華啊！你冷靜啲啦！」肥雪說「咁衝動都解決唔到件事架！」

「雪啊！你怯就唔好再跟住我！」啊華說

「其實我同意啊華……我哋應該要睇下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冇理由2年都冇人嚟救
我哋…」達叔開聲

「琴日……我…我又見到人食人啦……」小纓細細聲說

「雪！你唔嚟就算！」啊華說「攞架鏟！我哋要走！」啊華舉起手

就是這樣，包括達叔、小纓，大部分被困的人都跟隨啊華，唯獨是肥雪沒有。

肥雪獨自在單位裏，起了恐懼之心，見他們走得不太遠，於是便跟隨他們。

「唔洗驚喎！勇啲啦！」啊華鼓勵他

他們落到3樓。突然他們見到一群殭屍在樓梯間遊蕩。

肥雪躲在最後，而啊華卻帶頭。

啊華揮揮手，好似想同眾人說去攻擊

但肥雪卻搖頭。於是啊華就走到他的面前「怯！就輸一世！」

於是啊華便大嗌「衝！」



眾人們都拿着架鏟打殭屍。場面血淋淋的，但優勢並沒有持續，有好多人都畀殭屍
咬了，隔幾分鐘便變成敵人，因此殭屍越嚟越多，人就反而越嚟越少。

「華！救命啊！」肥雪喊道，他手持鐵管，與殭屍鬥力

「雪！」啊華便二話不說走過來，幫肥雪解困

「唔該……」肥雪低頭

「雪！你唔可以成日喱係我後面！由細到大，你都係跟住我……我做咩你就做咩…唔
可以咁架！我相信你仲有一日一定會企係我前面！」啊華十分虛弱

隨即啊華倒地了

「華！華！華！」肥雪跪低，猛力地搖啊華

與此同時，殭屍亦不地增加

「雪！走喇！」達叔嗌

=================================================
==============

「……就係咁…肥雪足足一年冇同過人講嘢。但係可能佢終於領悟到啊華個句，於是
就變成依家咁」小纓說

原來肥雪係特登將自己變成咁，因為咁先可以掩飾佢心入面嘅恐懼

「咁有幾多個生還者？」我問

「仲洗問……緊係我哋啦……」她輕輕拍打我的頭「達叔、肥雪、坤仔、啊迪、啊文
同埋我…個師奶就唔知係邊度咇出嚟嘅…」

照小纓所說，他們真的不知道那神秘人的存在，那現在目前我知道的應該只有6個生
還者。

「我啊爸都係喺個日失蹤咗……可能已經死咗……」小纓低沉地說

我呆了，便立即走到她旁邊，擁抱着她，給她溫暖、呵護。



「我已經失去咗最親嘅人……我唔可以畀歷史重演……」小纓攬實我，哭了起來。

喊下喊下，小纓便撲喺枱面休息。我就周圍搵下有冇啲有用嘅線索。搵咗一段時間
，竟然畀我搵到個收音機。

我開着咗部收音機，但係一把人聲都冇，只得啲『滋滋』聲。此時，小纓醒了

「我嘈醒你啊？」我問

「我話係，你係咪畀我打啊？」她諷刺地說「舊嘢咩嚟架」她指着我手上的收音機

「收音機囉……啱啱搵到嘅……」

「收唔收到？」她問

我遙頭

過咗一陣，收音機嘅『滋滋』聲冇咗……

「shhh！命！你聽唔聽到」小纓十分緊張

我走到收音機面前，把耳仔靠近收音機

收音機嘅『滋滋』聲冇咗，換嚟嘅係一啲『滴滴』聲…就好似用指甲輕輕力地敲枱
。

「得啲『滴滴』聲……冇咩特別啊」我說

「唔係喎……你再聽清楚啲……啲聲係有頻率，有啲長有啲短……」小纓說得頭頭是
道的「會唔會係暗號……」

「暗號……滴滴滴……密碼……」我硬着頭皮分析

「……摩斯密碼！」小纓和我異口同聲地說

難道逃出地獄這目標有再近了一步。如果這些摩斯密碼是逃出嘅關鍵，咁就有機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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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密碼…聽就聽過……但係鬼識咩……」小纓埋怨

「唔洗愁喎……我識呀嘛！」我很有自信的

識摩斯密碼其實都係全靠啊豪。我成績就麻麻，啊豪就教我用摩斯密碼嚟同佢溝通
。次次小測唔識就用指甲敲一敲枱，唔洗幾秒就會有人應，個個就係啊豪。

「你？！得唔得架」小纓用鄙視的眼神望着我

「得咁點先」我囂張地說

「睇下點……」她始終都不相信我

「好…嚟啦！唔好嘈！我講咩字，你就用筆寫住！」我吩咐

『----(H) - (E) -—-- (L) - — — - (P)………….  -- (I) — (T)  -- (I) --- (S) — (T) ---- (H)
- (E) - (E) —- (N) —--(D)
— — —(O) --—-(F) —(T) ----(H) - (E) - — — (W) — — —(O) -—-(R) -—--(L)
—-- (D)
----(H) - (E) —-— (K) —- (N) — — — (O) - — — (W) — - — —(Y) — — — (O) -
- —(U) - — (A) - — - (R) - (E)
---- (H) - (E) -—- (R) -(E)
---- (H) - (E) -- (I) --- (S) — (T) ---- (H) - (E) - — -- (L) - — (A) - — — (W)
— (T) ---- (H) -(E) — --- (B) — — — (O) — — —(O) — - — (K) — — — (O)
--—- (F) — (T) ---- (H) - (E)

』- — - - (L) - — (A) - — — (W)

「冇喇？」小纓見我停了

「應該冇……冇晒聲…」我猶疑「點？佢講咩？」

「如果你冇錯嘅話咁就係…」她仍然質疑我的能力「Help…It Is The End Of The
……冇World……He Know You Are Here He Is The Law……The Book Of The Law

喇…」

「  ?」我十分疑惑The Book Of The Law



「都唔知佢噏乜…九唔答八。咩 The Book Of The Law 啫？佢係咪想講 Basic Law
啊」她笑

「唔係！一定有啲嘢嘅！………係時候走啦！」我將這問題移走，否則會變得十分複
雜

「冇殭屍喇喎！」小纓從門縫看看出面的情況

「咁行喇！」我說「試下去返個貨櫃場到，可能佢哋喺入面」

「嗯」她點了頭

「頭先嘅事……唔好同任何人講…我會同達叔討論，不過其他人唔知好過知，因為…
…」

「我明架啦」小纓好像十分了解我似的

差不多到貨櫃場時，聽到一聲「救命！」

「貨櫃場入面傳出嚟！」小纓說

我們一步一步慢慢行近門口，原來是達叔他們…他們被殭屍圍住

「達叔！」我走過去

「命！接著！用你啲血殺佢哋！」達叔隨即拋那劍給我，而殭屍的視線亦轉移到我
那邊

我便用劍輕輕地在手掌介一介，血洶湧而出。劍亦佈滿了我的血

我便衝過去，用劍刺殺那些殭屍，但是『他們』沒有灰飛煙滅…我呆了呆，望住達
叔

「仔！你破咗處啦咩？！」達叔十分驚訝

此時，肥雪便出招，兩三下手勢，便 KO 了全部殭屍

「你哋冇事呀嘛！」小纓隨即走過來



「你哋去咗邊呀！我哋以為你哋畀殭屍捉咗呀」坤仔說

「唔好講咁多住！師奶頭先傷咗！」達叔說

我們便到貨櫃場的角位。小纓便為師奶包紮傷口。

「你做咩整親？」小纓問

「冇…頭先跑個陣拗一拗啫…冇事架啦…唔該你」

「喂！點解你啲血殺唔到殭屍架！你破咗處啦？！」肥雪見我在包紮手掌的傷口

「吓……」我望了望小纓「係呀……破咗……」我低頭說 

「正契弟！咁快就破處…有前途」他笑

逗留咗喺呢棟大廈都有好幾日，但係我仲係驚死，我驚我自己出唔到去。我怯！我
並唔係一個勇敢嘅人。其實我就好似以前嘅肥雪咁，淨係識得跟住人，冇咩主見……
我好想走…好想走…

到了夜晚…

除咗達叔之外，個個都瞓晒，於是我就把握機會，同達叔講摩斯密碼嘅事

「達叔……」我細細聲

「啊命？做咩？」他行過來

「我發現咗啲嘢」我遞了那張紙

「  ?! 」他表情驚訝The Book Of The Law

「你知係咩？」我問

「聽過…不過唔清楚……」他說

「喺邊到聽過？」我問

「咪……」他望了望小纓「小纓個老豆」



 我嚇呆了…但小纓剛才對 『The Book Of The Law 』毫無反應，小纓一定知道這是
甚麼…難道…她在隱瞞一些事…

「早唞啦」達叔隨即躺在地上

「早唞…」

當我準備瞓覺嘅時侯，突然有人喺我後面偷襲，我暈低咗……而呢次亦係第二次畀人
扑暈,真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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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咳咳…」

突然有浸寒意，令我醒了，全身亦濕透了

「小纓？我哋喺邊啊？做咩綁住我？」我問

小纓沒有答

「達叔！肥雪！坤仔！師奶！」他們都被綁着

「小纓！究竟發生咩事？！」我十分激動「快啲救我哋啦！」

「我……」小纓開聲

「纓！你走開！」突然有把男聲打斷了小纓「就係你……你就係預言書講嘅"拯救者"
…」

「咩預言書？咩拯救者？」我十分激動，而且又看不到他是誰

「你知唔知你入咗嚟之後，搞到我哋好鬼忙。你唔應該喺到出現」他終於現身

他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因為他左邊身體是腐爛的，反而右邊是正常的……難道這就
是半人殭型態

「蕭卓昇？！」達叔，肥雪異口同聲地說，看似十分驚訝

「哈…」那人望後「啊達、啊雪…仲未死啊！」他恥笑

「達叔！肥雪！佢係邊個？!」我問 

「昇叔……小纓爸爸」坤仔也呆了，望了望小纓

在那剎那，我崩潰了。為什麼小纓要背叛我們，那麼一切都是假的…感情也是假的…
…

「個日我親眼睇住你畀殭屍咬死！點解你……你會冇事……變咗半人半殭！」達叔十
分激動



「點解……哈哈……因為佢救咗我」他指着手上的一本書「 ……The Book Of The Law
呢個就係神畀我嘅啟示！世界已經末日！」

「 ……」我自言自語The Book Of The Law

原來個摩斯密碼講嘅 “ ”He
就係眼前呢個人。即係話佢就係大佬……要走就要搞掂呢條茂利！

「你就係  ! 」達叔說「點解你要咁做？！」The Book Of The Law

「我准許你叫我做教主！」他說

「即係話啲殭屍同你有關喇！」坤仔說

「教主！我哋發現到一個人！」突然一把聲從後而來

「把聲咁熟嘅」我自言自語

「啊文？！」坤仔、師奶、肥雪和達叔都十分驚訝

「啊文？！」我十分驚訝「你唔係……唔係死咗架啦咩……點解你會捉住神秘人㗎…
…」我呆了

神秘人竟然畀佢哋捉咗，即係話神秘人係幫我哋架啦，換言之個摩斯密碼都係佢發
出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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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咁大壇嘢有咩目的呀！啊昇！」神秘人被啊文綁住，然後摘下口罩

「啊華？！」肥雪又再次驚訝「乜…乜...乜你仲未死啊 ?！」

真係當堂嚇一跳，然後得啖笑。世事真係估你唔到。教主係小纓老豆，神秘人就係
肥雪兄弟，全部人都認識大家。我眼前嘅嘢係咪只係幻象，其實我係咪發緊夢。

「溫馨嘅時光過得特別快，係時候講拜拜...」教主打斷了他們

「你究竟有咩陰謀！」啊華問

「神父！你應該好清楚《聖經》……啟示錄講過，當末日來臨，彌賽亞將會再次降臨
到地上。」

「你哋就係要執行末日…迎接彌賽亞？哈！年輕人，你實在太年輕了…」達叔恥笑

「你講啱咗一半！我哋要依照啟示錄執行末日，但並唔係迎接彌賽亞……」啊文說

「因為我就係彌賽亞！」教主說

「屌！你係咪睇《聖經》睇到傻Q咗啊！」肥雪說

「都唔知你講乜撚嘢，九唔搭八」師奶說

「喺《聖經》入面，彌賽亞即係神嘅兒子…佢意思話……佢就係耶穌基督…」啊話解
釋

「Sor9ry 我拜關二哥㗎！」肥雪又以客氣的語氣說

「本來迎接末日嘅儀式今晚就可以進行！但係，就係你哋班唔識死嘅人嚟搞事！」
啊文說

「你知咁多嘢……即係話你不嬲都係同佢哋一黨！點解咁多年你都唔殺我哋！仲…仲
幫我哋！」坤仔問啊文

「我哋明明殺咗你…點解你會冇事」師奶亦問



「四眼仔！驗下你隻眼睇清楚啦！我幫你？慳啲啦！」啊文輕輕拍打坤仔的臉 ,
然後轉身望住師奶「你緊係好想我死啦…哈哈哈哈…係教主救咗我，我先可以報復，
你哋點對我…我就點對返你！」啊文便舉起拳頭，意圖攻擊她，但被教主阻止…

「你哋班愚蠢嘅蟻民，為咗逞一時嘅英雄，竟然剝奪世人迎接天國，接受永生嘅機
會！你哋要帶罪回到天國，接受主嘅審判！」教主說完便漸漸遞起雙手。

「都話呢棟嘢入面冇英雄得茂利架喇！」肥雪說完便站了起來，使出一拳，打擊教
主

此時達叔和啊華亦解脫了麻繩，跳了出來，解決他們。

原來剛才只是拖延時間，表面上同教主講嘢，其實係拖延時間，等佢哋可以解開麻
繩然後將大佬一網打盡，呢招果然厲害！

「你哋仲未領略到！你哋嘅死期到喇！」教主將肥雪他們推開，然後念咒語

此時，小纓在我後面，爲我解開麻繩

「對…對唔住呀……我…我…」小纓落淚，似乎起了後悔之心

「得…我明…佢始終係你老豆…」我冷淡地回答。本來我不想理會她，但我敵不過自
己，因為我對她的感覺仍存在，而我亦相信小纓亦是這樣。

小纓解開了坤仔和師奶後，便走到她父親面前，跪地哀求

「阿爸！停手喇好冇！收手啦！呢個世界上係冇永……」突然教主徒手箍住小纓的頸
，抬起小纓

「你已經冇利用價值！你同一班行屍走肉嘅人一齊啦！」此時小纓面色變得青白，
無力自立。

我邊拿起鑊鏟，揮落教主的頭上「達叔！走啊！」我企圖分散教主，讓達叔他們脫
離。同時我便抱起小纓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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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畀啊爸落咗咒……好快…好快就屍變架啦……你走啦……唔洗…理我」小纓連說話
都感到吃力

「我唔會留低你喺到……我應承過自己……要同你出返去呢個鬼地方……喺出面重新
開始！」我說

「啲殭屍嚟喇！快啲啊！」師奶大叫

「我喺後面掩護你哋！」神父說「肥雪！你帶頭啦！你得架！相信自己！」

「前面就係防火門，落去地下，就得架啦！」達叔說「各位！要捱埋佢！唔好死！
」

我們拼命地跑，與此同時殭屍越來越多，而教主在『他們』面前，帶領着。

突然神父停低了，迎接殭屍們

「雪！唔好辜負我對你嘅期望！怯！就輸一世！」語畢

神父便從袋拿起黃色的咒符，在空中寫字，念起咒語「……急急如律令……敕！」

教主便立即躲在殭屍群裏，而前面的殭屍亦灰飛煙滅。

「呢度有我頂住！你哋快啲走！」神父說

「華叔！後面啊！」坤仔二話不說走到神父的方向，爲他掩護……

「我哋要走喇！」達叔開了防火門「行啦！」

原來喺最黑暗嘅時侯，人係會出手相助，而唔係袖手旁觀，你有你死，佢有佢亡。

走到了2樓，我們便放下腳步，因為大家都在等待坤仔和神父的來臨。

突然從2樓的防火門傳來刺耳的聲音

「咁快殺到嚟」達叔說



突然，師奶開了門

「命仔！多謝你當初救咗我，依家到我報答你嘅時候…後生仔！你前途一片光榮！
」師奶準備入去「你啊……出到去同政府講我犧牲自己去救人，叫佢燒個洋紫荊勳章
畀我啊！」她望了望她的傷口，原來她並不是跌倒而整親，而係畀殭屍整到

「師奶……」我不知為何落淚了

「要走喇！」肥雪催促

我們繼續往下移，到了地下，但通往大廈出口的大閘被上鎖了……大家又再次被困

「命！我唔得啦……」小纓說

「你要撐住啊！好快……好快就可以出去！」我便放下小纓，然後拿起鑊鏟，試圖打
破門鎖

「細佬！加油！」達叔亦一起打爛門鎖

但刺耳的聲音越來越近。突然大廈的啟動…由3樓往下到地面，我們拿起武器，靠近
門。

「啊華！」門一開…原來是神父「四眼仔呢？」達叔問

「佢為咗保護我……畀殭屍咬死……冇佢，我就落唔到嚟……」神父感到羞愧

「華！嚟幫手！道門鎖咗！」肥雪說

他們三人合力將門弄破，而我卻在後留守。不久，門破了，通往自由又再近了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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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啦！」肥雪揮手

與此同時，殭屍逼近了

「有冇打火機」肥雪望了望地上的石油氣罐，然後問達叔

「唔好……」達叔好似知道肥雪在想甚麼

「畀我啊！」肥雪大怒

達叔便遞上打火機。肥雪見我們已踏出大閘後，便反鎖自己。

「雪！你做緊乜嘢啊？！」神父十分驚訝

「華…你就畀我威返一次……畀我喺你前面」肥雪語重心長，變得嚴肅

肥雪這個樣，我都係第一次見到，唔通呢個先係真正嘅肥雪

肥雪冇再理會神父和達叔，他左手提起石油氣，右手拿著打火機，慢慢地行入裏。

望住佢瀟灑嘅背影，大家都唔想佢去因為我哋而犧牲自我，但係生存就係咁，從來
冇 win win ...
一係全部死，一係一個死。肥雪就為咗我哋…願意犧牲，畀我哋生存。

「雪！」神父大叫

「走啦！就嚟爆啦！」達叔拉扯住神父

我便背着小纓，笨重地走，達叔拉扯着神父，神父落晒形，但大家都係向着同一個
目標出發…就係自由。

「轟轟轟轟」肥雪引爆了，整棟大廈到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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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之後，四周圍都係煙灰，但係四周圍嘅人都唔見晒。

我起身，眼見有一群人圍住，我行過去發現佢哋圍住嘅竟然係我條屍。而圍住嘅人
竟然係達叔、肥雪、小纓、師奶、啊文、啊迪、神父同埋教主，佢哋都係面青口唇
白。

我就企喺佢哋後面

「雪！叫咗你唔好玩咁大架啦……搞到人死都死得咁樣衰」達叔說

「你唔話個女人？同條友上床喎」肥雪指着小纓

「做咩啊？妒忌呀？佢都冇料到嘅！」小纓說

「我唔理啊 ! 佢插過你……咁呢個肉體你要囉 !」啊文說

「你癡咗邊條筋啊！我寧願做鬼啊 ! 」小纓說

聽到呢句，我先發現自己原來變咗隻鬼魂...

「咁其他人呢？邊個要呢個肉體啊？」神父問

「睇佢個樣，都係一世行衰運架喇……上佢身，自己攞嚟衰架咋…算啦」師奶說

畀人睇死已經算啦，依家連鬼都睇死我，我諗諗下我死都冇用架啦，不如……

「各位…」我舉手「我可唔可以要返自己個肉體」他們回頭一看

「隨便」肥雪遞手

死都冇用，不如就生存返，浪費下人生。爲咗生活，打份唔鐘意嘅工，但係又有高
薪厚職。望住其他巴打絲打每日返工行屍走肉咁，不如都融入佢哋，做返隻人唔似
人，鬼唔似鬼，殭屍唔似殭屍嘅打工仔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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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開眼，眼前竟然係達叔同華叔...

「啊命呢？」我問「我唔係落咗咒架咩？點解依家冇事……」

「纓……你昏迷咗幾日啦」達叔倒抽一口涼氣

「你條仔為咗救你……願意一命換一命」華叔解釋

就喺個刻，眼淚奪眶而出...

「你講緊咩！啊命喺邊啊！啊命……命……我感覺到佢喺到㗎！」我大哭

「你畀你啊爸落咗咒，搞到你靈氣缺少……啊命……佢為咗救你…佢願意用佢自己啲
靈氣，去令你生存…」華叔低着頭

我繼續哭

「你感覺到佢，因為佢嘅靈氣…喺你體內……之後你可能會有啲你毫無印象嘅記憶…
因為啲記憶係啊命嘅……」華叔解釋

「佢好硬頸，佢堅持要咁樣做」達叔說「你唞下啦……」

「你保重啦！」華叔說「我哋喺時候隱世……你想唔想我消除你嘅記憶？」他問

「唔洗……我想永遠都記住啊命……」我說，眼淚繼續流着

「係喇…呢度有封信…係啊命叫我畀你架…」達叔遞了那信給我「我哋走喇！」

達叔和華叔走了之後，我便打開信封。眼淚又再洶湧而出……

親愛的小纓：

 
我諗神父佢已經同咗你講發生咩事。係…係我衰仔，搞到你孤零零自己一個生活。

但係你仲有時間，大把青春，唔好記住我啦……你要搵個錫你嘅男仔。你要幸福快樂
咁生活，忘記過去啦。我哋下世有緣嘅話……再做情侶啦！永別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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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後……

「爸爸…你可唔可以再講殭屍故仔畀我聽呀？」兒子問

「好啊！」我笑

「仔啊！你聽咗幾次啦…你悶架咩」老婆說

「人哋嗰媽咪，你都有份架喎」我笑

「人哋嗰爹哋你先係主角啊！」她笑

『叮噹』門鐘響起

「仔！開門啦！係達契爺同華契爺啊！」

「契爺sss ！」兒子說笑

「達叔、華叔！」老婆和我打招呼

「啊命、啊纓！」達叔熱情地打招呼「哇！又高咗啦喎…雪仔」達叔抱起兒子

「達契爺，華契爺！你哋係咪都係喺個故事入面㗎？」兒子問

「咩故事？」華叔望住我

「冇……」我口啞啞

「人哋嗰爹哋囉，晚晚都同個仔講佢啲威水嘢」老婆笑

「雪仔！契爺同你講個勁啲架啦，你老豆個個假㗎！」達叔抱着兒子「想當年，你
老豆只不過係個後生仔，乜都唔識，係我達契爺救咗佢咋……」「雪仔！唔好聽達契
爺亂噏，你啊爸係我救㗎」華叔搭嘴

「呢兩個契爺真係啊」我搭着小纓的膊頭，笑了笑

「個仔有個“雪”字咋嘛，佢哋就當佢係肥雪」小纓笑



「咁我哋幫個仔改呢個名，同肥雪佢都有關嘅」我說「同埋你要多謝佢哋兩個，好
彩你啊爸落嘅咒係短暫性，只要係時間限制之內解咗佢，就冇事...」

「啱啊」小纓認同我的說法

就係咁，我哋成為咗一家人 ,
照應大家。都十年啦，再冇人講起個件事，而且呢件事都冇咩人知。政府閉門式同
我哋溝通，畀咗一大筆定安費。真係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最好笑嘅就係政府答應
咗我嘅請求，本來整係叫佢喺個烈士碑寫住師奶個名，但係佢就話要頒個洋紫荊徽
章畀我哋。

到最後都係BBQ大團圓結局……

<<完>>
本故事純粹虛構，如有雷同，請聯絡本人，本人會介紹你入精神病院作檢查…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