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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下午四時。
咖啡店內，一個身穿連帽上衣的身影邊攪動着杯中的黑咖啡，邊走到一角的四人位置。她揭下
帽子、沒有拉開椅背、坐下。另一旁是咬着飲管的年輕女孩，苦苦地盯着桌上的塔羅牌。
「風起，我有睇你最近出嘅一個系列，主題係超能力，我覺得幾有創意呀！」
「咦?你嚟咗啦？」年輕女孩頓了頓，「唔好講笑啦，寂，小說呢方面我要多多向你同雨天請
教。」
「係喎，講起雨天，佢人呢？佢約我地嚟做咩。」
一個看起來不太尋常的男人步入咖啡店，眉間鎖住説不盡的思緒，衣服上畫的是一幅下雨的圖
畫。瞧見一旁的風起和寂，便匆匆地走了過去。
「唔好意思，黎遲咗。」隨後他將目光放向咖啡店門口。「不過睇黎我唔係最遲果個。」
另一個男人身高180，身穿淡藍色襯衫，黑色西褲，正聽著音樂緩緩步入咖啡店，直至看見其
餘三人，才把耳機卸下。
「柳月，你咁遲黎係咪應該有D表示先」
寂揚了揚她手上的收據，柳月沒好氣地苦笑。四人安座後，雨天率先發言。
「今日叫大家黎，係想搵你地...合著小說，你地意欲如何？」
「隨心。」
「你喜。」
「亦可。」
三人給出簡潔俐落的回應。
「非常好，咁我地依家開始傾下......」
********************
2小時後。
「今次嘅小說系列，我地會用筆名作為主角，每人以自己角色嘅第一人稱寫作，OK？」雨天
道。
「同意，大家對故事內容冇異議嘅話，我地依家不如抽籤分配角色。」風起提議。
其餘三人都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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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長照,一道黑影從暗巷中横過。

我左臂上出現一道觸目驚心的槍傷,身上傷痕連連,而眼中浮現出對世間的傷悲。心中想著些什麼,百念
俱焚。

作為特務,本不應夾雜私人情感入其中,但這事的牽涉實在過大,關連到世界以及人的自由,我不得不站於
對立面,我的一份自私,又能不能令世界明白?

到底這世上所謂的公義是正確嗎?所謂的惡又是否絕對的錯誤?我已經分不清了...真真假假,我已無力去
區分。

她,又會不會怪我一言不發的離去?也許當初的我太衝動了,不過也不得不令我衝動,希望她活得安好吧
。

「晶片已經粉碎,殺手系後面,睇怕我都系走5到...呵呵,既然世間如此不堪,也罷。所有人都已經不再係
自已,被所謂的科技取締,再見了...希望,她可以知道我留低嘅線索...」我在這世間留下最後的一句話,轉
身走向已經佈置好的場地,緩緩的上吊...繩索套在脖子上,身體逐漸冰冷,臉上卻顯露微笑,也許死才是對
我最佳的解脫。

痛苦是必然的,不過亦一刹,最痛不是身,而莫過於心。回想在這世的一切,家庭,金錢,權力...都不捨丟去,
但當發現當中的真相,我不得不以死作解脱。

終於,可以解脫了。

「特別新聞報導,昨日於XXX發現一名自殺者,左臂上有明顯槍傷,並且晶片已失去,初步懷疑是謀殺,警
方正介入事件...」早上的新聞正播放。

電視旁的她,淚正稍稍掉下,她放下手中的一切,口中喃喃地說:「不是説好不負我一生嗎?為何卻先走一
步?」可惜她換來的只有靜寂。

正值22世紀,世間已將腦內記憶移植至晶片中,每人的腦中也有着晶片的存在,也即是,有人可以讀取他
人記憶。在現代有人反對此科技,可惜不敵政府,因而大部分人也有安裝晶片。但是有人發現了晶片的
不尋常,發現了世界的虛偽,發現了所謂的自由,最終因其而亡。到底是因其而死還是...

真相,隨着這事的發生,令世界的齒輪轉動了...



第二章

｢嘿，唔好走啦！｣
｢夠啦，我忍夠你啦，我驚我再對住你會爆血管呀！我唔撈啦！｣
｢砰！｣

這個月第四個助理啦，望著凌亂的辦公室，我歎了一口氣
｢唉！想搵個助理都咁難架｣

｢叮～｣
電話的提示燈閃爍著，一則新聞報導讓我大為震驚。

｢特別新聞報導，昨日警方於尖沙咀碼頭發現一具屍體，死者為一名二十七歲中國籍男子，左臂上有
明顯槍傷,並且晶片已失去,初步懷疑是謀殺,警方正介入事件...」
新聞附上的相片顯示出一張蒼白如紙的熟悉面容。

那，那是柳月？！

雖然不想承認，但那眉眼卻清楚地告訴我，那是柳月，與我認識多年的大學同學。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正當我在胡思亂想的時候，一個由不知名電話所發的短訊打斷我的思緒

｢快啲去救你嘅朋友，地點尖沙咀碼頭    下午11:35 √√｣

昨晚的短訊？為什麼今天才收到？
朋友？他是說柳月？
他究竟是誰？為什麼知道柳月會在昨晚遇害？

一個一個的消息把我砸得頭昏腦脹，媽呀，好混亂呀。

雙眼無意識地掃向電話，尖沙咀碼頭，尖沙咀碼頭......
腦海突然浮現一個瘋狂的想法，查出真相，我要查出昨晚在尖沙咀碼頭發生的事！

這想法剛冒頭，就給我按住了。
原因無他，只是我僅剩的資產負擔不起我的胡鬧了。
唉，我這人真窩囊，連好友的生死大事也幫不了忙。

｢咚咚～咚咚～｣

大門傳來幾下敲門聲，嘴邊的叫喊卻停住了，都忘了我已經是沒有助理的人，看來請個助理也是個刻
不容緩的事呀。

沒有人幫我開門，只好自力更生，自己去開門了。



打開門卻空無一人，奇怪了，明明聽到有敲門聲的。
正想探頭出去看個清楚，就發現大門前有一個箱子。
好奇心驅使我打開那箱子，沒有巫術娃娃，沒有人頭，也沒有炸彈，只有一封信和...一疊錢？

信上面只有簡短的一句話:｢調查柳月嘅死，報酬二十萬，紙盒裡面有十五萬，淨低嘅五萬事成後俾你
。｣

二十萬！
二十萬足夠我過上一年無憂的生活，而且無需要工作！
在豐厚的報酬和與柳月的多年感情面前，我想我沒有拒絕的理由吧！
==============================================
晚上 8:30 尖沙咀碼頭
站在尖沙咀碼頭的門前，我終於發現我忘了些什麼了。
我沒有進入兇案現場的資格！
｢冇計啦，見步行步啦！｣

潛入了碼頭的內部，大堂的地板映著我的影子......欸，慢著，那是什麼？
眼角瞅到轉角位有一個黑影閃過，我馬上追上前，卻只見到地上的職員證。

｢林靜......香港重案組組員......｣
哈哈，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居然讓我在這找到一張警員證！

走到那據聞是柳月身亡的碼頭，不出我所料，一道半透明的牆擋住了我的去路:｢請出示相關證明。｣
毫無起伏的機械女聲響起，拿出早就準備的(並不是)警員證，我順利地進入了兇案現場。
===============================================
望著桌上的晶片碎片，我拿起我心愛的黑咖啡歎了一口。
一晚了，整整一晚，自從昨晚從碼頭撿到這碎片後，我就想了整晚，該如何處理它。
當然，最好的解決方法是找個記憶讀取器，讀出這碎片是誰的。
｢啊啊啊！點算呀！｣
問題是，我當年的機械學是不合格的。
｢咚咚～你好，我係嚟見工架。｣
我不知道當時我是什麼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救世主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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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d講!你係咩人!」
「這是我要問你的兒是俺本ying(應)在這地頭兒的，你們這幫人幹嘛闖jin來？」我架起臂膀，搖着板
凳，身子往前靠。只怕我誤不了多少時間——
對上眼睛了。
「先生，你冷靜d ..」
「阿頭，係果度嘅漁民，我地嘅調查封咗佢地嘅碼頭。我地好彩，聽日休漁期就完，到時仲煩。」我
把目光移到那和我真實年齡相若的小子身上，帶立惡劣意味地乾笑了一下。
地區警、18警區。
「你搞掂佢廢事佢d同鄉嚟搞亂，拖我地進度。」
「yes sir!」
***
獲取注意、反施加壓力、轉移視線。有了我留下附有監聽器的假警員證明、她應該會被我故意貼歪的
標示引到犯罪現場。偵探上了車、我的工作亦完成了。
寂，你為何要介入此事呢？他不是在説要調查時已經背棄你了嗎？他們不是説柳月已經死了嗎？明天
你要當上大副了。
***
「就係佢坐柳月前輩個位！平時都唔係好覺有呢個人嘅？佢fresh grad嚟㗎？好有野心咁喎。」
「佢幾清秀，不過cool咗少少，都唔講野嘅。」
「柳月死，佢都係得益者，計我話佢一定有份殺柳月前輩。」
我向國旗敬禮。
「第273期生首席 凌寂 現被委任為特别調查組 大副」
ISAC，以軍階為結構、直接隸屬政府的獨立反貪腐組織。課本裡面，的確是這樣。越勁嘅機構，就
越有d咁嘅野，總有人會攞人地嚟講、講到冇癮又再循環。柳月嘅死、都一樣。間唔中都有同事死。
柳月只不過係大學嘅學長，我點解要執着？
「喂，恭喜曬喎，冷血人。」
「謝。Case 17459 分階3我搞掂咗 開地圖 準備咗check pt俾你地
配合我同記低佢做野routine同可介入點 我更新app响你地個裝置 佢會响介入點到散file分析數據
5min 全部stand by 」
「... Ys madam!」
「做野。」
我關門，到柳月的座椅、坐下、可玻璃上刻的是我的名字。
没有處理貪污案、我把藥水灌下喉嚨。我閉眼、深呼，壓下那惡氣識。
尖沙咀碼頭，我壓下帽子衝進升降機。是呢，只有這頭是21世紀的模樣。我悄悄放下柳月桌上的手
錶、步出升降機。現場没有遺體、鐵皮枝架上卻有柳月的隱形筆粉味兒。那是柳月和我做的，大學畢
業的時候，在廢棄的工廠。
我把現形劑灑到地上。下現形劑不定形的話只有10分鐘現形時間。
「寂：對唔住。我並冇你諗嘅咁完美，我唔想你去查。若你要查、去xxxx啦——所有事開始嘅地方
。請你知道我只係想保護你。唔好太勉強。你可以揀放手。我地係最好嘅朋友。」
朋友..？我呆了呆。
我看到這些豈不是已經介入了？可我又能作什麼呢？
我踢下屋頂的鐵皮、化開了地址以外的字樣。還有因為身份而貧婪到自我保護、葬下的遺言。
引過來了嗎？我放下柳月的調查標，應該沒有人能進來了。
不妙！我把偵察器掃了掃：範圍内有3人？可沒有警員——
「雨天、你追！」



——難道是她的助手？我跳到鐵皮屋頂，轉身躲到範圍外。
「你係邊個？喂——」
身份沒有敗露，很好，只是又有新的介入者了。助手應徵者與偵探，你們會對案件有利嗎?
我把頭髮束起，戴上墨鏡、想要把自己的氣息埋入這個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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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第四章
晚上6點。
「細佬，唔好亂搞我D嘢，出去挽。」
說完，我便把他和他的玩具一併趕出房間，關上房門。然後將地上的鉛筆放回原位，收拾著書桌上的
文件。
「履歷表、身分證影本、學歷及工作證明文件......」我自言自語的數著，確保沒有帶漏任何東西。重
複檢查後，便拿起那從報紙一角剪下招聘廣告：「偵探社急聘助手，有意姐請前住以下地址......」
「真係錯漏百出，字都打錯。最離譜係連聯絡方法都冇。算啦，去果度睇下先。」我穿上西裝，將文
件放入公事包，轉身離開屋企。
「應該係呢度。」我站在某辦公室大樓的一個單位門口，然後敲了幾下門，開門的是一位年紀稍為比
我小的女生。
「你好！我係黎見工嘅！」說完，我把辦公室掃視了一下，裡面不算太大，有兩張辦公桌，看來除了
她應該別無他人。我把注意力放在其中一張凌亂的辦公桌上，文件全部亂放在桌上、地上，我終於理
解為何招聘廣告會錯漏百出。說實話，我甚至有點後悔應徵。
「叫我雨天得啦，呢個係我嘅個人履歷表。我在英國劍橋大學修讀犯罪心理學，工作經驗方面，我....
..」
「唔洗啦，你已經被取錄，最快幾時可以返工？」我被她這段話嚇了一跳，我準備了三個小時的文件
和面試內容竟然完全派不上用途。她似乎發現我還未回過神來，邊追問：「現在有空嗎？跟我去一個
地方，我會慢慢跟你解釋。」
我不敢相信竟然如此草率地便獲得取錄。她帶我坐上巴士前往尖沙嘴碼頭，並一直解釋著來龍去脈。
神秘的訊息？自殺者手臂有槍傷？似乎挺有趣的。
我們兩個走向案發的工廠，這裡已經被警方用封鎖線封起。她似乎已經看穿我眼裡的憂慮，便說道：
「放心，這麼晚不會有多少警員戒備。」我望了望手錶，已經差不多10點，沒想到第一天工作就要
加班。不過她說的沒錯，附近的確十分冷清，一個警員都沒看到。
走進工廠，她似乎意識到了什麼，「噓！出面有腳步聲，佢跑緊，應該唔係警察。雨天，你追！」我
跑了出工廠，見到一個人影，向碼頭方向逃走，我馬上叫停他：「你係邊個？喂唔好走！」可惜距離
太遠，我跑了幾步已經放棄，然後回去案發現場。
「抱歉，俾佢走甩咗。」我搖搖頭。「唔緊要啦，睇黎仲係冇咩線索，白黎咗一次添，走啦我地。」
她說。我留意到地上的異樣。「咪住，呢個係....隱形筆，要用特定的現形劑先可以見到文字。雖然現
形劑差唔多失效，但係勉強可以讀到。現形劑一般只可以維持10分鐘，我估計使用者應該走咗冇耐
。」
我仔細觀察地上的文字，似乎是一封給「寂」的信息。寫道：「若你要查，去xxxx啦——所有事開
始的地方」可惡，就是偏偏看不清信息上面的地址。不過最起碼知道有「寂」這個人，這人絕對是關
鍵人物。我把信息解釋一次給她之後，我們便回偵探社了。
我們回到偵探社時，已經11點。「係啦，忙咗成半日，都記得咗介紹自己添。我叫風起，以後多多
指教。」說完，風起便把「寂」這個人名寫在白板上的人物關係圖中，然後突然轉身問我：「係啦，
琴日我係工廠攞到呢個記憶晶片碎片，你有冇辦法讀取？」我把綁在腰間的記憶讀取器拿出來，她疑
惑地望著我說道：「點解你會有嘅？」我回答：「我嘅舊職需要用到記憶讀取器，而因為某D特別原
因要離職，大概係佢地唔記得收返啦，而呢個就成為咗我嘅習慣，一直將部機綁係腰間。」我接過風
起手上的晶片碎片。
似乎越來越有趣了，工廠的黑影，寂這個人，信息上模糊的地址。一切，也許只能從讀取這塊晶片開
始調查。
「記憶讀取中，請稍等，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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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儲存了人的一生,甜也好,苦也好,一切一切,都盡在人的記憶中。

      「記憶讀取完成...」

      我的一生,苦甚,到最後發現了,一切的真相,我選擇了逃避,解脫。

     
年小的我還好,品格優良,天性善良,前途也一片明媚。我亦拿過不少的獎項,有文學亦有運動,是一個文
武雙全的人。所謂的天才,應該也有着同一背景。

    
天才,總有墮落的一日,當見識了這世界的真實,殘酷的真相,但你卻無能為力,這一切,又是否值得去拼搏,
人生又是否如所想的美好。

     
從小學到中學,我都沒有遇到太多錯折,即使有,我也全然不懼。因為社會將我標籤為「天才」,我也一直
遵從社會的法則。我進了一所大學,這裡,既是我墮落,也是我前進的地方,人生的轉列點在此發生,時間
的齒輪,也開始轉動。

     
大學中我也如日中天,基本上對我沒有難道,此時有一位教授看中了我的潛質,想邀請我當他的助手,我毫
不猶豫地答應,這裡,研究記憶,研究禁忌...

      之所以為禁忌,因為我閲讀的,是他人的一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我卻隨便的研究人的記憶。當時的我仍懵然不知,持續的進行研究,當中,也是我進步的成因,我認識了
另一位心理學系助手,寂。

     
所謂愛情,也就隨時間的流逝,兩者逐漸走近,這段時間,也是我人生最美妙的一刻,我也曾承諾,「此生不
負卿,此世不忘卿」可下一刻,卻天人相隔。

     
當我愈研究深入,愈發懷疑,直至有一次教授外出,我不小心一睹教授的文件,發現有人的記憶晶片是刻意
值入,因為希望培育出社會的精英,而我的名字亦在其上,我恐懼,我憤怒,我無助,但卻改變不了事實。

     
我的記憶被人監視,我的存在被人發現,我知曉了這事,我遠離了身邊一切人事,我一直被追殺,被政府官
員搜尋,有一天,我累了,我不想再活於世上。

所謂的天才,總敵不過社會的規範,現實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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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第六章
［柳月x寂x風起x雨天］

「記憶播放完畢。」
我雙手抱頭，靠著椅背，努力把一切連結起來。看來柳月好像知道了些什麼秘密，在回憶中出現的教
授，還有他提及的寂，應該都是很重要的人物吧。
「有冇咩頭緒？」我問風起。
「唔知呀...信息太唔充足拉。根本無從入手。」風起打著呼嚕地回應我。
不說都忘了，現在已經都快凌晨了。正打算收拾東西回家睡覺，卻看到風起直接趴在辦公桌上睡著了
。
「就這麼草率嗎...」我自言自語著。
我把身上的西裝外套脫了下來，披在風起身上。然後回到自己座位，思考著一切。晚上看到的那個身
影到底是誰？寂、教授又跟這件案件有什麼關係？我慢慢陷入沈思，然後再進入沈眠。
「啪！啪！」門外傳來兩聲清脆的敲門聲。這時候我才慢慢把頭抬起來一看究竟，發現已經上午11
點了。
「又黎啦！」風起喃喃自語。「唔知邊個又送嘢黎偵探社。」她手上拿著一個信封，一邊拆著信封，
一邊回座位。
「果個係咩黎？」我問道。她把信遞給我看。上面寫著：馬教授發佈會邀請信。誠邀 寂
參加發佈會。
發佈會開始的時間是今天下午4點。又是寂？慢著，教授...難道...「我地一定要去！呢個馬教授好可能
就係我地透過柳月記憶睇到嘅果個教授。我們就係呢度入手吧！」我態度堅定的跟風起說。
我們簡單洗梳了一下，然後就去了一間意大利餐廳吃午飯。

「等陣入到去發佈會我就去周圍睇下有冇線索，你留係展廳睇下有冇特別嘢發生。」我同風起講。
「嗯知道啦...係呢，點解你會黎應徵嘅？」
「呢層......咪住先，我已經被取錄咗，唔洗再答面試題目啦wor！」
「咁我都係問下啫...」風起不服氣說。

我們吃完飯，便搭乘巴士前往發佈會地點。「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是這裡了吧。」我開著最新的
地圖軟件Virtual
Map，到達了目的地。面前是一座佔地頗大的高樓，1-3樓用作展覽，4-20樓用作酒店。聽說100年
前這裡是太空館，一個世紀的變化可真大。
我們進去後看到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高官、學者。我們在等候室逗留了20分鐘，就進去展廳開始發
佈會了。我讓風起找個地方坐下，我就假裝找廁所地周圍看看，但沒什麼發現。5分鐘後，一位白髮
帶眼鏡的教授走上講台開始介紹。
「大家好，我係馬教授。首先歡迎各位來賓...」馬教授講了一大堆客套說話後，開始進入正題。「咁
我地今次發佈會嘅重點就係由我地團隊發明嘅記憶晶片4.0版本，拓展了腦內晶片嘅功能，詳情大家
請睇大銀幕。
場內有10幾個投影器，正逐一開啟，投射出記憶晶片的模擬實體圖。當所有投影器打開後，大銀幕
突然出現雪花，然後出現一個未知的符號，持續了10秒後，整個銀幕變成藍色。場內的人大多錯愕
，不知道發生什麼情況，教授臉上面有難色。
我把整個展廳掃視了一邊，最終把目光落在那部熄滅了的中央投影器上。我連忙趕過去查看，拆開投
影器外殼，發現一個白色長方體。這個是干擾器，可以控制範圍內指定的信息傳遞或接收器，警方的
前線部門也經常使用這部機器。上面畫有一些不明的圖像，像是某種信息或密碼。



「任務順利嗎？」我手機傳來訊息
「一切安好。」我回覆。
然後我返回座位上，跟風起會合，我只跟她點點頭，沒說話。我把干擾器取出來關掉之後，場內的投
影器尚未回復正常。有幾個工作人員走向教授，似乎在討論對策。幾分鐘後，他們終於有結論。
「由於技術問題，發佈會需要被暫停，在此向各位來賓致歉。我們已經安排了上面的酒店房間給各位
來賓暫住，待問題解決之後會再通知大家繼續發布會。再次向大家講聲對唔住！」馬教授說。
此時，我留意到一個身影正在角落觀察著這一切，他似乎發覺了我留意到他，壓下禮帽子就往展廳門
口離開。邀請信、干擾器等等，會與他有關嗎？
第六章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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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雨天，你有冇咩頭緒？」

「……」

「雨天？」

我望向身旁，只見他托著腮，凝視著遠處某方。

「雨天！冇嘢呀嘛？」

拍了拍雨天，他才從沉思醒了過來。

「冇事呀，諗緊啲嘢啫。」

直覺告訴我這事情不簡單，可是又說不出不對勁的地方。

抓了抓頭髮，正想出去吸口煙冷靜一下，就發現在屏幕上，有個朦朦朧朧的黑色影像，細微的晃動著
。我把目光放在身後的投影器上面，那是一張...白紙？上面好像寫了些什麼，才會投射出這種影像。

我徑直走向專為維修人員的樓梯，趁無人留意之際溜上了後台。

找到了！撕下那白紙，只見上面寫著一些亂碼，額，就是我不懂的東西。

拿著那白紙快步離開了後台，剛走出了樓梯，身後便傳出一把聲音，「小姐，有咩可以幫到你？」

轉過頭，一名西裝革履的男人正禮貌地微笑著，等待著我的回答。

我裝作若無其事地道，｢哦，我啱啱去完廁所咋嘛。｣

「係咩？但係廁所係另一邊喔。」男人略帶懷疑地說。

正當我支吾其詞，想著解決方法時，一隻手把我拉到一邊，「唔好意思呀，我朋友佢係咁架，經常唔
知走咗去邊，麻煩到你真係唔好意思。」

雨天一邊賠著笑，一邊把我拉離現場。

出到露台後，我馬上吐槽道，「嚇死寶寶啦！你知唔知啱啱先真係好險呀，嚶嚶嚶…」

雨天還是沒有理睬我，他只是翻了翻白眼，就自顧自的把我手上的白紙拿去。

「點呀點呀？有冇咩發現呀？」雨天望著那張紙已經有兩分鐘了！我真的忍不住這嚴肅的氣氛，只好
向雨天喊了喊。

「呢層......有啲難度，要俾啲時間我。」雨天皺著眉頭道。



聽到這消息，我洩了洩氣，百無聊賴間忽然想到一個主意。

「欸，雨天，你話不如我地今晚去馬教授屋企睇下咯。」

雨天聽後挑了挑眉，只是說了句，「你入到門口我話你勁，你知唔知馬教授屋企，保安有幾嚴呀？一
隻蚊經過個都知呀！」

「啊啊！咁又唔得咁又唔得！」

*****

「點......呀......」我有氣無力地說道。

「解唔到呀，一係我地返酒店先啦。」雨天歎氣道。

「唯有咁啦......」

到達酒店大堂，拿到房卡後，我們便打算回到房間。

這時，我摸到放著房卡的卡套凹凸不平，打開一看，只見卡套裡有一條鑰匙，上面寫著「馬教授家」

我和雨天默契地對視一眼，從對方眼神中看到相同想法。

夜探馬教授家！

*****

深夜，馬教授家

兩個黑影在門口經過。

「雨天呀，快啲啦！」「嚟緊啦，等陣啦！」

「嘻嘻，我覺得我地今晚嘅夜探行動好成功呀。」

我掩著嘴，邊笑邊道。

拿出今天收到的禮物，我們嘗試著開門。

「咔嚓！」

大門應聲而開，「Yes！」

輕輕推開門，我們倆鬼鬼祟祟走進了地庫，只見地庫黑漆漆的，擺放著不同的雜物。

一路上都沒什麼大發現，我放輕腳步周圍探索著。



這時，「風起，你過一過嚟呀！」雨天好像發現什麼史前生物地驚訝道。

走了過去，地上的一塊碎片吸引了我的視線，「係晶片呀！」，我把它撿了起來。

忽然，身後一道強光射出，有人大喊道，「你地係邊個？！點解會走咗入嚟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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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邀請信了嗎？同為馬教授學生的我卻沒留在發佈會預備會議上聽他老人家「威風」的意思。
「寂，聽講你實習多一個月會翻嚟讀博士學位。」
「係嘅教授，但我亦會繼續响組織度做。」
「幾好呀，聽講你最近升咗職？」
「係嘅教授。」
「 睇嚟難啲，本來我想叫你一齊做研究。」算了吧，你想封了我的口而已。
「 感謝你嘅賞識。喺大學請繼續多多指教。」
會議結束坐下没幾分鐘、安裝在鑰匙上的竊聽器便告訴我他們又敗露了。
這還是我把地庫的鑰匙口給掃描複製好、連同房卡放進袋子的情况。所以我說，我早該到地庫的，我
就不敢放心這位雜魚偵探。
倒楣，早該找上好一點的。我匆匆地下樓、按響教授車子的防盗器，到地庫的另一方察看、恨快便看
到舉着電筒被鎖上的兩人。
右門只能從裏面打開。能解開他們的鑰匙卻也在右門上。
能從左門強行解開他們嗎？我有多複製的鑰匙，但我若强行解開，我必須現身、教授亦能釋穿我的戲
法。左門有點遠，而保安很快便要回來了。我不能讓柳月的案子冒這個險。我抓了抓頭髮，往十六號
實驗室衝去。
記得柳月的死前幾天，電話不通。gps一直停留在馬教授的家裏，馬教授的管家卻說他在他家裏靜養
。
「雨天，個實Q走咗呀！我地快d諗辦法走人啦，我咁大個女都未見過咁大塊磁鐵鎖，此地不宜久留
！」風起握着手裏的晶片焦急地說。
「特製磁鐵嚟㗎！邊個話今晚行動好成功？」雨天不滿道。
「咦，有訊息喎！係委託人寄嚟㗎！」風起無視雨天的話，自顧自說道。「佢叫我地企穩同快——
呀！」風起和雨天連同手上的鎖被拉了過去。我把磁鐵用隔離器分開、他們亦解開了鎖。還好門不是
透明的。你們欠我的人情，用真相償還吧。
「等等——」
「請問係咪委托人先生？」
我喘了口氣，把巨型特製磁鐵放回實驗室。正打算回到房間、也就是大學當研究生時的房間。我看到
一張紀念冊，趕不上交給柳月的紀念冊。你不該拾起它的，你得再俐落點。所有涉及感情的事，你必
要略去。
走嗎？走的。路上有點雨，不太冷。教授知道柳月的死訊了嗎？ 馬教授知道些事情。
我對保安進行干擾記程序， 是的，我濫權了。
柳月，遇上了你以後，有太多不灑脫的事情了。我知道真相以後，我一定會立即忘記你。
了事後，我穿上連帽黑色大衣走着。
「寂前輩！好耐冇見，得閒幫我編曲呀！」是大學的填詞人學弟。
「你係？」我示意他降低聲量，向他詢問道。
「我係xx大學讀緊大四嘅，係你學弟，叫我阿高得㗎啦！」他熱情地自我介紹道。
「寂？xx大學？你係委託人先生？」不遠處，風起向我走來。
「我地有野傾，失陪了。」說着，把大堂拿的冰塊塞進學弟的口中。
我把身子堵進升降機。
午夜二時，雨很大， 也許是睡不著的緣故，我又起來看雨。
不喜歡尋找委託人遊戲的我按了按門鐘，只有風起應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