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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不明的狀況

「轟隆隆隆隆隆隆隆.........」 

我打開雙眼。 

「呢度邊度黎.....」

 手腳都動不了，只有頭部能作出小幅度的挪動.…

 我打量了一下四周，貌似是在飛機上。但這飛機卻是連一道窗都沒有，而且座位是像公開試那種擺
法，重點是，飛機上每個座位上都坐了人，最少是在我視線內吧... 

「喂！呢度邊度黎架，點解我郁唔到？！」有道男聲在我身後響起。

「有冇工作人員呀、空姐之類出黎解釋下！」

我的右邊是牆，而在我左邊的是個大叔，目測大約四、五十歲，我留意他的原因是因為他由我有意識
起直到現在差不多整架飛機的人都在起哄，他都沒有張開眼睛。嘿，看來這人不簡單... 

慢慢地，開始越來越多人在叫罵，內容大都是跟那男的差不多。看來是所有人都不是在知情的情況下
被帶上飛機的吧。而且我看，機上除了我們這些被綁的人外、並沒有任何自由走動的人在機上。

飛機繼續飛著。 

抱歉忘了自我介紹。
我叫劉寧，十九歲，平平無奇的一個學生。
喔。說到在這裡各位或許好奇我為什麼這麼冷靜？

嗯...................................
或者.......…
因為我是主角吧。    

   
不對，

只是因為我嚇得什麼都說不出來。  

此時，
  『歡迎各位玩家。我是機長，亦是掌握你們的生死權的人。』

然而這句話並不是靠什麼廣播出來，而是直接在我腦裡響起的。 



「............」機廂裡寧靜了幾秒。 

「痴線架！」*n

「On9！？」還有人開始爆粗。

 而我，卻在暈機浪...… 

「乜咁嘈.....」...............  

我幹我左邊那個大叔原來是睡倒了，
枉我還打算發生什麼事都抱他大腿就好。

 「喂！哥仔。」他發現了在他右邊默不作聲的我。

 「？」

 「知唔知發生咩事？」 

「你連岩岩廣播都聽唔到？」 

「聽唔到啊...岩岩訓著左。」

「我地貌似比人捉走左去唔知玩一個咩遊戲。」 

「下....哦......」這人....…是真的冷靜嗎。

「點解你唔驚既？」 

「都幾十歲人冇人冇物啦都，仲有啲咩好驚喎。哈！講下講下有啲肚餓睇下有冇飛機餐先，咦？點解
我郁唔到既...」 

「........................」

這時，
全場都安靜了。

『飛機快將到達原始島，請各位玩家安靜在座位等候注射藥劑及後會將各位同時間地輸送到島上，到
達後會有進一步指示。祝各位好運！』



第一章 ‧ 遊戲規則

『飛機快將到達原始島，請各位玩家安靜在座位等候注射藥劑及後會將各位同時間地輸送到島上，到
達後會有進一步指示。祝各位好運！』

「咩意思....注射藥劑？」

應該又是把人掉到荒島裡求生的老梗吧...但我也不理解什麼是『注射藥劑』。

「係呢哥仔，傾左咁耐都唔知你叫咩名悿，哈！點稱你啊？」

「劉寧，叫我啊寧就得。」

「咁岩既我都係姓劉，你叫我松九叔或者九叔就得啦。哎呀，比人綁手綁腳同唔到你握手悿。」 .......
.... 

忽然，
座位旁有一條類似機械臂的東西伸了出來，而在末端有支針筒裡面是大約幾毫升的紅色液體。我猜大
約就是剛剛提及的「藥劑」吧。

「咩黎架！？」九叔在我旁叫喊。

「我諗就係岩岩所講既藥劑喇，乖乖地比佢地吉一下啦，唔係唔知會發生咩事。」 

「反正都郁唔到架啦咪由佢吉，點解寧仔你都好似唔驚唔緊張咁既？」

「學你話齋，反正咩都做唔到架啦，逆來順受囉。」

未幾，
『所有玩家注射成功，請各位在腦裡打開功能表。每位均有一則通知說明簡單規則。五分鐘後將進行
集體傳送。』

腦裡打開？我試了試想了一下『功能表』。
結果就打開了一個半透明的視窗，一則通知跑了出來。

 —《 第一節提示及基本規則 》—
1. 在黑夜前開發出至少一項自身技能及找到並登記藏身地點。
2. 登陸位置隨機，如有隊伍者將整隊傳送至同一位置。
3. 組隊限制(8人)
4.
大部份生活有關的知識會以技能形式顯示。而技能會因應每位玩家而有不同。(舉例如玩家原本已懂
生火知識，則到達後就已擁有生火技能，而沒有生火知識的玩家則需透過達成條件而領取不同技能)
5. 不得以任何方式離開原始島的地圖範圍，否則將被處死。
6. 除隨身物品外，官方統一派發物品，每位玩家均有:
- 軍刀 一把
- 空水袋 一個



- 鎬子 一個
- 肉乾 半天量
7. 玩家在首三天內不得以任何形式殺害玩家。
8. 遊戲內400名玩家會在最後生存的8位作為勝出者。
9. 遊戲時限設定為1年。1年內超過8位玩家生存作棄權論，則全體玩家處死。
10. 官方系統擁有隨意更改遊戲規則的權利。

「姐係...會死人？」旁邊傳來九叔顫抖的聲音。 

「你唔係話預左架咩。」我吐糟的說。 

「咁我冇諗過會係比其他人殺丫嘛...」 

我也懶得理他了，趁著還有時間繼續研究那個系統。

我再次想著『功能表』。
這次那通知消失了，換來的是一個選單: 

隊伍、好友、物品、技能、地圖。

 我先進入隊伍欄。
- 邀請加入隊伍
- 申請加入隊伍 

除了上面兩個選項外下面就剩下八個空白的位置，應該就是組員名單了。
最好笑的是最頂項有一欄空的寫著隊伍名稱，
隊伍名稱在這種狀況下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邀請加入隊伍』
『對象︰劉松九』 

我不理會在旁亂叫的九叔，點進地圖。
- 切換為衛星視角
- 本人座標
- 隊員座標
- 標記座標 

然後在我腦裡彈出了一整個地圖，分了一格格的座標(A-F/1-6)，我想起第5條規則，全個島的岸邊跟
地圖的邊線都有一個格的空位。我想沒有白痴會跑去送死吧..而我查看了一下我的位置是在xx，我猜
就算有自己的座標也不能準確的計算出自己在哪吧。原始島地型與地中海極相似，只是在中心分別叉
出四條大河再分出好幾十條小河和溪澗。 

我換了為衛星視角，像google似的。 

然而這島上看上去貌似並沒有任何大型建築物。 

這時彈出了個視窗，



『劉松九已接受組隊邀請。』
『請輸入隊伍名稱。』這個視窗並不能關閉，很無奈的要先想一下隊伍名... 

「咁樣就算我地落到機都有個照應啦。」九叔說。 
「喂九叔，系統叫我改隊伍名。」 
「你話事啦。」不負責任。
..… 

『隊伍《創造者》已成立。』 
『獲得大布一張。』

「咁中二既個名，同埋大布有咩用....」我懶得理他，正想繼續看著地圖。
總想著有點怪異的感覺。 

這時，
我的地圖被強制關掉了。 

『5秒後將開始傳送。』



第二章 ‧ 初登原始島

『5秒後將開始傳送。』 

然後我眼前一黑。 

當眼睛再次接收到光線時我發覺我已經在森林裡了。 

「嗄...又會咁突然既。」耳邊傳來九叔緊張的聲音。

我們現位於森林裡面，我看了看四周，都盡是沒有盡頭的樹木。 

現在該怎麼開始呢… 

我習慣地拿出手機，沒有信號。我拿手機開出指南針。然後再想一下『本人座標』。 

..... 

看來不行，要『功能表』、『地圖』然後『本人座標』，很麻煩呢。

 (E:4) 

「看來我們是在右下方呢。」看九叔在撓頭一副科技盲的樣子，我跟九叔說了一下那功能表的用法然
後讓他自行摸索。 

「九叔，我諗地依家要搵啲水番黎先？」我提議道。因為在外求生一定需要水。 

「當然啦。咁你想去中間果個海定島外果個？」我想了想。 
「岸邊啦去，因為計座標黎睇我地去岸邊快啲。」九叔接納了我的建議。其實我還怕會遇到其他不懷
好意的玩家，因為有惡意的話剛開始是遊戲初期下手最好了。雖說首三天不得殺害玩家，但始終沒有
提及不能把玩家打暈後綁起待幾天再殺什麼的。 

想生存下去還是謹慎一點好。  
我對比一下地圖右上的指標，再開一下指南針，然後我開始向東南方走。 

走了大約一小時，途中聽到動物的叫聲，而且樹上也挺多果實，有一部份都是說得出名字的。想想也
是，不然怎在島上生活，也不會靠玩家們自相殘殺吃人肉吧....就算是也不可能夠一年的份量吧。 

終於勉強上聽到海浪的聲音。未幾，大約半小時，終於看見一面無際的大海。 

還好電話有指南針。 

我有點奇怪，但說不出哪裡奇怪，忽然想到下機前在看地圖時想著的怪異處，我再次打開地圖。 

地圖右下方有一行很少的字。 



『一格:10公里』

 ......… 

終於想通了為什麼地圖上看怎覺得這看上去不怎麼大面積的島嶼能同時間容納四百人在上面生活，也
解釋了為什麼會走這麼久。 

這島的岸邊並非全是沙灘之類，反之大部份都是大石、礁岩的東西。

由於這時剛入秋，海風吹下來挺舒服，也不禁停下腳步看一下大海。不知道還能不能離開這個島嶼。
我忽然覺得自己接受能力高了，沒有剛開始在飛機上的感覺。 

這時我才想到那塊組隊成功送的大布，我打開物品欄，這裡面並沒有像其他遊戲般有各種分類—武
器、防具、雜物什麼的，就只有一個類似excel表的一格格。但除了頭兩行之外其餘全都是灰了的，
貌似是要跟那塊大布一樣達成某種條件才能開放吧。 

我拿出了水袋，感覺很奇妙，就是那個水袋忽然在你手上般變出來。我看了看九叔，他也是一個見鬼
了的表情。 

裝滿水之後，我跟九叔回了樹林，商議後決定在附近紮營。拿水方便，要逃走的話也沒跑多久就能跳
海。 

看著樹跟官方送的軍刀，有點無奈，到底是要怎樣拿軍刀來砍樹。 

「點算？」這回換我問九叔。 

「可以點，試下斬啲幼啲既樹支睇下得唔得囉....」他攤了攤手就拿出軍刀朝樹支一砍。 

樹支掉下。 

..........… 

「我屌！」他忽然爆粗嚇到了我。 

「你試下斬落去你就知。」他伸手阻止了我發問。 

「？」我一刀砍下去。 

樹支掉下。 

『習得技能：伐木』
『獲得物品：木斧』 

「............」我無奈得連髒話也說不出了。 

「睇黎大部份生活工具都係靠咁樣得番黎。」 我總結道。



「唔止，你試下砍樹啦依家。」 

「？」 我看著面前大樹，忽然腦裡很多砍樹的方式浮現起來。 

「.......WTF？」看來是那技能令我學會了所有有關伐木的知識。 
我跟九叔拿起木斧，
由於沒有繩子，我們只是拿較粗較長的樹枝支撐內帳，再削尖其他樹枝當作釘子用固定四周。未幾，
一個簡單的帳篷很快就搭好。
我看一看手錶，六時三十多分。  

已經開始入夜......  

然後就是起火了....… 

我跟九叔收集了一些枯草和樹支。

「你估.....」他問我。 

我拿出抽煙用的火機，啊忘了說我還有抽煙的習慣。 

『習得技能︰生火』
『獲得物品︰打火石』 

「我屌！」這回換我了。 就這樣撻一下打火機都算生火！？

「沙......沙沙沙......」 
忽然旁邊響起聲音。 



第三章 ‧ 第三名成員

「沙......沙沙沙......」 

「邊個！」我跟九叔馬上警惕起來。 

「啊！對唔住....我係附近聽到人聲所以先過黎...我冇惡意架。」然後不遠處某樹後有個女生舉高雙手
走出來。 

她看上去大約跟我年紀差不多，穿著白色T-shirt，配簡單的牛仔褲，一把長髮到腰間，帶眼鏡，重
點是樣貌並不差啊。 

我撓撓頭，
「點稱呼你啊，同埋你自己一個？」

「我原本仲有個男仔隊員既，但係之後分開左...所以我自己行下行下聽到呢度有人講野我先過黎...」 

看見她欲言又止的樣子.… 

「你地發生左咩事？」 

「嗯...都係男仔格硬想對女仔做果啲....之後我直接離隊跑走左啦。其實我原本都驚你地架，但係見你
地講野都唔似壞人先出黎。」她帶點輕微尷尬的說。 

「喔...sorry。咁你介唔介意講下你點稱呼？我叫啊寧，黎呢度之前係中學生，隔離禿頭果個叫九叔
，係個雙失廢老。」我略略介紹一下我倆，也沒有理會九叔的抗議。 

「我叫何清兒，叫我清兒或者小清得啦。」看上去她還好相處的。 

「咁小清你之後有咩打算？」我問道，言下之意她應該理解到吧。 

「Er….你地唔介意比我入你地隊？」她戰戰兢兢的。 

「當然可以啦！」九叔搶著回答。 

「咁就好啦。」    

『何清兒已接受組隊邀請。』

而我則無故當了這三人隊伍的隊長了。 

然後我給小清學先前發現的兩種技能。我在想之前在機上的那條是廢的(舉例如玩家原本已懂生火知
識，則到達後就已擁有生火技能，而沒有生火知識的玩家則需透過達成條件而領取不同技能)，就現
在來看應該沒有誰真的認識所有伐木的方法吧...也許生火是有的... 



成功燃起火堆後，我順道用營火點起一根煙。他們只是有點愕然我這中學生會有吸煙的習慣，還好他
們都不太抗拒煙味。其實我只是想讓大腦清醒一下。 

我統計一下現在我們這隊擁有的物資︰ 
- 大布 兩張 (每一位成員加入隊伍時都會發放，我們試了一次離隊再進隊，不會重複發放。)
- 軍刀 三把
- 打火石 三條 (像是到處街上買到的)
- 水袋 三個
- 木斧 三把
- 打火機 兩個
- 鎬子 三把
- 萬用刀 一把
- 電話 四部 (九叔有兩部)
- 煙 四包
- 鎬子 三個
- 避孕套 兩個 (九叔的)
- 肉乾 (由於我們登島後都沒有吃過，按官方說的應該還剩一天半的量吧) 

另外銀包、鎖匙、硬幣什麼的都挺多。  

好了，現後就是開始計劃一下我們的方向了。根據遊戲規則，看來我們需要在這個島上生活長達一年
，而且還要跟其他隊伍互相廝殺到剩下最後一隊(或是最後八人)。所以最先要解決長久的糧食問題吧.
. 

小清說她來時在路上有見過有牛之類的動物，所以我們決定先抓幾頭回來以便不時之需。這島雖然看
似很大，但始終玩家要在這生活一年，沒人確保會不會有一天都給我們吃光，而且雞牛等還有別的衍
生品(例如牛奶，雞蛋等)。

我讓九叔多砍點樹木回來打算先做個小型的飼養場。雞牛能生成各種東西的盡量不吃，先吃豬。 

因為人手不足下我決定不跟小清一起到外面花體力去抓牛豬羊體積大的，而是吩咐小清到附近看看能
不能先抓幾隻雞啊兔啊體積較小的回來，順道看一下有沒有椰子樹、蕉樹、竹等有用的植物記一下位
置或在回程路上做一下標記。 

而我砍了一支挺直身的樹枝然後把它的頭削出三四個刺位然後邁向海岸的方向。對，我是去捕魚。 

因為不是沙灘的關係我試了一下水深，到我半身左右。大意了，早前跟九叔紮營時應該直接找溪澗而
不是只是找海邊的，比起這邊的都盡是石礁，唯一的好處就是較偏離島中心吧。
 
好運地叉了三四條魚，看上去都是普通街市見過的。 

『習得技能︰捕漁』
『獲得物品︰漁竿、漁絲、漁網』 

「嘩我屌！」中大獎了，我大叫起來。  

「咩事！？」九叔衝了出來。 



我拿起剛獲得的物品給他看。然後他又是那個見鬼了的樣子。 

按別的遊戲裡物品分給的話漁竿是E級物品、漁網是A級、漁絲一定是SS級！看上去還有平時釣具店
買到三卷的數量了，而且挺粗的。因為在早期也不會有人拿動物毛織線吧，再說毛線也沒魚絲有用。
我也不會真的蠢得去拿魚絲去釣魚。 

回到營裡，看著九叔像古代人般把樹木頭尾削尖排好一個長度倒插左地上，像圍牆般。 

「你做緊咩？」我問他。

「起個簡單既圍牆囉，既然講得要入夜前搵地方，姐係夜晚會有啲野發生啦。以備不時之需好啲。再
講咁樣你都有安全感啲啦。」 幸好這大叔還會動點腦子。

這時小清回來了。



第四章 ‧ 新技能

我看到小清拿三隻雞一隻鴨出來，回頭再看著魚叉上的幾條魚，突然覺得自己笨了。 

突然靈光一閃，

「咦！小清你下次可以試下收隻牛或者豬入背囊喎(即物品欄)。」 

她搖搖頭，
「我試過啦，放唔到入去。我試過唔同方法，唔清楚佢要我拎起晒成隻牛仔姐係當係我既擁有品定係
單純既唔夠位裝。」

「咁我地收晒啲野入背嚢先啦。」我吩咐他們說。
「下？」「下？！」九叔更一副『唔撚係掛』的表情。 

我跟他們說了要搬營的建議及原因。  

然後我跟小清二票對九叔一票的情況下決定搬到近海又近溪間的位置。 

讓九叔先把所有木材收起。 

「咦？原來木材當同類可以好似其他Game咁折疊物一格。」 
那就好了，不然現在天快全黑了會很麻煩。 

收拾好後起行出發，因為沒了太陽的關係我拿魚油跟少量布條做了三支火炬出來。 

途中九叔忽然大叫出來指著某方向。我跟小清沿著九叔手指看去，不看則已，一看連小清都驚呼起來
。 

只看到有個女人半卧在樹下，不，是條女屍。看上去約三十多歲，右手拿著官方分發的軍刀，左手手
腕血一直流，屍首旁放著水袋、鎬子...看起來玩家死後的物品會跟著掉到地上。是自殺的，不然是被
殺的話按規定看下去旁邊應該會多躺一條屍體，而且物品都沒有被拾取。 

「唉，睇黎係受唔住壓力自尋短見。」九叔難得沒有說些什麼廢話。 

「不如....睇下佢有冇啲咩遺物可以拎走啦？」小清有點尷尬的說。原本我也想提出，沒想到小清先我
一步說了出來。 

我慢慢走近那女屍，暗道了聲對抱歉之後開始搜她身上的衣物。 

結果搜到了一些雜物，電話啊鎖匙啊煙什麼的。比較有用的是兩個火機和她身上的防水外衣。 

最後我們一起向那女屍鞠了個躬，用布把她上半身蓋住說了安息就繼續上路。 

路上我不禁覺得我們這隊的心理素質算是挺好了，至少沒太過緊張或不安，算是隨遇而安吧。不然一
個人忽然被丟到荒島上什麼都沒怎生存下去，還好我遇到兩個不錯的隊友。 



不久我們在河邊找到個不錯的位置，把火把點起來分別插在四周照明一下後就再次紮營。然後起了個
火堆，再搭了兩個棚。也讓小清去採一下一些食用植物回來，豆類跟一些說得出名字來的蔬菜果實回
來。 

棚搭起來後，

『習得技能︰建築；熟練度為1』
『習得技能︰製作』
『獲得物品︰鐵 二十塊』 

「..........我地洗唔洗起番十個八個睇下會唔會多好多鐵？」九叔又說起無聊話。 

不過我想了想，系統(我們稱之為系統)給我們鐵塊，我們該怎用呢。總不會要我們自行熔掉它再製作
成別的鐵製品吧。 
我打開了技能那一頁。這頁分了兩邊，主動技能跟被動技能。 

主動技能︰製作 

被動技能︰
伐木
生火
捕漁
建築︰熟練度1 

看來只有建築 一項可以升級。還有主動技能是『製作』。 
我想也不想就按下去，然後彈出了一個列表。 
有熔爐、陷阱、工作台.....等。有些是灰了的。看來是要提升熟練度才能解鎖。 

幹，我們這是在玩Minecraft？ 

這時小清回來了，跟我們說學會了『採集』系統給了一個竹簍，然後我個三個交換了所有技能。順便
分類一下物品，吃了少量肉乾。 

我按下製作，選了工作台。然後我很自動的拿出木頭來削，這邊鑲那邊嵌。未幾就造出個工作台出來
。 

『技能升級︰製作Lv2』
『獲得物品：鐵鍋』 

「....」然後剛剛灰了的某幾個物品也解鎖了。但我造完工作台之後感覺比自行造出來更疲累，用的體
力更多。因為是用了技能的關係吧。 

我也先不讓他們升級了，雖說多做造幾個工作台也沒關係，但浪費體力跟木材才是重點。然後我隨手
造了兩個木箱(因為『建築』的關係我附帶的學懂了造這些簡單的製品)，再把剛剛讓小清收集的豆啊
跟看起來能吃的草切碎丟下去拿來當是雞鴨飼料箱。 



回頭看九叔早把兩支比較粗大的「丫」型木分別插左火堆旁，再串起剛得到的鐵鍋就放點水煮菜吃。
 

「啊！唔記得登記藏身點」我忽然記起這件事。   

天快黑了。 



第五章 ‧ 第一夜

我看一看手錶，七時四十三分。 

根據官方的說法，叫我們天黑前登記藏身點，即是天黑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吧。而看了這遊戲像min
ecraft的玩法應該晚上會有彊屍什麼的來襲吧。不管了，先登記了再算吧。我在隊伍欄中找到了『登
記藏身點』。 

『登記藏身點後十五天內不得轉換藏身點，並且會在其他擁有藏身點的玩家地圖上顯示。晚上八時正
前各隊伍全體均需回到藏身點內，如有隊內有一名成員未能在限定時間回到所屬藏身點則該隊全體成
員成為攻擊對象及取消該隊藏身點直到翌晨六時正。《創造者》全體確定登記藏身點(E:5)？』 

我照原本的句子覆述一次給他們。 

「我覺得呢個設定都好丫，但係攻擊對象係咩事？」小清問。 

「我諗應該係一種對付我地既方法掛，唔想玩家去到夜晚周圍走破壞左應有既規則？至於比咩攻擊就
應該都唔荒係好野。」 

我看一看手錶，七時五十分。 

「仲有10分鐘比我地決定，同埋我諗決定唔登記之後8點去到朝早6點呢個時間我地唔會好過得去邊
掛，何況重點係我地今日先第一日開始，乜野準備都冇。」 

『隊長劉寧、隊員劉松九、隊員何清兒同意登記藏身點。《創造者》成功登記藏身點。』 

隨即在我們身上有道光發出，過了一會就回到了體內，使我們在黑夜裡微微發光，但這道光不能拿來
照明，也不會影響視覺。

『獲得物品：定位儀』
『定位儀︰可看出藏身點半徑一百米內任何生物』
『當定位儀所屬隊伍或玩家全滅將會收回該儀』 

我們看了看在地上的定位儀，外形是一部平板電腦。我打開了電源，畫面沒有別的按鈕，而屏幕裡是
一個圓形有半條線在裡面掃的雷達圖案。上面有三點紅點，看來就是我們三個，而上面還有幾點綠點
，我看過去那邊是雞棚，貌似紅點是人綠點是別的生物了。 

最後我看右上角的電量，是無限的那個標誌。
「好似好有用喎......」

我決定把它帶到帳篷裡。 

..............… 

「我頂搬唔郁既？」它鑲死了在地上，那即是藏身點的範圍是由這定位儀為中心的前後一百米吧。 



最後我們無奈地把帳篷搬了到定位儀處。而那道光應該是決定我們是否『攻擊對象』吧。 

我之後開地圖看了一下，發覺到處都是光點，大概這些光點是其他玩家吧。我看了一下在(E:5)的，
有7個，都距離挺遠，最近的大約都差個半格，即差不多四五公里。可惜在地圖裡看不到其他隊有多
少人，只能看藏身點在哪。不過照計在這個時間，還只是第一天，應該挺多人選擇獨自一人的。而暫
時一隊最多也應該只有兩三人吧。不過多想一下，如果一個人選擇了藏身處的話那他豈不是要整半個
月都在藏身處那？ 

我跟他們說了我的見解。

「唔應該諗一個人一個藏身處果啲住，應該諗左仲未有藏身處果啲應該會點過先？」九叔說。 

「我諗九叔你講果類人應該都幾多，組唔到隊，又怕一個人。」 

「應該會成為系統講既...『攻擊對象』？」 

「係，所以我諗今晚應該已經會因為夜晚會發生既事而死人....」我同意小清的話。 

「唏！我地都有藏身點啦，又有雷達睇，唔洗驚喎。」九叔又出來廢話。 

「我地兩個貌似冇人驚囉....」 

然後我們餵了雞鴨，拿點肉乾跟水充饑然後就決定今晚誰守夜。 

「我係隊長我守啦今晚。」我提議道。 

「今晚我諗我地都訓唔著架啦，聽晚先再算。」 

結果就是我們圍著火堆聊天。 

「係呢，你地未黎之前現實生活係點架？詳細啲自我介紹下嘛，話晒我地可能要係呢度相處成年喎。
」小清輕輕帶起話題。
「我講先啦，我今年岩岩升中五。只係個平平無奇既中學生。」 

「咁就完啦...？」 

「係啊，我既生活就係番學放學溫書食飯訓教，想介紹多啲都諗唔到可以介紹啲咩...」 

「講下屋企啊朋友囉。」

「咁...我父母都有做野，屋企算係中產囉...但係都係果啲父母冇咩時間陪我果啲屋企黎，朋友更加唔
洗講，我呢啲死讀書既永遠唔會識到朋友...」小清說著說著樣子都暗淡了下來。 

「咳嗯...到我啦，我現實係個看更。單身左十幾年喇，屋企人都去晒囉，死淨我一個又冇兒冇女，哈
哈。」聽起上來不知怎麼有點哀傷的感覺。 

「到我啦，我今年考DSE啦，單親家庭，呀媽跟佬走左，得番個老豆涯大我，同學都笑我孤兒仔所以



我都冇咩朋友架。」 

「哈哈睇黎我地都同病相憐喎。呢一年靠你地啦好隊友。」接著小清就伸出手來。
「大家一齊生存落去！」 

我跟九叔也伸出手。
「一齊生存落去！」 

「咁好啦，好隊友我將我既生命交比你地，所以我去訓啦！」說著九叔哈哈的走了進帳篷裡。 

「.........」剩下我跟小清你看我我看你的。 

「呢個九叔呢....小清你呢唔眼訓咩？」我撓撓頭有點尷尬的說。 

「唔眼訓啊，況且要訓聽日日光日白都訓得啦。好啦其實係我訓唔慣，哈哈。」 

說一下九叔也只是拿了那大布當床舖睡而已，的確是難以入睡的。

「一係我地自己整張好訓啲既黎訓？」我提議，反正也沒事做當打發一下時間。 

最後口裡說大家一起，其實只有我一個動手去做。我拿了早上找回來的蕉葉重重覆覆的用魚絲編了一
張厚氈出來。最後把大布蓋上面就大功告成了。 

『習得技能︰縫製』
『獲得物品︰針十支；幼、粗線各一卷』 

接著小清試睡上去，
「好舒服啊！」 

由於她的樣子太誇張的關係我也試試躺下去，感覺不差，最少沒有像九叔睡地上硬梆梆的吧，浪費很
多蕉葉就是。 

「嘻，多謝你。晚安。」接著她就帶著她的被褥回帳篷。 

看著她剛剛的笑容很療癒，感覺浪費再多點蕉葉也值得的。 

「車，到最後咪又係變番我一個守夜....」我撓撓頭。

由於只有帳篷有火堆的關係，我拿了幾支粗木棍纏上布條沾點魚油就拿去點火，走出到大約是雷達的
邊界位置分別做了幾個火堆方便一下照明。使前後大約一百米都有清晰的視野。以便發生什麼事都能
即時作出反應。 

然後我拿出手機，想播一下音樂，還是算了，電量可能有用。結果就一個人在四周逛一下收集一下基
木物資。然後也在帳篷旁做了一個小帳篷，然後在外面拿工作台做個鋸子(我發現工作台能做出平時
日常工具)和一些木釘，在兩個小帳篷外做了一個簡單的小圍牆，完成後，我在雷達邊線加了一些柴
，然後看一看手錶，已經四時十多分了。 



當我還在聽柴火的「啪啪」聲腦袋放空時， 

「啊！！！」一道聽起來在很遠傳過來的慘叫聲把我拉回來。

  
我看了看手錶，七時四十三分。 

根據官方的說法，要我們於天黑前登記藏身點，即代表入黑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吧。而看這遊戲像m
inecraft的玩法應該晚上會有彊屍什麼的來襲吧。先不管了，登記了再算吧我在隊伍欄中找到了『登
記藏身點』。 

『登記藏身點後十五天內不得轉換藏身點，並且會在其他擁有藏身點的玩家地圖上顯示。晚上八時正
前各隊伍全體均需回到藏身點內，如有隊內有一名成員未能在限定時間回到所屬藏身點則該隊全體成
員成為攻擊對象及取消該隊藏身點直到翌晨六時正。《創造者》全體確定登記藏身點(E:5)？』 

我照原本的句子覆述一次給他們。 

「我覺得呢個設定都好丫，但係攻擊對象....？」小清問。 

「應該係一種對付我地既方法掛，唔想玩家去到夜晚周圍走破壞左應有既規則？至於比咩攻擊我諗應
該都唔荒係好野。」 「哦，好似食雞個毒圈咁。」沒想到中年大叔竟然會玩手遊。
我看一看手錶，七時五十分。 

「仲有10分鐘比我地決定，同埋我諗決定唔登記之後8點去到朝早6點呢個時間我地唔會好過得去邊
，何況重點係我地今日先第一日開始，乜野準備都冇。」 

『隊長劉寧、隊員劉松九、隊員何清兒同意登記藏身點。《創造者》成功登記藏身點。』 

隨即在我們身上有道光發出，過了一會就回到了體內，使我們在黑夜裡微微發光，但這道光不像普通
的燈光或火光，沒有溫度亦不能拿來照明，也不會影響視覺。

『獲得物品：定位儀』
『定位儀︰可看出藏身點半徑一百米內任何生物』
『當定位儀所屬隊伍或玩家全滅將會收回該儀』 

我們看了看在地上的定位儀，沒有任何按鈕，外形像普遍的平板電腦。我打開了電源，畫面上沒有選
項，而屏幕裡是一個圓形有半條線在裡面掃的雷達圖案。上面有三點紅點，看來就是我們三個，而上
面還有幾點綠點，我循著那方向看過去那邊是雞棚，貌似紅點是人綠點是別的生物了。 

最後我看右上角的電量，是無限的那個標誌。
「好似好有用喎......」

我決定把它帶到帳篷裡。 

..............… 

「我頂拎唔郁既？」它鑲死了在地上，那即是藏身點的範圍是由這定位儀為中心的前後一百米吧。 



最後我們無奈地把帳篷搬了到定位儀處。而那道光應該是決定我們是否『攻擊對象』吧。 

我之後開地圖看了一下，發覺到處都是光點，大概這些光點就是其他玩家。我看了一下在(E:5)的，
有7個，都距離挺遠，最近的大約都差個半格，即差不多四五公里。可惜在地圖裡看不到其他隊有多
少人，只能看藏身點在哪。不過照計在這個時間，還只是第一天，應該挺多人選擇獨自一人的。而暫
時一隊最多也應該只有兩三人吧。不過多想一下，如果一個人選擇了藏身處的話那他豈不是要整半個
月都在藏身處那？ 

我跟他們說了我的見解。

「唔應該諗一個人一個藏身處果啲住，應該諗左仲未有藏身處果啲應該會點過先？」九叔說。 

「我諗九叔你講果類人應該都幾多，組唔到隊，又怕一個人。」 

「應該會成為系統講既『攻擊對象』？」 

「係，所以我諗今晚應該已經會因為夜晚會發生既事而死人....」我同意小清的話。 

「唏！我地都有藏身點啦，又有雷達睇，唔洗驚喎。」九叔又出來廢話。 

「我地兩個貌似冇人驚囉....」 

然後我們餵了雞鴨，拿點肉乾跟水充饑然後就決定今晚誰守夜。 

「我係隊長我守啦今晚。」我提議道。 

「今晚我諗我地都訓唔著架啦，聽晚先再算。」 

結果就是我們圍著火堆聊天。 

「係呢，你地未黎之前現實生活係點架？詳細啲自我介紹下嘛，話晒我地可能要係呢度相處成年喎。
」小清輕輕帶起話題。
「我講先啦，我今年岩岩升中五。只係個平平無奇既中學生。」 

「咁就完啦...？」 

「係啊，我既生活就係番學放學溫書食飯訓教，想介紹多啲都諗唔到可以介紹啲咩...」 

「講下屋企啊朋友囉。」

「咁...我父母都有做野，屋企算係中產囉...但係都係果啲父母冇咩時間陪我果啲屋企黎，朋友更加唔
洗講，我呢啲死讀書既永遠唔會識到朋友...」小清說著說著樣子都暗淡了下來。 

「咳嗯...到我啦，我現實係個看更。單身左十幾年喇，屋企人都去晒囉，死淨我一個又冇兒冇女，哈
哈。」聽起來不知怎麼言語間帶著淡淡的哀傷。 



「到我啦，我今年考DSE啦，單親家庭，呀媽跟佬走左，得番個老豆涯大我，同學都笑我孤兒仔所以
我都冇咩朋友架。」 

「哈哈睇黎我地都同病相憐喎。呢一年靠你地啦好隊友。」接著小清就伸出手來。
「大家一齊生存落去！」 

我跟九叔也伸出手。
「一齊生存落去！」 

「好啦，好隊友我將我既生命交比你地，所以我去訓啦！」說著九叔哈哈的走了進帳篷裡。 

「.........」剩下我跟小清你看我我看你的。 

「呢個九叔呢....小清你呢唔眼訓咩？」我撓撓頭有點尷尬的說。 

「唔眼訓啊，況且要訓聽日日光日白都訓得啦。好啦其實係我訓唔慣，哈哈。」 

說一下九叔也只是拿了那大布當床舖睡而已，的確是難以入睡的。

「一係我地自己整張好訓啲既黎訓？」我提議，反正也沒事做當打發一下時間。 

最後口裡說大家一起，其實只有我一個動手去做。我拿了早上找回來的蕉葉重重覆覆的用魚絲編了一
張厚氈出來。最後把大布蓋上面就大功告成了。 

『習得技能︰縫製』
『獲得物品︰針十支；幼、粗線各一卷』 

接著小清試睡上去，
「好舒服啊！」 

由於她的樣子太誇張的關係我也試試躺下去，感覺不差，最少沒有像九叔睡地上硬梆梆的吧，浪費很
多蕉葉就是。 

「嘻，多謝你。晚安。」接著她就帶著她的被褥回帳篷。 

看著她剛剛的笑容很療癒，感覺浪費再多點蕉葉也值得的。 

「車，到最後咪又係變番我一個守夜....」我撓撓頭。

由於只有帳篷有火堆的關係，我拿了幾支粗木棍纏上布條沾點魚油就拿去點火，走出到大約是雷達的
邊界位置分別做了幾個火堆方便一下照明。使前後大約一百米都有清晰的視野。以便發生什麼事都能
即時作出反應。 

然後我拿出手機，想播一下音樂，還是算了，電量可能還有用處。於是我就在四周逛一下收集一下基
木物資。然後也在帳篷旁做了一個小帳篷，然後在外面拿工作台做個鋸子(我發現工作台能做出平時
日常工具)和一些木釘，在兩個小帳篷外做了一個簡單的小圍牆，完成後，我在雷達邊線的大概位置
用木圍起來，然後看一看手錶，已經四時十多分了。 「啪！啪！啪！」



當我靜靜的聽著柴火爆開讓腦袋放空時， 

「啊！！！」一道聽起來在很遠傳過來的慘叫聲把我拉回來。



第六章 ‧ 新一天

雖然早有了心理準備夜晚會有事情發生，但還是有點給那叫聲嚇到。大概就是系統說的『攻擊對象』
吧.…我馬上打起精神，拿起短矛。
心裡忽然起了幫助那把聲音的念頭。我搖了搖頭，把這念頭搖出腦外。

看了看帳篷那邊。別管了，在這個地方、這個遊戲，自己跟隊友的安全才是重要。總不能因為別的原
因棄隊友於不明朗的地方，畢竟他們相信我才讓我守夜。我嚴陣以待了很久，還是沒發生任何情況。
我回到帳篷外找了個位置坐下，慢慢想之後的方針。在這遊戲裡生存最重要的是糧食跟居所，現在暫
時這兩項都不缺。然後就是隊友，系統讓我們一個隊伍最多八人，即我還可以多找五個隊友，若果中
途有隊友死了呢？官方應該有想過這情況吧，大概死了的就是直接在隊伍裡除名吧。隊友方面還不急
，才第二天，信得過的才是最重要。

我打開地圖，這島少說也有五百公里乘五百公里，一年裡怎打把這裡所有隊伍都砍掉？我現在在島的
右下角，要到左上角去，粗略算一算最少都七百公里.....而我們可隨意活動時間只有十四小時，所以
之後系統可能會強逼我們把藏身點搬遷？

想著想著發覺天亮了。

『現在時間早上六時正，系統攻擊解除。死亡玩家人數為12人，生存玩家人數為388人。距離解除安
全模式剩餘48小時。』

「咁快死左十二個人？」我有點驚訝。但想著想著有點合理，我在昨天都見到一個女人自殺，然後晚
上那個叫聲的主人應該也兇多吉少吧。就我遇到的就死兩人了。想著想著死那麼少人才不正常吧…

最後我自己也睡倒了。

「寧仔，寧仔。」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緩緩打開雙眼，映入眼簾的是九叔那智障臉。

「啊！sorry啊今朝見過左六點冇左危機感唔小心就訓左.....」我尷尬的說。

「傻啦，我地依家仲生勾勾咪得囉。」

我看一看手錶，十一時四十一分，該死的都快中午了才醒來(被叫醒)。

小清很誇張的還沒醒來，我跟九叔先輪流到溪澗簡單的梳洗一下，然後順手拿鐵塊打了一把刀出來宰
隻雞，然後叉起來在營火上燒，順手灑了點香草，打算當是個晚早餐，也給小清醒來有點熱的吃吧。
結果雞都還沒熟小清就起來了。

『習得技能︰屠宰者』
『獲得物品：豬肉刀』

「咩味咁香....嘩！燒雞喔，食得未食得未。」我跟九叔有點無語，我們還想要把她弄醒，結果她嗅到



香味就自動起床了。然後小清給我踢了去刷牙洗臉再回來。有人問到底拿什麼來刷牙，當然是樹支啊
，也許有人不知道，在現實世界很多國家的落後地方都還在用樹支刷牙，就是把樹支的一端搗成牙刷
狀，拿點海水就能刷啊，我記得這是上學時老師教的，海水中的什麼跟樹支中的什麼能預防蛀牙什麼
的。說遠了，總之小清梳洗好了就回來，我們每人在溪澗抓了顆比較平的大石當餐碟，然後就叫小清
徒手把雞撕給我們，這樣小清心裡也好過一點。總比兩個大男人手不知拿過什麼然後整隻雞拿著左捏
又捏好吧…

「人間美食啊.............................」九叔一整個樣子要多浮誇就有多浮誇。

「真係好好食......」小清也一面滿足的樣子。

而我只覺得跟肯X基的差多遠了，不過在這種地方有這種風味吃說不錯了。

雞吃過了，笑又笑過了，開始工作了。

結果由工作內容跟分配工作都由身為隊長的我進行.....結果我叫九叔去釣魚、小清去採集多一點菜什
麼的、而我則先到溪澗放點捕魚用的陷阱然後拿木頭跟線造了一些警報裝置(即有人走過踢到線會掉
下來那些)放在藏身處圈外一點。最好笑的是九叔問我沒魚勾怎釣。

「啊寧琴日點捉魚番黎你咪點捉魚囉。仲有你想真係釣既可以拎淨左既魚骨燒到佢軟少少將佢屈到魚
勾咁既樣就得。不過魚絲盡量慳住用！要快既就叉魚啦。」結果是小清代我回答了九叔那低能問題。
而且小清似乎也開始知道物資的重要性，也開始節省來用。

「啊小清你順手都執幾隻雞果啲番黎啊，而牛同豬啊呢啲今晚前有時間就試下三個人一齊去捉，唔夠
時間就聽日先啦。」我想想，也有點怕被並他人搶了呢。

『啊！！！』

沒多久，樹林外傳來一道尖叫聲。

『小清！？』

『九叔！』

我朝溪間那邊的九叔喊了聲後就馬上丢下所有工作循聲音方向跑去。



第七章 ‧ 人渣

趕去小清那的同時我也拿出豬肉刀收左身後，以防什麼事件發生。

跑了沒多久就見到小清被一個男人死拉著，而小清一直用力免得被男人拉走。

我沒有說話，我一邊打量著他一邊慢慢走到他身後。

沒有武器，很好。而已衣衫都霉霉爛爛的。

然後我拿出豬肉刀從後單手摟著他作打劫狀。

「朋友，你對我既隊員做緊咩呀。」

「有....有事慢慢講啊大佬，小心你把刀....」聲音聽下去年紀像比我大一點的點而已。

「小清，綁住佢隻手。」小清照辨。

確定已綁住他雙手後，量他要逃跑也跑不到多遠，我便收起了刀，站在他面前。

「你叫咩名，幾多歲，點解會係度，你識佢(小清)？做咩要對我隊員郁手？你其他隊員係邊。」

「佢就係我原本個隊友.....」小清說。

「哦？你就係果件禽獸。」

「唔係啊唔係啊，果時一時糊塗先...先做左啲咁既野咋。」

「啪！」我甩了他一巴。

「答我問題。」我像是變了個人般。

「係...係，我就係果件禽獸。」

「啪！」「你未答晒我既問題。」

「我叫吳升雨，喔...喔....對唔住大佬我唔記得左你問咩....」

「啪！」「我問你叫咩名幾歲。」

「啪！」「點解會係度。」

「啪！」「你點識佢。」

「啪！」「點解仲要對我隊員郁手。」



「啪！啪！」「最後一條，其他隊員係邊度。」

「唔好再打唔好再打..我答我答。」

我正想再甩下去時小清抓住了我。他差不多滿咀都是血了。

「啊寧你冷靜啲先！你再打佢佢野都講唔到架喇。」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麼反常，因為小清？也沒有想下去，抬頭示意叫他繼續。

「今年二十歲，我琴日同佢(小清)分開左之後我自己一個周圍走，然後行下行下就天黑，然後我唔記
得左登記藏身點，結果就一直跑一直跑直到天光，之後試下登記藏身點，登記完岩岩想出黎搵下有冇
野食就撞到佢。」

「小清原本飛機度坐我隔離，所以我邀請左佢組隊，到左島之後我...我見佢靚又咩咁.....咪......。」

「咁岩岩又見番佢喎，咪又諗番起....所以咪...咩囉......」

「屌！」我忍不住一腳伸了他那。人渣。

小清這時沒有阻止我，也沒有什麼表情和情緒，她想了想…

「你話你琴晚成晚都通山跑？」看著他這身打扮...是啊，為什麼我想不出來。

「係...係啊。唔好再打我喇......」

「放你走都得，話我聽你琴晚遇到啲咩。」這句是我說的。

「好..好。琴晚佢走左之後我追去，點知比佢走甩左....啊！我知錯喇唔好再打。咁之後天黑啦......果陣
過左八點我又冇登記....結果就成為左系統攻擊對象。」

「講啦仆街講啲唔講啲咁，你比咩攻擊呀？！你再唔講就我攻擊你架喇！」小清馬上拉著我。

「係...係蝙蝠！」

「蝙蝠....？」我和小清對看了一眼。

「蝙蝠咋點解要驚。」

然後他反應很大。

「唔係一般既蝙蝠黎架！佢會主動攻擊人，怕火但係避完火都照攻擊。最後要係佢地會吸血，仲要唔
止兩三隻一齊攻擊你，係起碼成百隻！」



「你唔好呃我喎，成百隻你仲企到係度？」我很自然的不相信這話。何況我連一隻蝙蝠的屍體都沒有
預到過。

「真係冇呃你...我咁岩見到有人比隻百隻蝙蝠攻擊咋，同埋係血啊，佢地仲會聞人身上啲血黎攻擊。
我本身冇流血所以攻擊我既都有成十幾廿隻。」他看上去很怕的說..…

看來昨晚的叫聲不是這傢伙就是那被上百隻攻擊的人了。還有蝙蝠那邊即是本身的習性沒有太大的變
化，但變成會整群主動攻擊別人…

「仲有啲咩關於佢地架？」我很自然又恐嚇他起來。

「喔..喔..仲有佢地啲屍體會全部消失晒！未死既就會一齊飛走左。」

「咁佢地飛左去邊？同埋啲屍體係一隻一隻咁消失定同時間所有蝙蝠一齊消失？」

「我睇唔清啊，果時都未天光，應該係向飛西北，同埋佢地啲屍係全部統一時間慢慢淡化咁樣消失唔
係無啦啦唔見左條屍架。」

西北方....怎不是飛出海外面，即是有可能巢穴是在島中心或更遠.…我也不在這人面前說太多。

「好，有咁遠走咁遠，下次再見到你未必有咁好心情放你走。」該問的都問完了留他在也沒用。

「大...大佬，我可唔可以入你地隊啊.....？」

-
 



第八章 ‧ 系統漏洞

「大...大佬，我可唔可以入你地隊啊.....？」

我看了小清一眼，示意由他決定。反正要是他在隊裡有什麼動作殺了他可以，還少個敵人呢。

「............」

「當然唔得啦。」我身後傳來九叔的聲音。

「你老尾呢啲人渣咁對女仔仲想有人收留你等你有幾會衰多次？On9既都唔會比啦，小清咁單純有
可能真係會比你個人渣入，但有我一日係呢隊入面我都唔會比你入隊。」九叔也是第一次說這種大義
懍然的話。經他口中說中來有種說不出的違和感，但他說得很好。

我點頭同意，看過去小清那邊。

「九叔，我唔反對你讚我單純果句啊，但係我想比佢入隊啊，多個人做野都好嘛，同埋有你兩個睇住
我我唔怕。」

「既然小清你都咁講，一於投票決定啦。」

「好！投票啦。」

然後他倆一起看著我。

「咁你地姐係推個波比我姐...」我撓撓頭，心裡衡量了一下。讓他入隊無疑是利多於害，最少是個苦
力，有敵人時推他出去死也不錯，有什麼反對就直接踢他出隊，讓他自生自滅就好。

「喔...好啦，你叫咩名話？」

「吳升雨....」

『吳升雨已接受組隊邀請。』

『發現系統漏洞』

『由於隊員吳升雨擁有藏身點(E:5)，所以請隊長從下列兩項中選出一項』



『1. 刪除吳升雨藏身點並以隊伍原藏身點取代』
『2. 保留兩個藏身點，一切依舊』

「..............」還有漏洞喔？

我把兩個選項都跟他們說了，吳升雨一直在吵要選1要選1。

「你收聲，你冇發言權。」九叔看來很討厭他啊。

「2都唔錯啊...佢可以當哨站咁....」

最後又是要我決定..…

『1.刪除吳升雨藏身點並以隊伍藏身點取代。』

『增加規則︰只能對無藏身點的玩家發出組隊邀請。』這句應該是向全部玩家人發放的。

『由於發現漏洞，《創造者》獲得以下物資作補償 :

-戰馬 三匹
-鐵 約干
-抗生素 三人份四日量
-米 二十四斤
-習得技能︰騎術
-物品欄全開放
-藏身點提升至三級』

『由於《創造者》藏身點提升至等級三，開放以下功能:

-定位儀可探測半徑五百半內任何生物
-藏身點上限提升至兩個
-如一個隊伍擁有兩個藏身點，該隊員均能地圖上看到兩個定位儀之偵測
-隊內隊員可在八時後停留在任意屬於該隊的藏身點』

『如隊長死亡或離隊，將立即收回藏身點永久提升三級之補償』

當我們還在消化信息時，

「既然藏身點升左到3LV之後可以咁到底初初個選項要黎做咩.....」吳升雨突破盲腸。



「係喎....」

「同埋所有物資都好稀有啊，戰馬就一定唔會係本身係野地果啲先啦，分分鐘將來可能會用到黎打仗
，話晒呢個島咁大唔通用行路咩﹔鐵，除左學到技能送，我暫時仲未見到咩方法可以大量咁提取﹔抗
生素仲痴線，我地連成份都唔知更加冇可能整到出黎﹔米更加係人主要糧食，但係你地黎咁耐有冇見
過米？可能真係有既，但要種一定要係島中心種囉。」聽著那人渣長篇大論，連九叔也覺得沒錯。

「仆你個街人渣你又講得幾岩。」

「喂人渣。」我看著一臉認真在說話的他。

「？咩啊」他應道。

「哈。」我笑了出聲。

「..........嗯？」

「你擔保自己唔會再做啲人渣做既野？」

「我保證。」

「好啦，人渣你以後就係我地既一份子。但如果你往後做左啲咩既話我一定第一個要你去死。」

「知道，隊長。」

看著他正經百態的，我又笑了出來。既然小清都沒有心存芥蒂，我也沒必要為難他了。

「........」

「小清，幫佢鬆綁。」

小清幫他鬆綁期間，我一直留意他。他也沒有了什麼不安份的眼光，暫且相信他吧。

「九叔，如果我話我地分開兩隊相隔500米一個營好唔好。」

我打算做個大約500至600米長的據點，在兩個藏身處外圈圍一個圍牆包圍著。外圍做多點木的通報
器，這樣能收集的物資及視野都能共享。而且晚上走來走去都可以。

最重要是製造只有我跟小清兩個人的時間。

「好啦，我同人渣兩個人去揀個靚位起新居啦。仆街唔記得拎番支魚杆，寧仔你得閒幫我拎番啦唔該
你，夜啲睇下點再搵你地啦，行啦，人渣跟我黎。」



九叔走後小清帶著疑惑的表情走過來。
「你開頭明明好似好憎佢咁架，仲咩無啦啦比佢入隊？」

「利用同埋試下邀一個已經有藏身點既人入黎姐，反正唔中意都可以踢左佢，同埋見係你幫佢講說話
咋。哈哈。」我故意把殺字改成踢，怕小清會反感。

「下，我同你諗既野一樣咋，但直頭係諗住有咩做錯就殺左佢。」

我一呆，也是，

總不會有女生會接受一個才剛剛想侵犯他的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