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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殺！

咻咻！

多名身穿黑衣的侍衞在樹林裡穿梭，疾風狂奔，個個面色陰寒，殺氣騰騰。

他們正在追殺一個衣著破損的少年，少年不斷加速！
可怎麼也甩不掉後面的侍衛。

"呀唔！......"

少年摀住脖子痛呼便死去了。

"又解決掉一個了。"其中一個黑衣衛道。

接着他們發現他們身上的金色令牌閃出耀眼的血光，黑衣衛互相對望了一眼，眼神中帶點陰沉，點了
點頭，迅速奔馳去某一個方向。

如果金色令牌閃耀着血光，則表示有同伴遇險求救，到時候其他同伴就能利用令牌感受同伴的位置，
趕到現場。

殺！

血腥！

沿路又殺了幾個雲妖門的餘孽。

"嘶！"

當所有黑衣衛趕到現場的時侯，即便殺人如麻的他們也忍不住倒吸一口涼氣。

"這...這還...還是人嗎？"一個暗自心驚的黑衣衛有些戰戰兢兢地說。

眼前的人不是誰，正是黑衣衛的大隊長---田勇，此時田勇面目全非，身體被活生生的絞碎，地上仍
可見散發着鮮血味的骨,血和肉，只有那赤金色的令牌才能分辨出他是隊長。

黑衣衞並不是害怕看見人死亡，而是為隊長竟然會被人殺死而感到震驚。

隊長田勇乃是邁入封神境的人，在整個上靈界中絕對稱得上是強者，更何況他們是鼎鼎大名的'屠龍
衞'！誰敢挑戰他們的威嚴。

在他們面前還有一個老者，笑瞇瞇的看著他們，笑容使人發寒......，用着玩弄的眼神看著他們，就好
像一頭霸虎俯視一群羊似的。

那凌厲的眼神，仿佛要把他們殺了一樣。



"我認得了！他是雲妖門的老門主---雲魔子！他竟然成為了封神境後期的高手。"

"他不是在九百年前被隊長殺了嗎！？"

"難道他當年成功利用壽命煉化了雲妖門的鎮門之寶！"

"妖靈命玉！"幾人同時高呼！

"傳說歷代大部分雲妖宗宗主都煉化失敗了，他...他竟然成功！"

據傳妖靈命玉能使人起死回生三次。

"此獠身上瀰漫着濃濃的魔氣，想必因仇恨太深，以魔入道，成神。眾侍衛聽令！隨我殺死此獠！殺
！"一名身上掛着玄金色令牌的待衛喊道！

"即使我等死亡，也要完成使命！"此人正是屠龍衞的副隊長---木。

"屠龍衛誓不降！屠龍衛誓不逃！"眾侍衛喊！

"哼！ 冥頑不靈！休怪老夫心狠手辣！"

"啊~不！......殺呀...！"

接著就是一輪單方面的屠殺。

"大家堅持著家族很快應該便會派人前來支援！"木副隊長說着，雖然此時他也心裡沒底。

"哈哈哈！"

"你們真的以為有人會救你們嗎？天真！"

"這裡早就被我放了一個天品三級防禦陣法和一個天品一級隔絕陣，哈哈！"說着他晃了晃手中的銀色
陣珠。

眾侍衛神情不一，有人的表情不甘，有人的表情難看，有人的表情憤怒......

其中一個侍衛嘗試恐嚇道
"你知道我們是隸屬道族的侍衛嗎！？你這隻老狗！道族的力量！可不是一般人能挑戰得起！"

"哧！"

微風吹過。

那個侍衛的頸子被劃出了一道淺淺的血痕，然後鮮血立刻從血痕中狂噴。

又死人了......



其他侍衛看見同伴死亡，怒意不減反增。

可惡！

樹林，恐慌！屠龍衛，誓死一擊。

"列陣誅魔，不死不退！"木副隊長咬牙道。

剩餘八百多的屠龍衞，飛上天空，立即演變成八卦陣，各站一處，猶如八方巨獸，形成八卦合擊陣勢
。

[八卦滅龍陣]！

此陣在上靈界赫赫有名，即使封神境巔峰的高手也要退避三舍，合擊之陣，頗為玄妙，可將所有戰衛
的攻擊，集中在敵人身上，至少提升幾倍於我方攻擊力，更是環環相扣！

不可能單向集中攻擊，又不可能分散攻擊，使敵人處於被動狀態。

卻見陣勢已成，立刻便有道道金光，從每一個屠龍衛體內飛出，攻擊在雲魔子身上。

而雲魔子的氣勢，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幾乎是幾下眨眼之間，迅速下降，氣勢顯得有些頹喪。

由於之前進行了十天十夜的殺戮，屠龍衛已剩不多體力，所以他們務必要一擊殺死雲魔子，耗去所有
剩餘法力，以達到殺死他的目的。

木與所有屠龍衛冷喝一聲，將身體中的所有力量祭成一道八卦形的金光，宛如一道明豔的雷霆，劃破
蒼穹，流星一現。

這一刻，天地仿佛都失色了，天地間只有一種燦爛的金色。

金光之中，更帶著封神境巔峰級高手的，終極一擊之力！

“即便你是封神境後期的老怪，我們屠龍衛的八卦滅龍陣，可也不是沒有殺死過封神境的修士！死！
” 副隊長木喊道。

天空上，屠龍衛一個個飛行在天空，法力也所剩無多。他們的法力，都輸送於陣法之中，以發揮全力
一擊。

八百屠龍衛，各個面色陰寒發冷，接近體力透支的邊緣，但他們乃是道族正統屠龍衛呢！曾憑此手段
，殺過一個冒犯道族的封神境後期老怪！

因此他們深信眼前這個單單只是封神境中期的老怪，一定擋不住此陣的全力一擊，一定！

可是他們的期待，注定要落空。因為雲魔子，望著滔天威勢的金色光芒，根本一副無動於衷的模樣。
唯一的表情，僅僅是蔑視的冷笑。

“弱，太弱了！” 雲魔子冷笑道。



雲魔子此時雙手朝天，大吼一聲。

"吞！"

便張開大嘴，硬生生的輕而易舉將那封神境巔峰一擊吞噬了。

"甚麼！"

"那......那 還是人麼......？"

眾侍衛嚇呆了，有些更被眼前的景象嚇得失神，他們是使用此陣法的人，最了解此陣的厲害。

同時，雲魔子似乎再無貓戲老鼠的心情，目光一冷，手掌一反，一道隱形的劍從手中飛出，自其身體
，飛到十里之外！

所過之處無一幸免，皆死去，一個個侍衛，頭和身毫無徵兆的分成兩半，靈魂迅間被斬滅，連慘叫都
發不出，便詭異死去。

而之前自信滿滿的一幹殺龍衞，身死魂亡，剩下的也立刻遁光沖天而逃，便朝百里之外逃遁！

“此魔太強！大家，立刻速速逃回道族，只能請求咱們的族中強者來救我們！”木喊道。

木面對分裂出漫天劍影的劍，一回合被群殺的屠龍衛，眼露駭然。

如今大部分人被那老怪一劍擊殺，自己必須要挑起大擔，守護大家！想着想着，木突然對大家說......



逃亡，穿越

"你們快逃！不要管我，一切有我......守護著！"木說道。

"我們在這三百年裡一起出入生死，以後，我要向你們告別了......"

"即使我...身死...道消，你們也不可以回來！記著...一定一定要把雲魔子重生的消息帶回道族，稟報給
族主，別掉以輕心！必須請族主速速指揮道族的大軍出動斬殺此獠，單單靠屠龍衛之下的其他分支侍
衛是不可能殺死他的，快逃！"

" 副隊長！但是你欠我的五千萬上品靈石怎麼算？"

木打了一個趔趄，只感覺到心頭上有一萬隻草泥馬跑過......尼瑪......危急關頭收債！

好心塞......

眾人也知道現在不是婆媽的時候，轉身即遁。

"雲魔子！吾某---木，向你發出挑戰！你！可敢接！？"

說話間，雲魔子又殺死了百多人，此時的他早已殺紅了眼，他想不到屠龍衛等人竟然會如此難纏，每
一個都悍不畏死般。

他感到異常的怒氣在其心中沸騰，視屠龍衞如螻蟻的他，竟然會被螻蟻纏身，可恨......可惡！

不過當雲魔子看到有人當著他的面前竟敢耍匹夫之勇，單人匹馬向他挑戰！他的怒意升騰到極點。

"哈哈哈！好！竟然有人敢來送死，好一個勇夫！不過也該死！"雲魔子怒極反笑道。

木沉默了... 猛然一個抬頭， 雙眼透出精芒，
使出[踏雲遁法]，一瞬間腳下出現七彩雲霞，橫跨百里，
遁速之快，即便半步長生境老怪也不過如此。

驀地，木突然出現在雲魔子的身後，抬手間，揮拳直下，拳勁爆發出強烈的氣勢，所過之處空氣破滅
，發出刺耳的破風聲，

此乃[裂空破神拳]。

然而， 這只是幾個呼吸間發生的事，
眼看木的拳頭即將打到雲魔子的身上時，雲魔子竟揮手分裂出漫天劍影。

木的拳頭還未打到雲魔子的身上時， 早已被漫天劍影萬劍穿身， 然後木的身體掉落到地面。

木臨死前， 眼神之中帶著濃濃的不甘，"不甘心！吾還要保護同伴...吾...吾誓以死護同袍...呀！"



最終，木選擇了自爆，形神俱滅......

---------------------------------------------------------------------------

"畢生毫無意志，
平凡,服從,殺戮過一生，然而死前追求力量和生命，明悟方向，希望保護同伴，只可惜一切晚矣，亦
謂'不破不立，破而後立'之無上真理，被天道所知，現以天道之力，
賜予<木之真諦>，望子成龍...嗯.....不，望汝成才，去！"

那一道苦澀的梵音重生並喚醒木的靈魂， 然後木便感覺到一股引力帶領他去一個重新的軀體。

"唔...我感覺到一股木屬性的生機力量充斥著整個身體。"

"啊~不！為何這裏丁點靈氣都沒有，我快呼吸不了！"

"啊！我的頭也緊緊的痛著......"木抱著頭抱怨道。

"咇咇…"

"呠呠…"

"叮叮…"

"吽吽…"

"嘟…嘟…"

在這未知的繁華鬧市中，人來人往，車來車去，不斷的忙碌着甚麼，到處都是機器,科技。

看來，這裡的人在知識領域的機械,科技大道中，領悟出非常人的範疇，突破大道。

木站在街角的位置，用心正在感受着這裡的環境，也嘗試感受這裡是哪。

木對這裡的環境感到陌生，但又發現這裡的氣氛，使他對自然的了解又加深。

想不到自然界中有如此的氣氛......

這裡的氣氛如果放在靈界，絕對會影響着修士的修煉欲望，人人齊修煉。

可是這裡的環境太惡劣了，使他一時間也吃不消，因為他的修為跌至外武境九層。

真搞不懂這裡為何變成這樣？

想着…，木發現自己身上的衣物,儲物戒指等竟然仍在他的身上。

然後木明白了。



明白了為何他站在不顯眼的位置，卻異常的引人注目......

無奈...

原來是他正巧站在某店鋪的門口位置，再一來他身穿'異服'在這鬧市，想低調也不能了。

不過他正好要了解這裡，便找了位個頭小小且身穿制服的青年，問道。

"小子，你是誰？"

木似乎忘記了自己從一個活了一千五百多年的老怪物，變成了一個年僅十五的少年。

"你又是哪根蔥呢！"制服青年毫不客氣的說道。

"對呀！接近了，本人姓木名木。"

"未知閣下師承,名諱？

"甚麼！？"制服青年似乎有些搞不懂這是玩哪齣戲。

木感嘆道 "沈莫？你姓甚名麼，果真是個好名字啊！"

但其實此時木的心裡只是想，這裡人的姓名真奇葩！

尤其姓'甚'，真沒聽說過，罷了，我也不應歧視他的，反正我的名字亦是如此。

"才不是呢！"青年高呼。

"我叫李白...啊次。"

"你...你張口閉口...毫不忌諱，竟然冒犯長輩，說我白痴！？"木怒道。

"不！我姓李名白！"青年辨說。

"哦！原來如此，失禮失禮！抱歉..."木立刻臉臉色一正。

"那麼你說你叫木木？"李白見這人只是單純的SB，頗有禮貌，並沒有惡意去玩弄他，便釋懷，反問
他。

"噢不，吾某只是單名一個字，木。"話風一轉，木又變得正經道。

"話說你身穿的制服很奇怪，如果不是看見街上還有其他人和你穿的一樣，真的猜不出呢！" 

"你隸屬甚麼家族或宗門的侍衛？"木問道。



"呃......"此刻李白真的是被木所問的問題難倒了。

在李白的腦袋裡，浮現著木剛剛所說的話。

制服 ？是指校服麼？

家族？ 宗門？是指學校？？？

侍衛 ？是指學生？？？？？

李白開始懷疑着自己是不是和一個'青山走犯'在一起。

"咳...唔......我是建仁中學的學生而我穿的衣服，叫作校服。"

"噢，我就說，你不像是練武之人。"木自言自語的道。

"呀~呀~呀次！話說這裡是哪？無論空氣,環境都很差呢！ 尤其是那些該死的噪音。"

"這裡不就是香港麼。"白次臉色有些古怪的說道，顯然是對木所問的說話而感到古怪。

"香港！？甚麼鬼地方？"

"香港是人間煉獄麼？為何我會來到這裏，啊！"木顯得微微有些痛苦的說道。

言罷，木漸漸地昏過去了......



這個叔叔不簡單

白色的床,白色的牆,白色的地和白色的窗。

沒錯，這裡是醫院......才怪！這裡是李白家的房間。

李白李白，真的是人如其名這麼喜歡白，才導致欺騙了讀者的弱小心靈，可惡......

"唉唷！頭痛死我了！"木忽然起身並喊道。

接着，一直待在房間内的李白，立即站起來，一副我就知道的模樣，面色帶點興奮的呶呶不休。

"木，你醒來了！太好玩了，你剛剛突然裝暈裝得很像呢！我看你一身復古的異裝，就知道你是在拍
戲呢，所以我就聰明的把你扞回來，哈！話說攝影機隱藏在哪？我能上鏡嗎？還有......"

木的腦袋有跟不上，問"幹甚麼？"然後木田想起剛才李白說的話。

裝暈？我裝暈！我需要嗎！？

復古？這才是潮流好不！

拍戲？甚麼東東？

扞...扞回來？噢不！我之前好歹也是一位半步封神境強者啊！你這是毀我形象！

攝影機？能攝人影子的機器嗎？恐怖！

李白自然不知道木的想法，只是雙眼放星閃爍，不知道在期待著甚麼...

不過木直接忽視他的目光，開始向他了解這個的一切，李白也算是個有錢人家，木可以透過多本書籍
,電腦(木用了不出十五分鐘學會了使用)和白次的口述，總算明白了很多。

不得不說，木基於先天優勢，能力也是不怎麼差。

而對於木的疑問，李白雖然感到驚奇，但也一一解說和教導，只是當木是來自深山郊外的鄉村小孩。

半天後...

房門外"咚咚"兩聲響起，接著就走了一個高大且穿著西裝的中年男子進來，面上帶點熱情，看來是個
友善的人。

"嗨！"中年男子首先說道。

"阿木，他便是我的父親，他是個高級經理，工作在'新躍升企業'中，經常早出晚歸。"李白顯得有點
自豪的介紹道。



"噢！李叔叔，失敬失敬！原來'貴人'事忙...幸會幸會，吾某姓木名木。"木立即說道，似乎木一時間
仍改不了他的口風。

"咦！想不到木木是個有趣的小傢伙，你好！"李白的父親怪笑道。

"不！我是單名一個字，木"木立即辨正道。

木此時心想:哎呀~我心很累，想不到有其子必有其父啊...都是SB......

"呃…"此時氣氛一片寂靜......[dead air]

亦在此時，以木多年為人，以及曾經的半步封神境修為，其眼光之毒辣，一眼就能看穿，這個叔叔不
簡單！起碼也是外武境二層的修為。

在此，木不斷打量叔叔，因為他知道這個下位面的平常人是不會有武功修為的，更何況，世伯竟達到
外武境二層的修為呢！

要知道外武境的每一層都是很難突破，也因此，每一層的實力都是天壤之別。

直到晚上，木編了個理由說自己從小沒有家人，一直流浪到現在才認識了李白一家，如事者，木便順
利住了下來。

吃過晚飯後，木主動隨著李叔叔去他的書房。

"咳唔..."木清了清嗓子，接著說，"李叔叔，你到底是甚麼人。"

簡單直接的一句話，使坐在椅子上李叔叔目光一凝，但隨後又立即變回隨和的面孔，微笑着道。

"哈，阿木，你這是玩甚麼？"

"見笑了，貌似李叔叔並非一般的練武之人，亦非甚麼經理，實力竟比一般的警察強很多呢！？"木笑
道。

木知道一般的警察只有僅僅外武境一層的修為，這還只是靠健身勉強稱得上，但李叔叔竟達到外武境
二層的修為。

而現在，木只怕李叔叔他根本不是李叔叔！

李叔叔也坐不住了。

"豈有此理！你是誰！你調查我！"李叔叔頭腦一熱，一下子拍碎了木製書桌，憤怒地咆哮道。

然後他才知道自己反應過敏......

緊接著，身體一躍，腳奮力一踏，一瞬間便躍空出現在木的面前，揮手就是一拳，拳勁虎嘯生風，隱
隱有絲殺氣蘊釀在拳上。



這一刻，看似有些平平無其的一拳，竟帶著外武境三層的力量！甚至問頂外武境三層巔峰！

而一股絕強的氣勢，堪比外武境四層，在其周身升騰。面色如墨，直拳而出，帶著刺破雲霄的凌厲拳
勁，立刻，空氣激流，取而代之的，是遮天殺氣，以及，誅絕一切的拳氣！

此為，[虎嘯拳]！

此驚變、氣勢，微微出乎木的預料，無人想到，區區外武境二層修為的李叔叔，會隱藏如此之深。

而且，李叔叔根本沒給木任何思考抵抗的機會，一上來就是殺招。

下一瞬間，木除了有一絲驚訝之外，面上全是慫容的面色，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不管有多麼強大的手
段，都翻不起甚麼風浪。

不過一個照面，木抬手一點，一道神通閃現，李叔叔收掣不及，一拳就打在護罩上。

本來可沒甚麼，但是此乃神通呢！它更具備了反彈的效果，自然厲害， 令普通人防不勝防。

因為木前生是半步封神境修為，亦稱半神，而
因為神通境的，則稱為偽神。也就是說，半神也有牽著一半是神，所以重生的話，即使木修為跌落，
亦會伴隨著自身神通重生，因為半神也算神，只差一步！

縱使李叔叔肉身比同級的強，但在半神的神通護主的反彈效果下，相對地，李叔叔也只是凡人，受不
了十倍自己的反彈力量，立即皮開肉爛，鮮血狂飆。

"咔嚓"

甚至，連身體最堅硬的地方---骨骼，整條右手手骨也連聲斷裂，場面極為血腥，殘忍！

取而代之的是李叔叔的驚訝，此時心中驚濤駭浪，不知道那是甚麼。

肉眼可見的，其右手在這反彈威力中，直接就被四分五裂，轟然爆開，鮮血擴散，也只是染紅了那小
范圍的房間，眨眼間，就連這些血也都被木抹去。

跑！

而李叔叔也顧不得傷勢和心中疑問，轉身就想跑，可木怎麼會放過這個機會，抓手隔空一擒，就像提
著小鳥般，抓到身前。

而木的另一隻手捏弄著手指，口中念念有詞，令人感到暈眩的法術，不斷催眠着李叔叔，玄妙至極。

此為生前的[催幻術]！屠龍衞慣用的逼供手段。

李叔叔他迷糊間說出了令人震撼的事......



HeHe！？

‘我名李躍兵，今年30歲，………………'

對於這些資料木根本不怎麼感冒，但是之後的卻引起了木的注意。

'...聖...崴龍鎏金紋.....萬夷宗,艷霞谷,翰儒書院,鬼月峰.....大雷陽宗,太龍宮,皇天府...元真上...
...初啟，合，祂...契機......面世......'

言罷，李叔叔便從口中發出一聲好像不屬於他的尖叫聲，繼而口吐赤色泡沫，昏了過去。

透過從李叔叔身上急促地傳來的波動，木猛然雙目一瞪。

'糟了！'

焉地，李叔叔開始面部扭曲，上半身劇烈抽搐，下半身則真接癱軟在地，骨骼也伴隨著發出'咔咔......
！ '的聲響。

這是開始進入俗稱'入魔'的徵兆！

此時四周驟然魔氣沸騰，驚魂作響。李叔叔面目猙獰，四肢膨漲，不科學地扭曲身體，張口更是口沫
橫飛呃，總的是不對勁。

畫風變得太快，饒是木1500萬年的心境，此刻也眉頭緊皺，臉上亳不掩飾他無限嫌棄的眼神，眼白
都翻上去天花板.......

冷靜.....我不可以繼續吐槽下去，不可以繼續走偏主角形象路線的。

木瞬步一躍，來到「黑化」李叔叔跟前，翻手一個大手印，輕易壓住了躁動不安的李叔叔，另一手同
時彿袖一驅，大喝一聲「大預言術！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徹底消散了李叔叔身上的魔氣和魔
徵。

［大預言術］並非木所創造的神通，而是一位無上大能所創，即使在封神境依然是首屈一指的神通術
法，看似簡單的字詞所組成的內容，蘊含著難以消化理解的大道理——返璞歸真。

因此，木也只能使其招式，而非其神髓。但僅僅億萬分之一的威能，也足以鎮壓凡間一切魑魅魍魎，
此神通之強可見一斑。

片刻後，李叔叔緩緩醒過來，對於魔化時的記憶完全忘記。

「剛剛問你話時，觸發了你體內禁制，輕則思想受控，傷及無辜，永世為魔，不倫不類；重則身死道
消。」木淡淡地說道。

李叔叔聽後一陣後怕，幸好沒有傷害到家人，未至於鑄成大錯。驀地，李叔叔發現他雙臂健在，抬頭
疑惑地看著木。



難道剛剛入魔後重新長出來的？

但顯然木並不打算詳作解釋，只是輕輕地抬起李叔叔，扶起李叔叔。

李叔叔在起來前，跪在地上，問：「阿木，可否答應叔叔不要對我的家人說我背後的組織之事。雖然
我被你解開了禁制，理論上已經不再受組織控制，但是我不希望他們摻和到這事裏。」

木輕輕地點了一下頭，道：「的確，你背後的勢力所謀甚大，勢力範圍龐大，自然越少人知越好。」

言罷，木抬頭望向窗外的夜空，眸光一凝輕聲道：「越少人越少麻煩處理他們......」，雖然聲音不大
，但是李叔叔恰恰能清晰聽到，聽起來只覺得眼前這偉岸的身形，猶如天神一般，屹立不到，言出法
隨。

李叔叔不知不覺地受到木的感染，頃刻間泛起淚光，一個勁地抱住木，「謝謝...謝謝你，阿木。」邊
說著，邊依偎、依靠在他的身上，彷彿心靈得到充實。然而，木此刻的思緒不在李叔叔，只有一臉凝
重.......

「嘭！」

李白忽然撞開了門，問曰：「爸！我拍了數次門了，你知不知道..................爸？」

李白無視房間的凌亂，看着父親猶如少女般小鳥依人，靠在木的身上......頓然自覺一陣風中凌亂......

「我.操...！」

這是甚麼情況！？？我日了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