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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會有補充更改)

葉志康－男主角
身份：彤的弟弟丶嵐的男友
簡介：
技能：(玄武丶龍華丶伏虎)拳丶游龍掌丶鷹爪功丶七星拳丶一陽指丶無極拳丶太極陰陽劍(陽)丶所有
兵器通用套路

蕭靖嵐一第一女主角
身份：康的女友
簡介：學校女神丶收養了康，後來喜歡上他
技能：武當拳丶太極陰陽劍(陰)

許家川－第二男主角
身份：寧的哥哥丶康的好友
簡介：學生地下成員
技能：大伏魔拳法丶九陰白骨爪

許允寧一第二女主角
身份：川的妹妹
簡介：學生地下成員
技能：摧心掌丶白蟒鞭法

葉曉彤－（「同居」的女主角）
身份：睴的女友丶康的家姐
簡介：
技能：武當拳丶三節棍丶筆記武功

李嘉睴－（「同居」的男主角）
身份：彤的男友
簡介：
技能：武當拳丶筆記武功

簡管家
身份：葉家的管家
因為敗在蒙手下，所以做了他的管家
技能：少林派武功

葉德蒙
身份：康/彤的父親
簡介：破產後逃到日本，用計打贏簡管家

令狐克
身份：
簡介：以前是學生城下組織成員，後來退出
技能：獨孤九劍



武當七徒：
李敖陽
身份：聰的曾曾祖父丶大師兄
簡介：
技能：武當拳

黃奕中
身份：常的曾曾祖父，二師兄/二師弟
簡介：
技能：武當拳

蕭澤清
身份：嵐的曾曾祖父，三師兄/三師弟
簡介：
技能：武當拳

邱亢龍
身份：四師兄/四師弟
簡介：
技能：武當拳

薛展胤
身份：五師兄/五師弟
簡介：
技能：武當拳

葉嘯風
身份：六師兄/六師弟
簡介：
技能：武當拳

楊芷寧
身份：七師妹
簡介：
技能：武當拳



序幕

［摩天輪上面］
「要你屈住同我生活
以後要辛苦你啦」曉彤：「唔會～有你咪得囉～」「係呢～你以前嘅生活係點㗎～」曉彤：「以前呀
雖然話想要咩都有 但係我永遠都係一個人囉」

曉彤一直都被同學排擠「你冇同你細佬玩咩？」曉彤：「佢同朋友玩多」「講起你細佬
你細佬以前係個點嘅人嚟？」

曉彤：「志康以前佢呢～好少爺仔㗎」「咁你係咪好公主㗎～」曉彤：「唔係囉！」

「其實以前嘅生活係咪開心啲？」曉彤：「咁又唔係喎
以前我好冇自由㗎～」「咁你細佬呢？」曉彤：「咁佢緊係唔同啦 想做咩都得」

咁好嘅生活一夜之間冇咗，唔知志康依家點呢～



第一頁：富家生活結束－起源篇

簡管家：「少爺
你返嚟嗱～」「家姐呢？」簡管家：「小姐佢同朋友去咗圖書館溫書吖」「係咁呀」

簡管家跟住我：「少爺 你今晚想食咩呀？」「冇咩胃口 求其幾個焗龍蝦
呀爸佢返嚟未呀？」去到客廳，簡管家：「老爺仲係美國吖」「係呀 咁算啦」［入房］

［瞓喺張床］
好無聊...慢慢瞓着咗
.
.
.
簡管家：「少爺 食得飯㗎啦」「眼瞓呀 唔想食
你同我倒咗佢吖」管家出到門口，［門外］女僕：「少爺又吾食呀 真係浪費呀...」

我繼續直接瞓到九點幾，起身之後去沖埋個涼。

［whatsapp－詠儀」
詠儀：「BB 瞓咗未」
志康：「啱啱醒咗」
詠儀：「你前幾日話送條頸鍊被我㗎 唔准反口」
志康：「得啦 天日叫人送過去」
詠儀：「你話㗎」

開靜音，繼續瞓......

第二日
「就係咁 送過去呢個地址吖」簡管家：「我知點做啦少爺
我依家搵人送過去」「唔」三萬幾，小數目嚟啫～

今日星期日，尋日同家川去完船P。今日都係好好地咁係屋企坐下～

［電話－呀爸］
「喂～」呀爸：「呀康 依㗎即刻去執行李」「做咩事？」呀爸：「呀爸係美國被人跣咗一鑊
依家破咗產 天日會有人封屋」「嚇！」

呀爸：「我叫人幫我整咗去日本嘅機票返嚟 我打算去投靠我個朋友
但只有三張」「咁家姐呢！？」呀爸：「無辦法 呀爸只有你一粒仔」

第二日返學嘅早上
家姐：「我行先啦～」講完就出咗門口。呀爸：「我地都行啦...」媽媽：「我地真係要揼低曉彤吖...
」呀爸：「我都吾想 但我真係無辨法 唯有等第時搵到錢再嚟接返佢...」

待續



第二頁：我與她的相遇－起源篇

呀媽佢放低封信之後我地就出咗門口，去到天馬大橋呢個所有去機場搵女主角嘅男主角都會塞車嘅地
方......

明明前幾日仲好有錢，今日已經落到要飛的嘅地步...以前坐自己架車嗰陣舒服好多～

過咗一陣終於到咗
呀媽：「上機仲有一個鐘 我同你老豆去拎機票 順便行下 你都去食啲嘢先啦」「哦」

搵咗間靚靚哋嘅餐廳，等呀媽佢哋通知就過去，但係我等左好耐都未有消息，等下等下瞓着咗，醒返
之後只有一段訊息

［whatsapp-呀媽］
呀媽：「呀仔 老豆嘅朋友最後都只係整到兩張飛，所以帶唔到你走，好對唔住......」

好啊，非常好啊。我咁大個人都未試過咁，我依家好迷惘，我用緊餘嘅錢俾埋今餐，依家身在一個崩
都冇......

機票幾錢又冇，返去嘅錢又冇，我坐咗喺張凳度，唔知道等乜嘢。之後瞓着埋
.
.
.
未知：「喂～」慢慢撐開隻眼「唔？」一個幾靚嘅女仔係我面前，有啲熟口面咁喎。女仔：「你咪係
好有錢嗰個師弟～」「你係？」女仔：「大家嘅女神」「即係邊個？」女仔：「蕭靖嵐～」「好似有
啲印象」

靖嵐：「點解你係度嘅？」「我...」靖嵐：「嗯？」
［講返成件事］
靖嵐：「嚇？現實真係有呢啲父母㗎？咁你依㗎點算？」「我點知啫～」

「咁你又係度嘅？」靖嵐：「啱啱送daddy機」「送機？去旅行吖？」靖嵐：「唔係吖
我daddy係法國住㗎」「原來係咁～咁你又係香港嘅？」靖嵐：「我係香港長大㗎嘛
去嗰度住唔習慣 所以同佢講留返係香港」

靖嵐：「咁你點算吖？」「我吾知吖」靖嵐：「唉 冇理由dumb低你喺度㗎
嚟啦」「去邊吖？」靖嵐：「我屋企吖」「嚇！」靖嵐：「行啦」

今次真係我呢一世人第一次搭巴士同地鐵，唉
真係唔明點解明明上咗車仲要行嚟行去，個座位仲要咁硬丶加巴士啲車仲要係唔防太陽丶最緊要係巴
士個冷氣仲要係用手自己擰......

待續



第三頁：簡管家的故事－起源篇

靖嵐：「你食咗飯未呀？」「啱啱係機場食咗」靖嵐：「咁你今晚想咩？」「黑松...無嘢啦
是旦啦」靖嵐：「吾緊啦」「是旦啦」......

今餐真係...我呢生人食過最平嘅一餐
食完飯之後，我想出一出去，靖嵐：「哦～早啲返喎」「唔」我飛的返咗去屋企。

屋企外圍已經貼晒膠紙，而且用鐵鏈鎖起咗道門。一把聲係我行傳過嚟：「少爺
你返咗嚟呀」擰轉頭，原來係簡管家「簡管家？」簡管家：「見到你平安咁就好啦～」

「咁耐以嚟 真係多謝哂你」簡管家：「真係好似發咗一埸夢咁」「係啦 簡管家你係度做咗幾耐？」

簡管家：「而已係好耐以前嘅事啦 廿五年前 我同老爺比武 條件就係 如果老爺贏咗
我就要係佢度做嘢；如果我贏咗 老爺就要全費資助我患咗癌症嘅細佬做手術 最後我輸咗
但係老爺都係照樣出錢被我細佬去做手術」

「原來有件咁嘅事」簡管家：「少爺 你仲記唔記得係你10歲嗰陣 你被人蝦
但係你話唔要靠屋企嘅力量打敗人 係咁求我教你打贏緊嘅方法」

「記得～你教咗我套少林派嘅玄空拳吖嘛～」簡管家：「冇錯 少爺你好有天份 一個星期就學完
但係後來打贏左之後就冇再練」

「係呢 咁你有咩打算呀？」簡管家：「我老啦 都係時候退休 我諗住返鄉下教下細路功夫～」

「咁你鄉下係邊度？得閑返去探下你～」簡管家：「係河南省鄭州市～」「我有時間一定會去探你～
」

簡管家：「都夜㗎啦 係時候返去㗎啦」「好啦 再見啦～」簡管家：「再見啦 少爺」

返到屋企(靖嵐家)
靖嵐：「仲以為你唔返嚟添～」「啱啱返咗去屋企睇下」靖嵐：「原來係咁～你冇嘢吖嘛～」「無～
」靖嵐：「你而家冇地方住吖可」「係」

靖嵐：「你想唔想係到住？」「可以咩？」靖嵐：「反正我一個人喺度住
只要你唔亂嚟嘅話～」「咁就打攪你啦～」靖嵐帶咗我去佢對面間房：「呢間就係你間房」「哦
好吖」

待續



第四頁：陸運會符碌贏－起源篇

平日返學我都係坐私家車返，今日竟然要行返嚟！我梗係唔識路啦～所以靖嵐同我一齊行返去......

返到課室
同學A：「點解會同靖嵐師姐行返嚟嘅？」「唔關你事」同學B：「你食師姐呀？」我淨係望住佢咩
都冇講嘢，同學C都搭嗲：「持住有錢走去溝女神」我冇理佢哋

小息
靖嵐上完堂返班房，幾個男仔行埋去:「師姐
如果幫你拎書包吖～」靖嵐：「唔使啦」男同學乙：「今個禮拜六得唔得閑啊～我想約你去睇戲～」
靖嵐：「唔好意思吖 我今個星期六有嘢做」

返到屋企
靖嵐：「嗰幾日就陸運會啦喎」「係呀 但我都唔打算參加嘅」靖嵐：「嚇
唔係啩」「我邊會做運動㗎」靖嵐：「咁啦
如果你贏咗我俾你同我去街」好冇鼓勵性「咁就唔可以贏啦」靖嵐：「如果你輸咗我要你訓一個星期
廳」

陸運會嗰日
最後我都係參加左400米，因為冇咩人參加，本來諗住只係贏少少，拎個二三就算，最後其他人竟然
又扭親又抽筋又病又肚痛嗰啲，所以全部都輸晒，無端端拎咗個第一......

靖嵐：「你真好想同我去街喎～」「唔想」靖嵐：「怕咩羞吖～」「唔係
我真係唔想」靖嵐：「見到你咁可憐 好啦 我心軟 同你去啦～」喂...

然後，到咗出去嗰日
靖嵐換咗條淺藍色連身裙出嚟：「好唔好睇呀～」「是但啦」靖嵐：「認真啲」「唔」靖嵐：「咁呀
～下一件～」喂...

［荷里活廣場個電影院］－紅衣小女孩
靖嵐揞住對眼：「嘩！好恐怖呀」驚咁又睇...十月，我都幾中意嘅節日，萬聖節，係咁多嗰啲日子之
中算係有嘢玩嘅節日，所以我並唔討厭

［whatsapp－詠儀」
詠儀：「做咩咁耐都唔搵我！」
志康：「無呀 最近屋企發生咗啲事啫」
詠儀：「藉口，明明係無心，啍！」
志康：「Er......」
詠儀：「我唔理 你唔送返條鏈俾 我唔會原諒你！哼！」
志康：「我屋企破咗產」
冷場咗兩三分鐘
詠儀：「唔緊要～無論點我都會同你一齊～」
志康：「多謝你」

待續





第五頁：真心比不上金－失意篇

［whatsapp－家川］
家川：「hay～」
志康：「咩？」
家川：「你屋企出咗事喎 冇事吖嘛？」
志康：「冇事～慢慢都習慣啦～」
家川：「冇事最好啦 但係...」
志康：「？」
家川：［相］（詠儀同一個男仔拖住手出街嘅偷拍相）
家川：「吾講可能舒服啲 但呃你好似仲更加殘忍...」
志康：「. . .」

吾會嘅～詠儀話過就算我冇錢，都會同我一齊，咁好嘅女仔點去背叛我～應該誤會嚟嘅啫～身為佢男
朋友應該相信佢～

過兩日佢生日，我依家應該諗下點同佢慶祝。我以前都係送戒指丶頸鏈丶耳環丶鑽石嗰啲，依家冇呢
個能力，咁應該送咩好？
.
.
.
靖嵐：「應該送咩？」「係呀～」靖嵐：「呢個唔係重點囉～心意最緊要～」「咁應該點？」靖嵐：
「試下整個公仔被佢囉～」「我吾識喎. . .」 靖嵐：「我教你～」

之後
靖嵐：「睇住手呀」「oh
shit！」靖嵐：「又吉到...」十隻手指都吉損晒咁滯，黐晒膠布。仲通咗幾日宵。靖嵐：「唔好咁夜
呀～早啲瞓呀」「得啦～」

到咗詠儀生日嗰日放學
我拎出隻熊「送俾你～生日快樂～」，詠儀冇咩表情：「嚇？哦
多謝～」「你唔中意呀？」詠儀：「唔係～好中意」「一陣有冇時間？同你食飯吖～」詠儀：「唔得
呀～約咗屋企人」

始終屋企人都重要，下次囉～「咁 好啦
生日快樂啦～」我轉身離開大約50米左右，唔係喎，約聽日咪得囉～轉身行過去，去到最近嗰個垃
圾桶，係我俾佢隻熊......

點解會係度......一定佢咁啱放喺度唔記得拎走，個傻妹真係～拎起隻熊，正諗住行去頭先佢離開嘅方
向，見到佢同之前張相嘅男仔，兩個互相攬住，之後嘴埋...男仔拎出一個盒，入面係一條鑽石鏈

拎住隻公仔，好急咁樣向相反方向離開咗......望住我手上嘅公仔。熊仔，人地者吾要你啦，你仲跟過
嚟。吾好咁傻啦，我將個公仔放喺個垃圾桶個頂就返咗去。

待續



第六頁：失勢後被報復－失意篇

返到屋企瞓咗喺度，靖嵐都返埋嚟：「頭先我睇到哂呀～你無事吖嘛」「無事」靖嵐將隻公仔放喺我
枱面就離開咗，我帶住憂鬱嘅心情瞓著咗. . . . . .

醒返之後已經係八點幾接近九點，晚餐都未食，個肚有啲餓，如果係以前，想半夜食條新鮮即捉嘅海
魚，根本唔係咩難事，不過已經係以前啦。

去到廚房，有一疊用保鮮紙包住嘅炒飯，上面有張字條：「如果肚餓就拎去叮熱嚟食」都叫有啲嘢食
下～

當一個人有錢嘅時候，身邊就會多人追捧丶擦鞋；但係當如果你突然失去晒嘅時候；以前受過你氣嘅
人一定會加倍奉還。

學校後面嘅公園
MK肥仔：「做咩唔還手啊
呀葉少～」個肥仔係隔離班嘅留班生，個個都驚，同我以前因為有錢，所以都唔會點俾面佢。

跟班甲抽起我件衫：「唔係好撚串嘅咩
溝尻我條女吖嘛」個跟班甲中意嘅女仔之前有一排我玩得好埋，但佢哋完全冇一齊過。個班甲抽咗兩
拳再fing落地下

跟班乙：「打多幾拳好啦～一陣人地嚟㗎啦」我趴係地下，佢哋三個係咁踼我用踩我，MK肥仔：「
唉屌 網吧」佢哋三個離開咗. . .

我撐住個身去長凳度休息。有個小妺妹走過嚟：「哥哥 無吖嘛
病唔痛呀」「哥哥無事～」個媽媽過嚟拖走個小妺妹：「唔好同啲三四嘅人講嘢
一睇就知係爛仔黎緊」

［電話－靖嵐］
靖嵐：「喂？」
志康：「喂」
靖嵐：「你係邊呀～我啱啱補完課」
志康：「我係學校後面個公園」
靖嵐：「無端端走咗去嗰度嘅？」
志康：「我都唔想㗎. . .」
靖嵐：「我個嚟搵你啊」
志康：「OK bye」

過咗一陣，靖嵐嚟到：「喂
做咩咁傷嘅」「啱啱被幾個爛仔搞」靖嵐：「有冇事吖！？」「睇到我咁
你話呢」靖嵐扶我返去，「不如我自己行 我件衫好多鞋印同泥」靖嵐：「唔緊要啦」

返到去之後靖嵐同我包紮，可能因為靖嵐都係一個幾靚嘅女仔，沿途個心跳得有啲急同緊張。

待續





第七頁：再次接觸武術－失意篇

患難見真情，以前身邊都有班人跟住身，我亦唔吝嗇咁同佢地交心做朋友，同佢地去打機，永遠都係
包晒佢哋網吧所有費用，包括課金，呢幾日佢哋都用唔同嘅原因唔同我打。除咗家川

到依㗎我只剩返家川同靖嵐。有兩個我都已經好滿足。你可能會問，點解我唔搵家姐？如果你從我嘅
角度出發你就會明。

係一個重男輕女子承父業嘅家庭，男嘅被父母選擇咗，而女嘅被放棄咗。但佢平時又對我好，咁試問
我有咩面去見家姐？

靖嵐：「星期六日同我一齊出去～」「去邊呀？」靖嵐：「嗰日咪知囉」講起上嚟，靖嵐每逢星期六
日都會一時間着住件運動服出去，然後同一時間返嚟

到咗星期六
靖嵐同我去到一個大廈上面一間跳舞嘅房，即係有塊鏡丶然後有條扶手嗰啲。入面有個叔叔同另外兩
個女仔同兩個男仔。

叔叔：「靖嵐 佢就係你介紹嗰個嗱？」靖嵐：「係呀～」做咩事. .
.叔叔：「到齊開始啦～先熱下身先～」我哋開始做一啲拉筋壓腿嘅動作，唔通帶我嚟跳舞？

叔叔：「馬步」咩話！？我唯有跟足佢意思做. . .叔叔：「雖然有啲唔穩
但你以前係咪學過武術？」「係呀 細個嗰陣」

叔叔：「咁練都唔難嘅啫～好 轉 出拳 留意用腰力」首先係直拳左右50下，叔叔：「Next 真橫勾
左直拳 之後右手向橫打 然後左手勾拳 同樣50」. . . . . .

做完呢啲熱身之後放我哋去飲水。「無端端帶過嚟學拳嘅. .
.」靖嵐：「費事你又俾人打吖嘛～」「原來你有學開架 我屋企傳落嚟
咁啱上幾代同教練上代係師兄弟 星期六又冇野做咪過嚟玩下囉～」「原來係咁～」

叔叔：「盡量試吓跟 因為佢哋今日學新野」「好吖」之後我哋開始學一套叫「玄武拳」嘅嘢。

叔叔：「沉着度氣 咁樣先練到你哋嘅內力 但記住唔係叫你閉氣 適當調整呼吸」

待續



第八頁：學生地下組織－調查篇

其他人都喺度嘗試記住啱啱教嘅嘢，只有靖嵐一直喺度幫手搞人。「你唔練嘅？」靖嵐：「我八九歲
就已經學完呢套嘢」

三個鐘之後
教練：「今日到呢度 落堂啦」我同靖嵐去到美心食lunch。靖嵐：「覺得點呀～」「OK嘅
又唔係話好難記」靖嵐：「咁就陪我一齊玩啦～」

唔知點解佢叫到，我內心又覺得好樂意～「好～」靖嵐：「咁返去未？」「我想去買啲嘢
你返去先啦」靖嵐：「哦 好啊」

我去咗apm買尿袋，因為我經常用電話打機，雖然係iphone，但唔用尿袋，半日就無哂電。而之前
個尿袋係行李，但我啲行李係呀爸呀媽度。

返去嘅時候
後面突然有個麻袋笠住我「喂！咩事」之後就係感覺到俾人帶咗上車，然後去到一間房坐低左，一個
女仔過嚟拎去個袋。

一個戴眼鏡著住我哋學校校服嘅男仔坐係我對面：「你好啊
我係學校學生會嘅會長」「咁無端端帶我嚟呢度做乜」

會長：「想唔想做兼職？」「嚇？」會長：「每間學校都有個地下組織 有學生會私底下尋找成員
幫手解決學校問題 即係特工」「咁你搵我嚟係？」會長：「我哋想你加入」

「Er......」會長：「時薪100」「deal」會長：「非常好」「咁你地想我做咩？」

會長：「最近有一班人係其他學校販賣禁藥 雖然未到我哋學校 但如果唔處理
佢哋個範圍就會去埋我哋學校 其他學校嘅地下組織都派左人去處理」

會長：「而我地查到有一個買家 仲知道佢聽日會去海洋公園 所以想你去睇下
呢張係佢張相」講完就拎左一張着住其他學校校服學生嘅學生相出嚟

會長：「Wendy」多女仔拎出張海洋公園飛出嚟。會長：「我想你去海洋公園睇下
我仲搵咗兩個你識嘅人同埋一個女仔去幫你」

「我識嘅人？」會長：「家川 靖嵐 仲有一個女仔叫允寧 你哋以後就係一隊」

繼續



第九頁：富二代暈車浪－調查篇

靖嵐：「學生會將佢同你講咗啦可～」「係呀～咁神秘做乜
一早同我講咪好～」靖嵐：「咁先有神秘感㗎嘛 啲飛我keep住啦」

然後whatsapp就多一個群組
除咗靖嵐同家川，仲有一個icon攬住隻熊嘅女仔－允寧。

香港嘅海洋公園同迪士尼一般我都好少去，因為如果想會直接去外國嗰啲，尢其迪士尼，香港基本上
係迷你版咁。

出發前
靖嵐：「幫你執好咗啦 拎多件外套添吖」「唔係去做嘢咩...」靖嵐：「唔會全日工作掛
南北極嗰度好凍㗎 拎多件外套添啦」「係係」

家川同允寧都住沙田區，我地約係沙田等
我地兩個係樓下食完個早餐就由觀塘站出發去沙田站。

家川同一個女仔一齊，應該就係允寧，允寧着粉紅色T恤丶白色透透地嘅外套，同一條白色熱褲，佢
個樣都幾得意～

家川：「喂～」靖嵐：「你地食咗嘢未？」家川：「我同吖妹食咗啦～」「佢係你吖妹！？」允寧：
「你好吖～」靖嵐：「今日開始我地就一組啦～」

識咗家川咁耐都唔知佢有個妹，怪唔得每次去旅行都買啲咁女仔嘅手信，仲以為佢拎去溝女

巴士真係夠哂惡啃，上咗車都仲要行，張凳仲硬過石頭，塊窗仲要鬼死咁污糟，而且仲要同十幾個人
一齊坐
.
.
.
靖嵐：「你暈車浪呀？面色咁嘅？」「嚇？暈車浪？」靖嵐：「家川 我同你換一換一位」

靖嵐同家川兩個交換左位，靖嵐依家坐咗係我隔離：「你瞓我膊頭度啊」之後就將我個頭放喺佢個鋪
頭

由於暈車浪嘅關係，我成個世界好似停頓左，好似就快溶嘅感覺

程車仲有幾耐先完. . . . . .

待續



第十頁：相信隊友做法－調查篇

呢程車只有個幾鐘，而我就好似捱咗成日咁
家川拎出一個大約廿歳左右嘅男仔相出嚟：「呢個就係目標人物」然後再拎出一張女仔相：「呢個係
佢女朋友 佢地今日會一齊嚟 所以兩個都要留意」

家川：「所以 我哋快啲去排動感快車啦～」又話來做野嘅. . . . .
.「我地唔係要去搵目標人物咩？」家川：「 唔洗咁急～」

玩咗個「動感快車」，順便去埋「翻天覆地」，唔小心去咗「越礦飛車」，然後去埋「南/北極天地
」。目標人物呢......

去到「尋鯊探秘」最黑嗰度，家川好快咁向前急行：「快啲啦」「睇住呀」家川撞到個人。家川：「
O sorry」被家川撞到嗰個人：「咁撚急 趕撚住去死咩」「唔好意呀」

嗰個人行開咗之後
我有啲唔耐煩「你地想點呀 又話嚟做嘢
淨係係度玩」靖嵐：「志康你唔好急住先」允寧：「我地快啲出去先」終於肯做嘢？

去到「海洋冰室」家川拎咗部ipad出嚟之後開咗個地圖，一個黃色發光嘅圓點係地圖移動

家川：「如果正面捉佢
佢大可以叫職員捉走我地或者係人群走」「咁點解我地係咁去挽」家川：「我地頭先去嘅地方
其實全程都係跟緊佢 但一直冇機會落手 好彩佢去鯊魚館」「因為嗰度夠黑？」

家川：「無錯
咁我就可以好自然咁放個跟蹤器上去」「你地兩個都知？」允寧：「我地唔知㗎～只係大概估到啫
因為我地信呀哥～」

原來係相信同伴. . . . . .

家川：「我哋唔可以大搖大擺去捉佢
要唔可以俾人知嘅情況下」「佢依家好似去緊動感快車嗰邊喎」

家川：「我知佢去邊啦 靖嵐 你同志康一組盡快去「活埋空間」個鬼屋 等佢到咗之後同佢一齊入去
未有指示唔好行動 我同允寧係前面等佢」

我哋三個：「眀白」我地行比較近嘅跑趕過去，去到門口附近等佢。

待續



第十一頁：鬼屋追捕目標－調查篇

靖嵐望向隊尾：「佢到咗啦 行啦」我哋兩個梗係目標人物入去。

我哋四個帶着藍牙耳機
［電話－四人］
家川：「閉路電視被我干擾咗 可以入去捉」

我哋入到去，大概中段嘅時候。細細聲咁同靖嵐講：「準備好未」佢俾個OK手勢我。靖嵐拎一個細
細個嘅正方形盒。中間拉開之後連住一條鐵線。

我撲上去，扎住左目標人物。佢個女朋友嚇咗一下之後即刻沖左出去。我哋糾纏左一陣。

本來佢唔夠我打，佢突然拎出一粒藥出嚟食落去。好黑，睇唔到。佢用手臂將我扭落地箍住我住頸。
好辛苦！

靖嵐從後用條鐵線將佢拖去後面。成個fing去後面。佢扯斷條鐵線企返起身，好似無咩事咁。

行走向我地。一條粗皮鞭從後出現。綁住佢條頸之後扯落地。係允寧。

目前人物解開條鞭。捉住鞭尾將允寧扯走。靖嵐撲過咗抱住佢跌咗落地。

家川呢？目標人物想走，我追上去。去到前面，家川係佢前面，我地兩個包抄咗佢。

佢走入後台，我地兩個追上去。佢冇位走，我同家川上前同佢搏鬥，我哋兩個都被佢撞開咗，而我唔
小心撞到個制。

突然外面傳來一聲慘叫：「啊！」目標人物衝咗出去。我同家川坐係地下受咗傷。

過咗一陣
我同家川出咗去，目標人物亦已經走咗

今次出事啦...頭先因為我撞到個機關制，一個棺材飛落嚟，撞死咗一個遊客......今次麻煩大啦...

第二日
學生會會長：「你哋失敗咗仲搞出人命件事學校知道咗 校方向我地施壓 」家川：「咁而家點？」

學生會會長：「原本有四組一齊處理今次件事 我哋同學校求情 依家你地需要一組處理晒成件事
負全責 先有得留低」

家川：「好 我明白」

待續



第十二頁：再次行動對策－捕獲篇

盡咗力仲想我地點呀！會長：「我想唔想咁」家川：「明白㗎啦 我地會盡力」

出咗學生會室。
家川：「我地去小組房間傾對策啦」我地去到小組房間。家川：「衰咗次唔緊要
最多去多次嘅啫」靖嵐：「我地依家點做？」

允寧：「不如我地直接搵個賣家嚟」家川：「唔係咁易㗎」允寜：「或者我哋試吓搵人買藥」家川：
「呢個主意OK 我哋應該點樣聯絡個賣家」

允寜：「我哋可以試吓去暗網搵吓」家川：「咁我哋搵邊個去好？」我哋幾個互望咗一陣。「我去啦
」

家川：「你真係得？」「我OK」靖嵐：「我唔OK 咁太危險啦 萬一有咩意外」

「無事嘅～」靖嵐：「一係我去」「放心啦 我唔會有咩事嘅～」家川：「咁志康你去同佢地交易
我哋幾個會喺附近 適當時候出嚟捉住佢 允寧 唔好玩電腦住」

允寧：「唔好嘈住先」隔左幾秒。允寧：「搞掂」「搞掂咩呀？」允寧：「我已經約咗個買家出嚟
天日下晝四點 大圍積福街204號」

「咁快？」靖嵐：「你要小心啲...」「知道啦～」家川：「嗰啲藥食完之後 身體會變到好強
唔排除我哋出嚟嘅時候賣家會食咗佢 傷害大家 有一定嘅風險 大家要小心」允寧：「呀哥
你要記住無論如何都唔可以用啲一招」

家川：「我盡量」「啲一招？」允寧：「我哋嘅先祖搵到本九陰真經
後來斷咗兩代冇再練收起左本秘笈」

家川：「後來我地兩個喺鄉下搵到 之後各自練咗兩套功夫 呀妹學咗摧心掌同白蟒鞭法
我就學咗大伏魔拳法同埋摧堅神爪 但當時我仲細 唔係好明摧堅神爪嗰一部份
最後練錯咗做九陰白骨爪」

允寧：「呀哥每次用呢一招都會損害到身體 使用一次嘅時候就會令手臂受傷
使用第二次會令到全身都受損 第三次使用就會五臟六腑都傷埋 如果再強行使用 後果就不堪設想」

有啲咁恐怖嘅功夫......允寧：「呀哥你記住唔好用！」家川：「係啦～」

繼續



第十三頁：成功捕獲賣家－捕獲篇

到咗約定時間，去到交易地點
入去後巷，一個帶口罩丶灰色帽嘅男人，擔住支煙靠埲牆，佢應該就係賣家。

「你就係賣家？」賣家：「唔」之後拎出一包藥出嚟:「三舊」

拎出張假鈔「唔洗找啦」放開張假鈔五百，捉住佢隻手。賣家：「喂！」「有啲嘢想請你返去問下」
個賣家想扯開我隻手。

家川衝上嚟從後將佢撲落地，靖嵐跑過嚟用鐵線綁住佢對手。「郁唔到啦嘛！」

呢一刻我哋仲未發現，到時再去撲落地嗰下，佢包藥跌咗係佢前面，佢喺地下撲上前食咗包藥。

佢對眼嘅眼白開始變紅，起晒青筋，呼吸開始喘促。佢fing開咗家川

靖嵐：「唔好被佢走甩呀！」家川：「志康
鎖住佢呀！」「點鎖呀！」家川：「玄武拳呀！」有幾個招式係我腦海閃過，我走過去意圖鎖住佢。

個賣家捉住我隻手將我成個掟落地，再攞隻手叉住我條頸，唞唔到氣...面都紅埋...

家川跳起，佢右手指甲開始變黑伸長左5cm，右手手背到手臂突起青筋：「九陰白骨爪！」佢右手
指甲插左落賣家嗰頭。

個賣家放開咗我：「嗄...」家川向後跳分開咗，靠住埲牆揞住隻手坐低咗，賣家嗰頭五個窿流緊血，
啲血有少少紫色嘅嘢。然後瞓低咗。

靖嵐：「你點呀！」家川：「我冇嘢 快啲帶佢返去」允寧過咗嚟：「我帶呀哥去醫院得啦」

地下室
賣家綁咗係張凳度，學生會副會長：「好快啲講 啲藥係點黎 仲有幾多個賣家 邊個製造」

靖嵐：「會長呢？」副會長：「佢啱啱出咗去醫院睇你地個組長 你哋嘅工作完咗 可以離開」

我同靖嵐離開咗

待續



第十四頁：沙灘相處時間－捕獲篇

靖嵐：「工作就做完啦 去唔去玩吓 獎勵吓自己～」「冇所謂
你想去邊？」靖嵐：「去唔去沙灘？」「依家？」靖嵐：「係呀～去坐下啫～」

［大浪灣沙灘］
我地兩個坐咗係沙灘，靖嵐：「你覺得點呀？」「咩覺得點呀？」靖嵐：「做咗學生地下組織成員
辛唔辛苦？」「OK啦～不過啱啱開始就成日都搵命搏」

靖嵐：「不如我地退出啦」「嚇
點解呀？」靖嵐：「我唔想你成日受傷同咁危險」靖嵐...你真係好溫柔

不過「唔啦 因為一直以嚟 我都係個有錢仔 所有嘢都係人地同我搞掂哂 未試過自己去守護一啲嘢
我學習守護 想保護大家」仲有你

靖嵐：「好啦～咁 我陪你～」「嗯～話說你成日嚟沙灘㗎？」靖嵐：「係呀
因為一直以嚟都係自己住 冇嘢做我會自己嚟坐下」呢一刻我覺得靖嵐真係好寂寞......

「你中意 我可以經常陪你嚟～」靖嵐：「好吖～」

「係啦
一直以嚟我都想問一件事」靖嵐：「咩事？」「你教咗我三套拳「伏虎拳」「玄武拳」「龍華拳」我
知道呢三套武功係對應返東方嘅四大神獸其中三個嘅「白虎」「玄武」「青龍」咁點解會冇「朱雀」
？」

靖嵐：「我都唔知點解 武當派就係冇咗朱雀嘅拳術 伏虎拳用嚟進攻 玄武拳用嚟鎖住對方
龍華拳用嚟防禦 各方面用途都已經有 所以可能係因為冇呢個需要」

靖嵐：「我爺爺曾經留低左本劍譜 需要兩個人先可以練成 等你遲啲功力有返咁上下
我同你一齊練～」「好吖～」

靖嵐：「所以為咗增加你嘅功力 過兩日我帶你去見一個人」「邊個嚟㗎」靖嵐：「七師伯
我太爺嘅七師姐 佢好好人㗎～」

電話：「啲啲啲啲 啲啲啲啲......」
［電話-會長］
志康：「喂？」
會長：「今次大件事啦」
志康：「咩事？」
會長：「賣家被人殺咗」

待續



第十五頁：賣家神秘被殺－捕獲篇

學生會室
「究竟咩事」副會長：「唔知 我哋審問嘅時候
佢突然叫咗一下之後吐血」會長：「我返嚟嘅時候佢就已經死咗」靖嵐：「冇任何人？」副會長：「
冇錯」

靖嵐：「可唔可以俾我睇吓個賣家嘅屍體」會長：「冇問題
過嚟吖」我哋去到一間房，入面有一張病床，賣家嘅屍體就瞓喺上面

靖嵐：「志康
幫我揭開佢件衫」「嚇...」靖嵐：「快啲啦」「係...」我真係好唔情願...話晒呢件都係屍體。

靖嵐：「同我再反轉佢個人」「係..唔好意思呀...」我照做，反轉咗個屍體，賣家背脊有一個隻黑色
手印。

副會長：「係個黑色嘅手印」打到有個手印令到我聯想起一套掌法「唔通係摧心掌？」

靖嵐：「應該唔會係催心掌 因為識得摧心掌嘅只有允寧 而中咗摧心掌嘅人 表面會冇任何傷痕
但係五臟六腑就會破裂晒 所以一定唔係」

「好難先可以捉到個賣家返嚟 依家成個線索又斷咗......」會長：「你哋嘅任務係捉佢返嚟
今次唔關你哋 事 所以要俾學校問責嘅係我哋學生會」

「我哋使唔使去查吓邊個係兇手？」會長：「學校未落命令 所以暫時都唔使住
因為呢個兇手真係會殺人 貿貿然行動可能會有危險 何況你哋個隊長仲係醫院」

副會長：「家川今次真係白白犧牲...」

［醫院］
家川：「頂！」「唉 你冒住斷手嘅危險捉住佢
佢竟然咁都俾人殺左」家川隻手包到成隻糭咁。允寧：「到底係邊個！」

靖嵐：「我諗佢可能就係背後嘅元兇 因為驚佢會爆曬啲嘢出嚟 所以整死咗佢」

允寧：「學生地下組織嘅密室唔係個個都識去 兇手可能係學生會嘅人
又或者係學生地下組織嘅其他三組嘅成員」

靖嵐：「會長叫我地唔好查住 因為貿貿然行動 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家川：「佢講得啱
因為兇手可能真係會落殺手」

待續



第十六頁：初次會面師伯－日常篇

靖嵐：「師伯 佢叫葉志康」「師伯你好」今日靖嵐帶我去見佢之前所講嘅七師伯「師伯你好」

七師伯：「你好呀～」七師伯應該都有七幾八十歲，靖嵐：「師伯
124歲啦」「嗯？」點解你知我諗咩......但係呢個歲數真係有點愕然

師伯：「靖嵐啊
做咩咁耐唔嚟睇我呀～」靖嵐：「最近學校多嘢做吖嘛～」師伯：「志康都識武當功夫㗎可～」「係
呀師伯」師伯：「打你識嘅俾我睇吓」「好...好呀」

師伯呢度都幾大，應該都夠空間「我開始啦」
.
.
.
師伯：「打得都幾好 不過. . .你嘅身體肌肉太鬆 你應該要練下
但又唔好練得太實」「係」師伯指着旁邊張白色床：「瞓係個張床度」「嚇？...哦」我聽佢指示瞓咗
上去

師伯緩緩咁行過嚟：「靖嵐 去枱頭拎盒針俾我」靖嵐拎咗盒野過嚟：「係咪呢盒」師伯：「係啦
唔該晒 你除咗件衫趴喺度」我照佢意思做，但靖嵐喺度真係好尷尬...

師伯打開盒嘢，拎咗三支針出嚟，係知蠟燭上面來回燒咗幾秒。過咗幾秒之後，我感覺背脊好似比針
吉「啊...」

師伯：「你忍下先 我幫你打通幾個穴位 咁會增加你嘅功力」過咗幾分鐘
師伯：「得啦～」靖嵐：「點呀～咩感覺」「身體好似鬆咗好多～」

師伯：「我仲有六個師兄 我哋七個人 每人都各自特別擅長一套功夫 我嘅就係掌法
我用我畢生所學創咗一套「游龍掌」 依家教埋你」「好呀」

［學習中］
師伯：「記住 陰陽氣要運得啱 唔好停頓」靖嵐：「呢套掌法雖然好似八卦掌
但同時感覺非常剛猛」「我諗如果係用以前嘅身軀嚟學 咁我應該有排都學唔到. . .」

係師伯度食埋飯之後。靖嵐：「我哋走啦」師伯：「再見啦～多啲上嚟探我呀」靖嵐：「知道～」「
今日多謝你呀 師母」師伯：「乜說話吖～」

待續



第十七頁：日常平凡生活－日常篇

靖嵐抱住個枕頭坐係個梳化。
佢叫我陪佢煲韓劇。「嚇 男主角又癌症復發呀...」做乜韓劇都係咁。靖嵐：「橋唔怕舊
最緊要受～」咁又係，你哋鍾意咪得囉......

「咁你有冇中意嘅人？」靖嵐：「做咩？想追我呀？」「唔係 問吓啫」靖嵐：「咁又冇嘅～但
如果係你嘅話都可以考慮吓㗎～」「痴痴痴....痴線@！#%」靖嵐：「唔通你怕羞？」「唔識啦
瞓啦」之後就行咗入房訓

外面－靖嵐
「如果係你嘅話 我真係可以考慮㗎～」

第二日
我自從冇錢之後，成班都冇點樣show過我。加上靖嵐嘅關係，甚至有男同學仇視我。lunch都唔敢
同靖嵐去食，所以都係自己食，或者同家川食。

lunch time
允寧走咗嚟我班房門口叫咗我出去「做咩呀？」允寧：「同我出去食飯」「初中唔係要係學校食嘅咩
」允寧：「個飯商今日出咗啲意外 送唔到啲返過嚟 所以我哋就有得出去食」

「家川呢？」允寧：「都係學生會處理緊上次果單野
所以食飯盒」呢個就係點解我經常要自己食飯嘅原因「咁你啲朋友呢？」允寧：「佢哋成班一齊
我唔中意咁多人」「唉 咁好啦」

所以我就同允寧去食lunch
因為今日初中同高中都可以出嚟食飯，成個商場塞爆曬人。允寧：「好多人. .
.」不過我知道有條路可以去咩學生知道而又好多餐廳嘅地方，而且又唔遠。

允寧：「呢度真係少好多人～學校啲飯真係食厭晒」對比起喺餐廳食飯，以前屋企廚師煮啲飯仲好食
。

允寧：「係喎 靖嵐姐話過帶你去搵佢個師伯提升你嘅實力
點啊～」「幾好吖～就好似打機課咗金咁」允寧：「咁就要睇你課咗幾多啦～」

「我感到好似雷緊你哋. . .」允寧：「唉～唔使在意呢啲嘅～一個團體
每個人嘅實力梗係有高有低～而且你都唔係好渣啫」「每次都係你地三個救我. . .」允寧：「問題係
你冇自信～你有能力 但係唔敢用出嚟 下次行動嗰陣 試吓放個膽出嚟～」

［返去］
「好啦
我返班房啦～」允寧：「嗯～」我轉身離開，佢哋有兩個朋友走咗佢隔離。朋友甲：「允寧～
矣！你男朋友呀？」允寧：「唔係呀」朋友乙：「怕羞啦～」

待續



第十八頁：俾人打到入院－日常篇

返到黎之後，唔知點解感覺怨氣好似又大咗。其中一個同學：「威啦 又師姐 又師妹
識食喎」我冇理佢。

個同學行過嚟：「喂～唔理我呀～」佢一手摷亂我個頭：「呢期你食得多啦～係威啲嘅～」之後喺度
拍我塊面。得啦，我唔忍啦

我用玄武拳鎖住佢雙手，拖去門口成個fing出去之後坐返埋個位。

佢好嬲咁走過來我個位，同時：「屌你老母」就抽起我件衫。我再將佢成個扭落地，用力一巴車落去
。扯起佢件衫迫佢埋牆。

差唔多夠好收手啦，我鬆開佢件衫，轉身返埋位。然後一下重擊從後將我打暈。
.
.
.
醒返係醫院
靖嵐坐咗係隔離：「你醒嗱～」「呢度係？」靖嵐：「醫院呀～咁耐唔見你返嚟之後打俾家川
佢話你俾人打到入咗醫院」家川當時唔係唔幫我，而係佢當時根本未上嚟課室「唉～」

靖嵐：「做咩同人打架呀
仲要俾人打到入院」「唉...你可以理解做校園集體欺凌」靖嵐：「佢哋做乜欺凌你」「帶佢係冇咗錢
之後 以前得罪人 加上最近同你行得埋 最緊要大概係佢哋無聊得滯想搵嘢玩」

靖嵐：「咁衰都有嘅」「總之係唔好彩係啦～」護士入到黎：「你醒嗱 係咁嘅
你腦部受到衝擊所以昏迷咗 休息一陣之後再同你做個檢查」

「好吖
唔該你」之後就出返去。靖嵐：「點解咁渣俾人打到入出院㗎」「我點知佢哋會咁啫～我放過佢
轉身之後佢就一拳打暈我」

靖嵐：「係咪㗎～」「係喎 依家幾點」靖嵐：「六點幾啦」「你食咗飯未？」靖嵐：「未呀
一放學返到屋企就走過來 講起上嚟都有啲肚餓」

「我係醫院呢度有飯食
你不如去食飯先啦」靖嵐：「唔...好吖～」「你去醫院隔離餐廳食？」靖嵐：「唔係呀～呢度樓上有
～」

「咁好呀～你去啦～」靖嵐：「嗯～」之後就行出去，點解你會咁熟悉醫院......

待續



第十九頁：出院回到家中－日常篇

護士：「冇咩事㗎啦 晏晝可以出院」「好吖 唔該哂」靖嵐：「係啦
上頭被咗裝備我地」「裝備？」靖嵐：「你嗰件都係我 返屋企被你試下」

「係學生會被我地嘅？」靖嵐：「唔係 聽講係一間外國公司捐畀我哋學校嘅地下組織
仲話指明係我哋組」「又會咁嘅？」靖嵐：「會唔會係你阿爸以前嗰啲生意朋友送？」

「唔係話學生地下組織嘅成員身份唔會比其他人知嘅咩？」靖嵐：「我都覺得奇怪
尤其你嗰件」「我嗰件？」靖嵐拎咗部電話出嚟：「你睇下」係一張黑豹套裝嘅相

「黑豹？」靖嵐：「係 捐贈者指定俾你」「唔通真係識我嘅？」

［屋企］
靖嵐：「你啊 下次小心啲呀
人地打你就要識保護自己」「知啦～」靖嵐拎咗條頸鏈出嚟：「試下啱唔啱～」「頸鏈？」靖嵐將條
頸鏈帶係我條頸：「帶住佢先啦」

靖嵐：「撳一撳你頸鏈中間嗰個掣就得㗎啦」頸鏈個造型好似一條條野獸嘅牙咁，中間嗰牙有粒藍色
嘅制「ok」

由醫院返嚟真係要去沖個涼，因為我覺得醫院真係好多細菌。靖嵐：「你啲衫呀
又亂放」「唔？」最後佢都係幫我拎咗去洗衣機

靖嵐：「或者你應該要學吓執嘢」「下次先啦～」靖嵐：「真係...如果我唔係度
你點算」「咁我咪搵你囉～」靖嵐拎住衫褲去沖涼：「無你咁好氣」

你應該唔會唔係度掛～依家十一月，下個星期考試，或者我應該温下書。
.
.
.
一個叔叔：「走呀！」呢度係？戰場！？一把女性聲：「志康！走呀！」佢好似家姐，但個㨾好似大
好多。突然被個人捉住飛咗上城牆上面。靖嵐？應該唔係，只係一個好似靖嵐嘅姨姨。

我望向城牆下。數以萬計嘅弓箭由前方射向我哋，百萬大軍跑過嚟。

叔叔：「第一大隊上！第二小隊準備！」發生咩事？叔叔：「上啦！」好似家姐嘅姨姨同佢跳咗落去
，靖嵐：「呀康 我地去啦！」「嚇？」之後就捉住我跳落去「呀！！」
.
.
.
「呀！！」我嚇醒咗。係夢？靖嵐由房行出嚟：「咩事呀？」「無...無事
發夢啫」靖嵐：「使唔使嚇到叫出嚟啊」「sorry...」靖嵐：「算啦 瞓啦」講完就返返去瞓。

待續



第二十頁：照顧家川表弟－日常篇

電話－家川
家川：「係呀 幫我睇住佢呀」

家川親戚去咗佢屋企，放低左佢表弟之後就同佢屋企人唔知去咗邊，但係佢唔得閒想叫我幫佢睇住個
表弟

志康：「你叫允寧咪得囉」
家川：「交畀佢我更加唔放心 佢都要我照顧 我點敢叫佢照顧人」
志康：「唉 爭我一個人情呀」
家川：「得啦」

2 1/2 Hours Later... 
家川表弟：「哥哥 我叫宋俊銘」「嗯 你好」家川：「唔該哂～」講完就走咗

對住靖嵐講：「交被你啦～」靖嵐：「關我咩事」「湊細路你最在行㗎啦」靖嵐：「平時照顧你呢個
細路仲唔夠攰呀 你應承佢你搞掂佢啦～」「女神...」靖嵐：「女神都冇用呀」

「呀...你自己睇吓電視啦」講完就入房打開PS4......

過咗一陣
俊銘：「哥哥 我肚餓」我去靖嵐間房：「姐姐
佢肚餓喎」靖嵐起身去廚房整嘢食「等等啦～」繼續入房玩屠龍。

靖嵐：「你唔好成日打機啦
出嚟食嘢呀」「係～係」打左咁耐機，肌肉都有啲攰，行出客廳當做運動。

靖嵐：「姐姐整嘢好冇食～」俊銘：「好食呀」「好食呀姐姐」靖嵐：「唔係問你呀」「歧視我
一陣我喊俾你睇」俊銘：「好呀 我想睇哥哥喊」靖嵐：「咁你就喊啦 呀哥哥」你個塞豆窿...

其實家川仲拜托咗我一件事，就係教俊銘功夫，原因係佢學校成日俾人蝦，而佢兩兄妹嘅功夫又唔啱
俊銘練。「俊銘 食完野落去 教你功夫～」俊銘：「嚇 做咩教我功夫」

「你表哥話你俾人恰 叫我教你功夫」俊銘：「唔濟
之後佢哋知道我識功夫就會打我」「你功夫打得好就驚佢哋打你啦～」俊銘：「Er...」

「快啲食完落去啦～」俊銘：「哦...」話就話教佢功夫，但係教咩好先得㗎...每套功夫都咁長，一日
邊學得哂..

待續



第二十一頁：兇手的嫌疑犯－真相篇

「我都唔知教佢咩好...」靖嵐：「你教佢一啲自保嘅功夫咪得囉」「咁易咩
我都係第一次教」靖嵐：「再唔係你咪教佢幾個功夫嘅精粹」係喎，咁咪得囉

「諗到教你咩啦～」俊銘：「嗯～」就好似靖嵐講嘅咁，教佢一啲精粹就得～
.
.
.
［食完晚飯之後］
家川：「好啦
我帶佢走啦」靖嵐：「下次再嚟玩啦～」俊銘：「嗯～」「唔好俾人蝦啦～」俊銘：「係～師父」家
川同俊銘離開咗

靖嵐見我好似若有所思咁：「做咩呀
唔捨得你個徒弟仔呀～」「唔係～我諗緊頭先教佢嗰啲係咪可以變成一套拳」靖嵐：「哇～大師
守護江湖嘅和平就交比你啦」「在下武功平凡 不及師太萬份之一」

［whatsapp－群組］
家川：「聽日開會」
.
.
.
［第二放學］
「做咩咁突然開會？」家川：「尋日我同允寧查嗰件事」「原來係因為咁所以先將你表弟揼俾我」家
川：「記唔記得個買家嘅屍體有個黑色手掌印」

「記得呀 做咩？」家川：「允寧」允寧喺部手提電腦 Click左入一條片。

片中一個疑似不良少年嘅人係後巷俾四個金毛包圍，其中一個冇着衫，而且印有左青龍右白虎嘅刺身
，四個金毛準備出手，不良少年係佢哋身上每人打咗一掌之後，全部瞓低咗。而嗰個冇着衫嘅金毛背
脊有個黑色掌印...

「咁嘅...」家川：「冇錯 殺死賣家個兇手應該就係佢 而且你睇吓」允寧拎張條片放大，
Focus咗個不良少年個樣，個不良少年唔係邊個，正正就係會長...

家川：「條片係前年㗎」「點解你哋搵到嘅」允寧：「我哋入侵左學校個CCTV 而且仲搵到資料
會長係兩年前係個問題學生 後來突然轉態 變成模範好學生 後來就被老師推介做學生會」「唔通...」

未知：「你估中咗啦～」

待續



第二十二頁：被救走的犯人－真相篇

會長：「咁都俾你幾個蠢材查到出嚟」家川：「俾你點咗咁耐 赤練神掌果然夠毒」會長：「小小啦
你嘅九陰白骨爪都唔差」

家川：「大伏魔拳」會長：「靈蛇拳」兩個突然對打，而家川佔上風，會長每一招都好毒。佢哋兩個
打到出咗班房。

呢個時候，一個連住繩嘅網飛埋嚟包住咗會長，將佢帶走左「咩事...」正當我哋都唔知發生咩事嘅時
候，一㗎直升機離開咗......

靖嵐：「可能係佢啲人救走咗佢」允寧：「咁而家點算」家川：「佢應該一排唔會再返學
或者呢段時間再查下」到底邊個帶走左佢......

［返到屋企］
靖嵐：「我沖涼先啦」「哦」冇咩做，唯有碌下電話先。正當我睇緊ig嘅時候

［whatsapp-爸］
爸：「仔 一段時間冇見啦」
康：「你唔係已經放棄咗我啦咩 仲搵我做咩」
爸：「我咪話咗搵到錢之後接返你」
康：「唔使啦 我唔會跟你返去」
爸：「好 你鍾意 不到我有件事拜托你」
康：「唔會 我唔會幫你做」
爸：「你地今日捉緊嗰個目標係我哋手上 想要佢嘅就幫我搞掂件事」
康：「你想點」
爸：「冇乜嘢 想你幫我捉一個人 你套裝備就係我送過去 着住佢去行動」
就係咁樣，我答應咗佢
.
.
.
［飛機上面］
西裝友：「前面100公里我哋就會放低你
只要捉左貨車上面嗰個阿伯就得」我換上裝備，開降傘跳落去。

［落到地面］
遠處見到架貨車，可能因為套裝嘅關係，我跑步嘅速度快咗好多陪，話咁快已經去到架車嘅前面。

我攔截咗架車，一個阿伯落咗嚟「阿伯 請你跟我地走一趟」阿伯：「又係你哋...」

待續



第二十三頁：惡人終有惡報－真相篇

老豆：「佢係你地要嘅人」會長被綁住手腳帶到我哋面前。老伯：「細佬
你過嚟」我行過去。老伯佢呃住我對手：「我知你咁做係有苦衷 但係如果可以盡量唔好傷害到人」

老豆：「好啦 唔好再誤導我個乖仔
帶佢走」佢嘅手下押走咗老伯，而我哋嘅裝備都已經失效，睇嚟佢最初俾裝備我哋都係為咗呢一次。

老豆：「乖仔
我哋下次見啦」講完就離開咗，而啱啱個老伯握住我對手嘅時候，俾咗一粒紫色嘅石我

家川：「點都好啦 我哋都係捉到佢」你將佢帶到去學生地下組織嘅房間。家川：「快啲講
成件事到底係點」

會長：「喂喂喂～睇咗咁耐茶都冇杯 就叫我講嘢？」「唔好浪費時間
將所有你知嘅嘢講晒出嚟」會長：「講你地聽都得 」

會長：「我以前係一個普通嘅非仔 有一日 一個日本人嚟搵我 佢發明左一啲藥可以增強人嘅能力
不過同時會有反噬作用 佢想係度做生意 如果我可以幫佢打通天地線就會有一筆巨額 

之後我就做乖學生 同疏通其他學生老師 用一啲手段成為左學生會會長 

我搵咗以前跟我嗰啲人幫我做賣家 後來學校落到命令我只可以做下樣 點下你哋幾個傻仔
可惜估唔到你哋竟然知道咗」

允寧：「同我嘅推測好接近」「咁而家點？」家川：「鎖佢落地牢先」
.
.
.
幾日之後...類似嘅事又發生咗，會長死咗......家川：「係邊個做嘅唔知
但係好可能又係嗰班人」允寧：「咁我哋要唔要查」「挑 抵佢死啦 理得佢啫
我哋有冇收到要做野嘅指令」

家川：「咁今日個會嚟到呢度先 允寧 老豆今日先日 呀媽叫我哋返去嗰陣買蛋糕喎」允寧：「是旦啦
返正你出錢～」家庭......

［返去嘅途中］
靖嵐：「志康...」「嗯？」靖嵐：「如果 我話如果有一日我唔係度
你會點？」「咁我咪去搵你囉～」靖嵐：「如果你唔知我係邊呢」「搵到搵到為止～」靖嵐笑咗一笑
：「都話你仲意我㗎啦」「無...無呀！」

待續



第三十四頁：萬物相生相剋－童話篇

我以為靖嵐只係好似平日咁講笑，今朝佢已經唔見咗，電話亦打唔通，只留低一個早餐同埋一封信
————————————————————————
［信］
志康：

其實我一早就要走，就喺我哋相遇嗰日，其實我要同daddy同佢個朋友一齊走，然後我偷走咗...

後來就遇到你，佢處理完佢朋友嘅事之後就要我走...你唔會再搵到我，對唔住...我唔可以照顧你啦...
以後要學識照顧自己...

靖嵐
————————————————————————
靖嵐...

［電話-家川］
家川:「你知道咗未？」
志康:「你指靖嵐？」
家川:「係」
志康:「你一早知到！？」
家川:「係佢叫我哋唔好講」
志康:「...」
家川:「你快啲去搵佢 佢呀爸迫佢去結婚」
志康:「結婚！？佢中生學喳喎」
家川:「香城十六歲就可以結婚㗎啦 而且...」
志康:「乜嘢！？」
家川:「佢呀爸係為咗生意 所以將佢嫁被一間大公司嘅董事長個仔」
志康:「佢係邊度」
家川:「龍城 你唔好過去住...」
志康:「你叫我唔好過去！？」
家川:「佢哋有好多高手守住 你唔夠佢哋打㗎」
志康:「你理得佢高手低手 就算俾人打死我都要去」
家川:「好 我幫你 你過嚟我屋企樓下」

靖嵐，等我...
家川:「佢老豆有九個手下 每個人嘅功夫都獨當一面 分別
「虎形」「蛇形」「螳螂」「蠍子」「蛤蟆」「猴形」仲有七個之中最勁嗰個「龍形」雖然時間唔夠
但我搵咗幾個師父教你克制佢哋嘅功夫」

楊師父：「所謂相生相剋 所有功夫都有被克制嘅功夫 「虎形」就用洪家嘅「伏虎拳」嚟克制
「蛇形」就用「鷹爪功」
我用咗兩日學完學「伏虎拳」同「鷹爪功」

鐵師父：「「蠍子」用「少林七星拳」 七星嘅普通話諧音係雞形 雞克蠍子
而「蛤蟆功」就用「一陽指」克制......」今次用嘅時間比較長，用咗一三日學七星拳同一陽指



家川：「今次弊...」

待續



第三十五頁：闖入婚禮現場－童話篇

「點弊？」家川：「你冇時間啦 婚禮係星期日 今日已經星期五 你今晚就要過去
但你仲未學哂」「學唔晒就學唔晒 今次我博一鋪」

［高鐵上］
靖嵐，等我，我就快到。「BOO！」一個爆炸將我炸出車外...㗎高鐵爆咗！？跌咗落一個森林，我右
手受咗傷，唔郁得，而家點算...

我係森林漫無目的咁行。由前方遠處傳來鵰的叫聲，我上前睇，一班馬騮圍住一隻大鵰，成班恰一個
！？「一陽指！」一道光射向地產生一個爆炸嚇走啲馬騮。

隻大鵰似乎受咗傷，我帶佢搵咗個山洞。不過點算好，行過去一定趕唔切...

「鵰兄 我同你講件事吖 其實我係要去救...我仲意嘅人 但出咗意外 可能趕唔切 就算趕得切
都未必夠嗰九條龍打...我仲未學克制猴形同龍形嘅方法...」

鵰兄：「吖！」吖完之後就出咗去，過咗一陣，帶着一班馬騮入嚟，應該係話被班馬騮追，班馬騮沖
左入山洞，鵰兄出去攞舊石封住咗個出口「喂！搞吖呀！！放我出去吖！！！」
.
.
.
「就係嗰度啦 前面放我落去」鵰兄：「吖！」我騎住鵰兄飛咗去目的地。

我嚟啦，靖嵐！
［教堂］
神父：「在坐有冇人反對」踢開道門「我反對！」我將鵰兄俾我嗰把劍飛埋去，我一跳，已經到咗靖
嵐面前。靖嵐：「志康...」新郎：「咩事吖！」「今日你做唔成新郎啦！」一個大叔：「咁都炸你唔
死 九龍！」九個人：「老世！」

老竇都係度！？老竇：「衰仔 搞咩啊 佢就係幫老竇嘅朋友」原來係咁...不過依家已經咩都唔重要啦

虎形：「過咗我哋過關先！」講完就撲過嚟「伏虎拳」我壓住咗佢「對唔住啦」打斷左佢啲關節。另
一個人趴低咗，吊起咗隻腳跳過嚟。「七星拳！」蠍子：「我隻腳呀！」

繼續



第三十六頁：成功搶走新娘－童話篇

係山洞，鵰兄已經迫我學破猴形嘅方法，我破埋其餘四個，剩返龍...

龍形：「幾好吖 睇嚟係有準備
不過就睇下你破唔破到龍」講到屬於龍嘅拳，我都識，「龍華龍」係你教我㗎，靖嵐

龍形嘅龍爪好快，俾佢抓住完全走唔甩，我反抓返佢，雙方手臂都留下三條血印。

龍形：「三通過橋」「青龍返身亮爪式」龍形：「梅花七路」「龍行搖手連環套掌」我哋就係咁一招
拆一招

佢雙指係我眼前，我嘅龍爪係佢喉嚨前。我哋大家都放開大家。龍形：「前江候浪推前浪 年輕人
唔錯」「前輩 我今日唔想冒犯你哋 但係我一定要帶走佢」

龍形：「我成全你地
你帶佢走啦」我個肚俾把劍前後面穿過。龍形沖去我後面將個人打開，我跪低咗。龍形：：「年輕人
你點啊！」靖嵐：「志康！」

靖嵐老竇：「你今日唔同董事長個仔結婚 我即刻殺左佢」靖嵐：「我明啦...志康
你走啦...」「靖嵐...」靖嵐：「你走啦！」「如果你開心 可以鬧我 可以打我 甚至可以殺咗我
但係...你唔好唔要我...啊...」吐出血。

眼見靖嵐感到心痛。靖嵐：「你...你走啦...」我跳過去抆把劍出嚟放喺頸邊。靖嵐：「志康！」「冇
咗你 我同死冇分別」

新郎拎住把大刀衝過黎：「咁你就去死啦！」靖嵐捉住佢將佢扭開：「志康 我跟你走」

靖嵐老竇：「我唔會被你哋離開到呢度！」外面傳嚟嘅聲音：「吖！」鵰兄飛咗入嚟。我跳上鵰兄身
上「上嚟」我拖住靖嵐上去，我哋一路飛返去香城。

瞓咗係張床
家川：「估唔到你真係得咗」「駛乜講～」靖嵐：「一哭二鬧三上吊
我點唔返嚟吖」「哈～」允寧：「傷到咁都仲未死得」

「不過 老竇同佢老竇都唔會放過我哋...」家川：「到時候咪再打過囉 依家嘅你又唔係唔夠打」

今次搶新娘真係差啲冇命，養咗成個月傷，終於好得七七八八，而我同靖嵐當然一齊咗，以後仲有好
長嘅路......

待續



第三十七頁：像八爪魚一樣－重遇篇

［幾個月之後］

「我建議你快啲放咗佢」會長：「你都傻嘅 我返嚟報仇 你叫我放咗佢？」

今日放學之後我哋照常推到會議室，但會長突然出現係我哋個會議室，挾持住靖嵐。

你一定會想問，佢唔係死咗嘅咩，點解又出現番，我都唔知點解......

家川：「死人點可以話返生就返生㗎！」「一陽指！」趁著家川同佢對話，用一陽指彈開咗佢。但分
開前，會長用把刀仔飛埋去靖嵐度，中咗靖嵐條腰。「靖嵐！」

家川用大伏魔拳同會長打。靖嵐：「好痛...」「我送你去醫院」會長推開家川，從腰間拎出匕首飛向
我。靖嵐捉住我轉身，代我受咗一刀。靖嵐：「啊！」把匕首中咗靖嵐背脊。「靖嵐！」

我決定親手打殘個僕街。「家川 允寧
送靖嵐去醫院」會長又想用飛刀飛去靖嵐度。我用右手撥開咗，但亦受咗傷。

家川：「志康 你掂唔掂」「我搞得掂 快啲帶靖嵐走」眼見佢三個都走咗，係時候認真mod。

會長向我腹部進攻，我正想用擒拿手捉住，但佢對手好滑，好似八爪魚啲觸手咁樣滑開。

會長：「深淵之觸」唔知幾時佢左手係我後面，一嘢拍落我後腦。會長：「噩夢凝視」我感到好大壓
迫，全身開始顫抖，然後成個彈去後面。

「呢啲唔係武術！」會長：「好神奇呢～係我喺其他國家學嘅嘢」「一陽指！」會長：「噩夢侵襲」
一到紫色嘅光彈化咗我嘅一陽指。

咁落去贏唔到佢。會長：「深渊之触」上一次由我後向攻擊，今次我轉向後面睇佢點打，但係今次仲
係打中我正面。

「用埋啲旁門左道！」會長：「依家係報仇
又唔係比武」「游龍掌」打出一條龍係佢身邊遊走。會長：「噩夢凝視」條龍散咗...

待續



第三十八頁：意外重遇家姐－重遇篇

正當唔知點算好嘅時候，把聲音從我腦海出現：「唔好理佢嘅動作 用龍華拳其他直接擒住佢」

會長：「仲想嚟呀」「龍華拳！」我跳起撲向佢。會長：「噩夢凝視」呢次我完全冇理佢，直接鎖住
咗佢

學校嘅人到咗，押咗佢入去地牢等處理。我趕左醫院。因為係放工時間，巴士上唔到，的士又唔夠錢
...唯有跑過去

突然撞到個哥哥，兩個都跌落地。個哥哥：「搞咩呀」「sorry呀」我慢慢抬起頭。家姐！？

曉彤：「志康！」「家...家姐...」曉彤：「志康 你......」「對吾住呀
我而㗎要趕去醫院先」曉彤：「醫院！？呀爸呀媽係咪有咩事！」

「吾係呀 靖嵐姖......」曉彤：「你講清楚先好走！」「我女朋友入咗院 危殆緊 我一定要過去！」

曉彤：「志康...」個哥哥：「咁啦 我地都一齊過去 飛的啦」「多謝你...」

截咗㗎的士，我同家姐坐係後面，沿途家姐一直捉緊我隻手，一落車，即刻飛奔去手術室門外。

過咗一陣，醫生出咗嚟：「你哋係咪病人嘅家屬」「我係佢男朋友
佢而㗎點呀！」醫生：「手術成功 但之後須要靠佢自己醒返」我坐係床邊緊握住靖嵐隻手

家姐男友：「我地出去先啦」家姐：「嗯」...之後就離開咗。

「靖嵐 你快啲醒啦...以後啲家務我做 我會照顧自己
仲會照顧你...所以你要快啲醒返被我照顧...靖嵐...你應我啦...」一滴淚滴在靖嵐手上

過咗一陣之後
家姐男友：「志康 未食野㗎可 我同你食野啦 呢度有你家姐睇住～」「吾洗啦
我留陪住姖」家姐：「乖啦～食嘢先
佢都吾想見到你咁」「...」家姐男友：「食個飯好快啫～」「好啦...」

之後我哋去咗附近餐廳，叫咗個餐。家姐男友：「做咩呀
好擔心呀～」「緊係啦...」家姐男友：「你真係好中意佢喎～」志康：「無佢
可能今日我已經路宿街頭...」家姐男友：「係喎 你吾係同你地父母離開咗香港啦咩？」

待續



第三十九頁：武當七子後代－重遇篇

「無 當時 機票出咗意外 只有兩個可以上機 之後老豆話仔女可以再生 所以就揼低咗我 自己走咗
之後我係機場又無錢返去...」

家姐男友：「嚇！咁點算？」「我遇到送父母機嘅嵐嵐 姖收留咗我」家姐男友：「原來係咁...」

講吓講吓，碟飯都到埋。家姐男友：「快啲食啦 食完返去陪姖啦」「嗯...」

上返去之後，眼前真叫一個驚喜，家姐坐喺病床隔離張凳同坐喺病床上面嘅靖嵐傾緊計，靖嵐醒咗！
？

我撲上去攬住靖嵐。靖嵐：「啊」家姐：「你傻㗎
佢個傷口未好㗎」我鬆開靖嵐「sorry...」家姐：「你開心啦～」「嗯...」靖嵐：「頭先你講嗰啲我聽
到㗎～」「我講過啲咩～」靖嵐：「哼！」「得 明白 知道」

家姐男友：「又一個老婆奴...」家姐：「嗯？你講咩？」家姐男友：「我咩都冇講」家姐：「以後我
細佬交被你啦～激嬲你嘅話同我講～」靖嵐：「聽唔聽到？」「係係...」家姐男友拍一拍我膊頭：「
唉...」

好快，靖嵐出得院。家姐男友叫李嘉暉。今晚我地去咗佢屋企食飯，佢屋企嘅兵器唔少過靖嵐屋企嘅
兵器。靖嵐突然注視一把劍：「呢把劍係...」嗰把劍靖嵐屋企都好似有一把

嘉暉：「係我哋屋企家傳㗎 由太爺嗰一代開始傳落嚟
我老竇要我出嚟住嗰陣，塞埋落我個行李度，聽講太爺仲有幾個師弟妹」

靖嵐：「黃奕中丶蕭澤清丶邱亢龍丶薛展胤丶葉嘯風丶楊芷寧
你太爺叫李敖陽」嘉暉哥有啲驚訝：「點解你知嘅！？」靖嵐：「我太爺叫蕭澤清
你太爺嘅三師弟」

嘉暉：「又會咁啱嘅！？咁你有冇學？」靖嵐：「有
而且我已經將三個聖獸嘅代表拳教埋被志康～」嘉暉：「好呀～」

家姐從廚房拎出飯餸：「飯食得啦～」

待續



第四十頁：最後的任務－結局篇 (繼續開始

家姐同佢男朋友就快比賽，但嗰日我同靖嵐都去唔到，因為我哋有更加重要嘅事。

副會長：「今次應該係你地最後一個任務 完成咗呢個任務我哋學校嘅學生地下組織就要解散」

由於學生會即將瓦解，學生會旗下嘅學生地下組織亦要解散，等到學生會再次成立起嚟先會再次出現
返學生地下組織。

家川：「我哋今次嘅任務係咩？」

副會長：「追捕前總隊長－令狐克 睇一次嘅任務佢殺咗自己嘅隊友 佢已經喪心病狂
佢嘅實力非常強」

家川：「任務接受」
.
.
.
7:30
允寧：「已經追蹤到目標 佢依家喺郊區嘅一間小屋」家川：「唔好行動住 我哋需要部署好先
今次嘅對手唔簡單 今日個會到呢度 解散」

［家川同允寧返屋企嘅途中］
允寧：「哥 我留咗功課係學校
我返去拎」家川：「好夜啦喎不如聽日先啦」允寧：「我唔想欠交啊」家川：「唉
小心啲呀」允寧：「ok～」講完就走咗。

過咗一陣，家川：「都係唔好啦
咁夜唔放心佢一個女仔」講完就返返去學校。當佢打開允寧班房門口個一刻。佢唔相信佢眼前見到嘅
嘢......

允寧抹大隻眼瞓咗係地下，而且身上出現多處劍傷......家川跪喺地下扶起允寧：「妹......點會咁......啊
！！！」

［第二日］
「到底係邊個......」靖嵐揞住個口喊，家川眼神變得好空洞。「點解要咁做......佢只係一個女仔啫......
」

副會長：「睇嚟佢已經出咗手啦」「唔？」副會長：「一定係令狐克」

待續



第四十一頁：家川的情緒－結局篇

副會長：「你哋仲記唔記得允寧身上嘅劍傷 一定係令狐克 佢知道咗我哋要捉佢 佢就先下手為強」

家川企起身：「我要同佢報仇......」「你冷靜啲先啦」家川衝出去：「啊！」「冷靜啲先啊！」家川
：「我點冷靜啊！」

「你真係想報仇嘅 唔該你冷靜啲」靖嵐：「家川呀
你咁樣都係幫唔到允寧報仇㗎」副會長：「仼你哋有再強的武功 都會一一俾佢嘅獨孤九劍所破」

靖嵐：「我知道有一樣功夫應該可以同獨孤九劍匹敵嘅 就係六脈神劍
但係好似已經絕咗跡」家川：「六脈神劍......」

［第二日］
家川唔知點解今日請咗假，我有啲擔心佢真係自己走去報仇......

［家川角度］
開完會之後
志康同靖嵐都走咗。
副會長：「我或者知道六脈神劍喺邊」「你快啲講！」副會長：「就係我哋學校後山 依家太夜啦
我聽日可以同你去」「好......」

［志康角度］
家川哥......你千祈唔好做蠢事啊......靖嵐：「志康 我好擔心家川佢真係一個人走去報仇......」

「阿Sir我要早退」阿Sir：「咩事呀？」「我肚痛」搞咗一輪終於早退咗，我去咗會議室拎允寧部電
腦出嚟睇。搵到令狐克嘅位置。

過咗一個鐘之後我到咗
係我面前嘅係一間大木屋。「家川！」「家川！」未知：「你嗌乜嘢」「邊個！」有一個人從木屋行
出嚟「你係邊個」

對方：「我叫令狐克」就係你......「就係你殺死允寧！」令狐克：「你喺度講乜嘢啊」「唔洗唔認得
家川喺邊」

令狐克：「我唔知你講咩 我唔知邊個叫允寧家川」「咩都唔使講啦
龍華拳」令狐克拎出一把劍：「破氣勢！」

待續



第四十二頁：兩年前直相－結局篇

「咩都唔使講啦 龍華拳」令狐克拎出一把劍：「破氣勢！」

從我身上走出來的龍型氣功俾佢打散咗。我用踭頂過去，令狐克用劍柄頂住。令狐克：「唔該你冷靜
啲」

一隻手指打埋去：「一陽指」令狐克：「破氣勢！」我一陽指打出嚟嗰一道光俾佢打散埋。

同副會長講嘅一啲都冇錯，任何再強嘅武功係佢面前都係不堪一擊。

一個女仔唔知係邊度走過嚟：「喂 咩事呀 做咩打起上嚟」我哋停咗手，令狐克：「悦嘉
佢無端端話我殺咗佢嘅朋友 之後就開始攻擊我」

悦嘉：「嚇？」「就係前日
我朋友就係俾你殺死」令狐克：「我根本冇做過」悦嘉：「前日？」「冇錯」令狐克：「我都話我冇
做過」悦嘉：「冇可能㗎喎 前日我同佢全日都係屋企 佢出咗去我實知」

「如果你講嘅係真嘅 咁到底係邊個做......」我突然醒起我哋個任務係要捉佢「係啦
請你跟我走」令狐克：「你仲係唔信我」

「係兩年前 你殺害你嘅隊友 我要捉你返去」令狐克表情突然變得好沉重：「兩年前 根本唔係我殺人
係你哋而家個副會長」

「副會長？有咩可能」令狐克：「當年佢仲係個F.1仔 偶然發現咗學生地下組織 於是用盡方法加入
不過都只係個執頭執尾嘅茄喱啡 

後來分配到我個小組 我哋有一次嘅任務 佢夾埋目標 殺咗其他隊員 因為知道點都打唔過我
所以嫁禍被我

因為搵唔到理據證明我係無辜 所以所有人都信咗 只有我女朋友信我 所以我哋偷走咗 佢亦成功上位」

［whatsapp］
靖嵐：「志康 快啲返嚟
家川出咗事」「我要走啦」令狐克：「咪住」「唔？」令狐克拎咗本書出嚟：「呢本嘢交俾你」六脈
神劍！？

「六脈神劍！？點解俾我」令狐克：「本書係我當年做任務嘅時候一個大叔俾我
我有獨孤九劍就夠啦 我相信你係個好人
送俾你」我接過本書，當我接觸到本書嘅時候，周圍變晒黑色。

「咦？」一個大叔走出嚟：「呢本書係我送俾你嘅禮物
將來會有個想要將呢個世界返回混沌嘅魔神出現 請務必要打敗佢」講完就離開咗，我返返去現實



令狐克：「呆哂嘅？咩事？」「哦 冇事 我走啦」

待續



第四十三頁：許家川之死－結局篇

「咩事？」靖嵐：「家川...死咗」「你講咩話！」靖嵐：「喺櫃桶度有封信係俾你㗎
嗱」靖嵐遞左一封信同埋一個包住咗嘅嘢俾我，入面應該係本書。我打開封信
=====================================
至我的好兄弟：

副會長想同我講佢知六脈神劍喺邊，我拎完將會唔見一段時間，我練完就會同令狐克決鬥，如果我有
咩事，呢本九陰真經請幫我收埋。

你永遠係我好兄弟，允寧係我最錫嘅妹，對於佢嘅死，我冇得唔理，原諒我......

兄弟
家川上
=====================================
家川......「係副會長」靖嵐：「副會長？」

［第二日］
學生會室
副會長：「志康？咩事吖？」「兩年前 殺害隊友嘅並唔係令狐克 而係你
副會長」副會長：「你講咩吖？」「我揾過佢」副會長：「你聽佢亂講？」

「咁樣呢？」我拎出家川封信。「你話約佢去後山 之後殺咗 但係點都諗唔到俾行山嘅夫婦見到
同家川會寫信被我」

副會長：「好啦好啦 我駁唔到啦 我嘅隊友 允寧 家川都係我殺 學生地下組織既然解散 你哋知咁多
當然要清理下」

「唔該哂」學校廣播：「好啦好啦 我駁唔到啦......」「所有嘅反派都係鍾意錯同一樣嘢
就係都好鍾意講來龍去脈」

副會長：「你！」「望下我心囗支咪～」靖嵐出現：「你走唔甩啦」

副會長：「哈 走？」好似有啲唔妥...副會長：「以為會長係最終Boss？我先係最好打
啊！」佢對眼變咗紅色。

副會長：「霧隱」室內竟然起霧！？副會長變咗隱形，三條爪形嘅霧刃飛過嚟。因為霧入面睇唔清楚
，而且好快，避唔開「啊！」我心口出現三條刀刃傷......

待續



第四十四頁：最後的一戰－完結

副會長：「係我嘅霧區 我係冇得輸㗎」望出窗口外面，我哋比一個圓形嘅霧包圍，呢個就係霧區？

因為學生會室本來就係地下，好輕易可以離開，我捉住靖嵐跑出去，跑嘅途中突然轉右，三條爪形飛
刀係我哋頭先跑嘅軌道飛過，如果我哋冇轉彎早就中咗我哋。

終於出咗霧區。副會長跟咗出嚟：「就算唔係霧區都贏到你哋」「一陽指」一道光飛埋去佢度，但係
佢身上化解咗。副會長：「知唔知咩係鐵布衫」

咁根本打唔入佢......未知：「破氣勢！」副會長：「啊！」係令狐克！？令狐克：「快啲用六脈神劍
」

「哦...好」由拎起本書嗰陣，唔知點解我好次已經識得用，都係用指飛出劍氣，六把劍形氣功飛過去
打中副會長：「啊！！」

令狐克：「總訣勢」場上出現無數個令狐克攻擊嗰陣嘅幻影，而且有啲仲高速移動緊，副會長瞓低咗
。

令狐克離開咗。件事告一段落
.
.
.
後來學校為咗答謝我，被咗把用汎合金做嘅重劍我，但我都唔用劍嘅～所以我送咗俾家姐個男朋友，
而「九陰真經」我將佢埋藏咗係學生會。

七年後
嘉輝：「恭喜哂～～」家姐：「以後好好對人呀 知唔知呀」「知道
家姐」今日係我同靖嵐結婚嘅日子
.
.
.
主禮人：「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
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

呀，我結婚啦～我面前的女人：「係度諗咩呀？」「冇～以後嗰位叫我老公嘅人係個溫柔嘅人就好啦
～」女人：「咁如果嗰個人唔溫柔呢？」「咁我溫柔咪得囉～靖嵐」

天空上，一對兄妹在府視住呢個婚禮......

完結



最後感想

作者之言：
個故事終於重作咗，停咗好長嘅一段時間，好對唔住...我嘅讀者，我最近寫緊另外兩個作品，預計新
年前完成其中一個，就會出，請大家繼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