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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一名16歲男子被殺害，現場冇留低任何蛛絲馬跡懷疑兇手係一名殺手。」
電視中嘅新聞報導員講

又有人被殺手殺害呢啲已經唔係好罕見嘅事。

而家二十一世紀，做殺手呢行嘅人越嚟越多。

因為到今時今日殺人...

已經唔係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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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內又出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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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又有殺人案啦。」 其中一個年紀比較大嘅成員話

「 係呀，依家多咗人做殺手呢行，殺人案自然會多啦。」 其中一名成員話

「Zero, 幫我調查邊個係兇手。」

順帶一提，人哋都叫我做Zero

調查兇手,set計劃... 呢啲都係我嘅工作

你可能會以為我係警察

可惜，我唔係

我係一個嚟至殺手家族嘅細路

咁點解係我調查兇手?

老實講我都唔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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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內更新第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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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十分鐘之後，我就查到邊個係兇手

傑克(Jack)

「乜又係佢呀...」 我用周圍嘅人聽唔到我講嘢嘅聲線講

「係傑克呀?」然講

「你又知?」

「睇個樣都知啦！」

我非常憎呢一個人，因為佢...

「Zero，係邊個呀?」一名成員話

「傑克」

「唔理點我哋都一定要反擊!」又一名成員話

「同意!」除了我，大家都大叫

於是，我哋嘅反擊行動就咁開始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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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R阿…R呀!過嚟幫手啦!!!」我爸爸大叫

「係!」何R回應

因為我哋打算反擊，所以都好忙

「Zero,過嚟幫手set計劃」長老話

當我行過去嘅時候...

「?!」

「做乜啊Zero?」長老講完，大家都紛紛望住我

「佢好似望住啲嘢...」大家又望向我注視嘅方向

「啊!!!!!!!!!!!!!!!!!」無論係係街上嘅，定係我們當中嘅女同事同比較軟弱嘅人都大叫

係我哋眼前，係一具屍體被繩倒掛住係窗外面

有啲同事因頭先嘅事而嚇到精神衰弱

所以可以參與反擊嘅人數冇想象中多，但我哋並冇放棄反擊

「長老!」阿R喘曬氣咁講

「查到係邊個咪?」

「係…係…傑克啊!」

「又係佢」我心想

「同理…」

「What,仲有?!」我心想

「佢留底咗張卡...」

(以下是卡中內容)

大家好，你哋見到我送畀你哋嘅禮物咪?啊，如果想反擊，請派迅&然當前線，不然?你們有難了

傑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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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咁我哋係咪應該派迅同然去前線?」 阿R問

「你都傻嘅，佢話明要佢哋兩個去，就梗係要更加保護佢哋啦!」爸爸話

「係…」

「所以…我哋係聽日行動唔準有人臨時縮沙!」長老好大聲咁講

「係!」

第二日，大家都有曬心理準備，準備出發

而我同然就被派咗去做支援

「迅，你估點解傑克要求我哋兩個做前線啊啦?」然問

「 唔知，唔好問我」 此刻嘅我眼神充滿殺氣，點解？ 因為...

五年前，因為爸爸放假，嗰陣時，迅佢哋又太細個，未進行殺手訓練，所以佢哋一家一齊出去玩

但係，傑克出現咗，可能因為佢哋爸爸係殺手家族中係前線，所以傑克認得佢

傑克第一眼就認得佢哋爸爸，所以望咗唔夠一秒鐘，就上前攻擊佢，爸爸同媽媽拉住迅同然逃走點知

媽媽畀傑克攻擊倒受咗重傷最後不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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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迅先咁憎傑克

「過去嘅事唔好再諗啦」 然講

「嗯」我小聲回應

突然，我個耳機著咗

「我唔係話要你同然做前線咩？真係抵死，我畀多一次機會你哋，如果迅同然冇出現喺我眼前，我就
殺咗佢哋，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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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瞪大眼睛，然問

「做咩啊?」

「耳機...」

「耳機做咩?」

「着咗...」

我即刻調查係邊個個耳機

結果...

「係阿R...」

「咩...咩咩話」

「係阿R...」

---------------------------------------------------------------------------------
由於下期會出外傳，因此更新會較慢



「玲外傳」

我曾經都有個崇拜嘅人...

我曾經夠一個鍾意嘅人...

可惜...

我仲係拖人後腿...

我總係令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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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我哋去邊度玩呀?」我嘅大仔問

「你想去邊度玩呀？」我答

「唔知呀你揀我就去啦!」 佢又答

----------------------------------------------------------------
我有兩個仔，佢哋係雙胞胎，一個叫然一個叫迅

雖然佢哋係雙胞胎,但係性格唔同

然比較衝動,迅比較冷靜

完全係兩個世界嘅人

但係迅總係讓阿哥

佢話點就點，只要可以跟住佢就滿足

真係一個乖仔



可惜，我望唔到佢哋兩個慢慢長大

不過可以望住佢哋經過一次又一次嘅困難

一次又一次互相幫助

已經好滿足...
----------------------------------------------------------------
(此與主線劇情並無關係，純屬為玲的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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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只留低咗一句

「下個禮拜五凌晨四點見」

「下個禮拜五凌晨四點見」我跟住講

「你認為佢點解要揀一日?」

「應該係同數字有關 ，下個禮拜五係黑色星期，五而且四同死有諧音，
又或者......佢有特別陰謀」我答

「好啦，迅同然你哋兩個今晚好好休息，聽日我再同你哋講下有咩計劃。」阿爸話

「明白!」然大叫

第二日，阿爸一朝早召集曬我哋所有人

「迅、然，聽日開始返學，今日係8月31號，聽日就係開學日你哋做插班生」

「What?!」然大叫， 亦係我心底話

「你哋一樣會叫迅同然，不過會改姓一一克， 你哋本來個樣就似外國人應該冇問題」

「哦」然說

解散之後然同我講

「我哋都冇返過學會唔會唔習慣呢?」

「I don't know」我hea答
---------------------------------------------------------
下集稍後繼續出



8(前)

第七集有啲hea原因係因為作到一半食飯冇心機作而家會繼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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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係九月一日亦係我哋學返學嘅第一日

要著住呢套校服真係好麻煩唔習慣唔著住白袍

我同然嚟到門口前面

望住前面嘅畫面

我只係可以諗到三個字...

好多人

男嘅女嘅個個都圍埋一堆傾計

我唔明點解佢哋咁開心

畢竟朋友什麼的...

都是假的

我哋畀分入六年級嘅d班

阿爸話呢一班係

最差嘅一班因為呢間學校太多人,我哋又係插班生所以要插入呢班

不過都冇所謂

來到D班課室

老師叫我哋唔好入去住,陣間會作介紹

我喺門口就已經聽到入面啲人講嘢

「聽講今日好似有插班生喎」「 係呀係呀如果係靚仔就好啦」女生團其中兩個人講

「喂兄弟!今日有插班生喎。」「喺?!咁咪有多個兄弟」
男生團話

老師入去課室，並話:「好啦各位同學!請安靜，先應該大家都知道今日有插班生，佢哋係外國人仲要
係雙胞胎......」

「老師!男定女呀」



「唔通係龍鳳胎」

「 希望係男㗎啦,有新兄弟」

「 係呀如果係男嘅話我哋都有新對象lu」

睇嚟如果我哋係真係男對佢哋有好大好處,當然,我哋係

「好啦好啦,聽我講埋先,佢哋係男嘅,兩個都係,不過你哋第一次見面對佢好啲喎」

「 得啦得啦兄弟點會唔尊重呢」

「 係就安樂啦」老師，「 好啦請你哋兩位入嚟」

「一個叫迅、一個叫然，迅係細佬、然係哥哥。雖然佢哋真係好似樣，但係一分就分得出㗎喇，迅就
比較沉默然比較活躍」

當我哋步入班房

我都只可以講三個字

好多人

「大家好我係然佢係迅」然笑着說

太自來熟

「哇~」女生們大叫

「好，你哋嘅坐位係第四行第二個同第五行第二個，至於邊個坐邊度…自己揀啦」

然坐第四行我坐第五

第五行貼窗，比較爽

「喂喂，6D，上堂啦，迅、然，我姓李，叫我李sir得啦，第一堂係…數學係數學，我教，首先有個
小測，測試下迅同然嘅能力，順便訓練你哋」

「吓~」佢哋叫

小息之後， 然好快就同同學打成一片，而我，都有一班人過嚟同我搭訕可惜我冇理佢

「喂，然，點解迅成日都唔理人嘅?仲要面無表情添」

「其實佢以前都會笑，可惜…當我哋媽媽走咗之後，佢就冇再笑過啦…」



然講嘅嘢我聽得一清二楚，雖然冇阻止佢嘅理由，但係咁搞法佢連我哋係殺手呢件事都會講出去，所
以我望住佢示意唔好再講

佢亦都好快就明白我嘅意思，講咗一句

「再講佢就會要回憶往事㗎喇， 為咗唔好令佢唔開心。我唔再講啦。」

時間又過多六個鐘， 第一日返學嘅日子就咁結束



9

今日係我哋第五日返學

當我哋返到學嘅時候有個女同學叫我第二個小息喺後花園等佢

因為感覺有啲奇怪所以我帶埋匕首

當女同學來到我感覺有啲違和感

我知道

因為她也是殺手

「 你好呀」 她先開腔

「……」我

「 我一直從你身上感到殺氣你都係殺手嗎?」

「……」

「 睇你個樣你應該一早就知道我係殺手」

「嗯」

「你叫咩名」

「問人先講自己」

「 好串下，我叫婷戀」

「 講咗你都唔會知」 果然係佢以前已經查過有呢個人

「唔通係咩秘密武器」

「 好似唔關你事，我係迅就咁」 說罷我就轉身走人

「 果然名不虛傳，呢一個全港最大嘅殺手家族真係有秘密武器」
------------------------------------------------------------------------------------
當我返到課室然就衝上嚟問我

「 去咗邊呀今朝唔見你嘅」

「 冇」



佢以疑惑嘅眼神望住我

「 是但啦」 佢脫口出咗一句

「各位同學記唔記得唔日前我哋嚟咗個突擊測驗而家我哋已經測到然同迅嘅能力啦，迅能力較高，全
對;然能力較低，十題啱得嗰三題」李sir一邊步入班房一邊講

「會唔會太勁呀」 全班同時傻眼

時間飛快過咗七個鐘，放學

「喂，迅，記唔記得聽日」

「嗯」

「 我哋都有上戰場嘅一日呀」
------------------------------------------------------------------------------------
星期五9月13日凌晨三點正

上戰場的有我們

我,然,爸爸,長老，無情，塔羅，仲有幾個女同事，當然仲有後備人員

「zero，同大家講下作戰方案」長老命令

「嗯，
首先我同然後當然會出戰，不過我哋會企後面，你哋先同佢「傾下計」，當開戰我哋會後面作後援，
當然如果佢要求我哋必須出來，都睇下佢有乜行動先
，我正常就應該唔會出去打，除非有特別情況」

「 大約就係咁大家明唔明」長老

「明白」大家異口同聲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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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9月13號3點50分

「 好都差唔多啦」

「 我哋出發」
--------------------------------------------------------------------------------
我哋唔到呢個荒廢遊樂場 

點解被廢棄就係五年前嘅嗰件事

呢件事我一直耿耿於懷

我同然先躲進鬼屋門後

打開門時會發出嘅鬼叫聲還在

我們一直偷偷看著的門外的情況

傑克來了

他說「 怎麼不見迅和然了那你們想死嗎」

「 他們是來了但你以為他會這麼輕易就出來嗎」

「 怎麼不出來了啊?害羞嗎?不會啦你怎麼討厭我，對不對，迅......」

雖然你真的是很討厭他但為了不給他發現我沒有用討厭的眼神看著他

「怎麼會有兩雙眼睛看著我?」

他慢慢的把視線轉移在鬼屋的門上

糟了......

「 然!快啲走!」

「吓?」

來不及解釋傑克已經衝門進來

仲要係喺屋內我哋已經無路可退

我緊握匕首



「 迅!唔好!」 爸爸大叫

佢一路靠近....

我哋一路退後....

「 打個交呢」他獰笑著

然立即沖上前

「 垃圾一個」 佢將然打到牆壁

這次我真的怒了

我拿出匕首

然後一直玩弄著

這次，只要小心點就可以吧

佢舉起刀沖前我舉手擋下

「 都係你好打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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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自己的事自己做

對我來說就是

自己的仇自己報

我要幫阿媽報仇雪恨

其他人都知道我決定咗要同佢打所以都只係慢慢退後

佢再次舉起刀打算將我碎屍萬段

但全部被我一一擋下

「呯!呯!噹!」 我嘅對手同佢嘅都發出聲音並且擦出火花來

喺佢伸手嘅一間我向左避開

舉起匕首刺進他的手中

然後拿起手槍指著他的腹部

「咔」 我拉開保險掣

「呯!」 我開槍了

我有一瞬間看到處在他的腹部中四濺出來 

可是兩秒後

他消失了

能力觸發

不死之身

雖然而家殺咗佢

但係佢要復活都係時間嘅問題

隨時會再出現喺我哋眼前

「迅， 好彩你今次控制咗啫，下次或者你控制唔到，小心啲」 爸爸將手搭著我肩膀並同我講



「 佢要復活都只係時間嘅問題，耗時約一個月」我

然都開始慢慢起身

但睇呢相得唔輕

「Zero，你聽日開始去醫療部度做住先啱啱佢沖過去你哋嗰度嘅時候嗰一下爆發力都傷咗我哋唔少
」長老

「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