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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災禍既開端

1st
2012年12月21日這個日子
曾經被瑪雅文明預言為世界末日
然已人類相安無事咁渡過這一年
但原來災禍既種苗已經默默種下

十年後
香港漸漸被大陸潛移默化影響下
人們開始放棄思考未來方向發展
係咁動亂既時代裡移民是必然的
但並唔係人人都有咁多金錢移民

一個穿著西裝男士正拖著一個大既行李喼
系旺角好像物色地方咁膽小周圍觀看
似係怕被人發現一樣

男士系心底下下了一個決定後進入旺角站
而在進入入閘前的隧道中途正正撞到一個肥胖既青年

「屌，睇撚住啦死肥仔」說完這句話後就頭也不回咁繼續進入車站，但男士並沒有發現原來衫袋中既
一支用玻璃試管裝著既綠色液體被肥胖既青年撞了一下跌了出來

肥胖既青年撞到那個男士後也沒有理會佢
但係地下突然玻璃破裂而綠色液體滲漏出黎
而液體漸漸開始好像天拿水腐蝕一樣變成了煙霧

肥胖既青年吸了一口氣就感到不舒服就回家了。

待續



二章 恐怖的開端

2nd

西裝男士進入了旺角站內打算回到公司
進入車廂內突然聽到廣播
「請各位留在車廂內，由於信號故障關係」

「有冇搞錯呀又壞車，錢你就識加」
「係囉，屌仲話可加可減，食屎啦」
眾人議論紛紛但都係離唔開
港鐵質素差同埋剩係識加錢呢個話題

需然車門已關，但係月台上仲有等待既人
忽然係車廂中間都好大聲聽到救命兩個字
但由於係車廂中間所以冇野可以做剩係等

過了三分鐘左右車廂入面既人都被外面月台既狀況嚇到完全啞口無言

月台上所有等待著地鐵既人都比成身都係血，眼球反白既人撕咬，頓時整個月台變為地獄，
仲有無論點樣攻擊都好都係唔會停低腳步。

而正好有幾名警察在旺角站附近巡邏
幾名警察用槍指住打算叫果班成身係血既人停「口」

「再唔停手我就開槍」「喂聽唔聽到呀」

「6716755699我批准你地開槍，責任我負責」
一名類似警長既人講完之後兩名警員開槍

子彈射了向正在用餐既人
但係冇停止動作繼續撕咬
簡直就好似電影既喪屍咁

列車就恢復番運作，需然未見到警察既下場
但可想而知最後會係點.......
見到眼前呢一幕有一D人已經忍唔住嘔

「唔係我既錯唔係我既錯......」

待續



三章 惡夢的開始

3rd
「嗚呀，終於冇咁頭痛，而且又肚餓」
起身之後去梳洗完後就落去買野食

「喂唔係掛做咩部Lift等咁耐嫁屌」
「仲壞埋添今次仆街喇，我點樣行樓梯落去」
由於住係40樓公屋單位，唔願意行落去

「番去煮公仔麵啦，今日」
煮完食完之後今日都係繼續打機
「點解今日樓下咁撚嘈既，算啦唔撚理」

起身之後禁下facebook同埋whatsapp
發現好多未讀訊息，全部都係關於喪屍
「係咪未撚訓醒呀班人」心入面咁樣諗

以防萬一都係睇一睇連登
電腦連上網速度太慢
十足十舊時56K龜速

到終於辛苦Load完個畫面後Post既topic
《喪屍危機，香港淪陷》（114）
《大家可以去港島既軍綽酒店集合》（48）
《生存無意義，自殺討論》（235）
《今次大家一齊陷港產》（95）
咁就簡最熱門既喪屍危機香港淪陷既Post睇下

Post內容係
爆發源頭係旺角，琴日有幾個警犬死左，而家成個香港冇地方安全，好彩我一早買定午餐肉，一罐罐
頭屌女時代來了。

睇完眾多內容後先知原來並唔係假既
我打開窗望向窗外見到滿地狼藉
空氣濃烈既血腥鐵味湧入鼻中

在40層上望向地下需然就像望到一點點咁
但係細心觀看遠處就見到一堆堆喪屍圍集

「大獲喇，點算呢」心裡面諗緊點算好
同時出面竟然有人拍我門口鐵閘

待續



四章 女性的惡夢

4th
「救命呀，有冇人呀」女子的聲音出現驚恐
係咁既時候竟然有女人送上門，天助我也

首先用木門防盜眼偷看出面
發現安全就二話不說立即開鐵閘
只見渾身是血既少女正喘著氣入來

「喂，有冇得沖涼呀」我微微點頭
少女不客氣地使用家中的淋浴
幸好在這危急中香港既電及水仲未閂閘
但係我估計兩三日後應該會停水停電

洗澡後的少女作出自我介紹
「我叫欣，頭先比一班人追趕住
都唔知咩事，係咪我太吸引呀」
沖完涼之後既欣我一直上下打量
但係佢感覺到我視線就怒睥住我

佢解釋成身都係血係因為佢係血泊冼低左
「喂，我好肚餓，有冇野食呀」欣問我
「有既，公仔麵加午餐肉好冇」
佢好自然咁使喚我，但我冇心理會由佢

煮完麵後見到沖完涼白滑既大腿，
若隱若現既胸罩以及亮麗既黑髮。

心中既開關仿佛沒有了停止選擇
比佢飲用既水入面放了安眠藥。

佢食完之後話有小小眼訓就開始訓教
「嘿嘿嘿，歡迎來到地獄既入口」

待續



五章 首次既殺人

5th

在床上既欣正睡得好像死了一樣
我在家中尋找工具繩把其四肢束縛
然後就是盡請享用其身體

完事之後回復冷靜及理性
然後打開儲物櫃發現剩餘食材並不多
而多一個人就要多一倍既食量
勉強仲有兩人份三日既食糧

依佢既口吻應該身上並沒有任何食物
正當我沈思苦惱中佢醒了過來
見到自己被五花大綁住然後下體劇痛
破口大鬧「死肥西係咪想死，夠膽姦我」
然後言語中講中哂我既死穴及陰暗面

我思緒由安靜變為極度既憤怒
係呢一刻我做了一個影響我一生既決定

我入廚房拿了一把生果刀
然後在她的頸劃了一下
佢臨死前還狠狠地望住我
就在一分鐘內佢失血過多致死

我坐在梳化傻笑著然後良心譴責緊自己
係屍體未發臭前連續玩弄其身體
係出完幾次之後身體受不了疲累
夜晚裡睡眠夢見了佢「我做鬼都唔放過你」
然後就由惡夢驚嚇醒過來，滿流大汗

發完惡夢之後回望欣既屍體並冇反應
「哈哈哈哈，冇人可以制裁我」
然後獨自瘋狂地大笑不過
下意識地抑制聲音既分貝

幾日後食糧不太足夠，我決定......

待續



六章 道德既下限

6th

當道德底線沒有下限時候人類才是最可怕

我解開屍體上四肢既工具繩
用多把線割把雙臂齊肩切斷
熱水鹽及酒把血腥味道清除
放進凍水將其收縮變得脆弱
用工具鎚把骨頭都徹底卜碎
切成一口大小放進冰箱冷藏
食之前解凍用胡椒同鹽調味

只有腳的屍體並不吸引
但小弟弟不期然硬起來
把雙手的位置用布包住
不斷用小弟弟前後抽插
我看著屍體並沒有反應
用手指尖不斷打圓捏胸
然後發射同時獻上一吻
一發過後發現並不滿足
就決定連後門都唔放過
後門徹底將其擴張整大
把自己寶貝兒子放進去

過兩日後屍體開始出現發出臭味
而準備已經妥當所以決定離開
帶備打火石，小刀，膠帶及食物（人肉）

穿上厚布長袖衫褲，把頸位置用頸巾包住
然後包上牛皮膠紙令到受傷位置減少

答Lift會有危險，所以決定行40層樓梯落去
原本以為級級有危險既後樓梯步步為營落去

直到落到大堂，我發現......有一個男人

待續



七章 開始

7th

那名男人既表情好像正在尋找人一樣
以佢自身中心既圓圈外全部佈滿屍體

「欣，你到底係邊到呀？」那名男子叫
我心中暗想：哦，原來係佢既男朋友
諗緊野同時由於地下太過濕滑關係
我不小心發出聲響，而佢正正警戒著我。

佢見我唔攻擊佢，就知道我係人類
只見他放下武器把額頭既血擦乾淨
然後娓娓道出「我叫阿強，我搵緊我女朋友」
「唔知你有冇見過佢呢，佢叫欣」
佢詳盡咁向我講佢女朋友既外觀特徵

我並沒有向他提及了他女朋友早就比我殺了
我只是面無表情講了自己既名字以及冇見過
後樓梯既喪屍應該係佢清除呢點要多謝佢

我問佢肚唔肚餓，就係自己背囊拎出一份肉
然而這份肉就係佢女朋友既左手手臂肉
不過由於我徹底煮熟加調味佢應該食唔出咩

「好食Wo喂哥仔呢d肉邊到買」
我心入面暗中大笑，你其實食緊女朋友既肉

我話呢度搵唔到你女朋友可能佢去左第二度
佢覺得我講得有道理然後佢提議去海逸酒店
我本來並沒有目的，但難得有人可以做保鏢

待續



八章 意外

8th

係門口出去我提議我地既代步工具用單車
因為係咁既時期車輛會塞爆道路以致癱瘓
單車可以穿過很多地方而且速度尚算良好

在馬路中心穿過喪屍以及車群見到些粉
但係些粉架上空無一物所以並不進去
與此同時我地因為停低左漸漸被包圍
我手指尾被一隻喪屍咬掉，現在尾指斷裂

阿強二話不說就將我手掌整個斬斷
然後把我既傷口用火烤熟止血
而喪屍們被我既斷掌吸引停下對我既攻擊
但我痛到暈低此時剛好附近有上鎖匙既貨車
阿強就把我搬上貨車，佢把車鏟上行人路逃離
而我就一直昏迷不醒。

我起身已經係兩日後海逸酒店內的一張床上
我斷掌位置包滿繃帶，但還是異常劇痛
而海逸酒店內就有一班警察駐守著
我並沒有深究原因，因為我已經痛得想死
左手手掌徹底切斷。

待續



九章 傷

9th
「好撚痛呀師傅」「救命呀」
半夜中由於幻肢痛關係我不斷呻吟
就算打了嗎啡痛肢處還是感覺痛楚

開始慢慢地回想番殺人既過程
一直係度諗係咪上天比我懲罰
但係內心又因為享受而勃起了
左手掌已斷已不能再自行發電

「喂，你帶番來果個肥仔點樣識？」
「我搵女朋友中途發現決定一齊行」

「不妨直說我覺得果個肥仔好有問題」
「有咩問題，佢都冇左隻手仲可以點」

「我唔係指呢樣，係指佢個眼神有問題」
「哦，我覺得佢只係因為冇左隻手姐」

「希望係我錯覺啦，硬係好不安咁
，好喇我夠鐘去巡邏，唔講喇」

講完之後呢個消防員就著齊全套裝備
及配備警鎗巡邏這間酒店。

突然警鐘竟然響起.......

待續



十章 脫離

10th
有一名護士因為聽到警鐘就來找我
我現在處於既位置係二樓接待處位置 
而訓既係普通既接待處梳化

「你叫咩名呀？」我見到眼前護士相貌普通
但係身形同身高都係我喜歡既類型

「唔好講呢d住，而家正面可能比喪屍突破，
我要帶你移動去安全既地方。」

我從來都唔相信係呢個喪屍橫行既世界入面
竟然有人係重視人地多過自己既生命
就算喪屍未橫行既世界人類都係自私自利
而我就係呢個代名詞既真實版本

那位護士撐扶我到升降機 然後按地下B1
把我帶去地下停車場，然後護士就同我道別了

「臨走之前可唔可以話我知你叫咩名」
「我叫Versus」護士說完就坐升降機回去
「Versus,祝你平安」說完後聽到後方傳出聲音

待續



十一章 新的危機

11th

「快D上車」原來係阿強既聲音
車上還有一對情侶在兩人都互相擁抱著

「我叫小明，呢個係我女朋友叫阿珊」
適當地打招呼後我想起那個叫Versus既護士
我對她並唔係有特殊既感情

而係我想得到佢，得唔到就由我親手殺掉
呢個係我既愛，希望可以再見一面

係漫無目的既駕駛下，情侶首先打開沈默
「我聽講政府係荃灣建立左個臨時庇護站」
「珊你唔係真係信政府會真係做到野掛」
佢男朋友大力阻止佢既建議

「點都好啦，反正而家都無目的地
去望下都好既」阿強認同阿珊既說話
就決定去元朗經由山路行去荃灣
「我冇意見」我說完這句後又再睡眠

忽然我在睡夢中驚醒
原來係因為阿強急剎
導致我爭一點撞到前面擋風玻璃
車因爲撞到樹所以已經報銷
我們正在元朗郊野公園

「你地睇下，果到果幾隻狗個樣怪怪地」
阿強剎車係為左避開撞到幾隻動物
狗正流著口水，而目光正狠狠地盯著我們

待續......



十二章 命危

12th
我們身上並沒有大殺傷力武器
最多阿強身上有把鐵勾
那把勾就是平時在街市看到的
殺傷力良好但最多拎來自衛既

而在貨車上只能夠找到地拖棍

「喂，果幾隻狗過緊來點算」
阿強一邊撐扶著我一邊向後退
而我就用剩餘既右手拿著地拖棍
小明以身軀擋在阿珊面前
阿珊一邊在小明背後觀看狀況一邊向後退

一隻狗見到我地後退汪汪汪汪地叫喊起來
像是發出攻擊姿勢一樣向我們襲去
阿強首先推開我而其中一隻就撲空了
在回頭之際阿強狠狠地用鐵勾插進其腦袋
但插進去後狗的動作變得更加瘋狂
不斷向著阿強身動撕咬以及爪擊
訴說著自己並不想死，而阿強並沒有停下力度

「剩低四隻」

小明即檢起我手鬆了的地拖棍去擋住其中兩隻
但狗隻並沒有組織攻勢，只係一邊強烈攻擊
因為感染病毒關係變得狂暴化

阿強回收鐵勾中而兩隻向阿珊襲去
小明即擋在阿珊面前，正所謂既腹背受敵
係咁危急情況下我用打火石點起了小量火花
（用腳踩住火棒然後用右手磨棒）

火花需然小但野獸本能天生懼怕火焰
眾人得以得到喘息機會
但係呢個世界邊會咁順灘咁比你苟且偷生
只有一瞬間既停低，眾人不敵而決定逃跑

但係我既身形邊跑得郁，冇幾耐就追到上來
阿強一邊向後退一邊緊緊咁渣實鐵勾
速度最慢既我被三人漸漸拉開距離



今次真係.......仆街了

待續



十三章 逃命

13th
前無救援，後有追兵
係咁既狀態下我基本上係九死一生

需然身體能力比平常人低，
但係系呢一刻求生意志比任何人高
見眼前有一個斜坡位就決定碌落去

而三人一直向前跑並沒有理會我既死活
係呢個時勢自己活命比較重要

我不顧後果就直接把以身體躺下碌落去
希望脂肪可以減低對自己既衝擊及傷害
就算上天唔眷顧但係惡人有惡人既幸運
好人永遠死得早，殺人後我早已入惡道

咁剩餘四隻喪屍犬就像發了狂跟著我
但係喪屍犬點會識用姿勢去減低衝擊
有兩隻飛奔太快收掣不及直撞向大樹
而有一隻就係直接整個腦袋插入路牌

仲有最後一隻竟然死追我不放
像要把我撕成碎片一樣既目光
我背囊因爲剛才開左受到衝擊
所有被報紙包住既肉都跌出來

喪屍犬聞到肉既味道立即停止對我既攻擊
轉而打開報紙滋味地吃那些肉
而我因爲右腳骨折所以痛得我暈下來

「嗄嗄嗄」三人同時停低腳步後發現我失散了
待續



十四章 過去及現在

14th
天色漸變暗，我因為肚餓已醒了
但係右腳傷患比想像中更嚴重

左手手掌已經冇了而而家右腳有問題
係呢一刻我有諗過就咁自殺死亡
但難得我可以解除左法律既枷鎖

小時候我曾經深信只要講野真誠
咁對方就會同樣既態度對待自己
事實上原來所有人都只願聽假話

我以為朋友之間會互相交換秘密
但第二日佢就將你既秘密講出去
就連屋企人都爾虞我詐

正在成長期既我感覺到人性醜陋
開始漸漸變得只信自己一個人
朋友親情只係道具
可以利用就徹底利用到底

背囊既物件散落一地都係
而我即檢起地下既肉並沒有多想就咬起來
然後補充一點水份就決定休息

但係系附近既喪屍犬也聞聲而來
我手上並沒有鋒利有用既武器
相反喪屍犬即有利齒及尖爪
因為不宜於行所以在地上爬行一樣

喪屍犬正在虎視眈眈咁看著我
一出手就係用咬既方式攻擊我
我打算用爬既方式向相反方向逃離
未爬到兩三米右腳早已被咬
本來骨折既右腳已經劇痛無比
現在更加雪上加霜痛上加痛

奇怪既係流血同時右腳痛楚漸漸消失
我就轉換姿勢由爬行變為坐姿然後

用牙齒狠狠咁咬隻喪屍狗個狗頭......

待續





十五章 渡過危機

15th
就算喪屍犬點樣掙扎都好
我咬合既力度並不會減弱
喪屍狗漸漸就失去了生命
需然講出來奇怪，總之變成了屍體
顫抖數分鐘後一動不動躺著

滿嘴鮮血既我用水清洗口腔
然後在背囊中拿出一把鋸片
無錯我背囊入面係有鋸片
但係並唔適合做武器
所以我會話我並沒有武器

鋸片把喪屍犬四隻小腿割下來
然後在周圍檢起樹枝及檢起散落既報紙
用打火石棒把樹枝點燃然後用報紙助燃
再用樹枝將四隻狗腿都吊著煮熟

45分鐘後就煮熟了但始終有一定風險
需然我可能係咬頭過程中吸入左小量血液
以及右腳被咬傷，身體並沒有產生任何變化
只係覺得有小小凍既感覺

把散落在地下既手臂肉及煮好既腿肉收好後
就繼續向前行，傷重既我右腳現在沒有了痛覺
有如正常人一樣但心理作用令我拐著走

自己既身體自己可能未必清楚
正如你用左十幾年升降機你都唔會識維修

大難不死既人明白到自己有既係運氣
徹底咁將剩餘既良心埋沒，做想做既事

帶著滿身是傷痕及疲累既身軀在天黑中趕路

待續



十六章 中途

16th
當我碌落山既同時

「話唔定肥奧佢已經到左呢」珊講既人係我
「都有咁既可能，但佢唔似跑得咁快」
小明用正常人思考方式諗我
「但係而家無得番轉頭，後面可能仲有喪屍」
阿強就建議先到荃灣區臨時庇護站

「肥奧我知你仲未死，你咁大命」
阿強心入面其實係掙扎緊回唔回頭救人
因為前幾日佢懷著好意咁分肉比我食
應該唔係壞人來既......

然已阿強並不知道肥奧手上既既肉係

漆黑既山上沒有一點燈光
我只能靠著手機電筒既微弱閃光去照明
系陰森恐怖既夜晚山裡竟沒有人
幸好既係我早已習慣孤獨
咁既環境底下就繼續趕路

最後始終不敵疲倦，用拐姿行了一陣後
右腳流出紫黑色既血，把上身衣服脫下
用線鋸鋸開，然後先止血
我搵到一個涼亭就決定今晚訓覺既地方

「喂，點解愉景新城門口咁多喪屍」
商場既地下被很多雜物圍繞住
而被雜物阻擋住既就係喪屍群
即係代表入面可能仲有活人

「我地點入去呀而家」阿珊同小明同時問

待續



十七章 到達

17th
荃灣其實仲有個別名叫堅離地城
商場與商場之間以天橋連接住
「竟然正門入唔到，咁就係旁邊上去」
阿強指住對面消防局旁邊有天橋

「一於就咁話啦」兩人異口同聲和應
但天橋附近都有一班喪屍圍住要突破並不容易

喪屍們平常狀態就像待機模式一樣
但係聞到人類既氣味就逐一激活起來
不過橋既側邊樓梯上落位有人駐守
橋上兩人看到下面三個人有危機
就向下掉了兩個鎚仔......

「只要鎚仔仆中腦部就可以破壞腦組職」
「小心既係因為距離太短有機會被咬到」
「佢地既動作好慢，你地撞開佢地就得」

「呢個橋位封左嫁喇，過對面上來啦」
然後阿強同小明就各拎一個鎚仔開路
幸好既係喪屍速度並唔快唔識上樓梯

三人都喘著氣地坐在地下休息
把鎚仔歸還於橋上既兩人

兩人就開始自我介紹
「我叫皓嵐，警察編號9154」
阿強係呢個時候仲開玩笑
「浩南？銅鑼灣渣fit人陳浩南」

「屌你啦，我姓潘嫁」
「哦，潘Sir 失敬失敬」三人同一時間說道
「你地都係可以叫番我做9154
喂原來原來你地唔知道喪屍弱點？」

「我叫兆簽，頭先你地真係好彩
，咁都可以安然無恙咁上到來」
另一個有些小肥胖既人自我介紹
解釋如果見到喪屍犬就應該會死

說完後就帶三人經由天橋去愉景新城
「需然有軍隊駐守，但係要注意既係



三樓位置唔可以上去，果度係擺食物既位置」
兆簽解釋上面會分配食物，但唔可以入去

人終究敵不過好奇心
越係叫唔好就越想去做一樣野

三人因為好奇心令到
之後一發不可收拾......

待續



十八章 好奇心害死

18th
到達後警察9154及兆簽帶三人去休息既地方
三人都因為山上趕路及剛才已充分體力透支
累得都坐下來休息。

愉景新城人數不多大概有50幾人
而有一半係著制服既警察及消防員
另外一半就係普通人。

而9154及兆簽再返回崗位前千叮萬矚
絕對唔可以去食物倉庫，後果自負

就係因為呢句令到阿珊感覺到好奇
休息一陣之後就趁冇人留意去偷睇

食物倉庫其實本身原先係牛陣既店鋪
但爆發危機之後就拎左來做儲放食物

夜晚裡商場並沒有燈光
只有月亮映照住玻璃既反光
並沒有照到深入最高層既牛陣

阿珊瞞著小明自己去，入到擺食物既廚房
發現既吊哂係天花上面果D全部係去哂內臟既人
用天花既消防喉去掛勾著人沒有頭顱既身體

阿珊頓時感到想嘔出來，急步咁跑番去搵小明
然已所有既行為都盡被暗角處既一個人望住

小明及阿強並唔係剛才既休息室
阿珊需然驚慌但停下來冷靜思考

有一個光頭既大叔走去阿珊耳邊同阿珊講
「如果你夠膽將你頭先見到既野講出去，
我就殺左你男朋友同埋將你食埋」
光頭大叔隨後拎一大煲肉湯分給所有人食用

「阿珊你做咩唔食？」小明擔心佢會餓親
「唔好意思，我冇胃口」阿珊懷疑係人肉
但係又因為被人恐嚇所以並沒有說出口
「點解呢個肉既味道咁似肥奧比我食既」
阿強係心入面咁諗，但係冇講出口

眼見小明及阿強都訓著左



阿珊就係不安情況下睡著

待續



十九章 不一樣的到達

19th 
太陽既陽光斜射射去涼亭處，
感受太陽既溫暖及刺眼既光芒醒了來。

起身後男性本能晨勃了然後找一個草叢位放水及補充水份繼續食手臂肉充飢。

卷起右腳長褲被喪屍狗咬既傷口需然已止血，
但反而腫脹起來不過並不感到疼痛。

「奇怪，點解唔痛既」需然心中十萬個為什麼
但竟然唔痛就可以即刻趕路，需然想即刻咁做，始終行得唔快。

中段山路執到了一支木制拐杖，對於而家既我來講簡直就係恩物。

本來用六至八個鐘既行程，因為體力及傷患影響下現在用了接近十六小時終於見到愉景新城，在天色
昏暗環境下終於到達。

而我見到喪屍圍住正門我就諗唔到點樣入去，
喪屍既反應有點緩慢，而有一個雜物明顯地可以讓一個人站在上面。

我行到去正門門前，喪屍們聞到我既味道就醒過來了，而我趁著機會爬上那件雜物既頂部。

因為居高臨下而喪屍並沒有智慧，就在我得戚同時右腳被其中一隻喪屍捉住，想咬既時候發生左奇怪
既事情，聞到我右腳既氣味就放棄左攻擊。

而喪屍們發狂地不斷撞擊正門玻璃發泄心中既不滿，其中一道玻璃因為不堪壓力被撞破，
撞破後喪屍都摔倒在地，我趁這機會走入商場入面。

待續



二十章 人

20th
地下商場玻璃破裂，我趁有機會就走入去。

在夜晚裡商場需然顯得比較黑暗，都能夠見到有人在休息睡著，但我與他們非親非故，所以並沒有叫
醒只係一邊經過，然後用扶手電梯走上一層觀賞好戲。

商場地下既人係唔知情既情況下被喪屍啃咬，
聽著人群大叫著救命既聲音忍唔住把手申進褲裡上下遊玩直至噴出白色液體。

警察臨時調配人手把可以往上來既升降機或樓梯都用雜物堵塞，就連完整既狀況都未搞清楚之前舍棄
可能拯救到既人優先考慮既係眾數人。

為左拯救多數既人而犧牲少數既人係呢個世界默許既事，但係絕對唔係正確既事。

比如當兩隻船上合共500人，一隻船300人另一隻船200人，而兩邊既船都壞左只有一個人識維修，
咁拯救多數既人維修300人果邊既船放棄200人既生命，而得救既300人分開左200人同100兩隻船繼
續前行，但同時間又壞左，因為多數就拯救200人果隻船，但係犧牲既人數總和已經超越左拯救既人
數。

夜裡需然發生了一些事情，但眾人仲係夢中。

而負責人因爲想控制住商場既所有人就作個故仔欺騙所有人話幾個人既犧牲係因為自願去修補爛左既
玻璃。因為喪屍既破壞令到正門破爛，而家用雜物封死了可以落去既道路，如果逃離都仲可以用天橋
。

聽完負責人發表完既我就找一個地方休息前，
就比人問我「點解我未見過你既？」「你係邊度入來嫁？」被一個警察用槍指著我太陽穴問。
聽聞到有騷動既聲音，有三個人聞聲而來。

「阿Sir呢個人我地識既」最先講既係阿強，
然後小明及阿珊都點頭表示同樣既意思。

我心中唔係好妥果位警察「咁夠膽用槍指住我」呢個行為，但係連續既趕路已經使我疲勞過度，我問
三人有冇可以飽肚既食物。

把我帶去佢地專屬既休息位置後，
阿珊神情古怪咁把一碗肉湯給我，我諗都冇諗一口就飲完食完，而肉既味道我記得食過，
呢個味道係人肉既味道，知道肉湯係呢度駐守既人派發。

待續



二十一章 料理人

21st
阿珊用一副不可思議既眼神望著我，
因為我太餓既關係一口就一碗肉湯。

正常人在食這碗肉湯前都會猶豫味道既奇怪，
但之後都會因為肚餓而放棄去思考究竟係咩肉，係爆發喪屍危機當中仲有放肉既湯可以享用已經可以
講係奇蹟。

眾人都在享用光頭大叔既「精心杰作」，
光頭大叔都很滿意眾人食完之後既笑容，
似係一個專業廚師望到食客滿足既表情得到既喜悅。

但係一切阿珊都知道，阿珊因為一日都未曾進食所以臉部變得瘦削可見，而小明也開始擔心女友既健
康發展，但當阿珊想講食物既真相在喉嚨的字都因為回想光頭大叔既警告轉眼吞下。

小明以為阿珊只係普通既偏食問題，沒有太多理會只問我身上有沒有食物可供應，我把背包還未食完
既手臂肉交給小明就去跟蹤光頭大叔。

光頭大叔拿著一鍋鍋既煲返回一個看似是廚房既地方，把門反鎖後就聽到刀斬肉既聲音。
在門後等待既我因為感到不安，在店門口拎了一支廚房既大湯匙。

在十五分鐘後，那道上鎖既廚房門推開了。

待續



二十二章 廚房

22nd
推開那道門是光頭大叔，他把門關上後趁著鎖門既時候我狠狠地用煲湯用既鐵掣大湯匙敲向他的頭上
，而光頭大叔因為頭部受到重擊所以暈起來，暈倒後我把鎖打開了。

眼前發現驚人既秘密，證明我既估計無錯。
而我趁這個機會補充番一D人肉，反正都已經習慣味道，何樂而不為呢。

右腳傷患處不小心撞到尖銳既地方，轉眼間就把整條長褲染成深紅色，我把褲管捲起然後開煮食爐用
火灼熱一把生果刀以防細菌感染，把撞破位置既小洞用熱既生果刀開大了洞口，然後紫黑色既血就紛
紛經由大既傷口流出來。

把血都裝上去一個碗，然後把正在煲滾既肉湯倒入自己既鮮血，剪下紗布及用膠帶封住傷口，係光頭
醒之前把整個地方像是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還原。

一段時間後光頭大叔在劇烈頭痛下醒過來，然後看一看時間發現原來到達午餐時間，把煲好既湯拿去
分發給其他人。

我返回找三人，而阿珊正津津有味食緊我比佢既人肉，見佢食得咁開心就將頭先收集到既人肉都比左
兩日份量比佢地，阿珊見有糧食係手就拒絕了光頭大叔既分配食物幫小明同阿強都同樣拒絕。而食了
肉湯後既人都紛紛口吐白沫及雙眼反白。

待續

題外話
由於作者有事需要去廣州工作，所以今日更新一章，而明天18/11應該要在夜晚更新。
不過我會夜晚在酒店繼續寫文章，希望各位繼續支持。



二十三章 變態無上限

23rd 
見到眾人紛紛口吐白沫後不等多久就在地上抽搐，
在十五分鐘後整個商場就陷入一片死寂。

而幸免既只有四個人，此刻我把些粉上拿走一些日用品及安全套，把一個在地上已經好像死掉既胸部
澎湃既女人拖入暗角處，以防萬一她會回光返照，就用廚房既豬肉刀把四肢斬斷變成人棍不斗翁。
用火將傷口位烤熟，就可以停止血液係咁流出。

但這個過程都整整花了我一個半小時，
要知道人類既骨頭是比想像中硬。

把手腕位置割斷將整個手連手指都含在嘴裡，
一邊更抽出小弟弟插入，把口用牛皮膠紙痴著，
用老漢推車形式一邊做一邊「奶」佢全身，
但係突然間呢個女性「醒來」。

看到雙眼無神身體微微抖動，十分像喪屍一樣。
我也不用理會，反正就只是我既性處理肉壺。
邊用小刀插乳頭邊抱起佢既身軀做掛鼓。
把自己積眾幾日既怨氣都發洩在她身上，

激情過後既冷靜同時間周圍本身倒地既人都醒來，成為了雙眼無神，口吐鮮血既喪屍。

把這個便器都放進男廁尿兜後我就在商場觀察狀況，看到三人正急腳地跑來，而我右腳本身因爲放完
血感覺良好得多，追上他們用天橋去荃灣地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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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章 想進行測試

24th
愉景新城天橋上往荃灣地鐵站並沒有喪屍，睇來都係被清除了，而三人聽到我既腳步聲並不清楚狀況
，並不回頭看只係向前繼續跑，因為我既腳步緩慢只比喪屍快小小。

我並沒有介意三人會掉低我一個，諗番起頭先既狀況，商場入面既人飲左肉湯之後都變了喪屍，而湯
本身味道應該冇問題，光頭大叔都飲左，諗起我放左血之後將血倒埋入湯之後佢地就開始異變，我再
搵多一個人試下我既血先。

呢一刻我仲未知道原來我係已經......。

很快就到達了荃灣地鐵站，但地鐵站門口已落閘，我望向南豐中心方向，見到之前用槍指住我頭既警
察，我問完先知道原來佢係前一晚過左來南豐中心轉換崗位，咁我就可以用佢來試我既血。

佢都認得我，佢同我講「我係警察9154潘皓嵐」，我並冇心記住將要死既人既名字，都要知道佢係
幾點休息，我問佢既休息時間跟住就進入南豐中心。

見到三人向我打招呼但我並不理會，沉思咁諗佢地三個係咪因爲知道湯有問題所以唔飲，但係咁就講
唔通，因為本身我做果個行為並唔係我諗住做，好似比人操控著一樣。

放完血之後右腳傷口已漸漸埋口開始感覺良好。
只要個結果係OK既話過程並唔重要，我決定用針筒插入我手臂上抽取血液樣本，然後用水溝淡血液
既腥臭味道，注射入人肉既脂肪內。到底果位警察食完之後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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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章 測試與結果

25th
係末日當中既危機當中有肉食已經係天賜既食物，所以人類係唔會抗拒見到肉既喜悅，更何況係一個
受盡各種不可思議命令既制服部隊呢。

我把手上注射了我既血既肉交比眼前既警察，需然佢因為基於自己既責任感而令自己唔可以獨吞呢個
食物，但係當我說了一句「呢個肉係因為慰勞你既獎勵」就雙眼發出光一樣眼定定看著過舊，需然並
不算大但對於現今既佢來講已經滿足自己想食肉既衝動。

佢係呢個危機當中失去左自己既同伴以及家人，仲要首先將食物讓給有需要既人，而家既佢可以唔駛
再忍耐，將眼前既肉直接用手作為餐具大大淡咬落去。

把肉都完全食完後，佢開始嘔白泡然後倒地抽搐，十分似之前變喪屍既先兆。
我偷左佢既手扣把佢一隻手都扣在廁所既水管然後用刀係佢異變之前將佢重要既寶貝割落來塞入佢個
口到仲用牛皮膠紙封住，再係門口放個清潔中既警告牌。

係呢個測試之後我知道左原來我身體既血液係會令人感染變成喪屍，睇來我已經就來踏入死亡，咁既
話係死之前就要拉人一齊落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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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章 濫殺開始

26th
南豐中心高層都有人駐紮，而比起愉景新城人數更有十倍以上，但係食物日益減少所以呢個地方同樣
係有人食人既情況出現。

每個層數都一個堆軍隊看守，我要殺人都唔係咁簡單，俗語有句就係「做生不如做熟」，我決定首先
殘殺果三個同我同行左咁耐好信任我既人。

首先應該係情侶之間既男人落手先，如果對一個人既阿強落手咁可能會引起人既懷疑，如果對情侶既
阿珊落手咁男果方有機會搏埋性命同我同歸於盡，而解決小明就唔會比人懷疑最多只係以為情侶間打
情罵俏。

而點樣引誘佢落單呢個真係大既難題，而係等待當中我終於等到佢一個人獨自去廁所，而去既廁所就
係當初我擺了清潔中既廁所。

小明佢見到擺左塊危險告示牌並沒有理會，反而一步跨過去然後推開門，入門後見到有隻喪屍被綁著
與水管一齊，但係手腕已經因為掙扎變血，只有一隻手攻擊小明。

「嚇死我，原來比人綁住左。唔怪得擺塊牌係度，原來係唔想人入來。」小明只心裡驚了一下然後就
開始抽出陰莖對準尿兜放水，而我就係背後對準佢屎忽大力一劈，將佢成塊屎忽肉割落來，小明因為
疼痛而暈死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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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章 過程

27th
將小明既屁股肉切落來趁住鮮血淋漓時把肉拎高然後張大個口飲用血液，跟住嘗試味道，但生肉始終
食唔慣就咀嚼了兩下吐了出來。

用索帶將佢雙手扣住以及用索帶扣住雙腳防止佢既逃跑，將麻醉針狠狠咁打落佢身上，然後開始自己
既遊戲時間。

因為好用力將麻醉針打落佢陽具上，所以小明都因為刺痛驚醒，而佢見到眼前既我想破口大鬧，但我
唔會比佢咁做，我即刻用牛皮膠紙塞住佢既口，再係手臂用針筒注入麻醉劑。

份量我並唔識調整，只係知道並唔會失去意識，我把豬肉刀沾上小明失禁既糞便，然後將佢既陽具切
成十五塊粒狀，佢因為被打了麻醉劑只能夠眼看著自己既陽具比人切碎，但其實小明仲感受到些微痛
楚。用豬肉刀既刀柄將佢既屎眼擴大，再將切碎左既陽具全部塞入佢大腸內。將小明乳頭切落來放進
廁格裡沖走。

將佢手指同指罅之間既位置插針。
將背脊兩舊突起既肋骨用鎚仔把螺絲釘敲入去，然後將佢手掌鋸開，係藥效失效之前一直把佢身上既
肉逐塊逐塊切落來。

藥效漸漸失效前佢開始感覺到痛楚，當藥效正式咁消失，小明已經因為痛楚而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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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章

28th
幾日之後，小明死狀恐怖既慘況被人發現左。
我若無其事望著屍體，心中暗自裡對自己既傑作感到愉悅，但係呢幾日身體逐漸變得沾寒沾凍、頭髮
開始脫落，而痾既尿液更加係血來既。

我漸覺時間無多就直接唔再用浪費時間殘殺既方式去殺人，但係諗緊下一步既同時，我估唔到係有人
見到我跟住小明入廁所，而我出來之後小明就冇再出來。

我從來冇諗過會比人懷疑，而懷疑我既人就係阿珊，而我就因為係殺人既嫌疑比人用槍指住頭部，但
因為我已經不害怕死亡，將褲袋內既針筒拎出來然後插向用槍指住我既警察。再奪走手槍以作自衛既
武器。

眾人都害怕我手上既武器，
呢個時候我發表我既偉論。

「現今既社會裡面一樣出現人食人既金字培形式只不過方式唔一樣，越有錢既人就剝削低下層既人只
不過我做既同果班有錢既吸血鬼一樣。」

「人類都一樣靠剝削其他既生命去維持自己既生命，人類食豬牛雞羊魚，而我只係食人，你地殘害動
物既生命果陣有冇諗過佢地都會痛苦，偽善。」

「我只係想繼續生存落去，你地會唔會記得自己食個幾多塊面包？你地到而家為左生存食既肉到底食
左幾多。」

「荒謬，就算你係點樣既人都好都冇制裁任何人既權利，更何況你唔係為左食慾而殘殺人，你只係為
左自己既殺人慾望去殘殺小明，而另一個人需然唔知你點做到但果個係幾日前消失左既警察9154。
」阿強彷佛企在道德高地上指責我既錯誤。

而我即老羞成怒講了一句「食左女朋友既肉覺得係咪好好食，係愉景新城入面煲既肉湯都係用人肉整
出來。」

阿強立即感到嘔心嘔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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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章 死亡

29th

「一諗起你女朋友既大腿真係又硬起，佢臨死前好好比我享樂一樣」而我講到一半忽然吐出鮮血，睇
來時間無多。

將折磨欣既過程清楚講完之後人人都啞口無言，眾人都破口大罵「禽獸」。

「應該係禽獸都不如」阿強補充一句
「咁你又點樣，我隻手掌比你斬斷、當我在山上比喪屍狗話緊果陣時你地又去左邊度？」
我指責對方既錯誤來抹走自己既錯誤。

「我最需要人幫助既時候你地只係掉低我一個而你地就係安全地區打情罵俏，所以我先要制裁所有人
，任何人都唔可以在我面前幸福」

「我無打算自投羅網，把槍指著自己既身體射進去」

「竟然係自殺，咁益左個變態佬」
「人已逝世，唔駛再講咁多」
眾人都在我既屍體前吐一淡口水。

而我既屍體被擺放在垃圾回收桶內，猶如垃圾一樣。 

半夜三更擺放在垃圾桶內既屍體唔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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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章 異變

30th
周圍漆黑一片，身體感覺唔到痛楚。
突然中間出現一點光，我見到曾經既小明同阿欣向我揮手，我正想向後逃跑之際，手腳都被兩人扯斷
。只有身軀既我不斷向後爬行，絕對唔會走入那個空間。

突然一醒就發覺自己躺在垃圾桶身邊，用手機把照一照自己既樣貌，發現自己面無血色左手同右腳既
痛楚減少了，而眼球有小許模糊。

「猶如喪屍一樣」心中暗暗想道

需然唔知道自己點解仲有意識，但係事實證明惡人有惡報係唔會發生，等天收呢樣嘢完全係偽善者口
上既謊言。

用口罩遮掩自己既樣貌，將身上既衣服全部除低，為一個重生既生命奉獻祝福。向地上射了一堆精後
就逃離現場。

我呢個時候覺得肚餓就去左南豐上層既休息房，見到一對母女正互相擁抱著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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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章 享受

31st
見到母親樣子唔錯，女兒正處於發育期當然來個母女丼，強行用陽具塞入母親既肛門裡，然後因爲疼
痛而驚醒了，但當她見到我樣貌時嚇得啞口無言。

而佢不斷咁想推開我，但係一個女人既力量點及異變後既我，把她既口按住然後威脅佢如果唔服從就
會殺左佢個女，佢只能默默忍受。

我將佢尿道擴張，把陰道及肛門注滿我白色既液體後就咬了她一下，然後轉而將目標轉向佢既女兒。
望向像十六歲左右既少女穿著短褲，
頭髮及肩是我喜歡既類型，童顏巨乳。

將佢身上衣服全部脫下，就把少女左邊既粉紅色乳頭咬斷，然後慢慢咀嚼乳頭就是咬香口膠一樣，少
女因為痛楚由醒來再昏倒過去，然後塞入一邊塞入巨龍一邊把她既牙齒拔掉一隻，每當插到痛及拔牙
痛楚令她暈過去既時候就拔一隻牙，在拔光所有牙少女已經接近死了。把陽具伸入她口中然後一邊「
奶」下體，用69式玩法上下移動然後狠狠咬了少女既下體肉。

而母親因為被我咬了一口後很快異變成喪屍，見到地下只剩一口氣息既人類就去咬了。

「冇錯我應承你唔殺你既女，殺既係你自己」
趁母親喪屍食緊女時候再插入肛門一次，感受到冰凍既身體配上灼熱既精液，感覺良好，將少女既胸
部肉用牙咬方式再生食，把少女既子宮拉出來扯斷後吞入肚內。

待續



三十二章 禍害

32nd

飽肚一餐後將變成喪屍既母親脫光放出去整個樓層，然後打破警鐘令整個大廈都響了起來。趁機背著
少女殘缺既屍體往其他樓層進發。

眾人都被突如其來既鐘聲驚醒，而警鐘正正遮掩了喪屍既聲音，因為管理處有樓層間既閉路電視觀查
到樓層既動向。

「將六樓以上全部封死，一個人都唔可以放出來。」講呢句既係暫時最高權力既人。
「長官，咁樣好似唔係咁好，上面仲有人未走甩」一個新人做了無耐制服團隊就問道。
「呢個係命令」未講完就用手槍轟殺了新人。
「仲有冇人有意見？」眾人都因為驚怕被殺所以閉嘴默默承認呢個做法。

說完後就就用家私雜物等等封死樓梯及用英泥封死門口，務求令到任何一隻喪屍都走唔甩。

看到閉路電視既人被咬及慘死但基於犧牲少數人換取所有剩餘人既安全，冇人會有意見。
心裡萬分興幸自己唔係其中之一。

而我就抬著少女屍體行樓梯上到最高層，最高層並沒有人，因為越高層食物運送就越難，而逼不得已
既時候可能要食喪屍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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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章 突襲

33rd 
經過了百無聊賴幾天我開始無聊地思考之後打算點做，人總是抵受不住寂寞。

用人肉吸引喪屍走向樓梯，然後引向被封鎖既位置，將所有雜物都推走開一條路比喪屍。

而看守既人見到喪屍大軍襲來就精神失常亂掃子彈，但雷聲大雨點小呢句名言應用係呢個狀況之下就
係最好不過。

好快，看守既幾個人最後都因為寡不敵眾最後被喪屍啃食，啃食完畢後將喪屍大軍經後樓梯放入五樓
，因為正值早上所以任何人都在無預警之下被襲擊，而人類悲傷既哀號即成為我而家既精神食糧。

「任你地點哀號都好都傳唔到任何人耳中，哈哈哈哈」說完但被眼前看到既事驚訝由大笑嘴形變為合
上嘴靜望著其中一人。

那個人被喪屍咬後並沒有任何反應，隨後就復活起來，神智及頭腦都係處於清醒狀態，
佢坐起來望住周圍而喪屍都對佢失去興趣。

見到眼前一個異變既人感覺就同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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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章 真事

34th
見到眼前異變了既人，用同伴心態對待她，作為女性我會好好對待佢。

但係女性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佢見到眼前我裸體著激動大叫起來。
我把一具殘缺身體既屍體掉比佢，只見佢津津有味地吃著，隨後更問佢既名字。

「我姓黃，可以叫我做黃小姐，我有一個孖生姐姐係叫Versus，佢係護士來，我想搵佢先來到呢到
」黃小姐習慣左我全裸肥胖既身軀。

原來果個曾經救過我既Versus係佢既姐姐，難怪我感覺到幾分相似，要講既話黃小姐就似係青春時
代既Versus，童顏平胸髮形及肩嘴上還有鮮紅色口紅顏色。

我並不提起佢姐姐既下落，但係因為同樣異變成怪物同埋對佢一見鍾情所以我好心接近黃小姐，但黃
小姐任憑我點樣對佢好，佢始終都唔放我在眼內，無論做咩都好，佢心中放唔低佢男友。

黃小姐只想尋找自己既姐姐及男友，對佢來講我只係利用工具或者連兵都唔係。

我實在忍受唔到佢既無視，半夜三更趁佢訓著就打算直接強姦佢。但同樣係異變者力度差唔多大，所
以在我心中只係出現呢一個諗法但冇實行。

到底我可唔可以留低D咩。
自己親手打飛機將精液射向試管內，
再由試管倒入佢下體內。

待續



三十五章 計劃

35th
當人類係危急關頭就會爆發出驚人既力量，但係即使係咁始終唔夠喪屍數量多。

異變既黃小姐並不知道自己身體非於常人， 打算作為人類拯救所有人，我深深被佢吸引住。

我從來無試過喜歡一個人，而佢既行為對我來講又愛又恨，愛到想要殺死佢。

第五層全層已淪落喪屍區域，而黃小姐即帶住三四個人退守至四樓然後將整個狀況與軍隊匯報，同時
將我既事情同樣說出來。

而眾人得知我沒有死變成有意識既喪屍都議論紛紛，其中一名醫生打算活捉我去做人體實驗，找尋唔
會異變既原因。

說完之後黃小姐就對所有人講肥奧最喜歡既人係佢，佢願意用自己做誘餌將肥奧引誘到有利位置埋伏
肥奧。

而這次行動竟然關係到人類既存亡！

待續



三十六章 滅亡前奏

36th
黃小姐主動接近肥奧，而因為越係得唔到既野越珍貴，肥奧想得到黃小姐既愛，但點知道原來除左係
第一次得到仲係最後一次。

黃小姐佢令到肥奧著迷原因唔係因為樣貌身材，而係單單性格上令到肥奧不能自拔。
這份感情並唔係虛偽，談吐中令人感覺想保護她的衝動，想將佢獨佔，想將佢肢解。

黃小姐不懷好意接近我，而我就算係明知佢唔係喜歡我，單單係虛偽既感情已經令我感到喜悅，拖著
她的手在商場內漫步，彷彿時間停住了一樣感受到無限既愛。

當我去到一個防煙門前，黃小姐突然遮住我雙眼，我並不知道佢做呢個動作既意義，只知道後頸被插
了一針就暈倒了。

我都唔知我沉睡了多久，只知道醒來時候地上一灘血跡，而血跡早已變得暗淡無光。
在地上執到本筆記，我好奇想知道發生什麼事就翻開來看。

「1月11日
我地活捉到一個異變體，擁有喪屍既力量同埋人類既智慧，到底身體既構造係點解唔會異變既原因」

「1月15日 抽取左基因細胞但研究進展冇突破，到底係點解仲未知道原因，但係會繼續研究落去」

「1月23日
發現左新既進展，我將命名為A病毒，所有既細胞都會被吞噬，就算細胞冇被吞噬最後都會變成惡性
細胞，唯獨是身體有一種新病毒在體內就唔會異變，反而可以控制，但係呢種A病毒係異變體身上變
種了」

「1月26日
到底要點樣先可以得到另外一種可以控制A病毒既新病毒呢，新病毒只有一個人身體有，從身體移植
出來後會變成普通細胞，而呢個病毒唔會增值，所以想做成解藥變為冇可能既事」

「1月27日
嘗試將異變人變種左既A病毒再次注入喪屍體內，但係換來既係狂暴化及行動速度加快版既超人喪屍
，疫情將唔會再受到控制，人類應該因為我地而滅亡」

「1月28日
當你見到呢段留言時候，已經說明左我已經唔係度，我所做既一切係為人類著想但係方法已經完全冇
辦法解決，人類唯一可以做既就係成為喪屍或者死亡，異變體既存在大概就係人類適應了病毒而進化
既新人類，但係仲係解唔開身體上面一個迷之病毒既由來......」

讀完呢篇後向後揭也沒有文字出現

待續



外傳一

外傳1st

「以下一篇特別新聞報導，香港現正通緝一名中國藉男子，身高大概175cm，體型瘦削穿著西裝以
及左面有一道疤痕既男子，如果有佢既消息請打999通知警方」

「下一站油麻地，下一站油麻地，請先讓乘客落車」地鐵響起提示訊號，眾人都看見頭先旺角站既慘
況而紛紛落車走難，只剩少量既人留在車廂。

走出車廂既人選擇了走出車站觀看情況，眾人在碧街出口望向彌敦道，只見火光熊熊，四圍都有慘叫
及有人逃跑。

只是短短繼分鐘香港就成為了地獄一樣。

一阿西裝男子番到去港島太古城上面既港島東中心，發現袋裡面一支綠色液體唔見了，迅速向上司匯
報。

「綠色液體原液唔見左真係萬分抱歉」
上司反而只是笑著對他說
「只係一支普通既液體，放心啦冇事既」
但上司其實係知道綠色液體係會吞噬A病毒既原毒，不過實驗用係人類身上無用當成失敗品。

「A病毒經由喪屍蟻身上提取既生化武器，而綠色液體原液就係曱甴身上發現既異變病毒。
但並唔係所有曱甴都有果種病毒，只有吸入了A病毒既曱甴病毒進化了先有機會提取，而液體可由嗅
覺進入人體細胞後並不能分裂及增值」

題外話
正章就快完結章，請觀眾twitter投票結果
https://twitter.com/0305Shing

A:陷球產
B:全部人活著



三十七章

37th 
看完日記後，見到自己身體上佈滿針痕，
如果我係一個密集恐懼者早已因為眼前既慘況暈低了。

回憶起黃小姐設計我落下圈套，眼淚突然流下來，大聲地痛心難過地哭著「點解佢要咁對我，我明明
最愛係佢」，面對突如其來既初戀及失去了其滋味既痛苦，我心中開始將這段感情封印，逐漸開始成
為沉默既人。

脫離病床及實驗室？見到喪屍有不尋常舉動，而所有喪屍看到我都追著我跑，我唔係因為異變而變左
喪屍既體質咩？心中有個疑惑但係喪屍既速度實在太快，並唔似係一開始只有數量眾多既喪屍。

當被追到後喪屍突然停止了對我既攻擊，就像獵豹失去了目標時既失落感。我並不清楚狀況點解會係
咁，所以打算去街上看看。

見到自己位置仍處於南豐中心，不過是在一樓既位置，而所有樓層既人都已經消失不見，只見到地下
四圍都有血跡，空氣嗅到鐵既味道。

走了冇幾耐就感覺到飢餓，但並沒有食物在身上，身上更是赤裸，去廚房找尋食物。

去到一間餐廳既廚房裡面，見到有一個人在廚房既櫃裡面走出來，睇來佢係躲藏在櫃裡面，肚餓時走
出來吃完就回去。清楚見到係一名男子。

待續



三十八章

38th

整個世界陷入危機，剩餘落來既人類都被異變化後既喪屍襲擊，由其嗅覺敏銳及行動速度加快至奧運
金牌選手一樣既起步速度及持久力。

我對男人並沒有任何興趣，對虐殺這種浪費時間既方式開始感到厭惡，將男人既下體陽具連雙丸整根
扯落來，男人因為子孫根扯落來已失血過多致死。

把鮮血用水洗乾淨後，加入鹽及胡椒調味，
開火用牛油煎香了剛新鮮扯落來既人鞭，然後不斷用湯匙把牛油澆上，加入百里香及大蒜取其香氣，
然後將整個平底鍋放進預熱了既焗爐內五分鐘。五分鐘後拎出來靜置十分鐘令到肉汁不會留失，然後
切成一口大小，完成。

散發出香氣，味道剛剛好，如果要形容既話就係聽緊一個鋼琴演奏家高低起伏演奏出「天國與地獄」
既感動，身體所需要既營養充分補給，由於我好耐冇食熟既食物，三爬兩撥後就完全食清光。

把男人身體既肌肉部分切片，然後做成肉餅，在完全充飢後身體終於充滿力氣。

走去商場出入口觀看，所有地方都受到破壞一樣水馬都零落得亂七八糟，係比人研究時發生甚麼事經
過日記大概知道心裡有數。

如果世界就此滅亡既話大概係人類既錯。

待續

下一集荃灣篇結局

到底肥奧既去向去邊度呢

投票時間
A:肥奧會狀烈死亡
B:世界毀滅，肥奧會獨自一人
C:雙結局線



三十九章與四十章 兩種結局

39th 結局一

細胞分裂係有一個極限，當人類受傷既時候就會復原，而感染了A病毒後就算當你有解藥都只係將A
病毒除去，A病毒特性係把細胞吞噬，並唔代表原本細胞會復原，就像食物一樣，你嘔出來既嘔吐物
並唔係食物既原形。

獨有既綠色原液其實係病毒進化，是神賜與給曱甴既考驗，若果感染了A病毒最後只有死路一條，而
本來A病毒就是洪水一樣清洗破壞地球既人類，拯救這個美麗星球既防害措施。

A病毒點解會變種係因為人類將疆屍蟻做實驗打算將果種病毒成為生化武器，但事實並唔係因為利用
而無原因出現於這世上，捕捉大量既疆屍蟻已將熱帶雨林既生態平衡破壞，更甚者有可能將食物鏈破
壞，本來就存在A病毒，只係人類未發現。

看見網上其中一個blog寫著這些天荒夜談，我只是冷笑一聲，但係忽然之間感到喉嚨有鮮血湧出，
口吐大量鮮血，瞬間就失去意識。

醒來後河既對面看見阿欣向我招手，補充了一句：知道了你的過去後我並沒有再怨恨你，只能夠係自
己無去了解你，過來啦。

我拖著她柔軟既手重新審視自己「我真係可以得到你既原諒？」「無問題既，只要你做番果個想對人
好既人就可以」「先奇怪呀，同我一齊落地獄啦」眼前既阿欣化為厲鬼，雙目都流著血淚，扯著我既
手往地獄去。

肥奧屍體上搶回來既手機上面因為血液而往下碌左下，而blog主最後一句就係即使你係可以同時擁
有A病毒及綠色原液，你既身體都仲係崩壞之刻。

完結

肥奧篇死亡結局，荃灣篇完結 
明晚開始寫太古城天才少年變態連環殺人故事
港人港屍，太古城篇 開始
仲有後續第二結局呀，下面

40th結局二

在阿欣打算扯我手拉我去地獄既時候，我意志將進行抵抗，在荒蕪一片既內心世界看到曾經既自己，
將過去既自己用手撕成碎片。

不等多久就醒來，看見自己手上還渣住手機，用手機上討論區看見各地方開始淪陷，由本來每日數百
個人交換情報漸漸變得冷清，最後一個也都消失了，看見上線人數只有自己一個心裡顯得有點寂寞，
而自己即走去元朗當初既山洞裡面暫居。

中國方面見香港這塊地方已經變成荒地，就用遠程州際導彈射向香港，將整個香港都毀滅了。我即使
在山上也感到震動，震動將我睡覺既洞穴遮掩，頭部被跌下來既石頭擊中昏迷。



因為動物都會感染A病毒
地球所有地方已經成為喪屍既居住地。

十年後，躲在地底既人發現強化後既喪屍身體腐爛得就毀滅，十五年後當地底既糧食都消耗得快完結
時，地上既喪屍因為腐爛及飢餓已經全部再死亡一次。二十年後人類文明再一次重新發展得與當初一
樣。

一名青年問媽媽到底自己爸爸係邊個，只見這一個母親對孩子既父絕口不談只一直在說同一句「你爸
爸唔係好人來，唔可以搵佢」

因為青年已長大成人，所以打算尋找自己親生父親，身體天生有神力，但必須定時食用人肉，否則將
會飢餓致死。

待續

肥奧篇已經完結，咁到底肥奧係死左定係咩呢點唔講住
結局二可以引申去未來篇，但首先要寫完太古城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