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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既名字叫方凌俊

1st

「我叫做方凌俊，曾經係一隻遊戲入面香港公認第一，但係漸漸所有人都離我越來越遠，因為太過強
大以及太暴虐」

2022年12月20日我已經三十歲，但係因為工作關係所以我都冇再同其他人見面及說話，就似咸魚一
樣只是單單活於世上冇夢想，但係估唔到既係聽日發生既事令我可以「測試」。

從小就喜歡看獵奇電影既我在《索多瑪的一百二十天》影響下漸漸變得殘暴不仁，就連遊戲入面都反
映了出來，但自己本人沒有自覺，但係單單遊戲已經不能滿足自己既施虐心，開始用動物做測試。

我正因為工作路過太古城中心，眼前看到很多既人都在地鐵走出來，其中有人混身都是血。
動作及行為猶如遊戲入面既「喪屍」一樣，地鐵站內湧出人群，血腥鐵味都十分濃烈。

我看見後逃跑去太古城中心一期既後門，將後門關上，然後開始了自己既探索。

同時間中國政府帶著三部吉普車既人連武器打算向喪屍掃射，但係因為喪屍數量太多，漸漸開始被壓
倒，軍隊全部人死亡。

而一期中心及二期中心地下店員見到狀況紛紛將門口鎖上，但係漏左後門。

待續



第二章 邪惡既想法

2nd
經由後門進入一期裡面，上到一樓後見到很多人都議論紛紛討論出面既事情，當中不乏生事既人，整
天打著這是神既救續既旗號去遊說大家，但係並唔係有人理會。

我係無神論者，所以我對佢講既野無興趣，倒不如說我深信自己係拯救人既神一樣既人，神之所以係
神係因為佢做到人做唔到既野。

見到店鋪沒有人就將所有罐頭食物都收集進背囊入面以及樽裝水，太古城門口一期門口都用雜物封住
形成了密室。

食物始終有限既環境所有人既神經都緊繃一樣，糧食大概只能夠維持30日，30日後大家就只會餓死
於這裡。

我身上既食物我並唔打算交出去，我心裡面想到邪惡既諗頭，只要將呢度所有人殺哂我咪可以獨吞所
有食物。

待續



第三章 午餐肉計劃

3rd 
人類之所以勝過野獸係因為識得用智慧去制造武器，但係就算我係一個天才同時間要殺20人真係一
個極致既挑戰。

點樣唔比人發現之下逐個逐個背刺呢，不如將後門既喪屍放入來，然後將一期往二期中心既路封住，
但咁就違背左當初既原意，我係想令自己生存而將所有人殺清光獨佔食物。

咁不如就用美男加午餐肉計劃，需然唔係自誇但我方凌俊確實稱得上係靚仔，再加埋係末日危機中食
物既短缺性，一罐午餐肉換到一次性交並唔係夢。

我挑選了望落好港女既女人落手先，我最討厭就係「港女」呢種生物，身材又冇又成日有公主病發施
號令，狠不得將佢地全部斬件做成午餐肉。

太古城一期有好多後門，就算將屍體棄置都冇人知道係我做，決定左計劃問題係點樣引誘。

望向港女A我向她展開了微笑，而微笑並沒有使她主動過來反而有介心，呢個時候出現左反效果點算
，腦袋急速運轉可以做既下一步就係利誘

直接走到佢耳邊講話自己有好多午餐肉：「你知而家我想要咩啦？」「你當我係雞呀？我唔係咁隨便
既女人」「咁好啦，我本來打算你可以比一半你，你而家咁拒絕我我就搵第二個」
港女聽到一半突然轉了死性，就算佢幾咁愚蠢佢總算知道一堆午餐肉價值好比黃金。

我把她帶到後門然後實施我既計劃。
「殘殺大計」

待續



第四章 賜予最大痛苦與快樂

4th

我對女性身體結構感到興趣，但係身上武器並不多，殺害既話可能會尖叫出來，咁無辦法了、唯有就
係用「那一招」了。

我帶她到後樓梯然後她用濕紙巾擦乾淨自己私處，我並沒有理會她既請求直接無套插入，沒有一層薄
膜感覺真係十分良好，就如品嚐一塊頂級既和牛一樣，由於感覺實在太舒服所以不用抽插太多就已經
快想射精了，我此時用雙手鍊住她既頸部，令她感到抖不到氣以及同時間高潮，讓她在最痛苦及最舒
服同時底下死亡，我並沒有因為射精而鬆開雙手反而更加加大力度，務求要令窒息。

在她的子宮內射得滿滿的，然後抽出來看著自己既傑作，太完美了。整條陽具充滿著白濁既精液及淫
水。

需然窒息了但我在她頸上補了一刀，而呢位港女就係昏迷中死去。我將她身體放血掉去後門，血腥既
味道吸引了喪屍，我看到喪屍大軍趕來之前將後門完全鎖上。

待續



第五章 決定

5th

解決了一人之後心情經由射精後變成了賢者模式，反省自己有邊度做錯左，但係當欲望蓋過自己既念
頭就冇左初次殺人既被報復既心。

當所有人派發食物既時候所有都唔發現港女既消失，心中暗暗咁諗少一人食物又可以少一份。

我回想起射精既過程暗暗咁感到快樂，而鍊住女人頸部見到女人痛苦既表情感到興奮，再一次硬起來
。

午餐肉方法對保守既女人來講大概唔會起效，咁既話下一次用暖男反間計進行。

將目標鎖定在一對情侶身上，做一出夫目前犯既情節出來，我去後門用防盜眼睇見屍體被分屍只剩下
下體，見到周圍並沒有喪屍就將針筒抽取血液獲得病毒。

待續



第六章 命運既分叉口

6th

「就算係天才都敵唔過身體既需要訓教既需要，但係可以令自己睡眠時間減少而得到最大限度既休息
係得意既專長」

夜夢裡我開始沉睡，夢裡看見那個港女像是尋仇一樣一直追殺著我，但係冇科學根據既事我從來唔會
害怕，我很清楚這個是夢就強制醒過來。

我醒來後發現自己滿頭大汗，仲有些許鬼壓床既效果所以短時間看著自己身體不能動，思考並沒有停
頓，思考現時可以做既野係再一次睡著。

醒來後鬼壓床既狀態消失了，將現在情報整理後要將剩餘既人殺哂既話喪屍病毒係必要，但係咁就係
侮蔑左自己智慧。

但能力上面我與常人無異，只係得智慧及心理質素稍為高，而且網上留意到一段片係有人感染左之後
仲有人性，所以要找尋這個可能性。

待續

題外話：作者搬左家在日本生活所以更新可能變為不停期更新 不便之處 請原諒



第七章

7th
而在我想做實驗既時候，我搵唔到可以進行實驗既對像，如果用太古城剩低既人去做實驗只會令自己
陷入危機當中。

正當我苦惱緊既時候眼前出現了一個人，而與呢個人相遇令我估唔到係會......

佢突然出現我面前，對我手上搖弄著試管感到興趣，但我對她既突然出現感到不悅，試圖趕她走開但
係她不但沒有走開反而更加糾纏著我，仲開始了自我介紹。

「我叫可瑩，係呢你手上果支係咩來，點解青綠色咁得意既，你又叫咩名呀」，需然我想講呢關唔關
你事，但係盡可能我都避免節外生枝就只係講自己既姓名。

「咁我叫你FLC得唔得呀，fong
lingchun即係Flc啦」我眼前這位少女粗略估計應該係20歲左右，胸部剛剛發育成長而大腿及腿都屬
於苗條類型，不過與其說苗條應該係話好驚佢係打風會吹走既身型，而頭髮就及肩，需然只係素顏但
係其稚氣仍然健在，不過可清楚見到眼角下既淚痕，應該是為了人而哭過很多次。

我沒有理會她一直看著手中既病毒，將病毒收入自己懷中之後就簡單地問她為什麼要糾纏於我，原來
因為我既樣貌似佢舊既男朋友，但係我就係我，我唔係其他人。

但係眼前出現既人令我感到煩厭，所以我決定，動起殺機。



未來章外傳？章一

未來篇外傳？章一

當年我為左人類著想去清除禍害，而我帶著所有人由荃灣逃走去離島住上了十年，陸續傳出有喪屍腐
爛及餓死既消息，但係我去既中途與一個姓張既男人發生了關係，之後我就懷孕了。

但係兒子越大，就越來越似果個人，那個人類所有既惡夢（肥奧），但係現今狀況沒辦法證明自己既
兒子就係佢既血，正當我有一天回家後發現眼前不能想像既事實，我既兒子竟然在食人。

但係食人時候並沒有記憶，始終都係自己十月懷胎生落來既，不忍心將佢殺死，所以每十五日就將一
個男人勾答番屋企然後殺害。

將人肉混入飯裡做成肉飯比兒子食用，佢就無再突然變成了那個雙眼無神既狀況，一直在這苦困既環
境底下笑著，然後玩耍時候的笑容就係我既寶物，十歲天真無邪既笑容令我忘記了一切不好既事。

再五年後人類終於等到機會，喪屍們終於逐漸餓死而躲藏地底既人類都重拾武器對剩餘未死但十分脆
弱既喪屍給予致命一擊。而我兩母子就繼續住在離島。

喪屍病毒爆發後經歷二十年

人類重新掌握社會狀況，一切將會重建美好，而當初地底躲藏既首領即成為了香港既領袖，但這一切
並唔重要，但係兒子突然想說到香港本土找尋父親，張先生既消息已經失去左幾年，我深信佢既父親
係張先生所以就呃佢父親唔係好人。

但佢一意孤行咁要去我唯有祝佢一路順風。

良いお年を

日本生活已經快20日 
中間有唔少痛苦，但係都有快樂既時光
請你們繼續支持肥奧



第八章

8th
殺害一個人講就易做就十分之難，但係任何事都難唔到天才，因為我就係。

搵到一條粗既尼龍繩，然後用刀將尼龍繩削到減薄，將削完既尼龍繩綁埋一齊就變成了可以殺人於無
形既武器，只要放在頸上就會很容易勒暈及後斷氣死亡，但係以我身體能力最多只能幾分鐘解決她。

將這武器放進袋裡後然後進行計劃，叫那名女性帶進我休息既地方，然後叫她另轉面就立即用繩勒暈
她，當中佢掙扎了大概三分鐘左右。

然後當女性口吐白沫雙眼反白我就鬆開了手，而她缺氧了一段時間腦部應該開始死亡，開始進行遊戲
，將那位女性既肛門拔出來形成一朵花，然後用鋸開肚將整個子宮切出來，看到眼前血淋淋畫面我並
沒有不舒服，反而想更加知體人體身體既奧妙，將佢口所有既牙齒全部用鎚仔卜碎，而手指腳指全部
切斷，然後用火機灼熟傷口，最後再將喪屍病毒注入她身上看她既情況異變之後都對我冇影響，可以
攻擊我既部位都比我全部破壞。

注入喪屍病毒後，女性重新活動，但因為死前雙眼發白她只能用嗅覺聞我在那裡，不過都撲空了，而
我把我既休息都反鎖鎖上。

看到她這款可憐既樣子，就係我對佢最大既懲罰



第九章

9th
再一次殺人之後又再一次發夢，夢入面出現既係我腳底踩住越來越多既屍體，而屍體既手則捉住我既
雙腳把我拉入地獄。

我起身後滿頭大汗，身體既毛管都像通了電一樣，但係我應該係克服了殺人既關口，無理由仲會發惡
夢，莫非呢個就係自己既心自己既內在未夠強大所引致，需然自認為天才、但係從來冇人認同我既存
在，不論任何事只會被人針對既對像。

正當我開始由夢境返回現實，我聽到正門又有鎗聲，見到三部裝甲車駛入太古城門口，我們隔著玻璃
見到裝甲車放低左一堆穿著全套軍服兼防毒面具既特種部隊，而同往常一樣我並唔睇好人類會贏既既
情況會出現，但係軍人們背著一桶桶，拿著一支槍嘴向喪屍，竟然係「火焰噴射器」。

只見喪屍被熊熊烈火燒得完全沒有還擊之力，係屬於人類既壓倒性勝利，在太古城眾人無不歡呼及喜
悅，但我感覺事情並不太對勁，點解裝甲車既係左邊駕駛既「左軚車」。

果然係由中國政府機關特派特種部隊既維穩部隊，
來左呢度佢地會有咩打算我無興趣知道但中國既野你知我知大家都知，惹唔起。

趁佢地仲清除附近既喪屍，而喪屍即被人肉氣味吸引著就偷偷地從後門潛入其中一部裝甲車既駕駛座
既右面前席，然後把手裡一直渣住既針直接插落駕駛員既頸，插完針後就一腳踢駕駛員落車，而果名
駕駛員一直禁住頸部傷口唔駛幾耐就異變成喪屍，我趁這機會將車駛走。

待續



第十章

10TH

我趁他們不為意就駛走了,然後去了前方不遠處既東隅酒店門口。
但係門口既玻璃都破碎得一地都是,若果進入就要用裝甲車撞入停車場......
停車場即落了鐵閘,但憑著裝甲車應該能撞到入去。

撞了兩三下左右車頭開始扁了,但係撞擊發出來既聲響我恐怕喪屍們會來
但事實並唔係如我所想,因為喪屍們都被太古城門口既人吸引著。

在經過六七次既撞擊後,鐵閘被我撞到一個車洞出來,而車頭正好卡著前方
去到車中間及後半部份就仍在停車場既鐵閘後面,剛剛好把出入口封著。

車上留有既武器並唔多,只剩下一把手槍及一把軍刀,正當我想拎起既時候...
忽然聽到了寂靜既空間突然出現腳步聲,而且猶如喪屍一樣既慢步腳步聲

這個時侯我就拿起武器....正落車逐步向襲向我既腳步聲前進......!

將拿出甚麼武器去迎接眼前未知既敵人呢



第十一章

11th

拎住尼龍繩既我並沒有放鬆，一直全神貫注地蹦緊神經，聽到有人在說話既聲音我立刻大叫：「滾出
黎，唔係我就進行攻擊！」使用威嚇去使那個潛伏在黑暗既人出來。

出現既係一個年輕既少年，穿著大衣及帽子遮著頭髮既帽子，但係與外觀不相同既係其聲音十分像少
女。

原來是人就應該問佢酒店內部情況，但係佢並沒有回答只係留低左一句唔好去，跟住突然就在我眼前
消失了。

我眼睛並沒有關上突然一瞬間就唔見了，到底我撞到既係咩野？定係只係我訓得唔夠出現幻覺。

我並沒有想太多，只是逐漸開始向上進發，但係升降機一開門係一大堆喪屍湧出來。
身上因為只帶了尼龍繩所以自救方法有限。

呢個時候我應該點樣做呢？
A: 走番去裝甲車拎番手槍同埋軍刀
B：向著旁邊防煙門不遠處既樓梯方向跑去



第十二章

12th 
我看到防煙門裡面有樓梯，就立即跑進去。

奇怪既係我走進去喪屍即沒有追上來，仿佛就像害怕著裡面有甚麼東西一樣似的。

此時此刻我並沒有後退既方法只有一路向前走進去。

越行得越上既階級,血既腥臭味就越濃烈，而濃烈既味道令我想反胃嘔出來，我撕開衣服既一部份把
布料複蓋著自己既鼻上面，當走到上面第５層既時候我見到一隻血淋淋既野獸正在睡著，那隻不是狗
一樣既怪物，只是一隻類似狼既三米高巨大生物正在躺著樓層與樓層之間既轉角位。

我好不容易才上到這裡，而二樓至四樓既後門都被人鎖上，唯有逐步向上走
而家唯一能夠做既事就係不嘈醒佢既情況下慢慢走上去。

說時遲那時快，正當我想繞過了這隻龐然大物既時候我踢到了一支玻璃樽，而玻璃樽受到衝擊撞向牆
上破碎了。

而那隻怪物也應聲醒過來，因為牠在熟睡中被我嘈醒所以一開眼就對我張牙舞爪，
我勉強上還能避開，但係質量既差距太大，例如你被棒球打中手你只會痛十至十五分鐘，但只果棒球
既尺寸變成人咁大而速度仲係一樣既時候咁面臨就係碎骨甚至係死亡既危險。

質量既差距太大令我唔能夠輕易接下牠既揮爪，就在我四處閃避既時候我快筋疲力盡，看見眼前由我
頭頂既一爪我自覺體力已到極限我沒能力再逃跑就把雙眼閉上笑著接受自己既死亡。

雙眼突然一黑，我失去意識，而怪物對像死掉既我就像失去興趣繼續回睡。



第十三章

13th
我張開眼發現自己係一個玻璃糟裡面而口部塞入了粗大既營養傳輸管，而玻璃糟裡都係綠色既液體將
我全身浸著，我看到自己既衣服都被脫光了。

穿著全套武裝既實驗人員都不察覺我醒來，反而只係默默看著眼前既數據。
我在此時看到所謂既走馬燈，死前既一刻所見到既幻覺原來係真既。

我再次醒來後身體既疼痛已經消失，但係記憶零零碎碎地不記得任何既事。
只記得腦袋裡有一個聲音，影響著我現在既潛意識思考。

但係因為那股聲音實在太討厭，我用盡全力把腦袋撞向牆上想令到（佢）消失。
聲音的確係消失左，不過如此同時我都因為過於疼痛關係暈低了，再次起身時聲音還是在我腦袋中迴
響。

起來至今現時既我並不感到肚餓，反而就像一直感受到飽滿既感覺有點令我嘔心，
需然並唔需要補給食物但係因為習慣既原因所以都係裝下樣子吸收水份。

把桌上既樽裝礦泉水拿過來後開了樽口正想大口喝進既時候，開了樽口後我嗅到了強烈既臭味將水都
扔掉，然後嘔心既感覺湧上喉嚨大嘔特嘔。

把可以嘔既東西都全部嘔清光後就看到嘔吐物中有一些綠色既蟲子，而蟲子既生命力十分之強，在我
既胃袋中還生存著，看見到這些嘔心既蟲子，我毫不猶豫一腳斷送牠們既生命，經過嘔肚後我感覺到
身體已好了很多，就像一個腸胃炎病人嘔完之後腸胃突然好轉了一樣的迴光反照。

二話不說就繼續拿起那支水樽飲用，那支水只是單單既普通水，睇來會嘔既原因應該係身體機能作出
反抗既免疫機制。補充完水份後回看四圍既環境，要形容既話我只能夠講係一個類似實驗室既地方，
一大堆文件一堆電腦一堆試管等等必有既因素在這裡。

我看見地下既紙張散落一地都係，但上面寫既文字完全沒有意義，這裡應該沒有任何可以追查既線索
，看看四圍有沒有有用既工具就繼續尋找自己既記憶。



第十四章

14th
收拾好有用既工具之後就開始步出門口，而門口並沒有上鎖輕輕一推即可走出門外，但係走出之後眼
前地下滿佈都係人類既屍體，但係沒有一具屍體是完整無缺，就像是被野獸咬了一口一樣似的。

我忍著眼前既慘況及想嘔既沖動，踩著他們既屍體前進，而中途不斷念佛經望能夠超渡他們既靈魂，
但係若果我係原先既我並唔會咁樣做，反而更加對屍體更加有興趣。

走著走著去到一個死胡同，但死胡同有一條向上走既爬梯，而爬梯望上去並不知道有幾高，反正都係
漆黑一片的，若果不上去大概應該沒有路可以走。

爬上去大概五分鐘左右出現了卡喇卡喇既聲音，我初時並不為意。
但想一想這聲音出現既頻率太多，開始再意起來，原來是我爬既同時，地下既屍體也開始跟著我既腳
步一齊爬上去。

我看見牠們開始跟得上我既速度，而我也加快進度爬上去，梯既承受力終於到了極限，看見下面開始
斷裂，而跟接著我既屍體們也都很快跌下去。
我既求生意志令我急腳地爬上去，就在斷裂之前我推開上面既蓋爬上去。
然後爬到上去時發現一大堆人正圍著我。

圍著我既都係面無血色既人，因為我記憶上有點問題，我當時並不知道那些就係喪屍。我打算逐個問
一下，誰知道他們突然向我撲去想攻擊我，我並不會坐以待斃，就在被攻擊前既一刻身體自動反應迴
避了。人類最聰明既地方係在於能善用自己既頭腦，需然沒有動物既爪子，但係可以制造左武器補充
這不足既地方。但係此刻我竟沒有任何可以稱為武器既工具只能拔足而逃了。

就在所有既人包圍我前，我看準了可以逃走既機會突破了他們既夾擊，然後向著前方有逃生出口標誌
既地方出去了。順帶一提我用手將一隻女喪屍既頭髮扯著，然後把她拖著走當為誘餌。

待續



第十五章

15th
女喪屍被我拖著走到去安全出口既標誌前，她既手腳經由與地板既磨擦之下指甲都被磨斷了，只剩下
可以攻擊我既東西就只有牙齒。

我因為感到生命既危機所以並不打算放手繼續扯著她既頭髮拖著走，就當係對自己一個警惕一樣，情
況就像古時越王勾踐敗北後成為戰俘既時候每天都要嘗膽一樣。

就在開門之後又再一次經過一個實驗室，而實驗室裡面裝著動物既鐵籠都被打開，但並不是自然地打
開，而係被破壞一樣地開了，我看到地下有一件ＳＭ用既口咬球就拾起來將佢放在地下那隻女喪屍口
中，就這樣我身邊多了一隻攻擊唔到我既女喪屍。

但係好運唔會突然降臨我身上，突然之間有一個好快速既黑影打算攻擊我，我勉強可以閃避到，但好
不幸運既係我右手既肩骨因為衝擊太大而甩較了，我忍受著痛楚爬起身來，而站在後面既女喪屍同樣
地都被眼前既喪屍犬襲擊，而犬隻品種係藏傲。

睇來今次應該唔會再有幸運降臨，正當我想放棄之際身體突然之間發熱，而喪屍犬既動作也很清楚地
看到，但見到並不代表迴避到，發熱既原因係因為這裡既冷氣機突然開了暖氣，但係這即代表有人在
操縱那個暖氣系統，任何事我係並唔會如你稱心如意一樣既，迴避不了咁就將女喪屍作為我既盾牌使
用，將女喪屍推向喪屍狗，而因為強力既攻擊女喪屍既身體已漸漸承受不來。

我就大聲地與女喪屍說：「你並不想就這樣死掉對吧（其實這段內容有些奇怪，因為喪屍本來就係已
經死了一次既生物。），咁你就去攻擊佢啦」，我把她口中咬著既球拿走，女喪屍就像聽懂我既說話
開始反擊，而我即趁著這個機會逃跑了。

不管戰果如何，我活下去比較重要，而且我零碎既記憶現在開始組織起來，我要將把我腦袋弄得一團
屎一樣既人找出來殺掉。

待續



第十六章

16th
我進入前方既出口後突然之間女喪屍追上了我，看見她破破爛爛既樣子我突然間感到興奮了，但為了
安全問題都係把她既口塞入那個口咬球。

看到前面不遠處就有兩條分叉路，感到了困擾，現在應該怎樣算？
正當我並不知道怎樣既時侯女喪屍突然向左面步向，大概是聞到肉既味道而開始向前，我是這樣想的
。

點都好啦，現在我同佢既生命係一齊，即使佢已經倫為喪屍但不失為一個美女，對有
特殊性癖既我來講正中我紅心。

我跟著女喪屍後面到了一間房，房入面有一張床可作休息，而附近有一張桌椅上面放著繩子，突然想
起了可以用繩將女喪屍四肢都駁在床上。

女喪屍見到我突然把她既手都駁在床上感到好奇，但係因為失去了人既智慧所以只是呆呆地望著我，
我把心一橫把她身上全部既衣物都脫下來，看見豐滿既胸部有著傷口我開始硬起來了，把陽具插入了
佢冷冰冰既下體，然後因為佢被束縛住並不能反抗我既所為，我慢慢地用九深一淺抽插著，而她臉上
漸漸開始出現紅暈，我並不察覺這個現像，一邊插著一邊用牙咬著她既乳頭。

抽插了大約十至十五分鐘左右，我既腰開始感到疲倦，而因為性欲很多日沒有處理，想快些射進去，
就在快射既一刻我拚命地前後抽插，精液射進了女喪屍既冷冰冰既小穴內，但抽出來既時候熱既快感
令我更加想繼續插落去。

五分鐘後佢既下體比我射滿了，而我終於肯把陽具抽出來，見到自己陽具滿佈著自己既精液，我感到
了滿足地穿回褲子。

而女喪屍身體突然出現了異象........!

待續



第十七章

17th
女喪屍既身體突然出現了一個名為異變既狀況，甚麼為之異變就係用科學既角度解釋不到既奇怪現像
，只見她既肉體漸漸充滿血色，而肚子開始變大起來就像懷孕一樣。

但即使她既身體回復人類既狀態，智商就猶如小孩一樣似的，看見自己的肚子腫脹起來但她不但沒有
憤怒反而嘻嘻地笑起來摸著自己既肚子就像媽媽一樣溫柔既眼神，眼前這一切都映入我眼中，在這混
亂既世代裡我終於找到我既救贖，但話需如此我所做既惡行並唔會就咁消失。

我向她作出自我介紹，而她只係稱呼我做大哥哥，將放入袋子既衣服給她換上後便開始我們既旅程，
佢身上沒有任何證明文件，而佢自己並不記得自己本身既名字，咁我就將佢改做可螢，一個我從前以
來一直比任何人更傷我心既女子。

現在要做既事就係解決記憶入面那兩名黑衣男及腦袋點解會比人改造成有超人類一樣既反應及有電腦
聲在腦袋浮現，但即使我零碎記憶重新組合起來，但還有零星既片段並不能記起，每當我想起既時候
就會頭痛得要命
見一步行一步算吧，就當我重新出發既時候前面不遠處突然有一下巨響出現了，而那一下巨響俱使我
既好奇心前進，見到既係一隻龐然大物正躺在地上，但並沒有傷痕，看見天光板倒塌一些英泥下來，
猜測應該是狼既體重太過重，而上一層既承托力不夠所以就跌了下來。

狼起來見到我和可螢之後想伸手攻擊我們，而突然腦袋裡出現了一些小既片段，我進入了酒店後就與
這隻怪物見過一次，而我都係唔夠打所以死了？

正當我記憶重新貫注我腦袋既時候我忘記了我正面臨著攻擊，而牠一抬起爪我就打算閃避，但係就當
想閃避既時候發現可螢在我既後面，如果我閃開了那她就會受到傷害，我絕對唔能夠令佢受傷害，所
以就硬生生接了這一下沉重既一擊。

我肋骨不知斷了多少條，而肺部開始難以進行呼吸，眼皮開始沉重起來只要稍有不慎就會倒下，但係
身後有一名少女及新生既生命絕對唔可能就此倒下。

而我頸部即被神秘人射了一支麻醉針，我就此倒下來。
倒下前看到既係我又係兩個黑衣人，身體並不想倒下，但係無辦法了。

眼前出現既係一些很快既影像，然後以第三生角度見到自己生命既起源，嬰兒時候既我。

待續



第十八章

18th
方凌俊他再一次醒過來時又是在那個陰暗既實驗室，看見四圍沒有改變，而身邊多了一張床以及一個
全裸大著肚既女性。

醒來後我頭痛得很，心想：佢究竟係邊個呢，有印像但係並沒有想起，以人既說法來講就係好熟面口
。

諗多都無用，將身上多出來既衣服都脫下來比佢，然後收拾有用既東西走出這個實驗室，而那名女性
一直只叫我大哥哥，問她既名字都好像沒反應一樣。

睇來智商有問題，算了都是不追究這個問題，現在應該要探究我應該要做什麼以及呢度係邊度，就正
當我出門口以後，突然有一堆（人）出現了，而他們身體都破破爛爛面無血色神情呆滯就像電影裡面
既喪屍，以我現在有既認知。

在我後面揪著我衣服既係那個大肚了既少女，即係話呢個時候我唔可以退縮。
而我身上並沒有武器，突然天花版跌了一支鐵棍落來我面前。

睇來都無選擇權利了，彎腰執起鐵棍然後並不選擇打頭方式，而係選擇用掃腳既方式令到喪屍們都跌
低，這樣就可以安全逃離，但話需如此看前喪屍有大概四十隻，而戰鬥力只有我一個，睇怕九死一生
。

唔試下又點知個結局，然後正當我在掃低第七隻既時候已經用了差不多一半體力，但看見眼前仲有很
多喪屍，唯一可以做既就係用身體做盾去撞開牠們然後帶著那個女性跑。

拖著那個女性既手我記憶突然出現零星既片段，係以前被那個港女傷我心既片段。

待續



第十九章

19th
片段入面回憶起我與她既一切，但原來最後她都沒有愛上我，只係當我水泡經由她本人口中說出，她
始終掛念著那一個傷害她既賤男。

我從此以後都不相信任何人，封閉其心靈。

再一次在惡夢中醒來，而身邊甚麼東西都沒有，我看看四圍既地方發現自己現在身處在東隅酒店既高
層，看見身上披著一件毛毯應該是有人準備給我。

身體開始劇烈疼痛，而口也開始乾涸有如乾裂一樣，立刻在附近找尋可飲用既食水，
誰不知我進入一間房間後就見到兩個女性在睡覺，我並沒有驚醒她們。

像小偷一樣找尋可以飲用既食水及食物，忽然身體突然對其中一個女性出現反應，並不是硬起了，而
是身體最原原本本既欲望充斥著身體每一處細胞，我肚餓了。

我對著其中一位女性頸部咬下去，流出來既鮮血及肉充分滿足了我每一個部位，而我並沒有這樣就感
到飽滿，反而越食下去胃口越大就像一個無底既黑洞一樣吞噬一切。
看見另一位女性既身體，並沒有首先在頸部咬下去一擊致命，反而把胸部及乳頭既肉整塊咬落來，而
這位女性本來是熟睡狀態，但感受到疼痛醒過來，但係疼痛太強烈令到她更加暈過去。

而我在數番咀嚼後已經津津有味地品嚐完，就這時候我恢服了理智，但看見女性身上及自己滿佈血跡
既衣服大概估計到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並沒有怨恨反而安心接受這個現實想起一句名言怨係於事無補，要學懂享受才能夠對抗命運。

看見眼前既女性雙眼反白暈了一樣，而右邊乳頭就像被猛獸咬了一樣有一個咬痕，
我知道這一切都是我的所作所為，所以我就把眼前既女性搬著走了。
將眼前女性搬著走到男廁，我四圍看著有沒有人及警戒著後面發現沒有人跟蹤就進入去，然後把和她
一起進入一個廁格。

廁格裡面因為沒有咸水沖廁所以現在有一陣陣臭味，不久後臭味即將那名女性薰醒了，而女性見到眼
前既我知道我係咬走佢右邊乳頭既人即想大聲求救，我把手放在她口前試圖令她不要出聲，結果因為
太大力把她整個嘴巴連下巴都扯下來。

而下巴被扯下來的她即只可以丫丫丫地大叫，我看著眼前被我扯掉既下巴，我又感到肚餓了就放入口
咀嚼一番，發現味道居然比任何吃過既山珍百味都更加好食，第一次充分感覺到自己係活著。

被扯了下巴既女性望著我吃著她的下巴後她既表情由可怕變為絕望，眼神無光就仿佛數說著不如殺了
我既神情，我並沒有理會，而把雙手雙腳都整到甩較，她已無能力自殺任我魚肉，用溫柔既舌頭（奶
）佢剩低左面既胸部令到她乳頭興奮硬起，然後用手指鑽進下體務求令到她潮吹，在我神之手既領域
下，她很快感到一邊很痛一邊很舒服既狀態，就在此時用手臂伸入佢既下體內，粗暴地把整個下體連
子宮扯下來。

而佢正正因為這一下就真的完全了結她的生命，她的靈魂已不在軀殼內，而我並沒有就這樣收手，看
見附近有刀就用刀割掉她背部直至見到大腸，把整根大腸連肛門位置完整無缺抽出來，擠壓大腸把糞



便都由肛門弄出來後把糞便塞入她既食道內，需然沒有了下巴但係食道還在，就直接像小孩掉雪球一
樣把整條糞便弄成一個球狀。

而把糞便用手擠壓出來後把肛門那個位置及大小腸整條抽出來，然後就把巨龍塞進去，一開始時是很
窄的，但之後經過粗暴插入後就完完全全變成我既形狀了。

就在我射精後把這個肉便器飛機杯都掉入廁所內，而我身體經過這個充分滿足後就變成了賢者，看見
見前死前恐怖既面容，我感到很滿意。

待續



第二十章

20th
之後應該點算，身體會變左咁暫時仲未明白，而家腦袋入面只能夠諗起一句見步行步，但係而家見到
兩個活人都已經死去，甚麼眉目都沒有要重頭開始找尋。
回到最初既房間睡覺，之後早上既時候醒過來後人們都議論紛紛，廁所一個沒有下巴死狀恐怖有惡臭
既屍體以及一間房入面頸部大量出血既屍體。

眾人都用奇怪眼光看著我，但係因為苦無證據證明係我做只能夠眼睜睜地看著我並不能指證我，我並
不打算去解釋只係用一臉無辜既面容去裝可憐，而眾人見到我樣子十分誠懇都紛紛將懷疑收回。

而我都在別人口中知道我是暈倒在樓層中間，是被人救起的但係救起我既人係邊個就唔清楚，但我並
唔記起我比人救起前既事情，最後既記憶位置係被一隻寵大既怪物襲擊後就暈低了。

這間酒店裡面因為一開始時人們都不在，所以物資還有很多。
我拿了一份別人給我既食物後有如平常一樣地食，但係出了一點意外就係我一食之後嘔吐感覺湧上喉
頭，立即把吃下去既食物嘔了出來。
別人看我這個樣子立即上來扶著我給我一支水，而我接過了一支水之後就拿著放進口裡，反而水的話
沒有嘔心感覺，但係第一次覺得食食物係咁痛苦既事情。

但係身體並不覺得肚餓，所以暫時就將食物拿走。

如果猜測沒有錯的話，應該係我身體已經變成只可以食人肉，而食普通既食物就會反胃嘔出來，咁既
話就麻煩了，因為在座既人都圍著我要下手既時機實在太小。
反胃嘔出來既膽液顏色更加係綠色，讓我既感覺更加嘔心。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