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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

大家好，我叫阿東，是一名中六的學生。最近考文憑試考得有點灰心。雖然每份卷都好像會做，但每
當做完，旁人總是大聲討論答案，而我本來的信心亦被這些討論給毀掉。哎，人有三衰六旺，為什麼
偏要這個時候才倒霉，我心中暗嘆著。隨著升降機門的開徐徐開啟，我便走進升降機裡，升降機裡只
有我一人，我按下29樓並且關門。今天29樓的按鈕的顏色特別奇怪，顏色鮮紅得有點詭異，就像剛
新鮮滴出來的血一樣。不知道是否最近受到溫書和考試的壓力，人似乎有點疲倦，加上本身我有很嚴
重的近視，眼睛看到的東西都變得模糊。

4月的天氣非常潮濕，而潮濕的天氣總給人一種不暢快的感受。升降機的顯示器很快就由地下跳到去
29樓，媽蛋，為什麼這道門遲遲不打開，明明就已經到了29樓，難道又壞了，好像昨天才看見有維
修公司的人來保養過，怎麼今天就失靈了。正當我在發牢騷的時候，突然氣溫降低了許多，就連一向
不怕冷的我也打了個哆嗦。正當我想按下那黃色的按鈕，通知保安升降機出現故障時，突然有股風向
我的左耳經過。不，這股風更像是有人在我耳邊輕輕吹了一口氣。這時候，我突然想到了可能有鬼在
搗亂，便大聲說了句髒話，好像是鬼怕人惡吧。何況本來就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片刻過後，升
降機門終於打開，我也加緊腳步，盡快走出這詭異的升降機。

草，怎麼地下濕噠噠的，無論天花和地板都充滿了積水，加上今天的天氣本身有點悶熱，令剛從升降
機掏出的我更添幾分煩躁感。噠，噠，噠，我的皮鞋與潮濕的地板發出共鳴，腳步聲也比平時更大。
新式的公屋屋村，每層的設計都是每一層有四條通道，每一條通道都大概有六戶人家。而每一條通道
都應該有一戶人家對著防煙門。此刻的我只想快點回家，打開電腦玩英雄聯盟，最近還出了個新模式
，想起就有點興奮。由於一心想盡早回家玩遊戲，所以腳步都不禁加快。由於家門口在通道的最深處
，所以要經過其他4家的門口及防煙門，這讓我渴望玩電腦的心變得更急不及待。我一邊加快腳步，
一邊從褲袋抽出鑰匙，準備以最快的速度開門。當我經過第二，第三戶人家的門口時，我聽到在我身
後的防煙門有被人拉開的聲音，而且那人的腳步聲很急，很響亮噠，噠噠，噠噠。我頓時心裡一沉，
媽的，大白天搞些這麼嚇人的事情，要知道剛才我經過防煙門的時候並沒有看見任何人。我也沒有怎
麼理會，仗著我自己1米85的身高加上籃球中鋒的身形，一般的小毛賊我都是不怕的。

走著走著，我已經就快到了家門口了，此時的我卻想回頭看一看背後的人是誰。因為從腳步聲判斷，
那人一直跟在我背後走。好奇害死貓，當我一回頭，我卻發現通道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我突然
慌了起來，心臟突然跳得很快，我甚至感覺到腎上腺素不斷分泌，在命令著心肌跳動得更快，就連我
的額頭也開始冒出一點點的汗水。沒可能的，這麼近的聲音，我沒有可能判斷錯的。哎，算了，可能
是自己太累了，有幻覺而已，還是快點開門好了。
正當我一回頭，‘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當我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是倚在電腦枱上，電腦是開著的，顯示器上還顯示著剛才我彪悍的戰績。
奇怪，剛才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情了，此時腦袋有點疼痛，一點也想不起回家前的任何事。我一看電腦
右下方的時間，已經差不多6點了，天空開始暗了下來。都六點了，怎麼爸，媽。還有弟弟還沒回來
？
咚咚咚，門外的敲門聲把我從沉思中帶回來現實。幹，怎麼又沒帶鑰匙，我連拖鞋都沒有穿，直接赤
腳從電腦面前走到門口，準備開門。不對，怎麼今天他們回來的時候沒聲音？平常家人回到家門口都
會喊一聲，‘我回來了，快開門啊’。我一下子提高了警覺性來，我瞇著眼睛，看向防盜門。怎麼只
有一片的紅色？

突然，門外傳出猛烈的拍門聲。真的，我很害怕，我不敢打開門，因為似乎門是唯一能保護我的東西
。過了良久，直到拍門聲停止，我才一點一點地打開門，生怕門外又有什麼意外。由於我打開門的速



度很慢，加上還有鐵閘沒有看，我只能看到鐵閘上面和下面的環境。隨著大門漸漸打開，一股股鮮紅
的液體流向我的腳指，由於我赤著腳，所以感覺到這些液體還是暖暖的。這時我才反應過來，是血！

縱然我的手在不斷的顫抖，但仍不阻我開鐵閘的速度。媽！弟弟！爸！，我看見我的家人全都躺在裡
面一片血泊之中，他們的脖子仍不時噴出鮮血，染紅了我的褲腳和腳板。我突然醒起了回家前的一切
，那個跟在我背後的人，（人？），那腳步聲，還有防盜眼的一片紅色，剛才的敲門聲，這一切一切
突然涌進了我的腦袋裡，可能是信息量太大，我看著面前的三具仍在噴血的尸體，眼鏡發直的看著他
們，沒有任何反應，仿佛在欣賞這紅色的噴泉。

突然，我聽見防煙門被打開的聲音，還有熟悉的腳步聲。噠，噠噠，噠噠

完





 



學校--上部

為了準備DSE,最近幾乎每天都會留在學校裡溫習.在最初的一個月裡,有不少同學一起溫習到很晚才離
開學校,而且課室裡面氣氛超級好,說起來那場面真的有點熱血.但隨著時間過去,留在學校溫習的戰友們
越來越少,課室裡只剩下廖廖幾人,與一個月前的讀書氣氛相比，簡直是差天共地。
我的學校也有差不多歲數了，設施也顯得有點殘舊，嗯...就像老人班一樣。學校周圍都種滿了樹，空
氣還是不錯的，白天嘛，說得好聽就是綠樹叢生。在晚上，那就是鬼影曈曈。

因為DSE考到也差不多，只剩下幾科的選修科了，所以今天晚上的人數就更少了。我們幾個都在二樓
的第一間課室裡溫習。幾個人都分佈在四個角落，每人都把練習，答案等堆成自己的城牆。我選擇了
一個靠近窗戶的位子，一打開窗子便迎來一股夏天的氣息，我深深的吸了一口，便埋首開始我的化學
之旅了。一做便做得天昏地暗，完全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我打開手機一看，6.15分。我打開whats
app，發現有一個由女神傳來的訊息，內容大概是叮囑我要注意安全什麼的，我看了一小段，連回覆
都沒有回复女神便把手機關上了，因為我深知這些機會不是我的。越是接近夏天，日照的時間也越長
。雖然已經6.15分了，但外面仍是非常光亮，完全感覺不到日落的氣息。我喝了一口康師傅冰紅茶，
心想著時間尚早，可以睡一會兒。於是我再次打開手機，設定了個7.00的鬧鐘，然後趴在桌子上睡著
了.

【難忘你好聽過若無其事沒韻味，你真人其實陌生得可以記不起，毋忘你　精彩過別來無恙如遊戲，
我本人　明白什麼都總有限期。】突如奇來的鬧鐘聲把我嚇得一個激靈，為了省得妨礙其他同學，我
立馬就把鬧鐘關掉了。睡了45分鐘，就像已經睡了一晚上一樣。我向門口位置一看，發現座位上沒
有人，再向背後一看，座位上也沒有人。我打開窗子，看著窗外的景色，網球場今天竟然沒有人在用
，連那強力的射燈也被關上了，只剩下電燈柱在散發著幽幽的淡黃色。天色也完全黑了起來，與剛才
光亮的黃昏截然不同。【咕嚕、咕嚕】，也七點了，怪不得肚子打起鼓來了，我拿起牛肉味的杯面，
準備去操場旁的飯堂冲點熱水。晚上7點多天色變得很黑，走廊上又只有一兩盞燈仍亮著，只有自己
與一個杯面走在一樓的走廊上，這的確令我感到有點害怕。順著樓梯向下，很快便到了地下。看著那
正在睡覺的校工，我的心也安定一點了。在晚上，只要開著燈的地方都是很惹人注意的，尤其是飯堂
的燈全被人開了。喔，原來他們都在飯堂吃飯呢，怪不得課室一個人都沒有。走著走著，便到了飯堂
的門口。當我正想打開門口時，我發現門上有三四塊紅色的斑駁，主要都集中在推門時的位置。哈，
明天被總務組的老師發現又要開廣播罵人了。我沒多理會，推開大門，向飯堂走了進去。

進入飯堂，只看見一個人在飯堂食飯。怎麼這人不穿校服回來啊，而且...，不太認識，好像不是學校
的人。那人似乎察覺到我的存在，向後看了一眼。那人吃得滿口都是茄汁，紅彤彤的，冲我笑了一笑
。我也向他笑了笑，以示禮貌。我向熱水爐走去，一邊走一邊在回想那人的臉容，剛才他笑的時候好
像有點詭異，就像....就像捕獵者看著獵物一樣，想到這裡，身體不禁打了個冷顫。我很快便食完了杯
面，準備上去再與化學考試卷把酒談心。離開飯堂的時候，那人還沒有吃完，卻倒是舔著手指來了，
看他好像食得津津有味，食相極之狼狽，一副意猶未盡的樣子。我加快腳步，眨眼間便回到了課室裡
。奇怪，怎麼他們還沒有回來？我也並沒有想得太多，於是坐在凳子上開始溫習了。

一股股腥風透過窗子傳到我的鼻子裡，令人十分難受，我半站半坐的在關窗子，無意中留意到有人在
停車場扔幾大包垃圾。媽的，什麼垃圾啊，臭得要命。那人似乎與黑暗融為了一體，即使有街燈的照
射下仍難以看見。不像在飯堂吃飯的人，又不像穿藍色制服的校工。突然！那人轉身，抬頭看著我，
這動作嚇了我一跳。然後他用手指向著我的方向一動一動的，不知道在做什麼。我並沒有多加理會，
關上窗子便繼續戰鬥了。

【咯噔，咯噔，咯噔】，他們好像回來了。雖然聽到有腳步聲，但我只聞其聲，不見其影。一股無名



的恐懼感油然而生，與此同時，剛才的冰紅茶與杯面面湯在膀胱充斥著，靠，總不能撒在瓶子裡吧。
我想了想，雖然走廊的漆黑加上剛才的皮鞋聲令人毛骨悚然，但為了‘兄弟’著想，我還是咬緊牙關
，準備去廁所解決解決。於是，我慢慢把課室的門打開，身體半蹲著，把頭向外探了出去......



學校--下部

我小心翼翼地把頭伸了出去，看不太清楚在遠處的課室是否有人，但憑著這個課室的燈光，我能確保
最少有一半的路程是安全的。縱然走廊的能見度很低，但我還是硬著頭皮，不斷用急步向著廁所走去
。廁所在走廊的另一個盡頭，途中必須經過其他課室。我真的忍不住了，再加上我怕有什麼東西會突
然在那些窗戶彈出來，所以我連看都沒看其他就直奔廁所了。好不容易到了廁所門口，我卻怎麼也找
不到開燈的按鈕，人有三急，況且我實在憋得太難受了，也不管太多，不管鏡子裡是否會有bloody
marry的出現，更不理會廁格內會否出現在廁所淹死的男鬼。推開廁格門，轉身，脫褲子，鎖門，整
個過程不超過2秒。才剛舒服完，不知道為什麼肚子裡卻又翻騰了起來，於是我便坐下，靜靜等待著
【他們】空降完畢。

片刻過後，【他們】終於空降完畢。正當我打算提起褲子，準備起身時，我又聽到了剛才那腳步聲。
被黑暗籠罩著的我不敢輕舉妄動，再加上未知的危機，令我決定繼續坐下。【咯噔，咯噔，咯噔】，
皮鞋與地板摩擦發出的聲音，在此刻的廁所裡竟產生了回音，在我的腦海裡不斷迴蕩著。【剛才的晚
飯還滿意吧，好久沒有吃過這麼新鮮的肉了】【對啊，一頓美味的菜餚當然必須有新鮮的原材料啦】
【喂，下次大腿內側和背脊肉都留點給我啊，別全一個人獨吞了】【好吧，好吧，一言為定了。對了
，一會你借我手機用用，我想再仔細地研究一下漢尼拔老師的英姿】【可以，剛才你上來的時候怎麼
不跟我說一聲在二樓還有個壯漢啊，為什麼不把他和他們一次過搞定呢？】媽的，什麼肉，什麼搞定
他們。還有，那壯漢不會是我吧！！那人沉默了一會兒，再開口說【嗯..反正那人又沒有看見我們的
臉，那殺少一個人也沒什麼關係吧，而且那人好像挺有禮貌的，看在他尊重我的份上，還是算了吧。
我還幫他關上了窗，希望他自己能明白了點什麼，已經離開了學校。反沒看見我們的樣子就好，而且
，你想想，這次我們逃命什麼工具都沒帶，你確定單憑我們能把這樣一個強壯的成年人殺掉嗎？】【
嗯，說的也對，要不是其他都是手無搏雞之力的女生，我想這回真可能吃不成】我盡力屏蔽自己的呼
吸，但求他們察覺不到我的存在。雖然我屏蔽了急促呼吸的聲音，但我的心臟卻差點出賣了我。我在
雙手不斷顫抖的情況下掏出手機，並馬上調低手機屏幕光亮度，以免因此被發現。我立即打開whats
app，也不顧什麼，發了個求救的訊息給女神，希望她別以為我在開玩笑。發送完訊息後，我便複製
訊息，準備發送給不同的人，怎料我的余光看到了女神剛才的訊息。在訊息的下半段女神勸喻我提早
離開學校，因為翠屏村發現有兩個有食人習慣的人在警方的包圍下逃出了，極有可能會躲在學校裡。

人不作死不會死，要是我剛才看了，現在還會與兩個食人魔待在同一個廁所裡嗎！！我現在什麼都做
不了，只能默默地等待著，希望有人能替我報警。隨著數十個訊息成功發送出，我比剛才平靜了點下
來。兩人仍開著水龍頭，在說著一套叫沉默的羔羊的電影，似乎差不多要走了。我坐在廁板上，閉著
眼睛。腦海裡卻浮現出同學們慘絕人寰的樣子，身體上最幼嫩的皮膚被飯堂裡用來切豬扒的刀一片片
削下來，那兩人又露出貪婪，滿意的表情看著她們。然後又將她們弄死，把不完整的他們塞在垃圾袋
裡。想到這裡，我握緊拳頭，想沖出去把他們殺死，為同學們報仇。但理性很快把我的怒火壓制，不
行，這樣出去莽夫，出去就是送死。既然他們有食人的經驗，而且能從警方的包圍下逃出，說明他們
還是不能忽視的。這時候，我只能看著手機，希望有人救我。

【xxx傳來了一個訊息】是女神！！她相信我所說的一切，並已經報了警。看到這訊息，我安心地呼
了口氣。突然兩人的對話暫停了，怎麼？是發現我的存在了嗎？隱約間只聽見皮鞋輕放在地上，我此
刻才知道不妙。是因為剛才的呼氣聲被發現了。媽蛋，狹路相逢勇者勝，一個送死，莽夫的計劃便出
現在我腦海裡。

我也不管發不發出聲音了，立馬站起來，用半彎腰的姿勢和雙手預備好。耳朵細聽著，只為等到他們
最貼近廁格門的一刻。就是現在!!我把門鎖解開，用我蓄力已久的力量推開廁格門，【啊】只聽見兩
人悶叫一聲，他們重重地摔在地上。我眼看計謀成功，便立馬轉身，準備逃走。我已畢生最快的速度



，在二樓走廊上跑著。【喔咿】【喔咿】【喔咿】，太好了，警車終於到了，但這是背後傳出更急促
，響亮的皮鞋聲音。他們沒有說話，沒有逃走，我也沒有回頭。他們知道自己法網難逃，臨死前還想
拖我下水，但我亦知道，此刻回頭，可能再也看不見明天的黎明，還有好基友，家人，女神,,,,,

轉眼間，我便跑到樓梯口，不顧一切地沖下去。只有不斷跑，才有希望生存。剛才兩，三下功夫便走
腂傳出，這清脆的聲音恍惚完的樓梯，現在卻變成了最長的樓梯。【咔】一聲清脆的聲音從我左腳腳

打破了我和那兩人，還有外面的警察，三者之間的關係。因為這聲音很可能就是我臨死前聽的聲音，
不！我還要聽到我入到大學的消息，我還要聽到家人喜悅的笑聲，我還要聽到女神的    
我愛你。我強忍著痛楚，僅憑一隻腳以最高速的速度落樓梯，此時右腳也傳來陣陣的劇痛，因為我不
可能只憑一只腳承受這麼強的衝擊力。

我想起他們的笑容，他們的聲音，這些成為了我繼續向狂奔的原因。是大堂的燈，燈光令我的求生的
信念更強烈【救命，那兩個食人魔在後.....】在我重重地跌在地上前，我用最後一絲氣力對警察們說
。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睜開眼睛，看到有一片白色的天花板。我有一秒懷疑著自己是否上到了天堂裡面
的醫院，但很快，一句【你終於醒過來了】令我知道我還生存著。

【難忘你好聽過若無其事沒韻味，你真人其實陌生得可以記不起，毋忘你精彩過別來無恙如遊戲，我
本人明白什麼都總有限期。】突如奇來的鬧鐘聲把我嚇得一個激靈，為了省得妨礙其他同學，我立馬
就把鬧鐘關掉了。這麼快就七點了，咦，他們人呢？嗯...應該都出去吃晚飯了吧。我擦擦剛睡醒又朦

的眼鏡，一手朧 拿起牛肉味的杯面，一邊向著漆黑中唯一光亮的飯堂走去

 手機裡面
【xxx傳來一個短訊】
【快點回復我，我說的是真的啊，趕緊離開學校啊，你千萬別出事啊！！】

 
全文完



戲院

太好了，今天終於是美國隊長上映的日子。我琢磨了很久，究竟是回家溫書，還是去豪華戲院看戲呢
？最後，我還是決定去戲院。誰知道這次看電影的經歷，卻令我從此不再敢去豪華戲院.....

【喂，你到了嗎。我就站在戲院門口啊，快點啊，快開場了】【嗯....突然有點事，來不了，要不下次
】【哦....那你先忙，下次再說吧，by..】連byebye都沒說完就把電話關了。哎，誰叫我只是個公屋仔
，想必女神所謂的事就是跟那些富二代享受人生，夜夜笙歌。不想了，一想都是淚。縱然女神沒有來
，但我還是跟售票大嬸說要了兩張票。【麻煩你，E10，E11】【後生仔，如果我系你就唔會坐呢兩
個位啦】剛剛才被女神放飛機，現在又來個麻煩大嬸在嘮叨我，這令我的心情變得更槽糕。【我就要
呢2個位子，快d啦，阻住曬】大嬸黑口黑面地把兩張票交給我，【你自己小心d啦】。不知道為什麼
，這句說話從大嬸的嘴巴說出來令我覺得有點不對勁，我甚至雞皮疙瘩了一下。

我稍微抖擻一下精神，看著手中的兩張票，向著豪華戲院的二院走了上去。豪華戲院也算是比較老的
一間戲院了，它有別於現代的電影院。戲院在一棟獨立的樓宇內，全層只有1院和2院。觀眾需先走2
層樓梯，然後再搭扶手電梯上1院或二院。我走過兩層樓梯，看在三樓的平台擺放了很多電影海報。
當我再留神一看，怎麼那些海報都是以前的老電影？？【人皮燈籠】，【僵尸先生】，【倩女幽魂】
等，我看著這些海報中的人物，如今都走得七七八八，正英叔，午馬飾演的燕赤霞。生死輪迴，永不
停止，我不由得慨歎起來。突然，海報中的小倩好像活了，她對著我嫣然一笑，好像有意把我留下。
我看著小倩的眼睛，她的眼睛好像和我互通了一樣，我甚至能感覺到整個人向海報飛去。【X你老X
！！】我被一把帶著老牛聲的問候叫醒了，原來是一個中年的禿頭大叔。【咪阻住阿叔睇3D豪情啊
】原來是個正淫君子，看他外表斯斯文文，帶著一副金絲眼鏡，前額亮得眨眼，卻其實熱愛於愛情動
作片。那大叔急不及待地沖了上去1院，我看著他的背影，總感覺好熟悉的感覺，等等，光頭，中年
男人，斯斯文文，正淫君子，根據這些特徵，我好像想起了些什麼，但又好像什麼都不記得，朋友們

，如果你知道是誰就請跟我說一聲吧。

看著那正淫君子和詭異的小倩，我並沒有多加理會，而是以加快腳步慢慢行的方式走向二院。走進二
院裡，空間非常大，但由於不是坐滿，那些空置的座位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就像有【人】在看著你
一樣。我僅憑著座位下微弱的燈光，找到了E10，E11。安頓好後，我把背囊放在E11，自己坐在E10
玩起了手機。很快電影便開始播放了，我由頭到尾都只看著黑寡婦，間中又看看隊長，幻想自己是他
，擁有超人的【能力】（明白就好）。【後生仔，借借唔該】，一個穿著80年代米黃的衣服，梳著
軍裝頭的老伯走了過來，示意要坐E11。媽的，我不是買了E11嗎，況且，我相信她一定會來的。【



哦，抱歉老伯，這個位置有人坐，你到後面坐吧】【哎】一聲歎氣聲過後，老伯就不見了人影，但他
身上的一股藥油味仍在空氣停留，久久迴蕩。電影看到這裡，突然有點尿意，於是便匆匆走去了廁所
，以免錯過了什麼【精彩】畫面。

戲院的廁所在入口的相反方向，最近二院的廁所需要向上走一層，於是我跟著指示牌走上去。怎麼廁
所好像變得更破舊了，廁所門搖搖欲墜，燈泡也一閃一閃，好像會隨時燒掉似的。交完水費過後，我
走起洗手盤洗手。正當我打開水龍頭時，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轉頭一看，原來是剛才那個老伯，嚇死爹了。【後生仔，幫我渣著個足球先好無】老伯是什麼時候
來廁所的，怎麼剛才一直都沒發現他？老伯說完後，我的雙手不由自主的拿著足球。我看一看手上的
足球，再看一看老伯，不是吧，又消失了？？這時候我再看手上的足球，【靠】，我連忙鬆開手，怎
麼足球變成人頭了！！！那人頭還是剛才那老伯的。雖然人頭被扔在地上，但那顆頭好像上了鏈一樣
，嘴巴一張一張的，一點點的向我靠近。什麼狗屁玩意啊，我一腳把拿人頭踢飛，轉身就跑。當我在
跑樓梯的時候，背後卻聽見那顆人頭的奸笑，四周溫度仿佛下降了許多，令我不由得打了個冷顫。且
不顧背後發生的事，我匆忙地向下跑了一層，抬頭一看，卻發現仍是剛才的男廁。不知何時，那人頭
已經跳上了洗手盤，似乎想再次蓄力跳過來。我腳踏七星，使用凌波微步，身體稍微向左一移，正好
避開人頭的飛錘。只見那人頭隨著樓梯滾了下去，為勢所逼，我又只好向上繼續跑，希望找回二院。
我不斷向上跑，樓梯轉了一層又一層，但始終沒看見二院的門口。
【 】【 】【 】，那顆頭仍憑著穩定的【頭速】向我追趕過來，我的體力被一層一層的啪嗒  啪嗒  啪嗒 
樓梯消耗，腳步放慢了許多，此時背後人頭的【 】聲也越來越近。我沒有向後看，只管向上繼啪嗒 
續跑。

跑著跑著，我發現上面好像有到門，這道門為我帶來了些微的動力，令我有力繼續向上走。我大力抓
著門柄又拉又推，使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把打開，耳聽【 】聲越來越密集。一個，兩個，三啪嗒 
個，不，有數不盡的人頭正向我跳過來，一個個露出詭異的笑容，讓人看得冷汗直冒。眼看著數以億
計的人頭向我逼近，此時我終於打開那道門，diu，山窮水晶疑無路，其實前面系懸崖，啊啊啊啊，
我一腳踏空，身體跌落懸崖。總算人頭沒有跟我一同跌下去，他們停在門前，同時張開口說【後生仔
，要尊重老人家啊....]由於有很多個頭同時說話，這句簡短的句子卻像梵音一樣在腦海不斷徘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睜開眼睛，看見杜生正與沖田杏梨肉搏，總算讓我知道自己仍安好。【細佬
，人地叫到啊啊聲，你頭先又叫埋一份，咁我宜家聽你叫定佢叫啊】原來是方才那位正淫君子，咦，
我不是應該在看黑寡婦嗎？怎麼跑來看豪情了?我對杜生拍的港產片實在沒有性趣，於是我重新走上
二院，準備拿回我的背囊逃離這戲院。幸好，一路上也沒有再發生什麼奇怪事，只是一院播放的電影
發出的聲音有點礙耳罷了。

掀開二院的紅布幕，熒幕仍播著隊長，但戲院內已是空無一人，就連電影院的職員也不在這裡。我趕
忙拿回背囊，準備離開這鬼地方。【下次黎記住讓座比老人家啦】，我轉頭一望，二院內突然座無虛
席，’人‘山’人‘海。只見站在E11座位的老伯向我揮手，嘴角向上一翹，對我不懷好意的笑著。
其實所有觀眾都與老伯一樣，身穿老套服裝，一同站起來歡送我離開。此情此景，看得我背脊直出冷
汗，我背著背囊，在二院所有觀眾的恥笑聲的陪伴下，終於看完了這場驚心動魄的電影。
 
【嘩】，我一打開門，便看見賣票的大嬸。由於我驚魂未定，由突然看到個活人，頓時被嚇得叫了出
來。大嬸看我臉色蒼白，頭上滿佈冷汗，便說，【坐左陀地位，想無事走番出黎都幾難啊，下次醒定
d啦】我苦笑一下，舒緩尷尬場面。向大嬸道謝過後，我便加快腳步離開戲院，走向地鐵站乘港鐵回
家。

殊不知道，此時二院樓梯間的窗戶，堆滿了不同觀眾的人頭，紛紛望著我的背影咧嘴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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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話

最近要考dse，考完化學才會再出文，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快餐店--上部

我叫阿真，每晚下班，我總是要經過淘大的KFC。而每晚我慣例都會買一個飯，兩件炸雞作為夜宵。
不知道為什麼，淘大KFC的食物比其他地方的KFC好吃。嗯。。。。好像那些雞肉更鮮嫩一些。昨天
晚上我晚了下班，經過KFC的時候卻發現大門已落閘，店鋪裡面的人個個忙於清潔。【HI，冀生，咁
夜收工ge？】【哦，系啊，今日多野做啊嘛，唔阻你啦，我走先】看著那個叫阿東的店員，看著他
詭異的眼神，令我不禁打了個哆嗦。接著我只是加快腳步，向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裡，家人都睡著了，我只好放輕手腳，生怕把他們鬧醒。洗漱過後，我躺在床上，用手機翻看
著【昨天】的新聞。
【本報訊】近日警方接獲多宗少女失蹤個案，失蹤少女大多住在淘大花園附近，警方表示會盡快......
我深深吸了口氣，不是吧，都2014年，在香港還會發生這種事情嗎？看完新聞，我突然想起了她。
於是我發了個訊息，希望她多加注意，別太晚回家。按出發送後，我便閉上眼睛，死沉沉的睡了過去
。

翌日，我如常上班，打開手機，映入眼簾的不是她的回答，而是一群摳腳大漢的猥瑣圖片。走過KFC
的後巷，一絲絲血腥味傳到我鼻子裡，干，好臭。我的身子慢慢轉身向巷子走去。【喂，做乜啊】回
頭一看，原來是阿東，他的黑眼圈大得跟熊貓一樣，臉色疲倦，但那雙眼睛卻仍囧囧有神。【哦，原
來冀生，做咩行左入黎啊？】【無，入黎拉番條褲鏈姐】我指了指自己的褲鏈。我向他笑了笑，便急
步轉身離開。站在月台上，我嘗試把最近發生的幾件事情組織起來，kfc的食物，奇怪的店員，失蹤
少女，後巷的血腥味，一個變態的想法在我腦海中浮現出來。啊啊啊！我捂著腦子尖叫著，旁人紛紛
躲避，生怕我抽出刀子瘋狂斬人。我搖搖頭，決定今晚一定要查個究竟。

今天我一早把手上的工作完成，好讓自己提早準備晚上的計劃。晚上11點多，路上已經沒有什麼人
了。趁著附近沒有人，我連忙跑進後巷，用個紙籮罩著自己。【登登】，手機傳來她的短訊，【今晚
來接我下班，好嗎？】我看了一眼便把手機關上。等著等著，眼皮不由自主地向下垂，我也迷迷糊糊
地睡著了..

啊，尖叫聲劃破了寧靜的夜晚。我豎起耳朵，聽著四周的聲音。只聽見一下敲打聲，然後是拖拽物件
，推開門，砰，關門。此時此刻，我已能一百個percent肯定這是黑店了。我蹲在後門門口，在琢磨
著要不要先報警，還是自己獨闖龍潭，最後還是打開手機撥打999。看著手機中她的短訊，還有剛才
的聲音，那把聲！壞了，我小心翼翼地推開後門，廚房內沒有人，廚房內一切正常。我聽見外面傳來
一陣陣的鼻鼾聲，我頓時放心下來。我跟隨著地上拖拽的痕跡，來到了冷藏庫的門前。看著溫度計顯
示的零下2度，我還是推門走進去。

一房一世界，廚房是人間，冷藏庫卻是人間煉獄，到處吊著女人的尸體，這場景就像街市的出生一樣
，被人吊著。這人得有多變態啊，身體各部分都被他切下來，放在不同的箱子裡。christy！，她頭
上流了點血，不管幸好還沒有被人解剖。她的手腳稍微有點僵硬，我把她抱了起來，準備用自己的身
體推開冷藏庫的門。 咔嚓，門被鎖上了..........門口傳來阿東的聲音【放心吧，你們倆會是明天早餐的
配料的，hehehe......

 



快餐店--下部

我從褲袋掏出手機，撥打著剛才沒打完的999。跟警察大概說了些我們經歷的事情，希望他們盡快派
人來救我倆。電話總算打出了，我也暫時放下了心頭大石。打完電話，我繼續嘗試令christy清醒過
來，要知道，在溫度這麼低的環境下睡著是不可能再醒過來。我開始猛搖著她的身體，希望把她喚醒
。幾經辛苦終於把她叫醒，還沒等我開口，她已經被眼前的景象嚇到。四周掛著像畜生一樣的【人身
】，手腳分別放在不同的箱子裡。我把她摟在懷裡，說【唔洗驚，唔洗驚，警察好快就黎啦】我邊安
慰著她，一邊開始想辦法令冷氣機失靈。若不這樣做，我和她可能不是被殺死，而是被凍成雪棍。我
示意christy轉身，然後塞上耳機。待她轉身後，我從一個寫著手臂的箱子抽出一條手臂。慘白的骨
頭露了出來，我猶豫了一陣子，結果還是把手臂塞進冷氣機。冷氣機的金屬扇葉被手臂卡著，冷風暫
時停止了。我看了一下手機，2點多了。不知道我們能熬多久。

【嗡 嗡 嗡
】我似乎開心得太早了，那瘦弱的女性手臂根本抗不住馬力強勁的冷氣機，扇葉快速轉動，把手臂切
割成骨碎，和肉沫。剛看完手機，一抬起頭，這些東西就向我的臉飛過來。我沒有理會臉上的肉沫，
我只是在想，如果我把一根又一根的手臂塞進去，這樣跟把柴扔進火爐取暖有什麼分別，只不過這樣
更血腥，更變態。christy很聽話，她沒有回頭，沒有看到我把一根又一根手臂塞進扇葉裡。

這樣做只撐過了短短的10分鐘，但那可惡的警察還是沒來。說好的為市民服務呢？該不會以為我是
精神病所以不管我了吧..此時christy轉身看著我，看著滿身肉沫的我。她並沒有顯露出跟剛才那驚訝
的神色。只是看著我，細聲地說著，【阿真，我好冷，好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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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1313069同PC1313052已到達現場，剛才警車半路死火，遲左10分鐘
over】，我和拍檔小心翼翼地走進快餐店，只見快餐店裡燈火通明。【有無人啊】我大喊。但沒有
人回應。我示意拍檔掩護我，我走到經理室門口，一轉身，沒有發現人，只看見幾塊雞肉和茄汁在桌
上。我和拍檔順著counter，supply，一直走進去廚房，都沒有發現人。我站在冷藏庫的大門前，把
耳朵側著，好像聽到冷藏庫裡面有人在吃東西，總台告訴我們受害者被困在冷藏庫裡。【入面ge人
向後退，警察宜家黎救你地】。我解開門上的鎖，把們推開。【天啊】我只看見有2個人低頭食著手
上的生肉，食得津津有味，完全沒有留意到我們的到來。【先生，先生..】那名男子放下手中的肉，
抬起頭來說，【警察先生，你也要來嘗一點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