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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接觸....碟仙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看著幽暗的月光，感受著微風輕輕吹來，真是寫意極了。可是在香港某一間
荒廢了很久的學校裏，有五名中一的學生，正在進行一個詭異的儀式，可是他們卻以為是遊戲。

他們有四名男生及一名女生，他們懷著緊張的心情，把一隻碟子放在他們一早預備好的報紙上，他們
戰戰兢兢地一起把食指放在碟子上，並念出他們在網上找的、詭異的、奇異的咒語。，碟子緩慢地移
動，『它』先後移到三個字(『在』、『水』、『邊』)。

其中一位名叫李哲樂的男生説『在水邊？附近也沒有河之類的東西。真奇怪。』

討論了一會，他們察覺到天空漸漸變得灰暗，便各自回家了。

另一天早上，天朗氣清，吹來陣陣暖風。我(惟一一名女生-趙恩彤)起床後，坐在沙發上看着新聞報
告。

『今天早上，有一名中學生後其住宅魔靈苑天台一躍而下，頭部重創，送院後搶救不治，證實死亡。
該名學生是就讀草苖書院的一年級，而他的名字是李哲樂。』

我想：他昨晚好像也有跟我們玩碟仙的。

可能關那個遊戲事的，看來要叫其餘那三人集合去討論一下。

他們約了在天星碼頭集合並討論李哲樂的事。 我到達了以後。

看見他們已經開始討論，我走過去立即說『 李哲樂的死關不關那個遊戲事？』

另一名男生許天希想了想然後回答『有可能。』

陳智偉接著説『不...不是吧！』

我看見他的身體不由自主地開始顫抖了。

到了現在他們才想起今天要一起到學校上興趣班， 他們立即回家
收拾好上課要用的物品然後一起到學校去。

上學的情形就不說了。放學後，他們走上樓展開了討論，討論到一半的時候，
嬰兒的哭泣聲從學校的某一個地方傳來了。

可是， 我們都知道這個時間沒可能會有嬰兒在哭。

謝兆鋒大聲尖叫『有鬼呀！』

陳智偉把頭湊近並冷靜地對我們説『不如我們去調查為何會有嬰兒的哭泣聲吧！』 

他把頭湊過來的時候，我感覺到我的心跳加速。我看著陳智偉冷靜的樣了想：難道我愛上了他？



就在這個緊張的時候，謝兆鋒打破了沉默，説『你們是傻的嗎？這樣不就是去送死嗎？我們四個人類
會夠數隻鬼魂鬥嗎？』

我們無視了他，一起走出課室。 

他立即跑過來説『 還是跟著你們走比自己一個走更安全。』

然後，我們四人一起細心地找了學校的每一個角落，都是一些線索都沒有。 

我們走到學校地下的儲物室後， 聽到了一些水流動的聲音。

我立即說『水流動的聲音...水...在水邊？ 不如我們沿著聲音走，可能會找到一些線索。』

許天希竟然主動地回答『好吧...僅此一次。』 

走著走著，看見了一扇既古怪又陰森的木門。 由於木門很殘舊的關係，我們很輕易就開了那扇門。 

我們看見了一條向下走的樓梯。

走了五分鐘後，許天希憂心地説『會不會沒有盡頭的？』

這句話令大家的心情更沉重了，走着走着我們看見了一條河，原來之前有水流動的聲音就是從這裏發
出來的。

然後謝兆鋒突然看著自己的手錶說『原來已經八點了，我是時侯應該回家了。』經他這樣一說，我們
也一次決定是時候回家了。

另一天早上， 我起床後立即走到沙發去看新聞報告。

『今天又有另一名就讀草苗學院的一年級生，許天希在其屋苑的天台跳了下來，送院後搶救不治，證
實死亡。』

我心想『 這下糟了， 這樣看來接著的日子，我們也可能會死， 今次看來真是不得了。』

我立即在手機的whatsapp開設了一個群組，名為碟仙三人組。

xxx Whatsapp xxx
我： 許天希死了。
偉： 看來今天又要一起討論一下。
鋒：該不會又要到天星碼頭吧？
偉：在這個群組討論不就是可以了？
鋒：那明天我們會不會有其中一個人要死？
我：可能
偉：這樣打字可能有些麻煩，不如還是一起到天星碼頭討論吧！
我：好
鋒：頂！咁麻煩！



我： 如果我和陳志偉討論到應對的方法，那明天你可能會死而我們不會。
鋒：唉... 咁預埋我啦！
xxx Whatsapp完 xxx



2. 新線索...？！

到咗天星碼頭之後，我把報紙放在地上然後把碟子放在上面，然後一起唸出那個咒語。

『碟仙，碟仙，快從深夜的彼岸來到我身邊。碟仙，碟仙，快從寒冷的地底起來，穿過黑暗，越過河
川，來到我身邊！』

突然一陣陰風吹來了，然後我們便問碟仙『如何才可以不用被你殺死？』然後碟子又開始緩緩地移動
，再一次移到那三個字『在』、『水』、『邊』。

我們三人異口同聲地說『不是吧！在水邊？』

我們聽到這個答案後，便湊錢去乘的士到學校，我們沿著那條走廊一直行。最後我們有到了那扇殘舊
的木門前，謝兆鋒把那扇木門打開了。

我們沿著地下河旁邊的通道一直走，希望可以找到線索，避過死亡的詛咒。走著走著我看見了一隻殘
破的碟子。

我頓時想起第一次在學校玩碟仙之前的情況，我在學校的生活一直也是平平無奇的。

直至有一天，李哲樂突然說『喂！趙恩彤，今天晚上要不要來點刺激的？』

我答道『你又想做什麼『好事』？』

李哲樂這個『搞怪大王』總是有滿腦子的鬼主意。

他裝作神秘地說『碟仙！你聽過了沒有？』

我大吃一驚然後說『你想玩那個遊戲？聽高班的人說，如果不能把他送回去，就會發生很可怕的事情
。』

他毫不在乎擺擺手說『送不去的機率太少了！趙恩彤！妳到底玩不玩？』

之後，我的記憶又跳到另一個畫面。

『碟仙，碟仙，快從深夜的彼岸來到我身邊。碟仙，碟仙，快從寒冷的地底起來，穿過黑暗，越過河
川，來到我身邊！』

我們五人都用食指按着碟子的一端輕輕唸着。想到這裏，我才猛然醒覺，我們並沒有把碟仙送走，才
會發生這種事的。

陳智偉低頭看著手錶說『現在已經很夜了，不如回去吧！』另一天放學後，我們在一次玩碟仙』，希
望可以把碟仙送回『他』原本的地方去。

可是，世事難料，碟子突然爆開，碎片飛濺到陳智偉身上，我的心突然傳來像被蟲咬一樣的痛楚。



他頓時成了一個血人，看見這情景的我，情不自禁地流下淚來。

但我沒有管他，直接跑走了，而謝兆鋒也跟著我跑走了。那天晚上，雨滴答滴答地落著，雷電交加。

而我則發了一個惡夢，就是有一個人不停跟我說『在水邊......在水邊......還有...兩個...嘻嘻...嘻嘻』

我頓時驚醒，並想『我、陳智偉、謝兆鋒，明明有三個人。為什麼會說成兩個呢？難道陳智偉死了...
？』

另一天早上，我看新聞報告，結果跟我想的一樣。新聞報告員說陳智偉被碟子碎片飛濺而死去了。

突然，有一把神秘的聲音說『活該...他果然死了....哈哈哈哈...』

想學時段就不多說了。放學後，我當然去找謝兆鋒，並和他一起出發去地下河，尋找線索，走著走著
，我看到了一具被蟲蛀到只剩下骨頭的死屍。難道，在我夢中出現的就是『他』？

突然，我的頭傳來一陣絞痛，然後我腦裏好像出現了一刻的閃退，我好像看到莫恩詠的一段記憶。那
段記憶就是莫恩詠看著我們玩碟仙。

我心想『莫恩詠可能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線索。』

另一日放學後，我當然不會放過任何可以令我避過死亡的事情。

我立即抓著莫恩詠的肩膀，對她說『你是不是看到我玩碟仙？你有什麼陰謀？快說出來！』

她說『哦！原來你在玩碟仙，學校不是說禁止玩碟仙嗎？讓我告訴校長吧！那我就有機會獲得優點...
哈哈...哈哈！』

我說『你要是說出去的話，我就跟你絕交！』

她嬉皮笑臉地說『開玩笑而己！』

我想『為什麼要禁止學生玩碟仙呢？真奇怪！我明天去學校的資料室查查資料吧！』

另一天小息，我發現資料室的門鎖壞了。所以我便很輕鬆地進去了。我翻查了一些資料後，就發現原
來之前有四個女生玩了碟仙之後的那一天全部跳樓死了。

我心想『只有那麼少的資料，我還是在網上尋找資料吧！但是我家沒有電腦，只好放棄這個計劃。』

我心裏突然閃出另一個計劃。

在小息的時候，我一手抓起莫恩詠問她『你到底知道什麼？快說出來！』

她想了想然後回答『我知道的東西很多的，例如：我的姓名、我父母的姓名、我的班別、我的學號....
.............（下删1000字）』

我憤怒地說『你為什麼答些不相干的東西？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嗎？快說些有用的資料！』





3. 初遇...救星？！

莫恩詠答『好，如果你想知的話，就告訴你吧！你玩碟仙的時候，看見碟子在動，就是鬼魂在推那隻
碟，並不是神仙在推哪隻碟。按此推斷，那個鬼魂在他告訴你的那幾隻字就應該是它被殺的地方。他
應該會想那我們做替死鬼或想我們尋找真相，把兇手繩之於法，而不知道他想我們做什麼就是比較危
險的。但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做，他可能會把我們殺掉。我問『為什麼你會知道那麼多關於碟仙的事
情？』

她答『因為我之前玩過碟仙，然後我用電腦翻查資料，才勉強不用死。』

我說『是嗎？嘻嘻！』

她說『你笑什麼？』

我理直氣壯地答『我沒有呀！嘻嘻！』

我接著說『我...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嘻嘻！』

她緊張地答『不行了！情況又嚴重了！看來真的要找白師傅來幫你。』

我知道事態又嚴重了，便認真地回答『好的！那我們一起出發找白師傅吧！』

放學的時候，我們便到學校附近的巴士站乘了72x到大埔找白師傅。

到了以後，她走出馬路截的士，然後跟的士司機說『我哋要去大帽山山腳。』

司機回答『收到！』

我沿途看著附近的環境，不禁憂心地想想自己的情況，我在腦海裏組織了一下事情的發生。

首先我和其他同學一起玩了碟仙，然後其他同學一個接著一個地死去了，只剩下我和另一個人，然後
我則好運地找到了莫恩詠幫忙。

然後經他的指導後，決定去找白師傅幫忙解除詛咒。

想著想著，莫恩詠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說『
不要再發白日夢了，我們已經到了！要走上大帽山才去到的。走到一半的時候，就會見到一個茂密的
樹林。只要我們穿過去，就會看見一間用木做的小屋。哪個地方就是白師傅住的地方。』

我緊張地回答『我們不需要登山工具嗎？』

她立即回答『山腳有一間小店可以租借登山工具的，放心吧！』

我聽完後便呼了一口氣。我們走著走著，我沿途一邊看著山下的風景一邊攀著山，這我才明白到為什
麼別人都愛爬山，我終於理解到爬山的樂趣。



我終於看到了在遠處有一間木造的小屋，我心想『那應該是白師傅住的地方吧！』

莫恩詠指著那所木造的小屋說『白師傅就是住在哪裏！』

我懷著緊張的心情一步一步走到小屋前，我敲了敲門，裏面傳來了一陣低沉的聲音『是誰？』

請當我想開口回答的時候，莫恩詠早我一步地回答『是我呀！我帶了朋友來！』

我們便立即打開了門，首先映入眼前的是收拾整齊的小屋，然後便看見了一個中年男人，他的頭髮凌
亂，卻有兩隻不同顏色的瞳孔，一隻是淺藍色，一隻是黑色。並穿著一身簡約風格的衣服，和穿著一
雙平凡的拖鞋。從外表去看，完全看不出是一個驅魔師傅。

他看著我的身後說『你好像惹了一些麻煩。』

我大吃一驚地回答『你為什麼知道我惹了一些麻煩？還有你叫什麼名字？』

他爽快地回答『霍君夜。』

我心裏想『真是一個霸氣的名字！』

然後他再回答『在你後面有一隻獨眼並拿著碟子的鬼。看來你是玩了碟仙然後招惹了它。』

我想了想並回答『難道你...有所謂的陰陽眼？我一直也以為是虛構的。』

....在這裏開始我便叫他夜大哥....

他然後解釋給我聽『陰陽眼是真的存在。你之所以看起來精神不振就是因為那隻鬼跟在你身後。讓我
念個咒語令你恢復精神吧！南寧鬼驅邪，桃劍斬妖魔。現在哪隻鬼是暫時趕走了。』

我聽他唸完咒語之後突然覺得身心舒暢好像精神了不少。

接著那一天放學後，我和莫恩詠到了地下河尋找線索。

到了以後，莫恩詠立即大吃一驚然後說『學校地底居然有一條河？』

突然，嬰兒的哭聲又傳來了。

我們走得越深，聲音就越大。終於到了盡頭，我們看見了比之前看見的那扇更殘舊的門。

『呀 ...
呀！！！』我立即轉頭，看見原來莫恩詠不小心滑倒了，他站起來的時候發現前方有個按鈕。

他按下去之後，門就開了。

我們進去之後，首先聞到一陣刺鼻的臭氣，然後看清楚點，原來周圍都是以腐爛並化骨的嬰兒屍體。

我們立即被嚇到跑回了學校的資料室。我們恢復心情，然後尋找資料。



原來之前學校每一年都有舉辦嬰兒日，但是有一年所有嬰兒都一起失蹤了。我們發現新的線索後，便
匆匆忙忙地跑回那個有很多嬰兒屍體的地方。

突然，不知在哪處有一部手提電話掉到我們面前。



4. 新線索.....？！

突然，不知在哪處有一部手提電話掉到我們面前。那部手機的畫面對著我們，所以我們清楚地看見畫
面裏顯示著一個穿着黑袍，面上沒有五官，皮膚異常蒼白的人。

它說「在水邊 ... 差一點 ... 再找不到 ... 你們就要死！」

在他說了這句後我才想起「謝兆鋒在那天好像跟着我逃脫出來，但是我走出學校的時候，並沒有看見
他。不過那個人說『你們』就應該是多過一個人，那謝兆鋒也可能還沒有死去。但他也可能需要白師
傅的幫助。

就在這個時候，莫恩詠突然尖叫起來，我立即們向她的方向，看完之後我也大叫起來，説「
嘩！那些屍體堆成了一座屍體山！」

而且那些屍體已經腐爛，發臭。所以我們嗅到那陣比那些嬰兒屍體更刺鼻的氣味後，立即嘔個不停。
「砰！」大門被鎖上了，屍體全部都消失無蹤。

我和莫恩詠同一時間在心裏想「這下不妙了！」

我們已經試過很多辦法，例如：撞門(但是撞到肩膀很痛)、大聲求救(可是叫到聲音都沙了)及試過把
手機拿出來報警(手機卻收不到訊號)。

突然，門自動打開了，我們便馬上走出去，發現出面也有兩三座屍體山。

我想「之前過來的時候也沒有看見有屍體山的，真奇怪！」

然後我轉頭一望，竟然看見了謝兆鋒。

他虛弱地說「救救我吧！」

突然，他面露凶光，青筋暴現，並瘋狂地尖叫。我看他應該是被附身了。然後我再看了看莫恩詠，才
發現他拿了一卷膠紙，把謝兆鋒包住了。

他嘗試走路，但走了兩三步就跌倒了。此時，莫恩詠拿出手機看了看，才發現現在已經是凌晨一點，
所以我們便立即離開這個地方，並各自回家。

我回到了家門前，上面貼了一張紙，寫著「拿下鑰匙，尋找真相！」

我便找了找，我才發現地氈底有一條鎖匙，那條鎖匙中間有一顆紅寶石，看起來十分珍貴，所以我拿
回家中。

我坐在家中的沙發上，想「到底那張紙所指的真相是什麼呢？會不會有關碟仙事？」另一天回校，我
想跟莫恩詠說我找到那條紅寶石鑰匙的事。

可是，當我找到她的時候，她立即跟我說「我再也不跟你尋找真相。」



我立即回答「為什麼？」

她想也沒想便答「不關你事！」

聽她說完之後我便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莫恩詠的性格好像變了很多？不管了，但是自己一
個去地下河尋找線索好像比較危險，所以我決定找我的好朋友(黃若情)，跟我去地下河尋找線索」

想到這裏，我便立即找黃若晴，剛好我在走廊看到了她，我便拍了拍他的肩膀，說「黃若情，要不要
跟我一起去經歷一些刺激的事情。」

她想了想再回答我「咁...好啦！」

於是我們約定了今天放學後到課室集合，然後一起出發去地下河。

終於到了放學的時候，我到了約定的地點，黃若情比我早到。

她看見我後便立即問我「我們到底要去哪裏經歷刺激的事情？」

我回答「我們待會一起去地下河冒險。」

她驚訝地回答我「地下河？聽起來好像是很遠的地方，如果是遠的，我不會去。」

我回答「如果我說是在學校呢？」

她回答「你在開玩笑吧！你真幽默！」

我認真地說「你覺得我的樣子在開玩笑嗎？」

她輕聲地回答「不......不...不」

然後我帶她到地下河去，我們一直走一直走，終於走到昨天的那個房間了，我發現之前的那些嬰兒屍
體及屍體山都消失無蹤了。

我把整個房間都找了一遍，沒找到什麼奇怪的東西，只找到了一扇門。

我心裏想「一扇門...真可疑！喂！黃若情，我派你去開那扇門。」

她立即答我「為什麼是我？」

她看見我憤怒的樣子後便立即點頭說「唉......好...好吧！」

她開了那扇神秘的門，竟然看到了一個陳舊的小木盒，然後我便自告奮勇地開啟那個陳舊的小木盒。

「嘩！我看見了一條看起來很名貴的頸鏈，那條頸鏈也跟我那條鎖匙一樣有一顆紅寶石在中間的。」

就在此時，傳來了王若情的聲音「先不要管那條頸鏈，你把它收好，然後去找找那個在小木盒下面的
大鐵箱。不過上面好像有一個鎖。」



我走上前看一看便說「這個鎖也有鑲著紅寶石的，難道那個所要用我袋子裏的那條紅寶石鎖匙開啟？
」

之後我便把那條鎖匙拿了出來，然後放進鎖匙孔。結果，我成功開啟了那個大鐵箱，然後找到了一張
字條，寫著「京華醫院2樓盡頭的房間就是我的基地，有膽就來吧！」

之後，我們一起乘計程車到京華醫院去。很快，我們就到了京華醫院，原本我擔心著醫院可能關了門
，但是原來那所醫院是荒廢了的。

所以我們便很輕易地推開了醫院的門，我們沿著殘破的樓梯上二樓，我們看到了一個穿著破爛衣服的
人，我看見他的衣服上有個名牌，寫著「杜子康」。

然後我聽見他自言自語地說「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王若情然後說「什麼？」

然後那個叫杜子康的人拿出一把小刀，快速地刺進黃若情的胸口。為了自己的性命安危，我決定不管
黃若情，自己一個跑回家。

我瘋狂地跑，一直跑一直跑，害怕他會追著我。我跑到了不知什麼地方，四周都是樹木，我感到十分
無助，所以我便朝著自己跑來的方向跑走，終於被我看見了一條馬路，我便伸出手去設計乘車回家。

我回到家後才發現現在已經很夜了，然後母親擔心地抱著我說「你到底去了哪裏？為什麼這麼夜才回
家？」

我作了一個謊言答她「我到了同學家一起玩。」

母親仁慈地回答我「下次要告訴我先，你知不知道我很擔心你。」

我點了點頭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間睡覺。第二天，我在走回學校的途中看見了杜子康，不過他沒有發現
我，不然我就慘透了。上學的過程我就不多說了。

放學後，我乘計程車到京華醫院，希望可以拯救黃若情，我小心翼翼地沿著樓梯走上二樓。

沿途，我發現了一個寫著「實驗品.....救命丸....能夠把重傷的人救活」的瓶子，裏面只有一顆白色的
藥丸。

我頓時想「這顆藥丸可能可以救活黃若情。」我立即跑到她身處的位置，然後把藥丸放在她的口中。

然後她頓時站了起來，我被嚇得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兒我才口齒不清地說「黃...黃若情...真...真的
復活了！」

她若無其事地說「發生什麼事了嗎？」

我說「沒...沒有。」隔天上課的時候，我感到十分睏，因為我昨天很晚才回家。



我看出窗外，竟然看到黃若情在窗外向我揮手，我不敢相信地搖搖頭，再看，竟然看到王若情坐在她
的位子上。

我心裏想「黃若情難道懂得瞬間移動？難道是因為那顆奇怪的救命丸？」



5. 登機...

這層，我就不太清楚了。下課後，黃若情居然主動約我到京華醫院尋找真相。

我想「她好像有點怪怪的。」之後我們在一起乘計程車到京華醫院，我們有一次開了那道殘破的門。

忽然一陣風快速地掠過，我轉頭一看，竟然發現黃若情消失了，我搖了搖頭再看一次，她又再次出現
了。

正當我想問她為什麼突然消失的時候她卻跟我說「我剛才跑到了二樓盡頭的房間，看到裏面是空的。
」

我好奇地問她「為什麼你可以跑得那麼快，而且連汗也沒有出過？」

她想了想然後回答我「很快嗎？」

就在這一個時候，我心裏萌生了一個念頭「看來救命丸能賜了黃若情超能力。但是她自己也不知道自
己有超能力。也許我能利用她的超能力為我尋找更多的線索，從而避過死亡。」

我其後說「可以配合我走路的速度嗎？」

我希望這句說話能令她知道她自己有超能力。

她不情願地擺擺手，說「好...」

我們接著以「常人」走路的速度到京華醫院二樓盡頭的房間，

到了以後，果然與黃若情所說的一樣，是一間空房。

但是，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被王若情找到了一個在天花板的暗門，由於這間房的樓底不算太高，只
要我托高了黃若情，她便能開啟那道暗門。

她看了幾眼，便示意我放她下來。她跟我說「原來那道暗門是用來存放東西的。我看見那道暗門後有
一個夾萬，要不要我把它拿下來。」

我微微點頭，然後再一次把她托高，令她能把夾萬拿下來。

她把夾萬拿下來後，我才發現那個夾萬設有密碼，而那個密碼是四位數字的。

她看了看後便跟我說「只有四位數字，那考不到我了。」

她用超越常人的速度，控制著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像是在跳舞的一樣不停按著密碼，希望能順利破解
那個夾萬的鎖。」

她這項本領令我大吃一驚。



過了大約一分鐘後，她便跟我說，她已經破解了那個夾萬的鎖。原來夾萬裏裝著一張字條，字條寫着
一個英國的地址。

原本我想「難道真的要去英國？我可沒有錢買機票。」

就在這時我又冒出了一個念頭「不如我叫班裏最富有的同學贊助我們去吧！雖然成功率不大，不過也
要試一試。」

另一天小息，我立即去找我們班裏最富有的同學--錢鍄銘(其實我也不懂讀他的名字)

我跟他說了一次事情的來龍去脈後，他說對這件事非常有興趣，並願意出錢贊助我們去英國，而惟一
的條件要是要帶他去，我們當然願意。

剛好復活節假期快要來到，所以我們便約定復活節一起去英國旅行。

日子慢慢過去，這一個星期就像過了十年那麼久。

到了出發的那一天，我收拾好行李便跟父母說「我要跟同學一起去旅行。」

父母便擔心地說「會不會有危險的？」

我立即點點頭說「當然不會！」經父母的允許後，我懷著緊張的心情乘計程車到機場去。到了以後，
我跟其餘兩人到美味吃連鎖快餐店集合。

之後一起吃快餐，然後一起辦登機手續。到了候機室，廣播說「由於機長突然感到不適，本航空公司
將會找另一名機長接替。」

過了一會兒，我看見新機長經過，他經過的時候，好像有一陣寒風吹來的感覺。我看到他擁有異常雪
白的皮膚，並戴著口罩，墨鏡，及帽子。

我想「正常機長也不會帶著這些東西吧！」正當我想跟錢鍄銘說我的發現時，我才發現他不見了。

而平常總是說個沒完沒了的王若情，今天居然一聲不吭。

過了片刻，那種冰冷的感覺消失後，我便鬆了一口氣。

不過，就算發生什麼事，也不能阻止我上機了。我和黃若情順利登機了，而金鍄銘仍然不知所蹤。

客機起飛了不久後，我望向金鍄銘那空無一人的座位，唉子一口氣。

然後，金鍄銘突然出現在他的座位上，這使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他立即說「你們為什麼感到驚訝？
我一直也坐在這裏！」

我心裏想「外表奇怪的新機師、消失了又再出現的金鍄銘、擁有超能力的王若情，到底有沒有共通點
呢？啊！我想到了！就是他們都是因為某件事而變得跟平常不一樣。」



6. 到達...桃園機場...！

再過了半小時，飛機突然急速地垂直下降，持續了數十秒，然後停止了。

這時，我發現不少乘客的耳朵都滲出鮮紅色的血絲，看來耳膜破了。看到這情景的我，也不其然地摸
了摸自己的耳朵。

不出我所料，摸到了一些暗紅色的血液。

之後，機長廣播「各位乘客！本航班遭到不明持械人士騎劫！」

聽到這番話後，乘客們都議論紛紛，討論幾長說的話是不是真的。

可是我留意到一點，有一個背包從放手提行李的地方掉了下來。那個背包自動地打開了，裏面生出了
一隻灰白色，充滿皺紋的手。我看到他抓住了一名乘客的腳，並把他拉到袋子裏。

那名乘客察覺到後，頓時失聲尖叫。當其他乘客察覺到後，開始爭相走避。

可是，很多背包、行李箱、手提箱都陸續掉到地上，然後伸出手把乘客抓進袋子裏。我看著那些灰白
色的手把乘客們拖到背包裏，我無法再忍受那個嘔心的場面，決定在乘客的尖叫聲中閉上眼睛。

結果我睡著了，但是在不久之後，我被一把聲音吵醒了，原來是機長廣播。

機長廣播「本航班即將在桃園機場緊急降落。請各位乘客領取自己的手提行李並準備降落。另外我已
成功製服劫機的持械人士。」

就在這個時候，我心想「到底那個正在駕駛客機的機長是如何製服那個劫機的持械人士？」然後我掙
開了眼睛，看見機上到處都充滿了血、肉塊和內臟，這是我的胃部強烈地抽搐著。

就在此時，我又聽到了機長廣播「本航班已成功降落於鬼...不...重申...本航班已成功降落於桃園機場
，下一班由桃園機場開往英國的航班將於三小時後到達，請各位乘客落機！多謝合作！嘿嘿！」

我看了看，發現機上只剩下我、黃若情、錢鍄銘及另外三名乘客。我們決定一起合作，首先我們自我
介紹，然後到他們自我介紹，他們有三個人，第一個是洪文章，中年男子，第二個是李詩韻，青少年
，最後一個是林欣怡，青少年，李詩韻的朋友。

我們一起走到桃園機場裏，裏面空無一人，十分寧靜。就是以上種種原因，形做了一種恐怖的氣氛。
機場裏好像被切斷了電源，黑漆漆一片的。恐懼的氣氛開始蔓延開去，於是我們手牽手，一起以緩慢
的步速走著。

就在這時，我心想「剛才機長廣播說開往英國的航班將啲三小時後到達，但是這裏好像一個人都沒有
，難道機長說謊？我記得機長廣播的時候說本航班成功降落於鬼...及說過嘿嘿，跟我之前被鬼上身的
情況一樣。」

走著走著，我們走了15分鐘，可是四周依然什麼都沒有。



我腦裏浮現了一個奇怪的念頭「難道這個機場是不存在的？」

於是我跟其他人說「既然我們走了15分鐘，都看不到什麼東西，不如我們保留體力，坐在地上等候
吧！」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三小時終於過去了，可是什麼動靜也沒有發生。

於是我自告奮勇地説「既然過了三小時什麼都沒有發生，不如我們繼續尋找出口吧！」

其他人都認同我的想法，於是我們手牽手第一直走。不知過了多久，我們終於看到了一點光點，此時
我們異口同聲地說「終於找到出口了！」，我們一步一步地走向那個光點，可是我們直走一直走，也
跟光點保留了一樣的距離。

突然，我眼前一黑。然後我們陸續地暈倒了，我暈倒前看到最後的一個畫面就是一個人形的黑影從天
而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