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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

「喂，你。」
「仲望？唔想死嘅，就跟本小姐行。」眼前的少女，一臉輕鬆地說着金魚佬般的話白。 
「吓？哦...」我支吾地回應道。 

把時間退回幾天前，我還穿着校服，自己一個走堂匿喺無人嘅屋企叼着巧克力味的 pocky
看書。然後，不知怎麼的，在那天睡了一覺再聲來時，世界卻變了樣。 

「啊...老豆好似話今晚會返」醒來時我邊自言自語邊把睡前叼在嘴中忘記吃掉的pocky丟掉。
然後，我拿起電話，打開通訊錄，按下「on9仔」那一列。沒錯，我在致電給自己親生老豆。 
「又唔聽電話。」有這麼忙嗎？我把電話掛上。 

「呯...呯...」大門外傳出奇怪的聲響，而且，異常有規律。 
出於人類的好奇心，我拿起老豆珍藏的觀賞用武士刀，攝手攝腳地走到門前。沒有人的氣息。由於我
自細怕熱，所以好微嘅溫度變化我都感受到，亦因如此，我很容易就可以得知附近有冇人。 
我把門稍稍拉開，並從門縫向外看。 「哇屌！」一隻面容嘔心，皮膚蒼白的人形物件用它無神的雙
目盯着我。
一定係老豆啲新玩具，我是這麼想的，因為，他真的很常買奇怪的東西，對吧，小骨。我看了看客廳
中兩米高的骨架摸型----小骨。

 於是，我舉起武士刀由上而下把「它」斬開。 對不起了，老豆，你真的買太多垃圾了。 
眼前的情景就像某電影「腦漿炸裂少女」的標題一樣。啊不對，「它」絕對不是什麼少女。 

我把門關上，繼續耍廢。 天色逐漸暗沉，亮麗的澄藍天空被黑暗吞噬。 

「老豆呢？」我看着時針指向八的時鐘，期待着老豆給我帶吃的回來。 算，瞓就唔餓 一睡，就睡了
整日。 老豆也沒有回來過，
因為，看到他的新玩具和寶貝刀被丟在地上，他一定會把我叫醒問候我。

 餓...如果讓我知道哪個天才說「瞓就唔餓」，我一定不會不打他一身。 
叫外賣！「嘟...嘟...」我沒交電話費嗎？ 
算，下樓買。 
升降機也壞了，氣溫也被平時低... 幾經辛苦，我才走了二十多層樓梯來到地面...
書生嘛，身子就是比較弱。 然而，街道卻一片狼寂。 

東歪西倒的燈柱。
 破爛的地面。 

以及...大量「它」，即是昨天那隻拍我門的生物。 

生化危機...？
 這是我跑回家時得出的唯一結論。 不對，「它」不像喪屍般有蹣珊的步伐，反而有像機械人般的生
硬動作。 
我拿起老豆的武士刀，坐到沙發上備戰。 又過了兩天。出奇的是其間沒受到任何襲擊。



 而我，也足足餓了三日。 

對了！去學校！學校有小賣部，而且這幾天原本要上學，應該會有人。
 冷...和我想的不一樣，毛也沒有一條。 總之，上天台看一下。 
「喀...喀」七樓至天台的樓梯間，響住奇怪的聲音。 

是「它」！ 我舉起刀，走前了一步。 
「喀—」「它」倒下了。

但是，我還未出手...  
「廢柴，咁嘅身手，都夠膽獨行？」一名拿着像某知遊戲角色勞X德的巨劍的少女說。 

黑暗的樓梯間，一雙凜藍的眼閃耀着冰冷的光芒。 
少女的體溫奇低，令專注在（並沒有發生的）戰鬥的我也沒留意到。 

「喂，你。」
「仲望？唔想死嘅，就跟本小姐行。」眼前的少女，一臉輕鬆地說着金魚佬般的話白。 「



吓？哦...」我支吾地回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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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沒有說些什麼，而是徑自走下樓梯。

「係啦，你叫咩名？」我把刀收回刀鞘，追了上去問道。

「潘朵...」她並沒有把話說完—因為她看到了我的一臉朝笑。潘朵...她是要說潘朵拉嗎，又不是RPG
。她是中二病發作嗎...？

「瀅」她瞪了我一眼。

再走了幾步後，她又停了下來。

「知道人哋個名有唔報上名來，又會唔會冇禮貌咗少少呢。」瀅把身子轉向我說。

「曉。」我把手伸出。

然而回應我的，並不是什麼友好的扼手。

她用鼻子「哼」了一聲後，就再沒有理會我，並繼續下樓。

媽的，不好惹的女人。

之後，走了差不多十分鐘才終於下到地面。

「哈啊...哈...咁之後去邊？」我喘着氣說。都是那句，書生身子就是弱一點嘛

「乜你咁大個人都咁多問題㗎...自己唔識用下腦㗎咩，仲有吖，行幾層樓梯就死咁，你有冇咁廢吖！
」瀅鼓起腮子一臉不滿地抱怨。

「呃...又係你叫我跟住你嘅...仲有，廢哩一點...我認。」我搔了搔頭，擺出一副（至少我覺得是）爽
朗的笑容。

「點都好，返去我個竇先。同埋唔好擺個咁嘅樣得唔得？好核突。」她又自顧自走了起來。

然後，走了一小段路後，她就停了下來。

「係哩度。」她站在一道牆前，並輕輕按了一下牆身。

牆身的一部份一下子向內縮，另原本完好的牆身騰出了一個講好可以讓一個人通過的缺口。

「入嚟。」她說。

裏到燈火通明，和平常私人樓宇的單位差不多，完全無法想像是在牆中的密室。



等等，我該不會是真的會被賣豬仔吧。雖然是這麼想着，但我還是毫不猶疑地走了進去。你問我為什
麼？你試試有位長得不錯的妙齡少女邀你到她家你就會明白了。

「呼----」我一下子坐到沙發上。

「好無禮貌囉你。」她無奈地說。

「咕...」

什麼聲音？正當我這樣想着時，瀅卻滿臉通紅。

「望咩呀你！我...我肚餓咋嘛！」她把臉別過去，小聲地說。

「哦...話說，我都餓了。」三天以來也只喝了水，我覺得沒死就算不錯了。

「哼。」她把一顆糖果拋了給我，同時自己打開了一顆來吃。

呃...以一個設備齊全的避難所來說，能吃的也太少。

「係囉今日想出去搵物資嗰時俾個傻仔阻住晒。」她坐到我身旁的位置咕嘟道。

「吓，邊個咁仆街啊。」

她指着我。

吓？！我立即看向我背後門囗的方向。

「都冇人...」玩我嗎？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用手托着臉頰，一副不滿的樣子。

「你真係...算，我要瞓教，死開。」她輕輕地用腳尖踢了我一下。

接着，我便從沙發上站了起來，然後再而面向門口，背靠沙發把手的姿勢坐下。

「喂...呀瀅？」

「嗯？」看來她還沒睡。雖然也才過了五分鐘左右。

「你咁放心瞓，一陣我溶咗你都冇人知...」

「我量你都唔夠膽。」她指了指她身旁的巨劍。

不知過了多久後，我也漸漸放下警惕，並進入了夢鄉。

「呯...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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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步聲... 但溫度並沒有改變，即是，對方不是人類，準確來說，不是生物。

我執起身旁的武士刀，並站了起來。

我看了看身後正在熟睡的瀅。
嘛，看來是得單打獨鬥了。

「呼...」我按了一下門邊的按鈕，牆身便像來時一樣打開了一個缺口。

三隻。我檢視了一下敵方數量。

應該勉強可以...吧？

明明躲在裏面等朝早瀅醒來就能輕鬆解決，我為什麼要出來送死...

我真是他媽的智障

算了，那些怪物一直在拍門的話，她也不可能好睡吧。

就當還早上的人情吧。

「喝！」解決一件。

別小看每天宅在家玩健身圈練出來的肌肉啊！
雖然也沒多強。

剩下兩個。先解決右邊的。

我把刀放到左腰間，準備作出由左到右的砍擊。

「呯——」那只怪物從腰間被我砍開兩半，並噴出黃綠色的濃稠液體。

我把刀稍微放下來，打算轉身解決剩下的一只。

？！

「嘎——」它發出令人心寒的嘶叫，而且，那種叫聲不是吵雜而低頻的咆哮，而是，蘊含着更加純
粹的殺意，歇斯底里的嘶吼。

那只東西，在一瞬間便到了我的眼前，並高高舉起了爪子。

要逃嗎？還是砍過去？



「真係吖，搞咁耐㗎」一把傭懶的女聲打破了凝結在空氣中的殺氣。話音剛落，我便感覺到臉頰旁的
空氣被重重劃開以及冷冰器造成的些微降溫。一下子無法反應過來的我只能如同木頭一樣看着眼前的
怪物被粉碎以及一臉不在乎的她的側臉。

「係戰場上冇當機立斷嘅判斷力，十條命都唔夠你死...返去啦。」她用眼尾瞄了我一下後便朝着我們
本來待的密室走回去。

她到底是怎樣面不改用地說出這種中二對白的...？

真是的，結果，還是被她救了啊...

＝＝＝＝＝＝＝＝＝＝＝＝＝＝＝＝＝＝＝＝＝＝＝
之前出少咗，哩排會補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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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呀邊個，同我打返場。」瀅在踏進門後轉身說道。

「而家？哩度？仲有，我叫曉。」我跟著她就了進去。

「唔係啊，等你死咗先打。」她瞄了我一眼，並譏諷道。

「屌。」我一定輸吧。

在下一瞬間，她已經舉劍並進行突刺。

闊長的巨劍閃耀着白銀色的光輝。輕巧的突刺和厚重的巨劍型成強烈的對比。

來不及進行閃避的我，只能在劍碰到我前一刻硬生生地跌在地上。

「渣。」她用眼尾的餘光敝了我一眼

「係妳太勁啫。」我用手撐起身子，並重新站了起來。

「我唔想再救你，過嚟。」她把巨劍隨手丟到沙發上。

媽的，這不是比把沒關的美工刀丟到沙發上還危險嗎，被刺到可是很痛的啊！什麼？我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家中那個常買垃圾的傢伙常常這麼做啊！

瀅向我招了招手，並推開了一度暗門。

暗門後，擺放着一個看來已用了一段場時間的木椿，詠春用的那種。

「莫非妳就係...葉大師？」我用開心大發現的語氣說。

然後，我就被用說著「收皮啦」般的眼光瞪了。

「梳...梳囉。」

「總之呢，你試下用你把刀斬哩嚿嘢先。」她說。

「吓...？哦。」我隨手斬了一刀。

「你係咪on9？」她無奈地說。

「如果你俾人用刀背斬你會唔會痛？」她指了指我的刀，接着問。

「誒...都會㗎」我老實地說。

然後，她就朝我反了個白眼，然後把身湊了過來，被貼身衣服凸顯的自傲也緊緊地貼到我的背上...這



種事當然是不會發生的，但她倒是真的反了個白眼，嘲諷意味的那種白眼，不是你們想的那種。

「首先呢，你揸返正把刀先。」她說。

「哦。」我把刀峰朝向前方，並用一副「厲害吧」的表情看著瀅。

「嗯係啦，差唔多㗎啦，嗱，跟住呢，你就要令你嘅肌肉記住哩種感覺，keep住哩個動作就得㗎啦
，咁我呢，就瞓先，早唞。」她就這樣，回到了沙發上倒頭大睡，而我，也一直站到了差不多朝早才
發現不對勁。

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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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呀，琴晚瞓得好唔好呢？」一大朝早，瀅揉著眼睛問。

「好好呀，同我學校啲考試一樣咁好。」我苦笑着回答。

「即係你完全冇瞓過啦，唉算，我哋而家要出去揾物資啦，唔係食咗你都唔掂。」她似乎是想拍我的
肩，但因為高度的關係，她只拍到了我的腰。

「痛...喂你咁大力拍斷咗搞到我做唔到好男人係咪妳負責呀...仲有，可能係我食咗妳呢～」我搔了搔
頭，笑着說。

雖然本來只是打算開個玩笑，但換來的卻是一陣凜冽的目光，和以前那種冷淡的目光不同，這次的是
令人打從心底感到寒冷的眼神。

「唔好再講笑，行。」她淡淡地說，然後便按下開門機關走了出去。

「知...知道。」

走了好一段路，也沒遇上什麼麻煩，但是，沒有麻煩這件事或許本身就是一個麻煩。本來遊走在街上
的那種不知名生物也一隻都沒看到。世界...是回復正常了嗎？不對，如果是的話街上不可能完全沒有
人，畢竟香港人可是很愛上班的。

難道說，包括現在正發生的一切，都只是夢嗎？才不可能。我感受着腳䂿到地上傳來的回饋感，又看
了看身旁的少女透著淡淡桃紅色的側臉，如果這是夢的話，我才不需要被這名少女多次救下。雖然不
甘心，但我很弱這一點也毫無疑問是現實。

「係呢，咁我哋而家要去邊？」我嘗試著打破沉默的氣氛。

「唔知。」她並沒有轉頭看向我，而是繼續自顧自地走著。是生氣了嗎？

「咁乜佳啦」我記得這附近有哪間什麼佳...千佳嗎？還是十佳？還是...陳同佳？

「你就乜街，無啦啦鬧我㗎！」她不滿地鼓起了腮。

「咩鬧妳呀乜佳喎」

「乜街都唔係鬧我唔通讚我？」她狠狠地踩了着我的腳，令我差點沒有跌倒。

「超級市場嗰個喎。」

「喔，原來。」她終於捨得把腳縮開。

然後，我們便來到了那間傳說中的乜佳，而路上也是異常的順利。

推門走進去，一股強大的壓迫感隨即襲來。



一群兇神惡煞，穿著黑色背心的大漢正圍坐在一起，如果貿然走過去的話絕對不過三十秒就會連骨也
不剩。但是，似乎是因為這裏一早就被這群大漢佔領的關係，這裏的物資非常充足。

「不如走？」我拉了拉瀅的衣角。

「咁細膽㗎你...我贊成。」她輕聲說。

「車...你咪又係淆...」

然後，我們便回到了外面。

「又係你提議話去乜佳嘅，果然信你冇好嘢。」她仍然是毫不留情地說。

「我有攞到嘢出嚟㗎！」我展示著手上的A5和牛。

「多謝。」她一手搶過牛扒，並得意洋洋地看著我。

「俾返我啦！」我伸手去搶後把牛扒舉高，令她搶不到。

「喂呀我㗎，你蝦人嘅！」她搥着我的胸膛，用盡力的那種。

最終，曉失去戰鬥能力，由好狗嘅瀅獲勝。

接着，我們便回到了牆中密室。

一路上，依然沒有遇上任何人（和那種東西）

「你知唔知道嗰隻嘢出現係咪有咩規律？」我坐到沙發上，並隨口問道。

「鬼知咩。」她在我旁邊坐下，答道。

「算喇，反正見到嘅話隊冧佢哋就得。」

「你講到你打得贏咁。」

「梗係得，我何止打得贏，我打...」為了生命着想，我還是收收嗲好了。

「講咁多廢話，整嘢食喇。」說畢，她便站了起來，走到似乎是㕑房的位置，把（她從我手中搶來的
）牛扒的包裝拆開，並放到還未燒熱的平底鑊上。

「個鑊都未燒熱...」我指了指微弱的火苗。

「你咁麻煩會冇女仔鍾意㗎。」她邊從櫃中拿出鹽，邊說。

「咁你鍾意我咪得囉。」我笑了笑，說。



「不了。」

「屌。」真是不識貨。

「咁多嘢講，你食唔食㗎？」原來，她已經把牛扒剪好，並切開兩份分別放到兩隻碟子上，並把其中
一隻碟子遞向我。

「原來妳打算分俾我㗎。」我接過碟子。

「咁你係咪唔要？」她在坐下的同時，順便把腳踩在我的玉足上。

「Its fucking raw」我看著滿盤的血水。

「吹？」她竟然能把這副賣相的食物吃得津津有味，她是什麼構造的？

我也切了一小塊，並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小塊肉送到口中，在熱騰騰的肉碰觸到舌尖的瞬間，濃濃的肉
味在口中綻放，和來自玫瑰鹽的些許鹹味交織在一起，肉並沒有立即溶化，而是彷彿要在口中繞樑三
日一樣。說穿了，就是肉非常腥和韌。

「我覺得呢，香口膠嘅話我都係鐘意綠箭多啲。」我嘴嚼着說。

「做咩突然講香口膠？」她把肉吞下，歪了歪頭。

「冇嘢。」幸好她get不到。

如果現在的生活能持續下去的話，其實也不錯。反正屬於原本世界的那種薔薇色生活，我也不曾擁有
過。總是毒來毒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能，而且也被喜歡的人討厭。

「食完未？食完就起身。」她拍了拍我的肩。

「吓？我食咗一啖咋喎。」

「成半個鐘啦喎...」

然後，我就被迫放下食物，被拉到了擺放着木椿的那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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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咁所以呢，而家要做乜。」我搔着頭問。 

「咁就梗係...打交啦！」說畢，她便舉起劍並府身沖刺到我身前。 

「喂，你細細個呀媽冇教你唔好攞啲危險嘢指住人㗎咩。」我退後一步，說。 

她眉頭一皺，並停下了攻擊。 

「算。戰鬥方面嘅嘢教你都冇用。」她走了出去，坐到沙發上。 

「你咩意思呀...」我沒有這麼不行吧。 

「講起上嚟，你會唔會太過悠哉？無論係我攞刀指住你嘅時候，定係面對嗰隻嘢嘅時候都係，你永遠
都係一副冇所謂嘅樣，冷靜？又好似同冷靜有啲唔同...總之，就係一種奇怪嘅感覺。」她突然認真地
看向我。 

「唔好轉換話題喎...」話雖如此，但她的確說得沒錯，一般而言，遇到這種事都會怕得要死吧。難道
我是被選中的細路，沒有害怕這種感覺嗎？不對...從小時候到現在，我也常常感到害怕，被狗追的時
候，在街上走失的時候，比賽時對手快要追上的時候，我絕對不是不會感到害怕的，那麼，這次又是
為什麼呢？

「不過算啦，哩啲嘢點都好，都唔重要，應該話，喺哩啲情況，唔會驚反而係好事。」她躺在沙發上
，並蓋上了被子。 

「喂你瞓啦？唔係教我㗎咩？咁我點算呀，我俾人襲擊會唔會死㗎。」我坐到地上，問。 

「你俾人襲擊就當然會死啦，不過，我嘅話，就算係John
Wick揾你尋仇都唔驚。所以，冇事嘅，大概。」她說。 

為什麼殺神要找我尋仇？ 

「即係，你會保護我啦？」 

「我只係，冇辦法放你喺度唔理啫。」這是她睡著前，說的最後一句。 

什麼嘛，傲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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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我不知為什麼天還未亮透，天空還是深藍色，微微透着光時就醒了過來，大概5時多吧
。 

一般來說，這種時候我都是應該先煮好令人垂涎欲滴的早餐，然後再輕輕喚醒瀅的。 

但是，這裏根本沒有食材，而且，我也不想為她下廚，再說，我真的這麼做的話，會被打死的吧。 

「咯——咯——」又來？ 

這次，我打算直接拿起了瀅的巨劍，並走向外面。 

也太重了吧！ 

我用雙手才勉強能把劍拿起。 

她平時都是用這種東西戰鬥的嗎... 

算了，我把巨劍放下，並拾起我的武士刀。 

「哈——」雖然那把武士刀並沒有開鋒，但還算得上是稱手，要應付這些生物的話還是卓卓有餘的
。 

「搞掂。」我回到密室中，隨便找了張椅子坐下。 

「頭先咩事？」瀅揉着眼，在沙發上坐了起來。 

「冇。」 

「哦。」 

「餓...」我這幾天都沒有好好地吃過一餐。 

「咁出去揾嘢食？」瀅撥了撥頭飄飄的長髮，並說。 

「都好。」但是，乜佳又被那群大漢佔領了，一時之間應該去哪裏找食物？ 

「去邊？」 

「呃...乜佳？」我答道。 

「黐線，你同班大叔打？」她一臉鄙視地說。 

「唔要，一陣佢哋對我上下其手咁點算。」我用手環抱自己的身體，裝作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 



「收皮啦你。」她踢了我一腳，並說。 

「唔收...咳，認真，去邊？」我把雙腳縮上沙發，避免再受踢擊。 

「求其行下先？」她問道。 

「都得。」我答道。 

然後，我們便拿起武器，並出到了外面。 

在清晨，無人的街道上並肩地走，說實在也是挺浪漫的，只是女主角人選不太對就是了。我看著瀅的
側臉，暗自想。 

「望咩？」瀅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並用一副不屑的語氣說。 

「冇嘢。」 

不知不覺，我們走到了位於沙田的新城市廣場，旁邊的希爾頓中心。 

「入去？」瀅指了指商場。 

「嗯。」 

雖然印象中希爾頓中心的食肆不算多，也就4-5間。 

「M記囉？」我指了指紅底的招牌。 

「狗也不屌。」她不屑地說「你平時食開屎？」 

「梳囉。」我搔了搔頭。 

「咁乜佳？」我說 

「又乜佳？其實你係咪鐘意啲大叔？咁重口嘅你」她看了我一眼。 

「唔係嗰間。」接着，我便帶她到了希爾頓旁的偉華商場，裏面的七佳有着碩果僅存的乜佳章魚燒，
平時非常受歡迎，賣點是貴而且不好吃。 

「乜都冇喎...」她指着裏面的一片狼藉。 

果然都係要大叔。 

然後，我們便回到了原本那間乜佳。 

「班大叔唔喺度。」我說。 

「咁入去。」說畢，她便走了進去。 



「喂...」不會有伏吧，大概。 

走了進去後，物質果然非常充足，在這裏的話應該能活上不短的日子。 

「你唔覺得奇怪咩，有個咁好嘅據點竟然仲走出去。就好似係引人入嚟咁。」瀅喝著剛從貨架除下來
的枝裝奶茶。 

「妳而家先講會唔會遲咗少少...不過，妳嘅推測的確冇錯。」我把原本正在喝的枝裝茶放到地上。 

「你點知？」她歪了歪頭。 

「嘛...你望下妳後面就知。」 

「...」她拿起巨劍。「點解你會睇到後面嚟嘅嘢，你用邊隻眼睇嘢㗎...」 

「why not all？」我提起武士刀。「真係同佢哋打？」我就先暫且不提，但不知道瀅能不能打贏。 

「梗係。」她吞了下口水。「準備今晚開香檳慶祝啦。」 

「真係可靠。」我說。 

對面一共四人，大概還算瘦弱，比起 The Rock。 

大叔1,2的武起是由保齡球和鐵鍊組成的流星槌，因為受鐵鍊長度影響，所以只算得上是中距離武器
，如果是遠距離或者近戰的話就會陷入不利。 

而大叔3,4即拿着小刀。 

我們所站的位置是飲品架旁，和大叔1234所在的零食架隔了3個貨架。 

大叔3首當其衝，舉起小刀就向我們沖刺。 

幸好小刀的攻擊範圍不算廣，要閃避也不太難。 

而且，因為大叔3和我們的距離這麼近，1,2的流星槌也不能發揮作用。

大叔3用刀刺向我，我先是側身避開，然後舉起武士刀砍向大叔的手碗。 

而在同一時間瀅也在另一方同，也就是在我正對面的地方用巨劍揮向同一位置。 

如果能擊中的話，就能令大叔3手軟掉下小刀。 

「冰——」一陣刺耳的金屬碰撞聲響起。 

大叔在被擊中之前收回了手，令我和瀅的攻擊落空。 



然後，大叔3忽然後退了幾步... 

正當我打算組織下一步時，大叔1/2的鐵球同時向我畢直地飛來，再怎麼說也不夠時間躲避。 

幸好，保齡球並沒有命中我，而是擊中了我身後的貨架，令貨物掉落一地。 

同時，瀅也在和大叔3,4持續着白刃戰，但因為巨劍的劍身過於龐大，並沒有辦法擊中太近的目標，
而且也不能快速揮舞，並不適合進行超近距離戰，所以即使是瀅也稍稍落了下風。 

這樣下去，別說是搜刮物資，連保住小命也有難度。必需想辦法，不必是強攻，也不需要把大叔擊倒
，只要是能打破現在的僵局，製造一絲的空隙就足夠。 

大叔1,2的流星槌命中率並不高，而且在一擊之後要把槌收回才可進行下一擊，所以應該沒什麼大威
脅。要說的話最威脅的果然還是大叔3,4。 

我打算站起來，但馬上就被剛掉到地上的貨物絆到而跌坐到地上。 

... 

＝＝＝＝＝＝＝＝＝＝＝＝＝＝＝＝＝＝＝＝＝＝＝＝＝＝ 

「嘖...」眼前的大叔(s)
明明看上去是力量型無腦壯男，但身手卻異常敏捷，而且配合得天衣無縫，避開一方的攻擊，另一方
就會從另一邊襲來，如果格擋其中一方的攻擊，另一方也同樣會繼續攻擊。 

必須要拉開距離才行。在這種距離的話我的巨劍根本無法攻擊。 

我稍稍後退，但大叔又馬上踏步向前，並用刀刺向我鎖骨的方向。我舉起巨劍作盾，擋下了小刀。但
在我身後的大叔也趁著我擋下攻擊的同時也舉刀衝前。 

不妙...來不及進行格擋...！ 

「呯————」身後的大叔忽然被某種咖啡色的液體噴中，並跌到地上。 

然後，身前的大叔一樣。 

在我還未來得及整理目前的情況時，我的手就被某人拉起。 

＝＝＝＝＝＝＝＝＝＝＝＝＝＝＝＝＝＝＝＝＝＝＝＝＝＝

在重新爬起來後，注意到了剛剛絆倒我的是一瓶家庭裝可樂。 

我靈機一觸，並捨起了可樂，以及掉樂在一旁的萬樂珠。 

然後，只要把兩者加起來就能成為簡易的水槍。 



雖然威力不大但運氣好的話應該能製造一下空蕩。 

結果，和預料的一樣，大叔們被這意料外的攻擊嚇得跌到地上。 

然後，我便捉住瀅的手，向出口狂奔。 

然後，我們便一路跑回了密室。 

「哈啊...哈...攰...攰死...」我趴到沙發上。 

「結果，都係冇揾到嘢食。」她撥一撥粉色的長髮，並坐到了我的背上。 

「喂大佬痛痛痛！！！」我嘗試掙扎但並沒有用。 

「不過...」她站了起來，並重新坐到地上。 

「不過咩」我按着背問。 

「多...」 

「多？」 

「多...多...多謝你。」她逐漸小聲地說。 

「講句多謝使唔使Diminuendo呀...咳，無喇喇多謝咩？」我說。 

「你頭先救咗我。而且會搞到咁都係我嘅輕率...」她別過臉，說道。 

「嘛，我都係靈機一觸啫。」我也轉過身，面向沙發的椅背。 

「仲有...對唔住...我之前一直話你廢...至少，喺用腦哩方面你都仲有啲啲用...」她說。 

「嗯，要謝罪嘅就俾我瞓梳化。」我舉起姆指。 

「一單還一單！」她一下把我扯了下來。 

「總之，以後戰鬥就繼續拜託晒妳。」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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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我應該是在哪裏都能馬上睡着的，但今天卻過了很久也睡不著。 

「喂，瀅，瞓咗未。」 

「瞓咗...做咩？」 

「跟住落嚟，我哋應該點？」 

「咩點？」 

「咁樣餓落去到唔係辦法，就算揾到嘢食之後又點？就一直咁樣生存落去...？定係話，殺晒嗰啲唔知
乜嘢就可以返返去以前嘅生活？」 

「...就算你咁講...」 

「算，本來就唔會有人知道答案。」我轉過身，背向沙發。 

「其實...都係冇嘢。你覺得不安？」 

「大概...係啩。」 

說畢，便又恢復寂靜。 

接着，柔軟的觸感從背後襲來。 

「...？！」我想轉過頭查看什麼事，但頭卻被按住。 

「唔好...望過嚟，蠢材。」她在我耳邊說「講到不安嘅話...我都係一樣...無論係以前，定係而家都好
。」 

「...」 

「今日好凍...」她的手輕輕地動了一下，把我拉近。「你個身...好暖。」 

「嗯。」之後的事，我也記不得太清楚，大概是睡着了吧。本來我應該是在哪裏都能馬上睡着的，但
今天卻過了很久也睡不著。 

「喂，瀅，瞓咗未。」 

「瞓咗...做咩？」 

「跟住落嚟，我哋應該點？」 

「咩點？」 



「咁樣餓落去到唔係辦法，就算揾到嘢食之後又點？就一直咁樣生存落去...？定係話，殺晒嗰啲唔知
乜嘢就可以返返去以前嘅生活？」 

「...就算你咁講...」 

「算，本來就唔會有人知道答案。」我轉過身，背向沙發。 

「其實...都係冇嘢。你覺得不安？」 

「大概...係啩。」 

說畢，便又恢復寂靜。 

接着，柔軟的觸感從背後襲來。 

「...？！」我想轉過頭查看什麼事，但頭卻被按住。 

「唔好...望過嚟，蠢材。」她在我耳邊說「講到不安嘅話...我都係一樣...無論係以前，定係而家都好
。」 

「...」 

「今日好凍...」她的手輕輕地動了一下，把我拉近。「你個身...好暖。」 

「嗯。」之後的事，我也記不得太清楚，大概是睡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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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呀！！！！變態佬呀！」一大清早，我便被吵鬧的瀅弄醒。 

「咩...？」我揉了揉眼。 

「你你你點解會喺我隔離㗎！」 

「吓？」 

「吓咩，你唔好以為我唔斬你你就可以對我上下其手喎！」 

「妳自己碌落嚟㗎喎...」 

「我唔理！」 

「...」 

「總之而家你就要賠返俾我啦。」 

「點賠？」 

「今日由你出去揾嘢食！」她擺出「去啦比卡超」的姿勢說。 

「根本就係你懶...」我無奈地說。 

我站了起來，並伸了個懶腰，接著邊拿起了刀，走向外面。 

「一路好...咳，一路順風呀」在我出去時，瀅這麼說。 

「好你老母蓋世寶。」我回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