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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朗，頂住呀！」
「我沒彈啦！你有嗎？」
「這邊守不住啦！」
「根本沒出路！」

四名少年努力地屹立在屍群中，不斷斬殺身邊的喪屍，又趁機用不同的武器把它們爆頭。雖然喪屍只
能近戰，但是它們恃著人多勢眾，源源不絕地湧過去。

少年們的大勢已去，覆水難收。儘管他們殺紅了眼，亦無補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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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年前)～～
。
。
。
「山，走啦！」朗說。
「幹嘛那麼快呀？先等 Timo 一下嘛。」山說，「Isaac 去 嗎？」
「不啦，要去接弟弟呀。」Isaac 說。
「行得啦！」Timo 說。
「那明天見啦 Isaac。」朗說，然後 Isaac 便走了。
。
。
。
「屌！又死咗！」Timo 被一些 pubg
敵人的掃射之後，便把手機扔到桌子上，「頂你地班仆街，幹你地呀，為啥唔救我耶？」
「好啦，我都死哇，對面肯定開掛！」山帶著不滿的聲音說出了這些話，「幹他媽的，舉報佢啦！」
「靠！穿墻爆頭？！wtf？」朗大聲抱怨，「妖，垃圾 pubg 我唔玩啦！」
「講開又講，而家幾點？」山問。
「六點啦。」Timo 回了一句
「咁夜㗎喇，我要返屋企啦。」朗說，「如果唔係就冇門口入了。」
「我都係呀。」山表示認同，「我哋走喇，聽日再嚟啦。」

然後山和朗便離開了 Timo 的家。



二

離開了 Timo 的家後，朗和山便到巴士站等車。
。
～～（30分鐘後）～～
。
「屌！咁撚耐都冇車㗎！」朗說。
「又係喎。」山答，「你有冇發現條街冇乜人？」
「問下人咩事啦！」朗提議。
。
街上門可羅雀，他們看到遠處有一個站姿奇怪的人，於是他們上前看過究竟。
。
山拍了拍那個路人的肩膀，那人轉身過來。
。
一張面目猙獰的樣子，完全扭曲的面容。
。
那「人」一轉身便張開口咬山，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際，山的反射神經令他及時架住那「人」的脖子，
並大喊，
「屌！ 乜春嘢嚟㗎！」
「我點知啫」朗叫著，
並掏出瑞士刀，一把勁兒把刀插入那「人」的脖子裏，邊咒罵，「食草啦仆街！食草啦仆街！」
看著地上的尸體，山叫道，「屌！你殺了人啊！」
朗呆了一下，雙膝跪在地上，手上的刀跌在地上，低聲說，「shit。。。」
。
「碰」遠處傳來了一聲爆炸
「快，快躲起來！」山說
遠處的街口隱約跑過了幾個身影，隨後追著一群人，那些人發出的叫聲，仿佛是野獸的吼叫。
「不太對勁耶！」山說，「過去看看！」
說畢便跑了出去，像是好奇心戰勝了所有東西。
朗沒辦法，只好跟著山跑出去看過究竟。
。
。
。
＾＾（朗視角）＾＾
「做乜撚站在這裡發呆？」我邊帶怨氣，向山發脾氣，怪責他的魯莽，怪責他的衝動。
山背著我，站在樓梯上看著前方發呆，他比我強壯，在狹窄的樓梯上把我的視線給擋住了。
我跑上前。
「死開拉兄弟，你擋住我啦！」我推開他，映入眼簾的是一個恐怖的畫面，在一輛警察衝鋒車旁五具
穿著警察制服的尸體躺在地上，他們的旁邊也躺著七八具面部發綠的尸體，有一個像剛才那一個被我
殺死的「人」，蹲在一具尸體旁，好像在吃他的內臟。
我頓時覺得非常嘔心，差點把午飯都吐出來。
「這裡剛才應該發生了一場混戰。」山突然說，「來，去殺了他。」說著，他又沖了出去。
＾＾（朗視角完）＾＾
。
。
。



＾＾（山視角）＾＾
我掏出了瑞士刀，二話不說便沖了出去，一手勒著那人的脖子，一刀插進去了他的大動脈，他無力抵
抗，全身乏力軟了下來，倒在地上不動了。
。
我殺了人。
我殺了人。
我殺了人。
。
你可能問我，你不怕殺人嗎？
不，因為他，不是人。
＾＾（山視角完）＾＾
。
。
。
幹掉「人們」後的山和朗，走到警察衝鋒車裡，坐下來。他們細想著剛才發生的事情。
「究竟香港發生什麼事？」山問。
「我點撚知？」朗回。
躺在一旁警察尸體上的對講機，突然發出了聲音，「沙沙沙，電台calling Pc
17280，請各單位注意，香港政府發出了緊急令，香港各地出現了大量名為「遊蕩者」的喪尸，請各
隊員小心，遊蕩者會肆意攻擊所有活人，請所有夥記立刻回到總部，提取火焰噴射器。注意，所有遊
蕩者都懼怕火焰！Over。」
「周圍都是這些遊蕩者，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呀！」山說，掃視著放在車中的武器，「我們拿走這些
武器吧！」說著，他便拿起了一支 UMP9 衝鋒槍，朗也拿了一支 M870 散彈槍各自各武裝起來。
。
。
。
＾＾（武器提要）＾＾
。
山：
UMP9 衝鋒槍 （三個9mm彈匣）
M18 左輪手槍 （12發子彈）
伸縮警棍
警用對講機
戰術腿包
防彈頭盔
防彈背心（戰術）
。
朗：
M870 散彈槍（30發12 Gauge shell 子彈）
M18 左輪手槍（18發子彈）
伸縮警棍
警用對講機
戰術腿包
防彈頭盔
防彈背心（戰術）
。
。



。
他們拿了裝備後，便動身返回Timo的家。在走廊，朗和山看到了 Timo 家門打開了，呈半掩狀態。
「不要啊Timo，千萬不要有事呀！」朗心想。
「我數三二一，一起攻進去！」山小聲說，「三，二，一，衝！」
。
。
。



三

他們破門而入，看到的只是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世伯和伯母，而Timo已經不知所蹤。山上前查看
世伯和伯母的狀況，他抬起世伯，嘗試感受他的脈搏。然而，一直失去知覺的世伯突然發難，轉身咬
向山。山以伸縮警棍，架著世伯的口。
在千鈞一瞬之間，朗掏出了左輪手槍，對著世伯的身體開了一槍。
碰，世伯鬆開雙手，滾到一旁。
剛剛看完伯母的朗，及時救駕，救回山的一命。
「伯母在我們進去之前已經斷氣了！」朗說
「。。。」山沉默不語，走到世伯面前，把他的雙眼蓋上，默默地說了一句，「安息吧，世伯。」
「看見了Timo嗎？」山重整思緒，平靜地問朗。
「沒有，但是我們不應該再留在這裡。」朗回應，「剛才的槍聲應該引來不少的遊蕩者！」
「唔。。。」山看了一看外三隻遊蕩者向著Timo的家衝來，在漸漸變暗的天色顯得格外兇狠，「你
說得對，拿一些食物放進我的背包裡，然後你去拿一些瓶裝水，裝進你的背包吧！」
他們拿著物資，快步離開了Timo的家。趁著夜色的掩護他們順利退到剛才的警車上。
「靠！出面那麼多遊蕩者，咋辦呀？」山問。
「那只好在這裡度過這晚吧。」朗提議。
。
。
。
～～(第二天)～～
山先醒了，他叫醒了朗。
「喂！太陽曬屁股勒！快起來！」山催促朗起床。
「Fucx you！頂你呀！幾點呀？」朗翻了一個白眼。
「0800 啦！」山大聲說，「快起！」
朗沒辦法，小聲嘀咕「我天天都是十點起床的。」
。
山打開車門，走了出去，仰首看著剛亮的天空。他大口呼吸著混著露水的空氣，打了個呵欠，「呀，
好累喲！」
朗也跟了出來，「山，我們一定要找回 Timo 和 Isaac！」
「對，我們是好兄弟！」山說，「一定要找回他們。」
「你看看這裡。」朗向山遞上他的手機，打開了和 Timo 的 WhatsApp 對話，上面寫著：
被襲擊，先走，老地方見
。
「老地方。。。」山嵌入了沉思。
「他應該去了旺角。」朗提出，「我之前聽他說過他在旺角有一間屋子，還有他打字時應該很趕時間
，他從來沒試過這樣簡短的寫信息，我推測他當時應該被世伯和伯母襲擊。」
「那好我們一於去旺角，還可以順便去 War Game 店找裝備。」山說，「那我們出發啦！」
。
。
。
朗走到警車的駕駛座，嘗試開動警車，但是事與願違，警車一直都開不動。
。
。
。
＾＾（朗視角）＾＾



「幹他媽的！香港警察的警車真是廢物！」我心想。
「喂，朗啊！出來呀！」山高聲叫喚我。
我走過去，「啥事呀？」
「看這個。」山指著兩台共享單車，「騎過去？」
「來吧！時間不等人！」我立刻騎上單車向著大老山隧道飛馳。
。
。
。
我們只用了三分鐘就到了隧道口，看著前方茫茫的路途，我們看見的不是筆直的隧道，而是一條佈滿
了破車，爛車的馬路。
容許我們經過的地方，最闊的只有兩米，最窄的只有90釐米，而且不知哪裡會突然彈出一些遊蕩者
攻擊我們。
「來，我們衝過去！」山說。
「來個比賽，好嗎？」我提議，「不要撞呀！」
山的嘴邊露出了微微的笑容，他猛力踏在踏板上，一支箭飚了出去。
我也不輸蝕，跟著山衝進隧道。
＾＾（朗視角完）＾＾
。
。
。



四

經過在隧道裡的穿插，他們終於來到了隧道口，卻驚發隧道口都是遊蕩者，而在隧道裡的「追兵」也
追到了他們。
。
朗看著隧道 口的遊蕩者，心想：「佢地……」
並對山說：「你解決後面班仆街，前面的交給我。」
山問到：「你得唔得呀？」
朗：「你唔係懷疑我的實力呀？」
山：「小心啲，唔好死。」
朗點頭示好，心想：好基呀!!!
。
。
。
＾＾（朗視角）＾＾
我，始終要面對。
我拔出伸縮警棍，瞧最近的遊蕩者揮下去，一個轉身把後面的那個遊蕩者也掃倒了，在後面的遊蕩者
像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地倒下了。
但我並沒有放過它們，每一隻躺在我身邊的遊蕩者我基本上也把他們的腿都給打斷了。
。
忽然，我的背部被重擊了一下。
。
疼，我很疼，疼的不得了。
我躺下地下，仰望著熾熱的太陽，無助地等待著死亡的降臨。
。
我想「難道我的生命就是到此為止了嗎？我不想死，我還要找到timo，issac和她！」
我閉上眼睛，用盡力氣，想再站起來。
。
突然，有一個人從後把我抱起，我勉強掙開眼睛，看到了山，他單手拿著M18左輪手槍，把前面的
一隻遊蕩者爆頭。
。
接著，山把我拖到隧道邊。
＾＾（朗視角完）＾＾
。
＾＾（山視角）＾＾
朗在墻邊喘著氣，說，「讓我，讓我親自了結它們！」
「坐下！不許動！」我喝停了他，從他的眼睛可以看得出他的怒氣。
「為什麼！」朗喊，「我想親自了結它們！為什麼不行？！」
眼淚開始從他的臉上滑下來，但我當時好像察覺不到。
「你傷得很嚴重，不可以動！」我很激動。
朗也更激動，眼淚像缺堤一樣傾瀉了下來，「它們是我的家人啊！我不想他們在變了遊蕩者之後被別
人殺死啊！讓我來結束它們的痛苦好嗎？」
「對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家人……」我說。
。
朗沒有回應我，他默默地走到被他打得動不了的遊蕩者面前。
。



碰！
＾＾（山視角完）＾＾
。
。
。



五

爸，媽
對不起……謝謝您們一直照顧我

再見了……
。
。
。



六

＾＾（朗視角）＾＾
山輕輕拍一拍我的肩膀說
「你仲有我, Issac, Timo 同佢㗎, 我哋會一直陪住你㗎。」
「啱， 我仲喺你哋,我仲有我想要保護嘅人！！！」
～～（十五分鐘後）～～
「我ok啦。」
「我都ok啦, 咁我哋繼續去旺角啦。」
「等陣,以我哋而家嘅行進速度實在太慢喇, 我哋應該搵啲代步工具去加返我哋嘅行進速度,仲有,
山,我想收集呢啲人嘅身份證,至少可以證明佢哋曾經存在過。」
「見你有返啲精神我個心都安樂啲,咁你去攞身份證我去搵「加速器」?」
我輕輕點頭,心想:屌,可唔可以唔好咁基呀！
＾＾（朗視覺完）＾＾
。
。
。
＾＾（山視角）＾＾
「話就話要搵代步工具,但係要搵咩做代步工具呢?
車前進時太大聲啦,會引來太多遊蕩者,應該唔得,單車就最適合,但係喺條隧道裏面邊度有單車呀…...」
就在我邊走邊想時, 突然有一輛車的車裏有些東西映入我的眼睛…
「WTF is this?」
我慢慢打開車門後發現…
「平衡車?呢個應該係除單車外最好嘅代步工具啦。」
我那到平衡車後便走回隧道口,卻見到朗很凝重的望向斧山道運動場，他看見我走來便把右手食指放
在嘴前，我便靜靜地走到他旁邊。
「朗,咩事呀?」
「你睇下。」朗說完指向斧山道運動場,我便跟著看看……
。
。
。
我看到一隻高約五米，身型肥胖，手持半跟電燈柱的喪屍站在運動場的正中央。
我驚呼道，「屌,乜撚嘢來的！」
「唔知，但係佢一定係我哋嘅敵人，我哋仲有一日要面對佢，但係以我哋而家嘅實力同埋裝備根本冇
得打，所以而家我哋應該係增強自己嘅裝備知實力，去完timo間屋之後，不如去廣華醫院附近啲槍
鋪揾裝？」朗道
「你好似有啲唔同咗,成熟咗窩……去槍鋪嘅時候我帶路喇。」山說
「Ok, 咁我哋行啦山。」
「Go go power ranger !」
＾＾（山視覺完）＾＾
。
。
。
＾＾（朗視角）＾＾
經過三小時我們終於趕在太陽下山前多達timo家前，但是……
「有十幾隻遊蕩者。」山道



「數下我哋仲有幾多彈藥。」

山：
UMP9 衝鋒槍 （2個9mm彈匣）
M18 左輪手槍 （4發子彈）
伸縮警棍
警用對講機
戰術腿包
防彈頭盔
防彈背心（戰術）
。
朗：
M870 散彈槍（12發12 Gauge shell 子彈）
M18 左輪手槍（8發子彈）
伸縮警棍
警用對講機
戰術腿包
防彈頭盔
防彈背心（戰術）

「我哋嘅彈藥唔夠殺曬全部遊蕩者。」山說。
「過來的路上消耗得太多彈藥啦。」我說。
「所以近戰?」
「山，我將我嘅彈藥畀你，以防萬一， 散彈畀埋你防身。我近戰，m18加刀仔。」
「好啦, 你近戰好過我。」 山無奈地說。
。
。
。
我慢慢地潛行到一隻遊蕩者身後，一刀擊斃了它，但這舉動讓周遭十數隻遊蕩者發現了我的存在，並
且瘋狂的向我衝過來。見此，我便把身體盡量壓低並舉手示意山開火。
山托著他的Ump，對著喪尸群射光了一整個9mm彈匣，卻也只能殺死四隻遊蕩者，這些遊蕩者像是
有了buff一樣，速度比平常快兩倍。
。
乘著山換彈匣的空檔，我便衝上前與他們近身搏鬥。
一刀割喉，一槍下巴，後腿一踢，自問瀟灑得很，正當我在人生最帥的時刻，卻被一隻遊蕩者抓住了
。
我大叫，「屌你老味，點解每次都係我最型既時候阻撚著曬啊！！」
便送了一顆子彈給他的眉心，再自轉把剩餘四顆子彈送進其他四隻遊蕩者的腦中。
「咔勒」我看了一看m18，愣了一下，心想「靠，沒彈！」，我便一手把m18丟開。
。
剛想掉下m18 並以伸縮警棍再戰時， 邊聽到山大叫，「朗閃開！」
我想也沒想便一個前滾翻躲到一輛車的旁邊，
山舉起他的Ump，單點開槍殺死了四隻遊蕩者，並再以手槍再擊殺了兩隻遊蕩者，同時保持著單膝
跪地的戒備的動作。
。
我心想：還剩一隻，便衝上前以伸縮警棍擋著他的手臂並一刀刺進其喉嚨。
經歷了五分鐘的廝殺，我為這場戰鬥畫上了句號。



。
。
。
「朗好波。」
「如果不是你火力支援我，死咗好耐啦！」
「走啦。」
山說這話的同時把我的散彈槍歸還給我， 我們便進去timo的屋裏去了。
＾＾（朗視覺完）＾＾
。
。
。
「屌那星， 佢條茂利究竟喺邊㗎！！」朗說。
「點乸知， 休息一晚再講啦，呢度都搵唔到佢，真係唔知去邊度搵佢啦。」山說。



七

～～（第二天）～～
。
。
。
＾＾（山視覺）＾＾
「呀！朗呀！我們該出發了。」我說。
「等一下嘛，我還沒吃完早餐！」朗回。
「我們等一下要去 War game
店拿裝備，應該是沿著通菜街向南走，然後轉進廣華街的仁安大廈。」我指著旺角地圖說，「然後我
們就回去學校看看吧！」
「好好好，好提議」朗說，「不過可以讓我先安靜地吃完我的早餐嗎？」
「Bruhhhhhhhhhhh」我反了他白眼。
。
。
。
「快跟上來呀！」我踏著風火輪，對著朗大叫。
「山！不對勁呀，我的風火輪好像沒什麼電了。」朗說。「我們都到了廣華街了，不如步行進去吧，
免得造成噪音，引來不必要的戰鬥啦！」
「也對！我們步行吧。」我說完便把我的風火輪泊在仁安大廈的門口。
。
我們走進去，拿著自己的武器做戒備，不時張望四周，以防有遊蕩者撲出來。
我們的目的地是店鋪名叫 Cop8
Gun，現在它的電閘成了半掩狀態，亮白的燈光從半掩的閘射在閘外的地上，與外面昏暗造成了很大
的對比。
朗走上前，敲響了彩印著 Cop8 Gun 的電閘，大聲問，「有人嗎？」然後退回我的身邊。
有一把聲音從裡面傳出來，「進來吧！」
面前的電閘緩緩升起。直到閘下的空間可以讓一個人蹲下通過，電閘便停下來了。
。
朗說「我先進，看到我手勢才進來。」
「Copy」，我簡單的回答，凝視著鐵閘與地面的空隙，防備著裏面的人隨時撲出來。
。
朗蹲著，叫，「我們進來咯！」，然後慢慢的蹲進去。
我看到了他在背後做了一個OK的手勢，我於是跟上了他進去。
＾＾（山視覺完）＾＾
。
。
。
＾＾（朗視覺）＾＾
我進去了，準確來說，我把頭探進去，看到老闆滿身血，手持M11刺刀對著我的方向，以防我偷襲
他。
當他看到是我跟山的時候，老闆鬆了一口氣，說「原來是你們呀！剛才嚇死我啦，還以為又有流民進
來搶東西」
我說「我們沒惡意的，這次來是想問老闆你借一些裝備。」
「而我看你也沒什麼選擇。」山亮出他身後的Ump，「是真野來的。」



「那你現在是在威脅我嗎？」老板再度握緊他的M11刺刀。
「老闆呀！他不是這個意思！」我急忙說，「我們可以來個交易，我看你這裡的食物也不多，如果你
肯借裝備給我們，那我們就護送你去麥當勞，好嗎？」
。
應該是老闆忙於跟我們對話，所以他忘了關上電閘，讓幾隻遊蕩者爬進來了。
山率先發現了那些遊蕩者，對我大喊，「六點，滾開！」
我連忙滾開，再看著我剛才六點鐘的方向，才驚發遊蕩者爬了進來。
山對著他們連開了四槍把他們的頭顱轟掉。
可是槍聲引來了更多遊蕩者，他們開始爬進來。
老板也連忙跑去關上電閘，但是電閘在碰到趴在地上的遊蕩者之前停了下來，好像卡住了。
老闆說，「都說過啦，明輝電閘不可靠，幹他媽又不聽我說，點都要裝明輝電閘，現在仆街啦！」
「用近戰，守住！」我大喊。
山拔出他的伸縮警棍，向下一揮，便衝到前面一棒打死了一隻遊蕩者。
我也趕緊支援他，也拔出了我的伸縮警棍，轉身把離我最近的一隻遊蕩者掃跌，再補上一棍，把他的
頭分開了一半。
站在一旁的老闆也不是沒事幹，因為他有M11刺刀，所以他在我們當中的戰鬥力是最高的。
老闆也拿起他的刺刀，捅進了他身旁的遊蕩者，再拔出來，轉身對著另一隻遊蕩者揮刀下去，把他的
手臂整條切下來。
我也不忙的吧撲向我的遊蕩者撐開，再一個蜈蚣彈，起來吧山身後纏住他的遊蕩者打死，讓他可以分
身過來。
但是，那些遊蕩者源源不絕地湧進來，像是打不完。
山大聲問老闆，「這裡有後門嗎？」
「有！但好像被人從外面封住了，裡面開不了」老闆說。
「那我們死定咯！」我說。
＾＾（朗視覺完）＾＾
。
。
。
在他們打鬥的過程中，忽然所有的遊蕩者都停下來了，遊蕩者像被人操控一樣，同時間轉身，離開了
Cop8 Gun。
山和朗好奇地爬出了電閘，先出去的山只說了一句，「Oh My Fucxing Holy God！」
。
。
。
＾＾（山視覺）＾＾
我剛爬出去，就看到一隻怪物，真的是怪物。
他身高兩米五，身形肥胖，全身滿佈青筋，像是快要爆一樣。
朗抬頭看著走廊盡頭的「怪物」，只能說，「Holy shit......」
「我們沒退路了。」我看著「怪物」，和它身旁那些正在有條不紊地離開的遊蕩者，我大概只能愣在
原地不動，我雙手緊握著我的Ump，準備迎接一場惡戰。
老闆並沒有出來，他似乎在逃避著「怪物」。
。
「來吧！」朗大叫，拔出他的伸縮警棍，開始向前衝。
我於是用我的Ump向「怪物」射擊，為朗製作了一個火力網，吸引了「怪物」的注意。
朗趁機奔到它身後，這時的我停止了火力支援，以免流彈傷及朗。
「怪物」的注意力現時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在它身後的朗利用倒在地上的木箱作踏板，一躍而起，舉
棒揮下。



雖然由地心吸力造成的衝擊力的確很大，但是以伸縮警棍這種棒狀武器對於「怪物」的傷害並不大，
而「怪物」也只是歪了歪頭，頭頂被打裂而已。
因為朗偷襲失敗，「怪物」已經發現了朗，所以我也顧不了太多，重新提供火力網。
我發現子彈打到它的時候，它並沒什麼反應。所以我開始瞄準它頭上的傷口來打。事與願違，這也沒
什麼用處。
「怪物」好像見我對它沒什麼威脅，變轉身一拳砸向朗，如果朗的反應慢四分一秒，我想他已經命喪
黃泉了。
朗一個前滾翻躲開了它的砸擊，再一棒打在他的腳上。「怪物」的腳被打裂了，單膝跪在地上。
朗想趁這個小捷，作休息，順便拉開距離，但他在轉身時卻被「怪物」揮來的右勾拳擊中，飛到墻上
了。朗一把跌坐在地上，久坐不起。
我對著他大喊，「朗！起來呀！」，我也拔出了伸縮警棍準備迎戰。
這時，一直躲在店裡的老闆突然衝出來，手裡還拿著一個滿佈電線的鐵盒，向著「怪物」跑，當他在
與「怪物」撞上的一刻，「砰」，激烈的爆炸發生了。我被強大的衝擊波推到了。
那「怪物」被老闆所拿著的炸彈炸的支離破碎，而可憐的老闆也被炸得血肉模糊。
我趕緊跑到朗身旁，因為朗暈倒的地方有一塊矮墻擋著，因此他沒什麼大礙。
。
～～（十五分鐘後）～～
。
「朗，你醒了？」
「那，那「怪物」死了嗎？」朗虛弱地問。
「老闆他，犧牲了自己，炸死了它。」
我們大家都沉默了一會兒，像是向死去的老闆默哀。
＾＾（山視覺完）＾＾
。
。
。
之後，他們回到店裡，拿取了一些戰術腰包，戰術背包，還有一些彈夾聯裝器。
。
。
。



八

「PC170662 calling 電台！Siu Lek Yuen Operational Base and Reporting Centre
受到吼叫者襲擊！重複，Siu Lek Yuen Operational Base and Reporting Centre
受到吼叫者襲擊！請求支援！沙沙沙沙沙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從山和朗的對講機中傳出了小瀝源報案中心的求救信息。
。
。
。
＾＾（山視覺）＾＾
「我們應該去幫他們嗎?」我問。
「也好，我們去看看。我也想知道什麼是吼叫者。」朗邊回應，邊擦著他新找來的風火輪。
「我們最快是經由東鐵線的鐵路，回到大圍，再轉到馬鞍山線到第一城。地鐵隧道方面，應該沒問題
，我想大概地鐵公司不會一直運行沒人乘坐的列車吧。」我說。
「好，走吧！」朗說。
。
。
。
「讓我帶路，我先用我的電筒，然後輪流使用，節省電力。」朗在旺角東地鐵月台建議。
「有道理，那你先走吧！」我說完便尾隨著他進去路軌，「我們最好快一點，希望能在中午之前趕到
那裡！」
。
～～（十分鐘後）～～
。
「前面就是九龍塘了，我要進去咯！」朗對我小聲說，畢竟經歷了這麼多事情，大家也明白到保持安
靜是很重要的。
「停車！我們慢慢走進去。」我下了這個決定，於是便拿起我的風火輪走進到月台旁邊連接路軌的樓
梯，向玻璃幕門探頭看進去。
因為燈光太昏暗，所以我能看到的景物也不多。因此我跟朗說，「上面沒什麼特別，我們上去。謹記
，關掉手提電筒，保持安靜，他們應該不會攻擊我們的。」
「Copy that!」朗回應。
我慢慢打開了月台的玻璃門，悄悄地走向月台的扶手電梯，一路向並沒有遇到任何的阻礙。那些遊蕩
者像是在太黑和沒有聲音的情況下並不能發現我們。
經過了月台上十多隻遊蕩者之後，我們走到仍然運作的扶手電梯上，緩緩降到地鐵大堂裡。
大堂比月台還要昏暗，當然，因為大堂是在地底裡，而且電力不足，因此只剩下那些走火通道的指示
牌。
我們依然保持安靜，躡手躡腳的走出去。
忽然，我們身後傳來了一聲吼叫聲。我們一用昏暗的燈光，看到大概兩隻全身綠色的喪屍，向我們奔
來。
「幹他媽的！咋辦呀?」朗問。
「這裡太黑了，不要打！」我對著朗大聲說，「跑呀！」
朗俯身放下他的風火輪，踩了上去。向著A出口的方向奔去，而我也在我的風火輪上緊貼他，以免我
們走失。
後面的兩隻「非遊蕩者」緊追著我們不放。他們的速度很快，那一刻我真的懷疑它們是不是帶了夜視
儀，否則它們怎能在那麼黑的環境裡看到我們而且還能追著我和朗不放呢?



。
到了A出口，朗一步從他的風火輪上跳下來，利用慣性俯身拾起他的風火輪，再加一個空翻，穩步地
跑上樓梯。而我還是緊隨其後。
經過三十多級的樓梯，那兩隻「非遊蕩者」都差不多追上我，其中一隻還對我揮爪，劃破了我的衣袖
，半條衣袖連著我的襯衫，在我身後晃來晃去。
。
我們終於衝出了A出口，天空正下著毛毛細雨，街邊的燈閃著微微燈光。
在中午十二點，昏暗的天空顯得格外滄桑。
那兩隻「非遊蕩者」站在A出口有蓋的地方，他們想出來，但是又像是很怕的樣子。
看到這樣，我便喊停朗，「朗！別跑了，我們現在安全了。」
朗回頭看著那兩隻「非遊蕩者」，在看著我，說，「它們……為什麼這樣子呀？」
「它們怕水！」我果斷的作出判斷，「雖然他們不是遊蕩者，但看它們身後那隻遊蕩者，也不敢出來
，所以我認為它們都怕水，否則我們現在都不會站在……」
「那我們現在應該去哪呀？」朗把我打斷了，像是沒耐性聽我的解析。
「你先聽我說吧，它們在很黑的環境也能看得見，我相信他們不是依靠儀器的。總而言之呢，我們從
來沒有遇過這樣的敵人。所以我們先叫它們做「夜行者」吧！」我補充道，「然後呢，根據我的Go
go map，我們旁邊是Waterloo Road，沿著它走應該可以利用獅子山隧道回到沙田。」
「好！那走吧，不要再留在這裡啦，這樣的淋雨我會病的！」朗催促道。
＾＾（山視覺完）＾＾
。
。
。
他們踏上各自的風火輪，一路直奔獅子山隧道，在Waterloo
Road的這段時間，山和朗並沒有遇上任何的遊蕩者或是夜行者，這樣也證明了山的推論是正確的。
。
～～（十分鐘後）～～
。
他們終於到達了獅子山隧道，他們走到隧道口。
「保持警惕，我們不知道會不會像上次大老山隧道一樣，被它們圍攻。」山提醒。
「Copy！」朗回應。
。
。
。
＾＾（朗視覺）＾＾
我和山踏著風火輪，持槍戒備著。
我走在前面，而山就跟在我的身後我們之間的距離並不過兩米。
獅子山隧道裡燈火通明，車子也沒多輛，大概每隔三十米就有一輛車。
當我們走到一半的時候，在後面的山突然叫停了我，說，「朗，你過一過來。我們看看這輛車可不可
以動。」說著他指著他身旁的那一輛戒款車。
「為啥要用戒款車呀？」我問。
「因為呢，戒款車能防彈，防盜，而空間又夠大，還有戒款車爆了胎還可以走，所以呢我認為這是最
好的。」山回答我。
「這輛呢？」我指著旁邊的一輛平治說，「這酷呀！」
山真的無言了，他應該正疑惑我是不是智障。這平治兩座位，儲物空間少，放了背包又放不下武器，
放得下兩樣東西又坐不下。如果山因為這而死了，他真的死了也會回來跟我算賬！
結果經過五分鐘的激烈討論，我們把對方都噴了一身口水，我才施施然跟山上了戒款車。
。



山便駕著戒款車在隧道裡飛馳，雖然他還沒有駕過任何車，但是戒款車的設計簡單，很容易操作。因
此他也不至狼狽不堪。
。
在風馳的途中，我們終於到達了隧道口。
隧道外的雨停了，天空泛著淡淡的藍色，在左邊的窗看出去，沒有太陽的天空顯得格外孤獨。
我情不自禁的悲歎，「他們，究竟在哪呀？！唉～」
＾＾（朗視覺完）＾＾
。
。
。



九

經過二十分鐘，我們終於到達愉翠苑旁。
。
。
。
＾＾（朗視角）＾＾
「山，警署嘅入口在牛皮沙街的一條小路，轉左再轉右便到達。」
「喂！為甚麼前面有這麼多遊蕩者和「怪物」？而且這麼整齊並有組織就像一支軍隊。」
「乘着他們沒有發現我們快點駛進去吧！」
「那群遊蕩者已把警署大閘摧毀，直接駛進去吧！！」
。
我們下車後，映入我們眼中的只是一片頹垣敗瓦，被破壞的大閘，著了火的警車，堆積如山的遊蕩者
屍體，但讓我們停下腳步的並非這些沿途到處可見的災難場景，而是散落一地被肢解的人類警察的不
同身體部位……
。
「嘔……咳……」
我拍拍山的背說:「快點搜索完就離開這裏吧。」
＾＾（朗視覺完）＾＾
。
。
。
＾＾（山視角）＾＾
回過神後，我和朗便持着槍戒備進入到警署大樓，雖說沒有任何遊蕩者或夜行者的行蹤，但有尸九龍
塘站的經驗，我們幾乎無時無刻都持槍戒備着，避免再次陷入如此狼狽的環境。
。
「朗，我們快點去槍房拿彈藥吧！」
「證物房也要去。」
「證物房有甚麼好搜……」
朗打斷我說：「除了遠程武器外，也需要更強的近戰武器去對抗那些「怪物」，槍房最多只有伸縮警
棍和小刀，這些武器在旺角時，已知道並不能殺死那「怪物」，而證物房就是除槍房外唯一有可能有
武器的地方。」
我回答道：「那去槍房先吧！」
。
我們沿着走廊走着便發現安裝在牆上的大樓地圖和樓層平面圖，地圖顯示我們在一樓而槍房在二樓，
證物房在四樓，但我們行動得比平常緩慢，只因停電後我們的手電筒的電源也已用得所剩無幾，我們
只能夠以從窗戶照進來的一絲絲光線來前進。
。
我們前進的路線需經過飯堂，飯堂的落地玻璃讓我們有足夠的光線看清飯堂的環境，突然朗的聲音從
旁邊傳來……
。
「一直都希望看看警察變的遊蕩者長甚麼樣子，今日一見，原來真的和PUBG的喪屍警察一樣呀！」
「……」，我心想：為甚麼我要他與我玩PUBG！！！！
「只有兩隻遊蕩，左我右你。」我說。
朗點頭，我們便行動，我們動作近乎一致，以在旺角拿到的小刀，一刀割喉，兩隻遊蕩者頓時像沒了
靈魂一樣，攤軟在地上再無任何生命跡象。



。
「山！你看我找到甚麼？」
「電池！」
。
有了電筒後，我們的速度快如閃電不用一會兒便到達槍房前……
＾＾（山視覺完）＾＾
。
。
。
＾＾（朗視角）＾＾
電子鎖已因停電而失效，而已被鎖上的門鎖便成為了我們的為一障礙。
「讓我來吧。」我說，「我懂解鎖。」
。
我拿出從槍店拿來的解鎖工具，開始解鎖，不用一分鐘便完成解鎖。
「你在哪裡學解鎖的？」
「災難前的舞台管理組。」我微笑着說。
「好吧，舞台不只是學舞台。一樣我左你右，沒有遊蕩者夜行者就大叫clear吧。」
「好。」
。
山一腳踼開槍房門，我便先衝進去，左手電筒，右手手槍，走着走着，便「逛」完整個槍房……
「Clear！」
「Clear！」
。
環顧整間槍房只看到一排排的衝鋒槍、手槍、散彈槍、彈匣、子彈等。
。
「朗，不如我們拿小許子彈，然後去證物房，之後再回來把我們需要的補給搬到車上？」
「都可以，那走吧！」
。
。
。



十

＾＾（朗視角）＾＾
。
「解好鎖了。」我說。
「照舊。」山說。
「三、二、一。」我倒數着。
「Clear。」
「Clear。」
。
整個證物房大多是一堆堆亂中有序的文件，但吸引我眼睛的卻是一份掉在地上的文件。
。
「A.Z.R.的研究報告？」我說。
「遊蕩者……夜行者……原來那隻「怪物」叫踐踏者，等等！這是對不同喪屍的研究報告！！！」山
說。
。
遊蕩者：為正常喪屍，數量極多。
踐踏者：平均身高2至3米，身型肥胖，智力和實力是遊蕩者的2至3倍，大概每500隻喪屍中有1隻。
吼叫者：能以吼叫指揮比他等級低的喪屍。
Zero：…………
「朗！」山喊我。
＾＾（朗視覺完）＾＾
。
。
。
＾＾（山視角）＾＾
「朗！」我大喊，「朗，我找到了一些血清和一張報告。」
「血清？那張報告寫了甚麼？」朗問。
。
。
。



十一

有關於抗毒血清研究報告暨使用指引：

簡介：
本血清名為「抗毒血清」（下稱血清），由喪屍病毒提煉，分為A型、B型、O型和AB型，可以令使
用者產生坑體，永久抵抗病毒。

使用方法：
將血清針頭蓋拔掉，於上臂三分二的肌肉進行注射。

注意：
1.請務必將血清一次過注射，並使用與您血型相符的血清。
2.每一支血清只能供一個體重達40公斤的人類使用。
3.血清屬於預防性藥物，對已經感染的人類沒有任何作用，不建議將血清注射在已受感染的人類。
4.如使用多於一劑量或使用錯誤血型，會引致不適或引致副作用，嚴重可能導致死亡。



十二

＾＾（山視覺）＾＾

「試一下？」我問。
「我先試一下，沒事的話你再使用吧。」朗說。
朗說完便隨便使用了一支血清……
＾＾（山視覺完）＾＾
。
。
。
＾＾（朗視角）＾＾
「這是哪裡？」朗心想。
。
在我眼前的是塊很大的落地玻璃個，玻璃後垂直豎著數個充滿未知透明液體的大圓玻璃筒，而每個筒
內分別有一個被插滿管子的人。
我環顧四周，發現在我右邊有一大群像是研究人員的人。他們各自各坐在一些控制板前，我發現在他
們中間有兩個熟悉的身影，我跑到那兩人的面前，我被其中一個人的面孔嚇得跌倒了，他竟然是我？
！
在我面前出現了另一個「我」，坐在「我」旁邊的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山。
我站起來，把手伸向山，想拉著他問個究竟。在我碰到他的一瞬間，我的手穿透了他。

「What the fuck？！」我大叫，「山！這是哪裡呀！？」

但山像是聽不到我說話，他依然注視著前方的玻璃筒。
我把頭轉向「我」，向著他小聲說，「喂！聽得到嗎？」
但「我」也像山一樣，低頭看著「我」身前的儀表板。我無奈地站在這數百人前，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我」抬起頭看著我，我給「我」這個舉動嚇了一跳，以為「我」發現了我，「我」看著我幾
秒，然後把頭轉過去，對著一個老人家說，「已經準備好了，博士！」看來我依然還是透明。

「注入病毒。」那個博士命令山。
「是。」山回答道。

我轉身看著玻璃筒，在山回答博士不久後，筒裡便有藍綠色的液體混進那些透明液體裡，幾秒後，那
些人便開始抽搐……

在這時候，我身邊的場景突然開始順時針旋轉，隨著越轉越快，我的視野也越來越蒙糊。當我恢復記
憶的時候，我已經身處在一間類似辦公室的房間裡了。
。
這個房間，有著熟悉的感覺，久違的桌子，中世紀的裝潢。
「我」和山正對著那個博士爭辯，我聽不清楚他們說什麼，我慢慢的走近，隱約聽到山說，「我們的
目標已經不同了！」
「我們要求退出這個研究團隊！」「我」說。
博士大笑，「哈哈哈哈，真好笑。你們不是打從一開始就知道我的目的嗎？你們進來是因為錢！真幼
稚！哈哈哈哈……」
說著，博士按下了旁邊的按鈕，我身後的大門隨即打開，一隊特種部隊衝進來，把「我」和山抓住了



……

我的頭開始劇烈的疼痛，我按著頭在地上打滾，這種痛是被人夾在機器中間，裂開的痛。

「喂！朗！……」
「喂！醒醒呀！……」

我使勁睜開我的眼睛，終於我把眼睛打開了一條縫，看到山蹲在我旁邊，我躺了在地上。
我問他，「我暈了多久？」
「大概十多秒吧，為什麼這樣問？」山反問我。
「What the
hack？！」我用手把我撐起來傍著墻邊坐直了，「但……但我剛才應該怎樣也暈了十分鐘吧？」
「沒可能！」山否定，「剛才你一注射完血清，就全身乏力了，於是我變把你平放到地上以免你撞到
頭，整個過程我都在你旁邊，而且不超過十秒！」
「認真？」我質疑山，「你是在騙我吧！？」
「騙你老味！騙你有錢收嗎？」山反我白眼，「那就是說在你暈倒的這數十秒裡，你出現了至少十幾
分鐘的記憶片段？」
「對！就是這樣！」我回。
「我曾經在大學心理學與犯罪心理學的課程中，聽過人如果曾經失去記憶，在身處熟悉的環境中，或
者看到熟悉的事物，又可能聞到一些味道，就會激發潛意識裡被遺忘的記憶。」山向我解析，他在我
們學校裡是心理學的權威，就連社工也不夠他懂得多。之前的盜竊案就是他利用疑犯的心理，成功地
把他繩之於法。
山繼續說，「我認為你看到的片段，是我們曾經經歷過的事情。因此，我想你詳細地把你看到的寫下
在這本簿子裡。」

我接過他遞來的本子，接過本子後，我停了下來，低頭盯著手上的本子和圓珠筆。
山看我有點不妥，問，「是不是發現了什麼？」
我慢慢的抬起頭，看著山，「我……的手……沒了……感覺……」
山瞪大了眼睛，他也發覺了事態的嚴重性，他問，「你的手……還能動嗎？」
「還能……」我抬起我的雙手，來回活動著我的手指和手掌。
「看來你不是骨折！以我的推斷，你的手神經末梢應該壞死了，所以沒了感覺……」山又說。
「這應該跟那血清有關！」我說，「我之前也沒問題。」
「那我還要試嗎?」山問，「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山猶疑了一會兒，便把那血清打進自己的手臂裡，一陣抽搐的痛由山的心底裡湧出來，他無力地躺在
地上，暈倒了。
過了十多秒，我把半醒的山搖醒了。
「你有什麼不同嗎？」我急切地問。
「好像......呃呃呃......沒什麼不同。」山回答。
「也不是壞事！」我鬆了一口氣。
「但是我的手和腳感覺有點緊。」山說完，便起來想跳兩下鬆一鬆他的筋骨。

碰！

我把頭轉過來，看著山。山跌坐在地上，揉著頭。
「屌！好撚痛啊！」山慘叫。
「What the hack is going on ?」我問。
「我跳起來，撞到天花板了，幹！」山回答。



「What the fuck
?天花板?你能跳到那麼高嗎?」我驚訝地說，「目測這裡樓底至少有三米多，你少跟我開玩笑啦仆街
！」
「我說真的啦，那假天花都讓我弄破了！」山指著上面假天花的破洞。
「好，我信你！那應該又是血清的副作用啦！」我推斷，「它應該把你了肌肉性能提高了，你出去空
地試試跑一百米，我幫你計時吧。」
山和我到了空地，我們準備好測試山的速度。
「On your mark ! Set ! Go !」
山像一支箭飛奔出去，不，應該是火箭。
。
「Oh my fucking God ! What the fuck ?七點一秒?黑人問號??」我驚訝的說。
「怎麼樣?幾多秒了?」山喘著氣走過來。
「屌你老母！七點一秒呀！怪物呀！」我說，「50.8 km/h 啊！！！」
「三小！?」看來山也很驚訝。
「對呀，我看你可以做超人啦！」我說。
山看看手錶，說：「哇！已經 1100 啦！我們得快點收集物資啦！」
「好！我繼續去整理食物和血清，而你就繼續收集武器和彈藥吧！」我說。
。
最後，我們得到了
罐頭×28
水×32
血清×6
9mm子彈×187
散彈子彈×26
7.62mm子彈×18
。
。
。
接著，我們便出發到我們的學校—培基書院。
繼續尋找Issac和Timo。
＾＾（朗視覺完）＾＾



十三

山和朗駕著他們的解款車繼續沿著沙田圍路向上行，然後轉入小瀝源路向下行，最終他們到達了學校
的後門。
。
。
。
＾＾（山視角）＾＾
「朗，我們下車把電閘弄開。」我說，「你去令它短路，我去把它推開！」
「Copy that！」朗說。
朗走到電線櫃前，用Stage教他的開鎖的方法把櫃門打開了。
「山呀！這裡好多線呀！那一條才是呀?」朗大聲問我。
「是旦啦！把所有顏色都連起來吧！」我亂答。

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

朗成功把電路弄斷了，我出盡全力，把電閘推開了。
「山！快上車，我們把車駛進去吧！」朗說。
「你開車，我把閘門推開！GO GO GO！」我說。
朗把車開了進去，我隨即把電閘關上，以免有受感染的生物進來。

「Bro，拿裝備，我相信裡面已經被病毒感染了，很可能有遊蕩者！」朗提醒我。
「好！我們用背對背的陣式，一前一後地上去。」我從容不逼地制定作戰策略，好像一個擁有百戰經
驗的指揮官一樣，「我們先由一號樓梯快速地向天台推進，先把一號樓梯上的遊蕩者幹掉。然後再從
天台過去二號樓梯，慢慢地向下推進，當我們到達七樓的時候，我們就進去吧每一間課室都搜清楚，
完成後就回到二號樓梯再向下推進一層，重複剛才的事情，如此類推，直到我們回到地面為止。我期
望所有時刻我們都必須在一起。Understand?」
「Understand！」朗向我敬禮。
「別玩了，我們動作要快！」我沒他好氣，於是開始我們在學校的「清理」行動。
。
我們走進籃球場，地面滿是灰燼，我說，「看來這裡曾經被火燒了一段時間。看！地板都燒得變形了
。」
「對呀！這裡會不會有一些倖存者呢?」朗問。
「也說不定，搞不好他們在上面呢！」我說，「我們快點上去吧！」

經過籃球場，我們走進滿是血跡的一號樓梯，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踏在每一級上，生怕會弄出什麼
大聲音，引來遊蕩者。

終於，我們抵達了天台。
「我左你右，Move！」我下命令。
「Copy！」朗回應。

「Clear！」朗在不久後大叫。
「All clear」我在完成檢查左邊的天台後也大叫。
「山，我覺得我們應該收起我們的槍械，改用伸縮警棍和刺刀。」朗解釋，「我剛才在右邊的天台聽
到了一些怪聲，我立刻提高戒備，但是我找完整個天台也沒發現什麼，出於好奇，我把頭伸出天台外



，隱約看到在 1 Peace
班房的冷氣機槽上有幾隻遊蕩者。如果我們開火，我怕槍聲會引來大量遊蕩者，對我們不利呀！」
「唔……你說得對，你近戰比較好，你用刺刀，我用伸縮警棍吧。」我說。
我們一人刺刀，一人警棍，背對背從二號樓梯向下推進。
＾＾（山視角完）＾＾



十四

＾＾（朗視角）＾＾
我們一直向下，到達了七樓。
「記住，我們不能分開走！」山說。
「Copy！」我說。
「先進去 6Love 班房吧。」山建議。
我們做了個戒備陣容，我站在走廊，拿著刺刀戒備，而山就把身體貼在門上，雙手用力握著門把，慢
慢地轉動，以防發出聲音驚動了裡面的遊蕩者。
山把門拉開了，我衝進去蹲下來，環顧著四周，因為沒有燈的緣故，左邊的班房都暗得看不到。我靠
窗口透進來的陽光，觀察著班房的右邊。
「右邊Clear！」我小聲地說。
山拍拍我的肩膀，再拍拍他的肩膀，示意我跟著他。他掏出他腰間的手電筒，推開了開關，慢慢地蹲
著走，向著老師桌子的方向走過去。
我們慢慢地深入 6Love
班房，因為班房左方的假天花都塌下來了，因此我們好像走進了另一個房間裡，裡面漆黑一片，身旁
都灑滿了鐵支，仿佛中間都會有遊蕩者跳出來攻擊我們。
突然，山停下來，他把頭轉過來，對我說，「回去吧，盡頭了。」
我鬆了一口氣。
「我們出去吧，在這裡我們用的時間太多了。」我說。

碰碰碰

隔壁的 1Faith
班房傳出怪聲，山馬上掏出左輪手槍，探頭出門外。當確認沒有威脅的時候，他便鼠了出班房，跑到
1Faith 班的後門。我跟隨著山跑出去。我們背貼墻，警戒地環顧四周。
山從後門的玻璃窗窺視進去，然後伸手豎起一隻手指，向我示意有一隻遊蕩者。他把他的左輪手槍收
起來，再次掏出伸縮警棍。同樣地，由我來打頭陣。

我衝進去，一手吧那個遊蕩者的下巴托起來，右手一刀封喉，再把它往左邊一推，完成。整個過程乾
淨利落，五秒都不用。
山跨過我繼續往前走，忽然，他丟下他的背包，蹲在一旁。
我皺起眉頭，問，「什麼事，為什麼突然……」
我邊問邊走到山旁，看到的是我永世不會忘記的情景。

現在，才是噩耗的開始。

＾＾（朗視角完）＾＾



十五

＾＾（山視角）＾＾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當我第一眼看見這情景，我才發現生命是那麼的脆弱。
我跪在他的面前，托著他的頸部嘗試感受他的呼吸，當我發現他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我低著頭跪在
他面前，低頭為他祈禱。

＾＾（山視角完）＾＾

＾＾（朗視角）＾＾
當我繞過山，看見的是我們的好朋友躺在地上，山已經托著他的頸部，嘗試為他量度脈搏。
在這個時候，我才注意到他的下半身已經不見蹤影了。
「Benjamin！！Nooooooooooooooooooo！！！」我當時只能這樣大喊。
會不會引來遊蕩者? 管他媽的！
山在量度完Benjamin的脈搏後，靜靜地把他平放到地上，跪在地上，只輕輕地對我說，「Certified
，節哀順變吧……」
我也跪在地上，抱著頭痛哭。

我們沒能夠做什麼，只能替他們走下去。

＾＾（朗視角完）＾＾

經過一輪休整，山和朗收拾心神，從新出發到其他七樓課室，繼續清理學校裡的遊蕩者。
在七樓的其他課室卻出乎意料的安全，裡面根本沒有遊蕩者或任何受感染的人士。除了 1Faith
班房的門被不知誰打開了，一切都很正常。

我們從七樓一層一層的往下清剿，但是一直到二樓也出乎意料地安靜，不，應用寂靜來形用。

＾＾（山視角）＾＾

「 又會咁安靜嘅？」我疑惑地說。

「睇定啲先，仲有一層。」朗回答到。

＾＾（山視角完）＾＾

一樓是禮堂和教員室的所在地，當我們從二樓下到一樓時整條走廊沒有一隻遊蕩者郤只有兩道被破壞
的門……

＾＾（朗視角）＾＾

「先清理小教員室。」山對我說。

我擺出ok的手勢，便潛行到其門口，從門口的小窗口看進去只有4隻遊蕩者。



「左邊三隻我搞掂，你搞掂右邊嗰隻。」山在我想說話時搶先說到。

「好吧，也不知你那裡來的自信。」我回答到。

門一開我便把刺刀刺進右邊的遊蕩者的後頸，它也應聲倒下但是同時間我卻看到山快如火箭地幾乎在
同一時間解決掉三隻遊蕩者。這時候我才記起他的速度變得如火箭般快。

大教員室我便沒有進去了，我進去反而會拖慢他，因此他便一口氣在分鐘內解決掉二十多隻遊蕩者。

我在心裡說到:「哇，佢真的好快！」

山走出來說，「朗，我覺得你要進來看看。」

「有什麼嗎？」我不解地問。

山指著地面像食人花一樣的綠紅色植物，說，「這就是病原體了，當你進入它五米範圍內，它就會向
你噴射出強酸的溶液，根據AZR的報告，這些溶液裡含有病毒。剛才我不知道，就差點被它噴到了！
」

「哇，那我們快走吧，還要封死這裡。」我提議道。

「好。」山答。

結果我們用十五塊木板以釘釘在門口，完完全全把所有進出大教員室的門口封死。

。

「走，去禮堂。」山說。

「好。」我說。

我們蹲在牆邊看進禮堂。

「嘩，洗唔洗咁鬼多肌肉呀！」我道。

「龜？」山道。

「甚麼？是龜？」我驚訝地道。

「喂朗，災難發生之後我無開心過，但系我依加有啲興奮，可以親手又明正言順地打他嘅感覺真系好
正！！！」山興奮地說。

「嚟，一齊打殘佢條仆街！！」我說。

說完我們衝了進去禮堂，山打頭陣，山想使用伸縮警棍打斷龜的右腳關節，但一棍下去在打中其關節
的同時警棍也隨斷裂，同一時間龜Lui也發現了我們，並一腳踢向山，幸好山的速度足夠快，一個前
滾翻便躲開了其攻擊。



「吼…………」龜發出獅一般動物之王的吼叫聲，並奮力衝向山，要不是山的速度快如閃電，否則拫
本沒有任何可能能逃出其攻擊範圍，而考慮到槍聲會引來其他未清剿的遊蕩者讓我們的狀況更糟糕，
因此山並沒有選擇使用槍械，而是和龜Lui周旋並牽制他，失去了近戰武器的他也只能這樣做了。

山和龜周旋的同時我也在尋找突擊的機會，終於我乘着龜Lui的注意力在山身上並背對着我時，我便
一鼓作氣奔跑到其背後，準備把刺刀刺進其心臟，誰知，他像背後長了一隻後眼一樣，轉身對着我的
胸口打了一拳，要不是我反應足夠快把雙手擋在胸前，我的胸骨必定會斷上數條，但這拳也讓我倒飛
出去，或多或少也令我的四肢擦傷，手臂前肢更有一個拳印，但是因為我的手受血清影響，所以沒有
任何感覺。經驗告訴我山孤軍作戰必死無疑，所以我繼續衝上前用刺刀刺破了龜Lui的左手關節，並
逃到安全距離，同一時間把我藏起來的伸縮警棍扔給山。

我給了山一個眼神，示意一起進攻，我們左右夾擊，終於把龜的右手關節和左腳關節給打斷，攻擊過
後他也跳走逃到安全距離與我們對峙，但十秒左右過後卻突然往大埔方向逃走，他逃跑的速度卻是能
和山相題並論。

「走左？？？」我疑惑地問。

「可能他不希望在我們身上再花時間吧。」山答到。

「你的手没事吧？」山問我。

「還可以接受。」我答到。

「根據AZR的報告，龜Lui應該已經進化到 zero 的階段了。」山分析道。

「看來他們變異得比我們想象的快。」我說，「那好吧，繼續下去地面好嗎？」

「Ok。」山回答說。

。
。
。
。
。

「我去Zone D，你去校務處」我說。
「好！」山說。

我走到Zone D門口，向內窺看，看見裡面只有兩隻遊蕩者。於是我便迅速清理了它們。

當我完成清理Zone D的遊蕩者，山也回來了，說，「我們去canteen吧，走吧朗！」

我們快步走到canteen。

「Canteen有三十隻左右的遊蕩者。」我對山說到。



「Free battle！」山說

我點頭示意明白。

。
。
。
。
。
。
。
「搞掂。」山說，「這些遊蕩者的尸體真嘔心，讓我們先清理一下學校裡的尸體吧！」

「好好好。」我回應。

然後我和山便走遍整個學校，把尸體一一丟到五個大垃圾桶裡。

。
。
。
。
。

「點解出面這麼嘈吵？」神秘人1問到。

「不知道呀，整間開門望一望啦。」神秘人2提議到。

「好吧。」神秘人1回答說。

。
。
。
。
。

當我們準備把垃圾箱推到校外時，我們經過canteen。

「等等，tuck shop好似有野。」我道。

我們立即在tuck shop門前警戒起來。

「On my mark，3，2，1，衝！」我倒數着。

我們衝了進去………………

「What the hell？？？？」我驚訝道，並看向那些人。



「朗？山？你地竟然未死？」神秘人1說。

「嘩，你咁講我地都得嘅？好歹我地都系由旺角打翻沙田呀。」我說。

「喂，有咩一陣間再講，你地可唔可以去關左正門鐵閘，然後再回到這裡。那邊現在好安全，我和山
兩個仲要清埋圖書館先。」山道，「啊！還有，給我一個倖存者名單吧。」

「好的。」神秘人1，神秘人2回答。

。
。
。
。
。

當神秘人1帶着數人關鐵閘的同時，我和山走到了住於LG的圖書館…………

「妖！Timo同Issac又不在這裡！」我埋怨的道。

位於LG的圖書館可能因為在病毒爆發的時候處於閉館狀態，因此裡面很乾淨，基本上沒有遊蕩者。

檢查完圖書館後，我和山回到canteen。



十六

「好！讓我們來點算一下人數！」山拿著Jack給他的倖存者名單說。

「Jack!」朗叫。

「在！」

「進！」

「在！」

「盈盈！」

「在！」

「Rian！」

「在！」

「喬姐！」

「在！」

「Nata！」

「在！」

「Erica！」

「在！」

「Chloe！」

「在！」

「Iris！」

「在！」

「山，現在有九人！」朗向山報告。

「山！你們可以留下嗎?」Jack突然問。

「這個……」山聽到Jack的請求後，卻沉默下來了。



「拜託，我們真的很需要你和朗！」Rian加入一起說服山。

「你們先到校務處歇一歇，我和朗商量完之後就會來找你們的啦。」山說。

九個倖存者向著校務處的方向走，待他們全部進入校務處後，山和朗開始討論接下來的問題。很快，
山和朗就得到共識。

接著，山和朗去到校務處。

「經過我和山的討論，我們決定留在這裡一個月，協助你們建立我們第一個據點—培基據點。」朗
說，「現在我們會發佈職位和任務，還有一些規則。以下時間我會交給山。」

「好，謝謝朗。」山說，「首先，我回宣佈職位，經過我們的討論，我們決定任命Jack為據點領袖，
進為據點副領袖，盈盈為據點醫護主任。請問有沒有人有意見?」

喬姐舉起了手，問，「那食物方面呢?」

「問得好！那我就任命你為糧食管理員吧！」山不慌不忙地回答。

「其次，經過我們細心的設計，LG的圖書館會被劃為禁區，儲存糧食，除了領袖級別和管理員以外
，其他人一律不准內進。而圖書館的側門會被封死，以免有老鼠內進。第二，一樓禮堂一樣會被劃為
禁區，儲存武器，這個地方除了領袖級別以外沒有人可以進去。第三，你們身處的校務處將會被劃為
指揮中心。第四，教員室因為已經被遊蕩者所侵佔，雖然已經清理完畢，但是由於病原體還沒清除，
因此教員室會暫時封閉，以免病毒再次爆發。第五，男睡房為201，女睡房為202。第六，每天我們
都會有更表，分配每天巡邏的人，每隔兩小時都必須巡邏一次。」山繼續說，「最後，我要分配任務
，每一天都必須有人留守據點，也要有人出去尋找物資，由領袖分配工作，四人出去，五人留守。」

「我和山是培基據點的最高指揮官，領袖Jack必須每一天2200前向我們任何一位指揮官報告，而我
們的宿舍會是208的VA Room，明白沒有?」朗補充。

「明白！」大家回答。

「那現在分組，Jack交給你。」山說。

「我，盈盈，Rian，喬姐，Erica留下 ; 進，Nata，Chloe，Iris出去。」Jack說。

「好，那麼各就各位。」朗說。

出去搜集物資的倖存者都跟著山到籃球場集合。

＾＾（山視角）＾＾

我首先開口做
briefing，「大家聽好了，無論你多不想出去，還是你覺得我說廢話，但請你現在都留心聽一聽，因
為這是關乎你的性命的。出到外面，我不能確定每個人的安全，可能隨時有遊蕩者彈出來襲擊你們，
因此我們無時無刻都必須保持警覺，手上每一刻都必須要持有至少一件武器。第二，你們都不能單獨



行動，四個人必須黏在一起，明白嗎?」

「明白！」

「現在跟朗去Canteen拿刀，然後速速回到這裡，時間不等人，五分鐘，去去去。」我命令。

~~（五分鐘後）~~

「我趁著這五分鐘，為大家準備了一些背包。請大家打開背包，檢查一下的東西齊不齊！你的背包裡
應該有鐵水瓶，繃帶，打火機，毛巾，還有萬用刀，加上你剛才拿到的刀子，一共六樣東西。」我說
。

「我想問為什麼背包那麼大，只裝那麼少的東西呢?」Iris問。

「朋友，你背包裝滿了，你又怎樣把新找的物資放好呢?」我解釋道，「如果沒什麼問題，我們就出
發吧！」

「記住！這不是打遊戲機！這是一場活生生的生化危機，我希望幾多個去，幾多個翻！明白嗎?」朗
大聲的說。

「明白！」

「祝你們好運！」朗說。

我帶著眾人來到後門前停著的解款車，說，「這一次我們會坐我的車出去，但是接下來的日子不會每
一天都用車出去，因為汽油是非常珍貴的物資，我們這次出行，目的地是廣源街市，目標是食物，食
水和燃料，特別是汽油。今天朗不會跟我們一起去。大家上車，進坐副駕。」

接著我便駕著車出發了。

＾＾（山視角完）＾＾

~~（十分鐘前）~~

＾＾（朗視角）＾＾

「現在跟朗去Canteen拿刀，然後速速回到這裡，時間不等人，五分鐘，去去去。」山命令。

大宗跟著我走到Canteen裡，拿起我準備的刀子，然後速速回到藍球場，我站回到山旁。
當山完成他的briefing，我便回到校務處。
我一進去，Jack和其他人就向我敬禮。

「很好玩嗎?」我翻了個白眼。

「聽山說，你當時就是這樣跟他敬禮，而他就像你一樣翻了個白眼。」Rian說。

「好了，別玩了，我們入正題吧。」我說，「我們現在要整理一下指揮中心，糧食儲存庫，武器儲存



庫和睡房。我們先從指揮中心入手吧！」

「好！」

「我們要把所有的桌子和椅子都搬到一旁吧裡面從新排列。中間玻璃窗前要放置兩張桌子給當值的人
使用。後面要放一張大桌子，用圍板圍住，這是副首領的座位。然後要清空會客室，把一張長茶几放
進去，沙發放在茶几兩邊。然後校長室就定為領袖的辦公室。另外，會議室就是你們用餐的地方，每
天用餐後你們要收拾好用過的用具。」我說，「喬姐，我相信你的廚藝是你們當中最好的，而你也是
糧食的管理員，所以我想你作廚師。每天在0600，1200，1800準時開飯，明白嗎?」

「明白！」喬姐答。

「好，既然大家都明白，Jack，Erica，盈盈留下收拾指揮中心，Rian和喬姐跟我去201，202。」我
說。

我帶著她們兩個上去收拾201，202。

「我們現在工作很簡單，只需要把桌子和椅子堆在一邊，騰出中間的位置，202室可以用桌子在課室
後方搭起一個屏風，再用帆布蓋上作更衣用途。」我說，「那我去整理201，你們去整理202吧！」

「好！」

她們離開了201，把我一個人留下在課室中，我坐在地上，雙手掩著頭，回憶著這星期發生的事，由
初初離開Timo的家，到旺角找裝備，一直到現在，我坐在地上。究竟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全世
界也都受病毒感染呢?我一直在問自己。
我沉思了一會兒，最後我對自己說，「朗！打起精神吧，快收拾課室，否則女孩子快過自己就醜了，
況且我也找到她了，也沒什麼好擔心了。」

。
。
。

經過大家幾小時的努力，我們終於在1700前完成收拾。

我們大家都回到會議室，邊等著山他們回來，邊等著開飯，邊閒聊著。

。

「其實你們為什麼會躲進小賣部裡呢？」我問。

「當初是因為有同學發狂咬人，所以我們躲到BBT裡，但是經過一天之後，我們是在太餓了，因此Ri
an就提議到小賣部。」Jack說。

Rian接著說，「可能因為我們進去的時候太大聲了，所以引來了不少發狂的同學，那就是你稱為的
那些……」

「遊蕩者。」我提示她。



「對！遊蕩者！因為他們已經到了小賣部前面，所以我們被困著在裡面。」

「哦～原來如此。啊，我想說……」我說，同一時間山他們回來了。

山進來的時候，身後的進還拖著一個用麻繩綁著的人。

「Iris和Nata呢？那個是誰？」我問。

＾＾（朗視角完）＾＾

＾＾（山視角）＾＾

～～（幾小時前）～～

我在大家上車後，開動了車，向著廣源街市駛去。

「你已經不恨我了嗎？」進突然問我。

「恨你……」我專注著前方的馬路，說，「……有用嗎？」

「……」進無言以對。

「雖然你曾經背叛過我，但是在這個時候不是處理這些事的時候。現在，一個都不能少。」我看著前
方，把車轉進街市旁的停車場。

我下了車，走到後方，把車門打開，讓他們下來。
這次，我決定只帶左輪手槍，三十發彈藥，和伸縮警棍。

「現在，我們要進去。每一間店鋪都要搜。進去後，把看下去沒變壞，沒破損的物資全都拿走。每三
間店鋪我們就會回到車上，點算物品，把有用的留在車上，沒用的丟掉。」我說，「所有人黏在一起
，明白嗎？」

「明白！」

我帶著他們深入街市，但是那裡好像都沒有什麼遊蕩者。我們一路走，走到了第一間店鋪。我們走進
去，開始尋找物資。
在我的眼角裡閃過一個影子，突然那影子彈出來，撲向Chloe，我下意識地拔出手槍，向影子扣動了
扳機。

碰！

那黑影中了彈，頭部因為慣性，整個人向後翻，跌在地上了。我仔細一看，原來又是遊蕩者。
Chole還沒有察覺到這個危機，在那個遊蕩者撲出來的時候，她還在俯身翻找東西，直到她被槍聲吸
引了注意，才蓋著耳朵，看著我。



看到她一副不專心的樣子，我破口大罵，「喂，我說了什麼，保持警覺啊！看你剛才，如果不是我看
到它，你已經死了！」

這個時候，大家都默不作聲。Chloe更是低下頭，像是個做錯事的小孩。

看到她這個樣子，我又不忍心罵她了。我說，「算了！大家小心點就好了。」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也在街市裡搜索物資。

最後，我們找到了：
水×84
罐頭吞拿魚×36
毛巾×19
紙巾（盒）×37
紙巾（包）×176
布袋×31
垃圾膠袋×372
電池（AA）×72
電池（AAA）×92
麻繩×31.7米
背包×12
眼罩×30
工業用防毒面具×18
濾心（Floride，Chloride，Dust）×35
針線盒×82
長傘×19
短傘×21
帆布×12平方米
帽子×5
頭盔×22
維他Lemon tea（6包裝）×13
可樂（罐）×29

接著，我們回到車上，準備回程。

「山，那邊好像有人！」進小聲地跟我說，「要不去看看？」

「跟著我！」我說。

我們向著那堆雜物走，那裡好像有一個人影晃來晃去，我出其不意，一棍打過去，當那些雜物掉下後
，我才發現那只是一件雨衣，但是它是被特登掛起來的。

我心想：弊！仆街！調虎離山。

我趕緊跑回去，進跟著我，邊跑邊問，「什麼事呀？是不是被發現了？」

回到車子那邊，看到的是躺在地下的Iris，在她旁邊做急救的Nata，站在一旁戒備的Chloe還有一個



素不相識的陌生男子躺在地上。
我趕緊跑到Iris旁了解傷勢，Nata跟我說，「剛才那個男人想出來偷我們的罐頭，Iris發現了他，但
被他刺了一刀，直徑三厘米，深度估計一厘米，沒生命危險，要縫針。那男的已經被Chloe解決了，
綁了在一旁。」

「抬上車，換Chloe直接指按法止血，你先歇一歇。」我對Nata說。

「男的放副駕，把他綁實。進，到後面幫手。走走走。」我催促道。

「是！」

。
。
。

回到據點後，我趕緊吧Iris抬進了醫療室，說，「Nata，你有信心完成縫合嗎？」

「有！你們趕快去處理那個男人吧！」Nata焦急地說。

進拖著那個男人，跟著我走到了會議室。

朗問我，「Iris和Nata呢？那個是誰？」

「他為了偷罐頭刺傷了Iris。Nata正在為Iris縫針。」我說完就瞪著站在進身後的那個男人。

「人渣！」朗憤怒地說，「竟然打女人！」

他沖了上去，揮拳向那男人的臉上打過去，那男人被突如其來的一拳打得失去平衡，跌坐在地上，朗
抓住他的衣領，破口大罵，「你簡直是禽獸不如！如果我同伴有什麼事，我一定唯你是問！」他說完
還想補多一拳，但是被我制止了。

「進，把他先關在Prefect Room，我們稍後再處理他。Jack，你也去幫手！」我說。

「是！」

「朗，你先冷靜一下。Iris她沒有生命危險，只是皮外傷，你不用太擔心。我們先吃晚飯吧。」我對
朗說。

「對呀，大家都餓了。快來吃呀！」喬姐邊端著食物邊說。

「好了！埋位，開飯！」Jack開心的說。

。
。
。

「大家，我吃飽了，我去看看Nata和Iris怎麼樣。」進說。



「朗，你跟我去看看那個男人，順便帶個罐頭給他！」我說。

朗驚訝地看著我，說，「你瘋了嗎?給他吃?！他憑什麼吃我們的東西?他現在是個囚犯呀！」

「囚犯也是人，他也有人權，他有權吃東西！」我說。

「那我不去！」朗氣憤地說。

「那好，Jack跟我來！」我也開始憤怒了，我相信如果當時我不和Jack離開，我一定和朗大打出手。

。
。
。

「哪裡來的，你是誰。」我坐在那男人前方，向審問他的模樣。

「為什麼不一刀殺死我？」他問。

「如果你對我沒有威脅，我不會傷害你的。」我說，「這是我的原則。」

他在聽到我不會傷害他，好像大膽了一點，說，「我……來自……龍哥的幫派。」

「哦，就乾脆說黑社會吧，不要說得那麼好聽。幫派？切！」Jack用鄙視的語氣說。

「我不想加入的！我是被逼的！是我哥！我哥！他逼我進去！我不是自願的！」那男人變得很激動。

我向Jack做了個停止手勢，接著對那男人說，「你多少歲？」

「21。」

「剛畢業嗎？」

「中四退學了……」

「還想回去嗎？」

「不！！！求求你吧，我不想再回去啦，他們真的很恐怖！」他哀求道。

「恐怕這幾天你也回不了去，你要在這裡待上幾天，我們會商討如何處置你。每天0600，1200，18
00會有水和食物。現在我會鬆綁你，請別做任何多餘的行為，否則我會毫不猶疑地殺了你。」我說
，「我會用CCTV派人輪流監視你。I'm watching you！」

他臉上浮現出不悅的表情，好像不太喜歡一個比他小的人這樣對他說話。

我和進回到會議室，朗依然不想理會我。我見氣氛那麼僵，因此說，「好了，現在都差不多2000了
，大家都可以在地面和二樓自由活動，然後準備睡覺吧！散會！」



＾＾（山視角完）＾＾



十七

~~（第二天）~~

＾＾（朗視角）＾＾

我聽到了一陣聲音，很刺耳，很煩人。我打開眼睛，定睛看著我身旁的鬧鐘。

我把他拍停，坐了在床上，我的床是由三個大木盒做的平台，鋪上厚布，組成一張床。

我拍醒了山，叫了他起床，因為木盒有限，因此他被逼要睡在地上。

「山，起床啦！」我說，「早餐應該準備好了。」

「哦哦哦……你先去和他們吃吧。」山咕嚕咕嚕地說。

接著我到會議室吃早餐，喬姐一早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早餐。

「哇！喬姐，你不累嗎?你幾點起床煮飯呀?」我驚訝地問。

「五點多啦，不過有Rian幫我煎蛋，真的輕鬆多了。」喬姐答。

。
。
。

「人齊了嗎?開飯啦！」Erica興奮地叫。

「哇！這蛋很難吃呀！哇，真的，誰做的?」Jack問。

「真的那麼難吃嗎?這是我做的。」Rian說，「我也試試看。」

「哇，真的……好難吃……」Rian說。

「不是呀，我覺得很好吃呀！」我在吃完之後說。

「當然啦！你咩啊咩咩啊嘛，你一定覺得好吃架。」喬姐陰陰嘴笑。

「 什麼咩咩咩呀？ 我有錯過了什麼嗎？」Rian問。

「 沒什麼沒什麼……」 我瞪了瞪喬姐，接著大家邊繼續吃早餐。

～～（早餐過後）～～

「啊啊！很飽啊！」Jack說，「好想睡……」



「你啊，我說，你是豬來的嗎？睡完就吃，吃完就睡，還不刷牙。真是服了你了。」山說。

「什麼啦，我只是忘記啦，說到我好像專登不刷牙的樣子……」Jack委屈地說。

突然，Nata跑進了會議室，大叫道，「山！出面正門外聚集了六七個黑衣人，他們嘗試打開閘門呀
！」

「哇屌！」山說，「朗走吧，跟我出去看看！」說著便跑出了會議室。

我緊隨著山，我們跑到了正門，那幾個黑衣人一看到我們便停止了動作，稍微推後了。

我和山走到閘前兩米的位置，問，「你們是什麼人？」

黑衣人1說，「
臭小子！我們知道你從廣源街市拿取了很多物資。那裏是我們的地頭，識趣的就快點打開閘門，否則
不要怪我們不客氣！」

黑衣2說，「屌你！聾撚左啊，開門啦仆街！」

黑衣人3用鐵通敲打著鐵閘門，說，「快點啦！」

我正想對他們說「滾回你的狗竇」時，山拍了拍我的手，示意我停下來別說話，他自己走到閘門前。
他對著黑衣人1勾勾手指，示意他過來，然後對著他說，「收皮啦你！」

山突然後退了一步，然後在原地左跳右跳，邊跳邊叫，「我彈出彈入你打我啊笨！我彈出彈入你打我
啊笨！」我為了配合他，還特意對著黑衣人拍拍自己的臉。

我們的策略成功了，他們老羞了，說，「屌你老母！我明天帶人來把你劈成十八段！」接著，他們便
走了。

「哇山，你剛才真的很正！」我說，「我彈出彈入你打我啊笨。正到你啊！」

「多謝讚賞啦。但我相信他們明天一定會再來的。」山不忿地說，「打傷Chloe的人就是和他們同夥
的，你先回去，告訴Erica和Nata去監視著那個男人，看看他有沒有搞一些小動作。」

「好。」我說。

~~（時光飛逝，午餐過後）~~

「朗！那男人說他想見你！」Nata從指揮中心伸出頭來，對著我大喊。

「他想見我?」我問，「為什麼要見我，而不見山?」

「也許他認為山太兇了吧……」喬姐說。

「你又亂入啦……」Nata無奈地說。



忽然，據點的廣播系統響起了山的聲音，「朗，請到208室報到。重複。朗，請到208室報到。」

「去去就回。」我拋下這句話就離開了會議室。

~~（208室）~~

我一進到208室，就見到山和Jack面對面坐在沙發上，他們神情嚴肅，好像事態很嚴重，我一屁股坐
下沙發，問，「什麼事找得我那麼急?」

山說，「今天當值的盈盈向Jack匯報，她從女生臥室裡看出去，看到了有一堆黑衣人在我們據點對面
的地盤聚集，還有部分人拿著開山刀，Jack聽到後立刻上來跟我匯報，因此我call你上來討論一下對
策。」

「唔……其實我有一個提議。剛才在我上來之前，那個男人提出跟我見面，我覺得我們可以讓他出去
跟他們談判，來換取他自己的自由。既然他哥是幫派其中一員，我們可以利用他打感情牌，希望對方
能離開。」

「這個提議好，那你先去跟那個男人說明一下，然後再派他出去。」山同意我的說法。

「還有我要陪著他一起出去，以免他亂說話。」朗補充道，「Jack你有沒有異議?」

「沒有啦，就照你的意思做吧。」Jack說。

「那好吧，Jack你去通知大家集中到天台避一避吧。」山說。

「OK！」Jack說。
。
。
。
。
。
「所有倖存者請注意，請立刻到天台報到。Attention all survivors, please report to the rooftop
immediately. 」

~~（Prefect room）~~

「你來了。」

「你找我做什麼?」我問。

「我想跟你合作。」他說。

「正好，我也想跟你合作。噢，不是，應該是等價交換。」我說。

「你想我怎樣?」他問。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



「Ben. 」他答。

「好吧Ben，現在的情況呢，不是太樂觀。你的龍哥踩了上門，我想你出去跟他們談判，讓他們離開
。事成之後我們會放走你，還你自由。」我說。

「那不就乾脆殺掉我?」Ben不滿地說。

「看來你還是不太明白你自己的處境，好像你也沒什麼選擇，如果他們圍著我的據點，我們沒法補給
，那麼你的三餐方面呢……」我說，「你自己想想吧，你有十分鐘的考慮時間。」

說著，我轉身準備離開。

「去！我去！」Ben大喊，「我會跟他們談判。」

「很好，到時候我會跟你一起出去，記住別亂說話喔，有時候我比山還狠。」我對著他，用手在我脖
子上劃了一下，微笑著對他說，「出場的時候我會再找你。」

。
。
。

我回到208室，對山說，「他OK了！」

「很好！我看他們都差不多來了。」山繼續部初下一步計劃，「我會告訴他們從後門進來，我已經叫
Jack去吧我的車駕走。因為他們從後門進來後，就能進入籃球場，而籃球場比較空曠，在你們談判期
間如果有任何閃失，我都可以持槍在一號樓梯的第二層，開火控制場面。當你發現情況有點不對勁的
時候，就要立即離開。記住，和理非不一定是最好的，暴力也不失是個好辦法。」

「收到！」我回應。

「那我先去叫那些黑衣人到後門進來，你就去叫人質準備吧。」山說完便離開了我們的臥室。

我想了想，便離開了我我的臥室，向著Prefect Room走去。

~~（Prefect room）~~

「時候到了！走吧。」我對Ben說。

他默默地站了起來，低著頭跟著我走。

^^（朗視角完）^^

山單身匹馬走到了據點前閘門。

黑衣人1說，「屌你！臭小子，我今天就要把你劈開！」



「先別著急。」山對著他說，「這個前門壞了，你們從後門進來吧，我已經打開了後門。」

黑衣人2說，「算你識趣。」便開始帶著眾多的黑衣人向後門走。

山拿出對講機，說，「Shan calling Jack, open Gate2. Over.」

「Jack copy that! 」Jack從對講機的另一邊說。

山又走到一號樓梯的第二層，看著從後閘門進來的黑衣人，數算著他們的人數。當全部黑衣人進來後
，他們對著山大叫，叫他快下來單挑。

山心想，「你們有26人，白癡都知道我下來後一定會被圍毆啦，何況我不是白癡。」山伸了伸利，
接著拿起對講機說，「朗，Your show time! 」

^^（朗視角）^^

我坐在Canteen裡，等候著山的指示，突然我腰間的對講機響起了山的聲音，我拿起它，回了一句C
opy，就站了起來，身後緊隨著Ben。我領著他，走上了canteen旁的一號樓梯，踏上了被太陽曬得
滾燙的籃球場，太陽微微地從西邊照過來，那是應該是一點正。前面的那一班黑衣人人數浩大，我估
計大概有二十多人吧。雖然人數不是很多但是他們久經江湖的氣勢就像一幅黑壓壓的墻壁，有點令我
透不過氣。我走到黑衣人面前，說，「這次我出來是跟你們談判的，希望我們能達成共識，避免衝突
，先說說你們的條件吧。」

黑衣人1說，「小子，你憑什麼跟我們衝突呀?你還收留了我的弟弟啊?」

我驚訝地問Ben，「他就是你的哥哥嗎?」

黑衣人1繼續說，「我呸，這個二五仔不配做我的弟弟。」

我想 : 這次仆街啦，Ben幫不了手還激怒了他哥哥。

黑衣人1又說，「你要說條件嗎?我們有，龍哥說你們要交出所有的食物和所有的武器。」

「就是這麼多?」我問，我為了避免衝突，於是想立刻答應，但是剛想答應又被黑衣人2打斷了。

黑衣人2奸詐地說，「龍哥還說要你們交出所有的女性。」

黑衣人1奸笑點頭表示同意。

我無奈地把剛想說的話吞回肚子裡。「這個呢……」我斬鐵釘地說，「不行！請你們離開吧。」

黑衣人3說，「玩野啊小子！」

黑衣人1制止了他，說，「好呀！你要玩，我就陪你玩。兄弟！上！」

五六名黑衣人跑了上來把我抓住，一人一隻手腳，剩下的一人就不斷地用拳頭打我的肚子。



我嘗試還擊但單憑我一人的力量是沒可能抵抗五個人的攻擊，我被他們不斷地捶打肚子，劇烈的疼痛
不斷刺激著我的腦袋。這時的我不斷想著肚子的痛楚，漸漸地發現一陣麻痺從手指頭向肚子蔓延，最
後我不覺得痛了。

我對著他們微笑，說，「大力一點呀，怎麼不痛的呢？」黑衣人1看我好像沒有什麼痛，就命令手下
，「把他打暈，運回去慢慢炮製。還有吧這個地方搜乾淨，去去去。」然後，我就被打暈了。

^^（朗視角完）^^

^^（山視角）^^

我站在一號樓梯，看見了朗被人圍毆，心想，「弊！」，便拿著Ump衝下去。我一躍而下，穩健地
落在地上。

那些黑衣人仿佛被我突然的動作吸引了注意，全部都停下來，看著我。我都被這個尷尬的場景影響了
，一時不知應該做什麼。

一個黑衣人說，「咩料……」

就是這句，令我回神過來，我舉起我的Ump，指向那些黑衣人，大喊，「全部給我停下來！」

黑衣人2說，「別過來，否則我幹掉他！」他用刀指著朗，作勢把刀刺進他的脖子。

我緊張地大喊，「你別亂來！」

黑衣人1按著黑衣人2，說，「Wow wow wow，玩玩具槍啊?來呀，幹掉我呀。」

我看著他們，他們成功了，他們成功地激怒了我，我憤怒地大喊，「何怒也！」

話音未完，我的腦袋像裂開一樣，有一些記憶不斷地湧出來，我失去了意識。

。
。
。
。

我強行張開眼睛，看到我身處在一個房間裡，那個房間裡有一張辦公桌子，一個書櫃，一塊鏡子，墻
壁上方塗了一層白色油漆，而下方塗了一層墨綠色的油漆，剛好分開了一半，感覺好熟悉。我看鏡子
裡的自己，發現自己穿上了一套美軍的陸軍軍官服。我摸著掛在我胸前的榮譽勛章，走到辦公桌後的
窗口，撥開了窗簾。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山，還有綠油油的山坡。我放下窗簾，回到辦公桌前，拿起了
一個坐檯名牌，上面寫著令我驚訝的名字—— 梁在山 上校。

為什麼我的名字會出現在這裡呢?

為什麼?



咯咯咯，我辦公室的門被人敲響了。那人打開了門走進來，對著我行了個軍禮，接著遞上了一個資料
夾，說，「This is from Doctor KW.」（這是 Dr. KW送來的文件。）

我接過文件，上面寫著 Confidential - Non-authorized persons are not allowed to
read，我打開資料夾，裡面有一份文件寫著 AZR Project，文件是由那個什麼 Dr.
KW所寫的，內容如下（已翻譯為中文）:

簡介 :
AZR Project 全稱為 Anti-Zombies Republic Project，計劃由 Dr. KW
和美國陸軍第三師十二旅負責。

大綱 :
本計劃目標是要利用 Loyal Pharmaceutical company（忠誠製藥公司）所研發的新型寄生病毒
Acenocoumerin Omaprazole
Cefilexin（下稱病毒），讓感染病毒者攻擊其他生物，從而達到傳播目的，而全球大部分生物受到
感染後，美國陸軍將會建立 AZR（或稱國家），以作清洗受感染物種，和建立災後世界的秩序。

病毒 :
病毒的傳播途徑是由血液傳播，而病毒將先會植入到亞馬遜的一種蘭花（下稱病原體），該蘭花經過
改造，能在任何地方生根，經過測試該試驗品能在混凝土裡生根，並且在一小時內開花。病原體能製
造病毒，並且分泌一些具揮發性的液體，混合著病毒揮發到空氣中，經由十米內生物的呼吸道系統進
入患者體內，透過滲透作用再進入血液，最後該生物受感染。

抗毒血清 :
有關資料請參見 :
有關於抗毒血清研究報告暨使用指引

。

我喃喃自語，「這真是太荒謬了！」

忽然我眼前一白，發現自己躺了在據點的canteen，身邊還有遍體鱗傷的朗。

^^（山視角完）^^

^^（Jack視角）^^

我是Jack，真是太恐怖了。剛才我就站在天台旁，看著山阻止黑衣人帶走朗。

山只是大叫了一聲，面對黑衣人的嘲笑，山只以冷酷無情的子彈作回應。

在這個時候，山根本變了另一個人，完全不像平時溫和的他，他比平時的他更冷靜。在他開槍的時候
，臉上根本沒有任何憐憫之情，像是一個久經沙場的士兵，視殺人如呼吸。

山抬著他的Ump，這個時候響亮的槍聲夾雜著黑衣人的叫聲；火藥的煙硝味夾雜著血液的血腥味。

部分的黑衣人趁著山換彈的時候逃走了，剩下的，死的死了；傷的傷了。



我趕緊跑到樓下，山默默走到那些躺在地上的黑衣人旁邊，向後倒了下來。我在他的後面把他接住，
將他拖進了canteen，接著我把朗也移進canteen。

其他人在槍聲的吸引下來到了籃球場，大家檢查了躺在地上的黑衣人的狀況，最後把只是受傷的，全
部移進三樓的301室，並鎖上門。

黑衣人12死，6傷，8個逃跑了。

＾＾（Jack視角完）＾＾

＾＾（山視角）＾＾

我在canteen坐了起來，感覺好暈，我被其他人扶進醫療室，朗也被抬了進來。我問，「他現在怎麼
了？」

「應該有一點內出血。」Nata說，「你也暈倒了，先歇一歇吧。」

我坐了一會兒，感覺腦袋沒那麼疼，於是扶著墻離開了醫療室。我在canteen的長凳找到了Ben，對
他說，「依照協定，你完成了任務，你可以走了。我們以後河水不犯井水。」

Ben看著我說，「我有個請求，你們可以收留我嗎？」

「這個我不能答應你，我要先跟其他人商量一下。」我無力地說，看來我還沒有完全恢復，忽然閃來
的記憶讓我的腦袋負荷過重。

我繼續說，「如果你真的想留在這裡，我看你先要回到Prefect room
待著，等我們討論完才知會你。」

～～（晚上）～～

我在吃飯時說，「大家對於把Ben留下有什麼意見？」

朗說，「我對他沒什麼感覺。但是我絕不輕饒那些打我的傢伙。」他臉上散發出滿滿的怒氣。

Jack說，「我覺得我們可以讓他留下來，他比我們強壯，他可以幫我們做一些需要力量的工作。」

Erica說，「我同意，況且他的哥哥也不認他了，他在外面沒人沒物，很危險。」

Iris說，「那我去不同意，他刺傷了我，害我躺在床上不能動。我不認為留他下來適合是的。」

Nata點頭同意，說，「他真的很狠，完全沒有猶疑過。」

「那我們不要再吵了，投票吧。」我出來主持公道，「大家在紙條上寫上 1 或
2，然後投進這個箱子吧。1代表收留，2代表不收留。」

很快，大家便投好票了。



「經過點票，同意的有8票，反對的有3票。再此我宣佈，我們通過收留Ben這個決議。」我說。

「那我去告訴Ben吧。」進說。

我說，「那大家那一些急救用品，上去幫那些黑衣人包扎，然後放走他們吧。」

「那……」朗正猶疑。

「不要猶疑啦，做吧！」我催促道。

～～（2300）～～
～～（208室）～～

朗對我說，「山，你打算何時去攻打那些黑衣人啊？」

我看著朗，用嚴肅的眼神看著他，「我不打算攻打他們，我不會殺死對我、你、大家沒有威脅的任何
人。」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你要坐視不理？我被他們打了，你又殺了他們那麼多人，還把那些受傷的黑
衣人放回去，那不就是放虎歸山嗎？」朗試圖說服我，「依我說，我們應該現在就打他個出其不意。
」

「你還是不明白嗎？我們不夠實力，今天我用ump掃射他們，已經是我們最大的武力了，我們遲遲
沒有出擊可以讓他們摸不清我們的實力，讓他們以為我們能一炮就能打殘他們，所以遲遲不出擊。而
且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實力究竟有多少，謬然出擊很可能令我們全軍覆沒。」

「那好，你不去，我去！」朗憤怒地說。

說完他就衝了出 208室，我攔也攔不住。

我心想，希望他沒事吧。

＾＾（山視角完）＾＾



十八

^^（朗視角）^^

「嗰班PK，打暈我就算了，系我寡不敵眾，但系調戲佢？！我會要你地十倍奉還！！」我說。

我走進武器庫拿多了一些武器和彈藥並留下了一張便條放在當眼的地方便離開……

裝備表:
M870 散彈槍 (25發12 Gauge shell 子彈)
M18 左輪手槍x2 (24發子彈)
匕首x4
對講機
戰術腿包
防彈背心(戰術)
戰術背包

我避開值班中的夥伴，從外牆爬了出去，回頭看了一眼據點，便朝着廣源街巿走去。

一路上行至廣源街市附近的天橋一隻遊蕩者也沒有遇到，這很大程度歸功於我和山剛回到廣源並到廣
源街市收集物資時，清理了周遭的遊蕩者，而令我這次行動輕鬆得多。

「唔？依加唔係凌晨四點咩？點解我睇野好似 日頭咁嘅？」

突然，我的背部和頸部感到莫名其妙的寒冷，而身體幾乎是下意識的向前翻滾兩週，
一回頭看到的是一隻綠色眼睛的「遊蕩者」……

「綠色眼的遊蕩者？唔係！係夜行者！！！」我驚呼道……

這便是當初在九龍塘站逼得我和山落荒而逃的夜行者！！！

我拔出相都準備戰鬥，並觀察四周，心想:很好只有一隻，唔？

眼前的夜行者消失了，只剩下一些紅色的線條在空中。

但是這時候我的背部和頸部卻再一次感到莫名其妙的寒冷，有了之前的經驗我行不猶豫地望向前翻滾
拉開距離……

「 我屌， 瞬移？！」我一開口便爆粗道。

有瞬移這個能力在，拉開距離變變得毫無意義。

這隻夜行者再一次瞬移，我背後再一次感到寒冷，但這次我卻是横移、轉身雙刀向兩處，右刀刺進其
左胸，左刀則是刺進其右腿， 兩擊成功後，我並沒有貪心，立即後退數步觀察……

「……血……血……」突然，我聽到有人在說「血」！？



「……血……血……」

「係你講嘢？！」我質問面前受重傷的夜行者。

「……血……俾……我……血……」這夜行者說著倒在地上。

我心想 : 點解佢唔用瞬移逃跑？

但我也沒有深究直接近身把刀刺進其後結束了其生命……

「要記低夜行者既能力和細節去擴充我哋據點嘅資料庫。」我自言自語說。

說着我便向着廣源街市正對面的高處走去，並在沿途清理了兩隻遊蕩者，爬上高處後向廣源街市觀察
過去……

「佢哋防守唔弱啊！門口就有兩條友，仲要揸AK，睇嚟要低調潛入，哼！就俾你哋見識一下刺客嘅
精髓所在！！」

初步觀察完後，我便進入潛行狀態，悄悄地潛行到廣源街市旁邊尋找有可能能夠進入的途徑……

「靠大厦的露臺、靠餐廳的後門、靠巴士站的窗口和正門，其他地方太明顯，就窗口入去。」

廣源街市正門

「喂，講真系嗰間學校啲女都幾正喎。」黑衣人1說道。

「系呀，特別系最高嗰幾嗰，如果可以同佢哋搞就好啦。」黑衣人2奸笑道。

「其實……我想搞矮嗰個多啲。」 黑衣人1道。

「 你個蘿莉控……」

「涮、涮」1人倒地失去生命氣息，1人重傷倒地。

十分鐘前

「好彩有隻窗，如果唔系都唔知點系無人發現嘅情況低下入嚟。」我心想

向左右觀察，4人正在睡覺、2人正在站崗、2人正在桌上玩撲克牌，整個廣源街市被他們改造成一個
軍火庫和倉庫，日用品和軍火分開了存放，軍火的數量卻超乎我的想像，不只有手槍和步槍，他們甚
至是火箭炮也有！！！！近戰武器則看到開山刀。

「Holy shit ！！RPG都有，好彩我有嚟報仇啫，如果唔系都唔知佢哋有咁多軍火。」

我壓制着自己想拿起火箭炮一炮炸死他們的想法，從旁邊擺放着開山刀的箱子中拿起兩把開山刀以防
不時之需。



拿到開山刀後，我蹲下悄悄潛行到正在睡覺的4人旁邊逐個割喉刺殺，確認成功擊殺後，我從背對着
其餘4人的柱子爬上天花板的鋼筋，慢慢爬到守門口的2人附近的隱蔽處，原本還在想怎樣才能同時
擊殺2人，但是當我聽到他們的對話卻再也忍不了，直接雙手小李飛刀……

「涮、涮」1人倒地失去生命氣息，1人重傷倒地。

看到有1人還活着，我便上前了結了他。

「你系邊個？點解會系依到？」其中一個打撲克牌的黑衣人甲說到。

「二哥，佢殺死左我哋6個人！！」黑衣人乙說。

「屌你老母！！！」'二哥'暴怒到同一時間拿起放在桌上的G18C手槍向着我連發數槍。

「Shit！！」我說的同時翻滾到一旁的柱子後。

「砰、砰、砰、砰、砰……」

「攞RPG嚟！！」'二哥'命令到。

「痴撚線！！」我爆完粗便看到了通向下層的樓梯，我想也沒想便衝向樓梯往下逃去。

「砰！！」

「攞武器，追！」

~~（下層）~~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更多的日用品和軍火，以及一個有一人高的籠…………

「巨型遊蕩者？」我自問到。

籠裏困着一隻類似遊蕩者的喪屍。

「放我出嚟，我幫你搞掂佢哋兩個。」突然一把聲音在我腦中響起。

「邊嗰？」我細細聲問到。

「 困喺籠裏面嗰個。」

「你？！精神交流？！」

「沒錯。」

「 冚家產！你同我出嚟！！」樓梯口傳來'二哥'的聲音。



略作考慮後，我對那「遊蕩者」說:「好，我放你出嚟，你搞掂佢哋。」

「好。」那把聲音再次在我腦中響起。

「砰！」我拿起M18手槍射爆了籠的鎖。

「吼！！！」他一出來便咆哮一聲，便往'二哥'二人衝去。

「睇嚟佢哋好大仇口。」我嘀咕了一句。

「二哥，佢放左隻半轉化Zero出嚟呀！！」黑衣人乙驚訝道。

「RPG，快！」'二哥'急急忙命令道。

「Zero？…………」我快速回憶在警局找到的A.Z.R.的研究報告Zero的那一行，在我記憶中只有一句:
喪屍中的最、強、存、在！！！

「我屌！！」我回過神後便向着另一個出口跑去趕忙遠離這裏，遠離那隻Zero。

「砰、砰」兩炮火箭炮從我身後傳來

「嘩！洗唔洗咁大火力呀？！」我雖吐槽了一句，卻並沒有回頭一直向着廣源足球場跑去。

~~（五分鐘後）~~

「呼……呼……走到咁遠應該沒問題啦，估佢再勁應該都唔會咁快搞掂個兩條友掛？」我一直跑到廣
源足球場才停下來休息一陣子。

「要快啲返去將有Zero系廣源依個消息傳遞俾同山同據點嘅其他人知道。」我休息完後便起身準備
離開時，卻有一個身影映入我的眼簾，同時那把聲音再次在我腦中響起………

那隻半轉化Zero就那樣站在足球場的中央，向我使用精神交流溝通:「咁快諗住走？我好似無講過話
俾你走喎。」

「大佬你咁勁已經搞掂左佢哋啦？」我一壓汗，強着冷靜對他說。

「嗰兩個垃圾如果唔系有重火力武器，我根本唔洗用咁長時間去搞掂佢哋，如果唔系佢哋兩個火箭炮
打到我重傷，我都唔洗嚟揾你，用你啲肉去幫我自己恢復！」

「大佬不如我哋路歸路、橋歸橋，各走各路呀？」看着眼前失去了右手、右肚以及左腳傷得見骨的半
轉化Zero，我也絕對沒有半點輕視他。

「Zero即使只是半轉化，現在嘅我都未必能夠同佢抗衡。」我心中想到。

「因為你放左我出嚟，原本我仲想俾你舒舒服服咁去死，點知你吃硬不吃軟，咁就唔好意思啦，你死
之前我慢慢折磨、打你到死！！吼！！！」那半轉化Zero咆哮一聲後便快步向我走來。



「大佬，冷靜啲，有咩事我哋坐低慢慢傾。」我雖口中說着話，但卻慢慢向有可能有機會逃離的方向
移動。

那半轉化Zero卻無視了我，並加速朝衝來………

^^（朗視角完）^^

~~（據點）~~

「山！快啲起身呀！」Jack催促山道。

「咩料話？」山随口說道並看了一眼手錶再說:「依加先凌晨五點，俾我瞓多一個鐘啦。」

「我巡邏嘅時候發現左朗離開左據點，仲系武器庫留低在一張便條。」Jack再說。

「咩話？！」山驚訝地說。

便條 : 我去左報仇

「佢條友呀！ 叫曬所有人起身，我帶人去支援朗，你帶其他人守住據點。」山命令道。

「好。」Jack回道。

十分鐘後

「進、盈盈、Rian同Nata跟我去支援朗，其他人留低守住據點，攞齊武器裝備三分鐘後出發。」山
命令到。

三分鐘後，「出發。」山再次命令到，但突然他們卻聽到一聲些許可怕的咆哮聲……

「吼！！！」

「快！廣源足球場！！」山催促道。

~~（同一時間）~~

「屌！又一個開外掛嘅人渣！咁鬼快，應該同山差唔多快最多慢過山少少。」朗心中想到。

當那半轉化Zero走到距離我五米範圍內，朗的右肚處突然感到莫名其妙的寒冷，與先前對抗夜行者
時的感覺完全一樣，想到這裏朗立刻往左邊躲開，但是那半轉化Zero的速度比朗實在快太多了，因
此還是被他的其中一隻手指抓傷，血也開始往外流………

「山打完血清得到左肌肉性能提高而導致速度加快嘅能力，咁我嘅能力應該就系感官性能提高而導致
當身體任何一個部位有危險就會以突然令我感到寒冷嘅方式去事先提醒我，類似於危機預判嘅能力。
」朗在心中想到，同時與Zero迅速拉開距離。



「估唔到你可以避到依一下，但下一下就沒咁容易避㗎啦。」那半轉化Zero再次用精神交流與朗溝
通但朗卻沒有理會他，只是一直戒備着。

他再次加速向朗衝來，這次左臂傳來了危機預判的感覺，但是朗並沒有理會，看着他飛踢過來，朗迅
速從背部拿出M870散彈槍，向着他連發數槍………

「砰、叱吒、砰、叱吒、砰、叱吒、砰、叱吒、砰」

連發5槍把散彈槍內存的子彈通通打空，卻只有兩發擊中他，這兩發完全擊中他的身體，導致他的身
體出現一個又一個小洞，有一些小洞甚至穿透了他的身體，同時也擊退了他數步的距離，但因這是一
場節奏非常快的戰鬥，所以朗索性把這支散彈槍弄在地上以減輕自己的負重。

「Fucking
hell！」那半轉化Zero再次用精神交流與我朗溝通，說用他像打了雞血一樣用更快更瘋狂的方式向着
朗進攻過來。

看到他這樣進攻過來朗立刻拔出從廣源街市拿到的開山刀擋在他面前，以保護他自己，但Zero的速
度比剛才實在快了很多，甚至快過了山，有些攻擊朗甚至看都看不清，朗的危機預判雖一直提醒朗Z
ero會攻擊哪裡，但朗卻完全跟不上他的速度，這導致朗全身都感到寒冷，並開始出現大大小小的傷
痕，甚至有一些傷痕是交疊在一起或是在同一位置再一次被擊中受傷。

此過程持續大約30秒後，朗強忍着傷痛，悄悄從大腿拔出M18左輪手槍，向着那半轉化Zero連發6
槍………

「砰、砰、砰、砰、砰、砰」

6槍全部命中他，兩槍分別打中左腿和右腿、兩槍打中肚、一槍打中左臂、一槍打中下巴，從而才打
停並擊退了他。

「Zero嘅體質真系好強！」朗心咬牙切齒地說了句。

這一輪激戰過後，他們都暫時停下手來，因他們看到有共8人分成3人和5人兩批人分別從馬路的不同
方向來到足球場旁邊的馬路上。

當朗看到5人是山他們後，朗立即向山豎了個拇指，叫他們不要過來，示意自己能解決那半轉化Zero
。

進、Rian和盈盈想要衝過去幫朗解決那「遊蕩者」，卻被山攔下………

「佢ok㗎，信佢。」山說道。

「但系佢好似傷得好重咁。」盈盈和Rian擔心到。

「佢唔俾我哋過去幫手一定有佢嘅道理，可能嗰隻根本唔系遊蕩者，而且我哋都有我哋要對付嘅敵人
。」山轉頭看著站在十幾米外的3人的領頭人，皺著眉頭問道，「你就系龍哥？」



「沒錯，我就系龍哥，而且你都估啱左，嗰隻唔系遊蕩者而系一隻半轉化嘅Zero。」龍哥回道。

「Zero？！」山驚訝道。

「咩系Zero？」其餘4人同時問到。

「第一批接觸病毒嘅人，喪屍最、強、存、在！」山背着他們回答。

「沒錯，喪屍中最強嘅存在，即使只系半轉化，你哋任何一個人都唔會系佢對手，你哋個friend恐怕
會死到渣到無得凈，哈哈哈！！」龍哥嘲笑道，「不如我用依啲RPG買起你後面嗰幾條女，等你哋可
以解決嗰隻Zero呀。哈哈哈！！！」

山聽後一團無名怒火由心而生，心想「要快啲解決佢哋去幫朗！」山在想到這裏便和其餘4人說，「
Take
cover！」然後他便拔槍射向龍哥，大叫道，「你老尾！！佢哋唔系商品，佢哋系我嘅朋友，我嘅同
伴！！！」。那顆7.62子彈由槍口飛出，直直地飛向龍哥深深地打進了他的頭顱。爆頭解決龍哥後，
山再和其餘4人說:「你哋留喺度吸引火力我兜過去解決佢哋，然後我哋過去幫朗手。」說完他便從旁
邊的障礙物靠著他被血清強化的身體快速接近餘下的兩個人，並用小刀殺掉了他們。

「走，我哋去幫朗！」山和其餘4人說到。

「啊啊啊！！！」從足球場傳出一聲洪亮的吼叫聲。

當山他們到達足球場時卻看得目瞪口呆。

「Wltf！」Nata直接爆粗道。

「嗰個係……朗？！」盈盈道。

「完全唔似平時嘅佢。」Rian張嘴說道。

「好似開左外掛咁。」山道。

「山，你啱啱都有啲開外掛嘅嫌疑。」盈盈道，「因住比人 report 啊……」

「外掛打外掛唔叫開左外掛啦。」進道。

~~（山與龍哥三人戰鬥的同一時間）~~

「真系好又嚟左幾件食物。」那半轉化Zero帶着奸笑的聲音在朗腦中響起。

「你打贏我再講啦！！」朗怒吼道。

但朗在說這話的同時，因失血越來越多，身體開始漸漸變得虛弱。



忽然，朗的爸從前和朗說的一句話在他腦中響起「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要拼盡全力去向着你想
達成嘅目標或這夢想去進發。」

「我……我……我只想守護我愛嘅一切包括佢，包括山，包括依個香港！！！」朗大聲喊道。

突然他的身體和意識俱使他大聲喊了出來，「啊啊啊！！！！」

頓時，眾多傷口的痛楚和失血造成的虛弱感全部消失，反之帶來的卻是力量，現在朗感到他全身都充
滿着力量！！

同一時間，半轉化Zero向朗衝來，他使用和剛才同樣的速度向着朗衝過來並以同樣的速向着朗攻擊
過來，但是和前一次不同的是，前一次和他激戰時，朗基乎完全看不清他所有攻擊我的動作，;朗只
能看到他快速攻擊自己所下來的殘影，不過這一次並不一樣，這一次朗不再只能看到他快速攻擊的殘
影，反而是能清楚看到Zero的攻擊，甚至比正常慢了1.2倍，加上危機預判，朗終於至少能夠跟得上
他的速度和動作，抵擋得住他的部份攻擊。

慢慢地朗跟上了他的節奏，那半轉化Zero的攻擊也全部被朗抵擋住或躲避開，他也再也沒有辦法，
在朗的身上留下任何更多的傷痕。

他一記飛踢過來，朗抬腿抵擋 ; 他一拳打過來，朗向左橫移躲開 ;
他一記手刀由上而下劈來，朗兩把開山刀交叉擋住他，並一記飛踢把他擊退。

被了朗彈開後，他質問朗，「點解你嘅速度同力量都強左咁多？！」

「依啲就系我嘅實力，人類嘅實力。」朗淡淡的說了一句。

「好一句人類嘅實力！！」他說完便繼續向朗進攻過來。

這時候，朗看到山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山拿起他的UMP9接着再拿起一把散彈槍，我便明白他的意圖
。

那半轉化Zero衝過來時，他一拳向着朗的頭部打來，朗側身避開，然後一記飛踢再次把他擊退，Zer
o被我擊退後，山立刻舉起他的UMP9向着他開槍，雖然不一定能打中他，但志在能牽制他。

在山吸引了他的注意後，朗拿回了他先前掉在地上的散彈槍，並快速reload了兩發子彈，然後以迅
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接近那半轉化的Zero，趁他不備近距離對他的頭部射了一發子彈，終於把他打得
倒在地上。

朗上前再對着他的頭補多了一槍，確保他死後，便踩着地上的屍體說，像一個勝利者一般微笑著說，
「依個就系人類嘅實力同智慧。」

突然，朗身上的傷痕帶來的痛楚和失血帶來的虛弱感重新出現，他也同時因身體的虛弱而倒在地上，
心想:「看來無視痛楚也有時間限制呀！」



「朗！！」山和其餘4人叫道，並往朗衝了過去。

他們到達朗旁邊時，盈盈立刻照看他。

「佢受傷太重啦，要即刻帶佢返去治療。」盈盈說到。

「街……街市，軍……軍火……」朗虛弱地說到。

「現在還軍火?反去治療先啦！」山說。

「不……盈盈帶我回去……你們先去收集……」朗虛弱地說。

「盈盈和進即刻帶佢返去，你哋治療佢，Chloe同Erica
跟我去廣源街市回收物資，走！！」山命令道。



十九

「鑒於朗現在的情況，我們要更加努力的去生存。」山說，「朗在黑衣人營地裡打贏了Zero，他為
我們減少了威脅，幫我們爭取了更多的物資。」

山換了一個更嚴肅的態度，對他們訓話，「雖然朗這次幫了我們，但是我不認為他這樣做是對的，他
把自己放進了一個危險的處境，這並不合適。我不希望有人跟他一樣，走進危險的地方，明白嗎？」

明白事理的Jack走出來，嘗試着緩和緊張的氣氛，說，「我們明白了，接下來的時間交給我吧，你先
去看看朗。」

「那我就交給你了。」山說。

Jack接著對大家報告，他拿著稿紙，說，「經過這次行動，我們消滅了11個黑衣人，一隻Zero。撿
獲的物資有
8支AK47，294發7.62北約子彈，6支Glock18c，593發9mm子彈，1支火箭炮，14枚RPG，30把開
山刀，337包生理鹽水，9卷繃帶，21包紙巾，167瓶礦泉水，96個杯麵，38顆電池，2個望遠鏡，3
個手電筒，25把雨傘，6支圓珠筆，300張A4白紙。」

Jack又接著說，「待會兒在午飯後有2小時時間作自由時間，1400要準時到達206室集合。有沒有問
題? 如果沒有的話就解散。」

~~（醫療室）~~

Jack走了進來，他看著躺在床上的朗，對山說，「我已經跟他們報告了一次，然後做了個Debriefing
了。」

山也看著朗，回應他，「很好，待會兒午餐我不吃了，沒心情。我會回到208，最近的記憶讓我感到
很亂。」

「什麼記憶?」Jack不解地問。

然後山簡單地跟他解釋了一下山在籃球場暈倒的經歷和突然彈出的記憶。

「哦！那就是說你以前是一個年輕的美國陸軍的上校，還有就是你根本不是18歲，你只是失去了記
憶然後被不知名的人安放到培基書院裡讀書?是嗎?」Jack恍然大悟，「原來你是個軍人，難怪你對於
槍械，戰鬥，射擊和戰術方面都有那麼多的知識啦！」

「我覺得這的可能性非常大，根據朗之前的經歷，這些突然彈出的記憶的確存在，只是我遺忘了。」
山說，「所以一會兒我要整理一下我的記憶。」

然後山就離開了醫療室。

自由時間過得特別快，呼的一聲，就來到了1400了。

每個人都準時到達206室，在裡面找了個位置坐下來。這時候，山和Jack走了進來，跟著Jack的，還



有進，他們手裡都各自捧著一個綠色的大木箱。
進來後，他們把箱子放到地上，山說，「大家知道現在是要做什麼的嗎?」
大家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山又繼續說，「這幾天，經過了黑衣人事件和朗的受傷，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學懂如何保護自己。現在
，大家全都坐在這裡，是因為我要教你們如何使用槍械。如果有任何人認為自己沒有能力或沒有需要
學習，現在可以離開。」
206室裡沒有一點聲音，山繼續說，「如果沒有的話，我現在開始。首先，在我們最近的行動中，我
們得到了
8支AK47突擊步槍，這支突擊步槍是世界公認為最簡單的步槍，就算一個沒有受過訓練的人，也能
懂得使用這支步槍。現在我會教你們怎樣用。這分為七個步驟。
第一，把有子彈的彈夾插進槍身。
第二，把槍身旁邊的一個突出的三角形金屬片向下撥，解開保險。
第三，把右邊槍身突出的一個金屬手柄向後拉，拉到最後，然後放手，這叫上膛。
第四，把食指放在扳機上，對準目標扣下扳機。
第五，把彈夾退出
第六，將右邊槍身的手柄拉到最後，放手。
第七，把保險撥回原位。
這就是操作AK47的最簡單步驟。
大家可以出來每人拿一支，嘗試在不入彈的情況下操練一下。還有一個補充，為了不讓你們浪費子彈
，我已經將槍支調到單發模式，那就是按一下射一發。如果在緊急狀況，大家可以把左邊槍身的快慢
機調到連發模式，那就可以一直開火了。大家可以先練習一下，我給你們三十分鐘。Jack和進也可以
試試。」

山說完便坐下來，趴在桌子上閉目養神了。

三十分鐘後，Jack叫醒了山。

山說，「啊？時間到了嗎？好，我們繼續。進，去把第二個木箱搬出來吧！」

「收到！」進說。

進很快就把木箱搬回來，山把它打開，拿出了他最喜愛的槍，Glock18c 。

山說，「這個是世界上最好用，射速非常快，金屬含量最少的手槍，我們有六枝。手槍，是設計給戰
鬥人員作為次要武器，或者作為CQB（Close Quarter
Battle），就是室內近戰的救命武器。這支Glock18c，是一支非常獨特的手槍，他的槍柄是由樹脂
聚合物製成，它的抗腐蝕性和重量比金屬還要好，而他最大的特點，就是它可以選擇單發和連發。2
7發彈夾可以在兩秒內全部發射。好！現在我會教你們如何使用Glock18c。
第一，把滑膛向後拉，拉到最盡。
第二，把彈夾插進槍柄。
第三，把槍左一夾卡柄向下撥。
第四，扣動扳機，完成射擊。注意！Glock18c 是沒有保險的，當彈夾插進槍裡，就預備發射了。
第五，沒彈的時候，滑膛會卡在最後的位置，成為待機狀態，這時候就可以按動彈夾卡柄，退出彈夾
。
第六，再次把滑膛卡柄向下撥，把它還原。
大家可以每兩人一支，先練習一下。」
大家都急著嘗試如何使用這支傳奇手槍，搶著練習。



～～（一個月後）～～

「山，我已經準備好了！」朗說。
「好！那我先跟他們說一下。」山說著，離開了208室，往會議室的方向走。

「大家早……」山說，「今天我有個重要的事情要宣佈。」

「什麼事呀？你的樣子好像很沉重……」Rian說。

「我和朗已經在這個據點裡留了兩個月，我們教會了你們如何生存，如何自保。我和朗也需要繼續向
前，所以我和他要離開你們一段時間，我們要去尋找更多的物資。」山沉重地說，「我需要兩個人，
跟隨我去尋找更多物資，有誰願意呢？」

「我！」Rian說，「我想去找回我的親人！」

「好，還有嗎？」山問。

「我！」Jack說，「我要找回我的女朋友。」

「非常好！」朗說，「你們兩先去準備一下，我們明天出發。」

~~（第二天）~~

「謝謝大家在這段時間的關照，我們現在就要離開了，大家後會有期吧！」山說著，登上了他的解款
車，隨著引擎的運作聲音，山他們離據點也越來越遠，氣氛也格外沉重，每個人都在想究竟還有沒有
機會再次見到大家。

日落西山，前路茫茫，他們沿路北上，途經吐路港公路，再由林錦公路抵達了林村，根據Jack女朋友
手機最後發出的信號，找到了奄奄一息，已經五天沒吃東西Jack的女朋友。
Jack抱著她大喊，「Phoebe你沒事吧？別嚇我啊！」Phoebe緩緩地舉起手，做了個ok手勢，便暈
倒了。他們即時為她進行了治療，並在那裡搭建了臨時據點，休息了兩日。

在兩日後，Phoebe的情況有好轉，於是他們便帶同Phoebe一起繼續上路了。他們的解款車繼續沿
著林錦公路向前行駛，最終他們到達了石崗軍營的旁邊。

。
。
。

^^（山視角）^^

我看到的是滿地的屍體，軍營裡面的情況有不清楚有多糟，看著被破壞的大閘，我決定讓Rian，Jac
k 和他的女朋友留在車上，讓我和朗進去。

「你們在這裏的時候有兩個主要任務。第一，留在車裏，守着車。第二，保護好Phoebe。這個是無
線電，如果有突發的問題可以用它找到我和山。」朗說完就打開車門跳了下去。



我跨過地上躺著的遊蕩者屍體，慢慢的向裡面走。我對著朗說，「我們不知道裡面的情況，為免引來
太多遊蕩者，最好使用刀，盡量避免一切的交火。」

朗表示明白，做了個手勢，表示他先走。我緊隨著他，橫越停車場，向接待處走。當我們走到接待處
前面的走廊轉角位時，朗突然舉起握成拳頭的手，示意我停下來，我豎起耳朵，聆聽著周圍的聲音，
我隱約聽到了一些微細的聲音，好像是三個人的對話，而且他們的腳步聲是朝我們的方向傳來，表示
他們正向著我們走，朗好像也發現了這個情況，他看著我，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勢，又握拳頭，又
指著前方，弄得我一頭霧水，直接給他一個黑人問號表情。他翻了個白眼，潛行到下一條石柱下。

隨著對方的腳步聲越來越近，朗對我打眼色，我做了個ok手勢，我和他同時跳了出去，把兩個人踢
倒，接著舉槍指著第三個人，那兩個被我和朗踢倒的人倒地後一個後翻，三人也舉槍指著我們，結果
，我們尷尬地陷入了僵持的局面。

我打量著對方，他們身穿軍服，髮型是典型的陸軍頭，像是解放軍的一份子。突然，解放軍1操著普
通話，帶著強烈的鄉音和R字卷脷音，大聲的對我喊，「喂，你哪来的！为啥在这出现！」解放軍2
接著喊，「你们已经被逮捕了，快放下你的枪！」

我對著朗小聲地說，「放還是不放?」

朗說，「超！大陸狗！放吧……」

我瞇著眼看著朗，心想：認真咩?

正當我們想放下我們的槍的時候，一聲清脆的槍聲從我們身後響起了。

我前面的解放軍3在嗦的一聲，頭部被擊中了，他的頭盔裂開了，倒了在地下。解放軍1在操著普通
話大喊，「狙击手！」接著我和朗就地一滾，躲到了一個房子。我對朗說，「看到了，十點鐘方向，
淡綠色三層村屋，聽聲像是美製M24。」
朗回了一句明白，又衝了出去，躲到了一個貨櫃後面，接著是兩下響亮的追擊槍槍聲，然後就靜下來
了。我探頭出去，確認沒附近威脅之後便持槍跑到一幅牆後，再慢慢的走向躺在地上的三名解放軍，
朗和我分別查看了兩名被爆頭的解放軍，無疑是當場死亡。而解放軍1則被射中胸口，依在一旁，我
對朗說，「把他當成戰俘吧。」朗蹲下來，把頭哄近他，說，「不不不，滾回你的大灣區吧，大陸狗
！」說完便掏出他的Glock18c對著他的頭連發射擊了整整一個17發的標準彈夾，他的頭頓時血肉橫
飛，血都濺到我身上了，這時的他像是瘋了一樣，居然想換另外一個彈夾再射過，我對著他大喊，「
朗！朗！停下來！」

^^（山視角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