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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啦啦有粒隕石撞落地球…

「寫生狂，買咗隻新game呀！今日放學嚟我屋企玩啦！」我個死黨啊軒喺午休嗰陣同我講。
「哇！咩game呀？」我放低手上睇緊嘅小說問佢。
「《活死人末日IIl》呀！咦？睇咩書呀你？」佢隨手攞起我本書嚟睇
「好喎！咁放學之後街口間7仔等啦！仲有，唔好搞我本書啦我問師兄借㗎！」我答返佢。
啊軒屋企
「喂！快啲幫手啦！成十幾隻過緊嚟呀， 隻隻都4級㗎！」啊軒話
「咪嘈住啦！我嗰邊有隻8級㗎！一陣先啦！」我同佢講。
「軒仔！過嚟食飯喇！咪玩喇！」佢啊媽話
「得喇得喇。喂， 咋咋臨速戰速決啦喂！」啊軒話
15分鐘之後…
「好！搞掂！」我話
「 咁我依家送你落去啦，費事阿媽又嘈。」啊軒行向門口，正準備開門。
我同啊軒一齊行去巴士站，佢突然講:「
今日場game真係掂呀！不過話時話，做喪屍真係好呀。日日隨便遊嚟遊去，唔使返工返學，不知幾
爽。」
「咁…可能喪屍都有自己嘅煩惱呢。」
「有咩煩喎…前面巴士站，聽日先講啦，拜拜！」
「 拜拜！」
正當我上緊巴士。突然，天上一個龐然大物飛落海面！
「哇！」
「 隕石呀！」
「飛咗落海面入面喎！」
「咩事啊！」
不過隕石都唔算係啲咩問題， 不過恐怖嘅係地面突然地震！！
「啊啊啊啊啊啊！」
「救命呀！」
「媽咪！」
人群嘅慘叫聲不斷起伏。而我準備逃生嘅時候，全身感覺好唔舒服，然後突然暈低咗！



一覺瞓醒，變咗喪屍……

「哎呀…」我慢慢起返身，個腦一片混亂，而且全身依然有啲唔舒服。
「到底發生咩事呀？」我起返身， 望看周圍嘅一切。樓宇有啲崩塌，有啲荒廢，
不過地震過後可以保住咁多實在奇蹟。
突然，我望向一塊碎咗嘅玻璃， 佢影照出嚟嘅倒影係我呢一生人最震驚嘅事物！
我…我…嘅膚色變咗做灰色……仲好蒼白………皮膚上仲有啲好似青筋咁嘅紋理……食指變咗做一隻修
長嘅利爪……
冇錯， 我變咗做隻怪物──── 準確嚟講係一隻喪屍！
我唔肯相信呢個事實，我不斷新嘅利爪刮傷自己，鮮血喺傷口流出。隻利爪係真嘅，我變成喪屍嘅事
實都係。
最後，我無奈大叫:「呢個世界係唔係痴線㗎！」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唔知有啲咩嘢以野獸一般嘅吼叫聲回應我，我擰轉頭一望嚇到我心都飛埋出嚟！
一群大約三十幾隻嘅怪物對住我咆哮。佢吔約莫一個人高，
膚色偏白，而且帶紅(有啲似生雞肉)，四肢修長，用四隻腳行，無眼睛，並且有對蝙蝠耳朵。前肢同
後肢帶有薄膜，薄膜好似鼯鼠咁不過細啲。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佢哋後面突然之間有隻更大嘅怪物跑咗出嚟，佢嗰樣、膚色同其他細嘅差唔多，不過身形更加似人，
似大猩猩，一樣有薄膜，全身肌肉比健身室壯漢更粗大，身高大約有四米。
不過比佢地恐怖嘅外貌更加恐怖嘅係佢哋正追緊我！
「救命呀！」
我邊跑邊大叫希望有人，聽到我嘅求救聲，可惜完全冇。不過，
我突然發現咗一樣，嘢嗰班怪物嘅速度，同我聲線嘅大小係成正比㗎。
我跑咗入一個地鐵站出口，咩聲都冇出過。
「Yes，得咗！」 
嗰間怪物果然冇再追上嚟。
「 崩！」
幣！ 我一捉住個扶手佢即刻跌咗落嚟！
「吼！」
怪物已經到上嚟啦………
「吼~~~~~~」
一群馬騮同嗰班怪物對陣，雖然話佢哋係馬騮，不過其實已經有一米幾高，成排牙又大又尖，全身白
毛，帶頭嗰六、七隻甚至有一米八，雙手仲係一對利爪。
兩群野獸對住對方叫囂，好快就互相廝殺，我就企埋一邊靜靜哋食花生。
我發現咗一樣有趣嘅嘢，嗰班兩米高嘅馬騮很少用利爪攻擊，反而會對住班怪物吼叫。
而被吼叫嘅怪物就好似受傷咗咁樣。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一隻4米高嘅馬騮正飛快咁爬過嚟， 佢全身嘅係鱗片而唔係白毛
，除咗原本嘅利爪膊頭生咗一對巨型嘅爪用嚟爬行，叫聲極其響亮。而佢，正衝向戰場！



好彩執番條命，不過好肚餓呀！

隻馬騮怪衝入戰場，不停對無眼怪物吼叫。由於佢強大過啲大馬騮好幾倍，我終於明白對敵人吼叫嘅
意義。
被馬騮怪對住吼叫嘅無眼怪物，會一嘢飛出幾米遠。有時仲會四、五隻一次過飛起。所以我推測，吼
叫並唔係威嚇，而係攻擊手段。馬騮咆哮嗰陣，其實係好似射砲彈咁，將一股力量噴出嚟以達致傷害
。
好恐怖……
馬騮怪嘅出現令無眼怪物處於劣勢，好快就死嘅死、散嘅散。冇幾耐戰場上就淨係得馬騮。
突然，馬騮怪啤咗我一眼，
我先發覺自己做咗件好白痴嘅事────頭先做咩嘢唔走入地鐵站入面走呀！
好彩，班馬騮冇理我，好快就走咗，看嚟馬騮對我冇咩興趣。唉…好彩！
我依家個腦極其混亂，點解我會變喪屍？嗰啲怪物邊度嚟㗎？ 點解會有隕石？仲有……
我瞓咗幾耐？
我望一望我隻錶，哇！一年？！咁多？！唉！算啦！
不過話時話，人吔變成喪屍唔係兩隻手十隻手指都有利爪嘅咩？
點解我淨係得一隻手指有㗎？睇落好水皮咁喎。
唉！算啦… 反正我而家有個更加實際更加重大問題:我好肚餓。
以前就話有餐廳啫，不過而家全部變曬做廢墟…點算呀？
我嘗試喺嗰啲荒廢咗嘅餐廳度搵下有冇淨低嘅嘢食，結果渣都冇淨過。
咁又係嘅都過咗三個月乜嘢都被人搶曬啦。
我喺街口揾到間7仔。好啦，搵埋呢間搵唔到就…… 就真係冇啦。
「唉！真係冇，我……等陣嗰個咩嚟㗎？」我喺零食架下低，發現一個露出一半嘅打火機。
「好嘢！仲用得㗎！」我撻著個打火機，撻到火出嚟。我代佢入袋， 留低以後用。
「呀～~~呀~~~呀~~~~」一隻雀企喺對面一間荒廢文具店門口。我仔細一望，喺一隻啡黃色嘅鷺
鳥。只不過佢有三個頭，兩對翼。
「睇嚟… 今晚餐飯有著落啦！」反正我有打火機，捉咗燒熟佢，攞嚟當晚餐都好。
我靜靜吔靠近隻雀，然後快速咁撲過去！
「呀~呀~呀呀呀呀！」 不過可惜都係慢咗一拍，隻雀已經飛咗入舖頭入。
我同佢不停交纏住，將啲貨架推冧曬，最後喺收銀台捉到佢！



食餐飯都要搞到咁麻煩， 好攰呀！

「呀~呀~呀~呀…呀……」我咋咋臨用利爪將佢解脫，我先發現喺佢嘅腹部有幾個傷口，啲傷口以三
條為一組。換句話講，即係喺我捉佢之前，佢已經被某啲嘢襲擊而受傷。
捉一隻受咗傷嘅鷺鳥我都要花費咁多氣力，試問聲我靠咩嘢喺呢個咁危險且瘋狂嘅世界繼續生存落去
……
我依家意識到一個更麻煩嘅問題:隻雀畸形到咁嘅樣，仲食唔食得㗎？
不過我自己變成咁嘅樣，唔通怕隻雀毒死我咩！
好，聽到啊媽話以前佢啊嫲點劏雞嘅話？好似話…放血！我喺嗰三條頸用利爪割一刀，鮮血即刻流曬
出嚟。嘔！好腥！跟住好似係…用水浸，然後掹毛？冇水喎，點算呀？
冇辦法，唯有用手掹啦！我不斷掹，掹到毛啲甚至係連皮帶肉咁。好唔容易掹完之後隻雀都已經變到
溶溶爛爛。唉！ 食餐飯啫，使唔使咁辛苦呀？
最後，應該燒得喇掛？我跑勻成條街，終於喺荒廢餐廳度執到半張爛木櫈。
雖然真係冇嘢食，不過至少可以攞啲嘢燒下。我用打火機點著佢，再放個同樣喺餐廳搵到嘅鐵遮架。
應該燒得啦掛？
救命呀！ 唔係放咗血㗎喇咩？點解啲血水仲可以滴到夠整熄個火㗎？
我好唔容易燒熟隻雀，大大啖咬落去嘅時候。救命呀！半生熟㗎！都唔知夠唔夠五成熟㗎！？
「呃…先生，可唔可以將你隻燒…雞(？)分少少比我啊？我三日冇嘢入過口喇，求吓你啦！」
「啊！你…你…你你你你你唔好過嚟呀！」喺我面前嘅係一隻半人半蟲嘅怪物。佢全身披滿昆蟲嘅外
骨骼，一對乾廋嘅手，同埋一對帶刺嘅螳螂爪，加埋對腳，啱啱好係昆蟲嘅三對肢體。佢腰部以下，
昆蟲嘅腹部。眼皮入面嘅眼球變成一對複眼，下巴兩側生咗一對螞蟻嘅大顎。外形可謂極其恐怖！



呃…我同隻曱甴食緊飯？

「先生，我冇惡意㗎。如果你唔願意嘅話，我依家就走。」隻蟲人話
「唉！算啦！我分少少俾你喇。」我冷靜過後，答返佢。我見佢可以進行一啲簡單嘅語言問答，應該
同我一樣掛？
我用利爪將我未咬過嘅部份斬出嚟俾佢
。「多謝！多謝！」佢一攞到手就大大啖咬落去，完全唔在意手上嘅肉其實都未熟透。
我仔細觀察下佢，發現其實佢並唔似啲咩危險人物，反而更似我呢隻款嘅學生哥。
「呃…朋友，請問我應該點樣稱呼你呀？」
「我叫…麥康。」
「咁…啊康，你幾大呀？」我反而對呢樣嘢有啲好奇， 希望係啲差唔多年紀嘅人啦！
「兩個月又12日，換算做人類年齡應該係16歲。」
「兩個月？？」我只係問咗兩個問題，已經得到一個驚奇嘅答案。呢個麥康到底係咩嚟㗎？
「吓？你唔知㗎咩？我係由曱甴變異成嘅變異體嚟㗎。」
「what？！？！」我依家竟然同隻曱甴一齊食飯？！唉！算啦！反正我自己都已經唔係人啦！又有
咩資格嫌棄佢係隻曱甴喎！
「不過…你頭先講嘅「變異體」係咩呢㗎？」
「變異體即係所有末日後出現嘅生物，分高智商同低智商。高智商即係我吔，低智商即係其他野獸、
家畜型生物，例如我吔食緊嘅呢隻雞。」
「哦!」
跟住之後，我同啊康邊食邊傾咗成晚， 估唔到竟然佢竟然知道幾多嘢㗎喎。
當個火完全熄曬嘅時候，我哋搵咗間荒廢旅行社做臨時住宿。入面嘅梳化已經爛咗，不過我哋都唔理
七三二十一就瞓咗落去算。
「嘎嘎！！！！」
我同啊康俾啲不明嘅怪聲嘈醒咗。一望向門口，▉！ 係一隻雀鳥型嘅變異體。
佢個頭係紅色嘅，頸下面嘅身體漸變成綠茶製品嘅顏色。四肢都鋒利而短嘅鳥爪。仲有十幾條好似魷
魚鬚咁嘅尾巴。 當佢意識到我哋發現佢嘅時候， 佢嗰十幾條尾好似孔雀開屏咁展開成扇形。
我嚴重懷疑呢隻係孔雀。
門口已經畀佢擋住咗，啊康又用佢對螳螂爪擺出攻擊姿勢。更重要嘅係，呢隻打靶雀竟然夠膽嘈住老
子瞓覺！冇辦法，開戰！



呃…隔夜孔雀肉食唔食得㗎？

孔雀怪快速撲向我哋。啊康雙手捉住孔雀怪條頸，然後雙腳同一隻爪踩實佢嗰幾隻腳。
並且準備用另外一隻爪去斬首！
「嘎嘎嘎嘎！！」孔雀怪用觸鬚尾扯開啊康，然後迅速攻向佢！
我及時捉住孔雀怪嘅四條觸鬚，然後用利爪切斷。正當我想繼續切斷其他觸鬚嘅時候，孔雀怪亦都向
我揮動佢嘅鳥爪。
與此同時，啊康捉住咗孔雀怪嘅雙爪。我立即斬向孔雀怪條頸，令佢立即一命嗚呼。
「我哋搞掂咗佢啦，呃…」啊康似乎想叫我個名，不過發現根本唔知我個名「你叫咩名？」
「我叫林梓庭，末日前我班朋友叫我「寫生狂」，不過你鐘意點叫就點叫喇。」我答返佢
「咁…庭哥，呢隻雀我吔係唔係依家處理咗佢？」
「我叫你隨便稱呼，你使唔使咁叫我呀？」
「咁你冇殺死我，又分過食物俾我，我好應該尊重你呀！」
「唉！算啦！你啱啱話隻雀點話？」
「 我哋應該要醃咗佢，超市應該可以揾到粗鹽嚟醃製」
「咁依家快啲去喇，如果唔係隻雀就爛㗎喇！」
我同啊康走咗幾條街，終於揾到一間惠康。
不過入面啲貨架大部份都被人推冧咗，貨品就重有一啲，唔似其他地方咁完全冇曬。
奇就奇在，有啲貨架同食物都有啃咬嘅痕跡。直到見到地上嘅血漬我先知道我瀨咗嘢！
「喂！庭哥！揾到啦！」啊康向我大嗌，仲抱住3~4包鹽。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大鑊…」
三隻野獸對住我哋尖叫。嗰啲野獸嘅頭部、皮毛、尾巴有啲似老鼠，不過身體好似一隻廋俏嘅獅子，
四肢修長，面容極其兇殘。
「庭哥，我哋好似瀨咗嘢喎…」
我再望向嗰灘血漬，發現啲更恐怖嘅嘢！



老鼠唔恐怖，前提係佢唔食人！

血漬嘅位置有一條播出嚟嘅血痕， 而拖出血痕嘅竟然係一條經過啃咬嘅屍體！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老鼠對我哋發出尖銳嘅咆哮，並向我吔嗰撲過嚟！
「跑哇，庭哥！」啊康即刻跑出惠康，好明顯知道我吔打唔過呢班鼠形猛獸。
我吔跑到街口，老鼠不停追趕，我吔都開始冇氣。不過一諗到嗰條屍嘅下場，點敢停喎！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突然，我吔面前殺出兩隻無眼怪物，我估應該係老鼠尖銳嘅吼叫聲吸引到依賴聽覺嘅無眼怪物。
「我吔今次真係玩完喇！」啊康用無力嘅聲線話。
「吼吼吼吼吼！」
不過超好彩，兩隻無眼怪物直接行過，然後同三隻老鼠搏殺！
「吼吼吼！！」
「吱吱！！」
兩種猛獸互相廝咬，到最後有隻老鼠倒卧喺街頭。剩低嘅兩隻老鼠亦向恵康嘅逃走。
兩隻無眼怪物開始享用佢吔嘅獵物。幾分鐘後，老鼠嘅屍骸就得返少少肉渣同埋骨骼。
「唉！終於走…」啊康正想由我吔匿埋的垃圾箱爬返出嚟。
「咪走住！」我捉住啊康制止咗佢，無眼怪物聽覺遠遠超出我吔估計。謹慎啲好啲。
「吼吼────」
突然，一團半透明的黏液狀絲線喺一座半崩塌嘅樓宇射出包裹住一隻無眼怪物。而另一隻無眼怪物完
全冇打算解救佢嘅同伴，即刻好飛起咁跑走。
而被包住嘅無眼怪物某啲野扯上樓頂，過咗一段時間後，有兩個物體一齊跌落街。
我吔觀察四周，冇發現任何危險野。就行埋去睇下到底發生咗咩事。
我發現原來係無眼怪物嘅屍體同另一隻人形怪物嘅屍體。
嗰隻人形怪物身形矮小，有好嚴重嘅駝背。身上嘅深灰色大褸損毀得好犀利。有一條細長嘅尾巴，末
端帶有黑色短刺。雙腳係好似夾公仔機嗰啲夾嘅四指爪。而佢最突出嘅係佢個鼻，個鼻好長，而啲包
裹住無眼怪物嘅黏液狀絲線正正源自佢個鼻孔。
「我見過呢種變異體。佢吔會企喺高處，然後放出絲線形鼻涕，一有獵物觸碰到，就會立即抽起，去
到佢面前即刻用尾刺刺傷獵物，最後等待獵物毒死之後享用。」啊康話
「哇！你知道咁多野嘅？」
「呃…我試過， 差啲被佢毒死呀…」
我吔慢慢行返去間荒廢旅行社，淨係過咗幾個鐘，隻孔雀應該未爛掛？
我哋行返入去，救命呀！搞完一大輪野，點解仲有人嚟搶食㗎！



大佬，你有手…呃……有「翼」有腳，唔好同我吔呢啲細路搶食得
唔得呀？

又有另一隻人形生物出現喺我吔面前，佢對手已經替換成一對蝙蝠膜翼。腳亦都變成鋒利嘅手指。身
上完全冇毛髮，包括頭髮。身體都好乾廋。身上仲著住曾經係白裇衫同西褲嘅爛碎布。而且，雖然佢
有對類似龍翼嘅膜翼，不過佢用禽鳥嘅姿態爬喺地面嚼食孔雀怪嘅屍體。
「嘎嘎嘎！嘎嘎嘎！」
有翼怪突然意識到我哋發現咗佢，佢即刻爬出門口，然後拍翼飛走。就好似見到啲好恐怖嘅野獸。
果然係雀。
我行近屍體，有翼怪只係食咗個頭同頸，好彩隻脾冇事。(雞最好食嘅係雞髀，孔雀都應該係掛？)
「唉！ 唔記得收埋佢先， 引咗隻咁嘅嘢返嚟，好彩大部分都冇嘢！」
啊康又檢查一次。
之後，我吔用爪將佢剝皮(好彩冇毛)，簡單處理咗之後就用啊康帶返嚟嘅鹽醃。「搞掂！哇，天光喇
喎。」我望向門口發現天已經光曬。
啊康入辨公室攞咗個背囊出嚟，然後將啲肉乾放入去，「庭哥，我哋跟著去邊？」
「呃………」以前我都唔知啦，更何況依家？
「我哋…依家……呃…」正當我諗緊點答嘅時候，啊康問咗一句。
「你話咩話？宜家？」
「係喎！去IKEA ！」啱啱見到惠康隔離有間lKEA，應該有床有傢私㗎過！留都留得舒服啲啦！
「啊康，有冇去過IKEA？」我問。
「我有聽過，好似係個好大嘅地方?」
「今次去嗰邊。」
「有冇嘢食㗎？」
「唔知，可能冇。不過有床瞓。」
「呃…咁好啦！」



去IKEA之前打包定啲糧食先！

我同啊康行出旅行社，講真啲梳化真係好硬好難瞓得著。不過，唉！算啦！
我哋一邊行一邊食半條醃製孔雀怪觸鬚當bunch，冇辦法啦！糧食唔多，唯有一餐當兩餐啦！
「庭哥，我吔嘅糧食好似唔係好夠，使唔使喺去到IKEA之前搵多啲獵物？」啊康問。
「係喎！呃…不過…喺邊度有？」我又問返佢。
「呃……………」
「唉！算啦！我哋慢慢揾啦！」
一講曹操，曹操就到，我哋見到一群五、六隻…牛？
嗰班…牛形動物個頭類似美洲野牛，全身者披滿棕色嘅皮毛。背脊亦都有同時美洲野牛一樣嘅隆肉。
身高大約有一米多少少。不過身體外形同尾巴就好似…暴龍？
冇錯，應該係㗎喇。而雙腳係一對牛蹄，而唔係睇落好危險嘅龍爪。佢哋正彎腰埋頭食緊牆角嘅青苔
同野草。
「有獵物喇！」啊康壓低把聲， 費事嚇走曬佢吔。
「cro！cro！cro！」
一隻野豬怪突然撲咗出嚟，與其話佢似野豬，佢更似野豬嘅祖先完齒獸。背脊有個鱷龜殼。頭部有兩
對匕首咁嘅撩牙，而最誇張嘅係佢個嘴，竟然係分成五瓣！
野豬怪跑向嗰群牛形動物，佢吔即刻跑到冇雷公咁遠。不過有隻跑得特別慢，好快就俾野豬怪捉到。
唉！真係慘！好彩一早匿埋咗，如果唔係死嘅應該係我吔。
「咔咔咔咔醃咔咔咔咔咔咔咔！」
突然有種詭異嘅怪聲傳出，野豬怪嘅表現好慌張，然後即刻跑走。
「到底…發生咩事？」啊康問。
「唔知道呀，不過好消息係我吔有牛食！」我答。
我哋喺啲廢墟度攞咗啲可以燒嘅垃圾出嚟，用打火機燒著佢。最後放個架喺火堆上面就可以燒得喇！
em…牛形動物嘅肉有啲似牛同鷄嘅混合，不過肉質有啲太老。唉！雖然已經放咗鹽，不過仲係好淡
呀！
唉！算啦！我哋醃好其他剩低嘅肉，之後出發！



不如寫本《變異體圖鑑》

我哋行入IKEA入面，我去咗美食站。去睇睇會唔會有啲嘢食。不過…應該冇。
我仔細揾咗幾次，真係完全冇，唉！好彩有啲肉，應該夠食幾日。
走入內部，有好多嘢都被人帶走咗。不過好彩，仲有幾張床同梳化可以瞓。
「終於有床瞓喇！」我直接瞓喺床上面，真係好攰呀！
「張床好舒服呀…」啊康都係一樣，
揀左另張床就瞓咗去，乜都唔理，好似成世人都冇瞓過床咁。(呃…佢又好似真係理由冇瞓過床喎！)
就係咁，我哋就瞓到半夜三更。一起身，發現一件不得了嘅嘢！
我另一隻手嘅一隻手指都生咗爪，而且兩隻指爪仲可以伸縮。我全身都感覺好精神。
「哇！庭哥你多咗隻爪喎！咦？我對眼……」啊康眼眶入面嘅复眼變成咗人類嘅雙眼！
「我哋…又變異咗多次？」我猜測
「
應該就係喇。」啊康回應「庭哥，嘜你平時睇係咁清晰㗎！好厲害呀！」佢不停四處張望，似乎好鍾
意呢種感覺。
咦？如果咁嘅話， 我咪可以十隻手指都生曬爪囉！仲可以伸縮，好方便喎！
突然，我發現地上有個背囊，入面有一啲乾糧、一枝筆同一本簿。
「係咩嚟㗎？」啊康問。
我揭開本簿，入面第一頁寫住:「這本簿係紀錄低變異體嘅種類，同佢哋嘅特性。如果你執到，我可

」不過，後面乜都冇寫過，本簿嘅主人應該已經遇到不測。能已經有不測。希望可以幫到你。
「啊康，我有個諗法。」我講。
「咩諗法？」啊康問。
「我哋不如繼續寫落去，幫各類變異體改名、記錄特徵同埋畫埋個樣。」我答。
「畫？」啊康問「你識畫畫㗎咩？」
「識！而且擅長速寫同寫生，仲幾痴迷吓㗎。所以以前我班friend叫我「寫生狂」。」
我揭開下一頁，憑記憶畫咗無眼怪物個樣出嚟。
「哇！好逼真喎！」啊康話。
然後…改咩名呢？無理由真係叫無眼怪物㗎…
我靈機一觸:「不如，叫「盲聶人」呀！」
「聶」字可以講出佢聽覺靈敏，仲可以用諧音暗示佢係一個獵手。
我哋一直傾，去到朝早先完成曬所有變異體。



《變異體圖鑑》

呢個chapter嘅作用係記錄低出現過嘅變異體嘅正式名稱、特徵、進化路線同埋出現時間地點、前名
稱或者代表人物，做個備忘錄。隨著劇情發展會不停更新呢個chapter。同埋有個setting怕講唔清楚
，主角同啊康嘅二次變異亦可以理解成「進化」， ，原理其實同人體成長差唔多，就好似pokemon
同樣需要能量。可以有分支，亦有可能唔進化。

單指怪:(主角)由人變異成嘅變異體，係最common嘅人類變異體，進化亦係最廣、最多可能性。同
時可以保留高智商嘅機率都係最大
雙指怪:(主角)由單指怪進化而成，爪可以伸縮。

盲聶人:(無眼怪物)由蝙蝠變異成嘅變異體。眼睛完全退化，耳朵變得更靈敏。會以30~40隻為一群，
行一夫一妻制，群體由多個家庭以及一個首領(盲巨人)，獵食只會自給自足，唔會分享除咗俾配偶同
幼崽嘅同伴。因為只依靠聽覺，所以只要冇聲就好容易解決。 亦因為聽覺太過靈敏，
過於強大嘅聲響亦都係弱點。一部份個體可以用退化咗嘅翼膜進行短距離滑翔，不過冇可能進行長時
間飛行。
盲巨人:(無眼怪物之中更大嘅怪物)由盲聶人進化而成，一群盲聶人大多數可能都只會有一對配偶，
不過係極少可能嘅情況之下都會有複數嘅存在(例如超過100隻嘅群體)。由於身體過重同埋翼膜進一
步退化，所以連短距離滑翔過做唔到。一隻雄性盲巨人會挑選一個單身嘅雌性盲聶人作為配偶，而成
為盲巨人配偶嘅盲聶人就會進化成盲巨人，而佢產下嘅幼崽會係盲聶人，只有一隻繼承群體首領嘅幼
崽先至可以進化成盲巨人。

白猴:(馬騮)由馬騮變異成嘅變異體，生有利爪。由於較為弱小，所以有一次十幾隻行動，以及由一隻
吼音猴。喺啲較特殊情況之下(有大型獵物或者危險嘅威脅性生物)，會由多隻吼音猴(通常數量為6~7
隻)帶領數量更多嘅白猴行動。只要唔好有過於誇張或過大嘅動作，就唔會引起白猴嘅攻擊性。同盲
聶人唔同，同伴關係極為親密，幾乎所有食物都會一齊分享，連幼崽都係一齊照顧。
吼音猴:(大馬騮)由白猴進化而成，可以通過咆哮從口中發射「氣流砲彈」。不過由於「氣流彈」唔夠
強大到足以致命。所以依然保留咗白猴嘅利爪作為輔助攻擊或者補刀。
龍吼猴:(馬騮怪)由吼音猴進化而成，因為「氣流彈」已經發展成熟，可以對敵人造成巨大甚至致命嘅
傷害，所以手掌由危險嘅利爪演變成靈活嘅手指。全身嘅白色皮毛轉變成橄欖綠色嘅爬蟲類鱗片，有
更好嘅防禦性。背脊到尾巴都生有5~10cm嘅軟刺，並無防護作用，會喺發情期嘅時候變成鮮紅色吸
引異性。有個有關龍吼猴嘅謠言係「將少量肉食送俾龍吼猴以表示好，龍吼猴以及其手下嘅白猴同埋
吼音猴就唔會搞你。」雖然係可行嘅，不過龍吼猴性情較為暴躁。可能喺你示好之前，佢已經將你當
成敵人殺死，所以一般並唔建議咁做。

蟑螂計:(啊康)由曱甴變異成嘅變異體。少數由非人類變異而成嘅絕對高智商變異體。大多數嘅蟑螂計
脾氣特別好、說話較為有禮貌而性格亦都特別温和。而且對食物嘅定義好廣，唔太在意味道、品質等
等嘅嘢，只要夠飽肚都會接受。

紅頭雀:(孔雀怪)由孔雀變異成嘅變異體，身後嘅觸鬚同頭足目相似，相當靈敏甚至可以用嚟勒死敵人
。所有已發現個體都係雄性，所以懷疑雌性孔雀會變異成未發現嘅變異體。雖然有強大嘅攻擊手段，
不過係腐食性動物，會依靠同樣强大嘅嗅覺尋找屍體。

暴鼠:
(惠康入面嘅老鼠)由老鼠變異成嘅變異體。極其危險嘅生物，以20~30隻一群。會佔領一個地方作為
領地，甚少會出嚟狩獵。不過由於暴鼠霸佔嘅地方絕大部份都係食物資源非常豐富嘅5區域(例如超市



、街市以及糧倉)，所以對於需要食物嘅流浪者同埋附近嘅倖存區嚟講係一個幾大嘅麻煩。
如果有複數個體，會偏好攻擊聲音較大嘅個體如果唔小心誤闖暴鼠嘅領地，最佳嘅應對方法就係馬上
用最快速度逃走。鼠群大多數情況下都會只派2~3隻暴鼠捕捉，負責捕捉嘅暴鼠好快就會因為離開領
地太遠而放棄追捕。

釣鼻獸:(企喺樓頂嘅人形生物)
由人變異成嘅變異體(駝背嘅人變異機率更大)。釣鼻獸會企喺樓宇咁嘅高處，然後好似釣魚放出絲線
形鼻涕。一但有獵物接觸到鼻涕，就會馬上收起，然後用帶有神經毒素嘅尾刺刺向獵物，當獵物死亡
後就完成整個狩獵過程。為咗防止俾力氣比較大嘅獵物扯落嚟，腳變異成鉤爪狀用嚟抓住地面，不過
釣鼻獸唔識分辨獵物嘅大小，所以有好大機會遇到過大獵物而跌落地面死亡。雖然釣鼻獸平均只有0.
7m，不過有發現超過1m以上嘅大型個體。大型個體嘅鼻涕並唔係絲線形，而係蛛網形，似乎係用
於捕捉更大嘅獵物。不幸纏上釣鼻獸嘅鼻涕無論如何都一定唔可以俾佢釣上去，釣鼻獸尾刺毒液嘅毒
性極強，一但被刺傷就一定立即game over。

翼魔:(有翼嘅人形生物)由人變異成嘅變異體。以蟲類或小型生物為，不過亦都會食屍體。雙手變異成
類似蝙蝠咁嘅膜翼，而腳就變得靈巧，好似手指咁樣。生性膽小，冇太大威脅，隨便嚇一嚇佢趕走就
可以。有趣嘅係，根據翼魔身上殘留嘅衣物以及對高智商個體進行嘅調查。翼魔有9成都係由從事文
職嘅上班族變異而成。

野草龍:(牛形動物)由牛變異成嘅變異體。以5~10隻為一群。個性温馴，唯一嘅攻擊手段就係衝擊。
以野草為食。肉質較為差劣，不過因為比較耐跑，可以進行長距離步行，
所以有部份倖存區會將佢馴養為坐騎。
野苔龍:(牛形動物)其實同野草龍係同一種變異體。不過以青苔為食，身體較為肥胖，皮毛較為短且少
。同野草龍啱啱相反，肉質極佳。被部份倖存區飼養作食用家畜，甚至有啲地區將野苔龍嘅品質分為
M1~M5(moss)五個級別，以M5為最高级，最優秀。

完齒龜:(野豬怪)由野豬變異成嘅變異體。係獨行嘅獵食者，背脊上嘅龜殼作用未知。由於有喺暗處撲
出來嘅習性，所以一直俾某啲倖存者誤以為完齒龜有隱身甚至瞬間移動嘅能力。因為完齒龜行動幾乎
係完全冇聲嘅，所以喺盲聶人嘅天敵。



咦？IKEA有座地下城？！

我哋行落二樓，發現一隻巨大嘅變異體！不過好彩，佢瞓緊覺。
呢隻變異體簡直係熊同肉蟲嘅混合體。身形似熊，皮膚好似肉蟲咁白而且有密集嘅皺紋。身體兩側仲
有兩排深灰嘅班點。背脊有十幾根長短不一嘅硬刺。四肢就直情係一條肥肥白白嘅肉蟲。手掌、腳掌
包住一啲深啡色嘅昆蟲硬殼。頸上面嘅頭部則是一個有住同樣硬殼嘅蟲頭，仲有一對大顎。
一如就叫做「蠕熊」啦！
我快速畫低咗蠕熊嘅樣貌，雖然畫低佢瞓著覺嘅樣唔好睇，不過冇理由癡線到整醒佢嚟畫低㗎！畢竟
睇佢咁嘅身影，一巴打死我吔咁算呀？
「冰！」
大獲！我唔小心踢倒個架，上面啲玻璃盒跌爛曬！
「咔嘶！咔嘶！咔嘶！咔嘶！」
蠕熊俾玻璃聲嘈醒咗，正發出憤怒嘅咔嘶聲衝過嚟！
我哋一邊後退一邊向佢扔雜物，最終啊康用枝長鐵枝插向蠕熊！
「唉！好彩……」我隨便揾咗一個架坐一坐「唔該曬你呀！啊康。」
我吔發現原來已經跑到去瑞典美食廊，不過啲食物一樣已經被人搶曬。
「咦？庭哥，嗰邊咩嚟㗎？」啊康指住出口位置問。
「咦？出口位變咗樣嘅？」原本出口位上去嗰條樓梯唔見咗，反而變咗一個炸開咗嘅大窿。
我哋行入去個大窿，發現除咗泥土之外就係樹根。嘜嘢都冇。
我哋越行越入，突然聽到有一把聲講:「企喺度！」
一望，發現有4、5個攞著武器嘅蟲人！
佢全身都有泥紅色嘅外骨骼。頭部似螞蟻。有人類嘅身軀。手臂有三節。腰以下嘅身體就好似半人馬
咁，只不過換成四隻腳嘅螞蟻。
佢吔立即跑過嚟長矛同刀棍(更準確嚟講係一碌挷住刀片嘅短竹竿)指向我！
「有個人類呀！」
「卑賤嘅種族，disgusting！」
好明顯喺螞蟻人眼中人類係一個如豬如狗嘅種族，大大獲喇今次！
「請問呢隻人類係唔係你嘅奴隸？」一個騎住一隻蠕熊嘅螞蟻人轉頭望向啊康問。係，冇錯。佢騎住
一隻蠕熊！
「咔嘶！」蠕熊背脊上嘅刺立起，並憤怒嘶吼
「呃，係，冇錯。佢的確係我嘅奴隸。唔該，請你吔放開佢。」啊康回答，如果唔咁答。恐怕我吔兩
個都凶多吉少！
「啊狻，乖。無事，係朋友。」嗰個螞蟻人好温柔咁撫摸住佢身下嘅蠕熊。「您好，我嘅曱甴朋友。
我叫義蠬䮓， 請饒恕我剛才嘅無禮。 請問你叫咩名？」
「呃…我叫麥康。」啊康回答。
「好嘅，麥先生。」佢轉頭望向佢嘅部下，「仲唔快啲好好召侍我吔嘅賓客！」
「係！隊長！」跟著佢哋用條繩挷住我對，然後將繩頭交俾啊康。「 請跟我哋過嚟喇！麥先生。」
「呃……好啦…」跟住啊康就好似拖狗咁拖著我，「對唔住呀！」佢用口形同我講。
唉！死得喇今舖！



呃…我淪落到變成奴隸……

我哋繼續行入去，到末端簡直嚇到下巴都跌落嚟！
眼前嘅景像已經唔係昏暗嘅泥土同樹根，而係繁榮嘅都市。有大大小小嘅房屋，不同款式嘅商店地攤
以及密集嘅人(蟻？)群。喺人群入面我甚至見到一啲上半身人下半身蟬幼蟲嘅怪物、狗一樣大嘅有翼
螻蛄同埋灰褐色嘅巨蟲。神奇嘅係，街上四圍都有擺梳化以及其他傢私。
螞蟻人帶我哋去到一棟三層樓嘅建築，上面大大隻字寫住「奴隸檢查處」。
「麥先生，基於安全理由。我哋有必要對你嘅奴隸進行一次詳細檢查，以防止佢帶有傳染病或者其他
嘢。請問你介唔介意？」義蠬䮓嘅用詞十分有禮，不過語氣好強硬。
「呃………唔介意。」啊康遲疑咗一陣，然後答應。
「好，十分感謝你嘅配合。我會帶佢上去一陣，我嘅部下會帶你去休息一下。」義蠬䮓話。
義蠬䮓繩扯住我上樓，仲擺出一幅厭惡嘅表情，就好似要執狗屎一樣。而佢嘅部下則帶住啊康去出咗
去。
當義蠬䮓打開門，有一個螞蟻人同一個蠕蟲人正幫另外五個人鬆綁。嗰個蠕蟲人上半身同人類差唔多
，只不過面上有6隻冇瞳孔嘅眼以及下巴變咗做昆蟲口器。下半身好似半蛇人咁，只不過換成蠕蟲嘅
身體。身上同螞蟻人一樣著住一件藍色膠袋製嘅lab coat。
而嗰五個人年紀同我差唔多，大約13~16歲。
義蠬䮓對蠕蟲人耳語幾句，蠕蟲人就答返佢:「OK，好嘅。」
「除曬啲衫！」另一個螞蟻人對我哋講。
「吓？！」
「玩呀？」
「點可以㗎！」
「打死都唔除呀！」
「咁就去死啦！」義蠬䮓突然抽出一把長刀。
「咁……可唔可以除剩條底呀？」
「你試吓。」義蠬䮓用刀鋒貼實佢條頸。
「好好好！即刻除！」
我哋被逼將衣物除曬，全身一絲不掛。嗰兩個蟲人就不斷喺度做檢查，記錄低全身上下任何一個部位
，包括…生殖器官。簡直就係毫無尊嚴。
經過一大堆極為羞恥嘅檢查後，我彎低腰想執返啲衫嘅時候，螞蟻人一腳踩落我隻手到！
「喂！仲想點呀你哋！」我問返佢。
「已經冇必要喇。」螞蟻人答返我。
「咁即係點呀！」
「交返你俾你嘅主人先算。」
「咁…我哋呢？」有個人問。
「你哋？哼，賣到個好價錢先諗呢啲嘢啦！」
「吓！」
唉！咁即係要我赤裸咁行出去啦！



地下城一日遊

「呃…佢啲衫呢？」啊康指住我問 。佢換咗套新衫，唉！佢就好啦！
「係嘅，麥先生。」義蠬䮓行出房門，好快就行返入嚟。手上仲拎住一塊布。
「我啲衫呢？」我問佢。
「已經跟規矩燒毀曬，呢塊布係你嘅。」義蠬䮓答返我。
「有冇搞錯……啊！好痛呀！」義蠬䮓嘅部下突然用皮鞭打落我到，然後將皮鞭交俾啊康。「麥先生
，呢條鞭俾你。以後呢個嘢有咩反抗行為都可以好好管教。」
「呃… 唔使喇唔該。」啊康拒絕咗。
「有需要！有需要！我哋嘅奴隸主冇一件半件刑具都唔好意思話自己有奴隸㗎！」另一個部下對啊康
講。
「呃…咁…好啦…」啊康免為其難收咗條鞭。
冇辦法，我只可以著住嗰塊遮羞布(仲有唔遮後面)，我依家著到好似《魔戒》入面嗰個咕嚕咁樣。真
係好鬼羞恥。
義蠬䮓又用條麻繩挷住我對手，然後交俾啊康。跟住帶我哋去一棟雙層大樓，喺大門前有一個螞蟻人
接待我哋。
嗰個螞蟻人同義蠬䮓唔同，身上著住嘅係橙黃色、白色細條紋裇衫而唔係銅色盔甲。舉止同語氣都散
發住一種悠閒嘅氣息，見落冇咁恐怖。不過…佢身邊有兩隻蟲怪，好似蜘蛛咁，不過得四隻腳，腹部
變成一條舉起嘅蟲尾巴，末端仲有一條大刺。大概有一隻牛咁大，體色呈深棕色。其中較大一隻尾巴
仲用繩挷住一個有輪嘅大型狗籠。
「Hi！麥先生，我叫馬蛤，係你嘅導遊。咦！你件衫唔錯喎！」
然後佢就攞咗一份嘢俾啊康「呢份係我哋地下城嘅旅遊指南。」
「呃…你後面嗰隻咩嚟㗎？」啊康指住嗰隻蟲怪。
「呢一隻係四足蛛，我哋常見嘅交通工具之一。」
「好嘅，我哋第一個要去嘅地方係邊度？」
「蟲獸牧場，我哋立即發出啦！」馬蛤騎上一隻四足蛛「你都快啲騎啦！」
「呢度得兩隻，咁佢呢？」啊康間。
「吓？咪後面個籠囉，有咩問題？」馬蛤露出困惑嘅表情，幾乎並唔覺得有咩問題。
「吓？！唔係呀？好似隻狗咁屈喺個籠！？」我抗議
「已經好優持㗎喇！平時呢個距離下級奴隸都係用腳行㗎！去到十幾層先用籠㗎，而且呢隻籠平時3
~5個人用㗎！唔信你睇！」馬蛤指向右邊街道，一個螞蟻人用條長繩挷住廿幾個奴隸，佢哋身上都
同我一樣全身都淨係得塊布，不過身上有大大小小嘅傷痕。甚至有一兩個連嗰塊布都冇，全身赤裸。
「喂！螴生！今次咩貨呀？」
「18個下級、兩個上級、兩隻畜，8個農奴、10個建築工、兩個裁縫，全部二手貨！」螴生回應。
「嗰個係螴生，奴隸商人。想買多幾個奴隸揾佢啦！好喇，唔講喇，依家即刻出發！」馬蛤對啊康講
。
我完全唔敢想像人類係喺呢度點樣生活㗎！



第一站:蟲獸農埸

冇辦法，我只可以行入個籠。
「行啦！肥蛯！」馬蛤拍一拍佢騎住嘅四足蛛，四足蛛立即跑起嚟。而啊康騎往四足蛛亦都跟隨肥蛯
嘅步跋快跑。
「地下城嘅居民主要係螞族、黃蟬族、褐蟬族、地虎蟒族、飛螻蛄族、金針妖族、同埋四目蟲族。合
稱七族。」馬蛤向啊康介紹地下城嘅特色「我吔嘅科技好發達，例如照明系統係使用一種叫光菌嘅真
菌。呢種好容易培養，唔似人類咁樣使用低劣嘅電力。」佢喺之後嘅路途中都一直不停講，簡直就係
超級話癆！
「好！我哋到喇！」馬蛤停低喺一個寫住「停蛼埸」嘅地方。嗰到有一大堆掛咗一個牌喺條度嘅四足
蛛。仲有幾個人類奴隸喺到用塊抹布去抹乾淨四足蛛嘅幾丁質外殼。
「幫我好好睇實肥蛯同蛔仔，順便抹乾淨佢哋。」馬蛤扔咗幾個銅色嘅銀仔落地下。
「多謝！多謝！」嗰幾個奴隸立即一邊跪喺到執銀仔。
「麥先生，可以入去喇！」
入到去入面，我先至知道地下城嘅生物資源有幾豐富！
除咗之前見過嘅蠕熊、四足蛛，仲有一大堆以前冇見過嘅奇形怪狀嘅生物。其中，有一種同蠕熊一齊
養嘅生物與眾不同。佢哋比蠕熊更強壯。全身都有包裹住深色嘅外殼。頭部有啲似鈥形蟲，不過除咗
鈥形蟲，亦有啲個體有好似獨角仙、兜蟲、金龜咁嘅頭部。
「麥先生，呢度就係我哋嘅國獸─金龜熊！喺女皇開國初期，金龜熊用作開僻通道，對依家地下城嘅
繁榮功不可沒，淨係得好似義軍官咁嘅戰士先有資格騎乘。另外，嗰啲肥肥白白嘅動物係金龜熊嘅幼
體，叫蠐螬熊。」馬蛤又喺一個奴隸手上攞一碗疑似麥芽糖嘅液體「呢一盤叫「甜樹漿」，係金龜熊
嘅主食。因為金龜熊冇可以咀嚼用嘅口器，所以淨係可以食呢種流質食物。試唔試吓？好好味㗎！」
「呃…唔使喇，唔該。」啊康答返佢。
「咁算喇！反正喺地下城嘅料理，甜樹漿嘅地位等同於湯汁，冇可能食唔到㗎！」馬蛤用手指挖咗一
啲放入口「嗯！好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