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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人妖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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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次真係大X鑊啦，我坐錯船去左人妖島!我好驚我菊花保唔住，點算好

講起都覺得自己低能，件事就係咁既，今日我同班朋友係銅鑼灣唱完K
LUNCH，我朋友就話過中環一齊坐船過長洲入CAMP，好衰唔衰我突然間好鬼急屎，都唔知係咪因
為K LUNCH
D野食有問題，所以我就叫班朋友坐船去先，我就坐下班船黎，佢地笑完我想打J之後就坐左班船走
。

我急到直跑去廁所，係我入男廁之前，見倒女廁有個似男人既女人走出黎，佢仲對住我微微笑一笑。
雖然我好驚佢會係我痾屎果時爬入黎偷睇我，甚至HEHE埋我，OH
NO!一諗起我菊花就縮緊哂。但係因為太急屎，我咩都無諗就跑左入廁所。

好彩咩都無發生，我痾完屎之後，就快快手著返條褲，之後出到去就見倒有架船就開，我諗都唔諗就
跑左上去，之後就是但搵個位坐低，但係好奇怪突然間好鬼眼訓眼訓到忍唔倒，之後就訓著左。

 聽倒D死人廣播音效之後我就醒左，個廣播話「本船即將到達人妖島，請乘客準備噔噔噔噔...
落船」我望一望手機...無訊號...我一諗就知今次大X獲，最奇怪既係全架船既乘客得我一個，不過聰
明既我緊係第一件事走去船長室睇睇。我搵左陣先搵倒船長室，鎖左......

「喂!開門呀!開門呀!」我叫左幾聲，但係無人理我。

我火都黎,跟住就學果D飛虎隊咁樣一腳一腳咁想踢開道門。
但係踢左陣我就知電視果D片段係呃鬼我，我根本就唔夠力踢開道門。所以我就想搵D工具砰砰砰! 

打爆道門佢，點知我一轉身，道門竟然自己開左。

「哇!」我嚇倒跌左落地下，痛死我啦。當我諗住走入去鬧爆個船長既時候，點知入面咩人都無，只
見倒有本HEHE書,係呢個時候又有廣播。「本船已到達人妖島」我一走出船長室就見倒有個人落緊船
，我諗都唔諗就跑過去想叫停佢，點知佢無理我落左船，我迫於無奈跟埋佢落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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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到去之後見倒個島同長洲差唔多大，我見倒岩岩果個人係前面停左係度。

「喂!」

今次我終於叫停左佢，但係當佢另個身過黎果時，我就知今次大X鑊，佢就係之前我係廁所門口見倒
果個似男人既女人，唔洗講大家都知佢係人妖。最可怕既係佢一轉身就講

之後佢就對住我奸笑「你有一顆少女心嗎?」

岩岩講果D就係由朝早到呢家發生既事，死啦今次見倒佢既 笑樣，我好驚我保唔住我菊花。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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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倒呢句野我好不安。「你有一顆少女心嗎?」

下一秒，佢就慢慢咁行緊過黎。

我一路向後行一路對住佢大叫，聽倒我大叫個死人妖笑得仲奸，「你想點呀!死開呀!我唔係GAY架!」
由慢慢行過黎，變做跑過黎。

，我諗都唔諗，轉身就跑。大家都知背面係船，所以我就諗住跑入船避下。呃!?仆今次仆街了
街!架船係我唔驚唔覺自動開走緊!明明應該無人係架船度架，架船呢家同岸邊相差只係一兩米左右!所
以我諗住直接由岸邊跳上去。

「嘻嘻!我要解放你既少女心!」

我邊大叫邊用盡我全身既力氣跳過去。好野差少少就上倒船架啦,正當我好型咁準備擺出「救命呀!」
一個落地POSE既時候，突然我左腳比人用手一拉，我即刻伸隻手出黎想捉住船邊D欄杆，點知個死
人妖,好鬼大力,一手就將我拉返去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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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佢拉返上岸之後我即刻轉身想抵抗，呢個死人妖著住一條有花邊既連身粉紅色短裙，上身D肌肉勁
爆到好似就快爆衫咁，著住一對高跟鞋，下身D腳毛露哂出黎，仲化左個好厚既妝，個嘴擦左好厚既
紫色唇膏，哇再睇落去我真係要嘔!

我即刻拎起武器，之前入CAMP帶既BBQ燒烤叉，我拎住兩枝燒烤叉，準備使出我既「雙叉流」。我
學動畫人物擺出一個POSE，跟住一野叉去佢到。點知佢威都唔比我威返陣,一手捉住一枝燒烤叉，跟
住用手指公就整彎左兩指燒烤叉。呢個時候我係我背包是但拎D野掉佢，係佢接住我掉既野果時，我
就把握呢個機會向佢後面跑。我9秒9咁跑,但係好奇怪聽唔倒佢既腳步聲追黎，我跑入最近岸邊既樹
林入面，我偷偷地向岸邊轉頭一望...OH MY
GOD!原來我拎黎掉佢既係我條底褲，佢仲係岸邊好開心咁拎住我條底FING黎FING去大叫「正呀喂!
」

講都無人信，我竟然比自己條「底褲」救左，心諗唔通我去左海X王「三治」去果個人妖島!唔得我要
冷靜!

正當我想冷靜既時候，我聽倒D笑聲，跟住就見倒有幾個人妖係路邊經過，我即刻哩係樹後面嘻嘻!
，等佢地既奸笑聲無哂之後，我先放心。一放心，突然眼前一黑，我失去意息之前望一望背後，見倒
背後係岩岩果個追我既死人妖，跟住我就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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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我鐘意左你好耐!我地一齊好無?!」

「吓...呃...對唔住，我鐘意...既係女仔...」

「性別真係咁重要咩!我地唔應該比性別限制住架!」

係呢個時候，好奇怪我竟然諗返起3年前中七時候比最FD既男性朋友表白果時既事，但係我拒絕左佢
之後，第二日就收倒佢失蹤既消息，之後就無再見過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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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醒返，我發現我坐左係張櫈度，覺得頸背痺痺地，頭有D暈暈地，係我想伸手摸下仲痺緊既頸背，
先發現我隻手同隻腳都比人挷住係張櫈度。呢度唔係好大，我一眼就睇倒哂呢度，得一張木櫈同一張
木檯，我坐住既木櫈貼住木牆，我正前面係一道門，張木檯係我左邊，成間房一個窗都無，如果唔係
開左燈我咩都睇唔倒，睇黎我比人捉左黎一間木屋。 點解覺得我下半身涼涼地既...哈啾!

WTF!!!!?點解我著住條白色連身長裙架,仲著住對白色高跟鞋架!
一定係個死人妖幫我換!我一定要走呀!我再睇下周圍有無野可以幫我解開D繩，但係咩都無...
唉...點解我會遇倒D咁既事，點算好，我唔想留係度比佢地HEHE呀...我望住自已著住D女人衫，咦!?
突然間我諗倒個好主意，幫我走佬既好主意，哇哈哈哈哈哈，成間房得返我既9笑聲。

過左無幾耐，道門開左，個死人妖果然返黎。

無錯呢句野係我講出黎。「我覺得我好似找返真正既我，我搵返我既少女心啦!」

佢好開心咁望住我，個死人妖話「咦呀!好衰架!小寶貝，估唔倒你咁快搵返你既少女心!我叫波子!我
呢家就解放你!你以後就叫愛愛子啦!你呢家係一位見習人妖!」

HI你!UP乜鬼野呀!?仲有人妖有分見唔見習架咩，ONLINE GAME職業咩?愛愛子!?

果然比我估中，佢地係想同化我變成人妖，只要我扮到好似比佢地同化左咁就唔會有事。波子幫我解
開左D繩，今次我無即刻走,因為我知佢D體力太勁，我呢家走實比佢地捉返，所以我呢家要做住愛愛
子先，老豆老母，如果比你地見倒我呢家個樣，我只可以講聲對你地唔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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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子話要帶我去同人妖王打聲招呼，仲話人妖王等左我好耐，所以我呢家就跟住佢走出左間木屋，係
人妖國度行緊，路途見倒好多人妖，佢地有D係度拎住條底褲跑黎跑去，有D就係度摸另一個人妖大
腿...佢地一見倒我就好開心咁樣，我就學佢地咁對住佢地笑下，再大大聲咁打聲招呼「我係見習人妖

咁樣。當我經過人妖國既噴水池果時，我先知原來波子係我暈左果時幫我化左個人妖妝，，愛愛子」



不過我好奇怪，我竟然無嚇親，好似慢慢咁接受左呢度D野，就好似真係比佢地同化左咁。

行過左水池，幾間木屋，過左條橋，我地黎到人妖王既城堡。人妖城係人妖國既中間，人妖國分為東
南西北4條街，而我同波子岩岩就係由南街過黎，南街係唯一一條可以去港口既路。入城門之前我好
似見倒有個黑影閃過，入面好大，我地行左好幾層樓梯，再轉多幾個轉角，再行多幾層樓梯，就去到
人妖王果度。

我都唔知點解，我身體自動咁做左個「我就係人見人愛既見習人妖---愛愛子!」
好K型既動作，仲對住人妖王UP左句咁既9野出黎。當我仲係以為眼前既人妖王一定會係海X王果個
「伊哇」既時候，一望過去，點知眼前既係我估都估唔倒既人黎。

「呃,你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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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你係...」

「哦呵呵呵呵，我係人妖王「卡嘩伊」。波子,你地出去先啦，無我叫你地唔好入黎，我要同愛愛子
卡嘩伊打斷左我想講既野，之後佢就FINGFING手咁想叫波子同埋D人妖守衛出去。單獨傾下。」

波子同班守衛出哂去。「係!」

雖然佢呢家變到成身肌肉，同化左個人妖妝，但我好肯定佢就係三年前前同我表白果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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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人妖守衛一出去，卡嘩伊塊面即刻變成一個淫笑樣同埋係度用手指係佢D頭髮度轉圈。HI!好想嘔!

「嘻嘻!愛愛子，你唔洗再扮野啦，反正你扮唔扮野你好快都會變成真正既人妖，成為我既愛人!哦呵
呵呵呵!」

其實我係度扮哂冷靜咁問佢，其實我好驚訝，唔係因為比佢發現我係度「成為真正既人妖?咩意思?」
扮緊人妖，反而係點解佢咁肯定會話我遲早變真正既人妖。

「呵呵呵!等我話你知點解啦，所有人只要係我島一段時間，都會慢慢變成人妖。開頭會對人妖既野
慢慢習慣，之後講野既方式會慢慢改變，肌肉會慢慢咁發達，最後就連個心都變成人妖!哦呵呵呵呵
呵!」

卡嘩伊越講越激動同狂笑。我無理到佢，我留意四周圍，諗住搵機會走人。呢間房類似以前打機D國
王見客既房一樣，我前面有條梯級上一個高台度，高台上面得佢既王位同旁邊應該係王后既位，而我
左右兩邊，有十幾張櫈，窗同花樽，後面就係出去既門。以我岩岩黎果時所知，呢度都幾高跳窗走，
一定仆街。所以我諗倒個方法，就係先用旁邊既花樽掉佢，之後拎張櫈跑出去嚇勁出面班人妖，之後
走人。

我即刻跑去旁邊拎個花樽掉佢點知個花樽重到「你條仆街人妖!我要走!我唔會再留係呢個人妖國度!」
HIHI，我拎都拎唔起，所以我就即刻改成除左我對高跟鞋掉9佢。

佢一手就接住對高跟鞋，跟住係度淫笑「你知道又點，就算你出到去，你都搵唔倒方法返去架啦!我
講完之後佢就掉走對高跟鞋，一跳就由高要你身心都成為我既人!你遲早一定比我HI爆!哦呵呵呵呵!」

台跳落黎。

係呢個時候，我把握時間，拎起旁邊D櫈，我HI佢，點解人妖國D野全部都咁重架!我一望過去已經見
佢跑到我面前，佢一抓，我勉強閃開左，之後佢再一手就抱住左我，跟住仲推我落去，再一野抓爛我
套連身裙既上身，跟住我就露兩點。

佢見倒我既上身赤裸即刻笑得好淫仲大叫「忍唔住啦!我呢家要HI爆你菊花!之後你就係我既人啦!哦呵
呵呵呵呵!」



我感覺倒佢呢幾年好明顯已經由HEHE變成一個肌肉發達既菊花愛好者。係我亂諗野既時候，我突然
間覺得自己身體有變化，之後我就大叫「食屎啦你!」我用盡力一野踢落佢下體度。

「呀!」佢摸住自己下體大叫，睇黎佢痛到HIHI咁，不過佢好快就恢復返，再舉起手抓過黎，我好輕
易就閃過左，再偷偷地係條裙袋拎起我既秘密武器收係手入面，不過估都估唔倒佢加快速度連發三下
追擊，我勉強先閃過呢三下，但係我成條連身裙都比佢抓爛左，剩返條T-BACK。我用盡全力向門方
向跑去，係就快到門既時候，佢已經差少少就追倒上黎，仲伸手想拉我條T-BACK。

我腳一踏，地上出現在一個腳形狀既坑，跟住一野向前跳，連埋道門撞爆出去。心諗，HIHI啦今碰!
次!睇黎我已經進入肌肉發達既人妖變化階段。

出面既守衛一聽倒卡嘩伊既命令，就即刻排成一排想捉住我，呢家我後面係「捉住佢!但唔好傷佢!」
追緊黎既卡嘩伊，左邊有4個守衛，右邊係波子同3個守衛

我向左邊跑邊大叫 向住果4個守衛掉出我既「秘密武器」。跟住佢地即刻掛「必殺!底褲星!」
住搶我既「秘密武器」，我就係呢個機會跑走。其實我之前離開果間木屋之前，係木屋發現倒我既底
褲，應該就係之前拎黎掉波子果條，我偷偷地收埋係身，多謝你，我又比條底褲救多次。

HIHI啦今次!左邊條路得向上既樓梯行，我諗都唔諗就向上跑，途中既守衛因為全部都未了解咩事，
未黎得切反應就比我跑過左，就係咁我著住條T-BACK跑到城堡頂樓，已經有40個左右既人妖守衛連
埋波子同卡嘩伊係後面。

「哦呵呵呵呵!你再走都無用架啦呢度頂樓黎，估唔倒你咁快就肌肉強化，不過你呢家無路走，你都
卡嘩伊邊淫笑邊大叫。係乖乖地返去同我合體啦!哦呵呵呵呵!」

因為我係一個唔會向惡勢力低頭既人，我諗都唔諗就跳落去。「我死都唔會比你爆菊花!」

心諗我會就咁死係人妖國?死左之後會唔會比佢姦屍架!?不過起馬我死前都無比人爆
菊，都算對得住我老豆老母。再見啦!老豆老母!

係呢個時候一個黑影突然飛過，我比呢個黑影接住，跟住個黑影就帶左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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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家係夜晚，我比一個人帶到人妖島北邊既海岸度，果個人一黎到呢度就拎起一D預先砍好既柴同火
機黎生火，之後佢就比左條魚我，跟住我地就圍住個營火一人拎住一枝樹枝叉住條魚係度BBQ。估
唔倒由本身想同班朋友去長洲入CAMP BBQ，呢家竟然變到去左人妖島著住條T-BACK係度BBQ。

救我果個人，上身著住深藍色連帽褸，下身係黑色褲。因為佢戴住頂褸帽所以睇唔清佢個樣，不過睇
身形，一睇就知係男人，同埋我好肯定呢條友好勁秋，可以接住係高空跌落黎既我同避開哂班人妖，
之後仲帶我黎到呢度。我一直同佢保持距離，因為我唔係完全信哂佢。

唉，心諗同個男人兩個人BBQ，真係HEHE，我一口咬咬落條魚度，突然我感覺倒帽褸男望住我，諗
到呢度「死啦唔通佢救我係因為...」我緊係即刻舉起手SAY NO「我唔係HEHE黎架，HI你!唔好搞我
呀!」

「冷靜D先，我唔係GAY。」

當我傻的嗎，我緊係唔會信佢，究竟有幾多個HEHE會肯認自己係HE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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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咁的，我玩「遇見」呢個溝女APPS果時，本身諗住毒向左走向右走識返一個半個囡囡，點知玩左
成個月都無識倒。突然有個張相正正常常叫阿言既男仔HI我，我緊係同佢講我唔係HEHE啦，之後佢
話佢唔係HEHE，仲話其實佢只係想識多個FD姐咁樣，之後見無聊咪同佢傾下計囉，一傾就傾左幾個
星期，之後佢話想約出黎食下飯唱K咁，我見同佢講野果時無咩野咪去囉，果日唱K同食飯就無咩既
。點知食完飯之後，果時都幾夜，我諗住同佢SAY
BYE啦，點知佢話想講心事，之後我地去左附近既公園，點知佢...點知佢!!!!!一去到公園就推我落地係

我HI佢，好彩咁岩有警察經過，我咁摸我條勁，佢好鬼大力，我推唔開佢，之後仲係咁用條勁磨我!!
就一野踢落佢條勁度，之後大叫救命，跟住佢就比人拉左。不過果件事無耐之後，聽新聞佢係獄度離
奇消失，果時真係嚇到成日扮病唔返學。加埋之後，同我識左好多年既卡嘩伊原來都係HEHE，搞到
我唔夠擔咁易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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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唔會信你架!死GAY佬!你救我一定係為左HI我菊花!

「妖!9夠未!信唔信我打勁你!?」

「打咪打!你打勁我都唔會比你HI架啦!」

帽褸男舉拳一野一野咁打落我塊面度，一拳、兩拳、三拳...佢D拳快到好似殘影咁，係咁打，打左唔
知幾多拳先停左。



我痛到訓左係個地度，差少少就暈左，個心正準備緊要比佢HI菊花果時，帽褸男開聲講「唔理你信
唔信，總之我救你唔係因為要HI你菊花係因為要你幫我做一件事。同埋睇你呢家身體既變化，你聽
日黃昏就會變人妖!」

本身我真係以為卡嘩伊係嚇勁我先亂UP會變咩人妖，但我呢家「咦呀!我身體?好衰架，講呢D!呃!?」
發現自己D肌肉真係勁秋左好多，同埋呢家講野越黎越人妖加埋個帽褸男又咁講，真係唔到我唔信。

我冷靜落黎，雖然仲係唔係咁信佢「咁呢家點算好?」

「只要離開呢個島，我諗你就會變返正常。致於我目標就係離開呢個島，我搵過哂成個島都無見倒船
，得返人妖城堡未搵過!」

「姐係你要我幫你搵船，之後再偷出黎!?大佬你痴線架咩，我邊夠班死人妖打!我一定會輸比佢地，
跟住比佢地爆菊花架!」

我見佢又舉起手好似想打勁我，所以我即刻收聲「你真係好煩，聽我講埋!」 「班人妖交比我，船就
交比你!講明先我只可以拖住佢地，我唔夠佢地咁多人打。」

雖然我未完全信哂佢，但係呢家無哂方法，同埋我自己都感覺倒再唔行動就真係會變人妖，所以呢家
唯一既出路就係幫佢手 我伸隻手出黎，表示要同握手合作。佢笑一笑，伸手同我握手。「成交!」

之後我問左佢小小野，例如佢點解係度咁長時間都無變人妖，佢就話因為佢同其他人本質上唔同，雖
然答左就好似無答咁，不過我驚再問又會比佢打勁。
最後我地決定聽朝出發，因為佢話朝早果時城堡好大霧，傾埋D戰術之後，因為太累我好快就訓著左
。



06. 決戰!

06.決戰

係厚厚既白霧入面，有兩個人影係度快步閃過，人妖城堡既兩位守衛完全留意唔倒，仲係度打喊怒。
人影走到城堡既則面，其中一個人影拋一條有勾爪勾住既繩出黎。唰!只有一聲，勾爪就勾住城堡一
樓既窗。

「你就係呢度入去，我就去正門，引開佢地注意，我主要引佢地去上面果D層，到時你就偷偷地係地
帽褸男講完，就跑走左。而我就捉住條繩，學忍者咁樣爬入去。一爬入去，係一間睡下果層搵船。」

檯同櫈，旁邊係張粉紅既床。床上面訓左一個人妖，我一睇，原來係房，呢間房主色係粉紅，粉紅既
波子。波子著住粉紅色有花邊既睡衣，妝都無落。

出面有人大叫，跟住就有好多腳步聲。我即刻爬入波子張床，既床下底。我一爬入去「有入侵者!」
，波子就醒左，衫都無換就跑左出去。而我就爬返出黎，當我想出去果時，我見倒床邊既檯上面有張
相反轉左，我忍唔住反返轉黎睇。一睇...我嚇左野，呢張相係我以前同某人影既相，係張相入面我旁
邊果個人就係以前「遇見」識果個阿言，估唔倒波子就係阿言，唔怪得佢失左蹤咁耐都無人搵倒佢，
不過我好奇怪，佢點解會可以係監獄走倒出黎。

我走出房，出面一個人都無，我好順利就落到去地下果層，我搵哂全層都見唔倒有船，我只係搵倒一
個通道，我留低記號，等帽褸男可以搵倒我。我走入去果個通道，果個通道入面有向下行既樓梯，我
好快就穿過左果條通道，穿過通道，前面有條水道，條水道係通去出面海，水上面有船，我反而有D
唔好既預感，因為一切太順利。好快我預感就應驗左，前面有一個人影，果個人就係人妖王「卡嘩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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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褸男比左兩樣武器我，一樣係用木製既飛鏢，不過唔好睇少佢係木製，前尖好鋒利，以我呢家既臂
力，丟出去一定傷倒人，我有五枝木飛鏢。另一樣武器，係兩把短刀，用黎近身對戰用。我呢家已經
知道唔係你死就我亡，所以我唔會留情。

我丟出兩枝木飛鏢，佢一則身就閃過，一個殘影向佢飛去，我舉起兩把短刀，向佢砍去「收皮啦!」
。

唰!佢一手檔一邊刀 同時一腳踢過黎我。我完全無練過武術，避都避唔倒，佢「咁心急，做咩姐。」
腳力奇大，就咁就比佢踢飛左10米外，我雙手鬆開左兩把短刀訓左係地度，我即刻想起返身「呀!」
但痛到半跪左係度，應該斷左一、兩條肋骨。我強忍痛楚，硬企起身，雖然睇唔倒呢家自己個樣，但
係我相信一定好難睇。

「嘻嘻，我一早就估倒你會黎呢度，你唔係以為你肌肉發達左D就打得過我，話比你聽，你既身體變
卡嘩伊露出一個邪笑，我見倒呢個化都係因為我既能力先變成咁，我呢家就黎捉你返去啦，嘻嘻。」

邪笑覺得好可怕，因為唔係正常人既表情，而係果D好可怕既罪犯先會有既笑容。

佢向前走過黎，我強忍痛，丟出兩枝木飛鏢，佢避都無避，左手一掃，D木飛標比佢掃走哂。係呢個
時候我轉頭就跑，但係我跑左唔夠幾步就眼前一黑半秒左右，醒返就發現自己比佢壓住左係地度，佢
一隻手壓住我頭，另一隻手捉住我兩隻手。



卡嘩伊係度狂笑緊，佢D笑聲嚇到我菊花縮緊哂。「嘻嘻嘻!我終於捉住你啦!哦呵呵呵呵呵!」

佢既笑聲突然停左，一滴兩滴三滴，血一滴滴咁流左係我面前既地上。下一秒，佢跳開左，我轉身一
睇見倒佢左手插住一枝木飛鏢，佢一手就拎返出黎掉走佢，下秒佢D傷即刻好返。雖然我知道，帽褸
男終於黎救我，但我覺得最驚訝既係佢既再生力。

卡嘩伊充滿自信咁講。「另一個入侵者就係你?」

帽褸男舉起一把6寸長既刀，呢把刀既刀身有一D銀色坑紋，刀鋒好利。佢腳一踏，一個殘影即刻出
現係卡嘩伊面前，刀一揮，卡嘩伊好易就閃開左，但係原來岩岩果野係虛招黎，同一時間佢另一邊手
已經丟出幾枝木飛鏢。卡嘩伊左手一掃，今次D飛鏢無比佢掃走，全部都插左落佢隻手度，跟住卡嘩
伊再向後一跳，再即刻拎返D木飛鏢出黎，下一秒佢傷口又好返。

卡嘩伊發現佢身體完全無人「你究竟係咩人?你無比我既能力變成人妖，仲有你係點入黎人妖島!?」
妖既變化之後，岩岩個自信樣無左，變成好驚訝咁望住佢。

帽褸男無應佢，只見佢再舉起果把坑紋短刀，準備下一個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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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褸男突然成個人消失左，之後卡嘩伊向一邊跳開，跳開左之後，佢左手出左條少少既血痕。跟住帽
褸男就企左係佢原本企果個位度，地上面仲出現左一條裂痕。卡嘩伊完全無比帽褸男既實力嚇親，佢
終於主動進攻，擺出一個鬼爪手既架勢，之後佢都消失左，半秒左右，佢就係帽褸男面前出現，係咁
狂出爪，出爪既速度快到見倒好多手既殘影，帽褸男仲神，佢變成無數既殘影係度閃避佢既淫爪。

閃避之間，帽褸男用刀向前橫砍，卡嘩伊即刻收手向後一跳，跟住帽褸男又再丟幾枝木飛鏢出黎，但
係睇黎同一招對卡嘩伊無咩用，佢用奇快既爪功接住哂全部木飛鏢。「嘻嘻，你呢招已經比我睇穿左
啦，唔會再對我有用。」

係旁邊睇既我，忍唔住講左句「哇，閃黎閃去，咁似龍珠打鬥既。仲有岩岩果句咁似聖鬥...」

帽褸男好唔耐煩咁對我講，跟住順手丟幾枝木飛鏢去卡嘩伊度。我「仲睇，快D去搶船啦，HI你!」
趁機忍住傷痛向船果邊跑去。

卡嘩伊已經係我背後出現，佢既淫爪，差1CM就爪中我。但係佢又即刻縮返手，跟住我「想走!?」
聽倒一聲巨響，我眼見背後既地下出現左一條裂痕，而帽褸男就企左係旁邊。「我呢家就要你死!」
卡嘩伊成塊面紅哂，青根露哂出黎，睇黎佢好火爆。

我跑到船旁邊，解開船連接岸邊果條繩，跟住就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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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測呢架應該係我之前黎人妖島坐果架船，我經過船長室一睇，入面又係果本HEHE書。跟住我就
跑去搵控制室，其間成隻船都無人妖敵人，我好快就到左控制室，我照住帽褸男之前咁教，開哂入面
D機器。因為佢無教我點控制架船，可能係怕我掉低佢走人，我跑出去甲版度大叫「準備好啦，快D
上黎!」

我跑去船既欄杆旁邊望出去，只見帽褸男喘哂氣，左手有幾條粗粗既血痕，鮮紅既血仲係度係咁流落
地下，佢右手依然舉起刀對住卡嘩伊，相反卡嘩伊無喘氣，身上完全無傷，擺出一個好奸既笑容。佢
地兩個都係擺起戰鬥架勢，但係動都無動，就好似我以前係電視睇果D，高手過招咁。

一講完，卡嘩伊就先發動攻勢，佢舉「嘻嘻!雖然唔知你點入倒黎人妖島，不過你好快就會死係度!」
起右手衝過去帽褸男度。帽褸男完全無動，只見爪就快刺穿佢肚果時，佢輕輕咁一移，爪只係剌穿左
佢腰邊，跟住卡嘩伊想收返隻手果時，估都估唔倒，佢即刻用左手捉住卡嘩伊隻手，右手一揮。

卡嘩伊成隻右手比人砍左落黎，佢右手D血好「嗚哇哇哇哇!HI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我隻!我隻手呀!」
似噴泉咁係咁噴出黎，同時佢右手用好快既速度再生緊。不過帽褸男完全唔留手，係呢個時候再補刀
，一野砍落卡嘩伊度。卡嘩伊忍痛向後跳，但係都係中刀，身上面又多出左一條好深既血痕，卡嘩伊
半跪係地上面。

眼見帽褸男舉刀想砍死佢，我跑落船大叫左句野出黎「唔好殺佢!佢係我好朋友黎!」



帽褸男再次舉刀想砍落去。「佢已經唔係你以前識果個人。」

我邊跑過去邊諗返起以前既卡嘩伊，我地一齊去玩、溝女、追唔倒就一齊飲酒、逃學...一生人好難搵
倒個咁好既知己，或者當初我拒絕佢之後，無完全唔理佢，佢呢家就唔會變成咁。

我跑到帽褸男面前喊住大叫「我求下你停手!就算佢變成點，都係我朋友黎!」

帽褸男停左停，之後一野推開我，我即刻大叫 不過佢無理到我，舉起刀向卡嘩伊心口一砍「停手!」
卡嘩伊大喊大叫。帽褸男伸手係佢心口入面拎左一粒好似種子既野出黎，之後卡嘩伊既「好痛呀!」

再生就停左，好彩既係佢隻手既傷口合埋左，但係無生返隻完整既手出黎。

跟住佢一手拉起我 佢捉到好實我FING唔開佢「放開我呀!」

「一粒種子，未種落田之前係唔會知好定壞，但係當知道一粒種子係壞既時候就唔會有可能變成好既
講左句咁既野之後佢就一野打暈我。種子。」

我失去意識之前，聽倒後面既卡嘩伊係度大叫「點解!我明明係比神揀中既人，我無可能輸架!嗚嘔!」
佢口吐血之後再講 我傷心，傷心既係佢已經唔係我以前識既卡「我創造既呢個王國唔會就咁完.....」
嘩伊，後悔，後悔既係我間接令到佢變成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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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一直都以為我既性取向係正常，不過不知不覺間發現我鐘意既係你，我忍，忍左好多年，但係
都忍唔住要同你講。

自從講左呢句野之後，我好後悔。係果日夜晚我「性別真係咁重要咩!我地唔應該比性別限制住架!」
不斷搵你，用短訊同你講對唔住，就算一齊唔倒，都想做返朋友之類，但係你完全無回覆我，打比你
都係唔聽，一夜之間我既世界由充滿色彩既世界變成得返黑白灰呢三種色，因為唯一了解我既人唔再
理我。

我成個夜晚都無訓，雖然我知道已經返唔倒轉頭，但我成晚都依然係等緊你既回覆，不過你依然無覆
我。去到朝早，我係呢個黑白灰既世界度走，完全無目的咁行，唔知行左幾耐，我行到海邊，我諗倒
無諗就跳左落去。

係海好深我前面係一片白光，後面係一片黑，咩都睇唔倒，而我不斷向黑果邊落去，我好快就呼吸唔
倒，好痛苦，本身跳落黎我想咁樣就咁死左去，但係我，我突然間發現一件事，就係唔想死，我係海
度不斷咁掙扎想游返上去，但係已經太遲，我無哂氣力，就咁被迫吸入海底度，慢慢咁失去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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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醒返之後，本黎我以為我去左死後既世界，但係我好快就無左咩個諗法，因為我起身既地方係岸
邊。唔知係有人救左我，定係比海水沖返黎岸邊，我傷心到想離開呢個世界，但係又好怕死，哈哈，
真係好矛盾。

當我企返起身既時候，我發現我手上面有一粒種子。種子既大小大約比乒乓球細一半，上面有D奇怪
既凹凸花紋，但係我覺得完全比呢粒種子吸引我既目光，我想望去第二度都做唔倒，我可以做既只係
望住粒種子。

突然間我覺得我好似有好多日無食過野咁，眼前又有粒種子，我忍唔住將成粒種子食左落肚。幾秒之
後，我覺得全身好痛，果種痛一時又好似全身比人一下一下咁撕裂咁，一時又好似比成千上萬既針針
緊，我痛到生不如死。

過左唔知幾耐，果種痛既感覺終於消失左。我發現我自己身上面出現左變化，我發現我有能力可以做
多一個世界出黎，就好似我出世就有呢種能力咁，只係我從來無用過咁。我無去諗發生咩事，我呢家
諗既係，我終於可以做一個我想要既世界出黎。



09. 黃昏時段

09. 黃昏時段

醒返之後，我發現自己訓左係船既甲版上面，我望下船外面，發現船已經離開左人妖島幾十米左右，
人妖島用好快既速度自動解體緊，我跑去控制室搵帽褸男。一打開控制室既門，我見倒地上面都係鮮
血，係控制位上面就係帽褸男，睇黎佢既傷好重，佢依然係度控制緊架船，無留意倒我既存在，如果
我呢家要為左卡嘩伊報仇，好可能會成功。

我已經知道我識果個朋友已經唔係度，剩低既只係為左欲望，亂咁用能力既人，所以我覺得帽褸男了
結左佢可能先係最好既決定，所以我完全無諗住為左報仇而殺死帽褸男。

「人妖島做咩係度解體咁既?」

帽褸男轉頭望一望我，跟住就繼續控制架船 我無再問落去，因為我知道(種「因為種子比我拎左。」
子應該就係令到佢變成咁)呢個原因就夠，之後我地就無再交流，我只係坐係旁邊望住船前面。突然
，船震得好勁，我見倒前面係一個好大黑洞。

「咩事?!」

「呢家要衝入去!!」

「吓!?咩話!?」

「我話衝入去就返倒去原本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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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入黑洞之後，入面係一條黑色既通道，船越震越勁，不過架船完全無爛，就好似專為過呢條通道而
造出黎咁。 我眼見旁邊既帽褸男比人一野捉住條頸，撞落地上面。我一望過去眼前果個係...波碰啪!
子!

睇黎「仲唔比我捉倒你，我要殺死你!跟住我只要拎倒果粒種子，我就係下任人妖王啦!哦呵呵呵呵!」
波子已經完全失哂常，我見帽褸男好似失去左意息，我就跑上前想救佢，但係波子力量奇大，佢一手
就撞開我。我比佢撞飛去附近既牆邊，係我身上跌左一把木飛鏢出黎，原來我仲有一枝。我眼見波子
係帽褸男身上拎左粒種子出黎之後就係咁狂打暈左既帽褸男，我拎起地上面既木飛鏢，慢慢咁接近波
子背後，我一野插落去佢頸度。 佢想叫都叫唔倒就訓左落地上面。「嗚...」

因為我受左重傷，我半跪係地上面，帽褸男呢個時候醒返，佢好似完全無受傷咁，佢起身汁返粒種子
收返入褲袋度，跟住走去我面前，用一個奇怪既眼神望一望我，呢個眼神帶D傷感，佢係另一邊褲袋
拎左樣野，放落我手度，佢無講D咩就行返去控制架船。我坐係地上面，動都動唔倒，突然間我有種
強烈既想訓教既感覺，就好似我岩岩黎呢個島果時咁，之後我就訓著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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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倒臉上面有D暖意，我大大力打開眼，強烈既紅光照入我隻眼度，強光令到我只可以瞇起眼。
中環過一陣我終於可以正常咁睇野，我見倒個太陽落緊山，仲發現我呢家係 碼頭，我身上完全無傷，

身形變返正常，身上著既衫係我原本既衫，我既背包仲係度，我心想之前既事全部都係夢。不過我好
快就打消呢個念頭，因為我手上面係帽褸男放係我手上既野，呢樣野係我同以前既一個朋友影既一張
相，我忍唔住喊出黎大叫。

「嗚嗚!!!!!!」

呢個時候我感覺倒褲袋既電話震一震，我拎起電話一睇。

[喂，你痾屎洗唔洗痾成個鐘呀，你個女神KARY都黎左長洲呀，你唔黎就算!]

我抺走眼淚，背起背包，向往長洲既尾班船行去。

<<大鑊啦今次!我坐錯船去左人妖島>> 完



後記

有D伏筆我無解到，例如種子同帽褸男，係因為呢個會係第二個故既野黎，所以第二個故先會講。

下一篇文我已經諗左大約係寫D咩，下篇唔會好似呢篇文咁，咁HEHE架啦，同埋希望唔會爛尾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