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堪稱無敵的惡魔

作者: 小橋游水人家

Powered by 紙言

https://www.shikoto.com


1

一名身穿厚甲的將軍急步走到了國王的寢室內，然後說 :

「請容許在下對狄蒙尼王報告！斯巴達，波斯和雅典的聯軍已經差不多到達城門了！請指示在下該怎
麼做！」

他急躁又帶點徬徨地說。

而在他眼前的，是依舊躺在大床上，懶洋洋的狄蒙尼。狄蒙尼聽罷，並緩緩的提起身子，把眼睛打開
。

在整理秀麗的金色長髮同時，喃喃自語的說：

「真是麻煩呢。」狄蒙尼身高190厘米，身形雖較為瘦削，但同時卻滿身肌肉。他有把金色的秀長直
髮，手指和指甲是異常的長。他從來不穿衣服，不論是白天晝夜，寒冬或是炎夏，他永遠都是赤裸裸
的上身，連鞋子也不會穿。身體唯一的服裝就只有一條貼身的黑色長褲，就此而已。

當狄蒙尼正想開口繼續說時，外面的巨響打斷了他的話。

「狄蒙尼！！！你今天的死期將於到了！你準備好了嗎？哈哈！老夫等下就來送你上路了！」

狄蒙尼和身旁的迪西里將軍走出寢室，來到了城門上查看外面的環境。

剛剛說話的是列奧尼達，他是斯巴達人的王。

「我就跟你們說過，這十年來你們到處屠殺，搶掠，一定會招致報應的！看到我身後的百萬聯軍了嗎
？！你們死定了！HA-OOH！！」

「HA-OOH！HA-OOH！HA-OOH！」這是聯軍們戰鬥前的叫囂，只要國王一句，士兵們便會回應
，一呼百應。

巨大的聲浪甚至掀起了一道強風，吹向了狄蒙尼的臉上，把他的秀髮輕輕的吹亂了。狄蒙尼一邊再次
整理頭髮，一邊對迪西里說：

「你有信心能打贏眼前的這位將軍嗎？」

可是迪西里似乎沒有意識到狄蒙尼正在和他說話。這是因為一來聯軍的聲浪太大，二來也是因為狄蒙
尼從來說話都是輕言細語的，絕不會提高嗓子。

所以，狄蒙尼走到迪西里身旁，輕輕對著他的耳朵細說：

「我說啊，親愛的迪西里，你覺得你能打贏眼前的這位將軍嗎？」

「當然可以了，我的狄蒙尼王。有了您在我身旁，我擁有無比的勇氣和力量。」



「那好吧，你就速去速回，可不要拖太久啊，我等一下還要和你用膳呢。」說罷，狄蒙尼輕輕親吻了
迪西里的臉頰，把手放在他的肩膊上，然後說：

 「去吧，請不要令我失望呢。」

迪西里策騎飛快的來到了城門前，他提起戰斧，然後緩緩的落下了馬，走到列奧尼達前。

「能有膽子在我家門前大呼大喊的，相信只有斯巴達王，列奧尼達才能做到，我沒有猜錯吧？」

「啊，對啊畜牲，你猜對了。能死在我的手上，是你這等廢物不應擁有的榮幸啊。單是這樣已經令我
很不爽呢。」

「我說啊，列奧尼達，我對你在溫泉關以300名士兵成功阻擋我軍的確感到非常敬佩。但你現在知道
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狄蒙尼王絕對不是你等閒雜人能騷擾和觸及的。單是阻礙了狄蒙尼王休息，就
已經犯了死罪呢。」

「你這走狗還真是天真得很呢，看來你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死定了嗎？雖然說狄蒙尼現在是我們的頭號
敵人，但是替他辦事的你雙手也一定沾滿了鮮血吧。殺了你的話，我絕對會感到興奮，相信我死去的
族人和家人也會大聲叫好呢。」

列奧尼達戴上頭盔，然後提起斯巴達人典型的武器，長矛以及圓盾，準備作戰。而迪西里則回頭看著
在城門上的狄蒙尼，彷彿狄蒙尼就是他的精神支柱，頓時令他感到安穩。

在城門上的狄蒙尼，只是冷冷的站著觀看。他的站姿非常特別，永遠只會用其中一隻腳來當重心腳，
導致他永遠不會站直，整個人都是東歪西倒，偏偏的。腳在左面，身體就會傾向右面，如此類推。之
所以這樣站，是因為他不想花力氣去站，他討厭運動，最愛就是躺在床上。

列奧尼達舉起右手的長矛奮力刺向迪西里，只見迪西里立刻用戰斧卡著長矛，然後轉身用拳頭直接打
向列奧尼達。

「砰！！！」列奧尼達在危及關頭下勉強用圓盾擋住了迪西里，但迪西里的力量已經足以令列奧尼達
整個人倒下。

「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迪西里不斷用拳毆打列奧尼達的圓盾，令他節節後退。

此時迪西里把戰斧向右猛烈一轉，直接把列奧尼達的長矛給扭斷了。迪西里雙手把戰斧舉起，準備給
予列奧尼達致命的一擊。

在戰鬥開始了不夠十秒的時間，似乎就已經分出了勝負。

「因為狄蒙尼王曾吩咐我速戰速決，加上強者們的戰鬥永遠是短暫且致命的，所以你就此消失吧，列
奧尼達！！！」

倒在地上的列奧尼達深知他的圓盾沒可能抵擋得了這次的攻擊，所以他轉而把手伸到空中，並大喊：

「諸神啊！現在就是給予他們這群惡魔報應的時候啊！請賜予我力量吧！」說罷，一道強光在他們倆
的頭上聚集而成，然後直接沖向了列奧尼達的身上。



猛烈的衝擊波把迪西里整個人彈飛了幾里外。

當迪西里再次站起來時，眼前的列奧尼達全身已被強光所覆蓋著，而且身上同時出現了類似符文似的
文字。

列奧尼達憑空製造了一束閃電長矛，然後彎身，瞄準，奮力的把矛擲向迪西里。

閃電長矛的來勢洶洶，而且速度是異常的快。迪西里眼見已經沒有的足夠時間去躲避，便選擇直接拿
起戰斧試著抵擋。怎料長矛直接穿過了他引以為傲的戰斧，然後再刺接了他的胸部。但是矛卻還沒有
停下的跡象，長矛的力量把迪西里整個人拖行，以飛快的速度把他整個人拉到城門，最後把他牢牢的
插在城門上。

就這樣，迪西里連知道自己將會死亡的機會也沒有，就已經氣絕身亡了。

「你說得沒錯啊，強者的戰鬥就是一瞬間的。而我，就是你不可觸及的那位強者呀。」列奧尼達說道
。

站在城門上的狄蒙尼在看到這一幕後，舌頭不自覺的伸了出來，輕輕的在嘴唇附近打轉。這是狄蒙尼
奇怪的習慣之一，每當他感到有點興奮時，就會不由自主的舔自己嘴唇。

「還真是有夠麻煩的，就不能讓我休息一下嗎？」狄蒙尼自言自語的說。接著，他踴身一躍，直接從
數十米高的城門上跳到城門地面。

「嘀嗒。」落地的時候，並不是像超級英雄般的猛烈巨響和烈震，而是輕輕且溫文優雅的落地。列奧
尼達和聯軍們見狀立刻感到背後有點毛骨悚然。

「這傢伙究竟是什麼鬼東西啊？」他們心中無不沒有這種想法。

狄蒙尼一邊走向列奧尼達，一邊繼續喃喃自語道：

「沒有了迪西里很麻煩，誰給我治理政事，誰跟我談天玩樂，誰跟我一起用膳，洗澡。要再找一人真
的很麻煩，為什麼我要經歷這些事呢，真是麻煩得很啊。我最討厭麻煩了，麻煩真的很麻煩。」說著
說著，他已經離列奧尼達只有十米的距離。

列奧尼達再次憑空創造一把閃電長矛，然後開始瞄準。十米的距離對他來說綽綽有餘，畢竟他以前曾
 經試過擊中三十米以外的敵人。 可是，就在瞄準的同時，列奧尼達亦開始感到疑惑和憂慮。

「就這樣結束了嗎？就這麼簡單？狄蒙尼親自走來送死？」列奧尼達開始有點質疑。為了給予自己信
心，他大喊：

「狄蒙尼！在十年前，你毀掉了我的老家，殺死了我的戰士們和家人。我對天發誓你一定會有報應的
！我一定會親手殺了你！你看啊！你的所作所為令諸神憤怒了，所以才會有今天的報應呀！去死吧，
你這混帳東西，狄蒙尼！！！！！！」

列奧尼達使出畢生的氣力，沒有留下任何一點遺憾，把所有的力量注入了他的閃電長矛中，他瞄準狄
蒙尼的心臟，然後把長矛猛力投出。瞬間，閃電長矛好像化身成龍的一樣，向狄蒙尼撲去。而長矛的
速度，此刻甚至可以媲美光速！



但在在狄蒙尼眼中，長矛就像安裝了攝影機的慢鏡頭一樣，只是緩緩的向他飛去。狄蒙尼大可以輕鬆
閃避，但他卻沒有這樣做。

「閃避要改變行走路徑，很麻煩，就這樣直行就好了。」他這樣想著。

狄蒙尼直接走進了長矛，任由它刺穿自己的身體，身體隨即流出了鮮血。但他的行走速度卻絲毫沒有
改變，仍然是那種漫不經心的漫步，緩緩靠近列奧尼達。

「這.....這是什麼鬼呀？」

列奧尼達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但他沒有放棄，畢竟他的家人和族人全被狄蒙尼所殺，強大的復仇意
念並不會讓他就此作罷。他再次做出了一把閃電長矛，然後向狄蒙尼投去。

「這是什麼鬼呀？」同樣有這念頭的，是狄蒙尼。他看著插在自己身上的長矛，然後自言自語地說：

「人們都變做了魔法師嗎？這些新型武器是什麼回事？這傢伙身上散發的東西好像跟第一次打的那場
戰役中曾經出現過的『聖器』有點像..... 不過這玩兒看來可以還變成一種能源呢。很有趣....
但光是想要怎麼才能令它變成能源就很麻煩，麻煩得很。」

在看到另一把長矛襲來，狄蒙尼並把身上的長矛抽出，然後用它打飛了。終於，狄蒙尼走到了列奧尼
達的身前。狄蒙尼強大的氣場讓向來以勇敢見稱的列奧尼達也呆著了。在他眼前的，外表上是一名金
髮，蒼白，不穿任何衣服，只有黑色褲子的美男子。但列奧尼達所感受到的，是一專神明。

「你剛剛說到了報應和諸神了吧？」狄蒙尼看著列奧尼達說。

他的雙眼和別人不同，眼珠是鮮紅色的，而且眼珠中心有一個十字形的黑色奇怪標誌。單眼皮的他雙
 眼顯得格外無神，特別是今天，因為列奧尼達的到訪阻礙了他的休息時間。

「報應.....
你知道我至今已經殺了多少人嗎？奪走過多少生命嗎？那為何報應今天才來呢？如果報應願意早點來
，就會有更多人能避免死亡了。可是依我看來，報應今天也不會來到呢。還有啊，你說的諸神，為何
他們不親自到來呢？為何祂們只是把力量借給你用，而不是親自來這裡把我消滅呢？難道祂們也害怕
我嗎？不過啊，我也沒有真的見過他們，今後也要向你請教一下呢，列奧尼達。」

即使列奧尼達的確感到很徬徨，但他依舊絲毫沒有退縮的念頭，他已經準備好死在這裡了。他再度匯
聚力量，嘗試製造出一把閃電長矛，希望作出死前的最後一擊。

永不放棄，戰鬥到底，是每一位斯巴達人的意志。身為斯巴達國王的列奧尼達，更加是這強烈意志的
表表者。

「你說我屠城，是畜牲，那麼難道你們斯巴達人就沒有佔領，搶掠過別人嗎？只是因為我們的利益不
相符，所以就變成了惡魔嗎？假如我跟斯巴達聯手，一起統治整個希臘，那麼你還會覺得我是惡魔嗎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列奧尼達，我深知你也是個享受殺戮的人，假如我的位置跟你對調，你必定也會
做出跟我一樣的決定。」狄蒙尼捉住了列奧尼達的左手，繼續說：

「我要你來當我的將軍，因為迪西里被你所殺，即證明你比他還有本事。可是啊，因為迪西里也是我



的摯友，所以你必定要為他的死獻上一些東西才可以。」說罷，狄蒙尼輕輕的就把列奧尼達的左手整
個抽出，

「迪西里，這是獻給你的，請好好安息吧，親愛的。」

鮮血不斷從殘肢噴出，狄蒙尼直接把殘肢舉起，任由鮮血噴在他身上。

「親愛的列奧尼達，我很喜歡洗這種鮮血浴呢。血的暖度遠比浸浴用的熱水舒適，而且同時還帶有淡
淡的血腥香味，真的令人很興奮啊。你定必覺得我很奇怪，但依我看來，你們這些人才是奇異的。我
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平凡人呀，我喜歡殺戮，喜歡看到血，喜歡看到東西被毀滅，喜歡看到人絕望的表
情，喜歡所有的惡，但我覺得很多人也是這樣啊。啊....還有很重要的，我很討厭麻煩，要好好記住千
萬不要煩到我啊。」

狄蒙尼身上的傷口經已自我復原，他拖著因失血過多而昏迷了的列奧尼達慢慢就走回城門內。聯軍們
全被狄蒙尼的氣場給嚇呆了，紛紛選擇投降後退。

 

第四次聯軍討伐狄蒙尼王時間：

西元880年

結果：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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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上一次的聯軍討伐經已過了兩年。在列奧尼達成為狄蒙尼麾下的新一任將軍後，他隨即帶領軍隊
繼續侵佔，搶掠，屠殺希臘的各個都市。

在狄蒙尼的統治下，到處依舊生靈塗炭，死亡隨處可見,希臘人們從沒有一天是過得安寧的。

「大王，您的鮮血浴已經準備好了。」列奧尼達把一名年青男子的血抽光後，把屍體慢慢的拖到外面
去。

嗯，很好。」「 狄蒙尼依舊是沒精打采的就走進浴室內。

列奧尼達則是站在浴室外，守護著他的君主。

「親愛的，還是未能接受如此漂亮的浴池嗎？我說過你也可以進來一起浸浴呢。」說罷，狄蒙尼把身
子緩緩下沉，鮮血把他的整個身體都覆蓋了，只餘下頭顱的部分。

「大王，我....」雖然列奧尼達至今經已屠殺過無數生命，但如此重口味的玩兒他還是有點不能接受，
特別是混雜鮮血帶來的強烈氣味。

「不要緊，總有一天你會懂得怎樣欣賞的。對了，今天也是十名年輕男子的份量嗎？」

「對的，而且全都是剛好二十歲，是壯年的階段。」

嗯～「
真的很棒。我彷彿能感受到他們的吶喊呢。年輕男子的力量感，以及因為年輕所以完全沒有年老的腥
味，加上帶點成熟的感覺和風味，真的很美好呢。」狄蒙尼再次不斷地舔唇。

「列奧尼達。你會覺得我的所作所為是邪惡的嗎？」

「當然沒有。你的行為是美好的，在我看來簡直是藝術。」

「希臘人覺得我是魔鬼。但我知道，他們之所以自覺善良，是因為他們活在文明社會中。我就不明白
，假如這世上只有人類，沒有其他畜牲，人類會變成怎樣呢？他們定必會互相殘殺，視對方為食物。
所謂的規則和道德觀念，只是建築於文明社會上的約束。一旦社會到了沒有秩序，人人為己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人類的所謂『道德觀念』根本不堪一擊。現在的我，只是在做他們一直奢望，但卻被
規限不能做的事而已。我們全都是嘔心的。」

「左手傷口位置還會感到痛楚嗎？很不好意思呢，因為我奪去了你的左手，令你生活變得麻煩。」狄
蒙尼繼續說。

「沒有大礙了，很感謝大王對我的擔心。區區一隻手而已，大王不必介懷。能成為您軍隊的將軍，是
我一生所追求中，最高的榮譽。」

「你真的很會說話呢。對了，親愛的，我拜託你的事做好了嗎？」



「辦妥了，神像經已運到了大王的寢室，隨時都可以去查看。」

「所以自從你投靠於我後，諸神就沒有再給予你力量了嗎？」

「是的，大王。」

「那麼諸神真的很小氣呀。還有，你說當天是有名神秘人使用了類似『秘石』的東西才得以召喚出神
明嗎？」

「是的。當天我一如以往前獨自前去神殿敬拜神像時，那位神秘人就突然出現了，並表示他能借助我
諸神的力量，去打倒大王您...」

「有趣，有任何關於那位神秘人的消息嗎？」

「抱歉大王，並沒有。自那天起，就沒有人再見過他了。」

「真是麻煩呢......
好吧，我們現在就去看看那尊神像吧。」狄蒙尼離開了血池，他的全身以及身穿的黑色貼身褲亦神奇
的迅速變回乾爽狀態。

看到神像後，狄蒙尼發現它的接合面有點奇怪，似乎這尊神像是由一個更龐大的石像中所分離出來的
。

凹了下去的小型位置，狄蒙尼把頭緊貼在神像上，仔細的觀察，上高除了刻有奇異的文字外，還有個
似乎是可以放點什麼上去的。狄蒙尼問到：

「所以那位神秘人就是把『秘石』放到這個位置，然後召喚出神明嗎？」

「是，大王。雖然我們斯巴達人數以前年都是敬拜這尊神像，但我們從不知道原來神像還有這樣的能
力以及『秘石』的存在。」

狄蒙尼把舌頭輕輕放在神像上，然後慢慢的舔，慢慢的細味... 突然：

「糟糕，這是人類的味道。列奧尼達...」當狄蒙尼回身轉望時，眼前的列奧尼達經已倒下，而在他倒
下後，散佈在全身的無數個細小傷口才突然出現，然後把他整個人肢解掉。

「雷之奧義。撕裂術」一位身穿刺客服裝，頭戴白色鬼神面具，手持白色太刀，聲音帶點年老的人說
道。

之所以在列奧尼達經已倒下後他才說出招式名稱，是因為招式速度實在是太快了，快得招式經已使用
完畢，聲音所造成的震動才慢慢傳來。那位老刺客說道。

「列奧尼達，是我看錯你了。想不到連你也會自甘墮落，為了所謂的力量而賣身於這等惡魔。可是，
把力量借給你的人也間接是我，所以把你無痛的殺掉就當是我給你的餞禮。你就在此安息吧，斯巴達
的王。」

「是躲藏在神像內嗎？但是是如何做到的？隱身術嗎？還是一些我根本不了解的技術？真是越來越有



趣了。」狄蒙尼邊想，邊用舌頭舔唇。

「不... 應該還有一人才對，因為剛剛我嘗到了兩種不同的味道...」

「雷之奧義。星塵破」此時另一名刺客從狄蒙尼身後閃出，他頭戴青色鬼神面具，手持短刀，聲線明
顯是名還未成熟透的年輕人。

閃爍了一下，出現了兩年前曾經在他的短刀突然 列奧尼達身上出現過的強光。

瞬間，狄蒙尼的胸口突然破裂，鮮血四濺，傷口的大小比例雖比列奧尼達身上的較小，但也更為密集
。除了胸口撕裂外，狄蒙尼還感到有種像閃電般的衝擊波在體內大肆破壞。

一場惡鬥，將要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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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突如其來的襲擊後，狄蒙尼跪倒在他上，沉默不語。這時候，老刺客走到了狄蒙尼的面前，然
後對他說：

「原本人間的事我們是不會插手的，但你的所作所為實在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甚至連諸神們也感
到憤怒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出手把你消滅。但在我動手之前，我真的很好奇你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你是受到了某神明的祝福才得到如此強大的能力嗎？
還是別人口中所說的魔鬼？畢竟，什麼天使還是魔鬼，老夫也從未聽說過呢。」

狄蒙尼完全沒有把他的說話聽到耳中，只是緊緊的凝望著老刺客掛在心口的神秘石頭。

「不說也罷。老夫名叫卡爾，旁邊給予你痛擊的那位年輕人是馬可斯。我們都是雷神索爾的使者。在
迎來死亡之前，我就給予你說遺言的機會吧。」

「我需要這個。」狄蒙尼指著卡爾的心口。

「呵哈哈，這是不可能的事呢。那麼既然沒有遺言的話，那就好好上路吧。雷之奧義。......！！！這
是什麼！」卡爾在唸出招式的途中突然閃開，而狄蒙尼的右手手臂也同時斷開了。

「馬可斯！你看到了嗎？」

「師父，發生什麼事了？」

「馬可斯，小心一點！他剛剛差點就碰到我了。幸好我剛好反應過來，斬斷了他的手臂，不然的話早
就要被殺了。他的速度快得完全看不見他已經出手了呢！」

「什...什麼？這世上除了我們的雷神索爾之外，竟然還有人的速度可以跟上師父嗎？而且剛剛我是真
的完全看不見他有任何動作，這個狄蒙尼是什麼鬼東西啊......」馬可斯心中暗暗想著。

這時候，狄蒙尼緩緩站了起來，繼續說：

「我已經說過了。老頭子，我需要你身上的那個東西。」接著，他開始向卡爾走去。

「咔嚓！」這次，狄蒙尼的左臂也斷掉了，但他對此並沒有任何反應。失去了雙臂的他還是慢慢的走
近了卡爾，開始有點不耐煩的說：

「拜託了，可以不要這麼麻煩嗎？我真的很討厭麻煩呢...」

「馬可斯！是時候了！」

「是的，師父！」

馬可斯走到了卡爾身旁，然後一起唸：

「雷之奧義。合。星塵撕裂術！！！」



這招式是結合了師父的撕裂術和徒弟的星塵破，師父太刀的力量可以把徒弟的衝擊波的威力最大化，
而且衝擊波不再只造成內傷，而是像撕裂術一樣，用衝擊波直接把對方整個身體炸開。

卜登！「星塵撕裂... 呃....呃.... 」卡爾在還未完成招式時，就經已先倒了下來。他的腹中出現了個約一
個拳頭大小的破洞，而馬可斯則整個人被撞飛到幾米之外。

狄蒙尼走到了奄奄一息的卡爾身旁，他斷了的雙臂早已重新長了回來。他把卡爾的面罩脫掉，眼前的
是位臉色蒼白的70歲老人。他單手捉住了卡爾的頭，舉起說：

「你的速度還真的有點快，要花點力氣才能跟得上呢。這是很典型的犧牲自己，成全徒弟嗎？」

在一旁的馬可斯還蒙在鼓裡，一臉迷惑。

「小馬可斯呀，剛剛我其實是想先殺你的，畢竟你的速度跟你師父相差太遠了，當然是捉你比較沒有
那麼麻煩吧。但就在我捉到你之際，你師父卻推開了你，把自己送到我手上。那我就只好成全他一心
赴死的決心啊。」

咳咳...「馬....馬可斯.... 快走..... 快點走啊.....  在我的所有徒弟中，你是最有潛力的。可不要因為師父的
死而責怪自己，這是無可避免的。這都是命運的安排，請不要介意呀。好好的生活下去，照顧好你的

咳咳...弟弟和妹妹，相信總有一天，你一定能超越我的。 還有...
砰！」卡爾的腦漿飛濺到了馬可斯臉上，整個頭都被狄蒙尼給捏爆了。

「什麼遺言的，真的很令人很討厭呢。我們應該無時無刻都要活得沒有遺憾啊，有遺言的人都是沒有
好好活過人生的廢物呢。你說對吧？小馬可斯。」狄蒙尼把卡爾心中的秘石拿走後，便把他拋到外面
去。

「每個人的生命也有價值，即使是死的時候也有。你師父的死，是為了填回列奧尼達的命，也是為了
延續你的命。所以，就當是尊敬你師父所給予我的些許娛樂，我就姑且放你離開吧。況且，現在有更
重要更刺激的事等著我，弱小的你真的相對無聊呢。我會在這裡一直等著你來替你師父復仇的一刻，
說不定我還會替你打氣，真的很期待你的再次到來呢。」

馬可斯只是待在原地，動也不動。師傅的突然離去令他完全不知所措，只能待在原地發呆。

在把秘石放到石像後，上面的符文發出了光芒，周圍的環境亦突然變得安靜了起來。彷彿，連大地也
為了諸神的到來而作準備。

終於，雷神索爾要來了嗎？狄蒙尼終歸要面對諸神們的憤怒了嗎？

狄蒙尼則只是站在原地，滿懷期待的舔著嘴唇，渴望著他已經期待了數以千年的一事：

自身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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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蒙尼很少會去動腦思考，畢竟他並不喜歡花費體力，而且這世上也沒有太多東西能難倒他。但有一
個問題，他卻無時無刻都在尋找答案，就是：

「我究竟是誰？」

近乎無敵的肉體，逆天的強大，永恆的生命，這些彷彿在他一出生就擁有了。但是他卻未能記起自己
究竟是如何誕生的，何時，何地，何人給予他生命，這一切他都不知道。

擁有人類軀體的自己，卻沒有絲毫的人性，或任何接近人類的特徵。但同時，狄蒙尼也很清楚知道自
己絕不是神，並且對神的知識一無所知。

那麼他是是世人所稱呼的魔鬼嗎？他也曾經有這個想法，但連魔鬼的定義他也不知道，也未曾見過。

他相信，或許肉體上的死亡，才能給予他真正的答案。只有這樣，他的靈魂才能回到創造他的人身邊
，找到所有的真相。

至少，他就是這樣相信。所以，狄蒙尼從不懼怕死亡，即使面對敵人的猛烈攻擊，他也很少會作出迴
避，一心只是想求死而已。

人生的意義就是等待死亡，似乎這一點他跟人類也挺相似的。

「隆隆！轟隆！」雷閃交加，雷聲開始越來越大，這意味著索爾很接近了。

狄蒙尼單腳站立，身體歪向一邊，閉上眼睛，享受著這股嘅不安又帶點興奮的感覺。

「沙沙...」大雨到來了，他舉起雙手，任由雨水灑在他身上。

「來吧，親愛的，這就是所有真相出現的一刻。我終於等到了呢，來吧，來給我殺過痛快吧。」

正當狄蒙尼在想著索爾會以什麼樣的方式降臨時，一個身影早已出現了在他身後，並把手放在了他的
頭上。

「啪嚓！」一道閃雷從天而降，直接擊中了狄蒙尼的頭部，他的意識也瞬間消逝了。

「我終於死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