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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行今天如常到學校上課，但他應該沒想到，今天是他人生的轉捩點。

　　「呤呤！」上課鐘響起，兆行便加快腳步回到課室。

　　「喂！小子，你撞到我啊！」

　　「啊？對不起。」兆行連忙道歉。

　　「哈？說句對不起就想了事？起碼也要賠錢啊！」四名高年級學生步步進逼。

　　「……」兆行不理會他們，直接離開。突然，其中一名高中生衝向兆行，兆行不小心失了平衡倒
在地上，其餘的高中生想衝上去打他。

　　「喂！老師來了，快走！」他們看見老師，立即逃走。

　　兆行並沒有跟老師說，只是拍拍衣服便回去上課。到了小息的時候，兆行去廁所的時候，那幾名
高中生跟着進去，並把出口的門鎖了，然後四人都對兆行拳打腳踢，兆行終於忍不住，便拿着廁所的
拖把揮向其中一人的頭。

　　外面的老師聽到廁所有怪聲便去看看，那道門鎖其實是壞的，老師進去後，剛好看見兆行揮拖板
的一幕。

　　「兆行！」老師大叫。

　　「跟我到教員室！」



第一章──死亡是萬物的終結,還是一切的開端

　　「兆行，你解釋看看！」老師罵着兆行。
　　
「我已經說了很多遍了，都說是他們先打我，我只是還手啊！」兆行無奈地說。
　　
「荒謬！他們都是資優生，怎會打你啊！」老師還是堅決覺得兆行打人。
　　
「資優生就不會打人嗎？」兆行帶點憤怒地說。
　　
「唉！你平日經常走課，我已經隻眼開隻眼閉，但你今次是打人啊！那個還是資優生，你趕快跟他道
歉！」
　　
「你要記過也好，趕我出校也好，總之我是不會道歉的！」兆行說完後便離開學校。
　　
　　「劉兆行。」兆行聽到有人叫他，便回頭一看，但什麼人也沒有。
　　
「今天之內你會死，小心點。」那把聲音又再說話。
　　
兆行覺得是學校裏的人的惡作劇，所以沒有特別理會。
　　
兆行不敢立即回到家，怕又會被罵，平日都是坐巴士回家，只是今天想自己走路回去，一來不知如何
面對家人，二來可能想放鬆一下心情。離家越近心情便越沉重，他不知不覺就走到家的門口前，他先
一步一步走近門口，再小心翼翼地打開門，看到媽媽黑着面，他應該也清楚是什麼回事。
　　
「你……跟人打架嗎？」她忍着怒氣問兆行。
　　
兆行只是微微點頭，並沒有說話。
　　
「我已經叫過你不要再犯錯了！你還打人！你好快去道歉啦！不然，被趕校就誰也幫不到你。」她終
於把怒氣爆發出來。
　　
「都說是他們先打我，老師是這樣也算吧！連你也覺得是我的錯！」兆行強忍着眼角的淚水，他不但
感到憤怒，更多的是對媽媽的失望，就像被最親的人背叛一樣。
　　
「你走！」她不斷哭，一邊又趕兆行出門。
　　
「唉……只好等老媽下了氣才回去吧！切……」兆行慢慢抹去眼淚。

　　兆行想到街上逛逛，但想入升降機時，看見一名持刀的男子。「嗚……哈哈……為什麼……」兆行
看到這男人有點精神失常又持着刀，覺得不對勁，立即跑回家，但他媽媽卻鎖了門，不管他如何大叫
也沒有用：「喂！開門啊！救命啦！開門啊！xx！」
　　
此時，那名男子已經慢慢走近兆行。那把菜刀磨擦着牆壁，產生「吱吱」的聲音就好像恐懼的鳴叫，
伴隨着這聲音，兆行現在面對的是死亡的感覺，被最信任的人背叛，令他陷入絕望和恐懼之間。身體



不聽大腦指示，完全動彈不得，只是不停地震顫，一直靠着門呆坐。
　　

那名男人把刀揮向兆行的胸口，「啊！」痛楚直達大腦，不禁大叫，但這痛楚令兆行身體不再震顫。
「啊！」那名男人再次向兆行揮刀，這次揮中手臂，當他想再揮第三刀時，兆行看準時機推開他，並
跑向樓梯口，但不小心絆倒，那男人又再砍他一刀「啊！」
　　
兆行用力拉着那名男人的腿，然後令他失平衡，掉落樓梯，但他依然絲髮無損，很快又站起來，所以
兆行不能向下走，只能不斷向上跑，最後跑到天台。兆行已經走投無路，眼看着那男人越來越走近，
而兆行被砍了幾刀後，有點暈眩，已經感覺自己死定。
　　
不過在最後一刻，他並沒有感到恐懼，反而重想起他媽媽鎖門的那幕，令他緊握着拳頭，一步一步走
近那男人，用最後的力量打了他一拳，但之後因失血過多而暈倒，然後一不小心失足，從十三樓上的
天台掉了下去。
　　
在落地前，他不斷重想鎖門的那一幕。
　　
「可惡……」
　　
「砰！」
　　
兆行慢慢睜開眼睛，「咦？我不是跌咗落樓嗎？」兆行嘗試站起，但都力不從心，感覺用不上勁，嘗
試了幾分鐘後，才勉強站起來。雖然站了起來，但依然腳步不穩，只能扶着牆壁走，突然一大堆路人
圍着他，「先生，麻煩借一借過」兆行想從人群走出去，但好像沒有人聽到他說話，所以他打算強行
走出去。
　　
當他想撞開人群時，「嗞」他穿透了人群，才發現自己不能碰到任何人！？
　　
他立即回頭看，竟看到自己死了在這裏，被砍了數刀，因從高處墮下，所以骨頭完全粉碎，死得十分
狼狽，但兆行卻很快接受到現實「啊？死得真狼狽……」

　　「嗶~」兆行被一些口哨聲吸引着。口哨聲的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近。
　　
「咦？剛好死了？」吹口哨的那男人自言自語，他外形十分奇怪，身穿古裝，拿着一把古扇，像拍電
影的古裝人一樣。
　　
「你……」
　　
「你想問我是誰吧？我名字單字一個『零』把停留在凡間的遊魂野鬼接送到陰間正是我的工作。」零
打斷了兆行的話。
　　
「不，我是想說你的衣服真奇怪……」
　　
「什麼？！這是古裝啊！你懂什麼！」零有點生氣地說。
　　
「唉！算了，說出你遺憾吧！」



　　
「吓？我沒有遺憾啊！」兆行強調。
　　
「謊話！如果沒有遺憾的話，你一早到了陰間啦！人死後如果沒太大遺憾便可以直接到陰間。有些人
覺得自己有太多遺憾，但其實每個遺憾不太大，就可以直接到陰間；反而有些人說自己沒有遺憾，但
其實充滿遺憾。」零帶有諷刺地說。
　　
「切……」
　
「要我到陰間也行，但在這之前，我要做一些事，你就在這裏等我回來吧！」

　　
「冇問題。」零答應了。

　　
然後，兆行重返那個天台，看見那個殺人犯暈倒在這裏，他拿走跌在地上的刀，殺氣騰騰地慢慢走到
家的門。
　　

「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的……」
　　
　　



第二章──死後的世界

　　「叮！叮！」兆行一手拿着刀，一邊按門鐘，他想在他媽媽開門的一瞬間揮刀。

　　

　　「我會讓你嘗到痛苦是怎樣！」

　　

　　「停手吧！別做令自己後悔的事！」此時，一名男人阻止兆行。

　　

　　那名男人正是零，他抓住兆行的手，阻止了他。

　　

　　「放手啊！你都未經歷過，你當然不會懂……」兆行已經嘗試強忍着淚水，但還是不禁流了下來
。

　　

　　「吓……沒人比我更明白。」零擺出一副過來人的樣子。

　　

　　但兆行依然不理零的勸告，所以零打算強行帶走他，只好從後打暈他，兆行因為是剛剛死亡，實
力會比較弱，只能被零強行帶走。

　　

　　零強行把兆行帶到天台上。「喂！放開我啊！」盡管兆行如何大叫，零也不願意放手，兆行眼看
自己如何掙扎，零也無動於衷，只好省些力氣，不再亂動。

　　

　　零看見兆行不再掙扎，便放下了他。

　　

　　「不逃走嗎？」

　　



　　「就算逃走，你也會立即把我抓回來吧！」兆行有點無奈地說。

　　

　　「哈！真聰明。」

　　

　　突然，零吹起口哨來，然後兩道鬼火飄了起來，他把雙手合實，將輸出大量的靈氣，令空間產生
扭曲，形成了一道連接人間和陰間的傳送門，但這會消耗太多靈氣，不能維持很久，所以他趕快把兆
行扔進去。

　　

　　「啊！」那傳送門剛巧是連接着陰間的天空，所以兆行直接從天空上掉下來，看着地上一棟棟的
高樓大廈和天空與地面的距離，望而生畏。原本有很多話想說，空中的風壓痛打在他的臉上，把他嚇
得已經不太想說話。

　　「喂！長髮鬼，快要掉下去啦！」兆行驚慌失措地大叫。

　　「吓？長髮鬼？我叫零啊！小子！」因為零最討厭被人叫錯自己的名字，所以當兆行叫錯他名字
時，勃然大怒。

　　「行了！行了！快想辦法吧！啊！」兆行有點慌張地說。

　　「不用怕啦！別忘記你已經死了，跌不死的。」零依然很淡定地說。

　　「吓？」雖然零已經叫了他不用擔心，但兆行還是半信半疑，可能是因為零感覺不可信的原因，
兆行總覺得有些不祥的感覺浮現。

　　墮落的速度越來越快，與地的距離越來越近。最後兆行還是相信零的話，便伸展雙手，不再擔心
。



　　「砰！」因為衝擊力太大，所以地面上的石板都裂開，產生一聲巨響，周邊的塵土和碎石都四散
飛揚。兆行身邊都是塵土圍繞着，甚至都未能清楚看到他的樣子，只可以看見他用雙手支撐着地，然
後雙腿跪在原地。「拿！都說不會死的啦！」零以為兆行已安全着落，並得意地說。

　　「痛……痛死了。」過了幾分鐘，兆行才能勉強站了起來，雖然真的不會死，但由這高度掉下來
，肯定會很痛。

　　「吓？你怎麼沒事？」兆行很疑惑地說，總覺得零騙了他。

　　「哦！因為如果用靈氣包圍身體，便可以做到飛起的效果。」

　　 「 …… 」

　　之後，他們便打算到阿孟那裏，阿孟主要的工作是把工作分配給每一隻鬼。因為兆行還有遺憾，
就不能夠住在陰間裏，所以零便打算在兆行解決遺憾前，讓兆行留在身邊協助他的工作。

　　「這裏便是陰間？」兆行一直跟着零走，在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未免會有些緊張，所以兆行不斷四
周張望，觀察周圍的環境。陰間大部份的環境都跟人間類似，同樣有聳入雲霄的高樓大廈，且有工廠
排出的廢氣而被灰色塗鴉的天空，但唯一不相同的，便是大部份的建築物都像很久沒維修一樣，佈滿
裂縫，一棟棟的大廈破裂得都好像快掉下來。

　　「大廈就算塌了下來，也不會死，鬼不用吃飯也能生活，大家都懶得工作；沒有目標就不用努力
，你看！愛因斯坦也在那邊沙灘游泳。」零好像知道兆行在想什麼，並對人性加上一份感嘆......

　　「啊！」他們突然看到一大堆鬼圍着四隻鬼起來歡呼。「怎麼這樣熱鬧，剛剛街上也沒幾隻鬼，
那四位又是誰？」兆行對這種異象覺得奇怪。

　　「他們是五元老的其中四位，五元老是陰間公認最強的五人，極受尊重。哦？那個老頭好像沒來



啊！」

　　「老頭？」

　　「不過，我覺得他們都沒什麼大不了，我可能都比他們強。」零打斷了兆行說的話。

　　「如果我是住在這裏，我也不會選你啦！先不說實力，你性格己經夠古怪，如何令人選你啊？」
兆行在嘲諷零。

　　「讓我會一會他們吧！」沒想到零還真的衝了上前，拿着扇子揮向着其中一名女元老，那名女元
老及時拔刀阻擋「咚」，但威力太大，還是把她撞飛到大約十米外，雖然他成功打中那位元老，不過
卻換來所有市民的噓聲「噓──真離譜，竟偷襲，走吧！」瞬間所有市民都圍着零來罵。

　　「我不是偷襲啊！只是切磋！那個男孩也看見啊！喂！兆行，你幫幫口吧！」零指着兆行。

　　「吓？你是誰啊？我可不認識你！啊！我還有要事辦，走先，Bye~」兆行看見零被人圍着來罵
，便立即躲了起來。 

　　折騰了幾分鐘後，零終於從那些鬼群裏逃脱。「喂！你剛才幹什麼走了去啊？」零不斷埋怨兆行
。零埋怨了一輪後，還是帶兆行去見阿孟。

　　古式的建築風格，赤色的磁磚和棟樑，加上兩名高大的守衛分別站在門口的左右，更令這優雅的
建築加上一份威嚴。那兩名守衛看到零後，便把那道厚重的門打開，坐在裏面的，便是阿孟。

　　「很久沒見啦，哈哈！但你每次找我也沒好事啊！」那個阿孟好像己經習以為常。

　　「這次不會的啦！我肯定！」零十分肯定地說，但兆行覺得阿孟應該也知道，零的肯定究竟只值



幾成？

　　「說吧……」只見阿孟無奈地說。

　　「讓這孩子跟着我工作吧！你幫我瞞着那些元老啊！」

　　「唔……行吧！但別再闖禍啊！」阿孟猶疑了一會兒，還是答應了。

　　「行啦行啦！」說完後，零便帶着兆行離開，因劇情進展得太快，兆行還未弄清楚發生什麼事。

　　「你以後便跟着我工作吧！我便是你的師父。」零得意地說。

　　「吓？不是吧？」

　　後 ──「人一出生便會到人間，死後便會到陰間，那又有誰來維持這兩個世界？」



第三章──遺憾

離兆行死後已過了三星期，這段時間他都是跟着零工作。零時不時也會教他如何運用靈氣，雖然兆行
很多時嘗試逃走，但無論嘗試多少次，最後還是會被零抓回來，最近也慢慢開始放棄。

「哎！已經三星期都沒有工作啦！」兆行不斷在埋怨。

「那即是大家都沒遺憾，是好事啊！啊──」零一邊打呵欠，一邊解釋。

他們每天都在街上行走，但還是遇不見帶着很大的遺憾而死的人，工作很冷清。

這天，他們還是如常在街上遊走，但不同的是，今次終於遇見在街上遊盪的遊魂野鬼！他們看見一名
身穿紅色外衣，帶着襟章，白髮蒼老的老婆婆鬼魂，兆行又驚又喜，畢竟是他第一單工作，他立即衝
上前，打算把她送到陰間。

「別衝……」未等零說完，兆行已經第一時間衝向老婆婆。但老婆婆誤以為兆行想攻擊她，便一掌把
兆行打飛，撞到牆裏，「啊！」隨後，老婆婆便逃走，兆行原本想去追，但這一掌打得他有些暈眩，
用不上力氣。

「都叫你別衝動啊！」零看似是向他訓話，但兆行知道這明顯是在嘲笑他。

「那怎麼辦啊？她走了！」兆行緊張地說。

「哪有什麼辦法啊！追啊！」零和兆行便趕緊跟蹤着老婆婆。

她逃走到一間大型超市裏，「橙，還有萍果，受傷還是不要吃波羅好了……」老婆婆一邊自言自語地
說，一邊將超市的水果偷走。



「可以這樣光明正大地偷東西的嗎？」兆行很疑惑地問。

「反正也看不見吧！」零很理所當然地說。

「……」

隨後，老婆婆便偷偷坐上一輛計程的士，並用靈力改變它行駛的方向。「啊！救命啦！」乘客和司機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大叫。兆行和零為了跟蹤着她，便照畫葫蘆。

兩輛車最終在醫院的入口前停，老婆婆急步走進醫院裏，她先四處周望，然後慢慢走近醫院的樓層地
圖，彎低身子，眯起眼睛仔細看清楚地圖的每一處，小至廁所，大至病房，每一處也不放過。

老婆婆很快便記住這地圖，之後到醫院的每一處尋找她想到的地方，她先到一樓查看每間病房，連廁
所也不會放過。

「她在幹什麼啊？」兆行疑惑地問。

「耐心看看吧！」

老婆婆看完一樓到二樓，過程還是一樣，每一處都不放過。「啊！還要跟多久啊！」兆行不斷埋怨。

「都叫你給點耐性啊！」零也開始有些不耐煩。

「等那麼久！誰會有耐性啊！算了，繼續跟吧！咦？人呢？」



在兆行和零爭吵的時候，老婆婆已經不見了！他們為了可以更快找到老婆婆，便分頭去找她，在分開
之前，零給了兆行一個哨子：「如果找到她便吹這個哨子吧！我會立即趕過來。」

之後，他們便分頭去找老婆婆。

「好靈異啊！我剛才看到四樓那間8號房的水杯飄起了啊！」一名護士陰聲細氣地跟旁邊的護士說。

「不是吧？光天化日出現，是你看錯吧？別嚇我啊！」

兆行聽到她們的對話，便立即趕到四樓的8號房看看。房間已經沒人，但被子還是暖的，應該是剛走
了不久，兆行立即趕到出口，但就算有升降機也趕不及，所以兆行決定從四樓跳下去。

「啊！痛死！」他跳了下去後，便立即跑到出口。然後，兆行看見老婆婆站在一名坐着輪椅的男人旁
邊，他立刻吹起哨子來呼叫零，但過了很久，零也沒有反應，兆行眼看着他們要離開，便決定自己一
人跟着他們。 

那名坐着輪椅的男人推着輪椅的車輪，看起來十分吃力，而老婆婆則在他不發現的情況下，輕輕推着
輪椅。兆行一直跟着他們，走到一棟公屋的入口前，那男人便進入屋裏，而老婆婆卻駐足在門口前。

「出來吧！」老婆婆已經一早看穿兆行在跟蹤她。兆行也知道已經被發現，便打算勸喻她到陰間，他
已經預了要用一段時間來勸她。「我跟你走吧！」但沒想到他還未開口，老婆婆已經先開口，兆行也
很驚訝。

「為什麼？」兆行覺得很奇怪，如果老婆婆想逃走的話，他也阻止不到她，但現在卻自願跟他到陰間
。

老婆婆並沒有回答兆行的問題，只是望了望那男人，然後說：「附近那間茶餐廳原來已經結業，以前



經常到那裏吃飯啊……」

「那……關我什麼事啊？」兆行對老婆婆說的話覺得莫名其妙。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他已經長大了……」老婆婆一直看着那男人即是她兒子說，在她兒子小
時候,只顧工作，而忽略了他，在不知不覺間令兒子怨恨她不重視這個家，老婆婆覺得欠了他，生前
的時候無法作出補償，所以只好在死後一直都暗中照顧他。

老婆婆的兒子突然走到房間裏找東西，在一個箱裏找出了一輛玩具車，然後哭起來，老婆婆說：「這
不就是我在他八歲時送給他的嗎？」，她沒想到兒子還留着，但這代表着他已經原諒了老婆婆。

此時，老婆婆才明白該是時候放手了「走吧！」老婆婆說完就沒有再回頭，因為她知道如果回頭再看
他兒子的話，肯定會更不捨……

「快進去吧！」零突然出現了，並開啟了一道傳送門。

「你怎麼來了啊？」

「吓？不是你吹哨子叫我來的嗎？」

「也太遲了吧！」

「沒辦法吧！原本想試試醫院的病床，誰不知睡着了。」

「……」



之後，老婆婆一步一步走近傳送門「再見了……」



第四章──遺憾 2

又過了幾星期後，這一天兆行的師父剛好有事情要辦，所以兆行便要獨自工作。他在人間偷了一串魚
蛋邊走邊吃，本以為今天也沒有工作。

突然，他在路上遇到看似跟他差不多年齡的鬼魂衝向一名女士，那女士倒地，還險些被車撞到。

「喂！停手！」兆行以為他想攻擊這名女士，便立刻上前阻止，而那少年不知道為什麼兆行會攻擊他
，所以他就嘗試反抗。兩人都是死亡後不久，所以實力不強，大家都打得不相伯仲，不過就好像小孩
打架一樣。

「你幹什麼啊！」那少年並不明白為什麼兆行無緣無顧會打他。

「你打算殺人啊！我當然要阻止你啦！」兆行理直氣壯地說。

「吓？殺人？我哪有啊？何況我也不認識你，看似是你想殺我啊！」那少年很無奈地說。

「你剛才差點讓那位女士受傷啊！」

「啊……不！是她險些被車撞，是我救了她啊！」但兆行聽完後還是半信半疑。 

「呯！」剛剛那位女士突然失足，掉了下樓梯，之後昏過去，路人都圍繞着她，隨即有人立即報警。

「媽！」那名少年看到她掉了下樓梯後，立即趕了過去。「可惡！」他對自己的無能而感到氣憤，只
能眼白白看着她被送上救護車，卻什麼也做不到。



「去醫院吧！」兆行跟那少年說。

「吓？」那少年不明白兆行的意思。

「看你不去醫院，也不會死心吧！」兆行解釋。

「但……要步行過去？」

「哈！經上次後，我已經學懂了。」兆行很得意地說，再看一看周圍，然後跟那少年上了一輛計程的
士，用靈氣控制這輛車的方向。

「救命啦！又是我！」那個司機大叫。

「喂！要撞啦！」因兆行沒有零的協助，所以兆行也不能完全控制這輛車，而少年很擔心會不會「炒
車」。

「行吧！你別吵就可以啦！」兆行不耐煩地說。

「喂！小心……」未等少年說完，兆行已經把撞到行人路上「呯！」他們立即從車裏走出來。

「算吧！反正沒事，何況已走了一半，步行過去應該很快就到，但那個司機……」

「司機就不用理會他啦！」兆行敷衍地說。之後兩人便沿着行人路向着醫院的方向走。

在途中，少年解釋了他名叫何曉皓，那個女人是他的母親，因為在他的媽媽不斷逼他一直讀書，對他



的要求十分嚴格，但過份關心令他透不過氣。

受不住壓力的他，那天決定離家出走，但誰不知衝出馬路時，被車撞到，而他的媽媽剛好在馬路對面
看到這一幕。所以她認為是自己害死曉皓的，現在受了很大打擊。

雖然曉皓受不住壓力，但他並沒有對他的媽媽有憎恨的感覺。兆行又想起了自己的經歷，雖然沒有說
出來，但心裏卻十分佩服曉皓的心態。

「但……如果她持續這樣的話，遲早會出事。」兆行跟曉皓說。

「我也知道……但會有方法嗎？」他們兩人都停下了腳步沉思。

「啊！這個方法行嗎？」然後曉皓小聲地在兆行的耳邊說。

「方法是可行，不過……以我的能力應該……做不到。」

「不！很簡單啊！」突然，零又出現。

「嘩！你……是誰啊？」曉皓因零突然出現，而被嚇到。

「我是……」當零準備解釋的時候，兆行打斷了他的話「他是個自大又自戀的長髮鬼。」這句話徹底
激怒了零，然後，他們又吵了幾分鐘，但對他們來說，就如家常便飯一樣。

他們吵了一輪後，便依照曉皓所說的「方法」來行事，曉皓先前往醫院，然後兆行和零便前往一個地
方──「停屍間」



「還好你是被殺，不然早就被火化。」

「哈……真不知是幸運還是的倒霉。」兆行現在只能苦笑。

之後，他們趕快找回兆行的屍體，把一格格的屍體打開確認。

「喂！找到了，在C10！」兆行發現後，連忙叫零。

「你肯定是你的嗎？拿錯別人的就不好吧！」

「怎會拿錯啊！難道我會忘了自己的樣子？」兆行反問零。

「行吧！」

「…… 」

「閉上眼睛，感覺你靈魂的核心。」零開始教授兆行如何重回肉體，但兆行就算不斷地試，也不能夠
成功。眼看一次又一次地失敗，時間一點又一點地流逝，不知不覺已過了半小時。 

「唉……沒有更快的方法嗎？」兆行不斷嘆氣。

「嗯……啊！我想到了！」

「那就試試吧！」兆行已急不及待。



「你……肯定？」

「沒什麼時間啦！快點！」兆行已表現得不耐煩。

兆行說完後，零突然衝向兆行，先在兆行的肚子結結實實地打了一下，再用靈氣把他大部份的靈魂破
壞掉，只剩下一點白色的光。

之後，那一點白光開始把周邊的靈氣凝聚，慢慢才回復出兆行。

「啊！痛死了！你幹什麼啊？」剛回復的兆行，全身依然還在隱隱作痛，還有點生氣。

「不是你說試試的嗎？」

「我說？」

「是啊！這是找到靈魂核心的最快方法，就是要把其餘的靈魂破壞，只要靈魂核心不被破壞，回復後
，便會自動記着核心的位置。」

之後，兆行再試了幾次，終於成功了，不過雖然身體看起來像人一樣，但是已經再沒有心跳，沒有普
通人的身體機能，就像副軀殼一樣。

他們立即從停屍間趕到醫院，「這裏！」曉皓早就站在醫院入口等他們，兆行便與曉皓的媽媽見面。

「拿這隻錶給她看吧！這讓她應該會信……你沒問題嗎？」曉晧跟兆行說。兆行並沒有說話，只是給



了他一個ok的手勢

之後，兆行跟她說曉晧在陰間過得很好，並給那隻錶她看，是為了令她放心。雖然她不斷在哭，但表
情明顯稍為放心了些少。 

「請進！」看到曉皓已經沒有遺憾，零便開了一道傳送門。

曉皓離開人間後，兆行和零便打算離開醫院。「怎麼剛才曉皓的媽就那麼快相信我的話啊？雖然我的
演技還不錯。」兆行有些疑惑地說。

「人總是喜歡聽謊言比殘酷的事實多，你就當這是一種自我安慰吧！」

「喂！天台有人想跳樓啊！你快去看看！」他們突然聽到有人要跳樓。

「自殺即是有遺憾吧！即是又有新工作啦！」兆行有點好奇，所以他們便上了天台，看看會不會有新
工作。

兆行因為有了肉體會被人發現，所以偷偷躲在門的後面看看什麼情況，誰不知跳樓的竟是他的媽媽！

「太太，你先下來吧！這樣很危險啊！」她站在天台的邊緣，護士和醫生們都嘗試阻勸她。兆行依然
為被殺的事而憤怒，原本打算一走了之，卻想起了曉皓的事，又猶豫了一會兒。

「放鬆核心便可讓靈魂離開身體。」零彷彿明白兆行在想什麼。之後，兆行一步一步地走近她。

「最後一次……」說完後，兆行便把她從天台的邊緣拉回天台，醫生和護士立即上前按着她，避免她
再打算跳樓。



「走吧……」



第五章──電視城

「！又沒有工作啦！」兆行又向零埋怨。

「你很煩啊！差不多每天都說夠幾次，你不累的嗎？」 

「所以我們便應該要擴充業務吧！」兆行向零提議。

零一聽到「擴充業務」這種麻煩的事情，就直接無視，只是躺在沙發上，右手撥着扇透涼，試圖用口
哨聲來掩蓋兆行的聲音。

自從曉皓那件事後，兆行為了方便工作，一直維持着肉體，所以凡人是看到他的。而他們之後，找到
一間已被廢置的屋，並決定暫時住在這裏。

雖然零沒有理會，但兆行已經決定了要擴充業務，「我想過了，照現在這樣會沒有工作，所以我決定
要把這裏設為工作室，並幫助被鬼滋擾的人類。
首先就應該要宣傳，我打算先派傳單，你覺得如何？」

「很好啊！很好啊！」零明顯是敷衍兆行。

「算吧！我也不應該問你。」說完後，兆行拿了幾張紙，然後在上面畫上宣傳圖：「專解決各種惡鬼
……」

「你怎麼不用電腦啊？」零問兆行。

「你有電腦？」



「當然有啦！」零說完後，便往那些堆積如山的雜物堆裏尋找。

「啊……應該不是這個吧？」兆行指着一個老舊的電腦，體積極大，不像現時的電腦輕便。雖然體積
大，但螢幕卻極小，畫面的素質極低，模糊得差不多看不到，機體也產生了些少裂痕；鍵盤的按鍵有
幾個都是壞的。

「是啊！這個是我在三十年前偷的最新型電腦啊！應該還能用。」

「不……不用了，我還是用手畫吧……」

「那算吧！」

兆行畫了十幾張後，便到街上四周貼傳單，欄桿和牆壁都貼夠一遍。「唉！終於貼完啦！」兆行看着
傳單貼的位置，滿意後，便回到零的家。

之後又過了三天，「唉！又沒有工作啦！」兆行又再埋怨……但零已經被兆行煩得習慣，所以今次沒
有特別理會。

「呤！呤！」兆行聽到有人按響門鐘，便前去開門。然後，他看見門外有一名穿着黑色西裝，帶上墨
鏡，外表有幾分師氣和面善，而且他手上還拿着兆行親手畫的宣傳單。

「呃……你好，請問是不是……」

「是啊！進來吧！」未等那男人說完，兆行已經打算請他進去。

「不覺得他很面善嗎？」零問兆行。



「唔……」

「你看！」零遞給兆行一份報紙。

「香港……金像獎導演？」

「他現在好像在……TUD電視台工作。」零照着報紙讀。

「啊！請坐請坐！需要茶嗎？」知道那男人的身份後，兆行的態度立刻一百八十度轉變，變得更加客
氣。

「啊……只是你一個臭小子？」那男人看到兆行年齡後，有些懷疑他的能力，甚至小看他，不專重他
。他的語氣有些狗眼看人低的意思。

「吓？你不信的話便走啊！」兆行他最討厭這種人，如果不是零及時制止他，他早就衝上去把那男人
狠狠地打一頓。

「那姑且信你吧！」那男人很囂張地說。

「但收費要兩萬。」兆行特意把價錢誇大，打算讓那男人知難而退。

「好！就兩萬！」沒想到那男人竟然很爽快地答應了。

「吓？兩萬！」雖然這個「兩萬」是兆行提出，但他原本是想讓那男人知難而退，卻沒想到他竟然二



話不說就答應。

「那你兩天後到電視城吧！」那男人說完後，便離開了。

「兩萬啊！」兆行很驚訝地說。

過了兩天後，兆行和零一起前往電視城。

「這裏便是電視城嗎？」兆行被這龐大的規模嚇到。

「哎！等了你很久啦！快點吧！」原來那男人已經一早在大門前等待兆行，他們便趕快走到入口跟他
會合。

「到了就趕快清除那個……什麼惡鬼啦！」那男人很不耐煩地說。

「吓？我連來龍去脈也沒知道，而且地型也不熟悉，要怎樣清除啊！」兆行對那男人的態度覺得不滿
。

「那……啊邊個邊個，你帶他周圍逛逛吧！」那男人指着一名工作人員說。 

「這邊請！」那名工作人員很客氣地跟兆行說。

「是呢！其實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兆行問那名工作人員。

「已經有五名工作人員遇害了，他……他們死前都會『反白眼』，就……就是在這個廠發生的……」他



指着前面的錄影廠，神情越說越恐慌。

兆行和零便決定到那個錄影廠調查一下。進去後，依然看見還有人在這裏拍戲和工作，還看到一名著
名的女明星。

「走開吧！你沒看到現在在拍攝嗎？」那名女明星在眾人面前罵兆行。

「啊……他……他是導演請來的除靈師……」那名工作人員向她解釋。

「哈！說是什麼除靈師，分明是『神棍』吧！」她不斷推衝兆行，嘗試把兆行趕出電視城，在工作人
員也束手無策之際，她的助手卻只是拍她肩膀一下，就靜下來。

「怎麼好像她助手的權力比她高一樣？」兆行覺得有些奇怪。

「娛樂圈就是這樣吧！」零跟兆行說。

「是嗎？」兆行還是覺得很奇怪。

眼看着這裏沒有線索，他們便再到附近周圍看看。「救命啊！」兆行和零突然聽到男廁傳出了這樣的
聲音，他們便立即趕過去。

但可惜，為遲以晚，一名清潔工已經死了在男廁的廁格裏，死的時候，同樣是「反白眼」，跟之前五
位死者一模一樣。

「又……又是這樣！」兆行很驚訝。



「死因是被人吸乾靈氣而死啊！看來對手真不簡單……」零跟兆行解釋。

「你感覺到嗎？有鬼的氣息在附近！」兆行仔細地感受周圍的氣息。

之後，兆行和零便趕到那裏，再到附近看看，卻看見剛才那位女明星倒在地上！兆行馬上過去扶起她
。

「等等！小心！」未等零說完，那女明星突然拿出一張「符咒」，並把它貼在兆行的身上。「符咒」
貼上後，立即令兆行的靈魂從身體彈出來。

當兆行還未反應過來，那女明星的助手突然出現攻擊兆行，「啊！」兆行依然還未明白發現了什麼事
。

「哈！你倆就成為我的食糧吧！」那助手笑着地說。

「求你……停……停手吧！」那位女明星苦苦哀求着她。但那助手並沒有理會她，反而打暈了她。

「原來如此，你就是那惡鬼吧！」負傷的兆行勉強站了起來。

那惡鬼趁兆行還未站得穩，便乘勝追擊，「啊！」兆行一開始完全佔盡下風，惡鬼先出掌把兆行彈飛
，再追上去連續出拳，每拳都準確打中兆行。

正當惡鬼打算吸收兆行的靈氣時，卻被兆行擋着，還用上勾拳打中她的肚子，痛得她跪了在地上，兆
行趁機把她踢向牆壁，但惡鬼馬上反應過來，並勉強擋下致命的一腿。

兆行很快便適應了那惡鬼的打法，加上零之前也經常教他運用靈氣和武功，所以他很快便可以應對，



慢慢跟惡鬼打得不相伯仲。雙方旗鼓相當，打得有來有回。

「切！不可以再拖下去。」惡鬼開始着急。

之後，惡鬼突然走向女明星，然後脅持着女明星「你再走前一步，我便殺了她！」她用女明星來要脅
兆行，兆行不敢亂動，惡鬼便見機給兆行一記重擊，「啊！」痛得兆行倒地不起。

「嘻！臭小子，我可是死了四百年，怎可能輸給你！」當惡鬼打算殺死兆行的時候，卻被零擋了下來
。

「怎麼樣啊！未死吧？」零開玩笑地說。

惡鬼不想再糾纏下去，便立即轉身離開，但零竟然瞬間已經走到她面前，只用一根手指指着她的額頭
，阻停了她，並瞬間滅殺她。

「對！忘了自我介紹，我是死於二千年前的漢人。」零得戚地說。

兆行雖然知道師父比他強，但沒想到強到這個地步，竟然秒殺把自己陷入苦戰的惡鬼。
「走吧！去領工錢吧！」此時，兆行已經回復得差不多，便返回身體，然後跟零找那個導演。

「吓！為什麼啊？」兆行原本找那個導演拿工資，但導演卻不相信，堅決不給工資。

「你有殺了那隻鬼證據嗎？沒有便走吧！」

「你……」兆行此時真想把他狠狠打一頓，卻又被零阻止「算吧！」



最後兆行只能無奈地離開電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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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身處於經常鬧鬼的電視城裏……」此時，一名少女正在觀看着電視。

「什麼鬧鬼都明顯是假吧！咦？這……」她突然從電視看到一名少年跟一隻惡鬼打，和一個長髮鬼在
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