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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5

Ch1 眼鏡
大家好 我叫做阿畢，一個唔平凡的學生!
你可能會問 點唔平凡法呀?
哈 其實我係有2個人格，全間學校都知!
你可能又問 點解全部人都會知 
依層就唔講住 睇日有機會先同你講 
係正常的時候 我係一個文學書生 平日只係同班fd玩下 普通的學生
但當我的第二個人格出現的時候 我就會變得唔同 
由文學書生變成一個爛仔 食煙飲酒冇所不做 而我的戰鬥力都會超進化提升
有一次 有條友整跌左我副眼鏡 我的第二個人格就出現左了 個條友就比阿加打到一仆一碌
冇錯 我第二個人格就係叫阿加 
#叮噹叮噹#
校鐘響起 夠鐘返屋企睇Icu
正當我跑落樓梯個陣 撞跌左一個大隻師兄 
師兄:撞乜鳩呀 信唔信我打柒你呀 
我:信……信呀 
師兄:令仔 好臭串喎 
當依名師兄講完依句之後 已準備用手打我……
===========================================================
==========
Ch2 唔知死
=============================
大隻師兄的手往我的臉打過黎 就好似睇緊4D戲咁
啪一聲 我已經比師兄打到仆低
師兄:死令仔 咁臭串?睇下你敢唔敢再出聲?
師兄一路講 一路踢我的肚 我的手沒有保護肚部 而係保護眼鏡 我唔想再有人受傷……
過左幾十下的重踢 個師兄捉起我 之後對我怒吼:做咩呀你 你唔係有兩個人格咩？ 快啲整佢出黎啦
等我打埋佢啦
師兄一路大笑一路整我副眼鏡
食屎啦你 師兄一巴車埋我塊臉到……
#清脆的一聲# 我的眼鏡已經比佢整甩左……
清脆的一聲過後，接著的後一聲慘叫……
阿加已經出來了……
師兄的命運已經……阿加一下已經把師兄推開幾米，並且一腳向師兄的臉門掃過去，血同牙齒一起飛
出來
師兄就好像一條毛毛蟲向前扒
阿加完全唔緊張 慢慢跟著師兄
師兄已準備跑落樓梯……
=============================
Ch3 食屎啦
=============================
師兄就好似一隻比虐待的狗 身上的傷口的血 眼淚水都好似瀑布咁流出黎
佢正諗住企起身，跑落樓梯的時候
阿加已經一腳踢左佢落去，頭部落地，頭啪了一聲，師兄沒有再動了……



此時，阿加向住死屍講左一句:叫得我出黎，竟然仲想有命?
說罷，阿加執返起副眼鏡，變返做阿畢……
.
.
.
.
.
.
.
.
當然啦 殺人就一定係大罪 法官睇係我有雙重人格的關係 只係送我入男童院
在送入男童院的前一晚，我係夢境中與阿加講野 冇錯 我地唯一的溝通方法就係係夢到
阿加:你聽日就要入男童院啦喎 哈哈哈哈哈
如果唔係你 我仲洗入去咩 我同阿加講
阿加:係啦 係我錯 咁你想用我的身份入男童院?我無所謂呀
=========================================================
Ch4 怪人
=============================
我:算啦 我地兩個入啦 但你要記住 出手唔好咁重 
阿加:係啦係啦 
.
.
.
入到男童院
我就比人以奇異的目光打量
睇黎院長都張我的事講哂比人聽
其實咁都好啲
起碼冇咁易比人打……
其實人好天真，正當我鬆一口氣時
我聽到我後面有人啪手指的聲音
我已經準備好!!!!

去保護副眼鏡 
我唔想再有人因我而受傷啦
我縮埋一舊
保護副眼鏡 我超唔希望佢地特登整我副眼鏡
可惜 總有人唔怕死
一名好似佢地老大的人 特登整我副眼鏡 而且仲整爛埋
係我最後的意識 我只係諗左一句 
仆街了
阿加一出手 打到對面嘔
阿加的身手一定好打過葉問



不消3秒就打低哂班友
而佢都有記住諾言
冇出咁重手(雖然全部入哂醫院)
但最重點的事黎了 副眼鏡爛左
依段時間我只可以用阿加的人格度過時間
而且阿加的人格會因日子變得更邪惡
所以我一定要搵一副眼鏡
依段日子一定好難捱……
=============================
CH5 組織
======================================
阿加:唉 算啦 聽日我搵院長拎副眼鏡頂住先啦 我都廢事打死哂依班廢物
見到阿加咁講 我當堂開心哂 
我:咁好啦 聽日就問啦............
一朝早，我地就走左去問院長拎副眼鏡
#拍門#
阿加:喂 死老野 有冇副眼鏡借黎用吓呀?
門慢慢開啟 看見院長仲未瞓醒的樣
院長:早晨呀 咩事入黎先講啦...
院長邀請左我地入房...
院長的房有好多相 有動物 玩具 人 基本上咩相都有...
阿加睇完啲相之後問:喂 你有冇副眼...
院長一腳重踢 就令阿加成個人仆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死令仔 睇黎你都唔係咁好打姐 院長道
阿加:死老野 我怕我打撚死你呀
院長:哈哈哈 就睇下點??
阿加好快咁跑上去 準備向院長的臉門打埋去
但睇黎院長都唔係善男順女
院長用一腳就踢開阿加 並順勢踢向阿加的心口位
但阿加好快就擋住左 如果頭先個下冇擋到 我可能已經爆左肋骨
阿加同我講:阿畢 睇黎佢最勁係對腳 你有冇啲咩方法可以阻到佢?
我望左周圍的環境 見到幾樣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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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11

Ch5 遺物
=============================
我:阿加 仲記唔記得老豆死前比我地的遺物?
阿加諗左一陣:你講把蝴蝶刀?緊係記得啦 唔通你想……
冇錯 就用把蝴蝶刀作一個了斷
阿加係我的衫袋拎出一把蝴蝶刀
用純熟的手勢把蝴蝶刀變成攻擊形態
準備向前攻擊
阿加閃開哂院長的攻擊
準備攻擊院長的弱點-手部
眼見刀好快就刺入院長的手部
院長的臉部顯示出一個驚訝的樣子
阿加向著院長大叫:受死啦 
突然,一種不知名的力量令阿加推開
我看見院長的眼神好空洞，唔係 應該係恐懼的眼神
啱啱的不知名力量又係咩 
點解佢的眼神會咁恐懼……
依個院長 唔簡單
過左一陣沉默後 院長戰戰兢兢咁問
你地……把刀係……邊到得返黎?
=============================
Ch6 異能
=============================
到底把刀你地係變到得返黎? 院長由戰戰兢兢的語氣變為憤怒
係佢後面 有一種不知名的氣場
不禁令人退避三分
阿加並冇同院長講的念頭
反而緊握手上的刀
向前衝 想打倒院長
正當我地衝向院長個陣
有一種力把我地升起
就好似星球大戰的原力一樣
唔通院長係黑武士 
比原力捉住的我地 只好把事實講出黎
=============================
係細個
老豆經常要出去做野
早出晚歸
就不時返到黎都成身傷哂
老母就成日幫佢醫傷口
但每當我問親老母 老豆係做咩工的時候
佢經常都迴避我的問題
就好似有所隱瞞
直至有一日



醫院打電話黎屋企
話老豆撞車入院
係床上 老豆用最後一口氣
把依把蝴蝶刀交比我地
仲話第日會有……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院長大笑過後
竟然講:原來你地係畢彭嗰仔
睇黎你地的命運已經決定左
阿加:你講咩話 
既然你地可以用到依把蝴蝶刀 就姐係話你地已經遺傳到你地阿爸的超能力
歡迎你地加入烏鴉之翼
阿加:What the Fuck!?
院長:請由我自我介紹多次
我就係專門尋找異能人士的組織-烏鴉之翼的會長
依家誠招阿畢同阿加你地加入組織
=============================
Ch7 拒絕
=============================
你個組織 係做啲乜? 我地要諗清楚先可以加入 阿加好嚴厲咁講
院長聽後諗左一陣:其實我地的組織只係一個暗殺組織姐 同其他組織唔同
我地主要係用超能力去殺人……
WTF!? 由院長的說話所知 暗殺組織唔止一個 而烏鴉之翼的所有成員都有超能力
阿加:咁我地到底有咩超能力 點解你要招攬我地?
院長:哈 只要你地加入我地的組織
我就話比你聽啦 
此時 阿加問我
阿畢 你覺得加唔加入好?
我:千奇唔好呀 院長佢的殺氣並不是普通的殺氣 而且我地對組織的人都唔認識 何況如果我地再殺人
就唔係再入男童院 而係赤柱啦 
阿加認同我的講法 對院長說:唔啦 我地只想過平凡的生活……
院長聽後 低下頭
突然有一種黑色的氣體出現 係黑氣中隱約中見到2條蛇……
我同阿加已經唔識比反應
院長此時講左一句……
Die in the darkness 

=============================
Ch8 求饒
=============================
院長身後的黑氣 不斷散發出一種恐懼
2條黑蛇在黑氣中出現
院長慢慢向前行 看來他不急殺我
他每行前一步 我心中的恐懼就不斷增加
雖說阿加可以令戰鬥力大增 但看見這個強敵 我就如一隻在巨人前面的蟻
院長身後的黑蛇 開始向我怒吼 但在我仔細觀察下 黑蛇移動的路線好似係到避開光線 唔通…!?



我想通後 我故意跪下 發揮我係演藝學會所學的招數 強必啲眼淚出黎 用最慘的聲音說 :院長 係我錯啦
細路仔唔識世界 求下你放過我啦 
院長的腳步停下來 慢慢開口道:細路 你一早諗通咪好囉 但組織係唔雖要啲廢物 所以再見啦 
黑蛇向後移動 作出一個準備攻擊的動作
但我都唔汁輸
我推斷黑蛇係唔可以接觸光 所以我準備用院長上的枱燈進行返擊 
黑蛇向前攻擊 我用最快的反應跳向左邊 拎起枱燈並把燈光開啟
黑蛇接觸光後 竟然變成黑煙消失
沒有了黑蛇的院長 竟然變得無能
阿加就拎起蝴蝶刀向前攻擊 既然把刀係有超能力 咁到底我地可以發輝到咩力量呢 
=============================
Ch9 反勝
=============================
阿加拿起蝴蝶刀
向比光照著而不能動的院長刺去
我們只可希望 我們可引發超能力
當蝴蝶刀刺進了院長的心腔
一陣黑色的光 由蝴蝶刀散發出來
此時 我們的思想一片空白 時間仿佛停頓 正當我們白思不得其解之時 眼前出現了一隻黑色的生物
要說它是生物 不如說是一團煙
它向我們開口:少年 你們能喚醒我 證明了你們可以接收我的力量 而我會寄宿在你們的身體中……
戰鬥吧少年！…………
黑色煙霧消失後 我感覺到眼睛有一陣刺痛
在刺痛過後 眼睛所看見的事物與之前不同 所有人和物都變為紅色 就好像鐵血戰士的視覺一樣
我利用這種視覺望向院長 看見院長的身上有幾粒紅點 我指揮阿加向紅點攻擊 每當武器擊中紅點
院長都會發出慘痛的叫吼聲 根據我的推斷 那些紅點就是每個人的弱點……
我 變強了
比我殘酷虐待完的院長 用最後的氣力說:哈哈哈哈……哈哈哈 果然你的命運會好似你阿爸咁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看來院長並不害怕死亡
阿加拿起蝴蝶刀 準備了結院長……
=============================
Ch10 身世
=============================
院長奄奄一息 身後的暗氣也慢慢消失
阿加望見院長奄奄一息的樣 竟然露出了一個邪惡的笑容
我回想到院長的說話:果然你會的命運會好似你阿爸咁……
係喎 院長認識老豆 話唔定可以講比我地知老豆的死因……
我捉起院長 問:你竟然認識我老豆 咁你應該知道我老豆的死因啦 快啲講比我地聽 
院長露出一個邪惡的笑容 但基於他已經受了重傷 所以他的身體動作不能太大……
院長說:算了 咳咳…… 我就話比你聽啦
……
當係死前做一做好事啦 其實你阿爸係……
呯呯呯
WTH!?
係院長開口前 幾聲槍聲把院長射死
突然有幾把陌生的聲音:咪郁 再郁開槍



係警察?但警察應該唔會亂開槍喎……

估唔到會長把口咁疏 真係唔得
阿加向聲音的方向大叫:邊個!?
我地只係眼見一個矮矮的少女 身材唔錯 但一直閉著眼……
=============================
Ch11 總部
=============================
唔撚係掛 啱啱打完 又黎多件?
唉 不過算啦 既然係個女人 仲要係瞎的 對付佢應該Easy 汁 
拿起邪神蝴蝶刀(啱啱改名的)
啟動暗黑之眼
看到這名少女竟然沒有弱點……
阿加:可惡 依個瞎少女竟然沒有弱點 算了阿畢 我們直接衝吧
雖然這個主意不太好 但我已經想不到任何更好的主意去反駁阿加
阿加向前直衝 就如一隻發狂的馬
正當刀就快刺進少女的身體……
她 張開了眼
一種神秘綠光 由眼睛射出 接觸光線後 我的身體不能動彈 不過數秒 我就暈倒了
=============================
頂 身體軟弱無力 等陣……
我比帶上了一副眼鏡
但此眼鏡竟然不能除下
我已經不能再利用阿加的強大力量
邪神刀也比拿走
我到底要如何逃出這密室……
=============================



CH12-17

Ch12 坐以待斃
=============================
係依間密室入面 又冇路出去 又唔可以召喚阿加 刀又比人拎埋……
真係仆街了
到底我會比人點處理呢?
槍斃? 五馬分屍? 餵狗?
唉 仲話咩前路有希望
我就話前路白茫茫 行路比車撞

突然 門開啟了
那名把我暈倒了的少女進來了 並且把門關上
一男一女在一間密室
正當我FF緊會發生咩甜的時候
她打破沉默:到底你點解要殺死院長
我:吓? 你冇野呀? 嚴格黎講我只係打傷院長 開槍的係你地的人喎……
少女聽後 慢慢咁企起身……
我:你到底做乜野……呀?
我永遠都唔會相信依個畫面……
我竟然比個靚女推倒
=============================
Ch13 大個仔係我
=============================
WTF?
我咁大個仔第一次比女仔推倒
對方仲要係個靚女
這些機會竟然是我的……
今日所經歷的事真係多不勝數
同院長隻揪
發現自己有超能力
院長比人爆頭
依家仲要比靚女推倒……
依名女仔坐在我的身上 我更加不敢出聲……
但巨龍已經慢慢扯起 
我強力忍著令巨龍不扯起 但過了幾十秒 我的忍耐已經去到極限
突然,靚女慢慢依靠我的身體
手向我的巨龍伸去 手碰到巨龍後 她竟然開始玩耍我的巨龍
並用一種小鳥依人的聲音說:不用怕 做完後我再向你解釋到底什麼事
她玩耍巨龍的速度很快 而我又比她壓著 等等……我算不算是給她強姦!?
基於男性的尊嚴 我用力把她逆推倒
雄性的基因令我獸性大發
我把身體壓向她 近距離看著她 但當我這樣做 我發現我與她好像似層相識
不知道是否因為她給我逆推倒的關係 她的樣子由女強人變得含蓄
我也基於同情心的關係
我由一隻野獸變為一名紳士……



我慢慢向下攻佔
她的雙峰十分巨大 粉紅色的乳頭 会我性慾大增 我用舌頭慢慢品嚐這兩座雙峰 品嚐的過程
她強忍住呻吟(為免外面的守衛聽到)
品嚐過後 巨龍向她的小穴進攻
巨龍插入時 竟然把這名少女的處女膜攻破 她強忍痛的樣子令人覺得可憐
所以每當巨龍抽插時 我都慢慢來 防止令此美女再忍痛
過了很久的時間後 巨龍的火焰已經準備發射
而她也好像感覺到 她另轉身 用口含著巨龍 火焰在她的口中爆發…
她這個可憐的樣子 真係有錢都買唔到……
我們整理儀容過後 她依近我 並輕輕說:hello 唔記得我啦?我係蛋兒呀!
我驚訝地說:你是蛋兒!?
=============================
Ch14 回顧
=============================
講起蛋兒 佢係我幼稚園同小學同學
雖然係老同學 但唔可以話係青梅竹馬
我地的爸媽是朋友
但我地講過的野真係唔多
但小六個年 佢地全家移民 之後就冇再見過了
望見眼前依個蛋兒 無論身材同樣貌都比已前更好更美了
我:好耐冇見啦 估唔到一見面啦……
她臉上露出一個淡淡的笑容 真係殺死人啦 
不過 點解佢會為烏鴉之翼做野!?同埋點解佢會有超能力?
為左要了解成件事 我決定如實問佢
蛋兒聽到我的問題之後 臉色一沉 
慢慢地說:因為我沒有地方可去 我相信你都看到我的超能力啦 雖然係好強 但因為太強的關係
我經常都控制唔到 終於有一日 因為我的錯誤 我竟然把我的媽媽殺死 跟著我爸爸就送左我入烏鴉之翼
由那一日開始 我就再沒有見過我的爸爸了……
雖然這個是可怕的回憶 但我現在要向蛋兒……
=============================
Ch15 合作
=============================
蛋兒 既然我地係識嘅 請你幫我拎返把邪神刀! 我好認真咁問蛋兒
佢聽後面色一沉 搖搖頭 嚴肅咁同我講:雖然我係組織咁耐 但好多野我都話唔到事的 所以我幫唔到你 
另外你點解唔肯加入組織姐 如果加入的話 你咪唔洗咁囉?
我向蛋兒道出老豆死的原因後 蛋兒露出一面驚恐的樣子
難道佢知道啲咩事?
蛋兒輕輕地說:我會幫你拎返把刀 只要你加入組織
我:咩話? 點解你係都要叫我加入組織姐? 
蛋兒淡淡地說:只要你加入組織 你就會搵到你爸爸的死因……
=============================
Ch16 加入
=============================
好 我加入組織 但我希望你全力幫助我! 我向著蛋兒說
蛋兒聽到這個好消息後 面上露出一個陽光笑容 
此時 我認為我係蛋兒心目中的地位比組織更高 
過了一會兒，蛋兒向我說:既然你决定加入組織 依家你只需要扮投降 之後的野就交比我啦 



我依照蛋兒同我講咁做 低下頭 雙手比扣上手扣……
門口打開時 2個大漢跟蛋兒討論完後 蛋兒慢慢走過來 在我耳邊輕輕說了一句:對唔住 忍一忍吧
說罷 一陣強大的電流經過我的身體
並一同帶走我的意識……
=============================
?:好 準備進行實驗
?:武器準備溶解 20% 56% 72% 100%
?:SVW準備注入實驗目標
?:注入完成
?:目標沒有進行排斥
?:SVW成功與縮主溶合
?:SVW計劃成功
=============================
哇屌 個頭好暈……
到底啱啱發生咩事?
我正在一間好像屠房的地方
蛋兒呢?
邪神刀呢?
我唔係係密室門口嘅咩?
突然 這間房的門比破開
一道強光照入我的眼
我和一些好像特種部隊的生物面對面對望
它向它的對講機說:實驗目標醒來 要求指示
對講機傳來一把熟悉的聲音:把他押去Room Z……
冇錯 是蛋兒的聲音……
此時 它們舉起槍並指向我……
咪郁!!!!!!
=============================
Ch17 出賣
=============================
咩話? 點解蛋兒把聲會係對講機到出現?
唔通我比佢出賣左?
啱啱先見返蛋兒 估唔到轉個頭就大義滅親 出賣我
唔得 我一定要問清楚佢!
雖然邪神刀唔見左 但臉上的眼鏡都變回正常 要用阿加對付佢地應該唔難
我拉了一個箭步
向前直衝 一邊跑 一邊把眼鏡弄下
阿加向特警大叫:Is showtime
阿加每一擊都向特警的臉門攻擊
每當特警作出反擊 阿加都用流暢的動作閃開 並反擊
阿加直跑到有對講機的特警
一手擊向他的肚進攻 另一手拿走他的對講機
阿加:蛋兒點解你要出賣我? 明明講好左幫我㗎 點解要咁做!?
蛋兒只係淡淡咁講:特警們 實驗目標失控 準許擊殺
擊殺?
特警舉起槍支
我相信子彈落地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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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最後聽到的聲音……
身體好像變成了一個蜂巢
我失去知覺了……
特警:已擊殺目標 收工
…………………………
等等 我點解仲聽到佢講乜?
我感覺到自己由身體飄出來……
我 變成鬼了嗎?
突然 我的靈魂好像生長了一些手腳
那些手腳由黑色的煙霧組成 我變成了我第一次看見邪神的煙霧……
我不能控制這個身體
它發出可怕的笑聲
特警看到我後 嚇到流尿瀨屎
但也不忘開槍
子彈穿過了身體 但我也絲毫無損
煙霧手幻化為利刀 一個又一個地斬殺特警
這副身體好像可以幻化成任何武器
不消10秒 大部分特警都已經死了
只剩下一人 
他的眼神只有恐懼 但他的唯言竟然是:你到底是什麼!?
這副身體用可怕的聲音向他說:你好 我叫阿索…… 你永遠的惡夢
阿索笑了一笑 就把手刺穿他的肚子……

http://i.na.cx/c0N56.gif


CH18-24

Ch18 三巨頭
=============================
阿索?
唔撚係掛 比人開槍射死完 又變做怪物…… 我的人生真係難捱……
眼看阿索到處殺人 自己不能阻止 我真係冇用……
阿索的身體可以幻化成不同的武器 
刀 劍 鑽頭應有盡有……
這個地下室都已經成為一個屠房
我已經不想再殺人了
我努力地向阿索講野
就好似一直向女神打電話一樣 永遠都不會接通……
不過 世事無絕對 奇蹟出現了 
阿索用一種厭惡的語氣跟我說:做乜野呀? 阻我殺人……
你到底係邊個? 我明明已經死左 點解依家我地仲可以自由走動?
阿索向我說:你唔記得啦? 我地訂立過協議喎……
黑色的煙霧? 協議? 唔通……
唔通你就係邪神? 我驚訝地回答阿索
冇錯 我講過話會借用你的身體 而我會比力量你 依家就係實行協議的時候…… 但你放心 當我殺夠人啦
就會把你的靈魂歸回你的身體 你就會返生了……
我問阿索:咁你到底幾時先會出現?
阿索輕鬆地說:只要你死的時候 我就會出現…… 所以,你其實已經係不死身了……
不消一會，阿索已經把整個實驗室的人殺光 我感覺到我比扯回身體 
重生後 身體上的所有子彈孔都不見了……
=============================
Ch19 內鬥
=============================
望到前路都是屍體
我由恐懼變到沒感覺了 我對死亡已經麻木……
雖然蛋兒曾經係我的好朋友
但比人出賣依點已經令我對蛋兒反感
正當我準備拿起特警的利刀和槍時
腦海出現了兩把聲音 當然是阿加和阿索……
阿加: 阿畢 雖然蛋兒出賣左我地 但我認為報復係依家唔係最好的選擇 以我地依家的力量
跟本唔可以同蛋兒對抗
我:阿加你係到講咩呀? 我地依家有阿索的力量 仲洗乜怕呀?
阿索聽到這一句後 急著地說:唔好意思 雖然我的力量係好強 但我只可以一日出現一次 。再者
蛋兒佢的石化光線對我都有效 所以依家報復並唔係好時機
雖然我極想報仇 但兩人所講的野都有道理 我地依家最緊要休息再戰
此時 阿加向我提意:不如去阿曹到啦 我相信佢應該會幫我地!
=============================
冇錯 阿曹係我小學到中學的老死
阿曹都係第一個唔怕死主動識我的人
我地經常都出雙入對
所以比人叫做搞基2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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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我入左男童院的關係
2人組只好暫時解散……
佢屋企都幾有錢 住係5000平方尺的大屋 但因為老豆老母成日都早出晚歸
阿曹的生活已經好free 但佢並冇好似二世祖咁學壞 反而日日返part time 話咩自力更生喎
=============================
聽完阿加咁講後
我決定去阿曹屋企休養一下
(主線劇情Star)
=============================
Ch20 Big Gay Fd
=============================
我馬上逃離地下基地
在逃離的路程 我發現自己的跑速比已前快了很多…… 就如殺戮原形的ALEX一樣……
我又變強了
感到身體的力量一直湧出來
感到血液的溫度一直上升
感到所有感官變得更強
不消十分鐘 我已經跑到阿曹的屋企……
由於我有阿曹屋企的鎖匙 馬上就打開了門
我對阿曹屋企的地形已記熟了
我好快就跑到我間睡房(冇錯 由於佢家長都識我 仲突登整多間房比我)
並瞓左上張床到
休……息……
Zzzzzzzz…
zzzz…
Zzzzzz…
唔好啦…… 會大肚㗎
唔怕啦 我有套呀
嗯……
WTF!?
依啲對話令我係睡夢中驚醒
由於聽力變強 我向聲音的方向前進 到達阿曹房間的門前 冇錯 淫叫係喺阿曹的房間入面傳出黎……
雖然我好想踢爆佢 但阻人扑野係會燒春袋的……所以我只好返房瞓
=============================
呵!!!!!!!!!!!!
係自己張床瞓真係好正
望一望個鐘 原來已經8點鍾
望住個太陽 伸一伸懶腰 諗起尋晚的淫叫事件 我馬上跑去阿曹間房睇下
可惜 條女已經走左……
正當我失望之際
一把好熟的聲係後面傳出黎
Wellcome Home My Friend
=============================
Ch21 事出必有因
=============================
望住阿曹
我就不禁諗起尋日單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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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家都係兄弟 我就毫無避忌咁問阿曹: 尋日你應該都幾happy吖
阿曹一面迷惘 我再扮淫叫聲
佢恍如大悟 驚訝咁問左我一句:你見到我地…………………………扑野?
我大笑咁講左一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本來都想踢爆你㗎啦 不過廢事比人燒蛋蛋啦 點呀
條女索唔索㗎? 
阿曹講左一句:條女你都識㗎……
我都識? 
阿曹打開手機 比左張相我睇……
個女仔 好熟口面
我要係我腦入面搵出中學時期的記憶
……
……
…………
……………………
一定冇錯 佢就係阿云
=============================
阿云係一個烈女
無可否認 佢比人的第一個印象一定係戰鬥格
尖尖地的面型 長頭髮 大眼 大波 姐姐型的聲線 間唔中又會攬下啲男仔(我同阿曹)
游水跑步田徑樣樣精 我同阿曹都冇佢咁勁
總知一個字黎形容佢 戰鬥格
我 阿曹 阿云 6年中學生涯都係同一班
所以fd過夾band
但就因為識左咁耐 先知道阿云並唔係咩戰鬥格……
=============================
Ch22 舊事
=============================
我同阿云熟到已經係去到一起瞓的地步(我並冇淫意
所以佢的所有事我都清楚
阿云細個的時候 佢屋企人已經因意外去世
阿云由外人養大 佢根本唔知男仔同女仔係有咩唔做得
所以先成日攬啲男仔 直到我清楚哂成件事 我大笑左好耐
再慢慢同佢解釋男女的界限
佢聽完之後 面紅到好似一個蕃茄咁
依個畫面我永遠都唔會忘記
不過 阿云點會同阿曹搞野?
=============================
阿曹:哈 講起都好怪㗎 
從前有一日，我打緊工個陣 突然有一個好熟的身影黎買野 原來就係阿云 咁我地咪拍拖囉
唔係呀嘩 阿曹竟然會同阿云拍拖 真係……
呯呯呯!!!!
==============================
Ch23 突襲
=============================
WTF!?
我不自主地望向聲音的來源
一群突種步隊破門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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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不是突種步隊…… 而係組織的守衛
竟然追到黎依到
我:阿曹 先唔好理佢地係邊個 你快啲躲去樓上 無論聽到咩聲都唔好落黎……
阿曹一臉驚恐 但也不失理性 馬上跑上閣樓
得知阿曹暫時安全 我就潛入到廚房 拿起了一把刀
守衛開始進行搜尋 
雖然我可以利用阿索的力量 但一天只能用一次 所以唔可以浪費
拿刀後 放下眼鏡……
Is time to show
由於阿曹屋企好大 我利用家具進行掩護
走到守護的後面 一手掩著他的口 另一手就用刀割開大動脈
血流成河……
依種感覺 好爽
睇見佢地恐懼的眼神 死前的動作
真係好靚……

等等等等等等等……點解我會諗啲咁嘅野……
到底咩事

不經不覺 原來所有守衛都比我死哂
阿曹見到依個畫面 嚇到郁唔到……
=============================
Ch24 事實
=============================
阿曹望著成手都係血嘅我
望到目瞪口呆 就好似一個人型公仔
不過我也不會怪他 
突然發現自己的好朋友竟然變了殺人犯 難免會有這個反應
正當我想開口之時 阿曹慢慢地開口:
「你係咪有野隱瞞我?」
=============================
「就係咁 所以依家的我已經有超能力了」 我向阿曹解釋整件事
對於普通人來說 我的故事應該不會有人相信
但阿曹係我的好朋友 並且佢都見到我殺人 所以佢已經相信了我
阿曹:「咁你諗住下一步點做? 再去調查你爸爸的死? 定係諗住告發組織?」
我:「依個組織係同政府合謀的 告發佢只會令我更危險。雖然我都想調查老豆的死
但成個組織都知道我的樣 跟本冇可能再潛入去!」
正當我諗緊方法之際 阿曹講左一句野:「交比我潛入咪得囉!」
WTF!?
我馬上破口大罵阿曹:「你傻㗎? 組織啲人咁危險 就憑你可以潛入去做臥底幫手?」
阿曹冷靜地說:「你唔記得左啦 我都曾經學過格鬥術㗎」
我阻止阿曹:「但係…」
「但咩係吖 就交比我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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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5-29

Ch25 合作
=============================
阿曹的眼神話比我知佢好想幫我手
好! 既然阿曹又識格鬥技 我又可以裡應外合咁幫佢 咁比佢入組織幫我並唔係一件壞事
雖然阿曹準備進入組織 但唯一的問題係……
到底點入組織?
…
…
…
經過我地的一番思考後 發現醫務局應該係最接近組織的部門 而理所當然地
阿曹就準備去醫務局到做臥底!

經過一段時間 阿曹因為工作良好 好快就升職加薪 更接近組織了……
而我就係依段時間中一直進行特訓 把我的機動性 力量 所有感官 都一一強化
話雖力量已經經過強化 但始終沒有武器的情況下 傷害一定會降低
所以我就去了地下黑市 買了一些武器
一把柄可以伸長的鐮刀
䄂劍一對
一把手槍
一把匕首
同埋一把電槍
每日我就一直練習 練習 為求把武器的力量運用得最強
因為我要向蛋兒 向組織報仇!

沒錯 把佢地五馬分屍啦
WTF?
報仇先係你真正要做的事
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
死死死死死死死死……

到底咩事
自從係阿曹屋企殺死左好多守衛後 依把聲就一直出現……
發生左啲咩事？
=============================
Ch26 新敵人
============================
由於近排腦一直出現一把聲音煩住我
所以我就決定行下街散下心
唔少同我同一年紀出街的人 大多數都會去mk
由於我唔鐘熱鬧的地方 所以我就鐘意行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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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下風吹過樹葉的聲 聞下海水味
確實令我爽快
可惜的係 命運永遠都要把好的東西拿走 之後再比一啲問題你……
「啍…… 身為邪惡組織成員的一份子 竟然仲有時間係到睇風景 」有一名穿著忍者裝的少女
站在樹上看著我說
我默默回了她一句:「你一路跟蹤我 到底有咩陰謀?」
雖然我睇唔到佢個樣 但佢用驚訝的語氣黎回答我:「真不愧係邪惡組織的成員 竟然知道我跟蹤你
既然比你發現左 今日 我一定要殺左你!」
「WTF!? 你傻㗎? 第一 我唔係咩邪惡組織成員 第二 就算我係邪惡組織成員 都唔洗殺我掛!?」
佢突然由樹上跳落黎 走向我到 一隻手指指向我個頭:「你仲話你唔係邪惡組織成員!?
個日我明明見住你係組織的門口出黎! 仲頭我地……唔係唔係 仲同佢地嘅阿頭扑野 你仲唔係壞人!!!!!
」
聽到依個女仔把聲 已經萌死左我 雖然依家佢有面具 但我相信佢應該幾靚女
突然 草叢有個男人走出黎:「唉 56號 跟蹤依種咁Easy嘅mission你都可以fail… 你真係shit啦…… 」
依個男人 可以係草叢到而唔比我發現
佢 唔簡單!
ABC先生開口講:「56號 你退後啲啦 依個人就等我應付啦」
說罷 佢隻手發出一種藍光 並擺出一個戰鬥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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