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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 好奇

是咁的，相信MSN真係唔少人既回憶黎
由於係用e-mail做帳號，平台又唔算開放
所以無啦啦比人add左一定會問返對方既來歷
不過可惜已經執左，換左做skype......
但我上面都講過啦，用e-mail做帳號呀嘛
係好奇心促使之下，我想搵返以前網友既e-mail
睇下可唔可以搵到佢地既FB，就算係分身都好丫

於是我就Google左唔同既方法
只求登入返msn睇返網友既msn e-mail
那怕係網上版，定係要skype上動手腳
最後比我發現到可以係skype個帳號到做破解黎搵返以前MSN既朋友
但可惜我依家skype個帳號係以前無聊開msn既分身
朋友少到用手指都數得晒，仲要無聊到add埋自己正身
不過算啦，點都有一兩個好少少既朋友比我add左掛

朋友就搵唔到啦，但可怕既事情就發生左......
點解唯獨係我正身會係「線上」狀態呢？
唔通我果個e-mail比人hack左？
我二話不說即刻hi佢，因為我果個AC係msn停止服務之後就無再理過
點知我字都未打完，佢就同我講野......

㊣野一健★﹏☆(我以前MSN個名)說：
請問你係？點解會ON到我分身MSN？

待續。



第二節 - 發現

繼續上回，我以MSN分身既狀態見到以前個AC比人on緊
仲主動問我既來歷，仲要我係字都未打完就同我講野......

㊣野一健★﹏☆(我以前MSN個名)說：
請問你係？點解會ON到我分身MSN？

我說：
我問返你先岩啵，你依家on緊我以前個msn e-mail呀......

㊣野一健★﹏☆說：
以咩前呀，你有病？你點解連我分身都要爆？

我說：
一係咁，唔好探討大家來歷住，今日幾多號？

㊣野一健★﹏☆說：
10月19日囉.....

我說：
同一日，但年份呢= =

㊣野一健★﹏☆說：
今日係2011年10月19日19:32分18秒，星期三，陰天，夠詳細未呀？你唔好阻我玩仙境傳說啦，快
啲話我知你係邊個！

我說：
唔洗咁燥......我知你掛緊機吸經，雖然你未必信，我係3年後既你......

㊣野一健★﹏☆說：
未來撚？整個六合彩number過我知等你發達是常識吧～

我說：
我一向無睇電視你應該知......

㊣野一健★﹏☆說：
咁又係，但你有冇D未來得意野話我知呀？

我說：
你讀完中六咪出左黎做野囉，咁夠唔夠先知？

㊣野一健★﹏☆說：
正，咩工？希望唔好衰左做快餐店，跟車都好丫！



我說：
編輯囉= =

㊣野一健★﹏☆說：
好波，總算唔洗特登去溫書，打多D機等自己將來冇咁廢仲好～

我說：
我以前一向都唔溫書架啦......依家打機咪又係咁廢......

就係咁，我地，丫唔係，應該話我派左成接近四個鐘膠，希望聽日都可以同以前既自己做下先知，或
者當傾下心事都好......

結果我第二日一收工返到屋企第一件事就係繼續ON果個比我破解過既Skype，當然繼續同以前既自
己吹下水啦～

我說：
哈哈，我又黎啦，我琴晚提過收工返到屋企先上到呢個MSN架，其實我有件事想拜託你架～

㊣野一健★﹏☆說：
我知，你想搵返我呢個MSN入面add過既e-mail嘛.

我說：
咦，雖然你係我，但你係過去應該唔會同我諗既野一樣架喎......

待續。



第三節 - 接觸

上回提要，我第二日收工即刻返去同「自己」繼續吹水
但我想拜託佢果陣，佢已經知道我諗緊咩......

我說：
哈哈，我又黎啦，我琴晚提過收工返到屋企先上到呢個MSN架，其實我有件事想拜託你架～

㊣野一健★﹏☆說：
我知，你想搵返我呢個MSN入面add過既e-mail嘛.

我說：
咦，雖然你係我，但你係過去應該唔會同我諗既野一樣架喎......

恨魂(MSN改完名)說：
你都係想搵下有無女比你add姐嘛.

我說：
咦......你轉左msn名既......但根據我依家on緊既msn名，咁你睇咪撞左......

恨魂說：
唔會啵，因為我依家係skype黎，我發出既對話顯示都係「我」。

我說：
喂咪玩啦......我依家skype同以前msn就show呢住呢個網名姐......你應該on緊我正身MSN先岩架喎......

恨魂說：
我咪on緊你正身MSN囉，不過係skype破解版姐嘛，我依家呢個ac係有晒你以前網友既e-mail架.

我說：
大家都係自己黎，開心share啦......但話說我呢個MSN帳好似無轉到去微軟果邊.....理應用唔到skype
架喎......

恨魂說：
你終於意識到呢一點.

我說：
但琴晚唔係傾得好地地咩......唔比咪算囉，反正你3年後都會做返同一樣野架啦......

恨魂說：
真係唔好意思啵，我就係3年後既你黎.

我說：
2017年～呀！！！特首係咪仲係689？！

恨魂說：



關你乜事，扮晒關心政治咁款。

我說：
我都係醒起2017年有普選而好奇姐......對唔住囉，唔洗咁惡既......唔講咪唔講，我想知下姐......

恨魂說：
又唔見你第一件事關心下份工？同埋關心下依家有女未？

我說：
咁我想知啲大眾化啲既野嘛...點知呢啲你比唔比講......

恨魂說：
你呢3年黎都係比女飛，份工算係穩，不過仇家數量仲係同以前一樣有增無減。

我說：
都估到架啦......點都好啦，thx你先......我做野先啦，bye.(我怕「自己」又鬧我)

恨魂說：
又唔洗特登offline既，始終你都係我，岩岩我語氣重左，唔好意思，我都有件事想拜託你。

我說：
得，無問題，但我真係趕篇野先......唔off，OK就即刻叫你。(心諗：過左一晚就到另一邊變左未來，
咁化學既......)

待續。



第四節 - 相助

再續上回，講過去既我變左未來既我......

恨魂說：
又唔洗特登offline既，始終你都係我，岩岩我語氣重左，唔好意思，我都有件事想拜託你。

我說：
得，無問題，但我真係趕篇野先......唔off，OK就即刻叫你。

三十分鐘後......

我說：
你有咩要搵我幫你架？影響我未來既命運？

恨魂說：
咁耐架......好明顯係啦.你聽朝7點帶埋部手機去水塘最入果到，之後果到會有個銀色頭髮既人，你到
時話比你個PAD帳佢就得架啦。

我說：
唉，算啦，大不了我咪重玩，不過都唔知點解關個PAD帳事......

恨魂說：
總之你一定要去，因為我依家處境其實好危險.

之後果個聯絡人既狀態就轉左做離線......我都馬上休息。

不過佢都無指明要我一個人去，所以我都係拉埋個死黨一齊去以保安全。

話說終於到左水塘深處，我跟住未來既我講既一樣，搵果個銀毛仔。

我：「喂喂，有人叫我比個PAD ac你......」

銀毛：「嗯，你叫星仔走先啦。」

我：「(心諗:佢又知我死黨叫星仔......)你就好似佢咁講走先啦......」

銀毛：「依家跟我黎啦，比ac我只係一早約定既暗號黎，因為我係唔知你3年前乜樣。」

我：「下，乜意思呀？仲有依家好似行緊去防空洞咁，你又係乜水呀？」

銀毛：「我係你兩年後既同黨，至於我地既本名都係互相保密，不過你會叫我做銀狐，至於你個名....
..由於你個頭既顏色成日轉，又成日甜品當三餐，我地幫你起左個朵叫彩虹糖。」



我：「咁我3年後一定係個肥撚黎......咁你係未來既人，點解又黎左2014年？你咁講即係未來有得穿
越時空？」

銀狐：「唔係，我只係因為要著草先誤打誤撞穿越左黎2014年，我地組織加埋我同你一共有7條友，
唯獨係得我黎左2014年，其他人就未知，可能真係講笑咁講回到三國。」

我：「睇黎3年後既我又幾危險......話說黎到咁深入，黑蚊蚊，你到底要做乜？」

銀狐：「就係要堀返一樣你先用到既野......」

待續。



第五節 - 調查

上回講到我識左條未來撚叫銀狐，佢要堀返啲野比我。

銀狐：「係呢個波啦。」

我：「你比個銀色既波我都用唔到架......」

銀狐：「呢個波，雖然你係偷返黎既，但係得你先用到佢，你放隻手上去先啦。」

我放左隻手落個波之後，估唔到佢咁高科技，有晒虛擬畫面等等既野，仲自己掃瞄我既指紋同埋瞳孔
，最重要係個波會浮空既......

我：「呢樣......咩黎架？」

銀狐：「其實我都唔知佢叫乜名，但我見你成日用佢黎hack野多，所以我地都叫佢駭客球。」

我聽完佢講之後，之後自己摸熟個波點用，係果一刻，我覺得自己好似艾登咁有型！

我：「嘩，原來呢個波可以做到咁多野既......咁萬一佢無電又點？」

銀狐：「拿，呢樣就要問返你自己啦，因為我係唔識點用呢個波既，點都好，總之個波就比左你，我
既任務都暫時完成。」

我：「咁你點樣返未來？始終差3年都係好大獲，同埋現今既你又身在何方？唔會有影響咩？」

銀狐：「放心，現今既我一定唔係香港，因為我唔係香港住架，其實我一直都係日本生活既，不過比
阿頭召集咪黎左香港囉～」

我：「咁你又識講廣東話......唉，咁你點樣過夜呀？我屋企無位比你訓架喎！」

銀狐：「首先，我無話過自己係日本人，另外，依家香港既局勢，就算訓街都好安全啦，最後，我都
係時候要做埋其他手尾啦，有咩事我會再搵你。」

我：「你又知發生咩事既......喂，你點搵我呀，你有我電話咩？」

銀狐：「作為一個未來既駭客，我要HACK你個部機有幾難？返到屋企睇下Skype啦朋友。」

然後佢就一陣風咁閃左......我都馬上返去搵返星仔報平安，不過我比較真係好奇想返屋企開電腦睇下
係咪多左個聯絡人，但我既然有個波，我都想試下hack自己，我諗應該仲快可以知。

點知想睇佢係咪咁神手hack我加左佢果陣，未來既我就即刻搵我......

恨魂說：
搵左銀毛仔攞返個波未？



我說：
攞左，但仲試緊點用......

恨魂說：
放心，大把機會你用，因為有幾個網站等住你去hack......

待續。



第六節 - 尋人

上回提要，比未來既我又指派任務。

恨魂說：
放心，大把機會你用，你依家就用呢個波搵埋我其他成員既下落啦......

另一個我講完呢句又OFF左，乜真係咁唔方便咩？不過反正都想做下熱身，就幫佢搵埋其餘五條友啦
。

當我又再用個波果陣，發現個波有常用聯絡人名單，不過入面既唔止五條友，竟然有十條友！但其實
都多左五個人姐，證明我都係無乜人搵咁款。
不過除左依家訓緊旺角既銀狐之外，都仲有九條友要諗......

常用聯絡人名單：
買賣專用
第五勇者
冥通
王土豪
彩虹糖
星星頭
S
Boss
駁線
銀狐

不過我又記得條銀毛講過，未來既我比人叫做彩虹糖，但點解常用聯絡人名單又有個彩虹糖呢？

但我暫時唔諗咁多住，我硬係覺得星星頭呢條友係其中一名同黨，都係試下聯盟佢好啲......

我禁完星星頭之後，個波就轉左畫面，睇黎可以玩視像對話，順便我都想好奇睇下呢條友個樣係點。

點知一睇到樣之後，條友個頭原來真係成粒星星咁，真係人如其名......

我：「喂！星星頭，你依家係咪2017年到呀？」

星星頭：「咦你剪左髮呀？個樣仲後生左唔少啵！不過我緊係唔係2017年到啦，你唔記得左啦咩？
」

我：「我知乜事，得啦，咁你依家係回到三國定返左戰國呀？」

星星頭：「我咪去左7年後囉，返咩古代，你今日搞乜？點解好似變左第二個人咁！」

我：「無......咁大家都著左草，想知你死得未姐～」



星星頭：「痴線！緊係未死啦，你放心，隻毒我改良左架啦，你有需要就去老地方攞去用啦，我依家
忙緊啲野，唔講太多啦！」

之後個星星頭就CUT左我線，不過估唔到一撞真係撞到組織既成員，不過仲有四個要撞，希望唔好搵
錯人同埋比人踢爆我唔係3年後既自己啦......

見冥通個名都幾帶殺氣，又係好奇心促使之下，我打左過去......唔知果陣係咪除左穿越時空，仲可以
超越埋生死呢......

待續。(P.S呢個同高登果個星星頭無關)



第七節 - 殺手

續上回，好奇心之下聯絡左一個叫冥通既聯絡人。

接通之後畫面果到黑蚊蚊，唔通真係地府？！

我：「......請問係咪冥通銀行......我係你既VIP尊貴客戶恨魂，我想問下個依家兌換率......」

估唔到問完之後就見到有個好似喪屍咁既男人露面講野......

冥通：「咪玩啦魂兄，次次都差唔多既開場白，今次又想我幫你殺邊個呀？」

估唔到......原來呢個係殺手既電話黎既......

冥通：「喂，做乜唔出聲呀？果個人好難應付架咩？」

我：「哦唔係，因為唔知殺女人你肯唔肯姐......(求其作啲野傾到收線算，廢事比佢發現我唔係未來撚
殺埋我都似)」

冥通：「下，你又比女呃呀？收費照舊啦，如果收返得啲錢咪平啲，仲有洗唔洗留返條屍架？唔洗留
就比我直接食埋做晚餐慳返筆呀！」

哇......原來呢個殺手真係喪屍黎，但估唔到有意識......真係好奇未來既我點樣識佢......

我：「丫！諗諗下都係唔好啦，條女真係好索，我想直接上左佢當報復就算，唔好意思呀冥通哥，煩
到你～」

冥通：「都估到架啦，次次都係咁，比樣衰既呃錢先比我執手尾，靚既就袋住先！無所謂啦，次次你
都出手咁豪爽，下次有咩人要搞掂就搵我啦！」

終於平安咁CUT左線......希望下一個唔係再係啲咁恐怖既人啦

所以我就搵王土豪睇下，直覺話我知佢係一個好有錢既同黨......

果然真係，一有畫面睇就見到佢衣著仲金過金閃閃，仲要嘆緊紅酒......

王土豪：「(國語)喂，你又找我幹啥啦？」



咦，唔通係蝗蟲黎既......算，照舊求其講啲野。

我：「禾...禾.....呃......撚卜撚姐禾衣典錢啦！(爛國語)」

王土豪：「你今天為啥講國語？我很早就說了我聽得懂廣東話啦！」

我：「唔好意思呀，土豪哥，可唔可以借少少錢比小弟？呢排著草洗左唔少，但仲係好危險！」

王壕：「我靠！老早都說了我叫王壕，不是土豪，上星期送你的一百萬這麼快花光喔？算了算了，我
就多給你一千萬保險，一會轉到你帳戶了！」

我：「嗯嗯！射射梨啦～」

王壕：「別這麼說，以前有你們的幫我，我才可以當上CEO，如果香港躲不了的話，就來台灣找我
聚聚吧！」

原來呢個壕哥係台灣人黎既......但真係好有米...不過我諗收錢都係未來既我先收到啦。

不過兩個都唔係同黨黎，既然係咁，下次就試下搵第五勇者啦，反正應該都唔係黎，無聊想知下佢咩
到底係料子......

待續。



第八節 - 勇者

上回講到搵完兩條友，依家就搵第五勇者，因為無聊想知下係乜黎。

點知今次無畫面，得聲，睇黎呢條友唔太簡單......不過都係諗定第一句講乜先。點知佢仲快過我講野
！

第五勇者：「喂！你主動打黎就好啦！我返左三國，有入無出呀！」

我：「你勇者黎架嘛，雖然排第五，但我深信你可以得到主公既賞識既！」

第五勇者：「第五係複姓黎架！勇者係我個名，喂喂！睇黎你唔係本人啵！」

呢次死火，多口攞左佢個名黎講笑，今次大獲......

第五勇者：「不過從你既聲紋睇黎，你應該係失左憶，或者你係過去既佢都未定，如果係既你老實講
我知啦......」

我：「勇者哥你真係聰明啦，我的確係2014年既人，其實我地個組織有幾多個同伴，你講比我知啦
，方便搵佢地下落丫嘛」

第五勇者：「咪住，萬一你係扮既咁我咪好無雷氣？不過講一個你知都得，因為佢應該係驗劫左時空
系統，你叫佢黎接我啦！」

我：「都好，我明白你係未必信晒我既，咁佢係邊個呀？」

第五勇者：「你都識用個波黎搵我啦，佢咪常用聯絡人名單入面除左我既人囉！」

我：「我就係唔知要搵個嘛，算啦，你都係玩你既三國志啦，我搵過第二個確認下落呀，拜～」

第五勇者：「喂喂喂！唔好cut住！係S呀，我依家係219年既荊州呀！仲有呀！唔好得罪佢呀！」

我：「好，我就幫你搵佢，你努力生存住先啦，我依家就搵佢～」

唔知個S係個點樣既人黎呢？不過算啦，計埋佢總算依家搵到3個，搵多2個就收工！

今次呢個S總算有畫面睇，不過差唔多全身都係黑色，果然係未來人，衣著好有Matrix既味道！

我：「第五勇者係219年既荊州到，你試下接返佢去2017年到啦。」

S：「嗯。」



我：「話說你依家情況安全架嘛？」

S：「嗯。」

我：「實不相瞞，其實我係2014年既人，依家既我情況係咪好危險？(睇你係咪仲係嗯我先......)」

S：「嗯。」

我：「(仲係又嗯又點頭，叫埋佢救我都好)咁你順便派埋支援救未來既我啦，麻煩晒～」

S：「No。」

我：「(終於有第二個答案啦...)下，點解呀？」

S:「Hacker Not Fighter。」

我：「咁唔好意思囉，你救左果個玩緊三國志既人先啦下！」

都係快啲收線算，唔知佢幾時嗯到變左鬧我......

不過話咁快個波就第一次震，睇黎有信息，原來係玩三國志果條友，但睇畫面先知原來佢係半獸人黎
，都唔知點解可以係三國生存到。

第五勇者留下了信息：幾經辛苦，終於返到黎啦，我依家開始相信你啦，你快啲搵Boss啦，佢可能
返左民初都未定，哈哈！

聽從三國志半獸人既建議，我下一個就決定搵Boss，唔知佢又係一個點既人呢？

待續。



第九節 - 鐵拳

上回提要，有條友叫我搵Boss，搵埋佢再搵多個就完成任務......

唉，不過呢條友叫Boss，應該好惡死，都係小心少少先

但估唔到有畫面睇，條友Boss黎，霸氣大叔樣，不過佢應該係未來掛

Boss：「你好，我係孫文。」

我：「原來你叫酸民，個名都幾台式啵。」

Boss：「你誤會啦，唔係酸人果個酸，你有冇聽過鐵拳無敵...」

我：「唔係嘛，孫中山真係識打拳架？」

Boss：「唔洗咁大聲......我都估到你唔係呢個年代既人啦，唔洗接我返去住，我有緊要事做。」

我：「下，但點解你唔係未來都做到視像通話？」

Boss：「你果粒波我都有一粒，廢話唔多講，總之我遲下會返黎同你地會合，你都比部機叉下電啦
。」

我：「咁其實你係咪孫中山？」

Boss：「緊係唔係，我只係做佢替身，唔講啦，我要搵人，總之我有事就會搵返你地。」

睇黎都係唔好阻住人地玩民國無雙，不過隔住個mon同埋時空都感受到果股霸氣，真係勁......

仲差一個咋！就試下搵呢個叫駁線既人啦......

條友個頭成個小夫咁，但最爆都唔係佢個頭，而係佢第一句......

駁線：「黎緊啦，你1分鐘前咪叫完我囉，咁急做乜呀？」

我：「我岩岩先搵你架咋喎......」

駁線：「哇你咁快轉左look既！」

我：「其實岩岩搵你果個應該係......」

駁線：「得啦，我明架啦，你同佢講我偷緊車，5分鐘後到。」

總算搵齊人啦......係時候同返未來既我講啦......又要突破MSN既界限啦......



我說：
喂，得啦，搵過晒佢地，係有個玩緊民國無雙要遲少少返黎......

恨魂說：
唔係掛！咁我地依家六缺一呀！第五勇者、星星頭、S、駁線加埋我同銀狐，仲差條友呀！

我說：
打牌呀？要咁齊人做乜？

恨魂說：
唉，無時間解釋啦，你快啲死出去同銀狐一齊返黎啦！

我說：
返黎？！我去未來！？

恨魂說：
係呀，總之你頂住檔先啦！唔好問咁多住！鬼叫有波果個自己係到玩單機，你快啲帶住個波返黎啦！

估唔到依家連我個人都要穿梭時空......

待續。



第十節 - 穿越

上回提要，連我都要去埋未來世界......

其實去未來果刻都幾快，一道強光閃完就到左......果然穿梭時空真係要快過光速呢點係岩既。

但一到步我都未望望身邊有乜新奇既野，心臟就突然間好似比刀插左一下咁......

駁線：「你今次真係太衝動啦，一個時空入面，同一個靈魂太接近會出現排斥現象架！」

隔左一陣之後，個心痛完就到個頭好似比人用重拳打左一下咁，好多記憶突然湧晒出黎。

恨魂：「岩岩個頭好痛，點解我會係呢到？而你地又係......？」

原來我有埋未來既我所經歷過既記憶，不過或者記憶會有所重疊，所以我自己都好似有啲回憶無左咁
，但至少我都記得未來既我下一步想點。

我：「無時間講咁多，總之你企我地中間，攞住呢個波，之後佢地幾個就會比感應落個波到，我面對
住你，你就將個波掉去我到。」

恨魂：「明少少咁啦，我盡量照做啦！」

原來呢個波都可以變做武裝，不過要作多重認證，最後就係驗埋我既DNA......

將軍：「入面既人你地聽住，你地已經比三軍包圍，就算你地穿梭時空再逃走都係無用架啦。」

我：「我無諗過再走，反而仲要將你地打殘，仲將你地滅國。」

滅靈王：「孤王名號為滅靈，豈會被你所滅？」

幻靈王：「哥哥，唔需要同佢講咁多，一齊起兵解決呢個黃毛小子。」

邪帝：「且慢，寡人乃三軍元帥，無我命令唔好出兵。」

我：「講咁多做咩呀！元素之力-雷，迅神雷光閃！」

估唔到一閃就清左成堆士兵。

邪帝：「哼，好小子，等我地三個親自會你。」

待續。



第十一節 - 合體

上回提要，有三個唔知乜王話要一齊KO我，分明蝦我咁話......

滅靈王：「三對一的確幾唔公平既，如果你可以將兩個精神念動裝置交返比我地，我可以叫黑白兩道
唔再狙擊你地。」

我：「哦，你係咪講我用黎變身果個波呀？比左你地既話我都無比人狙擊既價值啦！」

幻靈王：「死到臨頭仲咁臭串？」

邪帝：「唔好咁多說話啦，解決佢搶返黎仲好。」

我：「多多口水完都淨係識射妖氣，你地三個不如轉工做太監好過啦！」

幻靈王：「身手都幾好，但你一直見到既都只係我做出黎幻象分身......」

邪帝：「我已經將你地兩個既邪能集結好啦，趁機會再集結埋軍隊啦。」

我：「原來只係用分身黎拖時間，係我就唔話比你知我下一步做乜啦！」

滅靈王：「個傻仔係上空係咁自轉喎，幻滅軍團，快啲用人海戰術！」

邪帝：「開個位比我，我要將集結左咁耐既邪神幻滅彈發射啦！！！」

我：「你地班友食返自己果個唔知乜野彈啦！神雷禍卷碎！」

幻靈王：「下？竟然將個大爆彈反彈返黎？而且幻滅軍團都全滅..........」

果三個太監點都估唔到我自轉係為左用風同雷既力量整個反射盾出黎，不過果個龍卷風威力都唔細，
將果堆機械人極速變成廢鐵......

邪帝：「不如合體啦！我負責頭，你地負責手腳，照舊！」

冥機神：「完壁合體！冥機神滅絕，見參。」

我：「唔係掛，三個太監合體會變機械人咁化學？不過我再用多次岩岩果招你地都係變廢鐵......」

大獲，原來岩岩果粒波令我受左內傷，依家再自轉多次就會比邪氣有機可乘，到時命都無......

冥機神：「細路，你好快就要去地獄啦，不如先比你體驗一下果到既火有幾熱啦！」



睇黎呢部廢鐵係用好強力既次元系統將冥界既火集中形成火球，我諗就算真係要反彈都唔得......

點知呢個時候，無啦啦身體有好強烈既感應，唔通Boss帶住個波返左黎？但都幫唔到我啲乜野啦，
唉！

Boss：「喂！你地做乜叫得我急呀？依家又個個係到罰企！」

恨魂：「呢個波，睇黎我需要用上，你企我呢個位吧......」

Boss：「得啦，你快啲變身出戰啦。」

我：「唔通我要同自己合體變埋做機械人？」

恨魂：「我既記憶開始慢慢返黎啦，係用合體技......」

冥機神：「收波啦細路！」

恨魂：「精神念動MODE，開啟，連接亞空間門！」

我：「岩岩果個火球明明飛左埋黎......點解好似乜事都無發生咁既？」

恨魂：「再遲多幾秒我就玩完啦，好彩依家個火球飛左去亞空間到。」

冥機神：「哼，但你地其中一個中左邪氣，睇怕好快就無晒戰鬥力，唔好死撐啦。(再講呢兩個靈魂
都會出現排斥，我拖時間都夠做)」

恨魂：「你收檔啦！次元連結系統！比你見識下咩叫一招秒BOSS！」

我：「(咦，唔通會好似志雷馬咁屈機？)只要依家呢兩個精神念動裝置撞埋一齊，咁你就玩完......」

冥機神：「唔係真係秒左我咁無癮嘛......Oh sh......」

估唔到場戰鬥就好似冥王計劃咁，好快就打完，或者邪不能勝正啦，不過我諗未來之旅應該告一段落
啦掛......

星星頭：「原來只要兩個人一齊用合體技就可以解決晒果班友，早知係咁就唔洗走圍去啦。」

恨魂：「哼，原來咁簡單就令自己脫到險，點都好啦，過去既我，辛苦你啦。」

我：「唔洗客氣既......但我未來係咪真係又會比人追殺，然後又要搵過去既自己黎幫手咁架......」

駁線：「當然唔係，未來係點係由你決定，其實未來既你都有聯絡過3年後既你，當然啦，佢唔方便
黎......好啦，你都係快啲返去你既時空啦，我都講靈魂會排斥。」



我：「但岩岩果個大爆炸，引黎好多警察，點算？」

第五勇者：「你洗咩替我地膽心！最多咪比佢地開槍打返幾槍咁大把！」

銀狐：「唔好講太多啦，都係走啦，如果唔係比佢地知道你係到仲麻煩。」

Boss：「為左安全起見，個波都係留係我地呢個年代到先啦。」

S：「傳送開始。」

就係咁，佢地一人一句之下，我返左黎了，唔知我再開返MSN果陣，又會唔會係以前個自己黎呢？

第一章完。



第十二節 - 陰影

搞左一大輪終於返到黎原本既時空，我諗都係時候同以前既自己講聲永別，始終大家既時空真係唔同
，我都係繼續打下GTA算數，廢事又唔知搞到啲咩嘛！最後一次用果個MSN，都係傾多幾句算數......

我說：
喂喂，3年前既我，我都係以後唔ON啦......

㊣野一健★﹏☆說：
好耐無見啦喎，你係咪比果D唔知咩時間警察捉左呀？

我說：
(都係唔好話去過未來好D)唔係，不過我覺得自己同自己講野好似有病...

㊣野一健★﹏☆說：
你又有道理既，唔通同人講話我同未來既自己吹過水咩！

我說：
點都好啦，希望你努力打多啲機，成為一個高手啦......因為我乜都唔識，連打機都好廢，我off啦，By
e～

就係咁，我取消左skype果個破解，好好咁樣訓返一教好既......點知第二日，又有奇奇怪怪既事，就
係無啦啦有條友搵我......

Qilar：
Yo～

我：
你係邊個？無啦啦加我skype既......

Qilar：
我係另一個平行世界既你，你一陣落黎你樓下果個公園果到啦。

我：
下，我明明無破解個skype，點解又會比你穿梭到時空架......

Qilar：
NoNoNo～我同你一樣大，唔關咩野時空事，總之你黎啦，係咁。

另一個我連Killer都可以串錯，不過都唔知係咪另一個我添，算，我就睇下咩料，當落街坐一陣......

點知落到去，又真係有個人同我差唔多樣坐左係到等我，但個頭就白色既，仔細咁睇，佢五官比例係



好過我好多，而且高我10cm都有......但又著住套老西，幾斯文下，似乎都係好人黎既。

我：「喂，你又話同我一樣大既？但點解你靚仔過我同高過我架？」

K：「咁係正常既，因為基本上，你既缺點同弱項，都會完全相反變成我優點......」

我：「哦......原來係咁，但你Killer都串錯......會唔會蠢左少少呀？」

K：「NO，呢個係我出賽用既名，我特登的，因為Killer真係周街都係，但熟我既人都叫我K，唔會
叫我Q。」

我：「下，出咩賽呀？IQ大賽用架？」

K：「你唔知都正常，你打LOL同信長係咪好廢架？」

我：「我係完全唔識玩，連輸100場都試過，但你又知既？唔通你係果個世界入面係電競選手......」

K：「又蠢唔晒，我的確係電競選手，係Dota
2既世界大賽入面，我係帶領我果隊贏過世界冠軍，不過險勝黎。」

我：「咦，Dota 2都係電競類遊戲黎，咁你咪LOL都係世界冠軍？又幾勁喎！」

K：「哼，呢個就係我今次黎搵你既目的，我諗你廢極都知LOL係要5個人一隊架啦，我既隊友根本
捉唔到我下一步想點，咁樣我真係好驚攞唔到冠軍。」

我：「唔通你想搵齊另外4個自己一齊出賽？咁你咪知自己下一步想知囉，哈哈～但我打LOL好廢，
應該幫你唔到啦。」

K：「其實你勁定廢都唔關我事，我只係需要你既身體就夠，鬼叫複製人技術仲未完善，唯有去唔同
既平行時空果到搵另一個自己啦。」

我：「咪住先，即係我會暫時失去知覺再比你操縱住之類咁樣去出戰？」

K：「哈......你又幾好笑，咁我都唔兜圈，其實我會利用精神同步系統黎一打五咁樣出賽，只要我望
住個地圖，我就可以決定到三路應該點樣進攻同防守，不過精神同步系統需要一個DNA一致既肉身
先同步到，原本呢個系統係比啲孖生兄弟用既，但因為潛在性太過危險，所以禁止左......」

我：「你意思係......你要殺左我？」

K：「邊算係殺呢？我只係消滅你既靈魂，你既肉體一定會完整無缺既，哈哈哈哈......其實，都唔需
要分「你」同「我」啦！」

我：「哇，救命呀！我都係想返屋企先！」

K：「停～見你咁可憐，我當然想打算你黎場遊戲先再決定攞唔攞你肉體啦，始終平行時空有無數個



既。」

我：「唔係怕你呀！我係怕果班MK呀！佢地其中一個以前日日都打我架，希望佢地認唔到我啦......」

K：「你行埋一二邊睇下我既實力啦，場遊戲，一星期後開始，你搵多4個朋友黎同我玩。」

我：「喂喂，人地個個有刀係身......仲咁疊馬......」

K：「哦，廿幾條友，算少，你話我知邊個以前成日打你一身啦，我要洗黑呀。」

我：「拿，果個踩住部橙色既單車個頭剷青既，好似叫丘仔，佢以前成日踩住部自稱烈火戰車既單車
黎碌我......」

K：「得啦，等我用粒石仔同佢地打個招呼啦！」

我行到離佢地好遠咁樣食花生，我原本以為佢用黎石仔掉佢個頭之後跑走，點知佢真係好爆......

待續。



第十三節 - 復仇

續上回，從另一個平行世界而黎既我，竟然有意向以前蝦我果班童黨挑機，但人地大大話話都有廿兜
友......

K：「喂～丘仔，你部烈火戰車真係好撚型呀！」

丘仔：「呀！！！我隻左手唔知比咩打穿左！流好多血好撚痛呀屌！！」

K：「你多謝我啦，原本想掉你個頭架，但你死左，咪無得問你可唔可以比架烈火戰車我囉......喂，
送比我得唔得呀？真係好型呢......」

丘仔：「我送你老母呀！你賠返隻左手黎！！！你地快啲幫我出頭呀！！！」

K：「我對Auntie無興趣喎......你送比我啦，我真係好想要呀，呢架烈火戰車有我既鮮血係上面，真
係令我突然間好興奮呀......」

丘仔：「哇！你條死毒撚都幾撚小器架喎！以前碌你唔死多謝都無句！依家仲要整斷隻左手！！！我
要你賠返比我！！！大家一齊上啦！」

K：「你唔單止唔去止血，仲咁有戰意想黎斬我隻手，我真係好開心呀......黎啦，黎啦。」

丘仔：「仆街丫！你條毒撚去死啦！！！」

我好似蓋倫咁乖乖地係草叢入面食花生，但估唔到呢個我係咁勁，身手可以好成咁，幾條友一齊斬埋
黎都可以有位避，仲可以郁埋佢地隻手令佢地鬼打鬼......

K：「咦，做乜斬你啲朋友仔呀......原來童黨既友情真係仲薄過一張紙既......」

丘仔：「點解咁架！呀！！！你條死毒撚淨係識閃！！！搞到我錯手殺左我兄弟呀！！！」

K：「咁疊馬又有乜用呢？你地自己人打自己人既......你做咩呀丘仔，唔想送都唔洗嬲到斬死晒自己
既朋友架嘛～」

烏龜：「你條死毒撚，串柒柒咁，當我呢個人地大佬死架！？」

哇......呢個大佬打中左另一我塊面，唔知另一個我其實係咪只係識閃黎閃去呢......但另一個我仲笑容滿
面，應該真係好勁......

丘仔：「龜哥！執多把刀啦！！！一齊劈死呢個死毒撚！幫我地啲兄弟覆桌呀！」

K：「呢拳打埋黎有少少感覺......嗯！係鮮血既味道，我真係徹底咁認真起黎啦！哈哈哈哈......」



烏龜：「你食屎啦死毒撚！！！」

K：「喂......丘仔，估唔到你作為一個垃圾童黨，都當正自己好似出黎行古惑咁喎，「覆桌」下嘛......
就等我獎勵下你同你阿大啦......哼。」

估唔到另一個我出拳又幾快，同埋好鬼大力，一拳一塊面，由頭打到落地，啲血飛到周地都係，唉，
都唔知佢一陣點清理現場......

K：「我扯～原來所謂烈火戰車係爛銅爛鐵黎，不過算啦，就踩到佢為止再算啦，呵呵......」

我：「你唔係諗住咁就走阿嘛......呢到好似黑幫開完戰咁啵，我怕一星期後你見我唔到咋。」

K：「放心啦，我依家就順便介紹下其中一個會出戰既隊友你知啦，喂，奧格斯，照舊啦，食乾淨啲.
.....」

奧格斯：「吼呀呀呀！」

我：「哇，幾時黎左個巨人架......同埋食人肉既？！你叫我點搵人同佢打呀，食左個人咪唔洗打......」

K：「佢只係會食屍體，活人佢會打死先食既，你見佢好似狂戰士咁無理性，但佢其實會聽我既命令
去行事......好啦，總之佢食完就會自己走，我地一星期後見啦咁。」

嚇得我丫......幾驚佢會食埋我，但估唔到另一個真係踩住果部爛鐵走......但個巨人又真係清得幾乾淨.....
.好似搵水車洗完地咁，仲乾淨過我岩岩黎公園果陣，睇黎我安全，我都係時候返屋企搵隊友......

細龜：「你......唔好走住呀......我岩岩未死......好彩我扮野...再爬下...爬下咁...依家我要幫我阿哥報仇呀
！」

我：「哇！！！唔係呀！！死淨一個！仲想走過黎桶我一刀，大獲！」

奧格斯：「Arhaijua！」

哇，好彩呢個巨人察覺到，用呢下咁震撼性既聲音喝停條友......但一拳啪落去令個MK仔變左肉醬，好
似勁過頭......但最可怕係插係個MK仔身上既果把刀都可以整扁埋......睇黎出戰同佢打既人真係要簽定
生死狀都似啦。

待續。



第十四節 - 重逄

續上回，由平行世界而黎既我show off完之後就比一星期我搵四個人組隊同佢鬥打機定唔知乜野......

作為毒撚既我，朋友已經唔多，依家仲要搵四個朋友黎陪我死，真係一個好難做到既事，如果佢地都
有戰鬥力就好啦......

雖然話我去過未來世界，而果班友真係唔洗問都知係揪得既，但我無左果個波都用唔到啲技，真係等
人救咁款，為左唔想推朋友去死，所以我決定約個住得我近既出黎飲下野，當交代下身後事咁。(無
靈魂同死左差唔多)

所以我就立馬打個電話比玥楓，點知佢都有事要約我，所以我都拿拿林去左間酒吧到，廢事要佢等。

玥風：「魂，你都知我鍾意玩CS，但你信唔信我有能力將入面槍實體化，我琴晚個夢係話我好快就
有槍魂。」

我：「其實我都就黎無左個靈魂，點都好，但或者有機會係真既，但你果種能力叫槍魂？咁怪既......
」

點知呢個時候無啦啦有條友行埋黎搭嘴，搞到我想推佢去死......

冥通：「Yo，你頭先係話自己有槍魂呢？其實我都係一名魂者，我係屍魂持有者，係咪聽落好有殺
氣呢？」

我：「屍魂？咁你係咪好揪得先？不如你一星期後入埋我果隊擺啦，我好似未見過你係呢區架喎。」

冥通：「Sorry，我真係唔係呢區既人，不過我係黎搵幾個新魂者既，主要目標應該係刀魂同光魂呢
兩個。」

我：「車，咁我個FD係槍魂喎，都唔關你事啦大叔......」

冥通：「呃？大叔......我先24歲咋喎！拿，我就叫冥通，係高級魂者黎架，你比返啲尊重黎啦新仔～
」

我：「下！你叫冥通？你既職業唔係殺手咩？唔通刀魂同光魂既魂持有者都係你既暗殺目標？」

冥通：「你點知我係一名殺手黎？不過點都好，唔好咁大聲啦......呢兩個魂持有者其實係委託人叫我
搵出黎然後保護佢地既。」

我：「委託人？乜你原來除左收錢殺人，仲會收錢保護人既......」

冥通：「哎呀，死仔咁串？你到底係邊個？點解好似知咁多野咁架下！」



玥風：「喂，唔好打人啦，咦......真係講一講就停左手既......？」

冥通：「原來你個死仔就係刀魂持有人......咁，睇黎要谷谷你既"魂"啦。」

差啲唔記得其實我約埋星仔黎，點知星仔一黎，呢條屍佬就話佢係光魂，終於可以收工啦喎，明明我
一星期後先有危險......

星仔：「岩岩到，做咩突然又靜晒？遲到姐......」

冥通：「好啦！依家要快快手手教你地發力，唔係你地就等比人打死架咋！紅毛仔你先，你求其搵啲
名刀既名記住，幻想埋個樣！」

我：「下，唔通我想要把妖刀村正真係會比把黎咩......咦，又真係有把刀出左黎啵！」

冥通：「你慢慢諗多幾把啦，google埋都得架，好啦，到金毛仔啦，你盡量曬下太陽，仲有夜晚果
陣要吸收星星既能量！」

星仔：「好啦......咁我準備下先！」

我：「點樣收返埋啲名刀呀？再唔收就搞到好似無限劍製咁架啦......」

冥通：「你咪幻想佢地入返去你個刀庫囉！總之你地要極速修練啦，唔係一星期後就大獲架啦......」

我：「似乎你個任務同我自身有關係咁，一星期後，計埋你，我仲要搵多個人，你幫唔幫到我手？」

冥通：「唔洗搵啦，其實我既出現代表齊左人，總之一星期後我地再見啦，你地要好好修練呀！同埋
順便幫我做兩件事......」

玥風：「係咩事先？仲有你未教我點修練啵......」

冥通：「依家咪講囉，第一件事，幫我買批軍火返黎啦，我同條友抄左大獲，但我又唔想同佢認錯，
呢到係張寫左我假名既支票，拿，你好明顯就係練多啲槍啦！」

玥風：「買野姐，唔難，咁第二件事呢？又係關我事？」

冥通：「都算係，雖然唔好意思.......但係......可唔可以幫我買埋張單佢？我全個身得返張支票咁大把....
..走先啦～一星期後見啦！」

我／玥風：「屌......係酒吧食咁多野要人賣單......」

待續。



第十五節 - 開戰

續上回，見完冥通大叔之後，我地就各自展開為期一星期既修練，當然啦，因為無人睇住，偷懶都得
，不過既然關係到條命仔既話，懶極都有個限度既......

唔知另一個我會幾時出現呢？就黎上戰場真係好緊張......希望可以好似《破壞之王》個外賣仔咁唔洗
死啦。

果頭先擔心完，另一個我就好似聖神降臨咁從天而降，不過認真啲睇......原來只係有人幫佢加特效，
差少少又比佢大到我。

K：「喂，你既隊友到晒平行世界啦，差你姐，依家我就送埋你去先，跟我黎啦，我好期待你既表現
架，哈哈哈哈哈哈......」

我：「原來個遊戲係去你果個世界玩，即係你主場咁話啦，咁我地仲有得玩咩？」

K：「你放心，裁判司儀仲有觀眾等等都同我無關係，不過唔排除大部係觀眾係我既Fans咁解姐，哈
哈哈哈，噢！話咁快就到啦～」

睇黎我方陣容都係我既朋友，有星仔、玥風、雷切爾，當然仲有我自己啦......而雷切爾係我一個好耐
無搵既外國朋友，不過好似少緊個人咁......

我：「雷切爾！好耐無見啦，原來你都係魂持有者，你由小學果陣就返左英國，但今次點解又會知我
有事既？」

雷切爾：「Oh～原來係仇魂，其實冥通既委託人係我，實不相暪，其實我祖先報夢比我知因為有人
想扭曲世界既發展，而呢個人就係另一個你......」

我：「下，咁我地依家要做既野咪即係打Final Boss？唔係掛，一黎就打王......」

冥通：「無計啦！如果你既靈魂比佢吸左，咪即係能力都送埋比佢囉，魂力會進化架嘛，雖然我唔知
你既刀魂會變成點！」

雷切爾：「Bingo，就係咁！係呢，果個叫銀次既日本人真係搵唔到？睇黎你要打埋一份啦。」

冥通：「唔係下嘛！我諗住做領隊架喎......」

雷切爾：「無辦法，因為真係搵唔到佢，兩個世界都係，一係咁啦，我加錢比你，你就幫下手出埋戰
啦。」

冥通：「車......你估我真係果啲咁貪錢既人咩，話唔定5場比賽入面我地贏到3場呢，咁咪有2個唔洗
打囉！」



玥風：「係啦大叔，你上次要既軍火我都帶埋黎，我諗你應該需要用到既。」

冥通：「都話我得24歲唔係大叔呀！其實呢批軍火係比你用架，你既槍魂話唔定更需要佢地，總之
努力啦。」

星仔：「我唔係想阻大家吹水......不過我地係時候行出主舞台果到架啦。」

估唔到一出到主舞台，望到另一個我果隊就感受到無比既殺氣，即使佢地每一個既樣都神神秘秘咁....
..哇，乜個司儀係變色龍咁款既......

SEN：「Hi～大家好，我係今次靈魂收割戰既MC加Judge，黎自5光年咁遠既達拉星人SEN！全稱即
係SixEightNine，689！依家即刻同大家介紹下比賽形式啦......」

SEN：「首先每次出場雙方都要透過我地既電腦黎抽一名隊員出戰，當然出過既就唔會重複啦，而比
賽鬥乜野，就輪流交比雙方既隊長話事！即係Qilar同仇魂，拿拿拿，記住呀下，係抽左出咩人再決
定比賽呀！」

我：「得啦涼粉！你快啲抽人啦，我好緊張呀！」

SEN：「拿拿拿，你唔好蝦我外星人呀，我知你鬧緊我係果個咩梁唔知乜野英既人呀下，你悔辱裁判
既話，可以取消你資格架！」

星仔：「外星人先生......我地唔係想侮辱你，但其實係侮辱，唔係悔辱呀，你學好地球語言先啦。」

謎之男：「唔好嘈啦！快啲抽呀！」

K：「冷靜啲啦～比佢地娛樂下都好丫。」

謎之女：「呵呵，唔知我會同邊個打呢？」

我：「咦喂，另外果邊原來有囡囡架喎，唔知邊個會同佢打呢下？」

玥風：「可能係人妖呢......你覺得佢會帶到囡囡出黎打咩。」

SEN：「好！結果出黎啦！係玥風vs奧格斯！麻煩Qilar定比賽規則啦～」

我：「唔係嘛！一黎就果個巨人？但點解唔見對面有佢既存在既，明明佢咁大份......」

K：「奧格斯！開餐啦！今次既勝利條件當然係令其中一方死亡啦，哈哈哈哈哈哈......」

話口未完，果個巨人就由觀眾席高處一野跳左落黎，估唔到無見一個星期，佢又大份左......不過一黎
就要賭命，呢場仗真係非勝不可......



奧格斯：「吼呀呀呀！」

玥風：「睇呢個食人魔果樣，應該得力量，無智慧，睇黎都係有機會贏既。」

SEN：「好啦！雙方上台！比賽開始～」

待續。



第十六節 - 巨人

續上回，第一場比賽開始左啦，槍佬對食人魔，勝利條件就係要令另一方死亡先算贏......真係替佢擔
心。

SEN：「奧格斯一開波就追住玥風唔放，到底佢餓左幾多日呢？點解對食人咁有衝勁呢？」

玥風：「哼，估唔到條友真係比人餓左成個禮拜先放出黎，實驗品既野真係恐怖，不過要打死一個唔
識思考既人又真係唔難既事。」

K：「佢上次食人果陣已經係一星期前，當奧格斯餓到極點既時候，力量會比佢食飽果陣高出10倍架
，哈哈哈哈哈哈！」

玥風：「咁又點呀？我諗你無睇過巨人哥利亞個故仔啦，人地細細粒都贏到個巨人啦，力量唔係大晒
架！兵工廠召喚！」

估唔到玥風唔係召喚槍出黎射佢，而係召喚一間好迷你既兵工廠，不過我諗個巨人一腳就可以踩爛佢
.......好快無戲唱。

玥風：「未完架！追擊紋章鎖定心臟位置，迫擊炮兵一齊上，M61火神式機砲雙重召喚，對準目標
開火！」

SEN：「精彩呀！相信經過完一輪密集式進攻之後，奧格斯個身一定變晒蜂巢咁呀！」

煙霧散開晒之後，地下有住無晒既彈殼......但奧格斯身上只有小量燒焦既痕跡......睇黎呢隻實驗品真係
怪物黎。

玥風：「到底佢身體咩構造架......點解可以咁堅硬既......不過既然穿心唔得既話，一野燒你個頭啦！超
級噴火器召喚！」

星仔：「係喎，我諗用火既話，幾堅硬既肉體都係會頂唔住既，睇黎好快分到勝負架啦！」

玥風：「唔好比佢有機會攻擊呀！擾亂兵做野啦！同一時間，超高熱火焰發射！追擊紋章變更為四肢
！」

K：「無用架！就算你想用火燒佢個頭，佢都識自我復原，呢個巨人係我偷出黎既生化武器，點會咁
易比你消滅呀，哈哈哈哈哈哈！」

玥風：「依家噴出黎既藍燄有攝氏30000度咁高，仲有唔好忘記我對條友落左追擊紋章，火會自動擴
散去佢四肢到！你地都係等住輸第一場好過啦！」



估唔到咁樣燒法個巨人會變成火焰巨人咁，不過相信佢痛到跳跳扎咁應該好快就完第一場啦......

奧格斯：「唔該晒，無左個受詛咒既肉身，依家既精神同啲火融合左，我終於自由啦！」

玥風：「下！你識講野架咩？你唔係淨係識鳩叫咋咩？」

奧格斯：「其實我本來係一個巨人，但比美國佬捉左我去做實驗，之後果個死靚仔仲偷左我出黎，一
直控制我，所以我要將受到痛苦完完整整咁還比你地！不過首先我會解決左眼前既人，再解決埋果班
人！」

玥風：「講到尾，你只係一隻好巨型既火鬼黎，咁我做消防員就得啦，水柱巨砲發射！」

奧格斯：「我身上既火完完全全可以將你射過黎既水蒸發，你都係留返啲力啦細路。」

SEN：「哇，奧格斯唔止無受傷，仲可以一拳車埋去玥風到，不過呢下火拳應該痛到入心入肺啦！」

玥風：「好彩個兵工廠仲係到......有班滅火兵自動出左黎幫我救火，唔係我就變左燒豬啦......係啦，無
氧既話，火都會熜，唯有咁做啦！」

SEN：「玥風突然一野彈上天，到底搞乜呢？不過奧格斯都將自己隻左手飛上天呀！睇黎想用火焰飛
拳黎打佢喎！」

玥風：「鋼鐵捕獲罩張開！一定要整熜佢啲死人火！」

冥通：「丫，估唔到個死仔又幾聰明喎！」

一瞬間，戰場上就出現左個好似一個小型太空館既半圓，入面仲有堆滅火兵噴緊氣體，應該乜火都無
晒架啦......

玥風：「喂！689，仲唔快啲數10秒？」

呢個時候，戰場突然下陷，啲石飛上去夾住玥風......

奧格斯：「10咩秒呀？我仲係到呀！少年，你太年輕啦，我無得做火焰巨人可以做石巨人架！終於
到我逆轉大局！等我拉你入地下缺氧啦！」

星仔：「裁判呀！但其實個巨人變成火果刻係隻鬼，咪即係死左囉，點解唔計我地贏？」

SEN：「NoNoNo，就算係鬼，只要可以化成有型體咁戰鬥，都算參緊戰架。」

我：「唔係掛，咁呢個巨人咪即係打極都唔死？但槍佬又唔係道士，點樣打死隻鬼呀？」



玥風心想：可惡，連兵工廠都比佢捉住我果陣順手整爆左，依家我都就快比佢扯入地面，到時真係我
變鬼啦......如果我可以召喚更多野就好啦。

呢個時候，玥風突然有光包圍住，到底最後第一場比賽係邊個得到勝利呢？

待續。



第十七節 - 進化

續上回，玥風突然有道光包圍住個身，似乎係一件好事多過壞事......

玥風緊握拳頭，全身力量有如洪水一樣洶湧而上，大喝一聲：「出黎啦！強襲機工廠！」

突然無數既坦克同戰機立即出現對奧格斯同岩石開火，就好似你玩GTA chok cheat一樣......

捉住玥風既岩石好快就爆開左，而佢都好完美咁打左筋斗落返地。

玥風：「比你見識下軍魂既實力啦！其實由我唔用槍果刻開始，我已經準備迎接新既力量啦！」

奧格斯依家就好似比人分完屍咁，滿地碎石，但由於佢係鬼，可以好快咁聚合返啲岩石，再次變身做
岩石巨人。

奧格斯：「就算你再打到啲石變到沙一樣，我都可以再化做有形體，做沙巨人，甚至用你啲坦克戰機
合體都一樣得呀！」

玥風：「鬼唔知，見過鬼仲唔怕黑咩！不過你又真係一隻鬼黎喎，所以你就緊係唔知我下一步想點啦
！繼續射啦！超級大軍勢！」

1:1比例既戰機同坦克既密集轟炸再次搞到現場煙霧瀰漫，相信奧格斯今次真係要找數，做沙巨人，
再唔係就煙巨人都得既......

奧格斯：「咁強大既軍火力量唔係咁用架，等我將佢地好好融合咁教你點用啦小朋友。」

SEN：「哇！估唔到奧格斯佢將坦克同戰機Crossover！今次將自己變左做機械巨人呀！」

面對自己既強襲機工廠變左做敵人既武器，但玥風反而擺出勝利姿態，面上仲有主角逆轉勝一樣既表
情，可能今次真係贏到隻鬼啦......

玥風：「我仲諗緊你係同沙定同我啲戰機合體，估唔到你連間工廠都要埋，真係太好啦......」

奧格斯：「因為就黎比自己既得意兵器殺死所以語無倫次？你既精神力都已經消耗晒，除左拳腳之外
，你連召喚支手槍都成問題！」

玥風：「的確召喚完兩次生產工廠之後，我既精神已經到左極限，唔可以再召喚多次，連想再召喚支
手槍的成問題，但我要做既野......」

玥風都仲未講完，奧格斯已經準備發射......

奧格斯：「正傻仔，你估我好似動漫角色咁比你慢慢解釋再用超必咩！我依家就打死你先！咦，點解
無野出架？明明仲有彈藥架喎，同埋戰機同坦克已經同我精神連接架啦！」

玥風雖然滿身傷痕，但都係要解釋埋落去：「都話巨人一向都係無腦架啦，一味打斷我解釋，我就係
知道你一定射唔出先繼續講架嘛......唔記得講，你依家係郁都唔郁唔到，唔洗諗住衝埋黎撞死我，我



其實一早將〝魂彈”植入左戰機同坦克果到，工廠唔洗問當然係有最多架啦。只要我一比指示，佢就
會爆發出〝魂炎”，到時你呢隻鬼一定魂飛魄散......」

奧格斯：「車，咁你又一早引爆埋佢？你根本就無精神力同魂力可以用！所以係到同我打心理戰，我
唔郁得都係你戰機同坦克注入左魂先咁樣，不過好快就消耗晒架啦！」

SEN：「咦～睇黎奧格斯處變不驚啵，果然係巨人族既英勇戰士，幾危險都唔怕對手既策略呀！」

玥風：「你唔好再懶醒啦！我唔殺你住係因為要問你一個問題！捉你果班美國佬到底係乜料？或者我
可以幫你報仇，因為我唔想我既朋友死，所以我都唔可以死係到，但仇我會幫你報埋，因為我知道你
戰鬥係身不由己！」

奧格斯突然冷靜左落黎，其實通過打鬥，或者真係可以令兩個人互相交流，產生出一份濃縮的友情。

臭格斯：「哼，你唔好走數啵，果班美國佬應該都係見錢開眼既人，不過我知道有個人代號叫『G.F
』，應該係幕後主腦......得啦，你殺左我啦，等我下世認認真真做英雄。」

玥風由奸險既勝利笑容變左做溫和既笑容，似乎真係認真想幫呢個敵人完成心願，不過佢心地好我係
知道既。

玥風：「〝魂爆”！放心啦，我唔會走數，因為作為軍魂持有者既我，一定會好似軍人咁正氣，你安
心上路啦，奧格斯。」

魂炎完完整整將奧格斯既精神慢慢消去，但感覺到巨人既殘影飄左上天，或者呢啲叫做撞鬼啦。

SEN：「得啦！真係好感人呀下，但都要宣佈賽果架～第一場勝利者係玥風！傻仔仇魂隊先贏一場！
」

我：「乜料呀！我幾時有咁報隊名呀？仇魂隊咪算囉，點解要加埋『傻仔』落去？」

SEN：「呀，唔好意思呀......原來個隊名係Qilar同你報既......咁方丈你想改返做咩隊名呢？」

我：「算啦，你幫我去除左『傻仔』呢兩個字就得架啦，我份人唔係好小氣架咋！快快手手抽埋下一
場要出黎比賽既人啦。」

SEN：「係係係！依家就宣佈第二場比賽要出黎既選手啦......結果出黎啦！係星夜vs鬼邪！咁依家輪
到仇魂決定比賽規則啦～」

開頭好心急既謎之男都扯開左披風，將真面目示人，雖然鬼邪個真面目同LOL既夜曲差唔多，但真係
可以感受到果份邪惡氣息......

我：「依家個戰場個地下穿晒窿，不如就玩尋寶遊戲啦，打埋呢場先再修復返個場地都未遲，反正依
家先就黎黃昏，玩埋先再算都OK。我手上有個比卡超圖案既紐埃幣，你地只要其中一個搵到就得啦..
....當然其中一方投降都得啦。」

星仔心想：果然記得我能力係光，知道就黎入夜先比賽，仲有就黎無太陽光，鬼邪呢個影子怪物都好
難入啲窿到慢慢搵。



我：「好啦，呢到一共有五個紐埃幣，分別係喵喵怪、車厘龜、小火龍、奇異種子，當然仲有你地要
搵比卡超，依家我飛晒入戰場入面，搵岩衝到上觀眾席就為之贏。」

SEN：「好啦好啦！比賽開始啦～就天黑啦！」

待續。



第十八節 - 黑夜

續上回，第二場比賽開始，就係我定落既搵金幣比賽。

星仔一開波就挑釁對手：「趁個未黑你好搵到個銀仔啦黑炭，入左黑你肯定唔到！」

估唔到佢真係挑釁佢，萬一人地好猛料就大獲。

鬼邪奸笑左幾聲，郁都唔郁咁答佢：「你擔心下自己仲好啦！入左黑就係我贏，依家我就讓你慢慢搵
啦！」

星仔：「搵到啦！唔該晒你讓我。」心想：雖然手中既係喵喵怪幣，但睇下呃唔呃到佢先，我懷疑佢
入夜果陣係成個身包圍戰場個地下都得，直接攞晒5個幣咁贏......

鬼邪：「哼！等你好耐啦，我根本就唔洗搵，搶你果個咪贏囉！〝百鬼炮齊射”」

SEN：「鬼邪一招就將星夜炸開左，仲搶埋個硬幣！果然係有戰略！」

鬼邪：「仆你個街！喵喵怪黎既！估唔到比你呃左，真係估唔到你雖然金起個頭成個MK仔咁但都幾
有腦......」

星仔：「唔係我有腦，而係你蠢！邊有人搵到仲咁大聲講出黎？你應該好怕光，就等我同你黎個埋身
戰啦，激光劍刃！」

星仔真係勁左好多，無見一個星期就可以用完美控制光能，依家未有星星既力量都可以係手放出激光
做劍。

SEN：「哇！鬼邪一比星夜把激光手劍插過就成身散晒，睇黎影真係好怕光既！」

星仔：「鬼邪突然係戰場既地下聚合，唔通佢同個巨人一樣又係鬼咁麻煩？但我理得你，都係快快手
搵左個銀仔先。」

鬼邪：「個天黑晒啦，你已經輸左！〝暗靈噬”！」

SEN：「鬼邪個黑影突然吞噬左成個戰場地下，影既力量真係估你唔到呀！」

鬼邪：「果然比我攞晒5個銀仔，首先係剛才既喵喵怪，之後小火龍、奇異種子、車厘龜，當然仲有
用黎贏既比卡超啦！我都只係想求勝，就留你小命啦。」

星仔：「係咩？乜你最後show比大家睇既真係比卡超咩？真果個係我到！」

鬼邪爬上觀眾席，點知突然有個小爆炸係佢身體上出現。



鬼邪：「點解會爆炸架？竟然又係光，本來諗住利用你呢個發光體等我可以入夜之後即刻贏，點知真
係一個難應付既人！」

星仔：「岩岩都係大你，我係講完果句先開始搵，不過你講得岩，我係一個發光體，所以我夜晚搵野
唔難！」

鬼邪突然將自己變大，似乎想直接吞噬星仔佢......

鬼邪：「唔好怪我唔客氣，我為有將你連人帶幣咁樣贏啦！」

星仔：「〝星光之力”！邪不能勝正呀！」

SEN：「勁！睇黎係光與影之戰，估唔到只係第二場就咁精彩！大家真係有眼福～」

正當星仔將個黑影消滅之後，打算上觀眾席之際，突然地下有隻手將佢扯低。

鬼邪：「未完架！我唔可以輸！〝影纏”！只要你郁唔到就同一個電燈膽無分別啦。」

星仔：「果然比你纏住我個影搞到郁唔到，不過我都唔可以白費一個星期既努力！星與夜快啲比力量
我啦......〝星光爆破”！」

鬼邪：「哇屌！咁辛苦先攞到個銀仔，差少少咋......啊！！！」

SEN：「拿，我見你都未郁到啦，即係硬幣唔係你身果到，咁你要等我數10秒，10......9......」

星仔：「就算好慢都要郁到，我唔可以比佢有機會翻身架，星星借我力量！行啦！」

SEN：「3......2......」

鬼邪：「我未死！係佢附近既下面！我只要仲有氣息，你都係郁唔到架！認輸啦！」

星仔：「咁我唯有自爆啦......」

鬼邪：「又想呃我？咁我唯有直接用黑影既力量吞噬你啦！」

星仔：「〝激光爆散”！你咁近我，一定死硬架啦！」

SEN：「好彩我有戴黑超，真係估唔到可以咁光，就好似開左燈一樣！」

星仔：「用最後一口氣都要派上觀眾席......終於贏到啦，但係，好攰......」



星仔派完上去就訓左係地，但希望個比卡超幣係佢個身到啦，唔係只係會當平手，變左白打一場。

SEN：「掂呀！佢左手拳頭原來就係緊緊握住個真正既硬幣，而唔係佢整出黎既激光爆彈！第二場勝
利者係星夜！仇魂隊再贏一場！依家再抽第三場......」

我：「喂！聽日先抽啦，第一依家入夜，第二個戰場都爛到乜咁，不如依家休息左先啦，你咁快抽左
會比壓力出場果位。」

SEN：「好啦！咁我宣佈第三場比賽會係中午十二點開始！大家依家就返去休息先啦，同時我地會修
補返好個戰場架啦！」

玥風：「我地唔通要返去自己個世界先？但星仔依家成身傷，仲暈左未醒，就咁返實比人發現有大獲
野，同埋我地唔識自己黎返呢個平行世界到。」

雷切爾：「淨係返去你都唔識啦，其實係到我搵到間酒店架啦，大家休息一日先。」

去到酒店之後，真係發覺好豪華下，重點係近戰場先好，間房幾爽，有兩張大床。

雷切爾：「我唔係想打擊大家既士氣，但有個壞消息我要講左先。」

我：「係乜野？你想講星仔佢依家都係未過危險期之類？」

雷切爾：「唔係，而係今次既房得呢間，大家就珍惜下果兩張床，我會自願訓浴缸，大家聽朝努力啦
！」

待續。



第十九節 - 夜襲

上回講到第二場比賽打完，好簡單就贏左一場，不過因為入夜，同埋要修理返個比賽場地，暫時休息
。

冥通：「喂，你地唔洗預地方比我訓，我出去食枝煙仔再行下夜市。」

我：「最少依家得返一張床，因為星仔係訓緊私人病房，阿風你一定要好好訓返教，因為你打完第一
次比賽都唔少野。」

玥風：「你唔講我都會爭個床位訓，因為真係好攰，我刷個牙就訓。話說有可能下一個出場既會係你
，有咩對策？」

老實講，以我咁既戰鬥力，對住邊個贏面都唔大，唯一希望就係第四場抽中我，用個奇怪既比賽黎分
勝負。

我：「我實力真係廢開就廢開，我又無左果個波，都變唔到身，咪望第四場抽中我，然後我決定用2
1點黎分勝負囉。」

玥風：「下，咁兒戲？但你運氣都唔係好好，咁同包剪揼差唔多咋啵......」

我：「我明既，我出去行陣先，順便睇下星仔，晚安。」

依家諗返起，成件事真係好突然，自己一時既好奇竟然令自己招惹重重殺機，唔知我會唔會又做左失
蹤人口呢？上次去未來果轉都話快，依家呢轉都唔知點計。

呢個無啦啦有個人係後面拍我膊頭，原來係雷切爾。

雷切爾：「一定有心事啦，點都好，星夜佢情況有好轉，去睇下啦。」

我：「嗯，正有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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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冥通偷偷地上酒店天台靜靜地食枝煙，但突然收到一個電話。

冥通：「乜料，點解呢個世界都會收到電話，不過又無來電顯示先好野。喂，喂，喂！邊位呀？」

鬼邪：「係我。〝影纏〞！」



鬼邪原來早已潛伏在黑影之中，一直等待時機行動。

冥通：「乜你唔係元氣大傷架咩？仲有你輸左又關我乜事呀！」

鬼邪：「其實我同你一樣都係殺手，我收左錢要係你殺我委託人之前解決你，岩岩場比賽我都係用左
我半成力。」

冥通心想：可惡，早知行上山先沉思，依家我都唔知點樣召喚骨獸黎幫拖，咦，唔係喎，我把巨劍都
跟身，就搏下啦。

冥通：「不過岩岩你都應該未回好氣啦，劍靈召喚！〝星魂斬〞！」

鬼邪：「哼，估唔到你可以令把巨劍自己郁，但咁既攻擊對我又有咩用？」

冥通用盡全身氣力提起左手，並且大喝一聲：「返！」，剛才斬成的星形陣放出一道閃光，而巨劍已
經回到冥通手中。

鬼邪：「可惡......既然係咁，我就出盡全力解決你！」

冥通鬆纏過後再點過枝煙，吸一淡再攞返起自己趺左既手機講：「無用架，你已經死左。」

鬼邪左擰右擰：「點解到我郁唔到架？！」　

冥通：「第一，我唔係新仔，第二，我唔係盲既，睇完第一同第二場比賽，我緊係學到少少野。你應
該估到我會想點架嘛？」

鬼邪：「唔係掛？斬我果陣都可以係我果少少傷口放到炸彈？！」

冥通又舉起左手，大喝：「〝符文引爆〞！」

面對經驗老到的冥通，相信是殺手也會不敵，更何況自身戰力本來就已經被削了一半。

冥通沒有放鬆，馬上握緊劍柄，聚精會神，趕緊把四散的鬼邪吸進劍內，令巨劍的靈氣強了不少，接
著當然繼續若無其事看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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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邊廂，當然是私人病房的情況。

我：「估唔到你又復原得咁快喎。」

星仔：「可能係因為星光既力量啦，始終呢個位係對住夜景。」

雷切爾：「呢間酒店既設施同位置真係唔可以睇少，總之放心啦，你地一個仙都唔洗比。」

我心想：痴線，你叫我比一晚既錢真係唔知點樣死出黎比你啦。



星仔：「我諗休息多陣聽朝都可以坐返係戰場邊觀戰，大家都係早少少休息準備啦。」

我當然食個宵夜先再返房訓啦，不過雷切爾又話有啲野做，但都唔關我事架啦，諗下聽日點作戰仲好
。

待續。



第二十節 - 雙打

上回講到連贏兩場之後，休息期間冥通係天台比鬼邪偷襲，不過佢都將佢制服係把劍入面。

終於要開始第三場賽事，贏埋佢既話即係之後兩場唔洗打，直接贏。

SEN：「Yo！大家係咪好期待呢？廢話唔講咁多，抽出戰名單......結果出黎啦！今次係冥通vs帕特莉
西亞！」

玥風：「帕特莉西亞唔通係果個囡囡？」

K：「係呀，你地最留意既女呀，今次因為公主上陣，我就唔求咩打生打死，邊個比自己既武器傷到
就算輸，OK？」

我：「你玩晒啦！你果個囡囡都無武器，冥通就有把巨劍，即係你果邊咪唔會輸？」

帕特莉西亞：「咳，你個矮仔唔好咁無禮，我係水世界入面既默菲丹共和國既二公主，你應該叫我做
公主，仲有我係有武器架。」

呢個二公主果然係水世界既人，連胸器都特別大，不過估唔到佢武器係兩個水晶球，唔通佢個胸係假
既......

冥通：「唔好以為我唔打女人，不過我一定會渣你個波，唔會手下留情。」

SEN：「拿拿拿，冥通選手，你要注意你言行呀！唔好性騷擾公主呀！否則都會取消你資格，當你輸
！」

K：「今次唔關我事，係公主有特別保護，你都係收下把臭口啦。」

帕特莉西亞：「你太無禮啦！〝水牢”。」

SEN：「公主果兩個水晶球即刻變左兩個保護網，一個包住自己，另一個包住冥通，唔通想一齊輸？
」

鬼邪：「喂喂喂！689你咪咒公主呀，呢場係二打一既戰鬥黎，我當然唔會比公主輸啦！」

冥通：「你係我把劍入面想做啲咩呀？你覺得你會控制到我把劍咩？」

帕特莉西亞：「佢依家當然唔得，不過經本公主幫助後就可以，〝水之擁抱”。」

冥通：「我把巨劍竟然比你用水包住左？但咁又點呀！你既武器其實就係水，等我係呢一刻令你輸埋
佢啦！」



SEＮ：「勁呀！估唔到冥通一拳當果把巨劍係波一樣，一野飛埋去公主到，到底兩層水牢足唔足夠
保護公主呢？」

帕特莉西亞：「呢個粗人既靈氣真係好強，佢既力度竟然可以令把巨劍既衝力撞穿水牢......衝力太快
，我根本唔可以令把劍停低。」

鬼邪：「公主唔洗怕！你唔夠力姐，但巨劍控制權係我到！我要報返琴晚既仇！」

SEN：「哇，估唔到剎那間勝負已分，巨劍已經直刺冥通的心藏，即係今次勝利者係帕特莉西亞公主
！」

冥通：「估唔到......低估左佢......」

玥風：「咁都計贏？二打一根本唔公平！再講鬼邪已經係第二場輸左，即係犯規啦！」

K：「佢只係控制唔到自己把武器，咁都關人事？」

我：「算啦，下一場贏返就得，依家不如拿拿林醫左佢先啦，否則錯過黃金時機就唔好。」

呢個時候，我反而希望五個人可以完完整整平安咁離開呢個平行世界，所以唔公平咁輸一場真係唔重
要。

SEN：「依家個場地都係濕左少少！咁就快快手手開始埋第四場......雷切爾vs穆！今次到仇魂決定勝
負條件啦！」

我：「喂，佢地果邊果個穆仲唔出現既？咁我點決定玩咩？」

呢個時候有一個男人從天而降......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