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被app選中了嗎？

作者: 葉嘉勞

Powered by 紙言

https://www.shikoto.com


第1章 怪事發生

你被app選中了嗎？
第1章
     “今日係dse文憑試中文科教試，請把手機關掉，取出電池，放在座椅下當眼處…”

   “超，聽到厭啦。”天矢依言照做，把手機放係座椅下，細聲講道。

   
文憑試對天矢來黎講只是一件無聊的事。佢根本唔係讀書既料。可以講是黎陪跑既。天矢睇了睇四圍
認真緊張既考生。又瞄了瞄後面的考生。佢後面係一個四眼仔。一睇就知道讀書讀上腦個啲人。

   四眼仔見我望佢，佢閃閃縮縮地望了我一眼。天矢扭了扭背，豎起手指指了指自己背上的字：u
will be fail!   意思好明顯啦。

   
“依家是7點30分。請各考生開始作答。”miss宣佈完之後，翻開考試答題紙的聲音刷刷刷地響起。

   人生的轉折點要開始了嗎？天矢打了個哈欠，想道。

  
過了十五分鐘…天矢已經停咗筆。可以答既，佢已經答曬。剩低既就真係得個睇字。訓教嗎？翻去實
畀老媽子插死。

   此時，音樂響起了：

   “來忘掉錯對，誰懷念過去…”

   “你啊媽找你，你啊爸找你，你…”

   “鈴…鈴…鈴…”

  
考試場上，為數唔少既手機響起。眾考生們都抬起頭來四處張望。因為這奇景唔係成日都有架。Mis
s同阿sir都皺曬眉頭，巡緊既miss行過去手機響既考生個度，一個肥姐外型既miss不悅地敲了敲考生
張檯，道：“熄左手機佢，你知唔知咁樣會扣分架。”

   “我…我手機熄咗架啦。”那考生一面難色。

   “熄咗？熄左又會響？攞出來。”肥姐喝令道。

   
當黑考生乖乖地彎下腰攞起手機，手機畫面果然是著既。當黑考生真是百嘴莫辨。正當佢疑惑嗰時，
佢一邊解釋一邊翻轉手機道：“我明明攞左舊電池出來架。”

   “咦！無電池！！”當黑考生道。



    此時既天矢同樣是吃驚，佢攞起佢不停播越難越愛既手機，發現到同樣的問題。

  
點解會咁既！天矢翻轉睇熒幕。熒幕上顯示既野好似一部老虎機。上面仲有一個手指向下撥既動作。
打慣機既人一定識。

   出於好奇，天矢用手指往下一撥。果然，老虎機開始翻轉啦。

    ..........

 
天矢一邊等著結果，一邊留意住四周的情況。唔想畀阿sir發現。不過，佢都係白擔心啦，因為阿sir
同miss都畀呢個怪異既現象嚇親。

   終於…結果出來啦。

   一個app既icon顯現在天矢的眼前。

   “wtf,
金山電池醫生。車，有春用啊！仲以為有咩怪野發生添。”天矢大失所望，正當佢想移開視線個時，
熒幕又變化了。

   金山電池醫生既icon移向左上角，一段文字出現係下面：
   金山電池醫生
   能力：電池，持有者能成為電池。

    “姐係點啊！”天矢呆了一呆，佢還未諗到發生咩事，手機就黑mon了。無再發出鈴聲。

    天矢無言地注視著黑mon, 對呢個狀況大惑不解。

   天矢開始四處張望，佢見到唔少考生都係同樣情況。更有d醒既都開始周圍睇。

  
“咦！有靚女喎！”天矢睇到個戴黑色粗框眼鏡既靚女。一睇就知精明人黎。呢個靚女此時也留意到
天矢。兩人對視了一陣。

   此時，慌亂既老師開始有對策。佢地宣佈道：“手機響既考生全部同我出黎。”

   “嘿，睬你都傻。你又捉我唔到。我先唔出！”天矢冷笑一聲。

    天矢唔出姐，有幾條傻仔乖乖咁出左去。大概是四男二女。比剛才響鈴的數目少好多。

   天矢打量咗佢地幾眼。大概認住咗佢地。見阿sir佢地同嗰四男二女傾咗陣。好快就放番佢地啦。

   中文考試繼續…繼續無聊…天矢很快就進入左夢鄉。



   直到…....

   “考試結束，請大家停筆…....”

  
天矢終於訓醒，他伸了伸懶腰。等收咗卷之後就隨便執咗下野，開番手機，二話不說就向外走。畢竟
，佢根本不在乎成績。

   行出左考試場不久，天矢就畀人叫住。而且是一把女聲。

   
天矢轉身一睇，竟然是嗰個眼鏡靚女。睇黎佢係特登追出黎既。難道咁快就有艷遇。果真是考場失意
，情場得意呢。

    點知靚女喘吁吁地show手機mon畀天矢睇，道：“你知唔知發生咩事啊！”

  



第2章 眼鏡美女

第2章
   
“下？你要我睇乜啊！美圖秀秀？你想同我影相咩？”天矢見到手機mon上只顯示咗一個美圖秀秀
既icon, 好笑地道。

   
眼鏡靚女搖了搖頭，道：“梗係唔係啦。你有無仔細睇架。”眼鏡靚女在手機上撥了一撥，再show
畀天矢睇。

   天矢皺著眉，定睛一看。佢終於發現咗不妥。

   “咦？點解有兩個美圖秀秀既。仲要有一個icon特別啲.係用黑色粗框圍住！！”天矢道。

   “唉，睇你既樣都係咩都唔知架啦。曬我時間！”見天矢既表情，眼鏡美女嘆咗口氣，轉身想走。

  
難得一見靚女，天矢梗係唔想咁快拜拜啦。佢搭著靚女的膊頭，對靚女講：“哈哈哈，唔使咁快走住
。雖然我唔知姐，但我都揀咗一個app.
你依家周圍找人問答案都應該差唔多。不如我地找間店坐低研究下啦。呢度北角，我哋去山腳既吉野
家好無先。”

   眼鏡靚女諗咗陣，最後都係跟咗天矢落去。

  
“黎黎黎…坐低先。食唔食野啊！唔食？咁我自己叫啦。”天矢毫不客氣地道。完全無理靚女既不耐
煩。

   
拿咗個照燒雞排飯過黎，天矢一屁股坐係靚女對面。佢一邊拆開五香粉一邊對靚女講：“我叫天矢啊
！你叫乜名啊！”

   “我叫焉凝。你都可以叫我ally.
”Ally依然在苦思，道：“喂，講翻嗰個美圖秀秀。我記得手機顯示過美圖秀秀既能力。是改變身體
構造。”

   “係啊，沒錯啊！美圖秀秀是化妝既極致僑裝啊嘛。”天矢大口大口地咬著雞排，理所當然地道。

   “......你諗野可唔可以唔好咁簡單啊。”Ally道。

   “可以幾複雜啊！？”天矢打趣道。

   
“等等！唔使咁勞氣。”見ally想走，天矢馬上勸阻道。佢神情一肅，摸著下巴道：“我估佢既能力
唔係咁簡單。可能可以影響到現實。我諗呢個可能係神之app!!



”天矢見ally一副咦，難道真係既想法，不由得佩服自己既老吹能力。

   “你係講美圖秀秀可以改變現實中人既身體構造。”Ally驚訝地道。

   “沒錯，有咗佢，你就可以化身成為柯南，收集咗七龍珠，成為海賊王。”天矢打趣地道。

   “啪！”Ally一招力劈華山打到天矢啊啊大叫。“正經啲得唔得！”Ally皺著眉道。

   “係…係…係…”嘗試過力劈華山的威力，天矢開始變乖了。

   “唔通真係？”現代人睇過咁多科幻片，信呢啲野一啲都唔出奇。

   
天矢爬著飯，邊道：“你咪試下羅，又無死既。如果得咗你就發囉。無痛整容。嗱，到時你就找啲闊
太，同佢哋整。哈，到時你分分鐘發過猪頭。”

     Ally雖然半信半疑，但是還係一副躍躍欲試的模樣。“找邊個呢？”Ally四處張望。

    “就找佢啦。你睇下佢，隻左眼都唔應該係嗰個位既。”天矢指住對面檯嗰件猪排道。

   “好！”Ally開始搞呢個目標人物。

  
過咗一陣，Ally一面失望咁講：“唓，我搞咗咁耐，佢一啲變化都無。只係好似分屍咁拆佢啲手手腳
腳落。有乜用姐。”

    此時，天矢食飽飯。佢講：“可能呢個只係新app, 美圖秀秀既更新版姐。無野既。”

   “但是，你唔覺得怪咩。我覺得件事無咁簡單既。手機無電無端端會響！”Ally仍存在疑心。

   “可能是嗰度有乜李氏力場or
GT力場掛，電磁場集中形成電流啟動咗手機掛。我理科唔掂，亂吹。”天矢猜道。

   “嗯…可能你啱呢！”Ally諗咗諗，依然唔放棄咁講：“你既app呢！”

  天矢攞出手機，翻咗一翻。果然，金山電池醫院同樣被一個粗框圍住。

    “真係有喎！”天矢睇住個mon.

   Ally覺得不耐煩，佢一野搶咗天矢既手機，直接開個app. “開黎試下啦。”

   金山電池醫生開咗，進入咗介面。但等咗一陣，都係乜事都無發生。

   Ally一臉失望，相反，天矢卻無乜野。本來佢就唔care個結果。天矢志在識個靚女姐。

  
最後，兩人係吉野家門口分開咗。天矢興高采烈地睇住手機通訊錄上Ally既電話號號。完全無在意側



邊豐澤入面液晶電視上報道的一則新聞：

 
各位，今日是中文文憑試考試。而這個考試開始不久，各個考場均出現咗一件怪事。考場上為數不少
既考生手機在無電芯既情況下響起。我哋請教咗相關既教授黎解釋…...
                                         cctvb  XXX報導     



第3章 clash of clan

第3章
     “咦？ally, 咁啱嘅！？睇黎我哋真係好有緣喎！”天矢見Ally係考場出面等緊。

  
“好出奇咩，我同你都係住港島東。不過呢間桂華山中學都算容易揾。喂，唔係講呢啲既時候。我有
驚人發現。”Ally緊張地道。

  
“發現？我知啦。係米發現倒我既優點啦。我都知架啦，我既內涵就好似啲女人大肚一樣。越耐越能
突顯。”天矢打趣道。

   “唔係啊！鬼理你呢個白痴咩！你仲有無開嗰個app啊。”Ally問。

   “你講金山電池醫生？無呀。你唔講我都唔記得佢啦。”天矢隨意道。

   “你聽我講…”Ally想講嗰時，廣播響起。

   “請考生進入試場…”

   考生陸續進入試場，人潮向門口湧來。衝散了Ally和天矢兩人。Ally只能交待考試完才商討。

   天矢完全無放係心度，佢都唔知點解Ally咁緊張個app.
不過都好，起碼可以同個靚女傾下計，順便談談情。

     天矢打著如意算盤，一副淫蟲樣。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講檯上既Miss宣佈道：“今日係英國語文考試。而家既時間係8點29分。考試現在…”

   突然間，一陣刺耳既鈴聲響起：“叮~~噹~~”

   “各位考生，而家係遊戲時間。唔係考試時間呢。”一把男人聲蓋過了miss既聲音，係廣播響起。

   考場內的考生和miss都有啲疑惑，以為係乜野大整古。

   
嗰把輕佻既聲音又響起：“考試係用黎區分優劣的工具。但是從三月三十號開始DSE已經無用啦。因
為我已經被app選中咗。我就係最尊貴既存在。嘿嘿嘿…”

   笑聲好恐怖，有啲令人覺得變態既感覺。

    “搞乜鬼啊，熄咗佢啦。”有考生不悅地大叫。已經有職員去緊廣播室。

   
“你哋入面一定有被app選中既人！我哋就黎玩一場遊戲吧。一場死亡遊戲。睇睇邊個先係最後既贏



家。成為最勁既app owner! ”

   “我唔怕講畀你聽我既app係咩。係clash of clan.
部落衝突！你哋已經走唔甩啦。係你哋進入咗呢間桂華山中學嗰時，我已經啟動咗app.整間學校已
經成為咗陣地。要出去既唯一方法就係打低我，或者我殺曬你哋全部人！”

    “clash of clan, 搞笑咩。邊有可能！”一個考生取笑道。

  
只係，好快佢就笑唔出啦。全場所有人都發出驚咦之聲。因為在佢地腦海裡出現咗整個桂華山學校既
map. 好似部落衝突咁。

  
“呵呵，你地應該睇到啦。考場就係你地既大本。係呢度，你可以睇到你自己既陣地全貌。廢話我就
唔多講啦。反正你哋最後既命運都係死…不如諗下點樣享受埋最後既時光啦。”

   最後，聲音以恐怖的笑聲結束。留低既只剩一班莫名其妙的考生和miss.

  
“各位考生，我哋既職員已經去緊廣播室。請大家繼續考試。”miss既說話令呢班議論紛紛既考生
肅靜了下來。呢一幕只是佢哋人生一個少少既插曲。DSE先係佢哋最緊張既事。好快，考生們就開始
動筆。

   但是…呢個時候…

   一個考生站了起來。櫈刮地板嘅聲份外刺耳。

   “呢度有無app
owner啊！靠我一個人嘅話實贏唔到架。”見大家望住自己，呢個考生無覺得尷尬，而是好焦急。

   “47號考生，杜鵬飛，請你安靜啲.”miss不悅地警告。

    杜鵬飛理都唔理個miss, 佢攞出手機，舉起iphne 4 大聲講：“我唔講嗰句都講埋啦。我是app
owner. 我嘅app是whatsapp! 能力是心靈傳導。只要我加左whatsapp嘅朋友都可以用意念溝通。”

   
“佢痴咗線啊，以為自己拍緊美劇？一陣係咪話自己係avenger啊。喂，唔好未上影先上腦得唔得。
”佢隔離嘅考生取笑道。

   果然，呢個考生嘅說話引來了一番嘅哄笑。

    杜鵬飛繼續道：“如果敵人真係clash of
clan既話，我哋要面對嘅就係野蠻人，弓箭手，哥布林等等…根本唔係一般人可以應付。如果我哋唔
聯合起來，先唔講呢度啲白痴仔，你哋都會實死無生。”

    “杜鵬飛，你再出聲嘅話，我就趕你出考場。你同我坐低！”miss大聲喝道。



    “坐低啦，唔洗考試咩！”

   “唔考就出去啦！”

  
好多人都不免埋怨。天矢雖然覺得無稽。但是心中嘅不安感揮之不去。佢不由得抬頭找找Ally嘅位置
。

   此時，又一個人企咗起來。佢走到杜鵬飛隔離大聲對所有人講：“app owner,
出黎幫手啦。再咁落去，我哋都會死係呢度！”

   
“呢兩個人痴…”線字都未講完，嗰考生就發現不少人企咗起身。一個男仔更一邊走一邊用響亮既聲
音冷冷地對所有人道：“佢哋講嘅野千真萬確，你哋唔想死嘅話就快啲匿埋。唔好話我無提你哋。”

   “你哋坐翻埋位…”Miss發惱地大喝。

  
只是剛才那一個酷男剛聚到杜鵬飛身邊，佢就左手插褲袋，右手舉起，瞄了Miss一眼，隨意地道：
“Miss, 我哋全部棄科！”

    “你…”Miss氣得臉都紅曬。

  
停下了腳步，他右手也插到褲袋內。似是想到了乜野，酷男轉身對Miss道：“啊，對了，我仲未講
畀你聽我叫咩名。我叫做vt vencent tang. ”
能力圖解
https://www.dropbox.com/s/imp3og9n27he9ou/clash%20of%20clan.png?dl=0
https://www.dropbox.com/s/bwmz62krdhtx4ap/baterry.png?dl=0
https://www.dropbox.com/s/owxjfmkecnjowp7/whatsapp.png?dl=0

   
         

https://www.dropbox.com/s/imp3og9n27he9ou/clash%20of%20clan.png?dl=0
https://www.dropbox.com/s/bwmz62krdhtx4ap/baterry.png?dl=0
https://www.dropbox.com/s/owxjfmkecnjowp7/whatsapp.png?dl=0


第4章 自我介紹

第4章
   
“我哋去考場後邊傾啦。雖然唔想係度畀佢哋煩，但是始終呢度是陣地，可以監察到出面既情況。”
VT對所有app owner講。

    乜料啊，一黎就指生曬。當自己係leader啊！天矢心諗。

  
不過，VT既建議都幾好，大家都跟住佢去後面。不少考生都望住呢堆怪人，有啲露出睇白痴嘅眼神
，有啲分明係開始動搖。

    “唔使理佢哋，你地繼續考試。”搞唔掂呢堆人，miss只好叫其他人繼續考試。

    只係呢個時候，又有七八個考生向天矢佢哋走去。令考試場的氣氛越變得緊張和鬼異。

    “重新介紹，我叫做杜鵬飛。你哋可以叫我阿飛。Whatsapp  owner.
我哋而家不如先了解下各自嘅app和能力先。到時候合作起黎都容易啲。”杜鵬飛介紹自己。

    “到我，我叫做VT. clean master owner.
能力有兩種。能力1：可以抹去人/物某部份存在感。能力2：Booster，可以加快腦部思考及運算速
度3倍。”VT簡略咁講。

   天矢聽到一舊舊，佢根本唔知道app嘅能力。天矢望咗望Ally,
見Ally完全無露出驚訝嘅樣。睇黎佢係知道啲野。唔通佢啱啱就係想同我講呢件事！？

    “叫我alan, 我嘅app係openrice.
能力係有區域限制嘅。我要搜索附近嘅食市。按食肆嘅評分黎選擇。正評有十分，攞到嘅食物可以解
毒。達二十分，食物可以驅除不良狀態。達三十分，食物可以治癒傷勢。相反，負評嘅話，睇分數而
定，會肚痾。勁既話是劇毒。哈哈，啱啱攞到呢個app,
想免費食野嘛，點知揀咗間負評十分嘅，痾咗我成日。不過都好彩，我當時無揀到明將。”Alan拍
拍心胸話。

   “好了，下一個！”VT打斷咗Alan嘅說話，望向一個戴眼鏡，米五，六倒嘅男仔。

   “我叫做小肥，是布卡嘅owner. 
能力係用50%電量召喚動漫人物入面嘅武器。持續10分鐘。要發出武器招式需要再耗電量。你都唔
知我幾慘，差啲畀布卡玩死。王道漫畫落曬架。好彩我一早down咗黎收藏姐。唔係既話得番啲少女
漫，BL,到時真係要替月亮黎懲罰你。”小肥講。

     “我叫做hugo, sketchbookx owner.
能力1:封鎖目標能力5分鐘，但要用筆係目標身上畫一個X，每次耗電55%
能力2:複製一件物品(除左任何電子用品)，小型(筆，文具，眼鏡，食物，刀)一次10%,大型(家具，車
)一次30%. ”hugo望咗下各位，講。



   跟住，大家把目光投向天矢。天矢成舊雲咁望住大家。能力？耗電量？佢識條鐵咩！

   
“都係我先講啦。”Ally幫天矢解圍，“我既能力是美圖秀秀。能力是改變身體構造。我係啱啱先發
現app係真係有超能力嘅。對app嘅研究唔深！天矢都係…”

    “唉，你兩個畀部手機我睇下。阿飛，你同佢哋解釋一下。”VT嘆咗口氣，用命令嘅語氣講。

    天矢心中當然唔服啦，VT嘅態度差到爆。但是一諗到app可能有超能力，佢唯有乖乖交出手機。

  
阿飛被VT命令反而無乜野，佢友善咁同Ally和天矢講：“app能力有兩個基本條件，發動電量和持續
電量。呢兩個好關鍵。控制得好嘅話，app能力就能發揮到最大限度。仲有其他發動條件就因app而
異啦。總之，你哋要快啲知道自己嘅能力同耗電量。仲有就係後備電池！”

     “後備電池？”天矢問。

     “係，要長時間使用能力嘅話，電量太緊要啦。好似我咁，一知道個app既用途,
我就戴多個尿袋。仲諗住用whatsapp嘅能力感知嗰朋友嘅答案來作弊。點知遇到呢獲野。”阿飛灰
心道。

   作弊？噢！天矢恍然大悟，佢望向VT.唔使諗，VT早就開咗clean
master黎作弊。而家肯定用緊能力黎提升運算速度。用黎分析我和Ally部手機。車，咁寸嘴，仲以為
有乜咁勁。

   VT突然抬頭，佢向天矢抛出佢部手機。嚇得天矢慌亂咁接住。對Ally都係咁嘅態度。

    天矢火都黎埋，佢大聲同VT講：“喂，小心我部note 2啊！”

   VT失望咁話：“車，你兩個嗰app都係無咩用嘅。根本幫唔到手！”

   “你話咩話！無用！你睇清楚未啊！clean
master可以增加你腦既運算速度姐，如果你係智障呢。又咪無用！”天矢話。

  
“你話我無腦！”VT啤咗天矢一眼，但是下一秒，佢就嘆咗口氣，話：“唉，唔同你呢啲連自己ap
p是咩能力都唔知嘅人一般見識。”

  
氣氛頓時搞到好僵，最後都係阿飛做和事佬。“VT唔好咁啦，大家一陣都要合作架。力量越多梗係
越好啦。”

   
VT沒好氣咁話：“你…電池，應該係同叉電有關。去試試幫其他手機叉電。你應該是輔助型。你，Al
ly, 美圖秀秀。我試個你個app,
可以拆開攝入鏡既人物嘅身體部分。正確黎講是生物。應該可以將動物既身體key落自己度，強化身
體，屬於攻擊型。但是你既圖庫入面只有兩個阿嬸，一件猪排。有乜春用。”



   “下，我…我能力只是幫人叉電….....”天矢O咗嘴。   



第5章 另一間桂記

第5章
    
正喺天矢搞緊自己個app嘅時候，七八個考生終於行咗過黎。行喺前面嘅係一位一米八嘅飛機頭男仔
。成個款就係一個陽光男孩feel. 陽光男孩對天矢佢哋講：“我叫denzel. 我哋唔係app owner.
不過，我都覺得事有蹊蹺。所以諗住加入你哋。”

   
多一個人就都一份力量。大家都樂見其成。呢七八個考生，四男三女就好似韓國沉船意外嗰啲生還學
生咁。最起碼佢哋踏出咗最正確嘅一步。

   
“咁各位，加咗我whatsapp先啦。我個whatsapp必需要加咗，同埋要online先可以心靈傳導架。
”杜鵬飛對所有人講。

    過咗十五分鐘，杜鵬飛終於加曬所有參與者。仲開埋個whatsapp group.
天矢也總算知道自己嘅能力。原來只要佢揸住舊電，慢慢使用金山電池醫生1%既電量就可以叉電。
天矢唔敢開打電量，萬一大過頭，電池爆炸咪死。雖然是1%, 
但是叉咗十五鐘，電池已經有50%電量。即係講，半粒鐘就可以叉完一舊電。呢個能力…天矢真係無
乜面目堆番埋。根本就係廢柴。人哋一係就心靈相通，一係就補血。我補電得黎仲要慢到仆街…

  
“好了，大家聽我講，依我嘅諗法，大家要分兩批行動。一批就係叉電同揾多啲後備電做彈藥。另一
批就係去探索，睇下係咪真係走唔出去桂華山中學。一直以黎我哋都係聽嗰個人嘅片面之詞，如果佢
係虛張聲勢嘅話，我哋就蠢咗啦。”VT又開始指揮。

    大家都點頭認同，杜鵬飛接住講：“呢度最聰明係你，就聽你支笛啦！”

   “探索嘅話我哋唔使派咁多人，就揾三個人啦。你，你，你三個。”VT指咗天矢，denzel,
同一個男仔。

    “我？好啦。”天矢本來就唔想聽VT指揮。但係鬼叫自己無鬼用咩。

  
“你哋最好分唔同方位進入。我建議一個正門出去，一個從圍欄出去。一個就係後山坡個度出去。咁
樣可以了解對面嘅陣營。我會用clean
master抹去你哋嘅存在感。你哋如果真係入咗對方嘅陣營就要盡量深入啦。”VT吩咐咁話。

   事不宜遲，VT一邊解釋一邊開啟clean master, 再用手掂佢哋：“而家我用clean
master能力1抹去你地三個既存在。無人會記得你地三個是邊個。直到我解除能力。”

 
果然，天矢畀VT掂完之後，佢已經唔記得咗denzel同一齊去嘅男仔。喺其他人眼中，天矢三人憑空
消失咗，連記憶都係。只見到VT不停咁指住前面空位吩咐。



  
出咗考場之後，天矢佢哋腦入面嘅影象果然唔無咗。考場外環境都好安靜。正正是考試嘅氣氛。無咩
唔妥。天矢佢哋分開唔同嘅方位前進。天矢被安排到正門。

   whatsapp能力係開住嘅，大家都莫名其妙地聽到三把陌生嘅聲音在描述出學校的經過。

   黎到正門，天矢已經發現奇異之處。佢睇唔到門外嘅馬路，佢嘅面前就好似有一幅牆咁。

  
天矢個心跳得好快，佢慢慢咁伸出手摸向嗰幅牆。奇怪既事就發生啦！天矢隻手穿過咗牆，佢睇唔到
自己隻手。好似好多漫畫入面要進入異空間咁！

    天矢好似觸電咁抽翻隻手出黎，佢郁下隻手，見隻手無乜野先放心咁穿過去。

   先係腳檻咗過去，然後成個人入咗去。天矢緊張到死，點知第一眼睇到嘅野令佢好疑惑。

  
“咦？我未穿過去咩，點解仲係桂記嘅！”天矢望住桂華山中學入口。但是好快佢就知唔同啦。因為
門口附近有一座明顯嘅箭塔。無錯，是clash of clan嘅箭塔。

   剎那間，天矢嘅冷汗冒咗出黎。如果唔係有clean
master嘅幫手，恐怕天矢一入到黎就會被箭塔射死！

  
天矢腳軟軟咁向校內走去。與此同時，考場內嘅人開始見到另一個桂記嘅全貌。因為天矢三人不停從
不同方位走入桂記。好似game入面兵仔探路咁。

  
好多考生都停咗筆，腦海入面兩個桂記嘅出現令到佢哋好驚訝。最緊要嘅係其中一個桂記有箭塔，炮
台。操場上仲有十五隻野蠻人，十隻弓箭手，三隻炸彈人，同埋一隻巨人！！野蠻人有米八，九，同
啲健身肌肉佬無咩分別。弓箭手都同想像中無太大分別。只係嗰隻巨人！足足有三米高，闊都有兩米
。成幅牆咁。根本就係一部坦克！

   
睇到呢個畫面，唔止是學生，連老師都坐唔住啦。整個考場開始緊張起來。一個Miss走咗出考場，
未出到去嗰時已經見到佢攞起手機打緊。其他miss阿sir就盡量安撫考生。

    app owner和無能力嘅幫手臉色都好唔得去邊。App
owner嘅能力唔高，戰鬥力根本不足。對面有野蠻人，又有弓手，仲要有一隻巨人。本陣更係密不透
風。勝算簡直低到一個點。

   “阿飛，依家係時候向考生收集電池啦。你帶啲人去攞啦。”VT吩咐。

   
杜鵬飛依言照做，帶著其他人去遊說考生。而VT自己就趁人唔注意行到暗角處。當大家既目光都聚
焦到杜鵬飛等人身上時，VT攞出手機，嘴角露出一抹鬼異的笑容，手指按實home鍵，clean
master成咗縮圖，然後手指向左一劃…



   clean master關閉…......

=======
=======
好啦，小說已經成咗形，算係穩定咁展開咗。我都要寫翻平凡啦。因為平凡先是我既首選。呢個只是
嘗試。   



第6章 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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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矢按照VT嘅吩咐向坡上嘅籃球場進發。佢相當小心，沿著樓層下的走廊行過去。天矢時不時留意
住走廊對出嘅操場上怪物們嘅狀況。天矢感覺自己就好似喺虎口入面羊咁，隨時畀人分屍。

     呢個時候，操場上發生咗異樣。中央嘅炮台竟然開始轉動起來。天矢見住佢慢慢地對住自己。

    “咦！？”天矢冷汗都出咗黎。

   
“轟！”炮彈向住天矢射黎。天矢本能地下蹲，炮彈從佢嘅頭頂飛過。射到去canteen入面。一聲猛
烈嘅爆炸聲響起。

   喺真嘅炮彈啊！天矢嚇得差啲失禁。爆炸的轟隆聲…火藥味…佢就好似置身喺戰場一樣。

     “快啲走啊！”天矢聽到聲，手已經被人往前扯。天矢抬頭一睇，原來係denzel.

   “篤…篤…篤…”箭啱啱射喺天矢剛才的地方。

  
天矢和denzel死命地向前跑，跑向小賣部嘅方向。然後行樓梯，向坡上嘅籃球場跑去。Denzel跑喺
前面帶路，佢嘅體能好，跑得又快。天矢搏曬命跟喺後面。

  
“我哋從籃球場的圍場爬出去！”Denzel指住門嘅出面。正喺坡上嘅籃球場。天矢呢個時候都六神
無主啦。梗係聽Denzel佢講啦。點知Denzel砰一聲推開門。籃球場正中央竟然有箭塔。箭塔感應到
人，馬上開始射擊。

  
Denzel嘅反應好快，佢轉身想逃翻入去樓梯。可惜，佢啱啱撞正衝出黎嘅天矢。正因為呢個momen
t,
箭直接射入中佢嘅肩胛骨。藉著箭嘅力量同埋denzel嘅搏命反撲，Denzel和天矢跌翻入去樓梯間。
門也應聲關埋，擋下了幾枝利箭。

    “Den....Denzel, 你流血啊！”天矢摸到Denzel肩上的血液，嚇得呆一呆。

   
“嗚~想不到在大城市裡都會有中箭嘅時候！”Denzel自嘲咁講。佢強忍住痛楚爬起來，天矢扶住佢
，繼續往上層逃跑。點解？因為佢地聽到來自下層傳來的腳步聲。Clash of
clan嘅怪物已經追緊來啦！！

   上多一層，天矢佢地諗住從另一邊樓梯走。點知，走廊上已經有幾個野蠻人張牙舞爪咁衝過黎。

  



“再上！”Denzel緊張地吩咐。天矢驚到嘴唇都白了。佢嘅心好矛盾，因為佢覺得再帶住Denzel走
嘅話，遲早都會被追上。留低佢？天矢又良心不安。

  
呢個時候，天矢聽到Denzel自言自語咁講：“我唔可以死架，我仲諗住考完試就同卓言表白。我絕
對唔可以死喺度！”血液順著Denzel嘅手臂流下來。但是佢嘅速度明顯加快咗。

   
野蠻人的速度好快，天矢和Denzel剛踏上第三層。佢地已經同天矢只差一層樓梯。Denzel一腳把垃
圾桶踢落去，但是垃圾桶對野蠻人黎講根本沒作用。反而垃圾桶入面嘅膠袋起到了擾亂嘅作用。

    “再喺咁，我哋走唔甩架。我哋匿埋喺間課室先！！”Denzel指住第三層第二間課室。

    
Denzel和天矢啱啱入咗課室，野蠻人和弓箭手就到咗第三層。失去咗天矢和Denzel嘅蹤影。佢哋開
始周圍搜索起來。

  
天矢和Denzel匿喺講臺後面，佢哋郁都唔敢郁，大氣都唔敢唞一啖。只是好快佢哋就覺得唔妥啦。
野蠻人和弓箭手開始喺課室外擾攘。唔通佢哋察覺到我哋喺度？天矢不自覺地往後退。手掂到一啲黏
滑嘅野。佢一睇，原來是Denzel嘅血！！

   呢刻佢明白啦，野蠻人佢哋係跟住Denzel嘅血追黎。

   見到天矢手上嘅血跡，Denzel瞬間明白咗。原來係自己選擇咗一條死路…

  
Denzel有啲絕望，佢艱難哋喘住氣，臉色有啲蒼白。佢講：“對唔住啊！如果唔係我，你可能走得
甩！”

   “唔瞞你，我啱啱都想賴低你。不過我過唔到自己嗰關。”天矢同樣係萬念俱灰。一副等死嘅樣。

   “砰！”後門被一拳砸開。野蠻人開始湧入黎。

    天矢嚇咗一跳，那種恐懼感又擁咗上黎。“我唔想死啊，我唔想死啊！”佢驚到打顫。

   
“喂…天矢嘛。與其畀佢哋分屍。不如我哋跳樓啦。話唔定死唔去呢！”到咗最後，Denzel依然抱
著些許求生嘅僥倖心理。

  
聽到腳步聲越來越近，天矢都有啲坐唔住了。然而Denzel最後的說話卻啟發咗佢。天矢回應咁講：
“你講得啱，我哋跳樓啦！”

    “估唔到你啱啱咁騰雞，依家又幾勇猛喎！”Denzel虛弱咁講。

  天矢裝咗一眼野蠻人，見佢哋黎講臺仲有六米左右。佢立刻對Denzel講：“Denzel,



你仲有無力啊！我哋而家就跳出去。盡全力跳出去。知道無！”

   
天矢突然行出黎，佢一野攞起臺櫈掟爛隻窗。然後佢大叫：“Denzel跳啦！”呢個時候野蠻人已經
撲過來。天矢唔知邊度黎嘅力量，攞起張臺就拍過去。但係佢只覺得自己好似拍中牆咁。

   
Denzel已經括出去，直接起跑跳出窗。弓手嘅箭險而又險咁擦過。呢個時候嘅天矢，佢手中嘅臺已
經畀野蠻人好似tempo咁扎埋一舊。天矢畀野蠻人嚇到即刻轉身跳出窗。好彩佢啱啱係弓箭手的死
角，被野蠻人遮住咗。

   兩個人就咁從三樓跳咗出去…
   

   

   

      



第7章絕處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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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要死啦！天矢驚到震。三樓啊，雖然未到跌死嘅程度，但都足以够一個高中生驚啦。

    “捉住對面啊！”跳個刻，天矢不忙提醒Denzel.

  
“對面?”Denzel記得教學樓後面應該係一塊空地。雖然依家睇唔到對面。但佢嘅印象應該無錯。可
以捉住乜呢。

  
但係denzel好快就知道啦，穿過一度黑色嘅幕場之後，面前嘅景像竟然又係教學樓。原來兩個桂華
山中學就好似一面鏡咁！進出的位置完全係一樣嘅！

    Denzel飛越到咗對面，啱啱好捉住對面嘅窗臺位。

   
“咦！”天矢心中暗叫不妙，因為佢根本掂唔到對面嘅窗臺。只能睇住自己嘅手離窗臺仲有幾分米，
然後畫面就開始下落。

   
突然間，Denzel隻腳掂到天矢心口，天矢下意識地捉住。耳邊聽到Denzel講：“捉住我隻腳啊！”

  
下墮的力度一緩，緊隨著Denzel的慘叫聲傳來。原來穿過Denzel肩胛骨嘅箭頭剛好卡係窗臺上。De
nzel本來無咩野。雙手够力支撐住。但多咗天矢，窗臺位啱啱卡實咗箭頭。兩個人嘅重量令到箭頭開
始撐開Denzel嘅傷口。呢種痛楚根本唔係尋常人可以忍受。

   “做乜啊Denzel?你點啊！ ”天矢擔心地問。

   
“無，無野。我依家甩你入去二樓。你自己睇住！”Denzel咬緊牙關用力一踢，天矢順勢跳入到二
樓。

   
雖然跌到天矢好痛，但是佢依然掩蓋唔到劫後餘生的狂喜。佢興奮地跑上三樓，還大叫道：“我沒死
啊，哈哈！”

  
點知上到三樓，見到平訓喺到嘅Denzel同埋地上既一攤血跡。箭頭已經折咗，只有幾條木絲吊住。

   “點解會咁架！”天矢跪喺Denzel旁邊，Denzel
嘅情況越來越差。天矢摸到Denzel嘅手，佢隻手有啲冰凉啦。

   



“我唔可以死住，我…”Denzel只係不停重複呢句話，似乎只剩下講呢句話既力氣。係呢句話支撐
住佢沒有暈低。

   天矢捉緊佢隻手，露出從未有過嘅堅毅。佢講：“放心，我係唔會畀你死嘅！”

   
“你地見到架啦，去嘅人死咗一個。呢個唔係遊戲。對面係抱住殺死我地嘅想法。你地如果唔想死嘅
就要團結起來。”VT對全體考生講。

  “對付佢地，你都白痴嘅！我報警唔得？”一個考生攞起電話，但係佢根本接唔通。

   “沒用嘅！報警得嘅話，啲miss同阿sir就唔會咁騰雞啦。依家你地可以靠嘅就係得我地呢啲app
owner. 所以你地快啲拿曬你地嘅手機電池出黎。”VT命令咁講。

   
啲考生你眼望我眼，最後開始陸陸續續有人交出手機電池同埋尿袋。考生大約有一百人倒。當中有唔
少係蘋果迷。攞唔倒電幫助唔大。就好似VT同阿飛咁，兩個都係用iphone.
只可以用尿袋充。而Alan,
小肥係用三叔機。各自攞到十幾舊電。hugo同ally用sony機，分別攞到七舊電。

   呢個時候，天矢背著denzel衝咗入來。見到真實受傷嘅人，好多女考生都尖叫起來。

   天矢唔理得咁多，佢一支箭咁衝到alan面前。焦急咁同佢講：“Alan,
你講過你嘅能力可以治癒傷勢。你快啲救下Denzel啦，求求你！”

  
Alan早就準備好了，佢攞出一碗湯圓，講：“我已經揀咗一間評分足足有144嘅福元湯圓。因為佢太
高分，足足使咗我一舊電嘅電量。不過，唔緊要啦。救人要緊，你快啲畀佢食啦。”

 
天矢感激咁望咗Alan一眼，佢接過湯圓。開餵畀Denzel食。唔親眼見過，大家都唔知威力咁驚人。
隨著Denzel食湯圓，Denzel的傷勢以肉眼可見嘅速度好轉。為咗唔影響埋口，天矢更狠心咁幫Denz
el拔咗支箭出黎。話都無咁快，Denzel已經好翻。只係因為失血過多，仍然處於虛弱的狀態。

  
“哈哈哈，太好啦。Alan個app咁勁，我地受傷幾重都好。都可以立即好翻。”hugo興奮咁講。其
他app owner都好驚喜。

  
“我都估唔到效果咁好。之前試過三十分左右既餐廳。效果只係將輕微嘅傷口止痛和止血。睇黎評分
越高，治療效果越好。”Alan分析道。

   
“但是效果越好，耗電量就越高。咁啦，Alan你而家用所有電池製作恢復藥。評分唔好全部過百。
最後一部份是止血止痛。一部份是過百既回復藥…”VT吩咐。

 



喺VT指揮嘅期間，天矢仲Denzel旁邊企咗起身。然後一步一步咁向VT行黎。大家都聽緊VT嘅指揮，
無人留意到天矢做緊咩。

  
突然間，VT感到膊頭畀人往後一拉。佢轉身見到來人正是天矢。天矢嘅拳頭已經狠狠咁打落佢塊臉
度。VT成個人被打到跌低。大家都愕然咁望住天，望住一臉激奮嘅天矢。佢嘅眼神似乎可以殺死VT
無數次了。

     VT就咁大字形訓喺度，只喺若無其事咁舔咗舔嘴角嘅血跡。

   究竟事態會點發展落去呢，天矢等人可唔可以逃出clash of clan呢。下章寫平凡。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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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解當時能力會解除咗！”天矢怒睥住訓喺地上嘅VT,問。

   
“無計，我估唔到同時抹去三個人嘅存在，耗電量會倍增。發現嗰時已經太遲了。”VT一邊企翻起
身一邊無辜地道。
   
   “哼，無電？以你嘅智慧，你會無諗到呢一步！？”天矢冷笑咁質問。

   “你啱啱連自己app有咩能力十中唔知？我未熟悉又有幾出奇啊！”VT嘲笑咁講。

  
“你哋相信佢嘅鬼話！”天矢望住大家，問道。只是大家都係一副焦慮，手束無措的模樣。失去了應
有的判斷力。所有考生都係試場，試場上能睇到曬自己陣地以及探索者的情況。佢哋親眼目睹咗人死
喺自己眼前。又點會冷靜分析呢。只能捉住VT呢條救命草。

   “算啦，天矢，你都平安翻黎啦。而家最緊要是點樣對付啲怪物啊！"阿飛勸道。

   “唔可以就咁算！VT呢種人我絕對唔會相信佢。佢可以毫不猶豫地放棄我和Denzel.
亦都可以犧牲你地。我絕對不會把生命托付畀呢啲人！”天矢對所有人講。

  
“好簡單姐，我就最民主啦。想跟我嘅，就企係我呢邊。想跟天矢嘅就跟佢走。不過，你哋要認清一
個事實。跟住佢，你哋實死路一條。以我嘅推算…哼哼，不出十秒便一頭落地。”VT嘲笑咁講。

    VT和天矢對峙著，大家望著兩人，開始有些猶豫。

  
呢個時候，嗰啲miss啊，校工啊。終於覺得唔對路，開始向校外逃走。校工未喺試場見識過鬼異情
況。佢地只是不安地從正門走出去。不足五秒就被箭塔收拾幹淨。至於自以為聰明嘅miss和阿sir,
佢哋選擇爬牆離開，都一一被對面的箭塔和炮台殺死。
 
   
呢一幕落喺呢班年輕人眼中，絕對是無比驚悚。所能依靠的成年人竟然都死得七七八八。佢哋深深明
白到而家真係困獸鬥。巧合地，呢一幕影響了所有人的選擇。在場的考生和兩個miss都企咗係VT嗰
邊。連Ally都…佢嘅表情是歉疚嘅，但更多是無助與驚恐。

   十幾歲人，你會覺得佢哋有幾多膽量呢！

   “天矢，你都加入我哋啦。我哋齊心合力先有得打！”Ally勸道。

    “佢啱啱講到咁有骨氣，唔會呢個時候縮沙掛！”VT好笑咁講。

  



“你放心！我唔會！即使得我一個，我都會戰鬥落去。我只係希望你地係佢嘅帶領下唔好死得快過我
。”天矢講完之後，轉身離開。

    呢個時候，一把虛弱嘅聲音響起：“帶…帶埋我！”Denzel吃力地站起來。

   “Denzel! ”天矢回頭正見Denzel企起身。

   “如果呢度邊個同我出生入死過，嗰個人就係你了，戰友。我唔相信你個app係廢app.
一定唔止咁簡單。我願意把自己嘅性命賭係你個app上。”Denzel一往無前咁講。

  
“但是你嘅身體…”天矢點會唔想帶走Denzel呢。只係考慮到Denzel嘅身體狀態。跟住大家總比佢
自己好。

  
“放心，貧血姐。我好快無事。阿飛嘅食物效果非常好。傷口好咗之後，力量也可始回復。只是速度
就慢少少。”Denzel講。

   “哼！兩個人可以做到啲乜野！”VT冷笑咁睇住佢哋離開。

   
接下來，VT開始指揮大家。Vt以考場為營地，把所有嘅臺櫈擺出黎當壁壘。主要放喺幾個入口處。
按照clash of clan,
怪物唔係操控者自己操控的。佢哋會自行攻擊。所以炸彈人炸唔到入黎咁遠。VT唔使擔心牆壁會被
打破。仲有，要知道對面嘅狀況，必須要有人仔來探路。對手應該唔會蠢到亂咁用炸彈人，亦都唔可
以肯定vT個邊會以考場為營地。

    其實，呢個game看似對考生不利，但是其實最不利嘅係clash  of
clan擁有者。雖然佢嘅怪物力量強大，但是唔可以操控。這個是最不利嘅因素。只要考生們採取守勢
，再用app owner續個攻破入黎嘅怪物。咁就得啦。呢個敵人應該估唔到我哋有最強補給app 
owner alan嘅存在。只要有電，我地絕對可以長期防守。VT心中盤算著，自信地笑道。

   
“你哋呢啲普通考生，唔好以為自己唔使戰鬥啊！快用長棍綁住菜刀裝備自己。同埋攞曬lab嘅本生
燈出黎做燃燒彈。用一切武器武裝自己。知道無！”VT命令道。見到其他人驚青得黎又聽自己支笛
，VT嘅虛榮心升到極點。佢開始要感謝敵人了，無佢，VT邊會有享受做王嘅感受。

  
“王！？咁係米應該有皇妃。”VT把主意打到專心做野嘅Ally身上。姣好嘅身材，精緻嘅下巴。仲有
嗰種乖乖女嘅味道。

  
“啊！”Ally感到到屁股畀人狠狠地摸咗一下，佢氣惱地轉身。啱啱見到VT向所有人講：“各位聽住
，想贏敵人。我們只可以採取守勢。但是時間唔會長。只要摸清楚呢個game嘅玩法。以我嘅能力，
絕對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咁殺死敵人。只要有我，你哋一定可以平安離開！”

   “好啊，VT,Vt, VT.......”歡呼聲不絕於耳，VT露出奸詐的笑容。



  “好了，clash  of clan要開始了！”app owner把三隻弓箭手放係門口。從正門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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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牙天衝！！！！”

   
一個強大嘅劍氣把剛進門的弓箭手劈成兩邊。幫手防守嘅考生睇到眼都突埋。這可是只有漫畫先見到
嘅奇境。

  
“嘩，小肥，你不止召喚出死神嘅斬魄刀，連一護嘅絕招都重現到！”Alan睇到O曬嘴，見小肥輕鬆
地揮舞著一護嘅斬魄刀。

    “係架，不過，岩岩個招用咗10%電量。想強啲嘅話就要再提升電量。”小肥帥氣咁講。

  
“喂，一係用我嘅app能力複制多啲你嘅武器出黎。咁其他人咪可以武裝得好啲羅。”Hugo提議咁
講。

  
“咁好浪費電力和時間喎。而且啲武器重量係真實㗎。好似呢把斬魄刀咁啦，我攞就岩岩好，如果無
持有布卡app嘅人攞，武器是真實重量黎。況且，佢哋根本唔識戰鬥。攞倒都無用。”小肥解釋。

   “靠曬你啦！依家有攻擊力嘅得你一個。仲有兩個弓箭手黎緊呢。”Alan道。

    “呵呵，今次睇黎我先係主角！”小肥沾沾自喜。

  
“嗖！”一支箭擦過小肥的頭皮，刷一聲插入後面的牆壁。原來第二個弓箭手係遠處已經拉弓射箭啦
。小肥嚇得腳軟，跌坐係地下。

    “喂，你仲發呆。快用月牙天衝啦。攻到黎啦。”Alan匿係用臺整成嘅護欄後對小肥講。

   
接下來嘅事好簡單，以小肥的力量和護欄的幫助。三個弓箭手好快就被消滅咗。入面嘅考生士氣也越
來越高昂。

  
Ally弓箭手被消滅，心中的緊張也消散咗啲。只係佢心中對天矢有啲愧疚。所以開始張望下天係邊。

   "咦？天矢呢？連Denzel都唔見咗！”Ally疑惑地想。

    呢個時候，clash of clan嘅app
owner並沒有暴跳如雷。甚至帶住一絲玩笑。佢奸笑咁講：“好啦，甜頭畀完啦，開始要正餐了。”

    “刷！”正係考生們歡呼嘅時候，光管全部熄滅了。整個考場陷入一片漆黑中。



   
“咦？停電？”考場上不少人驚咦咁講。黑暗似是渲染恐懼一樣，在場的人開始覺得不安。自身的感
覺開始放大，腳步聲，呼吸聲，都成為咗恐怖嘅來源。

  
“唔使驚啊！只是暗咗少少。仲睇到野。只要我哋守住陣地嘅入口。我哋就無事架啦。”阿飛係就係
咁講，但心入面知道大難臨頭了。無咗電就唔可以作持久戰。繼續守株待兔就只有死路一條。

  
阿飛啱啱講完，講臺上就傳來了爆炸聲。最接近講臺的幾個人被炸飛咗。好多人係瞬間明白咗乜事。
係佢哋嘅腦海入面見到，炸彈人直接炸開咗講臺後的牆壁。講臺後面根本就連接住校圍場邊。原來考
場一早就唔安全！！！

    爆炸後，煙塵滾滾。每個人的目光都盯住炸開嘅出口。

  
“啊，啊，啊！”出口處傳來野蠻人叫囂的聲音。每一個人都不約而同咁想起game入面個啲滑稽而
大隻，噴住成口口水嘅野蠻人。只係呢啲野蠻人係真實中開始揮舞拳頭向考生殺入黎！！！

   
“啊！！！”最近野蠻人嘅考生開始逃走。逃亡潮開始了。當初準備嘅陣營瞬間被瓦解。考生搏曬命
往外跑。但係呢個時候用黎堵住出口嘅臺櫈反而成為咗佢哋嘅催命符。

    抵抗？講笑咩！得嗰十幾歲仔，第一個反應只係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啦。

  
“啊！”野蠻人一拳砸在一位考生頭上面，考生慘叫一聲，頭狠狠地撞到地上，頭破血流。只剩低個
身體不停地痙攣。

  
一個女考生更是凄慘，硬生生被野蠻人捉住頭髮，甩咗出去。背部撞到防護牆嘅臺角，前面更因為臺
角關係而突咗出黎。總之，野蠻人的手法有幾凶殘得幾凶殘。名乎其實嘅野蠻。

   “小肥，快攻擊啊。有六隻野蠻人啊！”阿飛大叫。

    “你估我唔想啊！我怕傷及無辜啊！”見住亂成一團嘅考生，小肥猶豫地講。

   “仆街，究竟邊個提議報呢個陣出黎架！”Hugo破口大罵道。

  
點解Hugo會咁講？因為佢哋嘅記憶中VT嘅記憶已經抹去。VT係爆炸嗰刻已經啟動咗技能保命。喺
野蠻人衝入後個陣，佢已經從容不逼咁爬過臺櫈，從出口走咗出去。

 
依家嘅佢一面嘅憤恨，面目猙獰咁講：“你好野，估唔到你有此一著。好，等我充完電之後就殺咗你
。你等住！！app owner! ”



  真正嘅殺戮開始，考生加ms, 校工總共有120人。而家仲有1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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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救命啊！”慘叫聲不止，不單止係普通人，連app owner也陷入恐慌之中。

  
Ally被撞擊而倒地，暈眩間，Ally還本能地抬起頭，想逃生。抬頭望住前面，佢頓時嚇咗一跳。因為
撞到佢嘅人已經係一副屍體。佢死唔眼閉，仲七孔流血。

   
“噢！！！”野蠻人的叫聲在Ally身邊響起。Ally瞬即毛孔都豎埋起來，身體嘅力量似是被抽幹咗一
樣，動彈不得。

  
耳邊吵鬧嘅慘叫聲，自己暈陀陀又想嘔，身體再沒有力逃跑。“唔通就要死係度！！！”Ally打定輸
數。

   “喂，有無人可以打爛出口嗰啲臺櫈啊！”一把熟悉嘅聲音響起！

   呢句話提醒咗手足無措嘅小肥，“等我黎！”一招月牙天衝，堵住出口嘅臺櫈被炸開咗。

  
而同一時間，Ally個頭被野蠻人單手抓住，提咗起來。一股壓力開始從頭骨傳黎，Ally已經想像得到
自己嘅頭被一手揸爆嘅可怕情境。

   “我唔想死啊！”眼淚流過Ally嘅臉，係野蠻人手中，佢只是一隻待宰的羔羊。

  
就係呢個時刻，Ally見到前面有一模糊嘅境像。昏暗的前方露出了曙光，曙光中站著兩個黑影。Ally
睇唔到黑影係邊個，而下一秒，佢就感到頭一鬆，身體沾到了冰冷嘅水。噗通一聲，她倒在了地上。

   “是誰！”Ally嘅眼神有些散渙，她吃力地睜開眼睛看著前方。

   
“踏！”Ally只見到一雙近在咫尺的鞋。還有從上方滴下來的水。Ally努力地抬起頭，看到嘅係一張
出乎佢意料嘅臉。

  
天矢扎住馬，雙手捉緊消防喉。Denzel也喺背後支撐住消防喉，強大的水柱射向野蠻人。把面前嘅
野蠻人逼得節節敗退。“你哋快啲走啊！”天矢大喝一聲。

   聽到天矢嘅叫聲，大家向出口瘋湧而去。

    “哈，喺天矢同Denzel啊！”阿飛喜出望外。

   天矢反了反白眼，對阿飛講：“頂你，仲唔走。”



  
“左邊個兩個啊！到，到右邊，喂，喂，中間又黎啦。”Denzel雖然臉色蒼白，但是依然打醒十二
分精神指揮。對面有六個野蠻人。一條消防喉根本唔足够應付。水柱的射擊反而引咗啲野蠻人向天矢
佢哋進攻。

   雖然佢哋叫野蠻人，但係並唔係蠢人一個。佢哋三個人合抱埋一齊，開始頂住水柱向前進。

   “Denzel, 消防喉開到最大未啊！”天矢冒出冷汗咁問。

   “早就係最大啦！”Denzel同樣係好驚。

   
天矢見危機逼近，也不忙睇下有無人走唔甩。一睇先知有幾嚴重，起碼有五六人未死，只是斷手斷腳
行唔到。嗰個人都掛住逃亡，根本無人理佢哋。

   
啱啱有一個阿sir係天矢身邊跑過，天矢企圖叫住佢。但是嗰個阿sir連應都唔應，頭也不回咁走咗。

    “仆街，你哋係唔係大人黎架！！！”天矢大聲喝罵。

  
呢嗰時候，天矢一驚！因為三個野蠻人已經接近到身邊。只要再行前三步，佢哋就可以一掌拍死天矢
。

    “點算啊！”天矢嚇得腦hang機。

  
“縮低頭啊！月牙天衝！”小肥嘅聲音從後面傳來，天矢和Denzel感到一股強大嘅風壓從頭上掠過
。斬擊就直接飛向三個野蠻人。

    
“砰！”月牙天衝與三個野蠻人對碰，三個野蠻人竟然合力抵抗，與之僵持。足足僵持了五秒。野蠻
人先至被彈開。

   沒錯，只係彈開，並沒有劈成兩邊。小肥都估唔到10%嘅力量都殺唔死野蠻人。

    天矢狂喜，叫小肥道：“喂，小肥，繼續啊！我哋要救埋嗰啲受傷嘅人。”

    但是小肥嘅樣好唔妥，佢望住自己嘅手機mon,
驚青咁諗：唔得啦。仲番30%電量。岩岩掛住走，根本黎唔切執翻幾舊電。依家啲後備電都濕曬。
我身上只剩低一舊。如果浪費係佢哋身上，我…我點算啊！

     “小肥，快啦。咦…”天矢見到小肥轉身逃走，O咗嘴。

   
而家人都走得七七八八，只剩低個啲郁唔到嘅傷者，七八個走唔切嘅考生，仲有來勢洶洶嘅敵人。天



矢本來以為可以靠小肥招技加消防喉滅咗個幾隻野蠻人。睇黎依家自己都要鬆人啦。天矢暗罵小肥細
膽，而自己都諗住撇了。

  
天矢對Denzel講走人，但Denzel竟然望住嗰啲傷者，道：“唔得，我哋要救埋佢哋。唔救嘅話佢哋
會死㗎。”

    “我哋嘅義務盡架啦。救咗唔少人。我哋唔係英雄，無能力救佢哋架。撇啦。”天矢道。

   “要走你走。英雄都要有人走出黎先會誕生。我…絕對唔會留低佢哋。”Denzel決意道。

   
“白痴，你呢個白痴！”天矢拎起佢衣領罵道。但好快佢就妥協了，天矢講：“唉，我條命係你救嘅
。我唔會丟低你！”

   Denzel感激地一笑，道：“好，我無跟錯對。一陣我想辦法拖住佢哋。你救得一個得一個。”

   “你唔好死啊！”天矢擔憂地道。

       



第11章 十萬伏特

“我放手啦！”天矢對denzel講。   “好！”Denzel
扎行馬，企圖捉穩消防喉。其實對於佢黎講，捉穩消防喉實在太勉強了。Denzel畀條喉甩得跳下跳
下咁，幾乎要甩手。所幸的是Denzel 夠大隻，暫且叫做捉得住。    天矢當機立斷馬上扶起Ally,
拼咗命咁往門外走去。    三個野蠻人越行越近Denzel, Denzel
深知頂唔住了。佢直接放開消防喉，然後拼命往一邊逃走。受到強力水柱推進，消防喉開始不定向地
擺動。三個野蠻人胡亂地捉向消防喉，相繼畀消防喉擊中。三個野蠻人亂成一團。 
 三個野蠻人算是暫且解決。眼見另一個野蠻人想踩死一個女學生，Denzel
諗都唔諗就擲向野蠻人。野蠻人挨咗一下，好似無事咁扭頭凶狠地盯住denzel.
睇黎佢下一個目標就係Denzel啦。   天矢把ally扶咗出去考試大堂外一邊o既牆下，然後對Ally
講：“Ally你要振作啲，我只可以把你帶到黎呢度，入面仲有好多人要我救。你自己執生啦。” 
 Ally 依然臉色蒼白，手軟腳軟，她嚇得失魂落魄，只是死死地捉住天矢o嘅衫，不肯讓天矢離開。 
天矢最擔心入面既Denzel, 佢掙脫開Ally 隻手，對Ally
保證：“放心，我會保護你的。你一定唔會死係度。你等我翻黎。”   
天矢翻入考場，見Denzel岩岩滑過一個野蠻人o既褲浪。已經有兩個野蠻人被Denzel 吸引住。 
“頂住啊！”天矢一邊對Denzel
講一邊跑到一個右手嚴重扭曲o既男仔身邊。天矢已經顧不得客氣，佢道：“你係男仔黎架，咬實牙
關。”天矢捉住佢衣領，如保齡球咁把佢推出去。因為地下早就
濕曬，係可行o既。推到出口附近，因為求生的本能，男仔開始向出口爬去。天矢見方法可行，向著
下一個目標進發。   “砰！”Denzel 右肩中咗一擊，成個人向一邊滑出數米。 
“哈哈哈…引得太多野蠻人添。”Denzel 望住前面5個野蠻人，仲有時間苦笑咁講。 
 一張檯又擲中咗野蠻人，所有野蠻人望向天矢o既方向包括剩低嗰一個。“仆街，人地班仆街死啦，
過黎殺我。”天矢爬到臺櫈堆成o既牆上爆粗。 
“天矢，唔好啊，以你o既體能，你逃唔到架。”Denzel 企起身講。 
 “而家得翻嗰邊個兩個扎，靠你啦Denzel. ”天矢講。  Denzel
一望，果然真係得佢左手邊兩個人。其他人已經逃到考場門外。 
 天矢不停咁擲臺櫈，真是把所有o既野蠻人引咗過去。   Denzel
見機不可失，一野把一個男生好似天矢咁推咗出去。然後佢單手抄起個柔弱女生就向出口狂奔。Den
zel 岩岩隻手已經骨折咗。呢個已經係佢最好o既方法。 
 “隆…”野蠻人撞到曬臺櫈，天矢一躍從上面跳咗落黎。跳過咗佢地。臺櫈跌落黎堵住咗佢哋o既道
路。野蠻人有咗片刻o既遲滯。  天矢拼命咁跑向出口，順手用力拉岩岩Denzel
推出去o既男仔。男仔都算大份，天矢搏曬命都係蟻速前行。加上地下又滑呢。 
呢個時候，野蠻人已經推開曬啲臺櫈，本來啲臺櫈。本來啲臺櫈對佢哋黎講就好似啲紙咁。佢地已經
開始向天矢追黎啦。   “今次仆街了！”天矢講。 
呢個時候，側邊伸出一隻手一拉個男仔。天矢頓時感到壓力一鬆，原來是Denzel
折返幫自己。佢地合力把個大隻男拉出考場。野蠻人好快已經衝到了出口。 
 出奇地，危機已經逼近啦，但是天矢卻鬆咗口氣，佢悠閒咁轉身，攞出手機一開，然後雙手掂住地
面。天矢對著六個來勢洶洶的野蠻人講：“岩岩我去咗物理實驗室，試咗一下1%電量有幾多。原來
有一千伏，咁如果係100%呢！哈哈哈…你地係野蠻人，對你地講都係無用架啦。” 
“十萬伏特！”天矢大喝一聲。 
 頓時間，強大的電流經水傳導流過六個野蠻人的身體。電弧在四周狂跳。野蠻人紛紛發出慘叫。眨
眼間，六個野蠻人已經變成了焦黑。無力地倒下。    Denzel
和天矢望著眼前的一幕，都禁不住嚇得呆一呆。十萬伏特，比卡超o既絕招。火箭兵團次次都係焦黑
，然後飛走。下一次又生猛咁出翻黎。但是面前o既野蠻人卻死透了，整個考場彌漫著一股肉香味。 
 



天矢望了一下自己隻手，只見上面有兩個符號。左手是+,右手係-.呢個就是天矢發現o既金山電池醫
生o既秘密。只有+-相接，形成電路，天矢o嘅電先可以展露出來。天矢算是一個真真正正o既電池
。    兩人鬆了口氣，他們靠著牆壁休息著。 
 “頂，呢種野蠻人仲有十個。弓箭手死咗兩個。仲有八個。pk啦，點殺得殺啊！”天矢抱怨咁講。 
 “唔打都要打，為咗生存落去。喂，你快啲換電啦，再為自己舊電叉電。無咗你，我哋實死無生。
”Denzel 提醒咁講。   “啪！點解會咁架！”見自己六個野蠻人全滅，clash of clan
的owner嚇咗一跳，一絲慌亂露咗出黎。   “Ally, 你得唔得啊！”天矢問。   “我可以架！”Ally
扶著一個女生回答道。 
 天矢佢哋帶著受傷o既人出咗去，行上樓梯。經走廊向下望去。唔睇都好，一睇先知有幾大獲，原來
不少弓箭手和野蠻人已經突入咗學校，開始追殺生還者。生還者不停亂咁走，根本就係弓箭手的好箭
靶。   “我哋把呢啲人藏係呢間課室先啦。帶住佢哋，我哋根本戰鬥唔到。”天矢建議。   
安置好佢地。天矢和Denzel, Ally 三人討論一下接下來的策略。 
 “我哋點算啊！得我地三個好難贏倒.”Ally 問。   “沒錯，想贏o既話一定要找翻其他app owner.
”Denzel 道。   “嗰個小肥，找翻佢我第一時間打獲佢先。”天矢摩拳擦掌道。 
 “好，就咁話啦。天矢叉完電，我同佢就出去。Ally, 你留係度。”Denzel 建議。 
 “我跟埋你地去。我，我一個唔敢留係度。”Ally 驚青咁講。 
 “出到去可能畀呢度凶險得多wow”天矢講。   “我寧願跟住你地。”Ally 道。 
“嗯…好啦。一陣我哋就出去。”Denzel 對兩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