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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序]

*滿地都充斥著血腥和腐屍氣味，能看得見的生物只有毫無良知，毫無感情的感染者在覓食人類。*

自從異能人逐步揭穿政府的計劃，政府便不斷向我們作出行動，曾經試過利用轟炸機向我們的家園轟
炸，亦試過動用國際邢警通緝我們。然而我們的藏身點很隱閉，所以政府多年以來仍未能緝拿我們。

直到上個月，政府在美國釋放感染者到美國各個城市，希望我們異能人會因此出現消滅感染者，拯救
人類。

我們異能人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選擇繼續躲避，但我們誓死為人類報仇。

現時為止，每個國家仍有五至十個異能人在匿藏。

我便是中國異能人的其中一員。
我的異能與別人的大有分別，我擁有極痊癒能力，而且也有一種天生的神力。

至於我的家人，只有一些普通的異能，母親有極強的跳躍力，父親的身體能自己發出光芒。但我最要
好的異能朋友擁有一種過人的異能，他能夠運用他的意誌隔空取物，神奇吧？



等二章 食物

我和家人朋友都是屬於中國部的異能人，而我們定居的位置就是-香港。

然而，香港和世界所以地方一樣，都充斥著政府佈下的陷阱和危險的感染者。因此，我們的衣食住行
已經成了大問題。

但我們已經挨餓接近三天，所以我決定要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呀傑到附近的超市拿一些食物回家。

我父母叮囑我們務必要小心，如果太危險就先回來再作決定，看見他們疲累的面容，心裏已經打定勝
算。

剛下樓升降機門開啟時，已看見一批感染者在大廈門外徘徊。
我和呀傑打了一下眼色，他便運起勁，用意誌把一架私家車撞向另一架。這時所有感染者都把目光注
視在爆炸當中，我們便趁機跑去超市。

來到超市，我們終於感受到平常看電影看到的災難片裏面超市的情形，大部分貨物已被橫掃一空。

我和呀傑就把剩餘可拿的都拿走。可是好境不常，一把聲音嚇陣我和呀傑

"裏面的人即刻舉起雙手放係頭，否則開槍”

是政府派來檢查生還者的人，我們麻煩了~

“呀湛，我地點呀，唔通乜都唔拎就反去？“

”呀傑，你用異能引開佢地，然後一齊攞食物走！“

呀傑一聽完便運起勁來用意誌把放食物的食物架扔向他們。
他們二話不說便立即開槍，我和呀傑便不斷的跑，希望能避開他們的視線。

然而政府那班賤人早已封鎖整個超市，我們怎樣跑也受到子彈的限制，看來我和呀傑今次第一次的任
務便要失敗了...



第三章 朋友/敵人？

正當我和呀傑處於絕望之際，一個黑影極速來到我們旁邊，然後說

“捉實我隻手”

我和呀傑二話不說便照做，就在那一瞬間，我感覺自己像風一樣快地離開了超市。

去到外面他鬆開我們，我才發現剛才原來有六七顆子彈射中了我，幸好我擁有過人的痊癒能力，否則
早已小命難保。

當時那個人眼神挑釁地望著我們，呀傑搶先問了他一句

“你都係異能人？”

“冇異能邊有可能帶到你兩個癲佬出黎”

“點解你要救我地出黎？”我問

“呢個係上頭既order”

“order？你係咩人？”呀傑追問

“我地好快會再見面架，到時你就知”那個人陰笑地說著。

說完那句後，他便消失很無影無蹤，我們相信他的異能應該是擁有極速的走動速度。

離開超市以後，我和呀傑便很狼狽地把食物和日用品拿回家。
途中我們仍要渡過最後一個難關，避開所有感染者...



第四章 掩護

我和呀傑静肖肖地行回到，途中不斷聽到感染者發出的低叫聲，令我和呀傑不禁打個冷澶。

或許是我們高估了自己，我們根本拿不到這麽多食物，一不小心便把手中的其中一袋扔在地上。
更麻煩的是袋裏盛的都是薯片，包裝袋一跌在地上便引起一大群感染者注意。

我們知道，我們今次真的要和感染者正面決戰。
我放下食物，然後搬起兩輛車扔向感染者，他們都被私家車撞得斷手斷腿。
至於呀傑也不認輸，他聚超神來，運用意誌搬起一輛貨車，向感染者扔去，壓碎了不少感染者。

然而，其他地區感染者聽到我們這裏的打鬥聲也被吸引了過來，我們為了速戰速決，我便用全身的力
氣拿起兩輛巴士，然後一口氣扔過去。

我們趁著巴士擋著感染者的時候，用最快速度跑回家。今次總算是我這麽大以來最有驚無險的一次...



第五章 組織

我們回到家門口時，看見幾個大漢在跟我和呀傑的父母在傾談，而且其中一個大漢十分面善，

“湛，你地終究反黎啦？！你知吾知我地幾擔心你，好彩吉龍大哥叫佢手下黎幫你地，如果唔係...”

我並沒有太注意母親在說啥，只在不斷觀察這四個大漢。我記起其中一個大漢是剛才救過我們的，我
一看他，他又以他那副挑釁的樣子看著我。

這時，其中一位看下去最具代表性的大漢說

“嗯...英雄出少年，果然冇講錯！“

我心想，幾個大漢穿上黑斗逢就想扮老大？這時其中一個光頭大漢竟然說

“唔通你覺得宜家呢到你係大佬？“

他怎會知道我心裏在想啥，難道這幾個大漢都是異能高手？！

”冇錯，我地係中國部入面既異能委員，今次黎係希望你地可以合作同我地消滅所有喪屍“

原來是異能委員，難道他們都這樣高傲，目中無人。

這時候，我旁邊的一位大漢突然拿出小刀插了我手臂一下，基於天生異能反應，傷口在一分鐘內已經
痊癒。但這幾位委員竟然說

“雖然你擁有呢種咁特殊既異能，但你都未將佢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聽完十分生氣，他們完全看不起我，於是我便拿起家裏的飯桌，準備跟他們打一埸異能戰。



第六章 不自量力

聽到他們這樣說，我首先發難，拿起兩個垃圾桶用盡全身的力扔向那四個大漢，我以為他們根本不會
能夠接到那種衝力的垃圾桶，誰知...

其中一個大漢站到另外三個大漢面前，然後運一運氣，正在飛過去的垃圾桶竟然停在空中，然後跌在
地上。

我和呀傑頓時目瞪口呆，呀傑看後因為了幫我拿回一口氣，便用意誌搬起家中的玻璃瓶扔向大漢。
誰知其中一位大漢伸手一手拿著玻璃瓶，然後用手把它壓碎毫無出現任何傷痕...

這時我和呀傑都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他們對手，我便笑笑口說

“得罪前輩啦，唔好意思”

“講真果句，我地班老鬼好耐都冇出過手啦哈哈哈哈”

那個大漢的笑聲笑得非常邪惡，像是給說話給我們聽。至於最具代表性的那一位大漢便給了我們一個
衛星電話，吩咐我們有啥特別事情就打給他們。

而且他們已經安排我和呀傑的家人搬到美國總部那邊休息，也方便我們完成總部給我和呀傑的[任務]
。

我看一看父母，他們給我的是一副滿懷信心的眼神。
沒錯我李明湛一定不會辜負父母對我的信心！
送了他們到停在天台上的私人飛機後，我和呀傑便開始我們的[任務]！！



第七章 同伴

總部派給我和呀傑的任務，就是要那幾個大漢，嘉宜，卉虹幾個異能人和總部的士兵合作把香港的感
染者消滅，並找出香港政府的上頭。

但是...誰是嘉宜和卉虹呢？這時我看見私人飛機上走出兩個美若天仙的少女，我和呀傑看見她們後頓
時魂不守舍。

相信她們就是嘉宜和卉虹了，爽呀！我和呀傑以一副厹的眼神看著她們，她們看見我們這樣子，立刻
以甜美的笑容作回答。太美了，太誘人了...

“喂唔好係到發春夢啦，佢兩個係總部既成員“辣手雙花”，佢地會協助你地完成任務。“

嘩爽呀，能跟她們合作是我們的榮幸呀！

當我們跟總部的人回到大廈低層，已經發現有很多因為私人飛機的聲音所引來的感染者在大廈門口外
徘徊。

這些感染者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小試牛刀，我們只需搬起幾輛私家車扔向他們便能令感染者失去活動能
力。

但我們剛剛才發現原來感染者並非是我們想象中那麽容易對付。。。



第八章 新發現

我們所以說難對付，是因為我們發現感染者原來死後腦袋會分泌出一種蠕蟲，然後蠕蟲會尋找其他並
未腐爛的屍體作宿體繼續感染其他人。

能解決此問題只有一個辨法，用高溫把感染者燒死，亦即是話要用火燒死感染者。幸好卉虹擁有這種
危險的異能-口和身體能自行控制噴出火焰，有了這種異能我們便可以更有效地消滅感染者。

我們計劃從旺角開始打掃行動，四個人一種，即我，呀傑，嘉宜和卉虹一組。至於第二組則是那四個
大漢。

大約下午兩時我們便開始打掃，由朗豪坊作起點。可惡的是，而且四個大漢竟然起了一個比賽，跟我
們說鬥燒得多感染者，我們當然不拒絕啦。

呀傑負責搬起私家車減少感染者行動性，嘉宜和我則負責把感染者的頭顱跟身體分開，而卉虹就負責
把感染者頭顱燒毀。

一開始還算可以放鬆一點，但由於我們打掃的聲音太大，令我們開始出現應付不來的現象。。。

“屌，咁撚多，幾時搞得掂呀？！”

我見人就撕，那種瘋狂的動作為我帶來一種殺戮的快感，然而正當我在享受其中時，突然聽到

“呀！！救我呀，佢扯住我隻手呀！”

我看一看嘉宜，原來她正被好幾隻感染者圍攻。
我見此態立刻飛撲去嘉宜身邊，抓住兩隻感染者的頸部用力一撞，滿面血紅的感染者慢慢躺下。

然而我的手臂已被感染者抓到滿臂傷痕，但過了一會便退了。
其他圍在嘉宜身邊的感染者都被我用手一下打到十尺遠，然後我抱著嘉宜去到一個較安全的地方說

“你抖陣啦，呢到我搞得掂”

只見嘉宜露出一副給我動力的甜美笑容，我便繼續戰鬥去了。



第九章 來世再見

當我們撕殺到去彌敦道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手臂上有一個比其他傷痕更特別的牙齒印。

如果我沒有記錯，我記得剛才因為太多感染者面成功被其中一個感染者咬到...
那即是話，這個滿佈血絲的牙齒印是...

我望著自己的手臂，開始想象自己也變成感染者，吃著自己同伴的肉，又或者被他們無情地燒死。

但我必須坦白告訴他們我現在的處境，
我走到他們旁邊，然後邊打邊說

“各位，我可能要走先啦...”

“屌你，你吾係急屎呀？”

“對吾住，我...中左招”
我給他們看看我手臂上的牙齒印，他們給我是一副失望，絕望的表情作回應。

我絕望地坐在地上，用我生命剩餘的幾分鐘，專心欣賞呀傑和雙花們的戰鬥。

即使他們知道我已死定，他們都死守在我面前，不讓任何感染者再拿走我任何一條毛髮。
艷血橫飛，給我的並非一種血腥的感覺，而是一種華麗的場面。

我逐漸感到想倒下的感覺，全身沒力，眼前一片黑色，我想這是準備死亡的前奏吧~倒下前我只聽到
呀傑說

“撐著呀！！呀湛！！唔好dum低我自己呀” 我好久都沒聽過呀傑哭啦...

唉呀傑，嘉宜，來生再見吧....



第十章 重生

*“都話呢個靚仔好特別架啦，大難不死仲可以同受左感染既血混合，簡直係完美”*

當我睜開眼睛時，只見自己正在睡在一張床上，第一個看見的人，是正在拖著我手的嘉宜，看來她睡
著了。
哈，竟然死了後老天還贈我這個美夢。但...為何我會有感覺呢？我摸摸自己的頭，手，面...我還沒死
，那我不是應該成了感染者嗎，為何會這樣？

這時，我把嘉宜吵醒了，她看見她的手正拖著我的手，便紅紅的鬆開手跑出門外。一個滿面皺紋的老
頭走了進來，然後說

“點呀，係咪唔敢相信眼前既一切呢，沒錯，你仲未死，而且你因為被感染者咬到而同你既異能產生
反作用，即係話你宜家唔單止係抗體，仲因為咁而有多幾種異能。”

我走下床，吸了一口氣，呀~我回來了...能夠呼吸真舒服。可是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看到呀傑和雙
花，但他們竟然不在這，不是這樣不夠義氣吧...

走出房門口才知道，原來這裏是一間醫院。去到醫院外面，我看見正有一堆士兵在步操，而且我遠遠
已經看見那個叫吉龍大哥在走過來。

“估唔到你個死仔又死唔去，仲有新異能，哈。”

這個人雖然口賤，但我相信他是個好人，畢竟他叫他手下救過我和呀傑。
這時一個士兵走來說

”吉龍司令，北邊500米有幾個感染者靠近，需要採取咩行動？“

”叫陸上戰隊搞掂個幾個蛋散啦“

”Yes Sir！“

我看見他們這樣有規律，我不禁也恭敬起來，我問

“你知唔知呀傑同雙花佢地係邊呀？”

“佢地訓練緊，我帶你去睇下佢地，跟住我”

訓練？呀傑和雙花要啥訓練，他們不是已經擁有異能嗎，還需要要訓練啥呢？



第十一章 大開眼界

我跟吉龍來到了一個運動埸，裏面全是士兵和異能人在訓練。

為何我會知道他們是異能人？
我屌，我眼前看到的簡直是天馬行空，其中一個異能人竟能伸出翅膀在飛翔。另外一個的異能人在卸
下了眼鏡後竟能發出兩股極光，就連金鑄的金板都被穿破。

我靠，看來我之前對異能人的異能只是小毛見大毛，看來我要對自己種族的人重新評估。

在最後的位置我看見我的死黨在接受訓練，而要訓練的，就是意誌。教練告訴我呀傑已經坐了半小時
無影櫈，但我只見呀傑只是合上眼睛，並沒有任何表情。

至於雙花，她們在練習套拳，正當嘉宜看到我行過的時候，腳上又漸漸變得粉紅，看來她仍然在為早
上的事感到尷尬。

吉龍說我剛破繭而出，想試試我現在的實力，剛好我也想看看受到感染後究竟和之前有啥大分別，於
是吉龍便叫了一個大漢和我切磋切磋。



第十二章 測試

我認得那個大漢，他就是上一次能讀心的那個人，我心想：你除了讀心，還有啥異能可以使出來呀，
哈”
他已經讀出我的心底話，然後說

“睇下咪知囉。”

我二話不說，便隨便把地上的盾牌向他扔去，這次我覺得自己的力度比以往提升了很多，我看著那大
漢，企望著那盾牌能先挫一挫他的士氣，誰知他的身體像彈簧一樣，把盾牌的衝力化為己有，然後再
反彈過來。為了證明自己，我伸出單手嘗試接回盾牌，果然我能單手接著。

這時我決定跟他來埸肉搏戰，基於自己天生的痊癒異能，跟他肉博對我有利，我飛撲過去那大漢身上
，但誰估到那大漢身上像裝上一個吸盤一樣，把我拳頭的力全都吸去。

他見我已被他控制，便伸出雙手向我的頸抓去，我感覺到的是指尖按在頸上的痛楚，我心想：我靠，
死那形唔剪指甲仲要懶型扮大男人。 
他讀完我心後似乎火燒上心頭，更大力地按著，但我只見吉龍只顧坐在旁邊冷笑，究竟他們是啥意思
呢？難道救了我，又要推我回到地關門口？



第十三章 新異能

正當我感覺到自己的生命接近死亡時，我感覺到自己的牙齒漸漸變長而且雙手亦慢慢伸出四條鋼爪，
就像X-men主角，只是多了一條而已。

我管不了這些，只顧著盡快擺脫大漢的吸力。既然這大漢剛才都不想留命子給我，我便跟他拼了，正
當我想用鋼爪和尖牙插入他頭部時，他突然放開我。

這時，吉龍和大漢笑笑口的拍著手掌，他們這算啥意思，恥笑我的無能？誰知吉龍說

”哈！終於逼到你使出連你都控制唔到既異能出來啦！！“

啥？這就是我的新異能？！哇靠呀我以為我會學懂口噴火或冰的異能呀。

唉給我生出這四條鋼爪有屁用，我生氣了上來一拳打在鐵板上，誰知鋼爪也跟著插進了鐵板上，當我
再拉回出來的時候，只見鐵板四分五裂...我嘗試去控制收回自己的尖牙和鋼爪，然後慢慢平靜下來…

我想：哇靠又尖牙又鋼爪，我究竟是吸血鬼還是x-men，或者我根本就不是那兩類東西，但我知道
，我是異能人，既然我擁有比其他人更優越的東西，便要好好利用。

發現新異能後，吉龍第一次給我任務，而任務對我來說的確可以說是有驚無險的。

任務就是要獨個兒把在醫院北邊徘徊的感染者徹底消滅。眼看已經大概有過百隻感染者在覓食。
但如今我已有了抗體，所以我根本不需要顧忌任何問題，只需盡情享受殺戮的快感便足夠了。



第十四章 神秘人

臨走前，嘉宜走到我面前捨不得的樣子說

”湛，去到個邊要小心，要掛住我知嗎？“

”知啦，你係到都要小心呀，我有咩事用衛星電話call你呀“

正當我轉身就走之際，嘉宜兩手捉著我面，輕輕吻在我臉上。此刻我知道，嘉宜已經喜歡上我，而且
也非常緊張在意我。

三十分鐘的車程，由伊利沙伯醫院來到深水涉進行任務。剛下車，已經引起一大堆感染者注意，可惜
他們的下埸只有一個-被消滅。

我伸出八條鋼爪，露出尖銳的牙，準備開始大開殺戒。兩隻感染者先來送死，未走到我身邊，我便一
手插進他們的腦袋裏，我靠簡直是弄髒我的鋼爪，我在地上隨便拿起一支小燈柱，見人就砍。
我就像打棒球一樣，一個又一個頭顱被打上天空，場面非常壯觀。 

當我殺得興高彩烈的時候，我發現其中一個唐樓天台上有個人在監視我，而且那人看上去異常神秘究
竟他是誰？



第十五章 大力腿王

我再看清楚那個人，戴上一副太陽眼鏡，穿上一身黑衣，還掛了一條很長且遮嘴的頸巾。為了試探一
下他，我用力把小燈柱向他扔去。

只見他跳起一腳把小燈柱踢下來，而且衝力還令小燈柱插入地上。看來他並非敵人，而是異能人。我
跳上去問

”係吉龍派你黎既？“

”你地已經令政府忍無可忍，你地異能人將要為自己做既事而負反責任。“

”你咁係咩意思，你係咩人“

”你殺左我咪知道囉“

他剛說完，便聚起力然後跳到我身後，正當他準備用刺客刀插向我腦袋時，我立刻伸出鋼爪擋住他的
刀，他見這情況，一腳踢向我背脊。那一腳的力度幾乎可以把我殺死。可是我因為受了感染者的血幫
助，他只把我踢得吐血。

“哼，挨到我大力腿王呢腳，唔係小兒科喎”

”大家咁話啦“

原來他就是大力腿王，我之前已聽過他天生腿力便異於常人，是個異能人，但因為被政府收購才背叛
我們。
而且他的實力完全超乎我想象，跟他打了多回合，他仍能踢起雜物向我飛來，可想而知我現在處於劣
勢。

為了解圍，我嘗試跳到他身上，然而上到他身上都未能鬆懈，因為他不停地向我的身上踢腳，限制了
我的行動。這時我就開始想：這樣並不是辨法，我可以做啥才能制服他呢

我發現他踢腿時都需要他的雙手作平衡，以免跌倒。亦即是話，他的弱點就是平衡，那我知道怎樣應
付他了...



第十六章 突襲

我用兩手捉實腿王的雙手，當腿王再次起腳踢我時，他果然因為我捉住了他雙手失平衡而跌倒，就在
他跌倒那一剎那我伸出鋼爪插進他雙手，他呀的一聲便昏迷過去了。

我在他身上搜出政府的身份證，原來他在政府中是擔任長官級的，看來政府也蠻看重我的呀，派一個
長官來收服。
可惜他還是任務失敗呀，我解決了大力腿王後，便繼續清理剩餘的感染者。

去到小約晚上八點半，我已經把深水涉的感染者清理得七七八八。這時我再致電給吉龍那邊時，吉龍
告訴我他們正與政府派來的士兵和異能人戰鬥中，希望我可以盡快回去幫忙。

聽到後我當然二話不說，立刻帶上頭盔，坐上電單車趕回QE。

到了QE，我發現滿地都是屍體，有敵方的，也有我方的，而裏面仍然處於戰鬥狀態。只要遠處有一
架起重機在天上準備飛到敵人那邊，那不就是呀傑嗎？想不到訓練後他竟然強到這個地步。

在呀傑旁邊的則是雙花，而他們的敵人竟然可以變化各種動物，簡直不能相信。有一個能變成獵豹，
有一個可以變成大猩猩，也有一個可以變成豺狼。三種動物都難以對付，令雙花束手無策。

我的到來正是她們的救贖，正當大猩猩想拿起雙花時，我一手抓起豺狼，一手抓起獵豹，然後向著大
猩猩扔去。可能是受了重傷，獵豹和豺狼都變回人形，而大猩猩則被暫時打昏。

至於呀傑和吉龍，則在對付更高一班的對手，只見其中一個敵人能變成一灘流沙，另一個則可以用身
體傳電或放出閃電。看來我們今次終於可以大顯身手了。



第十七章 吉龍出手

認識了吉龍這樣久都沒曾看過他出手，真想看看他究竟有啥異能令他能擔上中國部總司令這位置。

只見吉龍聚起神來，一手火焰，一手冰霜，炎氣和寒氣慢慢透入我的身體，可見吉龍的異能有多可怕
。那個流沙人變成流沙走到吉龍腳邊嘗試突襲他，誰知吉龍一手拍在地上，那灘沙都結成冰了。

沙人對於吉龍來說簡直就是不堪一擊，但電人對呀傑來說可算是個大問題，因為呀傑的異能對電人來
說根本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我只見呀傑和吉龍靜靜地說了幾句話後，呀傑便用意誌搬起三條又大又長的木頭向電人那邊衝去，
電人雙手接著木頭，當他以為能就此避過一劫時，吉龍右手把火焰傳到木頭上，當電人想傳電至吉龍
，他才記起木頭是絕緣的。

可是已經太遲了，電人已被烈火燒得如火如紅。看來呀傑不是贏在異能，而是智慧，憑著他的常識和
策略打贏比自己更強的人，我果然沒有認識錯這個死黨。

但更大開眼界的是，原來吉龍可以說是一個異能高手，平時看他只是指指點點的，但原來他竟藏有這
種實力，難怪我父母都要敬他三分。

戰鬥完了後，只剩下遍地屍體，我們從電人身上找到一部智能電話，這電話是否能夠找到一些關於政
府的事情或計劃呢？



第十八章 政府電話

拿到智能電話後，我們立刻吩咐IT部為
我們解開密碼鎖，打開通話記錄後，只看見電人來來去去都只致電給過兩個電話，我們便嘗試致電給
第一個電話。這時他們叫了一個年齡和我差不多的少年來致電，當初我都不明白為何這樣多人不選，
遍要選他打電話，直至...

”喂，pizza hut，請問閣下要咩？“

”一個水牛芝士pizza拎走“

啥，我們叫他去查清楚，這少年竟致電pizza hut去？！

”好，請等一等.................................喂，電sir你點呀？“
”喂？喂？Anyone here？“

那少年聽完後立刻cut了線，然後說

”係政府個邊既人“

說完便坐回一角繼續上網去了。我小聲地問

“個條友咩料咁串，以為自己邊個呀？”

吉龍說

”佢係本身係政府其下的異能人，但佢因為唔贊成政府既計劃而黎反我地呢邊，但好多人都覺得佢係
政府派黎既臥底，所以都同佢冇乜兩嘴。“

我也不想跟他有兩嘴啦，這樣不可一世(串)的樣子真討厭。

然而聽吉龍說他擁有的異能也異常特別，但他來到異能陣營後從來都沒有使出他的異能。能給吉龍說
是特殊的異能人我倒有點刮目相看，但至於他會否使出他的異能，我便不知道了。不過既然我們有了
政府的電話，便能直接找到中國政府的計劃總部在那裏。亦即是話，我們可以直搗黃龍了。



第十九章 戰鬥前夕

我們執整了行裝之後，便分批坐上小型貨車出發。在此總行動中，我發現了很多生面口的人，除了那
個不可一世的少年外，還有十多名異能人我並不認識。

在去目的地途中，我看見街上已經再沒有任何人類，只是滿地死屍和覓食中的感染者。

我並不知道此任務能否完成，即使吉龍，日月門神，硬魔和速魔(四名大漢)這些高手同行，我們的勝
算亦不丈，昨天政府派來的異能人已能證明政府有足夠對付我們的實力。時間還真過得特別快，我們
已經行駛了大約三小時，嘉宜已經在我身邊熟睡了，而我也想珍惜時間好好地睡多一兩小時，為一會
兒的戰鬥作最佳準備。

“湛，嘉宜，起一起...我地到左佢地總部既監察區，準備打醒十二分精神作戰！”

月門神的細語令我更加驚惕，只見車外四圍長滿棕櫚樹，猛烈的陽光非常刺眼，是異常的刺眼。我們
都帶上太陽眼鏡，才發現原來我們已經去到總部的門口，只見八個士兵正走過來

“先生，請出示身份證“

”等等呀...”

只見日門神在裝找身份證，而我們的士兵和月門神則靜悄悄地下車慢慢走到敵兵後面

“呀~~~~~~”

八個士兵齊聲應倒，然後我們的士兵則用槍打破攝錄機，方便我們進入總部。

沒到達總部內部已見有一大堆士兵在開槍掃射我們，只可惜月門神使出異能，把所有槍械吸到手，然
後突圍進入政總內部，尋找他們的頭目。



第二十章 克斯

到達內部後，我們發現一直在中國向異能人施壓的頭目-克斯，被我曾經打敗過的大力腿王，一眾異
能人和士兵。然而，他們都是美國政府收購回來的叛徒，雖說克斯是叛徒，但能坐得上中國政府的頭
目，絕對不能忽視。

大力腿王見我在此首先發難，踢起三塊異常重的石塊過來，但對我來說這只是雕蟲小技，我雙手一擊
，三塊石頭已
被我打至粹片。

就在粹片在遮擋著我視線那一剎那，腿王便嘗試一腳打到我肚上，我知道我根本沒可避得過，所以聚
精會神把所有力聚於手上接他這一踢。

受感染後力量果然不可預測，只見我一身的力量令政府的人無法估計。我們為了更有效地瓦解敵人的
陣型，便各自找一個對手單挑。

我當然找回大力腿王，而呀傑則選擇和那個擁有超強跳躍力的女異能人戰鬥，至於雙花則和那個能雙
手變成利刀的男人決戰。當然，最強打最強，吉龍自動選擇和克斯戰鬥。

至今我仍未太清楚克斯的異能是啥，直到現在...只見克斯援援地升到天空，手一揮，所有之前我們乘
坐的小型貨車都爆炸起身...我靠呀，這是啥異能呀，這是bug，錯誤呀。算了，埋怨都沒有用，我只
能專心戰鬥，盡快解決腿王後才協助吉龍對付克斯。



第二十一章 撲克救助

但怎樣都好，我都不能輕視大力腿王，而且我也需要協助雙花對付利刀人。所以我步步為營，絕對不
容許自己有任何差錯。

大力腿王曾經的弱點是平衡，但今天我發現，他已經能不再依賴雙手而取得平衡。況且他自己也知道
我曾經怎樣打敗他，所以他改善了是正常的。

但我相信，我仍能打敗他，盡管他一直都在按著我打，我一直都在尋找他弱點。但我怎樣試他都試不
出他的弱點，怎辨好呢？難道我就要不停地避開他踢出來的石頭？難道我就要看著雙花不斷被利刀人
打壓...難道...我真的沒能為力？

看著雙花不停被利刀人斬殺，我愈來愈擔心她們的情況。正當利刀人準備砍到卉虹肩膀上時，只見一
張撲克牌捉中利刀人後，利刀人被撲克牌彈得十尺遠。而撲克牌的主人，正是那個不可一世的小子...



第二十二章 極光男

就在利刀人被彈開的時候，撲克小子立刻拉走雙花遠離利刀人，看來他是要和利刀人單挑了。

利刀人奮起，兩手變成的尖刀更為鋒利，但只見撲克小子毫無畏懼之情。就在利刀人跳起向撲克小子
的頭斬下去那一剎那，撲克小子手上又飛出三張撲克，只見撲克打中了利刀人的雙手和頭。

就在這時，我看見撲克都插入了利刀人的體內，雙手頓時斷開，而第三張撲克剛剛好插入了利刀人腦
袋中，鮮血不停地流出，利刀人慢慢倒下來。

這時天空突然刮起大風，我們看見遠處有三個大龍卷在空中高速吹過來，而大龍卷中正有一個人在裏
面控制著龍卷風，那撲克小子看見這情況說

“哼，一個克斯已經夠麻煩，仲黎多個洛克，難打啦！”

聽到撲克小子說這番說話，已知來者不但又是個敵人，而且還是高手。
在我不太留意大力腿王時，他竟然偷襲我，用力踢到我背部，本來都未必這樣傷，但因為在我毫無預
防之下，傷害力高多一倍。

我趴在地上不停吐血，我雖然有極速痊癒，但始終都需要時間回復，但大力腿王見我倒下了，便想趁
機多踢我一腳，直接取我小命。就在腿王飛踢來的剎那間，兩條紅色極光把腿王的身體彈遠了。是他
，那個永遠都戴著太陽眼鏡的青年。



第二十三章 洛克

平常我看見那個太陽眼睛的青年都覺得他只有一些較普遍的異能，之前還誤會了他，以為他是裝帥才
戴太陽眼鏡。

原來他戴太陽眼鏡是另有原因的，我發現當他戴上太陽眼鏡後，他能自由控制極光的發射，而且即使
在晚上，他也能看得見黑夜的環境。

看見腿王被極光射得滿身是傷，我都放鬆了些。但最大的問題是，現在又多了一個高手洛黑，呀傑看
見龍卷風正吹過來，便用意誌搬起四個貨櫃扔向他，但貨櫃未去到洛黑身上，已被龍卷卷得溶溶爛爛
。

洛黑收起龍卷，如同天神下凡一樣，從天上慢慢降落下來。他說

“點解你地唔肯同政府合作，點解要幫人類，點解要打自己人？消滅哂所有人類，我地就係地球既統
治者，你地咁都唔明？”

看來洛黑並非被金錢收購這樣簡單，他的雙眼和內心早已被權力侵佔了。亦即是話，美國政府蒙騙了
他們，即使美國政府消滅所有人類後都不會將權力讓給我們異能人，但他們似乎看不透這點。

無論如何，我都要跟他們解釋清楚，畢竟他們都是我同類，我並不想自相殘殺，我說

“你地錯啦，美國政府只係利用你地幫佢消滅人類後開拓新世界，新秩序。到時你地可能連企既位都
冇呀。相反，過反以前既生活，唔好咩？？”

“以前，你知唔知我地以前係點過架，你就話可以係香港過著正常人既生活姐，但我地？每日都被人
當做實驗品咁，被人打針，做測試。你話人類呢種自私既行為，值得我地保護咩？”

洛黑愈說愈憤怒，雙手不停地轉，卷起了兩個龍卷風，向我們吹來，情況又變得更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