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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健志都是一個倒楣的人。他曾經試過在澳門的賭場連輸廿十一口百家樂；也試過在球場上
被一

枚石子絆倒，然後肩膀脫臼，要留院兩個月，令他錯過了一個升職的黃金機會。本來他只要留院一天
，但

當天那名實習醫生誤把他的病歷搞錯了，令他需要接受各種不必要的檢查。結果檢出了他有糖尿病和
高膽

固醇等等的隱性病，但卻與他的肩毫無關係。

不過，他全都不介意。

可惜，人善則被欺。不止被人欺，尢其當你不反抗，不咒罵時，連天也會更進一步地欺侮你。

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他死了，而且死得很可笑。

一把剪刀在旺角某一單位內飛出街外，從八層樓高的單位外直插至他的天靈蓋。他沒有經歷到傳說中
死前

的回望一生走馬燈，因為死亡來得實在太突然，也太刁鑽。他只能看著在他眼前，以他估計剛剛因為
在扮

演著驚訝和女性矜持而遲遲不回應他求婚的愛人───小思。

健志就這樣一邊跪在鬧市中求婚，一邊死去了。

她現在抱起了他的屍體，一直哭，一直哭。很正常的環節，很正常的反應。然後到達醫院後的情況他
就不

知道了，因為他已被一名樣貌酷似林夆的勾魂使者給帶走了。

使者道：「唔好睇啦，睇完都改變唔到Ｄ咩野。不如好好收拾一下心情，一陣好好地咁去學做隻新鬼
啦。」

「……但我好唔甘心呀，我好想可以聽到佢親口答我一句『我願意』。」健志不忿地說，一邊看著自
己半透明的手掌。

「唉，又係咁。你去到亡者學院，大把好似你呢Ｄ咁既人架啦。加上就算而家佢真係同你講句願意，
又有

咩用丫？」使者用見慣世情的語氣反問健志。

「…..咁…….咁起碼都有得聽下丫。」健志無力地說



「走啦，遲下有機會你或者可以聽下佢同第二個人講願意既。」使者說。

結果，健志帶著落幕的心情被使者拉到了一個神秘的地方，一個死後才會到達的地方────亡者之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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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嘩……呢度好靚呀，係天堂？」健志問道。

使者說：「呢度係亡者學院既入口，入面係一間類似學校既東西，你會係入面學點樣做一隻鬼。到你
成功

畢業後，你可以選擇投胎，或者去做個神官守護下人類咁果Ｄ野啦。總之你而家係度排隊等陣先，到
佢開

門你入去就得架啦。我仲有野做，我走先啦。」使者邊揮手邊說。

「喂喂，要等幾耐架。」健志問

「唉，你都死左啦，仲咁心急做咩姐。人未死就話要係有限既時間內做晒自己既目標姐。你人都死埋
，有

無限既時間啦，先學習下耐心等待先啦。」使者一邊說，一邊拿出了一本筆記在寫，然後便消失了。

數小時後，站在亡者學院門外的鬼魂愈來愈多，健志也認識了很多同學。

「嘩….你….你仲有把刀插左個心口度喎。」健志向一名一頭金髮的年青鬼魂說。

「超，你夠有把較剪係個天靈蓋度咯。」金髮年青鬼魂說。

「唉，頭先劈友果時比人暗算我，果班所謂兩腋插刀既兄弟又唔見晒影，結果搞到得返我一個人心口
插刀

而死。」金髮鬼說：「出黎行預左要還，係估唔到第一次劈友就要還姐。如果有得再投胎，我一定會
好好

地讀書，唔會再行古惑、唔會再呃蝦條、更加唔會再一邊喊一邊自拍再放上Facebook。」金髮鬼低
頭道。

「放心啦，我頭先聽個勾魂屎忽鬼講，我地係呢個學院度畢業就可以去投胎架啦。你下一世一定要比
心機

啦。」健志舉起大母指說「唔似得我，投得胎黎我諗我老婆都死左啦，而家我真係死無可戀啦。」

「……你老婆搵把較剪插死你你都咁愛佢，你真係痴情。」金髮鬼說

「唉…..說來話長，我都估唔到會死得咁樣衰。細細個打洛克人果時就覺得果隻較剪人好有型，點知
原來

把野咁難襯得好睇。」健志笑說，兩人的笑聲響徹亡魂學院門外，令本來心情緊張的各鬼魂都輕鬆起



來，

紛紛作出自我介紹，認識朋友。朋友果然是一樣無論我們生前或死後都必然需要的東西。

「大家好，我叫健志，大家叫我較剪人啦，好似型Ｄ。」健志一邊向各人作出自我介紹，一邊指著自
己頭上的剪刀。

「HI，我係肥龍，你地叫我金毛仔得架啦。反正生前Ｄ人都係咁叫我。」金髮鬼也作出了自我介紹

「大家好呀，我叫阿美，大家叫我靚女啦，以前Ｄ人都係咁叫我。」阿美肯定是被火燒死的，大家都
從她全身被燒得香脆的皮膚看得出來。

大家一個接一個地作出自我介紹。正當門外的氣氛變得鬧哄哄的時候，一名看起來非常德高望重的老
人輕

輕地把一直深鎖著的學院之門推開，慢慢地從門內走出來。一邊走，一邊打量著場內約一百名的鬼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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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呵，好耐都未試過有一班咁有活力既新鬼黎報到啦。」老人用深厚的聲音低聲說道。他的聲音
並不

響亮，但卻清晰地傳到每隻鬼的耳中，令場中所有鬼魂也別過頭來看一下誰在講話，一時之間場中突
然安

靜起來。

「大家好，你地而家正身處於亡者學院的門前。你地黎到呢個世界，就唔洗再同人爭學位啦，呢間學
院一

定有足夠既學位比每一隻鬼。加上大家都係啱啱死既新鮮鬼，你地既屋企人應該都無咁快燒Ｄ物資比
你地

架啦，故此學費方面大家唔洗擔心，絕對全免。只希望各位畢業後可以好好地造福人群，做返Ｄ對社
會有

益既事，咁我地呢班老野教授就放心啦。」老人說。

「要幾耐先畢到業呀請問？」健志問

老人回答道：「要睇你地既造化啦。曾經有鬼試過一星期就學晒所有野，畢業後去左做月老，結果做
下做

下仲做到靈力大進，可以現身係凡人面前。佢將自己成個故事講左比個小說家知，結果個小說家將佢
既故

事公開左出黎，令大量凡人非常感動，亦都間接令凡人了解多左死後既世界。好在個個人都當個小說
家老

吹，如果唔係佢地得閒無事又搵呀司徙法正黎作下法就真係出事架啦。」老人再一次喋喋不休地說。

「丫，我又無睇開書喎。咁平均大約正常一隻鬼要幾耐先畢到業架。」金毛仔問。

「呵呵呵，唔洗心急，你地都死晒架啦，有大把時間。入黎先，慢慢講。」老人笑說，重複著勾魂使
者對健志說的那段話。
「所有新黎既鬼聽住，而家大家請去Room101報到。」一名樣子還算年青、西裝筆挺的鬼魂正拿著
咪高峰在說。

到達Room101，所有鬼魂都嘩然。

那是一個好像大學lecture hall 的地方，內裡的空間大得可容納場中大約一百多個鬼魂。

「大家請隨便坐，即使鬼魂唔會覺得攰。麻煩大家坐低，靜一靜，我地既新生歡迎儀式就快要開始架



啦。」一名中年鬼魂站在講師台上說。

台下的鬼立時自動安靜起來。

「大家好，我個名係ＫＪ，係大家第一課既講師，請大家比少少掌聲黎。」ＫＪ面帶一個陽光笑容地
說。

「好，多謝大家既掌聲。我知道大家都係啱啱死左無耐既新鬼，一定對我地而家身處既環境感覺好陌
生。希望大家可以先忍住好奇心，唔好發問住，等我一次過講晒再問，好嘛？」ＫＪ說

場中各鬼魂紛紛點頭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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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大家知道嘛，你地大家聚首呢度，其實並唔係偶然黎架。」ＫＪ說。

「吓，我地唔係咁啱死左比人勾黎呢度架渣咩？」健志問

「喂喂喂，我頭先係咪講左唔好問住呀，有少少耳性好嘛？」ＫＪ罵得健志慚愧地低下頭來，然後續
說：

「係亡者之國入面，有好多間類似呢間野咁既亡者學院，唔同地域既亡者學院所接收既鬼魂都唔同既
。我

地呢個學院係專收一Ｄ因意外而死亡既亡魂，我地學院個名叫做「不甘之院」，我地既院歌就係「不
甘

心，人人不甘心，尢其不甘心，就像不甘心，得我不甘心，不甘心甘心～」，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識唱
架

啦，麻煩大家比少少掌聲我，同埋首院歌唔該。」ＫＪ說

「好，多謝大家既掌聲。頭先我地講到院校。其實係第二Ｄ地域都會有其他學院，例如專收自殺死既
「怨

靈之院」；專收一Ｄ抵死既人，例如Ｄ人人得而硃果Ｄ殺人犯既「善教之院」；專收Ｄ自然老死既人
既

「休生之院」；專收Ｄ未成年死鬼既「十一之院」……等等。大家遲Ｄ畢業後就可能會有機會遇到佢
地架

啦，明白嗎大家？請大家再比少少掌聲我，同埋其他既學院，唔該。」

「好，麻煩晒大家既掌聲。由於死亡性質既唔同，只有我地不甘之院既學生先有機會去人間做守護神
或者

勾魂使者之類既服務人間性行業。「怨靈之院」果班友多數都有精神病，情緒鬼死咁唔穩定，所以只
可以

做下Ｄ掌管天氣之類果Ｄ職位。順帶一提，Ｄ天災呢，咪多數都係因為果班友病發而搞成架囉。次次
佢地

一病發，我地「不甘之院」就會忙到仆街架啦。」ＫＪ說。

聽見ＫＪ說了一句粗口，場中有數十名新鬼在打著冷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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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好意思咁多位，我一諗起果班自殺既神經病我就會好鬼嬲架啦。有勇氣死都無勇氣面對，我地「
不甘

之院」不知有幾多唔想死既人，偏偏就遇上意外就咁收皮。唉，真係唔公平。」ＫＪ低頭說道，臉上
帶著

半分唏噓。

「至於「休生之院」果班老野，因為大家都覺得佢地係人世間既時候已經工作左好耐，有好多既管理
經

驗，所以都會安排好多長老級既高職位比佢地做。呢班老屎忽大家遲Ｄ會有好多機會見到佢地架啦，
因為

大家遲Ｄ既上司好大機會就係呢班人。所以成日都話，你的死法如何，你的起跑線也就如何。」ＫＪ
不忿地說。

聽到「老屎忽」三個字，台下有幾名新鬼也露出了忿忿不平的樣子，相信他們生前應該也曾受過公司
中「老屎忽」們的欺壓。

「咁「善教之院」果班友，生前都係做盡Ｄ窮兇極惡既架啦，所以死後就會訓練佢地成為靈界警察。
不過

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基本上佢地都係一班有牌爛仔黎架姐，同人間果班警犬無咩分別。所
以大

家要小心唔好得罪佢地，如果唔係你地就會好麻煩架啦。佢地幾千年黎唯一係出過一隻叫幽助既日本
鬼算

係一個好少少既靈界警察，其他果Ｄ多數都係廢柴黎。」ＫＪ憤怒地拍著桌子道。

「ＫＪ，入正題啦好嘛，我諗你講太多廢話啦。」一名年青助手在ＫＪ耳邊輕聲說道。

「好，大家，其今堂第一堂主要係想解答一下大家對死後國度既問題。而家係問題環節，歡迎大家提

問。」ＫＪ說

「既然你話今堂係想解答大家既問題，點解一開始又唔比我地問問題呢ＫＹ老師？」健志報復性地問
道。

「呢位頭先比我罵完既較剪頭同學你好。首先，我個名係ＫＪ。第二，如果頭先任你地亂咁問野，個
場面

一定會亂七八糟架啦。我相信而家大家都對成個死後世界有左一個基本既認識啦下話，希望下個問題



可以

有多少少既深度，好嘛大家？」ＫＪ說。

「我想問下我地會唔會再死多次，即係電影入面成日講果Ｄ魂飛魄散」靚女問道。

「咦，點解會有黑人既喂，我地呢邊明明淨係收東方人架渣喎。」ＫＪ一邊說一邊定神打量靚女：「
……

哦哦哦，你係燒死燒黑晒既，我明啦，唔好意思呀。回應返你頭先既問題，答案係「會」既。」ＫＪ
邊

說，邊舉起右手。慢慢地有一股紅色的氣團凝聚在ＫＪ手中，是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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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同學留意，你地眼前既紅氣係魔力。你地鐘意叫佢ＭＡＮＡ、氣、查克拉、桌羅……叫咩都無
所

謂，總之你要知道我地講緊既就係呢團紅氣。佢就係會令大家魂飛魄散既原因啦。凡親大家比超過自
己魂

魄防禦力既魔力攻擊到，你地既魂魄就會受傷。同肉體一樣，當大家既魂魄係短時間內承受過多既魔
力攻

擊的話，就會死，即係魂飛魄散。」ＫＪ說完，把右手高舉，釋放出剛剛一直凝聚的魔力，大喝一聲
：

「Burning !」「呯」的一聲，room101的天花板被轟出了一個大洞。

場中的新鬼無一不目瞪口呆。

「唉……又要我執手尾。」站在ＫＪ旁邊的助手一邊心想，一邊凝聚起一團藍色的魔力在手中，然後
向著

洞口五指一伸，輕說一聲：「Recovering」破洞就似變魔術一樣轉眼間修好了。

場中的新鬼又一次目瞪口呆。

「無錯啦大家，我助手啱啱又示範埋第二種魔力比大家睇啦。」ＫＪ說：「魔力有千百種型態，大家
可以

試下自己發掘下。我既魔力傾向破壞，所以顏色比較鮮烈；至於我助手既魔力傾向回復，所以顏色比
較柔

和。大家如果有天份既，更加可以係自己既魔法上面加少少個人特色添。」ＫＪ指著修好的破洞說。
各新鬼立時抬頭望，發現修好了的破洞仍能穩約地看見ＫＪ兩個字母和一個拍掌圖示。

「烙印，係我既個人特色。比我魔力擊中既地方都會留低一個烙印，麻煩大家掌聲比我，同我助手唔

該。」ＫＪ說

助手心裡不爽，暗運更強大的魔力於手中。藍色的氣團變得愈來愈深沈，直至氣團變得藍黑難分，助
手伸

出兩隻手指，指向天花板上的烙印：「transforming」魔力由氣團化為一束指向性的光束，直射向
烙印

處。



一道閃耀的金光泛起，天花上的烙印由淡淡的半穩明狀態，變成了黃金一樣的物質，閃閃發光，剎是
美麗。

「小範圍既物質變換，係我既能力。」助手用低沈的聲音說。

「物質？我地係呢個亡者國度都會有物質呢種概念？」一隻架著一副學者眼鏡的小胖鬼問道，看他的
樣子

就知他生前的外號一定是叫博士。

「無錯，係呢個世界入面其實所有所有既物理概念都同人世間差唔多，好似你而家試下摸下你面前張
枱，

你會知道佢係用木造出黎。亡者國度一樣有佢既生態，有佢既社會，有唔同既職業、地區、設施，只
不過

我地多左一樣野，叫魔力。魔力就好似你地平時睇漫畫咁，可以造就到你成為一隻特別既鬼。只不過
魔力

係需要修練，需要天份，需要實習，更需要創意，先至可以好好咁運用。」ＫＪ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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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有咩設施？有無GYM
ROOM呀？」一名胸口深陷的肌肉男問道，相信他應該是在健身途中出了 

點意外致死。 

「好，好問題。比起頭先較剪人既問題有深度好多。」ＫＪ回答時亦不忘揶揄一下健志。 

「大家而家集中精神望住你地既枱面。」ＫＪ說，然後運聚了一股橙黃色的魔力：「Distributing
!」 

「啪啪啪啪啪…….」一堆本來在講師桌上的筆記薄突然以飛快的速度派發至每一名新鬼的桌上。不過
新 

鬼們也不在覺得驚訝，反而很期待快點了解更多這個有趣的亡者國度。一時之間，死亡的傷痛感已被
好奇 

心蓋過了。 

「好，大家打開第一頁，有無見到一幅地圖？」ＫＪ問道。 

「吓，呢張野叫地圖？得Ｄ設置名同大約位置渣喎。同我打RPG
Game果D地圖有咩分別……」一個樣子 

很毒的宅女說。 

「大家手上本野係一件魔法物品黎既。只有魔力強大既鬼魂先有能力將自己既魔力注入物品度。大家
見唔 

見到有一個寫住「通訊」既地方，麻煩大家用少少力按一按佢丫。」ＫＪ說，然後自己也拿出筆記，
按下 

地圖中的「通訊」。 

然後所有一都突然被傳送到一個非常光亮，非常整潔的地方。這個地方非常非常大，但這裡只有兩種
東西 

存在───無數無數多的儲物櫃，和目測太約有二百多部的升降機。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鬼魂存在，要
不是這 

裡的空間如此的大，大家早就擠死了。 

突然，ＫＪ手中白光一閃，在這個偌大的空間的中央出現了幾隻在大字，浮在空中：「新鬼觀光團，
煩請 



其他鬼留意！」 

「呵呵呵，又有一堆新鬼黎啦。」一名老人鬼面帶慈祥的笑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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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各位同學聽住，唔好亂咁跑好嘛。」ＫＪ試圖管理一下秩序。 

幸好大家都是成年人，混亂的場面沒有發生。 

「大家留心，呢度係通訊區，呢個區域對大家黎講係非常重要的。每一隻鬼係呢度都會有一個Locke
r，你 

地家人朋友係人間燒比你地既野呢，就會傳送晒去呢個Locker度。有Ｄ屋呀車呀之類既大型物件呢
，就會 

以清單既形式出現係你地既Locker入面，你地拎住張清單去果邊個「大型物品提取處」拎就得架啦
。」Ｋ 

Ｊ說，指著遠處那個「大型物品提取處」的牌坊說。 

「至於部升降機呢，就係比你地上人間向親人朋友「報夢」用既，每次只可以用大約一分鐘。所以多
數鬼 

都係用部LIFT去報夢比家人聽要燒D咩落黎比佢既。當然啦，我地亡者國度都有野賣，不過因為通漲
問題 

嚴重，點計條數都係叫人燒件物品落黎比你抵Ｄ。」ＫＪ笑說 

「喂喂ＫＹ，如果無人燒野落黎咁點？」健志緊張地問道。 

「我個名叫ＫＪ呀較剪仔，有少少耳性好嘛？」ＫＪ說 

「不過呢個係好問題黎既。如果無人燒野比你，你就可以一邊先住係中轉屋度，一邊去排公屋。亦可
以向 

勞工處伸請係亡者國度入面做野儲錢。呢度咩都有得賣，只要你有錢。好似我咁我做一個月導師就有
大約 

三千萬，不過一扎香都要賣成五十二萬。但係其實你地會用錢既地方唔多架，你地唔洗食唔洗飲。食
香都 

係好似人間食煙咁，並唔係必須既，所以實際上你有錢都無地方洗的，最多都係買下樓，買下車，睹
下 

馬，買下工人，買下電視電話咁架姐。總以就算你無錢，你都一定唔會魂飛魄散既，只係生活上無咁
多享受架姐。」ＫＪ說 

「排公屋？我由成年果日開始排，排到我死果日都未排到，點排呀？」一名應該約三十多歲的鬼魂說
，一 



看便知他租屋租到致死方休。 

「大家放心，基本上一個星期就一定會派到公屋比你架啦，除非你比人查到原來陽間一早有人燒左屋
比你 

啦。」ＫＪ笑說：「呢度無鬼可以呃公屋，所以公屋既供求係非常穩定既。」 

「大家仲有無問題？如果無既就請打開你地既筆記，按一下「訓練」果個位唔該。」Ｋ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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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大家又在轉眼間傳送到另一個地方。
那處又是一個極大，極大的空間，有著望不見盡頭的白色。
每隔數百米，就會有一個類似是「靶」的物體。只見有些人在攻擊「它」，有些人在復原「它」，也
有些人在「它」的面前身泛綠光的靜靜地坐下。
 
新鬼們走近一個沒鬼在使用的「靶」前細看。
 
「嘩……老….老師，個「靶」生勾勾既？點解條友要比其他鬼當做「靶」咁練習既喂？」健志問。
 
「拿，因為有好多鬼既魔力係精神系既，即係可以入侵，控制，甚至修改其他鬼既思想，所以一定要
用活靶黎練習。」ＫＪ平淡地說：「佢地都被施加左一種超強既防禦魔力，所以一定唔會咁易就魂飛
魄散，大家遲下訓練既時候可以盡情攻擊佢地。」
 
「問題重點係點解佢地會成為活靶架？」金毛仔問
 
「金毛仔，問問題比少少禮貌好嘛？不過呢個係好問題黎既。呢度既活靶全部都係曾經係非法既情況
之下令到其他鬼魂飛魄散，即係類似你地係人間時候既殺人犯。佢地需要係呢度做活靶，直到有人用
超越佢地被施加左既「防禦魔力」既魔力去攻擊佢地，將佢地合法地擊至魂飛魄散為止。」ＫＪ說
 
「有鬼可以咁勁？」健志問
 
「其實唔難。」ＫＪ說，然後運起熟悉的紅色魔力：「Destroying !」
 
一道紅色魔力直轟向活靶。如雷聲貫耳的同時，同學們終於看到了什麼是「魂飛魄散。」
 
就是如字面所說的：「整個魂魄飛散開去」。
只見活靶在受了攻擊後大叫一聲，然後一團薄薄的氣體就從它身上散開去，然後它就消失了，不找走
半點雲彩，只留下看得呆了的我們，和一道之前捆綁著它，現在空空如也的木椿。
 
「基本上所有從學院畢業既學生都有能力為佢地作出解脫，因為你地魔力訓練堂既考試就係要打爆一
隻呢Ｄ活靶。」ＫＪ說
 
「好，大家應該都無咩疑問架啦，再打開你地既筆記，按一下「家」呢個位唔該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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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轉眼間，大家又被傳送了。
 
「由於大家尚未畢業，所以你地既「家」就係「不甘之院」入面既宿舍。到大家成功畢業後，就可以
設定返傳送去你地自己既「家」果度。」ＫＪ說：「你地既筆記地圖入面暫時就只會有「學院」、「
家」、「訓練」，同埋「通訊」四個地點。直到你地成功畢業，就可以自由登記所有地點，甚至通過
搜索功能黎傳送至任何地方。」ＫＪ說
 
「搜索功能？」博士問道
 
「打個比喻：你係筆記既「搜索」一欄入面寫「愛我的人」，筆記就會顯示出一張愛你既人既清單，
你按一下入面既人名，你就可以自動傳送到果個人既身邊。如果果個人係活人，你就要先擔任到準許
自由來往人間既職位，例如月老或者勾魂使者，先可以去到。」ＫＪ說
 
「好，如果無問題，大家分房休息先，一間房四隻鬼，啱啱好夠比你地開一枱麻雀。」ＫＪ說：「最
後比少少掌聲做左你地一日導遊既我先唔該。」
 
「喂喂喂，有無投胎果方面既資料呀？」金毛仔問道
 
「投胎？丫，係係係，我講漏左添。當你地成功畢業之後，就會有投胎呢個選項架啦。總之你地而家
既目標就係一定要係亡者學院入面畢業，如果唔係講咩都無用。」ＫＪ說，一邊做出一個勝利手勢，
然後便按下筆記消失了。
 
 
  是夜，健志、金毛仔、博士和肌肉男四人躺在床上聊天
 
「你估我地幾時先畢到業？」金毛仔問
       
「我地而家連要讀幾多科都未知，Time Table又未有，點估到咁多丫。」博士回答道
       
「唉，我地呢班鬼就真係不甘心啦，無啦啦死左。」肌肉男說：「好似我咁，做做下GYM成部機壓
左落黎，咁啱又成個GYM ROOM都無人係度，結果就咁香左，唉……」
       
  
「我係訓訓下覺果時無啦啦死的，死因我都而家都未知。」博士推一推眼鏡說

「我呢，就比班所謂兄弟放飛機而死既。講好左一齊去劈友，點知一開片就個個都走晒，淨低我一個
。就算我開無雙都走唔甩啦……結果連一刀都未斬中到人就比人捅死左啦。」金毛仔指著自己心口的
刀說。
 
「哼，ＭＫ仔，你根本就應該去善教之院」博士心想
 
「我……我就大家都見到啦，係比把較剪插死既。當時我跪左係旺角行人專用區，同緊我女朋友求婚
。結果我未等到佢回答我，我就死左啦。」健志說
 



「唔係掛？咁黑仔？」其餘三人異口同聲地說
 
「唉，其實我成世都係一個黑仔黎架啦，我都習慣晒。只不過係估唔到我既死亡會出現係一個對我咁
重要既時刻度姐……」健志說，眼中的淚光慢慢凝成淚滴，奪眶而出。
 
「唔好咁傷心啦，你試下遲Ｄ報夢比你女朋友知，叫佢燒著相落黎比大家睇下。咁遲Ｄ如果我地早過
你畢業，咪可以幫下你眼睇下你女朋友近況如何囉。有圖有計傾，係咪先？」金毛仔說
 
「咁你又報下夢叫你班兄弟燒Ｄ相黎睇下丫，咁我地如果早過你畢業既，咪可以去人間幫你向佢地報
仇囉。」健志笑說，其餘三人也笑著。
 
雖說鬼不會感到累，但可能是剛剛成鬼的關係，四鬼說著說著，都紛紛沈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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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一早，眾鬼被一聲響亮的廣播聲吵醒了
 
「各學員請注意，快Ｄ起身去ROOM101報到啦!!!!!你地正式既第一堂將會係十五分鐘後開始!!!!!」
廣播中傳來ＫＪ的聲音。
 
眾鬼立即起床，然後趕到ROOM101處去。
 
「頂佢，尋日又唔出左個TIME TABLE先，搞到而家個個都拿手唔成世。」金毛仔抱怨道
 
到達ROOM1001，健志他們四隻鬼急忙坐好。
 
「大家好，又係我ＫＪ呀。今日大家會正式上第一堂。今日大家要學習點樣使用魔力。」ＫＪ說著，
手中再次運起紅色氣團。
「大家而家跟住我指示慢慢去做。首先，幻想一下自己體內有一股純白色既氣團，聚集係大約丹田果
個位。」ＫＪ說
 
場內所有鬼都閉上隻眼，默默地感受在他們內裡的能量
 
「然後果股氣愈來愈濃，你感覺到果股氣由丹田開始湧上心口，再分流到雙手」ＫＪ續說
 
「然後你雙手漸漸變得充滿能量…….好！而家立刻諗下你地死果陣既情境！然後求其嗌Ｄ野出黎，雙
掌向上，推！」ＫＪ大喝道
 
「喝」、「哈」、「唔好呀」、「收皮啦」、「嗚呀」
 
頓時間，大喝之聲響徹房間，但卻無甚特別之事發生。
 
ＫＪ搖搖頭，心想：「一個都無？唔係掛。」
 
只是他的目光瞬間就比面前的幾個人吸引住了。
 
「我死都要攬埋你！」金毛仔叫道，一團金色氣團出現在他手中。
 
「頂住呀！」肌肉男大喝，一團灰色氣團出現在他手中。
 
「好熱呀！」靚女嬌嘖一聲，一團藍色氣團出現在他手中 。
 
「小思！」健志大叫，一團黑白雙色的氣團出現在他手中
 
三人手中的氣團凝聚了差不多三秒，然後就消散了。唯獨健志手中的氣團維持了約六秒才慢慢消散。
 
「嗯…..四個，總算唔錯。」ＫＪ心想
 
「好，大家慢慢黎，慢慢練。只要集中精神，大家都一定可以凝聚到魔力既。」ＫＪ說：「至於你地



四個，跟我助手過ROOM102。」ＫＪ指著金毛仔、肌肉男、
靚女和健志說。              
 
四人跟隨助手走到別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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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先第一步，大家要學習點樣提煉魔力；而家第二步，就係要學點樣留住提煉出黎既魔力。」助手
說
 
「頭先大家係靠回想死果時既感覺黎刺激自己既情緒，用不甘心既力量激發出自己既魔力。不過同一
種方法唔會再有效，所以而家你地要學識好好地學習點樣控制頭先果種「充滿能量」既感覺啦。」助
手說
 
「我…..我讀得書少，唔係好明你講咩。」金毛仔問。
 
「即係我地要將頭先做既野重複無數次，直到就算我地唔叫出心中不甘既字句時都可以冷靜地提煉出
魔力，啱嘛，助手先生？」博士突然推門而入，身旁站著帶他過來的ＫＪ。
 
「原來頭先佢提煉左一團透明既魔力出黎，我差少少就睇漏眼，好彩佢凝聚左差唔多成三十秒，所以
我先發現到。」ＫＪ說
 
「好，入黎坐先。呢位同學講得既。我地要慢慢捕捉到頭先果種魔力出現既感覺，然後不停練習，直
到無需任何情緒刺激都可以隨時隨地將魔力運用到。你睇我同ＫＪ，我地發出魔力既時候係會用英文
將個魔力既效果叫出黎。因為我地已經接觸左魔力呢樣野好耐，所以可以提煉出唔同形態既魔力。將
個效果叫出黎係方便我地將唔同種類既魔力提煉感覺連繫埋一齊。」助手一邊說，一邊把玩著他手中
的魔力，只見他手中的魔力由紅色，變為藍色，再變成淡黃色，最後消散掉。
 
「不過，多數鬼可以提煉到出黎既魔力都係比較大路既三原色，最多係有深淺之分。好似你地班人咁
又黑又白又金又灰又透明，真係好少見。」助手補充說。
 
「你地慢慢係呢度練習，直到你地可以將魔力維持一小時，就可以去下一間房啦！」助手對所有房中
的人說。
 
「助手先生，我想問下點解呢，釋放魔力果下你地要講英文，而唔係講返自己既語言既呢？」靚女問
道
 
「哦…因為我同ＫＪ都好認同一位人間哲學家所講既一句話。佢話：「真心說話用外語講，會真心好
多嘛。」助手笑說，並離開房間。
 
有目標的時候，時間就會過得特別快。轉眼他們已修練了兩星期，每日都是過著「訓練後回家休息然
後再訓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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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前博士成功把魔力維持了一個半小時而進入第三房間，現在他已獨自搬到一間獨立的房間處休息
了。

原因是希望寧靜的環境能帶給他更有連繫性的念頭。四人都聽不明白，令他們對第三房間內的課題更
感興趣。

最後，再過三日，終於連靚女也能把魔力維持到一小時五分鐘，四人成功一起進入第三房間的訓練。

「其實點解你地唔過去先，要係度等埋我丫？」靚女問三人，因為另外三名男士早就做到要求。

「咁心急做咩姐，都死左喏，有大把時間啦。」健志說。他現在已經能提煉出一團黑白分明，活像一
個太極圖案的魔力氣團了。

「咪係，我唔會丟低自己既同伴自己走左去既。」金毛仔說，一邊苦苦地維持著手中金光閃閃的魔力
氣團，再過十分鍾他就整整維持了四小時了。

「無錯，只要有同伴，世上就無難事架啦。」肌肉男一邊把手中閃爍著鐵一般冷灰色的魔力氣團傳送
至身體不同的部位把玩著，一邊說。

「多謝你地丫，我地一齊行啦。」靚女嬌滴滴地說。如果她不是已被燒至燻黑，相信一定能吸引所有
的雄性動物，包括鬼魂。

到了第三房間，只見一名年老的鬼魂正坐著在講師台上。

「老師，博士呢？走左啦。」健志問

「果個肥仔？佢好似已經修完呢一科啦。佢考試果時一次過令三隻活靶魂飛魄散，而家已經上緊第二
科啦。」老者說，用著和樣子不相襯的調皮聲調。

四鬼相視，同樣都露出敬佩的眼神。

「其實我呢一課好易架姐，尢其係你地三位男士既魔力已經咁深厚啦。」老者笑說：「大家只需要形
象化

你地既魔力就可以架啦。將魔力變成一種你好想擁有既野，又或者你死前一刻最需要，最想出現既野
就

ＯＫ啦。大家返去諗下，諗好再返黎。

四鬼頓時明白為什麼博士要一個寧靜的環境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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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鬼慢慢地思考，慢慢地淘空心中的感覺，把死前一種最真實的慾望回想起來，再感受一次。

五日後，四鬼再次到訪第三房間中的老者導師。

「嗯，睇黎你地四個都找尋到答案。黎，Show比叔叔睇下。」老者笑說

四鬼閉起雙眼，慢慢地把感覺呼喚出來。

忽地「呯」的一聲，場中光華綻放。

金毛仔手中，出現了一把三米長的牛肉刀，手柄上刻著「擋我者死」四隻大字。

肌肉男的身軀出現了一副岩石般的盔甲。

靚女手中出現了一瓶水

健志手上出現了一雙白色耳筒，黑色的氣團則圍繞著他本人。

「你確定要咁樣，年青人？」老者對著健志問。

健志點點頭，眼神沒有一點猶豫。

「好，大家可以去訓練場度試試啼聲啦。」老者說

到達訓練場

金毛仔手中的刀一斬，活靶即一分為二

「合格」老者說

肌肉男把頭盔脫下來，用力地丟向活靶，引起一陣巨響。沙塵過後，只見活靶早已消失了。

「合格」老者說

靚女把水瓶的蓋子打開，瓶中的水突然化作一道激流，源源不絕地湧向活靶。數秒後，活靶得到了解
脫。

然後澈流化作柔泉，輕輕地包圍著靚女。然後突然一聲巨響，本來清澈見底的水波變得混濁一片，然
後化

作水花，散落一地。

靚女從水花水走出來，她燒焦的皮膚變回雪白柔嫩，一頭及肩長曲髮回復本來面目。靚女原來真的很
美，很美。



靚女用手輕輕撫摸自己的面頰，興奮地說：「丫～真係得丫，滑返晒啦，哈哈哈哈。」
「合格」老者說

健志把魔力注入耳筒中，數秒後在老者耳邊輕說幾句。然後身邊的黑氣突然爆發，把活靶圍繞著。

黑氣散去後，老者用手指觸摸一下活靶，活靶就消失了。

「合格」老者說

四鬼興奮地互相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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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恭喜四位。你地而家距離畢業只差一步姐。」老者說

「吓？咁快？」四鬼異口同聲地說

「無錯。作為一隻鬼，最重要係懂得如何利用魔力。老實講，你地可能呢幾千年都唔會有機會用到頭
先你地形象化出黎既魔力。因為係亡者國度入面其實無咩機會會無啦啦開片。只不過你地必需要學識
點樣利用你地既魔力，先可以係往後既日子擔當一個稱職既神官。」老者說

四人一頭霧水

「實習時間！將會決定你地能否順利畢業！」老者說

「實習？」四人心想

「你地將會被分派到唔同既職位度做實習，做得好，自然就能夠畢業。畢業後，你就可以自由決定幾
時去投胎。你鐘意既，可以好似我咁，留係亡者國度入面服務返幾千年先投胎又得；一畢業即刻趕去
投胎又得，隨你喜歡。」老者說

「要做幾耐先可以畢到業架？」金毛仔心急地問道

「要睇你做成點啦。」老者輕佻地說「你地實習既時候會有一個師兄師姐帶住你地，你地比Ｄ心機學
，話唔定可以早過佢地畢業架。」老者說

「點解你一直都唔投胎，要留係呢度咁耐？」健志問道

老者突然低下頭，感慨地說「有Ｄ野，到時候你就明架啦。」
然後老者抬起頭，抖擻精神並說：「好，你地想做咩職位。」

四鬼相視，靚女說：「……有咩職位做？」

「視乎你地想做咩啦。黎，講比叔叔知你地想做咩？」老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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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斬死晒果班無義氣既人！」金毛仔憤怒地說

「嗯…..咁重殺氣，去做平天大聖果邊既學徙啦」老者說

「平天大聖？齊天大聖就聽過…..」金毛仔還未說完，就被老者一掌擊飛了。

「妖，咁多野講，平天大聖即係牛魔王呀。過去好好學下野啦。」老者說

「到你」老者指著肌肉男問道

「我想好好守護別人，唔想有人再好似我咁死得咁慘。」肌肉男回答道

「好，咁去跟福德正神果邊學下野啦。」老者說，又是一掌。但聰明的肌肉男早就運起魔力抵抗。

「哼哼，估到你啦。你點都要比我問埋先架啦。福德正神即係邊….」肌肉男還未說完，就被掌下再
吐勁的老者擊飛。

「土地公呀即係！」老者說

「到你！」老者望著靚女。

「老爺爺麻煩輕手Ｄ，我想做有關掌控火既神靈，因為被燒死真係好痛苦，我想盡量減少呢方面既意
外……」靚女嬌滴滴的說，並閉起雙眼準備接受老者的一掌。

「好，咁你去火神祝融氏果度學下野啦。拿，你而家拎你本筆記出黎，打開地圖，按一下「實習」，
就可以傳送過去架啦，要比心機呀。」老者向靚女邊揮手邊說道。

「多謝老爺爺。」靚女笑說，按下筆記。
「嗯，乖啦。」老者也笑道。

「最後到你啦。」老者沈起面色問健志。

「我想做一個勾魂使者。」健志堅定地說

「早有目標，好事黎既。不過要做勾魂使者就有個比較特別既地方。」老者頓了頓再說：「勾魂使者
因為要成日進出人間，所以一定要一對一咁教授。你既導師將會係…..係佢。」突然，一名身穿黑衣
，西裝筆挺的男子憑空出現了。他和健志四目相投，異口同聲地說道：「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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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勾魂使者導師，正是那名貌似林夆，當日把健志魂魄勾走的那名使者。

「自我介紹下先啦兩位，好嘛。你地有排相處架啦。」老者說

「你好，我叫健志…..」健志還未說完，就被他的勾魂導師打斷了。

「生於1987年8月12日，死於2013年4月8日。於求婚途中被人……被人蓄意?被人蓄意用剪刀於高空
投下

直插要害而死，終年差幾個月就26歲。我記得你，當日我負責勾你魂返黎既。但原來你係比人蓄意
害死

架咩？咁我有幾會帶錯左你黎「不甘之院」喎。你應該要去「復仇之院」先啱架喎。」

「下，我唔係死於意外架咩？」健志驚訝地問道。

「….根據我本生死冊，你係比….你係比你女朋友小思，既另一名男朋友殺死架。」使者說。

「小思……小思仲有另一個男朋友？」健志腦海中突然空白一片。

「好啦好啦，你地係時候行啦，去去去。離開左呢度先慢慢吹水，咪阻住我收工。」老者一邊趕走他
們，一邊說道。

「喂，林夆，你頭先有無吹水架？小思邊有可能會有第二個男朋友？」健志問

「我個名唔係叫林夆……我叫雷風，你可以叫我Thunder。」雷風說：「每個勾魂使者都會有一本生
死

冊，清楚列明晒死者既死因，時間，地點，情況。無可能出錯既，你認命啦。好彩亡者國度入面無高
登，

如果唔係又有一個護眼綠帽Post誕生。」

「你比本野我睇下。」健志試圖搶去雷風的生死冊

「放肆！」雷風大喝一聲，魔力暴發，一道旱天雷轟在健志頭頂上的剪刀上。整把剪刀被極得灰飛煙
滅。

從此，「較剪人」的「較剪」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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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成功畢業既勾魂使者先可以窺看生死冊！你呢Ｄ學徒仔未識控識自己，一陣亂咁黎點算。」雷
風氣沖沖地道。

「車，可以點亂黎姐。」健志問

「拿，本野就寫低晒殺你條友果Ｄ資料既…..你覺得你睇完忍得住唔去用你既魔力殺左條友?」雷風問
道，健志沈默。

「咁咪係囉，你為報復而亂勾魂，要去被人捉去做活靶架。我都係為你好渣徒弟仔。」雷風說。

「咁…..咁即係點？」健志迷茫地問。

「……本來人地「報復之院」既學生係可以拎正牌去纏住害死自己既仇兇既。係我無睇清楚就勾左你
過黎

「不甘之院」，所以成件事我都有Ｄ責任既。不如咁啦，我而家帶你去睇下你女朋友近況先啦好嘛。
不過

你應承我，唔可以亂黎。如果唔係唔只你一個，連作為你導師既我都隨時比人捉去做活靶。」雷風神
情凝

重地說道。

「好，我應承你。」健志說。

「好，咁你而家打開你本筆記，我Send左Ｄ資料去你本筆記度，你而家禁一禁「李小思」果個位，
你就

會傳落去人間。記住，人間既人係睇唔到聽唔到感受唔到你既，但你「帶有魔力」既所有舉動都會影
響佢

凡人既。所以，所以一陣唔該你冷靜Ｄ。」雷風說

「嗯，行啦」健志按下筆記，雷風亦按下生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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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一轉，二人到達了小思的跟前。

「小思！小思！小思！！！！！！！！！」健志看到了小思，忍不住尖叫了出來。魔力從他身上慢慢
濺出來。

「喂喂喂！冷靜冷靜。」雷風拉著健志，健志亦稍為控制下來。

只見小思剛剛從浴室走出來，一頭長直髮帶著水滴，皮膚微微散發著熱氣，透體泛著微紅，剎是好看
。

「小思呀…..」健志的聲音由強轉弱，心情亦由激動變為無奈。

「晉然，到你沖涼啦。」小思把聲音叫到房間內。

「嗯，而家黎。」一名叫晉然的陌生男子應到，唇邊咬著一支香煙的走進熱氣騰騰的浴室內。

不用猜想，這個名叫晉然的，必是小思的新男友，或舊男友罷。
如是，他即是殺死健志的兇手。

看見絲絲甜蜜的畫面，一陣怒氣從健志心中湧上。雷風見狀，立時對健志說：「冷靜，冷靜，睇夠啦
，我地走啦。」

健志身上黑氣的魔力徐徐溢出，黑氣繞纏著這名叫晉然的男子。

眼見健志失控，雷風當機立斷抓起健志，再立即傳送到一間大屋內，是雷風自己的「家」。

健志縱然被傳送至雷風大宅內，但一身魔力已然運起，渾身是勁不吐不快。

「雷風，借黎發洩一下！」健志大叫道

「嗯」雷風冷冷地運起魔力，突然屋內雷光大作，令人感到尢如置身雷暴無異。

「轟」黑氣遇上雷光，發出了一下巨響。

然而破壞力卻沒有和巨響成正比。

黑氣被雷光包圍住，只聽見雷光支支作響，就像困住黑氣的任務非常艱難似的。

一縷黑氣從雷波中竊出，欲進擊雷風。

只見雷風突然轉身，把身體蹲下來，然後雙手高舉，向天長嘯一聲。

「吼！」



雷破就這樣帶著黑氣，衝破屋頂，直飛上九霄雲外。

「屋頂修理費係你遲Ｄ份糧度扣呀仆街仔！！」雷風對健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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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發洩完一身魔力的健志，有氣無力地軟坐在地上，雙眼充滿淚痕。

「點解.....點解你要咁對我.....小思.....」健志說

「喂，你人都死左啦，你仲想人地點對你？日日為你淚流滿面？。」雷風道

「唔怪得當日我向佢求婚時佢個表情咁不情不願啦....原來佢早有另一個人.....」健志說:「雷風，我而
家好想死。」

「你咪死左囉。」雷風道「拿，你要學識點樣好好祝福你前女友，同埋好好咁做個勾魂使者，展過你
既新一頁。」

「嗯......」健志呆呆地道。

雷風輕運魔力，數道電光祟進健志「體內」，刺激著他的神經，彷如為他在按摩一樣。

「黎啦，打起精神，我地而家開開心心去勾魂啦！」雷風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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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睇下先～今日等我帶你去勾D初心者魂先啦。拿你而家打開你本筆記，係搜尋果度打「勾魂」
啦。」雷風指示健志。

健志照做，只見立時出現了一堆名字。

「嘩，咁多，邊做得晒？」健志驚訝地道。

「哦....呢度係WAITING
LIST黎，基本上急切需要去勾既魂只係個名下面有粒星果D既姐，其他既，你覺得係時候囉，咪去勾
囉～」雷風說。

「下.....姐係WAITING LIST上面班人幾時死係由我地黎決定既?」健志問。

「通常有星果Ｄ都係意外死既人，急需我地去帶領佢地黎亡者國度，如果唔係佢地就會變野鬼，隨時
有機會去作惡人間。而WAITING
LIST上面果班就多數係有病或者係年事已高既人，你大可以去觀察下佢地生活成點，先慢慢決定幾時
去勾佢地魂既～」雷風繼續教導健志。

「觀察？」健志不解地問。

「係丫，如果你覺得佢地其實生活係世上都係受緊苦既，咪早早去勾走佢地等佢地早日解脫囉。相反
你覺得佢地好似雖然係等死，但生活都好精彩既，咪由佢地係人世間玩多陣囉～反正人人都總有死既
一日架啦。」雷風輕笑說，把死亡說得很輕，很輕。

「姐係所有勾魂使者都係用呢個標準？」健志問。

「NO，呢個只係我既標準。有D仆街鐘意係人地覺得好有希望，人生好開心，好想再活多一兩個月
既時候去勾既。大家價值觀唔同啦可能，不過我最憎呢Ｄ使者。」雷風忿忿不平地道。

「拿，唔講太多啦，實習下啦。你試下呢個公公啦。我觀察左佢兩個月，佢D仔女個個都唔理佢，放
佢係老人院等死。公公日日都鬼咁悶，你帶佢上黎亡者國度HAPPY下啦。」雷風對健志說「我係後
面支援你。」

說罷，健志就順著雷風指著的名字按下去。

咻的一聲，他們來到了一座老人院。

「之後呢，佢無啦啦點會死。」健志問。

「拿，你而家用少少魔力，咁佢就會見到你。如果佢願意同你溝通，願意接受死亡，佢就會自自然然
跟你走架啦。至於個軀體，就會放低係度，咁就係人們口中既死亡啦。」雷風說。

健志試著，慢慢運起魔力。



.....................

「公公，你睇到我嘛？」健志問道。

「你.....你係咩人呀!!!!」公公大驚道。

「公公你唔洗驚，我係勾....公公!!!!你做咩呀，你無事丫嘛。」健志大驚道，發現老者突然按著心臟
，呼吸困難。

老者徐徐到地，臉色蒼白。

突然雷風和健志的筆記都響起「叮」的一聲。

只見筆記內，老者的名字下方出現了一粒星............

雷風望著健志：「你唔係咁黑仔下話，一出場第一次勾魂就嚇死左人？我做左咁耐都未試過，唔通你
真係太樣衰？」

現場只留下沉默，和剛出現，老者的靈魂。

「你個仆街仔，嚇死左我囉你知唔知呀，邊有人會無啦啦咁出現架，你勾魂未勾魂囉，突然彈出黎做
咩呀，慢慢行出黎唔得既!!!正一打靶.....」老者一邊被帶領到亡者國度，一邊破口大罵著低下頭來的
健志和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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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緊要啦～加油！樣衰唔係你既錯黎架喎。」

這句話，自從健志把老者嚇死的事蹟傳遍勾魂使者界後，就想想聽到。

從此，健志每次勾魂都會慢慢地從正常的地方步出。

經一事，長一智嘛；活到死學到死。

不久後，健志已慢慢習慣當一個勾魂使者。而雷風也覺得健志愈做愈好。

尢其他「白色耳機」的能力。

他能利用「白色耳機」去窺聽人的心聲，故此能減少觀察的時間，更能大大減少錯誤的勾魂。

「估唔到佢咁有錢，但原來完全唔開心既......屋企人個個對佢好都係為佢d錢，等我去勾你走算啦，
亡者國度既人會對你真心好多架啦。」

「嘩，你又窮又病都仲咁有鬥志！好，我地就三個月後先再黎，睇下到時你既心願了左未啦！」

健志想不到，死後能學到的東西，比他生前要多得多。

只是，他心裡始終有個疑問－－－－－小思。

他常常都在雷風的陪伴下「探望」小思，卻發現小思現在的男朋友只交了不久，而且小思亦常在心裡
掛念著健志。

不似會是一腳兩船丫.......但生死冊又不會出錯的......

那是什麼一回事？

健志想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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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健志正在忙的時候，筆記本突然又「叮」了一聲。

一個熟悉的名字下面出現了一粒星形符號。

晉然－－－－小思的男友。

健志立時趕到現場，勾魂同時也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只見現場滿目瘡痍，汽車零件散落一地。

晉然在向小思閃電求婚時，被一架失控的汽車當場撞死。

不幸中的大幸，事件無人受傷，只有一人死亡。

不幸中的大幸。

只留下場中呆著眼的小思，和也是呆著眼的健志。

因為健志手中的生死冊寫著：

「黃晉然，被陳小思的前男友蓄意殺死。」

？

「前男友？」健志心想，「無理由得咁小資料架....不嬲被蓄意殺害的話，兇手既資料都可以一目了然
架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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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風，點解會咁既？殺死我個兇手係咪都係得小思前男友呢項資料？」健志問。

「.......係喎，蝦我又無你留意得咁深入。成件事好似真係怪怪地咁。等我幫你問下老頂先。」雷風邊
行邊說。

「勾魂王！！勾魂王！你係邊呀。」雷風到辦事處那邊叫道。

「咩事呀風仔？你好少黎探我架喎平時。」勾魂王突然現身道，又是一名老者，果然老屎忽當道。

「想問下點解會有咁既情況出現既？」雷風詳細地把事情道出。

「哦，其實呢Ｄ情況好常見，每幾百年就有一單架啦。」勾魂王道。

「........咁既係點呀?」雷風不耐煩地問。

「根據以住既經驗，兇手係一個可以使用魔力既人，或鬼！」勾魂王說。

「下？鬼？者係自己人？」雷風問

「唏，成個國度咁大，未見得係自己人做既。講真，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不過每次有Ｄ咁既事發生都
無好野架啦。呢單野我無聽過，你今日都無見過我。自求多福啦～」勾魂王說完就消失了。

留下滿腦問號的雷風，和健志。

「咁點搞？」健志問道。

「有得點搞，做左正經野先囉～你同晉然熟Ｄ丫，一陣去搵佢帶佢行下囉～」雷風說。

「......佢話晒都係你襟兄弟丫。」雷風補充

一道黑氣直轟向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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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然，你好呀，我叫健志，係勾魂使者，家下叫做幫下手，帶你周圍行下，參觀下呢個叫亡者國度
既地方。」健志道。

「你...你就係向小思求婚果時比把飛較剪插死果個健志？」晉然疑惑地問道。

「係丫，所以我老頂咪覺得我地好似會啱傾d咁，就叫我黎負責安慰下你，平時我唔洗做呢d低級野
架！」健志抬頭說道。

「唉...小思都真係劏豬得下，連續四個男友都死於非命。」晉然淡淡地道，彷如在說著不關己事的事
情似的。

「？四個？我...我從來都無聽佢提過既？」健志驚訝的地說道。

「係丫，你係第三個，我係第四個。第一個係個洋腸鬼仔，係小思外國讀書果時識既。聽佢講話個鬼
仔係party度high大左，結果因吸食過量毒品而死。」晉然說。

「抵死。」健志說。

「第二個呢，就係同小思去燒野食果時意外地燒死既。當日唔知佢係低能定扮型，走去用火酒透爐，
結果搶火，燒左成三四分鐘先訓低。」晉然依舊用淡淡的聲音說道。

「...死神來了定春嬌與志明呀大佬...。」健志說。

「真係枉你身為一個勾魂使者，咁既問題你都問得出既！！」雷風不知從那走出來，大喝道。

「妖你收聲先啦，我未問完呀！小思點解從來都無向我提過架？！」健志問晉然。

此時，晉然心想起了，有一晚......

「你又拎住你以前條仔張相黎睇？」晉然對坐在床邊，拿著健志相片在傻笑的小思說。

「嗯。我真係好鐘意佢架...佢呢，天生係個黑仔王黎架，成世人無野順利過。但我同佢一齊三年，一
次都無聽佢恕過。返而有少少好野發生，例如食車仔人地比多左個佢，佢都可以開心成日，好鬼可愛
。」小思說，咀角泛起一絲甜甜的笑容。

「所以你一直都無同佢提過你既劏豬事蹟？」晉然不屑地說道。

小思向晉然舉起了中指，然後說：「係丫，費事嚇走佢啦，香港地真愛難求丫?你睇我同你？你愛我
既身軀，我愛你既錢財，幾現實。港女就是這樣鍊成的?」小思笑道。

「哼，我唔知你講真定講笑，不過我都未至於會去呷個死人既燥既。至於我係咪真心愛你，遲下你就
知啦！」晉然說。

結果，在他向她證明愛意時，就死了。



前事完...鏡頭回到健志和晉然的對話上。

「可能，小思同你一齊都係當你水泡姐。有好多野係唔需要向水泡交代既?」晉然說。

「.......」健志沈默

「好啦，晉然先生，你都係時候去學下點做鬼啦....」雷風指著遠處的學園門口，打圓場地說道。

晉然轉頭就走，臉上帶著冷酷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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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唔好一路都頭DUP DUP咁啦....」雷風對健志說。

「唉....咁多年黎，而家先知比人當係水泡，我無心機都好正常姐。」健志說。

「唔好人講你就信啦，你同左小思一齊咁多年，人地對你點你自己最清楚啦。比人講兩句你就崩潰晒
咁，成何體統丫。」雷風有點怒氣地說。

「雷風，我想請幾日假，自己去望下小思。」健志說。

「喂大佬，你出左咩事點算丫？你知你自己幾易失控架啦仆街仔！係咪想一齊去做活靶呀？」雷風驚
說。

「咁.....我都係想去求個明白姐。」健志說。

「唉，我真係未見過Ｄ好似你咁無鬼用既男人。」雷風搖頭說，同時運起魔力。

只見雷風手上一團空氣突然電光閃閃，數秒過後，一個閃電形狀的頸飾出現了。

「你要自己去睇小思，你就載住黎舊野啦。」雷風說。

「呢舊咩黎架.....咁核突既。」健志問道。

「呢個係.....你叫佢做電擊頸圈啦。只要你一運起足以令凡人感受到你既魔力，佢就會電你，提醒你
要冷靜。如果電足10秒你都未停，我就會傳送去到你身邊，咁我發誓我之後會殛爆你，殛暈你，之
後拖你返黎。」雷風說。

「......好。真係唔該晒你啦風哥。」健志邊說，邊把頸飾帶上。

「嗯，幾日後你好返黎做野啦，呢期D勾魂都係你負責，我好耐無開過工架啦，生手架啦，早日返黎
幫手。」雷風笑說。

「多謝晒你，雷風。」健志真心感謝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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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志來到了小思的眼前，看到了在酒吧和友人在飲酒的小思。

小思沒有喝得很多，只是淺淺地喝，拿著酒杯，呆呆的。

健志運起淡淡的魔力，一對白色耳機出現在手上。

「點解......點解每個對我好既男人，都要死於非命。」小思心想。

「喂，思。起身去掟下標啦，唔好坐係度飲悶酒啦！」小思的友人說。

「嗯，行囉～」小思回應。

紅心，紅心，紅心－－－－－HAT TRICK。

「嘩靚女，你好好標喎，可唔可以比個電話黎，得閒出黎打場友誼賽？」有個男人來對小思搭訕。

「你唔怕死既咪埋黎囉～」小思說，認真地說。

「傻啦，靚女標下死，做鬼也風流！」男人走過去，拍著小思的肩說。

突然，健志感到一陣極寒極寒的殺氣！

來自遠處的一個角落，一名身穿黑袍的人身上散發出來。

他的殺氣強得連健志也不得不運起黑氣來對抗。

此時健志頸上的閃電頸飾傳來了一陣電流，同時健志的黑氣亦引起了那黑袍人的注意。

健志立時平息魔力，但此時耳機中傳來了兩道聲音。

「點解.....點解我又突然覺得健志係我身邊既？唔通呢個男人係健志既化身？」小思的聲音傳到耳機
中。

「A Fxcking chinese ghost here ?」神秘的男聲亦跟隨傳進耳機。

健志立時把目光瞟向黑袍者的位置，但只見那處已空無一人，只有一絲冰冷殺氣殘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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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出黎掟標好嘛靚女？」電話筒中傳出男聲。

「......你係?」小思疑惑地問道。

「我係上次係酒吧同你搭訕果個男人呀。」話筒中傳來回答。

「哦.....好丫。你其實叫咩名丫？」小思問道。

「我叫健龍呀，你叫我呀龍就得啦。」健龍回答說。

「健......你個名又有個健字。」小思心想。「不過咁喎，我淨係想掟標，唔想飲酒，可以嗎？」小思
問道。

「無問題丫，我地搵間道場去囉，酒吧咁嘈，有時都好難可以專心練標。」健龍說。

「嗯，咁好丫。今晚放工再電聯啦。」小思說道。

就這樣幾天下來，小思對健龍也漸有好感，覺得他不似是個輕浮的人。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健龍身
上總感到健志的氣味。

但她又怎會知道，健志這幾天確實就在她的身邊，看守著她和健龍的一舉一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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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天又過去了，雷風總在一再催促健志回去工作。

「喂，你玩左好多日啦喎，都差唔多係時候返黎做野啦下話健哥？」雷風對健志說。

「唔係呀，我呢邊出現左Ｄ怪事呀。」健志把之前再酒吧上感到殺氣那件事情告訴雷風。

「妖，酒吧有條靚女無啦啦比人搭訕，現場大把男人見到都會發出殺氣啦，有幾出奇姐。」雷風說「
返黎做野啦，做死我啦呢幾日就黎。」

「你晨早就死左架啦。你幫我頂多陣啦，我睇到小思得到幸福就會返黎架啦。」健志道。

「咁不如我幫你入紙伸請轉去做月老啦好嘛？勾魂使者主要係為人帶來不幸架老實講.....」雷風無奈
地說道。

「咪玩啦風哥，我唔會去做月老架。總之你比多少少時間我啦，我好快會返黎開工架啦。」健志道，
說完就關上筆記，不讓雷風有反駁的機會。

面前，健龍和小思又相約出來食晚飯。

不尋常的，是健龍手中多了一扎鮮花。

「小思，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健龍單刀直入禁區地問道

小思沈默，低下了頭，面上帶著一點掙扎的表情。健龍看不到，但意會到。

「如果.....你覺得太快既，不如你當無聽過啦。」健龍突然來一下單刀橫傳，令健志不得不心罵一句
。

突然，健志面前白華一晃，兩個人影出現在他跟前。

「咦，做咩有個老勾係度既？有人要死咩呢度？」身穿紅衣的一名少女突然說道。

「......唔知喎，跨部門既野我點會知。」另一名身穿緣衣，看來有點年紀的男人回應道。

二人把目光移向健志。

「喂老勾，呢度邊個要死啦？」二人問道。

「老勾.....哦哦，你叫我呀？呢度無人要死～我黎探下朋友姐。」健志急急回應道。

「唔開工黎探朋友，在座呢位女士睇黎對你都好重要喎。」少女笑說。

「兩位係.....?」健志問道。



「哼，我地就係月老二人組！」少女抬起鼻孔說道。

「我唔知個女仔係你邊個，不過我地收到柯打，要將你面前既一男一女用紅線穿連一齊。拿，月老做
野你唔好多事呀。」男人月老向健志說。

然後，他徐徐地用紅線把小思的尾指和健龍的尾指連起來。

健志心想：「都好既，呢個男人感覺上都幾可靠。」

但他又怎會知道，是他近日常常纏在小思身旁，才給予了健龍機會去追求到小思呢？

但，當兩名月老剛完成紅線的連結程序後，四周突然寒風大作！

空氣變得冷洌，氣氛變得死寂，是一陣對健志來說算是熟悉的殺氣！

「......喂喂，你快D
CHECK下條女個名，係唔係呢期好HEAT果個殺神女？」少女月老驚得面也蒼白起來，急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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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月老連忙翻過筆就查看

「李....小思，好似真係喎，我記得係有個小字架。」男子月老驚訝地說，瞼上變得一陣白，一陣青，
剛出場時的氣勢盪樣無存。

「呯！！！」的一聲，一名身穿黑袍的「人」突然憑空閃現到他們跟前。

未必是閃現，也有可能是黑袍人的身法現在太快，根本沒人看得清他的動作。

「DEADLY BLADE!!」黑袍人大喝一聲，他手上的鐮刀從高而落，揮向月老二人組！

「小心呀！」健志大驚，立時聚起全身魔力。

黑氣頓時從健志身上炸發出來。

「轟！」的一聲，黑氣把月老二人組包圍著，而黑袍人手中的鐮刀亦已然揮下！

黑袍人力量之大，竟把受到黑氣保護的月老二人組亦猛然震暈了！！

不過黑袍人同時亦受到了反震力，被彈開了數米遠。

而連繫著小思和健龍的紅線，清脆地斷開了。

「I've told you guys not to touch my girl.....why just keep ignoring me?
」黑袍人用低沉的聲音說道。

無人回話，因為暫時現場都沒人有能力回話。

暈死了的月老二人組不在話下，連健志現時也被雷風的頸飾殛得吱吱作響。

他和黑袍人都用了太大份量的魔力，令身處餐廳現場的凡人們都莫名地感到恐懼和不安。

身處核心的健龍和小思更甚！只見健龍汗如雨下，恐懼之感遍佈全身。

反而小思卻感到自己和健志很接近，很接近。

「You guys are such trashes, I can't count on you to protect my girl anymore, I would rather
do it my OWN WAY!!」黑袍人說。

他左手徐徐放下鐮刀，右手指向小思，運起令人感到冷洌的魔力。

小思突然整個暈到在地上，任健龍如何叫嚷亦無反應。

健志卻看得很清楚，小思的靈魂被黑袍人慢慢抽出來了。



「Accept the death, and live with me again !」黑袍人對著小思的靈魂說。

小思的靈魂慢慢張開眼睛，開口就驚訝地叫出了兩個名字：「ALEX ? 健志!!???」

「唔好呀!!唔好帶走小思呀!!!」健志大喝道，不理會早把他頸部電焦了的雷風頸飾，渾然聚起最大份
量的魔力！！

只見一道純白色，比白色更白的光芒射向小思的靈魂，然後從小思的靈魂的額角部位，一顆小小的粒
子飄浮出來，被白色光芒牢牢地保護著，然後返回小思的身軀內。

任憑ALEX如何攻擊那顆粒子，也阻礙不了它回到小思的身體內。

數秒後，小思的靈魂一邊叫喊著健志的名字，一邊被整個抽了出來。

「You should thank that Chinese ghost, he keeps you alive, with no soul.」ALEX對小思說道。

「I don't even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and what's happening!? ALEX, just set me
free!!」小思叫道。

「SHUT the fxck up and just get used to me again
!」ALEX怒罵著，同時擊暈了處於靈魂狀態的小思，並帶走了她。

只留下終於被頸飾電暈了的健志，和早就倒在現場的月老二人組。

 



4-4

健志徐徐醒來，面前是怒氣沖沖的雷風。

「點解你要魔力大爆發呀？？？？上頭要我寫REPORT都寫到我手軟啦，發生左咩事呀！仲有點解會
無啦啦有兩個月老訓低左架？」雷風大罵道。

「小思....?小思點呀!!?雷風，小思點呀？」健志急問。

「小思？你仲好意思問小思？你用魔力封死左佢個元神，佢個靈魂又唔知比你收左去邊，而家咪成個
植物人咁訓左係醫院囉！」雷風續罵。

「植物....喂，你地係咩人呀，做咩捉住我？」健志突然被兩名靈界警察抓住。

「勾魂使者健志，而家懷疑你因愛成根，阻止兩名月老為你前女友結姻緣，並非法於凡間使用魔力，
而家要逮捕你。」靈界警察冷冷地道，並為健志扣起手銬。

「喂喂～件事唔係咁架！！你問下果兩個月老先啦，佢地睇到晒發生咩事架喂！！！！！！」健志叫
道。

「果兩個月老都未醒返，健志，唔好反抗啦，我一早忠告過你架啦。」雷風搖頭道。

「喂！！！喂！！！！放開我丫！！！我要去救小思呀！！！！」健志運起魔力反抗。

「轟」的一聲，一道閃電劈向健志，健志立時暈死過去。

「唉，唔好反抗啦，你反抗咪只會比班警犬，丫SORRY，被班警察CHARGE多你一條罪.....」雷風輕
聲說道。

不過健志應該已聽不到了......

兩名靈界警察就這樣帶走了暈死了的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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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點解會係呢度見到你架.....」一把熟悉的聲音喚醒了健志。

「博士？點解你會係度架？」健志轉醒，用虛弱的聲音問道。

「畢業之後我就申請調職去做靈界警察，而家都做到初級督察架啦。」博士輕輕地回答道。

「我收到風話有條傻仔係凡間用魔力去影響自己前女友既姻緣，我第一時間就諗起你，估唔到個兇手
真係你黎！」博士說。

「我唔係兇手呀！成件事根本唔係你地所講既咁樣架！」健志激動地回話。

「無錯，我地都相信健志唔係兇手！」突然有三把聲音異口同聲地說道。

是金毛仔，肌肉男和靚女。

「嘩，咁齊人呀，畢業後好似都未試過見返你地喎。」博士說道。

「唉，係估唔到要係呢個地方，同呢種情況下再聚頭姐.....」健志有氣無力地說。

「健志，究竟發生左咩事呀，我知你無可能會咁魯莽架。」靚女說道，用水汪汪的眼睛看著健志。

「成件事係咁既.......」健志把當日和ALEX大戰的經過徐徐說出。

「果條死鬼，竟然要你食死貓！？」金毛仔氣憤地說。

「食咩死貓姐，係真事定係故事而家都未知啦。」博士冷冷地說道。

「要知真定假，問下果兩個月老咪知囉。」肌肉男說。

「問咩姐，果兩個月老醒都未醒，直頭唔知會唔會醒添呀。」金毛仔說。

只見此時靚女突然運起魔力，雙手拿著水瓶，用圓溜溜的雙眼望著大家，面帶甜美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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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女三人續至醫院處探望依然未有醒來的月老二人組。

「醫生，請問佢地幾時先會醒返丫？」靚女問道。

「呢個問題好難答你，靈魂受傷要修復幾耐真係無人知，我地都係做個樣比張床佢地訓下架姐。」醫
生笑笑地回答。

「咁我可唔可以試下用我既魔力去幫下佢地呀？」靚女問道。

「無話唔得架～你咁靚女，想點都得啦。」醫生說。

靚女逐運起魔力，一支水瓶出現在她的玉手內。

「HEALING THEM ALL !」靚女大喝道，兩道水柱即把月老二人組包圍住，發出陣陣藍色的光芒

只見月老二人組身上徐徐有一些黑氣被帶出。

黑氣愈溢出，月老二人組的臉色愈見紅潤。

水柱被黑氣蒸發成氣後，月老二人組亦徐徐轉醒。

「又係黑氣，唔通健志真係為左條女而去攻擊黎兩條友？」金毛仔心想。

「嘩靚女，你既魔力咁好用，有無興趣黎醫院幫下手呀？」醫生色色地向靚女問道。

「無。」靚女決絕地回答，同時心想：「無理由既，健志一定唔會為左佢女友做出咁魯莽既事......不
過月老二人身上既黑氣真係確實係健志既魔力黎架。究竟發生左咩事呀？」

「快Ｄ通知靈界警察，話兩個重要證人都醒左先啦。」還是肌肉男最能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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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小思，同果個老勾點呀？」少女月老醒來後，關心的卻是別人。

「李小思既靈魂被帶走左，而元神就被勾魂使者健志封死左係肉體內。至於該名勾魂使者健志亦都比
我地以非法使用魔力罪拉左返去啦，你可以放心，不過遲下可能需要你幫手指證佢。」博士帶同手下
，趕到醫院對月老二人組進行筆錄。

「指證佢？指證Ｄ咩？指證條傻佬差Ｄ想命都唔要去救我地兩個同李小思呀？」男月老突然氣得彈起
床來說。

「佢救左你地？」博士不解地道。

「我地本來去幫李小思結姻緣，一路都好地地，點知結左紅繩之後，果個傳說中既月老紅線殺手就出
現啦。」少女月老道。

「月老紅線殺手？」博士更為一頭霧水了。

「係月老界，近呢幾年有個黑袍人出現左，專斬一個女仔手上既紅線，我地本來都唔信，以為係Ｄ無
聊月老諗出黎偷懶既借口，點知今日真係比我地遇上左呢個黑袍人。」男月老猶有餘悸地說道。

「繼續。」博士回龐。

「佢無啦啦出現係我地面前攻擊我地，好彩個老勾出盡全力用魔力保護我地，我地先仲可以完完整整
咁係度渣。之後個黑袍人講左一堆英文，就夾硬拉走李小思既魂魄。個老勾再一次聚起魔力去封死李
小思既元神肉體，咁李小思先得以繼續生存，如果唔係，李小思已經係一個死人黎啦。」男月老一口
氣地說明當日的情況。

「短時間聚起兩次咁強大既魔力，有可能咩？吹水都吹真Ｄ丫你兩個。」博士說。

「佢第一次既魔力係黑色，好似黑洞咁；但第二次我依稀係暈死前見到係白色，充滿光明同希望咁。
」少女回憶說道。

「嗯，黑白雙色魔力，係健志。睇黎你地真係無講大話。」博士滿意地點頭說。

「快，而家即刻去放人！」博士對手下道。

然後大家都在病房內沉思，到底黑袍人的身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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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過晉然講小思既情史，我相信個黑袍人有機會係小思既第一個男友。」剛被釋放出來的健志說
。

「嘩，小思咁吃得開既，連洋腸都食過。」靚女面帶妒意地說：「真係難為健志你對佢咁一往情深。

「唉，靚女，每個人都有佢既過去。為左一個人既過去而批評佢既現在同將來，太唔公平啦。」健志
說。

「喂，而家唔係講呢Ｄ野既時候啦。而家點做好？救人，定當無事發生過？」金毛仔問道。

「當然要救！！一睇小思比佢捉走果時既神情就知佢跟本唔想見到果個鬼佬。」健志說。

「可能人地而家已經比條洋腸征服左呢？」靚女說。

「咁條鬼佬累我比人困左兩日，我要搵佢算帳都好應該姐。」

「好，既然係咁，我地出發啦！！！」金毛仔舉起雙手，大聲地說道。

「好！」靚女和健志也和應道。

「出發？去邊呀？」肌肉男冷冷地問道。

沉默...........................................................

「健志，你唔知佢地去左邊架咩？」金毛仔問。

「我連佢係咩人都係估估下渣喎，點知佢會去左邊？」健志回應。

「咁點呀？」靚女問道。

「唉，你地真係......」肌肉男搖頭道，然後拿出筆記。

「健志先生，你係筆記度搜尋「我愛的人」，咪可以傳送去小思身邊囉。」肌肉男道。

「係喎！！LET'S GO!!」健志急不及待地想要按下傳送。

「喂！！等陣！！」肌肉男喝止健志：「人地咩來頭你又唔知，人地係咩位置你又唔知。你都知道條
友痴痴地線架啦，你一下子傳過去點知對面有無伏呀？花少少時間，問下Ｄ高人老頂，睇下起唔起到
底先啦，最好睇下班唔班到馬添！」

其餘三人都用敬佩的目光望著肌肉男。

「望咩姐，唔係我醒，係你地低能姐。」肌肉男有點害羞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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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世界中，當然充滿未知之數啦，咁多位後生仔。」老者對健志他們沉沉地說。

「咁.....我地可以點做?」健志心急地問。

「呵呵，後生仔們，你地生前既人生唔敢衝動，死後又唔敢衝動，我都好難教導你地要點做架喎。」
老者道。

「隨你們的心意去吧，祝福你們。」老者再說，然後就徐徐消失去了。

「連老頂都咁講，姐係我地可以去救人啦！」金毛仔說。

只見肌肉男底頭沉思，似是有所猶豫。

「如果你覺得危險，你可以唔去架。始終今次係我既事。」健志似是看穿了什麼似的說道。

「健志，對唔住。我真係唔想冒呢個險，對唔住。」肌肉男說。

「無用垃圾，少少義氣都無！」金毛仔罵道。

「喂！每個人都有想法，唔好咁講啦好嘛？」健志說道。

又是一陣沉默................

「對唔住咁多位。」肌肉男說，然後轉頭就走了。

靚女和健志心知他很想投胎再重回一次人世，所以也不怪他。

唯有金毛仔氣在心裡，可能這讓他回想起他的死因吧。

「好，咁而家我地點做好？」金毛仔問道。

蛇無頭不行，少了個智將肌肉男，大家都裹足不前。

「咁啦，你地留係度先，我自己去睇下咩料先。我話晒都係個勾魂使者，潛行收風呢Ｄ野我做慣。你
地先去休息下，睇下班唔班到馬咁啦。」健志說，然後拿出筆記。

「好，我地去吹雞，你自己小心。」金毛仔激昂地說道。

健志點一點頭。

「喂....健志。」靚女把健志叫住了。「你自己小心Ｄ，我有Ｄ唔好既預感。」靚女雙眼通紅地說道。

「放心啦，唔會有事既。」健志強擠出一點笑容回應。



「係....係我死左之後，隻隻鬼都當我怪物咁睇，因為我死得太難睇啦......就只有你咁溫柔，最後仲同
我成為埋同伴，多謝你。」靚女的眼眶再也困不住淚水，淚水一湧而下。

健志走到靚女面前，輕抹一下她險上的淚珠。

「放.....」話還未說完，靚女就把她的唇貼上健志的咀上。

............................................................

「健志，自己小心。」靚女說，然後就急急跑走了。

健志呆呆地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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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志搖了搖頭，整理一下思緒，然後打開筆記準備出發。

在搜索列打上「我愛的人」。

健志望到了名單，苦笑地搖一搖頭，然後在小思的名字上按下去。

「咻」的一聲，小思就在他面前，旁邊還坐了個鬼佬，是ALEX。

「It's like 78hours already and you're finally here. What if I really try to hurt her? She would be
a dead body.」ALEX說道。

「小思，你無事嘛？」健志直接無視ALEX

「我無事.....你.....你快D走啦，你救唔到我架，我唔知點解根本行唔出地下個圈圈。」小思說，面上
帶著複雜的表情。

健志嘗試踏進圈內，然而一道黑色火焰立時從地而起，把小思包圍在內。

「BEAT ME，AND YOU SHALL SAVE HER.」ALEX張開雙手，邊站起來，邊說。

「WHY BEAT YOU? I WANT SAVE HER. 」健志用差勁的英文回應。

「I usally won't try so hard to destroy someone. But I found that she's really love you as deep
as hell. Is it a good reason for me to kill you RIGHT NOW
?」ALEX說著，在毫無預兆中就憑空現出一把黑金色的鐮刀，重重向健志劈下。

「健志！！健志呀！！！」小思大叫。

還好健志早就見識過ALEX的狠，他早有料到ALEX沒可能會平心靜氣地說道理，故對此一著早有預備
。只見健志突然化左一團黑氣，消失在小思和ALEX跟前。

健志再度出現，是在AELX半米範圍之外，耳上多載了一對白色耳機。

耳機上傳來聲音。

「健志.....唔好有事呀。」是小思的聲音。

「What a fxcking nice trick, huh.」是ALEX的聲音。

「What a chinese ghost. I've never seen Alex missing his shot!」數道不明的聲音傳進健志耳中。

「有埋伏？」健志心中一驚，只立時四周觀看。唯現場實在漆黑一片，正宗「鬼影都睇唔到一隻」。

ALEX看見健志的動作，大抵想到他已發現現場還有伏擊。



「Kill that mother fxcker NOW!!!!」ALEX大喝一聲，三道黑影出現在健志面前。

健志未能細想，只能運聚黑氣成球，把自己包圍在內。

「轟」的一聲悶響，在黑影擊中黑球時發出。

只見黑球似是海綿一樣把衝擊力吸收掉。

三道黑影未知所以，故一擊即退。

只見黑球中的健志神色痛苦。

然後「呯，呯，呯」三下悶響在健志身上發出。

原來黑球只能把三道強悍的衝擊力分散開去，並沒有為健志真正擋下這下突襲。

健志咀角流出了道血水，ALEX等人知道，攻擊有效了。

「Huh, now I got you. Anything to say to your girl before your ture DEAD ?」ALEX說。

只見小思早已哭成了淚人。

「OH, Don't fxcking tell me you are crying for him , bitch
!」只見ALEX猛然暴怒衝向小思，一把掌就是重擊下去。

健志看在眼內，怒火中燒。也不顧身上傷勢，一個箭步就衝上去，運起黑氣凝聚成鞭，忿然就向ALE
X橫抽一下。

ALEX也不敢看輕這一擊，把手中鐮刀幻化成盾，擋下這一抽擊。

鞭盾交擊，轟起了一下刺耳的聲音。

ALEX被這一下轟開了兩步，但並無大礙。

「Not bad, still act like a little tiger.」Alex說。

鞭盾交擊的一下擦起了大量火花，把環境照亮了一下。

只見四名黑袍人，三人手持大鐮，ALEX則手持巨盾。

「咁既造型，死神來了？？」健志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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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危急，實不容健志再細想。

電光火石間，4名死神再度來襲!

4名死神，4把鐮刀，直向健志揮來。

健志未能細想，只能再勉強以黑氣保護自己，且戰且退。

「小思，我會再黎教你架！放心啦。」健志說道。

小思用虛弱的身軀點了下頭，淚亦早已流滿一面。

只是話雖能說，卻未必做到。此刻健志要全身而退，談何容易？

鐮刀的揮刀聲一下又一下的劃破空氣，直指健志。

健志縱有黑氣保護，但亦難免掛彩。

久守必失，健志明白這個道理。

只見健志突然收起黑氣，黑氣被他慢慢吸入體內。

死神們不明所以，也停下了攻擊，看看健志要玩什麼花樣。

突然健志一聲暴喝，白光綻放，把整個室內照得一片光明。

死神們都著了道兒，被白光刺得視力不清，未能視物。

健志趁機拿出筆記，隨手就點下一處地方作傳送。

但ALEX不愧是個瘋子，眼不能視亦對健志的方向作出瘋狂的斬擊。

白光消散，健志也消失過他們眼前。

「FXCK that. We just can't get him in a 4 vs 1 . 」其一名死神同伴道。

「NOOB, at lease we got a sovenir.」ALEX說道。

他說的同時，指著地上一條血淋淋的腿。

健志的腿。 



6-4

幸運地，剛在電光火石間隨便亂按筆記來傳送的地方，是醫院。

這大慨是健志一生人之中最幸運的一次了。

一個渾身浴血的物體突然出現在醫院中，嚇得在場的醫生護士都手忙腳亂。

「送佢入去先！送佢入去先！」

「喂佢無左隻腳，傷口大量出血，止左血先，如果唔係佢會魂飛魄散架啦，唔頂得幾耐架渣！！」

健志在暈死過去之前，隱約聽到以上的對話。

過了不知多久，健志才慢慢轉醒。

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一身燒焦皮膚的靚女。

「靚女.....點解你....你會變返咁既樣架?」健志問。

「無事，無事。你都無事架啦。」靚女低下頭道。

健志此時才細望四周，只見有無數「長老級」的鬼魂站在他的周圍。

「勾魂使者呀～發生左咩野事？」其中一名老者問道。

健志把事情徐徐道出。

說到最後他被ALEX斬去其中一隻腳的一刻，健志心中懊惱。

「唉，我而家咁，點可以返去救小思呢？」他不忿地大力拍向本該空空如也的右腿。

「咦，我隻腳......我隻腳無事既???」他不解地問道。

只見在場的所有人都沉默不語，把目光望向尢如怪物一樣的靚女。

靚女眼眶的淚不爭氣地流下來，但咀角還是帶著笑容，說：「你無事就得架啦。」

場內的聚人聽到這句話，都不禁心酸起來。

原來，所謂的犧牲，在死亡的國度內，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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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女.....你.....」健志不知道應說什麼，也不知道要問什麼，但他要道這一刻他不應沉默。

「我既魔力只夠回復我既皮膚，或者你隻腳。你放心啦，我再修練多一陣，就有足夠魔力可以兩樣野
都回復到架啦。」靚女笑笑地道。

但大家都知道，效果如此大的魔力，又怎能在一時三刻內鍛煉出來呢？

「睇黎，你頭先講果幾個人，係西方既死神。」一名老者把話題轉回來。

「西方？」眾人不解地問道。

「無錯。我地東方有勾魂使者，西方一樣有死神；我地有月老，佢地一樣有丘比特。無咩值得出奇。
」老者說。

「好耐以前就試過有一次丘比特同月老為左一對戀人既命運，而引起左亡者界既大戰爭。睇黎今次都
難免會有場腥風血雨。」KJ說，亡者們最初的導師。

「唔會，今次唔會再有大戰爭。因為我唔會准許你再去搞事！」又一名長老對著健志說。

「我搞事？你知唔知佢地幾個搶走左一個凡人既靈魂，令一個凡人而家變左植物人訓左係醫院？你叫
我唔好去救人，你痴架？」健志憤怒地說道。

「咁你去救丫，之不過我地亡者國度呢邊唔會對你有任何支援。你咪再去睇下你仲有幾多隻腳可以斷
囉。」老者對健志說。

健志正打算拿出筆記本，再傳送去小思身處之地。

只是此時靚女卻抓住了他的手。

緊緊抓住。

「如果你再有咩事.....我就救你唔到架啦。不如....不如你唔好去啦。」靚女對健志說。

健志望望自己健全的雙腿，再望望現在尢如怪物一樣的靚女。

他知道自己有所虧欠。

健志望著筆記，望著小思的名字。

也望著在不久前出現在小思名字下面的「靚女」二字，心中一陣掙扎。

掙扎得恨不得自己立時再死一次，就能忘卻所有煩悶。

情與義，到底那個值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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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充滿爭扎的健志，望著面前為他犧牲了如此多的靚女......

他不知道什麼詞彙可向她解釋他心中的決擇。

健志拿出他的白色耳機，溫柔地把它載上靚女的雙耳上。

只見靚女的淚再一次流滿面上。

「我明啦....多謝你健志，多謝你將我放係你心裡面既一個位置。」靚女說。

話音未完，健志已按下筆記，消失在眾人面前。

鏡頭又轉

「Wow, great recovering  dude. Come and lose it again? 」ALEX對健志再次出現感到有點驚愕。

健志只見到虛弱的小思連頭也抬不起，只能用眼角的餘光望向自己。

「健....走啦，我唔值得你為我.....」小思用比螞蟻更小的聲音呢喃著。

健志看在眼裡，痛在心裡。

程度大慨如靚女看到健志為小思不惜犧牲一切一樣吧。

「黎啦，我相信係時候做個結尾啦，死傻佬！」健志咆哮著，運起一身魔力，猛衝向ALEX，主動發
起攻勢。

「Don't you forgot that's not a 1vs1 ?」ALEX說著，四道黑影再次出現，向健志四方來襲。

但健志不退反進，也不理會四道鐮刀在身上留下多少傷痕，只自顧自地不斷的，不停的把攻擊輸出在
ALEX身上。

ALEX有點被健志的狂態弄得手忙腳亂，令身上不免捱了健志數道重擊。

被擊中的後果，就是再被擊中更多次！

不顧傷勢地進攻的後果，就是傷勢不斷地加深。

這已不是攻防戰，更不是技巧的一戰。

這是單純健志意志的一戰。



看健志能否在被四名圍攻他的死神處決前，先行擊斃ALEX！

健志本人，是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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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下重擊，擊在ALEX臉上。

又是四下刀光，劃在健志身上。

又是一擊，但力度已不如前。

ALEX心知，健志是油盡燈枯了。

最多只有二下，再二下攻擊，便能和健見說永別了。

「轟」，又是一下健志式的重拳，擊在ALEX的小腹上。

「轟」，又是一下健志式的重拳，擊在ALEX的胸口上。

「The game is over, son.」ALEX忍著傷痛，拿起手上的鐮刀，和其他四陣刀影一起攻向健志。

已漸失去意識的健志知道，自知已走到盡頭了。

他用盡全身上下最後的一分力氣，抬起頭，看著小思最後一面。

只是小思早就失去了意識，並沒有回應到健志這一個最後的眼神。

「噹......噹噹噹噹」忽然五道清脆的金屬撞擊聲。

只見兩把金刀，為他擋去了這五下鐮刀的致命攻擊。

金刀的主人，是金毛仔。

「轟！」一下猛烈的碰撞聲，把五名死神轟開半米以外。塵土飛揚下的背影，是肌肉男的背影。

一雙溫暖的手抱著健志疲憊的身驅，數道熱騰騰的魔力一直送到健走身體內，一副熟悉的面容，用著
擔憂的神色看著健志，是靚女－－－－－回復了美貌的靚女。

「你....你地點解....」健志不解地用虛弱的氣息問道。

「我地黎先架渣！後面仲有幾廿隊人黎緊呀！你不惜一切都要救助小思既精神，再加上靚女不惜一切
都要救助你既精神，打動晒亡者國度既人，連班長老都為靚女傳送魔力黎救返佢個靚樣。呢鋪我地疊
馬啦，你唔洗驚呀！。」金毛仔說。

突如其來的支援打亂了ALEX的節奏，唯怕引來更多的支援，ALEX連同其他四名死神決定要速戰速決
！

先王後賊，四人同一時間把重點放在健志身上，但得到靚女治療的健志早已回復神采。



金毛仔和肌肉男為健志擋開了來自四面攻勢的同時，健志已運氣一身黑氣，聚於右拳之內。

在ALEX的鐮刀斬落之前，健志的拳頭早就印在ALEX的胸口上了。

「.......」沒有巨響，只有沈寂。

拳頭穿過ALEX的身軀，血留在健志的手上，鐮刀輕跌地上。

終於完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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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呢度係邊度？健志呢？ALEX呢?」小思醒來後第一個問題。

「女呀...呢度係醫院，你昏迷左好耐啦，你唔好岩岩醒返就嚇我地兩老啦。AELX同健志都死左架啦....
.」小思老豆說。

「吓....我...我知佢地死左，但佢地死左之後仲......」小思道。

「小思～小思，你聽唔聽到呀？我係健志呀，而家係你左手面呢個女仔個名叫靚女，你見到佢嘛？」
一道聲音在小思的腦海中出現。

小思轉頭，果然見到一名美若天仙的女子站在那兒。

「點解....點解會咁架？健志！你係邊丫健志！」小思大驚，她的表現亦嚇得兩老立時要走出病房找醫
生來為女兒檢查。

「拿，你冷靜Ｄ先，情況其實好簡單。你既靈魂先前比ALEX搞到五勞七傷，如果就咁返去你體內呢
，不出三個月你就會瓜柴架啦，所以我就同時進入埋你體內，幫你固本培元，大約半年後我就會走架
啦，到時你就係一個正常健康既人啦～」健志說。

「咁....咁果個靚女係度做咩架？」小思問。

「哦.....果個靚女係我死左之後溝到既女黎架，佢掛住我，所以咪係度陪我囉～」健志輕挑地說。

「呵，健志，你都算好野啦。死前先向我求婚，死後就即刻去搞三搞四。」小思醋意大發地說。

「唏，人鬼有別，你都快Ｄ搵返個添啦。而家ALEX死左，無人會再被佢搞死架啦，你可以放心搵返
個男人同你過世架啦！」健志說。

「哼，我會啦。本來我都可能會當自己嫁左比你而去守返三五年寡架，而家知你原來死左就即刻風流
，咁我都唔洗理你啦！」小思說。

「嗯，無錯。快Ｄ去追尋你自己既幸福啦！我會係天國度同我條新女一齊守護你架啦！」健志說。

靚女一邊聽，一邊忍住眼淚，看著面前這個傻瓜健志。

明明半年後當小思的靈魂回復完整後，你的靈魂就會煙消雲散，你又怎能和我一起去守護小思呢？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