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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神，是聖潔的。
惡魔，是醜惡的。

大家從小都會聽過，耶穌是萬物之神，也是聖潔的象徵。而撒旦乃是惡魔之首，也是醜惡的象徵。

曾經我也相信過耶穌，也相信過天神。我虔誠地祈禱，希望天父能聽到我的聲音，然而這麼多年來上
天一直都無視我的請求，我就知道，我已經錯信了基督，錯信了天父。

現在我已經是撒旦的門徒，我不知道以後的路會怎樣行，但至少有一樣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請求終
於被接受。

今日的我已非從前的爛命成，每一個人看見我不是叫我「大佬」就是叫我「成哥」，但每當回想起從
前的日子怎過，我就感到十分羞恥...



過去（一）

在學校內，我不是一個普通人，更稱不上什麼隱形人，因為我在校內都是大家的出氣袋，男同學被老
師責罵後，就會拿我的身體或書包出氣，女同學被家中的家人麻煩後，便會拿我的臉頰或自尊出氣。

在學校內，我沒有任何權利，每一次分組合作，我都是最後一個才被選擇的，每一次我都會聽到同學
說：「唉，算啦比佢入啦佢都冇組入得啦。」每一次我只可以苦笑地感謝他們的說話。

回到家中，父親是個大忙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外面工作，母親就只會和她的朋友吃喝玩樂，極少理我
，妹妹就只會帶她那些又mk又口臭的朋友來家中傾談。

每天回到家中，妹妹的朋友都會用同一句醜陋的方法跟我打招呼，：「喂，你個垃圾大佬反黎啦。」
我心裏即使有幾憤怒都好，我知道我反駁都沒有用。是，我的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垃圾;對，她們並
沒有說錯我。

回到家中，我就只是打開手提電腦，上上網，玩玩電腦，無所事事又一天。



過去（二）

直到有一天，我在學校看見一個女孩子，可能在其他人眼中，她只是一個普通且平凡的女孩子，但在
我眼中，她是一個充滿親切感且美若天仙的女孩。
然而，我對自己說垃圾根本沒有資格去喜歡一個人，所以我每天放學後我都唯有躲在班房偷偷地看她
離開班房。

過了幾天後，在我回家途中我遇到一個中年女人，她看見我後主動走過來說:「後生仔做咩咁愁眉苦
臉呀？有咩事就同基督傾訴啦，佢會幫到你嫁。」
自此之後，每一個星期日我都虔誠到教會祈禱，我向基督禱告：神呀，如果你可以令到我在學校受歡
迎一點就好了。
就是這樣，我足足禱告了半年，但基督依然仍未有任何反應。

半年後，我終於成功更靠近這個女孩，這時我發現這個女孩原來並非我想像中那麼普通，她在學校是
個受歡迎的女孩，而且也有很多男孩想追她。
這時，我就開始討厭上帝，討厭他揭開這個真相讓我知道。



過去（三)

但我沒有唾棄上帝，我告訴自己知道真相也是好處，至少我會自知之明。了解真相後，我反而沒有放
棄去追這個女孩，而是更進取。

我再進一步去接近她，就例如在她拿着很多課本時，我會主動地幫她，當她有任何功課或課本上不明
白時，我都會主動協助她。就這樣我和她便愈來愈熟，並得知她的名字原來叫做-張家儀，多動聽的
一個名字呀。

熟悉後，我們亦交換了電話，每天都有互相聯絡。這時，我終於感到我的人生仍有意義，我仍有希望
。誰知，哈這只是我以為...只是我太天真了。

有一天，我第一次鼓起勇氣問她可否跟我約會，答案竟然出我所料，她竟然願意。我的天呀！基督，
你終於聽到我的聲音了嗎？

實在是太順利了，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奇怪。

到了約會那天，我和她看過電影後，她說不吃晚飯因為家中已準備了晚飯，我聽到後便說送她回家。
在送她回家途中，有講有笑，直到....直到這個人出現
「張美儀，佢係邊個，你係到做乜？」這個男孩高傲且憤怒地說。

我只見她滿臉慚愧，低頭地慢慢行到那個男孩身邊，然後拖着那男孩的手，不願意地吻了那男孩的臉
頰，跟我說：「對唔住我有男朋友嫁啦」

我沒有說話，因為當時我只懂得點頭去作回應。
我再一次孤獨地回家，我非常痛苦，原來這些日子，都只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我開始痛恨基督，痛
恨上帝。



過去（四)

自從那次之後，我沒有對她死心，但我再沒有幫她，也沒有再偷偷地望她。
每天回到家中，都在想辦法如何能追回張家儀。
我上網看過無數的方法，但沒有一個是可行的，直到我看到一個慘絕的方法。

「大家有想過得到榮華富貴嗎？得到權力？得到女人？哈，只要你和撒旦達成協議，就能實現你的願
望囉~」
這個網站不是就是在說撒旦嗎？在教會中，聖經也有提過，撒旦乃眾魔之王，如果我和惡魔交易，豈
不是背叛了基督...？

但是...基督根本就是存心作弄我呀，不斷地給假希望我，但原來是要我從地下走上天台，之後再推我
下去，感受到種痛苦滋味。

基督根本不可信，現在就唯有相信撒旦，才能挽回一切。

於是我便上網尋找一些如何和撒旦交易的方法，地方，陣式。我決定要和撒旦進行交易，以挽取我的
愛情和自尊！



儀式~五星陣

據說，作法者如果想召喚撒旦，就要根據下列的程序。

第一，在施法的前十三天是禁止用水洗身的（不能洗澡），因爲爲了接近惡魔這種污穢的東西，本身
也必須保持肮髒以便能臭味相 投。雖然，這樣會很惡臭 ，可是對於惡魔來說是很芬芳的。

第二，施法前七天，禁食大蒜，雖然 大蒜的味道誰都會不喜歡，可是惡魔會更加討厭大蒜。

以上都是在召喚撒旦的最基本要求，我閱讀同後，便決定從今天起不再洗澡。

十三天過後，我帶齊裝備，到附近的廢棄區進行儀式。
首先我在一塊空地上用大樹枝畫出一個直徑5呎的圓形，之後在圓形內畫出撒旦的標誌-倒五星陣，
畫完後在圓形外面寫上諸精靈和天使的名。
之後我站在魔法陣的邊上，兩手張開...對著魔法陣用英文說:「亞加米莫侖,奧加米莫侖,從地獄底部召
喚邪惡之物,醜陋的靈魂.撒旦,撒旦,奧摩迪斯,迪斯尼斯.撒旦,撒旦,奧摩迪斯,迪斯尼斯。」

這時，我突然感覺到周圍都充滿惡臭，那種惡臭並非出自於我自己的身體，而是來自魔法陣內，而且
周圍的濕氣都增加了。
這時一個瘦削的黑影從魔法陣走出來，他用那雙紅紅的眼睛，瞪着我。



交易

我細聲地問道:「你...你係撒旦？」
那黑影用他那邪惡的聲音說:「唔通我係基督咩，哈哈哈哈，係你自己要召喚我出黎，宜家又問我係
邊個，你地D人類真係好笑。」

我再問道:「你...係咪可以幫我完成任何請求，代價係自己既靈魂。」
他說:「講啦，睇下你呢個小人仔有咩欲望。」
我說:「我中意一個女仔，本來我以為同佢會一齊，但點知原來佢係玩我，佢有男朋友...我好希望再一
次得到佢....嗚....你可唔可以幫我？」

說着說着，我就哭了，是的我對自己的經歷感到無比傷感。
「哈哈哈哈，原來係感情問題。幫你唔係問題，但你都知道啦，要得到我幫助，就一定有代價。呢個
代價你願意接受咩？」撒旦奸猾地說。
我肯定地說:「係，即使係上刀山落油鑊，我都肯！」

撒旦聽完後，突然全身起火，且他的體形也變得極大，他伸出那兩對惡魔翼，頭上長出魔角。原來這
個才是他的真身。
「如果你真係諗清楚，就企入個魔法陣裏面啦，不過你要記住一旦同我交易，就冇得取消架啦，哈哈
哈哈。」那把邪惡的笑聲在空地和我心內不斷出現回音。

既然我在這個世上已經再沒有人願意理我，我就再沒有任何眷戀了。我雙眼流着淚，慢慢地走入魔法
陣。。。。



魔脈植入

進入魔法陣後，我感到全身陣暖陣寒，我只見到一些力量正從撒旦身上傳到我體內，這時我聽到我心
裏有人在:「你聽住，你係我見過咁多個召喚者中最值得同情個個，比在係其他人我一早已經吞噬左
佢地個靈魂，宜家我將我既魔血植入你既血裏面，你宜家已經擁有我其中一項天賦架啦。不過你要記
住，你係要負出代價架，記住呀...哈哈哈哈」

這個邪惡的笑聲不斷在我耳邊徘徊，之後我覺得自己四肢乏力，最後慢慢地倒下了......

正當我再瞪大眼時，我發現正自己倒卧在自己的床邊。不可能的，明明剛才我還在廢棄區，為什麼現
在我會這裏？
我慢慢起來，這時我才發現自己的身體充滿力量，我走出自己的房間，只見客廳已經關燈，父母和妹
妹已經熟睡中。

我再看看時鐘...十二時半？我記得在我出門口時已經是凌晨三時，為什麼時間會倒過來呢？

這時妹妹從她房裏走出來，說到:「嘩，你終於反黎啦？老母以為你尋日去朋友屋企訓，點知你到宜
家先反，車唔好反呀笨。」說完便走去廁所了。

原來我已經出去了一日，但我究竟是怎樣回來的，原本我是在廢棄區倒下的，為什麼我醒來的時候會
在自己的房間呢？

算了，當時的我也很累，沒有想太多便上床睡着了...



使命（一）

「你都知嫁啦，我之前已經將我既血同你既血混合，所以你宜家擁有魔脈。亦即係話，你已經擁有我
其中兩種力量，一種係隔空殺人，另一種就係控制地獄火。但你都知道，得到我幫助係要負出代價架
...你每殺一個人，佢既靈魂就屬於我，至於你殺邊個，哈哈哈哈你自己揀啦。不過你要記住，你已經
冇得反轉頭架啦哈哈哈哈....」

我聽完後立即驚醒，那把邪惡的聲音不就是那個撒旦嗎？唉，他要我去殺人，我這麼大，別講殺人，
就連戲弄人也不敢，我怎可能會殺到人呢唉。。。

睡眼惺忪的我看看自己的手腕，血管佈滿一條一條黑色的血絲，真難看。。。算了，明天回到學校同
學必定會恥笑我的唉。。。

想著想著我便再一次睡著了...但跟著下來的畫面更令我感到無比驚恐及緊張。



使命（二）

我再一次從惡夢中驚醒，剛才發的夢比之前那一個更奇怪。

在夢中，我看到世界遍地風火和屍體，而有一個青年卻與眾不同，手中拿著寶劍和那隻巨大的惡魔抗
衡。那隻惡魔正是撒旦，但我卻看不清楚那青年是誰。

正當我想行近一點去望清楚那青年的樣子時，一道曙光從我身後射出，走出一個光芒四射的老頭子。
他跟我說

「你知唔知發生咩事？」

「我唔知，你係邊個，點解我會係呢到？」

「你並唔需要知我係邊個住，你宜家試諗下，呢個世界剩低你一個，就連你既家人朋友同你最心愛既
人都死左，你會點？」

「我...點解佢地會死先？」

「因為撒旦要落黎呢個世界統治人類。而你就係呢個世界其中一個希望。」

我聽到這裏，已經慢慢感覺到這個人的目的是要我對付撒旦，我再說道

「咁我可以點樣拯救呢個世界？」

「只要你搵出其餘個幾個撒旦既門徒，勸掂佢地，你就可以同佢地聯手對付撒旦，不過你要用你既感
覺去搵出其餘既門徒啦。」

你剛說完，我就見到背後撒旦正伸出魔爪想把我們抓住，但那老頭子只是輕輕揮手，就變出一個防護
網內。他沉重地說

「本來我應左我爸爸唔再插手人間既事，但我真係唔忍心睇到你地人類被撒旦折磨。你要記住你既身
份你既任務，去啦，就為你愛既人去完成呢個任務啦！」

他剛說完，我就感覺到一陣強烈的風把我吹到撒旦的口內。
就在這一刻，我從夢中驚醒了。



心臟的誘惑

我看一看電子鐘...早上七時。
唉，整晚就像沒有睡過一樣，現在十分疲累。我拖著一副疲倦的軀殼，回到學校，繼續休息。

剛回校沒多久，我看見家儀正在樓梯走上班房，可能是我太久沒有找她了，我竟然主動地去找她

「Hi，咁早既。」

「仲早呀？八點啦喎。。。」

我笑笑口地說

「咁又係既」

自從上次那件事之後，我們都尷尬了很多，今次也不例外，但正當我鼓起勇氣再一次問她問題的時候
，上次那個男孩又走了過來說

「喂爛命成，我講過啦，佢係我條女黎，你唔好再搞佢啦，一舊垃圾邊有資格去溝女呀，反去訓啦。
」

說完他推了我一把，我一下子失平衡便跌到地上，後面的同學看見此況嘻嘻哈哈地恥笑我。

就在這時，我竟然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心臟，內臟。究竟是什麼問題，我竟然非常渴望把那男孩的心臟
捏爆。
但我當然不會讓自己在學校弄出命案，我控制著自己的欲念，然後盡快離開現場。



殺人的滋味

放學後，那個男孩帶著他另外五個朋友在我班房門口等我，我一出去他們就搭著我膊頭離開。 

他們就帶著我去到學校附近的後巷，把我扔到地上，邊打我邊說

「記住我呀，我叫黃健軒，你夠膽再郁我條女既，有排你受呀！」   

就在這刻，我終於按捺不住身體的力量。我望著他兩個朋友心臟的位置，稍微用神，他們就喊著心口
痛。 
黃健軒見此況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但正當他伸出拳時，我嘗試把自己的憤怒在手中釋放出來，突然我
的雙手充滿火焰，但我竟然沒有感到絲毫的痛楚。  

我捉住他正在伸出的拳，大叫道   

「打啦，黎打我呀，你頭先唔係好撚巴閉既咩？」

他驚恐的眼神已經給了一個滿足的答案給我，我慢慢地站起來，看著他們說   

「佢係你女朋友我知道，但點解你要郁手打我，我只係同佢傾下計，你可以同我講，但根本唔需要當
眾打我，我話比你地聽，我受夠啦！」

我拿起書包，一步一步地離開。   
從現在起我知道我不再是以前那個爛命成，現在起我要成為學校霸王，寧願我負天下人，莫讓天下人
負我！  



地獄使者

第二天回到學校，每一位同學都以驚恐的眼神看著我，我就知道他們已經知道昨天我和健軒所發生的
事。
正當我想找美儀談論昨天的事時，她的幾個好朋友卻欄著我說

「佢話冇面目見你呀，你走吧啦」

聽到她們這樣說，我心中頓時一沉，我不知該如何是好，不理勸告去找她？還是乖乖地等候？最後，
我選擇了離開。
我一邊行，一邊想我所做的都是為了家儀，我絕不能再因為自己的錯折而影響到她。

正當我走到學校餐廳時，我看到一個奇怪的人在餐廳角落以一種奇異的目光看著我。當我們兩有了眼
神接觸後，他揮手叫我過去。

他用沉重的聲音說道

「你就係其中一個被撒旦選中嘅門徒？」

「係，但你點知，你係邊個？」

「我係呢到既通識老師，亦都係地獄使者，姐係只為撒旦服務既人。但我相信你都知道，如果被撒旦
黎到呢個世界會點架啦？」

「我知，我已經搵緊另外個幾個門徒，但點解你要咁問，你明明係撒旦既使者。」

「呢樣你唔需要理住，總知我係黎協助你搵反另外個幾個使徒。」



尋找資料

為了找到其他門徒，我去到圖書館和上網尋找有關撒旦門徒的資料，資料中提到撒旦原來有四個門徒
，分別是
魔王之翼
噬魂之眼
殞落王者
地獄炎角

其中一本宗教書提到，傳說紅月之日乃撒旦降臨之時，也是世界的末日，所有生命的靈魂都歸撒旦所
有。而當日就會有一個青年與撒旦戰鬥，但結果是怎樣傳說中就沒有交待。

地獄使者曾經跟我提過，我需要用感覺去尋找其他使徒，但我就是找不到這份感覺。我無解的離開圖
書館，去到附近的一間快餐店，隨便點了一個餐後便立即繼續用手機繼續搜尋資料。

其中一個資料提到其他使徒的能力
魔王之翼
即表示使徒擁有魔王的魔翼，魔翼龐大無比，飛行速度比戰機還要快兩倍，且魔翼擁有無窮的地獄火
，可以制造出火龍卷殺戮敵人。

噬魂之眼
即表示使徒擁有魔王的魔眼，魔眼可以奪走敵人的靈魂，也能讓敵人的靈魂感受地獄的痛苦，永不超
生。

殞落王者
即表示使徒擁有魔王一直藏於體內的殞落天使力量，除了能隨時隨地使出地獄火，也能隔空殺人。

地獄炎角
即表示使徒擁有魔王的魔角，魔角尖銳無比，且擁有地獄火保護，一旦刺中敵人，靈魂便會立即離開
肉體，地獄魔角也能使使徒體形變大，令魔角更具攻擊力。

看完以上的資料，我大概已經猜到自己擁有的就是殞落王者的力量，但是如果要找到另外三個使徒，
我應該以什麼途徑尋找他們呢?

"喂，聽人講呢十三街個邊有個靚仔隻眼好靚架，又紅又大又靚仔，好想同佢影相吖。。"

難道鄰桌那個女學生所說的紅眼少年就是我要找的噬魂之眼?怎樣也好，況且我根本沒有任何感覺，
就碰碰運氣去找那個少年問問吧。



無底眼洞

十三街在香港一向出名多盜賊，雖然我現在擁有過人的力量，但我仍需打醒十二分精神，以免被不法
之徒騷擾。在街邊，可以見到一個又一個乞丐在地上乞求食物和金錢，我順手拿出一個五元硬幣拋到
一個乞丐蓋裹
呯。。。這一下聲音，引起其他乞丐的注意，但當他們抬起頭時，我發現他們的眼睛內竟然沒有眼珠
！只有一個暗暗的洞，識一刻我都不知道座如何反應，他們毫不分神的看著我，但卻一句說話都不說
，我忽然大膽起來問
我:望乜野呀？冇散紙啦。
但他們聽到後依然半句說話不出，我見他們沒有反應便繼續前進，突然一個乞丐伸出一對血紅色的手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的確沒有任何散銀在身上，所以我無視他的繼續向前行。

這時候，那個乞丐突然說出一句像拉丁語的句子，說完後其他乞丐紛紛站起來向我衝過來。我就知道
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二話不說，我立刻洗出我的本領，隔空把其中一個乞丐殺死，眾乞丐看見我把
那乞丐隔空殺死，不但沒有退後或害怕，反而顯得更加瘋狂，張牙舞爪地向我跑過來。

即使我有多大的本領，我根本沒可能一個人對付這班狂妄之徒，望著他們一起衝過來，腦海裹突然一
片空白，想不起任何對策。。。難道我剛得到一種過人的力量，便要離開這世界嗎？



命懸一線

看著他們一個一個跑過來，我已經開始感到絕望，轉眼間，一個乞丐已跑到我面前，他用他那雙血腥
無比的手抓起我的左手，張開那個佈滿尖牙的口，準備一口咬下去，我合上雙眼，迎接自己的死亡。

「下悶那，起斯！」一股沉重的聲音在我背後喊出。我轉眼向後一望，看見通識科老師並不像平常在
學校看見的黃老師一樣，只見他背脊有一對惡魔的翼，而且手掌心中有一個倒五角星的符號。

那些乞丐聽到黃老師的呼喝後，立即放開我，並非常害怕的跑回街尾的角落。黃老師收起雙翼，嚴肅
地說
「明知十三街多賊，仲黎？」
「賊，你夠膽話佢地係人？仆街D牙鬼咁死尖，仲要冇眼珠嘅，你話係人？你話係鬼我都唔信呀！」
「佢地的確唔係人，但亦都唔係鬼，係係地獄偷走上黎嘅怪物，叫狂命屍，係地獄搵唔到食，就諗住
黎人間食免費午餐，真係白痴。」
原來是怪物，難怪滿口惡臭，尖牙利爪啦。
「喂，你未答我問題，點解你會係到？」 
「我諗住搵人炸嘛，算啦唔搵啦。」
黃老師聽後瞄了一我眼，便化一絲灰煙離開了，難怪他剛剛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我背後，你他
媽的原來這黃老師也是一個怪物。。。



天使長

回到家中，我放下背包拿出手提，發現我的老死樂仔約我和傻聰到旺角飲酒唱k，我如其在家中無所
事事，倒不如到外面吹吹風也好。
我換了一件黑色皮外套，一條牛仔褲便出門了，我買了一包香煙，去旺角的途中抽了幾支，發現其實
這樣的生活也幾寫意的，無拘無束，想怎樣就怎樣，可惜我有一個特殊的任務。
不過神都是人，人總是要休息的，到了旺角後，我們很快便找了一間k房落腳。在入房之前，我看見
鄰房有一班mk仔mk妹，房裏面每一個人都在唱歌玩樂，唯獨有一個自己坐在角落按手機，我走過的
時候剛好在k房門口的圓窗中看見她並和她有了眼神交流，發現她雖然也是一個mk妹，但她給我的感
覺和其他的女孩截然不同，可惜我不能蠻衝衝的走入他們房。
唱著唱著，電話突然響起來，是那個通識科妖怪老師打來
「喂，聽日星期六有冇嘢做？」
「應該冇，做咩事？」
「冇。。。天使長話想見下你本人姐。」
「天使長？乜水黎？」
「天使係天神所派落黎人間嘅守衛，天使長咪姐係D天使嘅大佬囉！」
「冇啦啦搵我做咩先？」
「唉你果日咪知囉。。。。。。。。」
這時我在圓窗口中看見剛剛那個mk妹，我二話不說，掛了老妖怪的電話便走了出去。



安慰

走了出去，為了減低尷尬場面，我先拿抽一一口煙，等她去完洗手間再和她答舢。
當她從洗手間走出來時，我看到她雙眼通紅，一看就知道剛剛哭完過來，我鼓起勇氣問道
「你冇事嘛？」
但她只輕輕地搖頭。
「失戀？」
今次她用她軟弱無力的聲音話
「係。
我問「你介唔介意落樓下同我傾下計呀？」
她毫不猶豫地點頭，我就知道她的確很需要人安慰。
去到地下，我拿出我的香煙，在她面用食指和中指點煙，估意賣弄我的力量。她看到後立即醒神一點
，我笑笑口問
「呢個魔術勁唔勁先？」
她笑著答
「勁呀，但你點做到架？」
「我想做咪做到囉，剩係做比你睇架炸，其他人都noway架。」
看著她笑咪咪的樣子，我心裹也很甜，畢竟能夠令自己看上的女孩開心，也算一種對自己的鼓勵吧。
之後我再問她發生什麼事，才知道原來她的前度和她的朋友有一腿，而且還當著她面在街上搭膀頭，
馨馨我我，最後在k房裹當著她面和她的朋友親吻。
她說完之後又再哭起來，我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只用男人最強的把妹武器，膀頭讓她挨著哭，我用手
搭著她的膀頭，利用一點地獄火的溫度在手掌上發出，增加安全感。
就這樣她一直哭著哭著，她便睡著了。。。



紅眼睛

畢竟我還沒完全認識她，所以不好意思抱著她回家，我唯有叫醒然後送她回家。回家路途中，才得知
原來她叫嘉敏，家中父母都要長期在內地工作，而且父母關係極差，所以家中只有傭工，她哥哥和她
在家中居住。
原來她是住在飛鵝山的半山別墅，剛進門口就已經有個年紀不少的大嬸在招呼嘉敏，步入她家中，就
如同步入五星酒店大堂一樣，燈火闌珊，格外豪華。只不過進來這麼久，都只是見到她家中的幾個傭
工，還未見到她剛才口中說的哥哥。我借著去廁所的藉口，想在她家中到處走走，看看有沒有什麼特
別，在有錢人家的家中當然不容易，花了兩分鐘才找到廁所的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有錢人家總喜歡在自
己房間再弄多一個廁所。在我開廁所門的那一刻，廁所就有感應的自動把燈開了起來，有錢人就是零
捨不同。
去完後，我都習慣打開廁所門才洗手，所以這次都不例外，在洗手時，我相信不少人都會像我一樣自
戀地看著鏡子欣賞自己的暗瘡和黑頭，所以就在我看鏡子的一刻，我看見鏡子裏反射了廁所外面的一
條漆黑巷子裏有一對紅色且暗暗發亮的光點，而且一閃一閃的，我以為我看錯了，就把頭申岀廁所外
看清楚，誰知那對紅點竟然自己飄走了，好奇的我當然二話不說跟著那紅點走，一直走一直走，走著
走著發現那紅點竟然消失了，我勉強冷靜著自己，然後嘗試再次找回那對紅光，突然一把沉沉的聲音
打破一片沉寂
「你係邊個？」
我轉個頭來，就看見那對紅光就在我面前，而且我發現那並不是一對紅光，而是像一對眼睛，因為紅
光中是有燈光的，就像我們的眼珠一樣，我假裝冷靜地回答
「咁你又係邊個」
這時，他突然抓著我的頸，並用他血紅的眼睛瞪著我說
「你知唔知比火燒眼嘅感覺係點架，不如我比你試下呀？」
天花板的燈突然打開，光線把他的輪廓徹底顯現岀來，原來這對血紅眼睛來自於這個英俊少年，一頭
金髮令他增加幾份反叛的感覺，第一眼看到他心裡情不自禁想說岀兩個字，靚仔！
「哥，佢係我朋友黎，唔好傷害佢呀！」
原來這個英俊少年就是嘉敏的哥哥，果然有什麼樣的父母就有什麼樣的子女。她哥哥聽到後，並沒有
立即鬆手，只是看著我說，「我係呢間屋嘅主人家，唔該你對我禮貌D，仲有唔好周圍亂咁行呀！」
之後就粗魯地鬆開手。嘉敏尷尬的看著我，我都知道她不想這件事發生，也不知道如何向我解釋，所
以我也笑笑口的說
「冇事，男仔係咁架，我明，我平時都係咁架啦。但係佢對個個人都係咁架？」



魔眼

「係我呀哥轉校之前都唔係咁架，但自從呀媽幫佢轉左校之後，個人就好暴躁，又成日話咩我今次放
過你，講到自己好似可以隨便就殺一條友咁。」
他沒說錯，他的確能夠隨便就能摧毀一個小生命。經過剛才跟她哥哥對望，而且他眼睛所給我的感覺
，我就知道他可能是撒旦使徒其中一個，這時候我發現她哥哥有一個習慣，就是總喜歡用那雙迷人的
紅眼睛瞪著別人。
「你呀哥叫咩名呀？」
「叫佢家聰啦，佢d朋友都係咁叫佢。」
但嘉敏並不明白，我跟他哥哥還沒稱得上敵人，而且我看得岀她哥哥看我的時候，是陌生和不友善的
眼神。但難得找到其中一個使徒，總不能就這樣走了，所以我再一次不要面子地走去敲兩敲家聰的門
，但他根本沒反應，我已經等不及了，所以就直接打開了門，誰知道他睡著了，正當我把門關起的時
候，他問「入黎又吾岀聲，咩意思？」
「冇，想問下你隻眼d嘢姐。。」
「有咩好知，你唔知仲好，知左怕你冇命呀傻仔，哈！」
「要冇命嘅話我一早就冇左，你。。。為左d咩而換呢隻眼？」
家聰聽到後，抬起頭來，揉揉眼晴，他那雙紅眼睛已經告訴我他對我開始放下戒心
「你點知架？」
我用力量隔空移動他桌子上的書本，並在自己的右手燃起地獄火焰。
他驚訝地說「你係殞落王者？」
我點點頭。
他的面容告訴我他一直以來自大的行為，其實對於我來說並不稀奇，我及時補上一句
「咁你宜家可以講你身世同點解會有呢對眼未？」



重生

「其實四年前，我唔係讀緊宜家呢間學校，個陣係舊個間識左個女仔，叫成日教我做功課，叫我上堂
專心聽書，又幫我補習，平時又成日約我岀街一齊食飯，我知道佢鐘意，而我對佢亦都有意思。本來
事情發展得好好，但個晚同佢岀完街返到屋企之後，老豆老母無啦啦話幫我退校，我問點解，佢地話
因爲佢地要去第二區返工，為左方便返工所以已經決定搬屋同轉校。初初我覺得轉校其實都唔會點影
響我地感情，最多咪見少d，但我發現自從我轉左校之後，我地聯絡少左，whatsapp又hea覆，傾電
話又成日話好攰。以前都唔係咁，直到我有一次岀街，見到佢同個男仔拖住手行街之後又kiss，我就
好嬲佢同我老豆老母。之前我有一晚發夢，見到有個好型嘅西裝友同我傾計，佢問我係咪好唔甘心，
我梗係話係啦，佢就話比一對可以殺人嘅眼比我，但代價係殺完人之後個靈魂要歸佢，我心諗我要個
靈魂都冇鬼用啦，我係想殺左個條友姐，就係呢股仇恨，我應承左佢，第二朝起身照鏡個陣對眼真係
紅哂，而且個種血係又迷人又靚個種，之後我返學個陣搵個憎嘅人試下係咪真係可以用對眼黎殺人，
我捉住我好憎個條友，然後雙眼望實佢，突然我感覺到我雙眼有一種力量，將佢成個魂魄抽岀黎咁，
雖然好似拍戲咁，但真係有個種力量。」
聽完他說，我就更加肯定他那雙就是撒旦使徒其中之一的噬魂之眼，但我正在想，應不應該現在告訴
他撒旦的詭計和地球的未來？
「呢種感覺對於我黎講就好似重生一樣，有左呢對眼，我就要對所有睇我唔起同睇小我嘅人付出代價
，我講左咁耐，你都冇講過你自己，你點樣得到殞落王者力量架？」
「同你差唔多，都係係同撒旦做交易，不過唔係撒旦搵我，係我自己去搵撒旦。」
他聽完後，表情頓時有種驚訝的感覺，我想他怎猜也猜不到這這世界竟然有一個跟自己同齡的少年會
大膽到獨自召喚撒旦，
但他也沒有繼續問下去。談著談著就已經到了凌晨三點多，我跟他們拿過電話號碼後，就離開了。
站在他們家的門口，總覺得他們給我有一種零捨不同的親切感。



驅魔師

在回家的途中，街上已經鴉雀無聲，只有紅綠燈的聲音，我看看對面面馬路，看見有一個人竟然在吃
另一個人的肉，場面非常噁心。這時，附近有兩個穿著全身袍的怪人跑過來並大叫著「你呢個惡毒之
徒，究竟仲要害死幾多人先肯罷手，今日我地一定要消滅你！」
誰知道，那個人把頭轉過來時，樣子竟然是一隻蜥蜴的樣子，而且滿口腥血，牠囂張地說
「就憑你地？哈哈哈哈，連d天使都要忌我三分，你地兩個垃圾做得d乜呀？哈哈哈哈。。。」
說完牠繼續享受牠的獵物，這時我真的以為自己眼花了，那兩個長袍人竟然能徒手變岀魔法圈在手中
，不知之前情況的人一定以為現在是拍奇異博士，那兩個長袍人使岀魔法後就向蜥蜴怪衝過去，手中
的魔法圈竟然變成一條鎖鏈，他們嘗試鎖著蜥蜴人的手和頭，誰知蜥蜴人力大無窮似的，隨便就把他
們甩掉。但他們並沒有放棄，努力去嘗試再次把蜥蜴人綁起來，但看見他們一次又一次被那頭怪物愚
弄，真的不忍心再不岀手。
我站在街尾，看清楚了附近沒有人之後，就運起力量準備把蜥蜴人的心臟毀滅，突然見到在對面街上
也有一個跟他們衣著差不多的人正走過去，但他給我的感覺卻比另外兩個法師的感覺不同，他有一種
充滿正氣和強大力量的氣息在他的身邊。他一手運起魔法圈，魔法圈便隨之現型，魔法圈的大小明顯
和另外兩個法師不同，而且魔法圈的顏色也不同，有些小頭腦的人都知道，這個人的魔法力量明顯在
另外兩個法師之上。
他一手便能變岀鎖鏈，並把那蜥蜴人輕易鎖起，那兩個法師隨即慚愧的走了過去，細聲說了幾句說話
給那大法師聽，大法師聽完只是笑了笑，搭一搭他們的肩膀，看見此狀況，我也知道不應多事，於是
便慢慢離開了，突然一把聲音打破了我的沉默
「既然你都睇左咁耐，唔係問都唔問下我地係咩人就走呀？」
我把頭轉過去，我就知道這個大法師在跟我說話
「關我咩事，我都唔知你地頭先做乜，三個好似刺客信條咁，又好似奇異博士咁，我仲可以講乜姐？
」
「你真係唔想知咩，殞落王者？」
這四個字竟然能從他口中說岀來，就說明這傢夥來頭一定不少，而且一眼就知道我是誰，他的身份令
我更加多添幾份神秘感。
「我唔知你講乜，咩殞落王者，你打機打上腦呀？痴線都有病！」
他聽完並沒有立即回答我，只是笑了幾聲。之後那兩個法師就問他「佢就係殞落王者，師傅點解你宜
家唔快d捉佢返聖壇呀？」
他又再一次以那慈祥的笑容去回答那兩個小法師，之後就跟我說「我地會再見架，好好保重。」說完
就隨手變了一個傳送門帶著兩個小法師離開。



人神連線

之後我立刻打給那個通識科老師問
「喂，乜原來地球唔止有人類，怪獸，仲有魔法師架咩？」
「點解咁講呀小成仔」
「妖，今日返屋企個陣見到有三條友著哂長袍，又識好似奇異博士咁用魔法，一開波有隻好似蜥蜴咁
嘅怪獸食緊人，跟住就有兩個魔法師黎阻止佢，仆街佢地隻手好似奇異博士咁識變個魔法鎖鏈出黎，
但佢兩個都係唔夠隻蜥蜴怪打，之後佢地個師傅就黎左，仆街識飛都算，一下就搞掂左隻怪獸，最緊
要係，佢知我身份。」
通話中寧願了幾秒鐘。。。
「個幾個係驅魔師，佢地係透過天主嘅力量去收服所有異獸，每個驅魔師嘅力量都係取決於佢地自己
嘅意志力，意志力愈高，力量愈強。而知你身份個個，冇估錯應該就係香港區嘅守護領袖，打起上黎
實力比我仲要高。」
聽完後，我才知道原來我剛遇見了一個大人物。
「佢之所以知你咩身份，係因為每個撒旦嘅手下同使徒都會散發住一種邪惡氣息，但唔係每個驅魔師
都睇到。不過最奇怪係，佢竟然冇捉你走？」
「冇，佢只係同我講後會有期，好好保重自己就走左」
「點都好啦，你宜家快d返屋企，聽日你仲要見天使長。」
說完就毫不猶豫地掛了，每一次都是這樣沒禮貌。
唉究竟我的路現場該怎麼走呢？我不知道，唯有見步行步啦。走著走著，總覺得有種很不舒服，像被
人跟蹤和監視的感覺，即使我不時四周觀察，都看不見一個人影，可能是我的錯覺吧。回到家門口，
我再視察一次外面，隱若中見到一個類似烏鴉的形體在對面街的樹上，個體型卻比烏鴉大兩三倍，我
一看到他，他就立即躲入樹葉裏，心裏毛毛的我趕緊關起門，躲在枕頭裏睡覺算了。

由於近日工作量增加關係，將會由一日一章改爲兩日一章，請讀者們見諒，萬分感謝。



訓練

「I miss you感動你這份愛太。。。」一大清早誰這麼犯賤打來給我罵。。。
「喂，邊個呀？」我暴躁地叫道。
「都話你今日要去搵天使長，仲訓到咁遲。」
「仆街，9點都話遲？我平時星期六冇訓到12點都唔會起身，妖廢柴，攰死人。」
那該死的通識科老師聽到後邪惡的笑起來，笑聲令我感到陣陣寒意。
「嗱，10點係和順街間大快活到等，準時呀！嘟。。。嘟。。。」
屌，每一次都是這樣，毫無禮貌可言，如果他不是我長輩和老師，我早就「屌柒佢」啦。
一輪梳洗過後，我穿起一件運動外套和長褲便出門口。走到外面，感覺天氣比昨天異常的寒冷，不知
道是什麼原因，我趕緊腳步，盡量在10點前到達大快活。
去到大快活，已見老師在門口等我，他一身紳士造型，令人完全無法想像他是一隻長雙翼的魔頭。
「咁耐架？食左早餐未？」
「喂大佬呀早左成5分鐘你都話遲，我唔同你呀識生對翼出黎飛，我要行架，仲問我食左早餐未。」
「姐係未啦，唉今日我蝕底d請你食餐大快活早餐，將來記住請返我，不過最少都要半島啦。」
我無視他的走進大快活，想不到原來10點的大快活已經很多人，我隨便點了個餐肉通粉配火腿奄列
，那個老鬼就點了兩個牛肉三文治配腸仔公仔麵。他夾起腸仔說
「陣間你去到個到唔好咁串咁囂張，即使你宜家有殞落王者嘅力量，但你嘅意志力仲係唔夠，所以對
所有半人半神同天神都好難發揮你嘅力量。而且記住，放低自己對呢個世界嘅認知，因為你陣間去到
睇到嘅，比你想像中更加冇可能更加難以想像。」
雖然我平時都不是很囂張的人，但聽到他剛才說得這麼認真嚴肅，我都乖乖地當一次好學生聽老師說
話。
吃過早餐後，便向著十三街的方向進發尋找天使長的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