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110

124

148

160

172

182

194

第八章　	 重聚	
第九章　	 心之所繋	
第十章　	 決裂	
第十一章	 決戰前夕	
第十二章	 復仇	
第十三章	 月亮之戰
第十四章	 愛在危海末日時

第一章　	 水武士	
第二章　	 	結盟	
第三章　	 回歸	
第四章　	 最可怕的生物	
第五章　	 世紀風暴	
第六章　	 與風激戰
第七章　	 影子聯盟	

6

22

32

52

64

76

90



6 7

第一章

水武士

遠古時期，宇宙有很多不同的種族，他們會互相攻擊，掠

奪對方的資源，甚至把對方滅絕。但在眾多種族中，其中七個

種族在宇宙中最為強盛，他們分別是龍族、蝠族、狼族、鷹族、

熊族、蛇族和人類。這七族的首領都超凡出眾，一般生物只擁

有五感，但他們卻擁有超乎所有生物的第七感，他們能提取宇

宙中的力量，因此擁有著超乎常人的能力。

七個種族在這七位武士帶領下，成為了宇宙最強的種族，

亦由於彼此的勢力相若，宇宙暫時得到了平衡及和平。這七位

首領亦被稱為宇宙七武士。

這七位武士能從宇宙中的七種元素：水、火、土、風、雪、

電、光中取得能量。龍族的水武士從海洋獲取力量、蝠族的火

武士擁有火的力量、狼族的土武士能借取土地的力量，而熊族

的寒武士、鷹族的風武士、蛇族的電武士就分別能借取寒冰的

力量、風的力量和雷電的力量。至於人類的光武士就能借取光

的能量。

七武士中，火武士、水武士、土武士和光武士的力量較

強，其他三位就略遜一籌，但他們大致勢均力敵。所以七位武

士和七個種族令宇宙得到某程度的平衡。七族及其他各族之間

的和平亦因此維持了很多年。但後來狼族慢慢壯大，到處侵略

宇宙各個星球，又與蝠族和蛇族聯盟，勢力大增。眼看三族即

將統治宇宙，光武士及時進化，打敗了各族的武士，令宇宙重

新得到和平。

這和平又維持了一段長的時間，直至宇宙幽靈—暗魅出

現。

暗魅不單止打敗了光武士，更打敗了其他六位武士，之

後暗魅的能力更有所提升，各武士再難以與他匹敵。他縱容狼

族，讓其侵略及屠殺相對人數較少又反對他的熊族，另一個

反對他的龍族也差點慘遭滅族。宇宙中再沒有人有能力與他匹

敵，也再沒有人膽敢挑戰他的統治。

此後暗魅選擇了一個星球用來展示他的戰利品，他在這個

星球建立了一個動物園，也不知道他用了哪種方法，能令活捉

回來的人的能力退化，然後再把被他征服的各族群中每個品種

放在其中，以供他觀賞。這個動物園內珍藏了各族的生物，有

蝙蝠、狼、熊、鷹、蛇，還有人類。只是龍族為對抗暗魅造成

大量死傷，只剩下少數的龍族人在逃亡，暗魅未能活捉並放進

他的動物園內。動物園內當然還包括宇宙其他各種少數民族。

而這些在動物園內的種族，早已失去了原來的力量，就像家畜

般被放置在動物園裡生活。

這宇宙動物園當然就是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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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比就是熊族傳承下來的寒武士，而我就是上天揀選的人

類光武士。這些都是摩比跟我說的。

對於暗魅這位宇宙幽靈來說，我的出現對他構成了威脅，

所以他指令狼族來對付我，並且縱容狼族，容許他們侵略地

球。面對這危機，我結束了我的訓練，與保羅和摩比出發去尋

找盟友，也就是龍族的水武士。

於是我們會合仍在太空船的保羅，他們好像早就相識似

的，也不用我多介紹。保羅本就是帶點神秘，但既然已確定他

是一心幫助我的，其餘的事我也覺得不太重要。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秘密，對我來說只要分清敵我就已經足夠，我對別人的事

也從不深究，就像我也從不喜歡向人訴說自己的往事。其實在

星球訓練時我曾多次用登陸船聯絡保羅，希望他也登陸星球，

說我可以用靈力幫助他登陸，而摩比可調教冰洞內的温度，足

以讓他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但他說不想騷擾我練習，他在太

空船上生活得很好，叫我不用理會他。

我們會合後，輾轉經過數天的旅程，終於到達蟲洞。航程

中，摩比仍不時改進我的武術，雖然這刻我的靈力和劍術已和

摩比相差不遠，但我仍然可以從他的身上學到重要的東西，就

是各種使用靈力的竅門。

龍族居住的星球叫 KP84C，由於離 TY571達數光年（以

光的速度也要行走一年時間的距離稱作光年），所以如果要短

時間到達，就不能單靠地球研發的火箭引擎，而是要靠蟲洞。

蟲洞是一種神奇現象，將宇宙的不同空間連接起來，可以想

像一張白紙的兩個對角本來相距極遠（相對紙張長度而言），

但只要把它打斜對摺，兩點就能接合，距離就大大縮短了，這

就正是蟲洞的神奇功能。只是蟲洞並不穩定，隨時都有坍塌的

可能，所以想通過蟲洞，就要尋找適當的時機，在它穩定時穿

越。

太空船駛到一個蟲洞口，眼前只見球狀的蟲洞，我有點驚

訝，問保羅說：「為甚麼蟲洞不是管狀，而是球狀的？」

「因為當高維度（超越三維）的形狀投射到三維時，點的

最大維度表述就正正是球狀。」保羅答。

我似懂非懂，但沒有再追問這個問題，「這蟲洞現在真的

可以穿過嗎？」我問，穿越蟲洞對於我這個地球人來說是一個

不可思議的經驗。

「當然，若不利用蟲洞，就趕不及在狼人侵襲前趕回地

球。放心，挺安全的。」保羅說。

不久我們就穿過了蟲洞來到宇宙的另一端，然後再過了約

一天航程，我們終於接近龍族聚居的星球。這是個甚為奇怪的

星球，在地球上，大氣層是在上方，陸地和海洋都在下方。但

在這星球，主要的陸地還是在下面的，只是在大氣層之上竟然

有流動的海洋，是海洋，而非雲海！而在這空中海洋之上又有

大型的浮石，一塊塊的浮在海面上，甚至海洋中竟還有河流。

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奇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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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跟我說：「龍族人都是生活在海洋之中，所以精於借

取海洋的力量。當然他們的海洋並不只包含我們地球人日常飲

用的水，還有很多地球上沒有的元素。你在他們的海洋中還可

以看到他們的「聖河」。說罷，保羅指向空中一大片像雲一樣

漂浮著的海洋，遠看這海洋，真的有條河在其中流動。

「在海中竟然還有河？」

「是的，我不是說過他們的海洋並不只有水，還包含各種

奇特的流體原素和化合物，它們各有不同的密度，所以他們的

海洋不是單單一層，而是有多層的，就像你把火酒和油倒在水

面上，它們也會漸漸分作三層。」

「即使這樣，若水不能流動，最多也不過是海中湖，怎麼

會是河呢？」

「的確是河，這河首尾相連，河水還會不停流動。而且

非常奇特，河水不會溢出海洋，海洋的水也不會滲進聖河。有

一種神奇的物質在他們聖河之中流動著，讓河水除了能遮蓋

靈力，亦能延續生命，所以這河水被龍族視為最神聖的東西。

他們會在河中為初生的龍族嬰孩洗禮，而當他們的首領死後，

又會把骨灰撒在聖河中，象徵生命源於聖河，終結時又回歸聖

河！打個比喻，如果將這海洋比作一個心臟，這聖河就像一條

主動脈！」

「如果聖河可以延續生命，那為甚麼龍族的人還是會死？

還有，把骨灰撒在河中豈不是會污染聖河？」

「不是的，這河水只能短暫地延續生命，小則可能是數小

時，最多也不過一星期。另外他們也只會把領袖的骨灰撒於聖

河，聖河中雖然沒有魚，但有微生物會把骨灰消化分解。」

「那河水豈不是一種寶物？」

「當然是，所以狼族才會千方百計想要侵略這個星球。本

來在狼族的侵襲下，龍族已逃離到別的星球，而這裡亦被狼族

據為己有。只是狼族是狩獵的種族，這星球上林林種種的生物

大多聚居在海洋之中，陸地上的生物反而不多。偏偏狼族又不

曉飛，無法於海中狩獵。而且他們又過於自傲，自恃自己戰力

非凡，從來都沒有倚靠或發展科技。除了要跨星際戰爭時用到

太空戰艦，平時絕少使用，甚至輕視科技，認為弱者才要倚靠

科技。狼族自始到終都只是原始的狩獵民族，由於難以捕捉海

中的生物，最後他們還是捨這星球而去，而他們離去後，龍族

就偷偷回來，雖然知道這很危險，但龍族始終無法捨棄他們的

聖地。」

我點點頭，對這聖河和奇特的現象大感好奇。這些元素

的確奇異，因為在地球上任何液體的密度都高於氣體元素的密

度，所以地球上的海洋絕不會浮在天空上，天空上的雲雖然

有水點霧氣，但亦不會聚合成海，若多了就會化作雨點灑落地

上，而浮石更不可能漂浮在天空之上。我想如果地球的商人看

到這樣的景象，必定千方百計要來此星球採礦，可以想像這種

比氣體密度還要低的浮石和海水都肯定價值連城，更莫談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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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延續生命的聖水。

保羅再次留在太空船，沒有跟隨我們登陸，因為這星球的

環境雖然沒有 TY571那麼極端，但也危機處處，有不少怪異

的生物，而且還有一種恐怖的寄生生物。他說若他一起登陸，

反而會令我分心照顧，因為只有我和摩比的靈力才能確保自身

安全。於是我和摩比就準備登陸。臨行前保羅叮囑我一定要小

心，我有點大惑不解，問：「不是要去見盟友嗎？」

「這刻還不是。」

原來我們來是嘗試結盟，而不是來會見盟友！

不久我們的登陸船已登陸在星球表面，這所謂的表面並

不是這星球的陸地，而是空中海洋上的一片浮石，因在上空看

來，這海洋連綿長達數十萬公里，差不多把所有陸地都覆蓋

著，就是在太空中也難以看到海洋下的陸地。能近距離看到空

中的海洋和浮石，我頗感興趣，但當然現在不是旅遊，增廣見

聞的時候，反之我隱約感到前面危機重重。摩比想穿過海洋，

登陸真正的陸地，但在這無盡的海洋上，這刻我們站在浮石上

根本完全看不到盡頭，究竟要如何到達陸地，我實在摸不著頭

腦。另外，摩比說這海洋足足有數千公里的厚度，他說海洋是

龍族人的聖地，貿然穿過是極度危險。而且海中還有各種生物

和猛獸，所以每走一步都必需謹慎小心。

海面上有多塊浮石，我們登陸的這片浮石似冰又似石，

實在不知是由哪種物質組成。登陸船本來就不大，但降落後浮

石上的空間卻所餘無幾，起初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不選擇一塊

較大的浮石登陸。但這刻，我就明白，我們在此登陸的原因正

正是因為這浮石細小，所以移動起來時更為靈活輕巧，摩比用

他的靈力控制它在海洋上任意移動。這海洋不時都會刮起大風

浪，但這浮石就像一塊滑浪板，在摩比的控制下，在海洋上不

斷漂移，就好像一葉輕舟在大海上漂浮一樣，就算風浪不斷，

這葉輕舟仍能輕巧前進。

「我們要去哪裡？」

「在海上太危險！我在找尋旋渦！」

「旋渦！」我心想這豈不是更危險。

「旋渦是唯一通到地面的途徑，但它不會長久打開，並會

不斷轉換地方。所以難以用太空船直接登陸，必須先停留在海

洋上，再去尋找，找著就要把握那一瞬間進入的機會。」

「但旋渦不是海洋上最危險的嗎？」我忍不住問。

「的確有危險性，但這是唯一能通向陸地的途徑。在這星

球要到達陸地才會較安全。在龍族人的海洋上會比在陸地危險

十倍、一百倍！」我想不到此行竟然會危險重重。

突然摩比說：「就在那裡！」說著運用靈力把浮石急速

駛過去。原來旋渦並不是地球上會令船隻掉入深海的那種，這

裡的旋渦是氣旋渦，透過旋渦中心的洞口就可以直望萬里之下

的地面，這的確是在這洋洋萬里的海洋中最適合到達地面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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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此時，海上突然刮起軒然大波，不單是極大的浪，

更有多條水龍捲徒然捲起，浮石在這大風浪中，看似瞬間就會

傾覆沉沒。

眼看大浪從各方鋪天蓋地而至，我運起靈力築起保護罩保

護我倆和浮石。摩比仍盡力控制浮石駛向旋渦。但眼前突然刮

起一個高達十數公里的超級大浪，轉眼就把我們的浮石打翻。

由於我已築起保護罩，所以我們就如一個小氣泡般打進了海中

心一樣，瞬間幾股激流令我們的小氣泡急速旋轉，我不禁有點

頭昏腦脹。這刻我們就像一只陀螺般急速旋轉，我想即使是地

球上最強力的離心機也辦不到。若不是摩比用靈力把我們固定

在保護罩氣泡中，我可能真的會昏厥。

四方八面的海浪一起沖來，擠壓我們的氣泡，我運盡靈

力抵擋，卻感到保護罩快要支撐不住了。我本可以借取周遭一

切事物的能量，但不知怎的，我在海裡全然不能借取海水的

能量，甚至連海洋之外的事物也難以感應。我不知還能支撐多

久，我期盼摩比運用靈力加入，強化我的保護罩。

哪知就在此時，摩比真的使用他的靈力，不過不是加強我

的保護罩，而是在我的保護罩打開個缺口，由於事出突然，我

的保護罩就被他的靈力突破了。這刻就像一個大氣球突然被擠

破，氣壓從破口急擠排出，我們兩個就從破口急速射出。原來

摩比看準有一個水龍捲在左近，就把我們射向水龍捲處。

瞬間我們已射到水龍捲處，水龍捲再把我們捲離海洋到了

高空，亦即星球大氣的較外層。跟著摩比指著一個最近的旋渦

對我說：「跳！」我也來不及細想，就跟他一跳，穿過了旋渦，

跟著急速墜落。

由萬多里高空直墜下來，下墜的速度越來越大，這次摩

比築起防護罩保護我們，但我實在不知道防護罩是否足夠抵消

下墜的巨大衝擊力。當我離開海洋後，我就感覺到我的力量霎

時全部回來了。就在離地約三四百呎時，我突然突破防護罩的

上方，提起激光劍在頭頂急速揮動旋轉，我一手拉著摩比，一

邊急速揮劍，就像螺旋槳般急劇旋轉，因我明白防護罩並不一

定能保護我們。我也運用靈力令氣流加速我們旋轉，果然在我

揮劍急旋之下，我們下墜之力就大大減緩。然而急速旋轉令我

有點頭暈，不過之前在海洋已經歷過一次，這刻我亦能適應下

來。在接近地面時，我們利用靈力就能輕鬆著陸在地。

安全著陸後，摩比向我微微一笑。跟著他就利用激光斧

在地上刻畫圖案，他在地上刻的圖畫非常大，就算身處在天空

的海洋中想必也能看見。在他畫圖畫的時候，我望向天空的海

洋，發現原來這海洋的底部竟然也有浮石，我也猶疑是否應改

叫它沉石，因為它神奇之處是它連接於海洋的底部，但卻又在

天空之上。而且更神奇的是在這些沉石上（正確來說是之下）

生長著一顆顆的樹木，這些樹木單看一眼也沒有甚麼特別之

處，只是倒轉掛著，攀附在空中的浮石（沉石）下。我想這些

樹的根應有倒鈎以至它不會掉下來。但當我多看一會時就更覺

詭異，因為我發現這些樹的樹桿竟然會移動，不是隨風飄動，



16 17

也不是不斷的移動，而是伺機而動。詭異的情景就是我看到空

中有一隻像雀鳥的生物飛過樹下，突然被樹桿一把抓住，然後

樹桿的頂端（或是倒轉後的底部）突然張開大口，把飛鳥吞

吃。這竟然是食肉的大樹，我真的大開眼界。

我再望向海的深處，更是大吃一驚，海洋中的聖河，流動

著的河水竟然是淡紅色的，這刻的聖河就像人的血管在體內流

動一樣。藍海中有紅河，真的不可思議。但就在這時，摩比已

畫完圖案。

我完全看不懂摩比刻畫了甚麼圖案。在他停筆後就問他這

些圖案是甚麼意思。

摩比說：「這是龍族的文字。」

原來這就是龍族的文字。果然過了不久，就有一條龍從海

洋飛到地面。這條龍不像西方的龍，而是似東方的龍。其實兩

者的頭部都非常相近，亦同樣有角，最大的分別是西方的龍有

翼，並且會噴火；東方的龍沒有翼，身形更修長，體形有點像

蛇，亦不會噴火，雖然都會飛，但卻是活躍在水中。

不久這條龍已飛到我們面前，其實龍族和熊族也相若，保

羅曾經對我說過，熊族人就像地球上的熊，只不過他們會雙腳

行走，並且能手拿武器，當然能說話也能思考。熊族當中也有

一些熊人不是全白，而是灰色和黑色的，只有某些部族的熊族

人才是純白色的，就像地球上也有不同種族的人。而龍族人就

像東方傳說中的龍，只不過也是能雙腳站立、手拿武器。傳說

東方的龍居於海，是水中之王；西方的龍則翱翔天際，其噴出

之火無堅不摧。其實西方的龍就是龍族人和蝠族人的混種，因

此有翼，亦會噴火。我們地球上東西方都各有傳說，古人能想

像這些生物的形象，因為這不是出於他們的想像，而是我們的

祖先的確曾見過，所以才能描繪出這樣的龍。

「卡卡迪達，很久不見了！」摩比對那龍族人說。

我一聽就知道眼前的就是龍族的水武士，因保羅早跟我

提過他的名字。每族都只能有一位全能武士，奧利伊亞．卡卡

迪達正是龍族的全能武士。這種全能武士，每族都不可能有第

二位，更莫說有三、四位，因為每當一位武士進化至接近成為

全能武士時，就會窒礙其他武士吸取宇宙的靈力，抑制對手的

第七感發展，繼而令兩者進化的差距越來越大，而彼此靈力的

差距亦會漸遠，所以每族都可以有很多戰士（都懂得運用靈力

的），但全能武士就只有一個，排第二位的戰士最終的能力只

達到全能武士的八、九成。但這非全能武士刻意為之，全屬自

然發生，至於為何會這樣？我當然不知道，摩比和保羅亦沒有

跟我說，或許就連他們也不知道原因。

「你還有臉來見我。」卡卡迪達輕描淡寫地說。卡卡迪達

說的不是地球的語言，但不知怎的，他的話語就像會鑽進我的

腦中，每句我都能聽明白。原來靈力高的，即使不發一言，也

能透過靈力互相溝通，所以語言不同亦無礙，不過靈力溝通一

般是單對單，除非卡卡迪達同時向兩人說話，否則摩比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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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卡卡迪達和我說了甚麼。而摩比卻懂得多族語言，為了遷就

我，就常用地球的語言跟我說話。

「我來就是要把這條命償還給你！」

我聽後立時心感不妙，說是來找盟友，哪知原來不單止未

結盟，竟還是敵人？我們來並不是尋找同盟，而是為所結的怨

償命？

「哼！」

「我對不起你，但為了我的族人，我實在迫不得已！我這

條命本來早該償還予你，但在這之前，我必需先完成一事。」

摩比繼續說。

「那你還敢來這裡送死！」卡卡迪達冷冷的說。

「只要你再幫我一件事，我就會安然送上我的性命，任由

宰割。」

「不論是甚麼事，我也不感興趣，但你的命當然要留

下。」

「不！這事你必定會感興趣的，就是向暗魅報仇！」

「少發夢！如果你我聯手能打敗暗魅，我們還會落得現在

的下場？」

「你我聯手的確不可以，但再加上他就或許可以！」說罷

指向我。

我大感尷尬，完全沒有預料到他會這麼說。我連忙搖頭

說：「其實我不太清楚暗魅是誰，只知道他是個極厲害的人，

也是宇宙的統治者。我當然也絕對不是他的對手！」而我亦沒

有興趣聯手對抗暗魅。

卡卡迪達沒有理會我的話，而是不斷打量我：「想不到過

了這麼久，人類會再次有光武士，不過在我看來，他離全能光

武士的極致還差甚遠！」

「的確還有些少距離，但已相當接近，你可以試試他。」

摩比說。

我慌忙搖手，我對摩比的吹噓渾身不自在，剛想表示自己

並非他的對手，但尚未開口，摩比就用手勢止住了我，並同時

用靈力跟我說：「信我！暫時不要說話。」他再向卡卡迪達說：

「我跟你打一個賭！」

「打甚麼賭？」

「你若打敗他，他就掉頭走，我就留下我的性命給你！但

若他打敗了你，你必需幫助我們對抗暗魅。事成後我的命仍歸

你！有膽量應戰嗎？」

那我呢？摩比好像完全沒有理會我，更莫說諮詢我的意

願。我剛想反對，他再次揮手制止我說話。我只能一臉無奈，

不禁於心內自問，究竟我要被騙多少次？現在還要勉強我出

戰，我實在感到有點委屈。只不過經過這麼多的訓練，我也有

興趣知道我和負有盛名的水武士實力差距究竟有多遠，所以這

刻心內禁不住不斷思考若真與卡卡迪達對戰應如何應對。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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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沒興趣跟你打賭！只是我也想看看人類的光武

士究竟有多厲害。好吧！你就試試打敗我。」卡卡迪達望著我

說。

卡卡迪達說完，摩比就把我拉過一旁說：「你必須打敗他，

龍族會是我們最有力的盟友，無論你是想要救地球，或是只想

為母親報仇，這個盟友也絕不能少！如果你此刻退縮，現在大

可離開，我絕不會阻攔，但報仇的事以後也不要再提，我和保

羅亦不會再幫助你。」

這話既像威迫，也像利誘，但我一心為母報仇，也想試一

試自己的實力，心中躍躍欲試。但這是賭命的戰鬥，我可不願

為摩比的性命負責。

摩比就猜到我的想法，說：「你不用為我的性命負責！這

是我和他之間的恩怨。你只要打敗他，達成你復仇的願望就可

以，其他的一切，你不用多想。難道你不想復仇嗎？」

復仇是我這刻唯一的目標，我不再多想，但還是向摩比說

出了我的心底話：「我要如何才能打敗他呢？」

「謹記我所教你的，只要不落入水中，再伺機行事，你就

會有一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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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結盟

我對拯救地球不甚了了，但仇恨和憤怒卻一直是我的生存

動力，只要想到母親，我心裡就有無比勇氣。這刻我雖然自覺

全無勝算，但還是鼓足勇氣、一無所懼、竭力為之。

龍族水武士用的武器是藍色激光鞭，我們日常所見的光線

都是直線前進的，但愛因斯坦告訴我們，光線會被星體這樣巨

大的重力影響而變成曲線前進。只是這一條沒有甚麼重量的激

光鞭竟能令光線彎曲，我猜想這條激光鞭應該是用了些特殊的

反射及折射裝置，才能令激光捲曲成鞭的。但這還不是它最特

別之處，它最特別之處是可以捲曲成一個激光大圓盾。當它捲

曲時，鞭的手柄會放在中間成為盾牌的手柄，然後鞭會由中間

向外一圈圈的捲曲，形成一個大圓盾。摩比說宇宙中的武器都

不能打破這個盾，看來這既能攻又能守的激光鞭實在是一個非

常厲害的武器。

我還未擺好陣式，卡卡迪達就攻過來，我完全沒想過他

說打就打。由於失了先機，霎時就落於下風，一直被他壓著來

打。卡卡迪達把激光鞭使得如風似雪，攻勢猶像狂風落葉，我

急忙揮動激光劍擋格，但在他猛烈的攻擊之下，連一口氣也喘

不過來。我苦苦支撐著，連勉力反擊的機會也沒有，實在不知

道還能堅持多久，落敗看來難以避免。但就在此時，摩比突然

走到卡卡迪達身後，亮起他的激光斧揮舞。

卡卡迪達立時轉身，對他說：「想兩個打我一個嗎？也不

打緊，放馬過來就可以！」

「當然不是，我們豈會兩個打你一個！」摩比說：「只是

剛剛有隻討厭的鐮刀鳥飛過，我只想把牠趕走吧！」說著向遠

處天空一指，好像真的有雀鳥在飛。摩比所說的鐮刀鳥是當地

特有的生物，身軀和地球上一般的鷹相近，只是除了兩爪，鳥

翼的頂端還長出一對如螳螂的鐮刀前臂，用以捕殺獵物，是一

種非常兇猛的生物。

我和卡卡迪達都知道他在說假，但就是這樣稍為停頓一

下，我終於能喘一口氣，而且在首輪攻勢後，我開始對他的進

攻招數略有認識。當卡卡迪達再次進攻時，我沉穩應戰，不勉

強自己反擊，而是全力運劍防守。一心想看清他的打法和威力

再進攻，由於已緩過氣來，再加上專注防守，一時間卡卡迪達

竟也不能奈我如何。

這時我倆一個主攻、一個主守，成了僵持之勢，我把這個

月來所學的，以及摩比和我對練的經驗都發揮至淋漓盡致，把

激光劍耍得滴水不漏。其實我答應接戰，除了為了復仇，也希

望測試一下自己的實力。這刻透過激戰，我的靈力和劍術竟在

不知不覺間都有所提升，這可能就是所謂「寓賽於操」，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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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不斷提升戰鬥力。而我有種遇強越強的特質，原本我和卡

卡迪達的實力可能還有相當的差距，但這刻我把我的第七感、

戰鬥力提升至極致，恰恰和卡卡迪達打得旗鼓相當。當然我已

是全力施為，而水武士卻是留有餘力。但能和水武士打成平手

也令我相當鼓舞。

若果我堅持只守不攻，而卡卡迪達又不冒進。這種僵持的

狀態看來可能要打上數天，甚至數星期。但不知怎的，卡卡迪

達突然失足，我立刻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轉守為攻，刺、

斬、砍，以不同的招式不斷的揮劍狂攻。戰情立時反轉，卡卡

迪達唯有轉攻為守，把鞭回捲成盾，這激光盾果然是非凡之

物，完全無隙可尋。但我難得能轉守為攻，當然不會輕易放過

這機會，仍不斷的強攻。我不斷變招也無法攻入，故又轉為鬥

快，一劍比一劍快，旁人用肉眼根本看不清我如何出劍。我出

劍能如此之快，除了這刻的體質已遠超常人，更是仗著用手腕

使劍，而不是手臂使劍。如要揮劍斬劈，就必需使用手臂。但

如果只運劍急刺，我只需抖動手腕，一瞬間就能刺出多劍。

卡卡迪達的激光盾確是堅固，但執盾的他易守難攻，這樣

我就穩佔上風。而且我的劍比他的盾靈巧，我不斷嘗試以劍繞

過他的盾，眼看我的劍快要攻入卡卡迪達的鞭盾，他突然一躍

而起，直衝雲霄，這刻他的下方就出現了破綻。

我見機不可失，立時急躍追上。摩比急叫：「小心！」

但就在我接近他的時候，他突然化盾為鞭，把激光鞭向我

抽來，我自然的舉劍格開，哪知他這鞭並不是要向我攻擊，而

是以他的鞭將我的劍裹纒著，然後一把將我甩向海洋。他這一

甩的力度非同小可，我直飛至高空中千里之上，原來他刻意示

弱只是個圈套，想騙我追近至天空的海洋，然後伺機把我甩入

海洋中。但海洋離地達萬里之遙，就算他這一擲如何力大，又

怎能飛越萬里呢？哪知我還離海洋尚遠時，突然間落下傾盤大

雨來，霎時四周都是雨水。而且這雨奇特異常，一部分是從海

洋向下灑，另一些竟是從地上向上灑的，因為海洋內的水化成

雨會向下灑，但部分的雨還未落到地上，又會轉而向上灑回海

洋。

正當我以為我會從空中墮下之際，卡卡迪達再度重施故

技，同樣以鞭一捲一甩，把我再擲上千里之上。本來我這次已

有所準備，他要把我擲入海洋，並不容易。但不知怎的，四

周的雨水令我靈力銳減，我竟然避不過他一擲再擲，不過四五

次，就被卡卡迪達擲入海洋中。

一落入海洋我就心知不妙，我的口鼻入水，呼吸困難，

立時想逃出海洋。但這時一張龐然大口竟然向我噬來，我來不

及多想，連忙把激光劍急耍，一下子把面前的龐然大物的兩顆

巨牙砍了下來，那龐然大物受了傷後，就掉頭走開了。我這時

才發現這龐然大物有點像地球上的史前生物—滄龍，我實在

不知道牠是甚麼生物，或許這就是舊約聖經中約伯記的利維

坦（Leviathan）（或譯作鱷魚），又或是北歐神話的耶夢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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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mungandr），我就暫且叫牠作滄龍吧！我還在擔心在水

中會窒息，但就只一刻間，竟然已能重新呼吸，我大惑不解，

卻不知道在這短短時間，我已進化了，耳後、腋下、背後也長

出了鰓，而水中有氧氣，鰓令我能在水中呼吸。

這時卡卡迪達已到了水中，但他沒有立刻攻擊，反而靜

看我如何對抗滄龍。滄龍被我擊退後，轉瞬又再重新向我游過

來，似乎誓要把我吃進肚裡才肯罷休。我揮動激光劍嚇阻滄

龍，滄龍剛吃過激光劍的苦頭，果真不敢游近，但我心想這也

不是辦法，卡卡迪達在一旁伺機，這樣打下去，這場戰役我必

輸無疑。

這時我回想到保羅的話，所有全能武士都能與萬物連結、

控制及借取其能量。但人類的光武士與其他六位武士有所不

同，光武士能控制生物的心靈。我此前一直沒試過，這時突然

想起，雖或許有點冒險，但危急關頭，我也不作多想，立刻嘗

試。

我運用第七感與滄龍連接，想控制牠停止攻擊。但要控

制生物而不是死物，就要看那生物的力量有多強大，如果那生

物的力量強大，要控制牠就絕不容易，就如同麻醉大象所要的

麻醉藥遠比麻醉狗隻的多。我這能力才初次使用，如何能控制

這力量強大的生物呢？但縱然如此，我的靈力對牠還是起了作

用，此刻滄龍已暫停攻擊，在我四周游走，似是轉而觀察我這

獵物。

在這困局下，我突然看到遠處有一大群不知名小魚，我靈

機一動，就運用靈力想要控制小魚群游過來。果然小魚容易控

制得多，但由於數目極多，能否一次過控制全部，又是另一個

疑問。但幸好的是當前面一小束小魚群被我控制游來時，其他

的小魚竟也一起跟著來。不一會小魚群就把我包圍，看來這些

小魚都是群體活動的，我只控制了一小批，另一些就都跟隨加

入。但這刻魚群的數目還是不夠多，我再控制左近的魚群不斷

加入。就這樣，我和魚群漸漸變作了一條超級大魚。果然這是

自然界的定律，生物都不會貿然攻擊比自己更大的生物，眼前

這龐然大物，雖然力量強大，但智慧明顯不太高，輕易被我騙

倒，最後這滄龍就捨我遠去。這刻我望向身邊的小魚，不禁嚇

了一跳，莫要以為這些只是普通小魚，沒有殺傷力。原來每條

小魚都滿口尖牙，就像在亞馬遜河裡的食人鯧一樣，我想只要

給牠咬一口，就即時血流如注，如給一群咬上，定然會喪命。

我也不知道地球上的淡水魚為何會出現在這片海洋，也無暇深

究。我急忙控制這些小魚，讓牠們離我而去，我捏了一把冷

汗，幸好我能控制這群小魚。

瞥眼間，我見卡卡迪達面露奇異目光。同時我望了一眼海

洋，原來這海洋的遠處竟然還有很多別的生物。除了還有別的

龍族人在觀戰，還有各種各樣的海洋生物，當然其中部分生物

是在地球上從沒有見過的。

就只一刻間，水武士已重新攻擊，激光鞭從四方八面攻



28 29

擊過來，而且即使在海中，其揮鞭的速度竟然也沒有大減。我

驚訝之餘，不知怎的，更自覺自身的力量減弱，我固然無法從

海洋提取力量，更因海水包裹著我，難以穿過海水借取外間的

力量，更重要的是深海頗為陰暗，光線不多，也就令我變得虛

弱。

我又再次落入快敗的局面中，但就在此時突然有光線透射

進海洋來，我的力量突然倍增，又能勉力支撐下去。原來摩比

竟然在地上燃點了一大片山火，霎時火光紅紅，照射入水中。

看到自己星球的一大片林木被燒，卡卡迪達大怒。他立時

用靈力把水化成豪雨灑到地面。在這大雨狂灑之下，山火很快

就熄滅了。

但就在他分心救火之際，我已突破了水面，跳到水面一大

塊浮石上。

卡卡迪達跟著也跳上來。

「在這裡我們兩人都不吃虧，就在這裡決一勝負吧！」我

說。這裡腳下有他的力量泉源—水，而上面就有我的力量泉

源—光。

「好！我們就公平的比試一場。」

於是他又舉鞭向我攻來，我連忙揮劍格開，這時我已漸漸

熟悉他的招數，不再只顧防守，而是攻守兼備。兩人又再激戰

在一起，一時間鬥得難解難分。

突然間月光掩照，原來這刻竟正是新月，我內心不禁佩服

摩比，一切都在他計算之內，因為在這星球上，雖然只有一個

太陽，但卻一共有五個月亮。這刻太陽還未日落，但兩個月亮

已高升，再加上較近那月亮這刻正正是滿月，它們所反射的光

線令我力量大增。

卡卡迪達見我力量越來越強，就刮起一個又一個的巨浪，

每個都達數百尺之高，直撲向我，我用激光劍急忙在浮石上砍

了兩劍，把大浮石砍開，令腳下的浮石變成像滑浪板的形狀。

然後運用靈力，連人帶石浮板跳過了面前一個巨浪，再輕巧的

滑在水面上，這一躍相信可能已躍過了數百尺，如果參與奧運

的滑浪比賽，這一跳肯定已為我贏得了一面金牌。

卡卡迪達催動海浪，一個又一個的迎面撲來，後來的更達

到數十公里之高，我連環躍動一一跳過了，但可惜最後一次還

是被巨浪打中，立時被捲入海中，卡卡迪達也同時跳入海中。

決勝負的時候到了，就在卡卡迪達把激光鞭急舞，我看

著藍光點點從四方八面向我攻來之時，突然把我的黃色激光劍

換作了紫色，霎時間氣温急速下降，瞬間已到了攝氏負數十多

度，身邊的海水全數結冰，在結冰前我用靈力把身邊的海水逼

退，留下空間。卡卡迪達霎時為之大愕，也用靈力將他身邊的

水保持液態，不至被冰封。但由於在他附近的水已全結冰，使

他的力量大減。若他手中的鞭並非激光鞭，肯定亦被冰封，而

海水結冰使他揮鞭的速度大幅減慢。

此刻我拼盡全力，一劍向他直刺，果然突破了他的鞭網，



30 31

一劍刺到他的心口，在劍剛要刺中之際，我就停了下來。

其實我只是以其人之道還以其人之身，當初他刻意示弱把

我拉到水中，這刻我也刻意跳不過巨浪，而掉入水中，為的是

要施展摩比所教的絕招，殺他個措手不及。摩比為了讓我能夠

打敗卡卡迪達，早已把他的絕學傾囊相授。雖然我不能把温度

降至絕對零度，但零下數十度已足夠令周邊的水盡數結冰。當

我突破他的鞭網後，我就有把握會得手，因為鞭長劍短，在近

身打鬥，我會有絕對優勢。而且我這劍刺得極快，卡卡迪達已

不能把鞭回捲作盾了。

果然我一劍得手，但哪知就在同時，卡卡迪達的鞭竟從外

圍拐了個彎，倒刺到我背後，而且本來鞭是軟身的，但他竟用

靈力使之撐得筆直，此刻就像一個大鐵鈎般倒指向我背部，但

他也同時止住。

如果我把劍挺進，他也會把鞭回鈎，落得個兩敗俱傷，不

竟最後我們還是打個平手。

卡卡迪達突然把鞭撤了，再用靈力把冰破開，還把周邊的

水撤開，我倆就直墜下去。

距離地面數百尺時，我再次揮劍如螺旋槳，減慢下墜速

度，安然著地。而卡卡迪達是會飛的，我看著不禁有點羨慕。

「這小子有點意思！即使我們打成平手也算你嬴！我會

和你們一起去對付暗魅，至於我們之間的帳之後再算。」卡卡

迪達對摩比說。跟著他對我打量片刻，然後用靈力在我腦內

說：「你準備好了嗎？」

我呆了一呆，不知如何回答。我根本從沒想過要對抗暗

魅，如果真的要面對，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準備好了沒有。

不過他沒等我回答，就伸手和摩比兩手相擊，我們就這樣

結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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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回歸

卡卡迪達認輸，並不是被我的力量壓倒。縱然我使詐，得

了先機，最後也只能落得兩敗俱傷的局面。而且戰鬥中我已盡

全力，他還游刃有餘。全宇宙中能打敗他的只有暗魅，而蝠族

和狼族的全能武士，也只能和他打成平手。而他願意認輸，因

為對他來說，重點不是勝負，而是他看到了希望—復仇的希

望。

原來暗魅統治全宇宙，為使狼族為他效力，他會縱容狼族

任意擄掠其他星球，特別那些沒有歸順暗魅的種族。狼族自古

與熊族有仇，所以首先就去侵略熊族，意圖把他們滅絕。而在

熊族最危困的時候，龍族來到並施以援手，打退了狼族。熊族

雖然被屠殺，但不少族人仍得以生存下來，只是自此要離開本

來的居處，隱居別的星球。

狼族當然不甘心，就在暗魅的允許下，聯同蛇族和鷹族

再次進行侵略，不過這次的對象不是熊族，而是龍族。但這次

熊族竟然沒有回報來援，結果龍族獨自面對三族圍攻，死傷枕

藉，僅僅避過了滅族，但就同樣失去了自己的星球，要遠走避

難。直至狼族撒走後，才偷偷的回到自己的星球，只不過龍族

人口已由原本的近八千萬剩下了不足五百萬。

龍族和熊族就此結仇。其實熊族當時實有苦衷，因摩比

收到錯誤的情報，以為狼族、蝠族和蛇族會兵分兩路分別侵襲

龍族和熊族，摩比情義兩難，要在自己族群和信義之間作出抉

擇。作為熊族的全能武士，他最終只能選擇顧全己族之安危，

帶著族人逃難，亦因此沒有第一時間回援。及後他知悉情報錯

誤，內心極度懊悔，但可惜已恨錯難返。

結盟後，奧利伊亞．卡卡迪達讓我們在星球暫住數天，他

要和族人商量結盟之後的行動。只見龍族人對摩比都投以仇恨

的眼光，亦有不少異議聲音，但既然他們的領袖卡卡迪達已答

應結盟，大家就算感到憤怒，最終也決定服從，也不會私自報

復摩比。

龍族雖答應合作，但不願招待我倆，所以當晚我們也只能

席地而睡。我本想睡在綠悠悠的草地上，只是摩比說那些是食

蟲草，會分泌黏液把昆蟲黏著，再捲曲包裹昆蟲，然後再分泌

消化液把昆蟲消化。我聽著有點心寒，覺得這星球危機處處，

越漂亮的東西就越危險。摩比看到就說：「你也不用害怕，以

你的身型體積，就是在食蟲草上睡足一星期，也不可能把你

消化，只是它們的分泌會令你的皮膚癢癢的，還是不接觸為

妙！」於是我們就在海洋底下的乾地睡下來。

夜裡，我們睡在星球的大地上，作為光武士和寒武士，

根本不用懼怕野地的普通野獸。我躺在地上望向上空，看著空

中的海洋在流動，月亮透過海洋滲出淡淡藍光，既美麗，亦詭

秘。突然間大感詫異，起初我以為自己看到的光點都是點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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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卻原來不是。在日間因陽光猛烈照射，我完全看不到這景

象，但在夜裡我就見到海洋中竟有很多發光的生物，有綠螢光

的、黃螢光的，更神奇的竟是有紅螢光的生物。海洋之所以是

藍色，因為白光透過海洋時會散射成七種顏色的光，但只有藍

光這些短波有足夠的能量，能穿透海洋較深處或反射到我們眼

中，紅光這些長波則會被水吸收，所以深海都是藍色的。

　　想不到夜裡的海洋充滿了夢幻生機。當我再定睛一

看，更是驚奇，原來所看到的瑩光生物當中竟然有不少是水

母，雖然不少海中的生物都發光，但水母卻是特別光亮。而且

這些水母並不是地球常見的那麼細小，最大的我想可能比地球

上的鯨魚還要大。還有當我望向聖河時，河的顏色竟由白日的

淡紅色轉為淡綠色，日裡就像人的動脈，夜裡就像是靜脈。我

知道在地球上，有些湖海因生長了不同的藻類，會展現不同的

顏色，綠色的藻固然常見，但有些藻類有蝦紅素，會展現獨特

的紅色。這條聖河為何會變色，到底與藻類有關或是其他生物

造成，我實在不知道，看著看著，我禁不住驚奇的「啊」了一

聲。

摩比閉著眼，但彷彿知道我在想甚麼似的，「紅色的生物

比綠色的生物更危險，莫要以體積大小去判斷，因這裡細小的

生物或會更快捷、更兇猛，而且往往有劇毒。當中超大水母的

劇毒又比魚龍更為厲害，總之這大海即使是我，也不敢亂闖。

你今天用我所教的招數勉強和卡卡迪達打成平手，皆因你突然

殺他個措手不及，而他的靈力在你之上，若他早有準備，你絕

不容易把周遭的水結冰。總之今天你表現得很好，我們也總算

達到此行的目的，你也離復仇成功不遠了。」

聽到復仇在望，我暗自高興。轉眼又被這條聖河裡的事物

所吸引，嘖嘖稱奇，眼前的一個奇景又再佔據了我的視線。原

來在大海的遠端竟有一條大瀑布，其實這瀑布非常大，只不過

它在極遠處，我之前並沒有留意到。而這條瀑布之奇是因為水

流向上，而不是我們常見的向下流。水向上流，我當然是第一

次見，但既然海洋能浮在天空，水向上流亦不算奇怪吧！

我不禁好奇問摩比：「水不斷的從地表向上流，那麼星球

的水不是全都到了天空中嗎？」

「不是的！水雖然都向上流，但海中生物死後腐爛溶於水

中後，會令水的密度變高，然後就會像雨點灑回大地。另外在

寒冷的日子，水會變成冰晶，也會灑回大地，所以地表的生物

也會找到水源。但你莫看這遠方的瀑布厚度才只數公里，其實

內裡有一種可怕的巨大生物，會沿著瀑布上游伺機捕獵，很多

從瀑布上游的生物都逃不出牠的虎口！時候不早了，還是早點

睡吧！」

「為甚麼你會對這片海洋的生物有這麼深的認識？」我禁

不住問。

摩比頓了一頓，緩緩的說：「因為我從前經常和卡卡迪

達睡在這裡，他就睡在你現在的位置，你剛剛問過的問題，我

也曾問過。」由於我倆都是躺著，我沒有看到摩比的表情，但

任誰也能聽出他話中的語氣包含了無盡的哀傷和懊悔。想來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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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和卡卡迪達的確曾經是好友，並經常在此結伴，只不過昨日

親，今天仇，兩人的關係已非往昔可比，我聽著實在不好意思

再問下去。

我對這片大海著實感到好奇，黃色、藍色、綠色、紅色的，

就像點點星光，煞是好看。看著這些星光，想著摩比和卡卡迪

達的恩怨，我不禁惚惚睡去。

但平靜只維持了一日，卡卡迪達翌日來找我們，說：「你

們要立刻返回地球，我剛收到情報，狼族會大舉侵略地球，雖

然他們備戰需要時間，但我想也不會超過兩個月。你們先回

去，既然已經結盟，我會稍後支援你們，不過我還要先說服我

的族人。但你們放心，我保證能夠說服他們的！」原來卡卡迪

達的部分族人始終反對與摩比結盟，但這事只能交予卡卡迪達

處理。

於是我和摩比回到太空船會合保羅，然後一起趕回地球。

回到太空船後，摩比一直表現沉默，我實在不知要如何安

慰他。不知何解，保羅同樣的沉默，我只好讓他們自己冷靜一

下。雖然我沒有出賣別人的經驗，但這卻令我想起咸美頓。咸

美頓曾跟我分享過一件往事，他自從殺了地主後，就帶著偉特

一起偷竊渡日，兩人雖然身手、能力不同，但卻成為伙伴，互

相依靠。

一天咸美頓帶著偉特潛到一個有錢人家裡偷竊，卻被那人

的手下發現了，而偉特本就膽小，被發現後，逃走時竟然雙腿

發軟，走不動。咸美頓為免束手被擒，就丟下偉特，獨自逃走。

偉特則被抓住，被人毒打及禁閉。其實咸美頓亦偶爾會嫌棄偉

特礙手礙腳，想過對他置之不理，但逃回家後，一直心感不

安，所以冒了極大的風險，再次潛進大宅。雖然最後也成功救

回偉特，但卻受了很重的傷，要休養數月才完全康復。自此，

偉特就一直追隨著他。咸美頓跟我分享時說，若當時沒有回去

救偉特，他會抱憾終身。雖然那次差點要了他的命，也為他身

上帶來兩條長長的刀疤，但現在他每次摸著這兩條刀疤時，也

興幸自己沒有捨棄朋友。

想起咸美頓和偉特，當晚再難以入眠，特別是媽媽和偉特

的死狀在我閉上眼後，就會在腦海不斷浮現，叫我痛得撕心裂

肺。我不再勉強自己去睡，就從臥室走去太空船的駕駛倉，又

看到保羅靜坐在駕駛倉中呆呆的看著那張照片，手中還握有一

部舊式電話。這次我真的再也忍不住，我走到他身邊坐下，想

要直接的問，但我終是抑壓住我的好奇心，沒有問他那張照片

的事，畢竟這始終是他的私事。我問：「你究竟是甚麼身份？

為甚麼一再幫助我？你又為甚麼知道這麼多事情？」

在 KP84C這星球上，我一而再，再而三有被騙的感覺，

儘管我相信保羅對我絕無惡意，但我實在不可以再在這一知半

解的情況下和他們相處。

保羅頓了頓，收起了相片：「這也是時候了，讓我告訴你

吧。」

他緩緩的繼續說：「我是來自地球的保衛者，地球保衛者

是在很久以前由光武士所建立的，他知道暗魅的力量會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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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自己亦難以繼續壓制他。而且他擔心自己一旦死去，就

再沒有人能對抗暗魅。」

「於是他成立了地球保衛者，全部成員都是自願加入，並

接受了基因改造，而我更配備了納米血和機械裝置。我們的存

在是為了將記憶保存下來，也是為了尋找有機會進化的人類，

幫助他們進化，確保新一位的光武士會出現，能繼續對抗暗

魅。而我當然就是其中一位保衛者。」

「那你為甚麼會加入？」

「在危難時，總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我也只是希望盡一點

力，保衛地球。對抗暗魅的責任始終在你，而非我！至於你願

不願意，也只能按你的意願，我也不能強迫你！」

我默然，除了報仇，其他事我都不太關心，亦提不起勁。

我也知道這樣的自己太過自私，比起保羅更是不如，但這些我

都不管，反正這個世界不曾為我做過甚麼，我也沒有虧欠這個

世界，犯不著為地球拼命。

保羅看懂我的表情，說：「我們也不要為這事爭論，船到

橋頭自然直，而且我也希望你能為母報仇！」

我也不再多問保羅的背景，轉而問如何能找到殺死我媽媽

的狼人，保羅說若我能擒下土武士，自然就能找到兇手。我既

已有明確目標，也就回到艙房內休息。

不多日，我們終於回到地球。

我不願意承擔保衛地球的責任，但要我看著地球滅亡，甚

麼也不做，我也有點於心不忍。於是我想到最好的方法就是去

警戒各國，我不保衛地球，但他們可以，只要他們有預先防備

就好。儘管我的性格有點隨意輕率，但我並不愚蠢，我實在不

知道可以從何入手去說服別人。我想如果我告訴別人有外星狼

人會侵襲地球，我肯定會被當作精神失常。若果我帶著這個會

說話，會以雙腳行走，並手握武器的北極熊到聯合國說話，就

更肯定會被當作怪物般被圍捕。至於我黃血人的身份更是絕不

能說出，否則又會被抓去做實驗品。

但我想不到更好的辨法，最後我還是選擇聽從保羅的意

見，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到聯合國告訴他們危機已逼在眉

睫。只是在出發前，我向保羅說我要先易容，問他有沒有好的

易容方法。因我是通緝犯、竊匪首領，加上我爸爸是殺人犯，

我的身份只會令事件節外生枝。然後保羅就拿了幾塊像真度

極高的仿真人皮面具出來，應該是用 3D打印機列印出來的，

但這並不是簡單的膠皮面具，而是加了神經細胞的人皮面具，

據說一般是極昂貴的整容手術所用的。這張面具因加上神經細

胞，能與人臉緩緩融合，原本是設計出來用於整容的，不過因

為極昂貴，所以只有富人能採用。但卻被某些地方的叛軍偷

取，並用來易容以避過政府的監察。這面具如果只戴兩三天，

和一般面具沒有分別，可以輕鬆脫落，回復本來面容。但若然

連續戴四五天就會慢慢與皮膚融合，連續戴滿一星期就不能逆

轉，會永久易容。這面具可隨著我真實的表情而改變外觀，這

種面具做得很細緻，一般的檢查實在難以發現。而且這面具更

裝有電極裝置，加以強大電極更可以由一個樣貌變成另一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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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然後我和保羅都易了容，直接去到市政府總部，告訴別

人狼人大軍會從外星侵襲地球。為免引起騷動，我把摩比留在

隱蔽的地方，只有我和保羅兩人去說服眾人，果然我們真的被

當作精神失常，還被他們以搗亂的名義圍捕。如果我不是有異

能，恐怕這刻已被他們拘禁在精神病院。經過這次預習後，我

和保羅就改去聯合國，嘗試說服他們。這時的紐約經過人機大

戰後還沒有完全重建，但大部分已回復舊觀，被破壞的聯合國

總部都已完成修復的工作。我們嘗試闖入聯合國，果然不出所

料，我們還沒見到各國代表就同樣被當作搗亂者圍捕。當然若

我們大開殺戒，軍警都不是我和保羅的對手，絕對沒有人可以

攔阻我們，但我來的目的是預警，怎麼可以尚未保衛地球，就

先大開殺戒呢？

於是我改變主意，放棄在聯合國說服各國，轉而去了電視

台，這次卻帶著摩比同去。就在他們的新聞時段，直接佔據了

直播時段，說明了外星的狼人大軍將至，地球危在旦夕。雖然

直播的後段被電視台終止了，轉去播影其它新聞片段，但我們

的訊息大部分還是被直播出街。而我們就在被警方圍捕前逃之

夭夭。

本來之前兩次圍捕都得不到關注，但這次的電視片段在網

絡上廣泛流傳，立刻引起了很大回響，整個地球都彌漫著恐慌

的氣氛，雖然也有人認為這是電視台的惡作劇，也有說摩比只

是電視台的電腦特技，但還是令社會產生了很大的激盪，在輿

論的壓力下，政府最終在電視廣播邀請我們到聯合國向各國的

領袖說明事件的始末。

我和摩比終於站到台前，準備發言。

「請說出你的姓名。」來自德國的主席問。

因我還是個通緝犯，我只是想通報敵情，叫各國好好準

備，並不打算惹上任何麻煩。

「彼得。」這是我進入大堂前，看到掛在走廊那幅掛畫的

畫家名字。

「我來是要警告大家，外星的狼族要來侵襲地球，希望大

家好好準備防禦！」我單刀直入說。

「你是哪一個國籍的？」美國的代表問。

我沒想到大難當前，竟然得到這樣一個回應。

「快回答，你是不是美籍的？是誰叫你在這裡妖言惑眾

的？」俄羅斯的代表更急切。

我呆下來，不知道應如何作答，也不知道如實作答或胡亂

作答會帶來甚麼後果。

「你是哪一國派來的間諜？你身邊是甚麼怪物？你用的

又是甚麼武器？是激光劍嗎？」中國的代表終於加入。

跟著大堂一片混亂，各國代表爭吵不絕，甚至出現了互相

指駡的情況。

我忽然明白，原來這大堂內所有人最關心的不是地球的

安危，而是他們眼前所看到的那把激光劍，這看來像是外星科

技，並且他們希望知道我的超能力究竟會為哪一國效力及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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