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一個幸運的意外 

場內的觀眾發出整齊的抽氣聲，隨即瘋狂的叫好聲響起，因為唐青羽一開場就展

開了迅捷無比的猛攻！ 

拳腿快速出擊，「唰唰唰」的風聲不絕於耳，掃腿、側踢，令人眼花撩亂，出擊

速度快到只剩殘影，一連串華麗的攻擊讓所有觀眾驚呼連連。 

不過香萬里似乎並未處於下風，到現在為止，所有的攻擊都被他躲過去了。 

場上的兩位選手都是之前全勝的大熱門，這場比賽被炒得火熱，在圈子中還被傳

成是昆蟲之戰—— 螳螂對臭蟲！ 

甚至因為今天的比賽太受歡迎，主辦單位又另外準備了一位解說員，不過現在解

說員也糊塗了，因為他根本就看不清臺上兩人的動作，只能順嘴胡說，順便煽動

場內觀眾的情緒。 

「各位觀眾，快點尖叫吧！這真是太驚人了，血螳螂一開場就是華麗連綿的進

攻，一反以往後發制人的習慣，各位螳螂迷們今天終於看到偶像難得的凶悍表現

了！ 

「另外一位拳手也沒有讓觀眾失望，以前血螳螂的對手都是一招被 KO，今天這

位地獄臭蟲毫不愧對他的『逃命王』稱號，面對血螳螂的奪命攻擊，居然還能穩

穩站在臺上！」 

面對對手一連串狂風暴雨般的速攻，香萬里發揮了他體術者的特長，以最小的動

作避開了接二連三襲來的攻擊。 

唐青羽的拳腳快得如同模糊的影子，香萬里的身影同樣也讓人捉摸不定，雖然只

是簡單的攻防，但兩人都從中看出了對手的實力。 

可就在這時，主攻的唐青羽竟意外地停下了動作。 

「各位觀眾！現在場上的局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血螳螂的進攻停下來了！不

過身為敵手的地獄臭蟲卻沒有反擊的意思！」 

「這是怎麼回事？血螳螂沒有任何防禦，直直向地獄臭蟲走過去了，一向面無表

情的他居然面帶微笑！地獄臭蟲也是，而且笑容非常曖昧！他們越來越近了！他

們要幹什麼？他們會擁抱嗎？還是長久的相互凝視之後來一段熱吻？」解說員難

得有機會針對場上兩人的動作進行分析，開始語無倫次起來。「他們究竟要做什

麼？各位觀眾，今天要進行生死決戰的兩位拳手竟然……在聊天？」 

格鬥場內燈光明亮，整個現場鴉雀無聲，所有人都試圖聽清楚臺上兩個男人的對

話。 

「你到底是什麼人？」唐青羽將反傳統貫徹到底，依然是先開口的那個人。 

「這句話好像應該由我問你才對。」香萬里露出招牌的痞笑。 

「你應該知道我的身分。」 

「一點點。」 

唐青羽點點頭，又恢復了面無表情的樣子，「既然這樣，大家都放得開，我很期

待這次比賽。」 

「真巧，我也一樣。」 



兩個人的默契十足，對話結束的同時向後一躍，後退兩步，之後只見兩道影子在

空中交錯，發出「砰」的劇烈撞擊，人影分開又疾速衝上前，空中不斷傳來腿腳

相撞的巨大聲音。 

「砰砰砰！」交戰速度越來越快，快到觀眾席上的普通人只能勉強看到兩團影子

快速交會，又不斷分開。 

如果說剛動手時是場華麗表演的話，此刻就是真刀真槍的對決。 

場下的沐雲輕和林煙閣面色凝重，他們看得清兩人的動作，自然也能夠判斷出唐

青羽的實力。 

別看香萬里平常吊兒郎當的，但實力可是獵妖組中排得上名號的高手，能和他用

武技打成平手，而且還有一點佔上風，看來這個復興社五元帥在武技方面真不是

省油的燈。 

看到這裏，兩人忍不住吸了一口涼氣。 

而恰恰就在同時，周圍也有隱約的吸氣聲傳來，雖然混在觀眾的嘈雜聲中，但兩

人還是注意到了。 

顯然也有其他人看清楚了臺上兩人的真正實力。 

對視了一秒，他們幾乎一起將目光看向自己的手腕。 

「探妖儀沒有反應。」沐雲輕悄聲道。但是他清楚，能夠看清楚拳臺上情形的高

手絕對不是普通人。 

「總共有三個，身上都有一些妖氣。」在發覺這些傢伙的同時，林煙閣就已經用

神識鎖定了對方的位置，儘管對方掩飾得很好，還騙過了探妖儀，但依然沒有逃

過他的耳目。 

「阿閣，準備行動了，我們似乎還沒被發現，小心一點！」沐雲輕靠近林煙閣的

耳邊，飛快說了幾句話。 

此時，臺上的兩人仍以無法看清的速度激烈對戰著，腿腳交撞，速度之快就算沐、

林兩人看來也帶有殘影，空氣中似乎隱隱聚了一個又一個的小小旋渦，連續不斷

碰撞，不多時，整個拳擊臺就被巨大的旋風所籠罩。 

高手之間的格鬥其實並不好看，因為雙方都會選擇最有效的攻擊方式，避免任何

浪費體力或能給對方機會的動作，所以就算觀眾能看清楚，也會對比賽大失所望。 

不過幸好，就是因為這看不清楚的比賽狀況，讓觀眾感覺臺上是兩個超級高手在

決一生死，安靜了一段時間的觀眾席再次沸騰起來。 

「嘩！」終於，過了足足有五分鐘，隨著「砰」的一聲巨響，雙方總算分開了，

看清了臺上的狀況後，觀眾忍不住吶喊出聲。 

香萬里靠在護繩上，緩慢但堅定的擦去嘴邊血跡。 

唐青羽仍然保持著防禦的姿勢，卻伸出右手，比了個拇指向下的挑釁手勢。 

 

一個不經意的轉身，正準備跑向會場的劉小邦看到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那是根普通的木棍，豎立在門外不遠的地方，本來沒什麼好奇怪的，但那木棍竟

在夜幕下散發出陣陣妖氣，這可就不尋常了。 



這股妖氣相當強烈，甚至於連棍子上都微微泛出暗黃色的光芒，因此上面刻的花

紋清晰可見。 

劉小邦心下詫異，妖怪身上有妖氣很正常，但物品上附著妖氣就不太妙了，通常

都是那些強大妖怪慣用的法寶兵器，因為沾染了主人的氣息才會附著妖氣。 

另外一種狀況，就是之前聽林煙閣偶然提起的，妖怪用來佈置妖陣的法器也可以

用特殊方式，在一定時間內附著上強烈妖氣，藉以用來維持妖陣的運轉。 

換句話說，要不是附近有什麼強大妖怪出現，就是這東西是佈置妖陣所必須的法

器。 

看了看探妖儀，沒有反應，那就表示附近沒有妖怪。 

「真的是陣法？」劉小邦意識到不妙。這些東西要是阿閣他們佈置的，一定會事

先說好，而徐夕的人根本不可能這麼做，剩下的答案只有一種—— 復興社的妖

怪在搞鬼。 

想到這，他馬上掏出手機，撥了林煙閣的號碼。專業問題還是交給專業人士來搞

定吧！ 

「對不起，您撥打的用戶沒有回應！」 

聽筒中傳來的語音回答讓劉小邦著急不已，「這麼關鍵的時候，阿閣的手機怎麼

關了呢？」阿閣平時行事非常謹慎，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不過此時也顧不了那麼多了，這陣法一定是復興社要用來對付獵妖組的，非得想

個辦法破掉才行。 

「怎麼辦？我根本不會破陣啊……」劉小邦圍著木棍轉了幾圈，神色苦惱。雖然

平常也聽過林煙閣說一些陣法的事，但畢竟不曾有系統的學習，偏偏陣法這東西

又最重理論。 

「不管了，先動手！」壯了壯膽子，他努力回想以前林煙閣提到關於破陣的知識，

「破陣破陣……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陣眼……可是要怎麼找陣眼啊？」 

劉小邦第一次對自己的記性感到懊惱，想了半天，他也只想得出最簡單直接的辦

法—— 破壞木棍。 

這根木棍肯定是陣法的一部分，只要破壞它，即使不能將這個陣法破掉，它的威

力一定也會打折扣。這種事林煙閣說過，還好他還記得。 

不過一般用來佈置陣法的法器上都會附著結界，以防止法器被外來力量損毀，劉

小邦不傻，沒有直接用手去拔，他四下看看，尋找可以用的東西。 

「有什麼東西可以用呢……有了！」劉小邦從地上撿起一塊磚頭，重重的敲在木

棍上。 

在磚頭和木棍接觸的瞬間，一股巨大的力量順著磚頭傳到他手上，彷彿被高壓電

擊中一樣，他的身體當場被震飛出去。 

短暫的失去知覺後，他甩了甩頭，好不容易從地上坐了起來，「靠，頭好暈，我

沒被震到異界去吧？」 

看了看四周的荒野和身後陰森的格鬥場，雖然覺得很有異界的風格，但劉小邦萬

分肯定自己還在南都市。 



倒是從剛才出來之後就一直趴在他肩膀上睡覺的餃子，此時突然浮在了半空中，

睜著惺忪的小眼睛，好像因為自己的美夢被打斷了而感到不滿。 

剛才用來砸木棍的磚頭已經粉碎，好在插在地上的木棍也被砸倒了，原本微微發

光的符號已經黯淡下來。 

「我這也算破了一個陣法了吧？哈哈，不算難嘛，阿閣每次都吹噓破個陣有多危

險，不過就這樣嘛。」劉小邦得意揚揚，卻沒想到自己是因為有赤霞訣和維摩詰

證心咒護身，再加上餃子的靈力起到一定的作用，他才沒被法器破壞時四散的妖

力震傷。 

就在他自滿的同時，附近一個陰暗的角落裏，兩條人影正激烈的交纏在一起，一

個身材肥壯的男人趴在白皙的女體上來回抽動著，一雙祿山之爪在女人的衣服中

遊走。 

突然「嗡」的一聲，肥壯男人覺得自己的腦袋像是被人狠狠敲了一記似的，突如

其來的劇烈疼痛讓他一泄如注。 

「今天是怎麼了？這麼不中用？」身下的女子看著男人，妖媚的問道。 

「糟了，困龍樁被人拔了！老大知道非剁碎我包餃子下油鍋炸不可！」男人低吼

一聲，趕忙把褲子穿上，「唐元帥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魂組的楊元帥整天都陰

沉沉的，這件事要是搞砸了，咱們元帥肯定會把我丟出去，到時可就完了……」 

這困龍樁正是復興社的妖怪事先佈置在格鬥場外的，也就是被劉小邦一磚頭砸倒

的那根木棍。 

陣法本來是人類研究出來的東西，人類和妖怪相比，在許多方面都處於弱勢，於

是有許多高手開發出了各種陣法，作為戰鬥時的輔助。 

如果應用得當，陣法可以讓弱小的人類擁有戰勝強大妖怪的能力，在人類和妖怪

漫長的鬥爭中，很多實力堅強的大妖怪都是敗在人類所佈的陣法下。 

但妖怪的學習能力是很強的，他們很快也學會了陣法的原理，並研發出針對人類

的因應之道。 

這次復興社所使用的困龍陣，就是一個法力通天的大妖怪想出來的，它最大的優

勢就是可以分辨人、妖，只要陣法發動，處在陣中的人類其能力將受到極大限制，

而妖怪的力量則會大幅度提升，發動時必須用四十九個注滿妖力的困龍樁形成陣

法，並且在陣眼的位置以專門的陣符發動。 

而這個肥壯的男妖，就是復興社安排在格鬥場外看守困龍樁的妖怪，此刻困龍樁

被人砸了一根，陣法再也無用，困龍陣雖然效果出眾，但其實只是個低級陣法，

意思就是佈陣簡單，但要破陣也很簡單。 

幸運的劉小邦就在兩名妖怪忙著打野戰的時候，用一塊普通磚頭破了困龍陣的一

角。 

這妖怪知道事情大條了，當下不敢怠慢，立刻和那名女妖一起搜尋破壞者的身影。 

而一磚砸倒木棍的劉小邦想著好事做到底，看看四周還有沒有類似的東西，順便

一起砸倒，畢竟只倒了一根木棍，搞不好陣法還沒破。 

果然，沒走多遠，他又看到一根和剛才一模一樣的木棍，這次他學聰明了，依舊



找了塊磚頭，直接用丟的砸向木棍。 

餃子也像是發現了什麼好玩的東西一樣，在他肩頭又跳又鬧，跟著起鬨，一人一

靈砸得太興奮了，都沒發現劉小邦手腕上的錶警示性閃了兩下。 

肥壯男妖和嫵媚女妖大老遠就發現了這兩個傢伙，悄悄的跟在後面。 

在劉小邦找到第三根困龍樁的時候，女妖終於忍不住了，「大哥，我們怎麼不去

斃了那個小白臉啊，看他一下子就找到三根困龍樁，再這樣下去怎麼得了。」 

那男妖在她屁股上狠很掐了一把，「妳懂什麼？那個小白臉這麼快就找到三根困

龍樁，就表示他是個高手啊！肯定不像這裏的保安，妳隨便用個迷魂術就全暈

了，咱們不清楚他的底細，出去說不定就被宰了。」 

「再說了，」男妖湊到女妖耳邊，悄聲說道：「要是個高手，咱們對上面也好交

代，如果妳告訴元帥，困龍樁被一個無聊的宅男用磚頭砸倒了，他會怎麼樣？」 

女妖聞言，當下打了個冷顫，「還是大哥你聰明！」 

「那當然，我可是個有智慧的妖怪！」肥壯男妖得意的挺起胸膛。 

「不過那小白臉砸了第三根，現在又開始找第四根了……」 

「靠，砸上癮了！妳去試探一下，先用迷魂術試試。」 

劉小邦和餃子眼看又一根木棍倒下，越砸是越上手，第一次破陣就大成功，成就

感多少是有一點。 

不過附近的磚頭已經不太好找了，就在劉小邦專心尋找另外的磚頭，準備再砸掉

一根棍子的時候，警惕性稍強一些的餃子終於發現了不對。 

他一下子飛到劉小邦身後，一雙小手伸出，劃了一個圈，空氣立刻產生一陣波動，

一個半透明的盾狀物平空出現，擋住了漫天灑下的綠色粉末。 

這個背後偷襲的女妖雖然身材火辣，卻是個法力低微的低級妖怪，施展迷魂術還

得借助咒語和藥物，更可憐的是，她妖力微弱到連餃子都沒看清楚，只隱約見到

一個模糊的影子，其手法之差、運氣之低讓躲在角落的肥壯男妖目瞪口呆。 

餃子擋住藥粉之後馬上張大嘴，吐出一個濃縮靈氣彈。 

可能這陣子睡覺睡得比較多的緣故，最近餃子的實力提升不少，靈氣彈雖然比以

前小，但威力反而變大，女妖連慘叫都來不及，就被轟得連渣都不剩，剛剛成形

的妖丹也被餃子一口吞下。 

整個過程不到兩秒，劉小邦剛反應過來，手裏拎著半塊磚頭，看著餃子，「你吃

了什麼？不是告訴你不可以亂吃東西嗎？啊！附近有妖怪，我的探妖儀有反應

了！」 

感覺到探妖儀上的數字，他立刻向指示的方向看去，「Ｅ級，快到Ｄ級了，看來

是個高手。」劉小邦小心的從懷裏摸出赤霞，牢牢握緊。 

肥壯男妖此時早已一身冷汗，餃子秒殺女妖已經夠讓他吃驚了，不料劉小邦沒什

麼動作就直接向他藏身的地方望來，「果然是高手，我的障眼法這麼快就被識破

了，他手裏拿的就是剛才破掉困龍樁的法器吧，怎麼辦？戰還是逃？」 

劉小邦也在困惑，因為自己向探妖儀指示的方向看了半天，除了一個垃圾桶之

外，什麼都沒看見。 



「這東西是不是壞了？不知道有沒有保固期限？」劉小邦對著手腕上的探妖儀敲

了幾下。 

但看到他這個動作的男妖，卻誤以為是什麼厲害法術發動的準備動作。 

「靠，和你拚了，反正沒守住困龍陣，回去元帥那裏也是死路一條！現在陣亡了

還能當個烈妖呢！」想起獸組元帥對待失敗手下的那些手段，他整個人不寒而

慄，抽出一根碩大的鐵棍，抱著必死的決心衝了出去！ 

鐵棍帶著風聲呼嘯著打過來，不禁讓劉小邦大吃一驚，就見原本空無一物的草叢

中竟然跑出了個肥壯的妖怪。 

但意外的是，沒什麼戰鬥經驗的劉小邦卻格外的冷靜。 

要是幾個月前的他，遇到這種場面肯定嚇得束手就擒，但是自修煉了維摩詰證心

咒之後，劉小邦的心性越來越沉著，尤其是在危機出現的時候，腦袋更加冷靜。 

很快的，赤霞訣自然運行起來，這也多虧了沐雲杉對他的訓練，在遇到突如其來

的攻擊時，護體真氣就會直覺反應的開始運行。 

劉小邦沒有躲閃，因為他知道以自己的速度躲閃也沒有用，只會浪費寶貴的時間。 

赤霞訣一發動，小劍模樣的赤霞立刻迎風變大，劍刃閃著光芒，迅捷的往上格擋。 

「鏗！」鐵棍被赤霞硬生生擋在半空，而肥壯男妖的應變速度也很快，馬上收回

鐵棍向劉小邦刺了過來。 

刺？劉小邦雖然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妖怪突然使用沒什麼殺傷力的刺擊，但還是本

能的向後疾退兩步，同時餃子已經張大了口，凝出一個巨大的靈氣彈，向對手射

了過去。 

餃子的靈氣彈威力十足，剛剛才一個乒乓球大小就能秒殺女妖，更何況現在足有

網球般大。 

已經見識過靈氣彈威力的男妖沒能躲開，「轟」的一聲被正面擊中，藍光爆裂，

掀起的煙塵中突地衝出一個猙獰身影。 

那男妖的右半邊身體已經鮮血淋漓，但手裏的鐵棍一扭，原本圓頭的棍端突然彈

出一根約兩尺長且閃著寒光的利刺！ 

劉小邦一楞，閃躲不及被刺了個正著，利刺沒進小腹足有一個指節深。 

他當下吃痛，差點沒喊出聲來，但硬生生的忍住了。 

「來吧！有本事再打你爺爺一下！」男妖大喊一聲，眼神無比瘋狂，說完手上加

力，想將利刺上挑。如果真的挑上去的話，整個腹腔會被劃開一道巨大的傷口，

到時候劉小邦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什麼？」男妖驚咦了一聲，發現手中的鐵棍突然傳來一股力道，將尖刺牢牢固

定住，無法移動半分。 

原來是劉小邦的護體真氣在危機襲來的當下本能護主，全部聚集起來固定住尖

刺。 

在心中默默感謝沐雲杉的魔鬼訓練，在緊急時刻真的保住了他一條小命。巨痛之

下，劉小邦反而清醒萬分，趁著那肥壯男妖分神的短暫瞬間，呼喚赤霞。 

感應到主人的意識，赤霞化作一道光芒，向男妖握著鐵棍的手斬去，男妖來不及



反應，手腕被砍了一道深深的傷口，差點整個斬斷，還好連忙鬆手才保住手腕。 

那根鐵棍失去了抗衡的力道，被劉小邦的護體真氣往外推，「鏗鏘」一聲掉在地

上。 

奇怪的是，男妖不但沒有喊痛，反而大笑起來，「再來！再來！打得爺爺真舒服，

你們是不是沒吃飯？怎麼一點力氣都沒有？」 

此時，見劉小邦受傷的餃子卻暴怒起來，原本小小的身形彷彿漲大許多，一個如

同籃球般大小、閃著致命光芒的靈氣彈直直轟向對方。 

被十倍威力的靈氣彈正面擊中，強大的衝擊波甚至將他轟飛出去，狠狠撞在一棵

樹上，當場將樹幹攔腰撞斷。 

「啊！」男妖發出一聲慘叫，就這麼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解決了？」劉小邦大喘幾口氣，看著倒地的男妖，有些遲疑。 

這妖怪的耐打程度剛才他已經見識過了，以赤霞的鋒利度，他本來有把握一劍將

對方的手砍斷，卻沒想到只是劃了道口子而已。 

捂著傷口，劉小邦打算上前看個究竟，沒想到那妖怪又掙扎著從地上爬了起來，

雙眼一片通紅。 

「你這小子果然有些實力，不過想殺你豬爺爺還早得很！」 

男妖一邊說著，一邊擦去嘴角流下的鮮血，劉小邦突然覺得，眼前的妖怪鼻子似

乎越來越長，兩顆犬齒也開始變異，伸出了嘴唇，長成了兩根大獠牙，他忍不住

揉揉眼睛，卻發現不是自己的錯覺。 

「你以為剛才是給你白打的？」男妖一邊向劉小邦走過來，一邊面目猙獰的說：

「你每打一下，爺爺的力氣就大一點，打足了三下，你豬爺爺我就要變身了！」 

話音剛落，男妖臉上露出了痛苦表情，五官扭曲在一起，看起來更加醜陋，兩根

巨大的獠牙刺破了臉頰，但還在繼續生長，像一對彎刀似的斜斜指向天空。 

傷口上的鮮血順著牙尖滴下，看起來就像殘忍的殺人利器，而他的臉已經看不出

人樣，長鼻正噴著惡臭的白氣。 

這肥壯男妖是一隻豬妖，他雖然好色愚蠢，但既然被胡不歸派來協助蟲組，也不

會是等閒之輩，其他的妖怪是在實力大減之後才會變回原形，但這豬妖卻是在狂

化、身體變回原形後威力大增，而且攻擊力瘋狂無比，因此在復興社內鮮少有人

敢惹他。 

但狂化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遭受三次以上的重創才能發動，這也是為什麼

剛才豬妖毫不畏懼，對劉小邦和餃子的攻擊完全不躲避的原因。 

豬妖的身形如同氣球一般暴漲，身上的衣物紛紛碎裂，就連原本的皮膚也如破布

一般被撕裂開來，換上了厚厚的鬃毛。 

「吼—— 」隨著一聲巨吼，豬妖完成了變形，站在劉小邦身前的，是個身高兩

公尺有餘的巨形身軀，鬃毛倒豎、長嘴鋼牙，彷彿剛從山林中奔出的野豬。 

「今天就讓你嘗嘗豬爺爺我的厲害！」豬妖大吼一聲，右手一招，地上的鐵棍又

回到了他手裏。 

鐵棍轉眼間變成了兩公尺長的巨槍，豬妖握著它橫空一揮，「鏗」一聲，另外一



端也突出了根長長的尖刺，迎面就向劉小邦刺了過來。 

第二章 Ｍ屬性的豬妖（？） 

唐青羽望著重新站起身子的香萬里，伸出舌頭舔了舔唇，神色中難掩興奮，「很

好！很久沒有人讓我感覺如此興奮了。」 

「因為殺人而感覺到興奮嗎？在這個拳擊臺上，已經有很多人命喪你手，今天我

就要為這一連串事件劃下句點！」香萬里難得一臉嚴肅。 

「哼哼，我殺的人有幾個是乾淨的？這裏是什麼地方你又不是不清楚，怨只怨他

們自己實力不夠強。」 

「沒有人有權力隨意剝奪他人的生命，即便他們是惡人！」 

聞言，唐青羽仰頭大笑。「哈哈，這是我最近聽過最好笑的笑話了。那麼你又是

什麼人？有什麼資格說這些話？看你的身手，應該有不少妖怪死在你手中吧？」 

「人類就算再惡，也是有限制的，法律和國家規範著人類，但你們妖怪不受約束，

憑著喜好濫殺無辜，普通人沒有能力來制裁你們，所以，我們才有了存在的意

義！」香萬里正色反駁。 

「用人類的價值觀來限制妖怪嗎？可笑，妖怪憑什麼要遵守人類的規則？」唐青

羽冷笑。 

香萬里挑眉，露出了他招牌的痞子笑容，「不為什麼，就為你們生活在人類中間，

客不壓主的規矩總該懂吧？不然很沒教養哦。」 

「廢話少說！誰是主誰是客還不一定呢！用實力說話吧！」見他這副不正經的樣

子，唐青羽擰起眉頭，不待他回答，身形一閃就向對手攻去。 

對於迎面而來的攻擊，向來仗著身法靈活，不給對手機會的香萬里意外的沒有躲

閃，他左手呈掌放在腰側，右手橫在身前，一推一扳，竟以一個奇怪的角度格住

了唐青羽的攻擊！ 

就在碰觸的瞬間，唐青羽感覺自己的力道像是沉入大海中，對方看似緩慢無力的

動作，卻吸收了他所有的攻擊力道。 

突然，香萬里收在腰側的左手做了個奇怪的動作，雙手上下交會，一股無形的力

量將唐青羽推了出去，仍然緩慢的如同綿花一般，卻讓他胸口一陣氣悶。 

「這是……」皺眉再次攻向前，唐青羽一個側踢直擊對手太陽穴。 

但香萬里依然是同樣的動作，雙手交會旋轉，他的攻擊就失去了著力點，似乎勁

力未發出就被封鎖，反衝回自己身上一樣，胸悶感讓他喉頭一甜，一口鮮血湧上，

連忙順著對方的力道翻身後躍。 

唐青羽站穩身體，嚥下即將出口的鮮血，看向維持著那奇妙姿勢的香萬里。「千

柔手，你是間流傳人！」 

「不愧是復興社五元帥，好眼力。」香萬里微笑，腳下一蹬，搶上前去，雙手劃

圓，道道勁氣如同千萬隻手一般纏上唐青雨的手臂。 

力道雖然柔軟，但卻無法抗拒，唐青羽只覺得自己的手臂要被對方扭過去一般，

響起了「喀喀」聲。 

知道不妙，他當下再度順著力道方向翻身，長腿一個迅猛踢擊發出，刮起的勁風



破解了纏上身的柔勁，這才得以脫身。 

間流可說是人類最古老的武術流派，以氣勁的運用為主，而其中的千柔手更是獨

門祕技，號稱近身戰最強武術，只是近年來人類修行者著重氣與神，體術方面的

發展大不如前，如今的間流武術傳人可以說是少之又少，會千柔手的高手更是幾

百年來都沒有一個。 

唐青羽擅長格鬥，千年的歲月中也有幾次碰上間流傳人，對千柔手的威力自然知

之甚詳，一見香萬里使出這失傳已久的祕技，他心中震驚之餘也開始遲疑。 

這次比賽之前，胡不歸就告訴過他，獸組將會在場地四周佈下困龍陣，要他在沒

有必勝把握的時候立刻啟動。 

唐青羽心高氣傲，在復興社內部是出了名的，雖然殺人的手段頗為殘忍，性子也

有些陰狠，但行事卻光明磊落，即便是與人敵對，也絕不願意在背後耍手段，因

此今晚之前，兩人還起了點小爭執。 

但胡不歸只用了一句話就將他說服—— 這不是私人決鬥，而是關係到組織利益

的事情。 

知道對手是間流傳人，而且還是會使用千柔手的高手，他已經沒有必勝把握了，

只是他雖然想光明正大一分高下，卻又想起胡不歸的話，心中陷入天人交戰。 

看出了自家元帥的想法，場邊的蠍子緊張萬分，雖然他不認得間流千柔手的威

力，但也看出自香萬里使出那奇怪的手勢之後，唐青羽的狀況就有些落居下風。 

若要啟動困龍陣就得趁現在，但是唐青羽並沒有發出暗號。 

蠍子正在猶豫，是否要不顧自家元帥的想法，先發動困龍陣再說的時候，一個平

板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 

「現在正是發動陣法的好時機。」 

說話的人是個身高一百九十公分的大漢，他穿著一件黑色風衣，戴著黑色毛線帽

和墨鏡，全身上下包得嚴嚴實實，不過裸露在外的皮膚卻是紅色。 

此人正是魂組四鬼使中的魑妖，在四人中實力最強，年紀也最長。 

就在他說話的同時，另三妖也來到蠍子身邊。其中魍魎二妖看起來像是對雙胞胎

兄弟，身材瘦小，臉部灰濛濛的一片，就算靠得再近也看不清他們的面孔。 

魅妖最小，外表看起來像只有十五、六歲的少女，一直緊跟在魑妖身後，一言不

發，手中拿著 PSP，認真的打電動，似乎場內的一切都和她沒有關係。 

「但元帥還沒有指示下來……」蠍子仍在遲疑。 

「再等下去就會錯失良機，唐元帥的脾氣你我都清楚，要是他怪罪下來，你就說

是我們四鬼使擅自發動的不就得了。」 

魑妖語氣有些嘲諷，蠍子聽了心頭一陣不快，想反駁，但自己實力又不及對方，

只好硬生生將話嚥了回去。 

就在這時，魍妖說話了，「老大，有獵妖組的人過來了。」 

「再不動手就來不及了。」魑妖連忙轉向蠍子催促道。 

蠍子也知道現在情況緊急，再也顧不得唐青羽還沒打出暗號，連忙從口袋中拿出

陣符，唸了幾句咒語，陣符無火自燃，紅光一閃，連灰燼都沒有留下。 



他見狀大驚，「失敗了！怎麼可能？！」 

陣符是三元帥胡不歸親手畫的，整個陣式也是他親自盯著屬下佈好的，絕不可能

出錯，那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 

「難道是困龍樁被破壞了？」那個兔妖豐乳肥臀，但實力一般，不過豬妖也算是

個強悍角色，在獸組的年輕妖怪中稱得上是高手，但那傢伙好色又粗心，說不定

真的搞砸了。 

「困龍陣發動失敗了？」魑妖皺眉，也意識到了不對，這困龍陣是今晚計劃的關

鍵，竟然在這個緊要關頭出錯。 

想著，就要離開會場到外頭看個究竟，但魍魎二妖搶先一步跨了出去，正好擋在

迎面走來的兩人前方。 

「喲，好久不見。」沐雲輕向蠍子抬起了手，招呼一聲，露出了不懷好意的笑容。 

一旁的林煙閣也推了推眼鏡，眼中閃過銳利的光芒，「真是巧啊，謝先生，竟然

在這裏遇到你。」 

 

見到迎面刺來一根閃著奪命寒光的長刺，劉小邦情急之下顧不得身上的傷口，連

忙向後一躍。 

豬妖這一刺沒得手，鐵棍一掄，又當頭砸下，劉小邦施展起夢幻泡影身法連忙飛

退，那鐵棍一砸到地面，立刻激起一陣碎石飛沙，煙塵四漫，嗆得他看不清楚四

周。 

「臭小子，站著吃你豬爺爺一棍！」豬妖再大喝一聲，長棍挑起，又向剛剛站定

的劉小邦刺來，天生靈敏的嗅覺讓他不必靠眼睛也能分辨對手的位置。 

這豬妖的兵器既可以當成棍，又能當槍，攻擊範圍極大，方法又多，加上被激起

了血性，蠻橫的性子和力量發揮得無與倫比，一輪猛攻就把還是菜鳥的劉小邦打

得連忙竄逃。 

鐵棍幾次砸來，已經把地面砸得坑坑洞洞，就連巨石都能被一棍打碎，足可見豬

妖的力量有多大。 

劉小邦不敢輕易用赤霞劍去格擋，以他的力氣，搞不好連赤霞都會被撞飛，無奈

之下只能不斷向後退去，但躲避間不知不覺已經退到牆角，再也沒有後路了，「糟

糕！」 

豬妖咧開大嘴，大笑起來，「小子！受死吧，來世投胎做人，記得不要再得罪你

豬爺爺！」說完鐵棍一掄，呼嘯著向劉小邦橫掃而去。 

「媽啊！」著急之下，劉小邦將全身真氣聚集在腳下，一發力，硬生生原地躍起，

足足有三個人高，這要是去參加田徑賽，肯定能破跳高項目的世界紀錄。 

就在他驚愕於自己的意外發現時，豬妖的鐵棍砸中了牆面，「轟」的一聲，混凝

土的牆壁被直接砸穿。 

劉小邦雙足一點，穩穩落在棍子上，驚魂未定的捂著胸口，只是還沒等他喘口氣，

豬妖雙手用力一轉，手中鐵棍發出「嗚嗚」的聲響並且旋轉起來。 

劉小邦站立不穩，但有了剛才的經驗，也不再那麼手忙腳亂，腳尖輕點棍身，掌



中赤霞劍一送，就向豬妖刺去。 

豬妖畢竟是戰場老手，劉小邦的攻擊他根本不看在眼裏，鐵棍一挑，撞偏了赤霞

劍，尖刺正好對準半空中的劉小邦，挾著厲厲風聲刺向他。 

神通如果修煉到一定程度就能御氣懸空，但是劉小邦現在的功力還做不到這一

點，而且夢幻泡影身法再高超，也需要有借力點才能施展，此時的劉小邦如同半

空中的靶子一般，情急之下，施展起許久沒用的青巫境，但才佈置了一層，豬妖

的長棍就到面前了。 

青巫境被一擊打碎，劉小邦直覺反應豎起手臂攔在身側，護體真氣聚集，形成一

股防護，鐵棍撞擊上去，發出「轟」的巨響，強勁力道將他整個人擊飛，如同斷

線的風箏一樣，遠遠飄落倒地。 

「呃……咳、咳！」雖然有真氣相護，但劉小邦的右手臂還是骨折了，剛用真氣

封住的腹部傷口也開始流血，全身上下痛苦難當。 

若是先前的劉小邦，恐怕早就倒在地上呻吟不已，但他還是搖搖晃晃的站了起

來，赤霞訣再次運行，真氣護住傷處，勉強止了血，先前被撞飛的赤霞劍也回到

他身周盤旋。 

「你這小子還有些膽量。」豬妖見志在必得的一擊沒有殺掉他，怒吼一聲，一對

雪白的獠牙突然開始變紅，如同鮮血一般，隨後，一股暗紅色的火焰自獠牙根部

盤旋環繞，隨即佈滿了整根。 

他雙眼凶光四射，鬃毛根根倒豎，四肢著地，長長的獠牙斜指向天空，尖端鋒利

無比，像兩把燃著火焰的彎刀，豬鼻不斷噴出白氣，完全變成了獸形。 

豬妖晃了晃碩大的腦袋，長長的獠牙上，火焰迎風而長，越來越旺盛。 

「又變身！」見到豬妖變異，劉小邦心中暗叫不妙，剛才他第一次變身，實力增

加了好幾倍不止，現在見他的獠牙起火，更加不敢大意，赤霞劍光芒大放，劍尖

指向豬妖，進入了備戰狀態。 

豬妖顯然不想給劉小邦準備迎戰的時間，一變身完畢就直衝過來。 

夢幻泡影身法施展開，但饒是他身形迅捷，二度變身的豬妖速度也極快，因此只

能勉強躲過。 

豬妖的獠牙沒有擊中劉小邦，卻戳在他身後的牆上，那水泥牆被獠牙擦過之後，

居然如同木頭一樣燃燒起來，片刻之後，整面牆就成了灰燼。 

「靠！這不會是傳說中的三昧真火吧，連水泥都燒得動！」劉小邦愕然，暗道好

在自己沒有碰到，不然肯定被火化。 

豬妖頭一甩，又向他衝來，劉小邦驚愕之餘有些分神，險些被刺個正著，雖然勉

強避開，獠牙還是碰到了他的上衣，幾乎是在一瞬間，衣服就迅速燃燒起來。 

劉小邦連忙在地上滾了兩下，狼狽的脫掉上衣。儘管如此，左手臂還是被燒傷了

一塊，焦臭味傳到鼻尖，讓他幾欲作嘔。 

豬妖得意的大笑兩聲，獠牙上的火焰也隨著猛跳了幾下，「知道你豬爺爺的厲害

了吧？」 

「別得意得太早！」一直被人壓著打，劉小邦的脾氣也上來了，不過他知道，現



在最重要的就是冷靜。 

在力量上，他處在絕對下風，而且豬妖的獠牙還有火焰的威力，正面硬拚肯定不

是對手。但是相對於豬妖龐大的身軀，他的動作靈活很多，加上夢幻泡影身法的

幫助，只要集中精神，豬妖想殺掉自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必須利用這個優勢拖延時間，找出豬妖的弱點，將他一擊殺死。 

豬妖又攻了過來，餃子似乎也很懼怕豬妖獠牙上的火焰，只好緊緊趴在劉小邦肩

上，跟著他一起躲閃。 

劉小邦施展起夢幻泡影身法，操縱赤霞劍，不斷尋找機會。 

此時豬妖的弱點究竟在哪裏呢？他仔細觀察著，很快就發現了一個規律—— 豬

妖每次攻擊之後，都會下意識用雙手護住後腦。 

就是那裏！ 

劉小邦心中有數，動作更加小心，神情也無比專注，甚至沒有發現自己的夢幻泡

影身法在對戰中變得更加熟練，速度也越來越快。 

豬妖感覺有些奇怪，眼前這個人類像猴子一樣竄來竄去，開始的時候還有些遲

緩，被自己傷了兩次，但後來卻越打越快，猛攻了半天居然沒能再碰到他，倒是

周圍的牆壁樹木，被自己的獠牙撞得火光四起，已經燒得面目全非。 

有些慌亂的豬妖終於露出了破綻，劉小邦看準機會，蓄勢待發的赤霞劍光華一

閃，如同雷電一般襲向豬妖後腦！ 

「去死吧！」劉小邦興奮的大喊，終於可以解決掉這個怪物了。 

卻不料「鏗」的一聲脆響響起，如同金屬碰撞的聲音讓他看傻了眼，甚至還覺得

自己看到了濺起的火花！ 

豬妖回過頭來，嘿嘿一笑，「你以為這樣程度的攻擊就能傷到你豬爺爺？太天真

了！」 

「居然沒事？」雖說野豬皮厚，但這根本就是鋼板吧？連赤霞劍都砍不動。 

劉小邦心中哀嚎著，一時間毫無辦法，只好再次跟豬妖玩起你追我跑，只是他雖

然經過沐雲杉的魔鬼訓練，體力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畢竟還是人，體力終

究比不上妖怪。 

豬妖的力量似乎無窮無盡，而且爆發力十足，劉小邦雖然不斷靠夢幻泡影身法閃

避，速度還是開始慢了下來，好幾次都被豬妖的獠牙擦過，身上衣服已經燒得破

破爛爛，裸露的上身也有好幾處燒傷。 

「小子，還不乖乖停下來受死！」豬妖怒吼著連續發出幾次猛攻。 

「真是豬腦袋，誰會站著讓你打啊！」劉小邦左閃右躲，但所剩不多的體力讓他

怎麼也逃不開豬妖的攻擊範圍。 

突然，他腳下一個踉蹌，膝蓋一軟，差點跪了下來，燃著烈火的獠牙立刻攻到近

前。 

「不好！」劉小邦大驚失色，迅速往旁邊滾，避開了致命傷，但豬妖的獠牙雖然

沒有直接戳到他，可龐大的身軀還是狠狠的撞在他身上。 

劉小邦面色慘白，一口鮮血噴出，正好灑在餃子身上。 



豬妖見一擊得手，仰天大笑，但笑聲剛剛出口，就硬生生吞了回去，因為劉小邦

身邊的餃子突然變得異常嚇人。 

接觸到劉小邦的血之後，餃子彷彿瞬間遭受了什麼重大的打擊一樣，不停扭動著

小小身軀，看起來相當痛苦，整個身體從靈體特有的半透明模樣逐漸變深，並且

暗暗發紅。 

沒多久，就如同黑夜中一團鮮紅的火焰一般，整個身體妖異的散發著紅光。 

豬妖看到眼前的情景也吃了一驚，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獸類的本能讓他感覺

到異樣的危機，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獠牙一抖就向餃子刺去。 

他運轉妖氣，將火焰凝聚在獠牙尖端，就如同燒紅的鐵棍在暗夜中發著紅光，要

是真被刺中，就算是強大的靈妖也會受到重創，更何況面前這個不起眼的小小靈

體。 

「轟」的一聲巨響，獠牙撞上了餃子，但他身前浮現出一個瑩白色的光盾，豬妖

的攻擊竟然無法觸及他半分。 

「吼吼吼！」眼見獠牙刺擊無法奏效，豬妖發了狠，前蹄在地面上猛踏幾下，就

這麼頂著餃子，朝前方的水泥牆衝去。 

「砰！」水泥牆被卯足全力衝刺的豬妖撞塌，掀起漫天煙塵。 

「餃子！」劉小邦駭然失色，連忙想上前一探究竟，但前幾次攻擊中受的傷讓他

痛苦難當，無力站起，只看見煙塵中，豬妖退了回來，卻不見餃子的身影。 

他哼哼兩聲，顯然對自己攻擊的威力很滿意，又將目標轉向劉小邦，雙蹄刨地，

發瘋一般猛衝過來。 

劉小邦雖身負重傷，若想閃避還是可以躲過，誰知他卻不閃不避，豬妖都衝到近

前了，卻連點防禦姿勢都沒有。 

「嘿嘿，受死吧！」豬妖沒心思細想劉小邦不尋常的舉動，興奮的大吼一聲，加

快了衝刺的速度。 

就在這時，身後傳來尖銳的破空聲，直覺不對的豬妖下意識回身一看，就見一桿

約一公尺多長的瑩白長槍朝他射來，所到之處刮起道道勁風，力道之強可見一斑。 

「什麼！」豬妖嚇了一跳，連忙往旁邊閃去，但長槍速度快捷無比，還是刺中了

他的臀部。 

他大叫一聲，一個打滾再次站了起來，這才看清偷襲自己的竟然是餃子！ 

餃子不知什麼時候從豬妖衝刺的狀況下逃脫，飛竄到他身後，一見劉小邦有難，

全身靈力竟然凝出了一桿長槍，向豬妖擲了過去。 

長槍雖然擊中目標，但畢竟不是要害，豬妖皮粗肉厚，這一擊並沒有對他造成傷

害，但就這麼一個空檔，劉小邦已經運起赤霞訣，赤霞劍收到主人命令，閃電般

射了出去，直指豬妖左眼！ 

才剛回神的豬妖閃避不及，左眼被赤霞劍刺得鮮血淋漓，龐大的身軀因為劇痛而

蜷縮成一團。 

餃子的攻擊再次襲來，小嘴對準了豬妖丹田，一個靈氣彈發出，藍光一閃，豬妖

連慘叫的機會都沒有，就被轟得連渣都不剩，妖丹化作白光飛入煉妖囊內。 



劉小邦大喘幾口氣，心想這下總沒問題了吧？ 

他轉頭正想誇讚餃子幾句，突然臉色大變，餃子此刻的身影居然變得越來越透

明，甚至都可以透過他看到後面模糊的景色，而且手中的靈氣長槍也不見了。 

「糟糕！耗費太多力量了。」餃子是為了救他才將全部力量一次用完，看著越來

越黯淡的小小身體，劉小邦急得滿頭汗。 

「對了，餃子，快到煉妖囊裏來！」突然想起什麼，他連忙將煉妖囊從懷裏掏出，

解開繩子，對著餃子大喊。 

餃子勉強向煉妖囊飛來，鑽進了裏面。 

劉小邦這才放心許多，從之前的經驗看來，餃子在煉妖囊內應該可以迅速恢復元

氣。 

靠在牆邊深深喘了口氣，他從懷中掏出沐雲杉特製的靈藥療傷，沒過多久，身上

的傷口就漸漸癒合。 

雖然疲倦不堪，傷處也還在隱隱作痛，但劉小邦心中卻湧起一股成就感—— 自

己總算也解決掉一個Ｄ級妖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