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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鬼故在講甚麼Chapter1：鬼故在講甚麼

在上一節之中，筆者跟各位讀者分享了古今不少鬼故事，從

而指出作家們的寫作目的不一樣。現存的鬼故事作品寫作動機多

元化，可見「鬼」的書寫背後有着深刻文化價值。如果說一般人

所認識的鬼故事就只是用來嚇唬人，鬼故事絕非這樣獨沽一味啊！

那麼，為甚麼一般人對鬼故事有如此印象呢？如果鬼故事不

只有嚇唬人之效，當讀者在閱讀的時候，鬼故事能夠或應該產生

怎樣的閱讀反應呢？筆者會在這一節之中，從鬼故事的篇幅長短

入手，去為各位讀者作出解說。

篇幅長，考慮多 ?!

請各位讀者試想一想，你在閱讀一本長篇恐怖小說，它有可

能由第一章嚇到你最後一章嗎？就以筆者隨便在書房拿到的小說

《午夜的教 X 大樓》為例，全書就有七章共二百九十頁。如果你

是一位作家，你相信你有能力在每一章節每一頁，都寫得出嚇人

的情節嗎？或許，讀者未聽過小說寫作有甚麼需要的細節，就讓

筆者分享一下研究小說的專家怎麼講。

在被譽為現代小說寫作技巧聖經的《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中， 作 者 佛 斯 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曾在〈第一章 緒論〉裏提到此書命名為「面面觀」

（Aspects）之背後意思：

至於我選擇「面面觀」這個詞作為講座之名，是至於我選擇「面面觀」這個詞作為講座之名，是
因為它既籠統也缺乏科學的精確，給我們最大的因為它既籠統也缺乏科學的精確，給我們最大的

自由，它代表我們觀看小說的不同方式，及小說自由，它代表我們觀看小說的不同方式，及小說
家能夠從不同角度看自己的作品。至於我所要討家能夠從不同角度看自己的作品。至於我所要討
論的「面」，一共包含七個：故事、人物、情節、論的「面」，一共包含七個：故事、人物、情節、
幻想、預言、圖式和節奏。幻想、預言、圖式和節奏。11

佛斯特指出了小說具故事、人物、情節、幻想、預言、圖式

和節奏七個面向，他並沒有故意吹噓小說寫作的難度。

另 一 位 研 究 小 說 的 法 國 學 者 瓦 萊 特（Bernard Valette，

1948-）在其《小說：文學分析的現代方法與技巧》（Le  roman）

一書中，就點出了小說寫作的多個重點，包括章節劃分、時間

性、外部空間的描寫、人物及肖像的描寫、作者論述、敘事和修

辭 2。盧卡奇（Georg Lukacs，1885-1971）在其《小說理論》（De  

Theorie  Des  Romans）中亦指出小說的成份包括人物對完美的烏

托邦的懷念、一種感到自己和自己的願望就是唯一眞實的懷舊病、

只以自己事實上的存在，和純粹的連續能力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的

存在，以及決定形式的意圖 3。呃……明不明白盧卡奇說甚麼不是

重點……筆者只是想表達，由此可見要寫一部長篇的恐怖作品，

這絕不是一個「嚇」字就足夠。

讓我們再一次回到第一章第一節中，曾提及過的美國哲學家

卡羅爾之說法。在第一節的尾聲，筆者曾賣關子，指出之後會再

談談他對長篇恐怖故事寫作手法之分析。在他那本《恐怖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Horror）一書中，有一章以〈為何恐怖？〉

（Why  horror?）為題，對閱讀恐怖故事之心理進行研究。在該章

篇幅長短有影響：

看看香港現代的鬼故事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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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中，他藉長篇恐怖故事的分析，對恐怖故事吸引人之處作出了

深入的闡釋。批判性地指出現存說法（包括「宇宙性恐懼」、「刺

激感覺的追求」、「仰慕魔鬼」及「實現願望」的心理）的不足後，

卡羅爾提出了他自己的想法。

卡羅爾認為現有的、有關恐怖故事吸引人之處的說法不卡羅爾認為現有的、有關恐怖故事吸引人之處的說法不

夠全面，每種說法只能夠解釋某類型作品而非全部。因此，夠全面，每種說法只能夠解釋某類型作品而非全部。因此，

現存理論不足以點出恐怖故事吸引人之原因。例如，不是所現存理論不足以點出恐怖故事吸引人之原因。例如，不是所

有的恐怖故事均有着引起宗教敬畏感或富有魅力的怪物角有的恐怖故事均有着引起宗教敬畏感或富有魅力的怪物角

色。也許，《德古拉》中的吸血鬼是富有魅力的，但是《大色。也許，《德古拉》中的吸血鬼是富有魅力的，但是《大

白鯊》（白鯊》（JawsJaws，，19741974）中的鯊魚、《橫衝直撞的螃蟹》（）中的鯊魚、《橫衝直撞的螃蟹》（CrabsCrabs  

onon  thethe  RampageRampage，，19811981）中的螃蟹和《羊》（）中的螃蟹和《羊》（SheepSheep，，19941994）中）中

的羊呢？難道牠們亦如古堡裏的吸血伯爵一樣，又聰明又文的羊呢？難道牠們亦如古堡裏的吸血伯爵一樣，又聰明又文

質彬彬，是一位身姿典雅的紳士嗎？質彬彬，是一位身姿典雅的紳士嗎？

另外，對於追求刺激感覺的說法，這或許是對的，可是另外，對於追求刺激感覺的說法，這或許是對的，可是

此說卻未有點明恐怖故事特別之處。這是因為任何故事或都此說卻未有點明恐怖故事特別之處。這是因為任何故事或都

會有令人感到緊張、牽動人情緒的地方。例如，科幻故事、會有令人感到緊張、牽動人情緒的地方。例如，科幻故事、

偵探小說、武俠小說等。刺激感覺不一定要來自恐怖故事呢！偵探小說、武俠小說等。刺激感覺不一定要來自恐怖故事呢！

卡羅爾以分析恐怖故事的敘事結構入手，指出不少恐怖故事

的敘事結構都非常一致。它們的敘事結構大約都是圍繞着驗證、

揭曉、發現及確認一些不可能或有違現有概念的東西存在 4。據他

的分析，好奇心的滿足—尤其是對未知之事的發現—可謂讀

小 補 充

者喜愛恐怖故事的一大動機 5。恐怖角色的未可知就在這裏發揮作

用。恐怖角色的描寫越是精彩而富魅力，讀者就越是對它感好奇；

當揭曉及確認它的未可知時，讀者就越是感到着迷。

簡而言之，「好奇 + 着迷」的結合就是卡羅爾對於恐怖故事

因何能夠令人着迷之解說。他認為恐怖故事之所以令人着迷，一

方面是基於其故事的敘事結構，它們能先喚起讀者的好奇心，然

後層層地揭開迷霧令其滿足；另一方面是基於恐怖角色的設定，

角色的強大、可怕及未可知令讀者感到着迷 6。所以說，如果你要

成為一位恐怖故事作家，若要寫一部出色的作品，光靠一個「嚇」

字是不足夠的！

篇幅短，靠口傳？！

以往筆者面對困境時，老爸有一句口頭禪：「窮則變，變則

通嘛！」長大了才知道，這句話來自《易經．繫辭下》。全句為「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意思大致上指，事物總會發展到窮

盡之勢時，到了那個時候，前路不通了，那就必須求變化。現代

人講「轉型」講得多了，箇中原理不也是一樣嗎？不過，各位讀

者或許不知道，鬼故事也曾有轉型的時候。當然，鬼故事的演變

不致於走到山窮水盡之勢。不過，據現代的學者研究所得，現代

的鬼故事（尤其是短篇的、藉口耳相傳流通的鬼故事）確實跟以

往的鬼故事有很大的分別，儼如一種新的文化一樣。

在講學術分析之前，筆者請大家翻去下一頁，也問一問大家，

你們有沒有見過類似的大學活動海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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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人類學學者林舟研究所得，香港的鬼故事文化甚有特色。

過去鬼故事多數是由成人告訴其下一代的 7。在這些鬼故事中，往

往或隱含了教育的意味。例如，林舟在分析〈牛尾湯〉的故事時，

就指出故事暗喻好學生不應在求學階段談戀愛和進行性行為 8。林

舟的研究雖屬人類學範疇，但是亦符合文學的研究所得。

我們不難發現在不少古典的鬼故事中，作者都有諷喻警世或

述說智慧之目的。筆者在第二節中亦曾提及過《莊子．至樂》篇

的鬼故事。其實，相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枕中記》、《霍

小玉傳》、《南柯太守傳》都是一些好例子。有趣的是，林舟進

一步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情況開始改變。鬼故事的流

傳和講述盛行於年輕人之間，儼如一種獨特的青年文化。例如，

在大學迎新營中，高年級學生講述校內的鬼故事去嚇新生乃司空

見慣之事 9。

各位讀者可能會問，這樣的鬼故事、這種講鬼的文化到底有

甚麼意義？

按林舟的說法，這種講鬼的文化背後有「娛樂」的意味。可

是，這種「娛樂」不是卡羅爾說的那種刺激感之追求。這種「娛樂」

不是來自「聽眾／讀者」那一方，而是來自「講者／作者」那一方。

簡單而言，這是一種「講者／作者」的「娛樂」。「講者／作者」

以嚇人作為講述鬼故事之目的，並以見到「聽眾／讀者」表現出

驚恐的反應為樂 10。

由此可見，如果讀者們有興趣去創作一些以嚇倒他人為目標

的鬼故事，二戰之後的香港短篇鬼故事是非常好的研習對象呢！

不瞞各位讀者，筆者正是曾經特意收集並仔細研習過這些鬼

故事。近幾年筆者一直在研究以嚇倒他人為目標的鬼故事，因而

特意收集了一些出於香港作家之手的短篇恐怖故事。研究過後，

筆者提出了「恐懼蔓延」的說法，以總括香港短篇鬼故事的敘事

方式。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了不同來源、不同作者的故事均有

一些共有的元素，例如貼近日常生活的故事背景、容易代入其中

的故事主人翁、沒有天馬行空的恐怖角色，再加上以未完之事作

為故事結局。為甚麼以嚇倒他人為目標的鬼故事會有這樣的敘事

方式呢？原來我們可以借用心理學的理論說明白。

被譽為格式塔心理學之父的庫爾特．考夫卡（Kurt Koffka，

1886-1941）有一套名為「行為環境—地理環境」的理論。他在

其《格式塔心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中，

就曾以一個故事生動地說明「行為環境」及「地理環境」的關係。

在一個冬日的傍晚，於風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騎馬來在一個冬日的傍晚，於風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騎馬來

到一家客棧。他在鋪天蓋地的大雪中奔馳了數小時，大雪覆到一家客棧。他在鋪天蓋地的大雪中奔馳了數小時，大雪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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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了一切道路和路標，終於找到這樣一個安身之處而使他格蓋了一切道路和路標，終於找到這樣一個安身之處而使他格

外高興。店主詫異地到門口迎接這位陌生人，並問客從何來。外高興。店主詫異地到門口迎接這位陌生人，並問客從何來。

男子直指客棧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種驚恐的語調說：「你男子直指客棧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種驚恐的語調說：「你

是否知道你已經騎馬穿過了康斯坦斯湖？」聞及此事，男子是否知道你已經騎馬穿過了康斯坦斯湖？」聞及此事，男子

當即倒斃在店主腳下。當即倒斃在店主腳下。1111

在 他 提 出 的 理 論 中， 考 夫 卡 將 環 境 分 為「 地 理 環 境 」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和「 行 為 環 境 」（Behavioral 

Environment）兩類。「地理環境」是現實的實際存在的環境；「行

為環境」就是一個人心目中或臆想中的環境。他認為人的行為主

要是受「行為環境」約制和調節，「行為環境」是直接經驗的一

部分，是意識的一部分 12。

在考夫卡講述的故事中，騎馬男子的「地理環境」其實是結

冰的康斯坦斯湖；可是，由於人的決定主要是受「行為環境」的

影響，因此男子之所以有大雪中奔馳的行為，是出於他的「行為

環境」中只意識到他奔馳的路是一個被大雪覆蓋的平原。當有人

向他描述他實際的「地理環境」並非一片陸地，而是康斯坦斯湖

湖面的薄冰 13。他當下意識到一種新的、完全不同的「行為環境」；

如果他早得知這資料，他的行為會斷然不同，不會做此危險之事。

意識到實際的「地理環境」遠比他心目中的「行為環境」危險為

他帶來衝擊，這個衝擊令他感到驚恐不已，當即嚇死倒斃。

將故事背景寫得貼近日常生活的環境，又將故事主人翁設定

為容易代入其中的角色，香港短篇鬼故事的寫作，就是要在讀者

們心裏產生奔馳雪原那男子的感受。本來，愛漂亮的你在上廁所

之後很喜歡照鏡子的，照很久也不願離開。可是，在黃昏的時候，

你閱讀了一個有關鏡子的鬼故事。故事裏，主人翁在照鏡時，忽

然驚覺鏡子裏的倒影與自己的動作並不協調。主人翁嘗試不動聲

色地離開廁所。可是，赫然發現門打不開。在廁所的燈光變得忽

明忽暗的同時，主人翁見到鏡裏的自己笑了……你原本上廁所就

是上廁所，照鏡子就是照鏡子，「陰森恐怖」四字是從來都不會

出現在你和鏡子之間的。

閱畢這個鬼故事之後，你夜晚上廁所時都不敢多望鏡子一眼

了，惟恐發現鏡子裏的倒影與自己並不一樣。寫得貼近日常生活

的環境，那是因為如果故事裏的環境是讀者平時生活裏接觸不到

的，故事就難以引發「原來我日常生活的環境中，竟有這樣靈異

之事」的恐懼感。

借用考夫卡提出的「行為環境—地理環境」概念，香港短

篇鬼故事經常以日常生活的場景作故事發生之背景，這是藉由衝

擊和改變讀者的「行為環境」，告知讀者「地理環境」其實具有

未可知的恐怖存在，繼而引發恐懼的感覺。正如考夫卡講述的故

事一樣，一般人生活的時候多數受唯物主義所影響，超自然的事

物不會出現在「行為環境」中。上廁所的時候聽到門外有聲音，

一般只會想到有同事或同學在外面，而不會先想到有鬼。在圖書

館遇上找報紙的陌生人時，一般都不會懷疑對方是否真的是人。

唯物主義框架是一般人常態的「行為環境」，香港短篇鬼故事正

是要透過故事告訴讀者，實際的「地理環境」不是這樣。故事告

訴讀者們，超自然的、具有未可知性的恐怖角色就存在於讀者的

日常生活之中，只是平常的「行為環境」未有顧及它們的存在。

另外，為了令讀者們感到更大的恐懼─將閱讀故事的恐懼

感蔓延到日常生活裏去，香港短篇鬼故事還有幾個常見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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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故事中不能夠出現過於天馬行空的恐怖角色。如果恐怖

角色太過天馬行空，讀者們或許會在閱讀時感到恐懼，

但閱讀後根本不會相信在現實裏有可能遇上這些角色。

讀者由故事產生的恐懼就不可能蔓延到日常生活中。

你有沒有一刻曾經試過，在現實生活中害怕自己會遇上以下你有沒有一刻曾經試過，在現實生活中害怕自己會遇上以下

的恐怖角色呢？的恐怖角色呢？

筆者可以跟你打個賭。如果你以上面的恐怖角色排一個筆者可以跟你打個賭。如果你以上面的恐怖角色排一個

「最不可能存在」的次序，它的結果一定與你「最害怕遇上」「最不可能存在」的次序，它的結果一定與你「最害怕遇上」

的次序成反比呢！的次序成反比呢！

問

考 考 你

二、故事中的主人翁通常都是長着一副「大眾臉」。筆者這

裏指的「大眾臉」，是指角色沒有太大的獨特性，人物

設定非常普通。這樣令讀者在閱讀時更容易代入其中，

感對方所感；也能令讀者感到故事中所發生的事，其實

可能發生在一般人（包括自己）的身上。

你會傾向覺得，發生在以下哪位人物身上的事，會有可能發你會傾向覺得，發生在以下哪位人物身上的事，會有可能發

生在你身上呢？生在你身上呢？

三、故事多半是以未完之事作為結局。這個原因非常簡單。

那就是因為故事未完，這才有可能讓讀者在日常生活裏

遇上差不多的環境時，心裏發揮無限想像、對號入座、

疑神疑鬼……總之，就是憂心忡忡的，怕自己會遇上故

事裏發生了的事。可是，若故事以圓滿完成之事作為結

局，那麼就沒有想像之空間了。

問

考 考 你

1 鬼魂鬼魂

5 喪屍喪屍

2 中國殭屍中國殭屍

6 魔鬼魔鬼

3 科學怪人科學怪人

7 狼人狼人

4 吸血鬼吸血鬼

8 狐妖狐妖

1 文職人員文職人員

2 在學學生在學學生

3 超級英雄超級英雄

4 銷售員銷售員



5150

Chapter1：鬼故在講甚麼Chapter1：鬼故在講甚麼完全鬼故事寫作指南 ── 講鬼故，其實唔難

若果「本故事純粹真實，如有雷同實屬不幸」，在邏輯上而若果「本故事純粹真實，如有雷同實屬不幸」，在邏輯上而

言，你會有可能遇上以下哪個故事所描述的恐怖角色？言，你會有可能遇上以下哪個故事所描述的恐怖角色？

❶❶ 夜裏，你與友人歡聚後回家。回家途中，你看到住在低層 夜裏，你與友人歡聚後回家。回家途中，你看到住在低層

的婆婆坐在小巴站的椅子上。你覺得十分奇怪，都這麼晚的婆婆坐在小巴站的椅子上。你覺得十分奇怪，都這麼晚

了，婆婆怎麼仍在小巴站候着呢？於是，你便主動上前跟了，婆婆怎麼仍在小巴站候着呢？於是，你便主動上前跟

她寒暄一番。婆婆告訴你，她正在等她的小兒子回家。回她寒暄一番。婆婆告訴你，她正在等她的小兒子回家。回

到家中，你把事情告訴家人。你的母親厲聲呵責你，叫你到家中，你把事情告訴家人。你的母親厲聲呵責你，叫你

不要亂說。她說婆婆在兩星期前已經去世，你不可能見到不要亂說。她說婆婆在兩星期前已經去世，你不可能見到

她。你知道你母親不可能拿這種事情開玩笑。在驚魂未定她。你知道你母親不可能拿這種事情開玩笑。在驚魂未定

的同時，你在窗邊往街外看，看到婆婆從樓下的小巴站正的同時，你在窗邊往街外看，看到婆婆從樓下的小巴站正

在朝你的方向望着……在朝你的方向望着……

❷❷ 有一次，你在同學們的口中聽到，某女生請假一星期不上 有一次，你在同學們的口中聽到，某女生請假一星期不上

學的原故，是因為在學校裏撞鬼了。據說，有一日，因為學的原故，是因為在學校裏撞鬼了。據說，有一日，因為

美術學會要開會之故，女生與同學們留到黃昏仍未離去。美術學會要開會之故，女生與同學們留到黃昏仍未離去。

會議期間，女生因內急而要求小休一會。可是，女生回到會議期間，女生因內急而要求小休一會。可是，女生回到

美術室時，她忽然嚎啕大哭。同學們多番慰問，女生仍哭美術室時，她忽然嚎啕大哭。同學們多番慰問，女生仍哭

聲不止。大約三十分鐘過後，她的情緒才穩定下來。她向聲不止。大約三十分鐘過後，她的情緒才穩定下來。她向

在場同學說，在她回美術室途中，她看見在一個已上鎖的在場同學說，在她回美術室途中，她看見在一個已上鎖的

班房內，看見一個「人」嘗試由水松木壁報板爬出來。當班房內，看見一個「人」嘗試由水松木壁報板爬出來。當

那「人」的上半身爬出壁報板時，「他」的臉突然轉向那「人」的上半身爬出壁報板時，「他」的臉突然轉向

她。一雙只有眼白的眼珠子像是瞪着她一樣。女生嚇得拔她。一雙只有眼白的眼珠子像是瞪着她一樣。女生嚇得拔

腿就跑，回到美術室前她仍聽到那「人」大笑的聲音。校腿就跑，回到美術室前她仍聽到那「人」大笑的聲音。校

方很嚴肅的處理事件，並高調地請校牧到該班房裏禱告。方很嚴肅的處理事件，並高調地請校牧到該班房裏禱告。

之後，再沒有聽到有關那班房的怪事了。之後，再沒有聽到有關那班房的怪事了。

問

考 考 你

比較兩個故事，由於故事二以圓滿完成之事作為結局，比較兩個故事，由於故事二以圓滿完成之事作為結局，

邏輯上鬼已經被安撫了，怪事已終結了，不論你有多膽小，邏輯上鬼已經被安撫了，怪事已終結了，不論你有多膽小，

此故事對你已沒有任何想像空間了。因此，在芸芸眾多旨在此故事對你已沒有任何想像空間了。因此，在芸芸眾多旨在

嚇人的鬼故事中，你甚少見到結局是：牧師或神父已成功驅嚇人的鬼故事中，你甚少見到結局是：牧師或神父已成功驅

了魔、和尚已超度了亡魂、怨靈已成功報了仇而安心輪迴去了魔、和尚已超度了亡魂、怨靈已成功報了仇而安心輪迴去

了……因為若以圓滿完成之事作為結局，故事引發的恐懼感了……因為若以圓滿完成之事作為結局，故事引發的恐懼感

覺一定會隨閱畢故事的同時結束。覺一定會隨閱畢故事的同時結束。

一項有關鬼故事的問卷調查

筆者在二○一六至二○一七年上學期曾邀請自己在恒生管理

學院（現為香港恒生大學）的學生參與了一項簡單的問卷調查。

問卷以 Google 表單的形式設置，並在「GEN1000 透視通識教育」

課程的 Moodle 平台上載超連結。

調查只有三條問題，問受訪者「❶ 你是否相信鬼的存

在？」、「❷ 你會不會聽／閱讀鬼故事？」以及「❸ 你認為

鬼故事最令你感到害怕的原因是甚麼？」。第三條問題是筆者最

想知道的。問題雖然簡單，但是答題選項都是經過文獻回顧而設

定的。答題選項包括有：故事敘事情節恐怖、對鬼的描述恐怖、

聽／閱後在現實生活遇上和故事情節相似的場景時會疑神疑鬼及

其他（自填原因）。最後參與的受訪者共有七十七人。問卷調查

的結果如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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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選項 回應結果回應結果

❶ 你是否相信鬼的存在？

是 6464..99%%

否 3535..11%%

❷ 你會不會聽／閱讀鬼故事

會 7070..11%%

不會 2929..99%%

❸ 你認為鬼故事最令你感到害怕的原因是甚麼？

故事敘事情節恐怖 2020..88%%

對鬼的描述恐怖 22..66%%

聽／閱後在現實生活遇上和故事情節相似的 
場景時會疑神疑鬼

7070..11%%

其他 66..55%%

本章較早之前所提出的「恐懼蔓延」，乃是歸納眾多鬼故事

所得出的理論。這些數字則是一些實證性的數據。70.1% 的受訪

者指出「聽／閱後在現實生活遇上和故事情節相似的場景時會疑

神疑鬼」是鬼故事最令其感到害怕的原因。遠超其他的選項。更

有趣的是，受訪者中，只有 64.9% 相信鬼的存在。可見，如果你

的故事寫得好，不管讀者本身是否相信有鬼，也會被你的故事弄

個疑神疑鬼呢！

這項問卷調查固然略嫌過於簡單，但是這些數據引起了筆者

再進一步深入探討閱讀鬼故事的讀者反應。因而，撰寫了〈恐懼

在生活中蔓延─鬼故事的讀者心理研究〉一文。此文的研究所

得會在第二章分享。

小 結

由以上種種的討論可見，撰寫長篇的恐怖小說與

撰寫短篇的鬼故事各有不同的考量。長篇的恐怖小說

不能光靠一個「嚇」字，去支撐起一部隨時有十數章

和百多頁的作品。要讓故事引人入勝，恐怖角色和情

節確實不可少，但層層遞進以誘發讀者好奇心的敘事

結構也是不可少的。短篇的鬼故事雖可明確地以嚇人

為目標，可是在敘事的設計上原來仍有不少要顧及的

地方，包括故事背景、主人翁設定、恐怖角色設定以

及故事結局。本節先讓各位讀者有一個初步的概念。

有關寫作的各樣注意事項，筆者會在第二和第三章有

更詳細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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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故閱讀筆記

如果讀者們有興趣在未來創作鬼故事，不妨試一試閱讀

時同時寫下筆記，以便將來從中學習。

閱讀時可以留意的地方

故事主題故事主題 ■■ 故事以甚麼作主題？

時間性時間性
■■ 故事所涉時間有多久？

■■ 情節發展的節奏如何控制？

外部空間的外部空間的

描寫描寫

■■ 故事發生在怎樣的背景中？

■■ 作者對所有空間的描寫都細緻入微嗎？

■■ 還是只有某些空間描寫得比較細緻？

人物及肖像人物及肖像

的描寫的描寫

■■ 各個故事人物的設定如何？

■■  哪些人物對你來說有比較深刻的印象？
為甚麼？

■■ 那些角色的描寫有甚麼特別之處？

■■  在整理人物及肖像的描寫之時，可以分
別對故事主角、恐怖角色、其他受害人
等多加留意！

作者論述作者論述

■■  作者有沒有藉甚麼人物論述了甚麼？

　  例如對時事、社會、人生等話題的觀點。

■■ 這樣的寫作手法令你有甚麼感受？

■■ 是好（論述得暢快淋漓）？

■■ 是壞（窒礙了故事進展）？

敘事和修辭敘事和修辭
■■ 作者使用了怎樣的敘事和修辭手法？

■■ 這種手法對故事展開有着怎樣的作用？

敘事中謎團敘事中謎團

的舖排的舖排

（長篇作品
適用）

■  ■  卡羅爾指出長篇作品通常都涉及了謎團
展開：

　 由一開始謎團如何出現

　 謎團如何一步步牽引讀者的好奇心

　 謎團如何一點一滴的揭露

　 謎團如何與恐怖角色掛勾

　 謎團如何揭露才能最牽動讀者的好奇心

　 謎團最後要不要留下伏筆等 

章節劃分章節劃分

（長篇作品
適用）

■ ■ 章節與章節之間如何作出分水嶺？

■ ■ 一章之內通常包含甚麼內容？

小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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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讀過這本書，筆者相信很多人寫鬼故事時，一定嘗

試盡能力把故事中的恐怖角色寫得有多恐怖就多恐怖。因為，他

們可能一心想着：「要嚇人嘛！不把角色寫得極其恐怖，又如何

能夠做到驚嚇效果呢？」於是，就總想在恐怖角色身上加些這個、

加些那個，結果恐怖得連撒旦都打不過。可是，這樣的故事真的

能嚇人嗎？

都已讀到這裏了，相信聰明的讀者一定可以猜到筆者的答案

了。如果故事寫得引人入勝，閱讀的時候或會感到驚慌。不過，

驚慌的感覺大概會止於閱讀完結的時候。為甚麼筆者會認為普普

通通的恐怖角色會比較好呢？綜合筆者一直以來對於短篇鬼故事

寫作的論述，有幾個重要的元素：生活化、產生共鳴感、對身處

的環境疑神疑鬼、將閱讀產生的恐懼延伸至現實生活裏去。

各位讀者試想一想，如果故事中的恐懼角色過於浮誇，令讀

者感到他完全不可能在現實中遇到，這樣就不能夠產生上述的心

理反應了。

如果故事情節是主人翁在石硤尾某十字路口偶遇地獄之主撒

旦，繼而觸發了一連串的恐怖事件，你覺得你自己有可能遇上嗎？

如果是一個住在公共屋邨的主人翁，在大廈的梯間遇上被劫殺而

死的怨靈，因之發生了後續的恐怖事件，你覺得遇上哪一個的可

能性會大一點呢？

要嚇人，都要留意文化差異！剛才提到了撒旦，大家也要嚇人，都要留意文化差異！剛才提到了撒旦，大家也

許對他的故事都已經耳熟能詳。可是，大家構思故事時也要許對他的故事都已經耳熟能詳。可是，大家構思故事時也要

留意讀者或聽眾的文化背景。以中西方為例，中國的宗教世留意讀者或聽眾的文化背景。以中西方為例，中國的宗教世

界觀與西方的大有不同。界觀與西方的大有不同。

在中國的宗教世界觀，天道的運作是沒有意識的，它更在中國的宗教世界觀，天道的運作是沒有意識的，它更

像是一種定律。正如地球因有地心吸力而物件就要向下掉一像是一種定律。正如地球因有地心吸力而物件就要向下掉一

樣。天道是善，所以善有善果，惡有惡報，是自然而無任何樣。天道是善，所以善有善果，惡有惡報，是自然而無任何

力量能夠改變。故此，在中國人心目中，能避過天道的賞善力量能夠改變。故此，在中國人心目中，能避過天道的賞善

罰惡，永恆地存在於世上而搗亂人間的「妖魔鬼怪」自然亦罰惡，永恆地存在於世上而搗亂人間的「妖魔鬼怪」自然亦

不存在。所以，在中國的傳說中，你是難以找到能與撒旦匹不存在。所以，在中國的傳說中，你是難以找到能與撒旦匹

敵的「妖魔鬼怪」呢！敵的「妖魔鬼怪」呢！

詳見：潘啟聰、施志明：《香港都市傳說全攻略》。詳見：潘啟聰、施志明：《香港都市傳說全攻略》。  

（香港：中華書局，（香港：中華書局，20192019））

這種寫作方法並不是筆者信口雌黃，而是在不少的香港短篇

鬼故事中均可以見到的手法。後頁表格所列，就是不同短篇鬼故

事的恐怖角色設定。

鬼 文 小 識化 知

法則三：

普普通通的恐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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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恐怖角色一覽

故事名稱故事名稱 恐怖角色

大學流傳的鬼故事

一條辮路一條辮路 意外身亡的女鬼

牛尾湯牛尾湯 女鬼

蓮池蓮池 自殺身亡的女鬼

小指小指 遇上車禍的女鬼

111111 室室 實驗失敗的男生

電台收集的鬼故事

澳門酒店，三更鬧鬼澳門酒店，三更鬧鬼 兩女鬼，被殺後再被肢解

二手車銷售員二手車銷售員 車主鬼魂

男子離奇墮海自殺男子離奇墮海自殺 男子父親前女友鬼魂

校園神秘凶鏡校園神秘凶鏡 洗手間內的一面鏡子

荃灣超級凶宅荃灣超級凶宅 一家六口自殺後的鬼魂

地產代理招魂惹鬼地產代理招魂惹鬼 戶主在單位中供奉的古曼童

觀龍樓知名猛鬼地觀龍樓知名猛鬼地 因山泥傾瀉而身亡的鬼魂

情侶遇邪花情侶遇邪花 有人想搶走女主角男友而對她下降頭

德福經典五屍命案德福經典五屍命案 女孩的鬼魂

經典復活重生經典復活重生 大頭怪嬰

網路流傳的鬼故事

圖書館圖書館 因車禍而死的男生鬼魂

西瓜波西瓜波 小孩子的鬼魂

倒豎葱倒豎葱 男人鬼魂

後面嗌你後面嗌你 女鬼

各位讀者可以見到，在眾多的香港短篇鬼故事之中，沒有誇

張的恐怖角色。打開《山海經》、《西遊記》、《聊齋誌異》等書，

難道當中所寫的妖魔鬼怪還少嗎？讀者或許會想，那些作品中的

恐怖角色，今日已不能成為故事題材，它們都 Out 了。如果故事

寫有人在升降機內遇上白骨精而被殺害，誰又會感到害怕呢？

看《德古拉》的時候，也許會因為驚險的情節（文字作品）、

衝擊性的畫面和悉心配置的背景音樂（影視作品）而感驚慌，可

是誰會思疑自己在夜晚扔垃圾時，在梯間遇上這位吸血伯爵而感

害怕？看喪屍電影時，大家都曾被那些咆哮着走過來咬人的喪屍

群嚇過吧？可是，誰又會在加班後的回家路上，害怕自己會見到

一群已然腐爛的遺體，撲在自己身上啃咬呢？其實，從這個角度

看來，白骨精、德古拉和喪屍都是一樣的。（筆者猜讀者會感大驚：

竟然？）

對呀！都是一樣的，在讀者心目中都是一樣的。或者，作為

恐怖角色它們是富有魅力的，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它們壓根兒不

可能存在。由古至今那麼多死去的人，世界上不可能有白骨修成

的妖精，不然的話滿街都是白骨精了。假設吸血鬼每日只吃一餐，

除非他在紅十字會偷食，否則每年都會有三百六十五個人因被咬

而變成吸血鬼了。至於喪屍，在街上碰到喪屍，然後被他們追個

筋疲力竭，這絕對是電影中才會出現的情節！人死後一個月左右，

屍體會出現屍僵和腐爛現象，軟組織更會液化消失而僅存屍骨！

如你採用這些恐怖角色，縱然你把故事寫得有多精彩，恐懼

的感覺只會始於閱讀亦終於閱讀。難以在閱讀後，因為遇到相似

的情境而回想起故事內容，繼而在現實裏延續恐怖感覺。後頁是

兩個不同的例子，讀者也可以將它們比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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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例：〈鏡〉

我自小對鏡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我自小對鏡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

或許是因為小時候看過的恐怖電影吧？又或許是因為發或許是因為小時候看過的恐怖電影吧？又或許是因為發

過的惡夢吧？總之不太記得了。我一向都不喜歡照鏡子。尤過的惡夢吧？總之不太記得了。我一向都不喜歡照鏡子。尤

其在夜晚上廁所的時候，我幾乎會先把屋子裏的燈全都開着其在夜晚上廁所的時候，我幾乎會先把屋子裏的燈全都開着

了，我才會走進廁所裏去。小時候，我住的地方是舊式的廉了，我才會走進廁所裏去。小時候，我住的地方是舊式的廉

租屋。廁所很小，只有掛在牆上的一面小鏡子。我上廁所時租屋。廁所很小，只有掛在牆上的一面小鏡子。我上廁所時

習慣性地不會照到鏡子，但卻會從側面一直盯着它，彷彿是習慣性地不會照到鏡子，但卻會從側面一直盯着它，彷彿是

怕有甚麼會從鏡子裏走出來。每一次上完廁所之後，我都會怕有甚麼會從鏡子裏走出來。每一次上完廁所之後，我都會

小心地確保門被關上。所以，婚後搬入現在的居所時，見到小心地確保門被關上。所以，婚後搬入現在的居所時，見到

洗手盤上有半幅牆是入牆的鏡子。我起初感到非常不習慣呢！洗手盤上有半幅牆是入牆的鏡子。我起初感到非常不習慣呢！

有一次，因為公幹的原故，我獨自一人到台北去了。由有一次，因為公幹的原故，我獨自一人到台北去了。由

於可報銷的旅費有限，所以沒有訂甚麼星級酒店，只選了商於可報銷的旅費有限，所以沒有訂甚麼星級酒店，只選了商

務旅館下榻。旅館外型比較舊，位於一排舊樓宇的中間，內務旅館下榻。旅館外型比較舊，位於一排舊樓宇的中間，內

部的裝潢則是簇新的。我猜這旅館應該是我們香港所謂的舊部的裝潢則是簇新的。我猜這旅館應該是我們香港所謂的舊

樓活化產物吧？進入房間，一切看起來都很乾淨整潔，只有樓活化產物吧？進入房間，一切看起來都很乾淨整潔，只有

廁所美中不足。廁所是全密閉式的，不要說小氣窗，就連半廁所美中不足。廁所是全密閉式的，不要說小氣窗，就連半

扇透光的窗都沒有。呼吸起來，廁所裏的空氣有點潮濕悶熱。扇透光的窗都沒有。呼吸起來，廁所裏的空氣有點潮濕悶熱。

當然，裏面還有我最不喜歡的東西：一面大鏡子。當然，裏面還有我最不喜歡的東西：一面大鏡子。

第一日抵台，拖着行李箱逼公共交通工具，到了酒店已第一日抵台，拖着行李箱逼公共交通工具，到了酒店已

經很累。準備和預演一下第二天的口頭報告後，就不想做些經很累。準備和預演一下第二天的口頭報告後，就不想做些

甚麼了。晚上就到了樓下的餐廳點了餐，外帶回房間吃。吃甚麼了。晚上就到了樓下的餐廳點了餐，外帶回房間吃。吃

完洗個澡後就跳進被窩休息，我累得連一個電視節目都沒有完洗個澡後就跳進被窩休息，我累得連一個電視節目都沒有

看完，就呼呼大睡了。每次因公幹來到台灣，由於老婆大人看完，就呼呼大睡了。每次因公幹來到台灣，由於老婆大人

不在旁，我都會放肆一些。不要想歪唷！就只是貪杯而已。不在旁，我都會放肆一些。不要想歪唷！就只是貪杯而已。

夜半上廁所的時候，望着面前這面大鏡子如廁，心裏總是毛夜半上廁所的時候，望着面前這面大鏡子如廁，心裏總是毛

毛的。望着……望着……無事！還不是自己嚇自己。如廁後毛的。望着……望着……無事！還不是自己嚇自己。如廁後

便飛快回到被窩裏睡覺。便飛快回到被窩裏睡覺。

第二日，我如計劃到達會議場地去作口頭報告。自問報第二日，我如計劃到達會議場地去作口頭報告。自問報

告表現尚算可以，於是在會議結束後到旅館附近夜市逛逛。告表現尚算可以，於是在會議結束後到旅館附近夜市逛逛。

那一晚心情非常好。在夜市裏擲鏢贏得禮物，晚飯時又多喝那一晚心情非常好。在夜市裏擲鏢贏得禮物，晚飯時又多喝

了兩杯。近十一時左右，我便帶着愉快的心情、疲倦的身軀了兩杯。近十一時左右，我便帶着愉快的心情、疲倦的身軀

和微醺的狀態回旅館去。回到房間，由於天氣十分熱，滿頭和微醺的狀態回旅館去。回到房間，由於天氣十分熱，滿頭

滿臉都是汗，於是便先去洗個臉。望着鏡裏的自己，回想起滿臉都是汗，於是便先去洗個臉。望着鏡裏的自己，回想起

日間的表現，心情愉快地對自己笑了笑。不知道是否受酒精日間的表現，心情愉快地對自己笑了笑。不知道是否受酒精

影響，總覺得鏡裏頭的自己無論是眼神和笑容，都跟平日裏影響，總覺得鏡裏頭的自己無論是眼神和笑容，都跟平日裏

的自己有點分別。鏡中的我，眼神是帶點敵意的，笑容是詭的自己有點分別。鏡中的我，眼神是帶點敵意的，笑容是詭

異的。我醉意全消，心裏安慰自己那一定是錯覺。我拿出洗異的。我醉意全消，心裏安慰自己那一定是錯覺。我拿出洗

臉膏洗個臉，讓自己清醒一點。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令我臉膏洗個臉，讓自己清醒一點。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令我

覺得如果這一晚是醉着過的，那有多好！覺得如果這一晚是醉着過的，那有多好！

洗臉膏都塗滿臉了……洗臉膏都塗滿臉了……

彎下腰……彎下腰……

用水注滿雙手……潑洗……用水注滿雙手……潑洗……

四周的感覺令我覺得很不舒服……四周的感覺令我覺得很不舒服……

你有沒有曾經被人從後注視的感覺？你有沒有曾經被人從後注視的感覺？

說不出為甚麼會知道，但就是感到自己被盯着了……說不出為甚麼會知道，但就是感到自己被盯着了……

這一刻……就是這種感覺！一股寒意從心底裏湧出這一刻……就是這種感覺！一股寒意從心底裏湧出

來……來……

我趕緊把泡沫都清洗乾淨，想四周看看。我趕緊把泡沫都清洗乾淨，想四周看看。

就在我抬頭之時，雖然只是匆匆一瞥，但我清清楚楚地就在我抬頭之時，雖然只是匆匆一瞥，但我清清楚楚地

見到鏡中的我不是跟我一起把頭抬起的。由鏡中我的姿勢看見到鏡中的我不是跟我一起把頭抬起的。由鏡中我的姿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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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在彎腰時「他」一直在站着，向下望着我洗臉。就在來，我在彎腰時「他」一直在站着，向下望着我洗臉。就在

我和「他」四目交投之時，我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感覺。那不我和「他」四目交投之時，我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感覺。那不

是我自己的眼神，而是一個陌生人的眼神，更是一個有敵意是我自己的眼神，而是一個陌生人的眼神，更是一個有敵意

的眼神。我不敢再望「他」了，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廁所，並的眼神。我不敢再望「他」了，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廁所，並

把門用力關上。那一夜，我一整晚都沒有睡，間中就望一眼把門用力關上。那一夜，我一整晚都沒有睡，間中就望一眼

廁所門口。待第二天烈日當空時，我才敢去洗個澡，然後就廁所門口。待第二天烈日當空時，我才敢去洗個澡，然後就

立即退房了。立即退房了。

我至今都不敢想像，如果那晚我沒有發現「他」的異樣我至今都不敢想像，如果那晚我沒有發現「他」的異樣

而有所警惕，我最後到底會遇上甚麼事呢？而有所警惕，我最後到底會遇上甚麼事呢？

寫作範例：〈瑪麗〉

「喂！你有沒有用心聽清楚啊？」子晴問道。「這不是「喂！你有沒有用心聽清楚啊？」子晴問道。「這不是

孩子在玩泥沙！我們好歹在試玩都市傳說。」孩子在玩泥沙！我們好歹在試玩都市傳說。」

「知道了。我把 Wiki 上的資料都看了一次。」雅莉回答「知道了。我把 Wiki 上的資料都看了一次。」雅莉回答

說。「傳說在黑屋中的鏡子前叫她的名字三次，便可以在鏡說。「傳說在黑屋中的鏡子前叫她的名字三次，便可以在鏡

中看到她的倒影。據說召喚成功者可以預見未來嘛。」中看到她的倒影。據說召喚成功者可以預見未來嘛。」

嘉雯膽怯地說：「真的要試嗎？網頁上的資料說，參加嘉雯膽怯地說：「真的要試嗎？網頁上的資料說，參加

者有可能會遭受血腥瑪麗對其尖叫、詛咒、勒頸、攝魂和吸者有可能會遭受血腥瑪麗對其尖叫、詛咒、勒頸、攝魂和吸

血，甚至是挖眼。不如趁早放棄啦！」血，甚至是挖眼。不如趁早放棄啦！」

「你不是怕吧？網頁上也說血腥瑪麗有時會害人，但有「你不是怕吧？網頁上也說血腥瑪麗有時會害人，但有

時會相安無事。」雅莉嘲諷着。「你平時常常說自己好大膽。時會相安無事。」雅莉嘲諷着。「你平時常常說自己好大膽。

假的嗎？」假的嗎？」

「到底現在我們要不要挑戰這個都市傳說？」淑儀不耐「到底現在我們要不要挑戰這個都市傳說？」淑儀不耐

煩地問。「玩就玩！不玩就各自回家！」煩地問。「玩就玩！不玩就各自回家！」

「誰會怕？試就試！」嘉雯明顯心裏不爽，反詰雅莉：「你「誰會怕？試就試！」嘉雯明顯心裏不爽，反詰雅莉：「你

這麼大膽，就你做念咒語的。我們在廁所門口等你。」這麼大膽，就你做念咒語的。我們在廁所門口等你。」

一向勇字當頭的雅莉不願被小看：「去便去！誰會像你一向勇字當頭的雅莉不願被小看：「去便去！誰會像你

一般，又話要試玩都市傳說，又只作壁上觀！」一般，又話要試玩都市傳說，又只作壁上觀！」

於是，雅莉就按照網頁上的資料，孤身一人拿着蠟燭走於是，雅莉就按照網頁上的資料，孤身一人拿着蠟燭走

進黑漆漆的渡假屋浴室。子晴、淑儀和嘉雯立即伏在門上，進黑漆漆的渡假屋浴室。子晴、淑儀和嘉雯立即伏在門上，

只聽到雅莉念念有詞：「我相信血腥瑪麗！」在她念誦三遍只聽到雅莉念念有詞：「我相信血腥瑪麗！」在她念誦三遍

以後，浴室內就再沒有聲音了。以後，浴室內就再沒有聲音了。

子晴、淑儀和嘉雯把聲浪壓下，商量要不要闖入浴室看子晴、淑儀和嘉雯把聲浪壓下，商量要不要闖入浴室看

看雅莉情況如何。看雅莉情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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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時候，雅莉在浴室內大叫：「你……你別過來！」就在這時候，雅莉在浴室內大叫：「你……你別過來！」

然後，浴室內又傳出了打跌東西的聲音。子晴、淑儀和嘉雯然後，浴室內又傳出了打跌東西的聲音。子晴、淑儀和嘉雯

大驚，趕忙打開浴室門。可是，門就是打不開。三個女孩子大驚，趕忙打開浴室門。可是，門就是打不開。三個女孩子

正要急到哭出來的時候。門鎖忽然可以扭動了。三個女孩子正要急到哭出來的時候。門鎖忽然可以扭動了。三個女孩子

冷不防門突然能打開，全都跌在浴室地板上了。冷不防門突然能打開，全都跌在浴室地板上了。

雅莉就坐在浴缸邊指着她們哈哈大笑，還問了一句：「這雅莉就坐在浴缸邊指着她們哈哈大笑，還問了一句：「這

麼心急把我弄出來，剛才驚慌嗎？好玩嗎？」三個女孩仍驚麼心急把我弄出來，剛才驚慌嗎？好玩嗎？」三個女孩仍驚

魂未定，雅莉又嘲笑道：「怕，就別玩嘛。」之後就施施然魂未定，雅莉又嘲笑道：「怕，就別玩嘛。」之後就施施然

走出了浴室。走出了浴室。

三個女孩子被嘲笑，恨得咬牙切齒的，心裏盤算着如何三個女孩子被嘲笑，恨得咬牙切齒的，心裏盤算着如何

作弄一下雅莉。作弄一下雅莉。

臨到睡覺的時候，雅莉嚷着要去洗澡。三個女孩子覺得臨到睡覺的時候，雅莉嚷着要去洗澡。三個女孩子覺得

作弄她的時機到了。作弄她的時機到了。

子晴故意說自己內急，問雅莉是否介意她入內。子晴故意說自己內急，問雅莉是否介意她入內。

雅莉說不介意，因為有浴簾圍着浴缸。雅莉說不介意，因為有浴簾圍着浴缸。

子晴走入浴室，假扮如廁。其餘二人則攝手攝腳地一起子晴走入浴室，假扮如廁。其餘二人則攝手攝腳地一起

入內。她們計劃嘉雯和淑儀去偷走雅莉的衣服，然後三人一入內。她們計劃嘉雯和淑儀去偷走雅莉的衣服，然後三人一

起關燈離開。起關燈離開。

誰知，嘉雯和淑儀打算伸手去偷衣服時，雅莉忽然說：「人誰知，嘉雯和淑儀打算伸手去偷衣服時，雅莉忽然說：「人

都多大了？別小孩子氣，去偷人家衣服啦！」她們三人感到都多大了？別小孩子氣，去偷人家衣服啦！」她們三人感到

十分奇怪，浴簾是不透光的膠質布料，雅莉是怎樣知道的？！十分奇怪，浴簾是不透光的膠質布料，雅莉是怎樣知道的？！

這時候，雅莉又說：「別一臉目瞪口呆的表情了，我是這時候，雅莉又說：「別一臉目瞪口呆的表情了，我是

從鏡子裏看到的。」從鏡子裏看到的。」

子晴、淑儀和嘉雯心裏更是感到奇怪了。從浴簾後望過子晴、淑儀和嘉雯心裏更是感到奇怪了。從浴簾後望過

來根本看不到鏡子，更不要說看見鏡中倒影了。來根本看不到鏡子，更不要說看見鏡中倒影了。

雅莉一面緩緩地打開雅莉一面緩緩地打開

浴簾一面說：「有甚麼好浴簾一面說：「有甚麼好

出奇？唔……怎麼說才容易出奇？唔……怎麼說才容易

令你們明白呢？鏡子可是我的令你們明白呢？鏡子可是我的

主場唷！」見到子晴、淑儀和嘉主場唷！」見到子晴、淑儀和嘉

雯的表情，雅莉嫣然地笑了。雯的表情，雅莉嫣然地笑了。

浴簾打開後的一幕，把子晴、淑儀和浴簾打開後的一幕，把子晴、淑儀和

嘉雯嚇到魂飛魄散，本想拔腿就跑，卻只能軟攤在地上。嘉雯嚇到魂飛魄散，本想拔腿就跑，卻只能軟攤在地上。

明明雅莉正慢慢地向她們步近，卻有另一個雅莉泡在浴明明雅莉正慢慢地向她們步近，卻有另一個雅莉泡在浴

缸裏。浴缸裏的雅莉已經是一具屍體，頸喉位置有一個很深缸裏。浴缸裏的雅莉已經是一具屍體，頸喉位置有一個很深

的傷口，整個浴缸內都是她的血！的傷口，整個浴缸內都是她的血！

隨着雅莉的步近，一股強烈的血腥氣味湧進三人的鼻腔。隨着雅莉的步近，一股強烈的血腥氣味湧進三人的鼻腔。

雅莉帶着詭異的微笑，在她們的耳邊一隻一隻字慢慢地雅莉帶着詭異的微笑，在她們的耳邊一隻一隻字慢慢地

說：「怕，就．別．把．人．家．弄．出．來．嘛！」說：「怕，就．別．把．人．家．弄．出．來．嘛！」

此時，浴室的門慢慢地關上。此時，浴室的門慢慢地關上。

三日後，業主來收回渡假屋的時候，滿口埋怨地說：「現三日後，業主來收回渡假屋的時候，滿口埋怨地說：「現

在的年輕人真無責任感，不辭而別就算了，整個浴室都是一在的年輕人真無責任感，不辭而別就算了，整個浴室都是一

股腥臭味，怎樣清潔都揮之不去，唉！」股腥臭味，怎樣清潔都揮之不去，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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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兩個鬼故事，相信後者對讀者的衝擊較小。一、血腥瑪

麗到底是否存在這問題，相信在讀者心目中的答案是傾向否定。

二、挑戰都市傳說這種行為只有極少數人會做，難以引起一般讀

者共鳴。

為甚麼要寫普普通通的恐怖角色（最簡單來說─鬼魂）呢？

因為在自小耳濡目染的情況之下，一般比較多人接受鬼魂的存在，

又或者抱有半信半疑的心態。在聽／讀鬼故事的衝擊下，聽眾／

讀者思疑自己有可能遇上故事內的情節，就成為了可能之事。在

短篇鬼故事寫作的領域上，毫無疑問地獄之主、血腥瑪麗、吸血

伯爵等富有魅力的角色，都是敗在普通鬼魂的手下呢！

若在互聯網上走一圈，大部分召喚血腥瑪麗的儀式都若在互聯網上走一圈，大部分召喚血腥瑪麗的儀式都

是在鏡子面前做的。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美國研究系的教是在鏡子面前做的。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美國研究系的教

授比爾．艾利斯（授比爾．艾利斯（BillBill  EllisEllis）在其《路西法冒起》（）在其《路西法冒起》（LuciferLucifer  

AscendingAscending: : TheThe  OccultOccult  inin  FolkloreFolklore  andand  PopularPopular  CultureCulture）一書中，）一書中，

有另一個版本。在艾利斯描述的版本，要遇上血腥瑪麗，你有另一個版本。在艾利斯描述的版本，要遇上血腥瑪麗，你

就要去到她在印地安納州北弗農（就要去到她在印地安納州北弗農（NorthNorth  VernonVernon）的墓地呢！）的墓地呢！

詳見：詳見：Ellis, B. (2004) Ellis, B. (2004) Lucifer Ascending: The Occult in Folklore and Lucifer Ascending: The Occult in Folklore and   

Popular Culture.Popular Culture.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p.112.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p.112.

鬼 文 小 識化 知

普通鬼魂不「普通」

雖然只是「普通鬼魂」，可是在角色設定上並不「普通」。

作為故事裏的恐怖角色，它們同樣具有一些未可知的能力，足以

加害甚至殺死故事的受害人。只是它們不如長篇小說的作品般，

屬於一些天馬行空的角色。短篇恐怖故事中，沒有瘋狂科學家製

造出來的科學怪人，沒有病毒爆發而出現的喪屍，也沒有住在古

堡千年的吸血鬼伯爵。

短篇恐怖故事的恐怖角色，多數就是民間信仰中最常提及的

角色。通常是一些常人死後的靈體，如辮子姑娘、凶案的受害者

和女廁內的鬼魂等。它們的角色設定未至於誇張得令讀者感到遙

不可及和令人難以相信其存在；與此同時，它們也具有未可知的

恐怖能力，足以引起驚奇、恐懼等情感。這種恐怖角色最有可能

引起讀者驚慌的情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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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引發情節

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寫鬼故，不怕沒

有讀者，最怕自己沒有貨交。按照本節所講的內容，別以為

寫鬼故事好容易。（看到這裏你可能心想：得啦！普通鬼魂

吖嘛！有幾難？）

各位讀者試想一想，如果你讀某一個作者的鬼故事，十

個故事的恐怖角色都千篇一律是長髮女鬼，你會有甚麼感覺

呢？對！如果沒有「普普通通的恐怖角色」這條法則，撒旦、

巴力、卓柏卡布拉、瘦長人、血腥瑪麗……甚麼都可以選，

故事才比較易寫呢！

故此，為了寫故事時有貨可交，你平時就要多留意身邊

既普普通通，但又能令人感恐怖的事物，例如鏡子、冤魂、

回魂等。又由於「普普通通的恐怖角色」又實在不易找，你

有空的時候最好多想想它們可以有甚麼變化的地方，例如以

鏡子為恐怖角色的，可以講不同的倒影、可以講被捉入鏡世

界、可以講「我是誰？」的都市傳說等。又例如以回魂為恐

怖角色，可以講回魂時家裏的東西自己移動、可以講回魂不

肯走、可以講回魂指示將有家人死亡等。多留意、多思考就

是本節的功課了。

 試在日常生活中發掘一些可以成為恐怖角色的材料，然後就

每個恐怖角色構思兩個可能引發的情節。

問小練習

恐怖角色恐怖角色 可能引發的情節

❶❶                   

❷❷                   

❶❶                   

❷❷                   

❶❶                   

❷❷                   

❶❶                   

❷❷                   

❶❶                   

❷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