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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在平行時空中的另一個「阿賢」

如無意外，「阿賢」你應該啱啱考完DSE，諗起Econ 同 History
卷都做到自己癲。History啲esaay唔夠時間寫，又答錯方向。你應該後悔緊點解自己唔讀M1M2，
明明自己數學唔錯。也許你已有伴侶，也許你仍是單身，但希望你幸福！！！！！！

果個「阿賢」考完dse又開工煲動漫睇美劇睇衛斯理咁，hea返兩個幾月就放榜jupas，好彩咪入埋大
學囉。有無諗過，另一個時空嘅阿賢已經作咗本超無厘頭嘅奇幻小說，等緊你嚟睇。呢個奇幻小說，
可能會影響大家嘅命運（擺明9up）。但係「阿賢」同埋咁多路過嘅有緣人，不妨過嚟睇下。

『阿賢』，我一直係呢個時空等緊你

既然大家這麼有緣份，請細心閱讀吧



一、這麼近，那麼遠

又是和阿明一同上學的日子。每天阿明和我都會一起在巴士站頭等車上學，雖然我
們並不是就讀同一間學校，可是我們卻情同手足。

「你睇吓你條死仔，日日返學前都要係巴士站等佢。真係唔明你點解你會中意左佢
。夠薑就過去同佢表白啦。」

「嚟咪嚟，怕你？」阿明恥笑著我這個小小的A0，三步併作兩步地走向那位嬌小玲
瓏的女學生。那女學生似乎猜懂了阿明的心意，她縱身一躍，竟跳上了旁邊小吃店
的簷篷上，身輕如燕地避開了阿明的追擊。可是，陣風把她的校服裙吹起，頓時春
光乍泄。心如小鹿亂撞的阿明竟拿出手機，幹一些低級事情。這時，裙下春光竟變
成了灼眼的陽光，讓淫賤的阿明暫時失明。「唔通連個天都唔中意我？」阿明此時
就像一個胡鬧的小孩，在地上翻滾和鬧脾氣。我不禁詫異——這一個平凡的男生，
為什麼會愛上這個奇女子？

阿明是我的小學同學，也是我小時候的玩伴。於六年級的考試，一向所向披靡的我
，竟然在平日最拿手的數學失手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中學派位時，阿明派進了Ba
nd
1的名校「河馬樂園」，歡喜若狂。而我看著自己爛爆的派位通知書，只好裝作古仁
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我的中學派得差，而是我未能派進阿琪的學校......她
是一個文靜乖巧的女生，以前和她鄰座時，我們聊得很投契，還成為了好朋友。當
我感到失意的時候找她聊聊天，總能平復失落的心情。現在獲派不同的中學，我簡
直就是失去了樹洞......沒有了她，往後艱難的日子該如何度過？

然而上中學後，阿明竟從以前尚算乖巧的學生，搖身一變成一隻到處調戲娘家婦女
的小狗公。可笑的是，他學校的女生，不是身形豐滿，就是樣貌奇特，用「河馬樂
園」這名稱來形容這學校，是再貼切不過了。我真的很懷疑，選讀那中學的男生，
是不是全部也是為了獵奇？還是還是他們口味別於常人？幸好我因為成績差，僥倖
不能被派進這學校......想起這學校奇珍異獸們的樣子，簡直讓我毛骨悚然。

下次再跟各位分享阿明在「河馬樂園」遇上的初戀。

故事在此暫告一段落，望各位讀者朋友能從中得到樂趣。同時，記得隨時留意故事
的更新，第一時間閱讀最新篇章！各位如果喜歡腎仔小說，歡迎上Facebook搜尋「
腎仔」或「@sunjaiwriting」到我的專頁閱讀其他故事同比Like！你的小小舉動，
便是對我的大大支持，成為我繼續寫作的動力。若有幸得到讀者朋友們的賞析，小



弟實在不勝感激！

 好了，客套話不多說了。各位讀者朋友，我們於下一章節，再見！



二丶偶遇

相信各位也有觀看動漫的習慣吧。有些女主角在脫下眼鏡之後，往往會判若兩人。
阿明的初戀情人，就是這樣的一個奇人了（腎仔亂入：現實中好似真係搵唔到一個
如動漫般神奇，同埋除咗眼鏡之後會咁正嘅女仔。不過我最近發現咗一個除咗眼鏡
之後超養眼啲嘅女仔，但係佢未至於去到好靚咯）。

阿明是在無意中發現了她的美貌......作為一隻狗公，敏銳的嗅覺固然重要。一天午息
期間，阿明一如既往地在調戲班上女生。忽然，阿明的超感官嗅覺系統嗅到了一陣
獨特的女生香氣，「這氣味......是誰散發出的？竟如此的誘人！？」他心想。於是他
不顧其他人怪異的目光，直接化身成獵犬，朝著該氣息狂奔。據其他同學憶述，阿
明當時還一邊像狗般吠叫，一邊四腳狂奔......他媽的，上帝賜予阿明成人的機會，他
竟想當回禽獸......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腎仔又亂入：諗深一層，阿明學狗吠同跑步
都唔會太過分姐，我哋應該慶幸阿明唔係一隻真嘅狗公，舉起左腳，打側個身屙尿..
....) 當阿明發現這種氣息是從二樓女廁散發出來的時候，他竟直接衝進了女廁中......

那位散發著銷魂香氣的女生這時正在換回校服，戴上眼鏡，準備上中國文學課。「
怎麼辦呢，上次老師叫我們背誦的文章......哎呀，好像下一節課就要小測了，希望不
會不合格吧？讓我先背一次：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女
生喃喃自語著。

「唔，真香，這氣息愈來愈濃烈了，嘿嘿。」阿明笑嘻嘻地進入了女廁，隨即鎖上
了廁所門。那女生於廁格內聽到突如其來的男聲，頓時感到驚惶失措，這突如其來
的男聲，嚇得那女生連剛剛戴好的眼鏡也掉到地上。可惜她身處的位置進退不得，
只得連忙穿回校服，默不出聲地呆在原地。阿明一步一步地走近那唯一關上門的廁
格，女生的心跳也變得越來越急促......

另一邊廂，廁所外原本在吃花生看戲的同學們才如夢初醒，連忙跑到教員室召喚老
師上來，深怕校園風化案在「河馬樂園」再度發生。

「啪！」阿明用苦練多年的旋風腿，不費吹灰之力便把廁格門踢開了。「我苦練街
霸格鬥多年的成果，現在終於展現出來了！」阿明心裡暗爽。甫一轉身，阿明只見
一麗人。那是如天使般清純的容貌——深邃攝魂的明眸，微凹的酒窩加上櫻桃小嘴
，配合著貼身的淺藍色校服，浮凸玲瓏的身材在校服裡若隱若現，簡直就是妙不可
言。

也許最近午餐都光顧麥記的關係，阿明對餐廳內播放的歌曲也變得非常熟悉。眼前
見到此情此景，一首快歌的歌詞隨即在腦海浮現。阿明頓時心血來潮，歌神上身，
決定以歌唱的方式跟面前的美人打招呼，繼而展開攻勢。



「小姐你好～注意再退後多幾步～」唱畢首句，阿明隨即把身子向那女生的方向傾
側，右手叉腰，左手「砰」的一聲按在牆上——符合國際標準的「壁咚」姿勢。女
生連忙後退幾步，怎料背部已緊貼牆壁，女生只好擰轉身體，保護自己的私隱部位
。「知否便碰好～會介意我大膽幾度～」阿明接著唱第二句。緊接著，他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勢，「削」的一聲，把女生校服上的拉鍊劃開了。女生實在沒有預計過阿
明會這樣做。然而，「多得可身處逼狹角落才破例」，她只好屈辱忍受...

（腎仔又再亂入：阿明唱嘅嗰首歌，系周殷廷嘅《小姐你好》，首歌系約莫一年半
前系麥記開始播，宜家應該就冇播啦。大家有興趣嘅，不妨上Youtube聽下，或許
你可以更加感受到阿明當時澎湃嘅心情！）

阿明隨即露出猥瑣的表情，細細打量著女生背部的肌膚，期間還流了一大灘的口水
在地板上。「嘩，這裡真的是『河馬樂園』嗎？竟有如此清麗脫俗的可人兒？！」
說罷，他伸出了咸豬手，來來回回地撫摸女生的背部。

此時女生腦子一片空白，連該如何呼救都忘了，她心知自己已經被重重包圍，只好
用那萬分驚恐的眼神死死盯著阿明，表達不滿。

阿明把握了這個時機，向女生發起了進攻。他從容地把手伸進了誘人的蕾絲胸罩，
心想：嘿嘿，原来「河馬樂園」還有這些尚未開發的清泉，這女生還要這麼騷，穿
蕾絲上學，我今天定要好好探個究竟！

「啊～死變態！快把手拿開！！！」

「不要嘛，我就是想摸摸，你就讓我摸一摸，捏一捏吧......」

「不要！你快把手挪開！然後馬上給我滾出女廁！立刻！」

「Come on come on baby baby don’t u don’t u back down
~」阿明靈機一動，再次歌神上身，直接唱起那快歌副歌的部分，期望能以他的天
籟之聲(即老牛叫聲)，打消那女生反抗的念頭。

「啊......」

這主意似乎奏效了。那女生在阿明的淫威下，確是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刺激感，於
是她態度軟化下來，漸漸停止反抗。

「啊，這就乖了，真是個聽話的女孩。」阿明一邊用手玩弄著那女生柔順的秀髮，



一邊用他嗅覺敏銳的鼻，享受著那洗頭水的香氣。

玩弄完那女生飄逸的長髮後，阿明開始把那美少女貼身的校服脫下，直至能完整看
見整個蕾絲胸罩為止。接著，阿明用熟練的手勢，單手解開胸罩。兩隻卡娃伊的大
白兔緊接著胸罩的自由落體應聲跳出。阿明隨即用雙手接著那兩隻淘氣的大白兔，
抱在雙手裡輕撫。

撫摸了一會，阿明略嫌不夠刺激，於是又用手指頭了彈大白兔耳朵上那引人注目的
小粉紅色點（大家別想歪，那個只是Lenovo
Laptop上的小紅點，不過那確是世間罕有的迷人Pink Lady 少女粉紅別注版）。

「唉吔，痛痛！不要玩這個好嗎？」女生用自己幼嫩的雙手，遮著自己上半身的兩
盞巨大車頭燈，阻止阿明再繼續挑逗她的敏感帶。

「真是的，又要反抗嗎？」阿明感到不滿，隨即又撥開她的雙手，繼續按壓車頭燈
。女生這時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被一隻衣冠禽獸當成性玩具，那女生越聲嘶力竭地哀
號，阿明的老二——小明，也就越興奮。女生楚楚可憐的呼喊，像是來自遠古的謎
之力量，把小明給喚醒起來。充分吸收了謎之力量的小明，身型開始變得巨大，變
得結實，戰力值瞬間提升到了頂點，氣勢一發不可收拾。

圓潤飽滿的酥胸，白裡透紅的肌膚，以及那使人心生愛憐的模樣，簡直是絕配。女
生迷人的外貌，正在一點一點地融合阿明的心靈。

現在的阿明可是愈來越興奮,小明的戰力值也居高不下。

女生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攻勢，實在是無能為力，只好以生命值硬接。「嗯啊呃呃......
哼哼......阿阿......嘿嘿......求求你......請不要亂來......」她羞澀的呻吟起來。正所謂「打
鐵趁熱」，阿明便繼續用自己那雙淫賤的手，脫去那緊貼女生肌膚的校服。這時，
女生跨下正在發熱，一股熱流正在從陰部進出，女生實在忍受不住這熱力，只好自
行脫下那香氣撲鼻的胖次，向地板洩洪，頓時得到了舒解。看著濕潤的蕾絲胖次，
阿明洋洋得意，連忙把它收在自己的口袋中，讓自己隨時也可享受這種難以忘卻的
氣味。

這時，小明則化身花果山水簾洞美猴王齊天大聖孫悟空。老孫躍上筋斗雲，騰雲駕
霧，才一下子的功夫就迅速移動了十萬百千里。他不禁驚歎：「這女生可真不簡單
，水簾洞雖然『初極狹，才通人』，然而裡面卻『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簡直
是別有洞天！」

到了水簾洞的深處，他四處張望，嘗試尋找那獨一無二的巢穴，培育猴子猴孫，豈



料在尋找期間迷失了方向。

老孫只得原路折返。甫跳出水簾洞，女生就嬌嗲地嗟嘆：「快不行了......快點回來我
的小穴吧！很癢......哎呀，不行了，快回來......」

老孫不加思索地大喊：「小姐稍安無躁，老孫來也！老孫來也！！」，說罷就在水
簾洞中極速進出，女生頓時失去了反抗能力，只得躺下來任由擺佈。

阿明和老孫都滿足極了，可是女生卻似乎不太滿足......源源不絕的露水，正在從水簾
洞中緩緩流出。那女生似乎十分享受剛才老孫的那波攻勢，竟乞求阿明讓他再次進
入水簾洞。此時，阿明在地板上，無意地發現到一副似曾相識的黑色圓框眼鏡......

故事在此暫告一段落，望各位讀者朋友能從中得到樂趣。同時，記得隨時留意故事
的更新，第一時間閱讀最新篇章！各位如果喜歡腎仔小說，歡迎上Facebook搜尋「
腎仔」或「@sunjaiwriting」到我的專頁閱讀其他故事同比Like！你的小小舉動，
便是對我的大大支持，成為我繼續寫作的動力。若有幸得到讀者朋友們的賞析，小
弟實在不勝感激！

好了，客套話不多說了。各位讀者朋友，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三、逃出險境

盯著那似曾相識的圓框眼鏡，阿明陷入了沉思。他開始從無邊無際的腦海中搜尋該
那女生的身份，卻記不起那女生究竟是何方神聖，一無所獲。阿明隨即定下了一個
小小的決心：我無論要花費多少時間，也定必要尋到眼鏡在記憶中最後出現的地方

 ！

突如其來的呻吟聲，把阿明從虛空喚醒。「剛剛真是太舒服了，阿......嗯......這種感
覺......實在是......太......太奇妙了......我還想......再來一次......快點回來我的小穴吧......」
然而，經過多次進出水簾洞，老孫已經顯出疲態。還有呢，他現在可是全身濕透，

 黏糊糊的，好不狼狽！

然而，「齊天大聖孫悟空」這個稱號可不是浪得虛名的。老孫抖擻精神，仰天怒吼
：「這點雕蟲小技，也能難倒俺老孫！？這絕不可能！啊啊啊啊啊！看我的厲害！

 ！！」

阿明再次為老孫注入了無窮無盡的力量。然而這力量卻不受控制，更讓老孫支配了
阿明的思想，使兩者融為一體。這簡直是靈長類動物轉化的新里程碑，可惜沒有任

 何科學家能記錄下來！

「在我面前的這位美麗動人的小姐，恕我冒昧問一句，請問你上一次紅潮的時間是
 ？」

 「好像是4月11日至4月14日吧。」

「這實在是一個極好的消息，看來老孫我可以隨心所欲地佔有水簾洞，哈哈哈哈！
」

   老孫體內的力量，猶如澎湃洶湧的岩漿，不斷在積聚，積聚，積聚著。 老孫此刻正
站在水簾洞的正前方。他先是一個跟斗向後退得遠遠，集中內力。然後在剎那間，
極速向前衝刺！老孫掄起金箍棒奮力一敲，敲向水簾洞的洞壁，打出了4237的超高

 暴擊傷害。伴隨著敲擊的衝擊波，頓時便把洞內的障礙物清掃得一乾二淨。

老孫相當滿意自己剛剛那一棒的輸出，隨即翻出了洞穴，打算再來一棒，刷高自己
 的最高暴擊傷害值。就在此時，他竟發現自己的力量不受控制！

 「這是什麼情況？啊......不要啊！」老孫大叫起來。

「嘻嘻，這良辰美景，怎可以和老孫你共享呢？」重新奪回小明控制權的阿明，一
邊控制著小明進出小穴，一邊喃喃自語著。然而，女生從未間斷的叫喊聲，已遠遠



 蓋過阿明講話的聲音了。 「小姐，對......對不起，你的美貌，讓我實在欲罷不能......
 對不起......這一個moment，我實在實在再也忍不住了！」

「請......請不要......扼哈......中出我......我不想......那麼快成為......啊呵......媽......啊蛤......媽
......我還......未準備......好......」

 阿明心想：想不到玩了超過20分鐘，這女生還不斷地分泌露水，看來我今天非得好
 好教訓這個「小淫娃」不可！

「你這個小淫娃，我今天定要好好懲罰你！！！」阿明這次化身傳教士，抱起那女
生，用盡全力進出小穴。就在這時，已經勉強支撐自己許久的火山岩石已突破臨界

 點，突然崩潰了！斷裂了！

 「轟隆！轟隆隆！」

阿明胯下的超級火山終抵受不住壓力，發生了千年一遇的毀滅性爆發，把熱騰騰的
岩漿灌滿水簾洞。那女生經過20分鐘內的數次高潮，已快精疲力盡，她只得用盡餘

 下的所有力氣，作出最後一次，也是最為凌厲的一次叫喊。

 「啊～～～～～～～～～～～～～～～～～～～～～～～～～」

「這一刻你屬於我，你再也沒法擋，Hey
。」以這句羅文《激光中》的歌詞形容此時此刻的場面是再貼切不過了。

 阿明的火山因劇烈爆發，整個塌了下來，再次變回原本的小明。阿明拿出那早收藏
好的蕾絲胖次，把小明身上的岩漿和露水抹走，塗在那女生的雙乳上。混合物配合
窗戶外面的陽光，把原本已渾然天成的雙乳，變得更晶瑩剔透。阿明不禁伸出舌頭

 ，用唾液把小紅點按摩一下，順便嘗一下這來自天堂的味道。

舌頭繼續在那小紅點附近緩緩移動。早已失去反抗能力的女生已氣若游絲，只能夢
囈般的說道：「哎......真舒服......非常感謝你......啊......我......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只有古代的大文豪......哦哦......才能將性愛......描述得......這麼生動......哎～別停......繼續
舔......原來......那種感覺.....常人是......無法用......三言兩語......來形容的......嗯......好爽......
」

 趁那女生的意識仍未恢復，阿明再次用他骯髒的手，把那滑溜溜的胖次，以及那副
 的黑色圓框眼鏡，收藏於自己的褲袋內，拿回家慢慢細味。面善

說這時遲那時快，那兩位被同學召喚的女訓導主任，正拿著皮鞭，快步衝到女洗手
間的門前，準備打開大門，用私刑教訓那隻不知天高地厚的「死淫蟲」。當老師們

 發現門已被反鎖，便用聞名於世的「百烈腳」，嘗試踢開這用實木製成的大門。



「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
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

 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

連番踢門聲如催命符，把女生嚇得馬上完全清醒過來。同時，慌張的神色也瞬即爬
上了她的臉。

「啊～這下完了......我們要被逮個正著了......怎麼辦怎麼辦！」

 「放心！這木門要比馬其諾防線更為堅固，用身體硬碰，簡直如同螳臂擋車！」

「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
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

 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撻......」

踢門的聲音從未間斷，且越來越大聲。阿明警覺地望向木門，竟發現百烈腳已在這
 這牢不可破的「堡壘」上留下了一條超過40厘米長的裂縫！ 盯著那幼長的裂縫，阿

 明驚愕得連下巴都掉了在地上！ 

 「WTF !?」

此刻的阿明急如熱鍋上的螞蟻，緊張萬分——他霎時間想不到該如何逃離這女廁所
 ，逃出生天。

阿明環顧四周，尋找可供自己逃走的路徑。突然，他的目光聚焦了在那唯一的小窗
 戶上。他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好主意。

「反正怎樣都要死，死得轟轟烈烈，豈不是更好？反正『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人生在世，什麼事情也要嘗試一下啊！！」阿明心想。

「我現在必須得走了，一會兒老師進來問長問短的時候，你編一些理由搪塞她們就
 是了，也請不要提到我的存在，好嗎？ 有緣的話，我們自能再次相見！」

「嗯......我知道了，再見！」

阿明再次運用其超感官偵察系統，確定地上沒有任何人類的物體後，隨即打開靠近
 欄杆的窗戶，站了上窗框。

 「哇！你是在開玩笑吧！你真要跳樓逃出去嗎？」女生驚嘆。

「沒錯，事到如今，我沒有其他選擇了......幸好這裡只是一樓，跳下去肯定沒事的，



 相信我！」說罷，阿明咬緊牙關，縱身一躍！

空氣流動的速度似乎變得非常緩慢，阿明覺得自己好像在空中停頓了。這個美妙的
錯覺，讓阿明感覺自己已化身成平日自己最愛玩的手遊——Pokemon Go
裡面的青綿鳥（Swablu）。阿明情不自禁地張開了雙手，上下拍動，彷彿如青綿鳥
張開自己那雲朵般美麗的翅膀，在廣闊無際的天空中翱翔。只是，阿明的體重，要

 比青綿鳥重多了！

（腎仔：沒有玩Pokemon
Go的讀者朋友們，相信沒idea青綿鳥長什麼樣子吧？沒關係！下面的鏈接可以幫到

 你！ 青綿鳥圖片： https://urlzs.com/JNNSr）

此時，一首沉睡阿明腦海裡許久的老歌，又再次甦醒了。歌聲之嘹亮，在阿明的耳
 邊縈繞不斷，繞樑三日。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想要飛呀飛～卻飛呀飛不高～」

然而，美好的感覺總是如此的短暫。忽然，阿明意識到身邊空氣的流速開始變快了
。

   阿明又萌生了一個新念頭。

「我是人，跳水運動員也是人，為什麼他們能做到的事，我做不到？他們做出的跳
水姿勢是如此優美，如此令人嘆為觀止啊！雖說我這次是跳樓，但也絕不能失去霸

 氣！」

結果，一場屬於阿明自己的跳水（即跳樓）比賽，正式開始！！！

「要選個霸氣十足的姿勢才行......就這個吧！號稱3米板最高難度姿勢——難度係數
3.9，編號5355B的『反身翻騰兩周半轉體兩周半』！」

 阿明把身體捲曲，作出翻騰的動作。然而，從未接受過正式跳水訓練的阿明，在勉
 強翻騰一周後，已發覺自己的身體快要著地了。

「糟了！再勉強完成這個動作，我定必摔個粉身碎骨！」

 阿明隨即變招，他暗暗運功，勁聚掌心。在將著地的那一瞬間，雙掌使勁向地面一
 錯。

「砰！」

 阿明的掌力要比他墜地的衝擊力強多了。在雙掌觸地的那一瞬間，一股強大的反作

https://urlzs.com/JNNSr


用力頓時再次把阿明推上半空。幸好阿明早有準備，他把重心傾後，順勢來了一個
奧運體操運動員的完美後空翻，並穩穩落地。媲美

 正好在旁邊清掃的校工叔叔親眼目睹了這一幕，他先是愣了一下子，然後才回過神
 來，打算誇讚誇讚這位身手敏捷的學生。

 「這位小兄弟，好功夫啊好功夫，你定必是千年一遇的習武奇才！」

「不敢當不敢當。和武術奇才相比，我這只是小巫見大巫罷了。」阿明連忙抱拳回
禮，以示感謝。

   深呼吸幾下後，阿明緩緩地開始走回課室。

「可能，這就是上天給予的機會吧。」阿明邊走邊想。「正所謂『大難不死，必有
 後福』，看來上天就是想給我機會，去結識這學校裡那絕無僅有的奇女子！」

顯然地，阿明已經忘記了那副黑色圓框眼鏡。心水清的讀者們，定必會猜想到接踵
 而來的事情了。

「哎呀......我的內褲和眼鏡呢？肯定是那個臭小子順手牽羊......幸好我的近視沒那麼
 深，不至於什麼也看不清。至於內褲，嘿嘿，這可說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吧。」

那女生從環保袋裡取出本打算拿來穿着的打底褲，正當她穿好的時候，卻發現自己
 的下體已緊緊黏著那小褲褲。

「這精液，怎一張紙巾能抹走？我還是把它留在這作留念好了。」那女生只好直接
 穿回校服，遺下那堆混合物在自己茂密的草叢裡......

 誰知道，那些混合物，竟混和過度分泌的露水，沿著褲管流出......

 當那女生穿好小褲褲及打開廁格門口後，那實心門正好被那兩位訓導老師踢破。

這時，有趣的場面便在女廁出現了——兩個訓導主任大汗淋漓，而且手執皮鞭，面
對著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學生，很是尷尬（不是完全手無寸鐵的，她手中還拿著一個
保溫水壺）。只可惜我在另一間學校就讀，如果我當時在場，我肯定會拿手機出來
，拍下這個惹笑的場面，然後放上Youtube，影片標題自然是「淫賤女教師SM無辜
女學生」了，想必一定會吸引許多八卦的市民觀看！

 其中一位訓導主任——陳主任首先出聲，打破尷尬的場面：「這位女同學你好，請
 問你剛才在廁所這麼久是在幹什麼呢？」

「陳主任，我剛才肚子痛，在廁所拉稀拉個不停，自然也就在廁所裡一直逗留了。



」

 「但是有人見到剛才有一個男生跑了進來，不是嗎？我們擔心校園風案再次在本校
 發生，也擔心你的人身安全，所以就馬上趕上來了。」

「啊！？」女生以高八度的聲線，詫異地說道。「竟有這樣的事情？沒有啊，我什
麼也聽不到。這段時間，我只聽見我拉稀時『噼啪噼啪，噗卟』的聲音和廁所電風

 扇運作的聲音，沒有聽見其他的怪聲啊！」

 「是嗎......那剛剛那位同學怎麼......」陳主任低下頭，喃喃自語著。

「等等，那為何我們上來的時候，廁所門是鎖著的呢？」另一位訓導主任——張主
 任注意到了這個疑點，連忙問道。

「哦，這是因為我怕其他同學進來廁所時會聞到我拉稀的惡臭，影響心情和食慾—
—畢竟現在是午飯時間嘛！因此，我只好出此下策，把廁所門鎖上，以避免其他同

 學進來。張主任，您多慮了。」

這時，陳主任無意中看到那女生的裙子有些奶白色像漿糊的液體，正有規律地逐滴
 逐滴滴在地上，便詢問那女生那些液體是什麼。

女生心知這次可大事不妙，便「確實」回答：「陳主任啊，其實最近不知怎樣的，
我的陰道經常分泌這些竭撻撻的液體，整天都弄得我非常尷尬，想包也包不住，不

 知道是什麼原因呢？」

 「哦？你最近是不是有月事？」

 「是的沒錯。」

「如果是這樣，陰部分泌旺盛多是相當正常的，因月經是一個月中，女性荷爾蒙最
旺盛的時期。但如果這問題持續的話，一來影響你的日常生活，二來也會導致其他

 同學胡思亂想。這可能是你的身體有毛病啊，或許你得盡快去看看醫生了。」

「謝謝陳主任的關心和建議！」為免得罪這號稱「河馬樂園獅哮功傳人」的陳主任
 ，那女生只得以最體面的話語回答她了。

「啊......話說回來，兩位主任，為什麼你們都拿著皮鞭呢？明明本校早已禁止體罰了
 。」

兩位訓導教師竟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問得啞口無言，支吾以對。「哦......這只是名副
其實的『教鞭』而已。」張主任說道。「這鞭子只是用來嚇唬一下那些壞學生，並



非用於體罰的......嗯，時候也不早了，你快點回課室準備上課吧！」
 說罷便放走了那女生。

另一邊廂，回到課室的阿明，以面紙擦乾額上豆大的汗珠，冷靜下來後，才驚覺自
己剛才在女廁已做了一件天理不容的大錯事！

 「這下完了......如果那女生真的萬一......我實在無顏面對江東父老啊！」阿明嘀咕。
「不行！我一定要採取補救措施，絕不能讓這惡夢成真！」

故事在此暫告一段落，望各位讀者朋友能從中得到樂趣。同時，記得隨時留意故事
的更新，第一時間閱讀最新篇章！各位如果喜歡腎仔小說，歡迎上Facebook搜尋「
腎仔」或「@sunjaiwriting」到我的專頁閱讀其他故事同比Like！你的小小舉動，
便是對我的大大支持，成為我繼續寫作的動力。若有幸得到讀者朋友們的賞析，小
弟實在不勝感激！

好了，客套話不多說了。各位讀者朋友，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