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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開端

第一章-開端

   今日，我喺我嘅班上正教着「心智教育課」時………… 無錯，我現職係一名中文老師。

 雖然很難想像，但係我從小嘅夢想就係當一名老師，所以而家都算係夢想成真啦！

 我而家想起來，一路學習嘅路上係多麼嘅崎嶇啊！

 啊，好似離咗題添！

 繼續故事啦。

 今日心智課嘅主題真係比較沉重：「戀愛有錯嗎？」。要一名A0教一群A0如何正确地拍拖，有夠可
笑。

   然而，而家嘅處境都正係如此。 我倒吸一口氣。

 正當我想回避題目時，被一名學生打斷了。

 學：「老師，不如分享下你嘅經驗啦！」

 我：「Um……唔好啦！」

 學：「如果你唔分享經驗，我地點了解今堂内容啫？」

 又岩喎！好啦！今日泄露天機啦！

   我：「這係一個我同她嘅故事…… 這段緣份好像係從中一嘅時候已經註定咗。

 開學啦。

 自以為自己成熟嘅我，一開學就定下咗一個巨大目標：入大學！

 都因為自以為自己成熟，所以少了很多與「幼稚」同學們嘅互動。

 這時候，我隔離坐住一個女仔，叫王詠芝。

 她比其他女仔都不同，但我真嘅說不出有甚麼不同，她可以說係喺我整個中學生涯中一個很特別嘅
存在。

 喺我觀察了她一段時間後，發現了她嘅一個特點：她經常望住學校旁嘅山丘。

 由於我地學校位於山上面，窗外景色特別秀麗。



又離題喇，都係講下我同佢嘅中學生活啦！

 其實我同所有香港嘅中學生都係一樣，有一個很普通嘅名「羅傑賓」，都有一個好型嘅花名「羅賓
」。

   話咁快就28了，都可以叫「老羅賓」了…………



第二章-幫忙

第二章一幫忙？！

  詠芝：「喂，羅賓。可唔可以幫我一個忙？」

  唔知一個女仔人家想我堂堂一個大男人幫咩忙呢？（作者現時心邪……）

  詠芝：「我冇錢呀，等陣放學幫我俾埋車錢，得唔得啊？聽日還！」

  噢，弊！我唔記得咗同大家講，其實我同詠芝住係附近，好多時我同佢都要搭同一架巴士返屋企

  ………………

  喺今次「旅程」，我更加了解呢個女仔。

  話說，佢出生係中產家庭，都算幾幸福。

  但是佢啊媽同啊爸在佢出生之後離了婚，所以佢由細到大都係由養父養母湊大。

  養父養母由細到大都唔係太管佢，所以佢可以放學後成幾個鐘都唔返屋企。

  真是自由啊！

  簡直就唔似身處香城。

  我就不同呢，我屋企好嚴㗎！有時我都會問：其實我老豆老母係咪有社交障礙㗎？

  講返正題先
 
………………

 正題呢？

 對唔住，係冇正題㗎！

 學：「喂，啊Sir……點解隔咗咁多年你都仲記得嘅？」

  係喎！點解我仲記得嘅？詠芝，睇黎我真係仲未放得低你呀！



第三章-陷入回憶

第三章-陷入回憶

在被該名好奇心特強的學生打斷後，心智堂完咗。在前往教員室嘅途中，我不斷想唸返以前嘅美好往
事，可就怎麼也想不起來。

 「碰！」

 ？：「哎呀，好痛呀！」

 我：「唔好意思呀，撞親你添！有冇事呀？」

 ？：「冇事，仲起得返身。係呢，啊Sir 你好少咁失魂㗎喎，做咩事啊？」

 我：「無，唸野啫。」

 ？：「唸咩唸到咁入神啊？」

 我：「無，我……芷嘉，你唔係要上堂㗎咩？」

 嘉：「嘻嘻！咁再見啦，唔知自己唸緊乜既啊Sir。」

 其實我知道自己唸緊咩㗎，係唔想話你知啫……

 林芷嘉，一名年少氣盛、八卦心十足嘅F.5女仔。樣同詠芝差唔多，都係一個女神樣。如果要用四個
字黎形容佢，只能係活潑可愛。（無意寫師生戀）

 特別的是，芷嘉從F.2到F.5，校花之位仍無人能比。

 正當我細細回想剛才發生的事時，我發現，我到了。

 返到教員室，連上六堂既我累到瞓着了。在深層睡眠當中，我隱隱約約聽到有人叫我。

 「喂！！」

 嘩！咁大聲做乜啊！再咁落去聾㗎！但當我望真啲既時候………………

 我：「校長？！」

 校長：「羅老師，你係辦公時間瞓教？！」

 我心知不妙，我：「校長，我即刻去上堂。」

 校長：「上咩啫，你之後嗰啲全部空堂黎加喎！」



 咁你又叫醒我！

 校長：「你今日狀態咁差……不如咁，還掂等陣間都無野做。你返屋企休息先啦！」

 咁又同講法喎！

 我：「咁我告辭先啦！」

 校長：「告辭不如請辭啦！」

 雖然我知佢係講笑既，但我都仲係放心唔落。於是……我選擇坐定定係度唔走，因為我真係冇咗份工
。

 十五分鐘後……

 校長：「點解你仲係度㗎？」

 我：「校長，唔好炒我啦！好嘛？」

 校長：「唔炒你呀！走啦！」

 我搭巴士返屋企，上車時，記起遺忘了的當時與詠芝在巴士上的對話………………

 詠芝：「其實呢，我鐘意你呀！」

 我：「…」

 詠芝：「玩你咋傻仔，你咁嘅死樣，又完全唔符合白馬王子嘅條件。衰啲講，邊個咁好眼光揀著你
都乞食啦。」

 嘩你個衰人，講得咁直白都有既！

 我：「…」

 詠芝：「…」
 

 之後成程車都安靜中…………



第四章-戶外教學

第四章~戶外教學？！

繼沉默之後，第二日上中文堂………………

 老：「今日天氣唔錯。成日焗係呢個課室，對學習係冇好處嘅。不如……我地出去行下啦！」

 其實所謂嘅出去，只不過係落咗去學校嗰草地。以防你地唔明，啫係在樹下上堂，感受着大自然既
 一切。

  雖然只係坐係草地上面，但係都莫名其妙地心情好了起來，差點連昨天還未道歉的事情都忘記了。

  講真，呢度環境真係好好。

  如果而家唔係講考試範圍嘅話……

  詠芝：「喂，啊Sir講緊咩呀？」

  我：「咪今次考試範圍囉！不過你英文咁勁，中文都唔駛驚啦！」

  嘩！呢個神邏輯啊！果然我係俾琴日巴士上講嘅野沖昏咗頭腦…………

  詠芝：「我中文好差㗎！」

  我：「我唔信喎！」

  詠芝：「真㗎！」

  然後「小學雞」咗整堂。

  雖然係咁，但好彩我地最尾都清晰知道個考試範圍。



第五章-道歉

第五章~道歉！

在之後的休息時間，我一直想鬧佢。

但佢唔知係咪知道我既企圖，一直避開我嘅視線範圍。唔通真係冇彎轉？唔通我同她嘅友誼關係就咁
完咗？Sorry，我冇想過呢啲野。

我淨係覺得自己好慘，被人玩完都冇一個正式嘅道歉，我嘅心情就好似佔中示威者一樣，得不到任何
有誠意的方案是不會罷休嘅。

你會話，等陣上堂都道得歉㗎姐。

……………………

我夠想啦。

但係我呢D乖學生，點可以上堂唔聽書㗎！

而且，更重要的是：係堂上搵她道歉係一個極度傷我自尊和容易傳緋聞嘅事嚟咖嘛！（又一神邏輯啊
！難道在休息時間找她就不傷自尊
和不易傳緋聞了嗎？抱歉打斷大家，繼續……）

結果到休息時間最後的最後，我終於在圖書館的暗角前找到她了。她跪了在地上，樣子好像哭過。不
過我也理不了這麼多了，直接去
吧！

我：「喂！」

詠芝笑着說：「做咩啊羅賓叔叔？」

嘩！我識咗你大大話話幾個月，我都唔知你識快速變臉，睇黎我要小心啲啦！

我單刀直入：「其實，你啱啱係未喊過黎呀？」

我來找她是為了八卦麼？不是吧！

詠芝低下頭，細聲地應了我一聲：「嗯。」

我：「其實發生咩事啫？我唔會講出去㗎！同男友鬧架？」喂，錯哂啦！你黎叫她向你道歉㗎咋！

詠芝：「我點會咁快有男朋友啊！！咪玩啦！！」

我：「咁做咩事啫？」



詠芝：「你估下！」

你講就講啦！你係都要人估黎估去既。

我：「唔講咁我走㗎啦！」

好一波引誘，我就睇下你忍唔忍到唔同我講

詠芝：「………………」

......竟然真的忍住了。

望着她落寂的背面，我不禁覺得自己好衰。點解有機會都要放棄？人地叫你估，你咪估囉！可能估估
下真係中呢！唔試過又點知啫！或者我估估下，佢忍唔住話俾我聽呢！

 邊想着這些事邊走回課室，真係好………………咪住先，我醒起樣野呀！喂，你仲未道歉呀！



第六章-考試（上）

第六章~考試（上）

終於到了考試前的頭七了。（即考試開始前七日，不要想歪。）

通常在這些日子，同學之間的互動會減少了許多，尤其是學霸，加上這裏有齊中、英文兩位學霸，自
然少不了緊張的氣氛。

我和詠芝的關係自從上次巴士上鬧翻之後，情況一直沒有好轉。再加上連日來像仙境般的溫習，令到
我一直冇辦法挽回我和她之間的關
係…………

詠芝：「喂，……」

一個喂字成功打破彊局……

詠芝：「……今日放咗學，一齊食甜品啦！」

我：「唔啦！今日要温中文呀！」

我的這一句成功將我們重新放回彊局…………………….

她沒有再反駁，開始靜靜地溫書了。

我承認我咁極端係好hurt佢，但是我覺得身為一名稱職的學生，我是必須讀好啲書，出黎搵度份好工
，養番辛辛苦苦凑大你既老豆老母，然後結婚生仔…………（好像扯得有點遠…）而不是走去拍拖。

講起考試，我教的呢間學校都好似就考啦喎！唔知佢地準備成點呢？

 好，等我聽日返學睇下先。而家就瞓先啦！



第七章-考試（下）

第七章~考試（下）

正所謂「出門遇貴人」，第二朝返學就被我遇到校花芷嘉。BTW，其實佢住我屋企附近…………

芷：「喂，羅賓Sir。今日考你個科喎，可唔可以俾啲Tips先？」

我：「我既tips就係寫作唔好寫英文。」

芷：「車，唔想俾咪唔好俾囉！,」

啫係咁……次次就算我唔俾tips你，你都考第一㗎啦！

但我身為老師，又唔可以咁答佢喎！

講起上黎，我以前都咁樣問過我個中文老師……

我：「啊Sir，你俾考試貼士啦！」

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人生是沒有貼士的，所以考試係冇貼士㗎！」

好句，我就用呢句答芷嘉啦！

我：「正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喂，芷嘉！」

你個死人頭芷嘉，竟然趁我唸野既時候走咗返課室。不過唔緊要，反正等陣我就係上芷嘉班既留校溫
習課，儘管走吧！哈哈哈哈…對唔住。講返先，留校溫習課就如其名，這課的目的是要同學利用考試
與放學之間的一段空檔時間温習第日既考試內容。

一旦接近芷嘉所屬的精英班，我就要步步為營、放輕腳步。雖然這班叫精英班，但精英之處是演技，
聽說他們一聽到有老師來就會隱藏
自己的惡行。我立志代替正義，所以我一定要看看他們的行為有多惡。

一開門，我震驚了。他們的演技冇我想像的厲害，但惡行則比我想像的大。D人出哂位，然後吵到乜
咁，芷嘉一反常態地比較靜……

突然，我望到了…胡子堅在調戲女同學。

又到講背景的時候了，胡子堅是個多口的人…………完。

我：「喂，你做咩騷擾女同學呀？」

堅：「啊Sir，你睇錯啫。」

啊，唔通真係我睇錯！



我：「不管了，温書吧！」

在這樣一個「安靜」的地方，我又回想起了舊時的我……………………

詠芝笑道：「喂呀，唔好咁啦！」

詠芝：「至多我今次中文合格，我就為你送上我的……肉體啦！」

我：「下？仲講野，溫書啦！」

詠芝：「乜你真係咁想得到我既肉體咩？」

我：「........」

係咁㗎啦！你想我有咩反應啫！

最尾出黎個結果，我不負眾望拿了全班第一，而詠芝也不負她望地fail了。

然後我就被她以一副「我一早話咗㗎啦」既表情望了一整堂。

我當時真係好想講返句「望咩呀望，未見過靚仔呀？」。

之不過我呢一個斯文有禮的好學生又點可以講啲咁粗俗既野呢，所以最尾我淨係同伯母打咗兩次招呼
咋…………

嘩，我既思緒返黎既同時，原來已經打咗放學鐘。

我：「各位同學，再…………？？」

奇啦，點解會冇哂人既？

 你班人渣竟然趁我回憶既時候走哂，連一句Bye Bye都唔講，冇人性呀你班人。



第八章-新年假期

第八章~新年假期
考完試，梗係要放假啦！放的不是別的，而是新年假（偽文青）。

就在考完試之後，我收到一條來自芷嘉既信息。

「喂，啊Sir等陣去唔去食野呀？」

「好呀！」

覆芷嘉Message係一件本世紀最令人期待的事，因為通常芷嘉都會已讀不回……

係等佢覆我機既同時，又係時候回想起中學既一段………美好時間。

那年新年，我早早歸家。望着空無一人的房間，我忽然感到還差一人。

簡單來講，我毒L一個，無人陪，傷心。

但是身為一個有為青年，我係絕對唔可以放棄㗎！但是前提係，我要有人約…………你問我點解唔主
動約人？叫得做毒撚，有可能主動
約人麼？

好啦，懷念完這段悲慘的歲月了。而芷嘉都終於覆我了。

「好呀，就樓下嗰間茶餐廳等……」

「好，等我十五分鐘。」

三十分鐘後，我終於去到嗰間茶餐廳。我承認我今次遲到係林鄭咗既，但請相信我，我平時唔係咁㗎
！…………平時起碼要遲多三十分鐘㗎！

但係去到時，空無一人。喂，大佬！那天下午，我坐上了從燒味飯開往碟頭飯的茶餐廳呀！連伙計都
冇個，點食飯呀？

突然，我背後舖頭個閘被人關上。嘩，黑店呀？

真心黑，拉咗閘又唔開燈…………

「幾位呀？」

一個熟悉的聲音從廚房傳出。

我：「1位呀！點呀，林小姐……」

芷：「咁你都估到係我…………」



我：「因為我醒呀嘛！唔好講呢啲住啦！點解你會係廚房㗎？」

芷：「啊Sir，你係咪唔記得我屋企背景呀？」

我：「呀，係喎。聽講你屋企係做餐廳㗎喎。但係，又同你闖入人地既廚房，有咩關係呢？」

芷：「啊Sir呀，其實呢…………」

我見佢講啲又唔講啲，好奇心爆發：「講啦……」

䇛：「其實我就係呢間茶餐廳的未來的主人……」

我：「…………？？」

芷：「啫係呢間野我㗎！」

我必須承認，雖然我係一個老師，但也不能斷定我的頭腦轉得快。

我：「哦，但係…………關我咩事啫？」

芷：「食神羅Sir，我想你嚟幫我試味呀！不竟，我以後都要煮加嘛！」

我：「哦……………………」

芷：「想食咩？」

我：「白汁蒸雞」

芷：「無喎…………」

我：「咁，魚蛋河。」

唔會再無啦啩……

芷：「無喎。」

真係咁？？

我：「喂好啦喎！咩茶餐廳黎加？乜都無既！」

芷：「傻既，晚餐餐牌都寫埋俾你啦！………………係你自己唔䏲咋嘛！」

有咩？睇過………………

中央茶餐廳     晚餐



A.林芷嘉

B.鐵板牛柳

C.Miss
 
喂，A和C不太對勁呀！芷嘉，你想陷害我？無咁易。

身為一個老師，當然要揀A啦！

沒有，開玩笑的。說了不甜就不甜，我不會像思歪一般，說一套做另一套的。

身為一個正人君子，當然要選B啦！點之就咁中伏啦…………

芷：「係，B餐係咪？」

我：「都冇得揀……」

芷：「咩冇得揀呀？咪有三個俾你揀囉。」

係有三個俾我揀…………但係你一早欽點咗個俾我囉！

過咗一陣，新鮮出爐的鐵板牛柳正正地放係我面前，這道鐵板牛柳煮得不太老，口感十足，加上自製
洋蔥汁，令這道菜比其他餐廳的更加出色。一口咬下去，充滿了肉汁，又不會太生，簡直超越了一般
的鐵板……

我知道你地都係要我黎幫手翻譯㗎……

望落，色香俱全。食落，好鬼好味。

芷：「呀Sir，啲味點呀？」

我：「O…..K……啦！」

芷暗暗自喜：「Yes……………………」

你問我點知？喂，佢歡呼得咁大聲，聾既先聽唔到㗎咋。你聽唔聽到呀？

總之，我放假真係冇人約㗎！

個Whatsapp成年都冇震過啦！對不起，我較了靜音…………

不要緊，我仍是毒L一名。請應徵女友者致電：（+852）2456 7111

 題外話：2456 7111係青山醫院電話。千祈唔好真係打去。





第九章-學校旅行（上）

第九章~學校旅行（上）

  二月是學校旅行的好日子，因為過了一月考試透這繁忙的日子，又放了新年假後，
便是學生玩樂的日子。 然而對老師來說，
這是一個可怕的日子，因為要與一班小學雞玩整天，比起上整日課更加疲累。  今次去的地方是大棠
，不是荔枝山莊那個大棠，而是元朗那個大棠。去過的人都知道，這是觀賞紅葉的好地方，然而白痴
的是，紅葉不是秋天才開的嗎？咁你地春天先去有鬼用咩？？  既然不能觀賞紅葉，又因怕學生走失
而不能走教育徑，所以惟一的活動只有燒烤、燒烤和燒烤。幸好老師燒烤的食材，一早就有人準備好
，可以少樣野煩。

  但其實學校旅行最煩的事情，永遠都是幫學生分組，因為佢地話自己懂得自己分組，但永遠都是會
有爭拗的。有些邊緣人永遠都是分不到組，亦有些人想入某組卻不被歡迎，總交就是很麻煩。 

 如今，我們正在乘搭旅遊車去大棠，我聽着音樂，享受着暫時的寧靜（聽着音樂又怎會寧靜），往
事漸漸被回憶起來。  那是十年前的畢業旅行，那時iphone都只是出了第一代，是Sony和Nokia的
年代，惟一可以玩的遊戲只有貪食蛇和起樓game，所以我們都是在玩貪食蛇鬥高分。

「羅傑賓，乜你咁向左走向右走垃圾架？」
「咁我文青黎架嘛，點會叻打機姐。同埋垃圾就垃圾啦，講咩粗口姐。」
「做咩姐你，咁你使吾使話比老師聽啊？」
「算啦，見同你咁熟，咁我就同老師講啦！」
「嘩係！乖學生喔，羅賓叔叔！」
「喂啊，我唔係大你好多日咋喎 ！」
「呵！羅賓叔叔講粗口，話比老師知！」

  如是者，我地就亂嗡左成個鐘。當我回憶到我和詠芝下車，現實中我們大隊也到了大棠。
 



第十章-學校旅行（中）

第十章~學校旅行（中）

   我們落車後，循例點了一次名，
一班學生便狗衝似的跑去燒烤，唔講真係以為佢哋有大把節目，趕住去投胎咁
這個活動美其名是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但其實只是讓學生學習郊外燒烤的體驗活動。

  也許這樣說有點過分，看著學生滿心期待的拿出
燒烤網和香腸、雞翼等食物時，我也好像老懷安慰（老了？）似的，走到老師那台前，拿出扇貝大蝦
等海鮮出來。

  沒錯，聰明的你會立刻看出學生與老師的最大分別，也就是香港社會現今一大核心問題:「貧富懸殊
！當一班學生正在虎視眈眈地看着那鮮甜彈牙、肉汁豐富的扇貝，為了讓學生學習克制，用心良苦的
我們當然要立刻不顧自己的安危，連肉帶殼地把扇貝吃掉吧！

  回到正題（別問我正題是什麼）， 一班學生大概燒烤了一小時， 開始有點不耐煩便去玩了。 

  有些學生用盡自己的想像力把tempo紙巾當成閃避球般玩，充表現出tempo紙巾柔軟得黎又堅硬的
特質，
簡直可以把這青春熱血的鏡頭拍成廣告片。同時，亦有些學生不懼風吹雨打、行雷閃電般玩大富翁，
即使面對銀紙被風吹走，依然能不向惡勢力低頭，堅毅地把銀紙執起，然後又抬頭面對人生的另一難
題，銀紙再度被吹跌，然後又再執起銀紙，而那意志堅定的眼神從來沒被動搖，依然能如此氣定神閒
，實在是難能可貴！

  然而，最吸引我目光的，都是在玩truth or dare的學生， 此遊戲不論是在十年前還是今天，
 依然深受學生歡迎， 也因此勾起了我的回憶。



第十一章-學校旅行（下）

第十一章~學校旅行（下）

  十年前的畢業旅行， 我們也是在玩truth or dare， 而且也是在燒烤後。

「羅賓叔叔過嚟玩啦！ 」
「喂呀都話唔好叫我做羅賓叔叔咯！同埋見你地成日講Truth or dare，其實Truth or
dare係點玩？」
「 吓，你講真㗎，雖然你老姐，但係都未至於連popular咁嘅game 都未玩過嘛！」
「 梗係唔係啦， 係我唔想同你玩之嘛！」

  我講完呢句之後，全場靜咗10秒鐘......
「 妖你咪咁小器啦， 快啲過嚟玩啦！」

  陳庭佳係我嘅best friend之一（話明best friemd又點會多於一個）， 可能大家都係A0嘅關係，
所以我哋先做到好朋友。講返正題，我畀人拉咗去玩，除咗我哋三個之外，仲有一個叫做郭譪琳嘅女
仔，佢係詠芝嘅朋友，個樣都ok，係唔係單身就唔知。
同傳統一樣，我哋拎咗個玻璃樽出嚟，然後睇住佢轉。

  玻璃樽指住左詠芝，佢選擇咗Truth。

我:「err... 你喺班度有冇鍾意嘅男仔？」

詠芝:「有。」

  玩過Truth or dare嘅人都知道，問yes no
Question係最白痴，我剛才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又再轉玻璃樽，今次又係詠芝君，佢今次都
係選擇Truth。 今次我懶醒咁衝出嚟問。

我:「你鍾意班上邊一個男同學？」

詠芝:「羅傑賓你！ 」

我:「吓！」

  之前以為佢係巴士嗰次係講下笑啫，但冇諗過佢今次竟然喺大庭廣眾下向我......

  正當我打算向她說清楚時，竟看見她在捧腹大笑。

詠芝:「 笑死我啦！ 你唔係真係以為我向你表白吖嘛？
我係想話，羅傑賓你，可唔可以唔好同一條問題問兩次呀！ 點知你......哈哈哈！」

  我嗰下真係7到一個點，之後問咗咩問題和玩咗邊個都唔記得了， 自此我也在沒有玩過Truth or
dare， 現在看見學生在玩這遊戲， 實在令人懷念那青春歲月（真的老了）。



芷:「羅sir，諗乜嘢諗得咁入神？」

  對了，最終幻想完一輪，學生呢？
話時話，芷君煮嘢都真係幾ok喎，有機會都想試下佢嘅手勢（開始後悔話無意寫師生戀）。

  正當我又諗住再約佢之際，佢又閃咗啦！都唔知佢whatsapp會唔會再覆我㗎。最後我懷著這種失
 落的心情，結束了這次學校旅行。



第十二章-實習老師（上）

第十二章~實習老師（上）

「學校旅行就完咗啦！係時候返黎繼續讀書同工作啦！」

校長既呢句話，即時令到我地全體師生既思緒由回味無窮既學校旅行拉返黎現實。

每週集會係我校傳統，不過請放心，絕對唔係一個非法集會，但係同非法集會一樣，都冇申請不反對
通知書就是了。

校：「呀，最後一件事。今日開始，我地學校會黎兩個實習老師。咁…………事不而遲，即刻請佢地
上台介紹下自己。」

哇，不得了啊！今年的實習老師有一男一女，而且郎才女貌…………忽然間有咗自卑感。

女實習老師：「咁……我叫李芷詠，黎自香港浸過咸水大學中文系。黎緊我會教F.3D既中文科，請多
指教。」

F.3D？咪啫係我嗰班「精英」班！校長，你唔好炒我呀！

想當年，我個班都有過一個實習老師…………

係一個吵到死既班入面…………

「喂，嗰個邊個加？」我老死～＞一心問。（唔好問我點解叫一心，我唔想㗎！鬼叫我唸唔到叫咩名
咩。放心，唔會有下次。）

我：「…………鬼……知呀！」

講起嗰個實習老師…………實在係獲益良多。

我地可以非常清楚睇到佢既面充滿笑容。但是當我地全部肅靜，唸住聽下佢既自我介紹時…………

佢：「你地頭先做咩咁吵啊！我係樓梯口都聽到你地講野啊！下次再係咁，全部罰留堂。我姓朱，你
地可以叫我Miss Chu。黎緊我會教大家中文。」

 多多指教都唔講！睇黎今年都凶多吉少啦！



第十三章-實習老師（中）

第十三章~實習老師（中）

「好啦，解散。」

校長既說話總可以將人既思緒拉返黎……

再一次成功擺脫咗呢班騎呢怪之後，我就返到黎一間中學入面最混亂既地方~教員室……

我入到黎，已經有不少同事走過黎恭喜我……

我：「嘩！你地做咩走黎恭喜我啊？」

全體同事：「你就好啦！有多一個人幫你分擔工作。」

我：「……」

我真係哭笑不得！我希望多一個人，唔會加重我既工作，跟手做埋我既負累啦！

呢個時候，有個人輕輕咁拍拍我膊頭。我心唸會咁樣拍我膊頭，應該係嗰個實習老師啦！

我：「你實習既時候，記住唔好激怒校長。如果唔係，你就大鍋啦！」

？：「有幾大鍋啊！」

咦，男人聲黎既？而且，呢個語氣？！死啦！

我擰轉我個死人頭，定睛望下眼前呢個人……

婆你呀麼！真係校長………………

校：「傑賓，入黎校長室！」

我懷着忐忑既心情，入左校長室......

校：「喂，傑賓啊！連你都被實習老師搞到咁煩，我真係過意唔去……」

我見佢唔講野，唯有點頭示意，請佢繼續講落去啦！

校：「辛苦晒啦！……咦，時候都唔早啦喎！羅Sir，麻煩你帶實習老師上去2D班自我介紹啦！」

我：「哦。」

其實比起個實習老師嚟緊教學上會遇到既難題，我而家既麻煩根本算不上甚麼。



我：「呢度就係啦！」

詠：「唔該晒羅Sir！」

係入去之前，我專門睇咗下佢地既反應。果然同平時冇咩唔同，旁若冇人…………

一推開道門…………冇錯，同頭先係冇分別㗎。

我：「靜一靜先，咁多位同學。呢位係……」

之後……又係自我介紹

我仲專登睇咗一堂。點知佢話咁快就同班友仔熟晒，唔洗我擔心。仲好……

我係度唸，其實……咁樣好咩？我淨係知道，我突然間多咗好多空堂啫！咁有咁多空堂做咩好？？補
充嗰啲被球賽奪去既睡眠囉！

講講下，我已經瞓着咗啦……

話說……當年既中文老師感覺係咪同我而家一樣呢……一句講晒，以前既野真係愈唸愈開心。

 [從來人們都要懷念過去，但不會有人再用回從前的方法處事……]



第十四章-實習老師（下）

第十四章~實習老師（下）

詠芝：「喂呀，羅賓叔叔，係時候黎打救世界啦。」

我：「又打乜Q救呀？」

詠芝：「唔係呢……啫係呢……個實習老師教得又快又模糊。嗰啲咩直接抒情，我點識啫？！」

唔係下話？直接抒情都唔識？！你究竟係唔係中國人黎㗎？呢啲野……BB都識啦！小姐。

我：「咁你具體啫係有乜野唔識呀？」

詠芝：「…………全部。」

我：「…………」

我呢刻嘅心情係崩潰嘅。唔係掛？！

詠芝：「多得濟啊？Sorry囉！嗱，最多咁喇，我請你食飯啦！」

唸返上個星期嗰幾餐Lunch，都係佢話請我食。然而，冇一次係請我食正餐應該食嘅野，全部都係魚
蛋燒賣。導致我一個星期都營養失
衡。

我：「欵，唔洗喇。次次你請親食飯都冇好野發生嘅！」

詠芝唔耐煩咁講：「咁你想點啊？賓少。」

望見佢嬲到爆個樣，我知道.........千祈唔好再刺激佢。

我：「身為一個紳士，點可以要個女仔請我食飯架。不如我請你食飯啦！」

頭先仲嬲到爆嘅詠芝，突然喺一瞬之間對住我笑容滿面。真係女人心海底針，好難捉摸啊！

咁作為我今次成功估到詠芝嘅心嘅獎勵，最終，我地去咗食吉野家。

雖然唔係話食得好好，但係都叫做有啲正餐食下咁，唔使再搞到營養失衡。

就係咁，我變咗詠芝嘅私人中國語文課外補習老師。順帶一提，呢個都係導致我想做老師嘅契機嘅其
中之一。

~~~~~~~~~~~~

等到我瞓完唸完、係返身嘅時候，已經係六點。



喺呢個時間，仲留喺教員室嘅。估計得返我同埋其他要出卷嘅老師。正當我唸住趁冇乜人、走出教員
室嘅時候，我見到一個喺我意料之外嘅人。

我：「咦，你點解會喺到嘅？」

芷詠：「冇，我喺度改緊3D班嘅功課咋嘛。」

我：「其實唔洗對3D班啲功課咁上心㗎喎！如果你趕時間嘅話，可以擺低俾我做㗎嘛！」

芷詠：「話晒呢班都係我教學生涯嘅第一班，梗係想做好教好佢地㗎啦！同埋........」

我：「嗯？」

芷詠：「....羅傑賓老師，你嗰班同學都錯得好離譜喎！不如你........」

弊，瀨野...

我：「我醒起仲有啲嘢未做，我走先啦！」

說罷，我徑直向校門奔去，頭也不回。

好彩走得切啫。如果唔係，我應該俾佢留低咗㗎啦！

~~~~~~~~~~~~

話時話，都七點啦！我仲未唸到今晚食咩。唉，連自己想食咩都唔知，真失敗！
我邊喺條街到漫無目的行，邊喺到唸食咩。

突然間，我見到前面有個好熟悉的身影。我好肯定呢個人就係林芷嘉。唔知點解，我永遠靠個背影都
可以認得出啲學生邊個打邊個㗎喎。

我：「喂同學，記唔記得我哋學校嘅校規啊？」

佢好明顯知道我講咩，但係佢都係冇擰轉頭同我講嘢。

芷嘉：「羅Sir你想講『放學後不准在街上』嗰條？但係我而家行緊返舖頭開舖喎，應該唔計㗎可！
」

我：「吓，乜原來你而家行緊返去開舖呀。咁我又去。」

芷嘉：「你冇飯食咩？」

家陣串我呀嘛！

我：「係呀！」



你好彩！如果我今日唔係真係肚餓嘅話，我呢個唯一嘅客人真係唔鬼幫襯你。

芷嘉：「咁好啦，本小姐就免為其難咁煮俾你啦！」

我：「但我冇帶錢喎！」

芷嘉：「okok……...咩話？！咁大個人都唔帶錢出街？！冇辦法，咁唔食得啦！」

我：「唔食得就記缺點一個。」

芷嘉：「吓？啊Sir你咁公私不分嘅！」

我：「咁而家仲係咪唔食得？」

芷嘉：「唔係.......」

就係咁，我又R到一餐免費餐啦！

而家啲細佬女真係易呃。



第十五章-我有少少鐘意咗你啊

第十五章～我有少少鐘意咗你啊。

芷嘉：「羅Sir，其實呢.........」

我：「嗯？今次又有咩事呀林小姐？」

其實呢，哩個其實已經某程度上黎講係芷嘉嘅口頭蟬黎㗎啦！無論之後佢要講啲乜，小至叫人請佢食
飯，大至人生前途。總之，只要係佢講出黎嘅，就會有哩句口頭蟬出黎。

芷嘉：「其實.....啊Sir，我有少少鐘意咗你呀！可唔可以俾個機會我......俾我做你女朋友啊？」

我：「......好啊！」

就係咁，我同芷嘉幸福快樂咁成為咗情侶。

~~~~~~~~~~~~

編輯：「你寫的這是甚麼狗屁玩意！！不是說好不寫師生戀的嗎？！」

我：「我冇寫呀，我都冇寫浪漫場面，淨係寫咗結果咋嘛。」

編輯：「同我改咗佢。」

我：「…………」

~~~~~~~~~~~~

我：「......好啊！」

就係咁，我同芷嘉幸福快樂咁成為咗情侶。

雖然我好想應承佢，但係畢竟我係一個老師，師生戀喺我嘅道德標準中係不被允許嘅。

所以......

我：「......吓，你講咩話？你就考DSE㗎啦，唔好亂唸嘢啦！」

芷嘉：「.......喔.......」

咁就啱啦！年青人就應該好好俾心機讀書，唔好搞啲咁嘅野。

芷嘉：「咁唔好講我同你啦！不如我哋講下你嘅戀愛史啦！點解你咁大個人仲係A0㗎？」

嘩，呢個問題真係問出咗精粹。



我：「你真係咁想知？」

芷嘉：「嗯！」

我：「其實係因為我唔識睇情況做人。」

如果當初我識睇情況做人，我估而家已經同詠芝結咗婚啦！

咪住先，我係A0呢樣野淨係同我班3D講過咋喎！唔通......

芷嘉：「幾唔識法啊？洗唔洗我黎幫你手吖？」

我：「唔洗。」

 



第十六章-守秘密

第十六章～守秘密

 傾傾下，話咁快已經十點幾。舖頭都仲係冇乜人，正確嚟講，應該係只得我一個顧客。

我：「喂，不如我幫你宣傳下間舖頭啦！」

芷嘉：「你衰啦！啱啱先講完唔鐘意我，轉過頭擔心我都有嘅。」

我：「咩呀？我擔心以後冇免費野食咋！」

芷嘉：「咁你宣傳嚟做咩啫？一有生意做，我肯定要你俾錢。」

我：「咁我驚呢間舖執啊嘛！」

芷嘉：「咁你大可以放心，我死呢間舖都未死。」

就咁，我哋為咗呢個問題爭論咗好一陣子， 。就如同情侶一般地打情罵悄

突然，

芷嘉：「羅Sir，可唔可以幫我守一個秘密？幫我守著今晚喺度發生嘅一切同埋呢間舖頭嘅存在。」

我想講....呢啲叫兩個秘密。而且.....守秘密嗎？我可不太擅長喔！

~~~~~~~~~~~~

詠芝：「幫我守個秘密啊！羅賓。」

我：「上上下中文堂無啦啦守咩秘密啊？！」

詠芝：「Sor」

等到落咗堂之後，佢好神奇咁捉住咗我個....衫袖。

詠芝：「而家落咗堂啦，可以答我未？」

我：「守咩秘密先得架？」

詠芝：「我鐘意咗個人呀！」

我：「唔會又係我㗎可？」

詠芝：「咪玩啦！今次我好認真㗎！」



我：「咁係邊個呀？我識唔識㗎？」

詠芝：「佢個名叫魏文博，佢又好人又溫柔.....」

我：「得，我大概都了解到佢係一個點嘅人，呢個秘密我實守好。」

不幸嘅係，喱幕俾陳庭佳見到。

於是，第二日返到去課室，陳庭佳行咗埋黎。

佳：「喂，其實你琴日同詠芝講咩？」

我：「無可奉告喎！」

佳：「講啦！」

我：「我應承咗佢唔講得㗎！」

佳：「你唔講......咁算啦！」

竟然咁順灘？！唔似佢喎。

結果，佢即刻擰轉頭大嗌：「喂大家，原來詠芝佢鐘意隔離B班個魏文博㗎！」

乜你琴日原來乜都聽到晒㗎！

只見全班嘅目光由原本嘅四圍望，全部集中到詠芝張枱到，而詠芝，就臉紅到好似一個蘋果。

最後，詠芝理所當然咁因為我洩密而怒視我，而陳庭佳都喺放學後，受到應有嘅處罰。（我可是用盡
全力打下去的）

因為呢次失敗嘅經驗，所以我決定以後都要守好其他人嘅秘密。

話時話，咁唸嘅話，我都唔係罪魁禍首，至少唔洗我負晒全部責任。

我因為咁唸，所以應承咗芷嘉幫佢守秘密。

亦都因為我應承咗芷嘉，所以先有咗之後嘅事。

~~~~~~~~~~~~

喺芷嘉向我表白之後嗰日，唔知點解好似怪怪地。好多學生喺我去芷嘉嗰班上堂嘅時候，圍鬼住個課
室。

好奇嘅我行咗去問一個圍觀嘅同學。



我：「喂同學，你知唔知點解佢哋會圍住個課室啊？」

嗰位同學：「因為佢哋聽講芷嘉琴日同一個啊Sir表白啊嘛！」

唔係啩，咁快比佢哋知道？！唔通我今次又守唔到秘密？但係為咗防止我又洩密，我由琴日開始到今
日都未同過任何人講過野。

咪住，如果好似之前咁點算？一定要查到係邊個傳出黎嘅。

我抱住呢種懷疑之心，浩浩蕩蕩咁前往查案之路。
 



第十七章-查案（上）

第十七章～查案（上）

 話就咁話啫，實際上我都唔知點樣搵嗰個人。

畢竟我都未做過警察又或者偵探呢類型嘅工作，咁我又點會識查先得㗎！

不過經過我睇咗多年金田一嘅經驗，我大可以將查嘅方法分成幾個步驟。

第一步：搵返當時人問。

呢到嘅當時人並唔係芷嘉，而係嗰個同我講呢件事嘅人。

事不疑遲，馬上去搵嗰位同學啦！

（A few moments later..）（一段時間後....）

……..

奇啦？點解我行晒全個學校，行晒所有課室、特別室都搵唔到佢嘅？

唔通佢今日病咗？

如果係，咁就冇辦法啦！

唯有等聽日啦.......

我抱著絕望嘅心情行返教員室。喺途中，我撞到一個訓導老師。由於喺我哋學校教務處同訓導處一向
都唔太啱傾。今次機會難得，所以

我就同佢傾咗一陣計......

我：「喂李Sir，咁趕做咩呀？」

李Sir：「冇。有個學生因為打人，緊急送咗去訓導室接受訓導咋嘛！」

我：「訓導老師嘅工作真係辛苦呢！而家啲細路又係嘅，做野都唔唸後果嘅！」

李Sir：「其實都唔係好辛苦啫。而且班細路都其實本性善良嘅，係一時唔不心誤入歧途啫。」

我：「咦，你唔嬲㗎咩？」

李Sir：「有咩好嬲姐？所有人都試過走錯路㗎啦！係呢，你好似好愁咁喎，林芷嘉嗰班又唔聽書啊



？」

正如我之前所講，林芷嘉呢個名真係無人不曉。

我：「唔係......」

我忽然間靈機一動，萬一嗰個俾人拉去訓導室嘅學生就係我要搵嗰個呢！

我唸到呢到，不禁冒出冷汗。

咪咁快下定論住。總之，先進行初步確認先啦。

我：「李Sir，打人嗰個學生係咪F.5㗎？」

李Sir：「係呀，你點知嘅？」

Oh shxt！唔通真係？！

我：「我可唔可以去睇下啊？」

李Sir：「ok嘅......只不過點解你突然有咁嘅唸法嘅？」

我：「冇，我由细到大都未入過訓導室，唸住人生一定要去一次訓導室咋嘛！」

李Sir：「...........，好......（-_-#）」

我相信我已經唔小心引起咗呢位李Sir嘅不滿。

確實，差唔多每一位香港學生都入過訓導室，無論係好學生定一或係跩學生。好學生之所以入去，十
有八九都係入去做證人。而跩學生
大多都係犯事俾人捉入去。喺香港呢啲咁多人入過訓導室嘅情況下，我竟然神奇地冇入過訓導室。

好，不滿還不滿。李Sir最尾都係帶咗我去訓導室。

唔知以前我讀果間學校嘅訓導室係點嘅樣㗎呢？我發誓一定要入一次我以前果間中學嘅訓導室。

我唔知以前中學果間訓導室係點嘅樣，但好肯定裝修比我哋呢間中學遜色好多。嘩，間訓導室仲大過
我屋企，冠冕堂皇嘅地板......咦？！
我好似關注錯咗重點。

不出我所料，嗰個線人真是在訓導室。

為咗等佢出來，我可是在門口足足等咗兩個鍾，是兩個鍾啊！你究竟知唔知兩粒鍾係咩概念？！

 最後，我終於等到啦。



第十八章-查案（中）

第十八章～查案（中）

線人：「咦，羅Sir你喺到嘅？」

我：「我有野要問你。」

線人恭敬咁問：「咁唔知你有咩問小弟我呢？」

既然有機會，咁我就問清楚佢啦！

我：「我想問關於林芷嘉嘅野。你喺邊到聽啲傳言返黎㗎？」

線人：「咦，乜羅Sir你都對林芷嘉啲野有興趣㗎咩？」

我：「廢話少講！講，啲流言你邊度聽返嚟嘅？」

喺我講完呢句野之後，我feel到佢偷偷地笑咗一笑。

線人：「唔好意思，資料來源唔可以透露。」

我：「唔講啊嘛。好！你係咪想再入過去呀？」

我作手勢準備叫李Sir返黎。

終於，佢嘅囂張終究係敵唔過我嘅威嚇。

點解我知？因為我見到佢面色開始變青，也許是因為他的父母都是警察，而且對他也很嚴，害怕遲返
屋企吧！

線人：「好，我講。呢個傳言係林芷嘉自己同我講㗎！」

咩話？！竟然係林芷嘉？！枉我仲咁努力去幫你守秘密，結果你轉過頭就同咗第二個人講？！我真係
睇錯你。

得知係林芷嘉講嘅時候，我即刻怒髮衝冠。都冇理到個消息嘅真假，就衝咗去搵林芷嘉對質。簡直就
係名偵探X南嗰主角X南上身。

仲記得X南Sense到啲唔對路嘅野嘅時候，就會即刻跑去捉凶手。當時我仲唸如果柯X收到果啲消息
係假嘅話就神作啦！可惜並沒有……

 點知我呢個講咗四、五年嘅夢想竟然成真咗，仲要自己瀨埋野。



第十九章-查案（下）

第十九章~查案（下）

冇錯，喺呢個時候，我哋紙言最心水清嘅一班花生友就好明顯知道我怪錯咗林芷嘉啦！

之不過，被憤怒蒙蔽咗雙眼嘅我都唔理得咁多。 一於少理，九衝去搵佢。

可能你呢個時候，會笑我白痴，但其實都係當局者迷啫。你試下呀！

好啦！講返嗰個故仔先。

話說，憤怒到了極點的我下意識就衝了去芷嘉那班，想找她理論一番，之不過我找不到她。明明她必
須留在課室等我回來才會去開舖，
怎麼不在？難道她已經發現事情敗露逃走了？！

就係我想捉佢返黎打patpat嘅時候，佢好適時咁出現咗係我眼前。

我：「林芷嘉小姐，你做咩唔喺課室乖乖等我呢？」

芷嘉：「阿sir冇辦法㗎噃，我呢啲咁活潑好動嘅好女仔就咁畀你獨自留喺課室，悶㗎嘛！」

我：「 咪鬼咁多藉口啦你！唔通我咁靚仔又要留喺呢個學校度，好好咩...」

芷嘉：「係喎阿sir你又話有嘢要搵我黎課室傾嘅？
我仲專登留低時間過嚟同你諗住傾好嚴肅嘅嘢㗎嘛！所以而家究竟係傾乜鬼嘢先得
㗎？你又留低我喺度又唔講」

終於要講正題啦！該來的還是要來。

我：「芷嘉，我都明白你唔可以同我拍拖你覺得好唔甘心，但你都冇理由要將個秘密講畀其他人聽㗎
！」

芷嘉：「下你講咩呀？我都冇同過人講過」

我：「唔使扮嘢啦，XXX（線人）講咗畀我聽啦」

芷嘉：「下，但我成個禮拜都未見過佢喎。你會唔會畀人呃咗呀？」

死人葉可誠，竟然夠膽呃我。

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嘅第二日，我走咗去同葉可誠度過咗一個快樂而有美滿幸福嘅課後時間。

由於出於對芷嘉的愧疚，我在教訓完葉可誠，便走了去向校長提出辭職。



校長：「吓，咩話？辭職？！點解咁突然？究竟發生咗咩事啊？」

我：「呃，校長。你一口氣問我咁多條問題，你想我答邊條先？係『咩話？』、『點解咁突然？』定
『究竟發生咗咩事啊？』？」

校長：「……sorry，之不過羅老師，我地冇咗你唔唔掂架！咁啦，你放個長假冷靜下先。你啲工作，
我會交晒俾其他人做㗎啦！冷靜完，記得返工呀。」

我：「......」

估唔到平時咁吊兒郎當嘅校長，有起事上黎，居然都能處理得如此妥當。

校長：「點啊，有問題？」

我：「冇....」

校長：「好，我現在宣布，羅傑賓老師由今天開始放無薪長假，而回校上課嘅時間將會另行通知。」
咦？

無薪長假？！

我都估到你冇咁好死㗎啦。之不過既然有假俾我休息冷靜下，在這個忙碌的香城，我可以忙裏偷閒都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第二十章-聖誕party

第二十章～聖誕party

經過咗之前守秘密嘅事，我同詠芝嘅關係可以話係每況愈下。

為咗挽回我僅此一個嘅朋友，我決定唔可以再畀呢種每況愈下嘅關係繼續落去，我要作出改變，同時
亦都係為咗我嘅英文功課。我今次

一定要令到佢對我嘅好感重拾返返嚟。

講就易啫，但邊度有實踐嘅機會先得㗎。

兩個禮拜後咪有個聖誕party囉，一於就喺聖誕party嗰陣時去隆重「表白」。
嗱，唔好諗歪咗呀，我講嘅嗰個表白只係朋友對朋友之間
嘅心靈上嘅對話而唔係戀人嗰啲呀。

點知呢個機會一開始已經唔成功，仲要差啲畀我打消埋個念頭添。點解？因為嗰日又嚟咗一個轉校生
囉。仲要係由一間band1嘅名女校
轉過嚟嘅添，即場我嗰班為數不少嘅狗公沖曬過去同佢打好關係，而我都係好基友陳庭佳嘅半推半撞
嘅情況下，行咗過去同佢打招呼。

點知呢一打唔緊要，小息詠芝就冇理我直接沖咗去小食部買嘢食。

當時我心諗，既然我同佢嘅關係越嚟越差，睇黎個計劃都要快啲諗好先得。

～～～～～～～～～～～～～～～～～～

鐘聲響起歸家的訊號，冇錯又係每日學生最鍾意嘅時候啦，放學啦。

如果換轉係平時嘅話，我會同班基友一齊去機鋪打機。首先講明先啊，我係唔鍾意打機，係比基友推
咗我入機鋪嘅啫。

之不過，因為我想搞番好同詠芝嘅關係，我已經成個禮拜都放學留低喺學校寫企劃書。

我嘅表現就連陳庭佳都覺得驚奇呀。

佳：「喂你又唔走呀？唔係呀？咁即係又係我自己走啦！」

我：「係呀。」

佳：「妖，有異性冇人性。」

我：「有異性冇人性？咩黎架？」



佳：「你真唔知定假唔知呀？」

我：「真唔知。（︶︿︶） 」

佳：「咁等庭佳哥哥黎教你啦！（﹀﹀）你想要文藝D嘅解法定唔文藝嘅解法啊？」

乜呢啲都有文藝嘅講法㗎咩？算啦，都應該冇好野㗎啦！

我：「我揀..唔文藝嗰個。」

佳：「你條撚樣，竟然咁重色輕友都有嘅，正一仆街黎。」

我：「......」

佳：「......」

我：「咁，文藝啲嗰個呢？」

佳：「你條向左走向右走樣，竟然咁重色輕友都有嘅，正一hihi黎。」

我：「......」

呢位同學，我唸我都係時候搵個歷史老師同你補補歴史，如果唔係，我驚你夜晚會見到四隻僵屍形態
嘅人行入你間房，而復興四子嘅棺
材板早已彈開咗。

之不過錯有錯著，庭佳講嘅呢番說話，呢個『重色輕友』，令到我返到屋企就開始反思並係一片迷惘
之中搵到答案。

冇錯，我係唔應該重色輕友嘅。所以我為咗要補償番友情，我決定今次黎個『重友輕色』嘅計劃。

於是當日.......

佳：「
喂早晨呀羅賓，做乜咁嘅樣呀。係咪因為琴日太興奮，諗住同我放學去邊間機鋪玩而興奮到瞓唔著呢
？真係辛苦晒你。」

我：「唔辛苦，唔辛苦。」

我心諗，我夜瞓關你鬼事咩。再講，我都冇諗過同你去機鋪打機。

無視咗埋伏喺門口嘅佢之後，我行咗入課室，準備開始實行今日最偉大、最宏偉嘅計劃。至於係咩計
劃呢？到時你咪知囉。

~~~兩個禮拜後~~~~

佳：「喂，準備好未呀？」



我：「準備啲咩呀？」

佳：「你唔係準備向詠芝表白㗎咩？」

佢講既係表白心聲嗎？

我：「吖係，你唔講我都唔記得。」

係呢個時候我拎出收埋咗喺我背後已久嘅一束花，呢個唔係一般嘅花，而係我花咗兩個禮拜時間，用
喺誠品到買嘅紙整出嚟嘅紙花。希
望可以用呢一束花去化解我同詠芝之間嘅誤會，同埋做番好朋友，點知陳庭佳呢條友以為我係拎束花
去表白。

我環視課室，主角喺曬度，準備，3，2，1

詠芝：「我有樣嘢想同大家宣佈。」

咦，我咩都未做喎

詠芝：「我拍拖啦！」

………

全班：「下！！！！」

全班之所以咁嘅反應，都係因為詠芝佢前嗰排心情低落嘅時候，講咗句『
邊個拍拖先就死全家。』，
再加上人人都以為我同詠芝玩得咁埋，應該係真命天子，估唔到詠芝會咁快公開宣佈。

詠芝：「嗰個人就係隔離班嘅魏博文。」

咦，乜唔係我咩？

庭佳聽到之後，馬上狗衝過黎。

佳：「唉，係咪衰呢？叫咗你唔好拖咁耐先表白㗎啦，而家俾人截你胡啦！可惜、可惜。」

聽到呢句話，我嗰隻拎住纸花嘅手慢慢垂低。

唔甘心就梗㗎啦，明明我俾嗰個魏博文早咁多開始。

呢個時候，係唔係應該播翻啲回憶片段？

咦，我明明都唔係鍾意佢，點解會有種扎心嘅感覺嘅？



無論如何，望見詠芝咁開心俾咁多人圍住，自然唔好意思行過去打擾人雅慶啦！

所以，我還是先行離開吧。

~~~~~~~

啊，鬧鐘響了，也是時候上班去了……對呢，我現在是休假中啊，根本不用上班。既然是在休假中，
那就盡情休息下吧。

我從床上爬了起身，看了一看床頭旁的時鐘。嗯，時間尚早。以我這種工作狂來說，是不可能再躺回
被窩中的了。還是像個上了年紀的
叔叔一樣，落去街晨運和飲早茶吧。

慶幸由於是上班曰，所以茶樓並沒有太多的人，不僅令到顧客用餐時的舒適程度大大提升，更令我可
以秒速殺入去。真是寫意的生活啊！

「哦，二位嗎？請坐這邊吧！」服務員把兩個人領了過來，接著他們便坐了下來。

「咦，羅Sir？咁啱嘅？」

呢把聲係？我轉過頭去查看，想不到竟然是蘇子悠兩兄妹。

「羅Sir咁得閒嚟飲茶嘅？唔洗返工咩？」蘇子悠說道。

蘇子悠是我出來做老師教的第一批學生，而在他旁邊的那個就是她的哥哥蘇子峰，目測22歲。

「無，我放緊大假呀嘛。平時掛住返工，都好耐冇嚟過飲茶。見難得放假，咪嚟放鬆下、食下久違嘅
叉燒包咁囉。你呢？唔洗返學
咩？」我反問她。

「一睇就知，我啱啱放學就趕過黎啦！」她說。確實，在這個全是上了年紀的人的一間茶樓，居然坐
着一個穿着校服的「小妹妹」，不太正常。

在隔壁桌子的一個五十歲以上的老伯，把視線集中放在子悠的裙子上，並露出猥瑣的笑容，我彷彿猜
到那老伯的思想，是多麼的不當、
多麼的色情。

我正想提醒子悠要小心那老伯時，那老伯卻轉移目標了。是那老伯良心發現了嗎？不，是因為子峰在
死死的盯着他。那兇狠的眼神，就像在告訴那老伯「你敢動她，你死定了！」。

唔……是一個很保護妹妹的好哥哥呢。

他掉轉頭，問我：「羅Sir？冇野呀嘛？」「冇，冇……」無事就奇啦！

我問：「係呢？子悠你而家讀緊邊間中學呀？」

子悠側了側頭，微笑着回答我：「咪德望中學囉，你咁都唔知。」



我又真是的，明明校服上就有校徽，這都要問……

不過在我看來，這段如低能般的對話似乎也能挑起子峰的不滿。為甚麼我知道？因為他那討厭的眼神
又出現了，而今次他的目標不再是
甚麼咸濕啊伯，而是我。

 唔，容許我修正一下剛才對子峰的評價。這個蘇子峰是一個……正宗的妹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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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又是時候結帳了。

「嘩，原來已經咁晏㗎嗱。子悠，我走先啦！」在飽餐一頓之後，我便用這一句話，令冷得發寒的氣
氛重新活了過來。

「那我們也走吧，哥。」「…」只見子峰往子悠的耳邊靠了過去，並說了一些話，不過他說話的聲量
實在是太細聲了，明顯就不想我聽
到嘛！等一下，難道說，他在說我的壞話？！

子峰在跟子悠說完悄悄話以後，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對於他這種不知道其進行目的的行為，我是非
常怕的， 因此我便向子悠詢問關於

他哥哥剛才跟她說了什麼。

「做咩咁在乎呀羅Sir，唔使驚喎。佢只不過要準備返工，同我講要小心自己嘅安全之嘛，冇嘢嘅，
放心。」說句老實話，真的放心不了。

我和子悠走到了馬路的分界， 就在我準備與子悠分別之時，她突然叫住了我。

她問：「羅Sir， 你今日得唔得閒呀？如果得閒冇嘢做嘅話，不如陪我去銅鑼灣行街？」

我只顧著想子峰的事，
根本沒有用心留意子悠在說些什麼，所以我便爽快地一口答應了。到我意識到事情的不妙時，子悠已
經過了馬路。在發了一條「我先回家沖個涼，下晝兩點準時銅鑼灣廣場等。」的訊息給我後，便乘上
了巴士踏上了回家的旅途。而我，就只有站在原地，默默看著子悠的遠去，因為我的腳已被剛才用了
0.03秒回憶裏的子峰凌厲的眼神嚇得動彈不已。

「
你老味，你竟然夠膽目及我個妹。我同你講，我今日唔打到你扁，我唔姓蘇！」咦，後巷好像有動靜
哦？該死的好奇心又驅使我前進。

然而這次的好奇心，又確實能讓我獲得更多對子峰的了解。
你們猜得一點也沒有錯，在後巷內的正是我所不熟知的子峰和那40多歲的老伯。而事實上真正令我
毛骨悚然、嚇破了膽的正是子峰精湛的拳術 和阿伯專業的大叫，相信這老伯是時常跑去碰瓷。

一想到我有可能也會受到如此開心、神奇的對待，我的腿又軟下來了，是真的軟下來，腿軟得我並不
能站起來。就這樣蹲下、坐下了一個半小時後，我才終於感到力氣的重返。然而，時間已經不早了，
又是時候前往銅鑼灣廣場，接受我下一輪的驚嚇。

由於出於我內心的恐懼，我足足早了30分鐘到達銅鑼灣廣場。



「叮噹」是子悠傳來的信息，此時我多麼希望傳來的是「對不起我不能來了」。

「我到了，你在那裏？」我看著電話屏幕顯示著的這條信息，我不禁感嘆，理想和現實果然是真的相
差很遠啊！那我可以怎麼做呢？難道我就這樣說「我不能來」然後推卻這次的約會嗎？不能，我可是
正人君子呢，怎麼能這樣對著一名少女撒謊，所以我只好告訴她我的位置。

不一會兒，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出現了在我的視野中。我可以憑良心說，這造型要是你告訴我這不是
少女而是一名50多歲的大嬸，我會跟你說，你是神經病。她穿著深藍色的上衣和有着黑色花紋的白
色裙，給人一種文青的既視感。而我的造型則不值一提，明明我和子悠同樣是穿着同樣顏色的上衣，
但兩者給人的感覺實在差距太大，令我自愧不如。而唯一一樣可以令我和她的顏值差距拉近的，就只
有我帥氣的面龐。

「好，人齊。羅sir，行得未？」咦，好像總感覺少了個人。對了，子峰不在。

「子悠，你阿哥呢？」

「我冇約到我阿哥呀，我亦冇同阿哥講我會出嚟呀，所以羅Sir你千祈唔好同我阿哥講啊。」

聽到她的這句，
我心頓時慌了。不是因為我又要守秘密，而是我回想起就在幾個小時前，子峰打人的這一幕。我非常
害怕自己會落得與那個四十多歲的老伯同一下場。一想到這裏，我就不禁流下幾滴冷汗。

但是子悠一於少理，好像著了魔似的，瘋狂帶我遊遍全港銅鑼灣的名牌衣服店。不瞞你說，我可是全
程腳都在震。後來子悠終於發現事情的不對勁， 停下腳步，詢問我的身體狀況。

「羅Sir，你見點呀？做咩咁神不守舍嘅？」

我見子悠好像以為我的身體出了問題，便只好把我的擔憂和盤托出。想不到，子悠竟然笑了一笑，對
我說：「
冇事嘅，你係咪諗多咗呀？我阿哥都唔係啲咁嘅人。再講啦，就算阿哥真係憎你，都有我喺度吖嘛！
」

聽她這麼說，又真是有些道理。因此，經她這麼安慰完之後，我便放下了心頭大石，輕鬆愉快的跟她
逛街。

我們進了一間某知名衣服店，一進到店鋪的裏面，子悠便對著我說：「羅Sir，嗰邊有塊鏡，不如我
哋去嗰邊影一張合照囉！」

「好」

「咔喳」



以上為情景圖（由於涉及當事人的私隱，經我再三考量，決定將圖片作模糊化處理。）

直至合照完之後，我才驚覺事情的不正常。

「呃…子悠，你唔會留底㗎可？」

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羅Sir，你真係可愛㗎啫。唔留底我影黎做咩？」

可能是子悠察覺到我的心理變化，趕忙改口。「不過沒事啦，反正我能勸哥哥的，所以你不用擔心。
」

見我的心情還不平復，她使出必殺技~轉移話題。「其實我覺得你好適合做老師，並唔應該因為一件



單一嘅事而損害咗廣大未來嘅學生嘅利益。」

雖然可能子悠的本意只是想緩解我緊張的情緒，但這個建議卻真的令我深思了一陣子。最後發現，我
應該要盡快投入回工作崗位。我跟
子悠說出我自己的看法之後，她都表示非常支持、認同我的看法。

在逛了一個小時以後，子悠說很累便回去了。至於子悠回到家後有沒有受到她哥哥的責罵，我管不得
、也管不了，因為我要盡快回家準備備課，以便盡快投入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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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完一晚的備課後，我早早就起床乘巴士去了。別妄想了，放假後的起床習慣不是這麼容易能讓
凡人改變的。因此所謂的早早起床這個計劃，根本是不可能實行的，為此我故意把鬧鐘推遲到早上十
時（即我平時放假起床的時間）以適應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

然而計劃果真趕不上變化，我當天晚上就失眠了，一直到早上五時，終於忍不住要去梳洗、起床、準
備上學。

這麼突然的起床時間差距，令我上巴士時即想上上層座位呼呼大睡。適逢是繁忙時間，巴士車廂內人
多得很。如果就此沉睡下去，說不
定哪天就會被放上網。就在我睡眼惺忪之時，一位熟悉的人影行了過來。

不是吧！竟然是她。

從車箱下正在上樓梯的人正是詠芝，她看了看周圍，然後把視線聚焦到我身上。我相信她是已經找不
到任何空位才把視線聚焦到我身上的，因為偶遇從前的同學永遠是最尷尬的事。

詠芝的樣貌其實過了這麼多年也沒有變得太多，
只是面上多了幾條皺紋，她仍然是那個清爽至極的女孩，依然是我喜歡的類型。

「唔該借借」一句話把我拉回了現實，她已經不再是從前那個與我放學一起玩耍的詠芝。從她身上可
以看到的只有經過歲月、經過社會的洗禮的容貌，而面露的笑容也只是人為了在這個社會生存的一個
面具。

主題曲：https://youtu.be/-5O6hxOsIaM

《重演一次》

唱：Mark Tai 

填詞：挽歌之聲 

還記得街角中挽手遊玩的妳共我 

猶幸在故校裡下課後每天亦同坐 

陳舊照片在證實歲月裡的我共誰渡過 

互抱的一幕 偏於腦海中循環地播 

https://youtu.be/-5O6hxOsIaM


我禮貌地讓了一讓，給她進去坐窗邊的位置。她坐下後並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音，沒有打招呼、沒有講
唔該，一切的一切都是那麼的平常，一切的一切都沒有一個作為曾經同學的友誼的證明，然而我卻很
清楚的記得，這個絕對就是我曾經所認識的詠芝。
難道她已經忘記了我們曾經一起快樂地玩耍嗎？不，我認為她只是非常尷尬，而她或許只是在等待我
開口去問她近況。

從未有疏遠的最真摰的一個二個 

仍陪著我令我沒有遇過孤立無助 

唯獨那點愛火沒有讓妳知妳未能屬我 

沒法可祝賀 這婚禮裡焦點不似我

「去吧」我不知怎麼回事突然內心充滿著勇氣，我鼓起勇氣向她先開話題。

「最近近況點啊？」「幾好。」詠芝平平無奇的回答令我更清楚她的心理狀態，她很明顯心情很激動
，並且跟我一樣心裏面有一種不可言語的動力在鼓動，她很明顯也在積極地想話題跟我聊天。

不知在那出錯彼此總會與彼此錯過

還是沒有出錯是我太心多 

愛意從未能漫天飛播 

不說出怎知我 

其實在妳身邊不敢說總怯懦 

來吧，傑賓。你不能夠再逃避了，鼓起你的勇氣對她說出你心底裏最想跟她說的一句話。

「詠芝其實我……」

「啊對了，忘了跟你說，我結婚了。」

想要重演一次 坦率的說聲愛妳 

傾出我這生心意 求換到那麼一點轉機 

緊抱後捉緊妳 不鬆手也不放棄 

淺淺笑窩 極優美 

來讓我重入妳心霏 

既然如此，也只能說聲恭喜了。



有時候愛情說來就來，失去了一次機會就可能不再擁有了與這個人相愛的機會。

經歷咗一個渡秒如時的車程以後，我終於、又再、返來這個校園了。

我先走了去教員室向校長說這個消息。

校：「
咦傑賓，咁嚴重嘅心理創傷，你竟然淨係用咗一個禮拜時間就可以恢復到並且返嚟呀？真係非常有效
率。」

我：「 其實我今天只是來告訴你這個消息的，沒什麼的話我先走了。」

校：「羅傑賓老師，麻煩你履行返一個教師嘅責任。
你都可以親自走過嚟學校，話畀我聽呢個消息啦。即係恢復得差唔多喇，咁即係可
以上堂啦！咁麻煩你而家去跟返你嗰班，做返班主任同埋開始上堂啦！」

在數分鐘後……

我：「咁多位同學大家好，我係你哋新嚟嘅班主任，亦都係舊嘅班主任，羅傑賓老師，再一次請大家
多多指教。」

《 望山的女孩》完 



後記

後記：

 多謝大家體諒小弟文筆唔好，仲睇到嚟呢到。

在此我想感謝曾經為我提供這整個故事背景的羅老師，若不是你的提議，我不可能寫出這一篇文，
雖然去到最尾已經係一個馬馬虎虎、草草了事嘅階段。

但係就係因為你出色的教授能力，讓我有恆心、有堅毅嘅心去完成呢個故事。可能在大眾看來，這個
故事從來都不是完美、不是一個可以令他們懷緬青春的故事，但我最希望的就只是羅老師看完這個故
事可以對青春有所思念。

其實我認為羅老師你作為教師，你嘅能力、即係教學生嘅能力係有，所以千祈唔好放棄做老師。

學周星馳話齋，如果一個人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呀。

喺呢度，其實我都已經冇乜嘢特別嘅嘢可以講，就希望如果可以睇到我呢段文嘅羅老師，又或者係其
他對我的文有產生咗一丁點興趣嘅讀者，可以持續關注我，又或者是在我的facebook粉絲專頁那裏
給我留言、給我鼓勵。令我可以把整個所謂葉可誠系列的故事寫曬出嚟！再者，我希望你能從呢個可
能三分鐘、三十個鐘或者三個鐘頭時間去睇嘅呢一篇文可以有所得著、有所反省，亦都祝所有睇我呢
篇故事嘅讀者早日出pool。

係咁，我地下個故事見。

紳士狐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