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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事緣我早排差唔多得罪晒全公司啲女同事,畀人杯葛左成個月,返工返到好似變左透明人咁。

 

我唔係未試過向佢地道歉認低威,我試過拎打西餅打算同佢地和解,點知佢地無人理我，搞到我要自己
食晒成打西餅。平時喺公司佢地又完全唔會同我講野，係有時公事上被迫過黎先會講兩句,佢地仲會
盡量簡短咁同我講。

 

經過左呢個月，我終於明白左人善被人欺呢個道理，我決定要各向佢地所有人報仇，我唔會畀佢地好
過。

 

我第一個復仇對象，就係坐我隔離做admin果個矮妹Daisy。之前因為唔小心話佢似哈比人而得罪左
佢，自此之後佢就一直當我係透明人咁，返工我同佢打招呼佢都唔多理我。

 

Daisy返工有一個壞集慣，佢可能以為自己坐死角位無乜人會為意，佢一日到黑都喺度上Facebook
同玩電話。有見及此，我今日返工專登拎左個
stopwatch返去。由一朝早返到去開始，我每次見到Daisy唔係做緊公司野果陣，我就會拎起個stop
watch，喺佢側邊一路計時一路望住佢陰陰咀笑，到佢停果陣我就會大大聲報返個時間出黎。可能你
地會奇怪我點解唔拎電話黎計時算，不過我覺得傳統stopwatch先會營造到個壓力出黎。

 

佢初初都想好似平時咁無視我，但如是者過左幾次之後，佢終於忍唔住話佢喺公司做乜關我咩事。今
次我調返轉唔答佢問題，只係陰陰咀笑住咁返返自己個位。之後我會拎本簿仔出黎寫，一路寫一路讀
出佢喺咩時間做過啲咩。

 

玩玩下佢終於忍唔住走去同其他同事行入pantry打算訴苦，點知我拎住個stopwatch跟埋佢地入pan
try，佢地無計之下唯有被迫散水。

 

最後Daisy頂唔順，放工兩個鐘前早退返屋企。而我喺臨放工果陣，專登拎左個紙箱放左喺daisy個位
同擺左個白信封喺佢張枱，等佢聽日返到黎以為畀人炒左。

 



我公司其實仲有幾個男同事，有個叫大明，佢成日扮大佬，亦都鍾意對我單單打打。為左討好班女同
事，大明對另外兩個男同事施加壓力，要佢地一齊唔理我。

 

另外兩個男同事一個係IT毒撚阿油，因為佢成面面油，所以畀大明改左呢個花名。佢本身就對我無咩
野，不過佢好怕畀人杯葛埋一份，所以喺公司佢唔敢同我講野。阿油佢份人其實幾內向，佢以前同我
講過佢中學果陣成日畀人恰，所以佢好怕得罪人。

 

另外一個叫文員輝，佢同班女同事本身關係ok。不過以我所知佢其實相當咸濕，佢好鍾意借機向女
同事抽水。新黎有個女同事叫Miki，佢份人好似蠢蠢地，成日畀文員輝抽左水都唔多覺咁。以前文
員輝同我仲有兩句果陣，佢同我講佢成日畀啲女同事搞到慾火焚身，食lunch果陣頂唔順去附近撳鐘
仔，不過喺其他女同事眼中文員輝都算幾斯文同幾friendly。

 

到左夜晚，我用whatsapp不斷轟炸阿油企圖去拉攏佢。我對佢動之以情，同佢講我畀人杯葛真係好
慘，亦因此成功勾起佢自己中學果陣畀人恰嘅回憶。佢最報肯喺其他人唔知嘅情況下同我保持聯絡，
不過佢要求我唔好喺其他人面前同佢講野。另外我發現原來阿油對新年果個傻豬妹miki有意思，我應
承佢我會幫佢手阻止文員輝對miki施以毒手，而作為交換阿油答應會幫我收風，佢知道有咩事發生就
會同我單聲。



第二節

今日一早返到去襯無人果陣，我扮神秘傾慕者送朱古力畀全公司女同事，但唯獨Judy我就擺塊鏡喺
枱面。而為左扮唔係我做，派完朱古力之後我就去左食個早餐先再返公司。

 

果然不出我所料，當啲女同事返到去見到有朱古力食都好雀躍，佢地不斷估究竟係邊個客送黎，唯獨
Judy一個就黑晒面唔出聲。我之後所以咁做係為左要落Judy面之外，我仲係要佢對其他女同事生妒
忌之心。

 

Daisy今日返到黎見到個紙箱同白信封果陣，本身真係驚左一驚，不過佢發現唔係畀人炒之後佢就即
刻鬆一口氣，而好快佢嘅不安情緒就畀收到朱古力呢件事掩蓋左。今日Daisy醒目左，佢無再上FB玩
電話。佢成朝都剩係專注做公司野，但佢乜都唔知亦唔代表我無野可以整到佢。

 

我今日專登較到電話ringtone同佢一樣，連whatsapp個notification同較到同佢一樣。之後每隔一陣
我就用另一部電話打畀自己同用whatsapp自己，從而令到佢不斷以為自己有電話，平時電話不離手
嘅佢，今日為左唔畀我捉到，所以仍一直忍住手唔敢玩電話，但成日聽到好似有人whatsapp而佢又
無得睇，佢開始表現得好焦慮。除此之外，今日Daisy每講一句野，我都會細細聲重複佢句野一次。
重複到咁上下佢終於忍唔住轉身鬧我:「玩夠未呀痴線佬！」當然我喺repeat完佢呢句之後就無再應
佢，我只係陰陰咀笑之後繼續做自己野。Daisy畀我咁煩法真係開始頂唔順，放工果陣我見佢自己一
個人好嬲咁走左，就連同其他同事都無講byebye。

 

另一方面我為左幫阿油救出佢個Miki
BB，等佢唔洗再成日畀文員輝抽水，尋晚我打左去我老細Sam姐度投訴話文員輝成日喺返工時間度
上141網。

 

之後老細一返黎就捉左阿輝入去鬧，鬧完出到黎就同我地成班人講:「我地發現有啲男同事喺返工時
間上埋啲色情網頁，雖然你地私生活公司係無權干預，不過喺返工時間大家就注意下啦。」

大明為左明哲保身同扮大佬，佢當住眾人面前指住文員輝話:「阿輝呀都叫佢你唔好成日去嫖架啦。
就算要嫖都放左工自返屋企上網揀女啦。如果畀其他女同事見到你上埋果啲網站，實會令班女同事好
不安。我覺得你真係好唔尊重班女同事囉，你知唔知人地可以告你性騷擾架。」

 

阿輝想反駁但又開唔到口，大明呢條友無論喺落井下石同搶佔道德高地方面，都可以話係世界級］，
佢唔入明肛社真係浪費左佢。Miki



喺聽到文員輝係咁嘅人之後，明顯對佢有左避忌，而且佢亦轉左去痴埋阿油到同佢傾計。文員輝畀人
知道左係嫖客之後，佢自己成日都唔敢同女同事講野，呢個時候我知道我下個拉攏目標就係文員輝。



第三節

喺星期日晚，我突然收到Daisy嘅whatsapp

 

James：

我今日放工去左搵老細傾，佢話我同你嘅爭執佢唔會過問，佢叫我自己同你解決。我知你呢兩日係有
心想整蠱我，我知你應該係嬲我同埋佢地一齊杯葛你。不過我唔明點解咁多人唔整，而剩係針對我一
個，可能係因為以前我同你都叫做friend過一排，你覺得係我背叛左你，係咪？

我其實都唔係太嬲你笑我係哈比人，我只係跟住大圍去杯葛你，我希望我地之間可以和解，最多我同
你道歉呀！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整我？我呢兩日真係覺得好困擾呀，我集中唔到去做野呀。份工對我好
緊要，我啱啱無左男朋友，唔想連工都無埋。我呢排分手已經好大壓力，求下你唔好連喺工作上都畀
咁大壓力我啦， 好唔好？希望你畀個機會我地可以和平共處，我最多盡量勸其他人唔好再杯葛你啦...

 

而我回佢

 

Daisy：

其實我都唔想同你搞到咁，你記唔記得你啱啱入黎做果陣，我日日都OT教你野。你有錯我幫你頂畀
上司鬧(其實果次明明係我自己錯，不過Daisy慒慒下仲以為係佢累左我
)而我只係笑下你係哈比人咋嘛，仲要唔係想惡意攻擊你，點知你竟然背叛左我，你知唔知我真係好
心痛呀Daisy！我知你鍾意食西餅(其實我唔知，不過
係女仔都鍾意食甜品，求其博一鋪)，我專登去買左打西餅返黎。你估我真係想同晒全公司啲人和好
呀，我其實剩係想請你食同你和好咋，點知你竟然同其他人一樣，唔食打西餅，搞到我要自己一個人
食晒。

不過唔緊要啦，呢噂野都過左去。你都唔洗突然之間喺公司理返我，我唔想連累你。

你平時私下搵下我就可以了，我同你和好啦，大家都係成年人，對唔住呢兩日係我太幼稚。

 

估唔到Daisy咁快就戰敗投降，仲可以畀我成功扮下好人呃下佢。當然佢好可能只係假意想同我和好
啦，不過同樣地，佢係我黎緊用黎分化公司其他幾個女同事嘅重要棋子。下一個目標就輪到Judy啦
，不過喺對付Judy之前，我知道我應該要拉攏埋文員輝。

 

阿輝呢條咸濕仔份人其實無乜野，係縮骨啲同無主見左啲。喺發生左佢畀人踢爆喺公司上141網之後



，我諗佢黎緊都係落得和我同一下場。我預先吩咐左阿油，要佢同阿輝講講係金手指係大明，因為大
明覺得阿輝同佢爭女。大明同阿輝平時都成日想喺女同事堆到爭寵，而且今日單野黃左之後大明又不
斷對阿輝嗥單打打，所以阿輝應該會信大明先係金手指。

 

我拿拿臨whatsapp左阿輝扮好人，話如果星期一無人同佢食晏，佢可以偷偷地同我食呀。我同阿輝
講我唔會要佢難做，我偷偷地幫佢帶埋飯都ok，我唔會揚出去。喺隔左一陣後佢應左我話：「ok...
」

 

我見到個省點號即刻扯火，心諗幫你帶埋飯你都應得咁委屈，不過唔緊要，我忍！



第四節

今日返到公司之後，我留意四周其他同事有無咩特別反應，明顯地經過星期六一役之後，公司氣氛變
得好怪異。

 

喺返上公司之前我，專登去左附近麵包鋪度買左件爛鬼西餅，件西餅除左樣衰之外，我仲懷疑因為係
隔夜先賣到咁平。我襯其他人都未返到公司，得我同Daisy喺度果陣(因為佢住得遠所以通常每日都係
最早到)，行左去Daisy個位度畀件西餅佢。

 

佢初初好驚咁望住我，仲耍手擰頭咁話唔洗客氣，見到佢咁嘅反應我即時扮黑面，同佢講：「你唔食
即係唔肯原諒我，唔想同我和解姐。」Daisy聽到我咁講，驚起上黎下唯有死死地氣哽左件爛鬼西餅
。佢食到皺晒眉頭咁，睇得出個件餅應該幾難食下。同時我第一次有機會望真Daisy個樣，佢原來都
幾可愛，仲有幾分似初初出道嘅應采兒。

 

佢食完果陣，我賴好咁放左杯暖水放左喺佢枱面，等佢可以濕下個口。
睇得出佢初頭應該好心寒，不過呢個動作令佢以為我真係有心向佢示好。而最後佢總算係稍為放低左
對我嘅戒心，笑笑口咁同我講左句多謝。我亦隨即打蛇隨棍上，
好誠懇咁同佢講：「Daisy，你可以繼續喺佢地面前杯葛我，我唔會連累你。」聽到我呢番說話佢眼
神閃過有一絲猶豫，我知道我呢一著應該無行錯，Daisy好快就會對我產生斯德哥爾摩症式嘅依賴之
心。所以暫時我會日日幫佢買早餐，而且平時都會keep住喺whatsapp對佢喧寒問暖。我咁做唔係因
為我對佢產生左好感，Daisy係我黎緊係我分化其他女同事嘅重要棋子，我係唔會對佢產生其他感情
…最少我唔會容許自己對佢動真情。

 

每逢星期一我地GM阿Sam姐都會上我地公司開早會，我之前曾經唔小心得罪左Sam姐而令到我地關
係一度變差，不過喺我曾經為佢出賣左自己肉體之後(呢件事詳情容許我先賣個關子)，佢唔單止原諒
左我，仲當正我係佢心腹。喺開完早會之後，佢叫我留低話有野問我。我同佢講等陣先我要返埋位拎
小小野先，之後我就喺全 公司同事面前返自己個位度拎本簿出黎。

 

公司啲同事其實耐唔耐都會見我拎果本簿出黎寫，當我仲未畀人杯葛，而我同班同事仲有兩句果陣，
佢地曾經問過我呢本簿係用黎做咩，我答佢地我只係用黎寫下
memo。但呢本簿真名叫其實叫小器簿，係我專用黎記低人地有咩得罪我，而寫完之後我會效發高
登一代精神(病)領袖牛腩三號，返屋企用excel詳細記低晒所有得罪我嘅事項。

 

咁耐以黎，由我小學到出黎做野，我寫滿過無數小器簿，咁耐以黎小器簿都可以話係我最可靠嘅朋友



。有次我前度女朋友見到我屋企收埋左咁多本小
器簿，佢話我好痴線，不過我知道痴線果個係佢唔係我，佢喺而之後佢亦隨即同我提出分手。當時我
除左傷心之餘仲好不忿，所以喺分手之後，我用左三個月時間，一日打十幾次電話畀佢去證明我無痴
線。最後佢同我講左句：「得啦你無痴線啦，我求下你唔好再搵我。」果刻我明白到我由頭尾都無痴
過線，只係其他人理解唔到我，好似我前女
朋友咁，佢都要用三個月時間，經過咁密集式嘅溝通方法，佢先可以明白我理解我。

 

我知道我啲同事一直都有懷疑我呢本簿嘅用途，因為每次佢地對我單單打打或者無視我果陣，我都會
特登用好大動作咁拎本簿出黎，喺佢地面前係咁寫，寫完仲會用怨毒嘅眼神望一望佢地先會笑返埋本
簿。

 

喺入返會議室之前，我專登等其他人喺行返晒出黎，先喺佢地面前拎埋本簿先行返入會議室。佢地見
我拎住本簿入去即刻好緊張，不過佢地又苦無對應方法。入返去
之後Sam姐問我做咩要拎本簿，我答佢陣間佢有咩事吩咐我我都可以寫低，佢哦左一句就無再理過
我本簿。佢叫我留低其實只係為問我annual
dinner食咩好同有無興趣陪佢去睇一代宗師，我同佢約左星期六去睇戲之後就走返出去。喺我行出
會議室之際，我專登煞有介事咁望晒佢地全部人陰陰咀笑，
再賴係小心翼翼喺佢地面前咁收埋本簿喺褸袋。喺經過Daisy個位果陣，我專登用佢隔離位個Valarie
(即係就黎同鬼佬結婚，邀請我去佢婚禮點知話下次先果個)都聽到嘅音量同佢講左句：放心呀Daisy
我唔會畀你有事架。Valarie聽到之後先係好驚訝
咁望一望我，之後再用狠毒嘅眼神黎望住Daisy，我無理佢地，就咁吹住口哨施施然咁行返埋自己個
位。

 

返到埋位果陣我見到Valarie拎左部電話出黎，似係想whatsapp同其他人報料，有見及此我就專登提
高聲線話扮自言自語：「頭先Sam姐話最憎人喺辦公時間玩電話喎…」Valarie聽到之後就即刻淆底
收埋部電話，繼續扮做野。跟住一路到食lunch果陣我都睇得出大家都好不安，平時佢地同事之間都
會吹下水，不過今日佢地一粒聲都唔敢出。

 

到左lunch
time，大明貫徹佢嘅扮大佬作風，拉大隊去食lunch。不過佢指名道姓咁叫阿文員輝唔好跟埋黎，文
員輝雖然預左大明條友會咁做，不過佢聽到後
都表現得相當不忿，咬牙切齒想衝埋去打阿大明一身咁。等所有人都走左，剩返我同阿輝果陣，我拎
個飯盒遞左畀阿輝，拍下佢膊頭叫佢唔好難過，我同佢講我畀人
杯葛慣，都好明白你感受。成餐飯阿輝都無乜同我講過野，我都無主動去拉攏佢，我知有啲野急唔黎
，我唯一有同阿輝講：我頭先無同Sam姐講過你任何壞話，你
可以放心。而阿輝聽到之後點一點頭。阿輝而家成隻驚弓之鳥咁，我知道佢雖然無出聲，但同理心使
然佢應該當左我係佢盟友。食完佢講左聲多謝，再行埋黎拍下我
膊頭就返返埋自己個位玩電話。睇死條咸濕佬都係因為唔敢再用電腦上141而改用電話上啦，雞蟲真
係叫少陣雞都唔得。



 

Lunch完左之後大明一行人返返黎，我估頭先餐飯佢地應該食得唔太愉快，大部份人個樣都死晒狗咁
。特別係Daisy，佢眼眶好似有啲紅，而且佢明顯地同
Valarie保持左一段距離，佢地平時明明係最friend，但Valarie就同大明行頭而且不斷密密傾，而Dai
sy就畀Judy同
Kathy(Miki以外另一個新同事，八婆格，不過我仲未同佢深入了解過)夾住，阿油就同Miki殿後。阿
油同Miki自從無左文員輝呢個障礙之後感情
好似突飛猛進左好多，而我亦都留意到阿輝喺望向佢地果陣眼神充滿左妒火同怨恨。

 

見到呢個情形之後我偷偷地whatsapp左阿油，同佢講：「放心頭先我無出賣你，不過如果方便嘅話
你可唔可以話我知Daisy做咩呀。佢好似咁唔開心，我同佢啱啱先和好，我都好關心，佢唔想佢唔開
心。」阿油隔左陣之後回我話：「佢地以為Daisy係你果邊啲人，Daisy用左好耐先說服到佢地，佢
解釋話只係怕左你
先假意同你扮下friend，但Valarie唔信佢仲鬧左佢兩句，而阿Judy同Kathy之後都繼續有向Daisy扮
晒friend咁套佢講野，唉阿
James你地啲事我唔多過問啦，你自己小心啲啦，btw我同Miki今日多左好多野講呀，多謝你之前幫
我手。」

 

一直由lunch到放工呢五六個鐘，公司都靜到好似墳場咁。我當然唔會放過呢個機會去騷擾其他人，
我將我部手提電話個ringtone set左做Gangnam
Style，我個人認為呢個世界應該無野比outdated左嘅野更令人煩厭，而每隔十幾分鐘我都會偷偷地
用另一部電話打畀自己，但由扮忙住做野唔聽電 話。喺五六個鐘內不斷聽到Gangnam
Style都咪話唔煩，而且我仲要專登較到部電話最大聲，確保公司內每個人都聽到，無視我呀拿，我
就睇你地無視得幾耐。



第五節

尋日我開始左針對Daisy嘅落藥行動，目標係令佢係無意之中幫我分化公司班女同事。喺開始講今日
發生嘅事之前，我要簡單講下公司班女人嘅關係先。其實我
公司嘅女同事主要有我最大阿姐阿Sam，不過佢多數都係留喺總公司，一個星期只係黎我地公司幾
次，所以嚴格黎講佢同我地公司其他女人都係單純上司下屬關
係，唔會特別熟。而喺我地分公司最大果個阿姐叫Kate，因為佢出左trip嘅關係所以一直未有機會出
場，佢將會喺星期五返返黎。Kate喺我地公司一向
出左名無主見而且欠缺辦事能力，佢平時喺公司每做一個決定基本上都會問阿Sam姐一次，江湖傳
聞佢同總公司某陳姓男高層有不可告人嘅關係先會上到位。事實
上阿Kate作為一個三字頭事業型女性黎講都算係dealable，啲同事成日話佢有幾分似阿姚子羚，我
個人就覺得佢比較似立花里子，不過呢啲都只不過係 觀點與角度嘅問題。

 

而喺佢地之下，實際上最影響到我地公司日常運作嘅就係會計部阿姐Judy同Marketing阿姐Valarie
，呢兩個女人為左爭上位日日喺度明爭暗
鬥。不過又精神分裂地鍾意喺閒時扮好姊妹，但實情係Valarie又會眼紅Judy靚過佢，Judy又唔抵得
Valarie嫁完醫生又嫁鬼佬。佢地對對方
嘅妒意有時真係會露骨到連我地都聽得出，真係難委佢地平時仲可以扮野一齊行街睇戲食飯。以前公
司其實仲有個叫Peggy姐嘅中女係同
Valarie,Judy三個三分天下，不過聽聞Peggy唔知撞左咩邪，話要尋找生命真諦，就無端端請左成個
月假去歐洲進行Eat, Pray
,Love之旅。至於Daisy同兩個新同事Miki同Kathy其實都係出黎做野無耐，Daisy同Miki大家都睇得
出佢地直頭係不知人間險惡啦，至 於Kathy我同佢無接觸過所以都唔太知佢底細。

 

工作上Miki係跟Valarie而Kathy係跟Judy，至於Daisy就係唔隸屬任何人嘅一人admin部門，講得好
聽就係獨立運作，低實際上就係
無主孤魂。黎緊下個星期我地可能仲會多個新同事，以頂替辭左職嘅HR同事Sophia，Sophia就係我
朝早向佢表白，佢晏晝就即刻辭左職果位同事。佢辭左職
之後，即日cut埋自己個電話，據聞仲不惜賠錢都要搵屋搬，不過我相信佢呢啲行為都係一連串非常
巧合嘅個別事件，同我向佢表白應該無乜大關係。

 

入返正題，今日我繼續展開我對Daisy嘅落藥攻勢，我今日落重本喺茶餐廳買左個早餐畀佢食，不過
基於本人有啲肚餓，碗火腿通粉我自己食左，剩係留返個奄
列同多士畀Daisy。返到公司我見到Daisy已經一早返到去，正當我心裡懷疑呢條女根本無返過屋企
，直頭住喺公司，唔係有咩可能日日咁早返到公司之
際，我行埋去見到佢枱面有一大盒野，而且雙眼眼泛淚光。就好似每套九十年代機械人打怪獸嘅卡通
片，主角喺出必殺技之前，都會好似思覺失調咁聽到把聲同佢講
機會黎啦。我二話不說就行埋去，之後萬梓良上身咁大喝一句：「Daisy，邊個恰你咁大膽？」佢先
係呆左一呆，相信果刻佢都係畀我嘅霸氣震懾左，應該唔係覺得 我痴線嘅。



 

之後佢同我講佢前男朋友今日一早約左佢喺公司附近，歸還返Daisy遺留喺佢屋企嘅嘢。相信大家都
知道，男人老狗會突然之間對前女友咁決絕，有99個
percent嘅機會係被新女朋友迫佢擺姿態。呢個道理Daisy當然同樣明白，不過俗語有云鳩硬無親戚
，佢個ex又點會仲得閒顧佢感受呀，唔洗問都知道
頭先個交收過程Daisy應該受左唔少委屈。任何正常男人喺呢個時候見到Daisy呢個楚楚可憐嘅模樣
，都應該會打從心底地想保護佢同安慰佢。可惜我呢個
背負住復仇宿命嘅人，係唔可以容許自己對佢動左真情。我深深咁吸左一口氣，放低個早餐同佢講話
：「Daisy，你係好女仔黎，唔值得為左呢啲男人唔開心架。乖乖地食左個早餐再專心做野啦，我知
道你食唔晒成個早餐，所以將個火腿通畀左個賣紙皮嘅老婆婆食，希望你唔好介意。放心，你有咩唔
開心可以隨時 whatapp我同我傾訴，大家一齊努力工作啦。」

 

講完呢番我自己聽到都會打冷震嘅說話後，我就返返埋自己個位度安排我今日嘅復仇大計。我之前講
過我下個目
標係Judy，自從我果日送左塊鏡畀佢之後我就一直思索緊究竟點樣先最有效去對付度呢個女人，一
個三十有幾，未婚，有幾分姿色但又自視太高嘅女人表面上好
似滿佈罩門，但睇佢喺江湖上行走左一段日子，正所謂乜撚都試過嘅佢，又點會咁易被人玩到。要對
付佢，我就一定要借助佢嘅命中宿敵Valarie。

 

 

 Valarie呢排好鍾意周圍畀人睇佢同
佢個鬼佬老公嘅婚紗照，我留意到Judy每次睇完都會表演得好戥Valarie開心咁勁讚啲相，但當Valar
ie一行開Judy就會即刻黑面。當然我自
己就覺得Valarie專登成日都拎埋去畀阿Judy睇其實都係想潤下佢，而Judy呢啲老江湖應該都深知Val
arie嘅手段。喺其他人未返到之前，我
襯阿Daisy仲埋頭食緊個奄列果陣，我偷偷地將Valarie本婚紗相薄放左喺Judy張枱度，而喺本婚紗相
薄上面我仲要放左幾張speed
dating同婚姻介紹嘅傳單。我知道佢未必會覺得係Valarie做，不過我只係志在撥下火，提醒下佢喺
愛情路上可以話係輸晒畀Valarie。就算佢
覺得係我搞屎棍都無所謂，喺佢嬲我嘅同時佢係唔會因此而無咁妒忌Valarie。

 

果然喺Judy返到公司之際，佢見到枱面上嘅嘢即刻面色一沉。不過佢不愧為老江湖，好快佢就硬濟
左個笑容出黎，拎返本相簿畀阿Valarie，仲要笑笑口
咁話佢大頭蝦啲嘢亂咁放。正當佢返埋位之際，突然有人送花上門，仲要係佢件觀音兵次次都指定係
送畀佢嘅白玫瑰，佢即刻滿心歡喜咁想行上去收花，點知扎花竟
然唔會送畀佢，而係送畀Valarie嘅。張卡上面無署名，只係寫左You’re my
everything，呢首歌係Valarie同佢件鬼佬未婚夫嘅定情歌曲，所以大家都即刻聯想到扎花係阿洋腸
兄送畀佢Valarie嘅。但聰明嘅各位應
該已經估到，扎花其實係我送嘅，至於點解我會連Valarie同洋腸兄嘅定情歌曲都知道呢。咁係因為



喺我同Valarie仲未反面之前，佢曾經叫我幫佢搵
定隻歌黎喺婚禮上面用，不過我估佢自己都未必計得佢拜託過我。Judy見扎花唔係送畀佢之後就嬲
爆爆咁行左去廁所，而Valarie就拎住扎花，一副勝利
者姿態咁喺公司行黎行去，周圍問人扎花靚唔靚。如果有個外人喺呢個時候行左入黎，應該會以為有
件中女痴左線喺度扮港姐冠軍繞場一周。



第六節

尋晚阿輝半夜whatsapp我搵我訴苦，話大明呢幾日係咁對佢落井下石令到佢真係好唔忿氣，佢同我
講話大明條友自己其實都其身不正，大明好鍾意約啲妹妹
仔出黎話係私影，但次次都約人上酒店房影相。呢啲咁重要嘅情報我聽到之後緊係即刻記低以作日後
對付佢之用。突然我醒起我有個中學同學叫相機基，呢條友聽聞
喺龍友界都算出名，出名淫賤。每逢星期六日你都會見到佢喺旺角度拎住部單反影啲嚫模同promot
er咁，而且次次咩動漫展呀遊戲展你都一定可以發現到佢
踪影。呢條友喺中學果陣已經有鋪影相癮，為左買相機架生搞到飯都無錢食，果陣我間唔中都會請佢
食下我食剩果啲嘢。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左一時，我都係時候係 搵佢收返果陣嘅人情債。

 

相機基呢條友真係唔係咁易刮到出黎，聽聞佢除左佢個咸濕龍友圈子之外，基本上都係與世隔絕，電
話呀Facebook呀呢啲渠道係絕對搵唔到佢嘅。好彩，我
仲記得佢住邊，唔係話睇死佢，不過而佢搵幾多就買幾多錢架生嘅理財方法，佢九成九都仲係住喺老
豆老母度痴飲痴食。我果日專登臨時攞左日假去搵阿基，由於公
司人事部而家無人睇，我同阿Sam姐單左聲就搞掂。等左大約十分鐘我就見阿相機基拎住一袋二袋
行出黎。我見到佢果陣即時大喝左一聲：「李志基，拎住一袋二袋
去邊呀，係咪衰左咩風化案而家要棄保潛逃呀」。我嘅聲量其實唔係話真係好大，不過成條街嘅街坊
都應該聽到。阿基聽到之後即刻面都紅埋，氣急敗壞衝過黎拉埋我
去一邊。佢一路拉住我果陣我仲要一路叫：「喂你叫阿基姐，但都唔洗連男人都搞埋架…」果一刻啲
街坊個個都望晒過黎，可能有幾個師奶阿叔仲以為我地係街坊會做緊街頭劇。

 

阿基拉埋左我去一邊之後，嬲到想打我咁。我就以我一貫嘻皮笑臉咁佢應付佢：「喂阿基話晒中學果
陣你都食我唔少飯呀，而家係咪恩人同你開下玩笑都要扯晒火咁先，你啲火留返你影啲promoter呀
私影妹果陣先出啦。」阿基聽完我咁講之後行後左兩步，不過佢神情依然帶住果種毒男畀人恰完嘅不
忿…我見都玩到咁上
下，係時候入正題，我喺個袋度拎左幅相出黎，問佢：「我今次黎係有嘢搵你幫手，你識唔識相中人
呀，佢同你一樣係咸濕龍友架。」幅相係大明喺facebook嘅 profile
pic，雖然都係果啲加左instrgram
effect仲要係三七面chok相，不過我估都應該仲認到佢係邊個。佢見到幅相之後明顯地神情有異樣，
不過可能想攞返個采，佢用毒男果種口疾疾，依依哦
哦嘅語氣答我：「我…我識佢又點，我點解要幫你。」挑，啲毒男真係麻鬼煩，差唔多都明示左係識
佢，但又要攞下尾采咁。

 

為左唔想同佢喺呢啲無謂節眼上糾纏咁耐，我學左Judy果種變臉術，用誠懇嘅語氣同佢講：「拿基
哥，你買相機架生都要錢架嘛，不如你畀我做你patron資
助下你搞呢啲攝影藝術，而你又行個方便話畀我知你知道相中人啲乜，咁咪雙贏囉。」相機基真係驗
證左三歲定八十呢句說話，同以前一樣只要有人肯畀錢佢買相機架生佢就乜都制，聽到我呢個offer
之後佢即刻拉我下附近茶餐廳話要請我食早餐。



 

「James哥，估唔到你同阿米原康明係同事呀下，呢條友喺我地人體攝影師界都算有啲名架。」我聽
到之後真係差啲噴左口中果啖奶茶出黎，求其拎部相機影下私影
妹就自比米原康正，咁我估我眼前呢位基哥應該更加唔簡單。我按捺不住我好奇心問阿相機基：「多
口問句，其他人體攝影師又點稱呼你呢？」阿基聽到之後神情即刻變
到好興奮，口入面件多士都未咬完佢就忍唔住答我：「佢地叫我Richardson，因為話我影相風格似T
erry
Richardson呀。」我聽到之後唯有忍笑，附和道：「哦咁我叫你Richard啦，我覺得叫你Richard親
切啲呀。喂入返正題，阿米原康明同你有無
兩句架，你知佢幾多野架？」聽到我咁問我見到阿基個樣顯露左小小不忿出黎，呢種不忿表情我早兩
日而都喺文員輝身上見過，我知道呢條友九成同阿輝一樣畀阿明恰
過啦。阿基靜左一陣，之後神情凝重咁問我：「阿James，我而家好認真咁問你，你點解想知阿明啲
嘢，你有咩居心先。」我好直接咁答佢：「我想對付佢，所以我希望你會爆到佢啲衰嘢出黎畀我知。
阿基…呀唔係，阿Richard，你而家認真咁諗下你知道啲咩可以幫到我。」

 

佢聽到之後又思索左一陣，我知佢其實已經落左搭，不過又係毒男性格使然令佢驚自己會上身，畀阿
明過返佢一棟。過左良久，「佢答我：我同阿明喺人體攝影界被稱
為東邪同西毒…」我本身想插咀話唔洗問都知你條毒男一定係西毒啦，不過我唔想打斷佢，佢繼續講
：「我同佢本身係互相敬重嘅好朋友同好對手，直到我地遇到
Cici之後，佢係我地成班攝影師都好鍾意約嘅模特兒黎，因為佢喺著衫方面好有sense，一啲都唔怕
為藝術而蝕底…」我第二次按捺住自己唔去打斷佢，講咁多廢話，其實即係話阿Ceci肯著得少布，又
或者什至唔著呀嘛，挑…不過從佢呢句說話，我估到Cici同佢同阿明三個之間應該發生過啲咩驚天動
地嘅三角戀，點知，我估錯左!阿基講講下突然神情激動咁拍枱話：「屌，點知果個Cici剩係肯跟阿明
上酒店房影，同我影就指明要日光日白喺戶外影，佢真係當自己皮膚好撚好咩，正式見光死黎架佢，
仲要同我出去就著到鬼咁密實…」我真係無咁好氣聽條毒男喺度抱怨點樣畀條私影妹差別對待。不過
我就突然靈機一觸，阿明哥既然咁鍾意去酒店房
同啲妙齡少女影沙龍，我不如就搵個妙齡少女畀佢慢慢影啦，問左阿基攞阿明用黎約人私影專用嘅e
mail之後，我放低左一百蚊畀佢：「拿阿基哥辛苦你啦，拎去
買菲林啦。」講完之後我就頭也不回咁走左去。一路行我一路聽到阿基嗌話：「James哥而家無人用
菲林架啦，你最少畀埋餐早餐錢呀，我而家量緊地架…」



第七節

尋日請左一日假無返到工，我專登唔同任何人解釋我點解突然請左日假，就連Daisy阿油阿輝佢地我
都無交代半句。雖然我人唔喺公司，但唔代表我唔可以搞屎
棍，尋日下晏我專登去訂左個生日蛋糕，叫人今朝送去我公司畀Judy，我仲指明上面要寫住40th同
放夠40支蠟燭落個盒度。其實今日根本唔係Judy生日，而Judy其實都係得32歲，不過既然年齡係未
婚女人最介懷嘅一環，我相信呢個蛋糕錢係唔慳得嘅。另一方面，我收到風佢地今日下晝會集體留喺
公司叫pizza返黎食，有見及此我專誠為佢地準備左小小娛慶節目，希望佢地到時會鍾意。

 

前文提過我暫時都會日日預備早餐畀阿Daisy食，我見尋晚屋企食剩左啲水果，我就求其執左個果盤
拎返公司。返到去如常都係得Daisy一個人返左，佢見
到我神情有啲奇怪，好似欲言又止咁。我行埋去放低個果盤，主動問佢發生咩事。佢扁一扁咀，答我
：尋日唔返工又唔話畀人地知，搞到我餓左成朝。嘩，斯德哥爾
摩症黎講呢條女都算病發得快，明明上星期仲畀我玩到就黎崩潰，轉個頭食左我幾日早餐就走黎同我
撒嬌，講真一句畀個容貌清麗嘅少女突然嗲一嗲，真係少啲定力
都腳軟呀。不過細佬都唔係省油嘅燈，我即刻收歛心神，故作冷淡咁答佢：無呀，尋日有啲緊要事要
處理，唔記得通知妹唔好意思。呢度有啲生果畀妳清下腸胃呀，
食完好做嘢啦。講完之後我就急急腳行左入廁所，大巴大巴咁星自己。我知道如果我喺呢刻動左真情
，我成個計劃就會玩完。喺星左自己幾分鐘後，我見自己開始吐
血，我諗都係咁上下應該都醒晒啦就停手行返出去。

 

我預備畀Judy姐個蛋糕準時喺朝早十點半送到，同上次送花畀Valarie一樣，我都預先喺個盒度寫左
張無署名嘅卡。為怕畀佢地認出係我字跡，我專登叫
餅店個姐姐幫我代筆。今次Judy醒目，為左唔重覆上次關心妍攞錯獎般嘅錯誤。佢confirm左個蛋糕
係畀佢佢先行出黎，張卡上面寫住You take my breath away, and I present this cake for you on
your big
day。佢見到張卡之後好開心，用高八度嘅聲話唔知佢邊個追求者咁鳥龍早左成兩個星期送個生日蛋
糕畀佢。成班同事即刻起哄叫佢即場切左個蛋糕分黎
食，Judy當然亦扮順應民意打開個準備切蛋糕，點知佢開左個盒之後即刻面色一沉。如果唔係喺眾
目睽睽之下佢應該已經掟爛左個蛋糕，其他人唔知死緊係爭左
行去睇下個蛋糕係咩樣啦，Valarie見到寫住40th之後竟然忍唔住笑左出聲。呢啲時候我見機不可失
，即刻補句：「嘩睇黎條友唔知早左兩個禮拜送黎，仲
早左成兩年喎，點睇Judy你最多都係38歲姐。」

 

Judy聽到之後忍唔住好似想鬧我咁，不過佢環視周圍忍緊笑嘅同事之後，再次表現佢嘅變臉神功，
擠出佢個招牌式笑容叫大家唔洗客氣食得開心啲，之後就自己
返左埋位。Valarie可能為左補鑊，無食個蛋糕行左埋去同Judy傾計，不過我見Judy都係十問九唔答
。我呢個時候不禁自滿起黎，喺心入面講左句呢 個蛋糕真係買得抵呀！

 



到左lunch
hour果陣，佢地成班叫左pizza留喺公司食，當然佢地都係無預我同阿輝架啦，文員輝為免面慒自己
一早已經出左去食晏。但我之前都提過我為佢地預備左
娛賓環節，正當佢地食到一半果陣，我喺個位度拎左支trumpet出黎。呀我無同大家講過，基於細佬
中學時期非常之鍾意爵士樂，特別係Chet Baker呀Miles
Davis呢幾個trumpeter，所以當年我專誠去通利度學左兩堂點吹trumpet。你地無聽錯，係兩堂，
兩堂之後我就因為發覺原來好多人誤以為左
我支trumpet係用黎破地獄，而相反吹saxophone先溝到女所以而放棄左支trumpet。不過因為支tr
umpet都成千幾二千蚊，我一陣有
keep住支野喺度，今日係時候將我六七年前喺果兩堂學過嘅嘢盡情發揮啦。

 

當我拎住支trumpet出現喺佢地面前果陣，佢地全部人都露出左驚訝嘅神情，喺佢地未來得及出聲之
前我已經先發制人話：跟住落黎呢首歌係獻畀就黎踏入佢
人生第四十個年頭嘅Judy姐嘅。當然，只係學左兩堂，大家可想言知我其實唔好話吹首歌，就連吹
到個耳朵接受到嘅音都係相當困難嘅。喺我吹左大約幾十秒之
後，大明繼續發揮佢扮大佬嘅本色，衝埋黎同我講：「你可唔可以行出去走廊自己吹呀?」我聽到之
後向佢報以微笑，徐徐地答道：「咁你可唔可以匿返入廁所到自己開餐
呀?」喺佢未黎得切反駁之前我又繼續吹，卒之喺一分鐘之內，明明仲剩返成枱食物，但班友已經全
部落荒而逃啦。



第八節

為左催眠自己唔係鍾意左Daisy，我決定今日早餐就黎糟蹋下佢。我知道佢唔係太食得辣，但係我就
一早專登去附近買左個沙爹牛麵畀佢，知佢怕辣我呢個公仔麵當然會起勢咁落辣椒油落去孝敬下佢啦
，向我撒嬌呀拿，陣間睇你食到個咀變孖潤腸果陣仲嗲唔嗲我。一返到去Daisy已經一早喺門口等我
，佢手上仲拎住個柴魚花生粥，佢話我買左咁多日早餐畀佢，佢今日開始會買返畀我…呢一刻，我縱
然再鐵石心腸，都唔忍
心要佢食左個辣油麵。我唯有話自己對花生有敏感啦，所以叫佢自己食左個柴魚花生粥，我自己就食
左個辣油麵…唔知大家有無試過食一碗紅色嘅沙爹牛麵呢，我就
試過啦，原來兩包辣椒油真係好辣，辣到我食左幾啖已經飲左半支水，我襯Daisy行開左就即刻拎左
碗麵入廁所度倒左去。但可惜我個咀已經無可避免地變左孖
潤腸，不過當我諗起碗柴魚花生粥，我面上果孖潤腸竟然不爭氣地甜笑起上黎，我果一刻覺得自己真
係好污糟，好嘔心...

 

今日係我地阿姐Kate出完trip返黎嘅大日子，佢因為出左trip都成個幾月，而且佢對公司下面幾個阿
姐一直相處得唔係太好，所以佢對我畀人杯葛呢件
事係完全唔知情。咁喺阿姐返到黎之前，我緊係唔會放過任何機會爭取下同Judy相處，佢隔離個位
原本係屬於HR
Sophia，不過因為Sophia走左所以一直都仲空置左喺度。咁喺大家都未返齊黎果陣我就坐左喺阿So
phia個位度一邊扮睇報紙，一邊靜候住
Judy返黎…其他人陸逐返到黎果陣雖然都會奇怪我坐左喺Sophia個位，不過基於大家都當我透明所
以無人過問我做咩坐左喺度。除左我拎住份報紙喺手之 餘，我仲喺枱面上放左盒牛奶喺度。

 

相信大家除左飲wine之外，都好少會理自己飲緊嘅人係咩年份。不過我知道Judy作為一個對飲食都
相當有要求，平時出去同啲麻甩佬食個tea都要去文華
嘅婌女，我點敢用普通牛奶黎待薄佢。呢盒牛奶年份唔算好好，都係過左期幾個月，我驚佢發酵不足
，發揮唔到過期牛奶果種酸臭味，所以我專登私人加左啲益力多
呀酸忌廉釀左幾日。或者大家會奇怪我點樣搵到盒過左幾個月期嘅牛奶出黎，但大家只要關心下身邊
嘅老人家，特別係經歷過戰亂，變得有種儲物狂熱嘅老人家。唔
好話過期牛奶，你連過期人奶都可能搵到呀。Anyway，雖然我知我呢盒牛奶比唔上阿Judy姐飲開果
啲Lafite，不過我都斗膽將盒牛奶命名做La
Sing，因為我知當Judy姐聞到呢盒牛奶果陣，佢一定會講句屌 La Sing…

 

Judy姐返黎見到我坐左喺隔離，佢已經明顯地對我起左防範，而且明顯喺坐開左啲，畀佢咁公然地
拒絕我真係好痛心，不過唔緊要，我原諒佢。喺佢坐定左之
後，我開始用佢聽到嘅聲量讀報紙，我讀左幾條標題，包括：「未婚獨居女子伏屍家中數日後，發臭
遭鄰居報警始揭發事件」，「九成中年未婚女子因身體有異味未
能找到合適結婚對象」，「單身中年女子相體遇變態殺手，被殺後埋屍草叢，屍體發臭…喺我都未讀
晒呢段之際，Judy忍唔住起身，雖然佢個樣已經嬲到好似想
殺人，不過佢依然強忍怒氣，用平靜嘅語氣同我講：「同事你可唔可以返埋自己個位先讀報紙呀？」



我扮聽唔到，繼續一路望住份報紙，一路打開盒La
Sing扮想飲，一打開果陣酸味真係臭到我都想嘔呀。Judy聞到浸味，又見到我無視佢，佢應該真係
急怒攻心，佢直頭成個人行埋黎，想再叫我行開，但我見
佢行埋黎就已經即刻同時起身，之後再用假到無得再假嘅動作，扮唔小心鬆手，滴左小小La
Sing落Judy件毛毛褸度。

 

Judy見到件毛毛褸沾到少少La Sing，當然即時瓜瓜大叫，而我講左聲sorry之後，就拎左盒La
Sing落樓下街邊垃圾桶去毀滅證據。可能大家會奇怪我點解唔成盒La
Sing倒晒落Judy度，原因有幾個：1.倒晒成盒會令到成間公司都聞到，我無理由要自己受罪埋一份
姐；2.如果倒晒成盒落佢個身就會變左係我擺明整
佢，唔可以用唔小心黎推卸；3.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讀報紙，我除左係為左想煩到佢理我之外，我讀
嘅標題都係圍繞住兩個主題，未婚同發臭，未婚呢樣嘢
Judy已經會自動對號入坐，而佢身上果小小La
Sing，就會經由佢嗅覺系統去代替我提醒佢佢喺今日未死都已經開始發臭。

 

當我處理完La
Sing上返公司之際，Kate啱啱返到黎，喺佢都未黎得切同大家打招呼之際，阿Judy唔理會其他人眼
光，喺全公司面前向住阿Kate大發雷霆。平時
Judy同Valarie雖然都恃住自己做嘢掂同阿Kate好恰，都唔算太尊重佢，不過都仲會喺啲細嘅面前當
佢係阿姐。不過我估盒La
Sing真係臭到佢喪失左理智，佢開始大大聲話阿Kate唔識管理下屬，請埋啲痴線佬返黎。一臉茫然
嘅Kate呢個時候唔識點反應，我喺呢個時候見機不可
失，即刻上前護主。我喺銀包度拎左五百蚊出黎，同Judy講：「整污糟你件衫係我論盡，我向你道
歉。我知我同你之前係有好多誤會，你不滿我我明白，不過希
望你唔好將對我嘅不滿發洩Kate姐身上，佢係無辜架。呢度有五百蚊，你拎件衫去乾洗啦，唔夠你
返黎再問我拎。你要怪我唔緊要，不過希望你唔好再為難 Kate姐…佢係一個好上司黎。」

 

最後幾個字我專登講得緊定同有力，而同時Judy亦醒一醒，意識到阿Kate無論點廢點無用，都仲係
佢上司黎，喺火遮眼後開始暗覺不妥而面有難色。而
Kate心知自己不濟好多野都仲要靠Judy，佢唯有打完場話：「Judy我諗阿James都係無心，你拎左
啲錢去乾洗啦，唔夠你再問我攞啦。今日我啱啱
返黎都好想同大家catch-up返近況，不如我今晚放工請大家飲野傾下計啦。」嘩估唔到Kate去完個t
rip返黎醒左啲，見到公司同事關係唔融洽，想
借飲野黎打好返啲關係。阿姐叫到大家當然無人咁推，阿Kate仲叫我幫佢安排地方。除左安排地方
之外，我當然仲要安排下啲餘慶節目畀阿Judy啦…

老細叫到我安排飲野同班同事聯誼，我緊係會安排得妥妥當當。我知道Judy個個星期放左工都會同
班未婚姊妹喺中環一帶覓食，佢喺果邊一定有頭有面好多人
識。既然係咁，我就行過方便，揀返阿Judy姐主場畀佢威返次畀阿Kate姐睇。而且中環有咁多洋漢



，阿Valarie喺食洋腸方面可以話係專家，聽聞
Valarie條洋腸都係喺中環一帶識返黎，所以呢個地方唔只係Judy主場，仲可以等Valarie教導下大家
中西交流嘅心得。

 

可能本身佢地預左我會玩野，當佢地聽到我竟然正正常常咁安排左喺中環，佢地都略帶驚訝。鑑於大
家都知我地公司男丁單薄，得果幾條友我怕有咩事起上黎保護唔
到一眾小花(同殘花)。好彩呢個世界總係有錢洗得鬼推磨，所以喺晏晝我喺某個討論區(註:唔係高登)
開左個post話招壯男飲嘢，酒水免費任飲，但條件只
有一個，佢地全晚只可以以Judy同Valarie作目標，事後我會畀多幾舊佢地做車費，如果違反呢個規
矩佢地就要自負酒水。

 

唔洗好耐我就收到幾十個PM詢問詳情，呢班自告奮勇嘅壯男由十幾到四十歲幾都有，當中包括左金
毛死MK呀，中年四眼毒男呀，瘦弱嫖客型少年等，粗俗啲講句真係乜撚都有呀。由於時間緊迫，我
只可以喺唔同年齡層同唔同類型是但每樣執件。

 

到最後，我挑選左以下幾位：第一位佳麗係自稱喺天水圍無人不識，一頭金毛有啲似著名歌星Tom
my仔阮民安，網名叫堅系好堅嘅阿堅；.第二位佳麗
行年三十幾歲，幅眼鏡睇落仲厚過本字典，身上件格仔恤衫一睇就知已經著左超過十年，報稱只係想
真心出黎識朋友，唔係想呃蝦條嘅Jospeh；第三位我個人
認為佢係最極品,從相都睇得出佢身光頸靚，成身名牌但就無黎貴氣；面上戴住幅白框眼鏡，幾丈遠
外見到佢已經想打佢一身，自稱喺中環各間club都留低左唔
少腳毛同陰毛，不過因為呢排失業所以肯紓尊降貴黎應酬下班中女嘅Taylor。

 

不過我都係嫌呢班友唔夠甩皮甩骨，私人再重金禮聘左喺我屋企附近周圍R煙食嘅道友權，由於道友
權套衫應該臭到無酒吧肯畀佢入，所以我私人再畀左啲錢去沖過涼同裝下身。有左呢幾件極品中嘅極
品，精英中嘅精英，我相信今晚Judy同Valarie一定唔會失望...

放左工之後成班女即刻飛奔返屋企裝身(特別係要換左果件仲有La
Sing嘅毛毛褸)。由於Daisy住得太遠，同佢聲稱自己無乜出去蒲嘅習慣，所以佢都無咩特別裝束想換
。之後佢決定自己喺公司附近茶餐廳食完個晚餐之後
就會自己坐車去中環。本身見佢一個人食咁慘我都有諗過提出陪佢食，耐何我要事先匯合果幾條重金
禮聘請返黎嘅粉腸，我唯有忍痛同Daisy道別，一個人去左
蘭桂坊附近間老麥去同果幾條粉腸做briefing。

 

一落到老麥，我已經見到著住件格仔恤衫嘅Joseph坐住喺度打3DS。我行埋去問佢係咪到左好耐，



佢吞吞吐吐依依哦哦左陣之後堅持話唔洗我幫佢畀埋錢，
佢真係好有誠意出黎交朋友。雖然可以慳返啲錢，不過佢無收我錢咪即係唔受我控制，為免陣間場面
失控，我唯有放棄阿Joseph哥。我求其老點左佢去灣仔洛
克道啲酒吧叫佢幫我地等位，佢聽到之後問我：「James哥…乜…乜果度啲酒吧唔係…唔係畀啲外國
人同南亞裔女人去玩架咩?」呀Joseph哥都傻唔晒架
喎，緊係佢成日遊巴士河果陣經過見到啦，我唯有亂講啲野打發佢走：「係呀，你咪當順便物色返個
女傭，見到啱就請返個返屋企啦。喂快啲行啦，你身負重任呀，
聽聞早啲去攞位送多幾兜nuts架，車錢陣間畀你啦。」Joseph聽到自己身負重任即刻拿拿聲拎袋走
出門口跑去搭車，一個純情毒男就咁成為左我計劃嘅犧
牲品。我心入面雖然有小小歉意，不過換個角度睇，佢呆等幾個鐘，都好過佢到時畀Judy同Valarie
侮辱呀。

 

第二個出現嘅係道友權，初頭我仲擔心佢會拎左我畀佢裝身啲錢去上電，不過佢竟然聽聽話話咁執過
自己，而且執過之後仲出奇地見得下人。我同道友權交代，佢今
晚剩係幫我纏住Judy就夠。平時佢個樣永遠都好似未上電無黎精神咁，但佢一見到Judy幅相之後突
然精神一振兩眼發光。佢話：「我終於搵到我個muse
啦，我嘅音樂事業有救啦！」我聽到之後真係大表驚訝，乜道友權唔係道友黎架咩？之後再細問之下
，先知原來佢本身係音樂人黎，不過喺長期無人賞識之下，佢失
業左好幾年。佢日日周圍喺條街遊蕩其實係為左觀察世界黎攞靈感，不過由於失業無乜錢所以行黎行
去都係喺屋企附近，問人R煙食其實係為左同人交流。「既然你
覺得Judy會幫到你嘅音樂事業inspire到你，咁你就唔好放棄啦‧佢知道原來你咁有才華之後佢實好感
興趣呀，陣間落力啲，我同事Judy下半生福祉
靠你架啦。」表面上係一個官仔骨骨嘅音樂才子，實際上係一個失業多年不務正業嘅廢人，今次Jud
y你仲唔中伏！

 

第三個出現嘅係人未到，浸古龍水味先飄到黎嘅Taylor。佢一黎到就同我地解釋話頭先喺街撞到好多
舊相好，掛住同人吹水所以先遲左到。不過由於我望住佢
面上果幅白框眼鏡已經無名火起，我一路都需要拼命按捺住打佢一身嘅衝動，我無乜細聽佢啲廢話。
我同佢交代佢今晚目標係Valarie之後，佢仲同我講：
「你知啦，我就算肯同你保證我唔溝其他女，其他女都會自動走黎yo我啦…」佢唔講完我已經忍唔住
鬧佢：「收嗲啦杏家橙，一句講晒你今晚搞唔掂
Valarie就無糧出，同你啲酒水錢到時就自己搞掂啦！」佢聽到之後即刻笑笑口咁講話收到晒，咁乞
衣嘅人真係唔易搵架，Valarie今晚有排嘆啦。

 

再等多一陣之後，我收到阿堅個message話佢喺天水圍有兄弟出左事，佢要走去幫手。雖然我預左
啲Mk仔都係咁上下無乜交帶，不過既然佢有免費酒水都既
然唔出黎，我估佢一係就八達通無晒錢出唔到黎，一係就真係兄弟有事。見佢咁有義氣我都無再多問
。望住我眼前嘅嘅道友權同Taylor，雖然係人丁單薄左
啲，不過如果佢地都發揮到作用，我相信今晚Judy同Valarie都有排煩。



為免Valarie同Judy對我為佢地精心準備嘅粉腸起戒心，我事先要求左阿油同我夾埋，認呢兩條友仔
喺佢咁啱撞到嘅舊識。阿油原本對呢個提議有啲抗拒，不過佢正苦於唔知點同Miki再進一步，所以
當我以幫佢追Miki作交換條件時，佢考慮左陣都決定同我達成恊議

 

到左大約十點鐘，除左臨時甩底嘅大明，阿輝同Kathy之外，其他人都陸續抵達間pub。我對大明竟
然缺席今晚呢個飲野局有啲在意，照計佢應該唔會錯過呢
個大好機會埋班阿姐身，究竟對佢黎講有咩事會重要得過擦鞋呢，我諗我之後真係要查探一下。我事
先查探過呢間pub喺Valarie
同條洋漢engage之前成日同Judy落黎搵食，佢地喺呢頭附近應該都識唔少人，雖然我都係單純博下
陣間佢地會唔會畀熟人，特別係Valarie未婚夫
啲朋友撞到，不過喺星期五放工時間我相信機會都應該幾大下。

 

阿Kate係第一個到，佢黎果陣雙頰泛著微紅，而且佢仲著住返工果套衫，睇黎佢喺黎之前應該去左
同人飲左轉野先。緊隨而至嘅係Judy同Valarie，
而且個Judy好明顯係悉心扮扮過先黎，講真一句佢呢一刻真係可以用明豔照人黎形容，佢身上件白
色low cut one piece裙好高貴好襯佢，而且個low
cut真係開得幾low下，但佢功妙地用左條chanel頸鏈黎遮一遮，令佢唔會太暴露；喺昏暗燈光映照
下，我竟然覺得佢有啲似黎姿，如果唔識佢嘅話應該
都真係會畀佢吸引到，佢行入黎果陣我見啲waiter同waitress都即刻同佢打招呼，呢度果然係佢主場
黎。而相反同Judy一齊行入黎嘅
Valarie就一身黑色，而且仲要戴埋帽同太陽眼鏡，好明顯佢係好驚畀人認得出，一路行入黎果陣佢
好警戒地環顧四周，我見狀忍唔住串佢：「嘩
Valarie你喺室內都戴超，如果唔識你真係以為你係大明星呀。」不過佢掛住周圍望下有無熟人認到
佢，所以無視左我串佢。

 

之後入黎嘅係Miki同阿油，Miki一身打扮可以用戰鬥格黎形容，大褸入面係貼身小背心再配埋條小
熱褲，雖然有小小MK味，不過作為一個青春少艾黎講就
唔算過火，而且平時返工佢著suit都睇唔出佢有得身材。而喺佢後面成隻受驚小動物咁嘅阿油就顯得
神情慌張，睇黎呢啲地方真係令佢好唔自在，再加上佢受我
所托陣間要做戲，我都好怕佢到時會穿煲。Daisy係最後一個黎到嘅，佢話因為好少黎中環，搵唔到
間pub所以遲左到，雖然佢無悉心打扮過，不過天生麗質 嘅佢就算只係著住返工套衫都唔失禮。

 

之後入黎嘅係Miki同阿油，Miki一身打扮可以用戰鬥格黎形容，大褸入面係貼身小背心再配埋條小
熱褲，雖然有小小MK味，不過作為一個青春少艾黎講就
唔算過火，而且平時返工佢著suit都睇唔出佢有得身材。而喺佢後面成隻受驚小動物咁嘅阿油就顯得
神情慌張，睇黎呢啲地方真係令佢好唔自在，再加上佢受我
所托陣間要做戲，我都好怕佢到時會穿煲。Daisy係最後一個黎到嘅，佢話因為好少黎中環，搵唔到
間pub所以遲左到，雖然佢無悉心打扮過，不過天生麗質 嘅佢就算只係著住返工套衫都唔失禮。



 

可能係經過今朝La
Sing事件有陰影，Judy見我拎住杯野行埋去表現得有啲驚慌，不過佢都依然要固作鎮定。間酒吧周
圍啲客都係啲斯文西裝友同OL，佢地都畀我頭先拍枱果
下吸引住，全部望晒過黎，我專登用全間pub啲人都聽到嘅聲量講：「Judy姐今朝係細佬唔著，而
家我就罰自己自隊。」換轉喺太子道呀山林道呀果啲酒吧可
能成日都有人做呢啲野，不過喺中環我呢個行為就相當受注目，隔離果幾枱啲人都忍唔住竊笑，正當
我期待住一臉尷尬嘅Judy會點畀反應之時，離我地最遠果張
枱，有個中年西裝友突然之間行埋黎。佢未埋到黎我已經聞到佢成身酒氣，而且佢塊面仲紅過關工，
佢應該都飲左唔少酒。佢略帶不忿咁望住Judy話：
「Debby，你覺唔覺得收左我個Miumiu袋之後就避開我，電話都唔覆呢個行為，有小小不近人情呢
。」

 

呢條西裝友唔係我有心安排，我事先都唔知Judy喺呢度真係咁受歡迎，咁樣都可以撞到人，仲畀我
知道左佢平時化名Debby出黎呃飲呃食。不過 Debby…呀唔係，係阿Judy
出黎玩左咁多年，呢啲場面都佢黎講都應該司空見慣。佢微笑住同條西裝友講話：「先生，我諗你認
錯人啦，我唔係叫Debby，而且都好少收人禮物。」只係就
起身話要行去廁所，西裝友條朋友聞言亦都即刻拉佢返埋自己張枱。Judy就好似完全無畀頭先件事
影響咁繼續同Kate傾計，相反頭先咁樣擾攘一返之，我地
受到全場注目之後，Valarie就顯得更加不安。

我身邊嘅Daisy憂心忡忡咁同我講：「估唔到你嘅道歉又畀人打斷左，佢地又會繼續嬲你…」我聞言
之後即時收歛我面上嘅邪惡笑容，輕輕咁拍左Daisy放
喺枱上隻手一下，好溫柔咁同佢講：「唔緊要啦，總有一日我會令佢地原諒我。」坐我對面嘅Miki
一直無出聲亦都無乜理過佢身邊嘅阿油，佢只係靜靜喺度食花
生，不過我留意到佢一直都好似期望住Judy會出醜，當佢見到Judy受到我同西裝友呢兩下攻擊都神
態自若之後，佢表現出小小失望。喺發現場中有個畀
Judy玩過嘅醉酒西裝友之後，我又要即刻重新估緊下個形勢，不過既然都安排左道友權畀阿Judy，
我唯有等佢地自己到時即興發揮啦。

 

阿權同Taylor一收到我指示就行左入黎酒吧，走埋去同阿油相認，阿油即刻嚇到腳都震埋，吞吞吐吐
咁。為免佢講多錯多，我喺其他人都未黎得切反應就叫佢
地坐得一齊玩，出奇地Miki竟然即時配合我，佢拉左阿Kate過黎我地果邊坐，之後阿權同阿Taylor
就自己迫左喺Valarie同Judy中間。我
心底暗地驚訝Miki點解會咁配合我，正當我望住佢試圖分析佢點解會有咁嘅反應果陣，佢竟然偷偷
地對我打左個眼色。我知道應該係阿油漏左口風畀Miki
知，但我最驚訝嘅係Miki點解唔拆穿我，仲反過黎助我一臂之力呢？喺我嘅復仇計劃入面，我一直
都無乜對Miki呢個人作過任何計算，睇黎我一直以黎真係 睇小左佢…



 

Taylor一坐埋Valarie隔黎就發動攻勢，Valarie仲未黎得切反應之際，Taylor已經捉住佢隻手咁同佢
講：「小姐，你唔好以為你幅太陽
眼鏡可以遮到你個靚樣，我叫Taylor，我有預感今晚我地會過得好愉快。」我留意到Taylor捉左Vala
rie隻手呢個動作絕對唔係想抽水咁簡單，
佢其實係想Valarie留意到佢戴住果隻新款Panerai同佢粒Montblanc
Classic袖口鈕，Taylor作為一個呃蝦條大師，用成身名牌黎吸引住港女呢啲初級技倆佢當然運用得
相當成熟。其實我一向知道Valarie對啲口
甜舌滑嘅小白臉特別無抵抗力，佢上一段婚姻都係畀個食軟飯牛郎型契弟界入而失敗告終，可憐佢個
醫生前夫畀佢拋棄之後就遁入左空門。

 

另一邊廂阿權坐低左之後，除左望Judy望到流晒口水之外，佢連野都唔曉講句。除佢望住Judy嘅熾
熱眼神當中，我睇得出佢應該扯緊旗。如果唔係睇左佢執
過下都算一名見得人嘅高大猛男份上，我諗Judy一早已經坐開左。喺dead
air坐一兩分鐘之後，阿權突然單腳跪底，開始對住Judy唱歌，仲要越唱越大聲，不過出奇地佢真係
唱得幾好聽幾有感染力。Judy即刻上前拉阿權起身問
佢做乜，點知阿權好誠懇咁同佢講：「頭先首歌係我因為見到你即場作架，Judy，You are my
muse…」Judy雖然有啲尷尬，但阿權誠懇嘅態度應該令佢有小小驚喜。本身同緊阿Kate　Daisy傾
計嘅Miki開始敷衍應對仍地，佢嘅專意力轉 向左去Judy度，睇黎想Judy出醜嘅唔只我一個。

 

無幾耐阿Kate收到個神秘電話之後就急急腳走左，剩返我地四男四女喺度。本身高度戒備住嘅Valari
e同Taylor越講越興起，而Taylor亦令
到Valarie喺自己都唔為意嘅情況下飲左好多酒，面都紅埋嘅Valarie開始同Taylor越坐越埋，而且仲
有啲身體接觸。相反Judy同阿權都仲
係無乜進展，阿權都仲係成碌木咁坐喺度望住Judy，而Judy喺頭先果一剎那驚喜之後開始對阿權失
去興趣，開始自顧自咁玩電話。正當Judy同阿權陷於
膠著狀態之際，Miki突然坐埋去阿權隔離，好熱情咁捉住阿權去飲酒同玩，阿油見狀向我投以求救
目光，我我一邊做口形叫佢睇定啲先，一邊留意住Judy有 咩反應。

 

果然Judy呢種女人嘅妒忌心好快就畀Miki撻著左，就算佢對阿權無興趣，佢都唔會容許阿權喺佢面
前同其他女人依泣，特別係Miki。Miki後生當打
有樣有身材，仲有大把青春，Judy就人到三十幾而且仲未有著落，Miki正正係佢最大嘅敵人。我呢
個時間當然亦都要加把勁去撥火，我即時行去Judy隔
離，之後喺佢耳邊咁話：「點解你明明換左衫，我都仲係聞到浸咸魚味嘅，嘩Judy你唔係未死已經
開始發臭呀下。」喺Miki嘅挑釁，再加上畀我奚落之
下，Judy好心急要搵返自信心，即刻捉住阿權起身話出去跳舞。Miki見自己功成之後，就行返埋去
阿油果邊，佢仲再次偷偷地同我打個眼色，果一刻我知道
呢個Miki會係我今晚最大嘅助力，但同時亦係我未來嘅最大威脅。

 



喺個小舞池果邊Judy拉住成碌木咁嘅阿權越跳越貼，Miki可能為左補償阿油亦都拉左佢去跳舞。正
當我猶豫緊我應該留喺度觀察Valarie定跟埋去監
視住Judy好，Daisy突然問我可唔可以揀杯cocktail畀佢飲，因為佢唔太識有咩cocktail，佢唔想飲黎
飲去都係snowball。
Daisy真係pure好true呀，我決定都係留喺度陪阿Daisy一陣同佢揀下野飲傾下計算。可惜好事多磨
，我見到西裝友啲朋友已經走晒，得返佢自己
一個行左出去食煙，我靈機一觸，同Daisy托詞話行出去買雪糕界佢食，之後就行出去撩阿西裝友講
野。

 

我以問西裝友借火黎打開話題，可能飲大左佢都表現得相當健談，佢一黎就問我同Debby有咩關係
，我答佢我係Debby啲朋友，佢聽到之後開始向我大數 Judy：「呢條女真係gold
digger黎架，同我出左幾次街次次都食我嘅買野又係我嘅，每次食完飯都帶我去連卡佛話想要乜想
要物，我撩佢之後開房佢就例牌say
no，呢排仲要唔回我電話…」我聞言之後除左附和佢，仲不斷撥火：「雖然Debby係我朋友，不過
我都幫佢唔落呀，你都唔係第一個男人畀佢當係水魚同慒撚
架啦…」喺講水魚同慒撚呢兩個字嘅時候，我專登加強左語氣黎撥火，可能係喺酒精附助，再加上佢
望返去舞池見到Judy同阿權越跳越親熱，我眼前呢位西裝友
好快就畀怒火同妒意佔據，佢無再理我就氣沖沖咁走埋去Judy果邊。呢個時候我為左做足全套，我
無理佢就行左去七仔買雪糕。過左六至七分鐘之後，我行返間
pub度，未入去我已經見到Daisy帶住驚惶嘅眼神向我求救，佢見到我果陣即刻拉住我叫我入去勸交
，我再望返入間pub，我見到西裝友同阿權已經劍拔弩 張，而Judy就一臉無助咁企左喺阿權後面。

Daisy好似想上前拉阿Judy返埋黎，不過畀我同Miki一齊阻止左；Valarie可能已經飲到有啲神智不清
，不過佢殘留嘅意識仲提醒佢唔可以畀熟
人見到，佢都無上期幫手，反而話要走，醒目嘅Taylor借機話同Valarie走先，Valarie應該神志真係
好唔清醒，佢又真係唔理我地跟左
Taylor走人。我呢個時候亦叫阿油快啲帶Miki同Daisy走人，呢度留返畀我處理啦，Miki聞言之後有
啲不忿，我估佢一定好想留喺度睇戲，不過
佢好快就回復返佢平時嘅形象，扮返小鳥依人咁跟住阿油走，Daisy要求留喺度不過被我拒絕左，怕
事嘅阿油聽到我指令之後就出左去截的士帶兩條女走。
Daisy臨走果陣叮囑我小心啲，我果一刻雖然想留住佢，不過接著落黎我唔可以畀佢分神。

 

正當所有人都走晒之後，我先慢條斯理咁走埋去拉開阿權。同時間pub入面幾個彪形大漢賓佬waiter
都拉走左西裝友，隔離嘅Judy仲驚魂未定一臉茫
然，我放低左錢埋單之後就帶走左Judy同阿權。Judy出到去見得返我留喺度，佢都唔理我係佢仇人
，走埋黎同我求救：「阿油呢個friend都傻傻地
架，頭先本身都無事，係佢自己激動咋嘛，你可唔可以幫我撇甩埋佢呀。」我聞言之後一臉認真咁同
Judy講：「話晒人地頭先都叫挺身維護你呀，你咁樣好似唔
係咁好喎，咁啦，你起碼都畀自己個電話佢等佢之後可以搵你，再畀多幾舊水人坐的士走呀。」Jud
y之後行埋去畀左個電話號碼阿權(九成係假)，然後拎左啲



錢叫阿權坐車走，佢臨走仲好交戲咁叫阿權聽日記住打畀佢，呢個女人真係虛偽到我想嘔。不過我又
巧妙地慳返幾百蚊車馬費，正當Judy以為咁樣就甩左阿權呢
個情緒化音樂家身，我當然唔會畀佢就咁完啦，放心啦阿權，你仲有大把機會見Judy呀！

 

送左阿權上車之後，Judy即刻打畀Valarie但無人聽電話，之後佢再打畀Miki，原來佢地最後都無走
到，去左附近一間老麥等我地。喺我同Judy
行去間老麥會合佢途中，Judy問我：「喺多謝你之前，我想知點解會係你留喺度？」我聽到呢個問
題都真係諗左一諗，因為今晚嘅情況完全唔係喺我意料之內，
我都係見步行步。諗左一諗之後，我決定答佢：「我同你雖然係有心病，又成日鬥氣，不過你係女人
，我唔會要你自己一個人去面對頭先果個情況嘅，你有咩事我都
唔安樂。至於其他同事佢地唔係對你見死不救，係因為我擔心其他女同事嘅安全，所以要佢地走先，
留返我自己喺度處理件事。」佢聽到之後有啲驚訝，不過好快佢
講左句唔該晒就無出聲。呢番說話其實真係假到我自己聽返都想笑，不過驚魂未定嘅Judy聽到就幾
受落。喺會合左Miki果陣，Miki即刻七情上面咁撲上
前攬住Judy，之後仲好浮誇咁講句：「頭先嚇死我呀Judy，你有咩事我都唔知點算呀。」喺身邊嘅
阿油亦都即時附和Miki：「係呀Judy姐，頭先好
彩有阿James咋。」Daisy亦行埋我身邊拉一拉我手袖，扁住咀咁細聲講：「邊有人買雪糕畀人買地
得咁耐架，我啲雪糕呢？」嘩，我真係差啲畀呢一下嗲 到暈低呀

 

我地五個人就順手坐左喺老麥度食宵夜，正當我諗緊好唔好開口問阿Kate佢攞返今晚條數果陣，Jud
y突然之間同我地講：「可能你地會唔信，不過我真係唔
識頭先果個西裝友，佢真係飲大左認錯人…」我心諗你唔洗同我地黎呢一套啦，不過Miki未等Judy講
完已經捉住左Judy雙手，好誠懇咁講：「Judy
姐我明架，靚女成日都好易被人誤會花心架啦，特別係你呢啲未婚靚女，啲人覺得你而家都未結婚係
好揀擇呀嘛，其他人唔明白你姐，我知道Judy姐你一向都係
又獨立又叻，如果我到三十歲果陣仲好似你咁又靚又叻就好啦。」嘩高手，Miki呢段野真係一啖沙
糖一啖屎，都唔知係捧緊定串緊阿Judy，連Judy都只 係尷尬咁笑完全唔識畀反應。

 

Miki講完呢番說話之後就到同我講：「James哥，對唔住之後係我誤會左你，你份人雖然九唔搭八，
講野又唔經大腦。但經過頭先件事，我發現你原來都衰
唔晒。如果我係Judy姐，我一定會對你以身相許呀哈哈。呀不過唔知Daisy又批唔批准呢。」Daisy
聽到即刻面都紅晒咁話：「以身相許關我咩事
喎。」不過我都無暇去欣賞Daisy嘅羞態，Miki頭先番說話雖然好似係潤我咁又好似讚我咁，但其實
真正重點係最後一句，佢係向我示威，話畀我知我同 Daisy啲野暪唔到佢。

 

突然之間食食下包薯條，Judy醒起佢仲未打到畀阿Valarie，佢問阿油攞Taylor個電話，阿油緊係畀
佢問到口啞啞架啦，正當我以為要穿煲嘅時
候。Miki喺隔離搶住話不如等佢打，之後佢就拎起阿油個電話行左出去扮講電話，正當佢出左去之
後佢就拎阿油個電話whatsapp我：「快啲send



Taylor個電話黎。」呢個時候我想扮野都唔得，唯有死死地氣send左個電話畀佢，之後Miki再用自
己個電話whatsapp我話：「點解反而係你
有阿油中學同學電話架呢，你同阿油又係中學同學黎架呵呵？」仆街，今晚又輸多左次畀Miki。隔
左一陣佢行返入黎同Judy講話Taylor話同左
Valarie去食宵夜，Judy聽到有啲不悅咁詐型：「有事起上黎又走先，之後仲要玩到咁開心電話都唔
聽，有無搞錯呀。」

 

走果陣Miki唔理我同阿油，就拉左Daisy同Judy坐的士走人。阿油見唔可以送Miki返屋企，就都好失
望咁自己走去坐旺角紅van走人，而我就話
想自己行陣就同佢分別左。我行左去海傍果邊想整理一下我嘅思緒，不過半夜三更有個傻喺度佬望海
，警察行過應該會以為我想跳海。

 

其實我真係有啲失落，除左因為無得送Daisy返屋企而失落之外，我亦都覺得有啲挫敗，喺我嘅復仇
計劃開始左之後，Miki係第一個完全令我失算
嘅人，今晚件事嘅推向其實佢似幕後黑手多過我，反而我都係處於一個幾被動嘅地位。我一向都以為
Miki只係個fresh
grad傻妹豬，連畀阿輝抽水都慒然不知，但諗返轉頭，我一直都係以貌取人，我對佢嘅一切假設都
係靠估。黎緊幾日，喺未摸清Miki個底之前，我決定都係 暫時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第九節

返到屋企之後，我一直訓得好差，面對住Miki呢個我對佢幾乎一無所知嘅對手，其實真係好有壓力
。原來我今日約左Sam姐去睇一代宗師，不過又攰又燥，我
諗我都係無乜心情去睇戲。我諗我真係要做啲體力活動去減壓呀，所以我whatsapp
Sam姐同佢講：「不如唔好睇戲，我地去老地方等呀，我無乜心情呀，我好想同你做下運動發洩下
啲精力呀。」無幾耐Sam姐都回左我：「OK，我沖定涼等你。」

 

臨出門口之前，我whatsapp
Daisy問佢尋晚幾點返屋企，點知佢回我：「尋晚我最後上左Miki度訓呀，你知我屋企住得幾偏遠(天
水圍)架啦哈哈。」我聽到之後心頭一驚，乜
Miki同Daisy私底下好熟架咩，呢方面我真係一無所知，我好擔心Miki尋晚會襯機落左咩咀頭…我即
刻打畀阿油問佢知唔知Miki同Daisy平時
相處係點，阿油應該對Miki私生活都係所知不多，但阿油話聽聞Miki同Daisy平時會約埋去街同玩art
jamming。我聽到心裡暗叫不妙，而且亦開始重新思考今個星期所有事嘅脈絡。

 

因為我見平時Miki喺公司唔起眼，亦都唔會成日搵Daisy傾計，我就從來都無assume過佢地會係朋
友，但私底下佢地係點其實我真係一無所
知。我一直自以為利用緊Miki去控制住阿油之時，對方會唔會同我做緊同一樣嘢呢？如果Miki係有
心攝合我同Daisy從而去利用我，假設佢心思真係咁
細密，佢無理由會畀Miki同阿油漏到半句口風畀我知架？又假設如果真係Miki慫恿Daisy埋我身，但
又有咩誘因令到Daisy會對佢言聽計從呢？面
對住Miki呢個我對佢一無所知嘅對手，我不禁產生左滿腦子嘅疑問。

 

早排我為左接近Sam姐向佢道歉，我周圍同人打探Sam姐有咩喜好，打算投其所好向佢賠罪。經我
查探佢唯一嗜好就係做Yoga同做GYM，自此之後我就用
左一段時間日日跟住佢去做GYM，雖然係男人老狗，但就連佢做高溫Yoga
Aerobic都照死跟去做，其實聰明如佢一早知我做咁多野出發點都係想討好佢，不過佢見我咁有恆心
所以都畀我照跟，而且當佢屋企需要人水電維修我都隨傳
到隨到，佢先畀我誠意感動左肯同我做朋友，呢段期間我真係慘過賣肉。

 

Sam姐雖然30有幾，不過可能keep住成日做運動，佢身材fit到漏，全身一肌膚亦都算係緊緻嫩滑。
啲計佢著運動裝果陣，以佢年紀黎講佢真係算
keep得好好。但正當我對佢見獵心喜，想再同發生進一步關係之際，佢同我講佢根本唔鍾意男人，
不過佢另一半唔係大家想像中果啲TB，相反佢另一半仲係個
同佢年紀相若，但面容都叫幾清秀嘅長髮中女，但礙於工作關係聽聞佢成日唔喺香港。

 



我同Sam姐所謂嘅老地方其實只係去做GYM，當去到同佢做左成個鐘Yoga之後，我啲神經真係放鬆
左少少。做完GYM之後我同佢去左中環食cake，估
唔到過左十幾個鐘之後我又返返黎呢度。基本上Sam姐認為無必要避嫌同我交朋友嘅最大原因除左
係我同佢無可能過電之外，仲因為佢覺得自己係一個好公私分明
嘅人，平時佢絕對唔會同我談及公事，佢亦都唔會畀我講公事。佢雖然心知我都係一個搞屎棍，不過
佢選擇唔理我喺公司做咩，亦都唔會過問我同其他人嘅人事關
係。不過佢今日比平時有啲唔同，我見佢好憂心忡忡咁，問多兩下之後佢忍唔住話我知我地分公司好
可能會有人事上嘅變動，會再有新同事加入,我問佢係咪HR終
於請左人佢又話唔關事。我心諗一個Miki都已經夠我煩，而家仲要再加多個無知數落黎？但我就算
點追問都好，Sam姐都唔肯透露呢個人會做咩位。相反佢就
問我覺得阿Kate算唔算稱職，平時佢為怕利益衝突佢唔會問我對其他人嘅意見。唔通佢地終於頂唔
順阿Kate咁無能，想搵人坐左佢個位？



第十節

我呢兩日不斷咁嘗試想去搵Taylor，原因係我好想知道佢果晚同Valarie究竟發生左啲咩事。我call左
佢好多次，其間亦多次留言同佢講我除左會畀車馬費佢之外，我仲肯畀多啲錢佢去知佢同Valarie究
竟發生左啲咩事。喺留言度我由三百蚊起跳，一直叫價到二千蚊佢都係不為所動。呢條友平時都趙完
唱開，明明連平時去clubbing呃完蝦條都會即刻上網打報告分享，今次有錢收佢就反而唔出聲，真
係好奇怪。

 

返到公司我照常買早餐畀Daisy食，不過由於我仲未知道佢同Miki背後有無陰謀。所以我都唔太想同
佢講野，只係打左個招呼放低個早餐，連佢都未黎得切應我我就行返埋自己個位，過左陣Daisy拎左
碗啱啱煮好嘅麥皮畀我，佢遞碗麥皮畀我嘅時候，我察覺佢眼神有啲異樣，喺當中我見到有一絲難過
同憐憫，佢同我講：「你原來一直腸胃唔係咁好，今朝我都係畀碗麥皮你算啦，你慢慢食啦。」講完
之後佢就行開左，我聽到果陣大惑不解，無端端佢點解覺得我腸胃唔好呀?

 

公司同事陸續返到黎，我最在意嘅Valarie今朝請左病假，雖然女人間唔中請病假就唔出奇，不過加
埋Taylor突然音訊全無，兩件事加埋就令到我好在意。阿油返到黎之後，襯其他人唔為意果陣行埋我
度話：「James呀有啲嘢我細蚊仔果陣都試過，係有啲難堪架啦，不過過左去你就唔好介意啦。」我
聽到之後真係心諗一句，幹什麼呢。謎底由大明返揭盅，阿油講完行開之後，佢走埋黎我果位話：「
喂痴線佬，呢個世界真係細呀，原來我女朋友個妹係你中學同學黎架喎，唔講都唔知你中學時候原來
已經咁出名，咁後生就失禁，間唔中會賴下屎。」我聽到之後真係好失望，我仲以為Miki安排左咩
毒招陰我，原來只不係大明做埋呢啲小學雞式唱人賴屎行為。

 

係呀，我中學係試過賴過兩次屎，不過鬼叫朝早塞車咩，我又成日空肚食早餐，賴下屎有咩出奇姐。
可能對於其他人，佢地聽到呢啲事畀人重提嘅時候，可能會覺得好瘀或者好介意，但對於我呢個成個
中學都畀人叫做賴屎仔嘅人黎講，呢啲攻擊算係啲咩呀。我只係望住佢冷笑左一聲，之後(扮晒)滿不
在乎咁答佢：「我唔屎賴你邊有野食姐，個世界係咁架啦，有你呢啲食屎狗咁大demand，我屙唔切
都要賴少少去supply畀你啦，不過而家我又唔急屎，請你行返去你個狗竇等通知啦。」可能大明無
預計過我嘅反應會咁，佢本身一心諗住黎攞采，但相反竟然又畀我奚落一番。突然我聽到啱啱返到嘅
Judy尖叫左一聲…

 

我即刻行埋去睇下發生左咩事，我見到Judy拎左個無左個頭嘅Teddy Bear喺度喊，平時隻Teddy
Bear一直放喺Judy張枱，據隻Teddy Bear係佢前男朋友送畀佢，佢一向對隻Teddy
Bear都算幾珍而重之，其他同事想拎黎睇佢都會婉拒。說時遲那時快，我突然又聽到文員輝喺度嗌
，佢話佢搵到個頭，原來隻Teddy
Bear個頭竟然喺缸風水魚入面，而且對眼珠仲要畀人挑左出黎浮左喺水面咁，狀什恐怖。Judy見到
呢個情況即刻失控崩潰，佢第一時間衝埋黎星左我一巴，接著大鬧：「等我呢兩日仲以為你都仲算係
一個人，點知你無人性架。你平時整蠱我呀恰我串我都算啦，點解你仲要咁變態將我隻bear分屍呀
，你知唔知隻bear對我去重要架。」阿Kate同Kathy見狀即刻過黎拉住Judy，不過Judy都仲係激動



到好似想殺左我咁。我唔識畀反應，只係呆左咁企喺度，我想解釋辯駁，但連我都覺得我自己係最合
理嘅兇手，除左我仲有咩人會有行兇動機呢？我即時望向Miki，點知Miki望都無望過我，只係行埋
去安撫Judy。頭先畀我奚落左一番嘅大明當然唔會放過呢個機會，佢即刻走過黎捉住我，七情上面
咁話：「你唔好走呀變態佬，我而家就報警去拉你...」我當時其實有啲想問返去，警察黎到果陣佢係
咪打算話我謀殺左隻Teddy
Bear，不過而家實在唔係串咀嘅時候。而被其他人捉住左嘅Judy，依然係一副衝出黎打我嘅模樣。
突然，Miki行出黎話：「大家冷靜啲，我覺得唔係James做。」聽到佢講呢句說話，我相信場中最驚
訝果個係我，乜唔係佢陷害我架咩？

 

「今朝早我同Daisy一早返到公司整野，當時都未有其他人返到，而當時隻公仔我印象中仲係完整無
缺嘅。」下，乜今朝Miki都一早返到左？而事實上我今朝返黎果陣因為心亂如麻，都無留意到公司
周圍係點…之後Daisy亦都幫口話：「James一返到黎就坐埋位食早餐，佢都無行開過，點會係佢做
呀，我諗係其他人貪玩姐，你地查清楚先啦，唔好報警呀。」聽到Miki同Daisy咁講之後，Judy嘅神
情由憤怒變成錯愕。大明即時反駁佢地：「唔係條痴線佬做唔通係我做呀？」Miki聽到佢嘅反駁之
後，用好平靜嘅語氣咁講：「我唔否定有呢個可能性，因為喺你返到黎之後我無留意過你做乜，但Ja
mes就有我同Daisy呢兩個目擊證人。當然我唔係話係大明你做，不過我只係想指出，就算大家對Ja
mes有偏見，都唔應該喺無證無據之下去屈佢。」文員輝呢個時候亦都附和：「係啦，大明你唔好再
成日屈人啦，周圍唱阿James中學賴過屎都算啦，而家仲要含血噴人，呢度仲有咩同事未畀你唱過屈
過架。」

 

睇黎阿輝等左呢個反擊大明嘅機會好耐，原本明明我係眾矢之的，點解而家會變左大明幫我受？而Ju
dy聽到佢地咁講之後，佢深呼吸左一口氣，用佢把仲帶點嗚咽嘅聲同我講：「頭先係我太激動，無
查清楚就打左你一巴。我真心希望唔係你做嘅，如果係我怪錯左你嘅，sorry。」由於我自己都仲係
如墜五里霧中，我點一點頭，行返埋個位度無再理佢地。而阿Kate亦都打圓場話就當係同事惡作劇
，叫大家返埋位做野。而本身應該上黎開例會嘅Sam姐，佢今日話有啲事要處理所以唔得閒上黎，
不過仲不安緊嘅我根本無心情去深究Sam姐有咩事要處理。

 

其實我寧願今次件事係我畀人陷害，起碼如果真係畀人陷害，我都仲可以自己耍無賴解圍，而且我仲
可以鎖定兇手係Miki。但頭先竟然係Miki幫我解圍，如果真兇係佢嘅話，佢點解唔順手推舟等我做
代罪羔羊呢？如果唔係Miki做嘅話，仲有咩人會對Judy狠下毒手呢？我嘅復仇計劃突然之間橫生左
咁多變節，幕後黑手係咪就係Miki呢？



第十一節

喺開始講今日發生嘅事之前，我覺得我有必要先解釋下小器簿系統於我人生嘅重要性。細佬行走江湖
咁多年，可能因為我為人比較豪邁同不拘小節啦，喺待人接物方面有時唔夠留心，成日得罪左人都唔
知。為左保障自己，我由小學開始設立左小器簿系統去記得平時有咩人得罪過我，起碼喺同人對質嘅
時候，我都有兩手準備嘛。相信大家都知我份人又善良心地又好，什少會主動去對付人，所以小器薄
系統嘅資料一般都只係作紀錄之用。不過小器簿的確係我嘅好朋友，仲記得喺我讀緊中學嘅時候，我
學校有條友叫波強，佢簡直係現實中嘅技安黎。佢由中一恰到我去中五，佢平時一係笑我係賴屎仔，
一係就對我拳打腳踢。最離譜到係有一次喺上完P.E.堂，大家喺更衣室換緊衫。因為我喺做緊體適能
跑緊長跑果陣突然肚痛，喺長跑緊上氣唔接下氣之際，我放左個濕屁。咁作為一個早有準備嘅人，我
一向都有帶定多條底褲做後備(絕對同我曾經賴過兩次屎無關)，咁理所當然地我喺上完P.E.堂換衫果
陣，咪順便換埋條底褲囉，一切都好合理姐。

 

但係波強竟然一手搶左我條染左小小屎跡嘅底褲周圍畀人睇，自此之後我成個中學生涯都離唔開屎。
當然，波強對我做嘅一切，我都詳載於小器簿之上，所有紀錄一直都keep住喺小器系統之上。過左
幾年，到大家出身做嘢嘅時候，由於我中一至中五都過得唔太愉快，我同我啲中學同學都無乜聯絡，
連相機基呢啲當年算係有兩句嘅人我都無刻意再拉直到有一日，我突然收到波強嘅電話，佢約我出黎
見面。當時大家已經有好多年無見，而且無晒關係，我理應無理由出去同佢會面。不過由於波強知我
住邊，我為免佢有咩事會走上門打我一身，我唯有出去搵佢。不過喺講出去搵佢之前，我想澄清一點
，我從來都唔係唔夠波強打，相反我係怕佢激到我用真功夫嘅時候，我會錯手殺左佢，我真係唔係買
佢怕架，求下你地信我啦。

 

佢約左我喺一間西餐廳會面，果日係平日嘅下晝兩三點，入到去果陣間西餐廳無乜人，都係得我地一
枱客。我刻意揀左雜門口最近果張枱，以方便有咩事我都可以走先。波強一早已經準備到左，而佢同
佢當年嘅技安形象好唔同，經過左幾年大學生涯，佢變得成熟左同斯文左，不過我係唔會畀佢嘅外表
呃到嘅。到我一坐低嘅時候，波強突然捉住我隻手，好誠懇咁同我道歉。原來呢幾年大學佢竟然走左
去讀教育，佢話佢初初都係為左教書呢份職業薪高糧準所以先讀教育，點知讀讀下佢發現左作育英才
嘅重要性，佢亦都開始反思自己過去嘅人生中種種嘅不是。佢同我講佢覺得當中最對唔住我，因為佢
嘅年少無知傷害左我，佢希望我原諒佢。我聽到之後假意配合，我同佢講我原諒佢，亦都叫佢唔好怪
責自己，以後好好地去作育英才以作補償。佢之後同我講自己喺一間中學搵到教席，我當時叫佢畀心
機做，同順便扮經濟有困難問佢度左幾千蚊之後就走左。

 

波強可能可以呃到全世界，但佢點會逃得過我嘅法眼。我當然唔會就咁算數，問佢借果幾千蚊係我應
得架，根本果小小錢作為多年黎嘅補償都唔夠啦。我之後即刻喺小器簿度翻查返波強多年黎嘅紀錄，
print左出黎，之後逐張逐張fax去佢任教果間學校，喺fax度第一百二十七張嘅時候，佢校長終於肯聯
絡我，佢邀請我上門去了解返件事。當到達校長室果陣，波強同駐校社工都喺度，當我心諗波強你今
次仲唔死嘅時候，果個校長竟然話代波強嘅年少輕狂向我道歉，仲話波強已經變成左一個好老師，希
望我會畀次機會佢喎。個駐校社工仲話可以免費替我作心理輔導，以波強亦都一邊喺度喊一邊同我講
對唔住，話無諗過佢嘅惡作劇會對我影響咁大，佢話如果佢辭職可以補償到我，佢願意即刻辭職。我
聽到之後好嬲，指住佢地大鬧：「而家你班友夾埋做大戲扯貓尾呀，你地仲想屈我痴線？我同你地講



，你而家唔抄左呢條友，我即時將呢疊罪證交畀傳媒呀！」校長同果個社工聽到之後只係一邊用鄰憫
嘅眼神望住我，一邊搖頭嘆息。而波強見狀越喊越勁，而且面上充滿住內疚。到最後波強同校長講佢
都係辭職算，走果陣佢仲喊住咁死埋黎係同我咁講對唔住。我心諗你有無咁好戲呀，佢唔應該教書，
佢應該去讀演藝啦。

 

就係咁，我用小器簿成功為社會剷除左一個未來教畜，而經此一役之後，我亦更加信任我嘅小器簿系
統，而系統記載嘅人同事亦倍加詳細。可惜，喺我連夜翻查我嘅小器系統以後，我發覺我對Miki依
然係一無所知，由佢入職以黎，佢好似好巧妙地避過晒同我嘅衝突，佢明明係公司一份子，但偏偏我
對佢嘅所知什小。除左用小器系統去調查Miki外，我亦嘗試左用最傳統嘅起底同Facebook大法，可
惜我除左知佢佢係華仔天地會員(唔係劉華，而係江華果個)同曾經bid過兩盒我的美麗日記之外，我
就一無所鑊，我連佢讀過咩中學呀都唔知。呢個時候，正當我灰心之際，我諗起而家公司個HR部仲
未有人管理，所有人事file都應該就咁放喺Sophia以前個位無人理。

 

為左偷睇啲人事部檔案，我需要經過Judy同Kathy身邊先可以去到以前Sophia個位。為左製造呢個
空間畀我埋去果個位，我決定出動道友權。唔洗諗都知道友權喺果晚收到果個電話一定係假，佢之後
亦都唔會搵到Judy，而仲以為係Judy大慒畀錯個號碼佢而一直埋怨緊造物弄人。為左進行呢件事，
我連早餐都唔得閒預備畀Daisy，因為我唔知Judy同Kathy會幾時返黎。當我whatsapp畀Daisy話佢
知我買唔到早餐畀佢之時，佢只係send左個唔開心icon畀我，隔左陣佢就話：「唔緊要啦，我自己
買啦，我會順手買埋畀你架啦(面紅icon)。」嘩佢send面紅icon畀我呀，喺我腦海中即時聯想到Dais
y雙頰泛紅嘅畫面，正當我差啲畀呢件事分心之際，我腦海竟然同時浮現住Miki得戚奸笑嘅樣，我亦
因此即時醒一醒，無錯，我而家最大敵人係Miki，而所有同Miki有關嘅人都可能係我嘅敵人…

 

我叫左道友權一早喺公司樓下度等，我話我會畀signal佢叫佢上黎。當我返到公司果陣，我見到Dais
y同Miki又一早到左，Daisy畀個早餐我食，但我呢個時間仲邊有閒情逸緻理佢呀，我求其食左兩啖
就放低左，繼續喺門口等Judy同Kathy返黎，點知Miki突然行埋黎同我講話：「我頭先返工果陣，見
到阿權喺樓下行黎行去呀，呀唔知點解佢又會識搵到黎架呢，唔通佢係黎搵佢中學同學阿油？不如你
落去睇下咩事啦，你知啦，尋日Judy畀人嚇一嚇，又出左咩事就唔好啦。」喺呢一下我明白，無論
Miki真係咁啱撞到阿權，又抑或佢喺飲野果晚埋阿權身果陣係咪做過咩手腳，以致佢得知我今日嘅
行動都好，Miki又再一次贏左我…

 

輸多次唔代表我就要因為咁而一直捱打，既然已經無機會check度個file，又可能係我已經畀Miki搞
到無晒計，所以我決定放手大鬧一場，以試探Miki嘅反應。既然改變左目標，我唔等Judy到就直接
叫左阿權上黎。阿權上到黎果陣，手上面拎住扎唔知喺邊度摘返黎嘅花，而佢亦拎埋支結他上黎，話
打算一陣唱歌示愛。我果一刻根本一啲計劃都無，因為既然唔知Miki有幾高深莫測，我決定不按常
理咁出牌以途打亂佢嘅步伐。Judy入到黎果陣見到阿權即刻萬分錯愕，我唔等佢反應就同佢講：「J
udy，唔好怪我地多事，尋日件事令我地知道左你好脆弱好需要人去保護。所以我同Miki阿夠油拎左
阿權個電話，私自安排左阿權上黎，我地唔想你地呢段大好姻緣就此斷送呀。」

 



Miki聽到我拉埋佢落水果下同樣錯愕，而且欲言又止。之後我就將阿權手上扎花畀左Miki拉住，繼
續唔理其他人反應繼續亂講：「我同Miki今日仲準備會為你地呢段戀情打打氣，我陣間會拎支Trum
pet伴奏，而Miki就會拎住扎花伴舞同和音，係咪盞鬼過你做女果陣去大撻地呢。」Judy見狀，剩係
鬧左句痴線就衝出門口，阿權亦都有追出去。其他陸續返黎嘅同事見到呢個情況都不明所以，而我亦
都分唔清呢一刻Miki係因為太嬲定係因為怕醜而面紅。我見既然一路都畀Miki食住，反正我都無野
可以輸，我決定繼續試下亂黎玩一鋪。

 

我突然上前用拉住Miki，之後大叫：「Miki死啦，Judy走左呀，我地放啲追啦！」之後就一支箭咁
拉住Miki一路跑去後樓梯，我明知Miki係著左高跟鞋，都唔理三七廿一繼續拉住佢跑，上左兩層樓
梯之後。Miki終於掙脫左我隻手，之後喘住氣咁同我講：「你知唔知我差啲扭到腳呀痴線佬。」我
聞言之後忍唔住大笑，答佢：「咁而家反正條後樓梯無人，要唔要我同你捽腳仔呵返你呀…都係唔好
，不如直接call白車啦。」之後我唔理佢反抗，又擅自抱起佢跑返入office，之後一邊大叫：「阿油
，Miki跑到隻腳好痛呀，你快啲call白車啦，我諗佢頂唔到啦。」阿油聽到即刻好緊張咁撲出黎講話
：「Miki你頂住呀，我call緊白車架啦！」我諗只要係關於Miki安危，我就算講乜阿油都會信。

 

喺我懷中嘅Miki見到阿油咁慌張都忍唔住笑，之後佢同我地講：「我無事呀，各位有心，麻煩James
你放返我落地先啦。」其他人目睹呢次鬧劇都目瞪口呆，大明原本又想上黎扮大佬責備我，不過可能
佢諗起尋日Miki企喺我果邊所以佢都係行返返埋位。Judy過左一陣返返上黎，佢走埋黎同我同Miki
講：「今次我就算數，你地唔好再咁多事呀下。」講完之後就返返埋位，其他人亦都陸續散去。留返
仲喘緊氣嘅我同Miki喺度，我以為Miki咁樣畀我玩一玩會好嬲，什至爆大鑊，點知佢不怒反笑，細
細聲同我講：「其實頭先都幾好玩呀，你都幾好野呀，希望你繼續會畀到驚喜我。」哈，明明頭先畀
我嚇親，但而家Miki又要扮鎮定攞返個尾彩。我呢一刻終於領悟到，要對付頭腦精密嘅人，我反而
應該多做多啲唔合理嘅行動，等佢無路捉我。



第十二節

經過尋日一鬧，我知道Miki的確比我想像中更深不可測。佢除左擅於取得主動權控制大局之外，佢
面對我突然其來嘅脫軌行動都一樣可以處之泰然。我初初以為Judy喺尋日畀我同我聲稱係同謀嘅Mik
i整一整之後，佢會嬲埋Miki。點知Judy非但無表現出異樣，而且佢直頭好似當呢兩日嘅事完全無發
生過，好快佢枱面上已經出現左第二隻公仔。我本身打算分化完Valarie同Judy，再集中火力玩殘Jud
y之後就對付大明。點知因為Miki嘅出現，我到而家都唔能夠完成以上任何一件事…而最大鑊嘅係，V
alarie已經兩日無返工，而呢幾日Taylor都係無聽過我電話…正當我受住呢件事困擾之際，Valarie今
日終於返工。

 

今朝照常同Daisy食早餐果陣，佢怪我尋日同Miki玩得咁癲差啲整親佢，又怪我同Miki夾計幫Judy都
唔預佢。我忍唔住潤佢：「我以為你同Miki咁friend佢乜都會話你知架嘛，仲洗咩我同我講姐。」佢
聽到之後呆左一呆，之後就扁咀唔理我。呢個時候，消失左幾日嘅Valarie終於再現身，無見幾日佢
個樣憔悴左好多。佢第一時間走埋黎同我同Daisy講：「我知你地諗緊乜，不過我同Taylor果晚之後
真係無嘢發生過。」我即刻搶住答：「咩呀Valarie姐，你覺得我地會諗到啲咩呀？我對你絕對有信
心，知你唔會畀你未婚夫戴綠帽架喎，就算有都唔係你錯，係人地錯啦。」點知Valarie聽完我咁串
佢，佢都係照樣面如死灰，唔理我地自己返埋位。

 

到返齊人嘅時候，大家都好踴躍咁行埋去Valarie身邊去慰問佢，但Valarie照樣都係虛應幾句，咩人
都無理。Judy返到黎果陣，即刻七情上面咁走埋去安慰Valarie，點知Valarie當住眾人面，冷冷地回
左句：「Judy姐，有心啦。」之後就無再理過Judy，而當住咁多人受到冷待嘅Judy倖倖然咁返返自
己個位。突然我收到Miki個whatsapp話：「Valarie姐同我講呢，唔知點解個未婚夫Nathan竟然知
道果晚佢飲完野跟左第二個男人走，之後Nathan同Valarie鬧左場大交。Valarie姐話肯定覺得係有人
報料喎，雖然佢本身最懷疑係你，但你又唔識Nathan，點樣報料呢？剩返最大嫌疑就係當年同佢一
齊識Nathan嘅Judy姐啦…你知啦，Valarie覺得Judy姐一直唔抵得佢姑婚架嘛…」我睇完個whatsap
p之後，明白作為Valarie近身嘅Miki應該係第二個有Nathan電話嘅人，Miki根本唔怕畀我知係佢搞
鬼，更加唔怕畀我知佢而家係想利用我。Miki深知我最後點都會如佢所願去繼續分化Judy同Valarie
，佢明白我根本就唔會去到而家先放棄。雖然我心有不甘畀Miki利用，但有左Miki之後，我就可以
唔洗利用Daisy去做啲咩，講真經過呢兩個星期嘅相處，就算Daisy係假意接近我都好，但我都唔想
利用佢…

 

一直成朝早我都扮晒按兵不動，剩係專心做野，想必Miki一定會以為我被佢果步嚇疾左。到左lunch
果陣，班同事經過呢兩個星期發生嘅事之後，都變得有啲尷尬。Valarie選擇唔同佢地食飯，話自己
留喺度叫外賣食。而其他人都只係三三兩兩咁各自去食，睇黎而家我已經唔係畀眾人杯葛批鬥果個。
可笑嘅係，呢件事最大嘅功臣可能係Miki而唔係我。

 

當全公司剩返我同Valarie喺度嘅時候，我本身打算襯機去Sophia個位起清Miki個底，但係Sophia個
位其實離Valarie都好近下，所以我行埋去其實都好覺眼。為左製造機會，我決定襯Valarie落單得返



佢自己一個嘅時候，好好咁招呼下佢。我坐去佢隔離，又開始自言自語：「啲洋人有時真係好衰架，
未始婚果陣去物識下其他對象買個保險咋嘛，Facebook都有個open
relationship畀人揀啦。即係而家仲係華洋不平等咁，個open
relationship剩係畀班高等白人之間專用，當啲洋人同啲港女呀賓妹呀拍拖果陣就一定要專心一意嘅
。」Valarie聽到之後，雖然我見佢繼續扮無反應，但好明顯佢已經揸實左拳頭，我知道已經說中左
佢痛處。我繼續講：「呀我英文差，唔知呢個字slut，同另外呢個字whore點解呢？」佢都係唔理我
。

 

見佢唔理我我就拎部電話出黎，search啲馬爾代夫，即係Valarie同Nathan個蜜月之旅嘅相出黎喺Va
larie面前揚黎揚去，一路話：「馬爾代夫真係好靚呀，喺果度啲resort洞房，真係生出黎啲仔女都特
別靚呀，如果無得去就陰公豬囉。」我一邊講呢番說話果陣仲要一邊奸笑，終於Valarie忍唔住講左
句：「我同Taylor果晚真係乜都無做過，我唔怕你唱我…」我未等佢講完，聽到佢講到個唱字就即刻
搶住講：「唱？唱咩呀？唱歌我啱喎，唔啱我又唱下歌你聽呀，你係咪想聽你同你未婚夫果隻飲歌Y
ou’re my
everything呀？」佢聽完雖然流出左煩厭嘅表情，但佢好似對我嘅言語攻擊都唔多有反應。我當然
唔可以輕言放棄，我再次拎起個電話，喺佢面前打1083問佢擺酒間酒店幾號電話，佢聽到之後雖然
好奇，不過佢都係忍住想唔理我打算觀察下我究充想做咩。之後我專登行返自己個位，但又用佢都聽
到嘅聲量拎公司電話打去間酒店，問：「唔該我想問下呢，我有個朋友過兩個月喺度擺左酒呀，不過
而家佢又好似搞唔成咁。我見如果佢cancel左，個場地空左出黎嘅話，我想book返幾圍搞個解穢悼
念我朋友果段死去嘅愛情咋嘛，反正有啲佈置又可以用返，係要搞搞個菜單姐。下？你想知我朋友叫
咩名幫我check
check…」Valarie聽到呢度之後已經衝左過黎cut左我線，未等佢講野我已經搶住講：「咩野姐，我
朋友腎虧輝結唔成婚，皆因佢戴左綠帽，條女走左去勾佬。我做兄弟好心幫佢搞餐解穢，等佢唔好咁
閉翳…」呀不經不覺原來我竟然押左韻，不過我估Valarie應該唔係幾識欣賞，佢又嬲爆爆咁走返埋
自己個位。我見佢始終都無行開，我都係埋到Sophia個位，所以我就放棄左原先計劃，決定繼續招
呼下Valarie。

 

我行左過隔離公司問人借Fax機，本身隔離公司啲人平時都會同我打下招呼，所以佢地好順攤就借左
畀我。我即刻拎左我今朝寫嘅一封信打算fax畀Valarie，題目係有關離婚人情退款事宜，內容就係話
如果佢離婚的話人情可唔可以退返一半。之後我又fax左啲上網搵到嘅解穢菜單畀佢，等佢如果真係
搞唔成婚姻轉搞解穢，佢都有兩手準備呀嘛，由於部fax機喺正Valarie個位附近，我好肯定佢會收到
。我fax完之後，同隔離公司啲人寒喧完兩句就返返入去，Valarie衝埋黎，用好似想殺人嘅語氣同我
講：「我係唔會畀你呢啲賤人睇死，我同Nathan一定結定成婚架，之後會開開心心生活落去，無人
會阻到我地架。」聞言後繼續嬉皮笑臉咁答佢：「我都信無人會阻你，Valarie，祝你做個幸福的新
娘呀。」講完就唔理佢揚長而去，既然Valarie都係懷疑緊係我定Judy報寸，如果我反常唔拎呢件事
借題發揮黎玩佢，反而最似身有屎而變得唔自然，經過我頭先咁玩一玩，我估計Judy又理所當然地
變返Valarie心目中嘅頭號疑犯…



第十三節

喺未查明Miki嘅底細之前，我諗我真係好難再面對Daisy。每一次當我見到Daisy天真無邪，好pure
好true嘅無垢臉容之際；我都會聯想到去Miki度，我曾經以為我嘅復仇計劃係天衣無逢，滴水不漏，
但對住Miki我就永遠好似棋差一著。其實而家公司都開始四分五裂，雖然唔係由我一手造成，但我
都算目標已達呀，如果接住落黎，我肯改變下自己去迎合其他人…唔知算係幸運定不幸，因為有左M
iki呢個對手，我知我一停落黎就會畀佢食埋。

 

今朝當我拎早餐畀Daisy果陣，佢睇落有啲唔開心，不過我唔敢去關心佢，去接近佢，我怕我會踩中
Miki嘅陷阱，又或者係我怕自己會泥足深陷喺Daisy身上。之前我都曾經以為過我同Sophia有機會，
不過當佢連續十日將我送畀佢嘅禮物直接轉贈垃圾桶嘅時候，我當時應該意識到，我嘅愛太濃太烈啦
，唔係個個人都受得到。喺諗起黯然離開嘅Sophia嘅時候，我個心都仲會隱隱作痛。當時佢走果陣
一定好傷心，佢一定係怕留喺度會愛上我，所以先迫不得以無聲無色咁離開，而且佢為左唔想我再見
到會傷心，佢屋又搬埋，電話又改埋。不過好彩Sophia生性孤癖，佢從來都不屑同其他同事有私交
，所以無人知道佢同我曾經有段咁可歌可泣，但卻無疾而終嘅愛情。

 

講返Daisy先，佢見到我只係輕輕放低個老麥早餐全餐喺佢張枱果陣，佢拉住我唔畀我離開，佢帶點
佻皮咁同我講：「件薯餅好油又熱氣，你幫我食左去。最多我聽晚放工獎你去食拉麵啦。」我聽到之
後真係差啲暈低左，Daisy竟然主動約我，正當我如萬非驚愕嘅眼神望住Diasy嘅時候，Daisy面都紅
埋口疾疾咁講：「咁…咁你日日都請我食早餐，我想請你食返餐當無數呀嘛，你唔准拒絕架，你唔應
承我以後都唔睬你。」佢都講到咁，我仲有得拒絕咩…

 

但喺聽晚赴約之前，我有必要盡快起清Miki個底，既然喺網上一無所知，我又埋到去睇啲HR
File，我唯有打左畀Sam姐嘗試問下佢。但就咁問Sam姐一定唔會答，我唯有假意扮對Miki有好感，
扮到係為左追佢先對佢尋根問究。Sam姐聽到我想追Miki，帶住啲家姐見到個毒男細佬終於肯出門
口識女仔嘅興奮語氣同我講：「見係你先話你知咋，我都唔可以講得太多畀你知，我剩係可以話你知
佢喺外國讀大學返黎，而且學歷都唔差架，請佢果陣我都有問佢點解佢肯屈就喺呢個低位，佢話志在
學下嘢喎。想追人就好心你增值下自己，唔好咁失禮呀。」我聽到之後虛應左幾句就收線，原來佢係
番書妹…但點解佢肯屈就打扮得一萬多啲嘅工呢，睇黎如果我可以解開到呢重謎團，勝利就會屬於我
。

 

我決定放工之後跟蹤Miki。可能大家唔知道，我本身可以話係一個跟蹤專家，由中學開始我已經進
行過多次嘅跟蹤行動，而大多數都係成功嘅。而最成功果次就要數我中二果年，我地班嘅校花阿紫突
然話對我有意思，但佢就唔畀我即刻應承佢，話要用一兩個星期時間畀佢觀察下我會點對佢好。而喺
果個星期當我返緊校果陣，我對佢可以話無微不至，什至佢甩鞋帶我會幫佢綁，佢話想食啲咩我直情
唔等lunch
time，即刻偷走幫佢買。但到左第三日，我開始覺得有啲唔對路，我決定喺放學果陣跟蹤佢。頭幾
日都無乜特別，佢放左學都係周圍行下就返屋企。到左一個星期六，我見佢約左我地班幾個女仔出去



又一城溜冰，而當溜到攰上左去Food
Court食嘢果陣，我終於喺佢地言談之間打聽到佢地嘅陰謀，原來所有嘢都係阿紫為左炫耀佢嘅魅力
，話用兩個星期睇下我可以為佢去到幾盡喎。我聽到之後雖然急怒攻心，但我決定都係按兵不動，我
要慢慢用誠意去感動佢。之後跟住落黎我對佢越黎越好，當佢上堂舉手去廁所果陣，我會即刻拎包M
巾出黎喺眾人面前交畀佢；當有其他男仔行埋去同佢講嘢果陣，我會即刻衝埋去推開個男仔，確保無
人可以騷擾佢，搞搞下就連女仔過黎同佢講野我都會照樣推開；而喺Lunch果陣我會買定飯畀佢，坐
喺佢隔離一邊同佢講女仔發育時期唔食多啲飯唔長肉，一邊確保佢一粒都無食剩先放佢走。好快佢就
頂唔順叫我收手，佢唔會同我一齊。但我唔係一個咁易放棄嘅人，跟住果半年無論佢返學放學，佢去
到邊我就跟到去邊。就連星期六日我都會跟住，就連社工介入都阻止唔到我對佢嘅愛，或者係因為佢
自卑覺得配唔起我嘅愛啦，大約半年之後阿紫就轉左去間女校讀。

作為一名跟蹤專家，我絕對唔介意晒時間耐心去守候我嘅獵物。所以當Miki剩係行化妝品鋪都行左
差唔多四十五分鐘，久經訓練嘅我只係喺遠處默默咁守候住。一直到佢行到去某間百貨公司果陣，我
都好有信心佢無發現到我一直跟住佢，我就好似完全融入左周圍嘅人群一樣。而去到睇女裝嘢嘅時候
，大家可能好奇怪一個單身麻甩佬唔會好受注目好異相咩。作為一個跟蹤專家，呢啲情形當然唔會難
到我啦。經過我長期觀察各大女裝部之後，我發現周圍除左好多專注於搜索心頭好嘅女士之外，周圍
仲會有好多雖然唔耐煩，但又被迫喺度等另一半嘅男士。只要你模仿到佢地一臉無奈，雖然想走又唔
走得，唯一不斷玩下電話同望天打卦果種我稱為shopping
dead嘅類喪屍神緒，就唔會有人懷疑你係單身喺度。喺大約跟左Miki遊左幾個counter之後，我跟
到佢去左一個賣女性內衣嘅counter，雖然我只當Miki係我現階段嘅頭號敵人，但因為體內男性基因
使然，我都對Miki會揀咩內衣好感興趣。喺望住Miki遊黎遊去揀左一陣之後，佢終於將目標鎖定喺
一套幾誘人嘅黑色lingerie，正當我幻想緊著住套lingerie嘅Miki之際。遠處有個女客人帶住個百貨
保安向我個方向行過黎，而且好明顯來意不善，而正當我懷疑自己咁完美嘅偽裝竟然畀人揭穿左之際
，我發現佢地目標好似唔係我。

 

突然之間我被身後某個人大力咁向住個保安嘅方向推左一下，而我亦都向前仆左一步。我都未企穩個
身就已經立刻擰轉頭望下邊個推我，而我見到一個瘦小男人好急忙咁向住人群逃走，憑佢一身裝束我
認得果個男人竟然係阿油。老土啲講句，今次真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正當我全神貫注咁跟緊Mik
i之際，阿油竟然喺我身後出現。我覺得自己可以融入人群隱沒自己氣色已經算係高手，但估唔到阿
油仲勁，佢直頭無存在感到一直同周圍嘅環境融為一體！畢竟阿油中學畀人杯葛左幾年，喺做隱形人
方面佢可以話係專家。如果唔係頭先佢見到Miki行入去揀內衣，令到佢血脈沸點嘅話，相信佢都唔
會破功畀人發現到。

 

而本身已阿油作目標嘅保安，經頭先果一推，佢將注意力轉移到我身上。正當我仲以為今次衰硬，諗
住上硬差館之際，因為頭先果幾下擾攘而發現左我嘅Miki，行左埋我度拖住我隻手，之後同保安講
：「我男朋友等緊我咋，放心無事。」而保安聽到之後同我地解釋因為有女客人懷疑一臉色相流晒口
水嘅阿油係色狼，而佢又唔知我會唔會係同黨，所以先過黎了解下，當知道係一場誤會之後，保安向
我地道完歉就走左。不過如果你畀我揀，上差館等人保釋定喺呢一刻畀Miki發現，我相信我會選擇
前者。保安去左之後，一副勝利者姿態嘅Miki喺我耳邊同我講：「你想知啲咩野問咪得囉，跟左我
幾個鐘你唔攰架咩，不過你問唔代表我會答你架哈哈。我走先啦，聽日見，你慢慢諗下點同阿油解釋
啦。」今次真係大鑊啦…





第十四節

尋晚返到去屋企果陣，正當我思緒仲係處於極度混亂之際，我電話同時間收到三個whatsapp
message，第一個係由阿油send畀我嘅，佢話：「聽朝返工之前，上黎我屋企度同我好好解釋，解
釋得唔合理的話你等住畀我爆大鑊啦仆街！。」第二個係由Daisy
send畀我，佢話：「聽晚放工諗定帶我食咩啦，不過唔好太貴，我請唔起呀:-)」而第三個send畀我
嘅，就係Miki，佢話：「送你一個magic word，「大明」，聽日呢個magic
word可能可以救你一晚呀呵呵。」係睇完呢三個message之後，我開始懷疑其實我係咪畀人設局玩
殘果個呀，阿油明明係推我出去果個，點解而家變左要係我上去負荊請罪咁？Daisy又係，自把自為
，喺呢個時候突然約我出黎殺左我一個措手不及，但我又不忍拒絕佢。最痴線都係阿Miki姐，無端
端點解可以拉埋去大明度？擺明係有心擾敵，佢就係要我不斷猜疑，可惜我依然係中左佢計…

 

呢一刻我真係唔可以afford得罪阿油，雖然我諗左成晚都諗唔到可以點兜先合理，不過阿油呢啲毒男
應該好易耍，我都係決定見步行步算，而且最壞情況下佢其實都無咩大鑊可以爆而整得死我，喺平衡
左各方行害之後，我決定博一鋪上去佢屋企，最多咪向佢動之以情博下佢可憐。而且阿油屋企又近公
司，上去敷衍下佢之後應該仲有時間買早餐畀Daisy食，就係咁，我就晨咁早單拖上左去會阿油…

 

據聞阿油自己一個人住喺公司附近某個洋樓單位，喺去佢屋企途中，我突然驚覺自己失算左，我唔記
得帶返個防毒面具先上去佢屋企。一個單身毒男嘅屋企除左滿佈毒物之外，而且仲可能會臭氣沖天…
呢個時候，我唔知點解諗起某個當差嘅朋友同我講過，佢人生第一次接觸到死屍嘅時候，係接報調查
一單鄰居報案話隔離屋傳出惡臭嘅case，佢話開左門之後，果浸由過左第一段時間嘅屍體傳黎嘅臭
味，你真係會畢生難忘，果種臭味既獨特而且非一般人可以接受。唔知點解，我心入面預計到陣間打
開阿油屋企度門果陣，都會體驗到類似屍臭嘅味道…

 

出奇地，當阿油開門畀我入屋果陣，我發現阿油間屋出奇地整潔同少野，而且家居擺設方面都係好平
常，不過剩係客廳我都已經見到有幾部Notebook喺度，果然係I.T.毒男呀下！正當我環顧緊四周果
陣，阿油突然入左房，而換黎係到一個強壯嘅男人將我從後捉實，我死命反抗都掙脫唔到，個男人拉
左我入去廁所，之後用手銬鎖左我喺個鑲喺牆上面嘅毛巾架。整個過程發生得好快，我心諗阿油唔係
嬲到搵人雞姦我呀下，我驚到腦袋一片空白，只係識嗌：「大俠唔好搞我屎忽呀，我呢排腸胃差成日
屙爛屎架，我好污糟架…」果個強壯男人聽到之後一拳打埋黎，之後用普通話大喝一聲：「閉咀！」
呢個時候我先有機會望清呢個大隻佬，一身民工造型嘅佢一臉兇狠，佢身上件充滿鄉土味嘅恤衫應該
陪住佢穿洲過省左好多年、從佢個平頭裝我睇得出佢應該係實幹型，唔愛花巧嘅真男人。從佢頭先結
結實實打喺我面上果拳，我知道呢個男人應該食過下夜粥。呢個時候阿油拎住個電鑽入黎，佢惡狠狠
咁望住我，佢話：「陣間你畀唔到個合理解釋我，你唔洗旨意行得出個門口…」嘩油哥，吊下Miki尾
姐，洗唔洗同我玩埋電鑽呀…

 

「表弟，你要幹掉他嗎？」件民工造型大陸佬見到阿油拎住個電鑽果陣都大吃一驚，阿油不耐煩咁答
佢：「幹幹幹幹你老娘咩，你做咩無端端打到佢變熊貓咁，我叫你鎖住佢咋嘛。落左黎咁耐，平時食



我嘅住我嘅，叫你做小小野都搞唔掂…」阿民工哥畀阿油咁鬧完之後都係笑笑口：「那表弟，沒什麼
事我要去找個妹子爽一爽啦。」阿油之後畀左幾百蚊阿民工哥，民工哥收左錢就歡天喜地咁走左。其
實我一直叫緊救命，不過奇怪阿油同民工哥都無阻止我，到民工哥走左阿油回左我一句：「晒氣啦，
之後為左搞Home
Theater，我一早做晒隔音啦，而且周圍啲人返晒工無人喺度架啦，慳返啖氣答我問題啦。」呢一刻
嘅阿油就好似變左第二個人咁，除左講野無口疾疾之外，而且佢語氣中果種冷漠令人我心都寒埋。「
唔好殺我呀油哥，我真係唔係想同你爭Miki架…」阿油聽到之後失笑左一下：「你當我痴線咩，殺人
犯法野我唔會做架。」喂你而家非法禁錮緊我咪一樣犯法，仲未計你頭先搵人打我，你畀我走得到，
我一定報警拉你件痴線佬！「不過呢，對你呢啲連朋友妻都唔放過嘅賤人，我點都要懲罰下你架啦…
」佢一路講果陣，佢手上個電鑽就越拎越埋…

 

唔知幾時阿油另一隻手竟然多左舊磚頭，阿油開始用個電鑽鑽個磚頭，我雖然唔知佢搞乜，不過我都
慶幸佢鑽嘅係磚頭而唔係我個頭。佢一路鑽，我一路隱約聽到佢講：「聽成個鐘電鑽鑽野聲，我包保
你到時一定肯講真話呀。」原來佢所謂嘅懲罰，竟然係要我聽成個鐘電鑽聲？佢真係好惡毒呀，我寧
靜畀佢個民工老表打一聲都唔想聽一個鐘電鑽聲。喺鑽左五分鐘阿油突然發現唔對路，原來佢自己都
唔記得帶耳塞，佢停左電鑽之際我即刻聲淚俱下咁求饒：「油哥，我鍾意嘅根本唔係Miki，我跟蹤
佢唔係因為我鍾意左佢呀…」「咁你講你點解要跟佢呀，唔好同我講係你為左幫我呀，你估我唔知你
一直利用緊我呀！」我唯一嘅籍口未講出口已經收左皮，我呢一刻就算講真話都無用，唔通我話佢知
我想起清Miki個底再對付佢呀。喺呢一刻我突然諗起Miki果個Magic
Word大明，我無情況之下唯有亂講話：「係大明，我咁做係為左對付大明。」阿油聽到之後大為緊
張，佢撲上黎問：「大明同Miki真係有路？你係咪知道啲乜？」唔係呀嘛，咁格硬嘅答案竟然真係
有用？

 

阿油唔等我回答，已經開始喺度自說自話：「我都奇怪架啦，我見到Miki同大明喺公司特別多email
來往，明明佢地公事上都無關係，但我又唔知佢地講咩…」我聽到之後本身諗住順佢意講兩句大明壞
話就脫身走去報警，阿油無理我繼續講：「你陣間唔洗諗住陣間報警呀痴線佬，我真係知你大把野架
，你記唔記得你次次壞電腦老點我幫你整，你估我真係維修咁簡單呀，你大把野喺我手呀仆街，我唔
出聲你就成日利用我，你其實同所有人一樣，你都係衰人黎架！」今次真係陰溝裡翻船，以前諗住縮
數老點毒男同事幫我整機，估唔到最後竟然衰喺佢手上！？

 

喺未知道阿油掌握左我啲咩之前，我決定唔再開口去試探佢，阿油見狀話：「口硬呀嘛，我而家就去
返工順手幫你請埋假，你唔洗怕悶呀，我會一直不停咁播汪阿姐唱嘅少女的祈禱幫你解悶架啦，放工
返黎再慢慢問你啦。」我一聽到佢話汪阿姐唱嘅少女的祈禱即刻驚到叫左出黎，我唯有答阿油：「你
都知我幾憎大明架啦…我留意左佢好耐架啦，佢對Miki有意左好耐，我果日吊住Miki尾就係想睇下佢
搵唔搵到咩蛛絲馬跡架咋。阿油聽到之後好似唔係好信我，我繼續落咀頭：「你記唔記得早幾日Jud
y個公仔斷頭單野呀？大明見Miki竟然幫住我果陣仲要反駁佢果陣個錯愕樣呀，係因為佢估唔到Miki
竟然會咁落佢面。但呢幾日大明同Miki又好似照常咁傾計，我咪懷疑佢地私下會唔會…」阿油即刻好
激動咁插話：「你講咩呀，一定係大明死纏住Miki咋，我警告你呀，點玩大明都得，總之唔好影響
到Miki呀，如果唔係我唔會放過你。」「咁油哥你肯放過我未呀，畀我走啦，我地陣間仲要返工架
。」



 

阿油聽到我目標唔係Miki，而係大明之後，諗左一諗之後，佢突然變返平時果個毒男阿油，陰聲細
氣咁講：「James，其實我吊住Miki尾都係想保護佢咋，你知啦，佢咁單純好易蝕底畀人架嘛。好彩
你唔係大明果類賤人咋，如果唔係我都唔知自己會做啲乜架…」我即時點頭附和，只係想佢快啲講完
畀我甩身先。佢續道：「不如咁啦阿James，我全力幫助你對付大明，事成之後我會咪銷毀晒你喺我
手上啲嘢囉…基本上你喺屋企用電腦做過啲咩我都知架，唔少野架果度。你幫我搞掂大明，我都識做
架啦…」「不如你放左我先啦…」「你乖乖地應承我咪放你囉，我請埋你搭的士返工都無問題…呀不
過都係唔好，你隻眼瘀左，你都係返屋企休息下啦。」喺別無選擇之下，我唯有答應佢，佢放我走果
陣仲塞左千幾蚊畀我夠我去買藥膏揸下隻眼…不過我突然記起我今晚約左Daisy，喺脫身之後，我就
打返公司請假話整親要去睇醫生，之後私下同Daisy講我今晚會照赴約。而喺見Daisy之前，我除左
要拿拿臨返屋企換左部電腦之外，仲要好好計劃下點樣對付大明…

夜晚赴約去見Daisy果陣，為左遮住隻畀人打瘀左嘅熊貓眼，我偷偷地拎左細妹果幅Chanel太陽眼鏡
黎戴，諗住話晒都係名牌，實無死啦。但唔知點解出到去果陣，周圍啲人都望住我，我心諗肯定係啲
窮人無見過貴嘢啦，所以話人靠衣裝，呢一刻我真係行步路都自信過人，直頭令我將今朝發生嘅不快
事件拋諸腦後。

 

今朝件事真係發生得太突然，我之後冷靜咁諗一諗，阿油會唔會係拋我浪頭呢？佢手上啲所謂爆大鑊
野好可能都係知我平時睇開邊套成人藝術片，又或者知我上淘寶買開咩。不過點都好啦，佢要求我對
付大明，本身都叫係我目標之一，佢只係推動左我去加快進行呢件事。

 

其實我都無乜plan過今晚同佢點過，我都係打算盡快食完就走人，連食邊間餐廳都係Daisy安排埋。
去到同Daisy約定嘅地點，由於周圍相當多人，以佢嘅身高，尋找佢果陣其實真係有啲困難。喺電話
度擾攘左幾分鐘之後，我終於見到佢。雖然今朝要返工，但睇得出佢都悉心打扮過，一身日系少女打
扮相當襯佢，再加上佢哈比人身高同果一臉稚氣嘅童顏，我開始擔心周圍啲人會以為我同未成年少女
援交…Daisy一見到我即刻忍唔住笑問我：「乜你習慣鍾意戴女裝太陽眼鏡架咩？」唔怪得頭先個個
都望住我啦，原來副太陽眼鏡係女裝…我聞言即時除左副太陽眼鏡，仲嬲到想踩爛副鏡。點知Daisy
見到我隻熊貓眼，即刻好緊張咁問：「你做咩畀人打呀？」我答：「無呀，今朝我本身扶緊個阿婆過
馬路，點知佢老公見到以為我輕薄佢愛妻，醋意大發之下咪黎打左我一拳囉。其實果陣我有足夠時間
避開架，不過我就一避開個阿伯就會整親條腰骨，所以咪硬食一拳囉。」Daisy聽到點一點頭，話：
「幫人還幫人，下次小心啲啦。」

 

我同Daisy去左尖沙咀區一間拉麵鋪，第一次同Daisy出街，其實我真係有啲緊張。食食下Daisy突然
靜左，佢望住眼前果碗豚肉拉麵(加蛋)嘅時候，眼神突然變得幽怨同哀傷，雖然只係一閃即逝，不過
都暪唔過我隻眼。雖然我好想關心佢問佢點解咁唔開心，不過基於而家局勢咁混亂，我真係好怕自己
會對Daisy投入左太多感情。成餐飯我同佢都只係閒話家常，而當佢講到自己同前男友嘅事，我都會
有意無意咁轉去其他話題。到差唔多食完果陣，佢同我講：「不如你乖乖地唔好再成日整蠱人啦，如
果你可以成熟啲就好。」我果一刻其實有好多野想同佢講，例如我為左你會成熟啲呀，什至想講為左



你我可以唔再報仇…不過每當臨說出口，我腦海都會浮現左Miki個樣出黎…我想問佢究竟同Miki有咩
關係，不過如果就咁問只會打草驚蛇。食完之後我好快就同Daisy講左byebye，而佢都堅持叫我唔洗
送佢返屋企。

 

而喺呢個時候，我收到Miki嘅message，佢話：「你欠左我咁多個人情，我記得架，不過唔洗急住
還，我地總有大把時間。」我有預感，我好快就會知道Miki搞咁多野嘅真正目的…



第十五節

對於我呢啲咁善良嘅人黎講，其實我真係唔鍾意喺受人威脅下去害人。不過既然喺阿油咁強烈要求之
下，我唯有順佢意幫佢手玩下大明。雖然今日係星期一，公司亦出現左啲人事變動，但容許我先喺度
賣個關子先，暫時跳過返公呢一part，直接講喺放工之後，我對大明進行嘅surprise party。

 

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早排我搵相機基問佢關於阿明嘅事，而佢提過大明呢排對一個叫Cici嘅私影妹
特別搭糖。而喺相機基嘅穿針引線之下，我呢兩日成功聯絡到Cici，而係重金 (今次係由阿油出錢)
禮聘之下，我成功邀請到Cici去協助我舉辦嘅大明surprise
party。喺聯絡Cici果陣，本身佢對我都有啲戒心，我第一次聯絡到佢果陣，佢講到明自己賣藝唔賣
身，但如果價值好吸引佢都可以傾傾。而當知道我無意同佢發生性關係，相反我只係想佢幫我引大明
嘅時候，佢就表現得好雀躍。原來佢發現每次大明同佢性交完之後，都會喺某啲forum度開心share
詳情。雖然無開名，但據Cici講只要係果個圈子嘅人，都會估到男女主角係邊個。我同Cici表示我都
好討厭呢啲人，咁既然大家志同道合，可唔可以收順少少，不過Cici認為自己話晒都係專業人士，所
以都企硬一蚊都唔減。不過唔緊要，今次我搵到阿油做贊助人，佢做我背後金主，我今次就全力去做
實行果個…

 

我約左Cici出去佢做拳手果間樓上酒吧度向佢詳細解釋下我個計劃，不過一上到去真係嚇親我，除左
見到一班應該啱啱去完旺角中心shopping完嘅典型MK妹之外，仲有一班打扮仲維持喺90年代，一
身黑衫黑褲嘅金毛仔，唔講我仲以為佢地係cosplay緊九十年代果套古惑仔啲角色。Cici一見到我，
未坐低果陣已經老實不客氣咁要求我嗌定幾set啤酒，當我表示我一個人飲唔晒幾晒之時，佢話：「
我一陣會嗌啲朋友過黎同你一齊飲架嘛，唔好咁自私啦，嗌左先啦。」「唔係呀，我唔會留得太耐架
，我解釋完落埋訂畀你就走架啦…」「你當我雞呀而家，畀完錢就走。你唔坐低飲完我唔會同你合作
架。」就係咁，我浪費左幾個鐘去應酬Cici同佢班MK妹朋友，佢其實一個MK妹仲向我表示只要喺新
之城撻佢魔靈姐(我有問清楚佢係咪morning，不過佢寫埋出黎話佢個名係咁寫)個朵，買咩都有平喎
，至於去旺角個新之城定荃灣個新之城就不得而知了。而因應金主阿油要求，今次作戰目的係務求令
到大明陽委為止。Cici喺聽完我解釋個計畫之後顯得好雀躍，而佢身邊果班MK姊妹亦都拍案叫絕。
聽完之後一班MK少女仲應承我肯免費仗義加入呢個計劃。

 

而今次呢個行動仲需要到有令一個人物幫我地手，呢個就係早兩日打左我一拳嘅阿油老表。阿油老表
喺佢鄉下有個外號為無影虎，因為傳說每次佢一借完人錢之後，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由於喺我計劃
入面阿虎哥都要出賣色相，而且可能要佢做啲有違佢性取向嘅事，我初初都以為佢會拒絕。點知阿虎
哥聽完之後非但唔抗拒，而且佢仲好多謝我畀個機會佢增加人生體驗…喺準備好一切之後，我將我呢
個命名為楊偉明嘅大行動定於星期一夜晚實行…

今日公司雖然發生左啲重要人事變動，不過我都係要賣個關子聽日先再詳述。

Cici喺我地嘅指示之下，主動約左大明去某間酒店話要畀個驚喜佢。由於平時都係由大明做主動約Ci



ci去開房，而且通常大明事後通常都要畀返啲零用錢去獎勵Cici。所以大明喺收到Cici個message之
後，都顯得有啲愕然，佢反複問左Cici好多次點解咁益佢，而當Cici將我杜撰嘅一段message
send左畀佢，段message大意係Cici啱啱受左情傷，而Cici除左非常欣賞大明嘅攝影天份之外，喺多
次Do野之後Cici亦對大明嘅下體相當滿意，所以Cici決定約大明出黎進行友賽。大明睇完之後當然深
感榮幸，急不及待嘅佢對約戰星期一晚呢個時間亦都相當滿意。

 

喺我嘅安排之下，Cici同大明講佢由於要化妝同打扮一下，所以佢提早去左酒店check-in，而大明就
會喺約定時間先准出現。大明初初聽到呢個安排有啲抗拒，因為佢聽到我地提供嘅場地都唔平，佢怕
要夾返錢。但Cici表示間房係佢朋友抽獎抽返黎，大明一蚊都唔洗畀，大明聽到之後當時立刻答應啦
。喺大明未黎到之前，無影虎將會預先埋伏喺酒店房入面，基於佢外號叫做無影虎，而且仲係隱形大
師阿油個老表，所以喺隱身方面佢應該無咩問題。而由於一間酒店房會提供兩張Key
Card，第二張Key Card會由我保管等我可以喺適當時間畀個surprise大明…

 

大明喺約定時間前十幾分鐘已經不斷whatsapp
Cici，已confirm佢今晚真係有著落，而喺Cici嘅慫恿之下，大明連偉哥都食定已確定今晚有足夠戰
鬥力。喺大明一入到房果陣，一身性格Lingerie嘅Cici已經擺晒性感pose去引誘大明。而喺平時大明
都會扮下嘢，拎部相機出黎同Cici影一大輪相先會開始同Cici性交。但喺Cici今晚落力引誘，再加上
偉哥藥力影響之下，喺龍友享負盛名嘅米原康明呢一刻都唔理得咁多，佢連相機都未拎出黎已經撲左
上床。而喺Cici極力要求之下，佢要大明表演次脫衣舞畀佢睇先准佢開始做正事。大明聽到之後笑駡
Cici百厭，但為左有得同Cici性交大明都好樂意充當舞男取悅Cici。當然呢段咁精彩嘅演出我地已經
一早吩咐左阿虎要拍低。由於大明將注意力放晒喺Cici身上，佢由入酒店房之後都無留意過間房有啲
咩，所以擅於埋伏嘅阿虎亦都好輕易咁喺大明唔知之下取得有利位置充當攝影師。

 

喺大明一輪勁舞之下，佢已經將自己身上嘅所有衣物都卸下晒，一路望住大明跳脫衣舞嘅Cici喺事後
表示佢其實一路好努力忍笑，相反另一位現場觀眾無影虎就覺得相當不錯，佢睇到有啲血脈沸騰…好
快大明已經忍唔住撲左喺Cici身上想除晒Cici啲衫，不過Cici就唔肯就範，可能大明覺得Cici一身性感
內衣其實都相當有可觀性，所以佢都無再刻意去迫Cici同佢肉帛相見。Cici作為一名性經驗豐富嘅少
女，佢好懂得點樣去令到一個男人喺床上完全受佢控制。佢果一副欲拒還迎嘅態度除左無令大明覺得
反感，相反大明好似顯示得仲興奮，大明嘅陰莖好快亦全面進入左戰鬥狀態，一場床上大戰亦都如箭
在弦…喺大明忍唔住想撲上床將Cici就地正發之際，Cici喺大明耳邊講：「你上之咪睇中左我幾個姊
妹嘅，我有個驚喜畀你，不過人地怕醜匿埋左，你應承一開始熄燈先，等佢習慣左佢就自然會現身黎
服侍你。」畢竟一箭雙鵰都係大多數男人嘅心願，谷精上腦嘅大明喺聽到之後直頭覺得自己中左頭獎
，佢都無仔細問Cici究竟係邊個姊妹匿埋左喺度就已經即刻行左去熄燈。

 

好快大明就開始左同Cici喺床上纏綿，大明嘅陰莖已經進入左一觸即發嘅狀態，佢當然想連前戲都唔
做，直接長驅直進一探桃源洞，而Cici欲拒還迎嘅把戲亦開始令佢唔耐煩。不過Cici提醒佢太粗魯會
嚇親佢朋友，所以Cici好快就取得主動權，一直喺隔離做嘅觀眾嘅阿虎喺見到床上兩個人開始左男上
女下嘅姿勢之時，佢知道佢係時候出手，佢先係whatsapp我叫我幾分鐘後可以入黎。而化妝成喪屍
而且滿身血槳嘅阿虎亦都開始慢慢用佢隻手撫摸大明嘅屁股…正想於Cici體內插旗嘅大明feel到有人



摸佢身一下感覺係又驚又喜，但隻手嘅觸感有啲奇怪，隻手唔似女性隻件咁柔軟之外，而且仲好似滿
布左啲濕潤又濃稠嘅液體。突然之間，喺佢之下嘅Cici突然之間怪叫一聲，推開左大明，而大明身後
嘅阿虎亦借勢捉住大明喺床上作勢扮要咬佢。大明喺受到咁嘅驚嚇，佢除左大叫掙扎之外，而喺房中
電視嘅倒影之內佢隱約見到自己竟然畀條喪屍壓住左。喺房外埋伏緊嘅我，亦都帶住Cici班MK姊妹
浩浩蕩蕩咁開門衝入黎。

 

為首嘅我一入到房就即刻開燈，而此時喺床上光脫脫嘅大明一面死命掙扎，一面喺度放聲大喊。我身
後嘅一眾MK少女亦都唔執輸嘅拎晒電話出黎拍下呢一幕。Cici見我地入到黎之後，佢就施施然咁褸
住床上張被行返入房換衫。由於一切都發生得相當急，大明果條本身差唔多就要射精嘅陽具被嚇到流
出左第二啲液體，呢個情況一般人會稱為失禁或者賴尿。而伏喺大明身上，本身好投入咁飾演一隻喪
屍嘅阿虎，喺見到我地入晒黎之後，就好失望咁起身行入廁所到卸妝。佢一面行入廁所，一面唸唸有
詞咁咒駡我地阻住佢試新野。嚇到呆若木雞嘅大明無力地跪左喺床上痛哭，呢一刻嘅佢就黎埋黎打鬧
我嘅能力都無。我身邊一班MK少女不停咁指住佢恥笑，我亦七情上面咁話：「死啦入錯房呀我地，
本身我地喺隔離搞緊化妝party架嘛，點知入錯房！喂你唔洗驚呀大明，隻喪屍唔係真架，扮架咋。
」大明足足用左五分鐘先回過神黎，全身赤裸嘅佢好似癲左咁想衝埋我度，但剛換完衫嘅阿虎一手將
佢捉住。我行埋去大明身邊話：「明仔呀，你知唔知咩叫衰十一呀？」之後我就陰陰咀笑咁望住同樣
換好衫出黎嘅Cici,其實Cici已經二十有幾，不過佢從來都無將自己真實年齡話畀大明知。之後我續道
：「大明呀，今次咁大慒入錯左門口真係唔好意思呀，我下次會注意架啦，你原諒我好唔好。」頭先
聽到衰十一三個嚇到面如死灰嘅大明無畀反應我，之後再問多次大明：「你原唔原諒我呀大明，見到
你咁我真係好過意唔去呀？」大明喺呢一刻自覺肉隨砧板上，唯有無力地點頭。我見都玩到咁上下，
於是就帶埋成班人離開，留低大明喺間房度，臨走之前我仲叫大明聽日check
out果陣記得找左條數。



第十六節

喺交代完楊偉明大作戰之後，我係時候同大家交代返我尋日提到嘅公司重大人事變動。星期一Sam
姐上黎開早會果陣，同我地宣佈阿Kate會喺月內辭職，而佢懸空嘅位置佢會考慮喺我地公司揀，又
或者喺總公司調過黎，而且佢亦暗示除左Valarie同Judy，其他人都有機會跳級提拔。而當開完會嘅
時候，Valarie留低左同Sam姐傾左陣…當大家以為佢係急不及待想自薦嘅時候，佢竟然同Sam姐講
佢就黎結婚，因為有計劃想生BB，所以唔想負咁大責任而退出…雖然佢咁講好合理，但我硬係覺得K
ate辭職同Valarie退出都似係有人刻意安排，而最合理嘅懷疑對象當然係Miki啦。雖然我都係其中一
個被考慮升職對象，但基於我呢一刻已經將全副心思放左喺對付公司同事身上，我根本無諗過要去特
別表現自己博上位。相反，如果見到有人博上位，我將會用全力去搞破壞。喺無左Valarie呢個對手
之後，Judy其實係最大機會升職果個，但我自己個人覺得Miki搞咁多野，佢應該都係等呢一刻去博
上位…但作為呢間office入面最正義最公道嘅人，我係唔會畀呢兩個奸詐女人有機會升職架！而喺星
期一處理完大明呢條友之後，我今日第一樣要做嘅事就係查探下Kate辭職嘅真相…

 

自從果晚同Daisy食完飯之後，我就刻意避開佢，佢平時whatsapp我我都係回應得有啲冷淡。但喺
今日嘅早餐時間，佢同我講：「如果你想爭取阿Kate個位我會全力支持你架，男人係應該有啲事業
心。」雖然我無意爭奪阿Kate個位，不過為左查明真相，我即時提出叫Daisy幫我約阿Kate食晚飯，
而由於阿Kate同Daisy一向都有兩句，所以當Daisy同佢講我臨尾想請佢食餐飯，佢都欣然接受。

 

至於大明今日無返到工，就連打電話返黎請假都無，經過尋日喺玩到興起果刻畀人嚇到賴尿，相信呢
個心理陰影應該有排佢受，唔好話造愛，我相信短期內佢連打飛機都唔敢。雖然解決左大明，但我無
要求阿油即時交返晒佢手上我果啲所謂把柄出黎。相反，我越黎越相信阿油果日其實係大我，而我亦
打算繼續利用呢段互相利用嘅關係，呢一刻我無謂亦無必要去同佢反面。至於Miki，喺尋晚發生左
楊偉明行動之後，佢到今日都一直無搵過我，而由尋日聽到阿Kate辭職呢個傳聞之後，佢唔止無表
現自己博上位之外。我留意到佢成日又唔出聲，又成日諗野諗到出晒神咁。所以我決定主動出擊，我
send左個message話：「Miki姐，他朝升左職上左位之後唔好唔記得細佬。」點知佢連覆都唔覆我
…為左一探佢虛實，喺lunch果陣我走左埋佢個位度做啲野想引佢注意。

 

我首先襯佢行開果陣，將佢個筆筒入面啲筆全部拎走，換晒我朝早喺樓下買果盒百力滋落佢筆筒。而
另一方面，我將一部將聲量調較到好微弱，但只要一靜都仲可以隱約聽到嘅念佛機收埋喺佢個位附近
堆雜物度。經我實地測試之後，我相信Miki陣間應該會以為自己係幻聽。點知到佢返返埋位，一直
到放工佢都無對呢兩樣野無反應。佢成個下晝就係坐喺自己個位發呆，由於佢乜都無做過所以佢掂都
無掂過個筆筒，佢自然唔知佢啲筆變晒百力滋啦，至於部念佛機佢一樣係置若罔聞，我都唔知佢真係
聽唔到定佢心不在焉到咁…臨放工之際Daisy叫埋Miki夜晚同我地一齊同Kate食飯，出乎意料地佢連
呢啲大好收風機會都婉拒。

 

夜晚果餐飯，本身我仲好興緻勃勃想探究阿Kate辭職嘅原因。不過除左佢不斷扯開話題令我同Daisy
無乜機會問點解之外，呢一刻我成個腦海都係充斥住Miki悶悶不落嘅神態，我越諗就越唔明，呢一



刻明明係佢大顯身手嘅大好時機，但點解佢仲會憂心忡忡？Kate向我地透露，黎緊我地其中一個董
事嘅仔由於喺外國返到黎香港都仲係無所事事，所以佢老豆想安排佢入黎我地公司頂住HR個位先。
但當然喺公司站穩陣腳之後，佢應該會坐正阿Kate個位，但由於Sam姐極力反對之下，阿Kate個位
就變左公開畀大家競爭。而呢位傳聞中嘅太子級人馬本身今個星期就開始返工，不過基於佢暪住佢老
豆飛左去美國同啲朋友玩，所以都未知佢幾時會玩夠返黎正式開工…

 

食完飯之後，我無畀Daisy拒絕就拉左佢上的士送佢返屋企。喺車上面，我好認真咁同佢講：「我其
實唔志在升唔升職，對我黎講喺呢間公司有啲野遠比我嘅事業重要。」Daisy聽到之後不斷追問我究
竟係咩更加重要，但我直到送到佢返屋企我都係無畀到答案佢。



第十七節

「Miki，點解你會喺度架？一兩年無見你靚左好多，我真係差啲認唔到你呀。」一返到黎公司，我
就見到眼前呢位高大英俊兼且西裝畢挺嘅陌生男子問Miki呢個問題。而Miki對呢個問題顯得有啲慌
張，但佢都依然保持佢嘅甜美笑容去答眼前呢個俊男：「又會咁啱嘅Evans，你幾時喺美國返黎架？
你果陣唔係話畢業之後就要返香港幫令尊手架咩？點解你會黎做呢度嘅？」對住Miki呢種以一連串
問題去做答案嘅攻勢，今次又輪到呢位叫Evans嘅男子有啲措手不及，佢笑得有啲緬甸。而呢個時候
緊隨住我返黎嘅Daisy見到有個陌生男子一早出現喺公司都表現得相當錯愕，Evans呢個時候發現左
我地嘅存在，佢走埋黎話：「你地好呀，我叫Evans，係新黎負責HR架，不過我啱啱返黎香港咩都
唔識，大家多多指教呀。」雖然係客套說話，但係直覺話畀我知眼前呢個男仔除左態度誠懇之外，而
且仲好有教養。我雖然估到眼前呢個男仔應該係傳說中果個玩到連工都唔記得返嘅太子，但從佢態度
同談吐我真係完全聯想唔到佢係玩世不恭嘅富二代。但最令我感興趣嘅莫過於佢同Miki竟然係舊識
？我對Miki到而家都可以話係一無所知，正當我苦惱在搵唔到地方入手之際，竟然無端端彈左個Mik
i舊識出黎，睇黎我終於有機會了解到Miki嘅過去。

 

喺差唔多所有人都返齊黎之前，大家開始互相介紹一返。而Judy見到Evans果陣即刻兩眼發光，嗲聲
嗲氣咁挨埋Evans度喺咁講，而一臉尷尬嘅Evans剩係識喺度傻笑。喺呢一刻我不經意咁望到Miki，
我竟然喺佢表情上搵到一絲妒意，我好少喺Miki臉上發現到任何負面情緒，但一向擅於掩飾嘅佢竟
然喺呢一刻流露出真性情，雖然佢好快就扮返無野，但呢一下微細嘅變化就咁啱畀我捕捉到。呢個時
候阿Kate出黎幫Evans解圍，佢話：「真係唔好意思呀Evans，你一上任我就有件事交畀你做，有位
同事今朝打返黎話要辭職…」唔洗講都知，辭職果個就係今日都無出現到嘅楊偉明。阿油同文員輝喺
聽到大明要辭職之後都難掩興奮之情，而其他唔知情嘅女同事雖然都顯得有啲錯愕，不過對佢地黎講
少左一個對手爭升職應該都係好事。

 

Lunch嘅時候Evans自己作主嗌左啲外賣請晒我地全部人食，估唔到呢個少爺仔都幾識人情世故。正
當我諗緊點樣埋佢身套料嘅時候，佢自己走左埋黎同我講：「James你好呀，Sam姐同我提過你，佢
叫我有咩搵你幫手就ok。其實我對公司一無所知，如果你有時間嘅話，我地約個時間出黎飲杯野好
好傾下呀？」我聽到佢咁講真係好驚訝，我除左驚訝Sam姐竟然對我咁信任之外，我亦驚訝全公司
咁女同事佢都唔搵，竟然走黎搵我飲野？感到慌張嘅我乾笑左幾聲拋下一句：「飲野無問題呀，我成
日都口乾要飲野架，不過先旨聲明我對劍擊無興趣架哈哈。」講完之後我就落慌而逃，而一臉茫然嘅
Evans應該都唔知我發咩神經。

 

臨放工之前，一心打算向Evans套料嘅我知道自己頭先嘅反應應該嚇親佢，於是我走埋去同Evans講
：「我個人有啲怕醜，對初相識嘅人通常都好唔自然。你想知道公司啲咩隨時約我出黎傾都可以架。
」而Evans答我佢都喺Sam姐度聽聞過我份人脾氣有啲古怪，所以佢都無放喺心度。

 

放左工之後我喺街度漫無止境地兜左一兩個鐘試圖放空一下緊張嘅心情，因為我有預感隨住Evans嘅
出現，我同Miki與及其他人應該好快會黎個了斷。喺返到去屋企樓下果陣，我離遠見到有個熟悉嘅



面孔喺度等緊我，呢個人就係我近排諗得最多嘅人-Miki。有別於平時嘅鬆容，我覺得Miki全身嘅神
經都好似好繃緊。而平時總愛不經意地利用自身魅力試圖迷惑我嘅佢，收起晒平時嘅嬌嗲話氣，好直
接認真咁同我講：「我唔轉彎抹角啦，我想你同我聯手對付Judy，我唔可以畀佢升職架。」「原因
呢？」「我自己想升職坐正。」「我點解要幫我嘅對手去上位？」Miki就好似一早看穿我咁，佢嫣
然一笑，講左句：「我知你根本無興趣升職，你慢慢考慮下啦。」就揚長而去。眼看就連Miki都開
始主動要求我幫手，我難掩心底興奮，睇黎我好快就可以揭穿Mik嘅底牌。



第十八節

Judy某程度上算係一個EQ幾高嘅女人，每每就算有過一剎失控，佢好快都會收拾心情。要對付佢真
係唔容易…呢一排由於忙住對付其他人，我一直冷落左Judy。但其實我一暗地裡都仲有Keep住叫道
友權唔好放棄Judy，喺阿權嘅誠意之下，Judy由原本想對阿權下禁制令，變到而家都肯當佢係兵。
不過由於阿權啲行為實在係太脫軌，而Judy又好似已經唔會好似啲青春少艾咁，會迷戀音樂家嘅才
氣，我諗對佢黎講財氣應該比較緊要。老實講，我唔認為阿權可以打開佢感情上嘅缺口，如果想繼續
利用阿權去對付Judy應該就無乜可能，講真呢一刻我對Judy真係無晒計，頭先Miki提出要同我聯手
對付Judy，無疑係有助我去打破而家呢個僵局…不過究竟係咩原因，會令到Miki咁突然撕破自己嘅面
具呢?而喺時間上最合理嘅原因，就係喺尋日突然出現，同Miki係舊識嘅Evans…咁喺我決定同唔同M
iki合作果陣，我首先要起清Evan個底先。

 

聽聞Evans同佢爸爸關係好差，佢爸爸一向唔鍾意提呢個仔。不過睇佢個樣又唔似係果啲鍾意花天酒
地嘅二世祖呀。相反佢言行舉止都散發住一種溫文儒雅嘅氣度，而且佢連喺公司由低做起都制，我真
係諗唔到點解佢老豆會以呢個仔為恥。不過喺今朝早，我同Daisy食早餐果陣，Daisy畀到啲啟發我
，喺談到Evans果陣，佢話：「Evans又靚仔又有錢，應該好多女朋友啦，就連Judy姐尋日見到佢都
畀佢迷住呀。不過唔知點解，女仔直覺話我知Evans份人好似好sensitive，而且佢講嘢啲語氣溫柔到
好似我一個gay
friend咁…」係喎，如果Evans因為性取向問題同屋企人發生爭執，咁樣就好合理啦。唔知點解，我
腦海裡突然浮現左一個場面，喺一個大雪紛飛嘅晚上，喺一間雪山上嘅小木屋，屋入面得Evans同一
個貌似Twilight入面會閃下閃下嘅白淨吸血彊屍嘅洋漢。由於天氣太涷，Evans又喺滑雪果陣整親腳
，所以個鬼佬開始除晒雙方嘅衫想互相取暖…正當Evans欲拒還迎之際，木屋嘅大門突然打開，屋外
企住正心急想搜救兒子嘅Evans雙親。Evans父親見到呢個場面之後怒不可遏，而母親就一臉傷心欲
絕；而從後趕到嘅細妹，喺見到阿哥同個咁靚仔嘅鬼佬肉帛相見，亦都心生妒忌…諗諗下，我覺得如
果他朝有機會，我應該將呢個故事拍成電影，套戲個名可以叫做斷背雪山。

 

為左試探Evans嘅性取向，今日喺公司我不斷埋阿佢身，先旨聲明我唔係歧視同性戀，不過我對男同
性戀認知真係好小，我除左不斷問佢有無女朋友之外，我仲喺網上搵左一大堆問題喺lunch果陣問佢
。一到lunch我就捉住佢去附近一間餐廳食飯，我知道其實Judy都好想約Evans去食晏，可惜畀我截
足先登左一步。喺往餐廳食飯途中，我同Evans經過一檔報紙檔，我問佢：「如果畀你揀，喺流落到
荒島度果陣，你只可以揀帶一本雜誌去，你會揀雄風定龍虎豹？」佢聽到之後好緬甸咁笑一笑，之後
答：「龍虎豹唔係得啲阿叔先會睇架咋咩？咁我揀另外果本咩風啦。係呢果本咩風係咩事黎架？」呀
同我黎扮無知呢一套？有無咁純情呀，定係你個番書仔睇開鬼佬唔睇港男呀？之後我又繼續問佢：「
你最鍾意嘅女歌手會唔會係林憶蓮，而男歌手就係黃耀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據聞林憶蓮一直係
好多本地男同志心目中嘅Diva，至於原因係點解我都好唔知。Evans聽到之後搖搖頭，表示自己無聽
開香港歌手。老老實實我對男同性戀嘅認知都只限喺啲最stereotype嘅嘢，其實真係好難試探到Eva
ns係直定孿。不過我唯一繼續硬住頭皮問落去。

 

去到間餐廳果陣，我見到附近有一個著住背心嘅肌肉大漢，而Evans望左佢好耐。正當我心諗今次仲
捉你唔到之際，Evans突然同我講：「你有無做開GYM架？我喺美國果陣成日都想操到自己好似果個



大隻佬咁，不過唔知點解操緊都操唔到？」做GYM想操大隻自己，我睇你喺想畀大隻佬操咋掛。我
決定單刀直入咁問佢：「Evans你而家有無女朋友架，你啲咁嘅荀盤應該日日都畀女圍啦。」Evans
聽到我提到女朋友三個字果陣，神情變得有啲憂愁，佢答我佢而家無女朋友。我本身想即刻問咁你無
女朋友有無男朋友呀，不過話晒都係初相識，我當然唔可以太單刀直入。我繼續不著邊際咁問佢：「
你平時多唔多出去clubbing飲嘢架？下次帶埋我出去玩呀。」點知Evans話：「我去玩通常都剩係同
自己圈子嘅人去，雖然剩係得啲自己人，不過如果你有興趣，聽晚你都可以一齊黎架。」仆你個街，
又自己圈子又自己人，仲唔係同志？叫我一齊黎？唔通佢都想試探我係咪自己人？我隨即問佢：「聽
晚個活動包唔包埋格劍架…」Evans聽到之後失笑問我：「點解你成日問我玩唔玩格劍，乜我個樣好
似玩開劍咩？不過我中學時期其實真係學過下fencing…」死啦，fencing會唔會係佢個圈子嘅咩暗號
呢？我唯有硬住頭皮咁答佢我中學果陣都有玩開fencing，佢聽到之後好興趣，話搵日大家一齊交流
下心得…喺餐飯度我雖然問左好多奇怪問題，不過Evans好似察覺唔到有咩異樣。其實我本身唔歧視
同性戀，只不過由於無乜機會同佢地相處，我怕聽晚我會講錯野破壞左成個計劃…不過為左埋Evans
身從而探聽到Miki啲野，我聽晚都要硬住頭皮去…



第十九節

今朝返到公司，照舊同Daisy食早餐。不過唔知點解，當我望住佢果張天真無邪嘅俏臉，我嘅眼睛有
啲濕潤。我有預感，過左今晚之後，我嘅人生將會徹底改變。而我同Daisy嘅關係喺過左今晚之後，
將會有翻天覆地嘅改變……因此，我格外珍惜呢一餐早餐…平時我都盡量將Daisy嘅早餐嚴格控制喺三
十蚊以內，但今日為左令呢一餐早餐變得memeroable，喺茶記買早餐果陣，我諗都無諗就叫侍應
將果件多士烘埋底，而且我亦唔再希罕果兩蚊，直接將杯奶茶轉埋做涷飲。你地可能覺得我好傻，大
拿拿畀多幾蚊喎，不過我真係好希望今日Daisy可以好好咁食一餐。平時我同Daisy食早餐果陣其實
都無乜野講，今日我專登主動同佢講左好多關於自己嘅野，例如：我平時睇開邊個日本動作女星呀，
我平時睇藝術片鍾意download黎睇定直接喺線上睇呀，又例如我平時用開左手等右手等。雖然佢都
係聽得一頭無緒，不過佢都好努力咁扮有興趣去聽我講。呢餐早餐雖然只係食左大約四十五分鐘，但
對我黎講，呢不足一小時嘅時光將會係我人生其中一段最難忘嘅回憶。

 

今日雖然係星期五，但全公司都瀰漫住山雨欲來之勢，大家都喺度猜度緊邊個會對阿Kate嘅寶座率
先出手，但所有人都好似選擇謀定而後動，所以就演變成你眼望我眼嘅局面。就連新黎嘅Evans都睇
得出勢色唔對路，佢全日都埋頭做自己野，無理過其他人。而無打選參賽，只係一心想搞局嘅我。為
左盡快引爆呢個彊局，我唯有代替其他人講出心底話。喺大家都專心工作果陣，我行左出辦公室中央
，開始左我嘅一篇演講：「昔年，馬丁路德金喺推動美國黑白種族平權嘅時候，佢曾經喺一篇speec
h講過，I have a dream。同樣地，我今日都要話畀大家知，I have a
dream。我喺呢間公司一直受到不公平對待，大家喺去曾經杯葛過我、侮辱過我，令我百般難受。
就因為我同大家唔同，無錯我份人係比較善良同好行公義，見到不公嘅事就會不平則鳴。不過除此之
外我同大家其實無乜唔同，我同你地一樣都只係一個打工仔。我有一個夢想，我希望可以製造一個再
無辦公室政治嘅工作環境，人人都可以互相尊重同包容對方意見。為左呢個夢想，我會努力爭取成為
你地下一任嘅上司，You may say I am a dreamer but I am not the only
one，我希望在座有邊個有同一個夢想嘅，都可以支持我。」我講到呢度停一停，再行埋去Judy身邊
繼續講：「我知道呢度有啲同事返工唔係為左工作，佢地單純係想殘害其他同事，為左上位，咩下三
流手段佢地都會用上。不過大家唔洗怕，為左阻止呢啲小人有機會當道，我會努力。」

 

講完之後，全場鴉雀無聲，不過我其實唔多care，我講咁大段廢話其實只係想點燃戰火，等班友仔唔
好再等快啲踐踏他人博上位。不過隔左幾十秒之後，Evans竟然一邊起身拍手掌，一邊叫好。我心諗
你唔係真係睇上左我呀嘛，咁嘅廢話你都竟然認同。而為左附和Evan，我身邊嘅Judy竟然都企埋起
身拍手掌，而其他人都一臉尷尬咁一齊拍手掌，當時個場面應該係我人生見過最awkward嘅一刻。
呢個時候我見機不可失，我拉住Judy隻手，好誠懇咁當住咁多人面前講：「Judy姐，我知你都好恨
坐Kate姐個位，不過我希望我地可以公平競爭，ok？」騎虎難下嘅Judy唯有擠出一個好難睇嘅笑容
附和我。喺我返返位坐低果陣，Daisy扮拎文件畀我果陣偷偷同我講：「我一定會支持你架。」而遠
處嘅Evans都對我豎起左姆指而表贊同，不過我喺望住Evans嘅時候，不其然擔心佢今晚會對我豎起
第二啲嘢…

喺放工返屋企換衫果陣，我望住我個衣櫃惆悵左好耐，究竟我點著先夠fabulous，先會喺呢啲自己
人活動到唔顯得失禮呢？如果呢個時候我有粉雄救兵幫我做stylist就好啦。喺無乜選擇之下，我著起



左一件Paul
Smith粉紅色恤衫，講起呢件衫其實都有啲來頭，話說我有個前女友嘅阿哥好捨得買衫，我成日喺我
前女朋友屋企借頭借路著左佢啲衫走，而且差唔多一件都無還過，真係慳唔少置裝費架。講返我今日
嘅打扮先，到下半身啦，我除左有著boxer之外，仲著定兩條底褲打底，可以話係重副武裝上陣，但
由於入面著左太多，我喺著果條超skinny牛仔褲真係有少少困難……而且仲不經意咁令到我個臀部顯
得格外豐滿，不過由於太趕時間我都唔可以再換過第二套裝束，喺拎左我細妹支Dior香水噴左幾下
次後，我就懷住戰戰競競嘅心態出門口赴約……

 

喺見到Evans果陣我嚇左一跳，原本以為佢會打扮到花枝招展咁去蒲，點知竟然一身長毛議員裝，上
身哲支華拉大頭tee，下身就係一條爛仔褲，一副社運青年示威裝咁，完全唔知一位公子哥兒。我忍
唔住問佢：「Evans今晚係咪咩theme
party？　總之我都扮阿詹培忠議員黎襯返你啦。」佢聽到之後好豪氣咁大笑出黎，之後搖搖頭話：
「James，你陣間去到咪知囉。信我，今晚我會令你對人生嘅睇法有重大改變。」重大改變？佢唔係
真係要我中途轉基呀下？

 

正當佢揸車戴我去到灣仔果陣，我仲想問乜我地唔係去中環clubbing咩？不過喺車上面Evans掛住聽
The Beatles，我都唔好意思阻住佢跟住唱。但喺播到Come
Together果陣我心底不其然有道寒意升起，一陣唔會係香腸派對，一班男人Cum
Together咁大鑊呀下？而喺首歌差唔多播完果陣，我地到達左目的地，灣仔一棟唐樓嘅樓下。

 

「喂Evans，你條番書仔唔識路就出聲啦，點睇呢度都無野玩啦掛。你唔會帶我去一樓一洗樓呀下？
」Evans聽到之後話：「你跟住上黎就知架啦。」去蒲玩到上唐樓，唔通Evans哥今晚準備帶我去佢
嘅秘密基地？喺別無選擇之下，我唯有跟住Evans行上呢棟破舊嘅唐樓…….正當我一路跟住佢行，而
我嘅括約肌亦隨住我越黎越接近目的地而開始有啲收緊嘅時候。Evans喺一個單位門口度停低左落黎
，而個門口招牌上面大大隻字寫住同盟會三個字。睇到個同字我已經暈一暈……今次唔通真係黎左個
基場，仲要上到埋唐樓玩咁激？

 

開門嘅係一個高高瘦瘦嘅紅毛仔，一身punk
rock打扮嘅佢令我諗起本地某位極度憤怒嘅band仔，雙目無神嘅佢神情有啲呆滯。佢見到我呢個陌
生人都無乜反應，佢打開門之後就好似條喪屍咁行返入去，我懷疑呢條友好有可能飲左過量火麻仁。
果個唐樓單位畀我想像中大，而入面出奇地唔只得男人，仲要有男有女。不過我心諗既然叫得同盟會
，男同女同都應該歡迎啦。Evans喺呢個場所睇黎好有地位，大部份人見到佢黎到都上前打招呼。而
被冷落在一旁嘅我徑自行左入去個單位觀察四周，個單位基本上乜都無，除左廁所之外就一間房都無
。而單位入面除左一張當梳化，幾張地毯，幾個大書櫃，一部電腦同一部電視之外就乜都無。在觀乎
我身邊嘅人嘅打扮，佢地個個唔係band仔band女look就係文藝青年look，當中仲夾雜左幾個社運鬥
士打扮。而喺單位嘅一角，我正見到幾個男女好落力咁喺地下整緊banner，我估佢地應該係為反性
傾向歧視遊行做緊準備。而綜合我以上嘅觀察我得出左一個結果，同盟會一定係反性傾向歧視嘅團體
，呢班囝囝囡囡一定係為左自己權益而集結起黎。



 

而呢個時候，有一個眉清目秀，著住格仔恤衫戴著幅黑色粗框眼鏡嘅少女行左埋黎同我打招呼。由於
無乜心理準備之下我都唔知應該同佢講乜好，好彩係由佢主動打開話匣子。「睇你個樣你應該好少黎
呢啲地方喎，我叫Jasmine，你係Evans嘅朋友？」「係呀，我叫James，雖然我好少參與呢啲活動
，不過我本身都好關注你地嘅權益架，我唔認同社會大眾成日將你地stereotype左……」Jasmine聽
到之後好興奮咁話：「係啦我地八十後喺社會真係成日畀人睇低，啲人成日覺得我地剩係識搞事……
」八十後？咩八十後呀，我估呢條女應該同阿紅毛仔一樣隊過草黎咁，講野九唔搭八。喺虛應左佢幾
句之後我就返返去搵Evans。

 

Evans呢個時候拉住我，當眾所有人面前將我介紹畀佢地：「呢位係我同事James，佢同一般香港人
好唔同，佢同我地一樣都係好公義嘅人。今日佢喺公司度發表左一段宣言，佢竟然喺呢個金錢掛帥，
咩都以行益行先嘅社會都夠膽出黎講公道話，表明自己係相信正義。我認為呢位James同我地有住同
一種觀值觀，我希望喺過左今晚之後James會成為我地自己人。」一頭無緒嘅我剩係留意到佢最尾果
三個字，自己人？正當我驚到開始腳震之際，頭先果位Jasmine行左埋黎，Evans喺交帶左Jasmine
叫佢同我傾下計之後，就行開左同左幾名男女行埋一邊密密傾。

Jasmine拎左一支啤酒畀我，但由於我害怕酒中有春藥而婉拒左。Jasmine話：「其實我地本身唔屬
於任何政黨，我地只係一班志同道合嘅人聚埋一齊，你唔洗咁緊張喎，你成個人好似好繃緊咁，tak
e it easy
dude…」我都知你地係志同道合嘅同志呀嘛…佢繼續講：「其實我地只係不滿社會有太多不公嘅事發
生，而聚埋一齊，想商討我地一班年青人究竟可以做啲咩。」我越聽越覺得唔對路，乜呢度唔係秘密
基地黎架咩？

 

Jasmine繼續解釋：「Evans爸爸同我爸爸本身係朋友，佢可以話係我哥哥。本身我同佢因為屋企都
算有啲錢，所以一向都唔太關心社會公義。不過自從Evans去左美國讀書，而有喺我去美國探佢嘅時
候。佢帶左我去參加Occupy Wall
Street，我先知道我父母由細到大灌輸畀我嘅價值觀係錯嘅……」我喺呢度忍唔住打斷佢：「你意思
即係你地唔係同志，呀唔係，我意思係問你地唔係同性戀？」Jasmine聽到之後嫣然一笑：「以我所
知我自己同Evans就唔係啦，至於其他人就一啲啲啦，係咪Evans畀左咩誤會你呀？唔通你係因為以
為Evans係gay所以先跟埋黎？你好勇敢呀，我欣賞你。」
我聽到之後先係鬆左一口氣，但隨即就急住否認：「唔係呀我唔係gay架，唔信你即刻除晒衫，我示
範畀你睇我對女性會有生理反應呀……」Jasmine聽到之後捧腹大笑，笑左幾十秒之後佢先停低講：
「Relax，我講下笑咋。不過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同我地一齊爭取社會公義，我好歡迎你。但就算你無
興趣都唔緊要，當上黎交個朋友囉，呢度係我同Evans夾返買返黎畀大家有個地方搞gathering，你
可以隨時上黎呀。」佢之後再喺我耳邊細細聲講：「有機會我都可以向你示範我鍾意男人多啲呀。」
講完之後，佢拍一拍我pat pat留低目瞪口呆左嘅我，行左去同其他人傾計。

 

出乎意料地，Evans竟然係一名關心社會嘅熱血青年。由於太過驚訝，我自己行埋左一邊發呆，過左
良久，Evans行左埋黎同我講：「我喺美國讀書果陣，識左一個美國女朋友，佢係讀social
science，由於佢出身底下階層，佢自己要好努力去賺錢交學費。為左交學費，佢夜晚走左去做strip



per，不過佢一啲都無睇低自己，佢只係歸咎於資本世界過份扭曲。佢係平日得閒仲成日會參與示威
，去抗議果啲貪婪嘅banker同商人。而我亦由於成日跟住佢周圍去參加示威，我開始反思我爸爸多
年黎灌輸畀我嘅野。雖然我係資本社會嘅既得利益者，不過我唔認同佢地果套。」估唔到呢條友仔身
為富家子弟，唔鍾意花天酒地，相反佢就想為民請命，唔怪得佢爸爸咁唔鍾意佢啦。佢繼續道：「喺
occupy wall
street果陣，我爸爸嘅一個手下喺去果度出trip果陣撞破左我。我爸爸知道左之後好嬲，佢要我即刻
返香港。如果唔係就cut我生活費，我為左避開佢走左去墨西哥度幫窮人做義工起屋。但喺果度我又
反思我唔應該太忤逆我爸爸，所以我先順下佢意，返左黎香港幫佢打工。」我聽到之後對眼前呢件E
vans完全改晒觀，雖然佢係有啲天真，不過佢心地真係唔好好。「之前Sam姐叫有咩唔明都可以問
你，我初初都以為你係啲好叻拍馬屁，所以得到Sam姐信任。不過今日晏晝聽到你一番說話，我知
我地可以成為朋友。」我雖然好想即刻問埋佢關於Miki嘅往事，不過既然佢呢一刻都當左我係朋友
，我知我唔洗急於喺而家問。估唔到咁樣誤打誤撞之下我竟然同呢個太子做左朋友，佢本身想留我喺
度睇一套關於資本社會醜惡之處嘅紀錄片，不過我托詞話想早啲返屋企而走左。



第二十節

我相信喺交左Evans呢個朋友之後，我將會越黎越接近真相，Miki嘅真面目同佢一直以黎嘅目的將會
好快揭盅。每次一幻想到Miki畀我踢爆之後果個驚訝萬分嘅樣，我就忍唔住想仰天長笑。我承認Mik
i不論喺外表以至行為談吐，都係一個好誘人嘅女人，相比Daisy，佢更加能勾起男人最原始嘅慾望，
不過對我黎講，喺精神上挫敗佢遠比得到佢嘅肉體有趣。喺每次同Miki交手嘅時候，雖然大多數都
係我佔下風，不過我無因為而氣餒。相反每次嘅失敗，只會令我更加期待我反敗為勝果一日。

 

今朝返到公司果陣，拎住早餐嘅我照常咁打算行去搵Daisy。但去到佢個位果陣我竟然發現佢唔喺度
，呢個時候Miki喺暗處行出黎，對住稍微嚇左一驚嘅我講：「你唔洗搵啦，Daisy畀Kate姐欽點左，
今朝返左總公司做嘢，而家得返我同你。」我聽到之後專登行埋去哄到好埋咁講：「咁你係咪打算陪
我食早餐呀，你唔怕我食左你咩。」佢見我哄埋黎不但無避開，而且佢仲專登哄返埋我度，我呢一刻
同佢之間嘅距離近到可以感受雙方嘅氣息，面對住呵氣如蘭嘅佢，大慨一般男人已經把持唔住，不過
一心想同佢鬥智分高下嘅我，縱使我體佈嘅血液已經不爭氣地開始向下流，但我都絕對唔會就此認輸
。喺雙方互相凝視左一陣之後，Miki甜笑道：「你唔怕呢一刻阿油撞入黎，佢又發癲咩？」「你好
明顯喺有備以黎打算同我共商大事，心思細密嘅你點知唔預早洗開阿油呀，你一直咁努力咁喺阿油面
前經營出純情少女嘅形象，我相信你唔會自毀長城。」Miki聽到之後好滿意咁笑左一笑，同時將自
己嘅身體挨埋左我度，之後繼續問：「咁你唔怕我係講大話，Daisy其實只係行開左，好快會返返黎
咩？」

我頭先之所以主動咁哄埋去，唔係因為想食佢豆腐，而係想引佢問呢句，我答佢：「Daisy同你比算
係啲咩呀，你先係我朝思暮想果個，尋晚我一路諗住你，一路用左一盒紙巾呀嘻嘻。」Miki聽到之
後先係呆左一下，之後即刻成個人縮返後。佢好明顯係畀我呢下突襲嚇到呆左一呆，我決定唔畀佢作
出反應住，我繼續哄埋佢度講：「我幫你對付Judy，什至鋪埋條路畀阿Kate個位你坐都無問題呀，
條件係我除左要知道晒所有關於你嘅嘢之外，我仲要得到你。」喺多次同Miki交手之後，我學會左
又不按常理出牌，事情越荒謬，我試探到Miki露口風講真話嘅機會就越大。本身呆左嘅Miki聽到我
開出嘅條件之後不怒反笑，佢好快又回復返佢又自信中又帶點嫵媚嘅聲線同我講：「我幾時話過我係
為左升職先要你幫手。就當我真係想升職，我都無準備為左呢個位做咁大嘅犧牲喎，更何況要對付Ju
dy我自己都得，唔一定要靠你姐。」「如果我同你合作唔到，咁我就唯有搵Evans同我合作架啦。不
過你唔會介意架呵？」佢聽到Evans個名之後面色即刻一沉，佢好努力咁抑壓住佢憤怒嘅情緒，用盡
量平靜嘅語氣同我講：「唔好拖埋啲唔關事嘅人落水，你自己呢幾日同佢相處，你都知佢係一個單純
嘅好人。」「佢係好人，但我唔係喎，你又知呢幾日我同佢玩得好埋？你跟蹤我呀？不過唔緊要啦，
一人一次當扯平啦。」「總之你唔好搞佢，畀啲時間我，你開出個條件我會考慮下。」

 

我勢估唔到佢竟然一聽到Evans個名之後，就連啲咁離譜嘅條件都肯話去考慮下，究竟佢地之間係咩
關係？不過跟住落黎佢講嘅嘢相當出人意表。其實我估對佢黎講我開出嘅第一個條件，要佢將所有野
和盤托出，可能仲畀話我要得到佢難以接受。突然，佢嘅神情變得有啲哀傷，佢眉宇之間所透露出果
種愁緒我相信唔係扮出黎，佢話：「我知你而家一定好想去打聽我同Evans之間究竟係咩關係，又或
者好想喺Evans身上知道我啲野。不過我勸你唔洗白費心機，因為你一定會大失所望，唔會打聽到啲
咩。」講完之後，佢就頭也不回咁行返埋自己個位。

 



之後全日我都留意住Miki同Evans有咩交流，但除左寒暄幾句之外，我睇唔到佢地雙方有咩交集。而
Judy成日都好努力想搵位攝親近下Evans，好可惜Evans都只係禮貌性咁回應下佢就算。而我見到咁
有趣嘅情況點可以唔加把腳，喺襯無乜人嘅時候。我行左去Judy身邊同佢講：「聽聞啲番書仔好得
鍾意MILF架，即係Mum I like to f…個f
word你知係咩黎架啦。Judy姐以你呢個年紀黎講我敢講句你算風韻猶存呀，你都未必唔夠班後生女
鬥架，我支持你架。」Judy聽到之後只係講左句無聊就唔再應我，但我點會咁快收手。我繼續講：
「Evans唔係啲咁膚淺嘅人黎架，佢應該唔介意母子…呀唔係係姊弟戀架，放心啦我唔會爆你同阿權
啲野畀佢知架喎。係喎講開阿權做咩呢排唔見左佢嘅？」Judy聽到阿權呢個名真係面色一變，佢警
告我唔好同Evans亂講野之後就走左。我諗我聽日都係時候再出阿權呢隻牌黎搞下局。



第二十一節

尋晚我臨放工果陣收到Miki嘅whatsapp，佢叫我放工三個鐘之後返黎公司，保證會有驚喜。當我正
猶豫佢會唔會設陷阱害我嘅時候，Sam姐突然約我放工之後去附近café傾啲嘢。我決定暫時唔考慮今
晚返唔返黎，先去左睇Sam姐有咩事咁急搵我。去到café，我發覺Sam姐專登揀左café入面離門口最
遠嘅一張枱坐，好明顯佢係怕畀人撞到。其實我真係唔明，喺電視劇入面成日有啲劇情係某人喺公眾
場合同人講秘密，又咁啱畀附近嘅人偷聽到，而附近條友又咁啱會係識嘅。我真係好唔明，講秘密唔
可以返屋企度先講架咩？估唔到聰明如Sam姐都會犯呢啲低級錯誤，佢如果係有秘密野想同我講佢
大可以叫我上佢屋企呀，喺公眾場合就算你匿埋喺枱底講其實都無乜意思。不過佢點同係我上司，我
唯有順下佢意啦。

 

一坐低我就見到佢好神色凝重，正當我想扮關心問佢發生咩事佢已經示意叫我唔好出聲，之後佢話：
「我好清楚你為人，我亦都希望我無信錯你。我知道你雖然鍾意做埋啲無聊野去整蠱人，但你唔會為
左上位而去傷害無辜架咩，係咪？」的而且確我之前做嘅所有嘢無一件係為左上位，所以唔會為左上
位去害人呢個陳述係正確嘅，所以我好理直氣壯問心無愧咁答佢：「係，我的確從來唔會為左上位而
害人，呢樣野你可以好放心。我估你咁樣叫問得我，係同Kate姐個位有關？」佢聽到我答案若有所
思咁呆左一陣，良久之後佢先繼續講：「其實阿Kate個位本身邊個做都無所謂，我自己都覺得佢唔
太勝任。不過而家最困擾我嘅係阿Kate唔係自願離職，佢係被人用計迫走架。去到呢個時候，我都
唔怕同你講埋件事係點，我知你地一直都知道阿Kate同我地總公司果個Marcus有染，我地其他人都
係一直隻眼開隻眼閉。不過最近有人暗地裡將阿Kate同Marcus嘅姦情通風報迅左畀Marcus嘅太太
知，就連佢地幾時去邊開房呢啲咁details嘅嘢都通知埋佢太太，等佢可以捉姦在床。」「咁呢啲桃
色糾紛嘅嘢阿Kate自己都應該要負返責任。」「但事情嘅重點唔係喺阿Kate同Marcus身上，而係究
竟邊個會通水畀Marcus太太知。我想知道究竟係有人想上位而走去做呢件事呀，定係……」呢個時
候我如果扮傻只會引起嫌疑，而且接住落黎果句我知唔方便由Sam姐把口講出黎，所以我幫佢接埋
落去：「定係Evans爸爸想捧自己個仔喺呢間分公司上位所以搵人做呢件事。如果係Evans爸爸做，
呢件事就涉及埋高層權鬥，會影響到你right？」Sam姐點一點頭，佢同我講：「你得閒幫我留意下
件事係由邊個做架啦，其實就算係你做都唔緊要，我唔會怪你，我只係想知道係邊個做姐。如果你想
爭阿Kate個位我都唔會阻你，但亦唔會偏私支持你。我唯一要求係你做咩都好，唔好對公司做成太
大傷害就可以。」講完之後佢就埋單走左，雖然我心入面頭號疑犯係Miki做，但另一個猜測又好似
好合理，而且個個都可能暗地裡想上位，都係嫌疑人啦。呢個時候我記起Miki叫我幾個鐘後返公司
，我最後都因為按捺唔住好奇心返左去睇。

 

喺大約夜晚九點，我返左上公司，棟大廈呢個時間已經剩返好少人。我選擇左無閉路電視影到嘅後樓
梯上去，我盡可能都唔想喺唔知咩情況下畀人有跡可尋。行到上去之時，我離遠見到公司門口盞燈著
左，但呢個時候正常應該已經無晒人，而且應該都唔會有人OT。我行到埋去發現度門無鎖，我喺盡
量唔引起聲響嘅情況下偷偷地咁行左入去。我呢個時候聽到啲奇怪嘅呻吟聲……

 

由於公司入面無開燈，我僅算窗外透入黎嘅光見到有個人影企左喺Judy個位面前，憑身形我認到佢
應該係文員輝。雖然睇得唔係好清楚，低我見到佢隻手好激烈咁套弄自己下體，而且佢一面唸唸有詞
話：「平時你地睇唔起我，當我係雞蟲呀啦，我而家就黎射死你班港女呀，日日坐住喺我啲精上面都



仲慒盛盛。我陣間就去埋水機度射多次，等你班死港女日日飲住我啲精做人呀。」我聽到之後當堂想
反胃，雖知道公司部水機唔只班死港女，連我都會用到。我強忍果度強烈嘅作嘔感覺，繼續睇下文員
輝跟住落黎會做咩。喺佢應該出左野射左落Judy個位度果陣，我見佢行左去Valarie個位，拎起Valar
ie枱面個電話聽筒喺自己身上各部位磨擦，足足磨擦左成分幾兩分鐘佢先肯停手。之後佢行左埋去M
iki個位度，正當我期待緊佢會點對付Miki之際，出人意表到佢只係拎起左Miki個電話聽筒鍚左啖，
又拎起Miki個水杯鍚左啖佢就好滿足咁行開左。而到左Kathy個位佢直頭無視乜都無做到，而佢嘅最
後一部，係去左Daisy個位……

 

「一睇你個Daisy都係密實始娘假正經啦，唔得啦，一諗起又扯左，等我黎多炮先。」見到佢竟然想
對Daisy出手令我血氣上湧，我即刻撲出去阻止佢。阿輝畀突然出現嘅我嚇到大叫，由於諗起佢想對
Daisy出手，而且佢平時仲要喺部水機度自瀆，我控制唔到自己咁不斷對佢拳打腳踢，直到佢叫救命
為止。當我回復理智果陣，我見到下半乜都無著嘅阿輝訓左喺地下度呻吟。我無理佢就轉身走左，喺
公司樓下我見到Miki笑笑口咁等我。Miki走上前話：「公司部水機我一次都無用過，而且我日日返
到黎都會用消毒藥水抹過啲野架。不過其實女同事就慘啲啦哈哈。」我呢一刻唔知畀咩反應Miki，
我想問佢點解會知道阿輝呢啲野，不過我就問黎都多餘，佢都唔會答我真話架啦。佢繼續話：「我諗
咁樣畀你撞破一次之後，阿輝以後都會對你言聽計從架啦。咁樣送左件禮物畀你，證明我真係有誠意
同你合作啦。」「你究竟想點？」「我目的唔重要，起碼而家我同你目標係一樣，都係想對付Judy
，你今朝開出黎嘅條件恕我接受唔到。你想知道我嘅秘密，什至想得到我，就要靠你自己努力啦。」
我諗左一諗，同佢講：「無問題呀，聽日我會搵阿權上黎玩多Judy一次，你到時自己執生配合我啦
。」而Miki都好滿意呢個結果走左。

 

講返今日，阿輝尋晚打左好多次畀我，但我都專登無聽，猶如驚弓之鳥嘅佢一早已經喺公司樓下等我
。佢見到我之後拉左入後巷度，我初初都扮到好抗拒，但一輪糾纏之下我地行到入後巷，阿輝一黎就
跪左喺度求我原諒佢。我初初都扮到好嬲，但其實心情已經平伏左嘅我單純都係做下戲吊高黎賣。喺
見差唔多都玩夠果陣我同阿輝講我會因應佢表現而唔告發佢。之後我就再無理佢上左樓，一上到公司
我見到Evans同Daisy兩個傾得好開心，雖然我有啲醋意大發，不過由於對方係Evans，我唯有笑笑口
咁行左埋去加入佢地嘅話題。Evans一黎就同我講話Judy尋晚叫左佢出去飲嘢，話自己啱啱同個音樂
人男朋友分左手，所以好唔開心。原本仲呷緊醋嘅我一聽到之後就心底一驚，因為Judy就咁化解左
我準備用阿權呢一招。難怪我尋晚搵唔到阿權啦……我立刻whatsapp左Miki話佢知今日個行動失敗
左，而Miki都只係叫我努力再諗下就無再應我。估唔到我付短短喺呢幾十個鐘入面，除左對付唔到J
udy之外，仲要又畀Miki估左上風，睇黎我真係要諗下計扭轉乾坤。



第二十二節

尋日畀Evans知道我同Daisy每朝都會一齊食早餐之後，佢提出佢都想加入，而且佢仲邀請埋Miki一
齊黎食。雖然我心入面萬分不情願，不過為免得失Evans，再加上我想從Evans同Miki嘅互動尋找蛛
絲馬跡，所以我唯有犧牲我同Daisy嘅獨處時光。喺早餐果陣，我故意唔多出聲，等佢地自由發揮。
雖然個早餐只係大約一個鐘，不過我已經從佢中得知左幾樣嘢。一：Evans同Miki喺大學果陣只係普
通朋友，而且Miki喺當時應該唔多起眼，Evans由第一見返Miki到呢一刻為止，我起碼聽左佢講幾次
話Miki靚左好多；二：Evans呢一刻係單身，而我直覺話畀我知佢對Daisy同Miki都有啲興趣；三：
我樓下間茶餐廳個老細原來每朝都收多左我幾蚊，同樣係一份奄列，一個通粉配一杯熱飲，我買果陣
佢就話得返常餐要收三十二蚊，Evans買就可以當早餐叫，都係收佢二十八蚊……講返正題先，喺食
完早餐果陣，Daisy走埋黎同我講：「從女仔嘅直覺我估到Miki應該對Evans有啲feel，其實佢地都幾
襯呀，唔知佢地會唔會一齊呢？」「Miki同你都好襯架，你地又唔試下一齊？」Daisy聽到我又亂講
野之後忍唔住笑左出黎，佢大力拍左一下我隻手之後就走返埋位。呢個時候又到Evans走埋黎同我講
：「我想喺星期五晚約班同事去我屋企度聚下同玩下，你覺得好唔好？」「你想順手感召佢地加入反
資本革命行列呀？唔好呀，你睇阿Judy
Valarie果啲一睇就知佢地應該係支持葛珮帆博士果啲啦。」Evans聽到我又係亂答，佢同Daisy一樣
都係笑住話左我兩句就走開。其實呢一刻我心亂如麻，因為我諗唔通Evans同Miki之間嘅關係，所以
我都無乜心情去同佢地傾計。

 

今日阿Kate委派左我同Kathy一齊去做某啲工作上嘅嘢。我一直都無提過Kathy呢個人，唔係因為我
唔記得左佢嘅存在，而係因為我同佢之間連少少交集都無。佢同其他人唔同，佢由一返工開始已經無
同我講過嘢，而我亦從來無興趣同佢講野。佢係果種非常普通嘅女仔，外貌普通，打扮普通，言談普
通，普通到我同佢做左個幾月同事，都唔多記得佢係咩樣。如果唔係今日畀阿Kate老點我同佢一齊
做嘢，我相信就算再同佢做多十年同事，我都未必會同佢講到一句嘢。話雖如此，我係唔介意畀佢無
視，不過有時佢啲態度真係好奇怪。就好似今日咁，我明明叫左佢十幾次，佢都唔應我。畀著平時佢
唔應我我都無乜所謂，不過由於呢排我實左有太多嘢煩緊，而我同佢又真係有樣工作急住要完成，我
忍唔住走過去大聲同佢講：「Kathy小姐，我叫左你十幾二十次啦，而家工作時間，你禮貌上係咪都
應該回答我呢。」Kathy聽到我咁講之後，佢非但無露出半分歉意，相反佢仲青根暴現，好大力咁拍
枱。全公司都畀佢呢一下拍枱嚇親，佢跟住就對住我破口大駡：「仆你個街，我叫Katy，唔係Kathy
呀。我喺度做左差唔多兩個月同事啦，就得你一個成日叫錯我個名，就連喺email都打錯，我已經專
登send左個email畀你糾正你啦，點知你到而家都仲係叫緊我Kathy，你識唔識尊重人架。」講完之
後佢就好嬲咁走左出去。Evans立刻走埋黎叫我追出去道歉，本身我就唔會理呢啲咁任性嘅後生女，
由佢自生自滅架啦，畀人話兩句就發返我脾氣轉頭，仲要走左去，真係畀人縱到壞晒。不過Evans出
到面叫到，我唯有死死地氣跟埋出去……

 

「慳返你啲所謂道歉啦，成間公司個個都唔尊重我架啦，唔只你一個。」Kathy…呀唔係，係Katy喺
後樓梯一見到我追出黎就破口大駡，佢繼續鬧：「我知呀，成間公司個個女同事都係靚女，得我唔係
呀嘛，我認命架。佢地其實女仔睇唔起我我都慣啦，不過我最嬲係連你地呢班咁甩頭甩骨嘅男人都無
視我。」唔知點解聽完佢呢句話之後，我諗起前晚阿輝喺經過佢個位，真係完全當佢無到，諗到呢度
我忍唔住笑左出聲，我嘅笑聲當然激到佢仲嬲，佢鬧得越黎越大聲：「你個人渣笑咩呀，你覺得自己
好得戚咩？當日你搞咁多野玩Daisy果陣，我教佢色誘下你，你已經輸晒啦，你咪又係死狗公一隻。
不過你好彩，Daisy生得咁人頭豬腦，我教佢色誘你，點知連佢自己都動埋真情，佢咁蠢呀抵佢成日



畀男人呃啦。」聽到佢呢句說話，我嘅腦海突然一片空白，我唔知阿Kathy.,.呀唔係係Katy呢一刻係
咪講緊真話，不過由於太震撼，我唔識畀反應我，佢繼續鬧：「你地成間公司啲人都係痴線架，仲有
果個Miki，佢同你一樣剩係識搞埋啲小動作。你估你兩個人真係好醒做咁多嘢都無人知呀。我由同M
iki一齊入職果日已經知道佢係有目的而入黎，佢同你兩個真係天生一對呀，公司遲早畀你呢啲啲人
搞死呀。我過埋新年唔做架啦，公司有你地呢啲人根本做唔到落去架啦。你死返入去啦，唔好浪費時
間做戲同我道歉啦。」我聞言之後答左句：「我追出黎問你要唔要紙箱執野走人咋，我根本無諗過道
歉，係走就快唔好等下個禮拜啦Kathy。」講完之後我轉身就走，我好想即刻行返入去搵Daisy同佢
再深入詳談下，不過理智阻止左我咁做，而家都未係時候……



第二十三節

阿油一朝早喺我屋企樓下等我，佢神神秘秘咁塞左個紙袋畀我「文件袋入面嘅嘢我係喺Judy啲email
入面搵到，另外仲有啲相係我搵阿虎跟住Judy偷影。你要升職呀嘛，入面啲嘢夠你做低Judy架啦。
」我真係估唔到阿油會畀我更加落力去整Judy，雖然我都知背後係邊個指使，但係扮下嘢都好我都
要問下阿油點解要咁做。「早幾日Miki向我哭訴，佢話由入職以黎Judy一直恰佢恰到上面，Miki本
身已經對佢多番忍讓，不過Judy個老女人都係唔肯收手，作為佢男人我唔可以唔出手保護佢。」做
兵做到當正自己坐正，阿油真係又天真又可愛，更何況Judy都係大阿油一年，佢有咩資格叫人老女
人……我繼續問：「入面疊紙同相係咩黎？」「入面疊紙詳載住Judy一直暗地裡食公司夾棍，佢成日
暗地裡將公司生意放畀佢朋友間公司去做，而疊相係偷影到佢成日同其他公司啲人私下應酬食飯。有
呢樣嘢加嘛，我肯定佢畀人炒硬架啦，你仲可以順手立功博升職，一家便宜兩家著呀。」

 

我望住個文件袋，考慮左一陣，雖然呢疊嘢真係好有用，但係我好唔忿氣我要畀阿油同佢背後嘅Mik
i牽住鼻子走。我決定都係吊高黎賣，嘗試攞返個主動權。「你咁樣走去爆人email
account，又走去搵人吊住Judy尾，其實真係好變態，如果畀Miki知道左佢一定覺得你係痴線佬。」
「為左保護Miki，我咩都唔怕做，我相信Miki會體諒我。」「既然Miki會體諒你，咁不如而家我地
直接將件事一五一十咁講埋畀Miki知啦。講埋上次你跟蹤佢去買內衣果單嘢畀佢知，你都係為左保
護佢咋嘛，佢一定會體諒你架。順手講埋畀佢知你晚晚諗住佢打飛機啦，你打飛機都係為左等自己洩
左慾唔會有一日忍唔住強姦佢姐，都叫係為左保護佢呀，佢一定會體諒你架，順手講埋佢知啦。」阿
油聽完即刻面色一變，佢繼續硬住頭皮講：「咁…咁你即係要唔要疊嘢，機會唔係成日都有架……」
我聽完之後放聲大笑，之後用充滿住霸氣嘅語氣同佢講：「你同搞清楚，而家係我幫你，唔係你幫我
。係因為你條變態佬有色心無色膽，連幫自己鍾意嘅女人都唔敢做出面，咁啱我份人夠大量又善心，
先免為其難幫下你。拿拿臨講聲唔該先啦。」「唔……唔該」「唔該邊個呀？」「唔該James」「Ja
mes哥呀」「唔……唔該James哥……」我聽到之後又忍唔住大笑，之後喺佢手上拎左疊野，同佢講：
「我會慢慢研究下點用呢份嘢架，你返去公司諗住Miki劣住條賓周仔等通知啦，你唔好跟埋我一齊
返工呀，我唔想畀人誤會我同你有路呀。」阿油雖然好想駁我咀，但由於佢係果種典型門口狗毒男，
一出左家門無左佢老表無影虎喺度傍住佢佢就唔敢出聲，所以佢除左轉身離開之外都無其他選擇。

 

由於要處理阿油畀我嘅秘密武器，我遲左啲返到公司。其實我幾肯定連Miki都唔知呢袋嘢嘅存在，
因為阿油點敢話畀Miki知佢咁無道德呀。所以喺一入門口見到Miki果陣，我不禁對佢流露出囂張嘅
表情，點知佢走埋黎喺我耳邊細細聲講：「咁遲返，你唔驚你個Daisy畀人食左咩？」講完之後，佢
用佢嘅眼神引導我去望正言談什歡嘅Evans同Daisy。不過我唔可以喺Miki面前流露出半分醋意，而
我亦覺得佢呢一刻亦都有對Daisy心生妒忌。我細細聲喺佢耳邊回敬佢：「不如我地而家喺佢地面前
造愛，等佢地調返轉對我地心生妒意啦。」聽完我嘅回答，Miki就無再理我行開左。從呢幾日我觀
察Miki對Evans流露出嘅表情，我好肯定佢應該係好鍾意Evans，而且我估計佢應該喺未入黎公司，
佢地仲喺美國讀緊書果陣Miki已經對Evans暗生情愫。可惜神女有心，Evans應該係喺返左黎香港再
喺公司重遇Miki，先開始對Miki有興趣，但係偏偏喺Evans終於注意到佢之際，Daisy亦同時引起左E
vans嘅興趣。尋日睇到Kathy…呀唔係係Katy講起Daisy果陣，我係好有衝動想同Daisy表白同佢一齊
，不過睇黎為左可以喺最後完勝Miki，Daisy有必要喺Evans面前保持住單身狀態多一陣……



第二十四節

由於今日係年廿八，實際返工時間唔係太多，我決定喺臨放假前送份大禮畀Judy。由一開始進行我
復仇大計開始，我已經將Judy視為我嘅頭號敵人。佢雖然係一名不折不扣嘅典型港女，又貪慕虛榮
又好勝而且妒忌心又重；但另一方面佢既世故又冷靜而且目標清晰，令佢每次喺遇事之際都可以處變
不驚，就算情緒偶爾有好大波動，佢都可以好快平復返心情。作為佢上司，你會好驚畀佢篡位；作為
佢下屬，你會恐怕自己有日會無形中得罪左佢；作為佢朋友，你要成日留意自己有無咩得意事令佢心
生妒忌。而我作為佢敵人，我對住佢經常都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不過阿油憑住交畀我嘅武器，我
相信我今次必可重創Judy。

 

為左準備今日嘅行動，我尋晚徹夜無眠，雖然天寒地涷再加上睡魔不斷來犯，但由於想喺蛇年黎到之
前送份大禮畀Judy，所以再辛苦都係值得。我預計今日下晝兩三點就會放工，呢個行動可以話係分
秒必爭。再加上我要專心對付Judy，所以我決定唔同Daisy佢地幾個食早餐，當我喺返工途中whatsa
pp通知Daisy時佢雖然有啲失望，不過好快佢就將個話題轉左去行年宵，佢仲乘機叫我聽晚一齊去行
維園年宵，雖然我真係好怕自己會喺呢一刻對Daisy泥足深陷，不過我又不忍拒絕佢，所以我都唯有
應承佢。本身專心備戰緊嘅我畀呢件事搞到有啲心神恍惚，不過由於今日呢一擊我不容有失，所以我
又大大力兜巴星自己令自己清醒，雖然喺地鐵上兜巴星自己係有啲異相，不過我呢個行為除左可以令
自己清醒之外，但仲因為我前面本身坐緊喺度個OL見狀即刻起身行去第二卡，令我有個位坐下，都
算係一舉兩得呀。

 

尋晚我一夜無眠，將左係要將Judy嘅罪證入落我嘅小器系列之外，我仲另外將所以罪證抄左落兩本
簿上面。第一本簿我故意將罪證入面牽涉嘅人物用化名表示，但第二本簿我就係用返真名。喺返到公
司大約過左一個鐘，我借故話有工作上嘅嘢要交畀Judy所以行左去佢個位度。我拎住一大疊文件同
果本寫左真名嘅罪證去佢個位度。為左分散Judy嘅注意力，我一見到Judy就問佢：「Judy，其實你
而家去拜年仲會唔會收利是架？啲細蚊仔問你攞你又會唔會畀架？雖然話你仲雲英未嫁，不過幾十歲
人仲問人攞利是真係需要啲勇氣架…」佢強忍住佢嘅怒火打發我：「你放低左啲文件就走啦，唔好阻
住我做嘢。」聞言之後我就將疊文件，連埋果本罪證簿放左喺佢枱面。我好有信心Judy一定會按捺
不住佢嘅好奇心打開本簿黎睇，原因我專登用返平時用黎做小器簿嘅硬皮記事簿黎做呢本罪證，Jud
y一定會誤以為係小器簿而偷偷地拎黎睇。我一直匿喺暗角留意Judy會喺幾時見到本簿，過過左半個
鐘之後，Judy終於發現到本簿，喺佢偷偷地打開黎望幾頁之後，佢面色一變。佢即刻環顧四周搜索
我嘅蹤影，不過我有心匿埋伏佢佢又點可能搵到我呀，佢見我唔喺視線範圍之內，就即刻將本簿收喺
自己個袋度。

 

過左一陣，我突然行出公司中間，聲稱自己唔見左本記事簿。當時大家都唔係好理我，除左一面神色
慌張嘅Judy。Evans問我本簿入面係咪有啲咩重要野，我答佢：「好重要，重要到我另外手抄左個副
本出黎，唔信我畀大家睇下。」正當我返埋位拎本所謂副本出黎果陣，Judy好慌張咁衝左埋黎，一
手搶左我手頭上果本副本。佢話：「等我睇下係咪緊要到令你要阻住大家上班時間。」之後佢就飛快
地將手上本記事簿飛快咁去睇一次，當佢發現呢本簿上面全部都係用假名，佢萬分驚訝。阿油呀Eva
ns佢地之後都拎左本簿去睇，當阿油見到本簿上面係用左假名，佢都非常錯愕。喺呢個時候我同佢
地講：「無呀其實本簿上面係我嘅劇本嘅一部份，我準備拎呢個劇本去我樓下嘅街坊福利會搵埋班街



坊一齊演呢套劇姐。」當其他人聽到本唔見左嘅記事簿係咁無聊嘅嘢之後，佢地無再理我，除左Jud
y同阿油之外，佢地望住我一臉大惑不解。

 

阿油拉住我去後樓梯度質面我究竟搞緊乜，我答佢：「你交得畀我就唔好問咁多，你都係專心諗住M
iki去劣你條賓周仔啦。不過喺拜年果陣你記住洗左手先問長輩攞利是呀，唔好到時隻手又腥又臭嚇
親人呀。」講完之後我就無理佢行返入公司。到左下晝一兩點果陣，全公司嘅人都準備放工。我故意
慢條斯理咁執嘢，其他人陸逐走晒，而Judy見我唔走，佢當然都留返喺度唔走啦。到其他人全部走
晒之際，Judy行埋黎問我：「你想點？」「我想世界和平，人人安居樂業，同你早日嫁得出。你呢
，你又有咩新年願望呀？」Judy聽到我敷衍佢之後怒不可遏，佢大力拍枱問我：「我問多你一次，
你想點呀？」我先用淫邪嘅眼光由上至下掃晒佢全身，之後再答佢「如果我話我想你而家喺度跳脫夜
舞畀我睇，你係咪都會答應？」Judy聽到之後即刻退後左兩步，而且佢面色慌張。我繼續講：「不
過你放心，我本身無煲開老藕，而且又唔鍾意淘古井，我對你無乜興趣。至於我想點，我自己都未知
呀。不如你諗下你有咩方法可以表示誠意，令我早日可以知我自己想點對你啦，唔洗急呀，有成個新
年假畀你諗呀。」Judy聞言之後，呆左喺度連反擊都唔識。我相信成個新年假，Judy都唔會過得安
樂，睇住Judy呢副又驚又慌嘅樣子我心入面有種說不出嘅快感。



第二十五節

「咁多人迫埋一齊，走失好出奇咩，你黑口黑面都無用架。」喺維園年宵，我本身諗住同Daisy兩個
人行，但唔知點解Evans同Miki都有黎，又唔知點解行行下變左我同Miki，Evans同Daisy咁分開左行
，行左陣我仲要唔見左Daisy同Evans。我身旁嘅Miki因為咁黑晒面，而且好焦慮地不斷打電話畀Dai
sy想搵返佢地。而我則喺隔離闊佬懶理，仲有心情四周張望觀察下果啲擺檔嘅中學女學生。由於喺年
宵度有咁多人，Miki打極都打唔到畀Daisy佢地，見到咁，我忍唔住繼續講：「你咁緊張做咩姐，唔
通你真係鍾意Evans？你有無理過我同阿油嘅感受架，枉我對你痴心一片，你就當我痴鳩……」「收
聲啦你，我而家唔想聽到你把聲呀。」Miki講完之後就繼續打電話，而喺一邊嘅我就笑得好開懷，
見到Miki小有咁焦躁不安真係令我心曠神怡。但其實另一方面，Daisy同Evans行開左其實都令我心
入面有小小異樣，不過我唔可以喺Miki面前示弱，Miki表現得越焦躁不安，我就要表現得越開心。
喺行左一行檔鋪之後，我地都未可以同返Evans
Daisy佢地會合，Miki有見及此佢拉左我去一邊坐低等佢地。「新年我可唔可以去你屋企拜年呀Miki
，你知啦幾日見唔到你我會好掛住你架嘛。」「你可唔可以收聲呀，你好煩呀。」「唔係喎，不如你
去拜年果陣我扮係你男朋友呀，到時你咪唔洗畀親戚問長問短囉。我啲戲幾好架，為左迫真，要我同
你喺啲姨媽姑姐面前法式濕吻呀，摷埋我都唔介意架。」佢都係唔理我，我繼續講：「Miki呀，十
二年後如果我地已經結左婚兒女成群，不如我地到時一家投返檔年宵黎做呀，我名都諗好架啦，就叫
蛇鼠一窩啦。」「其實你而家都係擔心緊Daisy，只不過你又要扮晒嘢，不斷同我講埋啲無聊嘢想分
散自己嘅注意力姐。」我唔敢講話Miki係一語道破左我，不過佢講嘅嘢某程度上都算係合理……過左
一陣，我地終於搵到Daisy同Evans，佢兩個買左好多嘢，睇黎頭先佢地行得好開心，完全忘記左我
同Miki。

 

行完年宵，Evans提議佢車晒我地返屋企，不過我話自己想周圍行多陣而拒絕左佢。喺臨分開前，Da
isy塞左啲嘢畀我，我一睇原來係個Q版蛇造型嘅鎖匙扣，雖然我唔知呢個鎖匙扣有咩特別意思，不
過知道佢頭先原來都唔係完全忘記左我嘅存在，我都不禁心頭一暖。而喺同佢地分別之後，我自己一
路喺銅鑼灣行去北角散步。突然，一個熟悉嘅身影喺我面前出現，呢個人就係阿油。唔洗問，呢條變
態毒男頭先肯定一路吊住我地尾啦。佢行埋黎質問我：「點解你要畀佢地上阿Evans架車，你知唔知
咁樣好危險架，一陣Evans唔知車左佢地去邊點算呀。」「咁你即刻上的士跟住佢架車呀嘛，你黎搵
我把鬼咩。」「我唔同你講呢筆住，我問你，點解你地行年宵都唔叫埋我？」「唔好迫我講到咁白啦
好唔好？點解無人叫你行年宵呢樣嘢你年年都要經歷一次架啦，由中學到而家你都仲要問……」阿油
聽到我嘅答案之後無再追問落去，佢只係好悲傷咁仰望長空，深深咁嘆一口氣。學阿鍾仔講句，佢此
時此刻，真係無語問蒼天。由於唔想就過年都要同呢個毒男糾纏，我無再理佢就走左。呢個時候我諗
起而家一定坐立不安嘅Judy，所以我whatsapp佢：「Judy姐呀，我知年年農曆年對你都係折磨，次
次畀啲親戚問你肯結婚字你一定好難受架啦。不過唔緊要，今年你有第二樣嘢擔心啦，你快啲諗下你
可以點樣顯出自己嘅誠意畀我睇，等我可以早日諗到點樣處理我手頭上嘅嘢啦，你知啦，有無差池，
你喺呢行唔洗再立足架啦。」隔左一陣，佢回我：「我求下你放過我啦，我最多唔同你爭阿Kate個
位呀，你唔好亂黎呀。」我決定唔回佢住，等佢驚埋個新年先再慢慢同佢玩。



第二十六節

今日除左係放完年假之後第一個情人節，我同大家一樣，都好期待想知今年各女同事嘅收花情況。我
今日返到公司第一件事係交帶樓下看更，陣間有咩人送花上黎果陣，叫看更打左畀我先准放人上黎。
初初我向看更蕭伯，本身佢都係一臉睬我都硬膠嘅不屑態度，但好快佢就畀我本喺新年地攤喺深水埗
用十蚊買返黎嘅鍾麗緹咸濕寫真(連VCD)打動左。本身好似成日訓極都唔醒嘅蕭伯喺見到本寫真集立
刻精神一振，我喺佢眼中見到果種年輕小伙子第一次上咸網嘅亢奮同活力，如果唔係喺公眾場所我諗
蕭伯已經即刻除低左條褲拎本寫真自我慰藉一番。蕭伯收到呢份禮物之後立刻當左我係佢知己，平時
眼尾都唔稍下我嘅佢，喺更亭都行出黎，好熱情咁搭住我膊頭同我講：「哥仔睇你唔出咁識食，如果
你畀埋而家果啲咩靚模寫真我我就真係唔撚睬你啦，鍾麗緹呢啲先係女人黎架嘛，剩係睇下個封面我
都已經硬晒呀。話時話，你公司果個馬小姐(Kate)其實同鍾麗緹都有啲似樣喎，嘩陣間見到佢我驚我
都忍唔住會硬呀。」由於我見枯木逢春嘅蕭伯越講越興奮，為免佢將無處發洩嘅獸慾轉嫁到我身上，
所以我交代完就即刻上樓。

 

講返我自己同Daisy果筆先，由於我認為呢一刻未肯可以認真發展嘅時候，所以所有送花呀燭光晚餐
呀我全部都唔無安排到。我只係去左某名店買左條scarf(因為佢怕涷)，寫左張卡同買左盒靚靚地嘅朱
古力畀佢就算。我襯佢未返黎之前放左喺佢個位度，我唔知佢收到之後會有咩反應，不過我希望佢最
小知道我係在意佢。返到上公司果陣，我以為我會係最早返果個，點知阿文員輝仲早過我。我返到去
果陣見佢好慌忙咁喺Judy個位行開左，我估死性不改嘅佢一定又喺Judy加位唔知加左咩料啦。見到
佢我即時靈機一觸，我決定將阿輝加入到去我今日嘅行動裡面。阿輝見到係我之後鬆左一口氣，但另
一方面佢又好似好驚一直捉住佢把柄又未有所行動嘅我唔知會做乜。我喺唔理佢應唔應承之下，要佢
今日做我助手，由於佢面對我根本無反抗嘅餘地，佢唯有應承。

 

雖然呢一刻Judy其實同阿輝一樣有把柄畀我揸住，我要收服佢可以話係易如反掌。不過可能係我呢
排成日畀Miki佔住上風，令我心理上有小小唔平衡。為左令我增強返啲自信以面對同Miki嘅最後決
戰，我想借今日情人節再好好咁同Judy玩下。其實我一早準備左幾扎唔同嘅嘢預備今日畀Judy，容
許我先賣個關子保持下神秘先。由於放完個長假返黎，再加上今日適逢情人節，各個女同事都特別神
采飛揚，就連早排頹左一排嘅Valarie都容光煥發。而我最關心嘅Judy係第一個返到黎嘅女同事，雖
然佢而家應該畀我手上嘅罪證搞到提心吊膽，不過作為一個天生嘅港女，喺情人節到要成為公司嘅大
贏家可以話係佢嘅天性黎。佢應該好努力咁執過自己黎，今日嘅佢打扮得比平時更美豔，佢件恤衫領
口位開得相當之低。我一見到佢忍唔住走埋同佢講：「喂阿姑中國城執左好耐架啦喎，你果組啲囡囡
都應該從晒良上晒岸架啦。」可能已經預計到我一定會對佢冷嘲熱諷，佢只係望住我強擠左一下微笑
就唔再理我。而第二個返到嘅係畀蕭伯讚話十足鍾麗緹咁款嘅阿Kate，佢雖然打扮得唔算有咩特別
，但佢一入到黎就拎住支豆漿。我問佢做咩今日咁好會突然想飲豆漿，佢話係樓下看更蕭伯請佢飲架
，我一聽到之後真係唔識反應，我心入面雖然有一絲慚愧，不過我都係決定由佢喺唔知情之下享受左
呢支豆漿。之後其他同事陸逐返到其實都無乜特別，係有兩樣野我比較在意，今日Miki同阿油一齊
請左假，Miki係放自己啲annual，而阿油就係請病假。而另一樣野我好在意嘅就係Daisy返到黎之際
，佢手上已經拎住一扎花……

 

喺Daisy入到黎果刻我同佢四目交投，佢好似有嘢想同我講，但見到佢手上拎住扎花，果刻我真係有



種異樣嘅傷感。喺佢行埋黎果陣，我選擇逃避佢……而相反Evans一見到佢就走埋去同佢傾計，而佢
亦都當眾送左包朱古力畀Evans，但其實公司所有人佢都有送朱古力，除左喺佢幾次行埋黎想畀野我
果陣我都專登行開左。無幾耐佢應該係發現到我放喺佢枱面上嘅嘢，但我依然一直避開佢，避避下佢
應該嬲左我。我見佢將應該係畀我嘅一袋野放返入袋入面，之後再將佢拎返黎果扎花掉左去垃圾桶之
後就埋頭工作，呢個舉動令全場嘅人都注意到，但就無人敢去問佢發生咩事。而喺呢個時候，蕭伯打
畀我話有幾扎花係送上黎畀Judy同其他同事嘅，我示意叫阿輝幫我出去一次過簽收晒啲花先。阿輝
雖然好唔情願，不過佢都唯有死死氣地出去，喺搞左一輪之後阿輝打黎話有啲花店職員堅持要親手送
去收花嘅人手上，我就同佢講其他人可以照送上黎，但我就要佢抽起晒所有送畀Judy嘅花。唔知佢
用左咩方法之後佢成功拎到晒所有送畀Judy嘅花同禮物，我指示佢拎晒啲花同禮物上面嘅卡出黎，
之後再掉晒啲花同禮物去後巷垃圾桶。阿Kate，Valarie同果個唔知叫Katy定Kathy嘅女同事好快每
人都收到花，Judy見到自己一扎花都未收到顯得有啲焦慮同黑面，而Daisy喺再收到花之後，佢都係
同樣地將啲花睇都唔睇就掉去垃圾桶，佢喺掉完之後啤一啤我，之後又繼續做嘢。我雖然好想即刻去
買扎花畀佢補鑊，不過我覺得而家唔係適當時間。喺食晏之後所有阿Kate請我地所有人出去食開年
飯，而阿輝因為畀我交帶而進行計劃嘅第二部份，佢託詞話唔係咁舒服無出到去食。喺成餐飯Daisy
都無同我講過嘢，相反佢就痴住Evans不停咁講嘢，而我亦都有啲鬥氣地完全無理過佢。

 

喺食完飯返黎之後，Judy發現到佢枱面上面有幾扎嘢喺度，滿心歡喜嘅佢即刻行埋去睇下係乜黎，
點知佢一行到埋去見到嘅花唔係咩玫瑰。相反佢見到枱面三扎嘢分別係菊花，劍蘭同一扎西蘭花。佢
一見到之後即刻望住我，我只係笑而不語，佢發現呢幾扎嘢上面有幾張卡，佢一打開之後發現將卡嘅
下款全部都已經畀人用塗改液塗晒，但係上款同埋內文就係完整。其他女同事見到佢枱上面幾扎嘢都
覺得好有趣，紛紛行埋去湊熱鬧。Judy心知係我搞鬼，不過佢又唔可以發嬲，佢好用力咁忍住自己
果道怒火，將枱面幾扎嘢掉晒入垃圾桶就返埋位。而Valarie一改平時會同Judy扮friend嘅態度，佢
好用力咁恥笑收到呢幾扎垃圾嘢嘅Judy。而我當然有走埋去加把口啦：「喂棵西蘭花返去滾一滾咪
食得囉，你洗咩咁浪費呀，你咁浪費咁無衣食點儲錢買姑婆屋呀。」Judy雖然好嬲，不過佢始終都
係唔敢發作。Evans好快過黎幫佢打圓場，大家就即刻散去，相信聽日個清潔阿姐上到黎見到我地個
垃圾桶應該會以為自己去左花墟。

 

喺放工之際，Daisy襯無人留意之際走左埋我個位，好大力咁掉左佢本身想送畀我果袋嘢落我度，之
後就唔理我走左。而我打開個袋一睇，入面係佢手製嘅朱古力……



第二十七節

自從尋日同Daisy搞到咁彊之後，我承認我係有啲內疚。喺果晚我有嘗試過whatsapp過道歉，可惜
佢都係一個message都無覆，而我見狀亦明白到無謂再去煩佢住。由於有啲心煩意亂，我決定搵Jud
y去發洩一下。由於夜晚我屋企無人得我一個，我喺大約十點幾果陣，我打左去畀Judy同佢講我肚餓
想食宵夜，要佢去元朗買B仔涼粉之後再去佐敦外賣過雞煲畀我食。我打畀佢果陣佢應該同緊男伴食
緊飯，不過佢都深知無拒絕嘅餘地，喺大約十二點幾度佢就拎住一兜涼粉喺我屋企門口出現。

 

「雞煲外賣涷左唔好食架，你食住涼粉先啦。」「我係鍾意食涷冰冰嘅雞煲，我係貪佢涷左無咁熱氣
呀。挑，Judy姐我叫你做小小嘢你都做唔掂，你仲夠膽死學人爭阿Kate個位，幾十歲人都唔曉自量
下架。」Judy雖然畀我數落完一輪，但佢都係沉住氣，遞碗涼粉埋黎畀我食。我見佢難得咁低聲下
氣，當然打蛇隨棍上，叫佢餵埋我食。佢初初都好唔願意，奈何怯於形勢，佢都唯有死死地氣咁入屋
餵我食涼粉。我食左一啖之後，將口入面碗涼粉吐左落地，之後好大力咁將佢手上掃開，碗涼粉倒到
佢一身都係，佢件白色恤衫濕水之後即刻變到接近透明，佢衫入面個紅色性感胸圍都變得若隱若現，
正常男人見到佢呢身打扮照理都應該會有啲心動。但相反我就指住佢破口大駡：「仆你個街呀，叫你
去元朗買B仔涼粉我食，你就求其喺附近糖水鋪買黎敷衍我。如果唔係我份人厚道又善良唔會打女人
，我一早一巴星左你出門口啦。」Judy人生何曾試過咁委屈，佢終於喺我客廳到失控咁跪左一邊喊
，一邊歇斯底里咁大叫：「我乜都唔同你爭啦，你放過我啦。」我見都玩到咁上下，就去我細妹間房
拎左套衫同佢講：「睇下你呀，幾十歲人仲搞到自己成身涼粉痴立立咁，拿拿臨入去沖過涼換過套衫
先再出黎同我講嘢啦。陣間出黎順手同我抹乾淨個地下呀，一陣搞到我屋企惹埋啲昆虫進駐睇下我放
唔放過你呀。」Judy聽完我講之後依然都係跪喺度喊，唔肯入去沖涼，我再兇佢：「你係咪唔沖呀
，你信唔信我影低你而家呢身打扮影街招，幫你貼晒喺成個中環呀拿。」Judy幫我兇一兇之後，佢
成個身都震晒，平時高傲嘅佢呢一刻就好似一隻受驚嘅小倉鼠咁。我見佢都係無反應，走埋去一手戚
起佢，大聲咁喝佢：「你而定沖唔沖呀，你唔沖我幫你沖架啦。」佢聞言之後即刻拎起左我阿妹啲衫
褲，一支箭咁沖左入廁所。

 

佢一入廁所就即刻鎖住度門，而喺出面嘅我就即刻淫笑起黎，大聲嗌入去同佢講：「鎖左門都無用，
我有鎖匙。不過你放心我唔會入黎搞你，你慢慢沖乾淨等我今晚慢慢嘆你啦，我而家去搵定啲花生油
呀栗米油呀等我陣間易入啲先。」而我只係聽到廁所入面嘅Judy喺度抽泣。無回答我嘅問題。喺大
約半個鐘之後，Judy喺廁所行返出黎，佢面上嘅化妝已經畀水沖走左好多，但出奇地佢嘅真面目比
我想像中後生。著住我妹妹件T-shirt嘅佢由於衣不稱身，所以令佢有啲迫爆嘅效果。佢好驚咁住左
喺梳化唔敢出聲，而我都只係喺一邊望住佢淫笑，但就無做任何行動。過左良久，佢忍唔住出聲話：
「如果同你上一次床你就肯放過我，你而家黎啦，不過我希望你之後會遵守承諾會放過我。如果唔係
我最多同你玩盡去一拍兩散。」我聞言之後放聲大笑，同佢講：「你條中女當自己係咩呀，你估我真
係對你有興趣呀。喂我要驅風會落街買驅風油架啦，你當你自己真係好有魅力呀。」Judy唔理我嘅
嘲諷，佢起身行左埋黎攬住我，之後喺我耳邊講：「我人生見過無數男人，我好明白自己對你地係幾
有吸引力，你搞咁多嘢無非都係想喺身心上征服我姐。如果你係講到對我咁無興趣嘅，點解你下面又
會硬到頂住我呢。」畀Judy咁樣主動挑逗，又或者可以話係挑釁，我真係差啲控制唔到我理智將佢
就地正法。

 



但幸好佢就連喺呢一刻想同我搞野黎控制主勢動權之際，都依然係一副居高臨下嘅語氣，我就係最討
厭佢呢種態度。呢種厭惡感覺戰勝左我嘅獸慾，縱然我對佢有生理反應，但我都選擇左推開佢，之後
行入廁所度鎖門等自己冷靜。被我拒絕門外嘅佢應該估唔到連最後殺著都起唔到作用，佢痴左線咁不
斷拍度廁所門，大叫：「你係咪男人黎架，寧願匿埋喺廁所打飛機都唔肯搞我。你啲咁嘅垃圾可以掂
到我係你幾生修道啦。」佢誤會左我，我之所有行入廁所絕對唔係為左自瀆，相反我係不斷兜巴星自
己等自己可以清醒啲，同上次一樣，喺打到自己開始吐血果陣我先行返出黎。望住痴左線咁嘅Judy
，我冷冷地講左一句：「我就係最討厭你呢種女人，恃住自己有幾分姿色就橫行霸道，有咩嘢都係想
用皮肉去解決，你有無尊重過自己老豆老母架。」佢用充滿怨毒嘅眼神望住我唔出聲，我見都玩到咁
上下，都係時候畀返啲甜頭佢。「不過見你今晚咁落力，我就姑且原諒你嘅無恥啦。我而家畀個機會
你將功補過，我要你老老實實咁答我，阿Kate要辭職壇嘢係咪你搞出黎嘅。」佢聞言之後好用力咁
搖頭，我行埋去哄到好埋，再問多次：「真係唔係你搞出黎？我而家望住你隻眼架，你講大話我會知
架。」佢依然係好用力咁搖頭，我之後好溫柔咁拉返佢起身去梳化果邊坐，之後搣左幾格廁紙畀佢抹
眼淚，再同佢講：「不如咁啦，我要你為我辦兩樣嘢。第一：同我查下整走阿Kate嘅真兇係邊個；
第二：同我盡量整下Miki呢個人嘅底細，至於原因係點解你唔洗知道。只有做到呢兩樣嘢我就放過
你，你要繼續爭阿Kate個位我都唔會阻止你。」Judy聽到之後點一點頭，喺幫我抹返乾淨個地下之
後，佢就執嘢走左。



第二十八節

「其實聽朝我仲要返工，我都唔慣玩到咁夜……不如你放我走啦。」我對住眼前一身Biker打扮嘅Jas
mine講。「後生仔洗乜訓架，你陣間喺度訓陣，我再車你返工啦。Come
on，陪我玩多陣啦。」「哦……咁你點話點好啦。」呢啲對話係發生喺星期日晚嘅同盟會秘密基地度
。話說Jasmine喺星期日突然whatsapp我話Evans見悶悶地叫埋我上同盟會度飲嘢傾計，為左刺探一
下軍情，我當然即刻應承啦。但點知我喺大約十點度上到去同盟會度，已經見Evans醉倒左喺一角不
省人事，而佢身邊亦都有幾個醉漢同醉娃訓晒喺度。剩返坐左喺電腦面前上網嘅Jasmine係仲清醒嘅
，我見狀即時喺心入面暗駡左幾句粗口，而且打算轉身就走。點知Jasmine即刻拉住我唔畀我走，要
我陪佢玩。眼前嘅Jasmine一身Biker皮褸加埋對窄身牛仔褲長Boot，同上次嘅文藝少女look截然不
同，由於佢一身衣物都相當貼身，顯我佢身段玲瓏浮突，喺佢哄埋黎唔畀我走果陣，我都不敢吞一吞
口水。既然唔想都上左黎，我決定試下喺Jasmine口中探聽多啲關於Evans嘅事，佢拉左我去單位一
角席地以坐，喺坐低左之後佢順勢挨左落我度，從佢髮端傳黎嘅香氣令我有啲心神蕩樣。為怕令佢發
現我褲檔間預計可能會有嘅生理反現，我開始問佢嘢黎轉移佢嘅注意力：「你同Evans咁熟咁親密，
唔知真係以為你地有路。」Jasmine聽到之後甜笑起上黎，佢話：「你唔似咁老土，會用呢啲旁敲側
擊黎試探我同Evans係咪有路架喎。你想追我定追Evans呀？」我聽到之後只可以笑掩飾我嘅尷尬，
我苦笑道：「唔係……即係我想了解你地兩個多啲，可以早日融入你地個圈子姐。」「我同Evans有
時玩到大，我地之間乜都會講，撻唔著架。我連佢幾時失身，同當中嘅詳情都一清二楚，無晒fantas
y，點可能會一齊到呢。」既然佢都聲稱自己對Evans嘅嘢一清二楚，我立刻打蛇隨棍上問佢：「話
時話，我公司有個女仔叫Miki，佢好似係Evans喺美國果陣識嘅朋友，你會唔會又識呢。」「Miki…
…嗯，等我諗下先……我印象中Laura個roommate好似叫做Miki，我去美國果陣好似都同佢玩過幾次
…..」「咁請問Laura又係咩人呢？」Jasmine聽到我問呢個問題之後，意味深長咁笑一笑，之後再答
：「Laura咪係Evans個ex
girlfirend囉，即係佢成日提住果個呢。」「即係做過stripper果個？」「係呀，咪就係人稱Laura
Viagra果個Laura囉。」

 

「叫得Viagra，我未見其人，都已經想像到佢有幾咁索。」我一路問一路起身行左去開左支啤酒黎
飲，暗自慶祝我又向真相埋進左一步。Jasmine繼續講個故事：「佢直頭Hot到連我係女仔都對佢著
迷囉，佢係香港人同拉丁人嘅mix黎，佢遺傳左佢媽媽嘅東方人標緻面孔，又選左佢爸爸果邊嘅拉丁
人火辣身段。當年Evans同佢行出街果陣，應該有好多男人想打Evans一身囉。」「難怪Evans成日
提住佢啦，咁佢地點解會分手嘅？」「Laura嫌Evans悶呀嘛，你知啦Evans就算點反叛極，本質上都
係個溫室長大嘅少爺仔。但Laura不嬲追求刺激架嘛，你見佢為左達到目前連stripper都唔介意做，
佢平時去示威果陣次次都要企到最前架，Evans點會啱佢呀。」我聽完之後嘗試將Laura同曾經係佢r
oommate嘅Miki聯想埋一齊，不過就咁聽落佢地實在太南轅北轍，我諗唔到Miki同Laura之間有咩
共通點。「咁Evans同Laura散左之後仲有無聯絡？」「無啦Laura喺分左手之後好拒絕地無再搵Eva
ns，反而我同Laura就仲有聯絡。講開Laura，佢早幾日好似黎左香港探朋友。」早幾日返左黎探朋
友？巧合地情人節同之後果日Miki都攞左大假，我估好有可能佢係攞假黎陪Laura。「咁你有無話畀
Evans知Laura黎左香港？」「我頭先話左畀佢知，佢就係聽到Laura返黎都唔搵佢，佢先飲到醉左咋
嘛。不過算啦，Laura而家同左個澳洲surfer喺埋一齊，睇怕應該都忘記左Evans架啦。好啦唔好再講
Evans啲舊情人啦，乜你無興趣知下我啲嘢架咩。」說罷Jasmine起左身行埋黎我度，搶走左我手上
支啤酒黎飲，而且飲之前佢仲故意用脷喺酒樽口打左個圈，情景香豔誘惑得令我血脈賁張。為免自己
會做錯事，我即刻托詞話屋企唔記得熄燈，諗住轉身奪門而出，點知Jasmine堅持要車我返屋企，我
唯有死死地氣跟佢落去。



 

一落到去見到佢架車真係嚇親，原來佢嘅座駕係一架紅色Ducati電單車，一個女仔揸架咁大馬力嘅
電單車真係好少見，難怪今日佢一身Biker造型啦。Jasmine拋左個粉紅色嘅頭盔畀我之後就上左車
等我，而一臉尷尬嘅我上到車之後唔知隻手應該擺喺邊。Jasmine捉住我對手一野攬左落佢條腰條，
唔等我反應就踩油門開車。嘩仆你個街，而家天若有情咩。佢一路揸車將我由港島車到我去荃灣，但
問題就係我屋企根本唔喺果邊。佢一直不停周圍兜，好似無想停車嘅意識。一直到五點幾佢先肯停落
黎，不過佢停嘅地方係大帽山，嘩佢唔係咁老土想同我睇日出呀？點知真係畀我估中，佢真係想同我
睇日出。佢揀左撻空地就捉住我坐低落黎，挨住喺我膊頭度等日出。此情此景其實真係幾浪漫，一向
都唔鍾意呢啲花臣嘢嘅我都不忍破壞呢個氣氛，我選擇左唔出聲陪佢睇日出。

 

到大約七點，佢先肯車我返公司。又一個巧合，喺佢停車喺我公司門口果陣，我撞正啱啱返到公司嘅
Daisy。佢見係個女仔一早車我返黎，而且衣衫不整，佢即刻對我怒目而視。喺我想上前向佢解釋之
際，唔知點解我心入面有把聲音阻止我咁做，連我自己都無察覺，經過呢個多月嘅相處，Daisy已經
成為左我心目中嘅天使。喺佢身邊留得越耐，我就越意識到自己係有幾污穢。而且我嘅任務一日未成
功，我都唔應該同佢發展出咩感情。所以喺果一刻，我選擇呆呆地目送住Daisy入電梯，而無走上前
去解釋啲咩。喺我身後嘅Jasmine上前喺我面上輕吻，之後就揸車絕塵而去。



第二十九節

今日我未返到公司，已經被阿油不斷whatsapp轟炸我。佢問我喺對付Judy一事上究竟有咩進展，但
我就選擇左完全唔覆無視佢。到我行返公司，我見到阿油已經一早喺樓下等我黎到嘅阿油，睇佢雙眼
佈滿紅根，而且佢不斷好神經質地咬住指甲，睇黎佢精神狀況唔多穩定。我即時左顧右盼，望下阿虎
喺唔喺附近，見佢周圍都無人我先敢行埋去。我未行到埋去佢已經撲左上黎捉住我，而我二話不說就
好大力咁將佢推左落地，之後唔理佢繼續行入公司樓下大堂。佢即時起身從後扯住我唔畀我走，我回
頭冷冷地同佢講左句：「你咪唔好放手繼續喺度發癲囉，陣間畀Miki見到你呢個衰樣係你自己蝕底
咋垃圾，你咁想同我傾呀嘛，我地去後樓梯傾啦。」我一講Miki個名就成功令本身失去左理智嘅阿
油突然醒一醒，樓下看更蕭伯見我地行去後樓梯都無過問半句，可能佢都對我地公司啲人行為古怪習
以為常。 去到後樓梯阿油又開始失控，佢捉住我大聲鬧：「都係你辦事不力搞到Miki無晒心情，我
情人節果陣喺佢屋企樓下等左佢成日呀，點知都係見唔到佢嘅蹤影，我打畀佢佢又電話都熄埋，一直
到尋日返到公司佢先應我。我問佢果幾日去左邊佢又唔講，我本身買左一大堆禮物諗住情人節送畀佢
，再順手向佢求婚架嘛。而家咩都畀你破壞晒啦……」「連你都唔知佢呢幾日去左邊？」「佢一定係
因為畀Judy搞到好唔開心，去左搵個地方匿埋避世啦。唔係啦，既然你條廢柴都幫唔到手，我都係
自己拎啲嘢去隊阿Judy啦。」我聞言之後二話不說地一巴升左落阿油度，無端端受我一記耳光嘅阿
油萬分錯愕地望住我，我見佢唔出聲就開始講：「知唔知自己衰啲咩要畀我打你呀？首先你當你自己
係我老細呀，點完我做嘢仲嫌我辦事不力？你條毒男唔好以為自己識得用電腦做埋啲陰質嘢就好巴閉
啦，而家係你求我做嘢呀，分清楚莊閒先啦。第二：你搞咁多嘢唔係為左想追Miki咩，你而家發左
癲咁上去頂證Judy有咩用，到時咪全世界都知你幾不擇手段，Miki仲點敢同你一齊呀。我而家同你
講，Judy應承左我唔會再搞Miki架啦，你唔需要再擔心Judy。至於你話Miki呢幾日唔理你，你有無
諗過Miki可能畀第二個男仔約左呀？」阿油聞言之後即刻無力倒地，坐左喺後樓梯一角，佢用類乎
帶病呻吟嘅無力語氣同我講：「唔會架……Miki唔會有第二個男人架……」見到佢咁，我知道係我從
佢口中套佢關於Miki嘅料嘅好機會，我即時坐低左喺阿油身邊，用溫柔嘅語氣問佢：「不如你話畀
我知，你有無察覺到Miki呢排有無咩異樣？」「我已經日日跟住佢架啦，我都無見過佢同過其他男
仔出入。我check過佢啲email架啦，佢呢排係成日同個叫Laura嘅人有email往來……另外都無乜見過
佢email畀其他男仔啦，最多都係Evans咋嘛，佢唔會係同Evans有路掛。」「呢層我都唔知，如果你
真係咁想知道佢係咪同Evans有嘢，你今晚就拿拿臨用你嘅超凡電腦技術去搵出佢地之間有咩關係啦
。」講完之後我轉身就走，任由成灘爛泥咁嘅阿油留喺後樓梯到。返到入公司時，我見到Evans好緊
張咁拉左Miki去pantry傾計。Evans好緊張咁捉住Miki對手講左一大堆嘢，好似向Miki要求緊啲咩，
而Miki則面露難色，但從佢嘅眼神我感到一絲憐憫同無奈。而我好快就發現另一角有一個人同樣注
視緊pantry中嘅兩人，果個人就係Daisy，過左陣Daisy察覺到我行左入公司，佢見到我猶豫左一陣
，但佢都係決定行埋黎。我同佢兩個經過一陣尷尬的沉默之後，終於由我打開話匣子：「多謝你早幾
日送畀我舊朱古力，同年宵果日送畀我個鎖匙扣呀。」Daisy聽到之後沉默左一陣，佢之後答：「咁
你都有送嘢畀我啦，大家係朋友唔洗咁客氣。」當佢講朋友果兩個字時，佢嘅面容有啲痛苦，而且語
氣都好唔自然，而我聽到朋友呢兩個字時，都同樣地感到心痛。喺雙方沉默左一陣之後，我決定改變
話題，我問佢：「係呢，Evans同Miki兩個喺入面講緊咩呀，點解Evans好似咁激動咁嘅？」「我聽
到好似話係Evans想見Miki嘅一個朋友，但Miki好似唔肯應承佢……係呢，尋日車你返黎果個女仔咁
熟口面嘅，我好似成日喺Evans嘅facebook見到佢。」一聽到佢提Jasmine，我真係唔太識點畀反應
好，我深呼吸左一下，之後同佢講：「係呀，佢係Evans嘅朋友黎，係Evans介紹佢畀我識架。尋日
因為順路佢先車我返黎咋嘛，同佢揸住電單車，剩係坐到一個人，所以咪無車埋Evans囉。」Daisy
聽到之後再次露出悲傷嘅神情，佢淡淡地講左句：「唔洗同我解釋喎，你交咩朋友都唔關我事架啦，
好啦，唔阻你了，大家返埋去做嘢啦。」講完之後佢就唔理我返返埋自己個位，大慨佢唔會知道，喺
佢轉身之後，我同佢亦露出左同一個神情，我同佢一樣咁難受 我成朝都集中唔到精神做嘢，為左打
發時間。我不斷whatsapp Judy提醒佢記住幫我辦事。另一方面，我亦不停whatsapp
Miki諗住探聽佢呢排搞緊咩，出奇地佢好老實咁答我：「我有外國朋友黎左香港探我，我呢排日日



都忙住陪佢，唔得閒理你同公司啲嘢，無咩特別事唔需要話我知。」既然知道Miki呢幾日都會同Lau
ra一齊，我決定親自出馬去揭開Laura嘅神秘面紗。



第三十節

喺尋日放工之際，我下定左決心打算跟蹤Miki從而去一睹Laura盧山真面目。但係喺落到公司樓下之
際，我畀一個人大力咁扯左入後巷，正當我想掙扎同轉身睇清楚究竟係咩人伏擊我之際。我見到一個
我都將近忘記左嘅面孔，呢個人竟然係久違了嘅Taylor。如果大家仲對佢有啲印象嘅話，當日我見到
嘅Taylor係一個油頭粉面，身光頸靚嘅小白臉。但而家喺我眼前出現嘅Taylor雖然未至於爛身爛世，
但觀呼佢無黎神氣嘅雙目、凌亂得黎又毫無美感嘅髮型、再加上佢面上久久未修理過嘅鬚根，我估佢
呢排都唔慌過得有幾好。「嘩大佬你唔係而家先醒起問我拎返果日啲酬勞呀下，我而家都唔係幾想知
你同Valarie發生過咩事啦，不過如果你收得唔太貴我都仲肯聽你分享下嘅。」我試探地問一下Taylo
r，我當然知佢絕對唔會無原無故咁搵我，但無端端畀佢拉左入後巷坦白講我個心都有啲怯。點知Ta
ylor好似發左癲咁好大力推我埋牆，之後歇斯底里咁向我大喝：「收聲呀，唔好嘈呀。」我畀佢呢一
下發左神經般嘅舉動嚇疾左，好聽話咁收左聲，佢繼續用好我大喝：「而家唔係我要搵你呀，我無事
搵你呀。」睇佢講嘢無晒條理咁，睇黎佢曾經受過好大刺激黎，為怕佢一時癲起上黎拎把刀桶我，我
嘗試安撫佢：「你慢慢講啦阿哥，唔緊要架，我唔趕時間，你話我知係邊個要搵我啦。」佢突然向我
退左幾步，好似好驚咁，成個身都震晒，睇黎佢諗起幕後主事者嘅時候觸發到佢某啲心理陰影。望住
驚到好似癲左嘅Taylor，我突然諗起大明，唔知大明果日畀我玩左鋪勁嘅之後，而家過得點呢，佢又
會唔會好似我眼前嘅Taylor咁，一同人上床就驚到傻左呢？過左一陣之後，Taylor好似回復返小小理
智，佢同我講：「總之係有人要我向你傳話，叫你呢幾日唔好搞咁多事……佢話你睇到我而家搞晒咁
，就好應該明白佢認真起上黎你都惹唔起呀……」唯一怕我喺呢幾日搞事嘅人，只有一個，其實佢唔
開名我都知佢係指邊個。「Miki仲有咩事係要托你向我傳話架？」Taylor聽到Miki個名之後，更加掩
飾唔到自己面上嘅恐慌神色，佢震晒咁同我講：「我無講係Miki呀，我咩都無講過呀……一日都係你
個仆街，搞到我預到咁嘅事，我出黎蒲左咁耐都未試過咁驚架，我畀你條仆街累死啦……」「究竟發
生左咩事，不如你講出黎睇下我幫唔幫到你？」「我仲畀你害唔夠咩，總之要講嘅說話我已經講完啦
，你好自為之啦仆街。」講完之後，Taylor就落慌而逃。畀Taylor咁樣阻一阻之後，我當然無可能再
跟到Miki啦，我唯有寄望阿油會發揮到小小用處，我知道佢聽完我喺後樓梯講嘅一番話之後一定會
去跟住Miki。

 

喺今日返到公司之後，我第一件事就係想搵阿油，點知條友又唔知為咩請左病假唔返工，我whatsap
p佢又唔應我。滿肚疑問嘅我隱約估到Miki又唔知做左啲咩，而到我問Judy佢查到啲咩未嘅時候，佢
都係答我尚在進行中。喺無計可施嘅情況之下，我決定主動走去挑釁下Miki，睇下佢會有咩反應。
由於我知Miki同Evans
Daisy三個人約左喺出面食早餐，我襯Miki未返到公司之前，將佢枱面上支hand
cream吱晒出黎，再搽晒喺佢啲抽屜嘅手抽同佢平時用開嘅文具上面。我之後將佢枱上面用file整齊
分類好嘅文件整亂晒，再喺中間攝左啲外賣紙，我又將佢電腦嘅Browser首頁換左做youtube上面嘅
rickroll，即係阿Rick Astley隻Never gonna give you
up，而我亦順手將wallpaper換左做一個赤裸上身嘅排骨仔，幅相我係喺某大以自貼相聞名嘅forum
度搵返黎。

 

Miki返到黎之後，好快就察覺到我做嘅所有嘢，但係佢無發脾氣之餘，相反仲向我報以微笑。佢喺
用濕紙巾抹返晒佢畀我整污糟嘅嘢之後，就繼續做嘢，好似咩都無發生過咁。我雖然唔信Miki真係
可以咁冷靜，對我做嘅所有嘢都處之泰然，不過奈何喺今早我實在有太多工事要辦，搞到我無機會去
親身睇下Miki究竟喺處於一個點嘅情緒。喺lunch果陣，Evans走埋黎話有啲嘢想搵我傾，本身想走



去試探Miki嘅我，就咁畀阿Evans拉左出去。Evans帶左我去公司附近一間比較靜同高格調小小嘅餐
廳，坐低左之後，我仲懶佻皮咁同佢講：「我唔係咁隨便架，唔好以為請我食餐好小小嘅我就肯同你
上床呀。」點知Evans一臉認真咁話有嘢想同我講，當我以為係佢想同我講關於佢同Laura嘅事之際
，點知我估錯左……

 

「其實你同Jasmine搞咩呀？如果你係想認真同Jasmine發展，that’s fine, you have my
blessing，但就算係你都最好同Daisy講清楚先啦，佢係好女仔黎架。」Evans一輪咀咁講左呢堆嘢
，但我就聽到一頭無緒，我一臉無辜咁答Evans：「佢地兩個都係我朋友黎姐，我絕對唔係想玩弄感
情。點解你會突然之間問我啲咁嘅嘢，係咪發生左咩事呀？」Evans聽到之後略帶激動咁答我：「你
知唔知Daisy今朝幾唔開心呀，Miki一睇就知佢係為左你而唔開心。我當你係朋友先唔想你錯失左呢
個好女仔呀，你知唔知錯失左一段愛情好痛苦架。」講完之後Evans露出左痛苦嘅神情，睇黎最後果
句佢唔係想用黎教訓我，佢反而似係想搵我訴苦。我即時反問佢：「喂Evans哥，你係咪有心事呀，
睇黎你似係有事果個喎。其實我都收到風你個ex返左黎香港，你係咪仲未見到佢呀？」Evans沉默地
點左一下頭，我繼續講：「一場老友，不如我陪你去搵佢呀，佢係咪同Miki住埋一齊呀而家，係我
可以同你一齊殺上去架喎。」Evans聞言之後都係無乜反應，良久之後，佢先答我：「睇下點先啦，
總之你好好處理你同Jasmine
Daisy之間嘅事啦，唔好傷害到佢地呀。」呢一刻我覺得眼前嘅Evans又婆媽又懦弱，同佢果幅青年
才俊嘅外表好唔襯。食完晏返到公司之後，Miki走埋黎同我講：「睇黎你有排煩喎，身陷喺三角中
間，估唔到你咁利害喎。我估你都仲有排煩架啦，有時間唔好拎黎惹我啦，你慢慢諗下點樣呵返你個
Daisy先啦。」睇黎Miki頭先係覺得我會因為Daisy而煩惱，所以覺得自己勝左一仗，但我估佢點都
諗唔到我對佢嘅執念，一早已經超越左我對Daisy嘅思慕之情。我無應佢返左埋個位，我決定左無論
點都好，我都要拉Evans去搵Laura，佢越唔畀Evans見Laura，我就越要畀呢件事成事。



第三十一節

Evans同我好唔同，就算佢幾渴望見Laura都好，不過佢都係想尊重Laura嘅意願，唔想貿然自己走去
搵佢。但為左令佢肯跟我直接殺到去搵Miki，我唯有不斷提醒佢如果今次見唔到，可能就無下一次
。人類始終都係怕會有遺憾，大部份男人就算點畀個ex決絕地飛左都好，但果種留戀之情通常都係
久久不散。喺左思右想之後，尋晚Evans都決定左要親身去見多次Laura，佢都係想試多次先會死心
。喺揸車去搵Miki嘅途中，Evans同我講：「其實我呢一刻都無抱住啲咩期望架啦，今晚如果結果都
係同之前一樣的話，我就會死心架啦。」我雖然好想答佢聽住先啦柒頭，不過呢一刻我都係唔出聲迎
合咁深情嘅Evans。去到之後我同Evans喺Miki樓下等左好耐，期間Evans有試過打畀Miki，但係Mik
i都係唔肯聽電話。過左一陣我見唔係幾對路，我託詞話想落車去廁所，之後偷偷地打左畀Miki。電
話一有人聽之後，我未等Miki出聲就開始講：「嘩棒打鴛鴦呢啲咁陰質嘅事你都做得出嘅，你有無
良心架Miki。Evans喺我隔離喊緊啦，你死啦今次，佢實會覺得係你有心阻撓佢同Laura呀，你今次
大鑊啦。」Miki聞言之後靜左一陣，佢之後問我：「你地而家喺邊？」「咪就係喺你樓下咋嘛，你
屋企樓下我都黎到熟晒啦，我個個星期六日都去你屋企附近度等你，之後幻想自己可以黎一親香澤架
……呀sorry記錯左，果個唔係我，係阿油黎。唔好講咁多啦，你拿拿臨帶左Laura落黎先講啦，如果
唔係一陣Evans做傻事我都阻佢唔到架。」Miki聽完之後又靜左一陣，佢深呼吸一下先答我：「我問
下Laura佢想唔想先啦，你喺度唔好走住等我電話啦。」講完之後佢就收左我線，連byebye都唔講
，而家啲後生女真係好無禮貌。

 

喺車上面六神無主嘅Evans，呆呆咁望住部電話等待Miki打返畀佢，由於佢個氣場實在係太負面，所
以我都無上返車費事畀佢搞到我都抑鬱埋一份。等左唔係好耐，我就見到Miki帶住一個女仔落黎，
果個女仔雖然由上至下都包到實晒，不過離遠都見到佢輪廓好靚而且身形都算好唔錯。佢地未行到埋
黎，Evans已經衝左落車行埋去，之後我喺未有機會望清楚Laura個樣之際，Evans已經拉埋左Laura
去一邊傾，好快佢地就消失左喺我視線範圍之內。而一臉嚴肅嘅Miki行到埋黎之後，佢唔出聲咁啤
住我，連我都畀佢嘅氣勢嚇到有啲腳軟。喺同佢對峙左一陣之後，佢出聲話我：「點解你係都要咁多
事，你有無諗過後果架。」「你大我呀？我就唔信你可以對我做到啲咩，你估派個Taylor黎就嚇到我
呀，你越阻止我我就越要做。」「咩Taylor？我都唔知你講咩。我講嘅後果唔係講緊你，我係講Eva
ns。佢都算係你朋友呀，你有無諗過佢見完Laura之後，其實都係傷多次心架咋。」佢無回應到關於
Taylor果筆，我唔知係佢聽唔到定係故弄玄虛，不過從佢嘅語氣我覺得佢係真心關心Evans，呢樣唔
似係做出黎。佢講完之後就無再出聲，只係略顯焦躁地等Evans同Laura返黎。唔知點解每次見到Mi
ki露出啲咁認真嘅表情，我就有啲扯火。我故意問Miki：「其實你係咪鍾意Evans姐，我唔介意一妻
多夫架喎，你個心唔係得我一個都唔緊要架。你咁落力阻止Evans見Laura係咪好怕佢地復合呢？呢
啲嘢阻唔到架喎，其實我都明嘅，終於等到Evans係單身諗住終於有機，點知又殺出個Laura出黎係
慘啲架啦，我係你都扯火啦。不過唔緊要，我等得諗啲我黎慰藉返你啦，你即管將心入面埋藏已久果
團火發洩喺我肉體上面啦。」Miki聽到之後只係冷冷地答左句：「你根本咩都唔明，唔好扮到好了
解我咁啦。」過左唔係好耐，Miki收到一個電話之後就唔理我走左去，而好快雙眼通紅嘅Evans就返
到黎，佢咩都無同我講就上左車車我返屋企。一直成程車Evans都無同我講任何嘢，佢只係不停咁Lo
op住播Elvis Costello版嘅I’m a fool to want
you，我雖然好想叫佢轉歌，不過見佢咁嘅樣我都唔好意思提出呢個要求。一直到車到我返屋企Evan
s都無出過半句聲，我落車果陣佢剩係同我講左句多謝就絕塵而去，睇黎頭先佢同Laura嘅會面都唔
慌好得去邊。

 



到今日返到公司之後，Evans好似無嘢咁喺我面前出現，佢同我講：「我會放低Laura架啦，我會努
力去搵下一個更好嘅，你唔洗擔心我啦。」見佢情緒轉得咁快，我都唯有拍一拍佢膊頭以示鼓勵。本
身我尋晚見到Evans咁其實都有啲內疚，不過見佢而家好似無事咁我都放心返啲。但好快我嘅好心情
就被另一個消息破壞左，Sam姐喺下晏打左一個電話畀我。大意係本身講左唔想爭Kate姐個位嘅Val
arie，尋日突然主動去搵佢話都係覺得自己係最勝任，要求公司將佢列返入考慮之列。Valarie嘅突然
再戰宣言，同Taylor尋日嘅突然出現，睇黎唔係巧合咁簡單……



第三十二節

估唔到我一直都睇小左Valarie，我而家將件事從頭思索，成日喺唔同男人身邊打滾嘅佢，普通一個
油頭粉面小契弟佢都應該見過唔少，佢點會咁易就中左我計畀Taylor得手呢。我喺今日返工之前，叫
左Judy出去食早餐，諗住喺佢身上知道多啲關於Valarie嘅嘢。仲有罪證喺我手上面嘅Judy見到我一
瞼惶恐，佢應該係怕我會責怪佢辦事不力，亦會籍此再折磨佢。我為左立個下馬威去攞個主導權，我
故意約佢喺佢屋企附近嘅茶餐廳，等佢一路驚住會畀啲街坊熟人撞到。而且我亦都故意大大聲咁去講
嘢，等佢一路都要提心吊膽怕畀人聽到。佢一坐低左之後，我就即刻拍枱大聲咁話佢：「叫你做小小
嘢你都做唔掂，你而家係咪即刻恰我份人和善，覺得我唔敢對你做啲咩呀。」一面惶恐嘅Judy細細
聲咁講：「你冷靜啲先啦，我真係好努力去周圍問人打探架啦，但我本身同Miki又唔係熟，況且阿K
ate果件事就更加令難去打探啦，你再畀啲時間我啦。」我故意繼續大大聲咁答佢：「叫我冷靜啲？
你而家即係覺得我好唔冷靜，嚇親你大小姐咁話啦下話。你即係睇唔起我呢啲粗人，平時講嘢都有大
大聲咁，我同你講我大聲唔代表我無禮貌，見住你咁嘅死樣我都無講過半句粗口，你就知我份人幾有
禮貌啦。」隔離枱兩個金毛哥哥仔聽到我呢番說話，佢地都點同表示認同。我眼前嘅Judy見到我不
斷大大聲咁講嘢，佢除左一臉無奈同四處張望睇下有無熟人之外，都唔敢再講任何嘢。我見已收到主
導之效後，將聲線控制返喺正常音量同Judy講：「拿，咪話我唔畀機會你去將功補過啦，Miki你就
話因為唔熟，雖然時間去打探，我就再畀時間你。但Valarie你同佢應該就好熟啦……」

 

Judy聽到我提起Valarie個名之時一臉疑惑道：「Valarie都宣佈左唔會爭阿Kate個位啦，仲關佢咩事
？」見到佢竟然對所謂嘅好姊妹Valarie嘅動向一無所知。我忍唔住大笑道：「你仲話同Valarie係好
姊妹喎，佢早排根本係扮退出減低你對佢嘅戎心咋。係人都知個位都係得你同佢最大機會啦，見你而
家放慢晒手腳，佢咪即刻同阿Sam姐講佢其實比你更加勝任囉。」Judy聽到我咁講都仲係半信半疑
，佢話：「無理由架……佢上星期仲約我去飲嘢，話咩會全力支持我……佢仲話之前同我有啲誤會，
不過而家佢諗通左咁…..你喺邊度聽返黎架？」我聽到之後又再次拍枱鬧佢：「你而家即係質疑我姐
，你咪唔好信，到畀Valarie坐左你個位之後你黎後悔，佢上左位果陣順手踢埋你走就好笑啦。」Jud
y聽到之後靜左一陣，再講：「其實我都唔係傻，我都知Valarie同我其實都係同一類人，我同佢喺無
利益衝突之下咪相安無事，大家平時可以出去一齊玩囉。到要爭嘢果陣，佢可以比我更不擇手段。不
過我係以為佢都就嫁人啦，點解會仲有心去博上位姐。」我聽到之後冷笑道：「你係咪坐住左個腦呀
Judy姐，如果係你不如企喺身再同我講嘢啦。佢以前嫁醫生就唔憂柴憂米姐，而家佢係嫁個窮鬼佬
呀，你估食廉價洋腸唔洗付出代價架？」Judy聽到之後唔出聲，我繼續講：「你當為自己又好，為
左向我交差都好，你好拿拿臨搞清楚Valarie之前有耍過啲咩手段。如果唔係一陣連佢都有你嘅把柄
喺手，你就喊都無謂啦。唔好成碌木咁企喺度啦，拿拿臨出去埋完單之後，跟手幫我截架的士恭送本
大爺去返工啦。都幾十歲人架，仲下下都要人教，瘟仔又唔見你要人教。」

 

喺返到公司之後，本身同Miki傾緊計嘅Evans同Miki一齊行埋黎。Evan同我講：「多謝你呀James，
係你令我有勇氣去搵Laura了結呢件事。不過你之前可能誤會Miki點解唔畀我見Laura，其實佢都係
為我好怕我見到Laura會太傷心，你地都對我好好，都係我好朋友。」我聞言之後望住Miki陰陰咀笑
道：「嘩Evans哥你都算衰格啦，唔只派好人卡畀我，仲派埋畀Miki，我唔制呀。」Miki聽到我咁講
之後黑左一下面，之後再扮無事咁話：「唔洗咁客氣啦Evans，其實Daisy都好關心你架，佢對Jame
s都無咁關心呀。James其實都要多謝返你轉頭啦Evans，介紹左Jasmine畀你識。」佢呢一句說話好
明顯係提醒我Evans都同有好有機會搶左Daisy，而且仲專登令到Evans覺得我同Jasmine係有路，W
ell played, Miki, well



played。一時間唔識反應嘅我唯一扮有嘢做行開，我行返個位果陣故意望一望Daisy，但係Daisy好
似故意逃避我眼光咁去埋首工作。

 

Valarie同Kate一齊行入黎，佢地一路有講有笑，睇黎喺返工之前Valarie有喺阿Kate身上落啲功夫。
之後我襯Valarie身邊無人之際，行左埋去捉住佢雙手，之後大大聲咁講：「Valarie你真係現代女性
典範呀，嫁左人都唔介意擔起頭家，唔洗男人養。我知你係為左養個西人男朋友先出黎爭阿Kate個
位咋嘛，你咁樣唔算係反口呀。」本身我以為突然玩踢爆令到Valarie嚇左一跳，點知佢反過黎用全
公司同事都聽到嘅聲量講：「多謝你呀James，有你支持我就放心啦。我係覺得自己最勝任呢個職位
先出黎姐，大家同事都知道我唔搞是非，剩係想專心做好呢返工姐。」聽到Valarie突然又出黎爭呢
個位，在座嘅同事都相當錯愕，特別係Miki，佢驚訝到挈大左個口。而Judy本身可能都有啲唔信我
，但而家由我當眾幫佢去證實件事之後，佢只係冷冷地望住Valarie，我諗佢雖然無真係當過Valarie
係交心朋友，但咁樣畀佢赤裸裸地出賣我相信佢都唔會太好受。而Valarie望住我嘅時候其實我都有
啲心寒，呢個女人真係太好戲，由之前扮死狗到而家突然宣佈再次參戰，成件事佢都開始咁不動聲色
咁做到，而且連Judy呢啲老江湖都畀佢呃到咁透，佢真係好利害。另一方面，我又好想知佢究竟對T
aylor做過啲咩而玩到佢咁盡，我突然覺得Taylor應該係我扳倒Valarie嘅關鍵人物……



第三十三節

「我都唔想拖大家太耐，我知道公司嘅人事調動令到大家有啲擔憂，不過我保證我好快會公佈呢個最
適合領導大家嘅人選。」喺早會上，Sam姐向住大家保證佢好快會公佈頂左阿Kate個位嘅最佳人選
。雖然無人出聲，但喺大家目中都覺得喺上星期突然選佈唔玩又玩嘅Valarie應該係頂頭大熱，近排
突然無乜聲氣嘅Judy同太子仔Evans都係次選，而我就應該係一隻黑馬(起碼我當我自己係)。不過由
於而家形勢過於複雜，各懷鬼胎嘅眾人都唔敢公然表態自己支持邊個。有見及此，為左呢到呢件事更
佳有趣，我喺早會上提出左一個有趣嘅提議，要Sam姐叫大家公開講下自己支持邊個。初初Sam姐
聽到我呢個提議都係嗤之以鼻，不過當我私下提醒佢其實可以借此觀察下各人反應，從而再搵下係邊
個出賣阿Kate嘅線索之後，佢就唯有無奈地答應。但老實講我唔認為有人會蠢到喺呢個關鍵時候露
出狐狸尾巴，不過剩係睇下大家被迫表態都叫值回票價啦。

 

第一個被迫表態嘅人係文員輝，一直自覺被班女同事迫到心理唔平衡嘅佢當然唔會支持任何一位阿姐
啦，而因於佢有痛腳喺我手上面，所以佢唯有被迫話係支持我。佢一開口話支持我果陣，我已經搶住
唔畀佢講嘢，指住佢大聲講：「阿輝，你知我份人低調架，我雖然係好想幫大家搶造一個無歧視無鬥
爭嘅烏托邦。不過呢，我好就係人都知架啦，不如你講下除左我之外，你仲想支持邊個啦。」阿輝聽
完我講之後一臉大惑不解，對我嘅說話無所適從，而其他同事見我叫阿輝支持第二個都無一不錯愕。
其實我咁做係因為想知道阿輝心底入面其實係想支持邊個，因為我除左知佢係一條雞蟲之外，對佢真
係一無所知。阿輝見狀之後思考左一陣，之後佢好堅定咁話：「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係最勝任，可能你
地唔知道，其實我一直好為間公司著想。我表面上唔多出聲，其實我都好關心班女同事架，我承認我
唔係好識表達自己對各位嘅關懷，不過我絕對係一個細心嘅男人。我連各位女同事幾時月事黎到都知
道架……如果有機會被我做到呢個位之後，我一定會為各位女同事爭取最大利益，以後公司嘅衛生巾
將會由我提供畀你地，我連你地用開咩牌子同咩款都會照顧到架嘻嘻，你地肯畀個機會我服侍你地就
得架啦。」見到阿輝越講越亢奮，在場女同事無一不露出嘔心嘅樣子，Sam姐雖然想及早打斷阿輝
呢番近乎性騷擾嘅演說，不過我見阿輝講到興起，決定再推佢一把。我除左拍手掌叫好之外，我繼續
問阿輝：「派兩張M巾有幾難姐，不如你講下你對各位女同事有咩認識啦。」越講越亢奮嘅阿輝就好
似襯機將一直鬱喺心入面嘅嘢釋放出黎咁，一臉淫相咁講：「我其實真係好留意各位女同事架，就好
似Judy咁，平時你雖然唔多理我，但我都好留意你架。我知你呢排好唔開心，我都估到你係對將來
感到無助架啦，不過唔緊要，如果我做左你boss之後，我好樂意照顧你下半生架，你嘅下半身一定
會舒舒服服呀嘻嘻。」雖然生同身個音差唔多，不過我好肯定喺第二句度阿輝係專登食左字，因為佢
嘅表情已經出賣左佢。Sam姐見佢越講越離譜，即刻叫佢身邊嘅阿油發表下意見，而佢身邊嘅阿油
亦好似想襯呢個機會講出佢心中所想…..

 

「無論喺公事同私事上面，我都會支持Miki，無論喺邊一方面，佢都係完美嘅，我無嘢要補充啦。
」面紅紅嘅阿油，鼓足勇氣喺眾人面前向住Miki發表呢番近乎表白嘅宣言。在場所有人雖然都知阿
油一直係Miki嘅御林軍，但唔知Miki之前施左咩手段令到阿油一直會喺公司度自動同Miki保持一定
距離，不過可能近排阿油覺得Evans係一個重大威脅，所以佢今日終於都忍唔住要向Miki表白。當然
任Miki再叻再高章，佢都唔會估到今日有個咁嘅自我踢爆大會，佢好明顯畀阿油殺左一個措手不及
。由於又唔可以得失阿油呢隻棋子，但佢又應該唔想令Evans有咩誤會，陷於進退兩難嘅Miki唯有飾
演一個嬌羞少女，扮由於被人突然告白而面紅紅唔出聲。我當然唔會放過呢個機會，喺眾人面前起哄
大叫：「咀佢，咀佢。」雖然無人跟住我一齊起哄，不過大家都對Miki會有咩反應好感興趣。我繼
續推波助瀾道：「阿油雖然係I.T.人，仲要係最霉最搵唔到錢果隻I.T.人，不過佢對Miki都叫一往情深



呀。如果他朝公司真係升左Miki，又加上阿油呢個唔知腎內助定腎外助，兩個人雙劍合碧，可能真
係殺出條血路呀。要我支持升Miki都無問題呀，不過先決條件係佢同阿油一定要有情人終成眷屬先
啦。大家認唔認同先？」Judy同Valarie呢兩個女人聽到之後點頭示意認同我，對佢地黎講Miki係佢
地敵人，只要對敵人不利嘅事佢地一慨樂見。而一臉窘態嘅Miki向Evans同Daisy投以求助眼神，正
當Evans想出聲之時。果件唔知咩Katy定Kathy竟然突然出聲。

 

「其實我覺得Miki同James兩個都好勝任呢個位呀，佢地兩位都放咁多心思喺公事之上。特別係阿Ja
mes呀，佢直頭開埋本簿黎筆錄公司大小事，升佢咪好囉。」Sam姐聽到佢咁講之後向我投以詢問嘅
眼神，我即刻爭住黎答：「首先我好多謝阿Cindy……呀唔係，係阿Kathy先啱，阿Kathy小姐對細佬
嘅支持，而家啲後生女好少咁有眼光架。不過呢，話我對公司大小事都有紀錄就真係太誇張，其實我
本簿唔係用黎紀錄公司嘅事，相反，我係用黎紀錄各位同事嘅一啲行徑嘅。」我喺懷中拎左本小器薄
出黎，扮讀薄上面啲嘢：「就好似上星期我寫左，文員輝救助貧困女子，無條件給予四百蚊以助失婚
女子度日，阿輝我講得啱唔啱呀？」畀我揸住痛腳嘅阿輝唯有無奈地點頭。我繼續講：「拿，又好似
呢一頁咁，上面寫住：Judy小姐慈悲為懷，對一名懷才不遇之音樂人呵護備至，仗義照顧其身心需
要。Judy姐，我有無講錯呢？」同阿輝一樣畀我揸住痛腳嘅Judy亦都無奈點頭。我之後一臉正色地
同大家講：「呢一本其實叫做善良簿，我係將大家嘅好人好事記低晒以方便日後作表揚。不過當中涉
及私隱我唔可以喺度公開，不過我可以同大家保證，你地做嘅所有好事我都會好好一件不留咁記低。
」雖然在座所有人都係半信半疑，不過Sam姐見連Judy同阿輝都對我講嘅嘢表示認同，見我好似言
之鑿鑿咁，佢都無再追究。

 

之後輪到Miki講，不過佢仲好入戲咁扮緊拍醜妹，所以佢都係依依哦哦求其講左啲所有人都支持嘅
廢話就算。到左Daisy講果陣，大家都喺度估緊究竟佢會支持我定Evans之際。佢先係望一望我再望
一望Evans，靜左一陣，深呼吸咁同大家講：「其實我覺得在座大家都勝任，不過如果你要我去揀一
個，我又真係揀唔落。」講完之後佢又望一望我，再望一望Evans，欲言又止嘅佢最後都係選擇唔表
態靜靜咁坐低。而到左Evans嘅時候，大家都屏息靜氣去等佢講，特別係Judy同Valarie，佢地兩個
望住Evans嘅時候都相當肉緊。Evans無乜開場白，佢剩係話：「我希望大家唔好誤會，雖然我爸爸
係公司高層，不過我自己喺呢件事一啲影響力都無。我呢一刻只係發表我自己個人意見……」對Evan
s懷有明顯敵意嘅阿油，可能見頭先Miki唔肯回應佢而心生不忿，一向怕事懦弱嘅佢為左示威竟然講
左句：「講你就講啦，我地夠知你條友無影響力啦。有影響力你就直接坐左阿Kate個位啦。」天生
良善嘅Evans無同阿油計較，佢充耳不聞地繼續講：「我覺得喺理念上我最buy
James，不過當然在座各位做我都會全力支持啦。」阿油見Evans頭先無同佢爭執之後就覺得自己贏
左道勢，欺善怕惡佢唔知係咪要喺Miki面前扮男人，佢繼續講：「扮咩大方呀，你地個個都係想自
己上位咋嘛。講到咁好聽到最後咪又係為左自己，我而家同你地講呀，Miki先係最佳人選呀。」Mik
i聞言好細聲咁講左句：「夠啦，唔好再講啦。」阿油聽到之後唯有黯然收皮，但我點會畀佢咁易收
皮呀，我幫阿油講埋落去：「其實大家在座各位都係有情人，都感受過愛情嘅威力架下，我知呢位阿
油先生呢一刻好似撞左邪咁語無論次，不過佢都係被佢心入面果一絲愛情嘅悸動牽引住而不斷喺度亂
講嘢。我希望大家睇在愛情呢一樣人間最真最善嘅美好事物份上，唔好怪呢一位阿油。」Sam姐知
道再唔制止我就會擾攘好耐，佢示意叫Judy表態。

 

「我Judy份人係點大家都知，我唔會扮謙厚，我會為自己去爭取。我覺得公司好需要我呢種咁進取
嘅人……」雖然我講過唔會阻止Judy去爭呢個位，不過我無講過我唔會玩下佢。喺佢講到自己進取果



陣，我又忍唔住插科打諢：「份人aggressive唔係唔好，不過有時真係要睇下個方法會唔會進取得
黎唔係太正派架。即係好似有啲人會為左得到利益而出賣自己肉體，即係我唔係話Judy你會出賣自
己肉體，你想出賣都未必有人接貨啦哈哈……」Sam姐知我又開始亂講嘢，佢作勢要咀我個咀叫我收
聲，而我見Judy畀我嚇到面都青埋，當然立即乖乖收聲。Valarie見狀亦都唔畀機會Judy講落去，佢
即刻講：「其實我都覺得太進取唔係好事，咁樣好易行差踏錯架嘛，我自己就覺得邊個做都無所謂，
不過畀我就會選擇啲最合乎所有人利益嘅做法囉。」雖然都係廢話，不過Sam姐對呢一套好似比較
受落。Valarie繼續講：「不過我如果真係要揀一個支持，都會揀Judy，佢都喺公司做左咁多年，為
公司仆心仆命，咩青春都貢獻晒畀公司，無功都有勞呀。」Judy聞言亦不甘示弱，佢反擊道：「咁V
alarie你都係老臣子呀，你第一任婚姻都係因為你太有事業心而失敗告終，作為你好朋友，我唔想見
到你第二段婚姻都因為公司而失敗。我唔敢講自己做得好過你呀，不過我呢一刻可以專注喺公司之上
，你都係安心做少奶奶同你未婚夫享下福啦。其實做人嘅嘢好簡單架姐，大魚大肉又一餐，咸魚清菜
又一餐，你而家有情飲水飽都得啦，兩個人慳慳地都夠使架啦。」Valarie可能未諗過Judy會公開咁
數落佢，佢即刻黑面唔出聲。Sam姐見火藥味咁重，本身想盡快完場。我呢個時候講左句：「咪住
，仲爭我未發表意見喎。」

 

正當所有人期待我又唔知會發表咩偉論果陣，我行左埋一直無出聲嘅阿Kate度，拉左佢起身，七情
上面咁講：「我唔理阿Kate係因為咩理由要辭職都好，喺我心目中，無人比佢更加勝任呢個位。」
大慨無人會估到我出呢一著，所有大家都無比驚訝。我開始聲淚俱下咁講：「問心我一啲都唔想做阿
Kate個位，唔係因為我唔上進或者無承擔，而係我心知我點做都無佢做得咁好。不過咁，如果真係
被迫由我去做，我都會盡力咁為大家做好去。」講完之後我擁抱左一臉錯愕嘅阿Kate一下之後，衝
出左會議室。我相信睇頭我果一段即興小話劇應該令到在座所有人無一不目瞪口呆，而我相信Evans
同阿Kate應該畀我頭先嘅表演感動到。



第三十四章

Judy喺起Miki底一事上可以話係一啲用都無，不過當對象係Valarie之時，佢又出奇地快手做到嘢。
根據Judy所講，Valarie喺香港無乜屋企人，係有個阿婆自己住喺公屋。佢地兩婆孫感情好好，想知
道多啲Valarie嘅嘢可以試下喺佢阿婆身上入手，由於以前Judy有個ex曾經喺Valarie啱啱同個醫生老
公離婚果陣幫過佢手搬嘢去佢阿婆屋企，所以Judy連佢阿婆地址都有埋。由於我太急於喺Sam姐有
咩決定之前對付Valarie，所以我決定拎日假去探下佢阿婆。

 

根據Judy畀我嘅地址，Valarie阿婆係住喺九龍區一條舊式公屋屋村，我知道要上去應該唔太難，樓
下嘅保安應該都唔會阻撓我。到我喺朝早大約十點幾去到果陣，我發現個看更竟然日光日白都無左影
，我諗左好耐嘅籍口都用唔著。好快我就上到去Judy畀我嘅地址，我諗左好耐我應該用咩身份去埋
阿婆身好，思前想後我決定扮係Valarie老公果邊啲朋友，因為喺外國返黎想了解下香港啲舊式屋村
環境，所以先專誠去拜會佢。喺我去到地址上嘅單位門口，正準備撳鐘時，一個六十有幾，身體健壯
嘅阿婆已經喺單位裡面開左門。佢第一句已經聲如洪鐘咁問我：「你又係我個孫女叫黎架？」由於佢
問得太突然，我一時間黎唔切反應，唯有點頭扮係。喺未證實我身份之前，佢已經急不及待開左門拉
我入去……

 

同我想像中嘅獨居老人唔同，我眼前嘅呢位阿婆唔只身體健壯，說話清晰，而且佢間屋仲打掃到一塵
不染。喺入門口果陣我留意過個地下，我發現間屋除左有阿婆啲鞋之外，仲有幾對男裝鞋，而且仲似
係後生仔著開嘅鞋，但Judy明明話過阿婆喺香港除左Valarie之外無人無物架……而且頭先阿婆問我係
咪佢孫女叫黎果陣，佢有講到個又字，即係Valarie之前曾經派過某個人上黎，而且果個人可能都有
喺度住。我以為眼前呢個阿婆喺請左我入黎之後，會當我係客人咁好熱情叫我坐低，之後拎一堆嘢出
黎招呼我。點知眼前呢個阿婆喺叫左我入黎之後，只係由上到下打量我，之後自言自語咁講左句：「
阿妹豬係有啲計仔喎，不枉我含辛茹苦咁養到佢，話咁快就搵多件後生仔上黎畀我嘆
。」我見眼前呢個阿婆好似唔係幾對路，想轉身就走人，但又覺得既然都一場黎到，我無理由一無所
獲就走左去。所以我決定留低，我鼓起勇氣開口問：「婆婆……」

 

點知我一講左婆婆呢兩個字，阿婆就一巴車落我隻手度，佢好嬲咁話：「婆咩呀婆，婆你老母呀，我
仲好後生架咋，叫我姐姐得啦。周圍啲人都叫我美美姐架，你都跟住咁叫啦。」「哦……」「點呀，
你又衰啲咩喺我孫女手上，搞到要上黎服侍我呀下？」我聽到之後即刻退後兩步，原來阿美美婆婆以
為我係受Valarie威脅所以要上黎做佢阿四。我思前想後左一陣，決定做場戲黎呃阿婆套下料。「無
呀我之前為左助養多幾個細蚊仔，所以過左大海諗住博兩鋪，點知貪勝不知輸，欠下一身賭債，好彩
有Valarie姐仗義幫手。一日都怪我太有愛心，太想幫到多啲人啦……」「得啦，慳返你啲廢話啦，即
係你係爭阿妹豬錢，無錢還要上黎錢債肉償啦。」我聽到佢最後四個字之後即刻驚到叫左出黎，我即
時答：「拿阿婆……呀唔係阿美美姐，此言差矣啦，我嘅肉償範圍剩係包幫你做下家務呀，修理呀電
器咁架咋。」佢聽完之後一手拎起左枱上面嘅衣架係咁打我，估唔到佢幾十歲人都幾大力下，佢一路
打我一路講：「而家係你條短命種爭我妹豬錢，你仲夠膽黎同阿姐討價還價，畀著以前你爭我錢唔還
，我劏左你都仲得呀。」由於我唔可以還手，我唯有跪喺度哭求佢停手，佢見我都喊晒口咁，好滿意
地放返低個衣架同我講：「都唔知妹豬喺邊識埋咁多打壞返黎架，我同你講呀短命種，阿姐我食慣好
嘢架，你想掂我我都未必畀你掂呀。」我聽到之後大喜，好開心咁答佢：「多謝女俠饒命呀。」佢聽



到之後又隨手拎起個梳一嘢掟埋黎，怒喝道：「乜而家要你掂我好難委你咩，而家啲後生一個二個都
係咁未識貨，果件乜鬼梯拿又係咁，叫佢陪我訓好似叫佢去死咁。平時做嘢又鬼叫慢，我頭先叫佢落
去幫我買支痔瘡膏買到而家都未返黎，陣間你幫我好好地搽呀。」雖然阿婆最後果句說話令我差啲嘔
左出黎，不過佢口中果個梯拿如果我無估錯應該係Taylor，究竟Taylor條友衰左啲咩喺Valarie手上
搞到佢要上黎做奴隸呢？為怕陣間真係要幫阿婆搽痔瘡膏，我決定等Taylor一返到上黎就拉佢出去將
呢件事查過究竟。

 

喺Taylor未返到上黎之前，為怕阿婆等唔切要我服侍佢，我唯有主動話幫佢洗廁所以拖延時間。入到
廁所果陣我本應想即刻反鎖度門等Taylor返黎先開，點知仆佢個街佢度門原來係無鎖架，咁我唯有硬
住頭皮幫佢刷個廁所啦。刷刷下我感覺到有隻手喺我背脊到慢慢咁上下移動，正當我控制唔住自己打
算拎起個鮑魚刷轉身就車埋隻手個主人度果陣，我聽到開門聲，估唔到Taylor成為左我嘅救星。Tayl
or一開門行入黎見到我嚇到目瞪口呆，我一手推開左企住喺廁所門口嘅阿婆，之後就衝埋去Taylor度
諗住拉佢走。阿婆見狀即刻拉住我唔畀我走，佢大聲叫：「短命種你想逃走，信唔信我叫妹豬起你釘
呀拿。」喺同阿婆糾纏期間我忍唔住大喝一句：「你仲唔放手，信唔信我遲啲幫你起棺材釘呀拿。」
阿婆畀我嘅霸氣震攝左即刻放手，佢開始坐左喺地下扮死狗，佢喊住咁講：「阿婆幾十歲人你都恰，
你個短命種不得好死呀。」我聽到之後即刻扯火，拎返起佢頭先掟我個梳黎掟佢，之後指住佢大聲講
：「我就算不得好死你都唔會見到啦，相反你就就黎時辰到啦。」講完之後我就拉住Taylor行出去，
但Taylor好似唔係好敢走人，我就同佢講：「唔洗怕呀，而家我又有Valarie痛腳喺手，我可以照住
你呀。」佢聞言之後，行返埋去吐左啖口水落阿婆度之後就跟住我走左。

 

我同佢一直博命咁跑，直到去到村口果間士多先停低。驚魂未定嘅Taylor仲一路問我係咪真係可以幫
到佢，雖然我根本無咩把握，不過我當然呃住佢話我一定可以照住佢先啦。之後我喺士多度請佢飲左
枝汽水，諗住等佢將佢同Valarie啲嘢一五一十咁話畀我知。點知佢話佢而家好亂，佢想返屋企休息
下，之後聽日再黎搵我話我知。我睇佢個樣都應該一排無返過屋企，再加上佢而家有求於我，我唔怕
佢會走左去唔話我知，所以我就放左佢返屋企。由於頭先太過驚險，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受驚，所以我
喺附近藥房買左盒保嬰丹，打算啪完之後返屋企訓陣先。



第三十五節

喺尋晚，一臉驚慌嘅Taylor去到我屋企樓下求我救佢。由原本佢仲打算今日先黎搵我，定突然之間佢
又改變主意連夜走黎求救，睇黎之前佢真係畀Valarie玩得好甘下。由於佢怕Valarie會搵到上門，喺
佢苦苦哀求之下，我將佢安頓左喺旺角嘅一間賓館度。一上到去果間賓館啲工作人員都出晒黎同Tayl
or打招呼，細問之下原來呢度係Taylor以前嘅炮房黎。見到佢帶住我上黎，出面櫃台個阿姐細細聲問
佢：「嘩張生無見你一排，轉左機黎咩？」而一臉惶恐嘅Taylor都無心情同佢講落去，好快就拉左我
入房度。「我都知你之前受左好多苦，不過唔等於我會慰藉你架。」我試圖用講笑黎緩一下氣氛，點
知佢呆左坐喺張床度無乜反應。我之後問多佢幾聲佢都係好似充耳不聞，喺度神遊太虛咁。我見咁落
去就永遠都唔會知道我想知嘅嘢，所以就拉左佢起身之後一巴車去去度。佢畀我車完之後眼泛淚光，
我無因此而停手，我指住佢鬧：「你係咪男人黎架，畀個女人仔恰到上心口都唔諗下點反擊，剩係識
得逃避。好啦我而家出埋錢畀你逃避啦，但你都起碼話我知發生過咩事，等我可以幫你對付Valarie
架。」Taylor聽到Valarie個名之後好似撞左邪咁，好驚咁坐返喺張床度想匿入張被，我嬲起上黎繼
續鬧佢：「好呀，你唔講呀嘛，我而家就打畀Valarie叫佢上黎對質。」Taylor聽到我咁講即刻跪左
喺度，佢一邊痛哭一邊話：「好啦，我講啦，不過你一定要幫我呀。」我聞言之後點一點頭，呢個時
候Valarie竟然打畀我……

 

我叫Taylor等陣之後就行左出去聽個電話，Valarie劈頭第一句就話：「你知唔知你擅闖入我婆婆屋
企，仲整親埋佢，我可以報警拉你架。」我聽到之後笑左一笑：「咁你又知唔知非洲禁錮好大罪架，
再加埋人身傷害呀勒索呀……唔知如果你件西人洋腸知道你喺阿婆收埋左件好嘢佢會點諗呢？」Valar
ie聽到之後靜左一陣，佢之後話：「你好嘢呀，連Judy都企埋喺你果邊，不過我同你講阿Kate個位
我坐硬架啦，到時你等住畀我慢慢玩啦。」講完之後佢就cut左線。雖然我未知道成件事嘅來龍去脈
，不過我估我頭先講果啲禁錮呀勒索呀都應該中晒架啦。我轉過頭返返入份果陣，發現Taylor竟然唔
見左。佢喺床上面留低左封信，信中大意係佢唔覺得我係會真心保護佢，所以佢都決定自己走佬去保
護自己。不過佢都有喺信中略略咁寫到Valarie對佢做過啲咩。佢提到喺出去飲嘢果晚當大家都以為
係Valarie飲醉畀Taylor帶走果陣，其實Valarie係扮醉嘅。Valarie之後畀左個地址叫Taylor送佢去，
Valarie聲稱果度係佢朋友屋企。喺同Taylor搞完之後，Valarie就突然扮酒醒，佢之後仲指控Taylor
借醉強姦左佢。Taylor當然係想走啦，點知喺隔離房走左兩個黑人大漢將佢制服，Taylor為怕Valari
e真係報警，佢就提出佢肯答應Valarie嘅所有要求。Valarie同果兩個黑人大漢見狀即刻拎左幾支酒
出黎，話因為Taylor之前灌醉左Valarie，所以佢地都要灌醉返Taylor，點知喺Taylor醒返之後，Tayl
or發現自己同果兩個黑人大漢都無著到衫，而喺一旁嘅Valarie就聲稱自己手止有一餅帶係詳細紀錄
左Taylor飲醉左之後同果兩個黑人住嘅事，Valarie仲聲稱如果餅帶流出左佢包保Taylor呢一世都唔
洗再出黎見人。就係咁Taylor就不斷畀Valarie威脅住做左好多嘢，包括服侍Valarie阿婆呀，幫Valar
ie跟蹤人呀咁……至於跟蹤咩人，Taylor就無喺信度提及過。由於我都唔知Taylor去左邊度，所以我
唯有返屋企再慢慢思考下成件事係點。

 

到左今日返到公司，我由於尋晚一夜無眠，所以就變左最早到公司果個。我趁未有人返到果陣行左去
Valarie個位度想搵下有咩線索。點知我背後突然有人將啲液體淋左喺我個身度，啲液體果種臭味大
家去親公廁都會聞到。我雖然覺得十分反胃，但我更加擔心我背後嘅人會有咩進一步行動。喺我未黎
得切擰返轉頭果陣，我聽到公司大門門口傳黎左一把熟悉嘅聲音喺度驚叫，而果把聲音係屬於Daisy
嘅。到我擰轉頭果陣，我見果個手住膠樽嘅背影好似行緊埋去想對Daisy同緊接喺佢後面嘅Miki不利
，呢個時候我都無時間去理呢個人究竟係邊個，正想衝上次救駕嘅時候。同Miki



Daisy一齊返黎嘅Evans比我早一步英雄救美，佢一個箭步擂左喺Miki
Daisy前面同果個人影正面交鋒。不過果個人影無同Evans糾纏，佢只係好大力咁推開左Evans之後就
落荒而逃。Evans想追上前不過畀Miki拉住左，而一身都係尿嘅我，喺果刻除左英雄救美不成之外，
亦猶豫緊好唔好追上去好。我果刻好肯定呢個人係衝住我而黎嘅，如果我落單果陣佢又藏有啲咩攻擊
性武器的話，我都唔知點算。呢個時候Daisy好似想行埋黎睇下我點，不過佢應該係聞到我身上果陣
尿騷味，所以佢同樣都係猶豫緊過唔過黎好。為免要大家尷尬，我主動開聲話：「我無事，唔洗擔心
，你地有無嚇親呀？」佢地都搖搖頭，但好明顯大家都係驚魂未定，就連平時一向淡定嘅Miki都畀
頭先件事嚇到有啲呆滯。我之後問佢地有無見到頭先果個人係邊個，定佢地都異口同聲咁話唔認得。
由於我成身尿味，喺其他人陸續返到之後Evans車左我返屋企沖涼換衫。喺車上面果陣，我收到Miki
嘅whatsapp，佢同我講佢其實見到頭先果個人係邊個，佢話頭先果個人雖然戴晒黑超同口罩，不過
佢幾肯定果個人係大明黎…..如果係大明佢懷恨在心襲擊我其實又唔出奇，不過喺尋日我同Valarie衝
突完之後佢就突然出現，時間性又未免太巧合。而Valarie以前同大明都叫有兩句幾friend下，我開
始懷疑係Valarie指使大明黎整我。當我諗通左呢一點之後，我就比較安心左啲，當Evans問我要唔要
報警果陣，我拒絕左佢，因為我認為如果呢件事涉及左警察調查，將會變得相當麻煩。

喺畀人淋到一身尿之後，大多數正常人應該都會為左自己安全著想，唔再搞咁多嘢。今次就話畀人淋
尿姐，但下之容乜易係畀人淋啲腐蝕性液體架，再加上如果淋我尿果個真係係大明的話，佢應該對我
恨之入骨，畀Valarie說多兩咀，真係拎把刀黎劈死我都唔出奇。喺尋日返屋企沖涼換衫果陣，我好
迷茫，係咪應該為左自己人身安全就此收手呢？我足足沖左接近個半鐘涼，除左係因為我洗極都覺得
我髮端之間嘅尿味揮之不去外，最大原因係我無勇氣行出廁所面對個世界。我如果而家黎放棄的話，
我之前做嘅嘢就功虧一簣，試想下如果我唔係因為為左世界和平懲罰班賤人同事的話，我一早已經同
Daisy開始左發展啦，如果順利嘅話，好可能而家已經進入左談婚論嫁嘅階段。諗到呢一度，我嘅不
忿戰勝左我心入面嘅怯懦，我決定將軟弱留返喺個廁所入面，當我陣間返返公司果陣，我唔可以畀其
他人知道我有幾驚，特別係所有敵人。

 

喺lunch time完左之後，著住一身Armani
黑色西裝嘅我喺眾人驚異目光之下再次喺公司出現。有人話西裝係男人嘅戰鬥服，既然我要去繼續同
公司班賤人戰鬥，呢身行頭唔少得。平時返工都係求求其其嘅我仲專登gel好個頭，仲借埋阿妹男朋
友放左喺我屋企果對意大利手製皮鞋黎著。Valarie見到我好似無事咁返黎之後好似有小小驚訝，不
過轉過頭佢就無再理我繼續同果個唔知Katy同Kathy講當晚會帶佢去某間高級餐廳同朋友晚膳。我心
入面暗地裡記低左間餐廳個名，我準備親自到場去娛下賓贈下興。Daisy同Evans見我返左公司之後
有走埋黎問我有無事，我雖然猶有餘悸，不過礙於面子問題我當然話我無事啦。好返就到左放工時間
，走果陣Evans怕我落單問洗唔洗車我返屋企，但由於我準備要去為Valarie助興一番，所以我婉拒左
佢嘅好意。

 

放工之後我即刻去到果間位於中環嘅高級餐廳，雖然一個人喺呢啲高級餐廳食飯好異相，不過我要為
自己出返一口氣，所以畀人笑就畀人笑啦。由於我今日著到身光頸靚咁，所以就算我係Table for
one，啲waiter都無乜點留難我。我坐左喺一張可以望到門口嘅枱，方便我一見到Valarie同佢老公入
到黎我就可以恃機而動。不過好快我就遇到第一個難題，呢間餐廳除左點菜要同waiter講英文之外，
連個menu上面全部都係英文。我一見到咁本身真係怯一怯，不過好彩而家啲smartphone好犀利，
除左可以幫我即時翻譯到之外，仲會教埋我點讀。但有個小小問題，就係部smartphone唔識幫我聽



英文，所以喺個waiter問我嘢果陣，我咩都剩係識點頭。就連佢拎左支要千幾二千蚊嘅house
wine出黎問我試唔試果陣，由於佢係用英文問我，所以我都剩係識點頭話好。而又由於我嗌左steak
黎食(因為個steak字易讀)，我預計到佢會問我食幾成熟，所以我嗌果陣就同左佢講50% burn
steak，個waiter雖然好似聽到一頭無緒，不過佢都係點頭無追問落去就走左。好不容易捱過左點菜
過程之後，我就見到我嘅目標人物Valarie出現左，不過同佢一齊出現嘅既然唔係佢件洋腸老公，而
反而係果個出左家嘅醫生前夫，個醫生前夫雖然仲係光頭，但睇到佢一身打扮，佢好似仲還左俗。

 

佢地喺我遠處坐低左，當時佢地好似未見到我。喺一旁嘅我留意左佢地嘅神態好耐，雖然佢地無乜親
暱舉動，不過見到佢地兩個互望嘅眼神含情脈脈，如果話佢地無路我就真係點都唔信。過左一陣我支
wine黎到之後，我就拎起左支wine行埋去佢地張枱……

 

「嘩Valarie呢個世界真係細，估唔到咁都畀我撞到你喎。喂乜你老公唔係洋腸黎架咩，點解呢位先
生係中國人黎嘅。喂唔係喎望真啲，原來你係佢之前個老公黎，乜你唔係出左家入左少林寺練童子功
架咩？畀方丈知道你唔係童子所以踢左你走呀？」Valarie見到我雖然略顯驚訝，不過佢又無我想像
中咁意外。反而阿光頭醫生畀我一輪搶白之後，就有啲尷尬。佢話：「我果陣諗唔通啲嘢短期出家姐
，而家我都返左出黎執業架啦……」Valarie目無表情咁望住我，好似期望我會自己行開。而我就完全
無視佢，同阿光頭醫生講：「出完家之後即係可以犯酒戒啦，我嗌左支酒飲唔晒呀，不如一齊飲啦，
好嘢黎架。」講完之後我就高呼waiter同佢地講：「I change table to here, give me glasses and
chair」在場其他貴客聽到我啲地道英文之後均為之側目。而我就笑騎騎唔理Valarie反應坐左落黎…
…

 

「係呢Valarie姐姐呀，點解唔見你個洋腸未婚夫嘅，你約會舊情人佢會唔會嬲架。」Valarie聞言之
後理都唔理我，一路喺度玩電話。我擰轉頭同阿醫生壓低把聲，但又知道Valarie都一定聽到嘅聲線
講：「喂你係咪傻架，上左山之後都未看破紅塵咩？明明脫離左魔掌，而家你又想返返黎？唔好呀，
我係你就寧願食長齋啦。」「我地出黎聚下舊姐。」「小心啲呀，飲大兩杯之後就好易出事架啦，V
alarie姐啊？」Valarie聽到之後怒啤住我，終於開聲講：「你可唔可以埋單走人呀？我地有啲嘢講。
」雖然Valarie已經講到咁唔客氣，不過唔代表我就就咁行開。我同Valarie講：「如果我唔走又點，
你會唔會搵兩個黑人大漢黎的我走呀嘻嘻。」Valarie聞言之後話：「你唔走都無問題，我叫Waiter
送你出去啦，而家我覺得你阻住我食飯呀。」我聽到之後嬉皮笑臉咁話：「好啦我走啦，聽日見啦。
喂張單你唔介意幫我埋埋架呵呀Dr.光頭佬?正所謂醫者父母心，老豆請個仔食返餐你唔會托手踩架下
話。」一臉尷尬嘅光頭佬無奈點頭，而我就好開心咁揚長而去。



第三十六節

今朝一返到公司樓下，我見到塊面瘀左一撻撻嘅阿油企左喺公司門口等我。佢一見到我就拉左我入後
巷(又係後巷)，之後成個身震晒咁同我講：「今次仆街啦，大明咩都知道晒啦，佢黎左找我晦氣呀。
佢知係我指使你呀，今次大鑊啦，唔係啦……不如我地先下手為強，搵阿虎殺左佢先好唔好呀。唔係
一陣佢調返轉殺左我地先，咁就無仇報啦……咪住先，我上次次明明無出面架，係咪你出賣我？你信
唔信我叫阿虎殺左你先再殺大明之後再殺多你一次呀？」面對住語無論次嘅阿油，我忍唔住一巴昇埋
去，我之後向佢大喝：「喂你記唔記得我尋日都畀人淋尿呀，更何況你又知大明係因為上次單嘢而打
你？佢打你果陣有無講到啲咩先？你唔畀佢因為覺得你樣衰而打你一身架？」阿油聽到我講之後呆左
，佢話：「其實……其實我連喺邊個打我都唔知，我果陣畀人笠左麻包袋咩都睇唔到……不過加上尋
日Miki話見到襲擊你果個係大明，我就覺得一定係佢打我……」「咁咪係囉，你咩都睇唔到就覺得係
大明，你唔畀係我終於頂你唔順，搵個麻包袋笠住你打你一身架？」「咁我又知一定唔會係你，你打
人都無力嘅……」我雖然好想即場再向阿油證實我打人唔係無力，不過我都無心情再同佢糾纏，見佢
仲未死得我就由佢喺公司樓下發呆，自己上返公司先。 一返到去我見到Valarie向我怒目而視，佢走
埋黎話：「你唔好以為尋日撞破左我咩好事，揸住我咩痛腳。我未婚夫唔介意我會舊情人架，不過你
唔好再喺返工以外嘅時間連糾纏我，如果唔係我一定唔會對你客氣。」我聽完之後聳一聳肩，做出一
個無辜嘅笑容之後就轉身行開。點知Valarie衝上前大力捉住我隻手腎，我擰轉頭果陣佢就用力一巴
車埋黎，閃避不及嘅我硬食左佢呢一巴。而由於當時周圍都無人，我想求救都無援，一臉猙獰嘅Val
arie惡狠狠咁話：「我而家唔係同你講笑，你想同我鬥痴線我就同你鬥痴線，我同你講阿姐個位我坐
硬架，婚我亦都結硬，你再搞搞震我一定唔會畀你好過。」雖然我畀佢嘅氣勢震懾住，嚇到有小小腳
軟，不過死剩把口係我份人嘅最大長處，我有啲口震震咁答佢：「喂你打我還打我，不過可唔可以唔
好哄到咁埋，一近睇我畀你啲皺紋嚇到好驚呀。仲有呀你大我無用架，我同Taylor果類柒頭皮唔同，
唔會驚你架。」Valarie繼續用好似想殺左我嘅語氣同我講：「我知呀，你鍾意阿Daisy呀嘛，你再搞
搞震我就連佢我都唔放過呀。」估唔到Valarie癲起上黎果陣會講埋呢啲電視劇反派式嘅威脅說話，
不過如果佢真係夠膽搞埋Daisy，我一定唔會放過佢，但我唔可以畀佢覺得我在乎Daisy，我扮晒鎮
定咁講：「好呀，你即管搞佢啦，總之我就一定會同你繼續爭阿姐個位，無嘢可以威脅到我架。」講
完之後我就行左入廁所用啲涷水敷下畀Valarie打到紅左嘅面…… 我一直喺度諗要對付Valarie，我一
個人究竟足唔足夠。我到而家都一直唔知道Miki搞咁多嘢係為左咩，所以我一直都唔敢提出同佢一
齊對付Valarie。另一方面Judy雖然畀我揸做痛腳，但如果畀佢知道Valarie比我更加強勢，又難保佢
會唔會投靠Valarie去自保。至於其他人就更加無可能幫到我……我一直思索住喺呢一刻究竟有咩人會
幫到我呢？而我自己又究竟想邊個坐阿Kate個位呢？我用左成日返工時間去諗呢個問題，可惜都係
無答案。另一方面，畀人打左一身嘅阿油喺其他人問起果陣唔敢講真話，佢只係話返工途中喺條長樓
梯跌親。但係Evans唔信佢係自己跌親咁簡單，喺lunch果陣，佢叫阿油同我留喺度話要搞清楚件事
。到左lunch果陣，公司剩返我地三個喺度。Evans一臉認真咁問我地：「尋日James又被尿淋，今
日又到阿油你搞到口腫面腫返黎，究竟你地係咪發生左啲咩事呀？你地係咪有咩難言之忍，如果係唔
怕同我講喎，我會諗辦法幫你地。」我聽到之後喺度苦思有咩比較估理嘅籍口可以用黎解釋住先，而
喺我沉默諗緊期間，我身邊嘅阿油突然之間發難：「我知啦，一定係你搵人打我嘅，你而家唔洗喺度
扮好人啦。你想同我爭Miki呀嘛，你明知佢鍾意我所以你要搵人打死我呀嘛。你估我平時無睇到你
啲行為呀，你肯定成日想同Miki上床啦，我同你講Miki係我架，你打死我都無用。」我同Evans都唔
識畀反應好似突然失左常嘅阿油。Evans呆左一陣，望住阿油講：「其實你同我之間係咪有咩誤會，
我同Miki只係舊朋友黎……」 貌似失常嘅阿油繼續發癲，佢好似痴左線咁指住Evans黎鬧：「如果只
係普通朋友，Miki以前點會成日同你阿爸個秘書收風，問你幾時返黎呀？你估我咩都唔知呀，Miki
平時send
email同喺facebook向你阿爸個秘書收料啲嘢我全部都知道晒。如果唔係有你出現，我同Miki一早結
左婚啦。你而家打完我仲要喺度貓哭老鼠……仲有你唔慌唔係驚阿James會同你爭Daisy所以搵人淋佢
尿呀，你個人渣想享齊人之福，Daisy



Miki都想食晒，我一定會阻止你架。」我忍唔住打斷發緊癲嘅阿油：「收聲啦，你知唔知自己講緊
咩呀。你唔好成日將自己幻想啲嘢當係真啦痴線佬。」阿油聽到我咁話佢，即時喊左出黎：「我幫你
你仲話我，好呀，一陣你個Daisy畀呢條人渣食左果陣你唔好怨呀。我同你地講，Miki係我架，就算
你個人渣殺左我都無用，我死左都唔會畀你掂Miki呀。」雖然阿油一路喊一路歇斯底里咁向我地呼
喚，場面係有啲恐怖，不過我都忍唔住問佢：「如果你死左你點樣阻到Evans掂Miki呀？」阿油無理
會我嘅問題就沖左出門口，而喺我隔離嘅Evans亦都不知所措咁望向我，我搭一搭佢膊頭同佢講：「
唔洗放喺心，阿油呢啲毒男係比較易失控，你習慣左就唔會再care。」講完之後我就行開左，頭先阿
油話Miki喺Evans未黎到之前已經成日收風想知佢幾時返，唔通Miki一開始入黎呢間公司嘅目的已經
係關Evans事？



第三十七節

「做咩咁得閒約我出黎食早餐？你而家唔係應該煩緊點對付Valarie架咩，時間無多架啦喎？」喺我
屋企附近嘅一間茶餐廳入面，坐喺我對面嘅Miki問我。好似都有好一排我無同過Miki面對面咁傾計
。從尋日阿油發緊癲果陣驚爆左Miki喺Evans未入黎公司前已經一直預知佢會入黎，再加上佢一直搞
咁多嘢又唔係為左自己上位嘅奇怪行為。綜合以上兩件事，我決定喺今日博一鋪，我要揭穿佢嘅底牌
，從而再搵佢合作對付Valarie。面對住Miki嘅提問，我反問返佢：「乜你搞咁多嘢唔係想幫Evans喺
公司站穩陣腳架咩？而家升職又未必輪到佢，再加上如果畀Valarie上到位嘅話，佢一定唔會對Evans
呢個咁大威脅客氣嘅喎，定係連你都無晒計？」面對住我呢一輪問題，Miki聽到有啲愕然，不過佢
都係固作冷靜：「你唔係覺得我係衰女人黎架咩？點解你會諗到我咁無私咁對Evans，就當我係想嫁
入豪門啦，Evans做廢人又好上進又好佢身家都係豐厚架啦，我點解要勞心勞力幫佢做咁多嘢？你係
咪咁天真覺得我會好人到咁呀？」原本我都對自己嘅假設抱有懷疑，不過見佢咁落力去否認，我就知
我無估錯。我聽到佢一輪否認之後，忍唔住大笑起黎，估唔到看似奸狡嘅Miki，搞咁多嘢都只係為
左一個男人。我邊笑住邊同Miki講：「Miki你真係慘呀，搞咁多嘢出黎諗住可以令阿Evans哥早日由
廢太子成為皇帝，點知阿Evans哥根本完全無心工作。佢份人又單純，你喺背後為佢搞左咁多嘢佢都
唔領情。直至早排佢都仲係掛住你個friend
Laura，理都唔理你。你成日怕佢畀人hurt，偏偏佢又喺無形中hurt得你咁勁。仆你個街真係笑死我
啦，枉我一直仲當你係我天敵，但原來你搞咁多嘢都只係做左人地個佛祖兵。」我一路笑得誇張，一
路細心觀察住Miki嘅反應。佢由初初故作鎮定，到後尾忍唔住露出左啲哀傷神情。的確，佢一路以
黎搞呢個搞果個，可能都係因為知道Evans份人單純，以佢嘅赤子之心，一入到公司一係就畀人呃，
一係就畀人害。Miki對住呢班友先下手為強嘅行動本身會好成功，但就算佢搞左幾多嘢Evans都好似
唔知咁。我呢個所謂宿敵，其實都只不過係一個想博取白馬王子歡心嘅女人。

 

但一諗到佢同我鬥左咁耐其實只係為左第二個男人，我就怒火中燒。我覺得自己浪費左太多心機喺呢
個看似精明，但行為又十分戇居嘅女人身上。Miki對我嘅說話不置可否，佢無話我估啱定估錯，但
從佢呢一刻不經意流露出嘅表情，我好肯定佢而家盤算緊我究竟想點。我諗一般男人喺見到眼前呢個
深情嘅弱女子都會想保護佢，幫佢一把。但係我一諗到佢之前為左第二個男人，三番四次從中作梗破
壞我嘅計劃，我覺得我唔可以原諒佢，見到佢越係為左Evans黯淡，我就覺得越嬲，我繼續恥笑佢：
「喂你搞左咁多嘢都係溝唔到Evans，不如我抵諗啲幫你說服佢畀你執一劑呀。佢咁有善心，為慈善
同你上床佢應該都制架。再唔係我再抵諗啲，我拎個printer用張A4紙print佢個樣出黎，再拎佢制成
面具，我戴住個面具同你搞囉，我當日行一善啦。」Miki聽到呢度終於忍唔住出聲：「你叫得我出
黎如果剩係為左奚落我的話，咁我走先。但如果你係有其他嘢想講的話，我唔該你快啲提出。」「挑
你而家喺我面前扮到咁冷淡做咩姐，如果換住係Evans肯約你出黎同你單獨約會，你晨早去七仔幫佢
買定condom啦。不過我的確係有個提議，你都知我其實同你一樣，都唔係咁想爭上位……」「我知
呀，你個痴線佬搞咁多嘢都只不過係因為你人生太無聊，同你覺得全世界都欠左你呀嘛。」我聽完之
後不怒反笑：「拿Miki你就唔啱啦，你搞咁多嘢點知都係做人隻兵我都未笑你戇居啦，你而家就黎ju
dge我，咁樣做人唔太好喎。」Miki冷笑住答我：「由頭到尾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假設，我從來都無話
過係亦或唔係。」「唔好同我黎呢一套啦Miki，如果你想捧Evans上位的話我贊成同支持，不過你都
知而家Evans嘅最大對手係Valarie，而Valarie論資歷喺公司真係贏左Evans，而且其他高層都可能怕
畀人話偏私，寧願捧阿Valarie都費事捧阿Evans住…..」「你想我同你一齊對付Valarie？」「唔係呀
，我想你同我造愛呀。」

 



Miki習慣左我呢種九唔搭八嘅說話方法，所以佢都無動於中，我繼續講落去：「不過如果Miki姐你
肯同我一齊對付Valarie的話，我都無所謂嘅。」「我點知你最後會唔會食我夾棍，自己坐左阿Kate
個位？」「我地係講個信字架咋Miki，不過你都知我同Evans都算係朋友，我自己又唔鍾意上位，所
以你可以放心嘅。」Miki聽完我講之後諗左一陣，雖然佢至今都無親口承認佢搞咁多嘢係為左Evans
，不過佢亦都無否認過。佢隔左陣答我：「咁你想點對付Valarie呀？」之後我將Valarie同Taylor之
間發生嘅事講左畀Miki聽，亦都大約講左Valarie同佢前夫出黎食飯件事佢知。我決定等佢幫我手諗
下有咩方法可以對付到Miki。臨返公司果陣，Miki問我：「我仲想知道Judy點解突然會好似企左喺
你果邊，你同佢之間係咪發生過啲咩？」睇黎Miki都唔知阿油喺佢背後做左幾多嘢，個情況就好似
佢同Evans一樣，或者呢啲嘢真係報應黎。我念及呢個諷刺嘅情況，忍唔住笑出黎。Miki見我無端端
笑有啲不悅，我見到佢咁即刻話：「無呀我淫笑緊咋嘛，係呀Judy而家係畀我食住呀，因為我喺床
上征服左佢呀嘛，如果你唔信我下次預埋你一份囉。」Miki見我唔肯講真話，佢都無再追問落去。

 

喺返到公司之後，我見到Valarie竟然加入左同Daisy
Evans一齊食早餐，而且我見佢地談笑風生咁，心裡暗叫不妙，而同我前後腳返黎嘅Miki見狀亦都有
啲驚訝，不過同我唔同佢選擇左上前加入佢地嘅話題。Valarie見到我一臉錯愕咁，忍唔住露出左一
個勝利嘅笑容。而Daisy喺望向我嘅時候，佢神情有啲微慍，而喺一旁嘅Evans望住我就有啲尷尬咁
。隔左一陣Evans走埋黎話：「James呀，唔好意思呀，如果唔係今朝聽Valarie講我都唔知你之前喺
公司試過同其他女同事有啲不愉快經歷，而我又從來無關心你……」聽到佢咁講之後，我即刻好緊張
咁問佢：「Valarie講左啲咩黎？」Evans一臉尷尬咁答：「無…..佢同我地講你之前畀個叫Sophia嘅
女仔hurt得好勁，而且佢仲話聽Sophia講你至今都仲未忘情，仲會成日去借固想親近Sophia。」「
痴線啦，Sophia連屋都搬埋，電話都改埋，我仲點搵佢呀，個老女人想作嘢都搵第二樣呀。」Evans
聞言即刻安撫我話：「Valarie都唔係有惡意呀，佢話畀我地知，係想我地開解下你架姐。你都知我
同你一樣試過好鍾意一個女仔，鍾意到不能自拔架，我明你架喎。不過呢……鍾意還鍾意，你要體諒
人架嘛，Valarie話Sophia因為受唔住，而家要睇心理醫生架……我唔係話佢因為畀你搞到要睇心理
醫生……不過，佢話佢搬親去邊你都會搵到佢，而且講極都係要搵佢，佢好大壓力。不如咁啦，你都
好似我咁，嘗試下放低呢個女仔去搵過另一個呀。」估唔到Valarie竟然會搵Sophia黎老屈我，而最
絕係我根本就搵唔到Sophia出黎當面對質，因為我連佢電話都無。難怪Daisy頭先望住我果陣好似好
嬲，而我眼前嘅Evans又真係好關心我咁，令我覺得鬧佢又唔係，但解釋又唔知從何而起。我無力地
搭一搭佢膊頭，同佢講事實唔係咁之後，就行左返埋位度苦思有咩方法可以去洗刷呢個污名。

 

而喺呢個時候Daisy一臉怒容咁走埋黎，佢質問我：「點解你一直唔同我講你仲鍾意緊Sophia?」我
無力地答佢：「因為我根本已經唔鍾意佢，我唔知Valarie喺邊度聽到呢個傳聞返黎，不過根本就唔
係真。」Daisy繼續好嬲咁話：「我唔真仲應唔應該信你，我唔覺得Valarie會無端端屈你囉。不過點
都好啦，你鍾意邊個其實都唔關我事。」講完之後佢就轉身走左，剩低一面無奈嘅我。我之後whats
app問左阿油，Judy同阿輝佢地，問佢地知唔知Sophia辭左職之後嘅去向，但佢地個個都話唔知。
不過我都信佢地係講真話，因為Sophia喺呢間公司做果陣同呢班友都無零交流，估唔到喺未開始同
Miki夾擊Valarie之前，我已經中左佢一招。i得得



第三十八節

我同Miki決定喺週末度制訂左對付Valarie嘅全盤作戰計劃，雖然我同Miki都唔好明顯對對方抱有好
多保留，但係當Miki係企喺我果邊嘅時候，我的確對佢有種如魚得水，如虎添翼嘅感覺。雖然我同
佢遲早有一日要一決雌雄，但呢一刻我係真心當佢係我嘅戰友。

 

由於我同佢之間嘅事需要對其他人絕對保密，特別係對阿油。所以我同佢都有共識我地都係唔好可以
靠高科技去通訊，所以我同佢約左面對面去傾。而喺細心考慮之下，我同佢約左喺我嘅屋企度共商大
事。Miki知道阿油好有可能會跟蹤佢，所以我提議佢先下手為強，主動清除左阿油呢個障礙先。喺
我嘅提議之下，Miki主動話約阿油出街，而為左將佢洗到有咁遠得咁遠，我提議Miki索性約阿油喺
澳門等。而當阿油聽到Miki約佢去澳門，佢已經開心到失晒理智，連點解Miki要約佢去到澳門等，
而唔一齊出發都唔感到奇怪。喺我嘅提議之下，我建議Miki約阿油星期六喺澳門等，但到時就同佢
講臨時有事，要星期日先可以過去join佢，就叫阿油星期六喺澳門住一晚。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地就
可以確保到阿油喺成個週末都唔喺香港，令佢無可能跟蹤到Miki。亦因為我覺得對付任何人都唔可
以掉以輕心，我亦吩咐左Miki要小心阿油嘅老表阿虎。我覺得如果星期六突然之間Miki放阿油飛機
，佢好可能會派阿虎去搵Miki。

 

到左星期六，Miki喺make
sure左阿油上左船，亦都睇清楚無人跟蹤住之後，喺大約中午時份佢上左我屋企。好衰唔衰我果個
平時什少喺屋企出現，特別係星期六日多數去左男朋友屋企嘅細妹，唔知痴左邊條根喺星期六佢竟然
無出去。當Miki上到黎嘅時候，原本喺房度唔知搞緊咩嘅佢突然撲左出黎，喺三唔識七嘅情況下，
我阿妹毫無顧忌咁指住Miki問：「嘩呢個靚女係你女朋友呀阿哥？」Miki聽到即刻一面尷尬，而我
就即刻答：「唔係呀，佢係我喺啲New
Age活動度識返黎架，我同佢唔係男女朋友，不過喺上一世佢係個樵夫，而我就係畀佢劈果棵樹。」
我阿妹完全無視我嘅解釋，自己行左上前指住Miki個手袋講：「嘩姐姐你都好有錢喎，用Birkin袋咁
富貴。」Miki聽到呢個問題唔多識反應，而我就幫佢答：「係呀，佢仲援交架嘛，不過唔係援助交
際喎，佢係做援膠，靠援助啲有膠人黎賺錢架，係咪好盞鬼呢，佢而家咪係專程上黎授助我啦。」我
阿妹聽到我呢番胡言亂語之後，冷冷地拋低句：「你條粉腸有X錢畀人買Birkin袋咩。」就揚長而去
。我擰轉頭問Miki：「你個乜春Beacon袋好貴架咩？下次早啲出聲呀嘛，我帶你去羅湖買返十個八
個都唔怕啦。」而Miki亦都無視左我問題，自己行左去我間房度坐低左。

 

「嘩，你個電話用緊咩地圖架，你未黎過都知我係邊間房咁巴閉，乜你唔驚入錯房見到我老豆老母敦
倫緊架咩？」「段估你爸爸媽媽間房門口都唔會貼住張蝙蝠俠poster掛，估唔到你過幾年都三十歲
啦，仲鍾意埋蝙蝠俠咁幼稚。」「挑你呢啲妖婦識條春咩，我呢啲kidult就算活到幾多歲都仲有赤子
之心，都依然會崇拜蝙蝠俠呢啲正義嘅象徵。妳份人咁鬼奸險，我肯定妳細蚊仔果陣做話劇一定未做
過公主，次次都畀人叫左去做鴉烏婆啦。」「係呀喺你地啲男人心目中，Daisy呢啲先係白雪公主呀
嘛。」「咁喺你地啲女人心目中，咪一樣剩係當Evans呢類係白馬王子。」講完呢句說話之後，我對
佢都突然靜左一靜，我喺近排成日刻意去迫自己忘記Daisy嘅存在，我什至無再去理佢嘅近況係點，
但咁唔代表我唔對佢無感覺。而我眼前嘅Miki，喺聽到Evans呢個名之後，佢都顯露左一剎那嘅哀傷
。唔知點解，喺果一刻，我突然覺得我同佢其實都係同是天涯淪落人，所以我忍唔住唱左出聲：「同



是天涯淪落人，在這傷心者通道上同行，也許不必知道我是誰……」而我呢個突如其來嘅白痴舉動亦
令到Miki忍唔住笑左出聲。我突然好認真咁問佢：「其實你係咪好想同Evans一齊？」

 

Miki諗左一陣，佢答我：「可能同你講都唔信，到左呢一刻，就算我變左幾多都好，Evans都未試過
正眼咁望我。我同佢識左咁耐，不過你對我嘅了解都一定多過佢。」同平時唔同，Miki喺答我呢個
問題果陣好認真，我相信佢唔係講緊大話。由於氣氛突然變得凝重，我亦都唔識得點應對一臉愁容嘅
Miki，我故意用恥笑嘅聲線話：「所以我咪話你真係傻豬黎，本身都叫靚女一名呀，洗乜為左一條
仔搞咁多嘢呀。而家你快啲轉投去我身邊，你乖乖地服侍得本大爺舒舒服服的話，我一定會好好打賞
你，等你可以早日唔洗再喺啲風月之地度一片朱唇萬人嘗咁陰公豬啦。」Miki聽到我呢一串廢話之
後又再次笑左出聲，其實我發覺自己真係好唔鍾意見到Miki為左Evans而糾結，我覺得自己係因為嬲
Miki只係為一個男人而令到我之前所有嘢都諸事不順。但喺今次我又突然發現自己好似仲有其他異
樣嘅感覺…..

 

Miki坐喺我張床上面，一邊搞我床邊啲雜物一邊聽我分析Valarie。「喂我堆雜誌你真係唔好亂掂呀
，一陣掂到啲嘢痴立立你真係唔好問我係咩黎。」Miki無視我嘅說話，繼續搞我啲嘢，佢突然之間
反問我：「其實你唔覺得好危險架咩，畀我上埋你屋企，一陣我襯你行開搵到你啲咩秘密你就死硬，
我到時對付你一定唔會手軟架。」「咁你而家同我孤男寡女共處一室你又唔驚架咩？一陣我獸性大發
將你就地正法果陣，我都唔會手軟架，我係驚到時你腳軟咋。」Miki聽到之後只係冷笑左一聲。又
隔左一陣，我同Miki都無出聲喺度苦思緊有咩方法可以對付到Valarie，Miki突然問我：「其實你係
咪真係好似Valarie咁講，真係成日去騷擾呀Sophia姐？」Miki唔提起我都唔記得左呢件事，Valarie
喺星期五作左個故仔黎對付我，成功令到Evans同Daisy信以為真。本身散播虛假消息呢啲技倆明明
係我強項，但點知又畀Valarie早我一步用左呢招。我突然靈機一觸，決定又學佢咁用一啲半真半假
嘅嘢黎作故仔，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而我喺諗左一陣，決定用我果晚見到佢同佢個醫生前夫一齊食飯
嘅事，作到有咁大得咁大，而Miki聽到我呢條計之後，都應承肯配合我……

正當我同Miki因為終於諗到一條計而開心之際，我無意識地同佢越哄越埋，原本係我坐喺櫈而佢坐
喺我張床，但喺我越講越興奮果陣我亦唔覺意坐埋落張床度。同樣聽我講述計劃聽得入神嘅Miki亦
無介意我坐到咁埋，如果有旁人見到我地兩個呢一刻嘅舉動，好可能會誤會我同Miki有咩親密關係
。其實都唔洗如果，因為正當我同佢喺床上傾得興高彩烈嘅時候，我阿妹門都無敲門就衝左入黎。畀
我嚇左一嚇嘅我即時從Miki身旁彈開，指住我阿妹大駡：「喂你有無老豆老母教你架，連敲門呢啲
基本禮貌都無……」我阿妹只係答左句：「我老豆老母咪即係你老豆老母囉低B仔。」之後就坐左喺
我張櫈度，望住Miki問：「係呢姐姐，你同我阿哥都行埋左啦，大家都叫一家人。我想問你係咪喺H
ermes買嘢有折呀？如果係下次不如你帶埋我去呀……」我即時代Miki答：「我買棺材山地都有折呀
，要唔要去帶你買埋呀，快啲出返去唔好阻住我同佢做正經嘢啦。」我阿妹聽到之後非但無意欲出去
，佢仲指住我話：「阿哥好心你就唔好咁猴擒啦，日光日白都諗住同人搞嘢。係呢姐姐，你叫咩名呀
？」畀我阿妹搞到有啲不知所措嘅Miki苦笑道：「我叫Miki，不過我同你哥哥只係朋友黎架咋……」
我知我個妹突然走入黎坐埋喺度，係明顯地因為無所事事所以入黎搵人傾下計，如果我唔趕佢佢一定
唔會走。最後我拎左兩舊水畀佢叫佢落街食個tea，最好就睇埋場戲先返黎。我阿妹喺收到兩舊水之
後話：「其實我本身都就黎出街搵我男朋友，多謝你畀兩百蚊我坐車喎，放心啦我識做架啦，不過你
地搞還搞唔好搞到入我間房就得啦。」我答佢：「唔係呀，呢兩舊水其實係畀你乾洗用架，陣間你一
出門口我就叫隔離屋隻旺財喺你張床上面屙屎。」順帶一提，旺財唔係一隻狗，佢係我幫隔離屋個百
厭細蚊仔改嘅花名，我間唔中經過佢屋企門口都會對住個細蚊仔講：「旺財，hand



hand。」但隔離屋阿張師奶應該無教旺財英文，我次次叫親佢畀hand hand我佢都剩係識得怪叫。

 

阿妹走左之後，剩返我同Miki兩個喺度。本身Miki同我一樣無咩意識我同佢係坐得咁近咁易惹人誤
會，不過畀我阿妹講一講之後，我同佢開始有啲尷尬。不過竟然屋企無晒人，我就主動提出帶佢參觀
下我間屋。雖然我間屋細到一眼睇得晒，不過其實都係想同佢行出我間房，再係同佢哄到咁埋我怕我
自己會把持唔住。喺呢個時候，喺澳門度一直都等唔到Miki嘅阿油打電話黎搵Miki，而Miki可以眼
都唔眨下就三言兩語之間打發左阿油，要佢繼續痴痴的等佢。作為旁觀者我除左覺得心寒之外，仲有
啲佩服。而阿油喺畀Miki打發完之後，佢突然打電話畀我，喺為免令阿油生疑之下我唯有聽電話，
我一聽電話就聽到阿油講：「今次仆街啦，我懷疑Miki畀人脅持住呀，佢明明約左我黎澳門點知又
話遲啲先黎到，我頭先打畀佢果陣佢又好似欲言又止咁，你估會唔會係大明捉左Miki呀拿？唔係啦
，我都係叫阿虎去搵下Miki穩陣啲。」「咁請問你打黎同我講做乜呢？」「無呀我睇下你會唔會知
道Miki下落咋嘛。」「我知呀，佢而家唔著衫訓左喺我隔離呀，要唔要開個facetime畀你一路睇住
一路劣下賓周呀？」「仆街啦你，Miki邊有可能肯同你呢條柒頭共處一室呀，唔好發夢啦。」唉，
講真話畀佢聽佢又唔信，啲毒男真係自以為是。不過為免佢真係叫阿虎去搵Miki，我叫佢再打多次
畀Miki，詳細咁問下Miki點解暫時過唔到澳門住。而之後佢打畀Miki果陣，Miki講到非常誠懇，而
且佢講大話真係有一手，講左大約十分鐘之後佢終於講掂左阿油。喺收線果陣，我對佢忍唔住相視而
笑。一諗到阿油喺澳門度獨自陶醉同期待Miki嘅來臨，我就忍唔住笑左出黎。過左一陣，我同Miki
都覺得有啲肚餓，我就提議不如搵啲嘢食。為怕出到去食嘢果陣畀人撞到，我都打算叫外賣算數，但
Miki突然行去開左我個雪櫃望左兩眼之後，佢就話：「不如等我煮啲嘢食啦。」

 

「估唔到你呢啲死港女都入得下廚房架喎。」喺一邊睇住佢煮嘢食嘅我，望住眼前嘅Miki純熟地斬
爪切菜，我突然之間果啲呢條女其實都叫娶得過呀，Evans條友真係走寶呀。Miki答我：「我喺美國
讀書果陣咩都要焗住自己做架啦，好似你咁有阿爸阿媽照顧周到咩。再加上Laura又係完全唔識煮嘢
食，好多時都係我煮埋畀佢同Evans食……」「嘩有無咁大方呀你，幫情敵煮埋燭光晚餐，咁平時佢
地用晒condom你有無幫佢地買埋呀？」Miki提起Evans同Laura之後突然靜左，佢之後一直再無出
聲，佢只係默默地咁煮餐飯畀我食。而由於氣氛又開始變得凝重，我偷左阿爸嘅一支紅酒偷偷地開左
，諗住一陣食飯果陣有酒飲下可以緩和一下氣氛。Miki煮完出黎之後，一開始佢都唔多出聲咁喺度
食，到飲左兩杯酒，我又不斷賣口乖讚佢煮啲嘢食好味之後，佢終於肯講多兩句嘢。酒過三巡之後，
佢開始有啲醉意，不過佢應該仲係清醒，佢不經意地喺酒後吐真言，佢同我講：「其實我入呢間公司
係因為知道Evans遲早都會入黎做，我知佢份人天真，咪一心諗住入黎幫佢鋪好條路，同幫佢對付啲
小人囉，我都無諗過件事會變到更複雜。我更加估唔到係就算我變到幾靚，吸引到幾多男人都好，但
我始終引唔到Evans去注意我…..」面對住佢呢啲真心話，我無安慰佢，亦都無挖苦佢，我只係靜靜咁
聽佢講佢之前對Evans點好，而Evans又係完全發現唔到。喺一路講又一路飲酒之下，好快佢開始真
係醉，我見佢有啲睡意之後，我就帶佢入我間房度……不過我無打算乘人之危，我將佢安置喺我張床
之後，我就出左廳訓。喺梳化度我一直喺度諗，如果無左Evans同Daisy，我同Miki之間又有無可能
呢？不過喺眼光光望住天花板苦思左一晚之後，我都係無答案。

一覺醒來，望下窗口原來已經天光。我行返入房度，見Miki仲係熟睡緊，心入面仲猶豫左一陣應唔
應該叫醒佢。呢個時候我望一望自己個電話，發覺有幾十個miss
call，而呢啲電話全部都係黎自阿油嘅，我立刻心知不妙。我再望一望個whatsapp，我見到幾十個
黎自阿油嘅message，入面嘅內容全部都係叫話有急事叫我救佢。睇返啲message同miss



call嘅時間，佢對上一次試圖聯絡我已經係兩個鐘之前。我心諗如果佢要有咩事，呢兩個鐘入面佢死
左都唔定啦，既然都急唔黎，我就決定慢慢叫醒Miki去食個早餐之後，先再搵阿油探個究竟。當我
入準備入廁所刷牙洗面之後先叫醒Miki之後，突然我屋企個門鐘響起，我即刻行出去透過防盜眼望
一望究竟係邊個契弟一早搵上門。當我見到個契弟係阿油個老表阿虎之時，我當堂大吃一驚，佢唔係
咁犀利搵Miki搵到上我屋企呀。由於佢不斷咁撳門鐘，Miki都畀啲門鐘聲嘈醒左，睡眼惺忪嘅佢衣
衫不整咁行出黎，我諗佢自己都無意識到呢一刻嘅佢啲衫鈕又扣剩幾粒，條裙腳又攝左一半入去咁。
不過由於門屋面係阿虎，我都無心情去睇下走晒光嘅Miki，我用手勢即刻示意叫Miki匿返入房，之
後入廚房拎起把菜刀，諗住開門之後阿虎想做咩我都仲有把刀頂一頂。當一切準備就緒之時我開左度
木門，隔住鐵閘講：「先生呢度無小姐呀，你去搵一樓一要過幾條街先有喎。」阿虎聞言之後一腳踢
落我度鐵閘度，我都畀佢嚇左一嚇，我即時舉起把刀話：「唔好以為你惡我就會驚你呀，我有武器架
。」阿虎見到我拎住把菜刀即刻呆左一呆，佢之後用啲有十隻字有九隻字我聽唔明嘅廣東話講：「不
是啦，是我的表弟在澳門給人捉了呀，要錢去救他呀，你也知道我沒什麼錢，他叫我找你幫幫他……
」我聽到佢唔係上黎搵Miki之後，即刻鬆左一口氣，我之後同阿虎講：「佢要錢咋嘛，唔洗怕喎，
即係一日未有錢到手，捉你表弟啲人都唔會殺左佢啦。你唔洗發晒矛咁喎，呢度有一百蚊，你坐的士
返去等消息啦，我會幫佢諗方法架啦。」阿虎隔左鐵閘一手扯左果二十蚊走之後，其實已經無聽我講
落去，佢轉身就走左。

 

喺阿虎走左之後，Miki喺我間房行返出黎，佢出黎果陣已經整理好自己儀容。佢之後拎左部電話出
黎，話原來佢尋晚部電話無電熄左，佢頭先換左電開返部電話之後，發覺全部都係阿油send
message畀佢。我同佢將阿油所有message睇左一次，大約重組左個案情。阿油尋晚喺澳門無所事
事，所以就自己走左去觀光，佢每去到一個地方都影一幅相，再加段深情說話send畀Miki。就以大
三巴為例，佢喺大三巴幅相度加左句：「我對你的愛就和大三巴一樣，就算歷盡苦難之後，仍會屹立
不倒。」我見到呢句忍唔住大笑左出黎，我同Miki講：「咩愛會屹立不倒呀，九唔搶八，佢平時諗
起你果陣條賓周就真係屹立不們倒啦。」Miki唔理我繼續睇落去，去到佢觀完光之後，佢發覺Miki
都係唔覆佢果陣，佢就開始借酒消愁，當佢入左五支Jolly
Sandy之後，係我無寫錯，佢真係飲左五支Jolly
Sandy，我諗佢係因為唔飲得又要學人飲所以剩係係咁飲Jolly
Sandy打算博Miki可憐啦，但當時Miki電話都熄埋又點會理到佢。Anyway佢喺飲左五支jolly
Sandy之後，佢竟然真係飲到醉醉地，佢開始將Miki唔理佢歸咎於Evans，佢覺得Miki係睇唔起佢唔
夠Evans有錢，有幾分醉意嘅佢一怒之下就決定左去賭場博一鋪。當然之後嘅劇情一啲都唔出人意表
，唔識賭又學人賭嘅佢，輸到差唔多要當底褲都係意料中事。可能因為受到酒精，雖然果度都係得少
少嘅酒精影響，阿油又竟然當場問啲貴利度水，咁無錢還人地就緊係唔畀佢走架啦。就係咁，佢之後
就搵我求救啦。

 

睇到呢一度，我除左笑之外唔識畀反應，而我身邊嘅Miki有小小擔心，佢問我要唔要即刻拎錢過去
救佢。我同Miki講；「唔洗擔心喎，都係果句啦，班友一日未收到錢一日都唔會殺左佢架，就算畀
人斬幾刀都唔怕啦，最緊要留返隻手畀佢用黎打飛機咪得囉。」其實突然之間叫我拎一大筆錢出黎我
都無計，仲要今日係星期日銀行唔開門。因為呢個原因我決定都係食個早餐，嘆杯茶先再想辦法。而
Miki見我懶懶閒咁，佢就坐埋左一邊諗辦法去救阿油。我頭先喺阿油send畀我啲message入面，見
到佢大約好似要我拎十萬八萬去贖佢返黎，我相信阿油事後都一定會即刻還到錢畀我，我仲可以座地
起價收佢幾多息都得，不過我又唔想為左阿油呢條傻仔去搞到我星期日都要周圍撲錢，而且我覺得佢
都抵畀人折磨下先。無耐Miki同我講：「我決定話呢件事畀Evans聽，問佢借錢去救阿油……」我聽
到Miki竟然會提議到去搵Evans，就知佢應該都真係認真想去救阿油，可能佢係覺得搞到阿油咁佢自



己都要負責任。不過佢竟然唔理之後Evans會點諗佢同阿油，而去選擇負呢個責任嘅時候，呢一刻我
有啲欣賞Miki嘅承擔。不過欣賞還欣賞，我都係唔會去幫阿油去籌旗嘅。我諗左一陣之後做出左一
個決定，我行開拎起個電話打返畀阿油，阿油一聽電話之後即刻大叫救命，但好快我就聽到佢畀人搶
左部電話，而且佢仲慘叫左佢幾聲，佢應該畀人打左幾下。之後係一個粗聲粗氣嘅男人聽，佢只係喂
左一聲我就搶住同佢講：「拿呢位兄台，老老實實啦，我就真係無錢嘅，不過你手上呢條契弟其實都
有錢架，不過佢而家身在澳門就梗係拎唔到錢畀你啦，而且今日係星期日銀行又無開門喎，不如我斗
膽畀個建議你啦，你就留佢喺度玩多一日啦。你陣間畀個戶口number我，我過住幾百蚊做佢今日喺
你度嘅食宿費，不過果幾百蚊你唔洗用晒畀佢食架喎，求其買兩盒燒味飯畀佢ok架啦，有剩果啲你
同班手足去happy下啦，到左聽日星期一，你咪挾佢過黎香港去銀行要佢畀錢囉。」

 

拎住電話個大漢應該估唔到我會有此一著，佢呆左一陣之後問我：「你真係唔打算贖返佢？」我聽到
之後裝作無奈咁答：「又唔係話唔想贖返佢嘅，不過我真係無錢呀嘛，一係你如果肯收住兩千都放人
嘅話我就即刻過數畀你。但你叫我一時三刻拎十皮八皮畀你我又真係無能為力喎，我又無理由要你地
做蝕本生意架，所以先諗左個方法大家兩全其美。諗下諗下都我係唔好過啲伙食費畀你地啦，你地聽
日直接記埋落佢筆帳上面咪得囉，到時你地想claim幾多都得啦，就咁話啦兄台。」大漢聽到我呢番
話又呆左一呆，佢之後應該係行左去同阿油講：「喂呢條友係咪真係你朋友黎架，睇佢個款佢根本唔
理你死活架喎。」而之後我隔住個電話都聽到阿油嘅喊聲，無幾耐之後個大漢應該放低個電話喺一邊
但又無收線，我聽到佢開始安慰喊到收唔到聲嘅阿油，話見佢無人理咁可憐，話陣間請佢食餐好，等
到聽日先再同佢過黎香港拎錢。聽到呢度我知阿油無生命危險之後就收左線，喺一邊嘅Miki好焦急
咁望住我，我三番四次向佢保證阿油會自己解決到個問題之後，佢先好似放下左心頭大石。

喺處理左阿油件事之後，我同Miki都覺得係時候準備一下黎緊同Valarie之間嘅大戰。Miki佢打算約
Daisy同Evans出黎食tea，佢打算話畀佢地聽Valarie係衰人，佢為左升職會不擇手段咁對付我，由M
iki出面同佢地講應該會有好說服力。而我就打算去搵下Valarie究竟仲有咩唔見得光嘅嘢可以畀我利
用，雖然我都預左佢應該唔會好似Judy咁無腦，咁易畀人斷正。但以佢行事咁狠辣，我相信佢無理
由無利用過份工去攞著數。再加上我手上仲Judy呢張牌，我打算襯Miki去搵Evans同Daisy果陣我就
去搵Judy黎解下悶，順手睇下佢有咩幫到手。喺Miki出左去搵Evans同Daisy之後，我就打左畀Judy
。Judy一聽到我個電話之後應該好驚，佢隔左個電話細細聲咁問：「你又想點呀？」聽到佢咁嘅反
應，我即時隔左個電話大喝：「八婆，而家係咪好怕聽到我把聲呀。枉我仲處處為你著想，諗住幫你
剷除Valarie呢個大敵，點知你一黎就問我想點？做咩呀，而家無事我唔可以搵你咩？」佢聽完之後
即刻問：「你係咪想對付Valarie？」「你知道仲唔快啲死上黎，睇下有咩幫到我手？仲有呀，我肚
餓呀，順手買啲嘢上黎畀我食啦。」佢聽完之後靜左一陣，之後答：「嗯，咁你等我一陣啦。」講完
之後佢就拿拿臨收左線，相信Judy作為Valarie曾經嘅好友，佢點都會提供到少少料畀我掛。

 

隔左大約個幾鐘，Judy終於上到黎。可能佢怕畀人見到上黎我屋企，佢除左包到實一實之外，仲又
戴帽又戴黑超咁。我一見到佢即刻指住佢話：「你著到咁做咩呀？當自己係大明星呀？一陣啲人見到
你仲以啲七十年代歌手出巡呀。」佢無出聲反擊我，佢默默放低左手上拎住個膠袋，入面好似有啲食
物。見到佢咁順攤買左嘢食上黎畀我，我覺得啲嘢食應該有古怪，唔知佢係咪暗中想報仇喺入面加左
料。有見及此，我同Judy講：「好啦唔笑你啦，見你買左嘢食上黎畀我咁乖，我都唔想你剩係望住
我食，好啦我拎個碗出黎，你同我一齊食啦。」Judy聽到之後即刻耍手擰頭，定又故作鎮定咁話：
「唔洗啦，我頭先食飽左啦，你食啦，我等下你都無所謂。」見到佢咁嘅反應我就知我無估錯，我哦



左一聲，行左入廚房度拎左個碗出黎，之後將啲食物倒晒落個碗度。當Judy以為我中計打算開始食
嘅時候，我將個碗遞埋去，之後向佢大喝：「我叫你食你就食啦，你而家即係敬酒唔飲飲罰酒，係要
同我作對啦。」Judy見到我咁嘅反應開始驚起上黎，佢把聲震晒咁講：「唔係呀……我真係飽架啦，
你都知我食得唔多嘢架啦……」「你係咪唔識聽廣東話呀，我叫你食左碗嘢呀，快啲食啦。」Judy被
我咁樣迫法，無奈地拎起左隻匙，喺天人交戰左一陣之後，佢最後都係無食得啲嘢。佢淚眼汪汪咁望
住我話：「好啦，你贏左啦，碗嘢我係叫廚房佬同侍應特別加左料落去……」我聽佢咁講之後好滿意
地笑左出聲，我指住佢話：「所以話你呀，幾十歲人都唔化架，係我面前出埋呢啲術？而家就教識你
一個成語呀，班門弄斧呀。」

 

喺事敗左仲要畀我笑，偷雞唔成仲要蝕渣米嘅Judy即時發爛，佢反過黎指住我黎鬧：「我受夠啦，
你仲想玩我玩到幾時呀？你一直唔話畀我知你點先肯收手，你係咪想迫死我先安樂呀仆街？你再係咁
玩我，我大不了同你一拍兩散囉。」「所以話你呀，上次見色誘我都無功而回，今次就諗住用玉石俱
焚黎威脅我。乜你唔識用下你個死人腦去諗下點製造雙贏局面架咩？我都叫得你上黎幫我手對付Val
arie啦，你應該諗下有咩可以offer畀我，等自己有啲籌碼喺手可以同我bargain下呀嘛。你覺得發我
爛渣有用咩，你覺得我會畀你大到咩？都幾十歲人，你食鹽多過我食米啦，仲要我呢啲後生仔調轉頭
去教你點做人處世，你慚唔慚愧架。」Judy聽到我咁講之後，即刻收起佢本身發緊爛渣嘅猙獰面孔
，坐左埋一邊去諗下有咩可以offer畀我。其實我覺得Judy之後食公司夾棍果陣，Valarie好大可能係
同謀，不過就算係Judy都唔會話畀我知，因為如果我利用呢樣嘢去對付Valarie咪即係篤爆埋佢。喺
諗左一陣之後，Judy同我講：「有樣嘢我唔知幫唔幫到你手啦，不過佢而家果個鬼佬未婚夫有啲奇
怪嘢。我一直都唔知佢正職係做咩，不過佢好似成日都會做啲買賣咁，但佢又唔肯講佢啲買賣究竟係
做咩……」「咁你有無聽過Valarie有兩個黑人大漢朋友，仲要好熟？」「呢樣嘢我就唔知啦，不過V
alarie件鬼佬身邊有好多古怪朋友，就係因為佢身邊啲人都唔三唔四，我先覺得佢有古惑……」聽完V
alarie咁講之後我心底一寒，一陣佢條洋腸原來係國際罪犯，咁我咪仆街？不過有危就有機，睇黎呢
樣嘢我可以拎黎大造文章。

 

喺呢個時候，尋晚唔知去左邊嘅阿妹突然返返黎屋企。佢一開門見到Judy之後即刻大吃一驚，佢指
住Judy話：「嘩阿哥我估唔到你都有返兩手架喎，咁快又有第二個……」我聽到佢咁講之後即刻否認
：「你都痴孖根架，你覺得你大佬我似鍾意掏古井咩？呢個婆婆係我喺老人中心做義工果陣識返黎架
。」我阿妹又係好似平時咁完全無視左我講嘅嘢，佢將Judy從頭到腳打量左一番之後，就望住我講
：「估唔到阿哥你都幾識食架喎。」我指住枱面上Judy拎黎果碗嘢同我個妹講：「既然你都覺得我
係識食之人，我又真係有好嘢益你，枱面碗嘢好嘢黎架，一場兄妹我請你食啦。」做左咁多年兄妹，
我阿妹知道我唔會咁好死突然請佢食嘢，所以佢都係無視左我呢個offer，我身邊嘅Judy一臉無奈，
不過佢都係無出聲。喺臨行返入自己房之前，我阿妹畀左個公文袋我，佢話：「頭先我開信箱果陣見
到呢袋嘢，上面寫住你個名架」「其實我有讀書識字，我都知個紙袋上面寫住啲字係我個名黎。」我
阿妹聞言之後只係應左句粗口就走左去。當我打開個公文袋嘅時候，我見到入面係一張A4紙，而張
紙上面係啲用電腦打出黎嘅字，大意係叫我小心啲，下次唔係淋尿咁簡單。我見到之後心頭一震，不
過我唔想畀身邊嘅Judy知道發生左件咁嘅事。我唔知呢封係Valarie畀我嘅警告信，定係大明畀我嘅
犯罪預告，又抑或係仲有其他人想對付我。不過我呢個時候突然擔心Daisy可能會有危險，我本身想
即刻打畀Daisy睇下佢有無事，不過又諗起呢一刻佢應該同緊Evans同Miki一齊，如果有事佢地會通
知我架啦，更何況我打畀Daisy都唔知應該同佢點講好，就係咁，我喺打發左Judy走之後，一直喺度
諗究竟係咩人想對我不利，我又要點提防。



第三十九節

由於逢星期一Sam姐都會上黎公司開例會，為左進行剷除Valarie大計，我喺天未光就買定早餐去Sa
m姐屋企度同佢食早餐，打算順便落下藥。點知我去到佢屋企門口時，撳極佢門鐘都無人應，打佢電
話又無人聽。我一見到咁就覺得奇怪，佢女朋友又喺外地，佢啲生活又咁有規律，佢無理由會出左去
玩到成晚唔返屋企架。不過既然佢都唔喺度，我手上又有兩個早餐，我突然諗起都好耐無同過Daisy
食早餐，所以我同佢講我買埋早餐畀佢同喺公司等。

 

由於我咁早出門口，所以我返到公司果陣得我一個喺度。望住空無一人嘅公司，我突然之間覺得有啲
感觸。諗起身邊嘅同事因為受到我呢啲良師益友嘅影響之下，好似Judy呀阿輝呢啲都改邪歸正晒，
我心入面一有絲滿足感，黎緊我就要教化Valarie，希望我可以令佢做返個聽我話嘅好人啦。隔左一
陣，Daisy終於返到黎，我都好一排無同過佢獨處。之前我同佢發生左咁多誤會之後，我都無同佢好
好咁傾過計，由於我都係突然約佢食早餐，呢個係一個我自己都無乜考慮過嘅衝動決定，所以我其實
都無諗過應該要點去面對佢。同樣地，由於一排無同對方講過嘢，Daisy見到我果陣都好唔知講咩好
，正當我打算求其講啲嘢打開話題之後，Daisy突然開口話：「Miki尋日同我解釋左，Valarie係為左
升職先中傷你仲煩住Sophia，但點解你唔同我解釋呢？」我聽完佢咁問之後一剎那無語，我決定答
佢一個真心答案：「我以為經過左咁多嘢之後，我同你之間會有信任，呢啲嘢唔洗解釋你都會知道…
…」Daisy聽到我咁答即刻急怒攻心，佢用我從來都無聽過咁惡嘅語氣話：「你唔好講笑啦，我喺你
心目中算係咩姐，我連Evans個朋友Jasmine都不如啦。仲有，Miki尋日主動搵我地去幫你辯護，佢
為你主動做咁多嘢，睇黎佢同你交情都非淺啦。你叫我點樣信你呀，我知呀，你覺得我係果啲傻女人
，好易呃呀嘛。我而家同你講我唔係囉，我有眼睇得出你同身邊啲女人係點架。」講完之後，佢就拎
起左個早餐行左去垃圾桶倒晒佢，之後再轉身同我講：「個早餐已經涷晒，睇黎本身都唔係買畀我架
啦，係你咁啱請唔到人食先搵我黎攝時間咋嘛。我而家同你講，我唔係畀你攝時間嘅玩物呀，你唔係
真心買畀我嘅嘢我唔希罕呀。」睇住發咁大脾氣嘅Daisy，我唔識點反應，我只可以細細聲咁話：「
唔係呀，冷氣開得大吹涷左個早餐姐……」而盛怒之下嘅Daisy喺掉左個早餐之後都好似未發洩完，
佢行過黎好大力咁打左我一下，而喺佢打我果陣我見到佢眼泛淚光，但為左黎緊嘅事我又唔可以講啲
咩。信我，佢打我果下，我個心比我個身更加痛。

 

Daisy發完脾氣之後就返返埋個位度無出聲，我想行埋去道歉，但所有事又唔知從何講起。過左無耐
其他人就陸續返到，除左阿油同Valarie，前者我就知佢仲喺澳門未咁快返到呀，但後者就有啲奇怪
，佢通常都唔會遲到，更何況今日係Sam姐上黎開會嘅日子。喺返工時間一個鐘之後，Valarie先返
到，不過見佢好似打扮得唔係太整齊，再加上佢個黑眼圈，佢尋晚好似無返屋企咁。而Sam姐同樣
姍姍來遲，佢比平時遲左個幾鐘先上黎，雖然佢唔似Valarie咁衣衫不整，但係佢同樣都有個好深嘅
黑眼圈。由於我知道Sam姐尋晚無返屋企，所以我即刻起左疑心。Sam姐一上到黎就叫左我單獨入
房，我呢個時候心裡暗叫不妙。喺入到房果陣，平時對我都算係和顏悅色嘅Sam姐突然好認真咁同
我講：「阿Kate果度你唔洗再同我費心去查下邊個做架啦。」我聽到之後暗吃一驚，問佢：「你知
道係邊個出手？」「唔係，不過既然都過左去，無謂追究啦。仲有呀，聽聞你仲成日死煩住之前走左
果個Sophia，既然人地都唔鍾意你，你唔好再浪費時間喺佢身上架啦。仲有，Kate就走人，你幫我
安排同佢食餐farewell飯啦。」Sam姐一輪咀講呢堆嘢果陣神色好似有啲唔舒服，我即刻問佢：「睇
你個樣好似好唔精神喎，尋晚好夜訓呀？」佢聽到我咁問果陣，佢眼神話畀我知佢有啲心虛，佢略帶
緊張咁話：「哦……尋晚夜訓而家有啲頭痛姐，我食啲止痛藥painkiller無事架啦。」「咁…..你已經
搵左人頂阿Kate架啦？」佢畀我咁問一問，神色又有啲慌張，佢只係敷衍我話考慮緊就耍走左我。



 

到開會果陣，大家都好緊張Sam姐會唔會公佈阿Kate嘅繼任人，不過佢始終未有透露個半句。喺頭
先Sam姐同我講果番說話度，我覺得有啲奇怪，雖然我唔出奇Valarie應該有喺Sam姐面前插我兩刀
，但平時Sam姐都唔係啲咁易聽人是非嘅人，佢頭先竟然捉左我入房講，呢樣真係一反常態。而喺
會上，同樣係一臉倦容嘅Valarie成程都無出過聲，佢只係望住Sam姐，而我亦見到Sam姐好明顯係
逃避緊Valarie嘅目光。由於佢地兩個嘅舉動實在太有可疑，我呢一刻心裡不禁懷疑佢地尋晚係咪發
生過啲咩。不過我唔想因為呢個因素打斷左我對付Valarie嘅大計，

 

喺會上Sam姐講晒啲例行公事之後，我突然舉手話：「Sam姐，對於上個星期你問我地嘅問題，我
而家想延續落去。」由於我覺得Sam姐會拒絕我呢個要求，我無等佢畀反應之後就繼續講落去。「
喺經過在深思熟慮之後，我得出左一個結果，我覺得呢個位一定唔可以畀Valarie坐。」Valarie估唔
到我會突然向佢正面開炮，佢都相當錯愕我會有此一著。Sam姐即時阻止我話：「拿唔好因為呢件
事攻擊同事呀。」我答佢：「你地誤會左啦，我咁樣做係為Valarie著想咋。喺上個星期，我撞到Val
arie同佢嘅前夫食飯。呀，我緊係以為佢地係咪有景轟啦。但隔左一陣我就覺得自己係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我忘記左Valarie嘅前夫係一位專治不肓嘅產科醫生。經過我嘅細心推理之後，我得出左
一個結果，就黎又結婚……」我講個又字果陣專登加強左語氣，Judy聽到之後忍唔住笑左出黎，我繼
續話：「又黎第二次結婚嘅Valarie姐應該係想努力造人呀，大家都知Valarie已經一把年紀架啦，佢
有左之後就係高齡產婦黎架啦。如果要佢幾十歲人陀住個仔果陣都仲要睇住間公司，有咩事你叫我地
一班同事點去負責呀。」眾人聽到我咁講之後都跟住點頭表示認同，Valarie好似想開口解釋，但睇
黎佢都唔識點反應。講完之後我就話：「由於我地大家都好敬愛Valarie姐姐，佢對我地黎講，就好
似家有一老，如有一寶……」Sam姐喺呢個時候打斷我話：「得啦我明你意思啦，我會考慮下。我有
啲唔舒服要走先啦，今日無咩緊要事都唔好搵我。」佢講最後果句果陣專登望一望Valarie，Valarie
又好似欲言又止咁。但點都好，由於Valarie已經喪失左頭先喺大家面前作即時解釋嘅機會，佢之後
講咩都只會似係大話同掩飾。



第四十節

喺尋晚放工，我預左阿Kate出去食飯。喺未知Sam姐呢一刻究竟搞緊咩之前，我認為阿Kate會比Sa
m姐有利用價值。由於我本身同Kate姐真係話熟唔熟，我又喺咁短時間之內約佢去食飯，我本身以
為佢多數會拒絕我，不過或者係人皆好奇啦，所以阿Kate都係有應到約。為免畀其他同事撞到，我
地專登去左啲非旺區地方食飯，但又因為我而家係同Miki有合作關係，我又有一樣安排需要用到佢
，所以我都有話左畀佢知今晚嘅我會同Kate黎過晚飯之約。當同阿Kate坐低左之後，佢比我更加心
急，喺求其點左啲嘢食(真係好求其，佢望左個menu都唔夠三十秒就求其點左幾樣嘢)之後，佢就單
刀直入咁問我：「你搵我究竟係咩事？我都就黎唔係呢間公司嘅人，我諗我幫唔到你啲咩架喎。」佢
嘅快人快語省卻左我好多麻煩，我本身仲擔心同佢要傾啲咩黎做開場白，因為我對佢真係無乜認識，
再加上我又驚講錯嘢得罪佢。既然佢咁直接問到，我即時答佢：「我知道你點解要辭職，而且我亦知
道左係邊個喺背後想整走你。」佢聽完之後大吃一驚，不過佢都盡量扮到平淡咁話：「我唔知你喺邊
度聽左咩流言啦，不過今次我走單純係自己決定……」由於我知道如果我唔盡快講啲嘢黎停止佢嘅　
bullshit，佢將會遊花園遊好耐，我用好肯定嘅語氣同佢講：「係Valarie向某人嘅太太報你串架，呢
件事係Sam姐叫我幫佢查，而且我都有方法去證明。」我當然唔會神奇地變到啲證據出黎啦，所以
我嘅所謂證據其實都係將啲半真半假嘅嘢混為一談，再加埋其他人嘅證言配合，但其實到最後，我都
係買一鋪大細，不過我相信自己贏面應該都係大，因為我覺得真兇又真係我估果個。我同阿Kate講
：「你唔信可以叫阿油喺佢部電腦度搵返啲蛛絲馬跡你睇，而且阿輝呀Miki呀Judy呀佢地都有聽到V
alarie曾經周圍打探你果位高層個太太嘅嘢。」由於我相信呢啲醜事阿Kate都應該會係寧被人知莫比
人見，佢唔會走去周圍同人求證，更況且我相信我口中嘅人都會配合我。所以我亦都叫左Miki同定
阿油講，叫佢諗方法偽造啲證據出黎，等到時阿Kate真係要求證我地都可以有嘢畀佢睇呀嘛。

 

喺沉默左一陣之後，阿Kate問：「我點知你地係咪夾埋想整走Valarie…..」我聽到之後即刻從容不迫
咁答：「乜你覺得以我喺公司嘅人緣，同Valarie相比，啲人會選擇幫我唔幫佢咩？就當Judy同佢而
家係勁敵啦，但Judy咪一樣咁憎我，我同Valarie一樣都係佢嘅對手黎架咋。」佢聽完又沉默左一陣
，佢之後再問：「你初初點解會懷疑係Valarie做？」呢個問題係好關鍵，對我黎講亦都係好危險，
因為我將會又買多鋪大細。仲記唔記得果晚飲嘢之際，阿Kate喺接到個電話之後就早走，雖然我唔
知個電話係邊個打黎，不過以我推論就應該係果位已婚男高層啦。所以我諗左一個應該係最make
sense嘅故仔出黎，我答佢：「喺你出完trip返黎果晚，我地去左飲嘢果陣，你收到個電話之後走左
無耐，Valarie都跟住走左，佢果晚應該就係喺跟蹤你果陣搵到證據。」阿Kate一路聽一路露出恍然
大悟嘅神情，睇黎佢都算buy我呢套講法。我繼續講：「我知道你就走，決定邊個做繼任人亦都唔係
由你話事。我專登約你出黎講亦都唔係出於好人想你死得眼閉。我好老實話你知，我講畀你知係想跟
你把口傳畀果位男高層，至於你講唔講，唔係我可以控制。」我一路講一路留意阿kate嘅神情，我
睇得出佢好明顯有啲忐忑同不知所措。跟住餐飯好快就食完，因為大家都知道已經完成左呢餐飯嘅重
大任務，喺臨走果陣，阿Kate同我講：「其實我一直懷疑係你做，因為當年將呢件事唱開走果個係
你。不過經我觀察之後，我覺得你無必要對付我，你頭先講嘅嘢我會慢慢考慮下，點都好，多謝你。
」原來呢個女人都慒唔晒。

 

喺今日返工之前，有一個人一早返左公司等我。呢個人就係去左澳門一轉，差啲返唔到黎嘅阿油。佢
一見到我就指住我話：「你個人渣呀，你唔驚我畀人斬死架咩？」我強忍笑意，扮晒無辜咁話：「當
時Miki打黎同我商量點樣救你，但我同佢得幾皮嘢喺身，果日銀行又無開。我地諗過求助於Evans架
，不過你知啦，Evans知即係公司知。更何況如果Evans真係肯出手幫你，到時Miki一定會當正佢係



英雄架。所以我先忍痛要你喺果邊留多日，果班人有無要你錢債肉嘗呀？」聽到我講最後四個字果陣
，阿油突然淫笑左一下，佢用把猥瑣語氣話：「佢地知我星期一過到黎就有錢畀佢地之後，果個炳哥
又見你條仆街咁對我佢唔只帶我去食豬扒包，佢仲帶我食葡國雞呀。」講葡國雞三個字果陣，佢同我
打眼色，好似驚我唔明當中含意咁。我即時話：「哦，你死啦，走去學人叫雞，信唔信我報你串畀M
iki呀？」佢聽到Miki個名之後，一臉春風得意咁同我講：「尋日Miki知我返黎之後，專登黎左探我
呀，你都唔知佢幾緊張呀。喺by the
way，Valarie單嘢我會幫手諗計架啦，多謝你幫我睇住Miki喎，估唔到你條仆街雖然又口賤又衰格
，但有喺事上黎都幾有義氣，第日我同Miki生左仔之後最多畀你做契爺啦。」我一路要忍住笑聽佢
喺度自吹自擂真係好辛苦，如果唔係有求於佢，相信Miki對阿油哥嘅關心都只係知道佢嘅死活就夠
。仲話咩第日生仔喎，如果佢真係同度Miki生仔，我做個BB嘅契弟都無所謂啦。喺臨講完之前，阿
油仲有個驚喜畀我，佢竟然拎左啲澳門手信黎畀我。嘩畀貴利挾返香港都仲有閒情去買手信，阿油哥
都算係高手，睇黎我放心將佢畀啲紋身大漢看管左一日，仲可能令佢識到啲新朋友，我都算係日行一
善呀。



第四十一節

今日未返到公司已經聽到Judy打電話黎求救，佢打黎劈頭第一句就喊晒口咁話：「我唔玩啦，我咩
都唔要啦，我就黎痴線啦。」由於大家都知Judy其實都算係一個比較冷靜嘅人，可以令到佢喊晒口
咁，一定係發生左啲咩事嚇到佢咁，我即時好緊張咁問佢：「喂你冷靜啲先啦，都幾十歲人，有咩風
浪未見過姐，你慢慢話畀我知咩事啦。」「我頭先打算返工出門口果陣，見到門口有個紙箱上面寫明
係畀我，咁我以為係我啲追求姐送黎……點知打開入面，係一隻死左嘅田雞，上面仲有個公仔嘅頭喺
度……果隻公仔同我上次整爛隻公仔一模一樣，仲唔只……」由於佢一路講就一路喊，我聽得唔多清
楚，我忍唔住喝佢叫佢唔好喊住講得清楚啲。喺畀我喝左一聲之後，佢就開始平伏返少少，佢繼續講
話：「個信封入面有啲相……啲相key左我喺啲死人隔離…..」「你又知佢地已經死左？」「因為啲相
佢地差唔多得番棚骨……」「咁可能佢地呢排減緊肥，瘦到無晒肉姐。」聽完我講呢句之後，佢又開
始喊，我問佢要唔要幫手，佢就話要請日假返屋企平伏下心情。我見既然都幫唔到咩手，我唯有都係
返左公司睇下咩環境先再算…..

 

之後我一路返公司沿途都處於高度戒備，我早幾日都收到過警告信，而且之前又畀人淋過尿，講真我
都怕果個人喺對付完Judy之後就會黎對付我。不過幸運地喺對付我之前，好似唔係太關事嘅文員輝
竟然比我更早遭殃。喺我去到公司樓下果陣，我聽到幾聲微弱嘅呻吟聲喺後巷度傳黎，我一望入去果
陣，我見到下半身赤裸嘅阿輝訓左喺個垃圾桶隔離，佢身旁仲有支掃把柄喺度。我見狀第一時間唔係
行埋去睇下佢有無事，我先留意下周圍個兇手會唔會仲潛伏喺度，當見到真係無人之後，我先行埋去
阿輝度，拎部電話出黎幫佢影返幾幅靚相先。阿輝都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日光日白都無其他人見到
佢咁嘅慘狀，係畀我咁啱第一個發現到。

 

咁為免其他人錯過左呢個咁有趣嘅景象，我當然有責任拍下照片留個紀念咁啦，雖然我聽唔清楚，不
過我相信訓喺地上嘅阿輝所發出嘅微弱聲線應該係叫我唔好影，不過不拍白不拍，我喺幫佢影左十數
幅沙龍照之後先行埋去問佢：「阿輝，我咪叫左你唔好成日自己偷偷地返公司打飛機架囉，你今次仲
玩到出後巷咁曳。」我雖然看似講得輕鬆，不過其實我喺行埋去果陣一直都有留意住四周，以防個兇
手喺邊度撲出黎。阿輝好似好痛講唔到嘢咁，佢只係指住後樓梯方向，我向住後樓梯方向望見到佢條
褲，我諗阿輝應該係想我幫佢拎返條褲，不過我又怕兇手就係埋伏左喺後樓梯度，我緊係死都唔行埋
去啦，所以我同阿輝講：「阿輝，你襯而家無人喺度，快啲同我講發生左咩事先啦。」呢個時候阿輝
氣若遊絲咁好似講左啲嘢，我哄左隻耳仔埋去度聽，聽左一陣我先知佢係話：「大明返黎報仇。」呢
六隻字，至於當我問佢發生左咩事果陣，佢即刻喊左出黎，佢指一指支掃把柄，又指一指自己個屎忽
，見狀我問佢：「你係咪想同我講你坐爛左支掃把，大明要你賠錢呀？」佢擰擰頭，我繼續問：「哦
我知啦，大明拎支掃把黎打你，點知畀你用個屎忽檔住左佢啲招式？」佢繼續擰擰頭，我再問：「你
唔好同我講大明罰你要除褲掃地呀？」佢終於忍唔住，用盡全身氣力咁講：「我頭先畀人拎掃把隊屎
眼呀仆街，我而家好痛呀，仲好似流緊血。」我聽到之後即刻彈開，之後話：「乜你地情到濃時搵啲
咁嘅嘢玩呀，不過第一次流血好正常架，我中學果陣有啲女仔第一次流血都流得好勁，不過你可以學
佢地咁同男朋友講係因為踩單車無左個處呀。」阿輝聽完之後都無心機答我，佢只係一路喊，一路嘗
試起身起埋去後樓梯拎返條褲。我喺呢個時候其實好驚，就連對付阿輝大明都可以咁恨玩到掃把棍都
出埋，佢同我咁深仇大恨，睇怕佢都會動用到狼牙棒啦…..

 



我等阿輝行埋去著返條褲之後，我打左返公司話阿輝整親左，我陪佢去睇醫生要遲啲先返。但由於阿
輝唔想報警畀人知道佢遇到啲咁嘅事，我就陪佢去藥房求其買左啲止痛藥同藥膏頂住先。喺阿輝開始
冷靜啲講到返嘢之後，我帶左佢去一間餐廳度諗住同佢坐低問返佢頭先詳情，但點知阿輝一坐低就痛
到即時彈返起身，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唯有同佢去左間有企位嘅老麥度傾計。喺休息左陣之後，阿輝
終於可以講到嘢，佢話：「咁你知我有鋪癮返公司喺同事啲位度……
咩架啦，咁我今朝又一早返左公司度……咩……」「打飛機咪打飛機囉，你連菊花都獻左畀碌掃把棍
啦，仲扮咩怕醜姐。」「咁我如常咩緊果陣，我當時條褲都除左一半，突然之間有個男人從後捉住我
將我壓低左喺地下，我聽到把聲係大明黎。佢話咩…..咩一定係我主使你去搞佢，佢要我血債血償…..
我好大力咁反抗佢，不過都係掙扎唔到，喺混亂之下，我畀佢拎支棍插左幾嘢屎眼，但由於我不斷反
抗，好彩都係擦捐左個屎忽，唔係插得太深。但喺混亂中我畀佢打左一身，佢之後仲要拉埋我落後巷
話要我示眾喎，佢一路喺後樓梯拉我落黎果陣，一路講咩佢無得扑嘢，佢要我以後都無得扑嘢咁喎…
..老老實實，你對佢做過咩黎呀？」我聽到之後肯定左大明以為阿輝係幕後主腦，因為佢地兩個之後
最多牙齒印，佢應該仲未知阿油先係真兇。我望住眼前嘅阿輝，雖然有幾分同情，不過我更加驚大明
唔知幾時會點樣對付我。不過我都係要做下樣安慰返阿輝：「唔緊要啦，咩都有第一次呀嘛，下次你
再遇到咁嘅情況試下enjoy下，唔好反抗，可能仲唔洗畀人打一身呢。」而由於阿輝一開始返公司打
飛機呢件事唔可以畀人知，所以阿輝都唔敢報警。無報到警就唯有我自己小心啲啦，呢個時候我不禁
喺度諗，搞Judy果個會唔會又係大明，如果唔係的話，呢兩件事喺幾乎同時發生又係唔係巧合呢？



第四十二節

「你信唔信呢個世界有報應架？你好快就會信架啦。」再次喺我面前出現嘅大明輕描淡寫咁講，呢一
刻嘅我被佢鎖左喺公司嘅雜物房入面，被迫同佢共處一室，自從上次同佢喺酒店房一別之後，我已經
一排無見過佢。我原本以為佢唔會咁快搵我搵到上門，點知佢喺尋日搞完阿輝之後，咁快手已經到我
。至於點解我會同佢共處一室？事緣就係咁嘅，我經過尋日件事之後，今日返到公司一直都心不在焉
，我心不在焉嘅程度係去到我都唔記得左自己點解會被阿明鎖左喺呢度，係喎，點解架呢？正當我想
開口問之際，阿明一腳踢左埋我度，我正想反抗之際，先發覺自己原來被佢綁住左。雖然被佢踢左一
腳係好痛，不過我好努力咁回想今日究竟發生左咩事黎呢？我印象中自己好似喺臨放工果陣我被Sa
m姐叫我留喺度OT幫佢做啲嘢，之後喺所有人走晒之後，我見Daisy枱面有杯奶茶喺度，我以為係食
tea果陣佢買多左，見飲得唔好晒我就飲左杯嘢，但飲左杯嘢之後，到而家就好似斷左片咁。唔通係
大明喺杯嘢度落左藥？不過佢都無機會入公司，唔通係Valarie同佢裡應外合？雖然我好想問佢點解
，不過我知佢一定唔會答我之餘，佢仲會踢多我一腳。正當喺我努力思考之際，大明無端端哄埋我度
，睇佢神情佢睇黎精神非常之唔穩定，睇黎上次單嘢佢真係畀我玩到痴左線咁。佢哄埋黎望左我一陣
之後，佢突然之間瘋狂大笑起上黎，佢一路笑一路講：「你係咪好驚呢？我對阿輝都玩到咁狠，你係
咪覺得我對付你只會更恨咁呢？」無錯，我唔只係好驚，仲係好撚驚，不過就算幾驚都好，我都要扮
鎮定，我鼓起左勇氣大返佢轉頭：「你以為你綁左我就有用咩？你以為你鎖住我喺度你就可以為所欲
為咩？所以話人蠢真係無藥醫呀，唔洗好耐就會有人黎搵我架啦哈哈哈哈。」我努力企圖用笑黎掩飾
我嘅恐懼，點知大明個癲佬見我笑佢又笑埋一份，笑笑下佢又一腳踢左埋黎。

 

佢今次用力咁踢落我個肚度，我痛到即刻笑唔出，仲差啲叫救命，不過我知就算叫救命都無用，仲反
而會透露左畀佢知我而家係幾無助。大明走左過黎一手扯住我啲頭髮，之後又哄左塊面埋黎咁講：「
你條友唔好扮嘢啦，你都無朋友嘅，我喺度殺左你都無人會搵你啦。」雖然頭先畀佢踢左第二腳之後
，我痛到標眼水，不過我都係為左畀佢以為佢唔係掌握晒全局，我唯有繼續扮有計，我好辛苦擠出左
個胸有成竹嘅神情，同佢講：「今時唔同往日啦大明，自從無左你條廢柴喺度阻頭阻勢之後，我同啲
同事不知幾咁friend。新黎果個少爺仔呀，直頭當左我係佢黃紙兄弟咁呀，呢啲嘢你條擦鞋仔恨唔到
咁多架啦，我平時開親OT佢地都會買宵夜返黎探班嘅，佢地好快就會上黎架啦。大明，唔好話我話
你呀，你成日覺得自己係世界仔好識撈呀，挑，呢啲係你自己覺得架咋，你個人一啲性格都無，剩係
得衰格，你見我而家都完全唔驚你就知啦。你最多咪好似尋日咁，拎碌木搞我後門咋嘛，你條友咁無
創意，又無guts，慌你夠膽殺左我咩。」為左唔好畀佢看穿我有幾恐懼，我故意串返佢，其實我心
底入面真係驚佢癲起上黎會殺左我，所以最後果句我係專登講黎試探佢反應。佢聽完之後若有所思左
陣，就轉身行左出去。隱約間我聽到佢係應該出左去講左個電話，講完之後佢入返黎望住我諗左一陣
，我見佢一開始有啲苦惱，但好快佢就開始奸笑起上黎，睇黎條仆街九成係諗到啲咩毒計打算拎黎對
付我。佢走返埋黎同我講：「係呢，你係咪好鍾意果條Daisy架？」我聽到佢提到Daisy之後即刻心
頭一震，正當我想否認之際，大明露出左一個非常下流嘅笑容。佢再哄埋黎同我講：「唔洗唔認啦，
其實你唔洗咁驚喎，我同你仲有排玩呀，我今晚本身都唔諗住對你做啲咩嘅，我都好快走架啦，你唔
洗驚呀。不過呢，你個Daisy就無咁好彩啦」

 

聽到佢咁講之後，急怒攻心正打算撲上次咬佢，不過睇黎佢早有防備，佢講完之後縮得非常快，佢縮
開之後連隨又補多腳，今次佢呢一腳真係踢到我差啲吐血，我忍唔住訓左地下度呻吟。佢踢完我之後
笑得好大聲，佢之後扯住我啲頭髮話，格硬迫我望住佢話：「睇下你呀，一講起Daisy就發晒矛咁。
仲想扮唔係鍾意佢，我可能同你講下笑姐，我未必真係會搞佢架嘛，係咪？我想搞佢都搞唔到啦，我



畀你玩到我唔敢再扑嘢架啦。」講完之後佢又開始狂笑，一路笑佢啲口水就噴晒落我度，笑到咁上下
，佢繼續講：「不過呢，我搞唔到姐，不過我可以搵人搞佢架係咪？你唔洗咁驚喎，我講個可能性你
聽姐，未必係真架嘛，係咪？」喺又驚又怒之下，我差啲又忍唔住想鬧佢，不過我剩餘嘅理智話畀我
聽，我一定要迫自己保持冷靜，我深呼吸左一下之後，問佢：「你雖然係性無能姐，但你都仲要生活
落去架嘛，乜你唔驚我之後會報警咩？」佢聽到之後，冷笑道：「你咪報囉，不過你覺得警察會信你
咩？我果陣畀你玩左鑊之後，都打算報警拉你條仆街架，但正當我想打999之際，我問自己，我究竟
應該點同警察解釋發生左咩事。如果你之後諗到點同警察講，又覺得佢地會信你，你咪即管講囉。我
都唔怕同你講呀，就算之後畀人拉左我都唔緊要。對我黎講，怕左扑嘢真係慘過去死呀，我而家都係
活死人黎架啦，我唔怕坐監架。不過，我而家暫時仲未玩夠，仲未可以去坐監住，喺畀你玩完，我睇
左幾個醫生之後佢地都話唔識醫我之後。我就開始plan點樣去對付你地班人渣，你而家諗到嘅嘢我
一早已經諗到。到就算你想報警，警察要搵到我都唔係咁易架。」喺講完呢番說話之後，佢又開始笑
得好開心。我都唔明白，只不過係性無能姐，但呢條友又發到件事咁大，講到不惜坐監都要報仇咁，
而家啲人真係鍾意小題大做。

 

佢笑完一陣之後，又開始講：「喂你唔洗扯開話題扮唔緊張Daisy啦，我繼續講下啲可能性你聽啦…
…」「得啦唔洗講咁多啦，你條友咁無創意，仲要係不舉嘅，你仲可以做咩姐？都不外乎係搵人打佢
呀姦佢呀咁。唔洗講啦，一陣有人上黎救左我之後，我就會即刻知道佢發生咩事。你條仆街好快啲走
呀，如果唔係一陣有人上黎即刻報警拉左你之後，你就咩都唔洗搞，慢慢入到去被班倉友搞啦。」點
知佢聽到之後又開始開懷大笑，笑左好耐之後佢先話：「講樣嘢你知呀，聽完你一定會覺得我好有創
意架。你信唔信呢度係我專登整到同公司個士多房一模一樣，但呢度其實唔係喺公司度架呢？如果呢
度唔係喺公司黎，你果個一心等救兵嘅計劃咪涷過水囉？」不得不承認，我真係無諗過佢有此一著，
不過對我黎講其實都無乜分別，本身話咩等救兵嘅計劃其實都係單純用黎大佢。不過如果呢度唔係公
司黎又會係喺邊呢，為左爭取時間去思考同應變，我唯有講啲廢話去爭取時間，我同佢講話：「挑，
咁樣叫有創意咩？咁樣叫多次一舉咋，不過你係不舉嘅，我係咪應該話你多此不舉呢。拿，等我話你
知咩叫創意啦，你而家即刻放左我，仲要畀五舊水我坐車就叫有創意啦……」大明聽到我講廢話不單
止無嬲，佢相反仲笑得好開心。佢笑笑口咁話：「而家諗唔到自己喺邊唔緊要呀，你有一晚時間去諗
呀。」講完之後，佢又開始陰陰咀笑，佢喺我耳邊講：「你今晚仲可以慢慢諗住Daisy究竟會受到咩
遭遇呢？剩係諗住呢樣嘢，都夠你不安同難受啦哈哈。可能喺你被我囷喺度果陣，佢畀緊成十幾二十
個麻甩佬招呼緊呀。不過你只可以喺呢度乾等，唔會知道實情係點，想救都救唔到呀。你記住呀，佢
今日發生嘅所有事呀，都係你一事做成，佢有咩事都係被你害到咁架，你要負上全責架。」講完之後
，佢又行左出房，過左一陣之後，佢拎左啲嘢入黎……

 

佢出左去原來就係為左拎部notebook，佢將我的左起身安置左喺張櫈度，為左確認我唔會郁到之後
，佢仲將我連人帶櫈綁住左喺碌柱度。之後佢又拎左張櫈將部notebook放左喺我面前，之後搞左一
輪，佢擰轉頭同我講：「今晚流流長，我仲準備左啲根嘢畀你慢慢睇，部notebook而家夠電播七八
個鐘架，你慢慢欣賞啦。放心啦，聽朝早我會黎放左你架啦，啲時間好快過架咋，你慢慢享受下啦。
」講完之後佢就行左出去，與此同時，部電腦開始播片啦，正當我以為佢會播啲咩變態片黎折磨我之
後，我呆左一呆，仆你個街，竟然係蒼井空黎嘅？我知啦，佢梗係要我一路聽咸片，但又唔畀我打飛
機黎折磨我，佢都算陰損啦。不過都好，好過佢播埋啲唔知咩片黎將我精神污染，咁我見都無嘢做，
又甩唔到身，咪唯有睇下咸片黎解悶囉，谷住咪谷住囉，呢個時候我需要啲嘢黎分心，等我唔好諗住
Daisy。正當我睇左套片睇左大約十分鐘之後，開始入到戲肉之際，我都開始左有啲生理反應，但正
當慶起之際，鏡頭突然一轉，我眼前嘅蒼井空變左某位老牌女歌手，而個背景亦都由睡房變左做演唱
會現場。我眼前嘅女歌手開始用把猶如鬼哭神號嘅聲線唱：「祈求天父，做十分鐘好人……」原本正



喺度陶醉喺蒼井空對美乳嘅我，一下子由天國跌到落地獄，可能係我唔識欣賞音樂啦，我聽到呢首歌
個頭就開始痛，但耐何我全身畀人綁住，連想掩耳都做唔到。如是者，喺唱完之後，個畫面又會開始
去返播咸片，但到左咸片入面啲前戲完左之後，佢又會開始播歌，但啲歌全部都有個共通點嘅，就係
啲歌都係香港樂壇入面比較另類同難接受嘅歌曲，但唯一嘅小小安慰就係，當中夾雜左幾首我偶像T
ommy仔嘅歌。

 

原來睇咸片剩係睇前戲真係一件好折磨人嘅事，同大部份嘅男人一樣，平時大家都係fast
forward去到戲肉，所以我根本無諗過原來咸片都可以有劇情架，而且有啲咸片製作仲要幾認真，啲
編劇應該真係花過下心思，不過我而家當時無心情去欣賞啦，好快喺習慣左眼前影像嘅pattern之後
，我就開始放空心思去思考一下而家應該點樣脫困。由細到大，睇啲電視劇呀電影呀漫畫呀，主角畀
人捉左之後，都總有方法可以甩身走人。不過原來喺現實中，無計就係無計，我喺諗左好耐都搵唔到
脫身良方。而原來喺現實之中，同樣唔會發生啲主角嘅朋友巧合地救左主角嘅情節，啲中狀元救老母
，時間啱啱好嘅事情，同樣地無喺我身上發生。喺漫漫長夜入面，我就算點努力逃避都好，我都係不
可避免地會諗起Daisy。喺知道大明點對付阿輝之後，我真係信佢咩都做得出，諗喺Daisy因為我而
家正可能身陷險境之際，我開始後悔自己一直以黎選擇搞咁多嘢都唔佢好好地相處。一念天堂，一念
地獄，如果當初我收左手開始追佢，我同佢而家可能仔都有個……呀好似又唔係，應該未咁快生到仔
住。不過如果Daisy真係有咩事，我一定會幫佢報仇，而就算佢無事都好，我都會幫佢報仇。諗下諗
下我又由諗點樣脫身同點救
Daisy，變左點向大明報復。佢而家都畀我搞到不舉，如果我可以令佢再舉得返起之後，又搞到佢不
舉多次就正啦。不過點樣先可以妙手回春呢？可能女人搞佢唔起，但男人得呢。正當我諗得興起，我
望一望電腦個鐘，原來已經不經不覺過左幾個鐘。呢個時候大明入返房度，佢手上拎住杯嘢，佢咩都
無講就灌我飲左杯嘢，而喺飲左杯嘢無耐之後，我又開始不省人事。



第四十三節

喺半夢半醒之間，我聽到有把聲喺度叫我，呢把聲蒼老得黎又帶點猥瑣，好似熟識但又有啲陌生。我
好努力想睜開雙眼，不過唔知點解我無論幾用力都好，雙眼都係挈唔開，正當我開始聽唔到把聲，再
次進入去昏迷狀態之際，有陣強烈嘅氣味令我即刻醒晒，當我一睬開雙眼，我見到眼前有個熟識嘅老
坑拎住樽阿摩尼亞喺我面前揚黎揚去，而呢個老坑，係公司樓下個看更阿伯。佢見我醒返即刻問我：
「你有無事呀，係咪畀人打劫呀，要唔要幫你報警呀？」由於我一起身果刻，個頭又唔知點解痛到諗
唔到嘢，我只係用手勢叫佢唔好出聲住，畀我冷靜一陣先。喺努力深呼吸左幾下之後，我望一望周圍
，我初初以為我喺公司入面，但周圍嘅環境話我知呢度應該係公司樓下果個空置單位度。突然之間，
我感覺到身上有股惡寒來襲，令原本仲係處於一片混沌狀態嘅我即時醒一醒，我望一望自己，發覺自
己原來無著衫訓左喺地下度。我喺努力深呼吸左幾下之後，用微弱嘅聲線叫阿老坑幫我搵下我啲衫褲
鞋襪喺唔喺周圍，佢即刻轉身出去搵，無幾耐佢就喺個垃圾膠袋度幫我搵返我啲嘢。喺著返衫之後，
阿老坑同我講：「如果你無乜事就唔好報警啦，最多我畀返一千幾百蚊你定下驚呀，你喺度發生左啲
咩事即係我失職，我會被人炒架。念在上次你送本鍾麗堤寫真過我，我地都相有啲交情呀，我睇你都
應該無乜損傷呀，啲嘢又搵得返。」呢個老坑唔止失職，佢份人仲要相當缺德，佢不單止唔關心我有
無咩事，佢仲要只係一心驚我帶到麻煩畀佢，不過無端端有錢收我係唔會拒絕，所以我即時同佢講：
「一口價，千五蚊，我保證你唔會有手尾跟。」佢喺無奈地畀左錢之後同我講：「好彩唔係你公司啲
女畀人搞咋，如果唔係我就大鑊啦，你知啦佢地個個都咁索……」跟佢一提，我即刻諗起Daisy可能
仲身陷險境，我即時摷我部電話出黎諗住打畀佢，一望之下，我發覺有十幾個miss
call係Daisy打黎，唔通佢真係有事遇險？

 

我即時打畀佢，但打左兩次佢都未聽電話，心焦如焚嘅我我喺心入面不斷祈求佢無事。而到左第三次
終於有人聽，我一聽到Daisy把聲就即刻大叫左出黎話：「Daisy你唔洗驚架，你話我知你喺邊，我
即刻黎救你！」點知電話另一方嘅Daisy話：「我問你去左邊至啱呀，成十一點幾都仲未見人，尋晚
OT啲嘢做做下又唔知去左邊，打畀你又無人聽。而家Sam姐好嬲呀，佢成朝不停叫我搵你，你仲唔
即刻返黎。」由於同我預期嘅事落差太大，我一時間都唔知應該係慶幸Daisy無事定點。喺錯愕左一
陣之後我虛應左幾句就收左佢線。我一時間都唔知應該點處理呢件事好，由於太無助，我唔知點解竟
然諗起Miki，我即時將尋晚發生嘅事喺whatsapp話左佢聽，但係佢無應我。之後我去左梳一梳洗同
落街買左啲頭痛藥之後，就鼓起勇氣行返公司。但係如果你要我老實答，我真係諗唔到應該點樣去解
釋我無故失職，不過要面對嘅事始終都係要面對，我唯一希望係Sam姐唔係真係咁嬲……

喺一行入公司果陣，我就感覺到有人對我怒目而視，而呢個嬲到好似想殺人嘅眼神，係黎自Daisy嘅
。我唔識點樣去同佢解釋，所以我選擇左無視佢，不過見佢無事生勾勾企喺度我其實都有啲感恩，什
至覺得我尋晚嘅suffer都係值得嘅。Sam姐喺會議室度見我行入黎就即刻衝左出黎，佢惡狠狠咁指住
我話：「如果你畀唔到個合理解釋我，你尋晚點解無啦啦唔見左人，而家又要咁遲返黎，我一定會炒
左你。」我估唔到佢嬲到嘅程度係去到要喺大庭廣眾話要炒左我，我仲以為佢都會念在同我嘅交情份
上，最多畀封warning
letter我，但係我錯估左成件事嘅嚴重程度。我好想即時諗個合理解釋出黎，但奈何我仲係頭痛欲裂
，睇黎尋晚大明落藥一定落得好重手。而喺唔知邊度行出黎嘅Valarie，用一副樂觀其成嘅眼神望住
我，Sam姐見我諗極都諗唔到，就即刻話：「無解釋啦嘛？即係炒得啦，我對你真係好失望呀。」
面對住對我咁絕情嘅Sam姐，我都衝口而出講左句：「我都對你好失望呀。」Sam姐聽到我呢下反
駁就更加嬲，佢即時向我拍枱大駡：「即係而家係我怪錯左你啦？好呀，你而家即刻講到個合理解釋
畀我，我同你當眾謝罪又點話，講呀！」由於頭先嘅後應都係基於一時衝動，我又點可能畀到個合理
解釋佢呀，我嘅心即時向下沉，即時打到輸數等收信走人。呢個時候，突然有把聲話：「Sam姐呀



，我可以解釋到，不過可唔可以畀我私下同你講呢。」而呢把聲，係屬於Miki。

 

在場人士聽到Miki竟然話幫到我作合理解釋，都無一不錯愕。本身諗住等睇我被人炒嘅Valarie，見
埋門一腳竟然撻Q，即時嬲到連塊面都紅埋。Sam姐望左我同Miki一陣之後，佢叫左我同Miki入會議
室度傾，而喺我諗入去之前我望左Daisy一眼，不過佢知我望佢，又故意擰埋一邊逃避我嘅視線。喺
入到房之後，滿臉怒容嘅Sam姐指住Miki話：「如果畀我知你只係包庇佢嘅話，我連你都炒埋。」
但Miki好似一定都無驚過咁，佢好從容咁話：「其實件事好簡單，尋晚James因為唔舒服所以佢打左
畀我叫我黎接佢，之後我將佢接左返屋企度照顧，咁佢食左藥所以今朝咪唔知醒，我要入黎講係因為
我唔想畀人閒言閒語。」Sam姐諗左一陣之後，再問：「我點知你講嘅嘢係咪真。」Miki即時答：
「尋晚個看更見住我帶James走，佢仲有幫手扶佢上的士，你問下佢就知啦。」好彩我喺個whatsap
p度同左Miki講埋我同看更今朝發生嘅對話，聽明如佢都知個看更為左自己，一定會配合我地講大話
。Sam姐喺聽完Miki嘅對話之後，佢望住我問：「咁點解你頭先唔解釋？」我即時答佢：「因為我
唔想連累Miki，佢已經仗義黎幫我，我唔想令佢有咩麻煩。再講呀，我覺得病唔係唔做嘢嘅借口，
所以我都覺得自己係失職有唔啱，不過我真係諗唔到Sam姐你會想即刻炒我，你都識左我咁耐啦，
乜我似係會無故失職嘅人咩？」Sam姐嘅眼神一下子又盛怒變到內疚，佢即係用返把比較溫柔嘅語
氣話：「你唔舒服話我知呀嘛，洗咩死頂呢……你要唔要放多半日假呀？」由於我知道如果我太快無
事嘅話，就唔似係受左冤屈，我故意黑起塊面話：「有心啦。我而家會出去做返啲嘢，我會盡快交返
畀你。如果你仲係要炒我我對無法，無乜事我出返去先啦。」Sam姐想留住我，但我完全無理佢就
轉身就走。Valarie頭先應該係企左喺門口偷聽，因為我一開門就差啲撞到佢。但係我無完全無理佢
就返左埋位，其實我個頭仲係痛到就黎爆，而且我仲係驚魂未定，我都唔知自己做緊啲咩，但好彩M
iki呢一刻係同我同一陣線，我真係唔敢想像佢如果用頭先所表現出黎嘅急智黎對付我的話，我而家
會點。



第四十四節

任何人喺被人監固左一日之後，其實真係點都會有陰影。我尋日迫自己喺公司硬撐左一日，喺行返出
會議室之後，我咩都唔諗咁努力地不斷做嘢，一直做到連晏都無食。喺放工返到屋企之後，咁啱我全
家都唔喺度，對住空無一人嘅屋企，我終於喊左出黎。我喊除左係因為受左驚黎之外，另一個原因係
我發覺我尋晚失左蹤一晚都無人搵過我。連我啲屋企人都無過問半句，而當我喺最徬徨無助嘅時候，
我竟然只可以向Miki求助……我飯都無食，只係坐左喺廳度不停地喊同大叫，最後因為叫得太大聲鄰
居搵左保安黎叫我收聲。估唔到連我想發洩下都有人要阻止我……我嬲起上黎，走左個隔離屋度同投
訴我嘅師奶嘈，初初隔離屋個周師奶都唔肯認係佢投訴我，不過全個屋苑都知呢個周師奶出名麻煩架
啦，唔係佢投訴我仲有邊個。喺同佢糾纏左一陣，佢威脅話我再唔走佢就要報警，呢個時候我望一望
佢果個讀緊中學嘅仔，之後返左屋企度拎左本小器簿再返過黎。見到去而復返嘅我周師奶大為緊張，
佢拎起左個電話好似就黎想報警咁，呢個時候我指住佢個仔話：「好呀，報警呀，我順便同埋警察講
你個仔衰十一呀。」佢個仔聽到即刻大為緊張話：「媽媽我無呀，你唔好聽佢亂講呀，我真係無做過
呢啲嘢呀。」喺周師奶都未開始反應之際，我拎出左本小器簿講話：「三個月之前嘅一個星期五，你
襯屋企無人帶左個女同學返屋企度進行性交。由於你地造愛得造得實在係太大聲，我落左樓下保安處
到了解左一輪。喺搵到該位女同學入黎屋苑登記嘅名之後，我上左你學校個網度調查過，我發現果位
女同學同你一樣仲係中二！你仲唔係衰！十！一！等你地扑嘢扑得咁過癮呀拿，我而家同你講食學生
妹係有代價架，你等住坐監啦。」周師奶聽到之後驚到唔識講嘢，佢剩係識拎左隻拖鞋打佢個仔。呢
個時候我指住佢兩母子話：「我份人已經出左名和善架啦，點解你地兩母子都係要同我過唔去，報警
呀嘛，快啲報啦，肥婆你仲唔打999？」 如果畀著平時，因為同佢地都算係左鄰右里，我一般都唔
會玩咁大。但喺我尋晚受完苦之後佢地竟然仲要同我過唔去，佢地注定倒霉啦。肥婆周師奶喺畀我大
返轉頭之後，驚慌失措咁話：「後生仔血氣方剛做錯嘢姐，我平時同你老豆老母都有兩句架，佢地都
唔會想見到我個仔要坐監。大家一人讓一步，你已經行返出去我今晚當無事發生啦。」我聽到之後冷
笑道：「頭先你打落去樓下管理處果陣，又唔見你一人讓一步當聽唔到？仲有呀咩都無事發生過，而
家你個仔嘅下體已經進入過果名少女嘅下體呀，個處女膜係咪話當無事發生就會生返出黎呀？」呢個
時候周師奶個仔已經開始喺度喊，佢跪左喺度求我話：「哥哥你畀條生路我啦，我唔撚想入去受靶呀
，你見我個樣咁青靚白淨，入到去一定日日畀人搞架，你放過我啦。」「知驚啦咩，知驚就叫你老母
同我認錯講返聲對唔住大俠啦。」呢條打靶仔聽到我咁講之後，即刻一改平時嘅高材生乖仔咀臉，好
惡咁同佢阿媽講：「你仲唔同哥哥講對唔住？你係咪好想我坐監呀，快啲講啦。」肥婆周師奶愛子心
切，佢仲邊有選擇，佢唯有向我道歉。眼見都已經攞盡晒彩，我個心都舒服左啲，我喺拋下一句：「
挑，真係慈母多敗兒呀。」之後就返返屋企度，由於剛才有果對母子畀我發洩左啲負面情緒，我之前
果晚又畀大明折磨得太攰，我好快就訓著左。 我可能真係太攰，我再起身果陣已經係下晝兩點幾。
我望一望個電話，又係有好多missed call ，而同尋日一樣，呢啲missed
call好多都係黎自Daisy嘅，我即刻嚇到醒左一醒，唔通佢發生左咩事？我即時打返畀佢，佢一聽到
就用好冷淡嘅語氣話：「而家先覆我，唔會係我之前阻住你風流快活呀嘛？」「唔係呀，我訓左聽唔
到電話咋嘛，你搵我有事？」佢聽完我咁答之後靜左一靜，之後話：「我有事先搵得你？」「唔係呀
，我見你搵左我咁多次，以為有咩急事咋嘛。」「無呀，我聽左Miki講先知你果晚原來病左唔舒服
，所以想睇你仲有無事姐。不過你都有Miki照顧你啦，我問黎都係多餘。無嘢啦，你唔得閒唔洗理
我，我唔阻你。」一講完之後佢連byebye都唔講就cut左我線。我猶豫左一陣，究竟應唔應該打去同
佢解釋同講對唔住。不過喺諗深一層，佢再同我有咩牽連嘅話佢會好危險，今次大明無對付到佢都只
係好彩。一諗到大明，我心入面雖然仲係有幾分恐懼，但係我唔打算就此向佢示弱。我翻查左我嘅小
器系統，搵到大明果陣向公司報稱嘅屋企地址之後，就主動出擊去走上門搵佢。喺去佢屋企途，我一
路都諗住如果見到佢，我應該打返佢一身定點，不過我始終無答案。佢屋企係位於大角咀嘅某棟舊樓
度，喺去到佢屋企樓下之後，我發現個更亭無人，個看更可能係去左蛇王。因為無人阻撓，我好順利
就上到佢屋企，但係拍好耐門都係無人應，呢個時候我發現到個鐵閘入面原來有封信封，信封上面係
寫左我個名。我一打開個信封，入面除左有我嘅裸照之外，仲有張紙寫住：「都話左你唔會搵到我架



啦，我唔會再返黎呢度架啦。By the
way，你呢幅相我用左好多心機影架，你鍾唔鍾意？今次幫你影下次可能就係幫Daisy影架啦，我同
你有排玩呀。」我見到張裸照一啲都唔覺得意外，不過我比較擔心係，大明個痴線佬會對Daisy不利
…….



第四十五節

我咁大個仔都唔試過咁擔心一個人，喺尋日睇完大明留低嘅字條後，我真係好擔心佢會搞Daisy。為
此，我喺星期日嘅下午忍唔住約左Daisy喺佢屋企樓下度食嘢，諗住提醒下佢。佢初初聽到我約佢出
黎都遲疑左一陣，不過我同佢講我有啲好緊要嘅野要同佢講，所以佢最後都肯出黎。今日其實都算係
幾風和日麗，如果我同Daisy係情侶關係嘅話，我應該會帶佢去西貢度食個tea，望下人地放狗又或
者玩下人地隻狗，到左夜晚就帶佢返屋企叫佢玩下我條狗。不過可惜呀，我都唔知我呢一刻喺佢心目
中算係啲咩。我成日都有個感覺，就算我有一日有幸同度Daisy一齊，我地都無乜可能會開花結果，
好快我地就會唔知點解分左手，佢又會遇到另一個更好嘅男人。Daisy對我黎講，可能真係too good
to be
true。不過點都好，我都唔想佢受到任何傷害，事到如今，我係有責任保護佢。 Daisy同平時一樣，
都係比約定時間更早出現。雖然佢只不過係喺屋企落樓下，不過都睇得出佢係有打扮過。喺望住佢嘅
俏臉時候，我不禁望得出神，不過呢一刻佢對住我嘅神情，由好似返返以前咁，不安中又帶點厭惡。
我諗左一諗，同佢講：「Daisy呀……我有啲嘢想同你講。」佢好冷淡咁講：「你講啦。」「我之前
對大明做左啲嘢，令佢想對我報復。而佢覺得我鍾意你，所以佢想對付埋你，我知我對你唔住，連累
左你……」我初初以為Daisy聽到我話大明會對佢不利嘅時候佢會陷入恐慌，點知佢嘅著眼點唔係呢
度，佢好認真咁問我：「咁你係咪鍾意我呀？」我真係無準備過今日會面對住呢個問題，喂而家有人
對你不利喎Daisy，你竟然走黎問我係咪鍾意你？我即時口疾疾咁話：「鍾意，你地班同事對我咁關
心，我個個都鍾意啦……不過你聽我講先啦，大明真係想對付你呀……」Daisy聽到我呢個答案之後即
時黑面，佢面上嘅厭惡之情就更加明顯，佢靜左一靜之後再問我：「我問多你一次，你係咪鍾意我呀
？」喺佢呢下進迫之後，我心入面突然生出左一下反感，我用同佢一樣冷淡嘅語氣話：「係又點唔係
又點，而家都唔係最重要嘅事？我知你係無辜，無端端畀我連累左，你絕對有權發我脾氣同嬲我。不
過你可唔可以聽我講埋先，大明條友痴線架，佢為左對付我咩都做得出架。一陣你有咩事你叫我點算
呀？」佢聽到我個答案只係冷笑左一下話：「如果你只係出於內疚先關心我，咁我可以同你講你唔洗
再擔心我，我識保護自己，而且就算發生左咩事都唔會怪你，咁得未？」「我唔係咁嘅意思……」「
咁你係咩意思？你有膽搞咁多嘢出黎，但竟然連承認鍾意我都無膽，咁又係咩意思？」聽到佢咁講，
我靜左落黎無反駁，我仲可以反駁啲咩？同佢講我鍾意佢？我已經連累到佢成為埋大明嘅目標，唔通
我仲要再將佢索涉埋我一片混亂嘅生活入面？Daisy望坐粒聲都唔出嘅我，佢好似想狠狠咁鬧我一餐
，但喺沉默對視左一陣之後，佢最後都係選擇左唔再理我，起身想走。 喺望住佢嘅身影漸漸遠去果
陣，我好憎自己，而且我亦突然放棄左理智咁，起左身衝左埋去拉住佢，同佢講左句：「係，我係鍾
意你。」點知佢用力咁甩開我隻手，之後轉身同我講：「你口話鍾意我係無用架，你表現出黎嘅一切
都係話緊畀我知，你最鍾意嘅唔係我。」「我同Jasmine真係無嘢架，自從上次你撞到我同佢之後，
我都無再搵過佢啦……仲有Sophia單嘢真係Valarie作故仔砌我架咋，喺佢辭左職之後我就無再搵過
佢啦。」「我唔係講緊Jasmine同Sophia。」「咁無啦，我最鍾意果個真係你呀Daisy。」佢擰轉頭
，望左我一陣，佢之後好堅定咁講：「你唔係，你心入面最著緊果個根本唔係我，你唔好呃自己啦？
」見到佢咁肯定去否定我，我不禁扯火，我好大聲咁話：「咩呃自己姐，你叫我認係鍾意你，我咪認
左囉。認完之後你又話我最鍾意果個唔係你，你想我點呀？」Daisy見我發晒脾氣咁都無讓步，佢依
然係好冷漠咁望住我，我本身想繼續發火咁鬧落去，不過望住Daisy，我都係強壓行自己嘅怒火，深
呼吸左一下，再問佢：「你點解覺得我唔係最鍾意你？我真係好想知點解你有咁嘅結論。」「你每次
有事果陣，你第一個搵嘅係邊個？遠嘅唔講，你早兩日突然唔見左人，你有無同我解釋過發生左咩事
，如果你係緊張我嘅話你唔在意我點諗架咩？你除左無同我解釋過之外，呢件事最後幫你手解決嘅更
加唔係我，而係Miki。你有咩事嘅時候，你第一個諗到嘅係Miki而唔係我。我信你地之間未發生過
任何嘢，不過喺你個心入面，佢嘅地位已經喺我前面。我好攰啦，我畀我個ex已經玩到無晒心機，
我唔想再同你玩埋啲三角錯愛呀，如果你係鍾意我的話，你返去好好諗清楚啦。」「件事唔係咁架…



…」Daisy揮手示意我唔好講嘢：「夠啦，我唔想聽你啲大話，你諗清楚再搵我啦。大明果度我自己
會小心啲架啦，你走先啦，我而家唔想再見到你。」講完之後佢就頭也不回地走左人，留低左無言而
對嘅我。



第四十六節

星期一例會之前，呢排同我關係搞到好彊嘅Sam姐嘗試提早上黎公司，同我修補關係，佢一上黎就
叫左我入房，佢劈頭見到我第一句就話：「你嬲完未呀？男人老狗咁小器點得架，我第日有事點樣旨
意你呀衰仔……」我聽到佢咁講之後目無表情，佢繼續話：「你係咪仲有咩唔開心呀，其實果件事你
都唔係啱晒……」我唔等佢講完之後，就直接問：「Sam姐，你係咪準備要升Valarie?」「咁其實而
家都未決定……」「一句講晒，係定唔係？」呢個時候佢突然面色一沉，之後話：「我都話未決定，
你係咩身份，我點解要同你交代？」我聽到佢咁講都無同佢客氣：「我身份係你下屬咋，所以你無必
要同我交代啲咩。不過你叫我做嘅嘢我樣樣都有做到足，就好似你想知邊個整走阿Kate呀嘛，我而
家話你知，就係你個Valarie呀。」Sam姐聽到我咁講之後，沉默左一陣，佢之後神色略帶少少痛苦
咁話：「總之你聽我一次，唔好惹Valarie住先，你信我一次啦，有咩我會盡力保住你架啦。」我聽
完之後冷笑左一聲：「Sam姐，你明明係佢上司黎，但你而家呢番說話令我覺得，你可能連自保嘅
能力都無呀。」Sam姐聽到我咁講之後大發雷霆：「你咁講係咩意思呀？你係咪恃住同我有啲交情
講野就咁不分尊卑呀？」去到呢一刻，我認為我同Valarie都已經去到勢不兩立，有佢無我嘅情況，
我決定盡全力押一鋪：「Sam姐我知你而家有痛腳畀Valarie揸住呀，你唔洗講咁多廢話啦，我可以
幫你一把，到時大家都仲有好日子過。如果唔係你而家炒左我啦，反正我留喺度都只會畀個黑心女人
迫死。」Sam姐靜左一陣之後話：「你畀我諗一陣，我放左工之後再同你傾啦。」果然不出我所料
，早排我見到Sam姐無返屋企，之後返到公司同Valarie神色有異，再加上佢呢排對我態度突變，都
係Valarie一手做成，我呢鋪總算無押錯注，希望好快就會見到成效啦。

 

由於尋日同Daisy咁樣不歡而散，我都預左今日同佢會面左左。點知Daisy除左扮無嘢之外，佢今日
同Evnas仲要比平時行得咁埋，佢地成個朝早都喺度細聲講大聲笑。我看在眼內當然不好受啦，不過
我留意到除左我之外，另一個睇到眼花爆嘅，應該係Miki。為左調整心態以應付大明同Valarie，我
決定唔再理Daisy同Evans專心做下嘢先。正當我打算投入工作之際，我公司電話突然響起，我一拎
起個電話聽筒，就聽到一把熟悉嘅聲音喺度奸笑。呢個人係阿油，雖然喺同一間公司，不過佢都選擇
打內線都無親自行埋黎同我講嘢。佢第一句就話：「喂，我頭先喺公司e-mail搵到啲好得意嘅嘢呀。
」「有嘢就請你快啲講，唔好浪費公司資源啦。」「你唔好咁囂張，陣間你聽完真係多謝我都黎唔切
呀。我頭先check到有人send
email畀我地全公司，入面個attachment係你無著衫畀個黑鬼抱住影架。睇幅圖又唔似係PS呀……不
過你放心，我暫時幫你抽起左，其他人仲未睇到架，你要識做多謝我啦。」我聽到之後心入面暗吃一
驚，我估唔到大明條友竟然咁無創意，佢以為呢招會影響到我咩？我聽到之後好淡然咁問阿油：「哦
，咁你想我點多謝你呀？」「我要你陣間跪喺度同我講對唔住，等你條仆街平時成日恰我，之後再畀
幾萬蚊我洗下，你知我早排喺澳門輸左幾多架啦…..」「你意思係我唔照你咁講，你就會畀晒全公司
啲人睇我幅相，我有無理解錯呀？」「係呀，吹咩？你而家畀唔畀呀？一陣全公司都知你好果味嘢，
仲要係同黑人，你一定唔洗出黎行啦。」「出唔到黎行咁咪坐企下囉，我而家就係偏偏唔畀錢，亦都
唔會同你講對唔住架啦。」阿油應該估唔到我會拒絕佢：「你……你唔信我會做得出，我而家就畀晒
全公司啲人睇。」

 

隔住個電話都聽得出佢呢一刻有幾憤怒，不過我只係繼續好淡然咁講：「你想唔想知我點解會影左呢
啲相，而啲相又係邊個send返黎架，呢個人你都識架」阿油聽到我咁講之後呆左無出聲，我繼續講
：「你諗下有咩人會有晒我地公司啲人嘅e-mail之餘，又會咁憎我？畀個提示你呀，你係佢下個目標
，而且佢最憎果個應該係你呀。」我講到呢到，阿油已經開始驚到喘氣，佢隔左一陣，喺口中吐出兩



個字：「大明……」「你覺得啲相影得靚唔靚呀？你就係下個男主角黎架啦，你呢排腸胃好唔好呀？
」「咩…..咩腸胃好唔好？」「無，如果你腸胃唔好，我驚你到時整到人地周地都係呀，畀人通後門
都幾痛架，不過睇你個樣你可能之前同試過架啦。」阿油聽到呢度，佢唔理自已身處公司，佢好激動
咁話：「佢無理由知道單嘢我有份架！我從頭到尾都無出過面。」「唔好意思呀油哥，當日我畀佢捉
住嚴刑迫供果陣，我唔小心爆左你出黎呀。不過其實佢唔迫供我都會照爆你出黎架啦，我同你一場老
友，呢啲時候有難同當都好正常姐。」阿油聽完我咁講之後倒抽一口涼氣，唔敢再出聲，我呢個時候
知道已經成功嚇到佢，我見機不可失，即時話：「不過如果你可以用你嘅方法搵到佢出黎，再叫阿虎
去搞下佢，到時我同你都可能有救，如果唔係下次我地可能會肉帛相見架啦阿油。你都唔想第一次唔
係畀Miki，而係畀左個黑人架……呀唔係喎，你早排叫過雞黎，你應該唔係青頭仔黎……」我專登大
大聲咁講叫雞兩字，令到全公司啲人都望住我，雖然佢地應該唔知我同阿油講緊電話，不過我估阿油
而家應該都係一臉尷尬。阿油自覺已經同我坐埋同一條船，無奈之後唯有答應，喺對大明一籌莫展之
際，有阿油幫手答都算係好事黎。



第四十七節

「我地都一排無傾過計啦James，我聽聞上次Sophia單嘢你係畀Valarie屈，估唔到佢係啲咁嘅人。
」一排無同我交流過嘅Evans今朝突然約我食早餐，佢睇黎好似有嘢想同我講，不過唔知點解，我覺
得我同佢中間好似有左度無形隔膜咁。「係呀，真係估唔到佢係啲咁嘅人，唔好講埋啲衰嘢啦，飲啦
，呢round我嘅！」「下…飲咩呀？」「我地兩兄弟一齊乾左呢杯奶茶去，陣間再嗌多杯涷華田再劈
過，拿陣間大家不醉無歸呀下。」其實我呢刻望住Evans，就會諗起佢平時同Daisy幾咁親密，為左
唔畀佢知道我點諗，我唯有亂講嘢黎敷衍佢。不過Evans都唔係傻得晒，佢都睇得出我係有啲嘢，佢
無理我啲胡言亂語，一臉正色地道：「James呀，其實我真係真心當你係朋友，我見你呢排好唔妥，
我好擔心你。」「你唔好借頭借路想扮關心我，之後灌醉我喎，我唔係咁隨便架。」「我認真架Jam
es，你係咪發生左啲咩事黎呀，自從上次你畀人淋尿，早排又開開下OT玩失蹤，我同你一場朋友，
有咩事我一定會幫你。」望住眼前古道熱腸嘅Evans，我睇得出佢真係一片赤誠想幫我，Evans真係
一個好人，好朋友。「放心啦，有咩事我會話你知，我應承你我如果第日爭人錢第一個搵你幫我找數
啦。」Evans聽完之後，繼續用果道誠懇嘅目光望住我，一直咁樣畀佢望住，唔知點解我覺得好自慚
形愧。為左唔想佢再追問，我唯有改變一下話題：「喂你條友仔話晒都係人事部呀，不如你幫我打封
信升左我職同加我人工算啦。」Evans聽到之後，原本一臉認真嘅佢終於笑左出黎，佢話：「其實早
幾日返屋企我daddy都有同我講呢件事，佢問我想唔想試下坐阿Kate個位去做下management…」
「你個社運仔成日要維護公義，唔使問你都一定係拒絕左你老豆啦。」「咁又唔係喎，我話我會考慮
下，自從知道Valarie係啲心術不正嘅人之後，我都怕佢會坐左阿Kate個位。」

 

其實我心裡暗暗地盤算一下，Evans坐阿Kate個位真係最好嘅選擇，Evans份人出晒名好，而且又係
公司入面嘅blue
blood，佢肯做其他人應該都無乜異議。不過我係有啲奇怪一向與世無爭，唔多理公司嘢嘅佢，點解
會突然咁進取？不過我無開口問佢，同樣身為男人，我自己心入面大慨都有答案。一個男人無端端想
認真對侍事業，應該都係佢想成為一個可靠嘅人，令到女人放心投身於佢。諗到呢度，我腦海再次浮
現左Daisy個樣。點解我眼前呢個咁值得深交嘅朋友，咁值得支持嘅未來波士，要同我鍾意埋同一個
女人？諗到呢度，我忍唔住開口嘆一句：「點解Evans你要鍾意女人呀，你鍾意男人咪一天都光晒囉
。」Evans聽到我呢句突然冒出嘅說話，好驚訝咁問我：「其實James……你唔好介意我問，你成日
同我講同性戀話題，你係咪鍾意左我呀？」我估唔到Evans竟然會有啲咁嘅誤會，心裡暗覺好笑，不
過見佢咁認真，我又忍唔住玩下佢：「咩呀，明明係你鍾意我畀signal我先嘅，你唔係鍾意我點解要
對我咁好呀，喂你係一定零黎架？」Evans急住澄清話：「我剩係鍾意女人架咋，我有意中人架啦。
」唔洗問都知，佢意中人係邊個。原本想玩落去嘅我，一聯想到佢同Daisy之後發展會有幾順利之後
，我就無晒心情。Evans見到我一臉落寞咁，佢誤會左我係因為畀佢拒絕而唔開心，佢即刻話：「不
過我地仲可以做朋友呀，我唔介意架。你知啦性取向呢啲野真係無得勉強架嘛，我都唔係想拒絕你h
urt你，不過我怕你浪費時間喺我身上咋……」見到佢咁認真，我都忍唔住沒好氣地講左句：「Evans
哥，我有時真係唔知你係真係豬咁醒定係扮豬食老虎架。」

 

一返到公司樓下，我就見到阿虎，我使開左Evans之後走埋去問佢點解會喺公司出沒，佢話：「老表
他叫我保護他，他要我護送他回公司，他真是他媽的神經病，那個大明也怕。」「阿虎哥，不如我畀
多幾舊水你，你喺附近幫我留意下見唔見到大明呀。」「你也是神經病的，咱們一場兄弟，你要我幫
手，不用給錢也成啦。」「咁唔該晒你啦，我返上公司先啦。」「先不要走，雖然我們是朋友，我是
可以不收錢去幫你，不過今天我沒帶錢包出來，可不可以先給我幾百塊。」仆你個街，明明都係睇錢



份上，但硬係要同我黎呢一套浪費我時間。

 

阿油好似隻驚弓之鳥咁，一見到門口有人入黎，佢就會即刻起身望下係邊個。我入門口之際，佢見到
係我先放心坐返低，之後我行左佢個位問佢：「點呀網絡福爾摩斯，有無整到啲咩咁呀，你個華生而
家畀我老點做警衛，我警告你唔好無用過佢，點都交小小貨黎好呀。」「喂你估真係好似電視劇咁，
我睇一睇佢ip就搵到佢喺邊咩，你當我CIA呀。」「咁即係無料到啦下話？」阿油突然好有自信咁笑
一笑，佢話：「咁又唔係喎，我搵到佢曾經化名Petbe
send過好多email畀Valarie？Petbe喺埃及神話入面係復仇之神咁解……」「妖！啲龍友真係痴線，
中二病咩醫好呀，復仇之神。不過你都不愧為死毒撚，咁樣你都知，肯定又係打機學返黎架啦。」「
咁又唔係，我都係上wiki查姐。」「咁啲email入面講啲咩？」「啲email入面全部都係暗號黎，我仲
未解讀到。」雖然阿油講左好似等如無講咁，不過知道左大明同Valarie之間真係有關聯都算係個好
開始。



第四十八節

真係意想不到平時剩係掛住參與社運嘅Evans，喺決定左要坐阿Kate個位之後會變得咁積極。唔知係
咪佢伯爺見到個仔肯興極工作，老懷安慰之下，一向什少喺我地分公司出應嘅高層突然之間蒲頭，而
且佢地一入到黎都即刻同Evans打招呼。見到呢個景象，我心情有啲複雜，一方面我又有啲高興Evan
s終於肯成長做返個大人，但另一方面我又唔慣睇住佢呢個咁單純嘅細蚊仔去耍手段。我諗Miki呢一
刻心情應該同我一樣複雜，佢心愛嘅Evans終於肯去成長，只可惜佢肯長大嘅原因唔係因為Miki。而
呢個時候，Judy主動走埋黎問我：「阿太子爺係咪先係被人欽點果個呀？」「就算係，你都無份做
特首夫人架啦老女人，不過如果Evans真係上左位你就可以安心喺度頤養天年啦，有你著數架。」「
但係Valarie個賤人會唔會肯放棄？」「喂你當我真係公司高層咩，你問我我點知姐，不過你嘗試下
發揮下小小用處，走去睇下Valarie有咩反應啦。」點知Judy無出聲，佢只係用眼神示意要我望返去
果堆高層度，著到花枝招展咁嘅Valarie一面風騷咁行左埋去班高層度，而且同佢地言談什歡，一啲
都唔似受到威脅咁，相反Evans只係一臉緬甸咁喺隔離陪笑，一啲大將之風都無。望住呢個景象，我
唯有搖頭嘆息。我再問Judy：「點解你仲棟喺度，唔走埋去爭取機會？哦，你驚我會威脅你呀？我
咪講左我唔會阻你上位囉，你快啲過去啦老野，老人家手腳慢，你再唔過去就會執輸唔夠啲後生鬥架
啦。」講完之後我就無理Judy行返埋位，喺行過Daisy個位之際，佢望一望左我，而且好似欲言又止
咁，由於我都唔知同佢講咩好，我都只係苦笑左一下就返返埋位。喺返埋位之際，我枱頭嘅電話又響
起：「喂我尋日用左一晚時間，終於破解到啲暗號啦。我用左好耐時間去破解……」電話另一邊嘅阿
油好似好興奮，佢應該對自己呢個成就好滿足，不過呢一刻我無心情聽佢長篇大論：「我唔想知你用
咩方法，你剩係話我知破解左內容係咩就ok。」

 

「佢地其實係用緊摩斯密碼去溝通，如果我無睇錯，佢地好似係講緊公司附近有咩好食。」「阿油哥
，你覺得如果佢地係講緊公司附近有咩好食，真係值得大費周張咩？」我講完之後，阿油沉默左一陣
，佢之後話會再諗下就收左線。我都預左阿油呢條友靠唔住架啦，不過除左拉埋佢落水，我暫時都諗
唔到仲有咩有效方法去刮大明出黎。呢個時候，有一名我都唔知好似叫咩名嘅高層走左埋黎問我：「
你係咪阿James，你阿姐Sam姐成日向我地提起你架。」「係呀你好，我就係阿James，不過唔好意
思我而家做緊野，唔得閒同你講住。我無興趣爭阿Kate個位，我只係想一心服務公司，所以唔好意
思我唔打算奉承你地。」果個高層聞言大笑：「你果然就如阿Sam所形容，又唔識做人又亂講嘢，
不過我欣賞你呢種人，起碼你唔會靠擦鞋上位，我會繼續留意你，你唔好令我失望。」我故意兵行險
著，唔理眼前係咩人，都扮晒耿直唔擦鞋亦都唔怕得罪對方，果然某啲高層就係鍾意我呢一類人。喺
我附近行過果件唔知係Kathy定Katy聽到我同果個高層嘅對話之後目瞪口呆，佢等果個高層走左之後
走黎同我講：「你知唔知頭先果個係董事局一員黎，係老細級，你個痴線佬真係咩都夠膽……」「喂
你條友偷聽人講嘢咁無禮貌架，喂你又話過完年辭職嘅，而家都就黎清明啦，點解你仲喺度架？」阿
唔知katy定Kathy聽到之後陰陰咀笑咁話：「一日未睇到你班痴線佬同痴線婆分出勝負，我都唔打算
走住，老老實實呀，你地是但一個仆街我都想睇呀。」

 

「咁以你作為一隻局外人去睇，你覺得邊個最有機會脫穎而出呀？」「雖然本身我以為Valarie應該
都穩操勝卷架啦，點知今日見到Evans佢突然發力，不過你頭先對坐高層果一著都夠高章啦。」「即
係你覺得其他人，好似Judy果啲都已經無晒機會？」「講真一句呀，Judy呢排好似失魂落魄咁，一
睇就知佢係畀男人飛啦，小小嘢都已經落晒形無晒心機做嘢，佢點擔到起支大旗呀，其他人就更加唔
洗提啦。」我望住眼前呢位我到而家都唔記得佢叫咩名嘅女人喺度分析大局，不禁覺得佢平時一定係
無人同佢傾計好鬼悶，我問佢一句佢就答咁多句。不過佢咁唔起眼，平時一定有好多時間去觀察其他



人，佢啲意見都應該有啲參考價值。

 

班高層喺度留左一陣，再捉左阿Kate入去講左陣之後佢地就走左。Valarie好明顯無畀頭先Evans得
寵嘅情景影響到，佢喺啲高層走果陣好似主人家咁恭送人地出去，唔知真係以為佢擺緊酒呀。相反E
vans好明顯都仲未識得點耍手段，佢見到班uncle走都無乜反應，剩係坐左喺度，要Daisy走去提佢
佢先識得起身去做下樣。不過Daisy頭先果下動作除左我留意到之外，Miki都應該同樣看在眼內。佢
之後走左埋黎喺我耳邊輕輕同我講：「我終於見到Evans肯成長啦，你係咪好替我高興呢。」當我再
望向Miki，我已經見到佢眼角含淚，而睇住Daisy一副女主人照顧夫君嘅模樣，我又何嘗唔難受呢。
我無答Miki，只係又開始左唱：「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逄何必曾相識～～～」我其實仲可以講啲咩
，就算Daisy真係同左Evans開始左，我都係最無資格怪責佢地果個，不過可憐Miki由始至終做左咁
多嘢，都係得唔到Evans嘅青睞。



第四十九節

有時真係估都估唔到，早兩日我畀阿虎果幾百蚊係物有所值。阿虎竟然發現到大明真係喺公司附近出
現過，而且佢仲曾經喺Valarie喺公司後巷食煙之際，走上前同Valarie講過幾句嘢。不過由於阿虎唔
係咁識聽廣東話，再加上佢又唔敢走得太近，佢聽唔到佢地兩個講咩。畀著平時我喺得到呢啲情報之
後，正常都會謀定而後動，不過由於大明多次威脅話要搞Daisy，我而家證實左呢件事係同Valarie有
關，我真係按捺不住。我喺聽完阿虎匯報之後，已經諗定左一返到公司唔理三七廿一都會走出黎同V
alarie對質，我知道我無咩實質證據之下可能講完之後畀保安拉走果個會係我，不過我真係唔理得咁
多，我有諗過到時就算咬佢唔入都仲可以走去打佢一身洩下憤。但有啲嘢可能真係茶樓點心－整定嘅
，喺我正想不顧一切，一上到公司就衝動行事之際，我喺踏入公司門口之前，一個久違嘅面孔阻止左
我，而我同Valarie嘅戰爭亦因為呢個人嘅出現令到局勢完全改變，呢個人就係當日喺我面前逃之夭
夭後就音訊全無嘅Taylor。

 

對上一次見到Taylor果陣，佢畀Valarie個阿婆虐待到不似人形，但呢一刻再現喺我眼前嘅佢，睇黎
已經從傷痛中恢復，而且仲比我第一次見到佢果陣更加意氣風發。我真係好好奇究竟中間發生過啲咩
令到Taylor會有咁大改變。Taylor揸住架BMW
Z3喺我公司門口出現，雖然架車舊就舊左啲，而且應該都唔洗太貴，但本身一貧如洗，靠周圍乞度
日嘅Taylor竟然揸得起車，所以我一見到佢果陣都望左佢幾眼，確定我有無睇錯人。佢一見到我黎就
向我招手示意叫我上車，我一上到車佢就粒聲唔出揸左架車去離公司十幾分鐘路程嘅碼頭度停低左。
Taylor可以話係畀Valarie玩得最甘嘅受害者，我可以肯定無人比佢更加憎Valarie，因此無論係因為
咩原因佢突然出現，我都無擔心過會係Valarie同大明嘅圈套。Taylor喺停低架車之後，望住我用好
誠懇嘅語氣話：「James哥，你係改變左我人生嘅大恩人，多謝你。」

 

Taylor喺多謝完我之後落左車，留低左一頭無緒嘅我喺車上面唔識反應。佢落左車之後，望左個海喺
度笑，我即時後悔自己跟左佢上車，呢條友會唔會其實係畀人玩到癲左？呢架車會唔會係搶返黎架？
佢車我黎會唔會係要我同佢一齊跳海？心中有無數疑問嘅我正想偷偷地落車，學返Taylor上次咁逃之
夭夭。Taylor見狀即時轉身走埋黎同我講：「James哥，如果唔係當日你叫我去飲嘢，到之後發生左
咁多事之後你又黎救我出生天，我人生應該就唔會有咁大改變。」由於深信眼前嘅Taylor精神情況唔
多穩定，佢仲應該係喺某醫院逃走出黎，我驚到口疾疾咁同佢講：「Taylor你乖啦，醫生開啲藥你要
准時食架，啲醫生平時綁住你唔係想害你，佢地係想幫你咋，我陪你返返去醫院啦。最多我叫啲醫生
呀護士呀對你溫柔啲啦，你還返架車畀人先，我同你返去啦。」Taylor無理到我，佢喺口袋度拎左支
雪茄出黎吸左一口，之後微笑咁同我講：「你睇下呢支雪茄？喺香港買唔到架，要喺Cuba叫人買返
黎架，你話如果我喺青山出黎會唔會有支雪茄先。仲有呀，呢架車係人送畀我架，好快你就會知我點
解要多謝你，你慢慢聽我講先啦。」「你揸住個火機喺手，我想唔聽你講都唔得啦…….」「James哥
無見你一排，你講嘢都仲係咁九唔搭八呀，不過唔緊要啦，你聽完我講就會明架啦。」

 

「當日我喺間時鐘酒店走佬之際，我當時真係好驚同好亂，我怕Valarie會搵人再搞多我一次，我當
時真係好驚，好怕再落入果個痴線阿婆手中。」「好彩你走得快咋阿仔， Valarie又進化左啦，佢而
家仲搵左個癲佬拍檔呀，到時你可能連後門都變紅隧，以後都會隔時賴屎呀…… 」Taylor無視我嘅反
應繼續講落去：「絕望中嘅我喺無處可逃之下，去左投靠果陣同我一齊征戰中環嘅Marvin哥。我初



初見返Marvin嘅時候，反應同你頭先見到我一樣，本身佢同我一樣都係不務正業架嘛，但喺我再見
返佢果陣，佢竟然搬左去港島區一間 service
apartment住，而且佢仲竟然揸GTR呀。」「喂Taylor你唔係落搭學人做老千呀下，喂我無錢架喎，
你要搵水魚都搵第二個呀。」Taylor聞言大笑：「阿James哥你啲思維真係好跳躍下，你放心我唔係
走左去做老千，亦唔係做啲咩犯法嘢，我只係將我全副心思去做一啲我一直最擅長嘅嘢…..」喺佢未
講晒句嘢之前，我無撳鐘就搶答左：「我知啦，係食軟飯！」Taylor聽到我呢個答案，好滿意咁點頭
，作為一個男人，食軟飯都仲可以食得咁引以為傲，我眼前嘅Taylor喺經歷左咁多苦難之後睇黎已經
無晒羞恥之心。佢食左口雪茄之後，繼續講：「Marvin同我講，佢之所以咁風光咁富貴都皆因佢爛
做唔揀客，唔理男定女，黎自香港定大陸，總之畀得起錢就係佢愛人。咁我回想起自己連幾十歲阿婆
都試過，其實呢個世界都已經無咩女人可以難到我。咁我都就黎三十歲，都想為將來打算下……不過
同Marvin唔同，我都係接受唔到男人，不過剩係做富婆生意都已經夠啦。」果然人不要面真係天下
無敵，我眼前嘅Taylor可以將食軟飯講到咁光明正大，而且字裡行間都充滿住霸氣，我其實都有啲佩
服佢。

 

「不過，我始終放唔低仇恨，就算我而家搵到錢啦，有車揸同自己交得起租啦，我都仲係有啲睇唔起
自己。」「咁其實都唔係過左好耐姐，放唔低都係好正常，而且你睇唔起自己都好正常呀，我相信大
把人都睇你唔起架。」「點都好啦，我今次黎除左想多謝你之外，我仲打算搵埋你一齊去報仇。」「
報仇？點報呀？你唔好得把口諗住黎到旨意晒我喎。」Taylor聽到之後笑左一笑，佢之後喺車度搵左
個拎左幾幅相出黎。「你知唔知我點解仲係揸緊二手車，我賺返黎嘅第一桶金，尋日拎左黎做第二啲
嘢，你睇下就明。」我一望啲相，見到相中人係大明搵黎同我影裸照嘅黑人，而且喺相入面佢地狀什
痛苦，再睇落去，我見到連Valarie個鬼佬未婚夫都喺埋入邊，同班黑人一樣佢都好似好痛苦咁。我
再望一望Taylor，正想問佢地究竟做咩，點知Taylor做左一個叫我收聲嘅手勢，佢話：「有啲嘢你都
係唔好知啦，總之我可以話你知呢啲錢洗得物有所值啦。當日佢地畀我嘅屈辱，我已經十倍奉還，下
個就輪到Valarie同佢阿婆架啦。James哥啲相我畀你做留念啦，我聽晚再搵你，我而家車你返工先
啦。」估唔到喺呢個時候，我再增添多個強援，我呢個復仇者聯盟，一定可以打殘Valarie。



第五十節

Sam姐終於決定左將佢同Valarie所發生嘅事話畀我知，但條件係要我單刀赴會上佢屋企。雖然Sam
姐以前同我關係係好友好，不過我呢一刻真係唔多敢信佢，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堅持將個點改去我屋
企，Sam姐喺遲疑左一陣之後無奈答應，但佢千叮萬囑叫我唔好畀其他人知呢件事。我明白佢好歹
都係一個所謂高層，佢每行一步都有佢嘅顧慮，特別係佢已經因為唔知啲咩事畀Valarie揸住左痛腳
，而佢曾經對我都算好好，我應該無條件幫返佢以報知遇之恩。不過佢之前反轉豬肚嘅行為其實真係
好傷我心，所以我暗下左個決定，喺必要時我會連Sam姐都出賣埋，就好似當日佢為左自保一樣都
可以不念舊情炒左我。雖然應承左Sam姐我唔會同其他人講發生嘅事，但我為左幫自己個計劃下定
一重保險，我叫Miki喺Sam姐黎到我屋企之前上定我度埋伏左先，至於點解咁做，除左係有咩事我
可以多個證人之外，而且必要時我仲可以叫Miki出黎威脅返Sam姐轉頭，雖然我未知係咩事，不過
足以令到Sam姐要受Valarie操控嘅事，如果畀多一個人知道Sam姐一定會驚到賴。喺放工之後，我
即時返左屋企準備，由於我屋企平時多數都係得我同個妹兩個喺屋企，所以我都係打算預先耍走左佢
先再叫Miki同Sam姐上黎，不過喺我返到屋企畀左幾百蚊叫我阿妹出去食飯夜啲先返之後，佢竟然
問我：「喂大佬，你出左面縮骨，連我大學畢業果陣你都係喺山邊摘兩棵草畀我算，但呢排你成日塞
錢洗開我，其實你係咪有事發生呀。」估唔到呢個成日同我駁咀鬥氣嘅妹竟然會擔心我，連我畀錢佢
洗佢都會問長問短，我呢一刻真係有啲安慰。不過為左唔好令佢有咩擔心，我同佢講話：「其實我叫
左兩條女上黎，你知啦，一次過兩條喎？。嘈架嘛，你都唔想一路聽住我地開party你一路唔知點咁
呀，我叫你走係為你好咋。拿拿臨走啦，唔好阻住我呢個熱愛生活嘅大好青年去感受兩性之間嘅奇妙
之處啦。」點知佢聽完之後不懷好意咁笑住話：「阿哥你節省小小啦，你咁嘅死款唔好話有兩條女，
一條都難啲啦。起雙飛，你左右手一齊打飛機就係起雙飛啦。」

 

可能有啲嘢真係基因注定，我個妹同我一樣都係一名好事之徒。佢認定我講大話，同我要用錢打發佢
走必定係因為會發生啲相當有趣嘅事，所以佢選擇左死守喺屋企，佢拎左我幾百蚊之後就衝左入房鎖
埋門。其實都唔理得咁多，我唯有隔住門同佢講話陣間會多個人入去間房匿，而佢亦隔住道門，相當
雀躍咁答應左我呢個要求。無幾耐，Miki終於上到黎。再一次踏足我家門嘅Miki，同上次唔同，佢
眼中已經無左當初果種咁熱徹要幫我手果種熱情。相反佢上到黎之後，只係粒聲唔出咁坐埋一邊。我
突然醒起呢兩日Evans雖然突然上進，但係個出發點好似係喺Daisy身上，連我都將呢件行看在眼內
，我身旁嘅Miki又點會察覺唔到呢。由於陣間嘅事事關重大，Miki亦都係我計劃內非常重要嘅一環
，所以我要爭取時間喺Sam姐上黎之前，摸清Miki呢一刻嘅意向。我決定一黎就單刀直入開門見山
咁問佢：「如果Evans係你搞咁多嘢嘅唯一理由，佢而家竟然開始肯上進，你應該好開心架，點解你
個樣好似死晒狗咁？」Miki聽到我呢個問之後冷笑一聲話：「James哥，大家都唔係蠢人，唔好同我
黎呢一套啦。係人都見Daisy已經一副押寨夫人咁嘅樣啦，我算係咩姐？」「挑，咁你仲上黎搞咁多
嘢把撚咩，真係唔講粗口都唔得架。你放工太得閒咪去工聯會報下堂學下點用Facebook啦，做咩要
牽涉入我呢啲麻煩嘢度呢？」Miki聽到我咁講之後再一次冷笑一聲，佢用不屑嘅眼光望住我話：「
難怪你個Daisy跟左第二個人啦，你根本都唔明白女人諗咩。」「挑你係咁醒嘅，而家等緊做老闆娘
果個就係你唔係Daisy啦。你如果係無心再玩落去唔該你快啲走呀，我而家打算玩大去豪賭一鋪呀，
我唔想連累埋你，襯呢一刻仲有得走好走啦。」Miki聽到我咁講，原本一臉不屑嘅佢竟然微笑起黎
，佢話：「James你真係好戇居呀，我鍾意左Evans咁耐，我投資左嘅時間心血咁多，我點會無預計
過呢個結果。我的確係好唔好受，不過有時女人就係咁盲目架啦。」如果連Miki呢隻小妖精都會為
愛情而盲目，咁點解偏偏Daisy對住我就咁多猜疑嘅呢？我真係諗唔明。

 



Sam姐突然打黎話佢要遲少少先到，咁我就打算喺Sam姐上黎之前同Miki複習一次我嘅計劃同講畀
佢知呢幾日發生左咩事。Miki不愧為Miki，喺我未出聲之前，佢喺袋度拎左啲嘢出黎畀我睇。「自
從你果日同Sam姐入左房嘈，我已經覺得你同佢遲早一日會再反多次面，所以你當本小姐大發慈悲
可憐你，我幫你叫阿油佢搵定左Sam姐有咩古惑嘢…….」「喂Miki你對我咁好，其實係咪鍾意左我姐
？不如咁啦，如果Evans同Daisy一齊左，我就同你一齊啦，反正同是天涯淪落人…….」「夠啦唔好
唱落去啦，你想同我上床咪直接出聲囉James哥，不過我唔會咁易落搭架喎，廢話講夠啦。不過先旨
聲明，我覺得Sam姐係好人，我唔希望你要對付佢。而且老實講，我搵唔到佢喺工事上有咩犯錯，
而講佢私底下嘅事又好似好仆街。」我拎起佢疊嘢略略望過下，原來係Sam姐啲上網紀錄，佢竟然
用過公司電腦黎買性玩具同上lesbian交友網。我望一望Miki，忍唔住恥笑佢話：「Miki姐，你係咪
想同我講你發現Sam姐原來係les呀？你諗住叫我用呢樣嘢威脅佢呀。喂你地係咪果啲平時會同人講
：『我喺網上搵到條片好搞笑架，我見到網上有條片好搞笑呀，係個阿叔喺架巴士上面鬧個四眼仔呀
』，鍾意將啲舊聞同人分享嘅人黎架。」Miki聽到一臉不忿：「點都好啦，Sam姐都係好人黎嘅，
你陣間最好唔好傷害佢啦。」其實講真我又點會想傷害Sam姐，我都希望我唔需要選擇同佢反面呢
條路……

Sam姐喺比原定時間遲左一個鐘上左黎，而Miki亦照原定計劃匿左去我阿妹間房。平時做事謹慎小
心嘅Sam姐，竟然滿身酒氣咁上左黎。由於佢已經遲到，而且仲要係因為飲酒而遲到，我即時怒火
中燒。一向對佢和顏悅色嘅佢指住佢話：「你睇你搞到自己似咩呀，平時我一向以你做做人榜樣。我
知自己學唔到你嘅辦事能力，但我都想學你做嘢咁謹慎同認真，但你明知約左我商討大事你都仲走去
飲酒？你有無離譜啲呀？」Sam姐估唔到我會完全不分尊卑咁指責佢，再加上酒精影響之下，佢沖
左上前扯住我衣領話：「而家係咪連你都想作反呀，如果唔係我你都唔會仲喺公司生存度呀。我係你
上司，你要尊重我，即刻同我道歉呀。」我目無表情咁好大力咁推開佢，佢失左重心咁坐左落張梳化
度。我繼續用批判眼光望住佢，一邊話：「你係我上司又點，呢排你嘅行為值得我尊重咩？我真係對
好失望，我唔理你你點解同Valarie有咩瓜葛，不過你一開始接近佢已經係錯。你因為呢啲事而想開
我刀就更加錯，我而家同你講，你一係就死入廁所洗過面，好好清醒下之後出黎同我講係咩事。但如
果你要堅持擺老細款無理取鬧的話，咁我唔該你而家即刻同我走，喺放工時間我無必要再受你氣。」
怒火中燒嘅Sam姐想起身打我，但佢隻手未打黎就到已經被我擋住左，我今次更加用力將佢推落梳
化，向佢大喝：「Sam姐你而家真係成棟屎咁呀，你係我阿姐黎架，身為女強人嘅你點可以咁失控
架。」一向堅強自信嘅Sam姐經我一喝之下忍唔住喊左出黎，佢一路喊住一路話：「我再叻都係一
個女人黎架咋，我鍾意女人唔代表我想做男人呀，你地個個係咁迫我，我好辛苦呀。」我依然用冰冷
嘅語氣同佢講：「你收得咁多人工就要遇左有咁大壓力，無籍口架，唔好試圖用自己性取向黎博同情
。我就係因為無歧視過你，先唔想優待妳同情你，如果你而家反而想用你性取向黎控訴其他人係迫害
緊你，我對你真係好失望。」

 

Sam姐對我嘅義正詞嚴全無還擊之力，不過佢開始抹眼淚同唔畀自己喊落去。我呢個時候喺地下執
起佢頭先喺糾纏之間跌左喺地下嘅一包煙，遞左畀佢。開始冷靜嘅佢以為我向佢示好，佢就喺入面抽
左支煙出黎，之後拎起火機打算點黎食。我見狀粒聲都唔出入行去雪櫃拎左支水出黎，Sam姐應該
以為我係想畀支水佢飲，用返把逐漸平和嘅聲線同我講：「我唔口喝。」我無理佢，扭開左個樽蓋行
埋去，之後拎支水將佢支煙淋熜，而佢亦都當然畀我淋濕埋。佢黎唔切迴避，只係一臉驚訝咁望住我
，我繼續用果把冷淡語氣同佢講：「你入到我間屋，行都未除就周圍行我已經無同你計。但你問都無
問過我就食煙？Sam姐，我對你已經一再忍讓，但點解你都係唔尊重下我，你當自己真係過門都係
客就大晒呀？」我相信我一連串嘅行動已經令Sam姐明白佢呢一刻唔係我上司，亦唔係在我之上。
我都唔係想連對住Sam姐都咁工於心計，不過我呢一刻真係唔可以太過和善。Sam姐見我目無表情



，開始有啲驚，佢應該無諗過一向當佢家姐咁樣嘅我會有呢一面，佢唔敢發作，只係有啲無助地咁拎
紙巾抹返乾條裙。Sam姐一路抹緊，一邊驚惶失措地同我講：「我要將一切話畀你知，其實都好需
要勇氣架。我唔知你會唔會都出賣我，不過我呢一刻無路揀，我頭先只係想飲酒去壯膽。我就係因為
唔想再畀人控制先黎搵你，我頭先都係想食支煙黎定下驚，我唔知你咁介意…..」「我都係果句啦，
我唔會同情你，不過我感激你對我有知遇之恩，所以我想幫你。如果你唔信我嘅，門口喺果邊。我唔
想見到一個猶豫不決，畏首畏尾嘅Sam姐。」

 

慢慢平伏左嘅Sam姐，好似想搶返個主導權，佢試圖用返佢平時高高在上嘅聲話：「你都係想整走V
alarie先想幫我咋嘛，你估我唔知你咩。」我冷笑一聲話：「係呀，我係想搞Valarie，我係要向佢報
復呀。不過我根本唔需要你幫手，相反，喺我收佢皮嘅過程你都可能地位不保呀。我而家係當報恩先
幫你，你如果有自信自己搞得掂嘅，你咪行出呢個門口囉。不過行出左個門口之後，你唔洗旨意我會
再幫你。」Sam姐嘗試再反駁，不過佢諗左好耐都係啞口無言，最後佢話：「我因為太寂寞，做左
一件好錯嘅事。」「你又黎啦，你做錯事就係做錯事，唔洗試圖搵籍口令我同情妳，呢樣嘢係你教我
架Sam姐。」Sam姐頹然地點一點頭認同我嘅講法，繼續講：「過程我唔想多講啦，總之Valarie原
來一早發現左我係les，佢亦都知道我另一半好耐無返過香港，所以佢早排成日黎搵我。我初初以為
佢只係想黎擦我鞋，但點知佢一直都只係關心我同同我去玩，我先放下左戒心，我以往佢同你一樣都
當我係朋友。點知之後佢開始有意無意咁撩我，最後我仲因為飲大左同佢開始左上床。但最後一次，
佢竟然叫左兩個黑鬼同佢個鬼佬老公黎拍片……我唔想講落去啦，總之我有把柄喺佢手啦。」估唔到
Valarie又係用呢招，不過好彩我呢一刻都有佢老公嘅玉照喺手，而且仲有咁多人喺我呢邊。我唔想
畀Sam姐知我咁胸有成竹，我用好誠懇嘅語氣同佢講：「對唔住，我唔知你經歷左啲咁慘嘅事，我
仲咁差對你。Sam姐，你好勇敢，我地齊心合力一定可以搞掂果個Valarie架，你唔洗怕呀Sam姐。
」Sam姐只係無奈咁講：「我都講晒野你知，我唔信你都唔得啦。」就係咁，復仇者聯盟又增加多
一員了。

喺Sam姐走左之後，Miki喺我個妹間房走左出黎。佢問我：「估唔到你把口又叻左，頭先好好戲呀
，如果唔知真係以為你係真心想幫Sam姐。」「我從來都無打算主動去加害Sam姐，只要佢唔會對
我做成任何阻撓，我都係想佢好，佢一直對我其實都算唔錯。」Miki拎起Sam姐頭先留低左包煙，
問我：「即係如果我如果成為左你嘅阻礙嘅話，你都會毫不猶豫地對付我啦？係呢，如果我而家拎支
煙出黎食，你會唔會用水淋我架？」「我會即刻除褲向你耍聖水，收拾你呢隻小妖精。如果你驚我之
後會對付你，不如你而家先下手為強喺床上收服左我先啦。」Miki聞言之後大笑：「你真係死剩把
口，就算我而家肯同你上床你都唔肯啦。你個妹頭先話我聽你根本純情到不得了，同之前個女朋友拍
左成年拖先敢上床，更何況你個心仲有Daisy……呀講起Daisy，你知唔知佢黎緊請左幾日假好似話係
去旅行呀？」我聽到之後有啲錯愕，因為我事前完全無聽過Daisy話要去旅行，雖然係短程幾日，但
佢敢都唔同我講真係令我有啲傷心。Miki可能睇得出我面上難掩嘅黯然之色，佢半帶玩笑咁講：「
有無搞錯呀，男人老狗小小事都唔開心，佢又唔係同Evans一齊去，可能佢都係想行開下散心姐。」
我無理到Miki，自顧自地行左去開左支紅酒飲(支紅酒係我喺朋友婚宴度為左回本，偷偷地拎返黎)，
呢個時候Miki行埋黎搶左我支紅酒黎飲，之後用不屑嘅眼光望住我話：「你真係無鬼用架，我鍾意
左Evans咁多年，幫左佢咁多，佢而家轉投左Daisy我都未有你咁頹啦。」我聽到佢咁講忍唔住扯火
話：「挑我點同你姐，你係作賤自己係都要纏住個正眼都唔望你嘅男人姐，明明以你條件，你開到聲
呀，大把男人排住隊黎服侍你啦。我真係唔明你架，Evans都擺到明對你無興趣架啦，你仲要咁落力
幫佢把鬼咩，興其浪費青春，不如搵個另一條仔釣下蟹好過啦。」Miki面對住我嘅指責不怒反笑，
佢問：「你咁緊張我做咩姐，咁睇唔過眼我為Evans付出，你唔係鍾意左我呀？」正當我想反駁之時
，我竟然一時語塞唔知講咩好，呢個時候我喺腦海浮現起Daisy對我嘅指責，唔通我個心入面真係有



Miki？

 

正當我陷於無從反駁嘅困局之時，我屋企門口傳黎左一陣急促嘅拍門聲，我即時襯機行出去喺打算睇
下係邊個。呢個時候門外傳黎左阿油嘅怒吼聲：「唔洗旨意匿埋啦，我知道你地兩個喺入面架，你兩
個姦夫淫婦都對得我住啦，我而家就要同你地同歸於盡呀。」仆街！我真係完全忘記左阿油嘅存在，
喺我叫Miki上黎我屋企之前，我唔記得洗開阿油先。正當我唔知點算嘅時候，飲左酒雙頰泛紅嘅Mik
i一臉從容咁行埋黎，佢企左我後面，喺我耳邊細細聲咁講：「如果而家開門的話，我地就前功盡廢
架啦，但就算喺度匿一世都唔係辦法架喎，James呀，你唔係好有辦法架咩，快啲諗計拆掂佢啦哈哈
。」從Miki果種挑釁嘅語氣，再加上佢略帶挑逗嘅身體姿勢睇黎，我好肯定佢一早已經預計左阿油
會搵到上門，我亦都肯定佢一定已經有拆解方法。我反過黎轉身將佢抱住，Miki畀我呢下突如其來
嘅舉動嚇親，而且佢雙頰睇黎比之前更加紅，我話：「無架啦，我無晒計架啦。不如咁啦，反正都係
畀佢誤會架啦，不如我地而家即時就地正法左先啦，咁我地都起碼唔洗死得咁無辜呀嘛。」Miki用
佢曖昧又帶點挑逗嘅望住我，畀佢咁樣望一望我都不禁承認我真係有一剎意亂情迷，佢邊笑住咁推開
我，邊用一把嬌嗲得令我骨頭發麻嘅聲音話：「你就想啦，等我應付佢啦。」

 

Miki推開我之後行左去開門，門外激動嘅阿油見到係Miki打開門，即時頹然地將身體挨去牆度，喊
住咁話：「估唔到你真係上左黎，點解你要咁對我。」點知Miki非但唔係即時道歉又或者解釋，佢
行左埋去一巴車埋去阿油度，之後用好惡嘅語氣話：「你頭先話邊個係姦夫淫婦呀，我可以發毒誓我
同佢咩都無做過呀。」阿油一路喊住一路問Miki：「咁你點解要上佢屋企呀？」呢個時候我為免阿
油再喺我屋企走廊度大吵大鬧，我忍唔住出聲話：「雖然我係好唔歡迎你黎我屋企，不過你入左黎我
地再解釋你知啦，快啲死入黎啦，我唔想隔離左右見到我招呼你呢類核突毒男入屋呀。」阿油一入到
我間屋之後，Miki就對佢破口大駡：「你點解要跟蹤我呀？我叫左你幾多次唔好查探我啲私事。總
之我而家同你講，我上James度只係因為幫佢手問Sam姐啲嘢，你睇下枱面上仲有Sam姐包煙喺度。
你唔信可以落樓下看更叫佢畀閉路電視你睇。」阿油畀Miki鬧到跪左喺度邊喊邊講：「對唔住呀Mik
i，你唔好嬲我啦。」呢個時候喺一旁幸災樂禍嘅我話：「我都幫你唔落啦阿油，你懷疑邊個都ok呀
。但話我同呢隻嘢係奸夫淫婦真係太離譜啦，我覺得好侮辱我囉，Miki呢個level唔好話同我上床呀
，就連佢想要黎觀戰我都要佢黑布蒙頭呀。」阿油唔敢出聲，佢只係一路喺度痛哭，而Miki就擰轉
頭喺度忍笑。我見阿油呢一刻只係識無助地痛哭想乞求Miki原諒，我忍唔住再踩多兩腳：「講真呀
阿油，我真係無乜見過一個女仔畀個核突毒男跟蹤完之後唔報警處理架，Miki已經算對你好好啦，
你頭先仲叫佢淫婦？我知你條死毒男，你一定成日喺腦海度幻想Miki做淫婦啦，唔好畀我睇死你呀
，我而家一講，你就算喊緊但都會即刻扯旗啦。我同你講呀，你啲眼淚已經夠污糟架啦，你唔好再喺
我屋企度散播其他體液呀死毒男。」阿油聞言之後爬左去Miki身邊捉住佢隻腳話：「Miki你唔好聽
佢講呀，我唔係咁諗你架，你唔好嬲我啦。」「嘩Miki你睇下呀，呢條友唔只叫你淫婦，佢原來仲
有戀足癖架。佢而家肯定想一隻手捉住你隻腳，另一隻手就摷自己褲襠啦。」

 

Miki一腳踢開左阿油，之後冷冷地同阿油講：「我最憎男人咁易向女人跪低架啦，你如果係想我原
諒你，就證明畀我睇你唔係無用嘅男人啦。」阿油聽到Miki咁講之後即刻好緊張咁話：「我好有用
架，不如我畀晒啲錢你啦，我可以養得起你架。」我聞言之後即刻大笑左出黎話：「好心你啦，喺澳
門輸左十幾雞都搞到要麻煩Miki，仲好意思話養得起人。等我James點條明路你行啦，而家我地同V
alarie勢成水火，如果你喺呢件事上面可以立到大功的話，我保證Miki一定會對你刮目相看呀。Miki
你話係咪呀？唔出聲即係認同啦，一於咁話啦，拿拿臨睇下有咩幫到我地啦，我睇好你架阿油。就算



係一條廢柴都有佢嘅用處啦，例如用黎做反面教材教育下一代唔好成為廢柴。你都一定有小小用處架
，加油呀廢柴，呀唔係，加油呀阿油。」Miki呢個時候無再出聲，只係拎返自己個手袋就行出門口
，而阿油都即刻起身追左出去。不過我相信阿油呢一刻應該會更加落力地去幫手，復仇者聯盟當多左
呢一個咁肯賣命嘅成員都算係今時嘅另一個收穫，呢個時候我收到Daisy嘅whatsapp，佢話：「我
呢幾日想行開下，一來你堅持我會有危險，咁我就聽你話出去避下；二來我亦都想行開下諗一諗我同
你嘅關係。可能你會覺得我一時一樣，好難捉摸，不過我嘅前度真係傷得我好深，果啲唔好嘅經歷令
我好難再相信愛情……點都好，我唔知你黎緊會做咩，不過都小心為上啦，遲啲見。」我望住Daisy
個whatsapp，再諗起Miki先嘅問題，呢一刻我發覺我連自己想點都唔多明白。



第五十一節

「James我check到Valarie聽日下晝book左車，喺機場接佢未婚夫啲親戚返酒店呀。」阿油喺返到
屋企之後就開始搵料，睇黎Miki咁樣嚇一嚇佢佢真係爽手左好多。「阿油，唔錯呀，都話我睇好你
架啦。係呢，你知唔知道果班親戚係咩人黎？」「好似係條鬼佬個妹同個aunt呀，你知啦，鬼佬姑
姐姨媽都係叫aunt，就連無親戚關係又係aunt，我都唔知係佢貴親呀。不過我搵到果個妹個facebo
ok，二十幾歲咋，仲要相當狂放架。嘩睇佢平時喺college同朋友party啲相，真係好似睇緊鬼佬四
仔咁呀……」「嘩阿油哥，你頭先先跪喺地下誓神劈願要Miki原諒你，而家你轉過頭就睇鬼妹，我肯
定你條毒男一定又一路睇人　facebook，一邊喺腦海將人地強姦啦。你打完飛機有無洗手架毒撚，
一諗起同你啲咁污糟嘅人講電話我就想作嘔啦。喂唔講咁多啦，我要消毒下自己隻耳仔先，你拿拿臨
send啲嘢畀我安排下啦。」阿油可能已經習慣左畀我侮辱，佢無視我頭先嘅冷嘲熱諷，好緊張咁問
我：「你會幫我同Miki講我咁本事架呵？你記住幫我講多兩句好話呀，我靠晒你架啦。」「我會幫
你如實上報架啦油哥，當然啦，見你而家咁本事，你意淫鬼妹單嘢我就會幫你隱瞞嘅。好啦，再同你
講落去我驚中毒呀，搵到啲咩再話我知啦。」一收左線之後，我心入面已經有全盤計劃，首先我第一
樣嘢要做嘅，就係打去取消book車先。

 

我嘅計劃雖然係即興且唔算周詳，不過我相信我今次搵黎嘅幫手應該會發揮得好好。因為今次將會係
由脫胎換骨左嘅Taylor去行動，喺搵左Taylor簡單商量過之後，我地嘅第一步將會係搵過第二架車去
接佢地兩個先。Taylor喺諗左一陣之後同我講話：「我心目中有一個人選，呢個人雖然係我嘅朋友，
但由於佢可以話係馬路上嘅一個傳奇，所以要搵請到佢出山都唔係咁容易。」「請問你呢位朋友有咩
咁傳奇呢？」「佢外號叫做貨van界鬼叫愁，因為佢出左名揸車唔守規矩，而且仲成日對啲客座地起
價，但偏偏因為佢手車夠快而且把口又成日夠叻，搞到班客開開心心，所以佢可以話係客似雲來。呢
個咁玩世不恭又深不可測嘅男人，就係公路浪子阿炳啦。」「是Q但啦，你覺得佢得就得啦，咁你快
啲叫阿炳準備好聽日準時去接佢地先啦。」「不過有個問題，阿炳佢本身唔識講英文，我驚第一步已
經會穿煲喎……」「唔識英文仲好，去到第二步由你出手果陣，你就會明點解我咁講架啦。係呢Tayl
or哥，作為一個職業食軟飯專家，你覺得鬼妹難唔難到你呢？」Taylor聽到我呢個問題之後只係笑一
笑，之後話：「James，我唔係話想誇口自己讚自己，不過任何有女性性器官嘅人類，我Taylor都有
信心可以食住佢呀。」「有你Taylor哥呢一句我就放心啦，今次我擺明益你呀，兩個西女人，後生又
有中年嘅又有，睇你本事啦。」

 

由於今次我唔需要親自出手，只係遙控成件事。所以我安坐喺家中度等佢地報告畀我，好快果位公路
浪子阿炳就打左畀我，佢一黎就先講左堆粗口投訴話因為唔識講英文，果兩個西女人搞左好耐先上車
，到發洩完之後佢先問我應該放但佢地喺邊好。我搞得咁多嘢就當然唔係想送佢地返酒店啦，我問一
問阿炳：「炳哥呀，你平時喺邊區度玩開咁呀？」阿炳聽到我個問題之後呆左一呆，之後答：「無呀
，都係喺屯門一帶度蒲開，你下次去開果頭飲嘢即管撻我個朵，nuts錢都即刻唔洗畀呀。」「阿炳
哥，多謝你先，不過你放低佢地喺果頭，同順便同Taylor講你會放低佢地喺果度啦。」直覺話畀我聽
，阿炳去開果啲地方附近啲人應該都唔係好講英文，到時佢地之應該會叫天不應，叫地不聞。過左唔
係好耐，我就收到Taylor畀我嘅whatsapp。佢成功喺果兩位西女人最無助嘅時候，以熱心路人嘅身
份英雄救美，成功搭上左佢地，而可能喺外國住慣，果兩位西女人以為香港人真係會咁熱心助人。喺
相信左同阿炳係因為語言不通而發生左誤會而畀佢放低喺個佢地完全唔識嘅地方之後，佢地又再一次
上左第二架賊車，即係Taylor架車。我叫Taylor唔洗咁急車呢兩位西女人返酒店，佢而家應該要展現
好客之道，車人地去食下嘢再順手聯絡下感情先。過左大約兩個鐘之後，Taylor



send左幅相畀我，從佢地嘅表情睇黎，出乎意料地畀Taylor搞掂左果個應該唔係後生鬼妹，而係Val
aire老公果個aunt。

 

又無幾耐，我接到Valarie個電話，佢一黎就向我咆哮問道：「你收埋左佢地喺邊呀？」「我收埋左
果啲龍珠你就當然唔會咁易搵到啦，容不易你一陣叫左條神龍出黎，向佢許願畀你升職，我咪前功盡
廢。」「你唔洗同我詐傻呀，租車公司話係個男人打去cancel左架車，仲唔係你，你再唔交返佢地出
黎我就報警。」我聽到之後忍唔住大笑：「咩租車公司呀阿嬋，你係咪老到慒左呀？一打黎問我收埋
佢地喺邊，佢地係咩黎先得架。仲話要報警喎，快啲去報啦咁，同阿sir講我收埋左啲龍珠，唔畀你
召喚神龍救地球啦。」Valarie可能估唔到我嘅反應會係咁，佢聽完遲疑左一陣就收左線。呢個時候
我見Taylor都起碼搞掂左其中一個西女人，雖然唔係我心目中以為佢會搞果個，不過可能佢已經將職
業化為興趣，愛上左搞老女人啦。Taylor喺隔左無耐就送左兩個西女人返酒店，Valarie見到Taylor
當然無比驚訝啦，不過最令佢驚訝嘅竟然係果位較年長嘅西女人唔肯落車，話要同Taylor喺香港周圍
去玩下先再返黎搵佢地。就係咁， Taylor成功俘虜左Valarie身邊嘅其中一個人，復仇者聯盟嘅第一
仗可以話係成功左嘅。



第五十二節

由於尋日同Taylor第一次行動已經嘗到甜頭，我尋晚訓得特別安穩，喺訓左十個鐘之後，我精神飽滿
咁起身準備迎接新一天嘅挑戰。喺起身之後，我再次集中精神打算搵大明出黎，就算Daisy呢一刻唔
喺香港，但一日未搵到佢出黎我都唔會安心，而且我相信佢喺暗中都會行動。雖然大明已經痴Q左線
，要捉到佢路都唔係咁易，不過我相信一個人就算點癲都好，我依然都可以由佢嘅背景呀，生活習慣
呀同人際關係方面搵到啲蛛絲馬跡，由於之前一直都只顧防範住大明，以至我一直都處於捱打狀態。
但而家Daisy又唔喺香港，再加上我身邊多左咁多強援，我都係時候反客為主架啦。我喺食左個豐富
嘅早餐之後，就開始再利用我引以為傲嘅小器簿系統度翻查晒所有關於大明嘅記錄，喺經過一番研究
，我發覺自己一直都忽略左兩條顯而易見嘅線索，首先：大明係一個深度攝影發燒友，就算佢而家處
於瘋癲狀態，都唔代表佢會放棄佢呢樣最大嘅興趣，而且更可能因為佢長期處於精神咁唔穩定嘅狀態
下，佢對攝影呢門興趣有可能變得更加熱，而呢個時候，相機基應該可以幫到我；而第二樣嘢就係，
佢受到咁大打擊係因為佢不舉，而最有機會令佢喺呢方面受到打擊嘅，應該係佢果個未婚妻，而且個
打擊大到足以令佢痴線的話，就證明佢有幾在意佢嘅未婚妻。喺諗通呢兩點之後，我突然之間變得豁
然開朗起黎，大明你咪即管匿埋囉，不過我相信呢個貓捉老鼠嘅遊戲，將會好快玩完。 根據探子(其
實都係啲舊同學)回報，相機基而家喺旺角某間電器鋪度賣相機，不過據聞由於佢講嘢口疾疾，所以
啲中國豪客開大單通常都無佢份，相反佢就差唔多成副人工都拎晒黎買相機呀鏡頭呀咁。其實我真係
好憎喺星期六日出去旺角，因為次次去親我都覺得好似去左香港境外咁，周圍啲人都係講強國語。不
過由於喺搵到大明出黎呢件事上真係分秒必爭，所以我都別無選擇決定踩上相機基鋪頭去搵佢。去到
間電器鋪度，我好辛苦先穿過果班中國大豪客，喺鋪頭嘅一角搵到無所事事嘅相機基。其實喺頭先行
入黎嘅過程，我肯定自己曾經唔小心踩到幾個中國人嘅腳，同撞開左幾個強國細路，不過由於佢地所
有人都好投入去買啲佢地未必用得著嘅電器，所以佢地都唔得閒同我爭執。相機基同上次唔同，今次
佢一見到我表現得非常高興，佢離遠見到我已經同我喺度揮手叫我過黎。「嘩基哥搞乜你坐左喺度笑
笑口又好似唔洗做咁呀，乜你中左六合彩唔洗做咩？」「唔好玩我啦James，不過見到James兄黎我
真係有失遠迎呀，如果而家唔係喺大底廣眾，我真係想你受小弟一拜呀。」「我死左你先黎拜我啦，
不過睇個款都應該係你死先架啦，搞咩見到我咁開心呀基哥，唔好同我講你影女影厭左想搵我私影呀
，我唔會濕身影架。」相機基畀我奚落完兩句都好似無影響到心情，佢依然係笑笑口咁望住我，我忍
唔住問佢：「拿你好老老實實同我講，做咩無端端對住我烚熟狗頭咁先，你唔老實答我我大叫非禮架
。」「喂James我真係唔知你對大明做過啲咩黎，不過無論你做過啲咩我都對你甘拜下風呀。我早兩
日見過佢，佢真係變左第二個人咁。」 聽到大明搵過阿基，我心中暗地同自己講左聲bingo，不過
我表面上依然係不動聲色，我好淡然咁話：「係咩？自從佢辭左職之後我地成間公司啲人都搵佢唔到
啦，係呢佢而家變到點呀？」「佢早排突然喺攝影界完全絕跡左，正當我以為你做左啲咩令佢連相機
都唔玩咁犀利，點知佢早兩日竟然黎左搵我喎。」「唔好賣關子啦基哥，佢黎搵你做咩呀？」「佢早
兩日黎搵我果陣，由於佢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咁，我初初直頭唔認得佢咁滯。平時佢見到我都會串我兩
句架嘛，點知佢早兩日一黎到就拎左疊銀紙出黎話要買晒幾支好貴嘅鏡頭，我就好奇佢點解會突然咁
捨得買呢啲貴鏡頭啦。佢就話佢想喺最後一刻，幫佢果個未婚妻阿晴去影最靚最靚嘅畢業相還自己一
個心願，佢講到好似交代遺願咁。挑明明聽聞佢同阿晴都分左手啦，佢仲搞咁多野扮情聖。」從阿基
口中覆述大明果番話，睇黎佢大有與我同歸於盡之勢，我喺諗左三十秒之後，喺銀包度拎左五百蚊出
黎畀阿基，之後問佢：「我唔理咁多，我要知道晒果個阿晴嘅所有嘢，包括佢喺邊住，喺邊讀書等等
，如果你可以話到畀我知我再畀多幾百蚊你都無問題。」點知阿基只係笑笑口咁推返啲錢畀我，之後
話：「傻啦James哥，你幫我報左大明呢個仇我都未多謝你啦。你仲搞到佢癲唔癲喪唔喪咁黎幫我開
左張大單，我而家咁Q得閒無畀班大佬捽數都係因為果日開到單咋。James你真係好彩，因為阿晴以
前都係做私影妹，我之前同佢都算係幾好朋友，我又真係知道阿晴唔少嘢喎，拿我一陣寫畀你當係報
恩啦。不過James哥我想再麻煩你多一樣嘢，如果你想搞阿晴記住唔好咁重手，啱啱好令到佢受驚嚇
等我可以乘虛而入去安慰佢就最good
fit啦。你知啦James哥，一陣玩大左搞到佢有咩心理創傷怕左男人，我就無行架啦。」「阿基哥，其



實我自問都唔算係一個咩正人君子黎，不過你頭先果番說話，真係賤格到連我都講唔出口呀大佬。不
過點都好啦，你放心，我唔係想傷害果個阿晴。」「唔係呀James哥，你真係唔怕傷害阿晴喎，喺非
常時期有非常手段都係可以理解嘅，不過你記住留返小小餘地就ok架啦。」呢個時候，我發覺我咁
多年都睇漏左阿基，可能咁多年以黎，佢先係真正嘅賤人之霸。



第五十三節

今日一返到公司，我已經見到Valarie怒氣沖沖喺會議室度行出黎，而會議室入面就有一臉為難嘅Sa
m姐，佢見到我返黎即時示意叫我入去。為左唔令Valarie起疑心，我好識做咁扮到一臉惶恐行入去
，相信其他人見到我都會以為我係入去等收信封。喺一關埋度門之後，我就大模施樣咁坐左喺主席位
張大班椅度，同焦慮到喺房入面不停行黎行去嘅Sam姐講：「得架啦，你唔洗解釋架啦。從Valarie
頭先行出房嘅表情睇，你叫我入黎係因為佢頭先迫你炒左我，以你又苦無對策之下唯有拖延住佢先。
你而家咁焦慮係因為怕我如果無方法幫你拆招的話，你就會陷入兩難局面：炒左我的話，你就代表要
受佢操控，而且你怕我會反轉豬肚隊返你出黎；唔炒我的話，你又唔知點同Valarie交代，到時佢一
定會用啲毒辣招素炮製你。你而家咁心急，除左係想做樣畀Valarie睇你有照我肺之外，你仲好希望
我有啲咩實際對付Valarie嘅方法畀到你睇，等你唔洗再提心吊膽，我有無講錯？」Sam姐見到我一
臉自信咁講左呢一大堆嘢之後，佢睇黎亦好似放心左啲，佢坐低喺我面前同我講：「既然你而家好似
咁運籌帷幄，胸有成竹咁，我希望你真係有計去幫我同幫你自己。上面啲高層已經催我快啲決定畀邊
個升架啦，我真係唔拖得好耐架啦。」為左令Sam姐可以安心咁交畀我去對付Valarie，我拎左張白
紙出黎寫左一封簡短嘅辭職信，之後交左畀Sam姐，我同佢講話：「如果我到時真係對付唔到Valari
e，你即管張我呢封辭職信交去畀人事部，咁你咪唔洗怕Valarie會找你晦氣囉，而且封辭職信係我親
筆寫嘅，你應該唔洗擔心我有機會反咬你一口啦。」Sam姐拎住我封辭職信果陣，罕有地流露住感
激之情，佢行上前捉實我雙手話：「如果今次順利趕得走Valarie的話，升職人選我會推薦你。」我
對Sam姐嘅呢一番承諾不置可否，我只係好淡然咁講話：「呢啲嘢之後先算啦，總之呢一刻我希望
你會信任我去做我要做嘅事，我嘅要求就係咁多。不過唔該你陣間叫我出去果陣，你記住用惡啲嘅語
氣趕我走，做戲做全套呀嘛。」

 

如我所願，喺開門一刻，Sam姐好大大咁拍枱，之後用盡全身力氣咁大喝我叫我死出去。而我行出
會議室門口一刻同即時配合佢扮死狗，我相信除左Miki之外，其他人都會以為我頭先喺房入面畀Sa
m姐鬧得無地自容。正當我垂頭喪氣咁行返埋位之時，有一個人突然拍我膊頭叫停我，呢個人就係就
黎要走嘅Kate姐，佢好緊張咁將我拉左去入佢間房。「Kate姐，你搵我係咪有咩事呀？你都見啦，
我頭先畀Sam姐鬧完，我而家心情唔係咁好唔多想講嘢住。」「唔好意思呀James，我都知你頭先應
該畀佢鬧得好甘下架啦，不過我想知道點解Valarie同Sam姐講左啲嘢之後，你就即刻畀Sam姐照肺
？無理由連Sam姐都畀Valarie收買左掛……」我當然唔可以洩漏任何風聲畀阿Kate知啦，我扮到強顏
歡笑咁同講：「Sam姐份人一向公正嚴明，佢應該唔會畀Valarie收買到嘅…….係呢？上次我同你講V
alarie係害你果個人單嘢，你而家有無決定點呀？」阿Kate聽完我個問題，轉身行左去望住個窗，沉
默左一陣之後佢轉身同我講：「呢件事始終表面上佢係無錯，我做唔到啲咩。但只要你喺對付Valari
e一事之上有咩進展，我唔介意再踩多佢兩腳，而且如果你有咩要我幫手的話我都可以考慮一下。」
我強掩心中興奮，用平靜嘅語氣答阿Kate：「我明嘅，不過有你呢一句已經足夠架啦。阿Kate呀，
你放心，我唔會要你死得不明不白架，你放心你一定可以死得眼閉架。」阿Kate走上前打一打我個
頭話：「我唔喺度返工咋，但我仲未死架。不過你相信我，我好快就會捲土重來返返黎。」我心諗你
作為高層嘅情婦，到個元配下左啖氣之後，你又可以返返黎架啦，難為我地為左呢件事搞左咁多大龍
鳳。

 

一連畀兩個阿姐叫左入房，我相信公司好多人都會以為我黎被炒不遠矣。作為我喺公司入面嘅真心朋
友，Evans當然好擔心我嘅處景。所以一到lunch佢就拉左我去食晏打算開解我同幫我。「James，
如果我早啲發力去上位嘅話，你就唔洗被班阿姐無理欺壓你，一日都係我無用……」「要成大事姐，



最忌就係好似你而家咁怨自己乜怨自己物。不過我其實都有一樣嘢好想問你，你突然之間要發力嘅原
因，係咪真係為左想幫同事爭取權益咁簡單。我要你作為朋友咁老老實實答我，我唔要聽你打官腔呀
。」Evans遲疑左一陣，佢深深咁吸一口氣之後答我話：「早排喺我情緒最低落嘅時候，Daisy同我
講如果我唔改變下自己大唔透嘅性格，一陣仲係咁無承擔，就唔會有女仔肯對我付託終生。」「你係
想去改變自己去追返你果個前度返黎？」「咁又唔係，我已經放棄左佢啦。我搵到一個更加值得我去
努力嘅女仔，雖然佢仲未知我鍾意佢，我亦都唔知佢呢一刻會唔會另有心上人，不過我都打算努力左
先。」其實從佢一開始提起Daisy呢個名，我已經知佢口中值得佢努力嘅女仔就係Daisy，不過好明
顯佢地仲未傾過呢方面嘅問題，所以佢亦都唔知我同Daisy之間發生過嘅事。我唔敢同Evans講話我
會全力支持佢，因為我真係講唔出口去支持佢追Daisy。

 

喺食完晏返到公司之後，我心情一直都好差，我一諗起終有一日要面對我地幾個人之間嘅感情瓜葛就
笑唔出。一直到臨放工之前，我都係心不在焉咁坐喺度等時間過，突然，我收到一個無來電嘅電話，
我知道係大明終於再出手啦。如果畀著之前我應該會好驚，不過我相信喺不久嘅將來，驚果個會係大
明……

我一拎起電話果陣，我就聽到大明把變態笑聲，佢一路笑一路喘氣，聽到我毛管都棟埋。佢笑左一陣
之後就話：「掛唔掛住我呀？你梗係一心以為Daisy去左旅行，所以大安旨意以為我無晒符啦，不過
你有無確認過Daisy係咪真係走左呀？」我明白大明又打算玩返上次嘅把戲，假設Daisy唔喺香港，
佢電話無漫遊的話，我就搵佢唔到；而如果Daisy係喺佢手上的話，我就更加搵佢唔到啦。我無浪費
時間去打Daisy電話去搵佢，因為我肯定無論係發生以上邊個情況，大明而家搵得我都係確認左我唔
會單靠電話去搵到Daisy。所以我決定不動聲色，睇下大明有咩嘢講：「咩呀？驚都唔敢出聲呀？不
過驚都無用架啦，你不如諗下點樣令我心情好啲，你個Daisy就受少啲苦啦。」「咁你想點呀？」大
明聽到我好似受制於佢咁，笑得更加變態：「James呀，出過一次事都仲唔醒水，仲係死要搞咁多嘢
嘅。」唔知點解，我心入面有種諗法，我覺得大明係因為Daisy竟然唔喺香港，佢又畀Valarie施壓要
佢做啲嘢，佢喺苦無對策之下先會兵行險著，打算再次利用我搵唔到Daisy黎威脅我。佢頭先指控我
搞咁多嘢，就更加令我覺得係Valarie急住想剷除我而迫佢做嘢。為左證實我呢個諗法，我故作驚慌
咁問：「我呢排搞過啲咩黎又得罪你呀大明哥？無理由架，我連見都無見過你……」本身狂笑緊嘅大
明畀我呢個問題問到疾左一疾，好明顯佢無諗過我喺Daisy唔見左嘅情況下都仲有時間分析啲枝節嘢
，佢語氣略帶猶豫咁話：「你個賤人好事多為，我而家都不過係替天行道咋。」「咁你要點先肯放過
Daisy呀，佢係無辜架。」大明可能都怕我再問落去會聽得出更加多破綻，佢單刀直入咁話：「今日
星期一阿Sam姐喺度架嘛，你而家就同我入去同佢講晒你咁耐以黎做過嘅衰嘢，跟住即刻辭職。做
左我第一個要求之後，我會再有指示架啦。」由於佢竟然咁單刀直入咁提出呢個要求，我好肯定佢只
係為求最快達到左Valarie要佢做嘅嘢先，喺睇通呢一點之後，我就決定反客為主。

 

「大明呀，你記唔記得阿虎呀，即係果日喺酒店房入面嚇到你差啲陽萎果條友呢？」大明應該估唔到
我喺呢個時候，會沒頭沒腦咁冒出呢個問題，我呢一著令到佢嬲到暴跳如雷：「我梗係記得呢個人啦
，如果畀我再見到佢我一定會殺左佢呀。你唔係諗住交佢出黎我會放過Daisy呀？唔得，我一定要你
辭左職先，之後你先好同我談條件呀。」見到大明一步一步跌入我設嘅陷阱，我忍唔住由心笑左出黎
，佢聽到我笑之後又驚又怒，佢忍唔住對住電話咆哮：「你笑乜撚嘢呀，你覺得我去到呢個田地，有
咩做唔出呀？你再笑我就即刻老強左你個Daisy先。」「大明講起老強，你估阿晴佢頂唔頂得住阿虎
呀啦。」大明聽到阿晴呢個名之後，佢把聲即刻又盛怒變到驚訝，睇黎佢真係無諗過我會有此一著，



但佢仲打算死撐：「乜撚嘢阿晴，我都唔知你講乜，而家你再唔走去辭職，你就真係唔洗旨意再見到
Daisy啦。」「唔係呀大明，阿晴喎，你個未婚妻呀。無理由架，你明明係怕累佢一世要佢守生寡你
先會忍痛同佢分手架喎？你點會唔記得左佢呀？」同大明嘅虛張聲勢唔同，呢一刻阿虎真係埋伏喺阿
晴附近，不過我仲未癲到打算傷害一個無辜嘅女仔，阿虎只係喺果度作監視。但如果喺緊急情況下，
例如大明真係傷害左Daisy的話，癲起上黎我都唔知自己會做得出啲咩事。不過點都好，我呢一著好
明顯行得非常成功，大明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佢再扮唔到事不關己。大明忍唔住講話：「如果邊個
傷害左阿晴，我對天發誓，我一定會將佢碎屍萬段，我唔係講笑架。」見到呢招行得咁順暢，再加上
我深信Daisy唔喺大明手上，我決定繼續向佢施壓：「我自問係鍾意Daisy呀，不過同你對阿晴嘅愛
相比算係啲咩呀。Daisy有咩事我會傷心內疚，不過應該都係一年半載咁大把。但你唔同呀明哥，你
同阿晴真係曾經山盟海誓架。」

 

大明呢個時候無再出聲，佢應該係嘗試冷靜去判斷形勢，不過我當然唔會畀個機會佢去冷靜分析：「
大明呀，你而家係咪好想收我線去搵阿晴，確保佢嘅安危呢？不過而家到我未玩完呀，你試下收線呀
，我向你保證你唔會搵到佢架啦。大明，你知唔知你一直都惹緊一個你條廢柴惹唔起嘅人呀？你以為
你咁樣自暴自棄下，搞到自己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咁就叫做痴線呀？大明呀，你同我挽鞋嘅資格都無呀
。」大明依然唔出聲，睇黎佢真係好驚我會去對付阿晴，又或者佢係喺心入面盤算緊究竟可以點樣去
救阿晴，不過我都唔係第一次將佢趕狗入窮巷，喺得勢之後我當然不饒人：「大明呀，你記唔記得你
上次將我鎖住喺房成晚呀？果陣我就係好驚架，我驚係因為你喺果陣竟然可以忍手唔即時玩死我，仲
打算慢慢同我打心理戰。我真係以為我造就左個不得了嘅怪物出黎架，但你真係好令我失望呀大明，
你竟然選擇喺呢個時候同Valarie合作？我唔知Valarie點樣幫過你啦，不過我可以好肯定同你講，如
果你唔係急住要幫Valarie，你而家就唔會前功盡廢啦。大明，你知我份人幾小器架啦，我唔會咁易
收手架。」今次輪到六神無主嘅大明問返我：「咁你想點呀？」

 

「大明呀，你好心急咩？你驚咩姐，你仲有Daisy喺手架嘛，呢個咪係你嘅談判籌碼囉。唔洗咁驚住
，你畀我慢慢講埋落去先啦。你係咪以為只要過左而家呢個難關，你確保左阿晴嘅安全之後，我就奈
你唔何呢。唔係架大明，我仲未玩完架。你都知我對付人嘅手段架啦，你見我連阿晴嘅底細都知道，
你應該明白我要玩落去嘅話，阿晴佢真係好慘架。不如我講個例子畀你知呀，全世界嘅人都知道阿晴
幾咁愛你，而你離開佢又有幾傷心……你話如果阿晴知道左，原來所以悲劇嘅起因，都係因為你咸濕
搞私影妹，佢會點諗呀拿？我知架大明，你寧願搞咁多嘢無聲無色咁告別阿晴，都係想保護佢同怕傷
害佢呀嘛。你話如果佢知道晒所有嘢之後，會唔會傷心到想自殺呀拿？未婚夫出去搞私影妹，搞到最
後要同佢分手喎，畀我知道我真係會傷心到自殺架大明。」聽到呢到，大明竟然語帶哭聲咁求我話：
「當我認輸啦，好未？我會放左Daisy架啦，亦都唔會再搞住你，我求下你放過阿晴啦，我已經好對
佢唔住架啦……」「你同Valarie究竟仲喺背後搞左啲咩？」「只不過係我呢排嘅所有洗費同係佢負責
，而且佢會話畀我知你地啲行蹤，我同佢真係無其他嘢架啦……我真係唔會再黎搞你地架啦，我求下
你放過阿晴啦。」喺得到我想要嘅嘢，同確定左大明同Valarie嘅關係之後，我深思左一陣之後問：
「其實由頭到尾Daisy都唔喺你手上嘅，係咪？」「你都咩都知道晒啦，我真係唔會再黎搞住你架啦
，求下你真係唔好搞阿晴呀。」可能係近排接觸得女人多左，見到大明為左阿晴竟然連報仇都可以放
棄，我竟然有啲感動同心軟，而且我回想大明今時今日搞到咁，其實唔多唔少都係因為我，我作出左
一個我之後可能會後悔嘅決定：「既然知我嘅手段，我係你就唔會再出現喺我面前。竟然係咁愛阿晴
，你當日就唔應該走去玩私影妹，玩完之後又要扮情聖，不知所謂。你記住呀，為左你個阿晴嘅安危
，唔好再喺我面前出現呀」講完呢番話之後，我無諗過我竟然會會聽到大明同我講左句多謝。



第五十四節

Daisy臨返黎之前，佢喺台灣機場度臨急臨忙打左個電話黎要我去接佢機。由於只喺得幾個鐘時間，
我喺完全無準備之下就戇居居上左機場巴入機場。喺果程車上，我一直喺度諗既然都解決左大明，而
家係咪同Daisy認認真真咁開始嘅好時機呢？我相信Daisy叫得我去接佢，而唔係叫Evans又或者其他
男仔去接佢，我喺佢心目中嘅地位應該都算穩固，再加上佢之前都已經知道我係鍾意佢……但我到今
日都諗唔通，點解佢覺得我係緊張Miki多過緊張佢？我一路諗一路望住窗外果條濕滑嘅公路，我始
終都諗唔通，我什至畀呢個問題困擾到想架巴士發生意外等我唔洗煩。喺我望住窗下雨境獨自愁緒之
際，喺我身後突然傳黎一陣嘈雜嘅電子聲，如果我無聽錯應該係黎自果啲手機game。我擰轉頭一望
，我見到一個二十幾歲，染住金毛，相貌唔差但又帶有一浸濃濃嘅鄉土味嘅少女正喺度旁若無人咁玩
緊電話。雖然佢身旁有一個Marc
Jacob布袋，但佢果個痴滿惡俗閃石嘅電話殼同佢果啲搽左鮮紅色指甲油嘅指甲已經出賣左佢，佢就
算幾努力想去扮一個MK妹，但佢都應該係黎自強國，畢竟有啲嘢真係基因黎，你點掩飾都好但細節
始終會出賣左你。由於我已經畀Daisy同Miki呢兩個女人搞到我心煩意亂，但連想喺巴士靜下都畀呢
件強國少女煩住，架巴士上層仲要係得我同佢兩個，我忍唔住用唔多純正，程度同古天樂先生相約嘅
普通話問佢：「小姐，你知不知道什麼是耳筒呀？」突然見我同佢講嘢，原本專心打緊機嘅佢略帶錯
愕咁望住我，之後用一把充滿風塵味嘅聲線，再加上一口充滿鄉音嘅廣東話反問我：「你講乜春呀？
」見佢竟然識得講廣東話，雖然講得唔多正，不過我都打算嘗試同佢講下道理：「耳筒呀阿姑，即係
戴喺耳仔度聽到嘢果啲嘢呢？你鄉下係咪無得賣呀？」佢又重覆返果句：「你講乜春呀？」見佢黎黎
去去都係講住同一句嘢，我開始懷疑佢其實剩係識得一句廣東話，所以我決定雙語問佢：「係咪啲雞
蟲剩係教得你一句廣東話呀？呀普通話點講雞蟲呢，呀，係，即係嫖客呢。不過唔緊要啦，我跟你說
普通話好了。」

其實都唔知佢係咪剩係識得一句廣東話，因為佢又滿臉怒容咁重覆多次：「你講乜春呀仆街？」係，
今次佢仲講多左三個字，不過識得講仆街都不足以證明佢係識廣東話。所以我為左保險，都係講返普
通話：「如果你他媽的知道什麼是耳筒，為什麼不用呀？你知不知道你玩電話真是他媽的吵呀。操你
媽的，你當這裡是骨場嗎，你知不知道你吵著我呀？」呢位強國少女正想反擊嘅時候，唔知係好彩定
唔好彩，佢竟然要落車。佢雖然好似好想留喺度同我舌戰，但佢都唯有急忙拎埋啲行李落車，喺臨落
車果陣佢轉身向我舉中指同我講：「你小心啲呀，唔好畀我再見到你呀。」我無動氣，只係面帶微笑
咁同佢講：「咁你放心，我都唔叫雞嘅，我同你應該唔會有相見嘅機會啦。至於小心啲呢個忠告你都
係留返果啲堅持唔戴套吹嘅嫖客講啦。」

 

無幾耐我就去到機場，喺Daisy未黎到之前，我決定參觀下啲空姐……呀唔係，我指機場，我決定參
觀下機場。其實我又細到大都好鍾意去機場嘅離景大堂度，睇住啲人一邊講bye
bye一邊喊苦喊忽。特別係仲讀緊書果陣，見到啲情侶有一方因為要去外國讀書所以被迫分離，見到
佢地依依不捨咁話別我就通常喺心入面暗笑。挑，過多一兩個月你地咪又係散。當然人大左，就覺得
呢啲別離情景更加可笑，如果唔係有Facebook，果啲你當年喺機場度攬頭攬頸，話咩友誼永固嘅朋
友，喺佢地走左一頭半個月你都唔記得左佢啦，喺離景大堂度笑人地笑左陣之後，我就收到Daisy個
電話叫我行去接佢……
見到Daisy一刻，我無我自己想像中開心，而佢亦無我想像中起勁。喺我一路幫佢推行李去行車站果
段路佢都無乜出聲，為左轉換下氣氛，我問佢：「你頭先上機果陣肯定唔夠高放行李上去要空姐幫你
啦。」佢終於露出笑容話：「係呀，我仲專登等個靚仔空少行過先叫佢幫手呀。」「挑，有男空姐幫
手好叻叻咩，上次我坐飛機果陣我叫啲空姐畀填色簿同顏色筆我呀。」「上次你坐飛機果陣你仲係小
朋友？」「唔係呀，舊年咋嘛，不過見悶悶地咪叫空姐畀本填色簿黎玩下囉，反正都唔洗錢緊係咩都



問佢攞啦。」「你肯定係見到空姐靚想借頭借路同人講嘢咋嘛。」「咁又唔係喎，拎填色簿果陣我真
係因為悶先出聲問；到之後扮遇到氣流，杯香檳倒濕晒條褲果陣就真係撩佢啦，不過佢唔肯幫我抹咋
嘛。」佢聽到只係輕輕扁咀打左我一下，呢段無聊嘅對話總算令我同佢無咁尷尬。一直到去到佢屋企
樓下之前，我同佢都只係講住無聊嘢，間唔中我又口花花撩下佢咁。或者係大家都有意識咁想迴避，
我地始終無深入咁談及我地嘅關係，不過睇得出佢散完心之後可能真係諗通左啲嘢，佢對住我都比之
前自然。我有同佢講已經解除左大明呢個威脅，同暗示我地應該可以一齊，不過佢都扮get唔到咁。
到臨送佢返屋企之前，我忍唔住同佢講：「其實我真係唔知點樣去解釋我同Miki之間……」佢用隻食
指輕按我個咀唔畀我講落去，佢之後話：「早排我可能因為啱啱同前度分手，我都唔知自己想點……
我散完心返黎就覺得我地應該要慢慢再了解下大家先，我之前好似迫你向我表白咁，其實我唔係咁心
急架，我果陣係好無安全感唔知自己想點咋。我知你而家有好多大事要做，我等你有時間之後先再慢
慢去諗一唔一齊呢個問題啦，其實你好似今日咁陪下我我已經好心滿意足架啦。我頭先好開心，多謝
你，不如我地維持住呢個關係，等你諗清楚先算啦。」我雖然好想同佢講我已經諗清楚，不如我地而
家就開始一齊啦。不過喺講出口之前，心入面又有把聲音叫停我，要我諗清楚。就係咁，我又錯失左
一個同佢開始嘅機會。



第五十五節

自從Evans入左黎之後，我已經唔知幾耐未試過同Daisy單獨食早餐。我望住眼前食緊腸仔嘅Daisy，
不禁想得出神，我喺度諗喺呢件事完左之後，我就可以日日過住餵Daisy食腸仔嘅生活啦，但唔知點
解諗到呢度，我完全唔覺得有幾幸福，相反我仲覺得有啲若有所失嘅感覺。呢個時候Daisy無端端拍
一拍我，將我拉返黎現實。佢扁住咀咁問我：「乜同我食早餐好悶咩？」「唔係呀……」「咁你做咩
唔出聲，仲要諗嘢諗到皺晒眉咁。」佢唔講我都唔知自己原來係皺緊眉，我唯有硬擠返個開心樣出黎
答佢：「哦你食緊腸，我費事同你講嘢搞到你哽親咋。我有心理陰影呀，好多女仔同我食腸果陣都會
因為太心急搞到哽親，你知啦太大條腸都係麻煩架啦…….」Daisy聽到我又喺度講無聊嘢，佢不但唔
嬲仲要笑返，佢大發嬌慎咁話：「你把口真係好衰呀，你再係咁我唔睬你架。」「咩呀，我講緊德國
大肉腸咋嘛，你諗左去邊呀。我本身唔支持婚前性行為架喎，不過如果你堅持的話我都唯有奉陪啦。
」Daisy起身行埋黎作勢扮打我，而我又交足戲咁扮避開佢，喺追逐之間佢唔小心跌左入我懷中，我
下意識地諗都無諗就攬實左佢。就喺呢個時候，Evans同Miki行左入公司，佢地正好目擊住呢一幕。
唔知點解，喺我同Evans
Miki有眼神接觸一刻，我心入面有一絲罪疚感，所以我無乜多諗就推開左Daisy，又可能係我推開Da
isy果刻我推得有啲急同粗暴，Daisy喺畀我推開之後向我投以惡狠狠嘅眼神。我唔敢再望Daisy，我
亦更加唔敢望向Evans同Miki，呢個時候我唯有好似畀人捉黃腳雞，默默低頭祈望佢地會唔再提呢件
事。Evans喺呢個時候好勉強咁笑出黎話：「你地兩個真係呀，咁大個人都仲好似小朋友玩到咁癲，
小心撞親呀。」佢講完之後就急急腳咁返埋自己個位，剩低左我，Daisy同Miki三個喺度。

Miki呢個時候行左埋去Daisy身邊，喺佢耳邊講左兩句，之後Daisy點一點頭就跟左Miki行出去。我
一邊目送住佢地行出去一邊喺度諗Miki究竟有咩想同Daisy講呢？喺百思不得其解下我再望一望Evan
s，不過Evans只係喺自己個位度埋頭苦幹，佢無再望過我地幾個。不過佢嘅反應已經證實左佢鍾意
嘅係Daisy。我開始擔心，如果我同Daisy一齊左，Evans喺無晒推動力之下會唔會又做返隱世高人不
問世事，咁Valarie到時就無晒對手可以坐正啦……為左唔好令到前功盡廢，我喺心入面暗下左一個決
定，暫時我都係同Daisy保持返啲距離會好啲。無幾耐Daisy同Miki兩個就入返黎，佢地行入黎嘅時
候顯得有啲面左左，我估佢地頭先就算無鬧交，但最起碼都唔係談論啲咩愉快嘅話題。無幾耐啲人開
始陸續返黎，我不經意地望到我一排無理嘅Judy，佢今日打扮得尚算性感誘人，應該喺放工之後佢
又準備去獵食。可能因為我呢排忙到唔得閒招呼佢，佢以為已經解除左我呢個威脅，所以佢又變返果
個自信心爆棚嘅Judy。不過佢今日唔好彩啦，撞正我心情煩躁，為左挫一挫佢銳氣同抒解下我心頭
悶氣，我決定過去招呼下佢。我喺扮拎文件去佢個位果陣，故意誇張地望住佢胸前條深溝，佢即時以
手遮住，細細聲話：「你想點呀？你話左唔會搞我迫我同你上床架……」我奸笑道：「唔係呀Judy，
我唔係因為咸濕先睇你對乳房呀。不過我頭先係好奇想搵下你條事業線上面啲老人斑同摺紋咋嘛。」
Judy對住我唔敢發嬲，佢唯有無奈地細細聲轉移話題問：「阿Kate就黎走啦喎，你對付Valarie件事
搞成點呀？真係畀佢上到位我地就大鑊啦。」「我唔怕呀，有咩事我都仲有你啲罪證黎向高層保命投
誠呀，不過你就真係大鑊啦，佢上左位第一個唔係對付你我就真係跟你姓都得呀。」Judy好驚咁望
住我話：「我已經咩都照你吩咐去做架啦，你點先肯放過我呀。」我拍一拍Judy膊頭同佢講：「你
落力啲諗計整走Valarie，唔只可以自救，到時你係我恩人呀。到你做左我恩人，我就算唔以身相許
報答你，都最起碼唔會害你呀。」其實我唔洗多講，Judy一早已經係復仇者聯盟嘅穩膽黎，佢只係
需要多啲推動力。
Valarie一直望住我同Judy喺度傾密計，而我喺返埋位之前亦故意行去佢個位身度，大大聲問佢：「
喂Valarie，我早幾日撞到大明呀，佢好似變左好多咁。聽聞你同佢好friend架，佢辭職之後搞咩變
到咁呀。」呢個時候全公司都望左過黎，而阿輝喺聽到大明呢兩個字之後，用住最恨毒嘅眼神望住V
alarie睇佢點答，Valarie硬擠左個虛假嘅笑容話：「我同佢其實都唔係好熟……」「唔係喎，有人見
到你同大明成日喺公司附近傾密計喎。老老實實啦，你地兩個係咪想私下出黎搞生意飛起我地先，有
好路數唔益我地，我嬲你架。」「可能係佢地睇錯姐，我都好耐無見過大明……」見到Valarie一臉尷



尬但又唔可以向我發作，我忍唔住笑左出聲：「呢排真係多人睇錯你呀Valarie，我識得有人早排話
見到你同幾個黑人喺棟唐樓附近出入，仲好似好親密咁，我都話實係佢地睇錯啦。Valarie姐出左名
守婦道，點會出去同人勾三搭四先。講真呀Valarie姐，如果你今次同阿鬼佬都係結唔成婚，我Jame
s自己出錢幫你打造個貞節牌坊，以紀念你呢個女性典範。」Valarie終於忍唔住黑面，佢話：「同事
我要做嘢啦，你唔好講無聊嘢阻住我啦。」「Valarie姐你真係勤力工作呀，喺呢間公司真係浪費左
你呢種人才，不如你出外發展啦，我地一班同事都會好支持你，唔信你望下佢地。」在場嘅所有人，
除左果件唔知係Katy定Kathy嘅不知名生物同埋頭苦幹嘅Evans外，大家都係一副幸災樂禍嘅表情，
Valarie呢一刻應該明白到咩叫大勢已去。



第五十六節

喺尋日放工果陣，目睹我同Daisy狀什親暱嘅Evans依然無黎神氣，成隻喪屍咁，無論我同佢講咩佢
都唔多應我。一直到今日返工佢都依然係行屍走肉嘅狀態；而Daisy唔知係因為尋日畀我推開左果下
定係唔知聽Miki講左啲咩，佢今日喺公司又刻意同我保持距離，但喺我私下同佢whatsapp果陣佢都
仲會同我打情駡俏下；至於Miki我就一直見佢成日用關心嘅眼神望住Evans，不過由於Evans連Miki
都唔多理睬，所以Miki除左一直默默喺遠處咁凝望住Evans之外，佢都無乜嘢做到。阿油唔知係咪見
到Miki悶悶不樂咁，佢成個朝早都頭借路走埋去撩Miki，但阿油可能朝早起身無照過鏡，佢唔知以
佢副尊容加埋口才，成日走埋去只會令Miki更加煩躁。Miki喺臨放lunch果陣，終於忍唔住鬧成個身
哄埋佢度嘅阿油：「阿油，你做it架，我部電腦無事呀，你唔洗成日行過黎架。」由於當時大家都做
緊嘢公司都算係幾靜，再加上Miki好少喺其他人面前發脾氣，所以大家即時起身望過Miki度睇下佢
地發生咩事，不過其實都唔係全部人都望晒過去，因為Evans依舊係好似進入左個密封罩咁，對呢個
世界充耳不聞。呢個時候Valarie可能見尋日自己唔係太受歡迎，佢以為呢個係佢爭取表現嘅好時機
，佢立即一馬當先咁走埋去以公司大家姐嘅身份推開阿油，之後義正詞嚴咁指責阿油話：「你可唔可
以唔好騷擾其他女同事呀，你見唔到Miki好困擾架咩，雖然我無權干涉你嘅私生活，但你喺公司度
搞其他女同事就唔得！」阿油可能頭先畀Miki當眾侮辱完已經好難過，而家仲要喺Miki面前再界Val
arie插多刀，平時一向擅於吞聲忍氣同扮死狗嘅佢竟然忍唔住向Valarie怒吼左句：「老女人好心你唔
好而家出黎做架兩啦，你咪一樣成日喺公司搞搞震！你以為自己真係坐正而家喺度扮老細呀？你而家
企出黎扮維護Miki，其實咪又係為左收買人心。」我真係好少見阿油可以咁連貫地去大大聲鬧人，
中間仲要無口疾疾，果然毒男被人迫到埋牆果陣都識得吠兩聲。Valarie估唔到一向溫馴嘅阿油會狠
狠咬左佢一口，佢都呆左一陣先識反應，正當佢想開口還擊阿油之際，我知道我係時候出手啦。

 

「喂Valarie，如果你而家開口唔係同阿油道歉的話，唔該你收聲啦好唔好？」我行左過去，學返Val
arie頭先咁懶係義正詞嚴咁做架兩。Valarie見我加入戰團，即刻忍唔住大聲咁話：「阿油佢頭先無理
指控我，我都未同佢計，你憑乜要我同佢道歉呀？」「我先唔評論阿油對你嘅指控有幾成係真幾多成
係假啦，但係先作無理指控果個係你。」「我幾時有無理鬧過阿油呀，大家都見住Miki畀佢煩到忍
唔住發脾氣我先幫佢出聲咋喎。」我呢個時候望一望仲怒火中燒嘅阿油，再望一望置身事外嘅Miki
，我用左幾十秒黎諗一諗之後話：「你知唔知道阿油點解成日煩住Miki先？唔知呀嘛，咁又你知唔
知阿油同Miki私下有咩關係先？都唔知呀嘛。我而家就同你地講佢地係咩關係，同解釋點解阿油會
咁關心Miki啦。」呢個時候本身一副置身事外，粒聲都唔出嘅Miki終於對我講嘅嘢產生興趣，而本
身怒火中燒嘅阿油亦都由盛怒變到緊張起黎。我見全場氣氛一時之下又喺我掌握之下，忍唔住由心笑
左出黎，Valarie見到我一副得戚樣就更加嬲，佢催我話：「快啲講啦，我就睇下你啲所謂解釋有幾
合理。」其實Valarie真係錯估晒形勢，呢一刻佢先係公敵，我根本講啲乜Miki都會迫住認同我。不
過係爭在我點樣令個故事有趣啲，等大家喺見到Valarie被落面之餘又可以娛樂一下。「其實，佢地
嘅太爺都係黎自同一條村，佢地係同鄉黎。」

 

Valarie聽到之後即刻好不屑咁話：「同鄉又點？關阿油煩住Miki咩事先？」我望一望Miki同阿油，
再望一望Valarie，之後轉身望住窗外嘅遠方講：「本身呢啲嘢其實係阿油同Miki嘅私隱黎，我都唔
打算講出黎架啦。但係為左阿油嘅清白，我今日唔講都唔得啦。其實Miki喺佢鄉下黎講，地位可以
話係等同公主架，佢喺條村度地位可以話係至高無上。簡單黎講，佢係村長個女。」Valarie面上依
舊掛住不屑嘅笑容，佢話：「你唔係想同我講阿油就係村中嘅武士，要保護Miki咁呀，你係咪打機
打上腦呀James哥？」「你又錯啦，阿油喺村中唔係武士，佢係太監。雖然佢性器官應該都係健全，



總之佢係太監啦。保護Miki可以話係佢嘅天職黎，你估佢真係好想煩住Miki咩，不過佢一出世已經
發過誓話要保護Miki，如果唔係會畀雷劈架。」Valarie依舊係一副不屑嘅模樣，

但係我再望向Miki同阿油問佢地我講嘅嘢有無錯嘅時候？Miki一路忍笑一路認同我，而阿油雖然畀
我話係太監，但佢除左認同我之外都無其他選擇。Valarie見咁格硬嘅說法Miki都認同，佢除左氣結
之外又奈我地唔何，佢唯有死撐幫自己辯護話：「我都係想幫同事姐，我唔覺得自己有咩問題喎，但
如果係因為你地想夾埋黎對付我而亂作嘢，我的確奈你地唔何……但係有眼嘅人都知我係一片好心，
只係有啲衰人有心人裝無心人姐。」呢個時候，一直沉默不語對所有嘢不聞不問嘅Evans突然企起身
，同佢平時去示威般嘅聲線向住全場人大喝一句：「玩夠啦，呢度係公司黎，你地全部人都同我收聲
呀。」可能係佢都預計唔到自己會失控鬧人，而全場嘅人都畀佢嚇到即時靜晒，氣氛太尷尬完全收唔
到科。Evans自己都呆左一陣諗點善後，而喺佢呆左果陣全公司嘅人都跟住佢一齊呆左，大家連郁都
唔敢郁。Evans最後選擇左坐低繼續埋頭做嘢，一直到放工佢都係埋頭苦幹，連我同佢講嘢佢都係完
全無反應。



第五十七節

由於Miki因為擔心住成隻死狗咁嘅Evans，搞到連佢自己都集中唔到精神去做嘢。望住佢失魂落魄咁
，唔知點解我就覺得好嬲，喺今日去食lunch之際，我偷偷地約左佢去單獨食晏。佢可能真係好無心
機，坐低左之後，佢咩食物都無嗌，只係叫左杯檸檬茶。但佢直頭無心機到想連檸檬都唔篤就將杯檸
茶一飲而盡，我忍唔住擔左佢杯檸檬茶幫佢篤，佢見到我呢個舉動都無乜反應，依舊喺度發呆，而我
亦都唔知應該點開口同佢講嘢。過左一陣佢開口問我：「你叫我出黎係想知我果日同Daisy講左啲乜
？」我將杯篤好左嘅檸檬茶遞畀佢之後話：「唔係，我根本無care過你同佢講啲咩。我叫你出黎剩係
想問你一個問題，係咪只要Evans肯上進肯生性，你就會開心返？」佢諗左一陣，之後點一點頭，我
繼續問：「就算到時佢都依然係唔會鍾意你，什至佢會變到同而家好唔同，你都唔會後悔？」「我唔
想過見到佢過幾年到左三十歲，都仲係好似而家咁，做人無目標，而且仲會因為小小感情問題就無晒
心機做嘢，佢係男人黎架。」我聽到佢責怪Evans因為感情問題而無晒心機做嘢果陣，真係差啲笑左
出黎，不過我都佢一直以黎都咁係咁不問回報地去幫Evans，諗到呢一層我又笑唔出。望住眼前嘅Mi
ki，再細心諗左一陣我黎緊嘅計劃，我最後喺心入面做左一個決定，我捉住Miki隻手同佢講：「雖然
唔係出於你本意，不過你之前都叫間接幫左我咁多次，我而家就送一份禮物畀你當係還債，你到時可
能會感動到以身相許呀哈哈。」Miki聽到之後無鬆開我隻手，佢只係同我對望左一陣，之後嘆口氣
話：「你發夢啦，我係唔會多謝你架。」

 

夜晚，我約左Evans喺佢屋企附近，半山區嘅一個公園度傾計。佢初初都好似唔係太願意出黎，不過
喺我堅持之下佢最後都係出左黎同我傾。由於佢成日都鍾意否定自己嘅富裕出身，所以約佢喺呢個有
錢人區度傾應該令佢唔係太自在，又或者佢好想努力去否定呢個事實，佢又故意打扮得草根，而且車
都唔揸專登喺屋企用左十幾分鐘行過黎。佢見到我果陣，唔係太知點開口，佢只係默默咁坐左喺我身
邊望住街燈發呆。我決定由我做開口，我單刀直入咁問佢：「你係咪鍾意左Daisy？」佢聽完之後猶
豫左一陣先話：「我一直唔知佢同你原來……」「我問你係咪鍾意Daisy，呢個問題得兩個答案架咋
，係定唔係呀？」Evans可能從來無見過我咁正經，佢一時間唔識反應，不過喺我凌厲嘅眼光之下佢
鼓起勇氣咁答我話：「我係鍾意Daisy。」「但你覺得以你而家成隻死狗咁，你有資格去追Daisy咩
？我唔怕同你講，我已經向Daisy表白左，而且佢都無拒絕我。」Evans聽到之後即係苦笑住咁話：
「你放心，你係我朋友，我唔會同你爭Daisy，你放心啦，我會祝福你地。」「挑，你慳啲啦，而家
唔係你讓畀我，而係你成篤屎咁憑咩同我爭先？」Evans有啲動氣咁話：「咁你想我點呀？」我拍一
拍佢膊頭安撫佢，之後話：「黎緊呢番說話，你未必想聽，而且我可以肯定一定係唔啱你心水。我一
直當你係朋友，或是咁講，你係我一直夢寐以求嘅兄弟，我好欣賞你嘅好心，亦都好想有你嘅天真，
不過到左呢個時候，遊樂場係時候要關門架啦。」「我唔明你想講啲咩？」「你最大嘅問題就係唔肯
去爭取，男未婚女未嫁，咩都未成定案。我同Daisy莫講話未結婚，我同佢連男女朋友都未算係，你
點解唔努力啲同我爭？你覺得你有邊方面差過我先？如果你真係鍾意Daisy嘅，你唔係應該努力爭取
？由你自己去畀幸福Daisy架咩？朋友又點呀，唔好用我同你之間嘅友情去掩飾自己嘅懦弱。」

 

Evans望住我，欲言又止咁，我唔理佢繼續講落去：「就算我真係當你係朋友，不過換轉立場，我一
樣會追Daisy，我唔會理你嘅感受架喎。同樣地，我會支持你去為左令Daisy刮目相看而爭Kate個位
，我唔會因為你係我情敵而唔支持你。咁樣唔係因為我偉大，而係我明白放眼公司入面咁多個人，由
你去坐阿Kate個位係對我最有利嘅。」Evans聽完之後神色痛苦咁問我：「即係你而家係專程黎話我
知，呢個世界所有嘢都係以利行先？就算人興人之間嘅關係都係要以利益做基礎？我對你好失望，我
以為我地會係同路人……」我冷笑左一聲，之後好嚴肅咁同佢講：「你望一望你周圍，呢個你生活緊



嘅地區，你一出世就已經係住最好食最好著最好，你一直得返黎嘅生活都係由呢個以利為先嘅社會建
構出黎。你應該比任何人都明白，呢個就係真實社會嘅殘酷之處。」Evans好大聲咁反駁我話：「係
呀，我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呀，不過唔代表我認同呢種價值觀，邊個生我出黎我無得揀，但我有權選擇
自己點過之後嘅生活。」「你之所以可以有權揀自己點樣過生活，係因為你有家底唔憂柴唔憂米，你
知你就算走左去做示完威，返到屋企都仲有飽飯食呀嘛。你有無諗過你父母嘅感受先，你又有無諗過
有咩方法可以唔逆你父母意，但又可以去改變世界呀？」「我唔想做果啲日日揸坐法拉利去花天酒地
，得閒喺慈善拍賣度買幾幅畫就覺得自己幫左世界果類人。」

 

「好簡單咋嘛，你見到呢個世界有好多不公平嘅事，而呢啲不公平嘅事又係由果班肚滿腸肥嘅人，即
係你啲uncle
auntie去做成嘅話，點解你唔努力咁去力爭上遊。到你做左同佢地同等地位嘅時候，再去以你自身去
影響人地。到時你自己都有返咁上下身份地位，你講嘅嘢只會更加有影響力同說服力。你唔係傻仔黎
，你無理由無諗過呢條路，不過因為呢條路難行，而且中間太多誘惑，你對自己信心怕自己墜落呀嘛
。」Evans聽完之後無出聲，佢諗左好耐，而我亦都喺佢身邊沉默不語睇下佢有咩回應，良久之後佢
話：「我一個人無可能會夠Valarie鬥，我仲要你幫手，仲有既然你都咁講，我唔會放棄Daisy架，m
ay the best man
win啦。」其實，如果有選擇，我真係想Evans可以一直做個天真，與世無爭嘅有錢仔，不過人生在
世，本就係有好多無可奈何嘅選擇。



第五十八節

Evans今日返工果陣，專登打扮到成個管理階層，官仔骨骨咁。我喺同佢一齊喺停車場行上office嘅
期間，見到來自其他公司嘅一班少女，中女，老女人喺見到Evans果陣都暈晒大浪。喺目擊到呢個情
況，我忍唔住同Evans講：「做你跟班真係唔易，睇黎聽日我要帶定支地拖同個小心地滑嘅牌返工啦
。」Evans一臉正經咁同我講：「你又想亂講啲咩呀。」我一貫嬉皮笑臉咁答佢：「挑，呢排天氣潮
濕，我想幫下手抹下地唔得咩，而家係咪做下好心服務下大眾都要問過你先。」「陣間返到公司你記
住要正經啲呀死仔，我地而家要打仗呀。」我依舊都係笑笑口咁答佢：「嘩而家叻仔啦，未正式上位
就教我做嘢啦喎。放鬆啲啦，有我幫你出謀獻計你仲怕啲咩先？你不如諗定第日點樣裝修下個office
先啦。」但無論我點樣去講笑收係Evans眼神始終都係顯露出佢缺乏信心，我大力拍一拍佢膊頭同佢
講：「你想同我爭Daisy，都要畀佢知道你係有自信，而家你咁弱真係做唔到我對手架。你唔好以為
喺呢方面我係用激將法呀，喺同你爭Daisy呢方面我真係唔會讓賽架。如果你再係咁頹，我同Daisy
講你其實係腎虧架。」「我頹又關腎虧咩事？」「係無關係架，單純係我想抹黑你腎虧，你諗下喎咁
後生已經係虧佬，佢仲點敢揀你呀。」Evans笑一笑，深呼吸左一下，之後拍返我膊頭同我講：「我
會為左我嘅理想而努力架啦，我一定會盡力去改變呢個社會架。」「係啦，快啲入去努力表現自己啦
，早兩日你喺我同Valarie嘈果陣出聲喝停其實係無錯架，不過你係爭啲自信，唔識得維持呢個正經
形象姐。今日你自己執生啦，記住要表演到自己已經坐定粒六咁就得，至於Valarie你交畀我就得架
啦。」「其實我真係唔想返工返到要咁工心計，下下都鬥過你死我活……」「唔好再咁婆媽啦，遊樂
場已經關左門架啦，由而家起，可以實現到你理想嘅地方係喺戰場。」

 

當時我唔會咁天真覺得人會喺一夜之間突然轉變，不過最少我都想Evans個樣可以嚇得下Valarie，就
算到佢真係上左位其他人都會服下佢呀嘛。Miki喺見到Evans似返個人之後，好明顯地係有啲釋懷。
佢喺觀察左Evans一個朝早之後，忍唔住走黎問我：「你究竟同佢講左啲咩令佢肯生生性性呀？」「
男人嘅嘢好易話為架姐，我見佢成日為左女人而煩惱，咪索性改變左佢嘅性取向囉，而家佢咩都聽晒
我話架啦。至於我同佢係咩關係，我諗我講出黎你會妒忌。」Miki望一望如常工作嘅Daisy，再望一
望我，佢再問：「我可以預見到你最後可能會一無所有，你覺得咁樣係值得咩？你又唔係我，你無必
要喺呢件事上面冒咁大嘅險。其實你可以唔幫Evans，你自己去爭個位唔係最好咩？到時Daisy仲一
定會投向你懷抱架……我真係唔明你諗緊乜呀。」我微笑住咁答眼前有啲激動嘅Miki：「我都唔明你
既然一早咩都估到晒，你仲點解要行埋黎問我究竟同Evans講左啲咩。哦我知啦，你溝唔到Evans想
黎溝我，係咪？不過我同你拍拖就免啦，做下炮友都仲有可以考慮下嘅……」但係Miki剩係講左句多
謝之後，就行開左。呢個時候一直喺遠處望住我同Miki嘅阿油行左埋黎問我：「點解Miki今日又會
開心返嘅？究竟發生過咩事黎，佢頭先同你講左啲咩黎呀？」我扮晒為難咁答阿油：「唔好問我啦，
我應承左Miki我唔會話畀人知架。」阿油好鬼祟咁望一望周圍，喺確定無人望緊我同佢之後，佢喺
銀包度拎左張五百蚊紙塞畀我話：「有五舊水畀你，睇怕你都肯講啦掛，唔好同我黎呢一套扮晒有原
則啦。」

 

我不但無收到果五百蚊，我仲喺自己銀包度拎左張五百蚊畀阿油，我之後話：「唔好啦阿油，不如你
收左我呢五百蚊之後唔好再問我啦。我真係應承左Miki唔會同人講呢件事架，你唔好要我難做啦好
唔好。」阿油見我咁堅持，更加激發左佢嘅好奇心，佢好大力咁捉住我話：「所有關於Miki嘅事我
都要知道呀，我唔理呀，你點都要同我講架啦，就算你要我即場跪喺度我都會跪，總之你快啲講畀我
知啦。」呢個時候我望住心急嘅阿油，木無表情咁話：「好呀，你而家即刻跪呀。」阿油可能無諗過
我會認真咁去聽佢嘅信口開河，佢即刻神色一變，佢望左我一陣，見我個樣咁認真，佢開始想縮沙，



佢試探我咁問：「喂而家咁多人喺度，你叫我跪好奇怪架嘛，一陣啲人問起我都唔知點算好。仲有我
跪都對你無乜好處姐……不如你都係收我五百蚊算啦。」「係你自己頭先話就算要跪都肯架，我係想
試探你有無足夠嘅誠意令我要反口幫你，點知你諗住果五舊水就想買起我嘅人格？你都係死返個位度
幻想住Miki黎打飛機算啦，你對Miki嘅決心原來都係止於此？你都係算吧啦，」阿油呢個時候猶豫
左一陣之後，佢竟然真係想單腳跪低，但佢跪嘅速度好慢，好似一直想試探我幾時會叫佢停。但我又
點會正中佢下懷，我喺望左佢幾十秒之後就擰轉頭做嘢無再理佢，阿油見我無望佢，佢都停低左無再
跪。我背住佢咁同佢講：「阿油如果你以為做下話劇就可以套到我說話，你真係太天真啦。你連喺人
前出醜嘅決心都無，我點信你可以保護到Miki先？」阿油忍唔住，再喺銀包度拎錢出黎，今次佢除
左一張五百蚊之外仲攞多左幾張一百蚊出黎，佢好勞氣咁話：「一口價八舊水，呢度係我成個月飯錢
黎架啦。咁你睇得出我決心幾大啦。」我喺佢手上接過果八舊水，停左一停喺度扮猶豫，之後，我嘆
左一口氣咁將呢八百蚊收左落銀包，再喺自己銀包度拎左張五十蚊畀阿油。我同佢講：「呢五十蚊留
返畀你食飯啦，我知你幾有決心架啦，我就將我所知嘅都講你知啦。」

 

「你咪好少聽Miki提佢屋企人，而且佢又自己搬左出黎住嘅？其實Miki嘅屋企人一直都喺美國生活
，而且佢地都好反對Miki自己一個留喺香港度住。佢地早排又因為呢件事同Miki嘈過交黎，到最後
Miki爸爸開出左一個條件。一係Miki就喺香港搵到個正經男仔去結婚，喺香港有左家庭之後佢地先
會放心，但如果搵唔到的話Miki就要返美國。咁Miki媽媽仲誇張到搵左啲男人同佢相睇呀，由於其
中一個同佢相睇嘅男仔係我小學同學，所以我先知道呢件事……」阿油聽到之後即刻好緊張咁捉住我
問：「如果佢早排唔開心係因為被父母迫去相睇，咁而家佢開心返係咪因為佢父母唔再迫佢呀？」我
扮晒面有難色咁答：「我唔多肯定呀，不過以我所知Miki同我果個小學同學好似幾投緣下，Miki頭
先走埋黎都係同我講我個小學同學真係唔錯……」阿油聽到之後面色大變，後退左幾步之後話：「無
理由架，我都成日跟住Miki架啦……不過呢排又的確係成日都跟甩佢唔知佢去左邊…….」「拿阿油，
睇在果七百五份上，我話埋你知呀。我果個小學同學係ibanker黎，搵到錢之餘人品又唔錯，你要同
佢爭真係要努力啲呀。你上次畀Miki發現你跟蹤完佢佢已經好唔開心，你前日仲要當眾搞到佢發脾
氣…..你真係唔太樂觀呀，不過咁，如果你可以再加把勁搞掂Valarie啦喎……」阿油聽到我咁講之後
，佢呆左咁企喺度，但我為左要忍笑所以擰轉身無再望佢，但喺佢行開果陣我聽到佢講左句：「我唔
會輸架，為左Miki我要更加努力。」可憐一頭無緒嘅Miki應該又有排畀阿油哥煩。



第五十九節

唔知點解，我一直都無同文員輝提過大明已經被我擊退左呢個消息。雖然阿輝明明係大明之亂中最無
辜，亦都係傷得最重一個。不過唔知點解，睇住阿輝終日喺惶恐之中度過，個人亦一日比一日神化，
我覺得其實都幾有趣，而且我又諗到點樣去將佢放入我個計劃當中。阿輝本身喺畀人唱係雞蟲，再繼
而畀班女同事杯葛之後，其實已經好大壓力。當然啦，唔大壓力都唔洗要偷偷地返公司喺人地個位同
飲水機打飛機啦，但自從上次喺減壓途中畀大明玩到後門失守之後，我諗佢連呢個途徑都無埋之後，
真係遲早會發癲。雖然阿輝同我無仇無怨，喺道義上我又好似應該幫下佢令佢唔好壓力爆煲，不過阿
輝都算唔好彩，喺我諗到點樣利用佢之後，我就決定左令佢成為一粒計時炸彈，而目標就當然係Val
arie啦。由佢出事開始，我就不停向佢灌輸Valarie係幕後主腦呢個觀念畀佢，其實我又唔算係講大話
，Valarie同大明之前又真係合作關係，雖然佢地要對付嘅目標唔係阿輝而係我，但點都好啦，喺我
嘅復仇者聯盟之中，阿輝其實真係走唔甩，注定要成為其中一員。

阿輝自從喺後門失守之後，據佢同我哭訴，佢不單止唔敢再去嫖妓又或者返公司打飛機，佢就連自己
喺屋企沖涼果陣，都成日凝住會有人搞佢。漸漸地，佢就連涼都唔敢沖，搞到成日一身臭味咁返公司
。好彩我唔係坐佢附近，不過佢身邊嘅其他女同事當然就好唔滿意啦，但奈何佢地所有人都敢怒不敢
言。而去到今日，果個唔知叫Katy定Kathy嘅物體終於忍唔住，喺我同Evans傾緊計果陣，佢走左埋
黎投訴。「Evans你負責HR架嘛，我而家就要投訴果個核突佬成身臭味咁返公司，我覺得好難頂呀
。」Evans聽到之後面有難色咁答：「站喺公司立場，我地真係好難去判斷一位同事嘅濃烈體味係天
生定係後天做成。如果係屬於前者，我地如果介入就可能會觸犯歧視條例…….」Katy定Kathy聽到Ev
an呢啲官腔式回應，即刻略帶扯火咁質問Evans：「喂你唔係同我黎一套呀下？如果係天生的話，又
點會而家先發現佢有浸臭味呀，擺明佢而家就係唔理自己身世，一身臭味都照返工喎。你地最少都叫
佢沖下涼呀大佬。」我忍唔住插咀話：「呢位女同事，你覺得你自己咁面目模糊，咁無存在感嘅情況
係你先天做成呀？」果件不知名物體點帶慍色咁答我：「痴線佬你又想講啲咩呀？」「拿連你自己都
解釋唔到係先天定後天令你喺公司猶如空氣人咁啦，我地唔知阿輝係先天定後天搞到一身臭味又有幾
出奇姐？拿咪話我占屎哥唔點條明路過你行啦，你喺街見到啲流狼狗一身臭味但又痴住你會點做呀？
唔好同我講你會call漁農處咁無人性呀，當然你想捉阿輝去人道毀滅其實我都無權阻止你啦。但有人
性啲嘅做法係應該帶佢去沖涼呀，杜蝨咁呀嘛。你嫌阿輝臭嘅，咪的佢返屋企幫佢沖過涼囉。呢啲小
事唔洗勞煩到HR去幫你處理啦。」果件不知名物體見到Evans都係一臉無奈，無畀過任何解決方法
佢之後，佢就無視我嘅熱心幫助走左返去。Evans呢個時候當然係要我幫佢同阿輝傾下啦，而我又當
然義不容辭啦。

但喺行到埋阿輝個位附近前，情況比我想像中嚴重。阿輝除左唔肯沖涼一身臭味之外，佢仲開始左自
言自語，同公然喺公司度開咸網黎睇。我未話行到好埋佢個位，已經聽到佢唸唸有詞咁對住個mon
話：「扮到自己好清純可愛咁又點，一身名牌好叻呀？喺我碌如意金剛棒面前，你條死港女喺我張床
上面咪又係雞一隻，你地啲女人全部都係雞黎架嘻嘻，等我save低你幅相返去先慢慢炮製你。」我
拎起左張紙巾，再隔住張紙巾轉轉拍一拍阿輝個賻頭，而喺佢擰轉頭同我講嘢果一刻，我其實真係好
後悔無戴定口罩過黎。「點樣呀，你睇唔到我忙緊架咩？」我半掩鼻咁同佢講：「我知你喺果單嘢之
後好大壓力，不過呢度係公司黎……」點知阿輝好激動咁大聲話：「咩果單嘢呀，咩事都無發生過，
我都不知幾撚開心快活呀。」我嘗試安撫阿輝話：「你細聲啲先啦，一陣畀人問起你果單嘢就麻煩架



啦。」一諗起可能會畀人知道佢後門失守，阿輝就即刻壓低把聲話：「喂大哥你想點呀？我喺自己個
位到上下咸網都唔得？我真係就黎痴線架啦。」「呢樣我就唔過問你啦……不過你可唔可以幫幫手，
得閒去沖下涼先，你浸味會影響到人架。」阿輝聽到之後好激動咁起身問：「你班港女邊Q個嫌我臭
呀？同我死出黎呀，我已經忍住唔同你地計較，但你而家走黎撩起我阿輝把火？邊Q個投訴我呀？」
我嘗試捉住佢想安撫佢，不過佢好大力咁甩開我隻手，沖左去Valarie度指住佢話：「九成係你呢個
老女人又搞事啦？你自己好香咩，走黎投訴我臭？你知唔知我地喺背後點講你呀臭八婆，你個醫生老
公之前搞到出家都唔想要你，就係因為唔想賴你個臭……」佢未講到臭之後果個字，就已經畀Evans
拉走左。Valarie一臉驚訝咁望住我，我冷笑左一聲，之後同得佢聽到嘅聲線話：「唔洗扮無辜呀，
你都知大明對佢做過啲咩黎架啦，呢個世界有報應架阿婆。」

好彩今日係返半晝，如果唔係失左控嘅文員輝可能會一直爆落去，仲可能會拎把刀出黎斬死Valarie
。但係如果Valarie單單係被人斬死又未免太便宜佢，而且我又仲未冷血到想睇到阿輝被判入小欖度
過餘生。阿輝喺被Evans拉左出去之後，佢情緒都仲係好激動，有見及此我提早左少少喺公司拉左阿
輝走人。由於而家仲未係時候引爆阿輝，我喺諗一諗之後，決定暫時畀啲甜頭安撫下佢，幫佢降一降
溫先。我打畀正喺度服侍緊Valarie件鬼佬未婚夫個autine嘅Taylor，叫佢今晚帶啲女仔出黎畀阿輝
溝下，而且我仲同佢清楚交代叫佢帶啲溫柔啲而且忍耐力又高啲嘅女仔出黎，如果唔係一陣班女仔見
到阿輝彈鐘的話，到時就弄巧成拙啦。但係阿輝而家連沖涼都唔敢，一下子要說服佢去溝下女relax
下其實都唔易。我不斷說服佢話佢一直以黎最大嘅問題就係剩係識得用叫雞去放鬆減壓，呢啲單純以
金錢換取快慰嘅行為根本滿足唔到佢內裡果顆渴望被關愛嘅心靈。阿輝見我好似咁關心佢咁，佢就開
始講下佢當初點解會行左呢條歪路。阿輝開始同我講述佢果一段往事：「其實喺我仲讀緊中學果陣，
我都曾經經歷過一段既真摯動人，又刻骨銘心嘅戀愛。當時嘅我雖然唔係咩運動健將，但因為喺每年
sing
con我都會大展歌喉，而且成日入到三甲，果陣好多人都叫我做牛池灣李惠敏架。」「李惠敏？李惠
敏係女人黎架喎，你想講自己係似陳惠敏呀下，不過陳惠敏係打拳唔係唱歌架喎……」「唔係呀，係
李惠敏呀，果陣班書友仔話我唱你沒有好結果唱得好有味道喎。由於我唱歌真係算係唔錯，果陣都幾
多女同學會搵我去sing
con合唱架，不過唔知點解多數都係合唱女子組合啲歌，果陣有班女同學唱Cookies啲歌果陣，佢地
都專登搵埋我一齊唱。你諗下喎，八條女伴住我一條仔唱喎，其實真係幾架勢，羨慕死好多男同學架
。」我聽到都覺得幾悲哀，睇黎果陣大多數女同學都當左阿輝係好姊妹而唔當佢係男人，我都開始明
白阿輝啲性觀念點解會變到咁奇怪。

 

「唯獨係有一個女仔，佢成日借機話要同練下啲合唱情歌而親近我，當時呢個女仔雖然唔算話係咩校
花，但佢果一頭鳥黑柔順嘅長髮，再加上佢帶點憂鬱嘅眼神，配以佢高佻得黎又有前有後嘅惹火身材
，都好多男仔想追佢架，不過佢平時都唔多將其他男仔放在眼內，唯獨係我，佢就成日求我陪佢練歌
，而呢個女仔，就係我一生中最愛嘅Emily。」由於劇情太老土，我忍唔住打喊露，但係沉浸喺回憶
洪流當中嘅阿輝無理我，佢繼續將佢嘅過去向我娓娓道來：「喺同佢合唱左十幾次送禮勤同當時已經
好大波嘅周慧敏首萬千寵愛在一身之後，我開始同佢互生情愫。當時情竇初開嘅我日日就好似生活喺
夢幻之中，Emily竟然會睇上我喎，就係咁我同佢過左一年神仙美眷般嘅生活，但係呢一年入面我發
現左一個問題。就係Emily除左唔畀我有太多身體接觸之外，我仲成日都喺夜晚搵唔到佢。」其實接
住落黎嘅情節我都已經估到，不過我都係唔出聲畀阿輝講埋落去：「由於按捺唔住自己嘅好奇心，我
忍唔住跟蹤佢。我一開始晚晚喺佢屋企門口等，但等極都見唔到佢，佢直頭好似唔喺果度住咁，而之
後我亦都發現佢其實好少返屋企訓。不過我一直都說服住自己唔係嘅，無事嘅，係我諗多左姐。但個
天真係好殘忍，佢用左最殘酷嘅方法畀我知真相。有一晚我喺佢屋企附近嘅七仔買咸書果陣，竟然畀



我見到一身性感打扮嘅佢入左黎買煙，不過當時佢都未發現到我喺果間七仔度，我當時由於太驚訝，
無走上前相認。我喺呆左一陣之後，決定跟蹤佢，睇下平時連手仔都唔肯畀我掂嘅佢，點解會露左半
對波出黎買煙，佢明明平時連飲汽水都話唔健康架。」「咁無衝突嘅，可能佢怕肥姐…..」阿輝無視
我繼續投入地講：「我一路跟蹤佢，跟蹤到去左一間夜總會嘅樓下，佢竟然好熟路咁喺後門都行左入
去，而且出面有個泊車嘅古惑仔喺佢行過果陣摸佢個屎忽，佢都好似無反應咁。仆你個街，我同佢拍
左成年拖連手仔都無掂過呀。」

 

「果一晚，我仲記得落住滂沱大雨，我一路唱住冷雨夜一路喺門口等佢，我喺唱果陣仲有用口哼埋家
強段bass
solo架，附近有個訓左喺地下嘅道友喺聽左我唱幾個鐘之後都畀我感染到，一路打住個垃圾桶扮世榮
打鼓一路同我jam歌。到過左七八個鐘之後，我見到Emily終於行出黎啦，而佢身邊仲有一個中坑西
裝友，佢同果個中坑西裝友狀什親密咁。不過我喺果一刻都同自己講話可能果個係佢補習老師姐，但
之後佢地竟然一齊上左架的士，咁我就緊係即刻上左架的士跟住佢地架啦。喺佢地去到目的地之後，
我個心終於都死左，因為佢地竟然喺九龍塘一間時鐘酒店落車。之後我喺間酒店嘅門口渡過左我人生
最長嘅一個鐘，之後Emily行出黎就見到我果陣，佢嘅面上無乜大反應，佢只係淡淡咁講話：『哦，
你知道左啦，咁你知我點解平時唔畀你掂啦，同我上床要好貴架，你邊有錢姐。』我當時跪左喺佢身
邊痛哭，我問佢點解要玩我，點知佢話：『我唔想成日畀其他男仔煩住晒向我表白，咪搵你黎擋下啦
，再加上我返工成日要同啲麻甩佬合唱埋啲老土情歌，咪搵你陪我練下歌啦。講起黎我真心多謝你架
，佢地好鍾意聽我唱歌架。不過唔講住啦，我仲要去我條仔屋企訓呀，阿輝你係好人黎，如果你想要
啲錢黎補償你都可以即管出聲呀，我唔介意畀啲錢向你賠罪。』唉，之後Emily就唔再同我講嘢，而
之後佢就索性連學都無返啦。而我同佢之間最後剩低嘅，就係佢畀我當賠罪果五千蚊，而我亦把心一
橫，拎左果五千蚊去叫雞。」嘩，又真係幾可歌可泣喎，而我亦即刻盤算應該叫Taylor搵唔咩類型嘅
女仔，我怕搵正個好似Emily咁會刺激到佢。

「喂你明知阿輝果陣就係衰喺條陪唱女手上，你不單止仲帶佢黎唱K，仲叫埋條風塵味咁重嘅過期M
K妹豬，你係咪搞事呀Taylor哥。」望住喺K房一角坐立不安嘅阿輝，同佢身邊一手拎住支煙一手拎
左個遙控揀歌嘅二十幾歲金毛女子，我好怕阿輝會比之前更失控。但一手攬住另一個專心玩緊電話嘅
金毛女子嘅Taylor，佢輕輕咁呷左口手上杯綠茶威士忌，一臉滿足咁話：「James哥你放心啦，你都
知我係靠咩搵食嘅，感情呢樣嘢我係專家黎，好快你就會明我以毒攻毒嘅苦心架啦。不過你公司真係
良心企業黎架喎，啲咁Q甩皮甩骨嘅友仔都有人請嘅。」「喂講嘢細聲啲呀，阿輝一陣聽到你笑佢，
佢走過黎斬你嘅話我唔會幫手架。仲有呀，佢隔離果位女子點會得上我地阿輝哥先，雖然佢係MK妹
姐，但佢唔係傻架嘛，唔係傻嘅點會肯理我地輝哥先。」Taylor輕輕一笑：「挑，你當我Taylor傻架
咩，佢地係演員黎架咋，連而家我攬住嘅呢位……呢位我都唔記得叫乜名嘅女孩子都係我用錢請返黎
嘅演員黎架咋，有錢就咩都ok架啦。你放心啦，你呢位甩皮甩骨嘅同事只要經過左今晚之後，佢就
會解開到佢心中嘅鬱結架啦，到時啦喎，你就係佢大恩人，你叫佢做咩佢都肯幫手啦。」喺Taylor懷
中嘅少女向我地抗議到：「咪同你講左人地叫思思囉，仲有呀，我地唔係有錢就得架，我同阿貓都要
講feel先肯同你咩架。」哦，原來呢位思思仲有阿貓都係所謂嘅援交妹，呀唔係，係演員，不過係肯
演出床上戲仲可以假戲真做嘅演員。由於我係場中唯一一個孤身隻影，我除左觀察做阿輝嘅行為之下
都無乜世藝。果位名叫阿貓嘅女子無理會阿輝嘅反應，就一嘢坐左埋阿輝身邊問佢：「你鍾唔鍾意唱
歌架，我好鍾意聽周柏豪嘅歌架，你可唔可以唱畀我聽呀？」一臉不自然嘅阿輝口疾疾咁話：「咩柏
豪我唔識呀，不過如果你鍾意我可以唱陳百強畀你睇呀？」阿貓聽完一臉不解咁問：「下陳百祥？邊
有人唱阿叻啲歌畀女仔聽架，呀你都幾得意架喎。」



 

我好肯定呢位阿貓真係收左錢，如果唔係一早已經起身行開左啦。其實阿輝都係廿幾三十歲，不過佢
好明顯一早已經成為左個阿叔，佢唯有有機會接觸後生女就係平時北上尋歡果陣，佢點會識得應眼前
呢位阿貓呀。但係喺Taylor嘅吩咐之下，阿貓不斷咁纏住阿輝話要同佢合唱，但基於代溝再加上有心
理陰影，阿貓每次要求阿輝拎起支咪一齊唱果陣，阿輝都係以唔識果首歌而拒絕唔唱。雖然話係收左
錢，但阿貓好明顯唔算係一個太專業嘅演員，佢好快就對阿輝感到唔耐煩。到阿輝唔知第三定四次拒
絕佢之後，佢忍唔住拍枱向住阿輝大喝：「你老母呀，男人老狗叫你唱下歌姐，你就首首都話唔識，
你住喺深山屋企無電視架？拿我而家就點首誰明浪子心呀，首歌幾十年前架啦，你唔好同我講唔識唱
呀，拎起支咪唱啦。」阿輝畀阿貓嘅霸氣震懾住，佢喺受壓之下唯有乖乖地開始唱。但點知首歌開始
左一陣阿貓又鬧佢：「喂而家開始左啦，你又做咩唔唱呀？」「我唱開趙學而果part呀嘛，好多人話
我唱女聲會好啲架。」「妖你男人老狗咁麻煩架，學人走去唱女聲，如果唔係我一坐入黎你已經猛望
住我對波，我真係會以為你係基架。不過算啦，重新再唱啦，我唱王傑你唱趙學而啦。」原本一直唔
肯開口唱歌嘅阿輝，喺畀阿貓迫到佢開口之下，佢終於都肯放下戒心去同阿貓合唱，而且佢地唱完一
首又一首，而佢地亦都越坐越埋。阿貓亦都好醒水咁不斷讚阿輝唱得好聽，而且佢對於阿輝越黎越明
目張膽嘅抽水都無抗拒。可能真係抑壓左太耐，阿輝唔理仲有其他人在場，佢嘅動作越黎越大膽，正
當我以為過一陣阿輝就會帶呢位阿貓去闢室尋歡之際，Taylor故意喺呢個時候點左一首對阿輝意義重
大嘅歌，呢首歌就係當年佢同Emily參加sing
con果陣唱嘅萬千寵愛在一身，正向阿貓大展祿山之爪嘅阿輝，喺聽到呢首歌喺K房響起之後成個人
好似定左格咁。

 

阿輝突然推開左身邊嘅阿貓，將面前果杯綠茶威士忌一飲而盡，飲完之後我見到佢開始眼泛淚光。可
能Taylor一早已經同左阿貓講阿輝喺聽到呢首歌會有呢個反應，所以阿貓好似無事發生咁繼續挨埋喺
阿輝身邊，正當阿輝想再推開阿貓之際，Taylor行左埋去坐喺阿輝身邊，好溫柔咁同佢講：「阿輝哥
下話，我聽過James講你果段往事。我明架喎，畀女人咁樣hurt法係好痛，不過都痛左咁耐，而且果
條女唔值得你為左佢唔開心咁耐架。果條女同你身邊呢位阿貓，同我頭先攬住果件……果件我都唔記
得左名嘅女一樣，其實都係有錢咩都得架啦。你聽我講，你當年後悔無對果條女做嘅事，你而家可以
照對呢位阿貓做返次，但過左今晚之後你就要做返個人啦。仲有，果條乜春大明同Valarie對你做過
嘅事，佢地都一樣對我做過，你睇下我而家咪又係一條好漢。阿輝哥你今晚即管玩，話晒大家都係V
alarie嘅受害者，我同你同仇敵慨呀，而且你又係阿James啲朋友，即係我朋友啦，你放心玩，有咩
事有我Taylor睇住呀。」阿輝望住身邊挨住佢嘅阿貓，再望一望Taylor身邊嘅思思，佢細細聲咁問Ta
ylor：「佢兩個都同Emily有幾分相似，我可唔可以兩個都要晒呀？」果個思思抗議道：「咩兩個都
要晒呀，你問過我未先，人地又唔係雞，唔係你畀錢我就肯架啦。」阿輝即刻喺銀包拎左兩千蚊出黎
，果個思思立刻改口話：「輝哥，我同阿貓今晚咩都聽晒你話架啦，你想行果陣同我講就得架啦。」
阿輝諗左一陣對住阿貓同思思講：「今晚你地兩個都係Emily，大啲果個係Emily
D，細啲果個就叫Emily
B。」阿輝不愧為一條不折不扣嘅死雞蟲，就算念及舊情人都猥瑣過人，不過令佢行出陰霾，今晚Ta
ylor真係應記一功，Valarie如果知道Taylor而家嘅手段，佢應該好後悔當時咁樣去虐待Taylor。



第六十節

自從知道Evans真係鍾意Daisy，而我又知道Daisy係佢嘅奮鬥目標之後，我一直都同Daisy保持住距
離。又或者係連Daisy都同我有同感，佢同我只係一直喺whatsapp溝通，就連喺週末唔洗返工我同
佢都無提過話要約出黎。由於喺星期日都無所事事喺屋企，我個妹忍唔住問我：「阿哥其實你搞緊咩
架？一時又有咁多女上黎搵你，老中青都齊晒，但平時又見你戇居居坐喺屋企好似無朋友咁，講真我
真係好擔心你呀。」「擔心我咩？」「擔心你第日一支公無著落，老左要我啲仔女養埋你呀。」「嘩
你已經咁老定自己會有朝一日生兒育女啦？唔畀你條仔玩到你人老珠黃都唔肯娶你，轉過頭走去搵妹
妹仔咩。」「你收皮啦人渣，你個妹我畀仔飛你會好開心咩？」「唔好講開唔開心呢啲主觀感覺，但
係如果你條死港女畀人飛我覺得算係合理，我只係講出客觀事實姐。」「你收皮啦，你把口咁臭，難
怪你星期日要自己坐喺屋企。」「你又何常唔係星期日都要戇居居咁坐喺屋企同過阿哥浪費人生呢。
」「咩……咩呀，我男朋友去左同朋友行山咋嘛，我唔同你條毒男，我有男朋友架。」「你又知我無
男朋友？」「妖……不過話時話，上過黎幾次果個Miki都唔錯呀，睇你地兩個啲眼神同表情都知你地
有路啦。你呀平時望住佢果啲眼神，一睇就知你鍾意人啦。」我聽到我個妹咁講之後有啲驚訝，我從
來都唔覺得自己望住Miki果陣有咩異樣，我亦都無諗過佢對住我果陣佢會有咩感覺，我一直先入為
主地覺得佢肯同我搞咁多嘢嘅唯一目的都係Evans。唔知點解我個妹提起Miki之後，我就好有衝動想
搵下佢，不過我猶豫左一陣打去究竟講咩好。呢一刻，我竟然有啲似情竇初開嘅中學生，唔知用咩藉
口打畀心儀對象，而且仲好怕係佢父母聽電話咁。正當我猶豫之際，Taylor打左畀我，佢話：「我唔
記得左同你講，原來件鬼婆黎香港係因為想以男家親戚身份黎幫Valarie手籌備婚禮，但而家佢日日
都賴死搵我完全無理過單嘢，Valarie日日打黎搵佢佢都唔理。今日佢好似想踩上門攞人，你黎唔黎
我度玩下咁呀。」估唔到沉悶嘅星期日突然起左啲新趣味。

 

本身聽聞都係賴死喺老豆老母屋企痴飲痴食嘅Taylor，自從畀阿婆禁室培慾完之後一直無返過自己屋
企住。不過佢今時唔同往日，畀幾個富婆包緊嘅佢已經有錢自己租屋，可以自立明戶唔洗算痴人。我
上到佢間屋企之後，發現除左瀰漫住一陣古龍水味之外，都尚算整齊。不過同一般男性唔同，佢屋企
無乜立雜野，而且亦都無乜影音嘢。喺等待住Valarie上黎嘅期間，Taylor帶住我參觀佢間屋，由於
我怕喺會見到啲唔應該見到嘅嘢我堅持唔行入佢間睡房，以相反我就入左佢另一間用黎做衣帽間嘅房
。行到入去我以為自己去左botique咁，我真係估唔到一個直男可以有咁多衫褲鞋，Taylor一路攬住
個鬼婆，一路好招積同我講：「喺fashion方面我真係有啲心得架，如果你有興趣嘅話我幫你執一執
啦，執完之後你跟我搵食都無問題呀。」「唔洗啦兄台，我對做鴨無興趣呀。」「妖，我同你講左好
多次啦，我唔係男妓呀，我販賣嘅唔只性愛，我仲賣埋感情架。」「哦，我明啦，你同尋晚你帶黎果
兩位小姐一樣，都係演員，不過喺做床上戲果陣特別賣力同投入姐。」個西洋女人由於唔識中文，一
臉不解咁望住我地，我嘗試用英文同佢解釋返我頭先講咩：「I said ar, you man is very good at
sex ar, he is so good at sex thateven I also willing to pay him for sex ar, do you agree
ar.」個鬼婆只係笑笑口咁點頭，呢個時候Taylor個門鈴響起。應該係Valarie殺到上黎，我同Taylor
互望左一眼之後，彼此都心領神會，Taylor示意叫個鬼婆留喺間房度，而我同佢走昂首闊步行去開度
門。

 

一開門，Valarie隔全道閘向我地咆哮呀：「你地兩個仆街快啲交返佢出黎，如果唔係我報警告你地
非法禁錮。」我笑笑口話：「你咪報囉，果陣你對Taylor做果啲就係非法禁錮啦，而家你個西洋女人
親戚係自願留喺度，無人迫佢架。」Taylor對住Valarie已經無晒恐懼，取而代之嘅係佢嘅一腔怒火
，佢惡狠狠咁對住Valarie話：「你突然出現喺我屋企門口我都未報警啦，你而家上黎話要報警，臭



八婆我唔會再怕你架啦。做咩今次唔帶埋你件鬼佬老公同果兩件黑人上黎兇我呀？呀係喎，而家再見
到我應該係佢地驚啲喎。我同你講呀臭八婆，而家係你求我可唔可以放人，等你個婚禮搞得成呀。」
Valarie雖然好著急，但佢依然唔肯示弱，佢話：「我就唔信你可以收佢收埋一世，但我老公啲親戚
喺外國黎晒，你就知死，佢地好猛料架。」Taylor嗤之以鼻咁話：「你收皮啦臭八婆，我一早起清晒
佢地啲底啦，喺香港走下啲二手手袋返去啲發展中國家賣就當正自己係FBI頭號通緝犯咁。唔好引我
笑啦，你唔好以為我唔知啦，你件鬼佬老公根本就撈唔掂，同果兩個黑人老友個個月都仲要攤大手板
問你攞錢，你而家根本就無晒計啦。」Valarie畀Taylor疾到一句聲都出唔到，我喺隔離笑笑口話：
「都唔知有啲人會唔會因為個個月要貼錢養仔，喺公司度出古惑落格。唔係啦，我都要同上面啲人報
告呢件事啦。嘩，仲學人話要升職喎，畀呢啲人上左位，到時公司渣都無啦。Valarie，我唔係話你
呀。你份人咁大公無私，一定唔會做得出非法禁錮呀，協助走私呢啲非法嘢啦。呀唔係喎，你好似兩
樣試過喎，嘩唔得啦，為左公司利益，我真係唔可以畀你呢啲人升職呀。」Valarie無計可施，不過
佢都係唔肯示弱，佢決定先行撤退。望住粒聲唔出轉身而去嘅Valarie，Taylor一臉得意咁對住佢嘅
背影大笑住話：「咁威咪唔好走，繼續同我玩呀嘛，我唔玩謝你唔會收手架。」



第六十一節

星期一開早會之前，我畀Sam姐拉左落公司後巷，正當我以為一切順利果陣，突如其來我喺口中聽
到一個惡耗：「點解你唔同我講原來Evans條友仔返黎香港都一直仲有搞社運？」「下？乜你唔知架
咩？喂阿姐我點Q知你同Evans有幾熟呀，不過佢有搞社運又關你咩事先，你想搵佢幫你爭取同性戀
權益呀？」自從經過一連串事件之後，我已經唔再尊敬Sam姐，佢而家喺我眼中只係一個互惠對象
，所以我喺私下對佢都十分囂張，不過可能真係事關重大，佢無理我嘅嘲諷，佢好認真咁講：「而家
情況係上面幾個老細一直都對升Evans有啲保留，而且其中一個老細認為Valarie先係最佳人選，不過
大家礙於Evans老豆，都唔敢提出話唔升Evans。但早兩日Valarie唔知喺邊度搵到Evans喺美國果陣
搞社運啲往事，而且喺班老細再搵人明查暗訪之下，佢地發現Evans唔知係讀書果陣嘅年少無知，佢
連返到香港都係咁。我諗班老細好有可能借呢件事唔升Evans……到時佢地要再搵另一個人，好有可
能真係會升Valarie。先旨聲明，如果事情真係發展到果個地步，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咁靠攏返去Valari
e果邊，到時你唔好怪我。」「得啦，呢啲咁賤格嘅職場求生方法你唔洗同我講到咁白，我同你一早
都協定左如果我幫唔到你，我自己都會走人。我想知嘅係而家班老細入面有幾多個係唔想Evans升職
，而又有幾多個係想升Valarie？」「除左Evans爸爸之外，其餘三個老細都唔想升Evans。但真係想
升Valarie其實都係得一個，不過講開就奇，其餘老細嘅其中一個向我問起你幾次。佢仲有一次半講
笑咁話不如升果個James啦，但我睇得出佢好似幾鍾意你，佢仲同我講有一次你當面疾佢同話自己唔
想升職，佢覺得你好有趣。」我突然醒起早排有次班高層突襲我地office果陣，我又好似同其中一個
人講過啲類似嘅嘢。Sam姐繼續講：「果個人叫做老莊，喺公司無乜正式職位，佢只係掛住個顧問
名頭，但實際上就係股東兼決策人。佢喺商畀出左名係鬼才，傳說佢有能力將任何就執嘅公司起死回
生，不過佢真係一個怪人黎，佢同你一樣永遠講嘢都無句真，成日都嘻皮笑臉咁。」

 

返到上公司，我借故話唔舒服無入到去開會，但實際上就係即刻嘗試起呢位老莊底。不過佢真係如S
am姐所講係怪人一名，唔好話喺網上搵唔到有關佢嘅嘢，就連喺公司內部有關佢嘅嘢都好少。喺呢
個時候，文員輝突然喺回議室行左出黎。佢真係好明顯同之前變到判若兩人咁，唔係話好神奇地佢叫
一次雞就變左高大靚仔咁，佢依然都係果個猥瑣雞蟲，但最起碼佢喺沖完涼之後，個身無左浸臭味，
佢由一個臭過屎坑嘅猥瑣雞蟲變左做有返啲最基本儀容嘅猥瑣雞蟲。阿輝一出黎第一句就同我講：「
我知你想問乜架，你想問我果晚同Emily B同Emily
D大戰左幾多回合呀嘛？」其實我真係對眼前呢位雞蟲嘅風流韻事毫無興趣，不過我無出聲等佢講落
去，阿輝突然一臉自負咁同我講：「答案係一次都無呀，我帶左Emily B同Emily
D出去之後，我要佢地陪我去返我以前同Emily拍拖果陣去過嘅地方，之後一去到我要佢地輪流畀我
鬧，同輪流同我講對唔住，我仲要佢地喊住講呀，你都咪話唔盞鬼呀杏家橙。」其實我懷疑我除左無
幫到阿輝解開佢嘅心中鬱結之外，佢嘅病情仲好似嚴重左，不過點都好，佢喺表面上睇黎係正常左嘅
。突然之間佢望下我個電腦mon，佢咦左一聲之後話：「喂你做咩search阿莊神啲嘢嘅，我同佢好fr
iend架喎。」「喂阿輝哥你唔好吹水喎，人地係高層黎架喎，你同人地熟就唔洗撈到而家都係撈返
文員仔啦下話。」「唔係吹水呀，我呢份工其實都係佢介紹入黎架咋，我平時私底下叫莊神做師傳架
。」我聽到佢講呢句之後，我暗自發誓，如果接住落黎阿輝同我講嘅嘢有半句係吹水嘅話，我會私人
出錢搵人再爆多次佢後門。

 

「話說我當年畀Emily傷害完之後，我就終日流連一樓一，而且我仲對啲妓女好粗魯，直頭唔當佢地
係人咁。當年我雖然年紀尚輕，但就已經叫雞叫到惡名昭彰，好多妓女一喺閉路電視見到我行過，都
會即刻扮唔喺度門都唔開。」阿輝喺講呢段往事果陣，竟然有幾分得戚，佢真係算係幾無恥。佢繼續



講：「直到有一日，我行左幾層樓都無一間房肯開門畀我。我當時心諗唔只Emily，就連我畀錢叫雞
呀啲女人都怕左我，正當我萬念俱灰想自尋短見果陣，有一個人出手救左我，當時因為佢一身黑衫黑
褲，所以我叫佢做黑衣叔叔。」「黑衣叔叔？你唔好呃我喎，我都有睇港漫架喎，先唔好講你叫雞叫
到自以為係步驚雲先。你唔係想同我講莊生有成過億身家都走去叫幾舊水一樓一呀下？」「哈你真係
聰明，莊神就係黑衣叔叔，佢亦都係成日都流連一樓一，不過佢唔同我，佢去到果度唔係為左叫雞。
佢係畀錢同班鳳姐傾計，因為佢相信班鳳姐一日見咁多人，由地盤佬到西裝友都有，佢認為呢班鳳姐
先係掌握住成個社會嘅情報命脈，所以佢成日都會一支公去搵班鳳姐，亦因為咁，佢先會喺班鳳姐口
中知道我嘅存在。」聽到呢一度，我已經暗自盤算緊應該要出幾錢，先會有人肯幫我爆阿輝嘅後門呢
？阿虎好似都係一個唔錯嘅人選……阿輝唔介意我唔畀反應我，佢繼續講：「佢教識左我班鳳姐係需
要尊重，而且佢仲帶我去同班鳳姐道歉，自此之後我就做返一個有禮貌嘅模範嫖客，班阿姐早兩年仲
夾錢整左張錦旗送畀我呀。不過你叫我掛喺邊姐？完美嫖客呢個朵雖然係響，不過唔通我寫落resum
e度咩。不過莊神之後見我真心改過，覺得儒子可教，佢就喺度搵左份工畀我啦。但我真係唔係佢支
針黎架。我係同佢提過幾次你份人幾盞鬼幾痴線。」我諗左一陣之後，我諗以阿輝嘅才智都應該唔會
作到一個咁奇情嘅故事，因此我向佢提出要佢帶我去見莊神，而佢亦都即刻應承左我。我雖然未諗到
見到之後應該點做，不過我相信去搵莊神呢步棋一定唔會行錯。

莊神，作為我地公司顧問佢兼大股東嘅佢，卡片上面只有佢嘅英文名John Chong同佢嘅email
address，其他資料如電話地址什至係title都無印到。喺我多番打聽之下，我聽到幾個關於佢嘅傳聞
；有傳聞佢曾經喺我地公司面臨執笠之際憑一己之力起死回來，又聽聞佢曾經搞到一間敵對公司嘅老
細家破人亡，而當中最無從稽考嘅一則傳聞就係，聽聞佢曾經試過同一外國已婚女明星打得火熱，搞
到畀人地個有勢力老公下左格殺令，但佢竟然可以死裡逃生。不過作為一個作故仔同以訛傳訛嘅人，
我個人認為呢類傳聞水份什高，好可能係由我呢類人，什至係莊神本人吹出黎。不過莊神最令我感興
趣嘅一樣嘢就係，佢嘅office唔係喺我地總公司入面，明明我地總公司係位於中環啲甲級寫字樓，但
偏偏佢自己就喺觀塘一間舊式工廠大廈度租左個單位黎做office，而且佢嘅office計埋去剩係得四個
人，分別係佢自己，助手，秘書再加一名茶水阿姐，邊個估到佢竟然會係一間大公司嘅決策人呀。當
初阿輝話帶我去觀塘搵莊神之際，我真係差啲想郁手打佢一身，喂觀塘工廠區喎，你估而家去band
房咩，點知阿輝話：「莊神本身係rock友黎架，揀觀塘可能都係因為附近多band房，佢可以搵埋佢
班老餅朋友一齊夾band掛。不過佢份人真係同其他有錢佬好唔同架，你陣間見到佢就明架啦。」由
我地公司坐車去觀塘果段車程上，我一路都無出聲，阿輝以為我係因為要同高層見面緊張得滯，但其
實我係喺心入面盤算緊如果阿輝真係有半句大話嘅話，我應該點炮製佢好。無幾耐，我地終於喺放工
時間，到達左人頭湧湧嘅觀塘工廠區。阿輝一落車就忍唔住同我講：「嘩正呀，成街都係黑絲OL，
而且咁鬼迫之下，我又可以食下波餅啦。」喺呢一刻，我由心希望警察可以將我眼前呢個色狼繩之以
法，等佢喺監倉入面畀人玩下後門都好。喺同阿輝喺穿越人群之時，我一直同佢保持住距離都扮唔識
，以免一直佢忍唔住手衰非禮果陣我會被誤以為係佢同黨。

如果唔係見到樓下泊左架波子跑車喺度，我真係打死都唔會信莊神個Office會喺棟咁舊嘅工廠大廈度
，舊到得兩部要用人手拉嘅貨lift喎，你話樓上有製毒工場我都信呀。但偏偏喺樓下我竟然見到喺幾
架舊款Hiace當中竟然泊左莊神架新款白色波子喺度，呢個情境其實都幾好笑。阿輝一黎到就好熟門
路咁行左去同樓下看更登記身份證，而佢仲不時擰轉頭同我講話：「我知你而家一定覺得好奇怪存啦
，有乜理由自己公司嘅高層會喺呢啲地方租office咁，不過陣間上到去你就知架啦。」入到貨lift之後
，同我地同lift有兩個紋身大漢，阿輝一直唔敢同佢地有眼神接觸，相反我就向佢地投以友善眼神。



喺我地撳左lift 之後，對方其中一個紋身大漢話：「好少見人上七樓架喎，我到而家都唔知果度係做
乜撚嘢生意嘅，不過哥仔你地唔洗答我。我好撚明白事理，唔會咁多撚事嘅。」而由於我地唔知點答
好，所以我都係一直保持微笑。一出lift之後，阿輝同我講：「頭先嚇死我呀，果兩個古惑仔無端端
同我地講嘢，我幾驚係啲認得我嘅馬佚呀，到時佢地話我曾經畀唔足肉金而打我一身就慘啦。」「先
唔講你見人有紋身就當人係古惑仔有幾狗眼看人低，但乜你成日畀唔足肉金架咩？」「咁有時急起上
黎唔記得撳錢，人地啲鳳姐見我咁靚仔就會通融下，但我唔知班馬佚會唔會介意架嘛。」「你連果幾
百蚊都走左人幾十蚊數，仲好意思話自己係模範嫖客喎。」「慘得過班姐姐仔都係咁欣賞我呀，你要
記住模範嫖客個名係佢地畀我架，咁我第一次唔夠錢喺身，第二次再去都會識做地買件西多呀蛋治呀
請佢地食補數嘅。」喺我地講緊以上廢話之際，眼前果度同工廠周圍格格不入嘅木製大門打開左，一
個靚到好似model咁嘅混血兒女仔用唔咸唔淡嘅廣東話同我地講：「Mr.Chong等左兩位好耐啦。」

當時我呆左一呆，除左因為眼前呢位女仔實在係太靚之外，而且我地其實係連門鐘都未撳，佢就已經
開定度門等我地。而且阿輝明明話想製造驚喜所以無通知過莊神，咁佢係點知我地會黎架呢？帶住滿
腹疑惑嘅我跟住阿輝行左入去，可能係因為眼前呢位美女係莊神嘅手下，咸濕到有需要去睇心理醫生
嘅阿輝竟然目不斜視，無望過佢半眼。一入到去呢個隱藏於舊式工廠大廈嘅office，我真係有大開眼
界嘅感覺。雖然個office唔係好大，但係周圍嘅木製牆壁都掛滿名畫，莊神房門外除左有兩張歐洲古
式寫字枱之外，就無乜其他辦公室文儀用品，相反果幾個大書櫃同名貴音響就相當搶眼。喺未入去見
莊神之前，眼前美女唔出聲咁上下打量我，而由於有啲唔自在，我就將視線移去套高級音響度。雖然
我對hi-fi呢樣嘢無咩研究，不過見到果度真空管我已經估到一定唔平，再加上佢就連黑膠唱片都有埋
喺度，莊神睇黎真係幾鐘意聽歌。過左大約幾分鐘之後，莊神就示意叫混血美女叫我地入去。而我承
認見到咁嘅排場，我對莊神呢位又神秘又奇怪嘅高層真係有啲期待，雖然已經唔係第一次見佢，但我
有預感今次嘅會面將會影響我一生。喺一踏入門口，背向住我嘅莊生，背負住雙手，頭都無擰過黎講
左句：「我地今次嘅會面，畀我預計之中早左二十四個小時發生，睇黎你畀我想像中更加心急。」

連我幾時會上黎搵佢都算到？呢個莊神會唔會吹水吹得太浮誇呀，我地入左佢間房一兩分鐘後，背對
住我地嘅佢終於肯擰返過黎，上次無認真望過佢個樣，但原來呢位一頭白髮嘅大叔都算幾英俊同幾有
台型。佢指一指枱上面一隻酒杯，之後再指一指我話：「同我飲左杯酒先講啦。」「對唔住呀莊生，
今日係農曆初一，我家族遺訓寫到明今日唔飲得酒架。」莊生畀我拒絕左之後，唔出聲望左我一陣，
但佢望住我果陣一啲怒意都無，相反仲流露出滿意之情。文員輝喺一旁見我拒絕左莊神之後大為緊張
，佢即刻代我拎起隻酒杯將杯酒一飲而盡之後話：「莊神，你唔好介意呢個傻仔咁唔識做人呀。」莊
神面帶微笑咁答：「阿輝，唔識做果個係你呀。你自己搶左杯酒飲做咩姐，我又無叫你飲，不過都好
，係你自己拎左杯酒飲架，陣間你暈低唔好怪我呀。」阿輝一臉不解地問：「一杯酒姐，點會咁易暈
呀，莊神你太睇小我啦哈哈。」我代莊神答：「就咁一杯酒就梗係無咁易暈啦，但如果杯酒落左藥又
唔同講法啦。」莊神指一指張梳化：「阿輝，你埋去坐下先啦，如果唔係一陣暈低果陣跌左喺地下，
撞親個頭就唔好啦，你本身都唔係醒目仔，再撞多兩撞
IQ又低啲就慘架啦。係呢，James，你係一開始知道我杯酒落左藥先唔飲？」我淡然一笑地話：「我
一開始拒絕你果陣單純係因為好奇。我知你叫我飲酒係想試下我反應，正常一個高層叫我飲酒，再加
上係我冒昧到訪，我點會敬酒唔飲飲罰酒呢。但我同樣好奇莊生你係咪傳聞中咁與別不同，所以我就
斗膽拒絕你試下你有咩反應。至於杯野可能落左藥，我都係喺阿輝拎起杯酒果陣先留意到，你專登喺
杯酒附近放左包藥喺度，我諗算係莊生你畀我嘅提示掛。不過我又好奇想問下莊生你，你係咪一早預
計到我會拒絕唔飲杯酒，反而阿輝會搶黎飲？」「呢個係我預計左果一千幾百個可能性入面嘅其中一
個。」莊神果然鍾意弄鬼呀，不過望住眼前呢個絕世高手，我不禁感到興奮同期待。



 

「莊生，我唔想浪費你寶貴時間，我就單刀直入啦。我覺得Evans比Valarie更加適合……」我未講完
已經畀莊神打斷左：「其實我同Evans情同父子，由細到大佢同我仲close過同佢老豆嘅，而且我都
應承過佢父母我會幫手睇住佢……」我即刻鬆一口氣咁話：「咁就得啦莊生，連你都企喺Evans果邊
。」莊神搖一搖頭話：「就係因為太了解佢，我唔認為Evans係一個適合嘅人選。」「但係Valarie…
…」「我無講話Valarie係合適人選，不如我問返你，如果你係我你覺得我會揀邊一個？」「如果我
係你我都係會揀Evans，因為Evans有左我James嘅協助之下，一定會今時唔同往日。」莊神聞言大
笑道：「你真係同我好似呀，講嘢唔會修飾。我知你呢排為左Evans做左好多嘢，的確能夠令個衰仔
肯扮下嘢去發奮上進，我係幾impressive，你做左Miki一直都做唔到嘅嘢。」聽到Miki個名喺莊神
口中，我終於難掩我心中驚訝叫左出黎：「你就係Miki嘅幕後軍師？」莊神再次搖搖頭道：「Evans
讀緊大學果陣，我成日都會過去美國同佢周圍去玩，一來係我想接觸多啲年青人嘅嘢從而收集下情報
啦，二來我認為美國嘅女大學生係人類其中一樣瑰寶黎。我當時已經留意到Evans果陣個女朋友嘅ro
ommate係一個有啲慧黠嘅女仔，係可造之材，再加上佢對Evans一往情深，絕對係幫我睇住Evans
嘅最佳人選。不過同你想像中有啲唔同，我只係提供左呢個出路畀佢，我從來無直接指導過佢或者要
求過佢應該做啲咩，所以我唔係咩幕後黑手，我最多都係喺佢讀完大學請左個形象指導幫佢執一執。
心懷感激嘅Miki一直都有暗中向我匯報件事嘅進展，所以我先會留意到你嘅存在。」我略帶怒意咁
質問莊神：「果陣Miki仲係細路女一個，你又明知Evans唔會鍾意佢，你刻意將一個有大好前途嘅女
仔，引導到佢行呢一條唔會有回報嘅不歸路，你知唔知你浪費左佢嘅大好青春呀。」莊神不怒反笑：
「我只係提供一個選擇畀佢咋，我個名叫莊神，我唔係真係有預知能力架。我唔知Evans會唔會有一
日鍾意左Miki架喎。不過咁，我之後會提拔Miki呢個人才，你可以放心。」

 

「莊生，點解你會對我咁有興趣？」「James，你有一樣嘢同我好似，你同樣都係靠收集情報去分析
再作行動，我知道你有本簿一直記低晒周圍發生嘅事架嘛。」我由頭先嘅憤怒一下子變到忍唔住發出
讚嘆之聲：「唔係想擦你鞋，不過莊生你呢啲高層竟然連我呢樣小習慣都知道，你先係收集情報嘅大
宗師。」莊生喺櫃桶入面拎左張全黑嘅卡片畀我，上面有行紅色字寫人類行為觀察者 John
Chong，而且下面仲寫左個手提電話號碼。我不解地望住莊神，佢笑笑口話：「呢個先係我嘅真正
身份，我之所以鍾意收集情報，除左係因為用於商業活動之外，我由細到大都好鍾意觀察人類行為，
特別係有趣嘅人類。我係一個觀察者，我唔太鍾意直接去干涉別人嘅行為，所以我喺公司上左軌道之
後，就將自己隔離左黎觀塘呢度，專心去觀察呢個世界。你知唔知呀James，觀塘工廠區真係我呢啲
人類行為觀察者嘅天堂黎，呢度除左有白領呀藍領呀小販呀記者之外，就連藝術家呀音樂人都有。我
睇得出你都係一個鍾意觀察人類行為嘅人，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成為第二個人類行為觀察者。」本
身講講下Evans，但竟然演變到而家畀莊神要求我同佢癲埋一份，我寫小器簿係因為我想保障自己，
而唔係好似佢咁想觀察咩人類行為，不過如果老實問我，我其實都覺得呢樣嘢好似幾有趣。莊神望住
猶豫緊嘅我話：「你而家一定十五十六，一方面又心急想快啲同我喺Evans一事上做個了斷先，但另
一方面又覺得我呢個提議古怪得黎又幾有趣咁呢。不如我又畀條路你揀呀，如果你肯成為人類行為觀
察者，跟我學下點樣更有效地去使用情報，我就承認你有能力去幫Evans，到時我都會支持Evans升
職。」我無選擇之下唯有點頭應承，呢個時候莊神喺櫃桶度拎左第二疊卡片出黎，上面寫住見習人類
行為觀察者同我個名，仲有我嘅電話。佢一臉自信望住一臉驚訝嘅我話：「咁而家你信我係真係預計
到我地會喺呢幾日會面架啦。」



第六十二節

今日雖然唔係話太熱，但都叫有二十幾度。眼前著住英國名牌乾濕褸企背負住雙手喺條街度嘅莊神，
雖然係幾有台型，不過我好擔心佢可能會生熱痱。而佢身邊有一個又高佻又沉默寡言嘅美女，睇佢一
身男裝西裝加黑超，我估佢應該係莊神嘅保鑣。而家係正午十二點，本身返緊工嘅我突然畀莊神叫左
出黎，佢叫佢秘書問阿Kate攞人嘅時候，阿Kate行出黎同我講果陣欲言又止，相信佢真係估唔到我
同莊神會有關係。其實我幾不滿本身做做下嘢突然畀莊神叫左出黎，所以我一見到佢都面帶不悅咁講
：「莊神你就係高層姐，我其實仲要撈架阿叔，你無端端叫我出黎做咩呀。」點知佢二話不說一掌打
左落我天靈蓋度，雖然唔多痛但就幾奇怪，而家拍武俠片咩掌轟天靈蓋，點知佢嘅回答仲痴線，佢話
：「見習人類行為觀察者James，你知唔知點解為師要打你？」我略帶憤怒咁答：「我知你老……」
點知話口未完第二掌已經轟左埋黎，佢之後一臉嚴厲咁話：「首先，莊神唔係你叫，你係我入室弟子
，你要叫我做師父；第二：你身為人類行為觀察者，喺應該用眼觀察，唔係用口問。而家為師就出條
問題問你，我身後呢一位女孩子叫咩名？拿，用眼觀察呀，唔好問呀。」我即時上下打量眼前美女，
正當我嘅視線喺佢胸口遊走，企圖搵佢會唔會掛住名牌之際，眼前美女一巴打埋黎，好彩當時我地喺
處無乜人嘅地方，如果唔係途人見到我畀人打完天靈蓋之後又畀人兜巴星，真係好可能會報警。我一
臉無辜咁望住果位美女，果位美女冷冷地講左句：「死淫蟲，再望我就閹左你。」由於畀人無端端打
左一巴，怒火中燒嘅我即刻反擊話：「臭八婆你慳啲啦，我小學果陣拎過油尖旺區閹人大賽嘅個人優
異獎同團體賽亞軍架，同我James講閹？你無賓同我都可以閹到你有賓周呀。」莊神再次一掌打埋黎
之後鬧我話：「收聲呀，我叫你觀察，唔係吹水呀。」我望左眼前條女幾分鐘，點知都係一啲線索都
無，我唯有放棄。

 

莊神見我話放棄就一掌打埋黎，由於真係嬲嬲地所以我今次避開左，佢真係好嬲咁話：「為師真係好
失望，我黎問你，呢位小女孩係為師嘅咩人？」「點知姐，睇佢咁作狀一身黑色西裝咁，又咁鬼巴辣
，佢唔係你保鑣就係你老母啦。」「保你個頭，佢係我助手，side-kick呀，即係好似蝙蝠俠個羅賓
咁，我又有靚車，又靚仔，仲有個秘密基地，你唔係咁都聯想唔到我係香港蝙蝠俠呀，佢係羅賓，R
obin呀，佢叫Robin呀。」「唔係呀，你咁Q見無聯IQ題，你換件綠色衫就似謎語人架啦。」莊神講
完之後望一望阿Robin，Robin即刻喺袋入面拎左部平版電腦出黎，由於畀阿Robin兜巴星黎，心懷
不忿嘅我即刻話：「唔知仲以為你個胸口已經收埋左部平版電腦……」Robin正想再打多我一巴之際
，莊神阻止左佢，佢喺部平版電腦度開左個facebook出黎，個facebook
account主人應該係眼前呢位Robin，莊神向我講話：「今日係我地第一次觀察人類行為活動，我地
嘅觀察對象係Robin喺舊公司嘅一位中年已婚男同事，巴士迷阿腎賢。」我拎喺部平版電腦一望，發
覺阿腎賢每次喺facebook打啲咩都好，阿腎賢都有like同回應。就連無聊到Robin話M到唔舒服都好
，阿腎賢都會用專家身份去教Robin點減輕痛楚，而且仲誇到話要送埋個暖水袋上Robin屋企畀佢。
我望一望Robin，冷笑道話：「你啲士兵都幾犀利呀，yahoo知識咁款，M痛點算都知。仲要係巴士
專家黎，你以後唔怕搭錯車啦。」Robin想反擊之際，莊神喺一邊點頭話：「唔錯呀，望左幾眼就大
約了解到阿腎賢係咩人。今日我地約左阿腎賢出黎，係想觀察一名中年巴士迷一心以為可以偷情同舊
同事開房梳乎之際，發現對方竟然極度鄙視公共交通工具佢會有咩反應，究竟佢嘅性慾會唔會掩蓋左
佢對巴士嘅熱愛呢？呢個就係我地今日嘅觀察課題啦。唔好講咁多啦，Robin快啲開著個咪同個cam
啦。James，你快啲跟為師上蝙蝠車啦。」當我仲滿心歡喜，呢個又有錢又痴線嘅阿叔會唔會改裝左
架超級跑車黎做蝙蝠車之際，點知佢口中嘅蝙蝠車係就係黑色，不過係一架黑色客貨van。

 

「嘩，你呢架黑色Hiace如果喺外國畀人見到，應該會畀人以為你係準備想綁架邊個。我包保你如果



著埋蝙蝠俠套衫揸呢架車的話，一定會畀人以為係戀童變態佬整色整水想捉走啲細蚊仔。」「客貨車
除左喺條街度普通唔會引人起疑之外，而且仲有大量空間可以放置監視儀器同變裝易容用嘅衫。咁你
都唔明？有無搞錯呀。」正當我想開口笑佢之際，佢示意叫我收聲，原來阿腎賢已經黎到同Robin會
面，一開始佢地講啲嘢都係普通客套說話，不值一提，但喺坐低左食嘢之後佢地嘅對話開始有趣。阿
腎賢話：「Robin呀，我老婆出左trip呀，你想唔想上我屋企坐下呀？我可以開你上次話想睇果套杜
魯福電影畀你睇架喎。」我同莊神喺餐廳對出嘅馬路之外，小心翼翼咁用望遠鏡睇住Robin有咩反應
，Robin睇黎其實好唔耐煩，好想快啲完事，佢一黎就單刀直入反問：「你屋企係咪好多巴士模型架
腎賢哥哥？」阿腎賢好開心咁答：「係呀Robin你有興趣呀？我可以逐架逐架介紹畀你睇架喎？」R
obin冷冷地話：「啱啱相反呀，我一諗起巴士上面載住啲連車都唔起嘅男人就想嘔，咩mood都無晒
啦。其實腎賢哥哥我有啲想同你曳曳架，不過諗起啲巴士就咩都唔想啦，都唔明點解會有人鍾意巴士
架。」阿腎賢聽到Robin侮辱佢嘅心頭好，面色一沉，但奈何佢身體某一部份應該充緊血，佢而家應
該好想喺Robin身上發洩，佢強忍住怒火同Robin講：「咁不如唔好去我屋企啦，我地去時鐘酒店曳
曳啦好唔好？」Robin一臉不屑地道：「要我同你去九龍塘爆房？你而家當我係雞呀？腎賢哥哥呀，
如果我上到你屋企見到你為左我整爛晒啲巴士模型，我到時咁開心一定咩都聽晒你話架，你要我玩咩
都可以架？我一諗起你踩爛晒啲巴士就…..咦怕醜呀唔講啦。」腎賢聽到之後，深思掙扎左一陣，佢
最後都係企起身話：「Robin你雖然誘人，但都係唔夠死氣喉醒神。算啦，我同你都係情深緣淺架啦
，唔好掛住我，再見啦。」

 

腎賢走左之後，我一路忍唔住狂笑，莊神亦都好滿意咁同我講：「James你腳頭真係幾好，第一次行
動就觀察到啲咁有趣嘅人類行為。原來男人鳩硬果陣再心軟，但都唔會軟到為左造愛放棄心頭好，有
趣有趣。」我一路笑住咁話：「果然痴埋你條痴線有錢佬度真係幾過癮呀下，好啦我就繼續同你一齊
觀察下其他傻佬啦。」點知莊神又係一掌打落我度話：「首先，我係你師父，你要學下尊師重道；第
二：我地而家唔係玩，你今晚返去寫返個report畀我。好啦，你而家返公司做嘢先啦，為師約左幾個
model去遊水呀。」「咩model呀？唔好同我講係童裝model呀，你一身造型再加埋你架車，話你
係戀童變態佬我都信呀，你件乾濕褸下面有無著衫架……」未講完我就畀剛返到Robin踢左落車，佢
地好快就開車絕塵而去。



第六十三節

「恭喜你喎James，一登龍門，你而家知道晒我啲嘢啦？」Miki襯我喺位到恰眼訓果陣行埋黎問我，
由於尋晚要寫起個report畀莊神，我訓得幾個鐘，原本就訓著嘅我畀Miki呢個問題嚇到醒左一醒。「
你夠唔話得啦Miki姐，原來一直識個公司高層都唔出聲，不過我收到風遲啲會一登龍門果個係你唔
係我喎，我呢啲貨色，最多去球場做龍門架姐。」Miki神色有啲古怪咁問我：「唔講呢啲住啦。Jam
es，你老實答我，你會唔會自己上位就踢開Evans架？」「唉估唔到你到而家都係咁睇我，我根本就
唔想上位，我而家做咁多嘢依然都係為左捧Evans上位，至於我自己就順其自然啦。」Miki唔出聲直
視住我，良久之後佢話：「你真係好奇怪，唔怪你會同John會一拍即合啦。其實我真係想真心恭喜
你，我有預感佢會你嘅伯樂，至於你係咪千里馬，就要靠你自己努力啦。」「做唔到千里馬咪做色途
老馬，去報紙風月版寫下咸故作下打油詩過下日辰終老我都無所謂，我其實真係無乜事業上嘅野心架
。我搞咁多嘢真係為左維持正義架咋。」Miki嫣然一笑，佢笑起上黎真係好吸引，我都差啲畀佢電
到，佢話：「你搞咁多嘢係因為你份人小器咋。」呢個時候，莊神果個混血美女秘書whatsapp我叫
我今晚放左工之後去莊神屋企食飯，順便交埋個report，正當我回返佢問佢有無OT計返之後佢就無
應我。挑！咁有錢益下我洗死咩。我原本想邀請埋Miki同我同行，不過又好似唔太合適咁，所以都
係放棄左呢個念頭。我仲未決定應該點同Evans講我畀莊神招攬左呢件事，我唔係想暪住佢，不過我
又諗唔到應該點同佢講先好，都係見步行步啦。

 

放工之後正當我準備行去巴士站坐車去莊神位於山頂嘅屋企嘅時候，突然有一個著住Biker皮褸戴住
電單車頭盔嘅身影出現喺我眼前，不過由於佢一身打扮非常貼身，從佢玲瓏浮凸嘅身形我認得佢係久
違了嘅Jasmine。佢示意叫我跟佢上電單車，我即時同佢講：「雖然好耐無見，我亦都想同你聚下舊
，不過我而家約左人唔得閒，我地下次見啦。」Jasmine將佢頭盔塊擋風玻璃推上去，之後同我講：
「信我啦，我地同路架，你上黎啦，去到你就知架啦。」Jasmine同Evans係青梅竹馬嘅世交，莊神
又由細睇到Evans大，如果Jasmine同莊神係有關係嘅又真係唔出奇。所以我好順攤咁上左佢車，攬
住佢條皇蜂腰同佢上演多一次天若有情。坐喺電單車後座嘅我一路迎黎路上逆風，一路喺度諗Jasmi
ne會唔會係莊神嘅千金呢？其實如果係都唔出奇呀，佢地兩個都係神神化化咁。無架耐，我地喺一
座單棟式豪宅度停低左，我即時喺心入面講左句頂你個肺，呢個莊神有無咁有米呀。好快巴辣助手R
obin已經出左黎迎接我地，佢拎住支消毒藥水猛咁噴我，我嬲起上黎問Jasmine：「乜你屋企係啲咩
生化武器實驗室黎架咩？入去食餐飯都要消毒咁誇張？」Jasmine搖搖頭聳聳肩表示佢地唔知咩事，
Robin冷冷地解答我：「係無咁嘅規矩，不過陣間你呢啲下賤嘅人會接觸到夫人，所以我自作主張幫
你消定毒先姐，Jasmine小姐呀，你都行開啲呀，同呢啲人行太埋唔知會唔會有咩病菌架。」我即時
反擊道：「佢地都未怕你件臭八婆有禽流感啦，你過慮啦。」呢個時候我聽到莊神屋中叫出黎話：「
你班後生仲未快啲行入黎，要唔要我出黎請你地入去呀。」Jasmine一馬當自咁行返入屋，佢一入到
去指住莊神話：「John你等下契媽我一陣都詐型？」下？契媽？呢班人真係好神化呀。我初初以為J
asmine應該係開玩笑，點知莊神又真係答返句：「咁我肚餓啦嘛契媽，唔好要我呢啲老人家等咁耐
啦。」莊神答完Jasmine再不懷好意咁望左我一陣，之後陰陰咀笑呁問我：「你而家係咪滿肚疑惑呢
？」

 

Jasmine見到我用見到外星人一樣嘅眼神打量住佢地，佢一臉尷尬咁解釋話：「Uncle
John係我爸爸個細佬，我係佢侄女，不過有次我同佢打snooker，佢話如果我贏左就叫我做契媽，
點知我又真係羸左……」我即時插咀講埋落去話：「呢個只係莊神嘅籍口姐，佢根本係想叫你做契媽
，佢係想其他人見到呢個場面一臉驚訝咋嘛。佢可能係專登打輸畀你呀，我講得有無錯呀師父？」莊



神點頭稱是，之後佢擰轉頭同一個喺樓梯行緊落黎嘅身影講：「老婆，我都話呢條友仔係潛力股黎架
啦，你睇下佢幾知我心意。」一名打扮到雍容華貴，五官標緻嘅絕世美人喺莊神背後出現。佢由上而
下打量左我一陣之後同我握手，佢隻手軟若無骨，雖然佢年紀應該已達中年但係皮膚仲好白好滑，佢
用一把溫柔得黎又帶點威嚴嘅聲同我講：「我叫蕭瀟，英文名叫Queenie，畀面我嘅可以叫Queenie
姐，不過都係稱呼黎我無咩所謂。」「哦Queenie姐你好。」莊神一掌打落我天靈蓋度，之後大喝我
：「Queenie姐你叫架咩，我尋日先叫你要學識尊師重道，叫師母呀。」Jasmine見到莊神打我即刻
出聲話佢：「契仔乜你咁粗魯架，郁啲又打人，Queenie姐呀你話下佢啦。」Queenie用眼睥一睥莊
神，莊神即刻話：「對唔住呀老婆，對唔住呀契媽，我下次唔敢體罰啦。你隻小畜牲一黎就搞到我畀
人鬧，你陣間唔好食飯啦。」礙於有個咁有儼如女皇嘅Queenie姐喺度，我唔敢反擊話返莊神係老畜
牲，但Queenie姐聞言之後對莊神皺一皺眉話：「John，今晚餐飯我有份親自下廚，你而家即係話
我啲手勢唔見得人，唔可以畀James入口啦下話？」莊神即時扮可憐咁同Queenie講：「老婆，喺我
徒弟同啲細嘅面前畀返小小面我啦。」Queenie姐皮笑肉不笑咁答：「John，我已經好畀面你架啦
。你尋日同班東歐model去遊水開party我都畀足你面由你玩啦？我已經畀足面子你啦」呢個Queeni
e姐果然犀利，短短幾句已經將瘋瘋癲癲嘅莊神治到無聲出。而Jasmine睇黎同佢呢位嬸母感情好好
，佢行埋挨住Queenie姐喺佢耳聲講左幾句野，而由於佢一路講Queenie姐一路打量住我，我好肯定
佢地嘅耳語係關於我嘅。

「James，為師警告你呀，你唔好搞我契媽呀，如果唔係為師一定會家法侍候。」莊神望住夾埋餸畀
我食嘅Jasmine，嬲到好似想殺人咁。我故意一邊津津有味咁食住舊雞脾，一邊好得戚咁答佢話：「
喂師父，你又話人類行為觀察者剩係會觀察唔會干涉嘅？而家你犯左呢條天條，係咪應該由我大義滅
親，一掌打落你天靈蓋打Q醒你先？」Jasmine望住無言以對嘅莊神，忍唔住笑左出聲，而Queenie
姐望住塊面谷到紅晒嘅莊神，忍唔住再落井下石：「鬼叫你平時剩係識觀察家外人，偏偏又唔了解下
Jasmine，連佢同James原來咁熟都唔知，阿John你真係老貓燒鬚呀。」我忍唔住接住去抽莊神水：
「係啦師父，你老啦，過左氣架啦，而家係我地後生仔嘅天下黎架啦。」Queenie忍笑裝作不悅道：
「哦你話阿John老，即係話埋我老。」「唔係呀師母，如果畀人知道你地結左咁多年婚，師父一定
被人拉去坐監呀。你而家仲係好似廿歲少女，同Jasmine好似兩姐妹咁。咁師父咪即係喺你幾歲果陣
娶你？佢實畀人當係戀童色魔拉去打靶呀。」Queenie望住Jasmine笑住搖頭話：「睇黎你同我一樣
，都係對呢類神神化化嘅口賤男人無晒乎架啦。」一直以野性美豔形象示人嘅Jasmine，呢一刻竟然
露出嬌羞之態，佢面都紅晒咁話：「咩……咩呀，我鍾意大隻鬼佬架，邊個會睇上呢條口賤港男喎。
你唔係諗多左呀，我係睇左契仔同Evans份上先應酬你架咋。」莊神目睹呢個情景，好似好頭痛咁以
手掩面話：「今次死啦，你老豆知道我無睇實你，佢一陣黎找我晦氣就大鑊啦。」估唔到八面威風嘅
鬼才John
Chong，喺屋企度好似無乜地位咁。Queenie姐呢個時候呷中一口手中紅酒，之後問我：「James
，咁樣問你好似有啲唐突，不過你係John個徒弟我就唔怕問你啦。聽聞你想捧Evans上位，但自己就
只係做佢左右手去輔助佢。我唔係好明，你竟然係個人才，點解唔自己上位呢？」見佢突然咁認真問
我呢個問題，我將杯中嘅酒一飲而盡之後答佢：「可能你會覺得難以相信，我其實係一個睇朋友情義
睇得好重要嘅人。我應承過會幫佢，我就會盡我能力幫佢，因為佢係我好朋友。」

 

Queenie含情默默咁望一望莊神，再望一望我，之後搖頭笑道：「呢個問題我喺二十年前問過呢個傻
佬阿John，佢當時點解自己唔坐正，永遠都畀朋友出盡風頭。佢答我既然佢嘅好朋友鍾意名成利就
，咁佢咪成就佢朋友囉。到左而家阿John錢就係有啦，不過佢依然甘於做默默負出果個。你估佢搬
個office去觀塘真係為左好玩咁簡單呀，佢係怕自己喺總公司間office太大，其他人會以為佢想坐正



咋。」莊神即刻面紅紅咁為自己辯護話：「你以為啦，我貪觀塘多後生OL咋，我平時揸住架波子喺
觀塘都唔知幾好收視。」Queenie裝作不悅咁話：「係呀？原來老公你咁受歡迎架咩？咁好呀，Rob
in你過一過黎，你幫我收埋佢架波子條車匙。阿John呀，你聽日揸返工人果架買餸日本車啦。」莊
神即刻改變話題話：「唔好講埋啲掃興嘢啦，James你今日真係好榮幸呀，你師母平時係大忙人黎架
。佢間公關公司好鬼忙好多生意架，佢今日竟然有時間同你食餐飯。我係你就襯機請教下你師母應該
點樣做人啦，你師父我已經係絕世奇才黎架啦，我老婆就仲把炮。Queenie你拿拿臨過份兩招畀呢條
友啦。」Queenie諗左一諗，之後話：「如果我無收錯風，果個Valarie應該已經做左某個高層嘅針
，到時果個高層一定會打正旗號話要杜絕公司私相授受風氣，而要晉升喺你公司做左好耐嘅Valarie
。除非Evans可以立到啲咩大功啦，如果唔係要升佢又真係唔多合理。」我喺心中閃過左一個好卑鄙
嘅念頭，其實要畀Evans立大功真係唔係唔得，不過就必然要犧牲一啲人，問題係，我應該犧牲邊個
呢？諗到呢度，我不禁天人交戰起黎。Jasmine呢個時候見氣氛變得沉重起黎，拉左我起身同莊神
Queenie姐講話：「我帶James 去後花園度傾下計呀，借佢一陣好快還畀你地。」

 

Jasmine拉左我出後花園，本身我仲以為佢想同我過啲甜蜜時光，正當我又驚又喜唔知好唔好拒絕佢
果陣，佢一臉正色同我講：「其實我好憎商業社會要勾心鬥角，所以我先會同Evans一齊搞社運，我
想改變呢個世界。我爸爸係不折不扣嘅商人，佢咩都係睇錢，所以我先會選擇左同Uncle
John佢地住。契仔雖然都係商人，但起碼佢除左錢之外仲有其他興趣，佢似人類多啲。Evans呢排成
個人都變左呀，佢自從話要上進之後，就開始唔再掂社運。我知佢係受你影響，不過無論你想做咩都
好，希望你唔好令到Evans都變埋果類眼中只有名利嘅人，Evans就好似我親生哥哥咁，我唔想佢都
變埋做怪物。至於你，我知道你同Uncle
John一樣，你地追求嘅嘢唔係名同利，我其實都唔知你而家諗緊咩架，不過如果你願意畀我去了解
你，我會嘗試去了解你。」我望住眼前嘅Jasmine，心入面忽然有啲激動，我好明白佢點解唔想Evan
s改變，我亦都同佢一樣唔想Evans改變，不過我又有咩其他選擇呢？我伸手輕撫佢俏臉一下，之後
好認真同佢講：「Jasmine，你係好女仔黎，所以我唔想呃你。Evans果方面我只可以應承我盡量會
處理得好啲，不過我真係唔可以答應你啲咩。至於我......我而家都唔知自己諗咩，如果可以的話，你
畀啲時間我啦，我以後會再畀個完整的答覆你。」講完之後，我唔敢去望Jasmine有咩反應，我即刻
轉身行返入屋。黎到呢一刻，我真係覺得好驚，我怕我之後為左達到目的，會做出啲好卑鄙嘅事。我
怕我最終會整污糟左Evans雙手，我亦都怕所有嘢會返唔到轉頭。



第六十四節

今朝一返到公司我就見到Evans同Daisy好開心咁一齊食早餐。咦係喎，我呢排忙住應酬莊神，都無
乜理過Daisy，就連平時佢whatsapp我我都係求其應左一兩句算。Evans見到我返黎，即時放低左個
早餐拉我埋一邊問：「喂你呢排做咩唔搵Daisy呀，你想讓賽呀？」「佢同你講我無搵佢？」「咁又
唔係，佢頭先問我知唔知你呢排搞咩咁忙姐。係呢，你究竟忙緊啲咩呀？」我仲以為Jasmine會將我
同莊神啲嘢講畀佢知，我仲擔心究竟要點同佢解釋我之前暪住佢，好彩Jasmine都係一個口密嘅女仔
。不過既然Evans問到，我就直接答佢：「我之前為左你嘅事直接踩左上你個Uncle
Chong度同佢講數，點知畀佢收左為徒呀。」Evans聽後不但無介意我之前暪住佢，佢仲好開心咁話
：「其實我早就想介紹莊神畀你識架啦，但佢始於都叫係管理層……而家你自己識左佢就好啦，我識
左你無耐就覺得你好似佢，你兩個一定一拍即合啦。」「唔只一拍，好多拍啦，你個uncle癲癲地架
，成Q日拍我個頭架。」Evans聞言哈哈大笑，我都有一排無見佢笑得咁開懷，佢之後拍拍我膊頭講
話：「你而家掛住同莊神玩，咁我就乘機向Daisy猛烈進攻架啦。」我冷笑左一聲話：「挑，你咪繼
續進攻囉，我無擔心過。不過你玩還玩，公司啲嘢你睇得緊啲呀，大個仔啦唔好成日掛住啲無謂嘢呀
。」「哦你即係話Daisy係無謂嘢，我話返畀佢知架。」雖然我頭先果句係無心發言，但我係咪真係
好似Evans所講，當左Daisy係無謂嘢呢？雖然話我呢排係因為忙先冷落左佢，但唔知點解我一啲內
疚同歉意都無，由於我而家真係唔太想去諗呢個問題。我故意逃避Daisy嘅目光，急急腳咁行返自己
個位度。一返到個位我就收到莊神嘅秘書打黎。「James先生，莊先生會喺你今晚放工黎接你，佢話
如果你約左人的話就即刻cancel左先。」「頂阿師父真係痴Q線，佢當我真係咁得閒剩係應酬佢咩。
」喺電話另一面嘅秘書姐姐依然一本正經咁答我：「你意思係咪即係你唔得閒，你想我答莊先生你唔
想應酬佢。」

 

「呻兩句姐，你又唔洗咁正經嘅。係呢見過你幾次都唔知你叫咩名，靚女我應該點稱呼你呀？」「嗯
……本身莊先生吩咐過叫我盡量！唔好答你，要你自己搵個答案出黎嘅。不過我估都應該無乜可能，
我個名唔似Robin咁易估，我叫Alison呀。」下？Robin個名叫易估？呢班人個腦究竟係咩構造架，
仲有呢個姐姐叫Alison，我點有可能會估到呀？仆你個街，莊神一個癲就話姐，但點解連佢兩個手下
都咁癲，真係痴痴呆呆坐埋一枱。Alison繼續講話：「呀……James先生，仲有呀，你陣間走果陣唔
好畀你果位IT部同事見到呀。」「下？你指阿油？點解會關佢事架？」「我都唔係好清楚呀，詳情你
自己問返莊先生啦，總之佢叫你喺走果陣盡量唔好畀果個同事見到。」我真係諗極都諗唔到阿油同莊
神會有咩關係，我收線之後即刻行埋去問阿油：「喂死毒男，你今晚放工有咩搞呀？」阿油即刻神色
慌張，吞吞吐吐咁話：「我……我做咩關你咩事姐，有嘢做囉，總之有嘢做囉……」「囉乜鬼嘢姐死
毒男，你唔可以正正經經答我架咩？有嘢做囉有嘢做囉，你個蘿好想畀人做咩？」呢個時候阿油可能
為左想打發我走，扮晒惡咁話：「James你死開啦，我放工做咩關你咩事姐。」「嘩死毒男想扮惡發
我圍呀？打我呀，打我呀，唔敢打呀嘛？手都唔敢郁你就收皮啦，你吠得大聲啲我就驚你架咩？我最
多聽日買條有電嘅狗帶畀你，你再吠就即刻電下你。」阿油都係同平時一樣無視我嘅百般侮辱，佢只
求完事達到佢想要嘅目的，佢好明顯地講大話想耍走我：「好啦，我放工之後打算去跟阿Miki呀，
你知道左啦，得未呀？你走開啦，唔好阻住我做嘢呀，我而家重灌緊系統呀，好緊要架。」由於我嬲
佢當我係傻仔諗住講大話可以呃到我，我喺走之前一嘢拔走晒佢個位啲電源線等佢啲電腦熄晒，呃我
呀拿。我喺行到離阿油個位都算遠嘅茶水間都仲聽到佢喺度慘叫哀號：「今次無啦，我成個朝早做嘅
嘢無晒啦，我又要再做過啦仆街！！！」

 

放工之際，我發覺阿油專登扮有嘢做死都唔肯走住，好似驚死畀我會跟佢咁。我見狀都即刻急急腳行



去會合莊神佢地，我一行到落公司樓下就畀人拉左上去蝙蝠車度，拉我果個人隻手雖然好軟好溫，但
佢嘅動作相當粗魯，我未望清楚佢個樣都已經估到佢係Robin。喺拉左我去蝙蝠車後座之後，佢即刻
用消毒藥水洗手，佢仲一邊話：「莊生呀，你接觸完呢個人都記住要洗手呀，都唔知佢身上會有咩菌
架。」「係呀我有性病呀，不過好快你都會係帶菌者呀，我打算用最直接嘅方法傳染畀你呀。」「你
試下掂我？我即刻殺左你。」莊神雖然睇我地鬥咀睇得好開心，不過佢好快打斷左我地話：「Robin
，阿油差唔多落黎架啦，你準備下先啦。小畜牲，你知唔知我今日叫你黎做乜？」「挑你叫得我出黎
仲有咩做姐，你九成係釣左阿油哥出黎，之後再安排左呢件癲婆去玩佢啦。拿唔好又想出手打我呀，
我今次有估埋你究竟點樣釣到佢出黎架。我今日問佢果陣佢表現得好慌張，而且佢又咁鍾意Miki……
我估你應該唔係利用呢件癲婆去色誘佢，相反你應該係揸住佢啲咩把柄，佢今日仲要重灌過啲電腦系
統……你係咪發現左佢用電腦動過啲咩手腳，所以佢先想拿拿聲毀滅咁啲證據先。所以，我估你而家
應該係搵癲婆去兇佢，而我地就從旁觀察呢條死毒男喺受驚之下會有咩反應？」莊神好滿意咁點頭，
而喺一旁嘅Robin都罕有地對我投以讚賞目光。

阿油同Robin又喺返上次同腎賢果間餐廳度食飯，但出奇地今次我同莊神竟然唔洗再拎住個望遠鏡先
睇到Robin嘅反應，相反我地安坐喺蝙蝠車上面已經有晒多角度拍攝鏡頭睇，而且收音仲收得好清。
我望一望一臉滿足嘅莊神，忍唔住問佢：「阿師父，你係咪因為覺得呢間餐廳好適合做你嘅觀察場所
，所以你直接頂左間餐廳黎做，之後自己set晒cam同咪呢？」莊神頭也不回地答我：「根本由頭到
尾間餐廳都係屬於我，我上次set唔切嘢咋嘛。係啦小畜牲，你同呢個宅男熟唔熟架？」「話熟唔熟
，不過有啲交集囉，不過講真我連佢個真名係咩都唔知。阿師父，你既然咁疊水，有無諗過平時畀返
一千幾百蚊我當係零用錢呢？我叫得你做師父，就當正你係我第二個老豆黎架啦，老豆得閒醒返一千
幾百蚊畀個仔買下嘢食都好正常姐，我都唔大咬啦，無叫你買部林寶呀法拉利呀咁。」莊神冷笑道：
「為師而家成日叫你出黎塞錢落你袋，其他人畀幾多學費我都未必肯搞呀，你頭小畜牲唔諗下點回報
我之餘，仲夠膽攤大手板？」「所以話你地呢啲五六十後真係口爽荷包立，挑，你啲金石良言可唔可
以畀我用黎交租先？我食飯無錢找果陣係咪可以用你啲人生道德黎埋單先？睇死你都係果啲派利是唔
入錢，但拎張紅紙寫幾句作狀嘢畀人果啲cheap友啦。」「收聲啦小畜牲，我而家叫你黎觀察你個宅
男同事呀，唔係叫你黎開棟篤笑呀。」「你啲五六十後次次一畀人講中都會惱羞成怒架。不過我真係
有興趣想知你點解會留意到分公司入面一個小小IT部同事出古惑？你唔係得閒成咁呀下？」莊神陰陰
咀笑話：「你估得你地先諗到用公司內聯網黎搵料咩，你估得佢一個識得喺電腦出古惑呀，我旗下一
樣有電腦人才，而且仲高過你地好多班。」「睇死你咪又係請下啲終日流連forum嘅ive仔，唔通你
會請到個MIT畢業生幫你做埋啲無聊嘢咩。」「唔係ive，係IVY
league畢業生，而且佢仲會喺其他地方幫我搵到錢，唔好講咁多廢話啦，留意返Robin同宅男先啦。
」

 

螢幕上嘅阿油坐立不安，神色慌張，佢故意壓低把聲問眼前嘅Robin：「小姐，我想問你地總公司想
搵我一個小職員做咩呢？」此刻嘅Robin冷若冰霜，佢用不帶有任何感情嘅語氣回答：「你自己做過
啲咩，我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而家係畀個機會你從實招來，你夠老實的話我可以考慮唔會報警處
理。」阿油死撐道：「拿，我認我會喺公司BT下戲呀歌呀咁，最多都係download過咸片姐，唔洗報
警咁大件事呀下？」Robin用凌厲嘅眼光望住阿油冷冷地話：「你再喺度浪費我時間嘅話，我會覺得
你係無誠意，又或者你當我係白痴。既然係咁，你走啦，呢餐當我請你，不過之後我就會揸正黎做，
坐監都係閣下自招。」阿油雖然好驚，不過可能佢呢一刻惡向膽邊生，佢竟然大聲反鬧Robin：「你
係有料咪拎出黎講指證我囉，洗咩套我說話姐，我點知我而家講左咩，你轉過頭會唔會報警拉我架。
你雖然係好靚同著緊果對黑絲好啱我心水，不過唔代表我因為咁而要信你姐。」喺車上嘅我都估唔到



阿油會有呢個反應，估唔到阿油次次畀人迫到埋牆角都會有啲意外反應，我仲記得佢曾經癲到綁架我
上佢屋企，可能一直以黎阿油先係全公司最癲果個。Robin無畀阿油嚇親，佢依然係一副冰美人嘅模
樣，阿油見自己靠惡都攞唔返個勢頭，又自動縮後左等Robin回答佢。Robin呢個時候拎左部平版電
腦出黎畀阿油望，佢話：「Hack入同事嘅電郵帳戶度，當中仲要有你嘅上司。咁樣除左係嚴重侵犯
他人私隱之外，我仲懷疑你可以靠販賣呢啲敏感資料黎圖利。而且你竟然連女同事嘅私人電郵都入侵
埋，我擔心你會對佢地圖謀不軌。」阿油口疾疾咁辯護道：「我……我無呀，果個唔係我黎架，我仲
有個孖生細佬都好叻用電腦架……」Robin木無表情咁打斷佢話：「而且你仲有犯案動機，我知道你
早排喺澳門輸左好多錢，你為左還債去販賣公司資料嘅可能性都好大。我而家畀個機會你解釋下自己
嘅行為。」我望一望莊神，不禁有啲佩服佢，估唔到佢神通廣大到連阿油去澳門單嘢都知。

 

莊神呢個時候望住我笑一笑，之後話：「為師同你賭一餐飯呀，佢接住落黎會提到你。」「睬你都傻
，我先唔會賭呀，因為我都係覺得佢會提起我。不過係咪無論佢陣間講咩都好，我都唔可以落車現身
？」莊神點一點頭話：「你係人類行為觀察者，盡可能都唔好干涉目標啦。」說時遲那時快，喺餐廳
入面嘅阿油已經淚流滿面，佢用把好慘嘅聲話：「我……我都係受人指使架咋，咩都係James迫我做
架。」Robin聽到我畀阿油指責之後，故作驚訝咁喺部平版電腦度搵左我幅相黎，之後再問阿油：「
係咪呢個James？」阿油點點頭，Robin故作深思左一會，之後話：「我黎緊講嘅呢段說話，希望你
聽完就算，放心，你嘅事我都唔會追究落去，因為如果涉及到呢個James，我都唔敢再查落去，我都
擔心自己人身安全，不如咁啦，你飲啖水，抹乾啲眼淚之後，深呼吸幾下先聽我講啦。」阿油聽到R
obin突然唔追究，本應係好開心，但聽到佢咁形容我，佢面容開始驚到扭曲，佢催促Robin快啲講，
Robin喺遲疑左幾十秒之後話：「你有無聽過有個國際犯罪組織，係透過拐帶啲電腦宅男賣去啲畀有
錢人拎黎做人肉計數機同人肉search
engine？即係因為佢地有錢到連自己上網同用電腦都懶，所以就要搵啲精於電腦嘅宅男黎代勞，聽
聞啲宅男好慘，佢地畀人賣去做奴隸之後，除左幫主人，如果唔係平時唔准掂電腦架。」阿油好驚咁
問Robin：「咁……咁關James咩事？」Robin喺深呼吸左一下之後答：「我地懷疑James係其中一份
子，佢可能有利用過公司幫呢個組織做事。但由於佢背後勢力太過龐大，就連我地啲管理層都唔敢招
惹。不過呢啲嘢你知就好啦，我都係想做好心叫你要提防下。你平時無得罪過佢架呵？」阿油嚇到唔
敢出聲，Robin繼續講話：「點都好，你萬事小心啦，不過如果畀佢知道你而家出賣過佢，篤左佢出
黎你都好危險下。」

 

阿油嚇到呆左，佢良久之後先話：「香港講法律架嘛，佢唔敢亂黎嘅。」Robin故作關心咁話：「但
如果報警查到啲咩出黎，你係同謀喎，而且公司都未必會幫你手指證佢架…..唉，總之我可以講就得
咁多，你好自為之啦。」Robin講完之後就起身走左，剩低阿油一個呆左喺餐廳。我喺蝙蝠車上狂笑
不止，而莊神亦都大樂。呢個時候我專登立即打畀阿油，佢見到我第一次打畀佢果陣嚇到即刻cut線
，到第三次佢先敢聽，我一黎第一句說問佢：「阿油呀，有事想請教你呀，你覺得一個貨櫃可以塞得
入幾多個你咁嘅款嘅死毒男呀？仲要係坐長途船嘅，我應該預備定幾多個撈麵好呀？」阿油驚到好似
想喊咁，口疾疾答我：「James哥，我咩都唔知呀，唔好殺我呀。」我忍住笑咁答佢：「痴線咩，同
你玩下IQ題姐，點會殺你。我平時雖然口衰衰咁對你，不過你都算係我朋友呀，今日下晝熄晒你啲
電腦唔好意思呀，不過你唔會嬲架呵？你而家喺邊呀？」「我…..我喺屋企咋嘛。」我即時扮到好惡
咁話：「你講大話！」阿油即時嚇到想喊咁，佢以為已經穿左煲，點知我即時解釋話：「你而家跟緊
Miki呀嘛，大家咁熟，你洗咩暪我姐。大家一場朋友，好啦，聽日見啦。」阿油收左線之後一直呆
坐喺餐廳，佢只係呆望住枱上部電話，成個身都震晒；而我同莊神則喺車上狂笑不止，久久都未能平
伏。



第六十五節

不得不承認，小弟James雖然智勇雙全，但喺感情事方而我真係唔太識處理。我雖然知道應該要去搵
返Daisy，同為近排冷落左佢而道歉，不過我又唔知點開口好，亦因為咁我就一直拖住唔太敢搵Dais
y，喺呢個惡性循環之下我就冷落得Daisy更加耐。終於，Daisy過左咁多日之後，忍唔住send個wha
tsapp黎話：「星期五放工食飯，無得推，唔聽解釋。」從佢咁決絕同堅定嘅語氣黎睇，我懷疑佢應
該係想攤牌。不過為怕莊神今日又有嘢搞阻住我去搵Daisy，我先發制人打左畀佢秘書Alison問：「
Alison，我想問你老細今日有無準時食藥呀？因為我今日有啲嘢做，唔得閒睇住佢呀，你記住要小心
啲呀，如果畀佢咬到之後要打好多針架。」Alison聽到我咁問之後，忍唔住偷笑，過左一陣之後佢扮
返正經咁話：「多謝你關心，我陣間直接駁你入房畀你同佢講啦，因為莊生佢一向無schedule，我
都唔知佢幾時得閒幾時唔得閒架，但佢之前出左去兩日，我估佢今日都係想休息下陪下Queenie姐嘅
，你應該可以放心。」「Alison你真係善解人意架姐，下次我上黎果陣買盒朱古力請過你食啦，不過
你記住唔好畀我師父食啲朱古力呀，有啲畜牲例如狗，佢地食左朱古力會死架。」Alison一邊偷我一
邊駁我入莊神房入面電話，莊神一拎起個電話就開始鬧：「你隻小畜牲，你果晚黎我屋企果陣係咪對
我契媽始亂終棄呀下？佢自從果晚之後就好似好悶悶不樂喎，我警告你呀，搞咩女人都得，但唔准掂
Jasmine。」「真係咩女人都得？搞你老婆得唔得先？師父，我覺得你老婆好賢淑呀嘻嘻。」「你頭
畜牲真係死剩把口，再搞咁多嘢講信唔信我陣間就叫Robin上去你公司度拎啲工業用膠水封住你把咀
。一早打黎係咪有所求呀？怕我今日又黎搵你呀？你行運啦，為師今日全日都好忙唔得閒應酬你呀，
你自己寫好尋日個觀察報告聽日自動現身再畀為師過目啦。」好，就咁解決左莊神呢個麻煩友先，呢
個時候，尋日毫不猶疑地出賣我嘅阿油突然出現喺我個方面前，而且佢手上亦拎住一啲嘢。

 

「James哥呀，對唔住呀，你尋日關心我行蹤我反而咁惡對你……」我故意好惡咁問佢：「咪住先唔
好講呢啲嘢住，你頭先有無偷聽我個電話講咩，你快啲老實答我。」阿油本身對住我已經好戰戰兢兢
，而家再畀我兇一兇之後佢好似驚到又想喊咁，佢好緊張咁話：「無呀無呀，我乜撚都無聽到呀，我
乜撚都唔知架James哥，你唔好殺我呀。」我繼續兇神惡煞咁問佢：「真係無？」「我真係乜撚都聽
唔到，乜撚都唔知架，我求下你信下我啦。」見到佢而家個反應，其實我真係好想大笑，不過由於唔
想穿煲，我除左努力忍笑之餘，我仲要好努力咁擠出一個皮笑肉不笑，一睇就知係虛偽嘅笑容同阿油
講：「放心啦，阿油，我確認一下姐，你都唔洗講晒粗口咁嘅。其實都唔係咩大不了嘅事，頭先個電
話涉及少少我出面啲秘撈，所以我先唔想畀人知姐。唉真係麻鬼煩呀，我明明應承左個客今個月幫佢
搵到十個……呀唔係，我意思係十件貨，點知幫我搵貨條友又唔夠交帶，竟然畀一個走甩左……呀我
又講錯，我意思你唔見左一件貨呀。係呢阿油，你有無喺網上識到啲單身獨居兼無咩朋友，死左都無
人知嘅IT宅男呀？如果有你不妨介紹我識呀。」阿油驚到個身都震晒，不過佢為左扮唔知情，佢好努
力咁表現到好鎮定兼亁笑幾聲咁反問我：「我……我同阿虎一齊住，而且都叫有朋友，又有Miki，唔
算係你口中講果啲死左都無人知嘅毒男呀呵？」我一邊陰陰咀笑，一邊由上而下咁打量住阿油，但不
置可否，佢繼續講話：「James哥呀，其實我無乜毒男朋友架，不過我嘗試幫你物色下啦。」「物咩
色姐，乜你講得咁奇怪嘅，我都係想交多幾個朋友姐，你講到我好似揀貨咁。點解你今日啲態度咁奇
怪嘅，係咪發生過啲咩事我唔知架？」「無……無事發生過呀，我無知道啲咩呀……」我用疑惑嘅眼
神望住佢，畀我咁樣望法之後阿油開始驚到標冷汗而且腳都震埋，良久之後，我用陰沉嘅語氣話：「
最好就唔好畀我知道你喺我背後做過啲咩黎啦，我最憎畀人出賣架，我對啲二五仔真係唔會客氣架。
」

 

阿油見勢色唔對，即刻將手中嘅物件遞上前畀我話：「James哥，為左表示我尋日態度差嘅歉意，呢



一部平板電腦係我送畀你作為道歉架。雖然開過黎，不過唔係因為係二手嘢，而係我幫你裝過啲程式
方便你用咋。」阿油可能唔知，由佢上前遞部平板電腦開始，除左佢隻手不停咁震之後，而且佢好明
顯係排練過好多次佢嘅對白。佢好努力想釋除我以為部嘢會係二手嘢嘅疑慮，但又偏偏暴露左佢怕我
起疑心係因為部嘢佢曾經做過手腳，睇怕佢為左自保，一定喺拎部平板電腦裝過唔知啲咩黎反監控住
我。原本都算係一條好計黎，但佢拙劣嘅演技出賣左佢。我繼續一臉陰沉地問佢：「以前你試過上黎
幫我整電腦但又竟然出古惑，我怕你今次又係咁。好啦份禮物我用之前會搵人check下先架啦，如果
畀我發現到有啲咩，你唔好怪我唔客氣喎。」阿油聞言即刻一手搶返部平板電腦，之後硬擠一個勉強
嘅笑容話：「呀，我真係大慒啦，呢部嘢係阿虎架，我拎錯左，我下星期先送部畀你啦。對唔住呀，
突然醒起有嘢做我返返埋位先。」喺阿油拎住部平板電腦跑返返自己個位先，我見到有一道水痕沿住
佢嘅褲管喺地上劃過，如果我無估錯的話，阿油頭先應該驚到賴左尿。

到左放工時間，我同Daisy好有默契地前後腳走人。去到公司樓下果陣，我撞到同樣係放工走人嘅Mi
ki，佢問我：「陪莊神玩左咁多日，有無啲咩得著咁呀。」「有呀，莊神傳授左一套心法，係專用黎
呃你上床架，好快你就會見識到架啦。」Miki只係白左我一眼，之後講左句：「玩還玩唔好唔記得
你仲要幫Evans呀。」之後就揚長而去，本身好緊張地盤算緊要如何同Daisy解釋嘅我，唔知點解同
Miki只係短短講左兩句嘢，我嘅心情竟然有啲放鬆左。我突然覺得，如果今晚同我共晉晚餐嘅係Mik
i的話，我應該會好開心。不過點都好啦，我對Daisy的確係有所虧欠嘅，喺去晚飯地點嘅途中，我一
直撫心自問自己究竟仲係咪真係鍾意Daisy，我喺諗左好耐之後，發覺我的確仲係對Daisy好有好感
，亦都真心想佢幸福快樂，不過我真係唔知自己係咪畀到幸福快樂佢嘅最佳人選。但係點都好啦，如
果Daisy今晚係要選擇攤褲，想斷絕來往的話，我都唯有要接受。由於Daisy畀我早喺公司度走，所
以佢亦都畀我早到達間餐廳。原本以為Daisy見到我會一臉不高興，但相反佢一黎見到我就甜笑住話
：「我好肚餓呀，乜你咁遲架。好啦就罰你請完我食晚餐之後仲要請我食甜品啦。」乜我地唔係出黎
攤牌架咩？面對住Daisy出乎意料嘅攻勢，我真係招架唔住。而且佢甜美嘅笑容同佢清純得黎又帶點
可愛佻皮嘅語氣，將我果顆鐵石心腸完全融化左。我相信如果呢一刻Daisy要我畀晒成副身家佢，我
都可能會乖乖答應。我望住眼前甜美可人嘅Daisy，內心不禁泛起起絲絲內疚，我真係唔應該冷落左
佢架，不過唔緊要，我會用之後嘅時間對佢好好黎補償。

 

我一坐低左，正想同佢道歉之際，點知佢先發制人，比我更早話：「對唔住呀James，我呢一排成日
都唔知點咁，無乜關心你又好少搵你。」下？點解啲嘢會調轉左黎講嘅，正當我懷疑佢係咪食錯藥之
際，佢接住話：「早排Miki同我講，話佢覺得Evans鍾意左我，佢提醒左我要小心啲，唔好因為想同
你發展而離間左你兩兄弟啲感情。我一直喺度諗應該點處理，所以亦都因此而唔係好搵你，sorry呀
……」本應想道歉嘅我，反而做左被道歉嘅一方，我一時之間都唔知應該點處理好，佢唔畀我反應，
繼續講：「我諗左好耐，我都係想同你發展下，所以我早幾日都向Evans暗示左我係比較緊張你，我
知佢有同你講過呀。先旨聲明我唔係怪你唔搵我呀James，我係想暗示畀Evans知咋。」我知道Dais
y都開到口話想同我發展，我估我地今晚應該都可以順利開始，不過唔知點解我忍唔住問Daisy：「
其實你鍾意我啲咩呢Daisy，我真係好想知我初初對你咁衰，但你又點解會鍾意我？如果單單係因為
斯德哥爾摩症，我怕你會後悔呀。」Daisy呢個時候又甜笑。頂！一見到佢甜笑我就心跳加速，完全
招架唔住，佢諗左一陣話：「我都唔排除一開始係因為你一時對我好衰，一時又對我好先會令我在意
你。不過相處落之後，我覺得你好特別，我覺得我一世都唔會遇到其他好似你咁奇怪嘅人。」「你真
係傻豬黎架喎，奇怪你就鍾意，你之前啲男朋友係咪喺馬戲團搵架？」佢扁一扁咀話：「關你咩事姐
，其實你都好衰呀，我唔搵你咋嘛，你唔識自己黎搵人地架咩。」「我……我以為你心情唔好，所以
唔想打擾你姐。其實我都有掛住你架Daisy。」「我唔理你呀衰人，今晚你要帶我去食好食嘅甜品補
數呀。」「哦……你話點就點啦，唔好話食甜品呀，我估而家你叫我帶你要食和牛，我都會即刻飛去



日本捉隻畀你食架啦。」「咦，口甜舌滑。成日都係得把口。」

 

其實我唔知係咩令到一直猶豫不決嘅Daisy下定決心，會喺今日變得咁進取。可能係我近排無乜理佢
，令到佢以為我移情別戀，佢覺得受威脅所以先要主動出擊掛。其實一涉及感情事，我就真係無乜頭
緒，但呢一刻望住眼前甜美可人嘅Daisy，我已經諗唔到咁多嘢，我剩係好想保護佢同畀幸福佢。Da
isy見到我望佢嘅眼神，大慨都諗到我應該係想同佢認真發展，呢個時候佢突然一臉正色咁問我：「E
vans方面你打算點算呀？如果而家佢知道我同你一齊，會唔會影響你工作上嘅大計架？」我一念及E
vans呢個問題就覺得頭痛，我都唔知應該可以點處理，好彩Daisy亦都明白到我嘅苦處，佢主動提出
話：「其實暫時短期內我唔介意唔公開先，不過暫時架咋，啲事情一上左軌道之後，我就唔會再接受
地下情架啦。」既然連Daisy都肯屈就同我唔公開住，去到呢一刻，我又的確再諗唔到啲咩理由去拒
絕佢。喺感情上，我雖然通常都會比較畏首畏尾，但呢一刻我再控制唔到自己了。就係咁，我同Dai
sy就喺呢一晚，開始左我地嘅地下情。



第六十六節

由於Daisy尋日出手實在係太突然，我嘅腦袋對於佢突如其來提出嘅嘢一時間亦都未反應到。我尋晚
完全訓唔到，我只能夠呆呆咁望住天花板咁嘗試去組織一下呢件事，由於苦思左好耐都諗唔到答案，
我竟然喺whatsapp度將件事話左畀Miki知，求救於佢。隔左一陣，佢覆左個頗長的message話：「
我相信你應該可以處理好件事暫時唔會畀Evans知道，至於之後點就之後先算啦。另外，以我同樣作
為一個女仔，我覺得以我所認識嘅Daisy其實唔係一個可以單身得耐嘅女仔，佢自從畀佢個ex拋棄之
後都好一排無拍拖啦。再加上你近排又咁忙成日唔搵佢，對住若即若離嘅你佢咪唯有主動出擊囉。點
都好啦，James你好啲對人啦。Daisy都係一個好女仔黎，我都想你地開心。」我其實好有衝動想回
佢，我都想Miki可以開心同幸福，奈何我知道佢嘅開心同幸福係建築喺一個對佢不屑一顧嘅男人身
上，一諗到呢度，我就覺得好心酸。唔知點解，呢種心酸嘅感覺完全將我尋晚嘅所有甜蜜同幸福嘅感
覺掩蓋左。喺訓下醒下嘅情況之下，我終於捱到天光，喺朝早八九點嘅時候，我收到我女朋友Daisy
嘅message，哈，女朋友Daisy，我仲係覺得呢件事好無實感，喺message度佢話：「對唔住呀Jam
es仔，一早嘈醒左你。不過我今日好想你陪我去下街呀，你可唔可以陪下我呀？」其實Daisy叫到，
唔好話陪佢行去街，佢叫我陪佢行火海我諗我都會照樣奉陪。

 

不過陪女人行街，某程度上真係可以慘過行火海。同Daisy首次拍拖嘅第一站，竟然係陪佢買衫，仲
要唔係普通衫，係佢買黎著去人地婚禮嘅衫。「其實又唔係你結婚，求其著得得體啲咪得囉，洗咩專
登買衫去呀？」Daisy扁一扁咀話：「死人頭，我地第一次拍拖，叫你陪我行下街你都有意見，我嬲
你架。」「傻妹黎嘅，我邊係有意見姐，不過我天生好奇心重，同我關心你，想了解下你嘅心態咋嘛
。你去人地個婚禮已經要畀七八舊水做人情架啦，而家仲要又置裝，好大投資姐。」佢咬一咬唇之後
話：「你地男人唔明架啦。我結婚呢個朋友係我中學同學黎，好耐以前我地仲爭個男朋友架啦。就算
佢結婚我唔會畀佢靚晒架，嘻嘻James仔，我係咪好衰呀？」咩你地啲男人唔明姐，我直頭係恍然大
悟，即係明白晒成件事啦。我終於明點解Daisy會咁心急突然話要同我一齊啦，除左係因為我近排對
佢若即若離之外，原來仲撞正佢中學時候啲敵人竟然爬佢頭結婚。睇佢一副如臨大敵嘅認真樣子，作
為男人雖然我理解唔到呢種心態，不過我不得不承認呢一刻嘅Daisy係幾可愛。「哈哈，咁又唔算衰
嘅，雖然已經係陳年舊事。不如我都去買返套靚老西，同妳襯埋一set咁去啦。」「你真係肯陪我去
？你唔好誤會呀，我今日真係叫你陪我一齊揀衫，我想知你覺得靚唔靚架咋，我唔係要暗示叫你陪我
去架，你唔想去可以唔去架。」我摸一摸Daisy個頭，之後同佢講：「你都唔嫌我甩皮甩骨唔見得人
啦，我知黎緊喺公司我地要搞地下情已經委屈左你架啦，今次就等我陪你去融左隻魔戒……呀唔係，
我意思係等我同你一齊去個婚禮啦。」Daisy甜笑住咁話：「咩魔戒呀，我都唔明你講咩，不過你個
衰人肯定又係笑我啦。好啦本小姐就批准你陪我去個婚禮啦，但你到時記住要乖乖地，唔好亂講嘢呀
知唔知道？」叫我唔好亂講嘢？我份人咁正經，講嘢又有分寸，Daisy嘅擔心真係多餘。

 

為怕畀公司同事，特別係Evans撞到，我同Daisy喺公眾場合度一陣都唔敢拖手。就連我地之後食飯
都專登揀返去佢屋企附近食算，我仲記得上次黎呢度搵Daisy果陣，佢仲怪我唔知自己想要咩。唔知
呢一刻，佢仲會唔會覺得我心中最著緊果個係Miki呢？一諗起Miki，我個心入面就泛起左一絲異樣
，本身拖住Daisy嘅我不自覺地鬆開左隻手一下，Daisy即時好奇怪咁望住我，我回過神黎再拖住佢
隻手之後話：「無呀，我就係想試下你啲反應有幾快咋嘛，哈哈原來都幾快架喎。」Daisy靜左一靜
之後話：「其實我都一排無拍過拖，我都覺得我地一齊得太突然。不過老實講，我覺得你呢排成日都
好似好忙咁，我唔搵你你又唔搵我，我怕如果我唔提出的話，你會畀人搶走。」我緬甸一笑話：「傻
豬黎嘅，你當我係余文樂陳冠希咩，有鬼人同你爭我咩。我老實同你講啦，高層John



Chong最近收左我做佢入室弟子呀，不過佢份人仲即興過我呀，成日失驚無神拉走左我…..」佢聽到
之後好興奮咁問：「真架？James仔你好叻叻呀，你要加油呀。唔得閒陪我唔緊要，不過你記住記住
要上進，唔好浪費左你自己呀。」我好想話畀佢知道，我其實群埋莊神度，都係貪玩為主，我依舊都
係唔上進。不過為免破壞好氣氛，我只係走上前輕吻佢嘅額頭，之後同佢講話：「拿Daisy姐，你自
己話架，我真係可能會隨時畀John
Chong叫走架，到時你唔准嬲架。」佢走上前緊緊攬實我，之後略帶吃力咁屹高錫左我一啖，之後
就話：「放心啦，我會識做架啦，你要加油呀。」



第六十七節

雖然今日係星期日，但唔代表我有份放假。莊神喺一早七點就親自上到我屋企門口撳我門鐘嘈醒我，
我隔住防盜眼同佢講：「阿伯，呢度無姐姐仔呀，你去第二度撳鐘仔啦，唔好煩住我。」喺門外嘅莊
神淡然一笑，之後擰轉身同Robin講：「呢一度爛鬼鐵閘同木門，要你爆開應該無乜難度呀可？」依
舊係一身黑色西裝，束馬尾兼戴左太陽眼鏡嘅Robin好認真咁打量一下度門，之後同莊神講：「莊生
，放心啦，你之前畀錢資助我去學開鎖，我應該可以學以致用架。」嘩，呢條八婆連開鎖都識，我真
係唔夠佢玩呀。我拿拿臨開左度門之後話：「師父，乜咁早呀，拜山都無咁早啦。地方淺窄，真係招
呼唔到呀，所以你有咩喺門口講就ok架啦。」莊神推開我同Robin逕自行左入我間房，呢個時候我阿
妹因為畀佢地嘈醒左，睡眠惺忪咁行出黎睇下發生咩事，佢見到雖然著住一身休閒服，但依然係咁瀟
灑不凡嘅莊神，即刻面紅紅咁話：「對唔住呀哥哥，我唔知你有客人，我仲著住件睡衣行出黎，真係
失禮啦。」莊神呢個時候即時走上前，一邊親吻住我個妹嘅手背一邊話：「失禮嘅係我，如果我早啲
知道上黎會見到位咁美麗咁清純嘅佳人，我一定會準備定份見面禮。」我喺一旁即時插咀話：「幾十
歲人上去人地屋企都兩手fing
fing，呢啲人情世故嘢唔洗我做細嘅教返你條老嘢轉頭掛。仲要抽我個妹水，你估佢真係人人都掂得
呀，要收錢架，唔好咁多嗲，無禮送黎都折現呀，如果唔係唔好怪我對你唔客氣呀死老嘢。」Robin
即時走上前，冷冷地話：「唔好話我唔提醒你，我學泰拳同以色列軍用格鬥術學左好多年，如果你想
對莊生動手動腳，你最好有斷手斷腳嘅心理準備。」「挑都二十一世紀架啦，仲成個野蠻人咁講打講
殺，學下點樣同下人文明共處啦。我警告你呀，你唔好恃住自己食過下夜粥就可以惡晒呀，你啲野蠻
人夠膽喺我屋企屙屎屙尿我都唔會放過你架。」我阿妹即時過黎好大力咁大我一下，之後同Robin講
：「靚姐姐呀，我阿哥低低地架，你唔好怪佢呀。」挑，呢個死妹釘真係手指拗出唔拗入呀。

 

平時星期日我阿妹通常都係三點不露，出奇地佢而家畀人七點嘈醒都無黑面。佢仲竟然主動話煮早餐
畀我地食，我真係懷疑佢應該有啲戀父情意結，莊神喺我屋企行左一個圈之後，佢走黎同我講：「如
果我無估錯，你中學果陣應該過得唔開心。」我心入面微微地感到驚訝：「點解你會有咁嘅結論呢？
」「我頭先望過你間房，你連小學本紀念冊同班際常識問答大賽殿軍獎牌都有keep低，偏偏我就見
唔到有任何關於你頏中學嘅嘢。再加上你性格咁突出，喺青春期融入唔到其他人都好正常。」雖然畀
佢估中晒，不過我決定不置可否，費事呢條老嘢咁得戚，佢繼續講：「到你入左大學啦，你雖然曾經
嘗試好努力咁去洗底同掩飾自己，不過你嘅性格根本同唔到其他人合作，上莊之類一定無你份架啦，
而且我估你連啲集體assignment都會同人有爭拗。但如果為師無估錯，你嘅古惑性格一定係喺當時
建立出黎，睇怕你喺大學果陣已經開始計算其他人架啦？」「師父，客許我直接少少講句，你收皮啦
老嘢。你講果啲嘢就算係中又點，個個人啲成長經歷都大同小異架啦。」莊神再次一臉自信咁話：「
但我連你二十歲先破處都估得到喎。」我即時大為驚訝咁問：「點解？點解你會知道架？」莊神微微
一笑話：「因為你二十歲果年係大學year
2，你中學果陣唔好話女朋友，但連朋友都無過。你為左努力去改變，你一上到大學一定好努力咁融
入其他人，但一個人要突然改變都唔係咁客易。但過左一年之後，你已經開始摸清大學嘅生態，再加
上你仲可以以人學長身份去呃啲year
1妹妹仔，我有無講錯呀？」當莊神將佢嘅假設娓娓道來嘅時候，我又真係完全無得反駁佢。不過我
另一方面都慶幸我無跟錯師父，我反問佢：「你一早帶埋Robin上黎，我估唔係為左傾閒計食早餐咁
簡單啦掛？」莊神反問我道：「咁不如你估下點解為師咁早上黎你度？」

 

我打量左佢一陣，之後開始話：「你表面上雖然好似好精神咁，但你雙眼隱含住啲疲態，我估你唔係



一早起左身，相反你係一晚無訓過。你身上除左有古龍水味之外，仲混雜左啲香水味，如果我無聞錯
的話，果浸香水係Chanel
No.5，Robin係用緊Bobbi，所以果浸香水味唔係黎自佢。正常如果你尋晚係同師母過的話，我估你
地唔會喺香港都噴晒香水掛，我估你尋晚應該係無返過屋企，而且係同另一個用緊Chanel香水嘅女
人過。阿癲婆Robin套衫一睇就知係由尋晚著到而家，因為以佢一個整齊到接近有潔癖嘅癲女人黎講
，佢點會著住一件袖口位有紅酒漬嘅恤衫出街呀。再加上佢入到黎我屋企都戴住太陽眼鏡，九成係為
左遮眼袋啦。佢作為你嘅近身助手，你出左去偷情玩一晚，佢再唔願意都要跟住你架啦。點呀師父，
你尋晚去左同邊個女明星定model玩左成晚呀，你肯定係驚師母發現所以唔敢返屋企住。又唔知去
邊度等好，所以上左黎我度，之後仲要如果師母問到你可以話黎左搵我。其實見你兩手fing
fing上黎我都已經估到一半架啦，你份人雖然痴線姐，但你第一次上我屋企，你都應該預左我會有屋
企人喺度，但你都就咁上黎，好明顯係你根本咩都無準備過，係即興行為啦。」莊神微微點頭話：「
我剩係得一點想修正你，尋晚唔只model同明星，連外國運動員都有呀，不過呢啲嘢我就唔多講費
事你妒忌啦。不過唔錯呀，就算蜜運緊都仲咁清醒，為師好高興。」「連我拍拖你都知？」「咁尋晚
為師喺去會一班美人之前仲有啲時間，咪同Robin去觀察下你囉，點知你掛住同個女同事咁甜蜜，連
我跟左你咁耐你都唔知。」如果唔係怕畀Robin打死，我真係差啲走上前打呢條死老嘢一身架啦，邊
有人跟蹤完人都仲可以講得咁得戚架。



第六十八節

究竟莊神係一個鍾意觀察世事洞識世人嘅鬼才，定只係一個有太多時間剩又鍾意八卦人地的生活嘅變
態佬，我到而家都搞唔清。不過唯一可以肯定嘅係，我地呢間分公司應該係佢嘅最愛。好難想像一個
公司高層會對一間分公司嘅所有事都咁了解，佢平時一定用好多時間去收集有關我地嘅情報。而喺我
地公司嘅眾多玩具之中，佢一直無乜提過最關鍵嘅幾位阿姐，不過到今日，佢終於對佢地出手了。我
一直都估以佢嘅觀察能力，Judy曾經喺公司出古惑一定暪唔到佢，但我當時唔敢直接問莊神啦，好
彩，今日佢將會親身解答我嘅疑問。平時少有出現喺我地公司嘅莊神，今日突然代替Sam姐出現喺
我地公司。由於佢喺一眾高層之中算係最神秘果個，所以連平時最鍾意做到出面擦老細鞋嘅Valarie
都唔敢同佢講嘢，當然我地其他一班同佢有的交嘅人都喺當眾都同佢扮到唔識咁，不過我都好擔心會
露左啲咩端倪畀Valarie察覺到。喺呢個時候，跟隨莊神而黎嘅Robin突然畀阿油拉埋左一邊，見狀
我即時高呼話：「Miki，你個阿油佢竟然三心兩意，佢明目張膽喺你面前溝女呀，飛左佢啦。」阿
油聞高即時想回頭解釋，但我估佢都係比較擔心自己安危，所以佢都係決定唔理其他人眼光咁同Rob
in喺一邊密密傾。莊神見狀向我打打眼色，心領神會嘅我即時走埋去，阿油見到行緊埋黎嘅係我就即
時收左聲。我故意先惡狠狠咁睥左阿油一眼，再扮到好緊張咁同Robin講：「呢個死毒男成日都好似
未食藥咁亂講嘢架，如果佢講左我咩壞話都好，希望你唔好當係真呀。」Robin亦都交足戲，喺見到
我行埋黎果陣扮到好似好驚咁，而聽到我呢句對白，佢又扮到口疾疾咁答我：「放心啦同事……我…
…我連你係邊位都唔知，點會記住你啲壞話呀。」在旁嘅阿油已經驚到連向我辯護都唔記得啦，莊神
見到咁有趣，即時行埋黎參一把腳話：「呢兩位男同事，我知道我嘅助手係好靚，不過呢度係公司黎
，麻煩你地唔好騷擾佢。」

 

我故作慍怒咁向莊神反擊：「先生你邊位呀，我知你好似係公司高層，但一黎到就侮辱我人格我真係
唔認同。我對公事一向都好認真架，唔似得有啲人公器私用，出公司數請埋啲靚女返黎慢慢嘆。拿先
旨聲明，我唔係話你呀，唔好炒我呀高層。」雖然係假戲，但我都決定落力地真做，而且仲打算借勢
鬧返莊神夠本。佢為左貫徹佢世外高人嘅形象，故意不慍不火咁講：「各位好呀，我姓莊，叫John
Chong，係你地公司嘅顧問黎，突然阻住大家做嘢真係唔好意思啦。」我用佢可以聽得唔太清楚嘅
聲量搭咀話：「莊莊？咩名黎架，不過見你行將就木，好快就入得義莊架啦。」莊神睇黎畀我講到動
左真火，佢即時黑住面問：「同事，你頭先講咩話？」我即時笑騎騎咁答：「無呀莊生，我話我估你
喺屋企應該係排第二，所以咪叫諗緊你個乳名係咪叫二莊囉。」其他不知就裡嘅人，特別係Valarie
同Judy，佢地好似屏息以待等睇我畀莊神炒，但其餘知情人士即一副無我地咁好氣嘅樣子，各自埋
頭工作。由於平時都畀莊神恰得多啦，我決定襯住佢而家唔可以發爛果陣講多兩句。我繼續對佢窮追
猛打問道：「阿莊生，平時喺公司都好少聽到啲人提起你喎，其實你啲咩顧問係做啲咩架？係咪平時
開會提兩句意見就收得工架啦？我以為得我地啲但下層員工先有啲無謂人架姐……拿莊生我真係唔係
話你呀，不過見你上左黎咁耐都唔知你搞咩，我好奇咋。」莊神做左個「Youare
dead」嘅口型之後，就無理我轉身步向Valarie同Judy。呢個時候Valarie即時好熱情咁走埋黎話：「
莊生，唔好意思呀，我地公司係有好多啲好低質素嘅員工，不過遲啲我會著手整頓下架啦。」嘩，條
八婆真係當自己坐正左咁，遲啲整頓？佢當自己係咩身份呀？但莊神完全無視左佢，Valarie估唔到
莊神會咁，即刻一臉尷尬咁自己收皮。

 

無視左Valarie嘅莊神急步咁行埋Judy身邊，之後用好溫柔嘅聲線話：「呢位咁美麗嘅小姐，我初初
入到公司見到你果陣真係呆左呀，以為呢間公司仔點解會落咁多本買個希臘女神像返黎，唔知呢位小
姐點稱呼呢。」Judy見到Valarie畀莊神當眾落面本身已經心頭大樂，而且莊神仲當眾讚佢，佢即時



甜笑住答道：「我叫Judy呀，莊先生你好。」莊神呢個時候好滿意咁笑住話：「Call me
John，大家個名嘅initial都係J,
你信唔信命運架？喺今日遇見你之後，我開始信啦。」我即時插科打諢咁話：「嘩叫James，initial
都係J姐，阿John呀，話唔定我同你今日相遇都係命運黎架喎。」我其實心知莊神而家絕對唔係單單
因為見到Judy見獵心喜，佢搞咁多嘢嘅背後一定係有目的。不過由於我真係睇唔通佢究竟搞緊啲咩
，先忍唔住講多兩句提醒佢我嘅存在。莊神依舊係唔理我，繼續用一副含情密密嘅眼神望住Judy，
之後當住咁多人面前話：「Judy小姐呀，你信我，我平時好公私分明，不過遇到你我覺得係我嘅des
tiny，唔知你肯唔肯賞面今晚同我食餐飯呢？如果你喺咁多人面前唔好意思答我都唔緊要架，呢個係
我秘書電話，你陣間打畀佢再畀個答案啦。」Valarie不單畀莊神無視，而且莊神之後仲當住大家面
去約佢宿敵Judy，唔洗問都知佢而家一定係心頭大怒啦。但包括我在內，所有對莊神有認識嘅人都
好似對佢嘅行為摸不著頭腦，不過我可以肯定，如果Judy肯應承佢，我今晚就有好戲睇啦。

今次同以往兩次觀察活動有啲唔同，身在蝙蝠車嘅我，身邊嘅並唔係莊神，而係一直替莊神去行動嘅
Robin，而莊神今次決定親自落動，成為喺螢幕上面畀我地監察住一舉一動嘅人。地點依舊係果間經
莊神特別改裝過嘅餐廳，不過莊神應該叫人悉心將間餐廳製飾得grand啲同浪漫啲以迎合Judy呢條死
港女。睇黎Judy喺一放工之後，就即刻返飛的返屋企打扮過下先出黎。佢一身白色deep
v長裙，再加埋對高到嚇死人嘅high
heels，客觀講句其實真係幾索，難怪佢可以橫行夜場食仔無數啦。莊神一見到佢黎到，就即刻行出
去迎接佢，而且一黎就好熱情咁鍚Judy隻手，目睹呢個情景嘅我冷笑左一聲話：「老淫蟲又喺度諗
埋啲咩觀察人類嘅理由，借機抽女人水啦。」Robin聞言之後即刻冷冷地望左我一眼之後話：「你個
賤人自己立心不良，就唔當晒其他人都好似你咁cheap啦。莊生對你咁好，你仲成日喺背後講佢壞話
，你呢啲人渣真係特別忘恩負義，都唔明點解莊生會收你為徒。」Robin喺提及莊神之時，雙眼流露
住仰慕之情，睇黎佢除左當莊神係佢老細之外，佢仲當正人地係佢恩師咁。我亦都相信Robin由一開
始就咁討厭我，係出於妒忌之情，有見及此我就即時答Robin：「係啦，莊神連我呢啲人渣敗類都肯
收為入室弟子。反而你又靚又叻又盛都剩係當你係助手，哎喲喲，一片忠誠都不被重視，我係你都嬲
嬲豬啦。」Robin嬲到面都紅埋地反擊：「莊生佢洗左好多錢畀我學嘢，佢一直重點培訓我……」「
咁佢都算係個負責任嘅主人呀，我好多朋友養狗都唔肯洗錢去訓練佢地架，求其隻狗識得出街先屙屎
屙尿佢地就算數。」Robin聽到之後二話不說地一拳打落我度，睇黎佢真係有練開武術，佢單單一拳
已經痛到我標眼水，我痛到喘住氣咁反擊佢話：「你呢啲野蠻人真係民智未開，你估我真係唔夠你打
呀。我係不屑好似你咁咩都用暴力去解決咋，而且你好彩呀，我當年喺學識左排雲掌之後，應承過我
師傅我係唔會打女人……」點知我都未講完，Robin又已經向我轟出第二拳。

 

莊神老實不客氣地捉住坐喺佢對面嘅Judy隻手，一邊用溫柔嘅聲線問佢：「Judy小姐呀，你唔好介
意我第識你無耐就咁唐突問你，但係你有無男朋友架？」Judy聞言之後即刻扮晒怕醜咁低頭嬌笑，
隔左一陣先答莊神：「John你真係好直接架，呢個問題就等你自己去搵答案啦。不過我想澄清一樣
嘢先，我平時唔係咁輕易同男人出街食飯架，特別你仲係我公司嘅人，我都唔知點解你一問到我我就
會應承你呀。」嘩Judy姐，你同機場尿兜一樣，見盡各國各式嘅陽具啦，而家學人扮淑女？會唔會
難頂左啲呀？不過莊神睇黎一樣入戲，佢竟然扮晒陶醉咁話：「所以我都知我同你嘅相遇係命運黎架
啦，Judy，希望我地今晚過後會更加了解對方啦。我今日揸主意安排左啲特別嘢畀你嘗試，希望你
會鍾意啦，我叫左開左支酒先。」莊神示意叫waiter行埋黎開酒，初初我以為佢準備左啲咩wine咁
巴閉啦，但出人意表地佢倒左兩杯青色嘅嘢出黎，Judy見到之後同我一樣驚訝，不過佢無多問，佢
只係靜靜地拎左杯野飲左去。莊神見佢飲完之後問佢：「呢杯82年　Bamboo啱唔啱你飲呀？」Ba
mboo?乜嘢bamboo呀？Judy睇黎同我一樣感到疑惑但又唔好意思話唔識，佢只係微笑住點頭。莊



神之後話：「呢支bamboo大有來頭架，係喺我太婆喺山西鄉下個床下底搵出黎嘅，而且佢再加左
隻老鼠入去釀酒，所以佢唔係一杯普通嘅竹葉青，而係一杯竹葉青老鼠酒，我都忍唔住幫佢改返個洋
名等佢可以揚威海外呀。」Judy一聽到老鼠兩字已經想反胃，但奈何眼前嘅人係莊神，佢只好話托
詞話要去廁所，我相信佢入到去之後都有排嘔。呢個時候我忍唔住用車上嘅國防級先進通訊設備-No
kia
3310打去畀莊神話：「師父，你都算玩得盡啦，畀老鼠酒件港女飲。」佢微微一笑之後話：「等陣
間上左主菜你再黎崇拜我都未遲。」

 

睇黎Judy入到廁所果陣應該嘔得好勁，佢出返黎之後已經變到面都青埋。不過佢依然靜靜咁坐低，
再硬擠個笑容出黎對住莊神。莊生突然好似好苦惱咁用雙手掩面話：「Judy，我頭先收到我老婆個
電話，我同佢講左個大話，我話我而家見緊客…...不過你信我，我真係第一次呃老婆，我都唔知自己
點解會咁，我一見到你就情難自控，對唔住我同你食第一次飯就講埋呢啲嘢，真係好過份。不過我真
係好內疚，我生平最憎人唔老實架，以前有個員工試過喺公司出古惑畀我發現左，我由於真係太嬲，
我除左搞到佢坐監，喺佢出返黎之後我仲搞到佢差啲家破人亡，人又無錢又無晒。我而家覺得自己真
係偽君子，講一套做一套咁。Judy你會唔會好睇我唔起。」莊神果然係知道Judy有出過古惑，而Jud
y喺聽到莊神講完果一番說話之後，驚到有啲手震，佢用左一陣時間黎平伏自己情緒之後話：「John
，咁人人都會犯錢架嘛，放心我會保守秘密……我有啲肚餓啦，不如我地食少少嘢先啦。」莊神聽到
之後眼光有一絲笑意一閃而過，睇黎佢真係精心準備左啲嘢畀Judy食，佢示意叫waiter上菜，我估J
udy以為呢度話晒都似係高級西餐廳，啲嘢食點都唔會出錯架啦。點知碟嘢一到，佢見到碟上有好多
隻昆蟲之後即刻忍唔住驚叫，莊神好開心咁話：「Judy呢啲叫禾味龍呀，我專登吩咐個chef煮畀我
地食架，快啲食多幾多啦，有好豐富蛋白質架。」Judy驚叫完之後望住莊神，好似想睇下莊神係咪
整蠱佢，點知莊神一臉認真，仲開始自己食起上黎，Judy喺無奈之下唯有試食左一隻，點知佢都係
放唔到入口，喺呢個時候佢終於忍唔住同莊神講：「John，唔好意思我好唔舒服，我要返屋企休息
。不過我唔係想拒絕你呀，我其實同你相處都好開心，我過兩日再約你啦好唔好。」估唔到Judy畀
莊神咁玩完都唔肯放棄，佢只係想選擇暫時徹退，勇氣可嘉呀。而莊神喺扮到有啲失望咁就送走左Ju
dy，但臨走時Judy竟然上前擁吻莊神，睇黎莊神同Judy仲會有下集！



第六十九節

由於我最近一直專注喺湊莊神呢條麻煩友，所以我就將對付Valarie嘅重任交左喺Taylor身上。今日
喺臨行到入公司門口果陣，Valarie突然出現截停左好緊張咁質問我：「你地捉左我婆婆去邊呀？」
由於Taylor呢一排根本完全無通知過我佢有咩行動，所以我其實都真係唔知佢又搞啲咩黎。我答Vala
rie：「咩阿婆呀，我眼前咪有一個阿婆囉，你照鏡就搵到架啦。」Valarie聞言大怒，企圖想衝前將
我推埋牆，我一個閃身就避開左佢，由於收掣不及Valarie成個人撞左埋牆。我見到呢個滑稽情況忍
唔住哈哈大笑，盛怒嘅Valarie轉身咆哮：「你唔好咁得戚呀，我而家一心要上位，唔得閒對付你地
住，你唔好以為我真係無晒符呀，到我正式坐正左之後你地一定死硬，你唔好以為辭職就無事，我要
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呀。」我冷笑左一聲，哄埋佢塊面，直視住佢雙眼講：「我同你條臭八婆講呀，
我唔只要你職又升唔到，我同Taylor喺你事業失業果陣會再落力踩多你兩腳，你不如小心你婚又結唔
成，人財兩空好過啦八婆。」喺我同Valarie對峙住之際，原來果個唔知叫Katy同Kathy竟然咁啱路過
目睹呢一幕，不過由於佢太無存在感，我地喺互鬧完之後先發現到佢存在。我見佢喺被我地發現左之
後好心急咁將部電話收返埋，我懷疑佢已經將頭先嘅一幕錄低。Valarie想叫停佢，點知果件不知名
物體無視我地嘅阻止急急腳行左入公司。我其實就真係唔多介意佢將頭先一幕流出，不過Valarie就
應該好驚。佢無再理我急急腳咁跟住不知名物體行返入公司，而我就即刻打畀Taylor向佢了解一下情
況，我足足打左六七次先搵到Taylor，佢拎起電話果陣把聲好似好迷幻，我問佢佢捉左阿婆去邊，點
知佢好似未訓醒咁答我：「唔洗擔心呀，我已經送左美美去個人間仙境啦，你唔洗擔心呀？Valarie
條臭八婆想搵返佢阿婆？可能佢要等佢阿婆報夢先得喎哈哈。」佢一講完就收左我線，我聽完心裡暗
驚，嘩佢唔係玩到殺人呀下？我想再打返畀佢問清楚，點知條友竟然連電話都熄埋。

 

我行到返入公司之後，見到Valarie不斷哄埋不知名物體到好似想討好佢咁，但阿不知名物體就完全
無理過Valarie喺度埋頭做嘢。我見狀即刻走埋去，Valarie見到行埋黎好似想發作開我波，不過礙於
喺公司所以佢唯有強忍怒氣。我無理Valarie，反而喺度挑釁不知名物體話：「嘩，而家啲香港人真
係乜春都要拍下片咁，係咪你無乜朋友無乜同人影相，所以部電話仲有好多位畀你影埋啲無謂嘢呀。
」不知名物體擰轉頭奸笑道：「咩拍片呀？乜你地兩個好想知我頭先係咪拍過片黎咩？做咩咁緊張呀
？如果你地畀啲甜頭我啦喎，我咪話過畀你地知囉‧」Valarie好緊張想開口答佢，點知畀我搶先答左
：「咁你又錯啦，我一啲都唔care喎。我係見你無人理咁可憐先黎同你講幾句嘢咋，仲夠膽開口話要
我畀甜頭你？你係咪食錯藥呀同事，你鍾意upload埋條片上youtube我都覺得ok呀，不過記住要tag
返左同Valarie呀，到時我做左網上紅人先再畀甜頭你啦。」我望左臉驚訝嘅不知名物體同嬲到面都
紅晒嘅Valarie一眼之後就走返埋位。呢個時候Judy走左埋黎，佢好細聲咁問我：「你老實答我，你
有無將過我啲嘢報上總公司黎出賣我？」我好誠懇同認真咁答佢：「我可以發誓我無出賣過你。」Ju
dy聽完我呢個答案都唔係好信我，佢打量左我一陣之後一臉懷疑地轉身走左。呢個時候Daisy襯無人
為意偷偷地行左埋黎話：「你陣間打開自己個櫃會見到啲曲奇，係我尋晚整畀你個傻仔食架，你要食
晒，同就算唔好食都要讚我整得好食。」「我食完之後會打返個食評喺openrice架啦，上次我食完
我阿妹整果啲大閘蟹之後都有上openrice寫返個食評，個食評出左無耐之後就有好多網友話想釣我
阿妹隻蟹呀。」Daisy聽完先係扮扁咀，但之後佢都忍唔住笑左出黎。我之後補多句：「咁當然啦，
我個人就唔想其他網友試圖去釣你隻蟹啦，我媽媽話結婚果晚先可以用我支釣魚竿黎釣蟹架，我見其
他人可以三五知己相約釣蝦釣魚，但原來釣蟹係咁麻煩架喎，哈哈。」Daisy用口型鬧左我一下就走
左去，估唔到可以大條道理喺公司性騷擾女同事係咁有趣。

 

Lunch時間正當我想喺公司訓一訓果陣，一身白色意大利手造西裝嘅莊神同如常一身黑色嘅Robin突



然出現喺我面前。由於公司嘅其他人都出晒去食飯，我忍唔住大叫話：「冤有頭債有主呀，你地唔好
黎勾我魂啦，我係好人黎架。」莊神鬧左我一句：「你又發咩嘢癲呀？」我嘻嘻一笑道：「無呀，兩
位一黑一白咁，我以為你地係引我上路咋。」Robin忍唔住問：「上咩路呀？」我哈哈大笑道：「兩
位一黑一白咁，我以為你地係黎引我上陰陽路帶我飲孟婆湯咋。」莊神又黎一掌打落我度，我坐左喺
個位無得閃避無奈要硬食，不過好彩唔係食過夜粥嘅Robin出手姐。莊神怒叱道：「你隻小畜牲成日
咒我死，我同你講我有咩事都拉埋你落去呀。係呢你做咩唔出去食晏，你知唔知唔食午餐會死人架？
我有個老友就係因為後生果陣成日唔食午餐，佢一退休果日就死左啦，你係咪好想好似佢咁呀？」「
我太婆都堅持一日三餐架，不過佢最後都係死左，所以師父你就算有食午餐都可能會早死架，不過生
死有命……」莊神又一掌打埋黎，不過今次因為早有準備我黎得切用手擋，但係喺隔離嘅Robin好有
默契地喺我擋左莊神果招唔夠五秒，佢就一拳打左埋黎，今次我真係痛到嗌左出聲。莊神唔理痛到縮
埋左嘅我，示意叫Robin拎左扎花放喺Judy張枱，睇黎佢今晚又打算好好咁玩弄一下Judy呢件新玩
具。

「John，我地發展得咁快，你對我係咪認真架？」身處於某間位處九龍區嘅五星級酒店套房嘅Judy
，含羞答答咁問。我心諗一句，你同人識左兩日就跟人上酒店，肯孤男寡女同人地獨處一室……不過
其實都唔係孤男寡女，因為房中仲有我同Robin好辛苦咁匿埋左喺暗處，不過Judy唔知架嘛，所以唔
計，佢點都係識左人兩日就跟人去爆房，仲扮咩含羞答答問人認唔認真呀。而莊神喺聽到佢嘅問題後
笑而不語，佢只係靜靜地望住窗外嘅無敵海景。Judy見背對住佢嘅莊神並無反應，細聲暗駡左幾句
。我望一望身邊一臉認真咁筆錄住Judy講左啲咩嘅Robin，忍唔住問佢：「酒店房入面啲多角度cam
係你裝架？」Robin一臉不屑咁答：「係又點唔係又點，關你咩事？」「無呀，你連cam都識裝，同
你拍拖應該都幾危險。你知啦你份人又暴力，兩句唔埋就鍾意郁手郁腳，一陣你男朋友出去偷食，客
不易畀你裝定cam發現到之後，釀成血案架。」點知Robin聽到之後只係冷冷地一笑話：「我唔介意
叻嘅男人去逢場作戲，不過好似你呢啲咁嘅垃圾人渣就無資格啦。」一聽就知佢真係畀莊神洗晒腦，
我同佢真係完全溝通唔到，為免再自討沒趣我都係將注意力放返喺莊神Judy兩人身上。呢個時候，
我見到背對住Judy嘅莊神叫Judy拆開枱上嘅一盒長形物體，Judy即時喜上眉稍，甜甜地同莊神講左
句多謝之後，就滿心歡喜咁拆禮物。點知一打開盒嘢之後佢即刻面色一變，因為佢點估唔到眼前呢個
富豪，喺同佢第一次爆房嘅時候，竟然會送左一支洗陰水畀佢。佢強忍住怒氣去等莊神解釋，點知莊
神仲竟然扮到好興奮咁問Judy鍾唔鍾意份禮物，Judy無奈之下唯有硬擠起笑容點頭。莊神上前拖住J
udy雙手，好誠懇咁話：「Judy呀，去到你呢個年紀真係要注意妹妹清潔架啦，如果唔係好易有病痛
同異味架，我知你而家好開心好感動。你估唔到我竟然會咁細心同體貼，我唔只關心你，仲關心埋你
個妹。我明架啦Judy，我過兩日會叫人送多兩箱畀你，等你可以成日都幫個妹洗白白啦。」
仆你個街，如果唔係見到支洗陰水，真係會以為Judy有個妹妹要人照顧。

 

Judy強忍住怒氣迎合莊神，而莊神則扮到開始對今次幽會好興奮咁。佢同Judy講：「Relax，Judy我
聽聞你係一個好有品味嘅人，平時都鍾意睇下啲藝術電影同實驗電影咁，仲對藝術好有心得。我早排
出資畀幾個讀緊電影，好有熱誠嘅後生仔去拍左套實驗電影，佢地今日剪接完送左畀我睇呀。唔知Ju
dy你賞唔賞面同我一齊睇呢？」Judy係成日吹嚧自己不同一般港女，佢講過咩台劇韓劇都唔係佢心
頭好，佢興趣係鍾意睇下法國電影咁。喺我地仲未交惡嘅時候佢曾經同我講過佢最鍾意嘅導演係新浪
潮大師尚盧高達，我當時答佢我都好鍾意高達架，我屋企仲有幾十盒高達模型，此答案一出換黎嘅當
然係佢不屑嘅神情啦。不過Judy喺呢一刻見到莊神提出啲佢擅於嘅嘢，佢當然樂意奉陪啦。電影一
開始，係見到一個阿伯喺連鎖快餐店睇報紙，我當時心諗呢套應該係啲咩人文電影，紀錄住低下層嘅
生活咁，點知越睇越唔對路，因為過左十幾分鐘之後，都仲依然係影左個阿伯喺度睇報紙。不同嘅只



係見到阿伯喺睇完體育版之後就轉左去睇睇肉版，即係風月版。Judy雖然睇到一臉不解咁，但為左
扮識嘢佢都仲係好專心咁睇住個螢幕，到再過左十幾分鐘之後，阿伯終於睇完報紙啦。正當我以為終
於會影阿伯做下其他嘢之際，點知阿伯竟然又拎起左第二份報紙黎睇，仆你個街，個阿伯有無咁鍾意
睇報紙呀。呢個時候莊神同Judy講話：「你覺得套電影點呀？」Judy無奈答莊神話：「啲鏡頭幾表
達到老年人想同社會接軌嘅果種渴望呀……」我心入面暗佩服Judy講得出呢個答案，莊神亦都好滿意
地點頭話：「咁就好啦，套戲我投資左幾球嘢架，我打算拎各地電影節參展架。」Judy忍唔住講左
句：「唔係掛呢套嘢要幾百萬？」莊神即時黑住面咁反問：「你意思係覺得我洗左冤枉錢？」Judy
即時答：「唔係嘅，藝術好難用錢去衡量，我覺得John你好有心呀。」

 

大慨莊神都在努力忍笑，佢突然起左身行去拎左一袋衫出黎，佢問Judy：「我嘅要求可能有啲唐突
，而且呢個要求可能都係太快提出。但Judy，請問我細佬今晚可唔可以黎探下你妹妹呀？」仆你個
街，如果唔係睇埋莊神飢渴嘅眼神，就咁聽呢句說話，真係會以為莊神想介紹個細佬畀Judy個細妹
識。Judy交足戲扮晒羞澀咁話：「人地都跟得你上黎啦，你話事啦。」莊神答：「你畀我話事啦好
啦，Judy呀，我覺得你好襯呢套制服呀，你換黎畀我睇好唔好？」Judy大發嬌慎咁話：「咦我唔制
呀，你第一次就同人玩制服，咸濕呀你。」口裡雖說不，但語畢佢都係拎起套衫入廁所換。過左一陣
之後， Judy著住一身制服出黎，不過佢身上套制服唔係護士呀空姐果啲，而係一套清潔阿姐嘅制服
，仲連埋水靴同圍裙。佢一臉無奈咁問莊神：「John呀，你係咪拎錯左呀，呢套制服好似有啲奇怪
。」何止奇怪，直頭係痴撚線啦。莊神竟然又忍到笑，佢扮晒急色咁話：「我一向都覺得清潔阿姐好
sexy好吸引，估唔到襯喺你身上都咁有味道呀，Judy我地黎啦。」Judy無奈點頭之後自己爬上床，
正當我以為佢地準備大戰之時，莊神電話突然響起，莊神睇完個訊息之後扮晒緊張咁拎起Judy個名
牌手袋放喺佢手上，之後一邊推住Judy出去一邊話：「對唔住呀，我老婆突然殺到，而家佢喺樓下
啦，你快啲走先啦，畀佢見到你的話我怕佢會對付你呀。」就係咁，仲係著住清潔阿姐裝嘅Judy拎
左個名牌手袋畀莊神推左出酒店房門外，佢連換衫嘅時間都無。一臉迷茫嘅佢，而家應該好希望套清
潔阿姐裝係有連埋口罩等佢可以遮住塊臉，相信而家佢撞到人都唔知應該點同人解釋佢點解會著成咁
出現喺酒店。



第七十節

終於再次打得通Taylor嘅電話，但係我竟然發覺佢嘅接駁鈴聲好似唔係喺香港境內。又係打左幾次先
有人聽，當電話一有人接嘅時候，我就好緊張咁問Taylor：「喂你唔係玩到棄保潛逃返大陸呀下？多
口問句,其實係咪真係去龍鼓灘就有船上架啦……」Taylor好開心咁樣笑住問我:「你連我坐過大飛都知
?你又真係幾醒喎James。」我憂心忡忡咁問佢:「你老老實實答我,你處理美美婆果陣,係將佢完整打
包定分件上?」「咩打包分件呀?佢而家喺我附近喎,我仲見到佢個頭……」「嘩你殺左佢仲要留返個頭
咁變態?」「妖你講咩呀?佢仲生勾勾喺出面鋤緊田喎,我意思係話我喺窗度望出去見到佢個頭咋嘛。
」「咩耕田呀，你唔係話帶左佢去咩桃園仙境咩？我以為你令佢早登極樂送左佢歸西咋。」Taylor聞
言之後哈哈大笑，佢之後話：「你當我痴線架咩，玩到殺人咁大，不過我又真係有心以大飛去運走個
死老嘢，等Valarie報左警都搵唔到佢。至於我身處緊嘅地方真係人間仙境黎架，空氣清新而且周圍
唔係山就水，仆你個街你有無試過畀幾舊水可以請全條村食飯先？你得閒上下黎就知架啦。」「你究
竟運左佢去邊呀，你大費周章搞咁多嘢究竟係為咩呀？」Taylor：「我只係想以其人之道還施其身姐
。」

 

Taylor開始向我講述返成件事，首先Taylor喺同美美婆婆一齊住果幾個月期間，知道美美同好多屋村
老嘢一樣，都係對啲咩蛇齋餅糉有種莫名嘅喜好。即係只要某啲政黨搞親活動，美美婆婆都唔理三七
廿一一定會參加。就算佢明明平時對政治一啲認識都無，但佢一睇親電視播新聞，都會對果班爭取民
主嘅議員有莫明嘅憎恨，而最大嘅原因就係佢地無乜搞啲旅行呀蛇宴畀佢地一班老人家去嘆。美美婆
婆果陣成日都話架：「果班撚樣政棍剩係識搞搞震，日日喺度反中亂港嘈嘈嘈，但平時又唔見佢地黎
條村度派下米畀我地。另外一班議員就踏實得多，政府做咩都第一時間會大力支持，仲會關心下我地
老人家搞咁多活動畀我地，我地一班老人家就當然會訓身支持佢地啦。」而事實上，當政治無乜興趣
嘅美美婆婆，又真係訓晒身去支持所有果類政黨搞嘅活動，基本上一見到海報傳單一出，唔理係叫佢
去玩定叫佢落力遊行叫口號，美美婆婆都一定會第一個報名，而且仲迫埋隔離左右去馬。Taylor當時
仲做緊佢奴隸果陣，已經一直計劃他朝一早會利用呢一樣嘢去引美美婆落塔。而且美美婆仲有另一個
弱點，就係佢幾十歲人都仲係好好男色，而且仲要唔後生唔食。所以當佢見到某啲政黨有後生猛男，
仲要成日體貼地帶佢地去玩，美美婆婆通常都會流晒口水，而且仲會落力去抽佢地水。Taylor喺逃離
地獄之後，佢靠住食軟飯撈到風生水起，亦都因為喺食軟飯畀有錢有面，所以漸漸就多左班較次等嘅
食軟飯業者跟住Taylor搵食。

 

Taylor嘅計劃其實唔算複雜，佢都只不過係搵左手下其中一個生得比較斯文嘅俊男，扮青年政客搞活
動呃左美美婆出黎，之後再搵人出手整暈左美美婆婆運左佢出境。中途其實美美婆都醒過好多次，但
佢每一次醒左Taylor都好老實唔客氣咁再打暈佢。到真係畀佢醒嘅時候，美美婆婆已經身處喺中國某
個偏遠山區，而由於成條村由上至下都收晒Taylor錢，所以大家都對唔會干預呢一班外來者。美美婆
婆一見返Taylor就已經大呼小叫，嬲到好似想殺左Taylor咁，但奈何佢叫天不應，喺無人會救佢之下
，美美婆又點係Taylor嘅對手呀。「佢每朝早都要四點起身落田做嘢，做到七八點果陣，就會有人送
啲粥水畀佢當早餐；一直做到天黑佢就要煮嘢食畀全條村食，食完就要喺豬欄度訓。你知啦，條死老
嘢嘆左好多年架嘛，而且佢又睇唔起其他農村人，佢又點會咁乖肯做嘢呀。不過佢精我都唔笨，我畀
左千幾蚊請左個民工黎做管工，如果條死老嘢偷懶唔肯做嘢，個管工就會鞭打佢。我其實都係間唔中
先會抽時間上黎睇下佢，但個死老嘢睇黎已經畀呢度啲體力勞動搞到得番半條人命啦，佢初初成日想
逃走架，但我同佢講：『呢度周圍全部都係山黎架，而且啲山林連狼都有架，你咪走人囉，你身上一
蚊都無，我睇黎走得去邊，你想客死異鄉死無全屍咪隨便走囉。』其實睇住佢越黎越不似人形，我真



係幾開心架。」其實Taylor都算幾周到呀，知道美美婆咁愛國，咪畀佢返祖國勞動下去貢獻個國家囉
。而且佢咁成日都鬧其他香港人，咁唔愛國咪唔好食國產嘢囉。而家好啦，佢唔只係食國產野，佢仲
有機會去親身生產食物畀佢嘅國民食，呢啲簡直係佢地愛國者嘅最高榮譽啦。

 

「我都以為佢真係咁愛國，點知件死老嘢真係得個樣架咋。佢就算到而家都仲係睇唔起其他村民架，
果啲人地住喺農村唔識嘢呀嘛。不過唔緊要，我會繼續喺度幫佢進行教育，佢地咁支持國民教育呀嘛
，佢而家可以話係用身體去實踐緊啦。」其實仲唔只要佢做農活，平時Taylor間唔中仲會襯美美婆訓
左嘅時候，叫人拎啲豬屎牛屎倒喺佢身上，美美婆婆有好幾次都差啲崩潰想自殺，但Taylor每一次都
係話：「你死左嘅話，你個孫女就真係無人無物無晒親人架啦。」雖然美美婆係一個老而不，但佢同
Valarie嘅親情應該都係真，而家Valarie雖然想出招對付我地，但礙於佢都估到佢阿婆好大可能喺我
地手上，所以佢到而家都唔敢輕舉妄動。



第七十一節

莊神出左一份功課畀我，佢要我憑一己之力去做一份人類行為觀察報告，而觀眾對象要係公司入面嘅
其中一個人，當然我本身已經熟果班就唔算啦。唓，咁咪即係得返果個唔知叫Katy定Kathy嘅物體畀
我去揀。但我本身同佢真係無咩交集，就算有都係交惡，我諗左好耐應該從何入手，不過好彩，早兩
日喺佢目擊我同Valarie嘈果陣，佢暗示自己有片喺手，雖然我真係無care過佢係咪真係有片喺手，
不過我打算用問佢拎返條片嘅名義黎接近同觀察佢。呢件唔知叫Katy定Kathy嘅物體(為免麻煩，下
稱阿畸)嘅女人由過年前已經話自己打算辭職，但到而家都仲喺度賴死唔走。佢聲稱係要睇到最後究
竟主誰勝誰負先肯走，但我其實懷疑佢根本係搵唔到工先喺度做住先，試諗下一個存在感咁薄弱嘅人
，見完工之後五分鐘個interviewer都唔記得左佢係咩樣啦，仲點會請佢喎。Anyway啦，為左完成呢
份功課，我唯有抵諗啲去理下呢個空氣人啦。我女朋友Daisy同我講左阿畸佢每朝都會早半個鐘喺公
司樓下間老麥食早餐(我又真係無留意過佢)，我覺得呢個係我接近佢嘅好機會，所以我今日仲早多佢
個幾鐘去到間老麥守候佢。由於間老麥一朝早有好多學生哥同阿公阿婆喺度食早餐，我一去到連位都
搵唔到個，無奈之下我唯有搭枱坐左喺一個學生妹面前。果位天真清純嘅學生妹見我問都唔問坐左落
黎有啲愕然，佢好似想開口，但又唔多敢，我望多佢兩眼之後佢就紅都面晒咁埋首食早餐同望住佢疊
厚厚嘅notes。由於阿畸佢尚未出現，我喺等佢果陣又悶悶地，我忍唔住撩下個學生妹講嘢，我問佢
：「小妹妹，讀書辛唔辛苦呀？」佢估唔到我會撩佢講嘢，佢面紅紅咁呆左好耐，之後用蚊咁細聲咁
答我：「小小辛苦啦。」「雖然讀書好辛苦，不過你都要努力讀書呀，我有個朋友細個唔努力讀書，
佢大個左之後畀度自動門夾死左呀。」「下咁關唔努力讀書咩事呀？」「如果佢有努力讀書的話，佢
就會知道連自動門呢啲咁常見嘅嘢都會暗藏危機，唔會掉以輕心呀。」學生妹佢呆左一陣，之後細細
聲答我：「知道啦哥哥。」

 

唔知點解，等待嘅時間特別無聊，我忍唔住繼續問學生妹：「係呢點解你要咁早黎食早餐，而家先六
點幾咋喎？」「我屋企好多細佬妹，成日都好嘈溫唔到書呀，所以我咪自己早啲出黎溫書囉。係呢哥
哥你係咪等緊人呀？」「呀你又知我等緊人嘅？」「無呀我見你一坐低已經望左好多次錶，咪估你咪
等緊人囉。」睇黎眼前呢位純情學生妹觀察力不錯，喺訓練下之後，大有可能成為一位優秀嘅人類行
為觀察者……呀仆街啦，點解我會諗住人類行為觀察者呢樣咁痴線嘅嘢架呢？唔通我真係近得莊神條
死癲佬多，搞到連我都開始short
short地？但唔知點解，我忍唔住繼續想去了解呢位小妹妹：「係呢妹妹呀，有個陌生人無端端撩你
你唔怕咩？我可能係懷人，想捉你去賣架喎。」佢忍唔住笑左出黎，嘩啲學生妹連喺笑果陣都sweet
過人，佢之後話：「哥哥，我五歲就開始幫屋企看鋪，間鋪頭仲要喺深水埗，我雖然得中六咋，但我
好人衰人都見過呀。雖然你一開始無端端同我講嘢我真係有少少嚇親，不過我一眼就睇得出你唔係有
惡意嘅。」眼前呢個睇真啲有幾分似初出道嘅張柏芝嘅學生妹雖然人仔細細，但已經咁有文有路，我
不禁對佢心生欣賞之情，我主動伸出手同佢講：「你好呀妹妹，我叫James呀，唔知你點稱呼呢？」
佢喺同我握手果陣，又開始有啲面紅，佢又變返細細聲咁講話：「James哥哥，啲朋友同學都叫我做
阿秀嘅，你都叫我做阿秀啦。」「阿瘦？你邊度瘦呀，等哥哥睇過。」喺講出呢個爛gag，再賴誇張
咁上下打量下佢之後，我先發覺對住一個學生妹咁做，我應該係過火左。阿秀佢塊面比之前更紅，我
連忙同佢道歉同轉開話題：「係呢，你屋企開鋪頭係咩啲咩架？」「都係賣下雜貨做下街坊小生意咁
啦，我地啱啱返左一啲飛機杯呀，我畀你睇下呀。」我聽到之後呆左唔敢出聲，我怕我講錯嘢會畀佢
和我性騷擾，到佢拎左部電話畀左啲相我睇，原來佢口中嘅飛機杯係真係Q版飛機造型嘅杯，我先鬆
左一口氣。

 



喺阿秀妹妹交談之際，阿畸佢已經到左，不過可能間老麥實在有太多人，佢好似發現唔到。呢個情況
都幾諷刺，通常都係人地發現唔到佢，估唔到而家竟然調轉左。阿秀佢見我突然咁專注咁望住阿畸，
佢問我：「果個姐姐就係你等緊嘅人？」「係呀，不過我唔想畀佢知道我等緊佢……你放心，我唔係
啲咩變態咸濕佬跟蹤佢呀。」阿秀輕輕一笑話：「哥哥你放心啦，我好清楚果啲咸濕佬係咩眼神嘅，
我睇得出你唔係果啲人。不過果個姐姐我其實日日黎食早餐都見到佢架，我初初都覺得奇怪，因為就
算我星期六日黎溫書都會見到佢，佢又唔似係住附近呀，不過之後我就知道左原因，哥哥你想唔想知
點解呀？」我點一點頭，點知阿秀露出左個奸狡嘅笑容話：「你要話畀我知你點解要跟呢個姐姐，我
真係好好奇呀。」阿秀呢種對陌生人嘅好奇心再加埋佢不乎年齡嘅觀察力，簡直就好似天生注定佢要
成為人類行為觀察者，我心念一轉，決定學莊神咁培育一個屬於自己嘅Robin。我拎左莊神畀我嘅人
類行為觀察者卡片畀阿秀，同佢講：「如果你想知詳情，你可以喺放左學之後打電話畀我，我到時會
再解釋畀你聽。不過我而家想知道你口中嘅原因係咩先？」阿秀望住張卡片，深思左一陣之後，就將
張卡片小心翼翼咁夾左喺本貼滿卡通人物嘅記事薄入面。佢之後指一指企喺櫃檯入面嘅一個老麥男經
理，果個男經理高大英俊，而且仲好好笑容，我都估到佢應該係女性會幾鍾意果type男人，我之後
再望一望企喺人龍度咀角含春嘅阿略，我即時明白阿秀口中嘅原因係咩。

我冒住遲到嘅危險，等阿畸上返公司一陣先再上公司。阿秀話怕我失信唔講返件事嘅來龍去脈畀佢聽
，佢堅持跟到我去公司門口先知，因為佢話就算我畀佢個電話係假，佢都仲知道可以喺邊度搵到我咁
話喎。其實我心入面同樣疑惑點解佢好似唔怕返學遲到咁，不過由於要專注喺同阿畸周旋，所以呢啲
小事我決定留待之後先問佢。一入到公司，我就見到Valarie繼續喺度死纏住阿畸，不過阿畸又好似
唔多想理佢咁。我見狀當然即時加入佢地兩個啦，Valarie見我行近即時好緊張，相反阿畸就好似一
面得意，覺得我最後都要低聲下氣去求佢咁。點知我一行埋去就開始挑釁佢話：「喂阿唔知邊個，你
點做嘢架，我等住你upload條片上去架喎。我恨左成名好狠耐架啦，你如果係有片就快快趣趣做嘢
啦，你睇下阿Valarie姨姨幾心急，佢日日都催你啦。」阿畸一臉不屑咁話：「James哥，你淆底呀
？唔洗諗住又用激將法套我說話啦，對我無用架。」我冷笑住話：「阿唔知邊個，你會唔會諗多左呀
，我連你個樣都未認得清啦，得Q閒對你用咩激將法呀。你估我係我隔離呢位阿嬸咩，佢恨上位忙到
上晒腦先買你怕姐。我本身就係爛命一條架啦，畀人知道係爛仔又點，so
what？不過阿Valarie嬸嬸畀人知道私底下原來係咁惡毒又真係大鑊啲啦。」Valarie強忍怒火，佢深
呼吸左一下之後同阿畸講話：「我遲啲再同你傾，不過我想話你知，你敬酒唔飲的話，就唔好怪我要
你飲罰酒。」阿畸面對住Valarie嘅反臉威嚇一啲都唔怕，佢依舊係一臉不屑。而佔盡上風嘅我更加
意氣風發，我笑住咁話：「嘩，既然都畀人知道左真本性，阿嬸你而家連戲都懶得做啦喎。不過咩敬
酒罰酒真係好鬼老套呀，阿嬸你果然係六十後呀下，不過你都有返咁上下年紀，我遲啲可能可以奠酒
畀你同你阿婆啦。」Valarie一聽到我暗示佢阿婆死左，即刻面色一沉，但奈何佢又唔敢喺眾人面前
發作，所以佢都只係可以揸實拳頭咬緊牙根咁離開。阿畸呢個時候都笑左出聲咁話：「你地日日搞咁
多大龍鳳，真係好睇過無記啲辦公室劇呀，不枉我唔辭職留喺度做觀眾。」

 

「挑，唔好扮嘢啦，你賴死唔走係因為唔捨得樓下果個老麥靚仔經理咋嘛。」阿畸聞言即係由一臉得
戚變到一臉驚訝，我繼續講：「呀佢叫咩名話？係阿良定阿亮呢？不過我知唔知都唔緊要啦，最緊要
係你知姐呵？」「我都唔知你條痴線佬講乜。」「係啦，可能係我誤會左你啦，你可能只係好Q鍾意
食老麥姐，鍾意到專登將成個早晨全餐分開買，係啦你一定唔會係想引人注意嘅，你只係嫌錢腥，鍾
意將啲錢咁樣洗法姐，食老麥都食得你咁招積，高手呀。」多得阿秀平時有留意開阿畸，我先會知道
啲咁有趣嘅情報，阿畸嘅反應當然就係驚到唔敢出聲啦，「不過阿畸你都係死左條心吧啦，人地已經
有老婆仔女，個仔仲要讀緊大學架啦。」阿畸即時好大反應咁話：「唔撚係呀話，你講真架？」由於
佢呢下反應真係好大，周圍嘅同事都即時望住佢，佢見狀即刻壓低把聲再問：「無理由架，良良B佢



最多咪得25,6歲，唔會架。」見到佢又死口唔認，到而家咁大反應我真係忍唔住笑：「你又話唔知我
講咩，但突然你又知啦喎，真係有趣啦。呀，我記返起啦，我話結左婚生左仔果個靚仔經理唔係做老
麥架，佢係賣炸雞架。你唔洗咁緊張喎，你個良良B應該仲未結婚架，不過你知啦間老麥咁多後生靚
女，佢平時除左食薯條之外，蝦條都應該食唔少啦。」阿畸聽到我咁講之後，先係鬆左一口氣，但繼
而就好嬲咁質問我：「痴線佬，你究竟知道我幾多嘢？你唔會一直有喺我附近監視住我，你點解連我
一個全餐分開買都知架？」「你又黎啦，我咪講左囉，我連你係咩樣都記唔清啦，我點會咁得閒留意
你平時做乜呀，作為一個面目模糊嘅二打六黎講，你又真係自視過高啦。」「你點解會知我咁多嘢？
」我望一望佢將枱面，靈機一觸：「點解我知你一個早餐全餐分開食？因為你間唔中都會拎住幾張老
麥紙巾返黎，仲要係日日都拎幾張喎，仲要你放喺度又唔係用，所以我斷定你唔係主動問佢地攞，而
係因為你買左幾次所以先會日日都有幾張。」

 

又好似畀我講得通，佢不禁對我流露出敬畏嘅眼神，我繼續講：「你又唔係痴線，你專登分幾次買一
定係有所圖，咁我一行入間老麥一望，見到阿良良B算係最四正見得人，再加上你之前講到咁想辭職
，但到而家都仲賴死喺度。你呢啲低層人員，要搵份人工差唔多嘅工又唔算係難姐，所以我好肯定你
係因為其他原因先留喺度。一個人再鍾意八卦人仆街，都會搵自己嘅工作黎玩姐，所以我更加肯定你
留低嘅原因係良良B。」阿畸唔敢再駁我咀，佢只係好驚咁垂下頭，好似怕我會再爆佢啲咩咁。我心
入面暗暗感謝阿秀呢個小妹妹提供到咁多有用嘅情報畀我，睇黎我之後都要好好咁報答佢，同引導佢
發揮佢嘅潛質。呢個時候Evans好似留意到我同阿畸之間嘅氣氛有啲怪，佢走埋黎問阿我地話：「Ja
mes你唔係又恰女同事呀下，你快啲返埋位做嘢啦。」叻仔呀下，識得喺呢啲時候扮大佬攞分，我暗
地向Evans投以讚賞嘅眼神之後，就轉身同阿畸講：「同事呀，我諗我都係唔阻你咁耐啦，係啦聽朝
我都會去老麥食早餐架，唔知會唔會見到你呢？」阿畸口疾疾咁話：「唔……唔知呢，聽日再算啦，
我做嘢先啦，唔阻你地兩位啦，Evans你同James慢慢傾啦。」睇黎阿畸呢一刻真係由對我不屑，變
到對我心存敬畏。

為左唔想失信於阿秀妹妹，我臨放工就約定佢喺我公司附近等。本身Daisy想約我同佢食飯，不過我
唯有就要推左佢啦，佢雖然好似有啲嬲，但一聽到我話係有正經事要做佢就無奈應承。其實我喺耍走
Daisy果陣心入面其實都有小小內疚，不過由於阿秀妹妹實在係太有趣，既然我都成為左人類行為觀
察者一員，我點可以唔襯機招攬呢個新血，至於Daisy方面，我都係之後再補償返佢啦。一到約定時
間，我已經見到仲係著住校服嘅阿秀妹妹喺度等緊我，佢一見到我就話：「James哥哥，我好肯定呢
張所謂人類行為觀察者一定係第二個人幫你影，而且影果個人仲係一個好有要求嘅人。」估唔到我都
未開口講其他嘢，佢已經急不及待要證實自己嘅觀察係咪正確。「點解呢？」「因為呢張卡片嘅唔係
用紙做而選擇左用膠黎整，而且上面啲字體好明顯係搵人執過，呢啲咁優雅又成本高嘅事，同James
哥哥你嘅image好唔襯，你連銀包都用到咁舊，卡片盒都無個，證明你自己唔係一個咁著重細節嘅人
；而且上面仲要寫住見習兩個字，即係你都只係人地嘅徒弟或者下屬啦。」我聽到佢嘅分析，忍唔住
要拍手掌讚下佢，佢繼續講：「至於你今朝跟住果個姐姐，佢一定係你同事，因為我一直有留意佢喺
大約邊度返工，佢同你嘅返工地點應該喺附近，而且你地嘅打扮都係似返office工，所以我大膽估計
你地應該係同事，而且係同一度返工。但我覺得你地之間唔似有太多瓜葛，因為我睇得出James哥哥
你對佢都好唔熟悉下，但你既然今朝同我三唔識七都問左我咁多嘢啦，證明你同我一樣都係好奇心重
嘅人，喺你身邊嘅人你無理由會對佢咁唔認識架，咁就證明James哥哥你本身係對佢真係一啲興趣都
無。你突然之間又要對一個無興趣嘅人要作了解，我估你一係有求於佢，又抑或係受人所託，但你望
果個姐姐嘅眼神似係厭惡多過恐懼，我覺得你都係屬於後者，而且呢個任務似係被迫架啦。」我忍唔
住上前摸一摸阿秀妹妹個頭表示讚同，但我呢個行為即刻令到佢滿面通紅，佢由突然之間嘅侃侃而談
，變到只懂傻笑。



 

「阿秀妹妹呀，你即管叫嘢食啦，唔洗同我客氣架。」喺我再三詢問之下，阿秀話畀我知因為佢爸爸
媽媽要搵食，所以平時一日三餐佢同佢啲細佬妹都係自己搞掂，有見及此，我就帶左佢去食壽司啦。
其實我都唔多知時下啲後生女鍾意食啲咩，不過我諗壽司呢樣嘢應該所有港女都鍾意食啦掛。仲著住
校服嘅阿秀由於怕畀啲同學老師撞到，所以要求我帶佢去第二區度食，咁我都唯有聽命啦。但點知同
佢坐低左之後我先覺得出事，周圍嘅人都用異樣嘅眼神望住我地，我諗當中超過一半應該會以為佢係
援交妹，而我呢，我諗佢地都當我一係嫖客一係馬佚架啦。阿秀話晒都係第一日識我，所以佢望住個
餐牌果陣都好唔好意思，唔係好敢叫嘢食咁，我忍唔住再同佢講話：「阿秀妹妹，如果有男人帶你去
食飯，不論佢係咩意圖都好，你都應該要盡情食佢一餐。如果對方係善意嘅，佢會想你食得盡情同開
心；但假若對方係有惡意嘅，你都起碼食左佢一餐拎左著數先呀嘛。總之你以後再遇到呢個情況，喺
心裡面默念四字口訣就得架啦。」阿秀一臉不解地反問我：「咩四字口訣？」「食七咁食。」「下…
食咩話。」「即係當你心入面再有猶豫唔知點叫嘢食好，你就同自己講，還掂都有人請，就梗係食七
咁食，盡情咁叫啦，不吃白不吃呀。」阿秀聽到忍唔住低頭掩住咀笑，雖然我對阿秀妹妹真係心無邪
念，不過見到一個妙齡少女喺我面前不住甜笑，我認我作為一個男人其實係覺得開心。突然之間，一
個著住校服，身材高大，塊面仲有啲汗毛嘅年青人向住我地嘅方向衝左入黎，而且粒聲都唔出就坐低
左。阿秀見到佢即係由一臉笑容變到好嬲，而個男仔就好嬲咁睥住我，而且仲越坐越埋阿秀度，好似
要保護佢咁。我而對住呢個突然出現嘅青年人，都知點反應好。而呢位年青人就好大聲咁質問阿秀：
「阿秀，呢個麻甩佬係乜水黎架，點解你會同佢單獨食飯嘅？」

 

阿秀都未黎得切答嘅時候，我已經搶答左話：「呢位同學，你知唔知咩叫禮貌呀？我係外國大學派黎
同阿秀小姐進行入學面試嘅，你知唔知你而家打斷緊我地嘅面試呀？」由於我真係衝口而出，我連係
咩大學又抑或阿秀全名都唔講清楚，但眼前呢位哥哥仔應該真係好緊張阿秀，佢都無細想到呢啲細節
，佢只係好驚咁話：「唔好意思呀……我……我以為你唔係好人，係金魚佬想對阿秀不利咋，我唔知
你地做緊啲咁重要嘅嘢呀。」阿秀聽到我呢個說法，原本嬲到面都黑埋嘅佢即刻變左忍笑，我繼續同
呢位哥哥仔講：「同學，你知唔知我地收生嘅其中一個標準，就係個考生平生識埋啲咩人，你咁無禮
貌嘅人如果係阿秀嘅朋友，我諗我需要喺呢方面再考慮下佢嘅入學申請啦……」「唔係呀，我只係阿
秀嘅同班同學咋，我同佢其實唔太熟架，我想追佢咋，不過阿秀一向都多理我架。今次係我自己魯莽
咋，唔關阿秀事架。」「咁同學你仲坐喺度做咩呀？你已經打斷左我地嘅面試啦，你係咪要我請埋你
食三文魚先肯走呀？」呢位哥哥仔唔知點解突然又好似清醒左啲，佢反問我：「點解你地面試要喺壽
司鋪。」我從容不迫咁答：「好簡單，因為阿秀報讀左本校嘅日本研究課程，我而家係黎測試佢對日
本飲食文化有幾熟悉。陣間我仲會同佢去信和度測試佢對日本流行文化嘅熟悉程度，你係咪打算跟埋
黎呀？先旨聲明，就算你畀我知道你好熟悉日本成人電影，本校都唔會考慮你呢種學生架。」阿秀終
於出聲話：「馬雄，你走啦，我要去外國讀書你都黎阻我？你快啲走啦，我地其實唔係好熟架咋。」
呢位叫馬雄嘅哥哥仔無奈起身，黯然地步出壽司鋪。望住佢嘅背影，我仿佛學到求學時期畀女飛嘅自
己。



第七十二節

Valarie好清楚Evans係佢最大嘅對手，喺我忙於應酬莊神嘅時候，佢並無放慢手腳，佢幾乎日日都公
開留難一下Evans。就以今朝為例，Valarie一返到公司就行埋Evans身邊話：「Evans呀，你小心啲
呀，呢排警察好似好努力咁翻舊帳拉你地呢啲社運仔呀。我唔係話睇唔起你地，覺得你地正事又唔曉
做，剩係識反乜反物呀，我係擔心你呀。哎呀唔記得其他人唔知你以前成日去示威呀遊行呀咁，我都
係聽返黎架咋。你唔介意我話畀人知架呵？死啦好似係我唱緊你咁。」在場人士除左Miki同我之外
，基本上所有人都係唔知Evans嘅過去，就連Daisy所知都係什少，所以大家都好驚訝咁望住呢個表
面上無乜威脅性嘅有錢仔。Evans向我投以求助嘅目光好似想我幫佢解圍咁，但我都係一聲不響，因
為佢而家都搞唔掂呢啲小事的話，第日畀其他更高層嘅人質問佢又可以點算呢？唔通又要我幫佢解圍
？但係一向深愛住Evans嘅Miki唔同我，佢心痛一臉無助嘅Evans，忍唔住出聲話：「Val姐，同事嘅
私生活係佢自己嘅問題姐，我地應該無乜資格過問掛？」Valarie即刻奸笑住道：「咁又唔係呀，Eva
ns話晒都同我地喺同一個地方共事，一陣佢唔知惹埋啲咩人返黎自焚呀絕食呀，我地都好麻煩架喎
。係啦Miki，你做咩咁緊張呢？我問Evans咋嘛，佢都未出聲你就爭住答？睇黎你好似睇中左個荀盤
咁喎。」唔知點解，我見到Valarie連Miki都串埋果陣，我真係血氣上湧，我忍唔住出聲話：「喂au
ntie
Valarie，我聽我二叔公個三姑姐話呢，你個千年人瑞阿婆都一樣好關心政治架喎，雖然年過百歲，
次次有咩撐政府活動佢都扑到去，仲要下下都企最前驚死人忍唔到佢咁架喎。咁我照返你頭先嘅論調
，你直屬家人係漢奸走狗賣國賊，呀唔係，我意思係走狗愛國賊…….呀又講錯，更正返先，係愛國人
士，你一陣都可能會招惹到唔知咩人返黎食蛇宴呀搞抽獎咁，我地呢度明明係office黎架嘛，一陣變
到議員辦事處咁就無謂啦下話。話時話，唔知其他同事又知唔知你阿婆原來係咁出位架呢？你唔介意
我話畀人知架呵？死啦好似係我唱緊你咁。不過又唔係喎，我而家真係唱緊你喎，吹咩？」

 

Valarie聽到我仲提起佢阿婆，佢當然即刻急怒攻心，正當佢想發作嘅時候，Evans終於出聲為自己辯
解話：「各位同事，我向大家保證，我個人喺政治方面嘅取向，不單止唔會影響到公司嘅營運。我仲
可以承諾大家，我如果有幸做到大家上司果陣，我絕對會貫徹返我自己對勞資問題嘅信念，盡可能幫
大家爭取返最大嘅利益。Valarie，你係我老前輩，我知道我仲有好多嘢可以喺你身上學習，例如做
人處世呢啲嘢，我知我自己仲有好多不足呀，不過希望將來就算大家喺職位上有咩變動都好，你都肯
輔助下我啦。」我心入面暗地對Evans嘅呢番說話讚好，估唔到佢除左識得串Valarie係老嘢之外，佢
仲暗示自己會壓住Valarie，我當然係指職位上，而唔係體位上啦。不過Evans呢條友仔總算學到下嘢
，唔再成碌木咁要人踢先識郁。呢個時候，阿油突然喺隔離拉一拉我衫袖，好似有嘢想同我講咁，我
亦都好識做咁畀Evans繼續攞彩，同阿油行出去公司出面傾。去到後樓梯果陣，佢好緊張咁同我講話
：「James哥，早幾日Valarie佢突然之間走黎問我有無方法可以拎到人地電話入面條短片，我驚佢
係想對付你呀，所以即刻向你匯報。」睇黎阿油應該仲以為緊我係毒男販子，佢一有機會就想討好我
，好似怕我真係會捉左佢去賣咁，其實一聽佢咁講，都知Valarie係想拎度阿畸聲稱拍左嘅短片，不
過由於太有趣，我忍唔住想捉弄下阿油，我扮沉思左一陣之後同佢講話：「阿油，你記唔記得我上次
話走失左啲貨嘅，你唔洗知道詳情，亦都唔好問我啲貨係咩黎。總之件貨喺走失左果陣，我咪要去捉
佢返黎囉，咁Valarie幾個路人又唔知點解喺果陣行過，其中一個過路人又影低左我係捉件毒男……呀
唔係，我意思係件貨嘅過程，阿畸當時好似影低左，唔知佢係咪想用條片黎舉報我……我意思係舉報
我喺出面秘撈咁。不過阿油，件事你都係當無聽過算啦好唔好？你知道左對你無好處架，其實我覺得
你份人都幾好幾有義氣，我唔想無左你呢個朋友呀。」

 



「我…….我咩都唔知呀James哥，你當我無搵過你啦好唔好？Valarie佢剩係問左我用咩方法可以喺人
地手機到拎到段片咋，佢無同我講係關於你擄人勒贖…..呀唔係我意思係你做秘撈架。」我即時黑住
面咁大聲喝阿油話：「咩擄人呀，我邊有同你講件貨係毒男呀下？你唔好亂講嘢呀，雖然我份秘撈都
係正當生意，但我個老細就唔係太好脾氣架咋，畀佢知道你話佢做犯法嘢，佢嬲起上黎捉左你條死毒
男賣去啲第三世界做鴨，再賣你去中東畀啲有錢佬玩呀。我地真係正當商人黎架，我警告你真係唔好
再亂講呀。」阿油即時驚到口都震埋話：「大佬……我……我知錯啦，不如我做啲嘢將功補過呀，你
要我將計就計陰返Valarie都無問題架，最緊要你唔好殺我就得架啦。」「傻啦，我點會殺你姐，我
都係個普通人黎咋嘛，不過你個提議都幾好，等我考慮下啦。」睇黎又有嘢玩。

「阿油，其實你真係唔好誤會呀，我真係無做過啲咩犯法嘢架。」阿油喺我堅持之下，無奈要同我一
齊食晏，我睇得出佢應該真係好驚，好似真係怕我一個心情唔好就會賣佢去中東咁。為左增加說服力
，我故意同佢去一間比較偏僻而且少人去嘅茶餐廳度食，而果間茶餐廳其實由我中學已經開始幫襯，
所以我知道當中由老細到企堂都曾經係江湖人士，不過自從佢地開始撈正行之後，都已經變晒做好人
。但可能礙於習慣問題，佢地由外型，打扮到談吐都係畀人覺得有種揮之不去嘅江湖味。阿油本身已
經好擔心我係想殺佢滅口，到我帶佢黎到間餐廳，同呢班咁有江湖味嘅人士打招呼果陣，佢就更加驚
。「喂阿油你即管叫嘢食啦，呢度啲嘢食唔錯，不過係間唔中有人會喺隔離枱講數……」阿油聽到之
後即刻好驚咁望一望隔離枱，隔離枱係一班神情古怪嘅阿叔，不過以我多年幫襯呢間茶記嘅經驗話畀
我知，佢地只係一班失業又唔可以返屋企畀人知，所以唯有叫杯奶茶喺度過下日晨咁。我煞有介事咁
樣拍一拍阿油，之後示意叫佢地唔好再望，我細細聲咁話：「喂你唔好望住人地得唔得呀，我話佢地
講數，即係佢地可能係做會計精算果啲，咪要講數囉……總之你黎到呢度唔好成日周圍望人啦，好易
惹麻煩架。」阿油即刻垂低頭，細細聲咁反問我：「不如我地飲杯嘢就走呀，我唔慣喺呢啲地方留太
耐呀。」「咁又唔得，呢度啲嘢真係好好食架。同呢度個老細，即係你頭先見我一入黎就打招呼果個
金毛阿伯蛇尾哥，如果見到我坐低唔食嘢會好唔高興架，你都睇得出佢唔係易話為架啦。」呢個時候
一個企堂行左埋黎，雖然我都唔係好知佢係咩哥，不過幫襯左呢度咁多年，我同佢都認得到大家，佢
一行埋黎就好熱情咁話：「哥仔你咁多年都係食常餐架啦，你個四眼仔朋友想食咩呀。」阿油好驚咁
話：「我……我唔係好肚餓呀……」果位企堂大哥即刻笑住口答道：「唔肚餓咪食個午餐B囉，今日個
洋蔥豬扒飯唔係好大份架咋，就咁話啦。」佢唔理阿油反應就幫佢落埋單。

 

企堂哥哥行開左之後阿油好細聲同我講話：「其實我唔食得洋蔥架，一食我就會反胃。」「咁你頭先
又唔自己開聲講？」「你講到佢地咁惡，我怕佢地會鬧我呀嘛。」「唔好講咁多廢話先啦，阿油，你
近排同Miki點呀，有無再進到一步呀？」一提起Miki，阿油神情就變得好委屈，佢話：「我早兩日
放工又走去跟住佢，我真係唔係話想管佢呀，不過Miki咁靚女，我怕佢一個人行夜街會發生危險先
想暗中保護佢咋。不過好衰唔衰，我由於太投入去欣賞佢嘅美貌，我跟跟下畀佢發現左，佢知道我又
跟住佢就好嬲，佢話以後唔會再同我講嘢。」其實Miki行夜街真係會有危險架，不過呢個危險咪就
係阿油囉，我真係好擔心佢唔知會唔會畀Miki拒絕多幾次之後就獸性大發。「你今日都見到架啦，M
iki同Valarie嘅不和已經放左上枱面架啦，我唔想再多講架啦。要得到Miki歡心，你自己諗下可以點
幫到佢對付Valarie啦。你個老表阿虎仲係量緊地R緊你爛腳架嘛，你自己睇下點樣可以利用埋佢令你
得到Miki嘅芳心啦。」講到呢度，阿油碟洋蔥豬扒飯終於到左，不過佢由於喺呢度覺得有啲壓力，
再加上佢係唔食得洋蔥，所以佢都只係對住碟飯督下撩下咁，無乜食過。頭先果個企堂哥見狀即刻走
上黎問阿油：「哥仔，係咪個飯有咩問題呀，如果係我幫你同廚房講聲都得喎。」阿油即刻耍手擰頭
咁話：「唔係呀，我見我朋友啲嘢食未到，打算等埋佢先食咋嘛。」我不懷好意地笑左一笑，之後話
：「傻啦，大家都係男人老狗，洗咩等黎等去姐。你快啲開始食啦阿油，個飯涷左就唔好食架啦。」



呢個時候，連我個餐都及時上埋，我同企堂哥哥都同時間話：「時間啱啱好啦。」阿油無得再推搪，
佢用求助嘅目光望住我，不過我即時埋頭食自己個沙嗲牛肉麵無理佢，企堂哥哥再次催促阿油話：「
哥仔，我地碟洋蔥豬扒飯真係出撚晒名架，呀對唔住講撚左粗口，不過你真係要快啲食呀，好多人黎
到想食點知賣撚晒，就真係無撚晒計架啦。我係見你係阿哥仔啲朋友，先專登醒碟過你嘆架咋。」

 

阿油無奈之下唯有鼓起勇氣，爬左啖飯落口，點知佢連啖飯都未吞到就忍唔住噴左出黎，我好彩早有
預備先無畀佢噴到一臉都係，企堂哥哥見狀即刻扯晒火話：「仆你個街呀，我本住四海之內皆兄弟，
專登畀碟我地餐廳最撚耍家嘅嘢黎招呼你，你夠撚膽喺我面前食到想作嘔咁？你真係同我過唔去姐。
你知唔知我地全餐廳上下幾撚用心製作食物呀，我地以前行走江湖果陣呀，劈友呀收數呀都唔會放咁
多心機呀。我地為左間餐廳喺果個open乜春嘢度多啲正評，我地真係碟碟嘢都精心製作架。點知你
個契弟要我三催四請先肯食都算架啦，你仲要食到好似食屎咁？你而家係咪黎玩嘢呀。」阿油驚到好
似想喊咁話：「大俠饒命呀，我係唔食得洋蔥……」「你而家耍鳩我呀，唔食洋蔥仲嗌洋蔥豬扒飯？
你唔晚得嗌其他汁架咩？」「頭先……頭先你你幫我落單，我無叫架……」「哦而家你即係怪我自把
自為，你唔食得洋蔥你唔撚識出聲架咩？」我喺呢個時候充當和事佬，我搭一搭企堂哥膊頭話：「唔
好咁扯火喎，我地而家要佢食晒碟嘢佢，證明你地啲嘢好食到唔食洋蔥都會愛上洋蔥好唔好。阿油，
你快啲同我食左碟嘢佢，陣間貼士要畀五百蚊，安撫返畀你任性傷害左嘅餐廳上下。」就係咁，阿油
喺我地望住之下好勉強咁食左半碟洋蔥豬扒飯，而且仲要一路忍住嘔咁拎左張五百蚊出黎做貼士，之
後佢仲要同返餐廳老細同企堂講多謝，但佢講到一半就奪門而出，衝左去唔知邊度嘔了。

喺阿油食緊個洋蔥豬扒飯果陣，我收到Daisy個message，大意係今晚佢地想幫阿Kate留喺公司搞個
farewell
party，佢叮囑我一定要到。係喎，我都唔記得左阿Kate姐始終一日都係要走，唔洗幾耐Valarie或者
Evans就會登上寶座。由於我有預感今晚個party將會有嘢玩，我即時通知莊神叫佢記得上埋黎，不
過除左係想預埋佢一份之外，我仲諗住今晚屈佢一筆，話晒佢都係高層呀。到左收工時間，本身大家
都係一到五點就會烏獸散，所以當見到大家唔係要OT但收晒工之後仲喺公司度打躉，呢個情況其實
幾古怪。唔知係咪Miki定Daisy教路黎，據聞今次個party係Evans揸旗話要搞，佢仲鬼馬到以公事為
由留住Kate姐，話等佢有個surprise咁話喎，呢條友仔真係越黎越有前途呀。由於阿Kate真係唔知大
家會喺今日幫佢搞個surprise
party，所以當佢正準備叫Evans入房傾野，但又見我地個個都仲坐晒喺度果陣，佢又真係有啲愕然
，不過好快佢就同Evans入左房傾嘢。而呢個時候，大家都忙住把握時間去報置一下office。當然呢
啲粗重嘢就唔洗勞煩到本少爺啦，我將啲嘢交低晒畀阿油同文員輝之後，就落左去公司樓下望下行人
思考一下人生。突然之間有人從後攬住我，而我又feel到攬住我嘅人好似有啲吃力，我雖然無後眼，
但我都感覺到我同佢嘅高度唔太就位，而最重要係我feel到自己背脊好似有啲軟淋淋嘅嘢頂住我，果
種大小我既陌生又熟悉，唔洗擰轉頭我都知道，我身後嘅係我女朋友Daisy。我即時轉身將佢拉入後
巷，之後扮晒惡咁問佢：「犯婦人，你喺條街度做埋啲有傷風化嘅事，你可知罪？」Daisy即時甜笑
住話：「而家好似係你拉我入後巷喎先生，你信唔信我告返你非禮呀啦。」我淫笑住話：「而家我咁
樣唔算係非禮呀，法官都判我無罪架，不過我陣間做嘅嘢就可能唔只係非禮咁簡單啦嘻嘻。」呢個時
候我身後響起左一把熟悉嘅聲音：「Robin，乜而家啲後生仔咁猴急，鍾意喺大庭廣眾搞埋啲咁嘅嘢
架咩？」「莊生，我地一般有受過教育嘅就唔會嘅，不過有啲畜牲就可能會喺自己公司呃埋無知少女
，之後仲想慳錢，咪房都唔開，打算喺後巷搞掂啦。」

 



Daisy見自己同我親熱果陣畀莊神同Robin見到，即刻滿臉通紅咁跑返上樓。而我就冷冷地回應返Ro
bin返畜牲論：「阿Robin小姐，後生仔係比較血氣方剛架，有時情到濃時我地都控制唔到架。不過
你都係唔明架啦，你比較少接觸後生仔呀嘛，阿師父呢啲一睇就知自制力高啦，仲高到唔食藥下面唔
曉升高……」莊神又再次一掌打落黎話：「收聲啦畜牲，我都未話你呀，我咪叫你觀察下同事之後畀
份報告我嘅，觀察左咁耐你知道啲咩呀？」「挑師父，你估我唔洗做剩係招呼你一個咩，不過講過好
消息你聽呀，你就黎抱孫……呀唔係，你就黎有徒孫啦。」「我呸，你隻畜牲自己都學藝未精，就學
人收徒？不過得閒帶黎畀師父過下目，睇下佢有無資格入我門下啦。」講完之後，佢就無再理我，帶
住Robin行上公司。我一路望住佢嘅背影，一路心裡暗駡，都幾十歲人架啦，連阻人好事死後要畀人
燒春袋都唔知，鬼唔望佢而家在生就變單春呀。呢個時候我收到Daisy嘅whatsapp話：「以後都唔
同你喺街度親熱呀，頭先我真係無地自容呀衰人。」言下之意係咪即係佢想同我喺室內親熱？不過原
本慾火焚身嘅我，心入面突然有把聲問左自己一句，我究竟係咪ready同Daisy再進一步呢？諗到呢
度，我又開始有啲迷茫。上到返公司，我已經見到佢地將公司變到好似小學搞聖誕聯歡會咁，竟然連
十蚊店買果啲爛鬼燈飾都有埋，真係差棵一百蚊爛鬼聖誕樹就prefect架啦。阿Kate喺自己房行出黎
見到大家竟然幫佢搞party，佢好似差啲感動到想喊咁。Evans一副主人家嘅姿態行出黎，宣佈話par
ty之前有一個小遊戲，就係大家要喺一個鐘之內，去公司附近買一份禮物畀某位同事，而究竟係買畀
邊位同事，同份禮物嘅budget係幾多，就要抽籤決定。我一聽到呢個遊戲真係相當興奮，喺抽籤嘅
時候，我心入面一直祈求可以抽中某人，當我一打開張紙嘅時候，我嘅願望真係實現在，我見到張紙
上面寫住我要送畀Valarie，而Budget係要接近四百蚊，見到呢個結果，我忍唔住打從心底度笑左出
黎。

 

我一抽到張紙之後，就急急腳唔理其他人行左去買份禮物。由於呢個遊戲主旨就係想傳達友愛訊息，
再加上有高層(莊神)監場，就算我買啲咩Valarie都要笑笑口咁收左份禮物，而且佢就算幾唔鍾意都好
，都唔可以立亂唔要份禮物。我呢個時候偷偷地send左個message畀莊神，要佢陣間配合我，佢聽
到我個計劃後都相當雀躍表示會配合。好快我就去到我嘅目的地，某間連鎖家品店，我一入到去就直
奔家品部，望左一陣之後，我就搵到我嘅目標，一張價值三百七十五蚊，隻色又浪又核突嘅小圓枱，
我即時叫店員拎張新嘅畀我。果位中年女店員本身好似想介紹我再揀下其他款，但我好堅定咁同佢講
話：「呢張小圓枱真係好啱我架啦，你諗下，個size又騎呢，雖然好似好大張好佔地方，但實際上張
枱平面又細，除左放到幾個杯呀碟呀或者幾本書之後，我就諗唔到佢仲可以放咩啦；再加上啲用料又
差喎，放下重野上去都隨時會爛咁，最主要係佢隻色又娘，個外型又樣衰，作為禮物黎講呢張野真係
無得輸呀。係啦，我可唔可以再加啲錢，你地搵個同事幫我拎返去公司呀，幾條街架咋。」中年女店
員聽到我呢番說話之後呆左好耐，要到其他同事叫返醒佢佢先識得去幫我收錢。我相信陣間Valarie
見到我呢份禮物，一定相當驚喜。

由於又要叫人送貨，而且我仲要叫人包埋花紙，所以我係最遲先返到公司嘅一個。當我拎左張小圓枱
返到公司一刻，其他人都目瞪口呆咁望住我，相信喺果一刻大家都對我份禮物感到又好奇又恐慌。呢
個時間作為今次party揸fit人嘅Evans喺眾人嘅禮物上面貼上號碼紙，我份禮物被貼上七號，我覺得
都算有啲意思呀，寓意某條七頭將會拎住呢份禮物返屋企。由於其他人嘅禮物都唔算大份，所以佢地
都可以安放喺會議室張枱上面，唯獨係我份禮物要放喺地下度。莊神同Robin由於唔屬於我地office
嘅一份子，所以佢地係無份參與呢個遊戲，因此而家枱面上總共係有十份禮物。枱面上第一號嘅禮物
係屬於阿畸嘅，而送出呢份禮物嘅係今晚主角阿Kate，份禮物budget係二百蚊以內。當時我慶幸唔
係由我抽到送禮物畀阿畸，對於一個共事左咁耐我都唔記得佢叫咩名嘅人黎講，我都唔知應該送咩畀
佢好。阿畸打開份禮物之後，原來份禮物係一個平板電腦套黎嘅，而且個套上面仲要有一隻Hello



Kitty公仔喺上面，點知阿畸見到份禮物之後默不作聲，其他本身想慶高采烈問下佢感受嘅旁人都立
時接兵不動。呢個時候阿Kate 鼓起勇氣問佢話：「我見你舊果個套都用到污糟晒啦，都係時候換過
個新架啦，同你之前都用緊Hello
Kitty……」Daisy呢個時候好唔好意思咁話：「Kate姐我諗你誤會左啦，你見到果個套應該係屬於我
嘅……」阿畸呢個時候忿忿不平地話：「我除左連平板電腦都無部之外，仲最憎Hello
Kitty，真係多謝晒你啦Kate姐。」接住落黎又係一場難堪的沉默，我忍唔住開聲話：「喂，今日主
角係Kate姐呀，你唔鍾意個套陣間私下賣畀我啦，拎返兩舊水現金走你就心足啦，喂二打六唔好再
搶鏡啦，下一份係邊個架？」二號禮物，係由阿輝送畀Judy，budget係七百蚊，可以話係帶住阿輝
出身嘅莊神，聽到呢個戲碼之後就向我打左一下眼色。佢之後再望住上次畀佢玩到好甘嘅Judy，點
知Judy就故意逃避莊神嘅眼神，死都唔擰去莊神果邊。Judy一大開份禮物之後面色一沉，佢好似唔
想畀其他人見到份禮物係咩，我見狀即時一個箭步上前搶左袋禮物……

 

雖然我都知阿輝係一個無咩分吋嘅變態佬，佢平時只係壓抑住自己，但近年經過一連串事件之後，佢
又好似越唔越唔想掩飾自己變態嘅一面。阿輝送畀Judy嘅禮物係幾套情趣內衣，而且仲要一睇就知
佢唔係頭先先買，而係一早買定左。其他人見到呢幾份禮物，都應該暗自替當時人Judy感到尷尬，
除左Valarie應該係幸災樂禍緊。正當Judy想大事化小，收埋啲禮物喺一邊就算，阿輝竟然仲要加把
咀話：「Judy，你試完身話我知啦，唔啱size都仲可以換架，不過當然最好係你影埋幅相畀我先可以
作準啦。不過以我咁耐以黎一直都觀察住你個body，三圍應該都fit身架啦……」Evans為免阿輝越講
越離譜，即時插咀話：「相信阿輝都係貪玩架姐，Judy都唔會介意嘅，不如我地有請第三號禮物嘅
得主……」莊神呢個時候插咀話：「我覺得呢位阿輝嘅玩笑可能係開大左，咁啦，我出七百蚊買返呢
幾套內衣，我陣間叫Robin幫我揀果份禮物畀Judy小姐啦。」點知Judy冷冷地話：「莊生你有心啦
，不過我都唔係第一次畀人咁樣開玩笑法，再大嘅玩笑我都試過啦，呢幾份禮物我會照收架啦，唔需
要你費心。」可能Judy以為莊神會因為畀佢當眾咁落面而有咩大反應，點知莊神都只係微笑點頭，
無再畀其他反應。可能Judy會以為莊神對上次咁玩佢而有咩悔意，但當佢見到莊神好似完全無上過
心咁，佢終於忍唔住話要去廁所而奪門而出。不過在場其他人應該都以為Judy係不甘受阿輝輕薄，
所以應該都無人會懷疑係關莊神事。為左緩和緊張嘅氣氛，Evans即時叫第三號禮物得主Miki上前領
獎，而份禮物係由我女朋友Daisy送出，當Miki見到份禮身唔係由Evans送出，佢眼神即刻閃過失望
之色；同樣地Evans對於收唔到Daisy送嘅禮物，佢都好似有啲失望。而喺Miki拆果份三百蚊Budget
嘅禮物之時，Daisy一直都係望住我，好似想睇下我有咩反應咁，而我當然就要扮到無嘢咁啦，不過
唔知點解我心底都有啲想陣間會收到Miki送嘅禮物。

 

由Daisy送畀Miki嘅禮物一啲驚喜都無，都只不過係啲Miki用開嘅化妝品牌嘅化妝工具，而Miki都唔
係顯得特別開心，佢地都只不過客套地互相多謝左一輪之後就完事。睇到呢一幕，我心入面有啲不快
，因為佢地兩個以前明明都係好姊妹呀，但由唔知幾時開始，佢地雙方之間就好似多左重隔膜咁，我
覺得有啲可惜。不過人生就係咁架啦，人際間嘅立場往往都會因為啲小事而慢慢改變。到左第四號禮
物啦，份禮物係由阿畸送畀Evans，而且Budget仲要係得一百蚊。剛剛當眾受辱完嘅阿畸，喺Evans
拆開份禮物果陣，佢眼中閃過一絲殘酷嘅快意，我估份禮物都唔會係咩好嘢。一打開，原來係啲火水
同紅油，Evans見到啲禮物一臉不解，但我一睇就知佢送畀Evans嘅用意，佢好明題係串Evans平時
會去遊行示威，暗串佢可能會有激進行為，即係淋人紅油同自焚咁。我相信阿畸本身對Evans，什至
係遊行示威呢啲嘢本身都係無咩恨意嘅，不過由於佢一直都被人無視，所以搞到心理有啲唔平衡。不
過由於Evans生性大方，所以佢都無乜hard feeling。



去到第五號禮物，得主係我女朋友Daisy，而送出嘅人竟然係Valarie，Budget係五百蚊。Valarie喺
Daisy拆禮物果陣一臉熱情咁話：「Daisy呀，我好肯定你一定會鍾意呢份禮物架。」其實我自己都
喺心入面暗想，如果我抽到要送禮物畀Daisy的話，我會送啲咩畀佢呢？我思索左一陣，但我發覺我
其實都唔係好知佢鍾意啲咩，不過既然佢鍾意得我，我估佢啲口味都應該有啲異於常人架啦。我諗如
果畀著我，我會送佢一部Nokia舊式電話，等佢第日再遇到咩危險都好，都可以自保呀嘛，而且仲可
以幫佢人手入埋鈴聲，幾咁sweet呀。不過Valarie呢啲凡夫俗子，又點會有我咁有創意呀。佢咪又係
送埋啲一定無死，唔會出事嘅護膚品，咩面膜套裝畀Daisy。我見到忍唔住講句：「Daisy仲好後生
咋，唔同Val姐你呀，你幾十歲人就真係應該敷多啲mask啦，雖然話女人唔保好易老。不過而急切程
度黎講，都係Val姐你拎黎自用會好啲啦。我知啦，其實你買呢份禮係想Daisy覺得唔啱用的話，你
可以扮晒嘢拎返黎自用嘅，高招喎你。」Valarie聽到當然即刻黑面唔出聲，而其他人都只係喺度偷
笑幸災樂禍，Evans又再次出黎主持大局話：「好啦事不宜遲啦，睇黎Valarie都花左唔少心思去揀份
禮物呀下，不如我地就快啲請六號禮物嘅得主出黎，睇下先，原來六號禮物係由Judy送出，Budget
係兩百蚊，而得主係阿輝喎。」我即時叫囂道：「嘩交換禮物咁sweet，不如今晚合巹交杯埋呀，唔
知真係以為係你地兩個嘅結婚party咁呀。」呢個時候Judy返左黎，睇黎佢而家收拾左心情，佢無理
到我嘅說話就坐返埋一邊。阿輝一打開份禮物，原來係一個香薰座黎，佢即時好大反應咁話：「仆你
個街，八婆，你而家係咪真係暗串我好臭先，即係臭到影響你，所以要送個香薰座黎癖咪咁話啦喎。
」我笑笑口咁插咀話：「其實阿輝你又唔好咁敏感啦，你近排有清潔返自己之後，已經由堆填區級別
，變返去垃圾房架啦，雖然都係會令旁人難受，不過Judy坐咁遠又未必會聞到嘅，佢都應該係唔太
熟你先求其送啲嘢畀你架姐。」阿輝拎住個香薰座無奈坐返低。

 

終於去到第七號禮物啦，大家都喺度估究竟係邊個會拎到我份禮物呢。我忍唔住自己開始講話：「當
我知道我會送禮物畀呢個同事嘅時候，我覺得自己好似發緊夢咁。估唔到連個天都覺得我應該要藉住
呢個機會，去表達我對呢個同事心中嘅敬意。正所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我竟然可以向我地公司嘅
寶表示敬意……」去到呢個時候，大家都知道份禮物嘅得主係邊個，而禮物得主應該都sense到有啲
嘢，所以佢打算行開唔收份禮物。但同我裡應外合嘅莊神竟然喺呢個時候出聲話：「James，我雖然
見你成日平時口沒遮攔，不過估唔到你都會敬下老，唔錯唔錯，收到你份禮物嘅同事一定會好開心架
啦，等我宣佈禮物得主係邊個先，咦，原來係Valarie。」我即刻對住Valarie話：「Val姐，我知你好
快會結婚搬新屋，我覺得呢份禮物真係好適合你呀，你快啲拆開花紙啦。」Valarie好唔情願咁行埋
份禮物度，不過佢一開始都刻意同份禮物保持距離，好似驚有嘢會彈出黎咁。到佢見到原來係一件傢
私，佢就變得非常驚訝。由於盒面上有幅小圓枱嘅完成圖，佢一見到張小圓枱係咁嘅樣之後，就開始
問：「我屋企其實唔係好大呀，我可唔可以退貨或者換其他嘢咁呀。」我一臉委屈咁話：「但係我真
係好有心機揀份禮物架喎。」莊神即刻一臉正色咁話：「Valarie你咁就唔啱啦，話晒都係同事嘅一
番心意呀，你無理由唔拎返屋企用架喎，咁啦Robin，你陣間記住幫Valarie
call架貨van啦，咁佢咪可以拎走囉。」Valarie面有難色咁話：「但係盒嘢好似好重喎。」莊神繼續
一臉正色道：「盒嘢之所以重，係因為包含住同事對你嘅敬意，你咪都係做下Gym囉，老人家唔多
啲做運動好易死架，其實同事真係對你好體貼架啦，我作為旁觀者見到都有啲感動，ok，next，下
份係邊位同事架，等我睇下先。原來已經黎到八號架啦，哦原來八號得主係屬於我地今晚嘅主角阿K
ate，送出呢位同事叫咩名話？」我插咀道：「莊生佢叫做阿油呀。」阿油送畀Kate嘅禮物，Budget
係四百蚊，而阿油送畀阿Kate嘅嘢，竟然係一隻外型有啲似成人玩具嘅USB手指。

 

大家初初見到隻USB手指，由於都誤會左係啲咩成人玩具，再加上阿油又猛話呢隻野好快好勁，所以
全場靜晒無人識畀反應。到大家知道係一隻USB手指之後，都不禁鬆左口氣，話晒阿油唔同阿輝，大



家都無預計過佢會做啲咁破格嘅事。到左第九份禮物啦，得主係我，而送出禮物嘅係Evans，Budge
t好似係四百蚊。Evans送左一支墨水筆畀我，我估佢係想暗串我平時鍾意用小器簿記低人嘢，由於
佢咁公然咁串我，我當然會用呢支墨水筆寫佢落小器簿啦。不過講真，支筆望落都幾靚，其實我收到
份禮物都算係心中暗喜嘅。到左最後一份禮物啦，由於剩返一個配搭，大家都知道由邊個送，同得主
係邊個。阿油望住份禮物，表現得相當激動，我都相信除左呢啲場合之下，阿油都無乜機會收到Mik
i嘅禮物架啦，阿油打開份禮物嘅時候真係激動到落淚，雖然講到明budget係五百蚊，不過份禮物係
一個應該要一千蚊以上嘅銀包，不過大家都無出到聲。個銀包打開左之後，有一個小小嘅card
holder，我見到card
holder攝左啲野，當我以為Miki真係咁幽默真係畀張好人卡阿油嘅時候，原來果張係佢同阿油嘅合
照，雖然合照入面佢地唔係太親密，而且兩個人面上神情都有啲奇怪，不過阿油睇黎都已經心滿意足
，今次算係阿油最幸運嘅一次。

收晒禮物之後，當然係有人歡喜有人愁，不過最歡喜果個當然係阿油啦，佢一路望住個銀包一路傻笑
。我忍唔住問阿油：「個銀包你打算拎黎用定會放入保險箱？」阿油認真諗左一陣，之後答我：「我
會自己買多個一模一樣嘅黎用，至於呢個我會好好保管收藏，到我同Miki第日兒孩滿堂嘅時候，我
會拎黎做家傳之寶。」「其實你有閒錢不如拎黎睇下醫生仲好啦，不過都係算啦，你無得救架啦，有
閒錢不如做下善事好過啦。」沉醉住喺自己世界嘅阿油唔理我冷嘲熱諷，繼續好似有嘢上身咁傻笑。
另一方面，Valarie好似打緊畀佢個鬼佬老公叫佢黎幫手搬張小圓枱，但件鬼佬好似唔多想show佢，
但又由於高層開到聲要Valarie一定要拎返屋企，所以佢都相當頭痕下。不過當然唔會有人主動向佢
伸出援手啦，大家都專登喺佢隔離行過但又唔同佢講嘢，呢個時候Evans唔知係出於真心定終於識做
下戲，佢當眾提出話要幫Valarie手搬返去佢屋企，Valarie事到如今又唔可以出口拒絕，又係咁Evan
s喺大家面前又攞左一分。呢個時候Miki行埋我身邊問我：「你連Evans會因為幫Valarie拎嘢而喺大
家面前攞分都算到？」「你太抬舉我啦Miki姐，我係有計到咁，就一早呃左你上床啦係咪先。不過
你又做咩良心發現突然對阿油哥咁好呀，又送銀包又盛。」Miki笑啲有點黯然，佢話：「咁佢一直
以黎都叫幫左我咁多呀，不論佢出發點係咩，我都應該要多謝佢嘅。我係做唔到啲咩呀，不過如果送
個銀包會令佢開心的話，我都唔介意嘅。」「你送埋自己畀佢佢仲開心呀，不過你如果想送畀我我都
好樂意接收嘅。」Miki無理我，佢望向遠方喺度推緊個蛋糕出黎嘅Evans同Daisy，我即時忍唔住講
左句：「嘩，唔係呀話，而家老麥搞生日會咩，要唔要拎打壽桃出黎呀，阿Kate姐走人都未派散水
餅喎，有咩理由而家要我地夾左錢買蛋糕先。」啱啱行到埋黎嘅文員輝插咀話：「唔好咁cheap啦阿
James，一個蛋糕洗得你幾錢姐。」竟然畀啱啱公然性騷擾完Judy嘅阿輝話我cheap，我呢一刻真係
無言以對。

 

所以都話我公司真係暗藏唔少高手，剩係睇大家拎蛋糕嘅先後次序，都知大家喺心入面一早排左位。
第一個拎嘅當然係女主角Kate姐啦，而之後亦好理所當然係莊神拎。到左第三個嘅時候，大家都屏
息以待，Valarie當然想自己行出黎攞，不過奈何佢又怕莊神唔鍾意，而Evans當然就唔識得攝呢啲位
啦，所以去到分第三件嘅時候，大家都唔敢出手。不過我就緊係唔會同其他人客氣啦，我行埋去一手
拎起左第三件蛋糕畀Evans，之後再依次分畀Daisy，Miki，阿油同阿輝，至於阿畸。Judy同Robin
我都有做好心喺之後分到畀佢地。最後剩低左最桃突果件，我就好大聲咁問Valarie：「Auntie
Val，你咁嘅年紀仲食唔食得蛋糕呀？如果你唔食的話我陣間會拎件蛋糕落樓下餵狗架啦。不過你唔
洗驚無野食呀，我知你年紀大消化慢，專登買左啲消化餅呀。我一早都話左自己係最敬老架啦，你地
話係唔係先？」全場嘅人都好努力忍笑，不甘受辱嘅Valarie話：「只有啲死剩把口嘅失敗者先會覺
得喺口舌方面佔左人便宜係啲好威嘅事架姐。蛋糕唔夠分唔緊要呀，大家食得開心就得架啦，我唔食



唔緊要架。」「喂auntie，你係咪老到唔識數數目呀，枱面仲有一件喺度呀，點會唔夠分姐，不過果
件如果畀我揀啦喎，我會想請樓下隻唐狗旺財食啦，佢好得意架，雖然Val姨你都好得意，不過都係
唔夠佢得意。」Valarie唔再同我糾纏，選擇左行埋一邊講電話，我有懷疑過佢會唔會係終於忍唔住
手，想吹雞搵人打我呢？不過佢一日都未知美美婆行蹤，佢一日都唔會夠膽郁我啦。呢個時候大家開
始圍住阿Kate問佢之後路向，不過佢都係一臉尷尬唔係好識得回應其他人。其實可能仲有啲人不知
就裡，唔知Kate姐係因為畀佢個高層男友嘅元配逼走，佢根本就無咩著落。莊神望住一臉無奈嘅Kat
e姐，好似覺得好有趣，佢走埋眾人到問其他人話：「你地剩係識問人後路係咩，但你地又有無幫自
己鋪過後路先？不如你地其他人又答我，如果今日呢間公司執左笠嘅話，你地會有咩打算呀？」

 

大家頓時鴉雀無聲，高層問呢個問題，大家又點會敢答呀。不過阿油可能想喺Miki面前攞采，佢好
大聲咁答話：「我會返大陸搵啲女返黎拍藝術片，再將啲片放上網畀人免費睇，剩係廣告費都足以令
我變做大富豪啦，咸濕仔啲錢好易賺架咋。」莊神微笑反問：「呢位同事你既然咁有大志，點解而家
又唔去實行呢？」阿油靜左一靜之後話：「因為喺呢間公司我仲有一個使命，我仲有需要去保護嘅人
。遲啲呀，等我同我最愛嘅人成家立室之後，我就會將呢個計畫實行，到時我所愛嘅人就會生活無憂
架啦。」阿油一邊講所愛嘅人，一邊含情密密咁住Miki，而Miki就專登扮同其他人傾計，想無視左
阿油，點知阿油越講越興奮，佢繼續話：「其實大家都知我愛人係邊個架啦，我唔係無諗過向佢求婚
以回應佢頭先公開向我表達愛意呀，不過我怕畀到壓力佢咋，過多一排呀，等我事業有成之後，我就
會盡快我做男人嘅責任，畀個名份佢架啦。」我忍唔住插咀話：「但而家好似仲未有地方容許你同你
隻左手結婚架喎。」阿油無視我，繼續望住Miki講：「Miki呀，我想當住大家講一次，我……」點知
佢未講埋之後兩隻字，Miki亦都忍唔住講左句：「我知，你想話我地永遠都係好朋友呀嘛，得架啦
明架啦，呢啲嘢在心中得架啦。」就係咁，原本開心到差啲暈低嘅阿油，又一下子畀Miki踢返落谷
底。 

阿油今晚可以話係喺天堂地獄一日遊咁，佢真係可以話係現代但丁，應該都可以寫返《神曲》出黎。
自從Miki公開話佢地只係朋友之後，阿油就失魂落魄咁住埋一邊，望住個銀包發呆。Miki雖然都覺
得好唔好意思，不過有啲嘢謂左出口就收唔返。Daisy走埋黎細聲同我講話：「我覺得阿油好慘呀，
雖然我係Miki都應該會有同一個反應，你把口咁叻，不如你今晚去開解下佢呀，我陣間自己返屋企
就得架啦。」「下？乜陣間我地唔係去洞房花燭架咩？我點解要理果條死毒男喎，唔制呀，我要洞房
呀。」「唔准扭計呀，阿油真係好慘呀，你去乖乖地陪下佢啦。」挑，啲女人有時真係同情心泛濫，
好多人都好慘架啦，理得幾多姐。我覺得Daisy頭先整到我慾火焚身，但而家又要我去理阿油條毒男
，我都好慘架，不過既然佢開到聲，我都無得拒絕啦。我走埋去同阿油講話：「睇你個樣如果今晚無
人開解你的話，你都會走去跳樓架啦。我唔係話擔心你去死呀，不過我驚你跳果陣會麻煩到其他人咋
，我今晚抵諗啲陪你去玩下啦。」阿油望住我，佢眼神好空洞，靈魂好似被抽走咁，良久之後佢無黎
神氣咁答我：「我人生咩都無架啦，你唔洗專登理我喎，其實就算你而家賣我去中東，我都唔會反抗
架啦。去到中東咪仲好，就算做人奴隸都起碼有人理下我呀，我喺香港真係無人無物，朋友又無，親
人都剩係得條喺我屋企痴飲痴食嘅仆街，唉……」「你都唔係無朋友呀，Miki頭先咪公開話當你係女
朋友囉哈哈哈。」我知道我呢番說話係好涼薄，不過唔講我真係對自己唔住。阿油聽到之後，忍唔住
流下男兒淚，佢話：「James哥，不如你真係賣左我去中東算啦，不過你應承我就算賣都賣畀女人，
唔好賣畀男人呀，我腸胃唔好受唔住呀。」我忍唔住用力拍佢個頭話：「妖，乜Q野賣你去中東呀，
你啲死毒男放喺街市肉檔賣斷斤賣都無人要啦。而家失戀大晒呀，失戀就可以語無倫次呀。唉你唔好
行開啦，我搵埋文員輝，今晚開解下你啦。」可能我份人都叫仲有少少人性，呢一刻我其實真係想開
解呀阿油。



 

Party完結之後，Evans主動提出車晒啲女同事返屋企，不過由於佢架車唔係巴士，所以都係車唔晒
所有女同事。Daisy見狀即刻提出話佢同Miki自己搭的士走就得，Evans聽到之後顯得若有所失。而
莊神聽到我同阿輝今晚打算開解阿油之後，佢就一臉興奮咁表示佢想參與，而且佢仲想成為帶頭大哥
，帶我地去玩咁話。我聽到之後其實有啲想抽身，不過又怕得罪莊神呢條麻煩友，所以都係唔敢拒絕
。莊神見我地答應之後，即時打左幾個電話，好似安排緊啲嘢。阿輝喺一旁狀什興奮，佢雖然都識左
莊神好耐，不過佢好似仲天真到以為莊神真係會安排幾個model呀明星呀畀佢歎咁。而阿油就好似
活死人咁對周圍發生嘅事完全無反應，相信陣間就算有咩model
明星坐埋喺佢大脾佢都應該唔會有反應。過左一陣，莊神就叫我地落樓，一落到去之後我地就見到有
架黑色房車喺度，Robin示意叫我地坐上去。唔知點解，呢一刻我有啲想縮沙，不過我亦唔想得失阿
莊神，所以唯有硬住頭皮上陣。一上到車，莊神無答我任何問題，包括我地去邊同去做啲咩，佢只係
叫Robin開車。阿輝喺車上表現得好興奮，興奮到好似一隻發緊情嘅猩猩咁，不過佢又唔可以畀阿油
知道佢識同莊神咁熟稔，所以佢都唔敢多講。我一路望住車窗外嘅景色，都無發現有咩唔對路。因為
我本身以為莊神會車左我地去啲荒山野巔度，之後要我地玩埋啲咩求生遊戲。不過見佢只係由九龍車
左我地去港島果邊，而且都仲喺市區度，所以我都比較放心。無幾耐之後，佢就喺中環一棟商業大廈
度停低左，阿輝細細聲同我講話：「聽聞呢啲商廈上面好多富豪先玩入得去玩嘅地方架，上面咩女都
有呀，今次我地發達啦。」我唔係話唔咸濕，不過我真係對阿輝呢番說話完全無感覺，今晚唔洗喺啲
咩山頭過夜我都已經好慶幸啦，我真係唔信莊神會咁好死。

 

莊神帶住我地入棟商廈嘅時候，樓下嘅保安好似認得莊神咁，無上前問過半句。我地跟住莊神上左大
廈嘅十七樓，阿輝喺一旁表現得非常興奮，阿油就依然無乜表情咁。一出到lift之後，我地就被帶到
其中一個商業單位，個單位喺外面睇好似好平平無奇，同其他商廈單位無乜分別咁。但莊神專誠帶得
我地黎呢度，我相信事情一定無咁簡單。莊神示意叫我推開度門，我由於驚中伏，所以恐都唔肯。阿
輝已經按捺不住佢湧緊出黎嘅性慾，佢搶身喺我面前行入去，點知一打開門之後。阿輝即刻由一臉興
奮變到無比驚訝，單位入面的確有好多明星同model仲有無數達官貴人，但單位入面並唔係阿輝期
待嘅雜交派對，相反，單位入面嘅眾人都圍住喺一張張唔同嘅枱上面，玩緊層層疊，大富翁同飛行棋
。我地滿面懷疑咁回望莊神，佢淡淡地話：「乜而家有錢人唔可以約埋出黎玩益智活動架咩？不過當
然，為左令遊戲刺激啲，當中可能有少少賭博成份啦，你地唔好講出去呀。」仆你個街，說穿了，呢
度咪即係同旺角啲樓上café差唔多？不過呢度係高級啲咋嘛，由果一刻我決定左，我陣間一坐低一定
要叫杯珍珠奶茶同叫碟飛碟黎食下。

阿油帶點不屑，細細聲地講：「唔係掛，帶我上黎有錢人café就話係為我提昇士氣？我自己夠識去登
打士街玩board
game啦，果度仲多花款啦。睇死你班有錢人咪係用真錢玩大富翁，有咩咁新奇姐。」莊神搖頭笑道
：「喺香港咁樣匿埋聚賭犯法架，更何況錢對眼前呢班有錢佬黎講，又有咩咁刺激呢。喺呢度玩，輸
左會有啲好刺激嘅大懲罰。」我聽得覺得好有趣，忍唔住問：「例如有咩懲罰呢？」莊神話：「上次
有位城中名公子輸左，我地包起左泰國一間猛鬼酒店要佢喺入面自己過一晚，佢自從果晚之後，而家
起身屙夜尿都要搵保鑣陪呀。」阿輝色迷迷咁望住遠處幾個打扮得相當性感嘅電視台姐仔，問莊神：
「咁贏左係咪可以同果班女上床架？我平時睇電視果陣都成日幻想同佢地大戰三百回合架啦，估唔到
而家竟然有機會。」莊神無視文員輝嘅問題，繼續講：「可能你地會奇怪班嬌生慣養嘅有錢人點解會
肯乖乖地受罰，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地同時縮沙唔認數的話，就會喺上流社會無晒面。」今次輪到我
不屑地道：「挑，估都估到啦，我一啲都無奇怪過架喎，不過先旨聲明呀，本少爺真係唔會同你地癲



，我而家係做旁觀者架咋。」莊神望住我再次搖頭話：「呢位同事你真係一啲上進心都無，你唔諗下
可以靠喺度玩遊戲識到多啲有錢人？我而家擺明畀位你地上啦，至於結果係點就睇你地造化啦。」呢
個時候，有一架著住類似酒店front
desk職員嘅黑色套裝，面上戴住一幅黑色粗框眼鏡，一臉精明能幹嘅女仔向我地走黎，問莊神：「
莊先生，呢幾位你會介紹黎嘅新參賽者定係單純黎旁觀架？」莊神揮手示意叫呢個女仔等一等，佢轉
身同我地講話：「先旨聲明，喺呢度贏左係唔可以同呢度啲女仔上床架下，再加上參賽費都唔平架，
你地一定畀唔起架啦。不過如果你地邊位咁有大志想挑戰一下自己，我唔介意幫你地出錢嘅。」阿輝
一聽到獎品唔係女，即時擰晒頭，而我亦都係堅持唔會參加，相反行屍走肉緊嘅阿油就話：「反正我
都無咩野可以再輸架啦，好啦我參加啦，反正你地都係想睇我輸得有幾慘架姐。」

 

喺辦左一啲手續之後，阿油被各位戴住眼鏡嘅女工作人員帶左去一邊講解，突然之間我聽到阿油喝果
個女仔：「咩呀，而家未見過毒男呀，你望夠未呀？你啲眼神我好熟悉呀，由細到大我都見慣架啦。
」見狀我即刻行近聽下佢地搞咩，點知果個女仔非但無畀阿油嚇疾，佢仲好從容咁托一托眼鏡話：「
先生你誤會左啦，我只係比較少見到你呢啲打扮得咁沉實穩重嘅客人姐，我個人都相當欣賞呢種styl
e。至於咩毒男之類，我自己本身都好討厭呢啲標籤，我都唔怕老實同你講，我之所以有得做呢份工
就係因為我本身好沉迷玩各類boardgame，如果要講的話，我都算係毒女一名啦。你放鬆啲先啦，
你陣間仲要大顯身手架，我對你好有信心。」因為最後果句說話，阿油突然面紅，佢好唔好意思咁話
：「對唔住呀，因為我今日失去左一個我畢生最愛嘅人，所以心情先唔好，你唔好介意呀。」個女仔
笑一笑話：「唔緊要，你係客人，我有責任令你上到黎玩得愉快架嘛。我叫做Erica呀，如果你陣間
有咩需要都可以隨時叫我架。」阿輝喺呢個時候一臉猥瑣咁話：「姐姐仔，我都好有需要架，我可唔
可以搵你呀？」我忍唔住出聲制止佢話：「阿輝呀，你可唔可以做返個人呀？唔好搞到自己好似頭發
緊情嘅狗公咁，無時無刻都好似要磨人隻腳咁好唔好？你唔尊重自己都尊重下同你同行嘅我啦。」阿
輝不懷好意咁笑一笑，之後話：「你又知我最鍾意腳嘅嘻嘻。姐姐仔呀，你而家著緊果對絲襪反正都
穿左個洞，不如畀我返去做留念呀，你到時入返條數落莊生度就得架啦。」Erica依然係一臉笑容咁
話：「頭先莊生交代落話，如果你地兩位旁觀者惹事生非的話，我可以全權處理，呢位先生我希望你
會收返頭先嘅說話，如果唔係我就叫保安架啦。」佢講完之後，望一望遠處果兩個印巴藉大隻佬，阿
輝亦都即時乖乖收聲。

 

無幾耐，阿油就被安排左去同幾個model同一位貌似二世祖嘅友仔玩層層疊，枱上嘅幾個人一見到
阿油，就即刻訕笑，某位平時看似高貴大方嘅model笑笑口咁話：「不如咁啦，呢條友咁騎呢樣衰
，我地陣間邊個輸左就罰同佢上床啦。」阿油怒啤左果位model一眼，佢話：「我雖然係死毒男，
不過我都有taste架，我只會同我心目中嘅女神共渡春宵，你呢啲大眾公廁，請我都唔要呀。」估唔
到失戀之後嘅阿油會變到咁有霸氣，睇黎Miki畀佢嘅刺激真係好大。果位貌似二世祖嘅友仔聽到阿
油嘅反應之後笑得好開心，佢拍一拍阿油膊頭話：「雖然我唔知你係何方神聖，不過你頭先嘅表現好
有guts，我相信同你玩會係相當刺激。」阿油依然一臉不忿咁話：「唔好講咁多啦，你地輸左會罰
咩？」喺枱上嘅第三位參賽者，應該唔係model就係明星嘅貌美少女話：「今次呢個哥哥第一次玩
，我地玩細啲啦，陣間我地邊個輸左就要喺街bear hand去拎啲dog
shit啦，好唔好？」阿油拍枱話：「唔得，陣間邊個輸左的話，仲要同我食埋舊狗屎呀。」枱中三人
呆左喺度，阿油話：「你地唔係淆呀下，淆就不如唔好玩啦。」頭先畀阿油笑完係公廁果位model
心有不甘，即刻話：「玩咪玩，我同你講你今次食硬狗食啦食屎狗。」點知，阿油唔知係咪作為一個
毒男，喺遊戲方面真係有啲心得；又或者係上天喺要佢經歷左咁多不幸之後，都想畀佢威返次，佢竟
然贏左。而輸左要食狗屎嘅，就係果位被阿油話係公廁係model，不過公廁裝屎又好似幾合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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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打黎向我報料話：「經過長期體力勞動之下，美美婆婆嘅精神終於面臨崩潰。喺為左可以甩身
返香港，佢開始爆緊佢個好孫女嘅嘢啦。原來Valarie個醫生前夫竟然又諗唔開想同返佢一齊，不過
佢仲未知阿Val姐已經同條鬼佬談婚論嫁，咁你都知Valarie果條鬼佬其實無錢架啦，所以Valarie咪諗
住當阿醫生係ATM咁拖住佢囉。」呢條情報的確係新嘢，而諗返起之前我有次撞破Valarie同個醫生
曾經一齊食過餐飯，睇黎美美婆都係所言非虛，我決定好好記低住呢個情報睇下可以幾時運用。另一
方面，尋晚自從阿油受左咁大刺激，激發左佢霸氣嘅一面之後，我就覺得阿油個氣場好似唔同左。尋
晚佢喺勝出左之後，畀佢話係公廁果位model就要聽佢話去食狗屎。本身另外兩位參賽者都好似有
啲不忍，佢地不斷提議話可唔可以罰過第二樣嘢，不過阿油都一口拒絕左。可能真係抑壓左太耐，阿
油一有機會發洩就真性情盡露。佢聲稱話因為怕街上面見到果啲狗屎唔係真嘢，佢專登帶左成班人去
搵佢屋企附近果隻流浪狗，由於阿油平時都有同隻流浪狗玩下，所以隻狗見到佢都相當熱情，肯食阿
油餵佢食嘅嘢，之後我地成班人就不斷喺度等隻狗屙屎，阿油話要阿公廁model當眾食隻流浪狗嘅
新鮮狗屎喎。由於我自己本身就無睇人食屎嘅癖好，所以我無等到落去就走左返屋企，但我走果時文
員輝仲係一臉興奮，好期待果一幕咁。到左今日一朝起身，我睇返文員輝尋晚偷拍果段片，呢條友真
係相當無人性，由於佢當時過份興奮，所以段片不斷都係左搖右搖咁，我懷疑佢當時可能仲係單手揸
機，再加埋佢嘅喘氣聲，我真係覺得呢段片唔應該再喺人間流傳。所以我決定將段片save去我個小
器檔案庫度，希望果位公廁model唔會有得罪我嘅一日啦，我都唔想用呢啲嘢去威脅人咁賤格。我
一行出房果陣，見到一個令我相當驚訝嘅嘢，我果個一向粗聲粗氣嘅細妹，竟然嗲聲嗲氣咁服侍緊一
個男人，無理由架，佢男朋友明明出左trip。

 

到我見到果個男人係邊個嘅時候，我就更加唔識反應，我點都估唔到呢個男人竟然係第二次自己走上
我屋企嘅莊神。雖然我一向都好少過問我個妹嘅感情生活，不過見到佢竟然對住一個大佢咁多嘅男人
咁親熱，我都唔知應該點。我見到莊神好似拎住啲嘢畀我個妹睇咁，而我阿妹由從後俯身去睇，結果
咪請晒阿莊神食波餅囉，我個妹仲要一路睇，一路嗲聲嗲氣咁話：「真係架？John你好勁呀，我平
時識果啲男仔都無你識咁多嘢嘅。」而我亦都望到莊神個樣好受落，我一臉滿足咁答返我個妹：「咁
你平時識果啲後生仔，點同我人生經歷咁豐富呀，不過我有啲經驗仲豐富呀。」我喺一旁目睹，真係
唔多識反應，不過我又諗深一層，阿妹平時都成日出去溝仔架啦，但溝黎溝去唔係啲剩係識9up自己
識幾多有錢人嘅股票經紀呀地產經紀呀，一係就係果啲大大隻隻但一睇就知非常花心嘅紀律部隊。反
正佢都係要溝架啦，起碼莊神雖然都係出黎玩，但點都會睇左我份上善待個衰妹呀，而且佢又咁疊水
，阿妹如果跟左佢之後就唔洗成日問我借錢找卡數，莊神又會好似欠左我人情咁，真係一舉兩得呀。
喺考慮完之後，我決定唔現身喺佢地面前，等佢地兩個繼續發展落去。莊神成日叫我觀察人類行為呀
嘛，我而家咪觀察下呢個色途老馬喺一個妙齡少女強攻之下，佢招唔招架得住囉。未幾，我個妹嘅攻
勢就更加劇烈，佢竟然話熱而要入房換衫，佢好似無理過我都係喺間屋度咁，佢竟然唔戴bra，剩係
著住件小背心就行左去哄埋莊神度。見到自己個妹咁落力去色誘莊神，我雖然真係有啲唔好受。但另
一方面我都喺心入面暗暗祝佢成功，我知道自己一世都未機會畀啲有錢女包起，而我個妹亦都唔係啲
嫁入豪門嘅材料架啦，不過做人二奶都無問題姐，香港地笑貧不笑娼，我地全家食粥食飯就靠呢鋪架
啦。喺我個妹嘅猛烈攻勢之下，莊神竟然真係跟住佢入房，不過佢喺行入去嘅時候都不斷張望，好似
驚畀我發現咁，但呢度話晒都係我屋企，我要匿埋佢又點會搵到我呀，再加上我阿妹亦都不斷向佢保
證我有排都唔會訓醒……

 

喺過左一陣之後，佢地兩個行返出房，而我就氣定神閒咁坐喺廳度，飲住杯茶等佢地行出黎。莊神不



愧為莊神，佢見到我都一啲慌張都無，只係好淡然咁話：「頭先見你未起身，你個妹妹帶我入去畀我
睇而家年青人興啲咩咋嘛。」我冷笑左一聲之後話：「佢係畀你睇而家啲年興人鍾意玩咩花式定係畀
你睇而家家後生女興著咩內衣黎引仔呀。」我個妹即刻創住答話：「阿哥你唔好亂講啦，莊神都唔係
呢啲人黎，我地傾下計咋嘛。」莊神一直都顯得氣定神閒咁直視住我，絕對無顯出有咩愧疚，連我都
分唔清楚佢地頭先究竟係咪咩都無做過，唔通莊神只係設計黎反觀察我，睇下我如果見佢同我個妹上
過床的話我會有咩反應？喺呢一刻，我同莊神不斷咁用眼神黎對峙住，不過睇黎好似我係處於下風果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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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日莊神走左之後，我不斷追問我阿妹究竟有無同莊神上到床，點知佢都係死都唔肯答我。正當我考
慮緊可以點樣從莊神口中套到答案嘅時候，Daisy打電話黎問我話：「今晚公司啲高層好似有啲宴會
場合，Evans問我可唔可以陪佢去喎……」「我無所謂呀，你咪陪佢去囉，一陣佢單拖去啲高層以為
佢係死毒男呀。」Daisy扮嬲咁講話：「即係而家你女朋友同第二個男仔去dating你都無所謂啦，咁
我今晚就放心畀佢拖呀……」「咁又唔係呀，我同我女朋友有信心咋，如果佢到時對住有不軌行為，
你記住叫唔好同停呀，不過唔好唔好同停唔好連住講…..」接住落黎我同佢再閒話家常左一陣之後，
佢就收左線。呢個時候我接到Robin嘅電話，佢打黎第一句就冷冷地話：「人渣，今晚益你啦，莊生
叫你今晚出席一個宴會場合，佢怕你呢個人渣敗類無伴，所以叫我今晚做你嘅date
。」嘩唔係咁啱呀，平時我聽到呢啲咁有趣嘅事通常都會仆到去，不過我又怕今晚去到見到Evans同
Daisy我會有啲尷尬，所以我猶豫緊無出聲答，Robin見我咁嘅態度就勃然大怒咁話：「而家本小姐
要同你件垃圾扮親熱，我都肯制啦，你仲要扮考慮？我同你講，你呢啲垃圾喺正常情況下，根本連埋
我身都無可能，而家係你前世積左啲唔知咩陰德，因為你今世肯定無做過咩好事架啦……」「咁又係
呀，我今世係無咩做過好事呀，不過如果我今晚肯同你去，咪日行一善做左件好事囉。其實你係咪搵
籍口想溝我咋，話咩莊神安排，明明係你自己安排嘅。話時話，如果我肯受你溝架話，應該都係件大
功德黎架喎，你知啦你咁痴線，郁啲就出手打人，身體無返咁上下壯健都頂唔到你架嘛。」Robin隔
住電話咆哮話：「我而家問你去唔去呀，你唔好講咁多廢話好唔好？」「耶你咁心急架，明明係你約
我架嘛，不如咁啦，一人行一步啦，你要我今晚陪你都得，不過你上黎畀我驗下貨先啦。」Robin不
忿地反擊話：「你當我係咩女人，我先唔同你個妹呀，咁唔要臉。」

 

雖然我一早知道Robin對莊神嘅感情，一定係超出左主僕關係，但我無諗過一向硬朗嘅佢會喺我面前
表露出妒忌之情。我肯定莊神唔會話畀Robin知佢同我個妹尋日有無發生到啲乜，我什至估到莊神係
有心借Robin把口黎吊我隱同故弄玄虛，不過Robin應該真係好嬲我個妹搶左佢個莊神咁。佢可能以
為我聽到佢咁樣話我個妳我會好嬲，但當我諗到以上嘅因果關係，我就忍唔住笑住同Robin講：「其
實你同我個妳都叫做年青貌美，但點解你就一直做住莊神嘅得力助手，佢最多都係當你係半個女咁；
但我阿妹就見過兩次就可以同莊神入房呢？你想唔想知點解呀Robin小姐。」或者呢個都係Robin心
入面嘅疑問，佢竟然無急住否認佢鍾意莊神，反而問我點解。我答：「其實好簡單姐，唔係因為我個
妹唔要臉，而係你散發出黎嘅氣場根本就好難令莊神對你產生慾念，莊神終於周圍食女就係人都知架
啦，但偏偏你日夜陪住佢，扮演住得力助手嘅角色，漸漸對佢黎講你已經唔係一個妙齡少女，你只係
佢個忠誠手下，係男係女都唔多重要，反正佢只會係有嘢要你做果陣先會諗下你。你嘅作用就好似手
機上嘅一個萬能apps，佢想要咩只要同你講聲就得，但我就真係無聽過有人會對電話apps產生情慾
，話好想同個apps造愛啦。」可能Robin估唔到平時同佢針鋒相對嘅我，會突然咁認真解釋畀佢聽
佢嘅感情疑難，所以佢都唔識畀咩反應我，佢喺沉默左一陣之後話：「今晚個宴會Valarie同佢嘅另
一半都會去，加上我知道Evans會同你女朋友去，我諗呢個場合你一定唔想錯失。放心啦，今晚你要
我點配合你都無問題。」面對Robin嘅突然好聲好氣，變左我唔多識反應啦，我唯有帶點不好意思地
應承佢。喺收左聲之後，我不斷幻想今晚嘅情形會有幾複雜，我亦都唔知自己見到Evans同Daisy果
陣會有咩感覺，我唔係怕自己會心生妒忌，我反而係怕自己見到佢地親密都無感覺……

 

呢個時候，我突然收到阿油嘅電話，佢約我喺我屋企附近等，話要傾啲嘢。咁我見離晚上都有啲時間
，所以咪答應佢。我一見到阿油真係嚇親，聽佢對眼佈滿血絲，佢好似好耐無訓過咁。佢見我行埋黎
，就上之捉住我話；「我終於諗到點解Miki只係當我係好朋友啦，佢係想激勵我，要我發達有成就



先肯同我一齊。我諗通左啦，我而家要做嘅嘢就係搵好多錢，James哥，我知道你啲秘撈生意好搵到
錢架，你可唔可以侵埋我玩呀。」聽到佢話咩秘撈生意我都要諗一諗，哦，原來佢係指Robin同我吹
出黎嘅所謂販賣毒男生意，我聽到之後一臉凝重咁話：「唔怕同你講，我嘅秘撈生意唔係人人都做到
架，我唔係話睇小你呀，不過真係有啲危險同踩界架，你都係算吧啦。」阿油一臉堅定咁話：「我早
已將生死置於道外，我只係想同Miki一齊咋，你要我負出啲乜都得。」我扮晒猶豫，阿油見我咁好
激動咁講：「你要毒男咋嘛，我手上有大把貨喎。你放心啦，我平時出去識親果啲毒男，佢地全部都
無人理架，有啲仲連手提電話都無部呀，就算佢地突然唔見左都唔會有人知架。再唔係我會叫埋阿虎
幫手呀，雖然條廢柴不事生產，但起碼都叫有鋪牛力呀。而且到時有咩事令單野揚左，我地都可以搵
佢做替死鬼呀嘛。」呢一刻嘅阿油除左大膽左好多之外，佢仲連人性都無埋，我見到佢嘅轉變都覺得
有啲心寒。我問阿油：「如果，我話如果咋，如果有人出好多錢畀你，但要你賣左你老表阿虎畀啲變
態佬，你知道佢到時會受人百般虐待架，仲可能會死架，你會唔會為左錢賣左佢。」阿油冷冷地道：
「我為左有錢去令Miki幸福，唔好話賣左阿虎，賣埋阿虎老豆老母全家大細我都無所謂呀。」仆你
個街，Miki一張好人卡就令到阿油人性全無，真係恐怖呀，我唯有話會細心考慮打發左阿油。其實
我擔心而家阿油咁兇狠，佢如果知道我係講大話的話，會連我都殺埋。

仲記得蘋果日報娛樂版有個ball場版定名人版，我細細個就好鍾意睇果版，原因唔係因為我貪慕虛榮
，羨慕人地衣香鬂影。而係單純我見到啲名媛淑女去親ball，件衫都會露出大半對波，對當時仲幼小
嘅我黎講，我覺得好震撼。而且因為老豆老母一早已經抽起左報紙入面份風月版，成份報紙最咸濕果
一部份，就係ball場版。所以ball場呢啲地方，我雖然係死窮鬼無機會去見識，不過我對當中啲人嘅
打扮，我都絕不陌生。我一聽到今晚有機會去呢啲地方之後，就即時去問Evans借套踢死免黎著，佢
初頭聽到我都會之後，先係好自豪咁同我講話：「我今晚已經約左Daisy陪我，兄弟你又輸左一次畀
我啦。」咁我當然都有交足戲咁扮晒失望同妒忌啦，不過之後佢都話今晚有我陪我去，佢其實都安心
左好多。雖然我同Evans都係男人老狗，不過佢就硬係成日鍾意同我講埋啲肉麻嘢，我有時懷疑佢係
鍾意我而唔係Daisy。喺佢屋企揀緊衫果陣，佢就開始同我講話：「拿講明先呀，我今晚會對Daisy
展開攻勢架，你唔准小器架。」其實我係怕自己見到呢個情形會無感覺多過自己會小器，不過我都同
佢講話：「你放心啦，小器簿已經開左一頁畀你條仆街架啦，走唔甩架啦，同我爭女呀嘛。」Evans
好自滿咁話：「又係你自己唔把握機會，其實你早我少少問Daisy佢都可能同你去，不過我把握到時
機咋嘛，佢其實都唔係即刻答應我架，佢都考慮左一陣，我幾驚佢考慮完話唔去呀。」如果佢知道D
aisy所謂要考慮其實係問我批准，唔知佢會點呢，不過我當然唔可以將個事實話畀佢知啦。佢之後問
我：「係呢，你今晚同邊個去？係咪Miki呢，其實我覺得你兩個都幾夾呀，點解唔試下發展呢？」
相信Miki聽到呢番說話，佢個心應該會同阿油畀佢派好人卡果刻一樣，撕裂成無數碎片，不過唔知
點解我又開始幻想身邊果個係Miki，我覺得如果同佢去ball應該都會好開心。

 

個宴會係喺某高級酒店嘅ball
room舉行，我本身仲煩緊如果著住套踢死免坐地鐵會唔會有啲異相，不過好彩我今晚個伴揸左車黎
接我，我果刻真係覺得自己好似灰姑娘咁樣，突然之間有個仙女出黎將我呢個窮人帶去有車人嘅世界
，不過唔同嘅係我著住果對唔係玻璃鞋，而係問Evans借黎嘅高級意大利皮鞋（我唔打算還）；而且
車我嘅唔係肥婆仙女，而係少有地著住性感女裝，打扮起黎都叫性感誘人嘅Robin。畀著平時佢一見
到我應該就會開始鬧我，不過可能我今日下晝都叫為佢解決左啲少女心事，所以佢一見到我反而係有
啲尷尬。不過相反我就無表現出任何尷尬，我擺明車馬地去不斷斜視佢嘅低胸，我果一刻好想同我童
年嘅自己講：「唔洗羨慕啲公子哥兒呀，你大個左之後，都有機會去名正言順地睇啲露出左半個波嘅
性感晚裝呀。」不過另一方面，我對Robin著住對咁高嘅high
heels都可以揸到車，的確有啲佩服。Robin揸揸下車突然問我：「其實你覺得我同蕭瀟姐比起上黎



，係咪爭好遠？」蕭瀟即係莊神果個又靚又索嘅中女老婆，雖然我同佢只係有一面次緣，不過我心入
面都暗地裡當左佢係女神一樣。對於突然友善嘅Robin，我都唔好意思講真話去hurt佢，我唯有講句
：「無架啦，你唯有怨自己出世出得遲啦，無計架喎，男人就算點出去玩都好，硬係有個女人會治到
佢架啦，佢死左喺果個女人手上就係一世架啦。其他女人佢都只會係逢場作戲架咋。」Robin聽完我
咁講之後，就無再出過聲。其實真係無計架喎，佢都只不過係人地手下，點都唔會改變到個身份架喎
。其實佢咪係同Miki一樣，都係對一個男人痴心錯付，就算佢地幾努力都好，都係得唔到對方垂青
。明明以佢地嘅質素，想要咩男人都得啦，但佢地硬係要浪費時間喺啲錯嘅人身上。挑，又唔見有女
會為左我搞咁多嘢，呢個世界真係好唔公平呀。

 

我一喺間酒店門口落車，就見到上次畀阿油質食狗屎果個公廁model。佢身邊係一個看似相當有錢
，但又無乜特別嘅中年男人。我身邊嘅Robin見到佢，即刻喺我耳邊話：「你認唔認得佢呀，佢咪上
次同阿油一枱玩果個女仔囉。佢平時好似好高貴好巴閉咁，其實只要有錢咩男人都可以上佢架，你叫
佢做咩都肯制呀。」其實我果一刻好想同Robin講，你又唔好講到人地咁拜金，佢都試過無收人錢食
狗屎架。不過anyway，我嘅專注力都係放左喺佢身上套性感晚裝，我雖然唔似阿輝咁，好似24小時
下體都充住血，不過我都講過啦，去ball場睇波係我嘅兒時夢想黎，而家有機會真係實現，我當然唔
會放過任何一刻啦。個公廁model見到我果陣，好似認出我，佢即刻逃避我嘅眼光。喺佢身邊果個
有錢男人行開左之後，佢即刻走埋黎喺我耳邊話：「你都知我地個會嘅規矩架啦，我地所有懲罰你都
唔可以外揚架，如果唔係你就會有殺身之禍架啦，你雖然係生面口，不過我認得你架，你唔好亂講嘢
呀。」雖然莊神無事先同我講過佢間有錢人樓上café有呢啲規矩，不過我都估到，佢地有咁多有錢人
喺度，果啲嘢點畀得人知架，相信阿輝如果手多將果條片再繼續周圍send的話，佢應該好快會唔存
在。我對住果個公廁model微笑答頭，而佢見到即刻走開扮到唔識我咁。好彩佢咁快趣行開，因此
呢個時候我就見到Valarie喺遠處行緊過黎，如果畀佢見到佢一定會問起。佢見到我相當驚訝，不過
佢見我身邊係莊神嘅得力助手，原本佢好似想同佢件鬼佬老公找我晦氣，但Valarie都即刻拉停左佢
。呢個時候我本身想走上前挑釁下佢地，不過我今日黎係為左睇波嘅，所以我就將注意力從Valarie
個樣向下移向佢嘅心口，係人地老公面前咁名目張膽去睇佢老婆個胸，真係比走上前挑釁佢地更加有
趣。

「點解你唔話我知你都喺度?你係咪因為妒忌所以要黎監場呀?」身穿住上次買黎做姊妹裙當係晚裝嘅
Daisy，拉我埋一邊興趣地問我。其實我覺得出席呢啲場合，Daisy真係裝得有啲寒酸，不過我當然
唔可以出聲指出呢件事，而我更加唔可以話畀佢知，我無講佢知係因為我唔記得左佢。所以我唯有喺
佢耳邊講：「係呀，我係有啲妒忌呀，不過我知你都係為左幫我今晚先黎，我陣間會忍耐架啦。」講
完之後我就再次行埋一邊，拎住杯cocktail喺度觀察人群。我開始覺得觀察人類行為其實真係幾有趣
，就好似我望住眼前無乜姿色嘅中年婦人，佢身邊有個做得佢個仔，但又好應該係佢條仔嘅高大俊男
。佢地雙方雖然好似好親熱咁，但我覺得佢地喺心靈上根本係零交流，個俊男面上果種虛偽敷衍嘅表
情，我覺得好熟悉，因為我曾經喺Taylor面上見過。我一睇就知道，呢位俊男係Taylor嘅行家，我心
中暗親盤算如果呢個俊男陣間行埋黎同我傾計的話，我好唔好問佢識唔識Taylor呢。呢個時候我感覺
到有人拉一拉我手袖，呢個人係我今晚嘅女伴Robin，佢喺我耳邊問：「我頭先見到Valarie周圍同
啲高層傾計，但你個friend
Evans就成碌木咁企左喺度，你要唔要幫下佢手呀？」「其實我呢啲死窮鬼都係第一次黎呢啲地方，
我都唔知有咩規矩。阿Evans都起碼叫係一個死人二世祖，佢應該比我熟悉呢啲場合呀，我今日真係
齋黎見識架咋，幫佢唔到架啦。」我捉住個喺我身邊行過嘅waitress，問佢：「我想問呢，你地除左
有啲cocktail之外，會唔會有啲小食畀我叫架，例如我可唔可以叫過龍蝦伊麵架？」個waitress白左
我一眼，之後語帶不屑咁話：「先生你係咪黎錯地方呀，中菜廳喺樓下喎。」「挑，而家講緊全球一



體化啦，你小小一間酒店竟然同我分黨分派，ball
room同中菜廳都要分到咁清？咁我如果陣間有啲唔舒服想搵個地方坐陣，你又會唔會叫我落front
desk開間房呀？」個waitress依舊不屑地話：「咁如果你再有咩滿意，你可以同返我地customer
service反映啦。」講完之後佢就行開左，仆你個街，鬧完佢地分黨分派，佢竟然提出第三個部門出
黎，痴線。

 

由於太過無聊，我撇下左Robin自己走去周圍行，喺見到眼前有幾個後生男女圍埋傾計，我一眼就認
得出佢地幾個都係城中富豪二代。我慢慢咁行埋去聽佢地講嘢，佢地話：「頂我本身玩到今朝先起身
，仲諗住可以訓耐啲架嘛，點知我daddy三點幾就搵人叫醒我，叫我跟埋黎，我而家仲有啲hangov
er緊呀。」「唔緊要喎，我地陣間再落去clubbing啦，飲多幾個shot就咩hangover都cure到架啦。
」「唔啦，我聽日一早起身坐飛機去London呀，你地都知啦，我讀左七年都未畢業，我daddy已經
好唔高興架啦，我仲未快啲過去讀埋佢就會殺左我架啦。」我忍唔住行埋去插咀話：「Hangover真
係好辛苦架，你知唔知啲窮人hangover果陣會點呀，佢地啲死窮鬼會孖蒸溝奶再滴多兩滴醋落去呀
，雖然我第一次聽都覺得好痴線，不過啲窮鬼又真係有啲生活智慧喎，原來真係work架喎。我果陣
同班Cambridge仔呀Stanford仔去蒲果陣，成日都係靠呢招第二日先頂到咋。」其中一位少女上下
打量完我之後，問我：「你好生面口架喎，你讀邊間U架，我地點解好似未見過你咁？」「哦，我讀i
ve。」闊少好興趣咁問話：「Ivy
League？你係邊間呀Cornell定Harvard呀？不過你個樣似係Princeton呀，你個樣都似係Jersey
仔果隻啦。」我其實想答唔係呀我係讀黃克競呀，不過又有人話我似係讀李惠利嘅，不過睇怕講完佢
地都唔知係咩黎，我決定繼續亂講嘢打發下時間，我問佢地：「其實我都係啱啱喺state到返黎，咩
都唔係好識架咋。我Daddy要我返黎做嘢喎，不過佢成間公司都係啲窮鬼chinese，我同佢地溝通唔
到呀。你知唔知佢地幾好笑呀，我同佢地講我喺外國果陣成日都坐Limo出入，佢地反問我係咩毛喎
？啲死窮鬼真係好無見識呀，我同佢地講我地喺外國prom night通常都會選prom king同prom
queen好好玩，佢地又反同我講佢地都有啲乜鬼grad
din，成班窮鬼喺啲二三星酒店食餐就算，你話我點同佢地溝通呀。」眼前呢三個富二代呆左咁望住
我，睇黎我呢場扮竹昇有錢仔嘅戲可能係演得過左火位，正當我想轉身走人時，Evans行左過黎。

 

其中兩個富豪千金見到Evans，即刻發晒姣咁走過黎想同Evans打招呼，我襯機望一望佢地露左唔少
嘅胸口，可能有錢人營養真係比較好，佢地都算發育得唔錯，點知Evans只係同佢地微笑左一下就拉
走左我。我好嬲咁鬧Evans：「喂你條粉腸做咩要阻住我睇波呀，我知你巴閉，你由細睇到大無晒感
覺啦嘛，但係我唔係呀，我黎係為左睇波架咋。你試下搵日去睇啲足球大賽，喺途中突然拉啲球迷出
場呀，你睇下人地會唔會打實你？」Evans唔理我嘅指摘，反問我：「你認唔認得頭先果幾個人呀，
佢地屋企同我地公司有啲生意來往架，唔好搞事得罪佢地呀。」「咩搞事姐，我同佢地啱傾架，大家
都係廢人，不過唔同在於係佢地廢得黎唔洗做，但我廢得黎又要做，仲要服侍埋其他廢人過活。唔洗
望啦，我指嘅廢人係你條二世祖呀，你做咩唔走去巴結下啲高層先，咁得閒留意我把鬼咩，枉我仲借
埋Daisy畀你，信唔信我陣間收返佢返黎自用架。」Evans好唔好意思咁話：「Daisy成晚都好似好唔
自在咁，我又怕佢悶咪陪住佢囉，點知佢都好似係好唔慣咁……」「所以你就打算成晚剩係陪住佢啦
，咁Valarie又可以乘機攞分啦，好心你生性啲啦仆街仔，Daisy都黎左支持你囉，你就加油啦。」我
講完之後Evans都係好似好無自信咁，睇黎我都要出手幫下佢。

我望到Valarie喺遠處同某幾個睇黎位高權重嘅人言談什歡，正當我想行埋去搞破壞嘅時候，眼前兩



個陌生又猜點熟悉嘅身影出現左喺我面前，佢地就係莊神夫人蕭瀟姐同Jasmine。瀟姐都係一貫美麗
同高貴，而佢身邊嘅Jasmine就略帶幽怨咁望住我，正當我猶豫緊應該開口講咩嘅時候，瀟姐行前拍
一拍我膊頭話：「我知John安排左阿Robin陪你呀，但你地成日都火星撞地球咁，我諗你同Jasmine
會好傾啲，再加上你唔太慣黎呢啲場合，等Jasmine照顧你都好呀。」「嘩，上流社會真係犀利，好
似去博物館睇展覽咁有賣導覽咁犀利，不過我呢啲咁嘅死窮鬼，拍埋Jasmine度都會影衰佢，令佢成
為上流笑話嘅姐，你地唔洗特別理我架啦。」瀟姐上前喺我耳邊冷冷地話：「我而家只不過係通知你
，唔係徵求緊你嘅同意。」我聽完之後由心寒左出黎，唯有點頭。瀟姐之後拉左Jasmine埋黎，微笑
住同我講話：「咁James你幫我好好照顧一下Jasmine啦。」講完之後佢就行開左，我一臉尷尬咁望
住Jasmine話：「喂，好耐無見呀，你呢排點呀，好似靚左喎，係咪有咩愛情滋潤呀？」Jasmine一
臉不忿地話：「其實我都仲未折墜到要乞你呢啲男人鍾意我，咁勉強你其實可以唔同我講嘢，我之後
會自己同瀟姐交代，你走開啦。」我雖然真係好想聽話即刻走開，不過我又怕會惹黎殺身之禍，再加
上對Jasmine都算係於心有愧，所以唯有死死地氣話：「我就係覺得自己係垃圾黎，先唔知應該點對
你姐，我唔係討厭同你講嘢，我只不過係唔識處理呢啲場面姐。」Jasmine繼續幽怨地問我：「咁你
果晚之後又唔再搵我？你係咪打算一世都唔會再搵我？」「又唔好講到咩一世，我真係忙呀嘛，再加
上我連自己都未搞得掂，我唔知可以點面對你。」「Bullshit，你當我第一日出黎玩呀，唔好再搬埋
呢啲廢話黎侮辱我智慧好唔好？」「我真係唔係講緊牛屎呀，我唔係話要侮辱你智慧，不過我真係唔
知可以再同你講咩。」Jasmine：「咩唔知可以講咩，咁你快啲喺我面前消失啦，我唔想再見到你。
」講完之後佢就好嬲咁行開左，身邊嘅人都用啲異樣眼神望住我地。

 

一臉尷尬嘅我仍然不忘望下周圍，我最怕頭先一幕畀Valarie同Daisy見到，不過遠方嘅Valarie好似就
無留意到我，而我亦都唔見Daisy喺我視線範圍出現。正當我稍為放心之際，瀟姐又唔知喺邊度出現
，佢雖然都係仲微笑住，但佢嘅聲線就好具威脅性，佢話：「James，你可唔可以跟我出一出去？我
有啲嘢想同你講。」挑，唔通我可以話唔好咩，我唯有同佢行左出去Ball
room外面一間房嘅門外，佢點起左一枝幼煙，一邊優雅地將煙放到口邊，一邊問我：「其實你知唔
知道以你而家嘅身世，有Jasmine呢啲又靚又叻嘅女仔睇得起你，你就好似中左六合彩咁。」「我知
呀，我就中左六合彩，佢就中左伏呀嘛。我就係因為深明呢個道理，所以先唔想同佢行得幾埋，師父
對我恩重如山，我仲咁搞佢個侄女就係恩將仇報啦，我明架喎，我呢啲人好有自知之明架。」瀟姐微
笑住打量我，之後話：「你知唔知你有個好大嘅弱點，就係你唔識揀對象去講大話，你覺唔覺得我會
畀你呢啲說話呃到呢？正如你頭先又係講埋呢啲廢話打算敷衍Jasmine，我地女人唔係傻架。你唔鍾
意咪唔鍾意囉，無人會勉強你。你要幫Evans去贏果個Valarie的話，你就要喺呢啲方面下苦工啦，女
人唔係你想像中咁易對付架。」我一路聽佢講一路標冷汗，眼前呢個女人真係好犀利，難怪強如莊神
喺佢面前都會馴如綿羊。佢之後再問我：「你師父有無喺你面前玩女人呀？」仆你個街，要我點答呀
大佬，佢頭先先叫我唔好再喺佢面前講大話，但呢個問題我點照直答呀，唔通我同佢講有呀，你老公
咪搞左我個妹囉，大佬呀呢啲問題真係點答都死呀。正當我猶豫緊點樣甩身嘅時候，佢又輕輕一笑道
：「得啦你都係唔洗答啦，其實我都知佢有玩女人，正如我出去點玩佢都唔會理我。」正當我畀佢後
面果句嚇呆左，而且以為佢叫我出黎喺另有所圖之時，佢話：「不過我玩得好有要求架，所以你唔洗
諗多左，你呢啲我完全睇唔上眼。」直到現時為止，我都未出過一句聲答到半句。
喺擺脫左瀟姐之後，我一直喺度咀嚼佢嘅說話，究竟我喺平時亂吹講到天花亂鳳嘅時候，係咪會低估
左對方嘅智慧呢？正喺我思考緊嘅時候，我見到Valarie個鬼佬未婚夫正喺度同班高層侃侃而談，挑
，明明咪又係呃飯食，扮晒金融才俊咁。我行埋去用一口流利嘅英語，當住班高層面同佢講：「Hey
man, the Prosche you parked outside just got towed.」鬼佬即刻下意識反應答話：「But I
don’t even have a car.」我即刻哈哈大笑話：「Oh right because you can’t afford
one.」原本應該扮緊成功生意人幫Valarie攞分嘅鬼佬畀我咁樣篤爆之後，即刻滿面通紅，而且果班
高層見狀亦都面帶笑意。正當我一擊得手想行開之際，其中一個高層問我：「呢位同事，你係咪叫Ja
mes。」嘩我心諗仆你個街，我唔係咁惡名昭顯呀下，求其行過搭下嗲都畀人點相？我再望真係啲各



位高層，我發覺佢個樣同阿Evans有啲相似，我即刻聯想到眼前人應該就係Evans個伯爺。我即時好
恭敬咁同佢打招呼話：「係呀，我就係同阿Evans共事果個James啦，唔好意思呀，幾次去到你府上
都無同你打招呼。」佢行埋黎微笑拍一拍我膊頭話：「Evans仲好green咩都唔識，你記住要多啲提
點下佢。」我好客氣咁話：「唔好咁講，我同佢都係互相提點姐。」正當我少有地對啲高層咁恭敬嘅
時候，我發覺Valarie個老公因為聽唔明中文，所以好無癮咁自己行開左。而Valarie都即時補位，行
左埋黎話：「對唔住呀各位，我fiance佢唔識中文所以悶親大家，我會叫佢努力學中文架啦，而家大
中華市場好緊要呀嘛哈哈。」我無視眼前幾個人都係高層，即時搭句咀話：「哦，即係學中文係為左
賺中國人錢嘅，咁就唔係咁啱啦，點解唔可以係鍾意中國人文化先去學中文，下下都要咁功利真係唔
係咁妥當呀。睇你個fiance嘅擇偶取向，佢應該都好鍾意中國文化呀，我覺得Val姐你真係個純正中
國人黎。」班高層聽到我呢一句之後即刻面帶笑意，而Valarie都硬住頭皮陪笑道：「咁我真係中華
兒女呀嘛，當然係個純正中國人。」「仲唔止Val姐你仲肩負住中西交流呢個重任先，你都算係中方
代表，不過你份人本身都係中西融合架啦，又係中女，I
mean中國女，而且份人又西……化。」 Valarie好想反擊，不過喺一眾高層面前佢都唯有陪笑。我唔
同佢，我唯一嘅任務就係打亂佢嘅擦鞋計劃，我唔需要去顧及啲高層究竟係點睇我。相反Valarie就
要好努力咁扮到大方得體。呢個時候Valarie決定唔理我去sell自己話：「雖然阿Kate都就黎走，不過
大家可以放心呀，我已經做晒套準備呀，一定會順利過渡架。」某個我唔識嘅高層，不過應該係傳說
中Valarie嘅支持者話：「阿Val你喺公司做左咁多年，咁熟悉公司嘅運作，你辦事我地一定放心啦。
」由於我根本唔怕得罪高層，我即時話：「雖然阿Val姐喺公司做得耐，不過佢一直都係喺低下層度
打滾，我意思即係Val姐份人一向都down to
earth，啲管理嘢佢邊曉架。而且好多喺公司做得耐嘅人都係冗員黎，日日返工為左呃份耀，我唔係
話Val姐係冗員，不過年資長最多應該頌個金牌畀佢，唔係等如要畀佢升職架嘛。」果個高層見我竟
然咁大膽反駁佢，對我怒目而視，好似想發難鬧我；呢個時候我師父莊神唔知喺邊度彈左出黎，喺果
個高層未有機會發作嘅時候，佢開口話：「呢度幾時輪到你呢啲低層員工喺度指指點點，未有結果就
喺度講定自己啲鴻圖大計呀。Valarie你放心，我係話緊呢個James咋，絕對唔係話你呀。」我即時
一臉可憐咁話：「莊生，雖然你係我上司，不過我都係要以下犯上去反駁你。我絕對唔係因為想喺你
地幾位老細面前插定旗，想借你地個勢去嚇其他競爭對手先黎講咩過渡計劃，我只係因為關心公司前
途先出聲姐。我相信Val姐都同我一樣，係咪阿Val姐。」Valarie無奈點頭，而支持Valarie果個高層
嘅面亦都比之前更加黑。莊神繼續同我一唱一和：「所以話你地呢啲咪係低層次囉，我地高層揀邊個
人黎升，絕對係基於公平同合乎公司最大利益黎考慮，而唔係個人喜惡架嘛。就算係你呢啲人，如果
真係幫到公司，你都有機會升上去架，各位我覺得啱唔啱。」呢次連其他高層都被逼一齊點頭，而支
持Valarie果個高層就轉身憤然離開。 Valarie見到自己個靠山走左，都猶豫緊應唔應該跟住佢行。呢
個時候莊神笑笑口咁話：「Valarie今日見你打扮過之後，我覺得真係有刮目相看嘅感覺，very
good。」Valarie唔知莊神咁講係咩企圖，不過既然人地係讚佢，佢都欣然講thank
you。而我亦都即刻補位話：「莊生呀，你係咪成日聽到Val姐佢畀人話年資長，以為佢係老屎……呀
唔係，我意思話佢咁老資格，以為佢一定已經五六十歲。點知今日一見，Val姐睇落好似得四十歲咁
咋嘛。」Valarie被我公開取笑佢嘅年齡，終於忍唔住黑面話：「唔好意思，我去睇一睇我個fiance
先，各位失陪啦。」佢行開左之後眾人都開始四散，剩返Evans老豆，莊神同埋我。Evans老豆微笑
住望住我地，之後話：「阿John你同阿James難怪會一拍即合，你地真係好似。阿James同Evans真
係似足我地後生果陣咁。」莊神即刻話：「喂阿叔，唔好成日想當年得唔得呀，我仲要去溝啲小妹妹
架，我唔想佢地覺得我係大叔。喂仲有呢頭畜牲有邊忽似我，講聰明佢又無我一半，講靚仔佢又唔係
，係唯一叫做死剩把口。」我本身想反擊，不過喺Evans老豆面前我唯有忍下口。莊神條死老嘢真係
不知所謂，幾十歲人仲要扮後生，佢咁鍾意扮後生，去grad
din咪算啦，去ball把鬼咩。 喺ball場呢啲咁intense嘅上流地方，其實真係令我好辛苦。喺成功令Va
larie面目無光後，我諗我其實都可以功成身退，我決定喺唔知會任何人之下靜靜離開。正當我慢慢
行向酒店門口之際，有一把帶點稚氣嘅聲音叫停左我：「James哥哥，點解你會喺度嘅。」我擰轉頭
，發現係一排無見嘅學生妹阿秀，睇下一身打扮，一條應該係出自利時嘅廉價白色出裙，似係去gra
d din。不過佢明明仲溫緊書，佢點解會有grad din去架呢？再加上佢明明係窮家女，點解學校grad



din會黎到五星級酒店搞架呢？我一臉疑惑咁望住佢，冰雪聰明嘅佢好似看穿我嘅疑惑，佢主動答我
：「我今日係就係去grad din，不過唔係去自己學校個grad din。」「唔係自己個grad
din咁去黎做乜呢，你意思即係同話畀我知你去緊食解穢，不過你唔識個死者差唔多架咋喎。」「我
黎做part-time呀哥哥，今日係我有個讀名校嘅friend搞grad
din，咁佢係啲大小姐黎，想有排場啲，咪請我黎幫佢攞手袋呀，補下妝咁囉。」下唔係掛，去下gr
ad
din都要搵伴娘，有錢人嘅世界真係難明白。我不置可否，佢反問我：「咁James哥哥你著到咁黎做
咩呀，睇你個樣唔似會出入啲上流社會場合喎。」「唔好同人講呀，我剩係同你講架咋，我今日係黎
送外賣架。」「送外賣要著成咁？」我露出一個相當猥瑣嘅笑容話：「就係因為黎送外賣先要著到咁
，你又唔知我部外賣究竟係送啲咩嘻嘻。」佢諗左一陣，喺明白我意有所指之後即刻面紅，佢拍打我
話：「你死啦你，同啲少女講埋啲唔三唔四嘅嘢，信唔信我報警拉你架。」我哈哈大笑話：「唔係喎
，我同你呢個學生妹一齊喺酒店出現，警察黎到固然會拉我啦，但佢應該會以為你係援交妹喎。陣間
你要見社工架，啲社工好煩架，一陣又話埋你阿爸阿媽疏忽管教又盛，到時你地成頭家真係會散呀。
」「咦唔同你講啦，陣間我個friend話我掛住出黎蛇，扣我人工就慘啦。」「唔係喎，不如有錢齊齊
搵呀，你個friend仲要唔要請多個書僮之類呀。」 就係咁，我由對住班沉悶嘅大人，變左對住一班
嬌生慣養嘅二世祖。頭先我對住果班富二代都因為有父母在場，叫做唔敢放肆，但我而家對住呢班就
唔同啦，話就話係grad
din，但全場好似完全無任何老師喺度。眼前不論男男女女都玩到癲晒，平時果班大小姐一定壓抑得
好勁，佢地而家玩起上黎完全無儀態，就連走晒光都唔怕。而班仔就好似餓狼咁，肆無忌憚地用貪婪
嘅眼光視姦班女生。呢個時候，一個生得相當標緻，但一睇就知個格都幾臭檔嘅女仔行左埋黎，質問
阿秀話：「喂你頭先走左去邊呀，我啲嘢喺你度架。喂你隔離做乜有個阿叔嘅？Uncle呀，呢度唔歡
迎啲老嘢架，你係咪黎過我地度做過代課老師又想呃返餐食呀，如果係你地就過隔離兩條街間酒樓啦
，啲老師喺晒果邊架。」阿秀即刻話：「唔係呀Lindsay，佢叫做James呀，你咪話今晚想搵個人帶
你地去玩嘅，佢識好多人，可以帶我地去玩架。」我一臉恭敬咁對住呢個被縱壞嘅死o靚妹講：「Li
ndsay小姐呀下，估唔到你唔單止個人靚，連個名都靚過人。你地想玩啲咩呀？喺我能力範圍之內我
都會盡量滿足各位。」睇黎呢班友仔平時家教應該係好嚴，突然有一個陌生人話帶佢地去玩，即刻由
原本嘅氣焰變到猶豫。Lindsay隔離一個戴白框眼鏡，雖然得果十幾歲都已生得一副屎忽鬼相嘅男仔
問我：「喂先旨聲明呀，我地咩都話過架啦，如果唔係咩勁野，你就真係唔好拎出黎講呀。」一睇就
知佢係又要喺女面前威，但心裡又帶點淆底，我反問佢一句：「咩都玩過？咁你有無試過take嘢呀
？咁你有無試過揸大膽車呀？」呢個戴住白框嘅少年屎忽鬼喺我挑釁之下，即時反擊話：「咁咋下，
仲以為你講啲咩勁嘢，呢啲嘢我緊係試撚過晒啦。」我即刻裝作一臉嚴肅話：「咁就啱啦，其實呢我
就係外展社工黎嘅，如果呢位哥哥仔你咩都試過晒，睇黎我有責任通知警方同你嘅屋企人啦。」白框
少男聽到我咁講即刻嚇到面都青埋，佢口震震咁話：「咩呀，講……講笑唔得呀，我講下架咋，我咩
都未試過架。」「咁你試過上床未？」「未呀，未呀，咩都未呀。」 我聞言即刻大笑道：「哦原來
你仲係青頭仔黎嘅，咁你戒左奶未呀。」白框男反駁話：「你係社工黎，你點可以咁話我，係信唔信
我叫daddy黎投訴你呀。」「Come on, I am just
kidding，我唔係社工黎架，學你話齋，講笑唔得咩。」在場其他圍左埋黎嘅男男女女見狀即刻笑到
人仰馬翻，Lindsay走左埋黎拍住我膊頭話：「你真係scumbag黎，不過我鍾意你夠好玩，好啦今晚
你就負責陪我地玩啦。」白框男一臉憤怒咁反駁道：「喂呢條友都唔知係咩來頭，我地應該趕佢走啦
。」呢個時候喺人群中有啲男聲即刻出言恥笑佢，仲有人大聲話：「Shut the fuck up
twat，你嫌自己做咪柒夠咩青頭仔，係走都係你走先啦，平時又吹到自己咩都識，點知兇多你兩句
就露晒底，返去食奶啦你。」證明不論係名校又好普通學校又好，喺男生之間永遠一沉其他人就會即
刻百踩，白框男可能平時都係串串貢得罪人多果啲，所以大家都好齊心咁笑佢，佢都可能估唔到gra
d
din會變到咁難忘，佢企左喺人群中間唔識反應，我再直接咁挑釁佢話：「喂哥仔，你係咪男人黎架
，明明大家都係玩下講下笑，點知到我講笑你又要趕我走，咁樣點出得黎玩架。係我話你係青頭仔可
能真係直接左啲，不過你都可以反擊我你係因為宗教理由要終身守貞所以先唔會進行生前性行為架，



咁我咪唔會覺得你係溝唔到女，一咪亂吹囉。做人緊強啲，唔好畀人笑兩句就死晒狗咁啦，你個樣一
臉委屈咁，知唔知影響晒成個氣氛架，不如你都係返屋企先啦。」Lindsay呢個時候都忍唔住插咀道
：「走啦你，無人想見到你呀。」我突然覺得，呢度班細路唔會多作掩飾，同隔離大人嘅波場，呢度
更加殘酷，更加似地獄。

 一班平時受屋企人嚴密監控嘅大小姐同少爺仔，可以有一晚獲准盡情放縱，唔洗講都知佢地有幾興
奮，但打算玩得幾放。阿秀略帶擔心咁拉一拉我手袖，喺我耳邊細細聲問我：「你準備帶佢地去邊度
玩呀？會唔會出事架，佢地其實咩都唔識架，你唔好玩得太過份呀。」「你同我放心喎，佢地咩都唔
識都唔係問題架，咪畀佢地認清楚社會嘅真面目囉。」有一名應該係帶點大家，身光頸靚，高高大大
嘅男仔走上前同我講：「James哥呀，我地唔係好方便去蘭桂坊呀，因為好易撞到啲uncle
auntie架，你可唔可以帶我地去啲無咁易撞到人嘅地方呀。」「好呀，不如就帶你地去和合石啦，包
保呢個鐘頭唔會撞到人，除左先人之外，不過佢地都應該唔會向你地老豆老母夢中報串架啦。」Lin
dsay即刻插咀話：「拿，我唔理你帶我地去邊玩都好啦，總之要係啲我地平時無乜去過嘅地方，同
一定要好玩呀。」挑，你地根本就咩都未試過，平時返學放學都司機接送，得閒唔係補習就係同dad
dy
mami去旅行，學咩人扮有要求姐。我捉住Lindsay對手，佢即刻滿面通紅，我用好誠懇嘅語氣同佢
講：「你放心啦Lindsay小姐，你啲咁靚嘅女仔要求得，我一定會盡力完全架。」佢面紅住縮開隻手
之後，無講嘢就行返埋佢班朋友度，而我就隨即call左幾架客貨van，其中一個係Taylor個朋友阿炳
，佢見到成班妙齡少女之後，即刻問我：「喂James哥，呢班女好得喎，又後生又索，你帶佢地去邊
威呀，可唔可以預埋我先。」我靈機一觸，同佢講：「其實你唔問我我都想問你架啦，喂，旺角有無
啲樓上酒吧係好烏煙瘴氣，上面全部都係啲最爛最垃圾嘅MK仔MK妹架，如果你知邊度就call埋你班
兄弟車去果個位啦。」阿炳反駁道：「咩MK仔MK妹呀，我地呢班旺角友好撚失禮你咩，不過你係
老細你話事啦，講到明呀而家係你請我地去，你出埋錢呀。」「你見唔見後面果班著到身光頸靚咁嘅
仔呀，你到時搵佢地出錢咪得囉。」 喺車上面，我望住憂心忡忡嘅阿秀，我問佢：「你知唔知我點
解要搞咁多嘢呀阿女。」佢搖搖頭，我答佢：「因為我見到你對住果件乜鬼Lindsay嘅時候，你眼中
流露出自卑，雖然你係唔夠佢地有錢，不過我覺得你叻女過佢地好多。陣間你就會明白，佢地雖然係
天生有錢，不過喺遇事果陣佢地就會暴露出柒頭皮本性。」無幾耐，幾架客貨van低左旺角一棟商業
大廈前。果個頭先要求要去啲無人認得嘅地方嘅哥哥仔走上前同我講：「James哥你果然無令我失望
呀下，去到旺角呢啲地方就一定撞唔到人啦，平時我地自己都少黎呀。」「你放心玩啦今晚，一定唔
會撞到任何人架啦，唔好講咁多啦，快啲上去啦。不過因為架lift細，你地分批上去啦。」我聽到其
中一個少爺仔話：「嘩架lift咁細又舊，會唔會上唔到去十幾樓架，痴線咩，好心都一係一百幾十萬
就換左架lift啦。」我努力忍住笑叫左佢地上去，阿秀臨上去前同我講話：「如果陣間有咩事，你都
記住拉阿Lindsay走呀，佢雖然係大小姐左啲，不過都係個好女仔黎。」我點一點頭後就撞左佢入lift
，上到去我真係忍唔住嘩左出聲，間所謂嘅樓上酒吧又細又嘈，周圍啲人都係text book
case嘅MK仔MK妹，佢地一見到班大小姐同少爺仔上到黎就立即起哄，而班富二佬亦都嚇到唔敢出
聲企左喺度，無幾耐我地就被安排坐左喺死角位度。不過話晒都係後生仔，再加上喺酒精催化之下，
班少爺仔好快就已經放膽走去撩隔離枱啲MK妹，而班大小姐亦都放膽敢去同班MK仔去玩。我呢一
刻個感覺就好似見到一班文明人同原始人第一次接觸，雙方都對對方充滿好奇，因此一開始大家都覺
得好興奮。但唔洗幾耐，由於雙方南轅北徹，好似佢地就會因為不同而產生磨擦都衝突，雖然班文明
人係已經開化左，但喺一個超出左佢地認知嘅地方，就算對方係原始人都好，佢地都叫做係佔盡主場
優勢。而喺呢一刻，其實我都分唔清佢地邊個係原始人邊個係文明人，正當我思考緊之際，我突然之
間聽到在場一個MK仔大叫話：「我忍住你好耐啦，你成晚纏住我條女算點呀。」 呢啲事真係相當老
套，不過亦都喺我意料之內，班有錢仔一定見到女就唔識死，無諗過呢度係人地地頭啦，而果條有錢
仔由於平時覺得自己大晒，加上覺得自己高對方一等，呢啲時候又點會向對方低頭呀。我呢啲時候梗
係火上加油啦，我同阿炳佢地一班人即時喺隔離叫囂：「挑講咁多把撚咩，打佢啦，唔係忍呀下。」
MK仔喺我地助與之下，即時發爛，拎起枱上骰盅一嘢就車埋有錢仔度，有錢仔當堂呆左。其實個M
K仔都唔係傻，佢選擇拎骰盅而唔係拎煙灰盅同爆樽就知佢都係志在攞下彩同嚇退對方，隔離班大小



姐見狀開始尖叫同想拎袋走，但基於場面開始混亂同得一兩架細lift，所以佢地一時間想走都走唔到
。原本同MK仔玩緊嘅Lindsay畀阿秀拉左黎我身邊，Lindsay嚇到眼泛淚光咁同我講：「你地快啲帶
我走啦，畀我daddy知我今晚黎左呢啲地方佢一定會打死我架。」我冷笑道：「Lindsay你唔係話要
好玩架咩，而家你朋友就黎嘗試到佢人生首次嘅爛仔交喎，唔夠好玩刺激咩？」Lindsay捉住我話：
「我唔玩啦，我要返屋企啦，你快啲帶我走啦，阿秀你幫手求下佢啦。」其實我都唔明，我又無攔住
佢唔畀佢走，佢做乜Q野要求我呢？我同佢講話：「畀你走都得，不過阿秀今日帶你出黎見識，你係
咪應該好好咁報答人呢。」Lindsay即時點頭同喺銀包拎左幾張五百蚊紙阿秀，點知阿秀唔肯收，同
佢講話：「我地係朋友黎唔洗講錢架，今晚嚇親你對唔住，我而家就帶你走啦，唔洗驚架。」呢個細
路女真係幾有骨氣同有情有義，我越黎越欣賞佢。



第七十五節

今日一返到公司，我見到Daisy同Evans之間好似有種說不出的曖昧，而且Daisy好似逃避緊Evans嘅
目光咁。而Daisy亦都無問到我點解喺個ball度突然消失，而且亦都無交代過自己嘅去向。我同佢就
好似好有默契咁無去提當晚嘅事，而事實上，我亦都唔知點解好似無乜興趣去知Daisy同Evans係咪
發生過啲乜。但我無興趣姐，有另一個人就睇黎相當在意，Miki留意到Evans同Daisy咁有古怪，就
走黎問我：「你同Daisy同Evans三個之間係咪發生左咩事？」「係呀，尋晚我同Evans飲大左兩杯之
後，情不自禁喺街上擁吻畀Daisy發現左呀。不過先旨聲明我唔係同性戀呀，我只係想要Evans
嘅肉體咋。」Miki用不屑眼光望一望我，之後話：「連我都估唔到你為左達到目的，真係連Daisy都
畀埋人都無所謂。」我冷笑回佢話：「係呀，由頭到尾我最在意都係你咋嘛，Daisy同左Evans一齊
咪仲好，咁咪無人阻住我同你囉。」雖然呢番說話我係講笑咁講，不過Miki聽完之後竟然有啲愕然
，比著平時佢通常都會對我呢啲說話嗤之以鼻，但今次佢竟然變到沉默，面上表情亦都相當難明。隔
左一陣佢同我講話：「之前咪話Evans因為之前啲事畀人知令佢處於劣勢，而且佢又無咩立過功所以
畀人睇低一線嘅，呢方面我其實諗左方法幫佢架啦。不過我想你應承我一樣嘢，我個計劃唔需要你幫
我手，不過我亦都唔想你到時阻止我？」我笑道：「你都short嘅，我點解會阻止你先？即刻除非你
個計劃係棟我架姐，如果真係棟我我就算而家應承左你，我到時為左自保都會阻你架。」Miki用一
隻手指點住我個咀示意我收聲，佢之後好此認真咁話：「你應承左我先啦，我從來都無求過你，不過
唯獨呢一次我想你應承我，得唔得？」由於佢突然嘅認真令我擔心起來，我一時間都唔知點反應，我
唯到好猥瑣咁講：「無話唔得架，不過你有求於我，係咪應該有啲表示先？不如咁啦，你應承同我上
床我咪應承你囉。」點知Miki依然認真，佢話：「只要你到時唔會阻住我，你想點都得。」講完之
後佢就轉身走左，留低無比驚訝嘅我。 正當我行返埋位果陣，我聽到文員輝行埋去Judy度問佢：「
有無著我送畀你套嘢呀Judy，應該好fit你架喎，你啲仔就正姐啦嘻嘻。」Judy企圖拉開話題：「阿
輝呀，頭先我send畀你個file你係咪print左？」阿輝淫笑住回答：「我係咪偏左？你又知我碌嘢係偏
左嘅？」正當Judy想發難之際，我行埋去搭住阿輝個膊頭話：「阿輝呀，講樣搞笑嘢你聽呀，聽聞
有啲人玩制服玩到好偏門架，食環署呀衛生幫辨呀果啲都可能有市場架。」Judy聽到之後面色即刻
一沉，阿輝聽完之後哈哈大笑話：「你係咪吹水呀，我都算咩都好架啦，我都未玩到咁偏門啦。」我
無出聲，只係向Judy投以不懷好意嘅目光，Judy即時起身，同我講話：「James，部水機無晒水，
我唔夠力搬，你可唔可以跟我去pantry換左桶水呀。」我微笑住點頭，之後同佢行到入pantry之後
佢捉住我問：「你知道啲咩？」「我早排經過間酒店嘅後門，見到個女人著住套清潔工人裝行出黎。
最有趣係佢除左同你用埋同一個手袋之外，仲要用埋同一個電話，連個電話Case都係一樣喎。我心
諗無理由架，你個電話case明明係搵人痴閃石上去架嘛，點解啲閃石pattern都可以係一模一樣架呢
。而果晚我又收到風你同莊生出去喎，咁我咪唯有斗膽作個假設囉，果個女人一定係另一個時空嘅你
。Judy姐你份人咁貞潔，點會立亂跟老細去開房呀，就算係開房都唔會著住套清潔工人裝咁神奇啦
。我果晚見到嘅如果唔係幻覺，就一定係平行世界黎嘅你啦。但我又奇怪喎，果個都唔係你，點解你
而家又咁緊張咁捉住我問呢？」Judy惡狠狠咁話：「你唔洗扮嘢啦，平時你都莊生雖然扮到唔識咁
，但你地成日都好似好有默契咁，我早就懷疑你地兩個一定別有內情。我畀佢玩單嘢一定係佢話你知
架啦？不過點都好，如果你唔爆我啲嘢，我都唔會話畀人知你係莊生啲人，你都唔想Valarie知道架
？」我搖搖頭笑道：「傻豬黎嘅，你鍾意咪同人講囉，我其實唔多care架。不過你唱完我之後唔怕我
會報仇就得，你仲有大把嘢喺我手上。」 阿油自從上次畀Miki公開發卡之後，今日係佢第一日再次
面對Miki。我好有興趣想知佢地嘅關係而家會變成點。所以阿油一返黎我就望實佢，佢返到黎嘅頭
一個鐘都係無出聲，只係自己埋頭整電腦。但過左個幾鐘之後，佢突然拎左個打火機出黎，唸唸有詞
咁跑埋去Miki度。仆你個街，收好人卡姐，阿油唔係玩到要燒死Miki呀嘛，正當我地所有人都嚇到
呆左。阿油拎左Miki送畀佢個銀包出黎，之後喺銀包入面拎出左佢同Miki嘅合照，之後喺Miki面前
一邊燒左幅相，一邊鬧阿Miki話：「你根本一直喺度利用我，你既然唔鍾意我又點解成日要畀啲sign
al我？你個賤人一定不得好死，你唔會有善終架，你除左會孤獨終老，你仲一定會落地獄架死賤人。
」喺呢個時候我諗都無諗就衝左埋去拉阿Miki跑出公司，我唔係因為驚阿油會對佢不利。而係我知



道頭先阿油點火果陣，自動灑水系統已經sense到，而過左唔係幾耐，公司亦都真係變左水鄉澤國，
而公司其他人都變晒落湯雞，公司所有嘢都濕晒。而當我回過神來嘅時候，我先諗起Daisy都仲喺公
司裡面，正當我驚緊一定畀佢怪責之時，我望返入公司，我發現佢同Evans原來頭先都唔喺公司度，
究竟佢地兩個去左邊呢？

 我呆呆地望住公司果幾張濕透了嘅辦公桌，同果班因為走避不及而濕透了的同事，我忍唔住大笑左
出聲。阿油坐左喺辦公室嘅一角，用怨恨眼神望住因為畀我拉走而安然無恙嘅Miki，相反Miki就用
同情嘅眼神望返阿油，因為大家都心知肚明阿油今次真係畀人炒硬。呢個時候頭先失蹤左嘅Evans同
Daisy，仲有剛上到黎嘅Sam姐一齊步入公司，佢地都畀眼前嘅情景嚇到呆左。我望向Daisy，我覺
得佢嘅驚慌唔係黎自眼前嘅情景，而係因為畀我知道左佢頭先同Evans一齊唔見左人。我知道我應該
上前質問佢，不過唔知點解我其實唔多想知佢地頭先搞過啲咩，我連小小妒忌嘅感覺都無。相反我好
有興趣知道阿油去到呢個moment，佢有無一絲後悔，又或者佢會唔會因為一無所有而想玩餐勁。S
am姐喺其他人口中粗略知道左咩事之後，就入左Kate姐間房，睇黎佢應該都係準備打返總公司話要
炒左阿油。而我呢個時候就打左畀莊神同佢講左頭先發生左咩事，佢聽到之後相當興奮，話陣間會上
黎現場親自睇下。阿油可能都預左自己一定畀人炒硬，佢突然企左起身，開始逐一向所有人開火。佢
首先行左去正喺度大聲抱怨緊阿油搞到佢全身濕晒嘅Valarie話：「收嗲啦八婆，成個公司心腸最惡
毒就係你。你估我地唔知，你為左上位咩衰嘢都做得出架啦，今次畀水淋你咪算係咁囉，你呢啲人應
該畀屎畀尿淋就啱啦。我而家都唔怕同你講，我地全公司都知道你件鬼佬係無錢架，你真係cheap過
啲賓賓呀，佢地起碼都有鬼佬養呀，你要養返個鬼佬，人地養鬼仔你就養鬼佬。」之後佢轉向呆左嘅
Judy話：「仲有你呀八婆，你都唔係好人黎架啦，日日打扮到鬼咁姣，我知呀，你根本係想引啲仔
黎溝你咋嘛。你條八婆嘅存在意義就係畀男人搞，你根本都唔當自己係人，我地喺背後都一樣唔當你
係人，我地當你條八婆係公廁咋。等你仲成日以為自己係上菜，我平時望多你兩眼你就黑晒面，食蕉
啦你。」 全場人都唔敢出聲，除左我喺度不斷大笑，我其實真係想忍笑營造一下緊張氣氛，但我一
見到阿油果幅激動樣，就不爭氣地笑左出黎。佢之後望左阿畸一眼，正當我都奇怪阿油同佢無仇無怨
，佢究竟可以鬧咩呢，點知阿油只係冷冷地講左一句：「挑，我到而家都唔知你係乜水，你係咪入錯
公司架其實，行開行開，唔好阻住我油哥發火呀。」聽到呢句之後，我笑到更加大聲，Daisy走埋黎
喺我耳邊想叫我收歛少少，但我無理佢，我繼續好似睇緊笑片咁放聲大笑。呢個時候，Evans行左埋
阿油度好似想阻止佢再講嘢咁，點知阿油好大力咁將Evans推開，之後惡狠狠咁話：「你死開啦二世
祖，我全間公司最憎就係你啦。得啦知你又靚仔又有錢讀書又多啦，你咁有錢仲學咩人返工姐，間公
司遲早都係你架啦。我最頂唔順就係你成日都扮晒好人咁，挑呢個年代仲邊有二世祖好似你咁成日都
企喺道德最高地扮聖人架，你而家又即刻撲出黎扮晒正義使者咁啦，你收皮啦，成日扮好人你自己唔
作嘔，我見到你都作嘔啦。你死開啦契弟，睇死你咪又係扮好人黎精神自慰。」阿輝畀阿油嘅霸氣震
懾住，又可能係佢濕完身後畀冷氣吹覺得涷，我見佢成個身都震晒，不過當阿油望住阿輝，可能佢地
兩個都係敗家犬，本住係同類，阿油無鬧到阿輝。我見狀就話：「喂阿油你有無搞錯呀，厚此薄彼喎
你，無理由放過阿輝架。仲有我呢，幾時輪到鬧我呀，我而家排緊幾號籌先，我好心急呀。」呢個時
候Sam姐喺房度行出黎，佢睇黎都聽到阿油喺出面大駡在場人士，佢可能唔想再刺激阿油，所以佢
好平靜地同阿油講：「唔好再嘈啦，睇你嘅表現你應該都好明白我一定唔會畀你留喺度架啦。不過平
時你工作表現到如果你肯自己辭職，我就唔會追究今日發生嘅所有事，你整濕左嘅嘢我都唔會叫你賠
錢，咁樣已經係我最大讓步架啦。」 呢個時候突然有一把聲話：「Sam呀，而家要請個信得過嘅IT
人都唔係話咁易架，而且佢又知道公司咁多嘢，你唔怕佢周圍同人講咩？」莊神應該一接到我電話就
趕到黎，而見佢喺呢個「中狀元救老圖，時間啱啱好」嘅時間行出黎，我就知佢一定已經黎左一陣，
等住喺呢一刻出黎救阿油。Sam姐見到係莊神親自出馬，佢都唔敢再講啲咩，佢只係好恭敬咁問：
「莊先生，咁你覺得應該點處置呢個同事好呢？佢無端端返返下工拎個打火機出黎，又整濕晒公司啲
嘢……」「佢拎打火機出黎燒嘢咋嘛，又唔係燒人，如果有同事生日，佢拎個打火機點蠟燭，唔通你
又炒左佢咩。至於啲嘢濕晒抹返乾囉，壞左咪拎去整囉。呢啲都係意外黎架姐，最多我親自畀錢賠啦
。」阿油估唔到莊神會突然出現留住佢，佢頭先仲豁出去鬧晒全場人士，所以佢一時間都唔知點反應
好，佢仲有啲尷尬。我即刻出聲話：「猶咩豫呀，高層都出聲留你一條賤命，你仲扮咩上菜姐，你仲



唔講多謝。」莊神揮手阻止阿油講落去，佢只係徑自好瀟晒咁行出公司門口，我望到喺佢走果陣，M
iki向莊神做左個口型同佢講多謝，而莊神亦都有點一點頭。



第七十六節

阿油喺經過尋日霸氣鬧爆全場，但又唔洗畀人炒之後，我感覺到佢喺某程度上係變左，不過佢當時無
可能從一個毒男一下子銳變到意氣風發咁啦。但係，佢的確喺有改變到少少。例如，平時佢返工果陣
都係通常都唔會同人打招呼，只會好似一隻老鼠咁樣自己靜靜地死返埋個位；但今日佢返工果陣，雖
然佢依舊係無同任何人打招呼，但相反，佢就喺差唔多遲到嘅時候先大搖大擺咁返黎，而且當時佢手
上左有個早餐喺度，佢就好似用行動去同大家講：「連Sam姐都炒我唔到，你班契弟恨唔到咁多架
啦，吹咩。」而平時佢對住Miki經常都係一臉死狗模樣，好似成日都怕激嬲Miki咁。但自從公開被
拒愛，再加上佢尋日當眾燒合照之後，佢好明白佢同Miki之間已經係無可能，因愛成恨嘅佢可以話
將反轉豬肚就係屎呢七個字完美演繹。當Miki因為唔小心整跌左阿油枱面嘅膠紙座嘅時候，其實如
果話係Miki唔小心就好似將個責任放左喺佢身上，因為正確來說係因為阿油哥將枱亂過亂葬岡，所
以其他人行過都經常會中伏，不過anyway，總之係因為Miki整跌左阿油個爛鬼膠紙座，阿油就即刻
變臉當眾發圍，佢起身指住Miki大鬧：「你係咪仲嫌玩我玩得唔夠勁，而家連我個膠紙座都唔肯放
過呀。唉如果你係就一次過啦，呢啲仲有啲筆筒呀folder呀，你不如一次過掃晒落地踩爛晒佢地啦，
反正係平時都係咁踐踏我果顆破碎嘅心同尊嚴架啦，唔爭在啦，不如你拎起埋呢支螺絲批插死我啦，
我個心都死左架啦。」呢個時候我當然忍唔住插咀話：」喂螺絲批隊唔死你喎阿油，我不同落去買定
把生果刀放喺你枱面啦，就算Miki唔插死你，都方便你自己割脈呀嘛。」可惜阿油到左而家依然唔
會對我發火，唔知係佢仲以為我會賣毒男去中東，定佢將我同輝當埋係佢同類呀，總之阿油除左成日
當眾怪罪Miki玩弄佢感情之外，佢都係只會各Evan、Judy同Valarie發火。

 

由於尋日啲電腦差唔多全部報銷，而莊神亦都好慷慨咁即刻幫全公司換過晒新機之後。作為始作俑者
，同本身IT專員嘅阿油。照理應該盡快set好晒啲新機，但阿油自從無被人炒之後，佢好似變得越黎
越放肆。當Judy因為上唔到網，死死地氣要向阿油求救之後，阿油竟然變得大膽起黎，反過黎質問J
udy話：「Judy你咁趕住上網做咩，你部blackberry都收到email嘅喎，如果你係上喺工作時間上Fac
ebook或者上去果啲友緣人識男仔的話，經據公司規定我有權block左你唔畀你上果啲網架喎。你精
嘅話就唔好再催我，如果唔係我block到你咩網都上唔到，等你好似喺大陸上緊網架。」Judy雖然係
好嬲，不過奈何阿油講嘅嘢又好似係揸正黎做，都可以話係不無道理，所以佢都只可以敢怒不敢言。
阿油作為一個死毒男，佢連反面反得陰濕過人，我真係諗唔到佢會用剝奪人上網嘅自由黎滿足權力慾
。我有理由相信，呢啲死毒男就算有朝一日做到forum嘅CEO，睇死佢都會亂咁bam人。阿油唔只
係一個毒男，佢仲足實地呈現將佢體內嘅中國人DNA，佢不單止反轉豬肚就係屎，而且只要有小小
權力都會用黎剝削人地嘅自由，我雖然從來都無將阿油視作一個威脅，不過佢呢啲小人性格有時都真
係幾令我心寒。而阿輝自從見到阿油都起黎反抗之後，連佢都好似被感染到，佢好似都不甘再做地底
泥，所以當Judy被阿油公開欺凌之後，佢都即時加把咀話：「係啦，之前有啲人扮虛偽咁指責我返
工時間上叫雞網睇女，挑，果啲人自己咪又係上網做免費雞等男人去搵佢。阿油今次我撐硬你呀，一
於block晒全公司啲電腦囉。我最多未放左工先上網搵囡囡，我無所謂呀，最緊要全公司都一樣返工
唔好做私事呀。」我返工好多時都要上網調劑下，如果真係畀佢地兩條死廢柴令到我地公司被困喺網
絡長城之中，我一定會悶死。所以呢個時候我忍唔住出聲指責佢地兩個話：「你兩隻畜牲同我收嗲啦
，我呢啲熱愛自由嘅人一定同你地反抗到底呀。你地試下亂黎呀，我一定同你地死過呀。」由於阿油
以為我真係人口販子，阿輝又知我係莊神愛將，所以我一出聲之後佢地兩個即將收皮。

 

Daisy今日迫我同佢出去食晏，當時我地來回都要前後腳啦。成餐飯佢都好似預備定我會問佢同Evan
s尋日去左邊，但我又故意唔去問。其實我真係唔多想知佢地發生左咩事，唔係因為我想逃避現實，



而係我真係唔多在意。而Daisy又好似有啲怪責我唔連問都唔問，好似毫不關心佢咁，所以成餐飯我
地都無乜出過聲，都只係默默咁去食呢餐飯咁。我其實留意到佢喺食飯期間不斷有人whatsapp佢，
而佢亦都三番四次故意喺我面前覆人whatsapp，好似想試探我幾時會出聲。不過當時我已經將心思
放左去揣摩尋日Miki講嘅嘢，咩叫我唔好阻佢又乜又物咁。我始終覺得Miki唔係一個無矢放的嘅人
，佢咁講得，一定係有佢嘅原因。不過奈何我始終參透唔到佢呢番說話有咩深意。就係咁，我同Dai
sy嘅距離由呢餐飯開始，將會拉得越黎越遠。



第七十七節

「唔好話我唔提你，時間無多架啦，你再唔諗下計就玩完架啦。」喺我面前，莊神一路咬著雪茄一路
輕描淡寫咁同我講，的確結果係點都好其實都對佢無咩影響。佢從來在意嘅，就只係過程有無趣。「
你夜媽媽叫我黎觀塘搵你？唔係為左同我講阿媽係女人掛？」「唔洗咁心急喎小畜牲，逐樣逐樣黎。
首先我想問你做咩果晚喺ball度不辭而別，你有無尊重過我呢個師父架？」我搖搖頭話：「你又黎啦
，明知我答案係咩都仲要問，師父你係咪已經開始腦退化啦。不過果晚我走係因為我撞到我上次同你
提過，好有潛質果個小妹妹呀。」佢即刻好激動咁問我：「你做咩唔畀我見佢呀畜牲。」我心入面嘅
答案係，如果畀阿莊神見左，容乜易又多個無知少女成為呢隻色途老馬嘅甜品呀，不過我口果句係：
「咁你老婆呀，你啲生意partner呀商界朋友呀都喺晒度，唔係咁好意思拉走你嘅。況且我地之後去
啲地方唔啱你架師父，好多細蚊仔迫埋一齊架，有啲咩事要走人，我驚你畀人撞親條腰骨頂唔到呀，
你睇我幾有你心呀師父。」莊神無理我講啲咩，佢好心急咁打左畀Robin話：「喂你快啲揸架車過黎
，我陣間有撻地方同條畜牲去呀。」我喺隔離一臉不解咁問：「咩呀？我地夜媽媽仲去邊呀？」莊神
好緊張咁話：「我唔理你呀，你而家快啲打畀果個妹妹仔，呢啲咁有趣嘅人你點可以收埋呀，拿拿臨
約佢出黎啦。」「下？人地仲係小妹妹黎，你夜媽媽叫人出黎見我地兩個麻甩佬？師父你有無諗清楚
呀？」「你慌而家啲小朋友會早訓咩，佢地平時自己出去玩都唔止呢個時間啦下話。況且有我呢啲喺
社會有頭有面嘅人睇實佢，佢父母應該放心先啱。唔好講咁多廢話啦，我地快啲起程啦。」其實我認
為，正正係因為社會充斥住莊神呢類人，啲家長先會咁唔放心囉。我本身都唔知阿秀住邊，不過上次
喺同佢喺旺角樓上酒吧走左之後，我送佢返屋企，所以我而家連佢住邊棟樓咩室都知道左，我知我阻
唔到莊神，我唯有帶佢去啦。

 

喺車上面Robin細細聲問坐喺佢隔離嘅我：「究竟你又喺邊度搵左啲咩人返黎，搞到莊生咁興奮咁？
係咪女仔黎？」我壓低把聲答佢：「喂小姐你唔好講到我好似係扯皮條咁喎，我唔係話介意做扯皮條
，只不過做扯皮條係有錢收架，但我無收過錢好似做義工咁。不過你放心啦，雖然果個係女仔，不過
都仲係一個中學都未畢業嘅小妹妹黎，而且佢係正經人家黎。我知你想講咩，你想話即係唔似得我個
妹咁生性放蕩呀嘛。」Robin努力忍笑咁話：「拿唔係我講架，係你自己講架咋。」我喺倒後鏡度買
住坐喺後座嘅莊生，佢好入神咁睇緊個美市走向，我識佢咁耐都係第一次見佢做正經嘢。Robin好似
留意到我神色有異，所以同我講：「你唔好睇莊生平時成日玩世不恭咁，但當佢認真做嘢果陣，你就
會明白佢點解搵到咁多錢，佢嘅分析力真係世間少有架。」Robin不愧為莊神嘅頭號fan屎，咩世間
少有真係誇張。不過我諗莊神有錢得黎又咁鍾意花時間做埋啲無聊嘢，就可能真係世間少有啦。我都
唔明點解佢唔可以好似普通有錢人咁玩下名錶呀，飲下靚酒度日算，係要搞埋啲咩人類行為觀察者，
真係痴線。唔經唔覺，我地就到左阿秀住嘅果條屋村，聽阿秀講佢由細到大都係喺公屋成長，父母又
喺附近開鋪，所以佢可以話係一個不折不扣嘅草根少女。由於我先前已經whatsapp左同阿秀講莊神
會殺到黎，所以佢一早已經企左喺停車處度等我地。莊神一向都唔係果啲會介意人出身嘅人，佢眼中
只有兩類人，就係有趣同唔有趣。佢一落車就走去同阿秀握手，阿秀畀佢呢個舉動嚇到手都震埋。莊
神第一句就話：「阿秀妹妹下話？我叫阿John，我聽過好多你嘅嘢，放心我無惡意嘅，相反你可以
當我係獎學金，只要你喺我門下肯努力學嘢，我可以經濟援助你，等你可以放心上大學。」我忍唔住
插咀道：「嘩師父，你連學生資助辦事處果份都撈埋？唔爭在你做埋社署，向我發放埋綜援，再唔係
你可以做埋房署畀屋我住架。」

 

我真係無諗過，莊神會就咁殺上阿秀屋企度。剛剛收鋪返黎嘅阿秀雙親，一開始見到我地都呆左，佢
爸爸仲好激動以為阿秀做錯左啲咩事惹麻煩上門。不過當莊神唔知喺邊度拎左啲參茸海味出黎之後，



佢地態度就180度轉變，笑得相當開心。不過莊神唔知係有意定無意，佢無表明過來意。而阿秀嘅阿
媽好快就自作聰明地將我理解為搞大左佢個女個肚嘅廢柴富二代，莊神就係黎幫我補鑊嘅老豆。佢一
黎就笑晒口咁話：「你地都見啦，我地湊大幾個仔女，好辛苦架，特別係阿秀係大女，我地真係重點
養育佢架。不過唔緊要啦，女生外向，佢始終都要嫁人架啦。你地後生仔情投意合就得架啦，不過喺
禮金方面我地唔多唔少都要收返啲。」阿秀想開口解釋，不過畀我阻止左。莊神二話不說地拎左張支
票出黎，我雖然睇唔清楚價碼係幾多，不過當阿秀個老母收到之後，佢難掩笑意，而阿秀老豆望到之
後都立刻點頭。莊神呢個時候先講話：「如果兩位都同意嘅話，你地嘅千金由今日開始就係我嘅學生
，而佢學成之後都會係我嘅僱員黎。你地放心啦，我一定會將佢培育成才。」講完之後，佢就拉走左
阿秀，剩低左一臉驚訝，呆左望住我嘅阿秀父母。我呢個時候先話：「唔係我誇口呀，如果我做你地
女婿嘅話，你地就會知道咩係家門不幸架啦，而家你地應該感恩先啱。」



第七十八節

由於Kate姐就走，再加上基於近排公司氣氛變得有啲尷尬，Evans喺今日晏晝約晒全公司嘅人一齊請
Kate姐飲茶。我聽到呢個提議忍唔住問Evans：「喂上次咪搞左個party囉，而家又要請佢飲茶，佢
都係唔做姐，佢唔係身患絕症不久於世呀嘛，要唔要由頭七食到尾七咁呀大哥。」佢一臉無辜咁望住
我，的確以佢黎講佢剩係搞到呢類小學生活動。我無左追問落去，不過以而家嘅氣氛，格硬要坐埋一
齊飲茶未仲尷尬。好不容易捱到去食晏時間，由於Evans哥竟然唔識醒水地book定位，所以我自動
請纓早啲走左去攞位，而Daisy亦都跟埋我一齊去。喺去酒樓嘅途中，Daisy主動拖住我隻手，而我
亦都好自然地畀佢拖住，但我地中途都無講過一句嘢。其實我地已經十一點半去到酒樓度等位，呢啲
時間一般打工仔應該都仲未放lunch，而飲早茶嘅人應該都食完走左人。但唔知點解當我地一去到，
依然係有好多阿公阿婆阿伯阿嬸坐左喺度吹水睇報紙，唔肯走人。我細心留意過，班阿公阿婆應該係
好有組織地拎晒香港咁多份免費報紙，之後圍埋交換睇。酒樓經理對我地愛理不理，因為我講到明唔
會食佢地啲午市套餐，所以佢同我講如果要攞大枱就靠自己啦。由於我當時正苦於唔知對住Daisy講
咩好，我唯有叫Daisy喺出面等我一陣，我攞到張大枱就會叫佢入黎，借詞同佢分開下。我走到去一
張有幾個阿伯阿婆坐左去撘枱嘅大枱處坐低，我一黎到就對住佢地講：「公公婆婆你地好呀，我係平
安鐘推廣大使呀。你地聽下我講先，我賣嘅平安鐘同你地平時見開果啲好唔同，呢個平安鐘本身真係
一個鐘黎，但因為我地為左幾個魔法師幫個鐘開光，所以可以保你地平安。平安鐘有埋wi-fi同藍牙
功能，而且仲支援高清，方便你地睇鐘呀。而家平安鐘仲要有埋鬧鐘功能，雖然你地都無乜嘢搞唔使
准時起身，不過都叫勝在有多過功能呀嘛，而且個鐘而家特惠期內，只係需要一千八百八十八蚊……
」就算班老人家好得閒，不過對於呢啲銷售技倆佢地都顯得好反感，好快佢地就自動鳥獸散。

 

一如我所料，餐茶大家都飲得好尷尬。全枱人都無乜講野，只係密密地食嘢，坐喺我身邊嘅阿油不斷
拎部iPad唔知搞啲咩，但間唔中佢啲手指又好似抽筋咁，仲唸唸有詞，好似鬼上身定發羊吊咁。我
細細聲問佢：「喂阿油哥，我要唔要夾你中指呀？你喺度搞咩呀？」阿油話：「你唔好打斷我思路好
唔好，我而家用緊珠心算計數呀。尋日莊生佢睇中左我喺電腦方面嘅才能，叫我幫佢寫個程式呀。」
阿油大慨以為同我講左莊神搵佢做嘢之後，我會好好奇同對佢另眼相看，點知我只係冷冷地話：「咁
你都唔好飲茶果陣搞呀，我同你同枱，我好介意畀人以為我係你啲同類黎架大哥。」阿油不屑地話：
「我而家有咩所謂姐，我以前就話要為左條仆街女人隱藏本性姐，我而家怕咩呀。」講完佢望住Mik
i，之後好大聲咁話：「係呀我係話緊你呀仆街女人，一直當我係狗咁，我而家有人賞識呀，他朝我
飛黃騰達果陣，我一定騎晒喺你地班人渣上面呀。」阿油呢啲死毒男真係好有趣，食轉豬肚後啲屎比
常人臭好多倍。Miki雖然係一臉無奈，但佢無出聲反駁阿油。文員輝就好開心咁話：「阿油哥，你
第日富貴左出人頭地果陣記得睇住細佬呀，你都知我平時尋開心果陣洗費好大架啦，你記住到時要睇
住我呀。」阿油唔知係咪見無人反駁佢，再加上覺得自己有莊神照住，佢好大聲咁話：「到我第日發
左達，你唔洗再玩北姑啦，玩埋呢枱啲死港女都仲得呀。」Evans忍唔住話：「你好啦下，唔該你尊
重下啲女同事。」阿油即刻好大反應咁反擊：「食蕉啦粉腸，如果你唔係含住金鎖匙出世，你而家有
鬼資格同我大大聲講嘢咩，收聲啦廢柴二世祖。」見到呢刻嘅阿油，我喺心入面再次暗地裡提醒自己
，真係唔好得罪毒男呀。

 

Valarie見到Evans畀人窮追猛打，佢雖然好想加把口，不過佢都明白佢只要一開聲，阿油一定會連佢
都攻擊埋，所以佢只係選擇笑。不過我為左幫手轉移視線，我拎左個大包畀Valarie，之後問佢話：
「Valarie姐，聽聞幾十年前啲酒樓好興賣大包，你後生果陣係咪成日有得食架？不過你而家就唔同
啦，唔食中國嘢走去食洋腸，雖然話你食開果條都係cheap嘢黎。」Valarie無視我拎畀佢嘅大包同



我嘅說話，選擇唔理我，阿畸喺隔離話：「畀人漠視慘過畀人歧視，Val姐你呢次係高招喎，唔出聲
等阿James哥都無從入手。」我只係志在轉移視線，其實我攻擊邊個都無所謂，我即刻講句：「喂阿
唔知乜水，畀人漠視嘅感覺，你應該就最清楚啦，呢番說話由你把口講真係好Q有說服力架姐。」呢
個時候，本身係主角嘅Kate姐終於忍唔住話：「夠啦你地，可唔可以出少陣聲呀，我黎緊都無乜機
會再見你地架啦，你地自己好自為之啦。」講完之後，佢就拎左個手袋轉身走左。係喎，真係佢唔出
聲我都唔記得，今日嘅主角原來係佢喎。」



第七十九節

今日一返到公司，突然唔見左Miki。而且我見到Sam姐、Kate姐、仲有Evans都一臉神色凝重，正當
我想問Evans係咪發生左啲咩事之際，佢欲言又止咁，話現階段咩都唔講得住。正當我想發作鬧佢之
時，我突然之間諗起Miki之前話過咩會做嘢，但叫我唔好阻止佢。我心覺不妙，即刻打畀佢，但可
惜打左好多次畀佢都無人聽電話。我雖然唔知道發生左啲咩事，不過以佢嘅性格，佢肯定係唔知為E
vans做左啲驚天動地嘅犧牲啦，仲唔畀我知得，唉。接住落黎，大家都好似心知喺Miki身上發生左
啲事，但公司入面無人敢就Miki嘅突然失蹤過問半句，除左阿油。阿油好開心咁話：「咁咪好囉，
佢自己都知醜走人，唔洗我日日見住佢篤眼篤鼻。其實我都算係咁啦，畀佢玩得咁勁都剩係對佢單單
打打，呢個女人真係正賤人黎架
。」一邊嘅文員輝即刻搭咀話：「係啦，呢啲死港女覺得自己生得靚，就當我地呢啲人係狗咁。佢如
果唔好彩出生喺大佬，睇死佢咪又係要去骨場雞場度做，有幾咁巴閉姐。到時咪又係畀我地呢班公子
大爺上到去，畀幾舊水佢咩都做齊啦。」我無心情同呢兩個loser講嘢，不過聽到佢地咁講，又一次
令我覺得咩最毒婦人心真係得啖笑，講惡毒呢班死毒男真係最惡毒。今朝唔知點解，就連Daisy都故
意逃避我咁，我直覺上佢都係其中一個知情人士，不過我無向佢探聽。因為我相信要講佢自然會講，
呢啲嘢我係迫唔到佢。由於直覺上覺得Miki身陷險境，但又被蒙在鼓裡咩都做唔到令我非常焦燥。
我完全專心唔到去做嘢，我成朝都只係不停喺度猜想究竟係發生左啲咩事。可能我嘅擔心同焦燥真係
擺晒上面啦，成朝都無人夠膽行埋我個位度同我傾計。而每當我望向Evans之際，佢都擺出一副歉疚
嘅表情，感覺上佢好似做左啲好對唔住我嘅事，但佢又唔可以講出口同我交代。去到臨食晏果陣，我
終於忍唔住請左半日事假，我喺連向Daisy交代半聲都無嘅情況下，打算踩上門搵Miki。

但其實既然Miki而家係有心避開我，我又點有可能會搵到佢呀。我嘗試過去問莊神佢究竟知唔知發
生咩事，但佢只係講左句：「身為人類行為觀察者，如果你有咩想知道，你好應該自己觀察出黎，你
問我我都唔會答你
架。」喺呢一刻，我突然覺得好無助，我身邊嘅人好似無一個會幫到我手咁，我一向慣左獨來獨往，
唔鍾意靠人，但呢刻嘅孤立無援感覺真係令我覺得有啲傷心。我相信Miki呢一刻應該同我有同感，
雖然唔知佢發生左啲咩事，但我相信佢而家都應該喺度孤軍作戰緊，佢連向我求助都唔得，又仲可以
搵到啲咩人幫手呢。呢個時候，阿秀妹妹突然打左畀我，問我：「James哥，聽聞你而家好苦惱喎。
」我呢一刻連同任何人講嘢嘅心情都欠奉，我只係想求其敷衍佢幾句盡早收線，但阿秀妹妹突然講左
句話：「John叔叔叫我向你轉告一句說話，佢叫你唔好高估自己咩都攬晒上身，佢話人地下定決心
做嘅嘢，已經係有相當程度嘅覺悟，所以佢叫你都係唔好諗咁多去自尋苦惱，同叫你唔好越界去干涉
人地嘅行為喎，佢話你要做嘅嘢係觀察別人嘅行為，而唔係干涉。」我聽到呢度真係忍唔住講左幾句
粗口，莊神你自己鍾意故弄玄虛扮高手呢啲就留返自己擔當啦，仲教壞埋啲小妹妹，我同阿秀講：「
雖然莊神係畀左啲錢你父母，不過就唔代表你要咩都聽晒佢話架。佢平時如果成日騷擾你，你可以即
管報警架，你唔洗屈服喺佢嘅淫威之下架喎。唔洗驚，到時我一定會出庭幫你頂證佢架。」佢只係喺
度傻笑唔識應我，不過由於我心情真係太過差，所以我無同佢講落去就收左線。我而家幾乎肯定Mik
i一定係做左啲不可挽回嘅事去幫Evans。而根據目前形勢去睇，當大家都心知Evans無做過啲咩功積
去上位。如果Evans呢一刻揭發到公司同事啲咩，班大嘅一定會對佢另眼相看。再加上如果而家Evan
s咁有心要上位去得到Daisy嘅歡心，如果畀佢知道左Miki曾經做過啲咩去損害公司，佢未必會念舊
情放過Miki一馬。相反，佢份人又咁有原則，就算報Miki串都可以係大義滅情，唔會違背佢嘅正義
，一念及此，我就明白莊神借阿秀把口同我講果番說話嘅意思。



第八十節

今日一返到公司，見到枱頭貼左張memo，張memo上面寫明Miki
因為涉嫌利用他人身份，喺公司帳目上出術，所以已經即時被解僱，而且公司仲會保留向佢追究刑事
責任。雖然我尋日已經有預感，件事會演變到呢個地步，不過親眼證實呢件事，我都覺得相當震撼。
呢個時候，雙眼通紅嘅阿油走埋黎同我講：「其實明明係Judy個臭西出術架嘛，我唔明Miki點解要
咁傻幫佢頂罪。我原本都以為自己好憎佢，見到佢而家折墮會好開心……不過唔知點解，見到佢有難
，我覺得好心痛。」「咁既然你覺得心痛，你又知道真相，咁點解你又唔出聲幫佢？」阿油突然一臉
認真咁同我講：「我知道你一向都睇我唔起，當我傻條咁玩，不過我其實唔係真係咁無腦架。我同你
一樣，都係知道佢咁做一定有佢嘅原因，所以先選擇默默睇住佢受苦都唔出聲，我相信如果可以你都
會出聲，你無自己想像中咁衰格。」我冷笑一聲話：「咁你又誤會左我啦，我又唔係你條死毒男，對
佢痴心一片，佢變成點都唔關我事。我個人好自私架，對我無好處嘅嘢我係絕對唔會做。所以Miki
而家搞到咁都係佢自己攞黎，得罪講句，關我撚事咩。你話係唔係啦……」阿油無言地行開左，第二
個走埋黎嘅人，係Judy，佢走黎向我耳語問：「我唔知你做左啲咩，令Miki會幫我頂左罪，不過既
然你一直遵守諾言無爆我出黎，我諗我要向你講聲多謝。至於Miki，我應承你佢之後有咩事我會盡
力幫佢，不過你地真係我大恩人黎。」我依舊冷冷地道：「你係咪老到慒左呀阿嬸，我咁憎你，我點
會幫你呀。不過就算我真係幫左你，我都唔會悕罕你啲所謂謝意囉。你呢啲賤人，眼白白睇住一個唔
識嘅人幫你頂罪，你都仲可以咁厚面皮走黎講咩多謝呀感激呀，你係有人性就應該去講清楚啦。至於
Miki點解要幫你，我唔知，亦都唔關我事。你無需要多謝我，我亦都對你完全無興趣，你死開啦。
我怕同你講多兩句嘢都唔知會惹埋啲咩病返黎呀公廁姐。」

 

我真係唔明，點解張memo一出，個個都要走埋黎同我講嘢，第三個走埋黎同我講嘢嘅人，係Valari
e，佢好緊張咁話：「你地都搞到Miki出苦肉計啦，你地已經贏晒啦，我咩都輸晒啦，我唔玩啦，你
地可唔可以交返我阿婆出黎呀？」我呢一刻心情已經差到無得再差，明明我最大嘅敵人喺呢一刻竟然
走黎投降，我諗畀著平時我一定會好開心，乘機對對方百般侮辱。不過呢一刻，我發覺我腦海只係記
掛住Miki嘅安危，我望左Valarie一眼，之後同佢講話：「我唔知你講咩苦肉計，你同我講我唔玩啦
做乜？我又唔係賣錶嘅，你要搵阿婆去老人院搵啦好唔好？我而家已經好煩，唔想再見到你呢啲咁厭
惡嘅生物呀。」佢忽有有所悟地話：「去老人院搵？即係你地收埋左佢喺老人院？我明啦，既然你而
家都話得畀我知佢喺老人院，不如你話埋畀我知佢喺邊頭啦，我而家無得升職，我地之間無衝突架啦
，你不如話埋畀我知佢喺邊區嘅老人院，我地大家當係和解啦好唔好？」我估唔到我亂講一句，Val
arie竟然都會覺得係我畀緊提示佢，佢真係當我好似啲漫畫入面啲奸角咁，會專登畀啲提示等個主角
可以救人咩，佢都痴痴地線，不過我見到佢咁著急，我雖然呢一刻心情係好差，不過都忍唔住答左佢
一句：「你阿婆咁老，應該就快歸西啦。」而佢又好似以為我意有所指，一路喃喃自語話：「西邊？
唔同係港島西，定係荃灣西…」一邊行開左，不過估唔到連Valarie都睇得出Miki係做苦肉計畀Evans
上位，我呢一刻不禁懷疑，Evans係舉報Miki嘅一刻，會唔會都知道Miki其實係因為想畀佢上位而自
己受苦？我一諗到呢度，就覺得有啲心寒，我決定親自問Evans，佢究竟同Miki之間發生過啲咩。Ev
ans過左無耐都終於返到公司，當佢見到我果陣，我覺得佢嘅眼神有啲閃縮，好似做錯事咁，我忍唔
住一手將佢拉左去公司下面條後巷，問過明白。

 

「係，我的確喺呢件事上有暪過你，不過係暪你係因為知道你一定會阻止我，而且我亦的而且確係有
事對你唔住。不過我覺得今次我無做錯，Miki係我朋友，不過佢做錯事，我為左公司利益，我唔可
以縱容佢。」我心入面暗抒一口氣，我好驚Evans會同我講，佢明知道Miki係無辜，但佢為左升職都



由得佢死。不過我又唔明白，佢點解會覺得有嘢對我唔住，我無出聲，等佢繼續講：「當日係我無意
中發現到你本小器薄喺我枱面，我先會喺入面發現到Miki嘅罪行。我無驚你同意睇你啲嘢係我錯，
不過我唔同你，我知道左呢啲嘢之後，我唔會包庇佢。」唔洗講，果本所謂小器薄係Miki偽造出黎
放喺Evans枱面，唉，Miki竟然連小器薄都用埋，我真係有啲佩服佢做傻事嘅決心，Evans繼續講：
「我其實都有考慮過，掙扎過，所以果日你見到我同Daisy返返工行左出公司，因為我果陣係私下問
佢嘅意見。Daisy同我講話我應該堅守自己嘅價值觀，如果覺得Miki係有錯，我就唔可以姑息佢，就
算佢係我朋友都唔可以。」我呢一刻先真正感到震驚，我估唔到Daisy竟然會叫Evans做阿Miki，以
我認識嘅Daisy，佢唔應該會鼓勵Evans做阿Miki掛，點解佢會咁講？我到左呢一刻，先真正覺得有
啲頭暈眼花，我真係接受唔到Daisy竟然會叫Evans報Miki串，雖然我係叫過佢鼓勵Evans要博上位，
但如果上位代價係要Miki受難的話，Daisy點可以鼓勵Evans去做架。我覺得我嘅世界，我嘅認知，
好似慢慢喺度崩潰咁。Evans誤以為我係嬲佢偷睇左我本小器薄，同暪住我舉報Miki而嬲到面都青埋
，佢好擔心咁上前同我講話：「James對唔住呀，你唔好咁嬲啦。」我強顏歡笑地答佢：「傻豬黎，
我寫到落小器薄，即係我都預左有一日會報Miki串啦，不過而家畀左你用咋嘛，但你個傻仔都叫用
得其所，我開心都黎唔切啦。」講完之後我就打發佢走，不過佢臨走之前都堅持地同我講話：「我做
呢件事，完全係為公司利益，我真係無諗過上唔上位。」我雖然信佢，不過都不禁感到好難過，而且
我亦唔知我可以點面對Daisy。



第八十一節

我鼓起勇氣問Daisy，點解佢要慫恿Evans去篤Miki出黎，點知換黎嘅係佢淚流滿面，力竭聲嘶地反
過黎指責我話：「我只不過係跟住你嘅意思去做姐，再者Miki之前都再三請求我要喺呢件事上幫佢
手。點解反過來會係我變左衰人，你根本剩係關心Miki，既然你無信過我，亦都唔關心我嘅感受，
不如我地分手啦。」我分唔清佢究竟係出於幫我呀，定係因為妒忌Miki而去做呢件事，我亦都無打
算向Miki求證佢係咪真係搵過Daisy幫手，既然事已至此，每個人都求仁得仁，出發點係咩其實都唔
太重要。而我呢一刻面對嘅問題，就係決定挽唔挽留提出分手嘅Daisy，我唔係唔鍾意佢，不過一諗
起今後，我都唔會再信任佢，我就決定畀佢離開。我一直任佢鬧我，鬧我唔緊張佢呀，唔關心佢呀，
甚至係指責我根本無鍾意過佢，我一直無還過半句口，直至佢鬧到攰，唔理我離開左，我都無出過半
句聲。我拎左部電話出黎，whatapps話畀Evans聽，機會黎啦飛雲，而家Daisy好唔開心呀，佢要乘
虛而入而家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Evans之後追問我同Daisy究竟發生左咩事，但我只係話畀佢知不
要問只要信，Evans都算係個好仔黎，而且而家佢又肯上進做返個人，咪符合晒Daisy想要嘅要求囉
，佢地兩個其實好應該喺埋一齊呀我覺得，咪當我提早送份升職禮物畀阿Evans賀下佢，連女朋友都
送埋，我呢個朋友算唔話得啦掛。一念及此我又喺度諗，我送左份咁厚禮畀Evans，直頭連佢老竇都
無對佢咁好啦，我係咪應該問佢拎返份回禮呢？不過到左呢一刻，我根本唔知自己仲有咩想要，我一
直搞咁多嘢都係唔想畀班八婆上位，而畀我嘅兄弟上位姐，我而家都目的已達啦，我唔係應該開心架
咩？不過一諗起前途未明，衰啲講句直頭係生死未卜嘅Miki，我就笑唔到出黎。我相信有莊神喺度
，佢唔會畀Miki要坐監，但係佢為左成全自己愛嘅人不惜行到呢步，仲要之後佢都會畀佢最愛嘅人
當係犯，其實值唔值得呢？

 

呢個時候，Valarie打電話黎，我一聽電話就喊晒咁話：「我求你畀返個阿婆我啦，我已經搵晒九龍
西，港島西，新界西嘅老人院都搵唔到佢。」係喎，仲有佢個阿婆喎，我忍唔住笑笑口答佢話：「你
份人咁西，我以為你已經搵到佢一家團聚，不過剩係掛住向西邊搵，你有無諗過佢可能喺西貢或者西
灣河咁呢？」佢聽到我咁答之後，好緊張咁話：「西貢，你地唔會收埋佢喺越南個西貢掛？」我無佢
咁好戲，講左句：「你上google map慢慢開個street
view搵下佢啦，我無收埋過佢，我Q知佢喺邊咩。」講完就忍唔住收左佢線，我其實都唔知Taylor幾
時先會玩完佢阿婆，我亦都無乜興趣再理佢嘅死活。我而家唯一想知嘅就係Miki嘅下落，其實我呢
幾日都有不斷去搵佢，不過偏尋不獲。其實我隱約地覺得係莊神幫助Miki匿埋左，而且我亦都肯定
係莊神專登要同我作對，唔畀我搵到Miki。不過就算知道Miki至小而家安然無恙，我都忍唔住擔心
同著急。既然搵極都搵唔到，我唯有返去自己屋企度再作打算。點知我一返到去屋企，就見到莊神坐
左喺張梳化度，而我個妹亦好親熱地餵緊佢食提子。佢地見到我不單無感到尷尬，而且莊神仲示意叫
我行埋去。不過由於我一見到佢呢條死老嘢就無名火起，我無望向佢，問我個妹話：「同你做左咁多
年兄妹都唔知你咁有善心，會去老人院做義工，而且仲見佢行將就木，帶返黎我地屋企畀佢感受下家
庭溫暖。不過如果佢就黎唔得你就好拿拿臨帶佢去返醫院畀佢善終啦，我唔想有人死喺度呀，好影響
樓價架嘛。」莊神聽到我咁講不單唔嬲，仲哈哈大笑咁話：「你都就黎三十歲架啦，仲好似個小朋友
咁，我知你嬲我一直將你蒙在鼓裡呀嘛。」我忍唔住反駁話：「阿師父，即係任何人話我幼稚都得，
不過由你把口講真係未免太諷刺啦掛，唔好話我就黎三十歲呀，你就黎死都仲係咁幼稚啦。」莊神依
然笑容滿面，佢好從容咁話：「不過不同在於我喺三十歲時雖然幼稚，不過都已經叫有啲成就呀，唔
似你咁仲係一事無成。不過我今日上黎唔係要教訓你，反而係要讚下你。」

 

我其實真係無心情同佢糾纏落去，我冷冷地同佢講：「你上黎讚我？多謝你呀，真係辛苦你啦。既然



咁辛苦你，不如你早啲返去休息啦，你太夜返去老人院，一陣嘈親其他院友呀。」佢睇黎今日心情真
係非常好，我無論點鬧佢佢都係笑笑口，而我個妹亦一直無出聲，只係一臉陶醉地服侍佢。佢喺飲左
啖我妹手上嘅不知名cocktail之後，同我講話：「唔洗我讚唔緊要呀，不過我其實都有獎賞架，你一
直咁努力去搞咁多嘢，去到呢一刻都算係將Evans推左上位，咁我都叫完成左對佢老竇嘅承諾呀。而
且最近又搵到個阿秀黎娛樂我，你呢個徒弟都算係合格架啦。你放心啦，我唔會待薄你架喎。」「唔
需要同我講咁多廢話啦師父，你都知我喺呢一刻剩係關心一件事。」莊神故作無知咁話：「我點知你
而家關心咩事，而且你又點知我會有答案呢？」「唔好同我黎呢一套啦，Miki而家究竟點？」莊神
哈哈大笑，而我個妹亦喺一旁陪笑，我要好努力控制自己，先忍到唔走上前打佢一身。佢邊笑邊話：
「做錯嘢嘅人，就梗係受緊懲罰啦，不過我又唔係警察，又唔係法官，我真係答唔到你而家點，或者
之後會點。」睇黎莊神係唔打算畀答案我，雖然佢把口係咁講，不過我知道佢點會睇住Miki唔會畀
佢有事，但唔知點解我心中暗地覺得，Miki佢唔會想再見到我，佢會一直匿埋，呢一世都唔畀我見
到。



第八十二節

其實我都而家都唔明，點解啲人每次有咩不願意嘅事，都鍾意借酒消愁。我認因為Miki生死未明，
我的確感到好困擾，但我都唔打算而飲酒黎麻醉自己。相反，我決定將自己嘅憂鬱，發洩喺他人身上
。之前喺認識阿愁嘅時候，我無意中得知果件唔知叫咩名嘅物體阿畸，因為暗戀果個快餐店男經理，
而成日走去食早餐。雖然阿畸聲稱自己係因為想睇到大結局而留喺公司，但我相信就算到左而家大局
已定啦，佢都係會賴死唔走，因為佢仲未溝到果條仔。喺今日個朝早，我決定做一場即興短劇，黎將
呢一段未萌芽嘅愛情抹殺。我之前專登一晚無訓，雖然唔多唔少係因為我擔心Miki所以訓得唔好，
但我要營造到我好似好憔悴，就黎精神崩潰咁。經過一夜無眠，我雙眼滿佈血絲地行左入老麥，我感
覺到身邊嘅人都應該注意到我嘅異樣，所以都不自覺地行開。我一行到埋counter，就無視周圍嘅人
大聲講：「乜你地呢度除左有賣雞之外，仲會將人地老婆當係雞架咩？」幾個貌似仲讀緊中學，黎打
暑期工賺外快嘅細蚊仔，見到我咁情緒激動，顯得不知所措，佢地唯有請佢地炸間暑餅嘅經理埋黎，
果位令阿畸心動嘅靚仔好有禮貌咁問我：「先生我有咩幫到你呀？」我好大聲咁話：「我點敢仲要你
幫呀，你都已經幫我搞到我老婆欲仙欲死，唔識返屋企啦。你幫我老婆咁多，我仲點好意思要你幫呀
？我得條jer架咋，你唔係連jer都識幫我含呀下？」佢當然一臉大惑不解地問我：「先生我諗你誤會
左啦，我係教徒黎，唔會進行婚前性行為，更何況我都無女朋友……」「嘩你為左甩身，當住面扮青
頭仔？你都算高手啦，唔怪得我女朋友畀你呃得咁透啦……」隔離一個收銀妹妹話：「先生，你頭先
又話係老婆，點解而家又係女朋友。你如果再喺度搞事，我會報警架。」聽到佢篤爆我，我其實都差
啲忍唔住笑，不過我都係要繼續發惡話：「阿女你咁有正義感又咁有偵探頭腦，去參加少年警訊仲好
啦，黎做老麥把鬼咩。」個女仔好細聲話：「痴線，做少年警訊無錢架。」

 

果位一臉驚惶嘅經理，把聲都震埋咁話：「先生，你信唔信都好，我真係無搞過你太太，我而家連女
朋友都無。後面仲有其他客人架，不如你而家走先，搞清楚先再返黎啦。」其實當時仲係清晨五點，
後面得一個阿伯同阿婆喺度，個阿伯好開心咁話：「唔阻呀，我可以等下，你地不如搞清楚件事先啦
，我睇埋你地解決件事先食早餐都唔遲，反正我陣間都無嘢做。」而另外一個阿婆都拍晒手掌咁讚好
，果位經理見到勢色唔對，再哀求我話：「你信我啦，我無搞過你老婆呀，我咁大個仔都剩係同過初
戀情人上床咋，我信左教之後都無再同人上床啦，點會搞過你老婆姐。你會唔會係認錯另一個經理呀
，另一個都同我一樣好高架，不過可能佢有時有戴眼鏡，有時又無所以你唔認得佢姐。」我好惡咁大
聲喝佢話：「你係咪當我傻架，你唔好同我黎呢一套啦，我肯定係你搞我老婆架啦。你知唔知我係邊
個呀，如果你知道我係邊個，你一定會後悔當日點解要同我老婆性交呀。我同你講，我癲起上黎，我
都唔知自己會做咩架。」果位經理已經被我嚇到差啲想喊咁，佢嘅聲音開始哽咽起黎話：「咁我真係
無做過呀嘛，我真係好耐都無扑過嘢呀，我都想扑嘢呀先生，不過教會啲牧師叫我唔好扑嘢，你估我
真係唔想扑嘢咩，我不知幾想，我連發夢都想呀，我好想扑嘢呀，但我又真係好耐都無扑過啦。我忍
左好耐，我連頭先見到企喺果邊個中學妹烏低身炸暑條，個pat形現晒出黎果陣都硬晒呀，大家係男
人你應該都明啦，我真係無呃你呀先生，我好耐無扑過嘢呀，早排阿高皓正仲連飛機都叫我地唔好打
，我就黎谷到爆啦。」見到佢呢番情急下的自白，隔離果位咁有正義感嘅妹妹，突然聽到自己竟然係
靚仔經理嘅發情對象時，即刻面色蒼白。而果位經理亦都好似想喊咁，我見到此情此境，本身竟然鬱
結同愁緒之心，不禁豁然開朗起黎，睇黎都係時候要完左呢一個趣劇。

 

我喺電話度搵左我之前偷影阿畸果幅相出黎，遞畀經理睇，之後問佢：「你答我，你真係無同個呢個
女人搞嘢？」佢望左好耐，之後大叫出黎話：「我認得佢，呢個女人日日黎買早餐架嘛，仲要一個人
分開幾次買幾個餐，不過我除左喺serve佢果陣同佢講過嘢之外，我地之間無其他交流架啦。」果件



不知名生物真係慘，估不到就算有人認得佢都好，都係因為佢嘅怪異行為。我好努力地忍住笑咁話：
「咁好呀，你地其他人答我，我老婆係咪成日剩係黎買早餐，同呢個谷精靚仔係咪真係無路。」果位
得知自己係經理發情對象後，嚇到應該唔敢再去炸薯條嘅小妹妹聲細細聲話：「我唔知呀，不過佢又
真係成日黎買嘢食，同成日都望住阿經理，不過我而家都唔敢講經理會做出啲咩呀，我以為佢係好人
黎，又幾靚仔，但估唔到佢成日都敢望我。」個經理好驚咁話：「我雖然係會有性慾，不過先生係老
婆咁樣衰……唔係，我意思係我對你老婆呢type無興趣呀。我真係無同佢講過嘢架，先生你信我啦。
」我聽完佢呢個答案之後，就好滿意地轉身走左，我心情的確開朗左，而且我亦都好期待當阿畸再黎
食野果陣，老麥啲人會點對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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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返到公司，Kate姐終於離開左。而佢原本間房，亦都有人上黎進行簡單嘅佈置，預備畀Evans搬
入去坐。輸家Valarie據聞已準備結婚為由，突然向公司請左個大假。Miki同Evans嘅位，據聞會好快
請新人黎頂替。不過公司一時間少左兩個人，的確係靜左好多，而且感覺上我亦覺得眼前嘅境象好陌
生，而且亦都有啲悲涼。雖然我嘅目的已達，我應該心滿意足至係，但唔知點解，我喺呢個環境逗留
多一分鐘，我就覺得我人生虛耗多一分鐘。由於經過之前咁多事，再加上我同Daisy已經分手，周圍
嘅人再次同我形同陌路，我亦都唔多想同佢地講嘢。原本因為終於受到賞識而意氣風發左一下子嘅阿
油，亦都因為Miki搞成咁，而變回一個沉默嘅毒男。而阿輝由於無人陪佢一齊癲幫佢壯膽，所以佢
喺一眾女同事面前又變回一隻死狗。成朝我都係自己一個坐喺個位度沉思，無同過任何人講嘢。我開
始喺度思索我嘅去向，我嘅未來。我相信如果留喺度繼續賴死，我會因為有Evans照住而扶搖直上，
但我如果係恨上位嘅話，我一早自己上左位啦，仲洗益Evans呢條二世祖咩。但如果唔留喺度，我又
可以做啲咩呢？我有諗過向莊神尋求意見，但我又唔想畀佢得戚覺得我要求教佢。但我呢一刻又真係
好迷茫，根本唔知做啲乜好。由於百無了賴，我拎返我果本久違了嘅小器簿出黎翻閱，我發覺關於公
司入面嘅人和事，對呢一刻嘅我已經唔重要。如果我再留喺度，我嘅小器簿都唔會再有咩嘢好寫，我
突然覺得好驚，我好怕有一我連小器簿都唔會再用到，我嘅人生亦會變得如其他人一般無聊。正當我
望住本小器簿驚到手都震埋嘅時候，我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我突然地發覺，我一直都係捉到鹿
唔識脫角。小器薄呢個劃時代偉大慨念，都係時候要畀世人認識到。雖然呢一刻我仲未有咩idea點
進行，不過我起碼清楚知道，我嘅未來仲有希望，仲會有其他可能性。

 

Evans一朝早都係忙住指點人去佈置佢間房，而Daisy就好似女主人咁喺隔離畀意見。見到此情此景
，我不禁聯想到佢地就好似佈置緊新房咁，如果佢地照咁樣發展落去，其實都幾好呀。呢個時候，久
遠了嘅Sam姐突然又喺公司出現，唔講都唔記得佢星期一係有習慣會上黎開下會，不過咁多人都唔
喺度，仲開乜鬼嘢會呀。佢一上到黎，就用眼神示意叫我跟佢入會議室，不過我由於無乜心情，所以
故作睇唔到唔理佢。佢過左一陣之後，死死地氣親自走埋黎請我入去傾下計。我初初都唔肯，到佢講
埋唔該之後，我先跟佢入去。一入到去之後佢好緊張咁問我話：「Valarie果陣有我把柄喺手，你應
承會幫我解決，而家Evans都升埋職啦，但你好似都無同我交代過，究竟件事搞成點呀？」搞成點？
我根本就無左回事，嚴格黎講，我連Sam姐嘅存在都完全忘記左，更何況啲枝節嘢。不過我呢一刻
已經豁左出去，我直接答佢話：「Sorry喎，我已經無左件事啦，乜我有應承過你咩？不過有都無用
呀，因為呢我患左一個怪病叫信口開河病，醫生話暫時無藥醫架。你唔信我應承你下次我畀張醫生證
明你睇呀。不過就正如我所講我有信口開河病，所以就算我而家應承左你，都未必會真係畀張醫生證
明你睇架，係咪好神奇呢？」佢勃然大怒地拍枱話：「你唔好唔記得你一早寫定張辭職信架，你而家
呃我，我一樣可以幫你畀封信去人事部。」我聳一聳肩，一臉不在乎地話：「你要公報私仇，我都吹
你唔脹。不過又係嘅，如果唔係你一開始公私不分，你都唔會有把柄揸喺人地手啦。」佢見我喺度耍
無賴，無晒我乎，頹然地坐下話：「而家你就目的已達，但我就成世都有把柄喺佢手，你就梗係唔c
are啦。」我突然靈機一觸，諗起同樣地Valarie都仲有把柄喺我手，佢個阿婆都而家都仲未搵得返。
而我為左我光明嘅未來，我又的確需要啲錢去實現大計，一念及此，我知道我應該點做啦。我不禁對
自己嘅聰明才智感到沾沾自喜，我望住Sam姐問佢話：「正所謂有錢洗得鬼推磨，睇你都知你咩都
無，錢就大把架啦。而家香港同性婚姻又未合法，你都未洗擺酒之類架啦，只要你畀啲甜頭我，我保
證幫你解決啦。我個病其實有得醫架，只要有錢嘅話，我就唔會信口開河架啦。」

 

你可以怪責我墜落，竟然去到要要脅人畀錢我。不過換個角度睇，呢個社會財富分佈咁不公，我呢啲



咁有夢想又有承擔嘅年青人，想做啲嘢去貢獻社會都唔得，而Sam姐呢類老屎忽就正正係霸住晒啲
社會資源。我而家都算係劫富濟貧呀，講真為成大業，手段呢啲嘢有時真係唔可以太講究嘅，我都叫
做係自食其力呀。正當我準備聯絡Taylor準備叫佢配合我之時，Evans突然恰熟狗頭咁行埋黎，搭住
我膊頭話：「你一直以黎咁幫助我，我而家終於可以大展拳腳，努力去貢獻社會啦都係多得你咋。」
「係呀，無我你真係無今日架二世祖，咁你想點報答我呀，係咪而家即刻已身相許，想同我入廁所執
返劑呀？咁好似係我益你而唔係你益我喎。」「唔係呀，我爸爸都好apperciate你嘅努力，佢話只要
你一直幫我睇住我，佢都唔會待薄你。」果然薑是老的辣，阿uncle話咁快已經吩咐個仔，留住我做
佢地兩父子嘅忠犬，呢啲咪高手囉。我不置可否地笑一笑，之後轉移話題反問佢：「你而家就威啦，
事業愛情兩得意啦，睇頭先Daisy表情，你應該得米啦。巴閉啦而家，過黎向我示威咁話啦。」佢一
聽到我咁講，即刻面都紅晒支支吾吾咁，我無理佢就轉身走左，睇黎佢地應該都真係可以好好發展落
去啦。



第八十四節

「我絕對唔承認我係一個罪犯，因為嚴格黎講，我並無直接勒索Sam姐。我只係分別透過幫Valarie
搵返個阿婆，但幫Sam姐取回被Valarie揸住嘅痛腳，而得到Sam姐嘅酬金。所以我認為我係做緊好
事，不過我唔同其他虛偽嘅道德人士，我施恩係望報咁解姐。而且我仲有崇高遠大嘅理想，要將小器
簿呢個可以幫到咁多人嘅系統推廣至全球。唔好講其他人，你咪一樣係靠偷我橋去幫Evans上位。」
我望住突然出現喺我間房嘅Miki，面不紅氣不喘地向佢解釋我點解突然會多左筆錢。而呢個失蹤左
幾日，我以為呢一世都唔會再見返佢嘅女人，好似無事發生咁突然出現喺我屋企。我有過衝動想鬧佢
，又或者想呵護下佢，不過喺呢一刻突然見到佢，我心底其實異常激動，我好努力按捺住自己，唔追
問落去。良久之後佢同我講：「其實你都知道我已經做完我返香港想做嘅嘢。」我忍唔住大聲答佢：
「你唔係好似啲十九電視劇咁，做完呢啲嘢之後就一走了之，去外國批薯仔呀開餐館呀養下牛呀咁？
Come on
Miki，可唔可以唔好咁老套先。」Miki面帶微笑咁問我：「就算我係去外國又點？關你咩事，你做
咩要咁緊張呀，我本身都係喺外國讀書返黎架啦，我其實都唔多鍾意香港嘅生活節奏，我之前留喺香
港嘅理由，都係為左Evans咋嘛。而家大功告成，我如果要走又有咩問題。」我口硬住咁話：「即係
唔係話我想你留低，不過呢，我覺得你仲咁後生。唔應該搞掂左一件小事，就用呢啲死而無憾，可以
收得山嘅態度同我講嘢囉。你睇下我幾咁上進，捧完Evans上位之後，已經立定志向啦。我呢啲年青
人真係好值得你呢啲無知女人學習架。」Miki搖搖頭話：「你咪當我嘅志向係想過平靜生活囉，我
而家真係諗唔到留喺香港仲有咩意義。」我心底非常焦急，我好想留住佢，但又唔知可以點留住佢，
我見佢好似想起身走，我諗都無諗就上前拉住佢，之後好大聲咁講：「我想你留喺度幫我。」

 

佢無畀我嚇親，依舊微笑住咁望我，我口疾疾，面都紅埋咁話：「咁……咁之前我同你多次交手，都
覺得你喺女人黎講，都算係一個人才呀。而家我James哥就畀個機會你跟我學嘢，我同你講呀，機會
難得呀。你估我咁易畀人同我共事架，我呢啲做大事嘅人好揀擇架。拿你一開始就幫我執下頭執下尾
，斟下茶服侍下我先，好過你返到去美國on
QQ咁鬼早退休呀。」Miki笑笑口咁話：「睇黎你似係想娶我，多過想我幫你喎。」「你呢啲女人真
係呀，一黎就講埋咩娶呀嫁呀果啲，咁鬼恨有人要。不過我好抵得諗架，而家你做住我奴婢，服侍得
我高高興興，老爺我咪納你做妾囉。」Miki都忍唔住笑得好大聲話：「你份人都幾奇怪，我從來都
無講過我要走，我只係話如果咋嘛，你就已經咁緊張。放心喎，我仲未走住架，我今次上黎係聽聞有
人好擔心我，所以先黎睇下果個傻佬咋嘛。原來佢真係傻架喎，我一黎到已經自己幻想左咁多嘢出黎
。」我惱羞成怒咁將佢推左落我張床，之後話：「我係傻架，我無自制能力架，你而家自己自投羅網
，唔怪得人架。我而家就要你做我嘅人，到時上到庭我都係同個官自辯話你明知我係傻，都要上黎引
誘我。」今次到Miki嚇親同面姐，佢推開我之後話：「乜你咁矛架，名份都未畀我就要我做你嘅人
。唔玩啦，不過你放心啦，我唔會走住架。如果你真係有心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我都會支持你嘅。
但我同你講呀，唔准三分鐘熱度，你係男人黎架，要有啲志向同目標架。係呢，你係咪打算會離開公
司架啦？我諗你都唔會想做電燈膽阻住你嘅前女友同你嘅好朋友架啦。」原本慾火焚身嘅我，聽到M
iki突然提起呢個問題，就好似畀人一盤冷水淋落你咁，我頹然地道：「Evans同Daisy就算喺我面前
造愛我都唔會care啦，不過我係唔知而家離開Evans嘅話，佢條廢柴會唔會搞唔掂姐，你知你個男神
架啦。你啲咁假嘅大話佢都會信以為真，慒到咁，我怕佢好快又會畀Valarie一個反擊收佢皮呀。我
係無咩所謂呀，不過你付出左咁多先令佢有今日，我唔想令你心血付之一炬咋。」

 

我嘅答案令雙方都陷入左沉默，我地大家都知道，我而家未係時候走，但我個已經唔喺公司度。我知



道Miki呢一刻比我更加矛盾，我信佢係真心想我可以做返自己想做嘅事，但又唔怕佢果個一生中最
愛會搞唔掂。所以話Evans呢啲超齡港孩真係好麻煩，都成幾十歲人啦，都好似無自理能力咁。我喺
送Miki走嘅時候，不斷喺度暗自思索，我幫佢幫得幾耐呢？或者我係應該及早抽身，等佢自己可以
早啲自立唔洗靠人，去到Miki屋企門口之際，佢突然搶左我個電話，拎黎send左個message畀所有
同事，大意係話我要辭職。我如果想搶返部電話的話當然可以搶到啦，但唔知點解，我竟然企左喺度
，任由佢拎黎send出呢個message，可能我其實都好高興，同好感激佢幫我下呢個決定。既然總有
一日要放手，其實早定遲都只係時間問題。



第八十五節

當年大學畢業，我好好彩，我幾乎無經過過搵工階段，就直接有嘢做。所以我幾乎係未試過失業，所
以我今日一起身，都覺得有啲唔習慣，無嘢做咪即係無糧出？雖然我手頭上係有筆Sam姐畀我嘅錢
，但我硬係覺得欠缺實感。我望一望我部電話，我發覺尋晚Miki幫我send出個message之後，Evan
s就好似癲左咁不斷打畀我同whatsapp我，唉，仲煩過啲女呀。不過一諗起女，我就諗起尋晚表面
上好似應承左會幫我嘅Miki，我突然覺得有啲心甜，所以又忍唔住打畀佢想搵佢。點知打左十幾二
十次，佢個電話都係唔通。不過我都仲係覺得佢應該係電話無電，又仲訓緊所以先打唔通姐。我一行
出廳，發覺間屋空無一人，係喎，今日仲係平日，我個妹應該返緊工，屋企剩返我都係好正常。我望
一望個鐘，搞左咁耐都仲係十一點幾，食早餐又嫌遲，去食晏又嫌太早，原來失業嘅時間，係過得咁
慢。由於太過百無了賴，我又未有動力去計劃我嘅推廣小器簿大計，所以我決定搵一個比我更加得閒
嘅人去打發時間。果個人唔洗講，就係果件有錢阿叔莊神。但佢竟然學人擺款，我不論打畀佢秘書，
打畀Robin甚至打去佢最憎人打畀佢嘅直線電話，都搵佢唔到。我嬲嬲地決定直接踩上佢觀塘果個爛
鬼單位度搵佢，不過我一上到去，就剩得阿秀一個人喺度埋頭睇書，而阿秀睇緊本書，就叫李天命的
乜乜乜乜，後面果幾隻字我無用心睇，因為一見到係李天命我就知應該係啲風水野呀流年運程呀之類
。見狀我就問阿秀：「嘩莊神係咪見而家睇風水有前途，隨時做到大富豪所以叫你睇埋呢啲書呀？你
幾時生日呀阿囡，我送個羅更畀你呀，羅更唔洗識睇架，我之前都聽聞有個出名風水師連羅更都拎錯
呀……」阿秀擰擰頭話：「James哥，睇風水果個叫楊天命，李天命係哲學家黎，同呢本書唔係莊神
叫我睇架，我見等你等得悶，自己拎黎睇咋嘛。」我無視自己搞錯左嘅瘀皮事，直接反問佢：「你等
我？你大我咋下，莊神咁醒會算到我今日黎搵佢？」

 

阿秀點一點頭話：「我今朝一起身，就見到佢吩咐我上黎等你門。佢話自己有啲事會行開下先，晏啲
先返黎，叫我招呼住你先喎。」雖然我心底裡有啲佩服莊神又捉到我路，不過我都係口硬地話：「挑
，都唔知阿秀你係咪近得果條老嘢多，學埋佢啲衰嘢呀。」阿秀無同我爭論，繼續埋首睇書，呢個小
妹妹真係相當好學，睇黎佢他日應該真係會成為大器。我暗地覺得自己都算係做左一件好事，阿秀呢
個窮家少女有機會跟到莊神呢啲有錢佬學嘢，機會真係算難得。我喺莊神個公司度來回踱步，一邊喺
度諗如果我要自立門戶，好唔好喺莊神個單位附近租個細單位呢？反正呢度工廠區租平，而且我又成
日可以走黎莊神呢個豪裝辦公室度打發下時間，話唔定佢仲會良心發現，真係傳授我一啲對做生意有
用嘅嘢呢。我決定喺莊神返黎之後，就問下佢喺附近會唔會仲有啲單位可以平租畀我。過左一陣，莊
神終於返左黎，佢一見到我就不懷好意地望住我問：「我呢度唔係勞工署喎，你失業唔係應該忙住搵
工咩？你係咪諗住我呢度會請人清潔所以上黎應徵呀。」「唔係呀，我諗住去應徵做善終看護員，去
照顧啲臨死嘅病人，咪諗住上黎實習下先囉，你話晒都有返咁上下年紀呀，都叫行將就木呀，拎你黎
實習就最啱架啦。」佢依然帶住不懷好意嘅笑容望住我，我畀佢望得好唔舒服，原本仲串咀緊嘅我，
唔知點解有啲心寒，直覺話畀我知一定係發生左啲嘢，令佢咁期待我將會有咩反應，我望一望佢身後
嘅Robin，但Robin刻意迴避我眼神，好似恐防我會喺佢身上搵到啲咩蛛絲馬跡咁，我即時衝前左兩
步，質問莊神：「你地頭先去左邊？係咪發生左啲嘢係關我事嘅。」莊神聳一聳肩地反問我：「我點
知呀，你連辭職都無事先通知我，我又點會知你啲事呀哈哈。我頭先去左邊，應該同你無乜關係嘅，
不過當中都涉及過叫做你識嘅人，我都姑且話畀你知啦。我頭先去左送機呀，你估下我頭先係送邊個
機？不過估中無獎呀。」

 

我心頭立刻涼了一截，因為我已經知道個答案。果個人就係我今朝想搵又一直都打唔通佢電話嘅Mik
i。但佢明明同我講，佢唔會走架？但事實已經擺在眼前，係我太傻，無諗過佢有講大話嘅可能。之



前莊神老婆都告誡過我，我永遠都覺得自己講大話好叻，好識呃人。但我無為意過，大把人比我更精
於此道，而一直都表現得比我更聰明，更深謀遠慮嘅Miki，就好明顯係比我更識得講大話，而我亦
都畀佢呃到透。佢尋晚嘅出現，根本係想了結佢喺香港最後嘅掛牽，佢怕我會搵左幫佢輔助Evans，
會一直留喺公司度一事無成，所以佢諗走都要代我解決左呢個問題。佢知道我一定會出盡法寶黎留佢
，所以佢選擇呃我，等我無機會去攔截佢。莊神擺阿秀喺度唔係想招呼我，相反佢係幫Miki分散我
嘅注意力，等我將心思放喺等莊神度，而無再搵佢。估唔到我又再一次輸左畀Miki，諗到呢度，我
不禁苦笑。我原本以為莊神會恥笑我戇居，笑我一剎那變左雙失，工又無女又無。但唔知係咪佢突然
搵返個良心呢，佢臉上個不懷好意嘅笑容消失左，相反佢有啲驚惶咁話：「拿唔係我有心唔畀你搵M
iki架，不過係佢要求要我幫手留住你，等佢可以走得安心，你知我一向都欣賞Miki呢個女仔，佢走
左我都覺得好可惜，原本我仲打算重用佢。」我不發一言理開左莊神嘅基地，原本雄心壯志，諗住可
以喺Miki幫助之下大展拳腳嘅我，一下子跌左落谷底。原來之前我有預感會永遠都見唔到Miki，竟
然係真。



第八十六節

我考慮左好耐，究竟應該幾時返去公司到拎返走自己啲嘢，同應唔應該同Evans作正式交代，但最後
我都係決定逃避解釋，我唔想見到Evans呢個大男人對住我喊苦喊忽。所以我選擇，襯佢地收晒工無
晒人嘅時候，先返去公司度執拾細軟。我由五點幾開始一直喺公司樓下等，因為我要確認Evans同Da
isy走左之後，先返公司執嘢。直到差唔多七點，我終於見到Evans同Daisy一齊行出黎，雖然佢地仲
未有啲咩親密舉動，但本人作為一名人類行為觀察者，單單從佢地散發出黎嘅氣場，我已經知道佢地
發展應該尚算順利。我嘅不辭而別，應該會成為Daisy安慰Evans嘅契機，相信因為咁佢地嘅發展會
更加瞬速。其實我都算係Evans嘅大恩人，位又幫佢上埋，女又幫佢鋪埋路，我開始喺度諗除左小器
簿之外，我係咪應該開本人情簿，詳細記低自己幫過咩人，留待他日我有需要果陣好收返啲人情債。
係目睹Evans同Daisy離開之後，我就去食個晚餐，諗住食完晚餐之後，公司應該咩人都走晒啦掛。
點知喺我終於上到公司果陣，竟然有一個人仲未走。而果個人，就係正忙於對住Judy個杯瘋狂自瀆
嘅文員輝。佢見到有人入黎果陣，即刻驚到跌左個杯落地，但當佢見到係我果陣，佢就執返起個杯繼
續進行佢嘅大事，完全無因為我在場而停手。佢只係淡淡地講左句：「你見我而家忙緊架啦，你等我
一陣先啦，我搞完再黎搵你。」我怕佢嘅體液陣間會淺到我身上，所以我立即返埋自己個位唔敢打擾
佢。過左一兩分鐘之後，阿輝就一臉滿足行埋黎同我傾計，由於佢未洗手，所以我唔係太想同佢行得
太近。不過阿輝好神態自若咁拉左張櫈坐埋黎，一啲都無對自己嘅行動感到羞恥，佢閒話家常咁問我
：「點呀James哥，突然之間劈炮唔撈，係咪出面有咩好路數先。不過你又真係好神化嘅，推到你老
友上左位之後，明明而家係你地世界架啦，但你又走黎辭職，係咪有咩好路數先，係就預埋我啦Jam
es哥，我實好好服侍你架喎。」

 

「服侍我？我知阿輝哥你喺手淫方面好有心得，不過呢啲粗重嘢我自己做返就ok架啦，你咁好手勢
都係留返你自己嘆就ok啦。」「不過呢幾日公司真係靜過靈堂呀，你又唔喺度，Miki又唔喺度，Val
arie又請埋假去搞婚禮。」「你有無去過靈堂架輝哥，靈堂一啲都唔靜架喎。不過出黎做嘢係咁人浮
於事架啦，我唔係有好路數呀，不過近掛我悟左道，所以先唔想再留喺公司虛耕人生咋。」阿輝無再
理我，同我虛應幾句就離開公司。我喺收拾自己啲嘢果陣，先發覺原來我都無乜放過咩私人嘢喺公司
，我原本準備左個大紙箱去執嘢，點知我根本無乜嘢放入去。或者由始至終，我都無真正屬於過呢一
度，我一早已經認定自己只係過客一名，留到Evans上左位先走，根本就已經遠超我預期。喺離開公
司果陣，我以為自己會對呢度有一絲留戀，但去到呢一刻，我發覺我連對Valarie
Judy佢地嘅恨意都消減左，我無後悔過不求回報地搞咁多嘢，我亦唔覺得自己有浪費過時間，不過
我只係驚訝自己原來對呢間公司係無乜強烈嘅感覺。我一路打算喺同呢間公司道別之後，我就會正式
開始我嘅小器簿生意，但Miki嘅突然離開，令我開始頓失動力咁。我諗喺開始任何嘢之前，我都應
該要放自己一個假期去洗滌一下心靈先。自從我尋日喺莊神度不辭而別之後，阿秀就不斷地搵我，好
似驚我會睇唔開去自殺咁，連Robin都有問我想唔想知Miki去左邊，要唔要搵佢。但我無回應過佢地
，因為連我自己都唔知我係咪應該去搵Miki，而搵到佢之後又點呢？既然呢一刻我人生無晒方向，
我就打算讓自己繼續迷失，我唔認為人一定要時時刻刻都有目標，既然人有權積極過活，我都有權消
極地頹廢下先姐。

 

唔知點解，我行下行下就去返Miki屋企樓下，我明知佢唔會再出現，不過我都係忍唔住坐低左，呆
呆地自己沉思。呢個時候，我發現喺不遠處有一個熟悉嘅人影坐左喺度，果個人就係阿油。雖然佢之
前好似發左癲咁不斷針對Miki，但當Miki喺佢眼前消失之後，佢應該再次發覺自己最愛嘅依然係佢
。佢見到我之後走埋黎問我：「你喺度做咩？」我唔係好想應佢，所以想起身離開，點知佢已經坐低



左開始講：「我雖然同Miki有緣無份，不過都仲係會擔心佢安危，我黎係想知佢好唔好安姐，點知
我黎左幾日都係見佢唔到。如果你知道佢嘅近況，可唔可以話畀我知等我了左件心事？」我見到阿油
少數地咁認真問我，所以我亦都少有地認真答佢：「以我所知，佢應該唔喺香港架啦，不過我諗佢都
算係安好嘅。」阿油聽到之後鬆左一口氣：「即係連你都溝唔到佢啦，好彩姐，你唔洗扮嘢啦，一睇
就知你都係鍾意佢啦。我一直都喺度諗，我比你有才華，人品又好過你，我無理由會輸畀你姐，而家
咪好囉，我地大家都輸晒。係呢，你辭左職有咩撈呀？係咪專心賣毒男去中東呀？不如預埋我一份啦
，我講真架，我今時唔同往日啦，你睇下連莊生都搵我幫佢寫程式就知啦。」我忽發其想，如果我個
小器系統，搵阿油幫我再寫過嘅話，係咪可以出APP賺錢呢？而家啲人抄人隻game出APP都可以賺
幾百個，上晒報做成功人士架嘛。而家我自創喎，話唔定我就可以做香港Steve
Jobs啦，諗到呢度，我又覺得我或者唔應該放假住。



第八十七節

我尋晚一向阿油提出不如合作搞APP賺錢，佢就立即將Miki嘅事拋諸腦後，好興奮咁多謝我，話我終
於發現到佢嘅才能。其實我又點忍心同佢講，佢係我識嘅人之中，唯一可以算係精於電腦嘅人。我同
阿油約左喺今日放工之後傾下，咁我晏晝做咩好呢？作為一個雙失仔，工又無女又無，了無牽掛做咩
都得。因此我就襯機去左漫畫節度觀察一下人類，順便向其他程式發展商取經。去到會展門口，我發
覺好多人大排長龍，正當我打算排隊之際，我發現到我身邊有個拎住相機嘅毒男，一臉自信地行左去
另一個入口。而佢喺行去果個入口果陣，不時回頭用高高在上嘅眼神望向排緊隊嘅我地，面露鄙視。
我好好奇佢究竟係咩身份，點解可以用另一個入口，唔通係因為佢年年都洗一萬幾千去買啲咸濕動畫
女figure呀攬枕呀，令佢成為VIP？由於太有趣，我不禁跟住佢行，行行下我發現原來佢係使用傳媒
入口入去，就更加好奇，究竟佢係屬於咩傳媒機構架呢？說時遲那時快，有一名保安行出黎攔住佢，
代我問佢呢個咁有趣嘅問題。當佢被問及身份之時，佢冷笑左一聲，之後喺袋中拎左張卡片出黎話：
「我就係網上人氣Blogger兼YouTuber樂少啦，你睇下我生得咁似余文樂都應該估到我身份啦，乜
你唔上網架？」該名保安一臉為難：「但係我地要先登記左記者證，先生你有無記者證呀？」呢位我
睇極都唔覺佢似余文樂嘅樂少頓時惱羞成怒，大喝一句：「我個樣就係記者證，你即係睇少我地網上
media姐，我唔想同你呢啲咁低級嘅人交涉呀，你再唔行開，信唔信我影低你個樣放上我個blog呀
啦，到時我果十幾萬fans一定唔會放過你呀。」呢個時候一位生得都頗為清秀嘅女子行左埋黎，示意
叫保安哥哥行開，之後同阿樂少講：「唔好意思，我係大會公關，其實我地一向都好注重網上media
架，我地大會今次都有請左幾位blogger同YouTuber入去，不過可能唔記得左請先生你姐。不過跟
據我地規矩，我都要請先生你去排隊買飛入場。」

 

樂少估唔到對方完全唔畀面佢，就連廿蚊都唔肯蝕畀佢，而經佢剛才一鬧，場中好多人都望住佢。佢
苦無下台階，唯有大吵大鬧，話一定會寫衰對方。不過果位PR姐姐眼尾都唔望下佢就行開左，我隱
約聽到身邊人群有人叫囂話：「我成日上網都唔識你呢個咩樂少，學咩人話係blogger呀，二十蚊都
唔畀，正一begger黎架。我頭先都拍左片架啦，樂少你等畀人起底啦。」喺身後嘅我倒抽一口涼氣
，暗暗地講左句好彩，因為我見樂少自稱blogger果陣，我都有諗過拎我張人類行為觀察者卡片出黎
，打算蒙混過關，好彩無姐，如果唔係就到我畀人起底啦。我見狀唯有都行返去，死死氣地排左成個
鐘。到終於入場果陣，我發覺我身邊最多係兩類人，一班係悉心打扮嘅Cosplayer，另一班就係拎住
部相機對佢地起勢咁影嘅龍友，反而話漫畫迷就幾乎絕跡。不過呢啲都唔係我感興趣嘅嘢，我特意喺
會場行左一個圈，我發覺漫畫節真係同以前好唔同，而家多左好多遊戲公司同手機app開發商參展，
當中以手機遊戲就最為巴閉。我忽發其想，喺研發小器簿APP之前，我係咪應該叫阿油寫隻game黎
大賺一筆先呢？至於寫咩game其實都唔重要，我到時求其搵隻外國賣得嘅game，加入啲香港元素
咪ok囉。正當我為著自己嘅聰明才智感到驕傲之際，我發覺我眼前有一個拎住部單反，一臉猥瑣嘅
男人，正好努力地高抄緊一位打扮非常性感嘅cosplayer。而呢一個咁猥瑣嘅男人，正係我舊友相機
基。我即時好大聲咁同佢打招呼：「嘩相機基你唔係為左影啲女仔對波同裙底，連份工都辭埋黎影呀
下，你份人都幾狼死架喎。」果位Cosplayer聽到我咁講之後，即刻向相機基講左句粗口，之後就轉
身跑開。相機基衝左埋黎掩住我把口話：「James哥你唔撚好亂講呀，一陣啲cosplayer以為我係變
態佬，就會唔刻擺pose畀我影架啦。」我推開佢，之後笑笑口問佢：「咩以為你係變態佬呀，你根
本就係變態佬。」

 

相機基拉左我去小食部，買左罐汽水孝敬我，等我唔好再笑佢之後，就跑開左繼續影啲性感少女。而
我就拎左罐汽水，觀察場中人類。其實我真係無諗過，自己會辭左份工黎搞生意，我喺好似場中班小



朋友咁大果陣，一直會認為自己大學畢業之後就會靠拎社會福利為生，而我更加估唔到嘅係我會搵左
阿油黎做我嘅partner，唔知身在遠方嘅Miki，知道左會點呢？一諗起Miki，我就不禁感到有啲失落
，我離開左會場，行左出去灣仔碼頭度，一路望海一路強忍淚水。呢個時候，阿油打左黎提醒我今晚
要同佢共商大事，唔知點解聽到阿油呢條毒男，咁興奮地想要搶一番事業，我都覺得自己唔可以輸畀
佢。我突然之間諗到，既然要寫隻game黎打響頭炮，就算話係參考外國大hit遊戲都好呀，我都起碼
要搵多啲資金黎請多兩條友呀，就算請個啱啱畢業嘅友仔都要畀最低工資啦，我又唔想向莊神低頭，
相信阿油都應該唔會識啲咩有錢人架啦，正當我又再次苦惱果陣，我望住我無乜幾個朋友嘅電話con
tact
list中，見到Taylor個名。係喎，佢而家有咁多老細照住，應該都有啲錢，佢都畀人包得多，應該都
想試下包返人轉頭，不如就搵Taylor黎包起我地啦。



第八十八節

「即係咁，我真係見係你先預你一份架咋，投資都話涉及風險呀，結婚都唔係話包生仔呀。但今次真
係賺硬架喎，真係俗啲講句，畀埋位你上你都唔上就笨柒啦。」我努力地想說服Taylor入股我同阿油
呢個寫APP大計。不過Taylor一臉懷疑地望住我話：「見係你James，我地一齊經歷左咁多嘢，我先
老實講呀。我知道你係醒目仔，不過你本身做文員仔架咋喎，失業無嘢撈就走去學人創業。而且你仲
拍住呢條毒男，佢雖然係叫做半個IT人，不過都係喺你公司度裝下Office，整下printer架姐下話。我
唔係話潑你冷水呀James，不過你係咪諗清楚架啦。」我估唔到Taylor會一輪咀地指出咁多疑問，正
當我諗緊點答佢之時，我身旁嘅阿油已經創住答：「Taylor哥，我第一次見你果陣，你咪又係普通狗
公一隻，而家你已經成為軟飯王啦。你可以睇小James，不過你唔可以睇小我。我表面上雖然只係一
個旁通IT
support，不過你知唔知我用左幾多時間去鑽研寫程式呀。我敢講一句呀，我喺電腦方面嘅才能，係
等同你喺對付女人方面嘅能力。」Taylor估唔到阿油呢條毒男，竟然咁自信滿滿地反駁佢，佢一時之
後唔識反應，我即時補句：「拿Taylor，我地都叫患難之交呀，真心嘅，我搵你夾份唔係話想搵多個
人一齊蝕。而係我見呢壇嘢真係賺硬，所以先想預埋你一份姐。不過話晒大家都曾經係戰友，我唔勉
強你嘅，我都無得格硬塞錢落你袋架，你無興趣唔緊要架。」Taylor聽完我地咁講之後，依然都係一
臉懷疑，好似唔太信我地會賺到錢咁。呢個時候阿油細細聲同我講話：「呢個乜鬼Taylor，本身都係
死MK黎架啦，佢同我地唔同架James，唔好預佢啦。」我聽到佢咁講之後，忍唔住要辯護，不過唔
係幫Taylor，而係幫我自己：「喂阿油哥咩唔同我地呀，我同你都唔同啦。你係死毒男，我係正常人
，不過係我份人好唔歧視你之餘，仲賞識你畀你跟我搵食咋。你而家竟然調返轉去嫌人地，喂你而家
只係叫做退左役唔做觀音兵姐，你就當正自己係做返正常人咁。」阿油即刻回復返怕事毒男本事，細
細聲話：「Sorry囉。」

 

「James，我而家雖然叫做有啲收入，不過你都知做我呢行，啲收入好唔stable架啦。如果包我果啲
女人果排家用少左，咁我份人工又少左，我而家真係搵定一舊錢，到經濟唔好果陣用架咋。我如果有
好多閒錢，就真係會睇左你份上，就算到時舊錢蝕左都唔怕。好似其中一個包我嘅阿太，佢老公因為
經濟差而畀人減人工，我又變相一齊減左人工。」估唔到Taylor作為一個食軟飯界嘅專業人士，都會
受到大圍市道影響。呢個時候阿油忍唔住插咀話：「咪就係因為你剩係食軟飯，下下都受制於人，所
以先叫你投資落我地度，自己做老細囉。你諗下啦阿Taylor，以我自己身邊一班打機朋友為例，就算
經濟幾差都好，出黎做嘢果班都係一樣會洗咁多錢落打機度，最多咪返工食少餐。仲靠緊屋企養果啲
更加唔洗講啦，就算佢地老豆老母畀人減人工，佢地一樣都會問老豆老母拎返咁多零用錢去玩架。如
果我見勢色唔對，我都唔會同James佢癲啦，就係以我多年做宅男嘅經驗，我知道宅男嘅錢係最易搵
。更何況而家都唔只老宅男會打機啦，根本而家係人都會拎住部手提電話打機，連街邊啲阿伯都轉左
用iPad捉棋，師奶都識得上網打麻雀啦。」講到啲咩打機呀宅男心態呀，阿油真係expert黎，我忍
唔住拍一拍阿油膊頭話：「我果然無搵錯人呀，估唔到你除左識寫下game上網hack入去人地webca
m裝人換衫之外，你仲好似對marketing有啲見地呀。以一條死毒男黎講，你都算有啲用呀下。」阿
油細細聲話：「其實我果陣有讀過下marketing架，不過由於班marketing同學個個都識social，得
我一條毒男畀人排濟，我先走去讀電腦咋嘛。」估唔到阿油又有段咁嘅往事，不過身為一個毒男畀人
排斥都係好正常，所以我同Taylor都無理到佢，我望住開始動搖嘅Taylor，決定繼續說服佢，令到佢
肯夾埋一份為止，我同阿油講話：「得啦無人想知你以前幾慘呀，你快啲入正題，向Taylor講解一下
我地頭炮想出一隻咩game啦。」

 



阿油一臉自信地拎左部手提電腦出黎，開始演示佢尋晚通宵製出黎嘅demo。不過由於個demo實在
係太簡陋，我叫阿油都係收埋唔好拎出黎趕客，我決定都係由我自己講：「Taylor你記唔記得，曾經
時興過隻game係上facebook做農夫，就連本身已經係小農嘅強國人都話要上網偷菜呀。」Taylor點
頭話：「果陣經營農場嘅game呀嘛，不過好out架啦喎。」「Out唔緊要呀，好多嘢你只要重新包
裝下，就會hit架啦。Bon
Jovi啲歌夠out啦，有歌手幫佢填上中文詞之後，咪一樣hit返。」阿油細細聲話：「James你用錯例
子呀，佢地係抄歌呀。」我拍枱鬧阿油話：「你收聲啦，我講緊吳國敬呀。不過就算係抄都唔緊要呀
，我就係想帶出一個問題，就算我地抄人隻game都唔怕架，之後講句無抄過點認呀咪得囉。不過Ta
ylor你唔好誤會呀，我地唔係抄人隻農場game呀，我同阿油只係借佢個慨念，黎做另一隻game。
我講隻game名畀你知，你都會覺得勁，隻game暫名開心骨場，係咪好勁呢。」Taylor一臉驚訝地
望住我，睇黎開心骨場呢個名實在係太勁，連Taylor呢啲見慣大場面嘅人都被嚇呆。



第八十九節

「你痴線架咩，整度game叫開心骨場，邊有人夠膽玩呀。」Taylor一聽到個名之後，就即時認為唔
可行。阿油即時反駁佢話：「咁都有分正骨都邪骨姐，係因為你個人淫邪先諗埋啲衰嘢，我打算整隻
game係畀人經營正經骨場架。」Taylor望住我，我即時解釋到：「我都有講過啦，整得手提電話ga
me，就係貪佢易普及呀嘛，咩階層嘅人都可以玩呀嘛。你就咁聽落個名好似好咸濕咁，但你諗下，
其實香港好多人會上大陸按摩架，連以前公司阿Judy佢地一班OL都會上去架，呢啲嘢佢地熟悉，好
有親切感呀。」阿油即時以說教語氣同Taylor講：「仲有呀，我整得呢隻game就預左唔只喺香港搞
，你諗下喎，中國各省各地都有咁多骨場，就證明佢地鍾意啦。有啲做唔成老細，要做技師呀locker
仔果啲，佢地就自然會想一嘗就老細啦。都係果句啦，中國有咁多農民，但整隻農場game都可以咁
受歡迎。我整隻骨場game一定無死架啦。」Taylor聽完之後恍然大悟，又好似覺得我地有啲道理，
佢諗左一陣之後問：「我自己本身就唔係好熟遊戲，假設你地個題材真係work，但我想問隻game會
靠啲咩賺錢？剩係靠幾蚊賣左game，加上又會畀人破解，我唔認為可以發達。」我見佢開始落搭，
即時好熱情地上前搭住佢膊頭講：「單賣隻game就一定發唔到達架啦，所以我地隻game直頭會係
免費畀人download黎玩。至於收入方面，我地會喺game入面收錢架啦，即係會出啲特別技師要佢
地出錢買，又或者係想升級個按摩池都要收你幾十蚊咁。啲人玩開就會肯畀錢架啦，到時我地想唔發
達都幾難啦。所以話而家你投資啲做左大股東，到左隻game真係成功營運到，隨時真係上市都得呀
。」Taylor依然都係半信半疑咁問：「但你話整隻game係經營骨場，會唔會偏門左啲呀。」阿油再
次拍枱大駡：「你食軟飯維生唔係偏門呀，你點解唔正正經經打份工？枉我仲以為你有啲悟性，就係
要題材偏門先有市場呀嘛。學我偶像Steve Jobs話齋，呢個叫做think different呀，你明唔明呀。」

 

我意想不到阿油竟然會講出一番咁有說服力嘅說話，Steve
Jobs都搬埋出黎，真係唔夠佢玩。Taylor萬料不到阿油一個區區毒男可以令佢全無反駁之力，佢不甘
畀阿油話悟性低，即時話：「我悟性低？你地都剩係諗到可以靠喺game入面賣嘢賺錢，但我已經諗
到另一個生財方法。我同你地講，我都識唔少喺香港同中國經營按摩場所嘅老細架。只要佢地肯喺我
地隻game度賣下廣告，又或者搞下啲crossover，到時又係另一條財路啦。我雖然只係一個食軟飯
維生嘅浪子，但我每次都識得將時間投資喺有最大回報嘅女人身上，就證明我Taylor都係有投資眼光
。我之所以問咁多個問題唔係話要質疑James，我係要先證明你地都清楚自己做緊咩，我先會投資。
」我唔介意畀Taylor有得下台，跌左落地都拿返渣沙，我只係在意佢會唔會落搭畀錢。因此我即時附
和Taylor話：「我就係知道Taylor你都係一個精明嘅男人，睇你之前將美美婆婆同Valarie玩弄於股
掌之中，就知道你係高手啦。你當我真係立亂畀人夾錢落黎咩，我係覺得你同我都係精明嘅男人，先
搵你架咋。」Taylor點頭微笑，睇黎我嘅馬屁拍得相當準確，阿油都明白錢對我地係幾重要，因此佢
就算再唔鍾意Taylor都好，為左將來，佢都選擇左附和我，牽強地點頭扮認同。我見Taylor個款都估
佢應該會落搭，我即時斟左杯酒畀佢，之後同佢講話：「我同你並肩作戰左咁多次，都好明白對方為
人架啦，而家我地三個飲左呢杯酒之後，就係同路人，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唔洗好耐，就會有
好多報紙雜誌爭住訪問我地嘅創業成功經過架啦。」

 

第二朝我一起身，回想起尋晚可以成功說服度Taylor，都份外有滿足感。我喺度諗搵到投資者同寫程
式嘅人之後，我仲需要啲咩人幫我手呢？呢個時候我阿妹衝左入我間房問我：「喂阿哥，乜你原來辭
左職無做咩？你係發左達定係痴左線呀，如果係後者你自己去青山住一排啦，我自己都養唔掂，我幫
唔到你架。」「如果我係發左達呢？你唔怕你頭先講完啲咁大逆不道嘅說話，我發左達都唔分畀你架
咩？」「睇你個樣都知你唔會發達啦，如果你真係發左達慌你仲會賴死喺屋企咩。不過講真呀，你做



咩要辭職姐，有John佢睇住你，你前途都一片光明呀。你唔好話我知你同John佢反左面呀，我都仲
未同佢玩夠，我唔理呀，你去求佢跪佢都要佢原諒你呀。」「如果我話你知，我辭職係因為打算創業
，你會唔會支持我呢？」「阿哥，我地一世人兩兄妹，只要你每個月準時畀家用同交晒啲水電煤，我
話知你係想辭左份工去做太空人呀，我都會支持你。只要唔洗我養埋你就得架啦，不過好心你咁大個
人就唔好忽然間扮晒有理想啦。」我唔想再對牛彈琴，喺銀包拎左五百蚊畀佢，之後同佢講：「你放
心啦，我今次實掂架，你唔洗擔心我呀。你第時嫁唔出都唔怕架，到時我會倒貼埋大床出黎，咁應該
都會有人要你架。你放心啦，他朝你阿哥我名成利就，唔會少左你果份架。」佢拎左我五百蚊之後就
轉身離開，不過臨走之際佢都不忘講句：「咁大個人都咁鍾意發白日夢，實際啲啦阿哥，你唔細架啦
。以你嘅資質，我真係驚你無左之前份工之後搵唔到第二份呀。」雖然連我阿妹都睇死我，不過我依
然信心爆棚，因為我深信終有一日，我可以靠寫game發到達，之後就可以向全世界推廣我嘅小器簿
。



第九十節

喺半年前，我辭左份工之後，就決定同阿油一齊開發遊戲開心骨場。喺呢半年裡面，我幾乎日日都喺
阿油屋企渡過，阿油嘅工餘時間全部投入左喺寫game上面，而由於有Taylor呢個財主支持，我地仲
可以請左幾個喺City讀緊IT嘅友仔黎做part-time幫手寫game，呢幾條友仔係阿油嘅網友，雖然一睇
就知係毒男，不過都尚算幫得下手。阿油唔知係咪同個呢幾條友仔講我係毒男販子，所以佢地都好似
好驚我。由於我對IT方面真係一曉不通，因此我都樂於被佢地幾個恐懼。起碼佢地會因為驚畀我賣去
中東，而努力幫我寫好隻game。喺呢半年入面，我除左依然都係無覆過Evans一個電話之外，我連
莊神同阿秀等人都無乜見過。至於喺半年前突然消失左嘅Miki，佢喺呢半年入面總共透過e-mail搵
過我三次。不過三次幾乎都係我單方面報告自己近況，而佢就完全唔肯透露自己身處何方，同做緊啲
咩。當佢知道我同阿油開始寫app嘅時候，佢無畀到任何意見，只係叫我加油。但我有預感，當我呢
隻app終於做到成績嘅一日，就係我同佢再會之時。不過其實經過呢半年無業生活後，我遇到一個非
常實質嘅問題，就係我自己個人嘅現金開始短缺，由於大部分從Sam姐得黎嘅錢都放晒去開發隻ga
me，再加上我本身又無乜儲蓄習慣之下，喺三餐開始成問題時。我唯有厚住面皮向莊神求救。不過
其實我都唔係話好食懶飛，一開始已經打算攤大手板問莊神攞錢。Taylor曾經介紹過我去跟佢搵食，
不過由於一開始佢已經彈左件荀嘢畀我，果位富婆本身係大陸人，好多年前嫁左畀個香港有錢佬。當
時我作為一個男人，由於睇唔過眼佢洗老公錢，仲要拎黎包養男人呢個行為，本身應該係服侍佢嘅我
，忍唔住直接同佢講：「仆你個街，你個賤女人攤大手板咁享用你老公嘅資源都仲唔夠，仲要拎黎貼
其他仔，我真係頂唔順你呢啲蝗蟲行為呀。」當然，呢一句出左口之後，我嘅食軟飯生涯係幾乎未正
式開始之時，已經終結。

 

其實阿油一直都好想叫莊神投資落我地隻app度，特別係喺其後當佢知道原來我係莊神嘅入室弟子，
佢就更加認為我地應該搵佢投資。不過可能係我有啲好勝，我好想做返啲嘢威畀佢睇，所以我一直都
無咁做。呢半年內，我只係間唔中打畀佢話畀佢知我仲未死，而佢都從來無問過我究竟喺度搞緊啲咩
。甚至當我話畀佢知道我打算創業之後，佢都無乜大反應，亦都無乜畀個咩反應我。因此我更加覺得
如果我今次真係成功的話，一定會令佢刮目相看。不過現實歸現實，我都要錢開飯，所以就算我再唔
想認低威都好，我都要去搵佢。喺坐車去觀塘途中，我心裡面一直掙扎，我究竟應唔應該去搵佢呢？
不過由於經過呢半年日以繼夜嘅努力，隻game唔洗過多幾耐就可以面世，我無理由喺呢一刻先黎放
棄。既然決定左，我唯有硬住頭皮去求佢。其實我都有心理準備，佢一定會恥笑我，不過唔緊要啦。
到他朝我成名，有記者訪問我果陣，我都仲可以拎黎大造文章話：「我果陣為創業好X慘架，窮都飯
都無得食，要忍辱問人借錢先可以開飯呀。不過唔緊要啦，我而家都發左達，我餐餐食魚翅都可以呀
，唔同你地班賤人為左供樓呀仲要日做夜日做呀。」雖然到時我未必會講後面果幾句，不過作為一個
為左寫個app而要問人借錢渡日嘅人，我唯有咁激勵下自己。終於，我到左莊神公司，當我步入佢公
司嘅時候。同半年前Miki走果日一樣，都係得阿秀自己坐左喺度睇書，就連莊神、Robin同莊神秘書
都唔喺度。由於一排無見，阿秀見到我之時都表現得幾喜出望外，不過女大真係十八變，無見半年，
阿秀就算無十八變，都起碼有十五變啦。跟左莊神一段日子後，佢已經由一個屋村妹，變成一個識得
打扮嘅屋村妹。個感覺就佢原本只係石峽尾feel屋村妹，一下子提升至華富村級數。

 

阿秀作為人類行為觀察者一員，佢無問我嘅來意，因為佢已經估到。佢喺某處拎出一個信封，而信封
中有一張支票，佢話：「喺你辭職嘅時候，你同公司無計清楚啲錢就走左，其實公司仲有啲糧未發畀
你。莊老師見狀，就一直代你張啲錢保管，而且佢仲話將啲錢代你投資。所以呢啲錢其實係你自己嘅
。莊老師其實一早已經預左你會上黎，不過你畀佢想像中遲左幾個月。佢喺幾個月前吩咐我，如果你



上黎拎錢的話，叫你唔需要介意，或者覺得有咩虧欠左佢，因為啲錢係你應得嘅。」我真係無諗過呢
個所謂嘅師父莊神，會為我做左件咁貼心嘅事。我仲以小人之心，心想黎到肯定會畀佢奚落。我強忍
住淚水，因為我知道以莊神嘅性格，佢一定匿左喺某處觀察緊我嘅反應，雖然我係好感謝佢為畀左呢
筆錢我，但我係唔太想畀佢沾沾自喜。正當我準備快啲轉身離開，行到出去先放心落淚之時，阿秀叫
停左我話：「James哥哥，我其實一直都想搵多份part-time做呀，你可唔可以請我呢？」佢呢個突
如其來嘅問題打亂左我正感動緊嘅情緒，我苦笑道：「阿秀妹妹，我邊有錢請你呀。」阿秀上前捉左
我對手話：「唔緊要呀，到你賺到錢果陣先出返糧畀我啦。如果唔你遇上你，我嘅命運都唔會改變，
如果可以幫到你達成你夢想嘅話，我唔仲介意幫手。」一下子畀呢個小妹妹哄到咁埋，講啲咁深情嘅
說話，連我都忍唔住面紅。不過喺近距離凝視佢嘅俏臉之時，我突然靈機一觸，我的確有用得著阿秀
妹妹嘅地方。



第九十一節

阿秀雖然跟左莊神呢條古惑阿叔一排，不過嚴格黎講佢都仲算係一個清純少女。起碼當我提出要佢做
開心骨場嘅代言人之時，佢除左面紅都不知所措之餘，都畀唔到第二個反應我。見到佢咁猶豫，畀著
半年前嘅我應該會就此放過佢，不過正值存亡之秋，我諗喺短時間內我好難可以搵到令一個妙齡貌美
少女幫到我，最重要仲係佢唔收錢。對唔住都要做一次，我即時對佢動之以情：「阿秀呀，我知呢個
要求係好過份，迫你拋頭露面。不過你諗下喎，如果你唔幫我，就無人幫到我架啦。」阿秀見到我竟
然低聲下氣懇求佢，都有小小動容，不過可能呢個要求真係頗為過份，佢都仲係有啲遲疑咁話：「我
唔係唔想幫你，James哥哥你係我大恩人，但我唔知我爸爸媽媽會唔會介意呀。」我心諗你阿爸阿媽
當日見到莊神有啲錢，就拿拿臨想賣女咁，佢地會Q介意你做乜咩。而且我都仲叫有啲人性，我唔會
要阿秀作太性感嘅演出，只不過要佢擺出清秀女神嘅款黎吸引下班仲肯洗錢嘅毒男先。因此我捉住阿
秀雙手，用既堅定又誠懇嘅語氣同佢講話：「阿秀妹妹，你放心啦，我唔會難委你，不過如果你今次
肯幫我嘅話，他朝我成功之後，我一定會好好咁答謝你。」阿秀畢竟都仲係一個小妹妹，喺我嘅誠懇
攻勢之下，佢終於都答應左我。而當事後莊神知道左之後，佢都無怪責過我，相反佢只係擺出一副等
睇好戲嘅神情。喺得到阿秀嘅應承之後，我即刻同阿油商討點樣利用阿秀黎作宣傳。阿油諗左一陣之
後，就畀左一大堆短片我睇，佢話：「好多而家啲咩YouTuber，其實都係掛羊頭賣狗肉架咋，表面
上就拍啲咩搞笑短片，但其實就係推啲女出黎吸引人，不過你又吹佢唔脹喎，人地真係大受歡迎喎。
」的而且確，如果人地喺YouTube
search開心骨場呢個名之時，只係見到入面有一大堆麻甩佬喺度，係十分大煞風景。相反就算阿秀
唔洗著得太性感，但有佢個靚樣睇下，應該都ok啦。因此我地就決定左第一波宣傳，就係搵阿秀拍
片。

 

我專誠搵左相機基操刀，去拍攝我地開心骨場嘅處女宣傳片。當阿秀去到拍攝現場（其實只不過係相
機基喺工廠大廈租左個爛鬼單位做studio）之時，相機基喺唔知邊度拎左一堆性感女裝出黎，我即時
用驚訝眼光望住佢：「嘩基哥估唔到你有著女裝嘅癖好喎。」相機基一臉不屑地話：「所以話你呢啲
外行人真係咩都唔識，我作為一個專業嘅人體攝影師，為左要捕捉每位model唔同嘅獨特美態，當
然要一早準備定唔同嘅衫畀佢地架啦。」我拎左啲所謂攝影師嘅衫上手一望，忍唔住鬧相機基：「喂
基哥呢啲唔係叫衫，呢啲係布碎黎架喎。啲女仔著左上身之後，遮得前面又遮唔到後面，你呢啲所謂
獨有美態，說穿了咪又係走光。」阿秀見到堆衫之後，即刻嚇到面都青埋。我當然唔會畀阿秀著呢啲
衫啦，但相機基就勃然大怒地話：「只有喺攝影方面，我係唔會同任何人妥協，我今次肯唔洗錢幫你
拍片，就係因為有阿秀妹妹做攝影對象。如果你要質疑我喺攝影上嘅決定，好呀，你搵過第二個人拍
啦。」由於我唔好話畀錢去請攝影師，就連想畀錢買啲見得下人嘅攝影器材都有困難。因此我就十分
苦惱，阿秀喺一旁嚇到唔敢出聲，我知如果我堅持的話阿秀可能都真係會著起啲布碎任相機基去影。
但我真係過唔到自己果關，我唔想阿秀真係要著到咁去拋頭露面。正當我唔知點算好之際，突然有人
撳門鐘。相機基開門見到門外嘅人果陣，佢目瞪口呆，唔識反應。門外嘅人唔理相機基，推開佢行左
入黎。我見到呢個人嘅時候，同樣同相機基一樣呆左，不過理由同相機基唔同。相機基係因為畀對方
嘅美貌嚇呆左，而我就係因為估唔到會喺呢一刻再遇返呢個人。呢個人，就係久違了嘅Jasmine。

 

Jasmine一入黎就拉我埋一邊同我講嘢，我本身仲想扮無嘢咁同佢打招呼，點知佢一黎就好直接咁同
我講：「點解你唔同Evans交代清楚想離開，你有無當過佢係你朋友？」我面帶歉疚咁講：「大家都
係男人老狗，你叫我點解釋姐，況且佢咁大個仔啦，唔應該再要我湊住佢，佢要自立架啦。」佢表情
依然係冷若冰霜，佢繼續問我：「咁我呢，係呢大半年入面，你搵都無搵過我，如果唔係John話畀



我知你匿埋左學人創業，我仲以為你已經死左。」「咁你都識講我創業啦，我仲邊有心情去理其他嘢
呀。係呢，你上黎搵我係為左咩事呢？」佢冷冷地答：「無事就唔可以搵你？你睇下你呀，淪落到要
迫個小妹妹著到咁性感幫你拍嘢。我估唔到你除左對我同Evans都咁負心之餘，你仲無人格到要呃細
路女。」面對佢突如其來嘅指責，我好想反駁佢，不過就連我自己都唔知可以搵到啲咩藉口。佢行去
拎起地下上果埋布碎，再望住一臉驚惶嘅阿秀，連連嘆息。相機基喺呢個時候開始催促我話：「喂你
叫多條女上黎都無用架喎，究竟仲影唔影架，你個阿秀如果係咁巴閉，你地就走人啦。我係攝影師，
我係唔會同人妥協架。」聽到佢咁講，Jasmine走左上前兜巴星左相機基一下，相機基喺毫無準備之
下，畀佢打到跌左落地下。正當我喺心入面暗嘆一句今次無啦，正盤算仲可以搵到咩人幫我做揸機之
時，Jasmine向坐左喺地下嘅相機基問道：「死咸濕佬，如果我代替阿秀著你呢啲Bikini。咁你肯唔
肯畀阿秀著返普通衫去影？而家一次過有兩個靚女畀你拍片，你肯開始未？」相機基聽到Jasmine咁
講，即刻忘記剛畀佢打左一巴，成隻狗咁話：「雖然我係攝影師，不過我都唔介意聽model嘅意見
，呢位咁美麗嘅女神，你點話點好啦。」我完全無預計過Jasmine會突然出手幫我，我唔識反應，Ja
smine見到我咁，本身仲係嬲爆爆嘅佢突然講左句：「雖然你係賤男，係人渣，不過我唔係，我唔會
見死不救，你唔洗多謝我。係我自己傻先會幫你。」



第九十二節

因為Jasmine突然無條件相助，我仲以為我嘅創業大計終於踏出成功一步。但我竟然突然畀警察請返
差館協助調查，警察一朝就踩上門，當我仲以為係我果個港女細妹唔知係咪學人搞倫敦金騙案，因而
被人查之時。原來警察係搵我。當時我真係好驚，因為我好記得讀我中學果陣，曾經因為畀人偷左部
當時最新款嘅Nokia
8210而報警。當時個警察黎到之後，只係敷衍了事，一味只係話留返份口供同填返啲表咁。我見佢
根本無心幫我，鑑於當時我仲係一個血氣方剛，又帶有幾分淆底嘅年青人，我不禁細細聲自言自語咁
問候對方娘親，點知果個警察又非常之好耳力，竟然聽到我講咩。佢喺報案室度好大聲咁問我頭先係
咪用粗口鬧佢，我淆起上黎咪話：「唔係呀阿Sir，我係問你表…….表你有無咋……」佢聽到之後依然
勃然大怒，仲聲言要打去同我學校訓導主任講又盛，不過最後都係不了了之。但對於呢個警察嘅姓名
同編號，仲有當時所有細節，我都已經記晒落小器簿。當時見到班警察臨門搵我之時，我即刻心入面
盤算，一定要將小器薄交畀律師。就算我因為當年涉嫌向警察講粗口，過左咁多年之後畀人低調拘捕
，我都仲有本小器薄喺手，可以喺法庭上向個官詳述返當年嘅事情經過。一諗到呢度，我諗到宣傳小
器簿嘅廣告好稿。所以喺果刻，我已經無心情亦聽清楚警察為咩搵我。因為我已經諗緊，當開心骨場
成功為我賺左一大筆錢後，我就可以搵我偶像E-Kids
Tommy仔黎拍呢個小器簿廣告。廣告中嘅警察角色，我就打算搵國際巨星Justin
Bieber黎做女警。至於主題曲啦喎，就緊係搵Mr.啦，搵到一隊Mr.就等如搵左幾隊國際勁Band，真
係好抵。正當我想得入神嘅時候，我已經被帶左返警署。我身邊嘅警察見我十面九唔應咁，一定以為
我係驚到唔敢講嘢，佢地又點會諗到我竟然喺度思索緊條絕世好橋。

 

我坐低左之後，即刻問眼前差人：「拿我澄清返，我當時唔係講粗口呀。」果個警察呆左一下，之後
反問：「先生你講咩呀？咩講粗口呀？我地係請你返黎協助調查單涉嫌性侵未成年少女嘅案件呀。」
原來，因為相機基之前成日搵啲毛都未出齊嘅小妹妹去影佢口中嘅藝術相，之後終於上到山多，畀人
拉左。不過由於警察喺佢啲相入面，發現到阿秀同Jasmine，所以查查下就查到我，雖然阿秀仲未夠
十八，不過好彩果佢日影嘅相都只賣可愛無性感演出；而作大膽演出嘅Jasmine就已經二十有幾，所
以我只係黎協助調查。警察問點解無端端會同兩個女仔去搵阿基影相，但當時我唔可以透露隻game
嘅細節，所以只係求其同個警察講話整左隻手機game要影啲宣傳片。點知今次輪到個阿Sir好細細聲
咁自言先語：「挑，咪又係抄下隻其他game之後，搵條女出黎整色整水，呃啲廢青宅男玩。」本身
我有諗過想投訴呢個阿Sir，不過我怕最後投訴唔成立的話，特首會要求我向呢位阿sir道歉，所以我
都係就此作罷。不過由於阿基哥所有架生連名儲存裝置都畀警察充公作做呈堂證明。所以果日阿秀同
Jasmine咁辛苦所拍嘅嘢，都已經化為烏有。我係好贊成拉相機基呢啲人渣，亦好期待佢會入去畀其
他倉友玩下後欄，不過當而家影響到我嘅時候就唔係咁好了。而我步出差館嘅時候，驚見久違了嘅大
明，我見到佢果陣好心寒，畢竟佢都曾經想將我置於死地。而佢見到我之時，表情則相當平和，仲不
帶半點恨意。唔知點解，果一刻我雖然好驚，但我又好好奇想知佢點解會身在此處，所以我走上前同
佢打招呼。

 

大明一直係我心中一根刺，因為我除左令佢性無能同搞到佢工都無埋，我仲間接搞到佢婚都無得結，
我以為佢一定對我恨之入骨。但此刻嘅大明，面上沒無半分恨意，而且神情仲帶點祥和。佢身穿白色
鬆身長袖衫，配以一條黑色牛仔褲，身上仲有一部菲林相機，流露出攝影大師風範。我問佢點解會喺
差館門口出現，佢答我：「無，我聽到其他相機友講阿基惹到麻煩，諗住相識一場，關心下佢姐。」
果一刻我真係懷疑我自己認錯人，大明以前明明係一隻小器狗公。點解而家竟然會關心昔日大敵相機



基呢？更奇怪嘅係，佢竟然可以同我閒話家常，好似當左我係一排無見嘅蕭友咁。而仲痴線嘅係，佢
竟然提出請我食老麥聚下舊。我雖然係好驚，不過又忍唔住接受左佢嘅邀請。去到喺食漢堡包之際，
佢畀左一堆外國雜誌相我睇，攝影師一欄竟然寫住大明個名，唔係掛，大明真係做左大師？原來當日
大明深感生無可戀，拎左僅餘嘅積蓄去旅行，打算去完之後就自殺。點知當佢去到印度遇到幾個大師
，經佢地指點之後，佢除左放低仇恨，找到心中平靜之餘，佢仲發現自己好鍾意攝影，既然再無俗事
牽掛，佢就決定全身投心攝影。而咁啱有個鬼婆雜誌編輯去左印度靈修，佢地相遇之後展開左一段異
國戀情，個鬼婆成功令大明雄風再起，之後仲畀機會大明喺外國雜誌影相。就係咁，大明返到香港後
，佢就由一個咸濕龍友，變成外國雜誌攝影師，可以話係一登龍門升價十倍。眼見佢竟然成為大師，
而我隻game喺未展開第一輪宣傳，就已經搞左單咁嘅嘢，我真係有啲失落。喺無計可施之下，我打
算盡地一搏，向呢個昔日大敵求救，叫佢出手幫我影段片。點知一副大師格，仲聲稱已經放低仇恨嘅
佢，畀左個出人意表嘅答案我，佢用既又平靜又莊嚴嘅聲線同我講：「幫你影嘢無問題呀，畀錢啦，
平時呢啲小事我幫朋友就算免費都得呀。不過你條撚樣咁乞我憎，一口價一萬啦。」下？大師都係收
一萬？仲要係仇人價，我懷疑佢其實都唔係撈得太掂，不過既然一皮嘢就搵到個外國攝影師影相，就
算對方係大明我都制。



第九十三節

大明呢位攝影大師收左錢之後，就真係兌現承諾幫我拍左條片。初初我都有驚過佢係想借此報仇，但
佢又開始拍到拍完期間，都無做過啲咩奇怪嘢。阿秀喺片中無被要求過作啲咩性感演出，而Jasmine
都只係需要行行企企。由於我地其他人正忙完幫隻game埋尾，所以我見大明正正常常咁拍嘢之後，
就無再理過呢單嘢。點知，咁就出左事。由於我畀左大拿拿一萬蚊大明，所以我亦都好理所當然地要
求佢幫我剪片。雖然我知平時叫幾個龍友去影婚禮都要幾皮嘢落樓，一萬蚊叫個有啲名嘅友仔黎拍片
真係好過份，不過鬼叫我而家窮咩。喺大明正式剪好段片，而我請返黎班ive仔求其睇左兩眼就幫我u
pload左上網。就係咁，我地開心骨場嘅第一條宣傳片，就正式喺網上流傳。由於大明而家喺香港龍
友界都叫有啲名，所以由佢操刀嘅片好快就畀班龍友熱烈share。我初初聽到我手下班ive仔話條片好
多人討論，我都好開心。點知原來一眾網友並唔係因為個廣告有趣而興奮，原來大明聲稱用左啲咩後
現代新浪潮藝術手法去拍攝條片。仆你個街，成個廣告都見唔到阿秀同Jasmine個樣，成程除左影住
張按摩床之外，就係影住個地下，最多都係影到下阿秀同Jasmine對腳，我初初以為大明係想報仇想
玩我，我好嬲咁質問佢。點知佢答我：「今次係我一個攝影手法嘅實驗，我想表達一個畀人按摩緊嘅
人，由佢主觀視點所見到嘅嘢。我個人覺得呢條橋應該會引起到共鳴……」由於我只係出左一萬蚊，
所以我基本上真係無say，聽佢咁講完之後，我唯有慨嘆自己運滯。經過相機基畀人拉左，大明又幫
我拍左條咁有藝術氣息但又咁乞啲網民憎嘅片之後，我開始懷疑我係真係唔適合創業，我應該都係返
去打份office工，整下啲同事過日晨好啲啦。我成日睇人地果啲創業故事，成日以為當中果啲一波三
折劇情都係為左吹噓。點知我而家真係陷入左呢個困局。

 

我將呢排發生嘅事，總結左喺一封好長嘅email中send左畀Miki。但過左成個星期佢都無覆過我，或
者係因為我連小小嘢都搞唔掂，所以佢唔想理我啦。Taylor呢個最大投資者睇完段片之後勃然大怒，
佢要求我盡快再拍多段片去補鑊。但係連續衰左兩次之後，我仲邊有面去搵Jasmine同阿秀幫手呀，
更何況我真係無錢再請人黎拍片。原本正進行啲如火如荼嘅開發工作，亦因為啲網上評語，而搞到所
有人都士氣低落。萬念俱灰之下，我一個人走左出街度周圍行，打算散下心。點知喺無意識地亂行之
下，我去到前公司嘅樓下。由於正值放工時間，街上有好多人，為免撞到舊同事，我正打算轉身離開
。點知喺茫茫人海之中，我咁都會撞到熟人，喺我轉身之時有一隻手搭左上我膊頭，而我亦feel到我
身後果個人由於高度問題，所以佢要搭隻手去我膊頭都有啲吃力。我轉身一看，原來係久違了嘅哈比
人Daisy。我望向周圍，諗住Evans應該會喺佢附近，點知原來得佢自己一個。無見一段時間，佢都
無乜點變過，起碼無增高到先。佢見到我有啲喜出望外，問我：「咁耐無見，你係咪專登返黎探我地
架？」其實頭先佢明明見住我走，但而家又調返轉問我係咪黎探佢地，都唔知係咪玩嘢。我唯有求其
答佢只係咁啱經過公司樓下，順便睇下會唔會撞到舊同事。就係咁，我同佢就企左喺公司樓下寒喧左
一陣，而為免逗留得太耐會撞到熟人，我就拉左佢去另一區嘅café坐低慢慢傾。喺廢話左一輪之後，
我忍唔住問佢：「係呢點解唔見你男朋友搵你嘅？」佢聞言之後笑得好開心，甜絲絲地反問我：「做
咩呀？想試探我有無男朋友呀？如果我答無，你係咪會想追返我呀？」對於佢嘅回應，我感到非常驚
訝。首先我真係無諗過佢會會錯意，覺得我會想追返佢；而且佢唔係同左Evans一齊啦咩？由於太多
疑惑，我選擇以沉默應對。Daisy見我無出聲，即刻話：「同你分左手之後，我都無再拍拖啦。你又
點呀，有無新戀情呀，聽聞Miki去左外國喎，即係你地都無一齊？」

 

估唔到佢同Evans始終都係撻唔著，等我當初仲懶大方。面對住Daisy嘅問題，我都只係苦笑應對。
我刻意拉開話題，同佢繼續講廢話，唔講任何認真嘅嘢。我打算同佢講到咁上下之後，佢就會覺得悶
而走人。點知佢之後嘅問題令我更加唔識答，原來佢喺阿油身上得知我喺辭左職之後就專心創業，但



只係因為我好似刻意失蹤咁，所以佢唔敢直接問我而家搞成點。不過Daisy畢竟都係一個女仔，再加
上佢曾經都係我女朋友，所以畀佢盤問左一輪之後，我終於畀佢知道我而家嘅困境。我仲以為果陣我
都叫hurt過下佢，佢而家活得比我好，佢一定會覺得自己係勝利者，最多對我講下啲敷衍同情說話了
事。點知佢聽完之後，眼角竟然泛淚，我見到佢咁即時大吃一驚，但又唔知講咩好。喺相方沉默左一
輪之後，佢拎左張單去埋，之後拉左我去樓下嘅ATM度，由於佢全情默不作聲，我仲以為佢係叫我
去撳錢畀返頭先杯嘢飲嘅錢佢。但佢喺撳左幾千蚊出黎之後，格硬塞左喺我褸袋中。我初初有反抗，
點知佢話如果我反抗的話佢就會叫非禮。就係咁，我喺不情願之下收左佢幾千蚊，佢之後紅住眼框咁
話：「James雖然你果陣都係選擇唔要我，不過我其實都無嬲你，我到而家都好想你會成功。呢幾千
蚊就當我借畀你，到你第日成功左之後，你要十倍還返畀我。」講完之後佢就連多謝都唔畀我講句，
轉身跑走左。估唔到我喺受完Jasmine恩惠之後，而家又到受Daisy恩惠。我呢一刻雖然好感動，但
對於Daisy果句十倍奏還，我都忍唔住自言自語講左句：「嘩借財仔都唔洗十倍還咁高息啦。」



第九十四節

經過無數次嘅失敗，開心骨場終於可以推出第一個版本。由於某個手機平台一見到我地隻game已經
唔畀上架，因此我地只可以喺單一平台度做生意。呢件事的確係相當令人洩氣，我地隻game明明無
鼓吹色情架嘛，但就偏偏畀人無故打壓。由於我地段宣傳片可以話係相當失敗，所以我地唯有用過另
一個方法宣傳。喺我苦苦哀求之下，Jasmine同阿秀同意再次幫我拍片。不過由於資源所限，所以我
地只係求其拎部DC仔喺阿油屋企黎影，而段片更加係無內容，同隻game嘅主題幾乎無關，片段中
只係打扮性感嘅Jasmine同扮cute嘅阿秀，嗲聲嗲氣地做一段一啲都唔好笑嘅趣劇。我原本都唔睇好
呢件事，不過阿油已毒男專家嘅身份解釋，話段片唔需要有內容，只要記住影度阿秀個樣，同Jasmi
ne個身已經夠。由於我自己本身已經無晒橋，亦都無乜錢，所以既然阿油諗度呢個咁慳水慳力嘅方
法，我就由佢搞。但當我抱住幾乎絕望嘅態度去做呢件事，點知就有意外收穫。呢段拍得咁差又低成
本嘅片，竟然短短時間就獲得幾個出名多咸濕仔嘅討論區支持。雖然初初好多人只係喺我地faceboo
k
page留言詢問可唔可以約阿秀同Jasmine出黎影相、又或者出黎造愛，而甚少人關心我地隻game。
不過喺我地再次搵黎阿秀同Jasmine拍多幾條內容空洞，只係得佢地兩個賣弄下風情嘅hard-sell短片
之後。我地隻game都總算多人download左，雖然據估計我地嘅玩家九成都係男，仲要當中一半係
毛都未出齊，正值青春期嘅細蚊仔。雖然唔係如我所料，可以吸引埋平時鍾意上大陸按摩嘅港女OL
們，但都總叫行出左第一步。雖然隻game係有唔少人download，不過我地好快就發現根本無乜人
會喺隻game入面畀錢買嘢。而且亦好快引申出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果班血氣方剛嘅少男，發現隻ga
me原來無色情成份之後，佢地就覺得好憤怒，不過喺各大討論區度話我地掛羊頭賣狗肉，叫到開心
骨場，但內容唔可以令到佢地開心咁話。

 

由於有咁多意見要求我地加入開心內客，而喺大股東Taylor強烈要求下，我同阿油都要諗下計點先可
以吸引返班咸濕仔。因為喺目前，班咸濕仔可以話係我地唯一嘅客。喺無計可施嘅情況下，阿油向我
作出一個非常仆街嘅建議：「其實我一直有觀察網上嘅留言，真係有好多人當左Jasmine係幻想對象
，至於係咩幻想……我唔洗講得咁白啦。我覺得可以利用Jasmine…….」喺阿油未講完，我已經忍唔
住一拳打左埋去：「呀你條人渣呀，Jasmine都已經無條件幫左我地咁多，我地都無以為報架啦，你
仲夠膽話要利用佢？你條人渣真係唔驚畀雷劈架喎。」阿油無因為畀我打左一拳而退縮，佢繼續講：
「你唔好同我扮純情啦James，我地無得翻轉頭架啦。係人都睇得出Jasmine對你一往情深，你叫佢
做雞養你佢都可能制果隻……拿唔好打住，我打個比喻咋，即係唔係叫佢真係要做雞。喂James你以
前連毒男都夠膽販賣，而家只係叫你搵條女幫下手姐，你連我個建議都唔聽完就扮晒好人咁。我地無
得返轉頭架啦，你聽我講。你只要叫Jasmine幫手，同啲毒男食下飯就得架啦，最多當眾有啲身體接
觸就得架啦。」「我唔係好明咁樣同我地賺錢有咩直接關係，唔通你想搞埋果啲喺game入面洗得最
多錢，就可以同Jasmine食飯嘅活動？講得衰啲，如果我地真係咁做。其實同做扯皮條無乜分別架咋
喎。」阿油聽到扯皮條呢三個字，好堅定地點頭話：「唔好話做扯皮條，我為左令隻game可以賺大
錢，我連賣賣阿虎做鴨都無問題呀。更何況其實好多人都同我地一樣架啦，你估大紅果啲網上紅人真
係賣搞笑，賣才華咩，佢地都係賣下身邊啲美女咋嘛，你唔好咁天真啦James哥。你估我地隻低成本
製作嘅game唔搞下花臣，真係可以大紅做到第二隻angry
bird咩，醒下啦。你可唔可以拿出你以前向同事報仇果種恨勁，黎疊埋心水同我搞好呢隻game呀。
」

 

估唔到我都會有一日，反過來畀阿油說服到。雖然明知阿油講嘅係歪理，但我都竟然跟住做。我再一



次厚面皮地請Jasmine幫手，但今次佢態度同以前好唔同。之前佢都係表面唔情願，但都係會無條件
幫我手；相反，當佢聽到我提出希望佢可以同啲毒男食下飯，或者握下手抱一抱之後，佢好嬲咁問我
：「即係你要我為左你隻爛鬼game係做雞？你當我係咩呀？你覺得我份人真係咁開放，可以隨便同
人攬攬錫錫架咩？」我原本好想答佢：唔係呀，你識左我無耐就同我又遊車河，又攬攬錫錫咁，都你
都好似無乜問題咁。但呢番說話我唔敢講出口，我唯有動之以情話：「Jasmine，當然唔係啦，不過
你係呢個世界上對我重好嘅人。我有困難嘅時候，第一個就諗起想搵你求助。如果可以選擇，我當然
唔想畀其他男人掂你啦，不過係我無用……」 本身仲係勃然大怒嘅Jasmine，聽到我呢番說話後面色
好左少少，不過佢都仲係好惡咁話：「你食屎啦James，你正一衰男人黎，下下都要食住我。不過我
都唔係傻架，好呀，我幫你都得呀。不過我一個條件！」我口都疾埋咁問：「你唔係要我以身相許呀
嘛？」其實就算要我以身相許，點計都係我賺，又食又拎，不過我心入面始終都係有另一個人，雖然
果個人已經離我好遠，所以果一刻我真係擔心佢話要我同佢一齊。點知佢話：「瀟姐一早睇穿你啲衰
嘢，就算你而家肯同我一齊，難保你轉過頭就唔要我，我先無咁傻。我幫你嘅條件係，以為你靠呢隻
game賺到嘅一分一毫，有一半都要歸我。」嘩我身邊啲女人真係恐怖過高利貸，繼Daisy話要我十
倍還畀佢之後，而家呢個Jasmine仲要同我對分。啲人成日話咩紅顏知己，不過我身邊呢班就係紅顏
貴利，睇黎我呢啲人情債，可能真係要用金錢去還。



第九十五節

我一直因為果分我五成嘅條件，而十五十六唔知好唔好真係搵Jasmine幫手好。而當我喺做唔到決定
之時，我一直避而不見嘅Evans竟然為左呢件事踩上門去我屋企搵我。佢怒氣沖沖咁上黎，雖然都成
大半年無見，但睇黎佢完全無同我聚舊嘅意思。佢一見到我，就質問我：「點解你要咁對Jasmine，
利用完佢之後，佢只係要求同你認真發展姐？點知你又無反應，你當我好朋友係咩呀？」我本身想講
：好耐無見，你幾好嘛？但睇黎都無機會講，不過咩認真發展？佢而家係要同我對分一半喎，分我身
家都叫同我認真發展？佢繼續鬧：「一個女人肯無條件為你，佢都係想要返個名份姐，佢幫左你咁多
，想同你發展，仲肯幫你分擔一半，點解你都可以對佢咁無情？」本身我都因為對Jasmine心存愧疚
，再加上之前話晒都同Evans不辭而別，所以唔想反駁佢，但聽到佢鬧我無情我真係忍唔住。仆佢個
街，佢有咩資格話我？Miki為佢搞到工都無埋，佢仲反而覺得自己大義滅親做左好人。就算佢遲鈍fe
el唔到Miki鍾意佢都唔緊要，但果陣佢真係篤Miki出黎，我一諗到呢度就嬲到不得了。我有一剎真係
差啲忍唔住仲真相講出黎，但最後我都係將怒氣押下，因為如果我而家先講出黎，就會令到Miki前
功盡廢。我深呼吸左一下之後，冷冷地同佢講：「好呀，你而家同我講咩無情無義呀嘛。我話晒都係
你恩人。你而家咩態度同我講嘢呀？」原本企喺道德高地責備我嘅佢，頓時語塞。我繼續講：「我從
來都無利用過Jasmine嘅感情，我亦都無應承過佢啲乜。一直以黎都係佢主動要幫我，我唔認為雖然
向你過問。就好似我之前幫你都係出於自願，如果要為左呢啲事出聲，點都未輪到你黎同我講啦掛？
」佢繼續語塞，可能佢真係覺得我因為當日對佢不辭而別，所以以為我會企喺度畀佢鬧。佢無諗過我
竟然會咁唔客氣，狠狠地反咬佢一口。沉默左一陣之後，佢有啲軟化，佢平心靜氣咁問我：「你意思
係你以後都唔會認真對Jasmine？」不過我依然火上心頭，所以都係冷冷地回答：「呢啲係我同佢之
間嘅問題，我唔會向第三者交代。」

 

對於我嘅答案，佢顯得有啲不知所措。喺隻方沉默左一陣之後，佢就默默地轉身離開。其實同佢曾經
一場兄弟，我都唔想同佢搞到咁，不過由於我一見到佢就諗起Miki為左佢付出咁多，我發覺我真係
接受唔到佢，我寧願同佢反面，大家以後無拖無欠都唔想再見到佢。不過Evans嘅出現令我決定，無
謂再欠Jasmine咁多，我最後嘅決定都係唔會搵Jasmine幫手。不過無左Jasmine幫手，我又不忍要
阿秀一個小妹妹出賣色相。我一時之間都唔知點同阿油同Taylor交代。正當我喺屋企好苦惱地諗可以
點算之時，頭先聽到我喺廳同Evans鬧交，但無現身嘅港女細妹，行左出黎問我：「嘩你已經無乜朋
友架啦喎，呢個Evans都已經算係你啲朋友之中唯一一個正常人，你仲要趕走人。果然你呢啲痴線佬
都係唔適合同人相處。」其實自從開始搞隻game後，我經常都喺阿油屋企埋頭苦幹，好少見到我細
妹。不過其實我減少留喺屋企嘅最大理由，其實唔係真係咁忙咁多嘢做，相反我係怕我個妹會問我攞
錢，又或者會由佢口中畀到莊神知道我有幾不濟，所以我一直無乜同佢講過嘢。不過我而家又未諗到
點同阿油交代，我連佢屋企都唔去得。我唔留喺屋企唔通真係去公園坐咩，所以我人生第一次，坐低
將自己嘅苦況同我個妹傾訊。而佢都破天荒第一次靜靜地聽我講，途中無打斷過我或者挖苦我。喺聽
完我講之後，佢唔出聲諗左一陣，之後佢露出左一個狡猾嘅笑容。佢呢個笑容令我有啲心寒，因為九
成都唔係啲咩好嘢。佢同我講：「你要搵女出黎同啲毒男攬下抱下食下飯咋嘛，你一早出聲咪得囉。
其實只要你之後識做，你要我同啲毒男咀埋我都肯架，反正佢地都唔敢再進一步搞啲咩架啦。一世人
兩兄妹，我唔幫你邊個幫你呀，不過你之後要識得感恩呀，你知我架啦，其實都唔願返工乜滯，最好
有你養埋我啦，我而家就幫下你手，等你第日有錢囉，咪可以盡做人阿哥嘅責任，喺我嫁之前養起我
囉。」

 

我畀我個妹嘅提議嚇到唔識得畀反應，我呆左一陣先回過神。其實諗深一層，反正如果我第日成功左



之後，都唔會少左我個妹一份架啦。而且佢係唯一一個我要佢幫手之後，我唔覺得會欠左佢嘅人。再
講，本身佢份人都無乜廉恥架啦，呢啲出賣色相嘅踩界活動，唔搵佢做搵邊個呀。就係咁，我嘅問題
終於解決左，雖然我交唔到Jasmine出黎，不過交左自己細妹，阿油同Taylor都覺得好滿意。而且我
地嘅計劃都進行得算相當順利，我地隻game嘅一眾血氣方剛玩家，一聽到可以一親我細妹香澤，都
好努力地買隻game入面果啲道具。而且估唔到喺game入面真係有班玩家，已經經營出有一定規模
嘅骨場。我雖然唔覺得有咩成功感同滿足感，相反仲喺心入面暗笑有一咁認真去玩呢隻爛game。但
喺我細妹嘅幫助下，我地隻game終於有啲回本嘅跡象。而喺呢個時候，阿油同我講，話如果我地喺
隻game再加啲鹽花，即係再踩界啲畀啲玩家可以經營色情場所的話，一定賺得更加快。佢同我講話
：「剩係得正經骨場，啲玩家玩得唔夠過癮架。不如我地畀啲玩家經營埋飛機場啦，到時我地就唔只
回本，大賺都得呀。」初頭聽佢講飛機場之時，我都有啲一頭無緒，我以為佢食正香港人鍾意睇飛機
師空姐電視劇條水，所以想搞埋飛機場。不過我諗左一陣之後，就明佢飛機場嘅意思，應該係指幫人
打飛機。雖然我唔係咩高道德人士，不過一時間佢要我地隻game變做咸game，我都未係好接受到
，要啲時間去考慮。 



第九十六節

喺無乜選擇之下，開心骨場正式墮落成為踩界咸game。喺隻game入面，玩家除左可能正正經經地
經營正統骨場外，仲可以畀錢去unlock神秘服務。果然呢個系統一出，隻game即刻大受歡迎，一班
青春期小男生都好踴躍拎零用錢去投資落隻game度。果然真係好阿油想講，要成功就唔可以顧及太
多社會道德同怕有失身分。喺第一次經歷左少少甜頭之後，我好開心地再次send
email畀Miki報喜，但好可惜地都係沒有回應。由於終於叫賺左啲錢，我急不及待約Daisy出黎想還
錢畀佢。其實我係想襯早還左呢幾千蚊畀佢先，到我第日真係賺大錢啦，名成利就啦，咁我咪真係要
十倍還返畀佢？到時無藉口唔報恩，咁樣好蝕架嘛。當我滿心歡喜想約Daisy出黎還錢，兼平平地請
佢食餐之時。唔知點解我WhatsApp畀佢十次八次都係無回覆，我心裡覺得有啲奇怪，而家明明係我
要還錢喎，邊有債主會調返轉避個債仔架？不過由於對我黎講其實都無咩損失，所以我見佢無覆我後
我就無理到。除左Daisy之外，我另一個急於還人情債嘅女人就係Jamsine，經過上次我拒絕左佢嘅
交換條件，再經過同Evans反面之後，我其實一直都唔敢再搵佢。講真，我真心感謝佢對我咁好，不
過耐何我同佢真係兩個世界嘅人，我唔想浪費大家嘅時間，因此我一直都好怕再面對佢。我用左好耐
時間去寫一個message想去多謝佢，但我根本唔知應該講咩好，反正點我都係欠左佢，既然係咁，
我就決定繼續欠佢，直到一日我諗到可以點去報答佢先再算啦。其實而家都只係啱啱開始，如果想隻
game繼續賺錢，我相信都真係要好花時間去經營。阿油喺隻game剛剛有錢賺之時，已經急不及待
辭左份工全身投入，想成為IT界鉅子。我有問佢喺辭職嘅時候，Daisy同Evans果啲有無同佢講過啲
咩？但原來阿油同我當日辭職一樣，都係是但send過email去就無再返過工。不過由於佢對公司黎講
都係可有可無，所以相信公司都應該好欣然接受佢嘅辭職，而唔會同佢計返咩通知期之類。

 

但好景不常，正當我地仲沉醉喺第一次賺錢嘅喜悅之時，我地就面對住另一個大困難。由於我地隻g
ame嘅踩界風格吸引左好多青少年去玩，所以我地終於成功引起左傳媒嘅注意。不過同我地原先諗
嘅好唔同，班傳媒無打算將我地塑造成咩成功創業八十後，相反我地竟然係無意中成為左為錢教壞細
路嘅賤人。的確我地由決定將隻game轉型之後，又真係無諗過會唔會茱毒青少年，我一向覺得教仔
嘅責任係喺父母身上。但當畀傳媒公開指責後，我真係諗唔到點樣可以去否認。呢個時候我唯有發揮
我一貫厚面皮嘅性格，每次有記者打電話搵我回應，我都例必會答佢地話：「其實我地都係想畀啲青
少年，喺玩遊戲之時學到點樣管理同經營一間公司姐。至於果啲要畀錢先可以玩到嘅內容，我地都寫
到明十八歲以下係唔可以購買，至於點解仲有青少年會玩到，咁就係佢地家庭管教嘅問題啦。」我呢
啲官腔答法雖然係人一聽都知係廢話，不過香港啲高官都成日係咁架啦，做錯嘢之後求其講兩句，將
責任推下其他人身上就過到骨。我初初都以為過多一排，當啲傳媒搵到其他嘢去攻擊之後就會忘記左
我地。但喺我無為意到之時，網上已經有一股自稱維持社會道德嘅勢力開始對我地窮追猛打。有一班
自稱係網民自發嘅家長會，喺網上鋪天蓋地地怒罵我地教壞佢地啲仔女。而且又唔知點解有一班唔多
關事嘅網友，都受到佢地嘅感召下一齊登上道德高地去作出批判。而首當其衝畀人批判得最多嘅就係
我個妹。由於佢當日幫我去以自己獎勵班毒男，同左個畀得最多錢嘅毒男食左餐飯之後。果班道德高
人就開始話我個妹係妓女，而我就係馬伕。我聽到佢地咁樣講，我真係好痛心，我其實唔介意佢地話
我個妹係妓女，因為某程度上我都好認同，不過畀人話係馬佚先係令我最介意。大佬呀，如果我真係
做馬伕，將自己嘅親生妹妹當係搖錢樹咁賣畀唔同男人，我應該真係發左達，而唔會好似而家咁霉呀
。

 

我其實都有小小擔心我個妹喺咁樣畀人拎出黎講之後，佢會覺得介意同不快，怕第日嫁唔出之類。點
知佢同我講話自從佢突然成為左網上紅人之後，竟然有啲性用品公司出錢畀佢做代言人，佢作為一個



好食懶非嘅死港女，有咁多企喺度講兩句就有錢收嘅工作機會，佢根本係開心都難唔切。相反我就慘
，又畀人話係馬佚，到我個妹而家真係可以出賣下色相賺下錢啦，佢又唔會分返啲畀我架喎。呢個發
展可能都大出立心攻擊我地班人嘅意料，所以喺之後佢地都沉寂左一時。不過過左一排，班唔知喺邊
度冒起嘅道德軍團又開始攻擊我地。今次佢地嘅攻擊目標係阿秀，而且佢地仲喺唔知邊度影到阿秀同
莊神出入嘅照片，將阿秀講到好似係畀人包起咁。由於呢件事影響到阿秀呢個清純少女，我終於感到
有啲內疚。而且喺班道德軍團嘅呼籲之下，好多家長都禁止自己啲小朋友去玩我地隻game，令到我
地收入大跌。喺在公在私之下，我都需要去認真應付一下呢班網上道德軍團。喺阿油同班ive仔發揮
佢地網上起底威力之後，佢地搵到呢班所謂要維持道德嘅人，當中只有少數係家長或者咩正人君子，
而大部入人都係受薪網上打手。而再經左一輪明查暗訪之後，我地發現喺背後出錢出力，都要搞死我
地嘅人，既然係我曾經嘅宿敵，但事實上我已經開始違忘嘅人，佢就係Valarie。



第九十七節

阿油嘅老表阿虎，自從喺我地正式開始營運隻game之後，就一直代我地擔當住打雜同跑腿嘅角色。
由於佢依然係食阿油嘅住阿油嘅，所以我地就唔洗出糧畀佢。由於呢排阿秀成為左網上當紅人物，由
班毒男口中嘅清純妹妹，變左一個畀老細包嘅風塵女子。為免佢平時出街嘅時候佢會受到騷擾，所以
我要求阿虎要貼身保護阿秀。不過無幾耐我就發覺我嘅擔心係多餘，因為自從畀人改左個花名叫公廁
之後，阿秀唔好話出街，佢連屋門都唔想出。莊神知道左之後大為震怒，佢要求我要盡放解決件事，
如果唔係佢就會連解決左我。我初初仲天真地打算反過來要求莊神以高層嘅身分，去施壓要Valarie
收皮，但點知原來Valarie已經無喺公司度做。既然阿虎唔需要去保護阿秀，我就要求佢同我一齊去
跟蹤同監視Valarie。真係估唔到喺辭左職之後，我都仲要花心思去對付Valarie，本應以為當日幫Ev
ans上左位之後，我就同佢各不相干，但點知佢對我都仲係念念不忘。由於Valarie除左辭左份工外，
佢就連屋都搬埋，阿油又喺網上起唔到啲咩料出黎。苦無對策之下，我唯有又向公司入面嘅舊同事求
助。我第一個搵嘅人係Daisy，但其實喺搵佢嘅時候我都有個隱憂，就係當日我有錢嘅時候搵唔到佢
還錢；到我而家又因為呢件事搞到收入大減啦，我又怕佢呢個時候向我追數。不過點都好啦，為左解
決Valarie，我都係要硬住頭皮去搵Daisy。不過唔知點解，我打左好多次電話Daisy都係唔肯聽，唔
知隻哈比人係咪掛住拎隻魔戒去融，所以唔聽電話。喺咁嘅情況下我只唯有親自去佢屋企度搵佢，喺
佢屋企樓下等左唔係好耐，我終於見到佢。但唔知點解佢見到我之後，就好似見到鬼咁調頭走。我見
狀即時上前追住佢，但係唔知點解佢死都唔肯停低，情急之下我就拉住佢隻手唔畀佢走，佢即時好大
反應咁話：「死變態佬，你唔好再捉住我，如果唔係我大叫非禮架。」面對住Daisy突如其來嘅態度
轉變，我都只有即時縮手退後，目送住佢離開。

 

無幾耐我就收到Daisy嘅message話：「我真係睇錯左你，你竟然為左錢去荼毒啲青少年。我真係好
後悔借左錢畀你去做呢件事，我覺得自己好似做左幫兇咁。不過就算你還錢畀我，我都係唔會要你啲
污糟錢架。Valarie真係講得你好啱，佢話你變到為左錢就咩都做得出，你知唔知Valarie有個親戚嘅
仔，就因為玩左你果隻game學壞左，佢原本係品學兼優年青人，喺玩左你隻game之後真係走左去
做扯皮條呀，迫良為娼，你收手啦James。」Daisy果然保持住佢一貫嘅IQ智商，Valarie呢啲咁無稽
嘅大話佢都相信。不過既然佢開到聲話唔洗我還錢，都算係一件好事呀。既然Daisy幫唔到手，我就
剩返唯一一個幫手文員輝。阿輝聽到我有求於佢之後，佢好興奮咁出黎見我。無見文員輝一排，佢依
然都係一副猥瑣相，當街邊有靚女走過，佢都會即時用眼神去強姦人，不過最緊要係佢幫到我。我一
黎就開門見山同佢講，我要知道Valarie下落。佢聽到我嘅請求之後扮到一臉為難咁話：「我地大家
咁老友，你叫到我幫我點會唔幫你。但唔知點解，我真係唔記得左Valarie當日辭左工之後，佢話會
去邊一度呀。」我一睇就知佢咁樣問得，係想要報酬。我反問佢：「咁你要點先會記得返呢？」佢突
然淫笑起黎話：「我其實之前都有參加你地隻game個活動架，不過贏唔到，無得同你個細妹食飯。
不如咁啦，你畀我同你個妹食一次飯，我咁開心一定會記得返架，不過我講到明呀，到時食飯果陣佢
要餵我架。」佢問我攞錢我就話無姐，但佢只係又要我個妹出賣色相姐，我欣然接受。喺同左我個妹
食左餐飯之後，佢就如數家珍地將我離開之後，Valarie嘅所有事都話晒畀我知。其實我都知道Valari
e上唔到位之後，佢應該會心灰意冷要離開間公司，疊埋心水去嫁人。Valarie係就係打算唔做嫁人，
但原來佢嫁嘅對象唔再係果個鬼佬，相反佢又打算翻頭嫁，去嫁畀當日畀佢玩到出家嘅戇直醫生。

 

我真係唔明果個醫生係咪讀書讀壞左個腦，當日明明畀Valarie玩到覺得生無可戀要出家，但而家竟
然再娶多一次呢個賤婦人。喺我同阿虎搜索左一輪之後，我地終於喺個醫生嘅醫務所附近見返Valari
e。由於就黎又做醫生太太，Valarie穿戴得十分風光體面。我地一直跟蹤左佢幾日後，發覺佢嘅活動



除左shopping買衫之外，就係同一班操大陸口音嘅人聚會。由於果班人係操大陸口音，所以我安排
左阿虎去埋果班人身。過左一排之後，阿虎返黎向我匯報，原來果班人就係Valarie請返黎嘅打手，
而果班人除左喺網上做打手之外，原來喺現實都一樣有做打手。每次喺任何示威之中，呢班人都一定
會出黎，自稱係代表香港人，因為睇唔過眼啲社運呀民主派呀搞亂香港，所以要出黎撐政府。而喺我
同阿油佢地翻睇左無數個示威短片之後，發覺呢班人無論係因為民生定政治示威都好，佢地都一定會
出黎撐政府同批判民主派，而且每次都得果幾句對白。根據阿虎所講，Valarie而家擔任嘅角色就係
佢地嘅判頭，至於背後係咩人出錢請呢班人，阿虎就欲言又止咁，不過其實係咩人都唔關我事。我只
要知道Valarie嘅角色係做打手判頭就夠，不過一如我所料，阿虎話班打手咁勤力批判我，係出於Val
arie嘅個人要求，班打手因為怕Valarie唔畀其他job佢地做，所以都要義務去幫佢。我聽到之後真係
不禁失笑，我估唔到呢個世界竟然會有義務打手呢樣嘢，真係大開眼界。不過喺知道左Valarie而家
嘅底細之後，我就可以開始反擊。



第九十八節

對付網絡打手，我唯有同樣地動用網絡力量。想話喺網上唱好人就話難姐，要唱衰一個人其實都唔係
話太困難，特別係網民們最痛恨嘅打手。早排Valarie曾經行錯左一步棋，佢見喺網上周圍鬧阿秀同
我個妹係公廁，我隻game都依然繼續營運後。佢嬲起上黎就決定將戰場移師到現實，佢一連幾日，
搵左班打手喺我公司（亦即係阿油屋企）樓下示威。由於阿油同阿虎兩個本身同鄰居關係都麻麻，正
確黎講係啲鄰居一向都當呢個毒男同無業遊民唔存在。所以阿油根本唔在意啲鄰居之後點睇佢，雖然
有鄰居曾經因為覺得有班人喺樓下示威好麻煩，所以出聲叫過阿油快啲搞掂佢，不過我地亦無打算過
顧班鄰居嘅感受。相反，我地搵左阿虎匿埋喺暗處，將佢地幾日嘅示威過程都拍低，就連班友喺示威
完收工嘅行蹤阿虎都影低埋。而公司一眾同事亦都好落力地，喺其他示威場合新聞片進行認人後，我
地確定左呢班人係打手常客後。就將阿虎拍低嘅片段，再加埋啲新聞片段剪接埋一齊。而近排成為網
上熱門搜尋關鍵字公廁嘅細妹，亦都充當左呢段片嘅旁白。就係咁，一條揭露職業打手醜態嘅紀錄片
，好快就喺網上瘋傳。而我地就由荼毒細路，敗壞社會道德嘅人渣；搖身一變成為受到打手迫害同被
奪去創作自由嘅受害者。喺段片廣傳之後，不過佢手下班烏合之眾喺見晒光之後，果班以為自己幫助
維持社會道德嘅人士，就即刻散水同班打手劃清界線；而班打手亦都非常驚青，不斷去搵Valarie商
量。而好彩佢地死蠢地去搵Valarie，阿虎今次亦都非常盡責地將呢啲精彩片段拍低左。其實我都無
諗過Valarie會喺風頭火勢之下仲會現身去應酬呢班打手，Valarie可能係急住搵佢地共商下一步可以
點對付我，又或者係佢需要安撫呢班職業過街老鼠啦，無論原因係點。我都拍低我需要嘅片段，而喺
上一次紀錄片part 1大受歡迎之後，Valarie將會喺part 2度上鏡。不過剩係喺網上播放呢條part
2未能夠消我心頭之恨，為左隆重其事，我決定去搵一個人幫手。

 

「在公，呢個係你公司前僱員，你有責任處理仍；在私，你欠我一個人情，我而家就要你還畀我；在
情，佢都有唱到Jasmine，講到佢係啲唔三唔四嘅女人；在理，佢地呢啲打手同你地社運熱血分子可
以話係勢不兩立。在公在私在情在理，你都無唔幫我嘅理由。」雖然唔係好耐之前，我已經講到同E
vans恩斷義絕咁，不過我又急需要佢喺社運界嘅號召力。再講，我份人不嬲都無乜廉恥架啦，Evans
喺我一輪咀講出啲似是而非嘅大道理之後，一時間都唔識畀反應。而唔知係咪為左見我一面，喺知道
我去搵Evans後亦都趕黎嘅Jasmine，亦喺一旁幫我手勸Evans：「Evans呀，果班人係衰人黎，我地
好多朋友之前都畀佢地抹黑過，話係廢青同社會垃圾。就算唔係幫James呢個賤人，我地都好應該懲
戒一下佢地呀。仲有果個Valarie呀，佢激到John好嬲呀，佢話埋阿秀係公廁，你都知你Uncle莊有
幾錫阿秀架啦。你咪唔好當係幫賤人James囉，你當為左你Uncle又好，為左社會公義又好，你好應
該幫手對付Valarie呀。」雖然Jasmine不斷將賤人兩字加喺我個名前面，不過我都好明白佢係幫緊我
。Evans經唔起Jasmine同我嘅說服，佢無力地問我：「咁你想我點幫你呀？唔通你要我借錢畀你搵
人打佢斬佢？我唔係唔想幫你呀，不過我真係唔知我可以點幫你。你咁醒目，以前都只有你幫我，我
自問真係無能力幫你。」我聽到佢咁講後，輕輕一笑：「咁你又唔洗咁灰心喎，我樓下個阿伯養左隻
狗好多年，平時見隻狗剩係食同訓架咋。但點知早排阿伯死左，隻狗可能因為無人餵覺得肚餓，都識
得大大聲吠，等人黎幫阿伯收屍呀。隻狗都可以喺關鍵時候發揮作用囉，更何況你Evans，你今時唔
同往日架啦，間公司你睇架啦，你係大粒佬黎架啦。更何況以你昔日喺社運界嘅地位，你絕對可以幫
到我。」一直同我一齊說服Evans嘅Jasmine，喺呢個時候都加把咀鼓勵Evans：「你而家唔同晒架
啦，你睇下，連賤人James都要搵你幫手。以前就話你欠左佢人情姐，今次之後，你地就無拖無欠架
啦，你肯幫佢就得架啦。」喺連要點幫我都未知之下，Evans無奈地入左局。

 

喺得到Evans應承後，我亦都要再次面對在場嘅Jasmine，人地都咁落力幫我，我無理由唔畀返個交



代對方。Evans喺離開我地之前，都仲係一臉迷惘，相信佢都唔係好明白，點解明明之前先為左Jasm
ine同我反左面，但而家又會因為Jasmine說服下應承幫我。面對住Jasmine，無恥如我都不禁流露出
歉疚，我直頭唔敢扣抬頭直視佢。過左好耐，我終於鼓起勇氣問佢：「其實以你嘅質素，大把好過我
一萬倍嘅男人等住你啦，你做咩要咁幫我呢？由內至外，我都諗唔到自己有咩好處值得你鍾意。」佢
冷冷地反問我：「你覺得呢？我想聽你講真話，如果你仲有係個人嘅話，就唔好當我白痴用啲廢話敷
衍我。」嘩，講真話真係我嘅弱項，不過既然Jamsine叫到，我都唯有硬住頭皮去答佢：「拿，我估
下架咋，估錯左唔准嬲架。係咪因為你大小姐由細到大要乜有乜，但反而我呢啲貨色竟然咁對你，所
以挑起左你嘅好勝心呀？」我初初以為佢聽到我咁講，會好嬲好大反應。點知佢竟然微笑左一下，之
後同我講：「今次係你第一次同我講真心話。係呀，我唔否認我鍾意你某程度上可能係因為好勝。不
過我唔同你，我鍾意一個人只係憑感覺，我唔會分析自己點解會鍾意你，所以呢個問題我無答案。不
過由細到大，都無人迫到我做唔鍾意嘅事，亦無人阻到我去做我自己想做嘅事。我幫你只係出於自己
嘅心意，放心你無欠過我，我如果係唔想做你亦都唔會迫到我做啦。不過今次亦都係我最後一次幫你
，我雖然唔知點解會鍾意你，但我就好清楚你唔會鍾意我，我知你心入面有第二個人。唔好咁婆媽啦
，快啲去做你應該做嘅嘢啦。」聽到Jasmine咁講後，我第一次感到對一個人無以為報，係幾咁沉重
。其實Evans真係好幸運，佢唔知Miki為佢付出左幾多，所以佢無需要去擔心自己有幾欠佢。我就唔
同，我好清楚眼前呢個要風得風嘅大小姐，為左我係有幾屈就自己，需要佢仲開解我話我無欠佢，不
過我心知肚明，我對佢的確係無以為報。



第九十九節

得到Evans嘅幫助，佢成功幫我號召左一班社運人士，為數有過百人。佢地之所以肯幫手，除左因為
佢地畀面Evans之外，都係因為佢地多次被打手抹黑。其中一位社運少女同我講話，明明佢係同男朋
友一齊參加社運示威，但點知好快佢就畀人喺網上抹黑為免費民主雞，令佢聲明狼籍，呢個名傳開去
之後，仲連佢隔離屋個血氣方剛中學生，喺搭lift果陣都同佢講話：「姐姐其實我都撐普選架，你可
唔可以同我共渡春宵獎勵下我？」而另一位仲係讀緊大學嘅社運仔亦同我講，話佢明明成日畀人話係
買唔起樓嘅窮鬼，因為仇富先會上街做憤青；但轉過頭又畀打手話佢係收左外國勢力錢嘅打手。佢覺
得好疑惑，因為佢唔知班打手究竟係覺得佢有錢定係無錢。不過點都好，我發覺班打手無論係對付班
社運人士又抑或係對付我同我身邊人都好，其實都係不外乎兩招：就係抹黑人別有用心同私生活不檢
點。由於抹黑人都係我嘅強項，所以喺對付Valarie同佢旗下班打手嘅時候，我都一樣有以彼之道還
彼之身。就好似當Evans幫我搵黎一班社運仔，我向佢地解釋今次點解要佢地幫手之時。我除左畀左
我地精心拍嘅紀錄片畀佢地睇，以展示Valarie係打手嘅工頭之餘。我仲大肆抹黑Valarie，同佢地講
話：「呢個女人好恐怖架，而家佢同返畀佢玩到出過家嘅醫生前夫結婚，表面上好似係破鏡重圓，其
實唔係咁簡單架。呢個女人曾經同過一個西人犯罪分子去到談婚論嫁嘅地步，不過佢又突然之間同返
呢個醫生前夫一齊。其實背後涉及一個驚天黑幕，果個西人犯罪分子可能係想利用呢個正直醫生去危
害香港醫療界，Valarie只係表面上同個西人分左手，但實際上佢只係要接近個醫生。我懷疑佢地可
以係想偷運人體器官呀，又或者係想拎啲化武原材料。」多啲Valarie果件西人前未婚夫生得蟑頭鼠
目，一睇就知唔係好人。當我出示左果條友嘅相之後，班熱血社運人士好似都有啲相信我嘅說法，再
加上佢地大部分都受過打手抹黑，新仇舊恨之下，大家都好願意幫手。

 

我除左喺網上預告左快將上傳揭露網上打手工頭Valarie真面目嘅紀錄片之外，亦透露會搞個首映會
，至於場地同時間我就話會到時先公布。由於上一段紀錄片喺網上都有不少迴響，所以不少網民都對
我今次搞到神神秘秘咁相當好奇。至於點解我要咁神秘，原因好簡單，因為首映會其實係喺Valarie
結婚果日，而場地就係喺佢婚宴附近。一眾社運人士都好幫手，喺事前都好保密無漏到口風。去到當
日，我地等Valarie開始入席之時先去到擺檔。唔洗幾耐，四周就圍左一堆好事之徙，再加上果班社
運人士大力支持，所以一時間我地都幾有氣勢。唔洗幾耐就有班傳媒聞風而至，大家都好期待呢套新
片有咩猛料爆。由於唔想畀人告話我係非法集會，所以我向傳媒聲稱今次只係我個人嘅街頭藝術表現
，至於所有黎參加嘅人都與我無關，大家都只係觀眾。當我見周圍都企滿晒人之時，我就開始播片。
當Valarie同班打手密談嘅片段播出之時，在場人士都嘩然。而我亦都喺呢個時候不厭其煩地同在場
人士講，話Valarie而家喺附近擺緊酒，希望大家都要冷靜克制，就算佢係社會害蟲都好，都唔可以
過下打擾佢地。當然我知道只要講左呢句之後，Valarie可以會即時多左好多賓客，最起碼班傳媒應
該都會去一睹佢芳容，我希望呢班人過去果陣做人情啦。但唔洗班傳媒自己動手，著住裙掛嘅Valari
e已經帶左一班賓客殺到黎。不過睇佢後面班人嘅表情，大多數都似係食花生多過想幫手。我其實都
幾肯定Valarie已經係第二次嫁畀呢條友，果啲影下佢地童年同相識經過嘅片，啲賓客同睇過一次啦
，點計都係我段爆料片段好睇啲。正當Valarie想衝上前同我理論之時，我就喺一眾傳媒大叫：「呢
個女人要殺我滅口呀。」之後就跳上的士落荒而逃，而身邊班社運人士亦都好合拍地幫我攔住Valari
e，等佢連同我對質嘅時間都無。

 

第二日Valarie呢位新娘子上左好多份報紙，有份仲寫到話「新娘子率打手兵團踩場圖毀證供」，就
係咁網民就由本身一面們話阿秀同我個妹係公廁後，變到於網上追殺Valarie。有個咁嘅結果，我相
信我都算對開心骨場工作團隊同阿秀有個交代。正當我急不及侍去搵阿秀講呢個好消息之時，我以為



件事完左之後佢可以開心返，點知佢都係唔肯見我，而且佢仲透過Robin同我講話以後都唔想見到我
。我試圖透過莊神去向阿秀道歉，點知連莊神都向我表示，the damage is
done，佢話佢只係最叻觀察人類行為。但唔代表佢有能力去修補人類傷口，莊神好話重心長同我講
話：「你係一個唔合格嘅人類行為觀察者，因為由頭到尾你只係最在意自己，你觀察到嘅只係他人嘅
表明行為，你無真心去理解佢地嘅內在。你除左因為唔成熟嘅行為而深深傷害左阿秀，你仲傷害左Ja
smine，不過呢啲都係你地兩個嘅私事，我唔會過問。不過相信我，你無聽我話去留心觀察身邊嘅人
，惡果好快會出現。」我一向都唔抵得莊神好似成日看透世事，覺得佢好多時都係咁啱講中。但可惜
今次莊神真係不幸言中，我嘅惡果好快就出現。正當我覺得就算得唔到阿秀原諒，但都叫做幫隻ga
me除去左一個大敵之時，可惜其他人唔係咁諗。Taylor同阿油佢地兩個喺經過呢件事之後，亦都產
生左自己嘅諗法。原本呢個勢成水火嘅人，為左自己嘅利益，竟然第一次連成一線。佢地喺Valarie
事件過左一排之後，搵左我出黎傾。

 

Taylor同阿油見到我都一臉不好意思，我從佢地嘅表情都已經估到佢地想做啲咩。Taylor率先開聲話
：「Valarie係我同你嘅共同敵人，我相信佢搞我地隻game都係因為針對我地兩個，我都好感激你出
面搞掂左呢件事。不過講真，因為呢件事你又得罪左好多我地惹唔起嘅勢力，你都知我放左好多錢喺
呢隻game度架啦，我真係好想隻game可以成功架。你都明啦，我唔想再畀人搞呀。」阿油無正眼
望我，但佢不住點頭表示認同。我無出聲，因為我知道我呢一刻對佢地黎講根本係可有可無，而且仲
係一個負累。錢係Taylor出，負責寫隻game果個係阿油。佢地再喺出面請條友返黎營運根本都唔難
。估唔到我同我偶像Steve
Jobs一樣，都有機會畀人踢出自己創辦嘅公司。我無出聲怪責佢地，因為連我自己都覺得佢地嘅憂
慮係正常，如果畀著係我，我都一樣會下呢個決定。但唔知點解，我依然忍唔住流淚，我覺得好委屈
，因為我為隻game付出咁多，點知佢地依然係一個唔該就踢走我。我唔知我辛苦左咁耐，究竟係為
乜。原本我覺得呢隻game只係我嘅踏腳石，我嘅小器簿王國會喺呢隻game成功之後慢慢開展，但
而家一切都已成泡影。我雖然好傷心，不過我都無打算賴死，我默默地同Taylor同阿油握完手之後，
就轉身離開。我呢一刻真係去到無路可走，我唔知邊個喺呢一刻會向我伸出援手。我有諗過厚顏地去
搵Jasmine尋找依靠，但好快我就打消左呢個念頭。因為去到呢一刻，我都依然係好掛住一個人，一
個已經一排音訊全無嘅人。我抹乾眼淚，打電話去問莊神問Miki嘅下落，原本我以為莊神會搞一輪
先肯答我，點知佢今次竟然好乾脆咁畀左個地址我，仲幫我買埋機票。就係咁，我喺畀踢出自己公司
後唔夠二十四小時，就上左一架飛往美國加洲嘅飛機，出發去尋找我人生中嘅最後希望－Miki。



第一百節

所以話學識英文真係好緊要，當我完全無準備之下就飛左去美國搵Miki。點知原來加洲係咁大，我
又唔識英文，人地話路在口邊，但我根本連開口問人都唔敢。喺無乜錢喺身之下，又唔知點去Miki
屋企之下。我唯有打返香港嘗試搵莊神幫手，點知條死老嘢一直都唔肯聽電話。無計可施之下，我就
唯有喺機場附近休息一晚，到第二朝再嘗試去搵下死老嘢。正當我打算喺機場附近搵間Motel住一晚
之際，我一行離機場無幾遠，就有架貨van突然喺我隔離停低，車門打開之後一個黑人大漢將我強行
拉上車，我大叫救命，不過諗諗下唔係喎，呢度係美國黎。我未轉得切channel講help之時，已經被
人拎黑布蒙住個頭同封左我把口。我心入面即時大驚，乜原來平時睇電影話美國好危險係真架？我fe
el到個黑人大漢將我捉得好實，我即時心裡大驚，佢唔係要將我蒙頭入閘就地正法呀下？點知過左一
段時間佢都只係捉實我而無做過其他嘢。我開始懷疑佢係受僱要捉我，而當然我最懷疑係Valarie下
手架啦。話晒我都打爛左佢個打手判頭飯碗，而且我亦唔知佢背後仲有啲咩勢力，而家去到美國佢真
係溶左我都得啦。我雖然係好驚死，不過我最唔忿氣係山長水遠黎到美國，未見到Miki就已經要客
死異鄉。我都好驚訝我自己喺生死未卜嘅情況下，依然係諗住Miki，我明明就唔係啲咁深情嘅人。
由於被人蒙住左個頭，我都唔知自己喺架車上度過左幾耐。不過果個黑人大漢真係好盡責，佢成程車
都捉實我，而且作為一個綁架者黎講，佢都唔算太粗魯，佢強而有力嘅臂彎仲畀到啲安全感我。估唔
到我只係畀人捉左一陣就已經有斯德哥爾摩症。

 

過左唔知幾耐，架車終於停低左。我被兩個人押解左去一個地方，由於仲被人蒙住頭，我剩係知道呢
個地方係要搭lift上去。途中我嘗試留心聽下周圍嘅聲音去判斷自己被人帶左上幾多樓，可惜我根本
咩都聽唔到。架lift終於停低，我其實已經驚到喊左出黎同賴左少少尿，不過我心諗橫豎都係要一死
。我決定陣間只要佢地一揭開塊布同解開我個口之後，我一定要用最惡毒嘅說話黎咒對方。我諗住如
果陣間見到係Valarie之後，我一定會咒佢年年離婚之後再結婚，仲要咒佢擺親酒都蝕，仲要一蝕蝕
幾圍呀。當我被人押左去一個單位裡面，我聽到周圍都幾靜，而且我聞到一陣熟悉嘅味道。我feel到
周圍都散發住一陣毒男先會發出嘅惡臭味，由於我之前長時間喺阿油屋企度同班IT人工作，所以我好
認得呢浸味。我心諗唔係呀下，唔通到佢地當左係毒男，真係賣左我畀啲變態有錢佬做計數機。終於
我塊黑布被揭開了，我發現我身處嘅地方應該係個類似office嘅地方，我周圍真係好多西人版阿油，
不過佢地都埋頭於電腦度工作緊，根本無人望過我，我諗呢度如果唔係大學電腦室，就應該係一間it
公司，不過觀乎周圍環境，我認為係後者嘅機會大啲。原本捉住我果個黑人大漢，見到我滿面淚痕而
且仲要條褲濕晒，佢即刻大笑左出黎，而且佢仲話我係PUSSY。啲黑人鬧人真係得意，都唔明點解
佢無端端會話我係波斯貓，我原本想用一個N字頭嘅英文去鬧返佢，不過我怕第日佢會告返我係種族
歧視。你知啦，美國人咩都可以拎黎打官司架嘛，雖然我係被人綁架果個，但第日佢調轉頭告我攞返
一百幾十萬咪死。佢笑完之後，指一指一間房，示意叫我行入去。佢竟然已經鬆開左手，我就緊係唔
會咁笨真係聽佢講行入去啦。我轉身就去住門口方向跑走左，點知我咪走到出去之時。我聽到一把既
熟悉又陌生嘅聲音喺呢個時候響起：「你唔係專登坐飛機黎搵我架咩低能仔，做咩未見到我就走左去
呀？我知啦，你係想去搵返條褲先黎見我？不過換褲都無完架啦，頭先成個過程我都拍低晒架啦。」

 

原本我以為我同Miki久別重逢一刻，我地之間會係浪漫擁吻，點知我竟然會係賴住尿咁見佢。喺入
左佢間office後，佢笑左好耐都未肯收聲，而我只係無奈地企喺度，因為我條褲仲濕緊佢唔畀我坐低
。我雖然好想鬧佢一餐，不過見到佢嘅笑容，我又唔捨得鬧佢。到佢終於笑完之後，我問佢：「點解
你要咁做先？你唔可以好似普通人咁去接機架咩？係要搵個黑人黎，我問你呀，你同果個黑人係咩關
係先？你知啦，太闊太鬆我唔要架。」佢扁一扁咀問：「你講咩太闊太鬆呀，仲有邊個要你要先？我



同你只係舊同事關係架咋喎。」「我意思係我驚你黎到美國之後，你嘅道德尺度變到太闊太鬆姐。喂
仲有我都山長水遠黎搵你啦，我黎得緊係要同你表白架啦，如果唔係你估我真係好得閒坐咁耐飛機黎
搵你咩，雖然我而家都真係好得閒。」Miki露出久違了嘅狡黠笑容：「莊生突然同我講話你想黎見
工，我先見你架咋。至於接機方法係果位叫阿秀嘅妹妹要求嘅，佢同我講話你之前累到佢咁慘，佢要
我將你頭先賴尿嘅片段放上網，佢條氣先順返先肯原諒你。不過都啱嘅，聽聞你之前累到人畀人笑係
公廁，而且都係時候到你成為網上名人架啦，失禁仔呢個外號都應該幾襯你。」聽到阿秀肯原諒我，
我心口抒左一口氣，相比之下真係畀人笑下都抵。我問Miki：「真係唔好講其他嘢住，你老老實實
答我，妳做咩之前唔覆我email先？」佢沒好氣地回答：「先生呀，你都見到我開左間公司架啦，咁
我真係忙我呀嘛。你而家都見到我啦？你有咩要同我講咁緊要呀？係咪覺得自己畀阿油踢出左間公司
好委屈要哭訴呀？不過同我哭訴都無用架喎，因為係我同莊神教阿油咁做架喎。」去到呢一刻都無乜
嘢會令我覺得驚訝，而且我都相信莊神同Miki唔會害我。我唔理自己條褲仲濕緊，坐低左同Miki講
：「其實我又唔覺得太委屈嘅，不過聽你咁講完我只係覺得件事更加合理姐，因為阿油唔似會咁有主
見敢踢走我。有你同莊神教路就合理好多。我唔理呀，你搞到我變左雙失仔，黎緊仲要畀人笑失禁，
你要負責任黎養我呀。」

 

Miki呢個時候終於露出甜笑，好溫柔地講左句：「你無用架你，剩係識得耍無賴，你唔問下呢間係
咩公司？」「問黎做咩？我過黎係嘆世界等你養我，你出去搵錢咪得，我疊埋心水食軟飯架啦。」M
iki行過黎打左我一下之後，就開始解釋：「莊神當日喺你未開始寫app之前，已經同我講覺得呢個先
係小器簿嘅唯一出路。所以佢安排左我返美國度幫佢管理呢間佢之前開落嘅IT公司，為嘅就係幫你鋪
路。不過估唔到你條傻佬自己喺香港又有個咁嘅idea，自己去搞個咩開心骨場出黎。我見你咁有興
致咪費事阻你囉。」我聽到之後即刻拍枱話：「喂你當我真係咁努力上進咩，我都不知幾樂意坐享其
成。一早知你同莊神已經幫我搞緊，我就唔會洗努力啦。」Miki拍一拍我個頭話：「咁你如果唔係
經過之前咁多事，你都唔知做生意係幾咁苦架嘛。你以後安心幫我打工就得架啦，相比於做生意，你
都係適合喺office做下文員。你睇下出面咁多個西人版阿油，以後大把人畀你玩啦。」「我唔制，我
唔要做文員仔，我要做Steve
Jobs。」「咁你乖乖地學好啲英文先再講啦。」其實Miki真係好了解我，我根本就唔係咩做大事嘅
材料。佢當日幫我辭工果陣應承過話會幫我手去搞好小器簿。估唔到佢一直都無違諾，佢真係有幫我
搞好呢件事，仲要幫我將小器簿推廣到國際，我真係好幸福。

 

喺美國過左一排之後，我都慢慢集慣左呢度嘅生活，雖然都係唔係好識英文，但為左可以整蠱公司入
面果班成日對我白眼嘅西人阿油，我好努力地去學好英文。其中一個叫Martin嘅毒男，成日都笑我
唔識英文。之後我用photoshop
print整一大疊電影捉彊屍用嘅道具符出黎，貼到佢成架車同公司成張枱都係，再喺佢隔離求其細細
聲唸唸有詞咁講中文，等佢以為我真係識咩中國道法可以咒佢之後，佢就唔敢再笑我。喺呢個地方我
重拾返我人生嘅最大興趣，就係喺office度做搞屎棍向同事報仇。而我同Miki，就好自然地一齊左。
我曾經問過Miki，佢究竟放低左Evans未，但佢次次都無正面答我。直到喺幾個月後我同佢返香港搞
埋啲簽證手續之後，我地喺街偶爾撞到Evans同一個女仔一齊之後，Miki都全無異樣，我先肯定佢應
該係放低左Evans。

 

至於其他人嘅下落，據我所知，Valarie自從畀傳媒踢爆左係打手之後，就好似無得再經營佢呢門生
意。至於阿油同Taylor嘅開心骨場據聞都搞得算唔錯，而且佢地好似仲搵左文員輝去代替我個位。而



Jasmine喺知道左我同Miki一齊之後，佢都疊埋心水搵左個新男朋友，我聽到都相當替佢開心。Dais
y喺知道左Valarie係打手之後，佢曾經有whatsapp我向我道歉，不過當我嘗試想同佢冰釋前嫌時，
佢亦都再無回我，相信我同佢都真係緣盡，大家都無乜機會會再見。Judy，果件唔知叫咩名嘅女人
，Sam姐同阿Kate嘅下落我就真係唔知，佢地有啲好似仲喺公司度打工，有啲就已經不知所蹤。阿
秀喺我代替佢成為網上名人之後就原諒左我，而遊手好閒嘅莊神亦都成日同佢老婆仲有Robin去美國
度打搞我同Miki，佢仲成日捉我去觀察啲西人嘅行為同打算喺美國度收徒。我曾經問過莊神，佢究
竟係覺得我同佢性格上有啲相似先對我咁好，定係因為真係覺得我係人才。當然佢都係唔會正經答我
，而又叫我自己觀察下。而另一個纏擾左我好耐嘅問題，就係究竟莊神同我個妹係咪真係有路，我到
而家都一樣係唔知答案。不過我而家長時間唔喺香港，我知道莊神會代我睇住我個妹，呢樣嘢都令我
比較放心。因為有莊神同Miki，我先可以實現我嘅理想之餘，仲可以繼續安心做最適合嘅事，當offi
ce入面嘅搞屎棍，我真係好幸運。雖然我唔知我嘅幸運可以維持幾耐，不過喺呢一刻，我好肯定我
一定係全世界最幸福嘅男人。

 

（全書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