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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重新修訂 )

「屌，咁撚柒多蚊㗎。」我邊講邊冚埋張被。

我feel到越嚟越熱，越嚟越熱。好似焗緊桑拿咁。

都唔知點解，瞓瞓下覺會見到啲完全唔撚係識嘅人同我講嘢同埋見到一條橋。

嗰條友:喂！on9仔！

我:？

嗰條友:係呀！你呀！過嚟。

我:咩事呀阿sir？

「阿sir」:阿sir做嘢唔洗你教。

只係見住佢係咁摸，係咁摸，起勢咁摸。

我:阿sir，犯法㗎喎。

「阿sir」:再嘈告鳩你襲警呀！

我:死黑狗。

「阿sir」即刻用手扣扣住我，掉咗我落去。

成程係咁流汗。
 



壹( 重新修訂 )

「起身啦喂。」呢個咪琴晚掉我落地獄嗰條撚樣？

不過嗰條友睇落又幾靚仔。

我：你乜水呀？點解你會入到嚟我間房？

忘記咗介紹自己。

阿恆，14歲，住天水圍。標準毒撚身型同樣。

佢：我叫張志賢，叫我賢仔得啦。其實你已經焗死咗，變咗做鬼。

我：你未答我問題，點解你會係我間房。

賢仔：我驚你適應唔到，咁啱經過咪過嚟囉。同埋間屋俾我住一排先啦下。

之後咁我就講曬啲基本資料畀佢聽，佢知道我係屯門讀書之後，即刻扯住我出門口，佢話要教我點搭
車返學喎。

去到53號巴士站，我O哂咀：吓，點解唔坐西鐵要坐巴士？

賢仔：西鐵要轉車。

嘈嘈下架車就嚟咗，佢拉住我由後門上車，我問佢：唔洗畀錢咩？佢回答：你都on9。係喎，司機都
睇唔到，我真係on99。

上咗車之後揾咗2個位坐，我問佢點解會無啦啦死咗

賢仔：係學校畀人老屈我同個肥婆有嘢，跟住自殺死咗。

真係陰功，小六嗰陣我都畀成班人屈鍾意個肥婆，但係我冇事。

講講下架車就到咗屯門巿中心。



貳

係市中心食完飯就行過去學校，點知撞到2條女，原來係阿兒同阿靈。

賢仔：高D嗰條女好靚。

我：阿兒？

賢仔：哦~原來佢叫阿兒。好想去整鳩佢呀!(流口水)

咁又係，佢個樣本身已經成個女神咁，連阿sir都鍾意佢，普通人對佢一見鍾情都正常嘅。雖然賢仔
   係鬼。

賢仔：好想J呀!

我：我都想呀！

即使溝唔到阿兒，但係佢作為我女神，可以攞佢嚟J已經好好。

跟住我哋兩個都睇到扯曬旗，點知阿兒就望向我嗰邊， 我即刻拉住賢仔衫領走咗。

我：咩料呀？人唔係應該睇唔到鬼㗎咩？點解佢又會見到我哋嘅？

賢仔：可能頭先條女有陰陽眼掛。不過靚仔扯旗冇乜大不了嘅，只不過毒撚就... 有少少尷尬囉。

我：仆街啦你唔早講！而家我好尷尬呀！

咁難得見到女神，但係就因為我扯咗旗畀佢睇到，唉！

跟住去老麥嘆咗個下午茶就搭巴士返屋企。

完全唔知今日做咗啲乜，乖乖地留喺屋企度打機咪算囉，條撚樣係都要拉我出去，佢前世冇去過屯門
咩？



參

返到屋企之後，就手痕開IG睇阿兒有冇講D咩比人性騷擾嗰D啦，好彩冇事。

賢仔睇到阿兒有新Post，講佢唔想參加急救講座。

賢仔：不如我代佢去。

我：鍾意女神洗唔洗咁呀？

賢仔：我可以附身係佢度架嘛。

呢一番說話令我深深覺得佢一定係一個變態。

如我所料，講完呢句佢就即刻一支箭標咗出去。

當我想叫佢返入屋嗰陣佢已經喺巴士站等緊車去屯門，而且架車都嚟埋。咁冇計啦，只可以跟蹤佢。

「下一站係，富泰邨。」

見到賢仔準備落車，唔通佢真係想附身阿兒？

咁佢落咗車之後我都跟埋佢落車，喺巴士總站鳩下鳩下咁。十五分鐘之後，我竟然見到阿兒落咗嚟等
車，應該係想返學校參加講座，之後佢上咗架261。我追唔切就坐咗K51過去學校個巴士站截佢。因
為我唔肯定嗰個真係阿兒定係賢仔假扮。

到咗學校個巴士站，過咗對面之後啱啱見到頭先嗰架261，就睇阿兒有冇落車喇，點知見唔到佢，所
以我就打電話畀阿兒，但係冇人聽，突然眼前一黑。

阿兒把聲：估下我係邊個？

我：阿兒？

佢：真係？

佢：其實我係賢仔呀！哈哈哈哈！

我：屌你！變態㗎？

佢：咁而家咪我代阿兒聽講座囉。有乜問題？

我：希望你唔會畀人發現啦下。

之後又喺屯門市中心兜咗一轉，發現原來屯門市中心就嚟開donki。



肆

行咗一陣之後，我打開電話睇下幾點。

12：00，賢仔應該啱啱聽完講座，我去學校睇下佢附完身未，但係仲未見到賢仔假扮嘅阿兒出嚟。
所以我whatsapp佢。

我:放咗未？

賢仔:晨早放咗

我:咁而家係邊

賢仔:係巴士站囉

我二話不說睇下賢仔佢上咗車未，唔好話我跟蹤佢，係我驚佢唔知會用阿兒個身體做乜。

趕到去巴士站嗰陣啱啱有架去富泰嘅車埋站，
我就即刻上咗車，同埋睇下賢仔喺唔喺度。

我上咗上層，原來賢仔就坐喺樓梯隔離，真係on9，如果係我嘅話我應該坐車尾。咁啱見到佢後面有
個吉位我就坐咗入去，睇佢幾時落車。

去到兆康西鐵站落咗車，轉西鐵返屋企，費事再戇鳩鳩咁跟住賢仔。

夜晚8點

我:屌你個賢仔肯返嚟未，又話7點9係天耀阿活等。

WhatsApp

我:嚟未

賢仔:阿兒真係...呀！

仆街佢唔係用阿兒嚟打J下話？但係我今日好攰，想抖下，就唔理佢啦。不過佢用女神(真人)嚟打飛
機我就有啲唔甘心。都係拿拿聲食飽返去瞓覺。

第2日朝早10點

WhatsApp

我: 賢仔你條仆街仔肯返嚟未

賢仔: 阿兒真係好正



嘩我屌你個老母你竟然用阿兒個身體訓咗一晚？希望阿兒冇畀嗰條鹹濕靚仔攞嚟打第2次飛機啦。

11點

今日約咗朋友，準備落元朗。

突然有把好熟悉嘅聲嗌緊我「阿恆」。

望咗望後面，原來係阿兒。

我:你條鹹濕仔終於肯死返嚟喇咩？

阿兒:？？？乜嘢？

我: 你唔係變態度用埋佢身體嚟見我下話？

阿兒: 咩變態？你噏緊乜？

我:唔好玩嘢啦？明明就係賢仔？

阿兒:你老母就賢仔，佢會咁同你講嘢咩？

「佢會咁同你講嘢咩？」即係呢個真係阿兒唔係賢仔假扮啦。

我:咁你過嚟做乜嘢？

阿兒:畀返個賢仔你呀，叫佢以後唔好再嚟屯門呀，唔好再煩住我呀！

我:賢仔你究竟用過佢身體做過啲乜嚟？

賢仔:咪用佢個身體嚟做愛做嘅事囉。

我:唔係打飛機下話。

賢仔: Exact7ly， 不過係喺我離開咗佢身體之後先對住佢打飛機。

我:估唔到靚仔都有變態。

其實我完全想像唔到賢仔會對我女神做啲咁嘅嘢，而且阿兒都唔止係我女神咁簡單，係全級女神。同
埋條友都幾厚面皮。

咁啱有架761p埋站，我就上咗車，掉低佢一個自生自滅。

 



伍

落到元朗，竟然見到阿靈。

我whatsapp我朋友嘅同時見到阿靈po咗個動態笑我同小學嗰個肥婆有嘢。吖你老母呀！

見完啲朋友，食完嘢，就即刻返天水圍搵賢仔。因為我想叫賢仔一齊幫我報今日個仇。

原本諗住買杯珍珠奶茶倒落去佢頭度，但係落到元朗唔見佢。

「青磚圍XX號收」我靠住阿靈個自爆動態搵佢屋企喺邊，跟住上咗架614去藍地。杯珍珠奶茶都趁
我搭緊車嗰陣飲哂，不過好撚甜，可能係因為我同收銀講話要多糖掛。

到咗藍地，我即刻開google map
search「青磚圍XX號」，點知入到去青磚圍嗰度好鬼黑，因為已經夜晚，驚踩到屎，所以開咗手機
電筒。

果然我係一個on9仔，忘記咗開電筒係會畀人睇到，所以阿靈即刻po動態話佢屋企突然有道光出現
。

賢仔笑住咁講:走先。

我:你係咪咁撚冇義氣呀？我驚之後返學會畀啲有陰陽眼嘅人笑呀！

賢仔:反正都柒咗啦有乜所謂。

我:冇膽鬼。

賢仔:唉算啦，快手搞掂佢就著草走啦。

跟住我就飄咗上去阿靈間房個窗(唔知點解我無啦啦會識飄)，見到佢瞓緊覺。

賢仔:快手啲整完就走啦。

瞓覺喎，梗係搵桶水潑濕佢㗎喇，所以我求其喺附近搵咗個桶裝咗啲水準備潑落去佢個身度。

賢仔:潑咗就快啲走啦，仲留喺度做乜？

我一直跑一直跑跑咗五分鐘到藍地輕鐵站。雖然未出到屯門區，但係離開咗青磚圍都叫好啲。

我:不如落洪水橋食啲嘢先啦，我好餓。

至於點解唔喺藍地食嘢先返屋企呢？因為我驚阿靈嗰啲人會發現到我，同埋平時去屯門都唔會嚟藍地
呢啲超級牛屎區。

過馬路嗰陣有架63X停咗喺紅燈度，睇嚟個天都係想幫我快啲甩難。



一路搭車一路睇住阿靈點樣畀我整蠱，睇到笑撚咗。抵鳩佢死，佢唔將我同嗰個肥婆相提並論咪冇事
囉。

跟住喺63x總站附近搵咗間茶記食嘢之後返歸。



陸

今日年初三  雖然係赤口 但係都同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
同埋今日係情人節，祝大家有女嘅，就同你女朋友幸幸福福咁過
冇女好似我咁嘅就匿喺屋企當乜都睇唔到，今日所有嘢都冇發生過
---------------------------------------------------

是咁的，今日初二，琴日本身諗住去表舅父嗰度拜年，點知我死鳩咗，驚佢冇陰陽眼睇唔到我，
所以都係冇去。

阿兒WhatsApp話佢又會去啲三姑六婆啲親戚嗰度拜年，由佢12歲開始，一直都畀人問有冇男朋友
嗰啲，佢覺得好撚煩，所以想揾我扮佢男朋友。至於點解唔揾賢仔，佢就話先識得嗰幾日，廢事佢陣
間搗亂。

賢仔:你就好啦。

我:你唔係J緊女咩？仲有，關你鳩事咩，死返去打飛機啦。

賢仔:好衰㗎！

我:屌你BL咩，打你嘅飛機啦。

幾驚佢顏射我。

之後我同阿兒約咗11點係元朗西鐵站等。佢親戚住大埔，所以就諗住dun 64K過去。

11點

阿兒著住白衫黑褲出現係我眼前，佢真係好可愛，只可以用仙氣爆發形容佢。

阿兒:等咩呀，行啦。

我:哦...哦哦哦哦，行囉。

話哂第一次同女神，仲要係級女神出街，仲要去大埔，難免會有啲緊張嘅。

落到巴士站，見到架去大埔嘅車，就沖咗上車，點知又死on9，架車冇入錦田八鄉，反而行高速公路
。個心畀架車嚇到離一離。

我:你親戚住大埔邊到㗎？

阿兒:大埔超級城嗰頭。

我心情即刻放鬆哂，因為至少唔係林村，康樂園先，同埋坐緊嗰架車兜上水再落大埔，唔經林村。

去到大埔火車站落車，阿兒帶我行返去超級城。



我:點解你咁熟路？

阿兒:我以前細個拜年都會經過咪咁熟囉。

講真，大西北人除咗返工之外都冇乜可能出城，我都冇乜會出城，所以唔熟路都好正常。

行下行下，就到咗佢親戚屋企。

阿兒:記住陣間醒醒定定，唔好柒下柒下咁呀！

我:Yes,sir!

阿兒:Sir你老母咩，madam呀。

我:Sorry madam!

阿兒笑住咁講:唔好講咁多嘢，上去啦。

阿兒真係好得意...

我:你好！恭喜發財，身體健康呀！

阿兒啲親戚(下稱親戚):你係？

忘記咗講，阿兒嗰邊啲人全部都有陰陽眼。

阿兒:佢係我男朋友，阿恆。

親戚:快啲入嚟坐啦！

佢親戚有個仔，叫阿俊，8歲。我心諗:俊？邊撚度俊呀？睇過！靚唔過賢仔都唔應該叫俊。

跟住就同阿兒啲親戚逗下利是吹下水問下我啲學業成績又係嗰啲三姑六婆死人問題咁啦，跟住就入咗
阿俊間房。

入咗去之後就同阿兒一直打機同睇YouTube，
冇理過阿俊。

阿俊:表姐呀，理下我啦，好悶呀。

阿兒:好啦好啦，想玩啲乜呀？

阿俊:Lego!

跟住阿兒就同阿俊玩呢Lego，我就係咁坐喺阿俊張床度睇youtube。間中都會同佢哋兩個玩下Lego
。



留到夜晚6點就走，因為朝早搭嗰架車就嚟尾班車，而且可以一程就返到天水圍，可以唔使慢慢行林
錦公路錦田八鄉到元朗再轉車。

親戚:咁早走呀？

我: 我要趕尾班車呀。

親戚: 咁下次再嚟啦，拜拜。

巴士站

阿兒:不如我送你返去？

我:唔使啦，一個男仔竟然要女仔送返去。

阿兒: 順路吖嘛，反正搭東鐵轉西鐵都係要經過天水圍㗎喇。

我:好啦好啦。

跟住就搭返頭先架車返天水圍。之後阿兒就話肚餓想上嚟我屋企食飯，所以我就叫賢仔落街買餸返上
去煮。



陸(番外)

是咁的，今日初二，琴日本身諗住去表舅父嗰度拜年，點知我死鳩咗，驚佢冇陰陽眼睇唔到我，
所以都係冇去。

阿兒WhatsApp話佢又會去啲三姑六婆啲親戚嗰度拜年，由佢12歲開始，一直都畀人問有冇男朋友
嗰啲，佢覺得好撚煩，所以想揾我扮佢男朋友。至於點解唔揾賢仔，佢就話先識得嗰幾日，廢事佢陣
間搗亂。

賢仔:話時話，我啲親戚都問我有冇女。

我:關我鳩事咩，又唔係我啲親戚。

賢仔:好衰㗎！

我:屌你BL咩，打你嘅飛機啦。

我幾驚佢顏射我。

賢仔:咁不如你扮住我條女先囉。

我:你都戇鳩鳩。

賢仔:咁我哋兩個扮gay囉。

我: 搵第二個扮啦。

賢仔:11點出去啦，就咁。換衫先。

我:唉屌。

而家已經10點半，如果早D咪可以用食早餐做籍口放鳩佢飛機同阿兒出街。

阿兒，對唔住。

11點

賢仔著住白衫黑褲出現係我眼前，佢真係... 屌！

賢仔:等咩呀，行啦。

我:哦...哦哦哦哦。

第一次同賢仔出街，仲要去好遠，難免會有啲緊張嘅，仲要被迫手拖手，真係...
賢仔真係好撚重口味。



我:你親戚住邊㗎？

賢仔:大埔。

我即刻跑去巴士站坐276A轉火車，因為呢架車一定冇乜位坐，唔使坐賢仔隔離。

賢仔:唔好意思呀，可唔可以比我同男朋友坐呀？

隔離個阿嬸:OK呀，真係恩愛。

嘩屌，乜撚嘢男朋友，我想做阿兒個男朋友多啲囉。

阿賢成程車都想意淫我。而家先發覺靚仔都唔一定係好人。

去到上水火車站落車，即刻去轉火車。

但係個賢仔喺火車上面一直都想攬實我， 只要佢每次想攬實我就即刻甩開佢。
成程車十幾分鐘好撚難頂。

落咗車，出咗閘行下行下，就到咗佢親戚屋企。

賢仔:記住陣間醒醒定定，唔好柒下柒下咁呀！

我:唔醒定會點㗎。

賢仔:都係冇事發生。

屌，好撚尷。

我:你好！恭喜發財，身體健康呀！

賢仔啲親戚(下稱親戚):你係？

忘記咗講，賢仔嗰邊啲人全部都有陰陽眼。

賢仔:佢係我男朋友，阿恆。

親戚:快啲入嚟坐啦！

佢親戚有個仔，叫阿俊，8歲。我心諗:俊？邊撚度俊呀？睇過！靚唔過賢仔都唔應該叫俊。

跟住就同賢仔啲親戚逗下利是吹下水問下我啲學業成績又係嗰啲三姑六婆死人問題咁啦，跟住就入咗
阿俊間房。

入咗去之後就同賢仔一直打機同睇YouTube，
冇理過阿俊。



阿俊:表哥呀，理下我啦，好悶呀。

賢仔:好啦好啦，想玩啲乜呀？

阿俊:Lego!

跟住賢仔就同阿俊玩呢Lego，我就係咁坐喺阿俊張床度睇youtube。
但係賢仔對我同對外人嘅態度唔同，唔通佢鍾意我？但係我又唔見得係好靚仔同性格好。

留到夜晚6點就走，因為返到天水圍都7點。



柒

食食下飯嗰陣，突然間醒起阿兒好似仲未打電話畀伯母講佢今晚唔會返去食。

我:你同伯母講咗話今晚嚟我屋企食飯未呀。

阿兒:講咗啦。

於是我哋就一路食飯一路傾計，佢坐到九點咁上下就走，我送佢去到口就返入屋。

賢仔:你就好啦。有得同女神出街，又可以一齊食飯。

我:你咪又係同阿兒一齊食。

賢仔:但係你由十一點就陪阿兒陪到而家喎， 仲要逗到咁多利是。

我:得4封啫，仲要入面每封得50蚊

賢仔:都2舊水啦屌你。

我:唔同你講，瞓覺。

初三

初三係赤口，但係同時又係情人節，即係我又要喺街上面望住一大班情侶。

賢仔:不如今年玩啲新奇嘢。

我:唔係我哋兩個扮情侶下話。

賢仔:You are so smart！

我:哇屌你老母咁撚重口味？

賢仔:你唔想呀？咁算啦，仲諗住扮畀阿靈睇。

我:自己搵過第二個扮啦。

跟住就落街買早餐

大快恬早歺(儒米鸡十热奶荼$36)。

到底儒米鸡十热奶荼有乜咁神奇令C煙爭人錢。

買完上返屋企。



賢仔:我個份呢？

我:跛㗎你？自己去買啦。

賢仔:唔制，我要食你個份。

如果呢句嘢由阿兒講出嚟，我可能會比佢食，我落街再買多份。但係呢句嘢由賢仔講，我實打到佢仆
街，話之佢靚仔。

所以我就鐘咗佢一拳。

我:唔肯去買就用熊貓，袋鼠。

賢仔:唔制。

我:咁你唔好食。

賢仔:屌，算。

跟住聽到有人㩒門鐘。

我:又邊鳩個呀？

俾賢仔打斷都算，仲要有人㩒鐘。真係谷鳩氣。

打開門，唔係啲姨媽姑姐，而係阿兒。

我:點解你會嚟嘅？

阿兒:下，唔係3615咩？

我:呢度係3615呀。

阿兒:耀X樓3615，係呢度呀。

我:其實我係你舅父。

阿兒:係真唔係呀？

我:講笑講笑，係咪佢寫錯咗咋？

阿兒:係3615呀。

佢親戚打過嚟。

阿兒:下，耀東邨係邊㗎？



親戚:港島囉。

Cut咗線。

阿兒:可唔可以帶我去耀東邨呀？我唔識去呀

我:你唔係熟路㗎咩？

阿兒:咁...佢前幾個月先搬過去。

我:啱啦，我識去。

阿兒:以前去過？

我:梗係。

跟住去咗坐西鐵轉110過去。

耀東邨

我:使唔使扮多次？

阿兒:今次直接上去得啦。

咪即係... 傳咗出去咪畀人羨慕死。女神喎，級女神喎。不枉我小六坐佢隔離位開始同佢有交流。

耀X樓3615室

我:恭喜發財身體健康！

親戚:你係？

跟住repeat返上一章嗰啲對話。

今次阿兒個表弟又係叫阿俊，細我哋2年，不過人如其名，真係幾俊。

我入咗佢間房，見到佢玩GTA(唔好問我點解12歲會玩GTA，因為我都有玩)，仲啱啱搶完一場搶劫，
成球嘢，fatfat。

阿俊: 一唔一齊打呀？

我:Ok呀。

跟住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破咗幾場搶劫，賺咗幾球。

去到7點就走，順便逗多幾封利是。



樓下

阿兒：不如落筲箕灣食埋嘢先走。

我:咁好？仲以為要返屋企食添。

阿兒:咁一陣間你望住我食。

阿兒扮嬲個樣真係好得意，好可愛。

之後去咗食老麥，再坐返110紅隧落車轉269B返歸，阿兒坐西鐵。

返到屋企。

賢仔:又扮拍拖呀？

我:扮你老母咩。

賢仔:恭喜哂恭喜哂。估唔到女神竟然會揀個毒撚。

我: 唔通揀你咩咸濕仔，又上佢身。

賢仔:咁我靚仔啲喎。

我: 其實我執過個樣都叫中上嘅，除咗肥少少之外。

賢仔:屌。

我:快啲瞓覺發夢J你個女神啦下。

好快就瞓著咗。可能因為頭先嗰一刻太過興奮。



捌

第二日朝早瞓醒，發現阿賢唔係房。

冇錯，由呢一章開始，張志賢(賢仔)改叫阿賢，因為佢大我1年，叫做「仔」好似唔合適，好似細過
我咁。

起身刷完牙就收到阿賢WhatsApp話佢去咗拜年，我心諗:真係好，今日冇人煩我。

又有一個女仔Send嘢過嚟，唔係阿兒，亦都唔係阿靈，而係阿菊。

阿菊:得唔得閒呀？不如一齊食個lunch呀

其實今日約咗阿兒，所以都係推咗佢。

我:唔啦，約咗人

忘記咗介紹阿菊，樣麻麻，同阿兒掙好遠，身形係阿兒1.5倍(應該係)，成績全級6X，係我同阿兒中
間。

阿菊:下... 咁下次先啦

唉，真係，唔好阻住我同阿兒出街啦。

我同阿兒約咗3點係屯門西鐵站等，即係仲有成半日，落去鳩行一陣先去都得。

所以我就落咗去鳩行。

吖你老闆，阿菊？

阿菊仲要擰轉頭，唉。

阿菊:又話約咗人？

我:3點先見。

好彩冇比佢發現我已經有阿兒。

我:話時話，點解你會喺天水圍嘅？

阿菊:咁啱嚟拜年啫。

我:哦。

同佢講嘢真係好冇癮，都係拿拿聲食完走人。



2點7，屯門西鐵站

一個著住白衫黑褲嘅人再次出現係我眼前。冇錯，佢就係阿兒。

阿兒:咩料呀！又係白衫黑褲。

我:咁咪好囉，證明我哋幾有默契。

阿兒:屌。

佢真係好撚可愛...

係市廣場行咗一陣就係附近搵咗間茶記食嘢。

謎之女聲:喂咁啱呀？

我:唔通你係阿菴？

阿菴:咪講咗我叫京都念慈囉。

京都念慈，日本京都人，個樣幾靚。因為同京都念慈菴撞名只係掙咁個菴字，所以我哋都叫佢做阿菴
。

我:吹？

阿菴:睬你都廢事。

阿兒:喂，食咩呀？

我:一個腿蛋治。

一把女聲:同你女朋友仔食嘢呀？

少少老牛聲...
仲唔係阿菊？不過條友由小五想溝我，小六比我拒絕，到而家有埋女仲想溝？收收啦，肯定係妒忌。

阿菊:喂！

我:關你Q事。

阿菊:超！

Shit，比佢發現咗，以佢死纏難打嘅性格，肯肯定會做分化撚分化我同阿兒。

阿兒好似發現咗阿菊想食我:快啲食完返歸啦。

我:哦...哦哦。



食完就即刻沖返去坐西鐵。

屋企

阿賢返咗嚟。

阿賢:又去溝女呀？

我:你又知？

阿賢:睇你個死樣都知係啦。

我:咁你呢？頭先係茶記撞到你女朋友喎。

阿賢: 我邊度有女朋友。

我:阿菴囉。

阿賢:Who?

我:京都念慈呀。

至於阿賢同阿菴嘅故事就係後話喇。



玖

我:不如今晚去我度瞓？

阿兒:好呀。

返到屋企除咗鞋就直接上咗床瞓。突然有把男人聲:起身喇喂！

我:起乜撚...

阿賢:又發春夢呀？扯哂旗又唔願起身。

我:男人起身扯旗好正常咋喎，你唔係起身會鳩縮下話？

話時話，今次係第14次發春夢，呢排發得好密，可能係因為我同阿兒一齊？

阿賢:睇你個死樣都知發阿兒春夢啦。

我:知你又嘈醒我。

阿賢:驚你聽朝又發春夢遲到咋。

我:咁你唔好J阿菴啦，廢事聽朝發春夢遲到。

阿賢:收皮啦。佢小學同班坐我隔離位咋嘛，邊可能就咁鍾意人，仲要日本妹。

我:日本妹唔好咩？咁你又J三上？

阿賢:...

我:駁唔到呢？仲唔係鍾意佢？

阿賢:其實我鍾意阿兒。

我:屌！你見到佢所以扯旗咋嘛。

其實我都未屌柒佢上鳩阿兒身仲瞓咗一晚。下次實叫佢去阿菴度瞓。

阿賢:你話點就點啦，廢事睬你。

打開部手機，阿菊又WhatsApp我。

阿菊:不如今日出嚟食飯呢

我:唔啦，約咗人



阿菊:約咗女朋友呀

其實今日冇約阿兒。

我:係呀

阿菊:咁不如一齊食呀

我:唔使啦

阿菊:梗係要啦 咁耐冇見 順便比我睇下你女朋友點呀嘛

見家長咩，幾驚你講啲會激嬲阿兒嘅嘢，再由同女神一齊變被迫同豬扒一齊，仲要老牛聲。

我:有心啦 真係唔使

阿菊:咁又唔好 一場朋友

我:真係唔使呢

痴線，我幾時同你係朋友。

阿菊:咁算啦 下次先

下次？可以收收先。

為咗避免阿菊搵到我，今日盡量係港島，但係去港島邊忽好呢？

阿菊係個痴心嘅人，痴心到如果條友推咗佢會係條友經常出沒嘅地方(例如我就成個大西北)尋人。

出到客廳，阿賢隊咗張嘢出嚟。

我:北京？傻撚咗呀？

阿賢:望清楚啲。

屌，原來係東京。

我:點解無啦啦會有張機票。

阿賢:舊年想去旅行但係冇去到囉。

我:咁你俾我冇用㗎，過咗期。

阿賢:有講過話要俾你咩，我係俾你睇下有冇啟發咋。

我:避人使唔使去東京避呀？



阿賢:咁大阪囉。

我:你係咪忽撚咗，我避人去港島都得啦使唔使去日本呀？

阿賢:由得你，你唔俾人搵到就得啦。

12點 太平山山頂

為咗避開阿菊，特登揀咗一個比較隔涉嘅地方:山頂。

而於點解係山頂，因為山頂開咗間donki未去過。

未行入山頂廣場，就見到一個好熟悉嘅背影。

阿菊？我心諗。

如果真係佢都幾大鑊下，所以我都係拿拿聲衝咗入山頂廣場。

我:好彩冇事。

咁啱呀陳生。一把女聲道。

我:嘩屌！

好彩我冇嗌到出嚟，唔係實俾人當痴線佬。

阿兒:做咩啫？嗌聲都唔得咩？

我:差啲畀你嚇撚死呀。

阿兒:...

我:話時話點解你會嚟呢度嘅？

阿兒:我要避人囉。

我:阿菊？

阿兒:係。

而我係不遠處睇到阿菊，差啲嚇撚到瀨屎。

我:呢度避好似唔係幾好，不如我落山先。

講完一支箭標咗落去巴士站搭車，梗係啦，唔通由得阿菊喺度望住咩。



跟住即刻搭巴士返屋企，費事阿菊見到我喺街度行嚟行去又乜又柒。

阿賢:比人發現呀？

我:唔通係你通水畀佢？

阿賢:梗係唔係。

我即刻擸咗佢部手機嚟睇。果然，係佢通水畀阿菊。

好撚嘢... 我覺得阿菊之後嗰幾日都會煩我。



拾

阿兒:喂...咁樣會...會黃標㗎！

我:唔驚啦，又冇人睇。

阿兒:真...係唔好...啦。

阿賢:起身啦喂！

我:You disturb me fucking！Your spring pocket will be barbecued！Get out！

阿賢:做咩呀？琴晚發夢同條女扑嘢呀？

我:啋過你。

阿賢:即係係啦，唔好掛住扑嘢啦，起身返學啦
。

我:無啦啦返乜撚。

阿賢:今日22啦。

我:係咩？

阿賢:唔想返就算。

我:返，點解唔返。

阿賢:咁仲唔起身。

我:即刻起即刻起。

刷完牙著好衫即刻沖咗出門口搭車。

7:57 學校門口

阿賢好大聲咁叫:琴晚XX恆發春夢同XX兒扑嘢呀！

嘩屌你老母，好做唔做做啲小學雞嘢，今次仆街了。

果然嗌咗一聲之後，周圍啲人都係咁望住我，好多人都喺度笑。好彩阿兒唔喺附近。

訓導:邊個咁大聲叫？

我同阿賢即刻隱身，冇事。



8:06 班房

過咗七分鐘之後解除隱身，入學校返去班房。

阿賢唔係同我同一間中學。佢間中學喺屯門碼頭嗰邊。

8:07

阿兒經過我嗰班班房，好多人都望住窗出面笑，真係好撚瘀。希望阿兒唔知道發生咩事。

同時阿靈都返咗嚟，佢都同我講咗聲:唔好溝女啦，溝仔啦。成班即刻笑到我面黃。

13:01

點解咁強調係零一分呢，係因為今日喺學校留多一分鐘都唔得，好想即刻躝返屋企。

好撚嘢，個老師拖堂拖咗一分鐘，陣間巴士又冇位坐。

不過今日唔驚，因為要去接阿賢放學，順便屌柒佢。

13:06 962X巴士

去到學校出面個巴士站咁啱有962X去碼頭。即刻上咗車，廢事啲人喺巴士站笑鳩我。

喺程車上面，阿兒係咁whatsapp問我今日發生咩事。不過我覺得點講都好，最尾我一定都係仆硬街
。不如索性唔講，或者逼阿賢講，鬼叫個禍係佢闖出嚟先。

13:24 阿賢間學校

阿賢間學校今日放一點半，所以就等佢一陣。

阿賢: 點呀？今日件事如何呀？

聽到呢句嘢嗰陣，佢個樣仲要咁得戚，
所以我即刻捉咗佢上去架經富泰嘅車。要佢喺阿兒面前道歉，唔係我過意唔去。

去到有富泰車嘅巴士站，點知架車未嚟，算，咁啱有架K52埋站，即刻捉佢上車去屯門西鐵站再轉K5
1去富泰。

巴士佬:細路咁大仇口呀要扯住人哋衫領上車。

我冇理到佢，直接衝咗入車度，掉低佢坐入面位，我出返去畀錢。

我:屌你老母好搞唔搞搞埋曬啲咁嘅嘢，而家衰咗啦，睇你點同人解釋。



阿賢:sorry囉，下次唔會囉。

我:睇下阿兒點樣處置你囉。

話咁快就轉咗車去富泰。

去到富泰我whatsapp阿兒。

我:而家喺你樓下嗰巴士總站 出一出嚟

阿兒:ok

5分鐘後

我:道歉呀喂。單嘢你搞出嚟㗎喎。

阿賢:對唔住阿嫂，我唔應該咁樣講嘢。

阿兒:算啦，都發生咗。

我:吓？就咁？

阿兒:屌，好心你唔好發春夢啦。

阿賢:係囉。

我同阿賢講:F3仲係咁。

跟住就返咗屋企。



拾壹

燈燈燈~燈燈燈~燈燈

我:係天竺鼠車車呀！

阿兒:好靚呀！

我:不如一齊坐呢？

天竺鼠: Pui~pui~ 起身啦喂~

阿賢: Pui~pui~

我:You distrub me riding a car with 阿兒，your spring pocket will be barbecued！Get out！

今日係第16次發春夢，又係比條撚樣嘈醒。

阿賢:又扑嘢呀？

我:坐車呀，天竺鼠車車呀。

阿賢:車震呀？

我:你同阿菴就車震。

阿賢:都講咗人哋叫京都念慈囉。

我:知你鍾意佢啦，收皮啦，日本妹又如何？我都係鍾意阿兒。

阿賢:7個月之後冇得你鍾意呀！

我:點解呀？咪鳩嗡喎。

阿賢:問《毒撚大挑戰之女神要離開了！？》嘅作者囉。

我:咁似CCTVB啲植入式廣告嘅？

阿賢:咁佢諗住寫阿兒9月走呀嘛。

我:下？

阿賢:唉算，講咗驚你暈低。返學先啦。

According to my 錶，now is 8:01，班房



啲人係咁講阿兒，唔通真係要去外國？所以我都係八卦一下。

我:喂傾緊啲咩呀？

阿智:你女朋友囉。

介紹返，阿智，我朋友，F1識嘅，仲有個阿德，都係F1識。

我:阿兒？

做咩無啦啦講佢，唔係到佢發春夢呀嘛。

阿智:係呀，之前你朋友同我哋講話阿兒9月去外國讀書嘛。

我:下？咁突然？

阿智:唔信你問下佢。

新年流流講啲咁嘅嘢，真係大吉利是。

小息 走廊

我:咁撚突然咩？

阿兒:係。

我開始有眼淚:唔制呀！

先得一個禮拜就要分開我諗啲人都唔制啦。

阿兒:我會返嚟㗎嘛。

我:唔制呀！!！

阿兒:呢度大庭廣眾...

我承認，係柒嘅。

13:02 53巴士站隔離間阿活

真係走？ 我WhatsApp阿兒。

阿兒:Ys

我同自己講:不如算啦，人哋嘅嘢理咁多做乜。

食完之後坐53返屋企。



我:乜咁啱呀張生。

阿賢:乜又咁啱呀X生。

我:大家咁話。

跟住一路上連登一路Un巴士返屋企。

坐坐下巴士，竟然發現自己瞓咗喺張床度。

阿賢: Pui~Pui~

我:男人老狗扮乜天竺鼠呀？

阿賢:見你琴晚發夢好想喊咁我咪特登嚟安慰你囉。

下？發夢？即係阿兒唔使走？What 7 I saw？What 7 I hear？

我:點解我會聽到阿兒話要移民走嘅？

阿賢:你聽錯咋下話？

我:唔係你親口講俾阿智阿德聽㗎咩？

阿賢:乜撚嘢？？？廢事同個痴線佬講嘢，起身返學啦。

我: 今日禮拜日返乜鬼嘢學呀屌你。

阿賢:柒咗添。你條女而家喺出面等緊你呀，出去啦。

我:唉唔記得咗我今日約咗佢添。

今次仲唔俾阿兒打死。



拾貳

10:03 客廳

阿兒:Surprise！

阿賢:Motherfucker！

我:咪學人搭嗲啦屌你。

阿賢:鍾意呀吹咩？

阿賢講完之後阿賢部手機有人打嚟，我即刻搶咗佢部手機睇下乜水。

我:B？阿菴要戴綠帽了。

阿賢:關你鬼事咩，拎返嚟啦。

我:唔制。

跟住即刻接電話，估唔到阿賢嘅B係指阿菴。

我即刻爆咗句:你係咪東京出世㗎？

阿菴:我屌你個東京呀，我京都㗎碌柒！

最仆街嘅係，我竟然開咗擴音器，我同阿兒笑到仆哂街。

阿賢:俾返部機嚟啦仆街。

我再講多句:你男朋友好粗魯呀。

阿賢:屌你老味喺度扮可憐。

部機又俾佢搶返走。

我同阿兒講:行囉。

今日行MK，但係主要都係得我睇figure，lego之類。

我:咦，出咗個直升機lego喎。

阿兒:喂呀，好悶呀，有冇其它嘢睇呀。

我:不如去食嘢？



阿兒:好。

跟住由MK沿住彌敦道掃落佐敦澳牛食嘢。

伙記:食...

我:茶餐炒蛋火腿通粉熱奶茶。

係澳牛落柯打要5秒之內講哂是常識吧，但係...

阿兒:有咩食㗎？

伙記:我哋有.....

下，對客咁熱情仲係澳牛嚟嘅？定係我去錯地方？

阿兒:咁我要.....

阿兒竟然要用20秒先講完，我O撚哂咀。

伙記:食咩呀仔？

我:茶餐炒蛋火腿通粉熱奶茶。

伙記:聽唔清楚講多次。

呢間真係澳牛？明明之前嚟過要5秒講哂㗎喎。

我:茶餐炒蛋火腿通粉熱奶茶。

今次拖慢嚟講，用咗7秒，完全唔合格。

落咗柯打，正常應該要1分鐘上齊。今次竟然等咗75秒，係75秒呀，先開始上多士。

阿兒:做咩呀？個樣咁愁嘅。

我:冇嘢呀。

跟住用咗32秒先上齊2碟炒強，完完全全唔撚合格，正常5樣嘢應該要 60/5
，即係平均12秒要上一樣，2人份即係
60/(5*2)，即係6秒一樣。但係佢竟然要16秒先上一碟，仲要食落係鞋，係凍嘅。5分滿分只可以俾-
10分。

食完，再用多172秒先上齊所有嘢，食完再用3秒埋單，食一餐澳牛，竟然用咗373秒，比標準300秒
用多咗73秒，咁嘅速度應該冇資格再食澳牛。

去到巴士站，啱啱有架269B埋站，即刻上咗車。



我:你唔係返屯門㗎咩？

阿兒:我想去你屋企。

正啦喂，佢嚟我屋企喎。

19:45 屋企

屋企冇人。

阿兒:既然你屋企冇人，不如...

我:Hehehe，我等咗好耐啦。

15分鐘後

我:Ha，渣㗎。

阿兒:你唔掉香蕉皮咪冇事囉。

我:再玩多場但係唔要香蕉皮囉，用烏龜。

阿兒:車。

開門聲

阿賢:做乜帶條女返嚟呀？

我:你咪又係帶阿菴返嚟。

阿菴:都講咗我叫京都念慈囉。

阿賢:邊個激嬲你呀BB豬~

阿菴指住我:佢。

我:關我乜事。

阿賢:你仲唔係身有屎？

跟住阿賢就篤我太陽穴，痛撚到仆街。

我:唔過嚟幫手咩？見死不救。

阿兒:我幫我幫我幫。



阿賢同阿兒一人篤住我一邊太陽穴，仲痛過之前。

佢哋兩個坐多一陣就走咗。



拾參

嗰兩條女走咗之後

阿賢:點呀，你條女有冇嬲你呀？

我:你呢，你個B又有冇嬲你呀？

阿賢:咩B呀，屌你。

我:阿菴囉。

阿賢:都講咗人地叫京都念慈囉。

我:做咩啫，又唔係話緊你。

阿賢:咁佢係我女朋...

我:哦~

雖然係有啲小學雞，但係好似都兩年冇試過咁樣整鳩人，不過間唔中on9下都好嘅。

阿賢:咩呀，女性朋友咋嘛。

我:頭先聽到你講女朋友嘅？

阿賢:講漏咗啫。

我:真係純友誼會帶條女返嚟？

阿賢:咁你呢？淨係識講我。

我:我有話過係純友誼咩。

阿賢:屌，真係廢撚事睬你，入返去睇波。

我:咩波呀？

阿賢:日本波。

我:咩日本波先。

阿賢:36D呀。

36D... 咪即係阿菴？



我:咸濕佬死變態。

阿賢:入返去J女先。

痴線，打飛機都要光明正大咁講畀人聽。

聽日

我:仆街，唔撚記得咗今日數學有quiz添。

阿賢:洗唔洗幫你請假呀？

我:唔洗，陣間你過嚟我嗰邊咪得囉。

其實阿賢F2係全學年全級頭20，所有嘢對佢嚟講「其實唔難」。

數學堂

我喺櫃桶偷偷地用手機WhatsApp阿賢。

我:係邊呀

阿賢:仲係車度呀

我:咁慢架

阿賢:唔使時間過嚟呀

好彩而家先至預備quiz，唔係嘅話炒硬。

5分鐘後

我:嚟未呀 開始啦

阿賢:望下出面

好彩阿賢即時趕到。

阿賢:邊題呀？

我:2，5，7同11。

阿賢:睇過。咁簡單都唔識做。

我:你全級頭20梗係簡單啦，我全級尾20喎。

阿賢:次方呢啲有乜咁難。



阿賢:唉，第2題咪又係次方加次方。

嗰條題目係y(5次)*y(2次)。

阿賢:5+2幾多呀？

我:個答案係咪y7次？

阿賢:係呀屌你。

第5題係:(r*5(2次))(2次)。

我:係咪r2次乘250？

阿賢:exact7ly。

之後嗰兩題都好順利咁解咗。

小息

好多人喺走廊度講:阿嫂早晨。

全部都係男聲，講阿嫂早晨嘅時候仲要鞠躬，我心諗:做乜鳩？

我仲諗緊會唔會係阿菴，但係全校應該都係識阿賢老鼠。

清脆、聲甜嘅女聲:阿恆？

其他班入嚟我嗰班嘅人好多都係識我老鼠，啲仔都唔識我，更何況係女。冇錯嘅話嗌我名嗰個人就係
阿兒。

Bingo!真係佢。

我:搵我做咩呀？太耐冇見過我啦？

阿兒:唔係，問下阿靈喺唔喺度啫。

我:阿靈？唔喺度呀。

阿兒:哦...

之後啲堂都係無無聊聊咁。

放學

都係即刻去巴士站坐碼頭車去碼頭接阿賢放學(唔好問我點解)。



13:31 阿賢間中學

我:喂，老友，見你今日救我一命，我就請你食飯啦。

阿賢:咁正呀。

我:Of course。

跟住去咗K記度食，咁又冇咗一舊水。

食完之後搭輕鐵返屋企。



拾肆

嗚嗚嗚嗚嗚嗚嗚... 嗚嗚嗚嗚嗚嗚...

我:又邊撚個呀？

今日已經係呢個月第5次俾蚊嘈醒，近排啲蚊真係好撚柒多，拍極都有。

阿賢:晨早流流喺度嘈鬼住曬。

我:你好彩冇俾蚊咬啫。

阿賢:咁呢個係你自己問題。

我:繼續吹，我去刷牙。

其實而家先四點半，淨係瞓咗三粒鐘。

7:54 校門

一大堆人大嗌:阿嫂早晨。

唔洗諗，佢哋一定係見到阿兒先會咁叫。

阿德:喂咁啱呀。

我:你本嘢做曬未呀？借嚟抄下吖喂。

阿德:得啦得啦。

嗰份嘢係listening嘅作文嚟。都唔知邊個發明listening作文，難到死，每次都係唔識做。

8:05 班房

科長:搞掂未呀？

我:畀多少少時間我。

我係一個典型嘅deadline
fighter，通常都係返咗學校先開始做功課，再唔係就問人抄，冇計啦，唔交功課會俾人記名。不過
呢種感覺又幾爽下。

我:搞掂。

我覺得臨Deadline之前先交功課嗰刻好有成就感，嗰種感覺用字應該形容唔到出嚟。



小息

個個都攞本西史書睇唔知做乜。

我:搞咩呀？無啦啦做乜睇西史書。

阿智:陣間要quiz呀。

我:仆街，今次仲唔炒硬。

我即刻拎起部電話whatsapp阿賢。

我: 得唔得閒呀

阿賢: 又點呀 又Quiz呀

我: 係呀屌你

阿賢: 咁鬼多Quiz㗎

我: 最多我請你食兩餐飯

阿賢: 咁陣間要測咩呀

嘩你條友... 請食飯就即刻幫

我: 西史呀 文藝復興呀

阿賢: 幾時開始呀咁

我: 十半呀

阿賢:ok

10:30

Miss:You have 25min to do the quiz,you may start now.(你有25分鐘時間答題，而家可以開始)

阿賢:俾我睇下啲題目。

我:嚟。

阿賢: 第一題... Who invented a movable type printing
press(邊個發明活字版印刷機)，個答案好明顯係B喇下話。

B係Gutenberg(古騰堡)。



我:真係B？

阿賢:你唔係當我全級頭20係流㗎嘛？

我:Renaissance(文藝復興)幾時到幾時呀？

A:15-17世紀 B:14-18 C:14-16 D:14-17

阿賢:你唔係呀嘛，有冇背書㗎。

我:有嘅話洗問你咩。

阿賢: Dog呀。

25分鐘後 第二節小息

我:話時話，點解你會嚟到嘅。

阿賢:扮肚痛。

我:真係得咩。

阿賢:萬試萬靈。琴日都係扮肚痛過嚟搵你。

阿菴:B~

其實阿菴成績都唔錯，但係因為佢操行得D所以要冧班，又咁啱入咗嚟我嗰班。

阿賢:點呀B？

我:有異性冇人性。

阿賢:你對住你條女嗰陣咪又係咁，講乜啫。

我:你係咪想我爆出去先。

阿賢:先識得嗰一個月有乜好爆。

於是我就學之前阿賢喺學校門口大嗌咁，出咗走廊嗌:XXXXX中學3X班張志賢前晚J咗京都念慈對36D
呀。

成級人即刻笑到仆街，阿賢，你都有今日啦。不過恩將仇報就真係唔係幾好。

阿賢:屌你呀。

我:鬼叫你之前喺校門口係咁大嗌我發春夢呀。鬼叫你前晚同我講話你要J阿菴對36D呀。



阿菴:衰人！

哈！又一對分手。

阿賢:我有講個話係佢咩。

我:唔係咁係邊個。

阿賢:我入去睇av打飛機又要講俾你聽咩。

我:你前晚先講咗。

阿賢:睇下av咋嘛有乜問題。

我:鬼叫你同我講你睇日本波呀。

阿賢:又有乜問題，念慈又唔係日本人。

我:仲天真過天真嬌。你有幾可見到香港人姓京都㗎，見得最多咪又係姓歐陽同司徒。

阿賢:乜佢日本人嚟㗎咩。

我:梗係，你睇佢平時啲動作都知啦。

阿賢:唔理，總之你要賠多餐俾我。

唉，又要蝕錢。



拾伍

老豆:今日你表姐嚟我度食飯呀，陣間你都過嚟啦。

我:我表姐係邊個呀喂喂喂... 喂喂... 喂...

表姐？又邊撚度死個表姐出嚟，仲要我去老豆嗰邊食飯。

是咁的，老豆老母都唔同我住。佢哋住係屯門。佢哋話咩要學識獨立喎，我平時都夠獨立，係個阿賢
阻鬼住哂。

講返正題，我都唔知道我幾時多咗表姐。希望可以同阿兒移民一樣係發夢。

為咗扮唔記得，我即刻WhatsApp阿兒。

我:出嚟嗎

阿兒:唔啦，有嘢做

我:咁我想見下你呀嘛，你咁可愛

阿兒:嘖

仆街了... 想唔去都唔得。無計，行轉MK慢慢忘記佢咪得。

點知巴士塞車，地鐵瀨屎。

我:點解呀？點解個天都唔肯幫我？

突然間諗起連登有個Post，由荃灣行去小西灣睇波，不如就天水圍行去MK？

阿賢:有嘢益你。

我:又乜撚嘢。

阿賢:嚟。

HKG→NRT？又係東京？

我:又飛日本呀你？

阿賢:係呀，近排冇嘢做咪去其他地方玩下。

我:乜你要訂機票㗎咩？

阿賢:Check下幾點有機咋嘛。



我:係咪想睇下你條女出世嘅地方咋。

阿賢:咪講咗佢係京都人。

我:認咗啦。

阿賢:...

阿賢:你唔係要同表姐食飯㗎咩？死返房啦屌你。

我:算，我出去行下。

原來係曬命。

落到樓下見到有架269C埋站，於是決定去觀塘行下。

吖仆你個街，原來係條綠色線瀨屎。禮拜日都要屌觀塘老母。

12點

終於係APM落咗車，係附近鳩行下先。

咦？嗰個日本妹咁似阿菴嘅？

我都係冇理佢，掂行掂過。

佢:はんさん？(阿恆？)

我:？？？なに？きようとさん？(乜撚嘢？京都念慈？)

佢:Exact7ly。

我:點解你會係度嘅？

阿菴:阿兒話佢陣間去佢表弟到食飯喎，叫我揀禮物俾佢。

我:佢唔嚟咩？

阿菴:佢要溫書。

係喎，下個禮拜考試。

我:點解嚟觀塘嘅。

阿菴:我有個朋友係觀塘開鋪，所以咪嚟呢邊囉。



我:哦~

表弟？唔係我呀嘛。咁咪即係新年帶表弟探表弟？

跟住再附近鳩行直到5點，由KT行到九龍灣。

17:12

行到巴士站有架62X。心諗返正都係要去，不如早啲去，睇下表姐有冇樣。唔理三七廿一就上咗車。

老豆WhatsApp我:7點之前要到呀。

7點... 打完屯公大佬應該得嘅。

今日屯公又幾順，55分鐘到就到屯門友愛。

去到安定落咗車，準備接受現實。

(敲門)

老豆:嚟啦。

我:表姐呢？

老豆:係房呀。

咸濕嘅我即刻沖咗入房睇下表姐係咪靚女。

我:表... 姐...？

表姐:表... 弟... ？

我哋互望咗3秒。上睇下睇，左睇右睇，呢個好明顯就係阿兒嚟。(阿兒大我十零日)

我:WTF!?

表姐:你真係我表弟？

原來我朝思暮想嘅女神竟然係我表姐，真係... 都唔知點形容。

老豆:食飯啦。

我同阿兒:哦~

食飯嗰陣

老豆:你知唔知你表姐....... 好心你學下人啦。



又係一輪咀係咁講。

阿兒:佢知㗎啦。

我冇出過聲，驚俾老豆鬧。

老豆:講下嘢啦，難得表姐返嚟。

我都唔知有乜好講，我淨係想知點解阿兒會係我表姐。

坐咗15分鐘就走，因為好撚尷。

我:點解你會係我表姐嘅。

阿兒:以前你老母個家姐同佢個仔住喺我隔離，成日一齊玩。有次佢叫我表姐，我叫返佢表弟囉。

簡單嚟講就係我表弟以前同阿兒玩，熟落之後互相用表姐/弟稱呼。久而久之我老豆嗰邊都叫佢表姐
。

三隻字:JM9？

之後我哋坐751返屋企。

屋企

阿賢:點呀？你表姐靚唔靚呀？

我:靚，梗係靚。

阿賢:有冇佢IG？

我:我都唔玩IG。

阿賢:咁Out㗎。

我:你理得人。

阿賢:有冇揸佢個奶？

我:我似咸濕仔咩。

阿賢:我問你有冇加佢個line呀，咸濕仔。

我:Line乜鳩呀呢度香港。

阿賢:哦~ 原來你表姐係你女神，即係你想同你表姐扑嘢？



我:誠哥都係同佢表妹扑啦。

阿賢:誠哥還誠哥，你還你。唉唔傾啦，我而家要飛東京，兩日之後先返。

我:喂喂喂... 喂喂... 喂...

唉，屋企又得返自己一個...



拾陸

阿賢:呢兩日有冇同你表姐扑呀？

我:我表你老母。

阿賢:唔洗屌老母呀嘛。

我:佢又唔撚係表姐，稱呼咋嘛。

阿賢:咁都唔撚係表姐呀？你都on99。

我:你話係咪係。話時話，你有冇食到日本妹呀？

阿賢:好多大波妹呀！

我:死咸濕仔，阿菴唔好J咩？之前你先J咗佢對36D。

阿賢:都講咗係念慈咯。

我:咪spin。

阿賢:去完日本都要同你講咁多嘢。

我:驚你出軌咋。

阿賢:超！

翌日12:30

「呀... 呀... 呀... 」一把女聲係我附近呻吟。

阿賢:2姑2姑。

我部腦呀...

阿賢:呀！

唉...

我:Surprise Motherfucker！

阿賢:嘩屌！

我:抵死啦，睇AV睇到咁投入呀嗱。



阿賢:你唔係要同表姐食飯㗎咩？gogogogogo。

我:喂喂喂... 喂喂... 喂...

又俾人趕咗出門口... 好彩冇俾佢顏射。

哈，反正都係，不如去佢學校玩鳩佢。

13:45 阿賢學校

我:3A... 3B... 3C... 3D... 係呢間啦！

阿賢嗰屆D班係精英班，佢就係讀3D班。

我:嘻嘻！

我將啱啱喺街邊買嘅咸書擺咗喺阿賢張檯個櫃桶。禮拜一佢返到嚟佢三年以來靚仔嘅形象一定盡毀。

15:00 天水圍西鐵站

咦？嗰個咪表... 屌，又表乜撚。阿兒？

原來睇錯。但係個身形真係好似。

突然有條女遮住我對眼:叉叉和絲水？

仆街... 老牛聲...

屌，冇人想估你乜水呀，死開啦。

我:妖！

阿菊:BB做乜講粗口呀。

真係核鬼突，大庭廣眾咁撚樣叫人。而且我都唔柒係佢條仔。

阿菊:BB？

我真係B佢老母個B咩。

我即刻跑去坐705兜返個圈先返歸。

1533 天耀商場

諗住買K記返上去食。

阿靈:老豆？



我:阿女？

至於阿靈點解係我個女之後有機會再講。

阿靈:點解你會喺度嘅？

我:因為我住天水圍囉。

阿靈:乜你住天水圍㗎咩。

我: ...

唔好搞咁多嘢，買k記返去食算。

1555 屋企

阿賢:點呀？見你表姐嗰陣有冇扯下扯下咁呀？

我:我表你老母。

阿賢:又係呢句？

我:姐你老母。同埋我今日都冇同阿兒食飯。同埋唔好再喺我面前講佢係我表姐，唔係我打柒你。

阿賢:嘩好撚驚呀。

我:你今朝先顏射我部電腦嚟。

阿賢:咁條女真係好正呀嘛。

我:咁係咪你賠返畀我。

阿賢:我有講過我顏射部電腦咩？

我:我唔理，總之你顏射就係唔啱。

禮拜一你就死硬。



拾柒

(阿賢視角)

禮拜一 08:13 班房

阿廣:嘩，咸書？

我:咩咸書呀仆街？

阿華:嘩！咁識食呀。

阿衣:正！

阿丸:龍虎豹？

到底係邊條仆街無啦啦走嚟擺本咸書喺我個櫃桶度，實揼柒佢。

阿廣、阿華:你真識食！

阿丸:不如借畀我哋睇？

我:你鍾意咪攞去。

阿廣、阿華、阿衣、阿丸:多鳩謝。

0820

「何忠廣，上堂無啦啦睇乜書呀，攞出嚟。」Mr Mak 嗌阿廣。

阿廣:哦...

佢手上本書係... 龍... Holy shit!

Mr Mak:細細個就學人睇咸書。陣間你同我落嚟。

阿廣:其實...本嘢...係張志賢㗎！

Mr Mak:張志賢陣間都跟我落嚟。

淨低嗰三條友報以恥笑嘅眼神望住我哋。

今鋪真係濕滯。Mr Mak仲要好似係訓導嚟。

就咁，呢3節135分鐘，我保證，絕對係我上過最唔開心嘅數學堂。



小息

Mr Mak:張志賢，你知唔知帶不適合嘅嘢嚟學校....... 我而家記一個大過同埋要打電話俾家長。

完全哭撚咗... 唯有填阿恆個電話冧把落去扮住係我老豆先。希望佢識do啦...

1045 班房

阿華、阿丸:點呀點呀。

我:俾人記撚咗個大過呀呀呀呀呀呀！

阿衣:陰鳩公。阿廣呢咁？

我:佢一返到嚟班房首先我要打柒佢。

之後嗰啲堂都好似個人唔喺度咁，完全冇聽過書，仲有一個quiz完全冇寫過任何嘢。我真係屌擺嗰本
咸書喺櫃桶嗰個人個老母。搞到我畀Mr Mak記咗個大過。

--------------------------------------------------------

(阿恆視角)

「Goodbye Mr
Mak。」都唔知點解今日上麥sir嘅數學堂特別精神，上晝嗰兩個鐘都喺度聽麥sir講書，都唔知點撚
解。可能佢係阿兒嘅「偶像」？可能麥sir真係太靚仔？不過應該都唔係。我好似知道點解，可能我
一直喺度FF阿賢俾人捉佢睇咸書啩。

阿德:喂做咩陰陰嘴笑呀？痴咗線呀？

阿智:可能佢又FF上腦啦。

我:我幾時忽上腦呀，諗到啲好笑嘢咋嘛。

阿智:有幾好笑呀？

我:突然有啲急尿，去一去廁所先。

頭先真係好撚尷。

5分鐘後

阿德、阿智:喂你後面有啲綠色嘢呀。

我:俾你昆過仲唔知死咩。

阿智:醒目。



我只係想知道阿賢有冇畀人捉。

1315

我:有電話入，我去個廁所先。喺校門等我。

阿智:ok。

我:喂？

對方:我係XXXXX中學嘅麥XX老師，請問你係咪張志賢個爸爸？

唔通整蠱成功？

我:係嘅。

對方:你個仔今日帶成人雜誌返學校不特止，仲要分享俾人哋睇。

我:係。

對方:你個仔已經記咗個大過，希望你可以檢一查下佢書包同佢間房有冇成人物品，有嘅dum咗佢。

我:我會check㗎喇。唔該曬。

阿賢，你都有今日呀。終於將之前佢上阿兒身仲有用阿兒嘅身體瞓咗一晚，再顏射我部電腦報咗仇。

出廁所嗰陣無啦啦俾麥sir叫住咗。

麥sir:跟一跟我落嚟。

屌，啲朋友仲喺度等緊我㗎。

教員室出面。

麥sir:你頭先係咪整蠱XXXXX中學嘅張志賢嚟。

我即刻R撚曬頭，麥sir邊可能會知道啲三唔識七嘅人個名。

麥sir無啦啦好似失哂憶咁:你喺度做乜呀。

我:你頭先唔係叫我落嚟㗎咩。

麥sir:可能我搞錯咗。

屌，即刻衝返去搵阿智同阿德先。



1505 屋企

我:點呀？記咗個大過喎。

阿賢:咪就因為你囉，俾訓導記咗個大過呀。

我:你點知的。

阿賢:無啦啦邊有可能會有本咸書喺櫃桶度，唔係你仲有邊個。

跟住我就俾阿賢打咗幾拳。

我:邊有人中學無缺點無過㗎。

阿賢:驚影響升大學呀，柒頭。

我:你都戇鳩鳩，你唔係以為大學會睇你細嗰啲操行㗎嘛。

阿賢:屌，而家想返房安慰下自己心靈。

跟住佢就返咗入房。



拾捌

「一名14歲女童於接種疫苗後送院不治」新聞報導員講緊呢句嗰陣，我哨咗哨左邊。

「阿兒！？」我大叫。

阿賢:唔撚係下話。

阿兒佢... 死咗？

今日星期一，我即刻沖過去學校，不過唔知點解I go to school by taxi。仲要唔洗俾錢。

返到學校，我只見到隔離班阿兒張枱中間竟然立咗個墓碑。

只係見到墓碑有阿兒個樣同一句嘢。

阿兒... 於... 今晨去世！？

我跪咗喺地下，仰天大哭。

「唔制呀！點解呀！」我大叫。

原來今朝嗰個「14歲女童」真係阿兒...

我已經失去咗我生存嘅理由，不如跳落去一了百了...

「嗚呀！」

跳咗落去，我已經覺得人生再冇遺憾...

「呀呀呀呀呀呀... 呀... 呀...」突然間又癱咗喺張床度。

阿賢:乜你咁嘈㗎？十足死阿兒咁。

又俾佢講中。

我:咁真係呀嘛。

Shit...

阿賢:證據呢？

我:發夢。

阿賢:死返個夢出嚟。



我:咪撚on9啦。

阿賢:你啱。不如我哋去轉富泰？

我:都好。

1138 富泰

我:喂，佢邊幢樓呀？

阿賢:咪前面嗰幢。

係喎，阿賢之前去過。

我:咦？嗰個咪阿兒？

阿賢:仲唔匿埋？行啦。

阿兒望咗過嚟呢邊。

阿兒:搞咩呀？

阿賢:冇，見親戚啫。喂！你表姐喎，仲唔嗌人。

我:表你老母。

阿賢:嗌人啦。

我:家陣你係我老豆咩。

阿賢:係呀。

我:打電話俾老母話你恰我先。

阿兒: ... 無嘢我就走先啦喎。

我:哦，byebye。

我:喂！隱唔隱身？

阿賢:緊係要！

我:Gogogo！

之後就見住條傻閪跟蹤阿兒。好似跟到去巴士站。

------------------------------------------------------



(阿賢視角)

阿兒啲頭髮真係好撚香，好撚好聞。

去到巴士站，都係好想聞佢啲頭髮。甚至乸起佢啲頭髮嚟聞。

直到有個死仔同佢講:姐姐，有人聞你啲頭髮呀。

我仆你個街，唔講咪冇人知囉。

---------------------------------------------------------

(阿兒視角)

我一直係咁feel到有變態佬係度聞我頭髮，十成十都係阿賢，之前佢先上我身。

去到巴士站，阿賢一直係咁聞我啲頭髮，好似仲想乸起頭髮嚟聞。好彩隔離有個細路仔提我阿賢真係
聞緊我啲頭髮。

我緊係即刻轉身等佢聞唔到我頭髮，點知佢一啖錫落我個額頭。

有女唔溝走嚟聞人哋頭髮...

------------------------------------------------------

(阿恆視角)

嘩！我屌你老母個阿賢竟然錫阿兒！？

我即刻沖去巴士站拉開阿賢。

我:屌。

阿賢:唔小心。

我:咪玩。

阿賢:認真。

我:我頭先見你錫咗落去。

阿賢:見到就等於主動？

我:唔係... 但係...

講到呢度有眼淚溢緊出嚟。



阿賢:最多請你食飯。

但係阿兒嘅初吻... 可能太過激動，去咗搵附近公園冷靜咗下。



拾捌(番外)

「一名14歲女童於接種疫苗後送院不治」新聞報導員講緊呢句嗰陣，我哨咗哨左邊。

「阿兒！？」我大叫。

阿賢:唔撚係下話。

阿兒佢... 死咗？

今日星期一，我即刻沖過去學校，不過唔知點解I go to school by taxi。仲要唔洗俾錢。

返到學校，我只見到隔離班阿兒張枱中間竟然立咗個墓碑。

只係見到墓碑有阿兒個樣同一句嘢。

阿兒... 於... 今晨安詳離世！？

我跪咗喺地下，仰天大哭。

「唔制呀！點解呀！」我大叫。

原來今朝嗰個「14歲女童」真係阿兒...

「唔制呀！點解呀！」我繼續大叫。

嗰一刻，我已經覺得自己已經冇生存嘅理由，諗住跨過幢牆直接跳落去。

「喂！唔好呀！」阿智扯住咗我。

「點解呀？點解唔比我跳落去呀？」我再次大叫。

「佢死咗咋嘛。又唔係你死。」阿智繼續安慰我。

「俾我冷靜一下先。」講完就去咗廁所。

---------------------------------------------------

班房

「有冇人知XX恆去咗邊。」麥sir問。

「班長？」麥sir繼續追問。

「佢而家喺廁所。」阿智回答。



麥sir:佢出返嚟之後同佢講要收功課。

阿智:哦。

20分鐘後

「有冇人知道XX恆而家點？成4個字都未出嚟。」麥sir再次問道。

「班長？」麥sir繼續追問。

「我而家去睇下。」女班長阿菴回答。

--------------------------------------------------

(阿恆視角)

男廁

阿菴把聲:喂，出嚟啦。

唉，我驚返入班房俾人笑呀...

佢:應下人呀。

我:得啦。

打發佢走之後再留多一個字先出返嚟。

「冇事呀嘛？」麥sir問。

「冇」我答返佢。

小息

攞完啲功課落教員室之後就上返去。

班房啲女同學全部走光，男同學都全部扯曬，去哂阿兒班房。

成班友跪哂喺度唔知喺度唔知做乜。即使阿兒係級花都唔洗咁啩。

都係掂行掂過唔好理佢哋。





落到地下諗住用水機裝水飲。

有把女聲喺我耳邊講嘢:喂~

嘩我撞你個鬼囉，阿兒？

我:Shit!

佢仲要搭我膊頭:唔認得我啦？

我即刻跑走，同時已經打定輸數，就係會做替死鬼...



濕鳩

呢幾日阿賢好似都冇返過嚟，可能係我太認真。

唉，不如去一去日本散下心。

1035 機場

1040 HKG>KIX... 不如就去大阪。

穿過部金屬探測器就直衝去上機。

日本時間1900 大阪難波站

搭完南海過嚟就轉地鐵。

間酒店係心齋橋，要轉車先到。

咦？條友咁鬼似阿賢嘅？

但係我唔想去搭嗲。

嗰條友竟然主動開口同我講嘢:今晚瞓邊呀？

我:點解你會喺日本嘅。

阿賢:冇嘢做。

我:真？

阿賢:真。

之後鳩咗兩日先返香港。

我:喂，你隻死人鯨鯊諗住擺邊。

阿賢:搞掂你嗰隻先啦，大我咁多倍。

是咁的，第二日去咗海游館，見到有見紀念品店有得抽公仔。原本只係出於好奇心先去抽下，點知俾
我抽中頭獎，阿賢中咗三獎。期待手持鯨鯊公仔就有西屌的日子。

第二日

「嘩，點解會有條女好似想爬出嚟咁㗎？」我又再次驚訝地道。

「佢... 好似真係貞子嚟... 」阿賢亦以相同語氣說之。



我:仆街仲唔擰歪面。

阿賢:我擰我擰。

我:屌... 唔撚制呀！唔好搞我後面！

我Feel到有人掂我背脊，我即刻擰轉頭。

我:呀... 盲撚咗啦...

又係熟悉嘅環境。好彩只係惡夢。咪住，貞子個樣係點我都未知呀呀呀呀呀！！！

哭撚咗...

不過話時話，好似都成幾日連續發呢個夢。

阿賢:仲唔食嘢。

我:唔撚食呀。

阿賢:咁撚急趕住投胎咩。

我:你當係啦。

阿賢:今日閪鐵瀨屎喎。

我:屌，我差啲就想返學校。喂，幫手打電話呀。

阿賢:打打打，即刻打。

1分鐘後

阿賢:掂，得咗。

我:你呢？

阿賢:學校話今日zoom喎。

我:有得J女。

阿賢:嘻嘻~ 咪住先，咁阿兒呢？

我:阿菴呢？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

阿賢:咁你J唔J㗎？



我:痴線，唔J對唔住自己。

阿賢:入房先再講。

啲女... 係幾正，成個波多野咁...

我:嗰條女係...

阿賢:佢？

我:係呀。

阿賢:Chen Ka Po... 支那肥婆一個...

我:就係呢個，污染哂其他女。

阿賢:鎖定你想睇嗰條女咪得。

我:Au Kin Yee Ava。

阿賢:識貨喎，校花嚟。

我:仲唔cap圖。

阿賢:而家cap囉。

突然間感到 氣重重，有條女喺度講緊嘢。殺

女:做 乜 偷 拍 我 表 姐 ？

我:表 你 老 母 。

而家「表姐」呢兩隻字變咗禁詞，係爭好似翠大大咁要「再教育」。

條女突然擰我個頭，爭啲俾佢擰鳩甩。

女:我 問 你 ， 做 乜 偷 拍 我 表 姐 ？

我:表 你 老 母 。

女:仆你個街。

阿賢:你表姐嚟咗喎。

我:cap你就cap啦。

阿賢:我cap我cap。



阿兒繼續質問我:做 乜 偷 拍 我 表 姐 ？

我:Sorry囉表姐。

阿兒:咪 撚 再 cap。

我:Yes madam!

其實阿賢晨早cap咗十鳩幾廿張俾我打飛機。

「嗚呀！」阿兒表姐(又係叫阿兒)真係好撚靚女。

阿賢:很想要吧？

我:想。

一日落嚟cap到成300張相慢慢J。

我:俾30分鐘我。

呢30分鐘入面，阿兒個表姐搞到我射撚咗3次。(放心，我無顏射部電腦)。

「得未呀？」阿賢係房出面嗌。

「得啦。」講完即刻開門。

「阿兒？」Fuck...

之後中咗阿兒千年殺一次。

「呀呀呀呀... 痛い痛い痛い痛い...痛い痛い...」呢下真係痛到屌老母。

「道歉。」阿兒冷漠地說。

「sor9ry。」

跟住中多3下千年殺。

呢次經驗教訓我哋J完熄機嘅重要性同埋門唔可以亂開。



貳拾

「呀... 呀... 」阿賢個死仔又喺度睇咸片。

「喂，有正嘢唔益我。」

「你師姐喎。」

「睇過。」

個樣咁鬼似小學專針鳩我嗰班個風記隊長嘅。

「我認得佢啦，佢好似叫咩... 周夢怡呀嘛。」

「你點認的。」

「當年就係佢喺我小三嗰陣亂咁集名亂咁罰人企嗰條仆街。」

周夢怡，你都有今日啦。我仲記得嗰時個樣好撚似而家嘅阿兒。

屌嗰個，把聲同個樣都似今年入嚟，教我同阿兒PE嘅馬sir，好似得28定29歲。聽阿兒講話馬sir逢親
上佢堂都會嗌錯名，仲會乘機對佢上下其手，例如菊花同埋對波。其實我都發覺有唔對路，就係上親
堂佢對我嘅評論都好撚多，又乜又柒，基本上PE堂2節80分鐘至少1/4時間都係話我。

「叮噹。」門鐘突然響起。

「停一停先，我去開門。」我叫阿賢stop咗條片。

「阿兒？」

「啱啦，有嘢益你。」

「嗱！」我指住個電腦mon。

「yee。」阿兒好似唔buy。

「馬sir俾人放上網喎。」

阿兒好淡定:「我擺嘅。」

-----------------------------------------------------

(阿兒視角)

禮拜五1500



嗰陣啱啱補完課。

「呀... 也咩爹...」咩料，點解會有吟叫聲。

我昅咗昅，我wtf咗... 馬sir佢竟然揸波？

「喂，埋嚟睇呀！」我好細聲咁同阿靈講。

阿靈:「嘩，仲唔錄低佢。」

我:「ok。」

都係出面匿咗8個字。

「走呀。」之後我哋兩個走返出去街度。

「擺唔擺上youtube呀？」阿靈問。

「擺，緊係擺。」我答返佢。

-------------------------------------------------

(阿恆視角)

「即係... 你見到哂？」我問。

「係。」阿兒答。

好彩阿兒冇俾人老強...

翌日

考完試嘅，無一唔係討論緊周夢怡同馬sir單嘢。連平時「唔講咸濕嘢」(自稱)、「全級最佳情侶」(
都係自稱)嘅武允行同丁一心都講埋一份。

阿智:「單嘢好爆喎，你唔係唔知下話？」

阿德:「緊係知啦。」

我都即刻搭嗲:「唔知就食得屎啦。」

針對呀嗱，問你今次死未。

但係馬sir又搭住另一條女個膊頭。

仆街！阿兒嚟㗎喎。



我即刻過去。

「喂！有女唔益我。」我嗌住佢。

「老師嘅私事洗你理。」馬sir成個老屎忽咁。

「但係... 佢唔係周夢怡喎。」我間接寸佢。

「係咩？咁俾返你囉。」馬sir寸寸貢。

之後阿兒上咗我屋企。

阿賢:「嘩！帶埋條女上嚟呀！」

我:「咁佢要避一避風頭呀嘛。」

阿賢:「阿恆訓梳化啦！yeah！」

我:「你都痴孖筋。唔使諗都知你一定係瞓梳化嗰個啦。」

阿兒:「其實我留一陣間就走㗎啦。」

頭先真係好撚尷...



廿壹

我:「真係？周夢怡好似同你同一幢樓㗎喎。」

阿兒:「咁冇計啦，只可以喺度瞓返晚。」

阿賢:「阿恆瞓梳化！」

我:「你都on99，間屋我㗎。」

阿兒:「唔洗理我㗎其實...」

阿賢:「咁又唔好。」

我:「你去著你條女度瞓囉。」

阿賢:「佢住元朗㗎喎。」

我:「咁你係咪唔去。」

阿賢:「有異性冇人性。」

解決住屋問題就係將所有有關係嘅人炒埋一碟。(雖然老豆老母唔同我住)

1900

阿兒:「好肚餓呀...」

我:「而家去買飯。」

跟住去咗新北江買雙餸飯。

阿賢食完之後就咗阿菴屋企。

我:「阿賢走咗，不如我哋... 」

之後我哋係咁溫書，溫到十一點。

我:「沖個靚涼先。」

阿兒:「咪住。」

我:？

阿兒:「我冇衫換喎。」



我即刻喺衣櫃摷咗件衫同埋褲。

我:「得唔得呀？」

阿兒:「好靚呀。」

1小時後

「嘩！好襯呀。」我對住阿兒講。

「係咩？」

「梗係。」

之後我哋就上床做愛做的事，就係瞓覺。

阿兒瞓著咗個樣真係好可愛... 好想錫佢一啖...

第二日

考完社會之後，又見到個死人馬sir搭住阿兒膊頭。

我:「唔準搭我膊頭。」

馬sir:「 你唔食我咪唔搭囉。」

我:「 你唔搭我咪唔食囉。」

馬sir:「 你掉我咪放手囉。」

我:「 你唔放手我點掉呀。」

講講下變咗張家輝㖭。

馬sir:「 冇你咁好氣。」

再一次拯救咗阿兒。

我:「行啦。」

阿兒:「哦。」

之後我哋坐53去一去阿兒屋企先。

我WhatsApp阿賢:賢 係度嗎

佢:系度



我: 上次借咗個3000蚊幾時還

佢: 憑本事借返嚟嘅點解要還 屌你老母

我: 唔玩啦 得唔得閒呀

佢: ok呀做乜

我:過嚟富泰

佢:哦

1345 富泰

阿兒:咁... 你哋要幫我睇實啦喎...

我同阿賢:Yes madam！

阿兒:我入去㗎啦。

我:嗯。

企咗三個字到就有條友想入去阿兒幢樓。

嗰個咪馬sir？

忘記咗講，周夢怡好似住阿兒隔離，所以馬sir係好可能上去搵周夢怡。

我哋隱身跟住馬sir。果然，係去阿兒住嗰層。

馬sir對住道門係咁撳鐘。

「係。」有個細路女應門。

「我好愛你㗎周夢怡！ 唔好離開我呀！」 馬sir好似發咗癲咁。

「我唔係... 呀！」個細路女好似發出求救聲，於是我哋兩個去睇一睇。

「放開佢！」眼見馬sir攬住阿兒仲諗住嘴埋落去。

「救我呀... 」

「周夢怡呀。」 馬sir無啦啦發咩神經...

「放開佢呀聽唔聽到呀！」



「你乜水呀？佢係我條女嚟㗎。」

「佢係鬼你條女！你條女喺隔離呀！」阿賢都講埋一份，仲一腳伸開佢。

「你哋好嘢！我條女都唔畀扑。」

「你都痴孖筋。」阿賢再次搭嗲。

之後阿兒執咗佢要嘅嘢就去咗我屋企避一避風頭。



廿貳

呢幾日阿兒嚟咗我屋企暫住之後，我哋都冇乜再理過馬sir。但係佢除咗周夢怡之外，聽阿賢講仲開
始向日本妹埋手(即係阿菴)。估唔到條人渣咁撚柒仆街。

----------------------------------------------------

(阿菴視角)

今日

馬sir呢排都冇乜搞過阿兒，反而開始搞我，我真係屌撚哂佢老母，屌鳩埋佢祖宗十八代，去搞返你
個周乜鳩話？屌，唔柒記得。算啦。

成日喺度講撚埋哂啲肉鳩麻嘅嘢，你真係咁撚柒想講你咪去搵你條女講囉。

1445

條撚樣又諗住「溝」鳩我。

「喂同學！」條撚樣又嚟。又想捉我條裙只到膝上25cm呀嘛。你都係返去扑你條女算啦柒頭。

「檢查！過一過嚟！」我過你老母呀柒頭。

「呢位女同學！」睬你都onL99。收皮啦。

於是我跑去坐67M去咗兆康先算。

-----------------------------------------------------

(阿賢視角)

1545 屋企

聽完阿B嘅「馬蛇犯罪證據」之後，我發誓以後一定要保護我女朋友，唔俾佢再俾人性騷擾。

1635 阿B學校

我嗌埋阿恆同阿兒一齊，用阿B去引誘馬蛇(其實阿B同阿兒拍埋一齊真係好似孖生姊妹)，再用手機錄
撚低佢擺Pornhub。今次你仲唔死撚硬？搞人哋條女有後果的。

------------------------------------------------

(阿恆視角)

「喂，你唔驚你條女會俾佢破處㗎咩。」我問阿賢。



「放心，佢想扑嘢嗰陣就講要返屋企拒絕佢。」阿賢答。

「傾埋哂啲變態嘢。」阿兒搭嗲。

15分鐘後

「走呀！」眼見阿菴對淫腳收返埋，我即刻叫剩低嗰2個著草，一路跑過去安定邨等阿菴同我哋匯合
。

10分鐘後

阿菴:頭先... 爭啲俾條柒頭嚇撚死...

我:不如上咗車先講啦。好Q熱呀呢度。

阿賢:行啦行啦。

之後我哋上咗㗎去山景嘅961，坐咗喺上層最後排。

阿菴:根據我呢幾日嘅觀察，馬sir通常會坐505或者507，可能佢住良景田景。而出發時間不定，上次
特登遲啲去坐614返屋企都見到佢。但係我禮拜六去屯門嗰陣見到佢喺富泰出現。

我:咁佢有冇對你做啲乜。

阿菴:都係講埋曬啲肉麻嘢咁囉。

阿賢:屌佢老味搞完一個又一個。

阿菴:如果唔係著撚住校服我神早屌到佢仆街冚家剷。

我:頭先佢又對你做咗啲乜。

阿菴:將對周夢怡做過嘅嘢再做多次。

我:咁撚仆街嘅。

阿兒:條仆街真係害人害物。

阿賢:咁都唔炒。

阿菴: 同埋我驚陣間佢會嚟元朗搵我，所以想上你屋企度住一排先。

我:OK。

傾傾下車就到咗鳴琴輕鐵站，我哋落咗車轉K58去兆康再轉西鐵。



我同阿兒直接返屋企，阿賢同阿菴去咗元朗先再返屋企。



廿參

呢幾日都冇乜特別事發生，馬sir都唔見咗人，聽講似攞病假著草去其他地方。

我哋4個當中我同阿兒瞓床，阿菴瞓梳化，阿賢打地鋪。

-----------------------------------------------

考完試之後嗰個禮拜六 1100

瞓醒之後發現屋企一個人都冇。

「屌，又係咁... 」我慨嘆。

不過我都慣撚咗。

呢個時候老母打電話過嚟:阿仔，你家姐今日返嚟呀，陣間上嚟食飯呀。

我:我唔係獨生子咩？

老母:就咁話啦。

我:喂喂喂...喂喂... 

痴線，表姐都算，家姐都可以攞嚟玩，真係有病。

即係又要出遠門。

一如以往，喺樓下等巴士，不過等咗成5分鐘都冇車嚟。

69X... 即係去MK。

50分鐘後

終於嚟到MK。

之不過咁，我見到成班友係咁昅住一條短裙女同佢條仔。條女睇落得15歲。

嗰兩條友向住我呢邊行緊過嚟，都唔知點解個樣越睇越似阿兒同阿賢。不過阿兒鍾意著褲，阿菴鍾意
著短裙，所以我估嗰條女應該係阿菴。

「喂，做緊咩呀？」有把男聲喺我耳邊講嘢。

「帶女出街都唔洗咁呀。」我回答。

「佢鍾意呀。」佢答。



之後陪佢哋行咗一陣，阿菴無論係喺街定入商場都係咁俾人昅。

一個鐘後

老母又打電話俾我。

老母:喂？

我:喂？

老母:你家姐到咗屋企啦，快啲過嚟啦。

我:我行緊街喎。

老母:唔理啦，兩點鐘要到。

阿賢:你老母咁仆街㗎，難得出到嚟要人去探家姐。

我:咪就係。

阿賢:算，我都跟埋去，如果你家姐係靚女嘅話，我又有多條女J。

阿菴:我都跟隊。

我:唉。

我哋去咗坐63X去到華都再行返去。

阿賢:係呢，估下阿恆家姐會唔會係阿兒呀嗱。

我:邊會。

阿賢:一個三唔識七嘅人都做到你表姐啦。

我:都唔乸係關我事。

阿菴:BB，如果我係你家姐你會點？

阿賢:我會亂倫。

阿菴:食屎啦你。

阿賢:靚女唔屙屎。

阿菴:咁咪用其他人嘅屎。



我:又嚟。

阿賢:情侶有時候係要咁㗎啦。定係你唔識溝女咋。

我:Of course not。

阿賢:咪就係。

我:到咗啦喎。

阿賢:夠唔夠膽賭。

我:賭乜。

阿賢:睇下你家姐係咪阿兒。

我:一舊水，唔係。

阿菴:渣㗎，我五舊。

1405 門口

「開門。」講緊呢句嘅同時都祈求緊我嗰一舊水唔會就咁冇咗。

「嚟啦。」我feel到有種不祥嘅預感，阿賢亦都陰陰嘴笑。

「咔嚓。」一聲，我嗰一舊水就咁冇撚咗。

乜碌撚呀，表姐又係佢，家姐又係佢，玩曬啦。

阿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屌。

阿兒:竟然當住家姐面講粗口？

我:家姐好惡呀。嗚嗚嗚嗚嗚。

阿兒:咪扮嘢啦。入嚟啦。

之後我介紹嗰兩條友畀老豆老母識。另外我都問過我同阿兒有乜關係，老豆就話我以前同阿兒玩嗰陣
阿兒要我嗌佢家姐喎。不過年代久遠，已經係14年嘅事，所以記都記唔起。又或者，我根本冇同佢
玩過？印象中阿兒最多都係帶我去見第二條女(應該係今日嘅阿靈)咋嘛，都冇嗌過家姐細佬。

食完之後即刻走，因為我都唔知可以做乜碌撚。寧願返屋企打鋪機好過。

之後我哋坐751返歸。點知一山還有一山高，雞蛋還有雞蛋糕。點解馬sir會出現喺架車度，佢唔係住



良景㗎咩，同埋佢唔係應該著緊草㗎咩，點解會出現喺度。

佢成程係咁視姦阿兒同阿菴，而且係目不轉睛咁望，搞到要喺下一個站落車轉另一架751。

阿菴:屌佢老母又視姦。

阿兒:佢玩撚夠未。

好彩之後嗰程車冇見到佢，好順利咁返到屋企。



廿肆

禮拜日 0500

「屌，邊個冚家拎WhatsApp我呀。」我唔耐煩咁講。

原來係條死肥婆阿菊。

「今日得唔得閒呀？出嚟食嘢呀」

「唔啦，有嘢做」

「吓 出嚟陪下你條女啦」女你老母咩，咪撚FF啦。

「陪下我啦」陪你老味。

「真係有嘢做呢」

「唔制」

「真係唔得 完」

之後都冇覆過我，終於甩到難。

0900

「邊條粉腸WhatsApp我呀。」家姐... 呀唔係，阿兒好唔耐煩咁講。

「屌，又係個死肥婆。」

阿賢:出唔出去呀？

我同阿兒:唔出。

阿賢:你哋唔係好鍾意出街㗎咩。

我:被迫嘅。

阿賢:你唔出我出。

原本以為留喺屋企就乜事都冇，點知有人㩒鐘。

我用貓眼望咗望，仆你個街，阿菊？

阿兒:喂，搞咩呀？



我:而家準備著草。

阿兒:無啦啦...

我:隻嘢嚟咗呀！

阿兒:乜嘢。

我:個死肥婆呀。

阿兒:咁撚大獲？

我:仲唔走。

而家已經唔可以再留喺大西北，北有阿菊南有馬sir。唯有近近地去荃灣。

我哋喺荃新天地兜咗轉，好彩冇撞到兩大剋星。不過我覺得長時間逗留喺同一個地方會俾人搵到，所
以我哋先後轉場。葵廣，SSP，MK都俾我哋行均哂。

阿兒:而家都晏啦，不如返屋企先啦。

我望咗望手機，原來已經6點。

驚住阿菊仲喺天耀商場嗰邊，所以由天慈嗰邊行返入去返屋企。

總算真係避開咗佢。

翌日

阿菴:幾多分呀？

我:得45咋。

阿菴:渣㗎，我75。

我:請接受小弟一拜。

阿菴:車，咁簡單。

阿智:幾多分呀？

我:45呀。

阿智:好簡單咋喎。

我:你份份都話簡單㗎啦，講春咩。



而家對緊中史卷，對於歷史方面一向都唔好嘅我又肥撚咗。

就喺呢個時候，一件龐然大物喺我面前經過。

阿菊諗住嗲我:幾多分呀。

我:我幾多分關你Q事。

阿菊用一個哀求嘅眼神望住我:唔好咁啦。

嘩屌... 返到去真係要對住阿兒打多幾下飛機先得。真係好撚核突。

之後啲堂我都唔想上。諗起佢我就反胃。

放學

好撚多 prefect 係班房出面唔知做乜，其中一個同阿兒阿菴好似樣，唔通係周夢怡？

個老師一走‚堆prefect就入嚟鉗走咗阿菴。

阿兒都覺唔妥，所以跟蹤佢哋。

「shhhhh！」我哋落到後花園，見到阿菴比3條仔加周夢怡4條友挑逗。

「人有三急，去個廁所先。」其實我係去打電話俾阿賢叫佢過嚟。

5分鐘後

「放開佢！」阿賢終於嚟到。

「你乜水呀？柒頭。」班prefect寸返佢。

「你唔使理我乜水。」講完即刻衝入去救返阿菴衝出學校。

「BB好叻呀。」阿菴讚阿賢。

「過獎啦。」

「話時話，馬sir諗扑其他女條片up咗上去pornhub未。」

「而家up。」就咁，馬sir同阿菴條片公諸於世。



廿伍

「1號答，呢個係咩詞性。」中文老師叫我答問題。

「狀語。」我答。

「錯。」

「全部人跪低！」有啲著住日軍裝嘅人衝咗入嚟。

「跪低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課室瞬間充滿尖叫聲。

「唔准嗌呀！」

「媽咪呀！」阿靈大叫。

「呯！」阿靈俾人爆頭。

「呀呀呀呀呀呀呀！」.

「呯！」

「呯！」

「呯！」

阿菴、阿智同阿德呀！！

而殺哂佢哋4個嘅... 阿兒？

「望咩呀死仔，出嚟！」

「出嚟呀屌你老母西。」

阿兒幾時變到咁粗魯㗎...

於是我就俾人的咗去Hall。

入到Hall，見到啲人唔係含撚就係俾人後入。

「含啦屌你老母。」

「唔制呀... 」我再一次癱咗喺張床度。



今日阿賢同阿菴都有啲怪怪地。

我:今日搞咩呀？

阿賢:你條女喺夢入面殺我哋兩個囉。

我:我俾佢的咗去含撚。

阿菴:同埋佢表情好似...

我:好似...

阿菴:好惡咁。

阿賢:總之今日唔好有你嗰班啲人同佢交流。

我:知道。

我哋比平時早半個鐘出門口。

0755 班房

「琴晚有冇夢見隔離班個阿兒帶隊屠殺全班呀？」有人大嗌。

「有冇呀？亅阿智問我。

「有。亅

「我發到佢射我個頭。」

「咁大獲？」我起哂雞皮。

「係呀。」

隨住越嚟越接近中文堂，心入面漸趨忐忑不安。

1315

「最後一題，1號答。」中文老師叫我答問題。

「狀語。」我答。

「錯。」

「不如落堂先，各位同學再見。」

「老師再見。」



「阿靈~」嗰個咪阿兒？

成班即刻奪門而出，驚死阿兒會亂斬人。

連阿靈都走，阿兒係咁追住佢，成班友(包括我)以為佢想殺人而跑得更快。

「吓...吓...吓...吓...」我跑到喘氣。

1500 屋企

阿兒:搞咩呀？今日係咁避嚟避去。

我:鬼知咩，今朝全班都發同一個惡夢咋嘛。

阿兒:俾我殺？

我:你點知的。

阿兒:琴晚我就係殺人嗰個。

我:吓。

阿兒:嗯。

好彩之後學校冇人死。



廿陸

過咗幾日，好彩學校冇人瓜撚咗。但係之前條片令阿菴成為全校吹水對象，而馬sir繼續著草。阿兒
同阿菴都返咗去自己屋企。

「喂，你睇下嗰條女。」班房外面嘅男同學吹雞笑鳩佢。

「佢條裙咁短，實係去俾人屌啦。」有人講「雞」呢啲侮辱性說話。

「再望下佢。」阿兒都瀨咗嘢。

「我唔係...」未講完已經成班俾狗公圍住。

吓，你問我點分兩條友？好簡單啫，條裙短啲嗰個咪阿菴，條裙長啲嘅咪阿兒囉。不過著pe衫就分
唔到，因為兩個都係紅社。

講返正題，阿兒俾班狗公騷擾住。

「死開啦！」一聲令下，成班友即刻好似摩西分紅海咁讓開條路俾佢。

我相信如果句嘢係我講嘅話實俾班友打柒。

之後阿菊都出咗去，不過就東施效顰。

「痴孖根！」

「屌！」

「我想嘔呀。」

「死返入豬圈啦！」

連出咗嚟嘅阿兒見到佢都即刻入返班房，連望緊阿菴嘅另一堆狗公都即刻扯曬。睇嚟呢件豬扒嘅殺傷
力真係大。如果攞去打仗都應該贏硬。

放學

「接唔接阿賢呀？」阿菴問。

「唔接啦。」

「咁就陪我放學啦。」阿菊搭嗲。

「陪你老母。」我回答佢。

「好衰㗎。」又豬又肥就收皮啦。



「奸！」拒絕豬扒嘅做法就係用一隻字嚟屌柒佢。

同一時候阿兒出咗班房，我衝過去攬實佢。

阿兒:平時又唔見你咁樣。

阿菊都衝咗上嚟:喂！你做咩呀？

阿兒:痴線。

阿菊:佢係我男朋友喎，你想偷食呀？

真係好撚痴線。

阿兒:2個都有病...

講完就跑走咗。

我:開心啦？屌你老母。

講完即刻出去追阿兒，但係阿兒走得好快，搵都搵唔到。

突然有人捉住我，呢一刻我真係屌鳩佢祖宗十八代^2，即係324代。

老牛聲:唔好啦。

我:屌你老母死撚開啦柒頭，以為我係你條仔呀？收皮啦。返屋企攞盤水照下自己個樣先啦on79！

佢:真係唔好啦，最多我以後唔咁講嘢啦。

我:屌鳩你都嘥鳩氣。

我直接走咗，唔想再理條柒頭。



廿柒

返到屋企，我即刻send篇道歉文俾阿兒，不過已讀不回。唉。

阿賢:不如我去附身條柒頭？

我:我驚阿兒會避開你喎。

阿賢:未試過又點知。

我:咪玩啦。

阿賢:試咗先算。

講完佢就出咗門口。

唉... 條女就咁冇咗。都未計班人會唔會恥笑我...

算啦，瞓陣會唔會好啲。

「喂！喂！喂喂喂喂喂！！」阿兒冇啦啦嗌我。

「做乜碌撚呀又。」

「都唔知講唔講好... 」

「做咩呀？」

「其實... 聽日我就要去英國讀書啦... 」我feel到佢啲淚水開始飄出嚟。

「點解我之前冇聽過你講嘅。」

「我... 都係驚你會喊... 」

「唔驚... 幾點機呀... 」

「朝頭早7點... 」

「吓... 咁早？」

「你有阿菊都夠啦... 記得好好照顧佢呀... 」

吓，豬扒都好溝？

「我... 」



「我知，我走咗之後你會唔慣呀嘛，你咪當你女朋友係我囉。」

WTF？我唔係咁嘅意思喎。

「我要返去執行李先啦，有緣再見。」

「bye。」

「BB~」阿菊嗌住我。

「B你老母。」

「做咩呀，唔開心呀？」

「做你老母。」

「其實... 」

「咩呀？」

只見佢將隻手喺塊面度由左向右扯，成塊面都俾佢扯甩。

我再次癱喺張床度。不過以呢個時勢，阿兒真係走都唔出奇。

「返嚟啦。」

「點呀？」

「你知唔知阿菊住邊度㗎。」

「:o)」

「知唔知啫咁。」

「藍地呀on9。」

「屌，係咁先。」

阻撚住我瞓覺。

一瞓就瞓到朝早10點。

「zzz... zzz... zzz... 」打鼻鼾都唔好打咁大聲呀。

於是我出咗去廚房摷嘢食，點知見到有條女喺客廳。

「阿兒？」



「早晨呀。」

「阿菊條垃圾呢？」

「做咩咁關心人地呀？」

「想睇下佢on9完未啫。」

「佢？潛咗水啦。」

「咁... 你... 」

「唔俾過嚟咩？我係你家姐喎。」

「哦。」

應該... 原諒咗我？



廿捌

「叮噹」又邊撚個呀。

「開門！」老牛聲...

我冇理到佢，入咗廁所換衫刷牙。

「開門呀喂！」

「喂！」

「咔嚓」

「BB~」阿賢條女嚟咗。

「屌！」我拉咗阿菴入嚟就即刻閂門，廢事阿菊入到嚟分化我同阿兒。

「搞咩呀？」

「有肥婆喺出面。」

「我好肚餓呀... 」

「冇嘢食喎。」

「用熊貓啦屌。」

「你唔驚陣間阿菊衝入嚟咩。」

「屌！訂嘢食都咁撚慢，攞嚟啦！」阿兒搶走咗我部電話。

最後我哋嗌咗樓下間茶記，嗌咗4碗沙嗲牛。

60分鐘後

「咁耐嘅。」阿兒問。

「我出去望下。」

驚人嘅一幕發生。

「屌你老母... 」

頂你個肺，4碗嘢都係吉嘅，咁就冇咗成舊水。



我即刻著衫去老麥買返幾個餐返上去，好彩阿菊冇跟住。

返到上去嗰陣阿菊已經走咗。

但係當我想去Dum垃圾嗰陣...

「扑！」



廿玖

「扑！」

--------------------------------------------------------

(阿賢視角)

阿恆搞乜撚呀，咁耐都未返嚟嘅。

「阿恆呢？」阿兒問。

「唔知喎，dum垃圾都唔會dum咁耐啦。」阿菴答。

「我出去望下。」

去到垃圾車附近，但係都唔見阿恆。我即刻打電話俾阿菴。

「阿恆唔喺呢層喎。」

「等陣。」之後就收咗線。

「喂！分開搵啦。」

之後我哋分開搵，但係搵極都搵唔到。

「唔見人喎。」

「不如打去佢部電話？」

「但係佢部嘢喺上面喎。」

「吓... 咁點算呀... 」

「鈴鈴鈴鈴鈴鈴... 」有人打嚟。

「喂？」

「估下我邊個？」

「唔好玩嘢喎死妹。」

「估下~」

「估你老味。」



「而家阿恆喺我手上，唔想佢死就帶5萬蚊過嚟。藍地站交貨。」跟住就cut咗我線。

「點呀。」阿兒焦急咁問。

「家陣可能俾人撕票呀！」

「吓！？咁大獲！？」佢哋兩個大叫。

「仲唔行？」

「條友住邊㗎？」

「叫阿靈帶路囉。」

「只可以咁。」

去到藍地就由阿靈帶路，都幾入下。

「ありがど。」阿菴同阿靈講。

「行啦。」

----------------------------------------------------

(阿恆視角)

「屌你老母呢度邊度嚟㗎。」我大嗌。

「呢度係我屋企。」面前嗰舊豬扒同我講。

「做咩啫BB，嚟你女朋友屋企唔好咩。」

「我女朋友住富泰。」

「我咪係你女朋友囉。」

「係你老母呀屌你老母。」

「老豆~」

阿兒呀... 你哋快啲嚟啦。

「叮噹」

「啱啦，順便去輕鐵站收數。」

「企喺度！」



「咩事呀？」

阿兒趁亂入咗嚟鬆開繩救我。

而家個狀況係阿兒同我喺間阿菊間房，阿菴同阿賢喺門口同阿菊對峙緊。

「呀！非禮呀！」阿菴大叫。我同阿兒即刻出去捉住阿菊。

「屌你老母玩非禮，仲要搞我條女？仆街死啦！」阿賢諗住郁手，但係俾我制止咗。

「冷靜啲。報驚好過啦。」

「屌佢老母唔撚溶咗佢我對阿菴唔住。」講完就砌咗佢幾拳。

「警撚告你，以後咪撚再搞我條女。走！」

「BB好型呀。」

我望咗望阿賢，再望咗望自己。阿賢又靚仔，又瘦，條女出事又會幫佢出頭。相反自己一事無成，仲
要條女救我，唉。

「做咩呀，垂頭喪氣咁。」

「冇嘢呀。」

「冇就快啲返去啦，此地不宜久留。」

於是我哋就返咗屋企。



阿賢阿菴番外-回到小一時

(阿賢(6歲)視角)

「媽咪呀，我唔想入去呀呀呀呀呀呀！」

「唔使驚喎，最多請你食糖糖。」

糖糖好味！

「拜拜媽咪。」

1C班7號...

「小朋友，你叫咩名呀？」有個老師問我。

「張紙燃。」

個老師去咗問後面個女仔:小朋友，你叫咩名呀？

後面個女仔:我叫京都念慈。

姓京？咁奇怪嘅個女仔。

30分鐘後

「7號同8號就坐呢度。」

「哥lee之娃... 」

佢講乜呀... 哥lee之娃？咩嚟㗎？公仔呀？

「過呢之娃... 」

呢個姓京嘅人行為都好奇怪... 不如唔好理佢？

「係konichiwa。」

佢啲行為舉止十分奇怪，一開頭已經講埋哂啲外星文。

「不知你講返中文？」我問佢。

「其實... 我係日本人嚟。」

壽司又幾好味。



「返去日本啦咁。」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你蝦我... 」

「做咩呀同學？」陳老師(肥婆嚟)問佢。

「佢... 佢蝦我呀！」

「點蝦呀？」

「佢... 佢打我呀... 」

正一癲婆... 搞到我食咗個大過。

---------------------------------------------------------

20XX年3月25號

「邊個冇默書簿？」

「我。」我答。

「英文科長。」

「係。」條癲婆答。

「倒哂佢書包入面啲嘢出嚟。」

「哦。」條癲婆又真係倒出嚟。

Wow！話時話今次係佢第23次露底，個樣咁靚，條白色底褲真係睇極都唔厭。不過性格就...
癲婆真係癲婆。

「張志賢出嚟。」老師嗌我。

「係。」

「呢個咩嚟。」

「哦~ 成人影片~」條癲婆又大嗌。

我daddy又擺呢啲嘢落書包。

「唔使狡辯，2個大過。」

「吓？」



「3個。」

「認真？」

「4個。」

結果今年累積咗26個大過，27個小過同75個缺點，都係多得條八婆同姓京嘅癲婆。

-------------------------------------------------------

拎成績表嗰日

准升上2C班。

都好，唔係最差嗰班。

「我都係2C喎，咁啱嘅。」呵呵。

條癲婆下年又同我一班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嗚嗚嗚嗚嗚嗚...



參拾

「阿菴~」自從馬sir單嘢之後，阿兒就同阿菴熟咗好多，小息同放學都會一齊。唔講仲以為佢哋先係
情侶。

「嚟啦。」

出面依然有一大堆狗公師兄師弟圍住班房。

阿菴開咗課室門，諗住阿兒入嚟會安全啲。

「陣間請你食飯呀！」

「陣間請你飲嘢呀！」

「陣間...... 」成堆狗公喺咁迫哂喺門口出面，阿兒好辛苦先入到嚟。佢入到嚟之後即刻閂門。

但係班狗公冇諗住走，打咗鐘都係唔肯走。

「唔該借借呀！」中文老師Ms Leung講。

門口繼續俾班狗公圍堵，入到嚟嘅全部出唔返去。

呢堂中文堂係連堂。阿兒坐咗喺我後面(我後面冇人坐)sit堂。我哋都鎖哂啲窗去撚出面班友冇得伸隻
手入嚟摸女。

但係班友冇走過不特止，仲有增無減。可能啲阿Sir Miss慣咗佢哋走堂？

今日禮拜一，第一節小息之後上2堂就再小息。

「媽咪！落堂未呀？」唉屌。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快落㗎啦，阿仔。」呵呵。連Miss都笑我。

上連登見到啲咩叫錯Miss做媽咪原來係真，而家仲要搞到好尷。

「幾時請食雪糕。」我即刻spin走單嘢。

「收皮啦，咁冇羞恥心。」阿智寸我。

「咪係。」阿德搭嗲。

「我又要。」阿兒都加入。



「我都係。」阿菴都要食。

呀，唔知班友見到我同兩個校花(應該係)傾計會點呢？實葡萄死人。

而家出面已經迫到水泄不通，成層都係嚟睇校花嘅人。課室都由平時拍烏蠅變到差唔多全班都喺班房
(緊係啦都出唔到去)。

之後嗰3堂阿兒都被迫sit堂。老師都好難入嚟，班友要老師嗌先tun開少少。

1300

「喂！請食雪糕呀。」阿智叫住我。

「得啦。」

我只係想啲黑警用599G罰哂出面堆狗公。不過算啦，應該都係視而不見(話哂2個校花)，甚至一齊昅
。

「係喎，你點返去執嘢呀？」

「你唔係鬼咩？」

「你啱。」

所以我去咗阿兒班房執返佢啲嘢。

「喂，搞咩呀？再堆埋一齊每人5個大過！」有把好乸熟嘅男聲喺度「恐嚇」人。

再望真啲，原來係阿賢。再次證明啲垃圾訓導真係呃飯食。

8分鐘後 學校門口

「我有冇份㗎？」乜啲人真係咁鍾意痴餐㗎咩。

「of course。」阿菴答。

而家除咗原來嗰6個之外，仲要請埋阿賢同阿城。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咁就冇咗54蚊。

多撚得政府個弱撚智政策，我哋入去都要填紙仔，阿城仲要hi到我杯雪糕。

阿兒一除口罩，白裏透紅而又有少少肥嘅面真係好可愛。

其他人都係碌緊IG，得我同阿賢上緊連登。

話時話呢排好多5歲女啲post都睇撚到我燥，個老豆老母仲有阿哥個班主任快啲坐監，呢啲人真係不



得好死。

講返正題，阿兒真係唔掂，佢實在太可愛，扯哂。

阿賢:扯咗呀？

我:唔好講出去。

阿賢:得啦。

而家嘅狀態係邊望阿兒邊扯旗邊食邊上連登。 食完仲要扯住咁走。

食完之後我哋就各自返屋企。



卅壹

「點解你喺度嘅？」啱啱起身嘅我指住阿菴問。

「問阿賢囉。」

「是咁的，我要帶我條女返佢老家探佢老豆老母。」

「嫌錢多咩，自己去就話免費啫，而家仲要帶埋條女去？」

「就係嫌你啲錢太多。」

「喂屌你老母呀。」

「係咁先，9號返。」

4月9... 咪我同阿賢生日？不過阿賢應該只會同佢條女慶祝。上次29號阿兒同阿菴生日都係一樣。

樓下唔知搞乜鳩，好撚多耶撚傳教，可能今日耶穌受難日？

屌，班耶撚真係麻煩。跟埋阿賢去探阿菴老豆老母仲好。

一個鐘後 機場

「喂！早晨呀。」我對住前面條仔講。

「你跟蹤我哋呀？」                

「純粹想去日本啫。同埋，唔係要隔離㗎咩？」

「你啱，所以阿菴送我機㗎咋。」

「咁右邊嗰個係... 」

「佢係我阿妹。」

「哦~」

1840 關西機場

阿賢呢？

「你係邊呀」我wts佢。

「仆街 我而家喺東京呀」



「笑o能咗」

「笑乜撚呀 而家點樣去京都呀屌」

「上網search啦屌你」

好彩冇大笑，唔係實俾人捉入青山。

由過完海關直到搭車都忍唔住笑咗幾聲。直到發覺自己好似搭錯車。

原本係搭JR去大阪再轉車去京都。點知入錯閘，去咗南海嗰邊，再盲鍾鍾咁上咗架特急。

唉算，去到難波先轉車。

最後都好彩去到大阪站附近。

「咕咕咕咕咕咕... 」仆街，肚餓添。

之後我求鳩其搵咗間M記食嘢。

「仔。」有人嗌住我。

「はい？」用返半桶水都冇嘅日文應佢。

「知唔知我個女喺邊呀？」個老母睇落似3張嘢，拖住3個男仔。

「你係... 」

「京都念慈個阿媽。」

「咁嗰3個男仔... 」

「我係佢大佬。」

「二佬。」

「三佬。」

...

「佢喺香港。」

「咁佢男朋友呢？」

「日本。」

於是我拎起電話Wts阿賢。



「到未呀」

「屌 而家先到天王寺」

「快啲啦」

「劫車呀笨柒」

「屌」

「日本邊到呀？」大佬問我。

「大阪。」

「大阪邊忽呀？」

「天王寺呀。」

食完就嗱嗱聲走咗。



卅貳

大阪站出面

「喂 大檸樂啦」我wts阿賢

「乜」

「有個3張幾嘅女人拖住3條仔話佢哋係你條女個老母同大佬呀」

「屌 洗撚理佢哋咩」

「唔撚理啦 大阪站見」

25分鐘後

「乜撚嘢呀。」阿賢終於到咗。

「嚟啦。」我拉住佢跑入商場。

其實我覺得咁樣好撚仆街。只不過係驚大佬會殺咗我先至要咁急去搵返佢。

「我唔識日文喎。」阿賢同我講。

「我夠唔識啦。」我答返佢。

「Er... wata... er... 私... ererer...」

「其實我識廣東話㗎。你係阿腎呀嘛。」

「腎你... 」

「講嘢咁粗魯嘅。」阿菴二佬寸佢。

「係囉，咁樣點做人哋男朋友呀。」

「我最鳩憎人講粗口㗎啦。」

「屌你老母咁你又講？」

「喂你講乜呀？」老母都加入戰團。

「*^#@#%^%%#@#%」

唉呀，搞不清楚啦。



我趁亂走咗，搭車去京都。

幾個字後 京都

「嗚嗚嗚嗚嗚嗚...」阿賢係咁喊。

「柒咗呀？」

「嗚嗚嗚嗚嗚... 點算呀... 佢哋話唔要我同阿菴一齊呀...」

「傻嘅，我表姐都係唔理佢屋企人嘅意見同佢男朋友一齊㗎咋。」

「阿兒？」

「梗係唔係。」

睇開連登嘅我都知道呢啲情況係幾咁痛苦。

「咁... 我係咪要同阿菴私奔呀？」

咁又太盡。

「咁又唔洗，鬼叫你第一次見家長就咁惡咁寸咀啫。」

「不如我去道歉。」

「聽日先算啦。」

翌日

我哋從阿菴嘅Msg中得知阿菴老豆老母同佢三個阿哥住喺伏見稻荷附近，於是我哋搭JR過去。不過
唔知係咪紅日，啲車好鬼死迫，迫咗3班先上到車。

一出車站行過啲已經係佢哋屋企。

「對唔住呀！」阿賢喺阿菴屋企人一開門就大嗌。

「吓，講下笑啫。其實你都幾襯念慈呀！」大佬安慰佢。

「喂，多謝點講呀？」阿賢細細聲喺我耳邊講。

「ありがとう。」我回答。

「ありがとう。」

「屌，仲唔閃？」我拉住佢躝去搭車。



卅參

終於返到香港。

一返到屋企就見到有兩條女攤咗喺梳化。一個著短裙仔一個著長褲，肯肯定係阿菴同阿兒。

「返嚟啦，15歲啦喎。」

呀係喎，今日4月9號，即係我同阿賢生日。

「係咩。」阿賢好似唔記得咗佢幾歲。

其實我一直都記錯咗，今日先係14歲。無計，「老人家」係冇記性㗎啦。

「你都14啦喎。」阿兒對住我講。

「係咩。」我回答。

「你哋係咪孖生㗎？」阿菴笑我哋。

「講咩啫，你哋仲似啦。」我哋都不約而同咁講。

其實講真，落去搵幾條友問佢哋係咪孖女我相信好多人都會答係。個樣如果唔認真去睇真係睇唔出分
別喺邊。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哋決定去行donki。

「咁去邊間donki先，咁多間。」阿賢問。

「去尖咀囉。」我求其答。

「咁搭咩車先，咁多車。」佢又問。

「咁你收聲先，咁多嗲。」我又答。

「屌，咁坐咩車先。」

「巴士囉咩車。」

「咁行啦。」

上到巴士竟然見到阿靈，不過佢睇我哋唔到。

「喂，我哋不如影佢再放上IG？」阿賢細細聲喺耳邊講。

「好。」



突然周邊閃咗下，原來係條仆街開咗閃光燈。

「大檸樂！」阿賢叫咗聲。

「咪嘈啦屌。」阿菴喝住佢。

「咁啱呀。」坐喺我哋前面嘅阿靈擰轉頭講嘢。

全場氣氛十分尷尬...

過咗一個鐘終於到尖沙咀，我哋落車嗰陣阿靈瞓著咗。

「阿」阿靈無啦啦Wts我。

「頭先做乜唔嗌我落車」

「吓」

「老豆」

「吓」

「而家係紅磡」

「點樣去尖沙咀」

「吓」

「吓乜」

「哦 關我鳩事」

「斷絕父女關係」

「老母呢」

「一齊」

「哦」

「搞咩呀？同女wts呀？」阿賢你條仆街...

「咩呀。」阿兒搶咗我部電話。

「喂... 」



「屌，同個女WhatsApp咋嘛。」阿兒又講。

「咩女話？」阿賢又問。

「阿恆個女呀。」阿菴答。

「乜...」

「屌你仲問。」阿菴掩住佢把口。

「唔問唔問，老婆大人英明。」？？？

「咪on99咁啦。」

跟住我哋終於入咗去Donki，整體過程唔記得咗，但係我淨係知買嘢有優惠。

「是咁的，我老豆係Donki入面比較高等嘅人，所以啲人都認得我。」阿菴講。

「溝啱人了。」阿賢唔知發乜神經。

「屌，咁我溝錯人。」阿菴答。

「對對對對唔住，我我我唔應該咁講嘢。」

「算你。」

「但係而家要去邊？」

我哋再次陷入窘境...



卅肆

星期一 8:04 班房

出面依然有一大班狗公守候住個校花。

「聽講新嗰個阿Sir係阿智個阿哥喎。」阿菴一提起，我又醒返起原本中史個阿Sir上禮拜五last
day，今日會有個新嘅阿Sir嚟代課。

「關你撚事咩，你都有老公啦張太。」阿智駁返佢。

「屌，J下都唔得咩。」

「唔得呀。」我都講埋一份。

「收皮啦你。」

但係「收皮」呢2隻字嗌得太大聲，俾個on9訓導聽到，阿菴咁就俾人記咗個小過。

「屌。」佢細細聲咁講。

「如果你老公知道咗會點呢？」我問。

「冇嘢㗎。」佢答。

「阿菴~」呢吧咁清甜嘅聲仲唔係阿兒？

「嚟啦~」阿菴出去開門。

8分鐘後

好，

阿兒又出唔到去...

頭先個訓導突然嚟清場，班狗公扯哂。

阿兒都順利返返去佢嗰班。

過咗幾個鐘之後，終於到最後一堂 一一 中史。

頭先講中史... 哦！係，有個新老師代課。

到底係咪真係阿智大佬呢？



當我仲發緊夢嗰陣阿Sir已經入咗嚟。

「大家好，我姓王嘅，三劃王個王。大家可以叫我做王Sir。」

「王Sir午安。」

之不過咁，我見到條友向阿智打咗個眼色，唔通真係佢阿哥？

上緊堂嘅時候，王Sir不斷叫阿智答問題，呢個時候似乎已經有人察覺到有啲嘢。

放學嗰陣我，阿德同阿菴都圍住阿智。

「喂，仲唔係你阿哥？」阿菴問。

「唔係阿哥會成日叫你答問題？」我問。

「幾時請食麥旋風呀？」阿德問。

「你收皮啦，個腦淨係得雪糕。」阿智諗住反駁。

「屌，你仲未答喎。」阿菴繼續追問。

「errrr... errr... 呀呀呀呀！」

「答你就答啦咁多嘢講。」阿菴踢咗下阿智個春袋。

「白色...」

「收皮啦死咸濕仔。」

「我我我答，err... 其實佢佢佢佢...係我...我我我阿哥，得未？」

「哦~走先，bye。」我講完即刻去趕巴士。

「等埋呀！」阿菴都坐巴士。

我哋喺學校後面個巴士站坐K52去西鐵站。

「B~」把聲咁似阿賢嘅。

「B呀~」阿菴一見到阿賢就仆咗過去。

我坐低嘅時候，竟然有條女坐埋嚟。

條女係阿阿阿兒！？



 



卅伍

一起身發現有條女喺我隔離。 

「起身啦BB~」阿兒從來都唔會咁叫我，但係阿賢又唔喺房。 

「你BB喺出面喎。」咁冇可能嗌我做BB㗎嘛。 

「恭喜，我同阿兒交換男朋友一個禮拜。」下，WTF。 

「阿賢...」我未講完嘢佢就意識到我想問乜。 

「佢都唔知。」 

「咁...」 

「冇事嘅。」 

信住先囉，至少阿賢一定唔會同阿兒扑嘢，至少... 

不過可能又會有成堆人視姦「我條女」咁囉。(不過佢可能已經慣咗？) 

之後我落咗樓下搭53散下心(冇計呢排真係好大壓力)。 

一路行青山公路，淨係見到坐山。過咗三聖先望到海。 

海景本身係好靚... 但係好唔好彩，而家落緊狗屎。 

去到總站吹咗陣海風(不過臭嘅)，突然有人拍我膊頭。 

「唔准搭我膊頭！」 

「你唔食我咪唔搭囉。」 

「你唔搭我咪唔食囉。」 

「你掉我咪放手囉。」 

「你唔放手我點掉呀？」 

「你唔掉我點放手呀？」 

「唔講笑啦，做乜死過嚟荃灣吹風。」我講。 

「唉... 」阿賢似乎好唔開心。 



------------------------------------------------- 

(阿賢視角)(今朝早) 

「乜撚嘢傻B呀屌你老母」死返上去啦死支那仔。 

「是不是读书给读懵了？」 

「你噏乜柒呀 講返人話得唔得」 

「你这傻B。」 

「又係呢句？」 

「不懂中国文化的真可怜。」 

「中你老母咩，呢度香港呀」阿廣都加入戰場。 

「計我話 唔撚識香港文化先最可憐」 

「香港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么。」 

「中 你 老 母」 

------------------------------------- 

(30分鐘後) 

「张志贤 我已經说给老師听了 等着死吧你！」 

「so what?」 

點知個死人訓導麥Sir又真係打電話過嚟... 

------------------------------------ 

(阿恆視角) 

「車！」我對住阿賢講。 

「點算呀？」 

「支那仔有乜點算，咪由佢喺度吠。」我答返佢。 

「都係算啦，訓導都唔會聽，學生會又淨係識賣我哋豬仔... 」 

「點賣法。」 



「話就話幫我哋求情，實情係派人偷聽我哋點樣屌鳩啲訓導再向訓導篤灰，死多兩錢重。」 

「咁撚仆街嘅。」 

「屌佢仲諗住連任，仆街。煩死了！」 

「同你班死黨組多個學生會同佢哋撼過啦。」 

「惟有咁啦，唉... 」 

今日真係發生咗好多嘢。



卅陸

「BB~ 我要呢個。」阿菴指住支汽水同我講。 

「下...隔離士多5蚊咋喎...」 

「咁呀... 去隔離買囉。」 

是咁的， 我哋啱啱放學。阿菴好口渴，我哋去咗買嘢飲。 

話說今日係交換女朋友嘅第三日，之前嗰兩日都係鳩fing fing冇嘢做。今日終於有嘢搞了。 

呢排阿菴屋企附近好多裝修撚，左右隔離仲住咗2件廢老，每日佢出門口返學嗰陣都會俾嗰2件嘢視
姦。所以佢諗住搬過嚟天水圍住一排先。 

「不如嚟我度坐陣先？」阿菴講。 

「好。」 

原來佢住喺元朗廣場後面。 

客廳擺咗好多公仔。 

「乞...乞...乞嗤！」唉屌，鼻敏感又發作。 

「冇事呀嘛？」原本喺房執緊嘢嘅阿菴出咗嚟。 

「冇... 仲有冇嘢要執呀？」我問。 

「等我換埋衫就走得啦。」 

「哦。」 

----------------------------------------------- 

(30分鐘後) (阿恆屋企) 

「叮噹」 

「開門呀喂！」我好肯定阿賢就喺入面。 

「嚟啦！」女聲？ 

最後開門嗰個都係阿賢。 

「點解你會喺度嘅？」阿菴指住癱喺梳化嘅阿兒問。 



「我陣間走。」 

「我落去買飯先。」我對住佢哋講。 

「哦。」 

「哦。」 

「哦。」 

於是我就去咗買飯。 

返咗嚟之後直到瞓覺之前都冇發現一樣嘢----嗰2條女呢？



卅柒

「喂喂喂，望下。」阿菴指住個橙褲男。

「橙色... 心理時鐘？」

「再望下隔離。」佢又指住件紫衫肥婆。

「嗯... 但係點解咁2個都咁細粒嘅？」

「呢層我真係唔知喎。」

早晨呀。今日放假。而家我同阿菴行緊MK。

講返正題，我哋嘗試裝下嗰兩條友乜水。

「嘩屌！」我即拉住阿菴走。

「嗄...嗄... 搞乜呀你？」

「屌，紫衫條友原來係阿菊嚟。」

「嘩咁撚大獲？咁橙褲男呢？」

「睇唔清呀。」

「咁點算呀而家？好驚佢會捉走我...」

「唔驚啦，有我喺度。」

「真係？」

「真。」

我哋嘗試行返幾個街口截佢哋再影相擺上連登恥笑。

「係佢哋啦！」阿菴見到阿菊。

「咔嚓」

「相已影。」

「好嘢！」

之後我哋坐車返屋企，順便將啲相擺上連登同IG。



---------------------------------------------------------

屋企

「喂，有正嘢益你。」阿賢對住我講。

「唔係NYKD-54呀嘛？」

「緊係唔係。」

原來係我影嗰張相。

「車。」

「佢有男朋友唔好咩？」

「緊係好。」



卅捌

「屌，件豬扒好撚煩呀。」阿菴對阿賢講。 

「咩豬扒呀？你呀？」佢答。 

「屌，校花都叫豬扒咁今年選港姐嗰啲叫乜。」阿菴扭住阿賢隻耳仔。 

「佛、陳展鵬、賓賓。」其實真係好乸似。 

「呀呀呀呀呀！！！」阿賢講完冇5秒就發出慘叫聲。 

「放過我啦...」 

「我哋講到邊話？呀係，又係阿菊條仆街。」 

「又點。」 

「佢又姣阿恆啦。」 

「屌你叫佢自己死掂佢啦。」 

其實隔離班我都識個整人高手:阿豪，不過而家佢要對付支那狗，唔得閒。 

不過我有辦法，就係將佢筆袋收埋。 

至於收喺邊呢？又係個好問題。 

經過一番請求，阿菊嘅筆袋終於有個新位:阿豪locker。 

--------------------------------------------------- 

翌日 

咁啱撞正瑞牛節前一日，咁就好玩了。 

我同阿菴將筆袋拎去阿豪嗰班，順便掟埋入locker。 

阿豪:掂喎。 

我:小小嘢5分鐘都做完啦。 

呢個時候有條支那仔向阿菴表白。 

「此屎呢...禾D衣yan精到你...兒...兒賤唉山你啦。可步可疑和你交往呀？」 



「你老幾呀？仲有，學好啲廣東話先同我講嘢啦。1999。」 

「女晨賤顏步屎返禾！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痴線！」 

阿兒喺門口等緊我哋。 

阿兒:掂唔掂呀？頭先阿菊屈我呀... 

我:唔使驚喎，我幫你搞掂。 

阿兒:咁我返入班房先啦喎。 

我:嗯。 

之後原來有個歷史科嘅quiz。 

阿菊:我個筆袋呢？ 

佢:筆袋呢？ 

原本班房「失物認領處」(應該係)有兩支筆。但係我同阿菴冇帶筆袋，所以撻咗一人一支筆嚟用。 

聽講阿菊最後交白卷。 

我返到屋企即刻同阿賢講呢件事。 

佢:哈哈哈哈哈哈哈！！！如果唔係我？你哋玩完啦！ 

我、阿菴:吓？ 

佢:其實我喺小息附身喺佢度控制佢去廁所，你哋先有機會攞佢筆袋咋。 

阿菴:乜你咁重口味㗎。 

阿賢:不如我哋出去食嘢當慶祝？ 

我:是但。 

阿菴:冇所謂。 

我哋去咗元氣... 

傻嘅，點會去食元氣呢？仲要係藍店。 

我哋去咗鋸扒。 



阿賢:我小學同學Signal我，等我一陣。 

我:有咩唔可以睇啫。 

阿菴:唔好忘記我哋兩個六年都係同班喎。 

阿賢:屌。 

有個叫Hugo嘅人佢哋班group send咗張相出嚟，張相係阿賢同阿菴拍拖嘅相(但好明顯係偷拍)。 

Hugo:俾黃加怡(老師名)講中咗呀？ 

阿菴:咁你呢 家陣你樓上嗰個A貨版嘅我都有仔啦 想溝我？收皮啦 

我對住阿賢講:Err，咁你半年前講累到你小六跳樓嗰個肥婆... 

阿賢:Err... 

我只預視到佢將要跪玻璃... 

同埋呢一刻先知原來佢哋2個係同我同一間小學。 

我:仲記唔記得姓黃條木咀。 

佢哋2個:記得，以前仲夾埋全班人一齊屈我哋互相對對方有好感添。 

阿賢:佢教咗我哋6年英文，就針對足6年，唉。 

阿菴:唔好再提條仆街，講親就火滾。 

我:食嘢。 

然後聽日又發生另一件事了...



卅玖

「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阿賢做乜鳩。 

「屌，唱咗成個禮拜啦仲唱。」阿菴叫停佢。 

「係啲觀眾迫我唱咋。」 

而個觀眾... 就係我。 

咩啫，我鍾意，吹咩。 

就喺呢個時候，阿賢行咗出客廳，一嘢將我個頭"own"落碗粟米片度。 

「屌做乜撚嘢呀？」我大叫。 

「屯馬~開...」阿菴掩住阿賢把死人口。 

「唔好意思，我會教好我條仔㗎啦。」 

「屌，入返去啦你仲直播緊㗎。」佢哋行咗返入去。 

-------------------------------------------------- 

「屯馬~開通......」最後幾日返學都唔使咁呀。 

「你望下，校花都唱得好過你。」阿智恥笑我。 

「我有唱過咩？」 

「冇呀。」 

「咁你講春。」 

「純粹講下啫。」 

「咁我身為校花，唱得好聽都正常呀。」阿菴講。 

「屌。」 

小息嗰陣我都唱埋一份。 

「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 

「屯馬~開通~很~興奮~」 



如是者唱咗成個小息。 

------------------------------------------------- 

阿賢無啦啦走嚟我班度昅女。 

「有乜好昅呀，全部都豬扒，得一兩個靚。」我細細聲講。 

「望得靚女多都要望下豬扒、暗瘡肥閪嘛。」 

「你嗰邊好多靚女咩？係嘅話我轉去讀。」其實對住班豬扒咁耐我真係...屌...下年升返去原本嗰班好
過，呢班根本就扒房。 

「冇㗎，只係呢邊啲女再樣衰啲咁解啫。」 

「你唔係咁重口味呀嘛？」 

「唔通J自己條女咩？」？？？？ 

明明佢條女係校花但係唔J條女J肥婆係咩心態。 

--------------------------------------------- 

「呀呀呀呀呀呀...救我呀！！！」阿賢失驚無神大叫。 

「哦，抵撚死啦。」J肥婆呀嗱。 

「唔好咁啦，求下你啦...」佢對住阿菴講。 

「你真係前世未跪過玻璃...跪多幾下先『ngai』我啦。」 

「唔制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其實之前你將我個頭『own』落碗粟米片到我都仲未同你計，食屎啦。」 

「係喎！」 

「呀呀呀呀！！！」 

跟本就係咎由自取。



肆拾

「嘩咩事。」我指住架巴士。 

「喂唔好啦。」阿賢O哂咀。 

到底...係邊個咁大整蠱，將阿兒同阿菴整成廣告再整上架巴士度。 

仲要唔止一部，係連續幾架巴士都係呢個廣告。 

「喂搞咩呀，Anson Lo咩？乜我條女好出名咩家陣？」阿賢有少少激動。 

「會唔會係Hugo呀？」 

「屌，我即刻去元朗掘佢出嚟。」阿賢好激動咁走咗。 

「等埋呀！」 

阿賢失咗蹤，唯有喺下面巴士站坐車去元朗。 

我發覺啲巴士每6架就有1架係阿兒個廣告，落廣告嗰條友應該真係好有錢。 

----------------------------------------------------- 

到咗元朗，見到阿賢喺阿菴原本住嗰橦大廈開門入咗去，我都跟埋過去。 

「你隻死嘢，上次班谷搞完我條女，今次仲玩埋巴士廣告？」阿賢捉住Hugo衫領講。 

「咩廣告呀？」Hugo都顯得有啲不耐煩。 

「巴士廣告囉屌你老母，仲扮唔知？下？」 

「我真係唔知...」 

「真係唔知？下？家陣成街都係念慈廣告嘅巴士呀！你開心啦？」 

「真係唔關我事...」 

「唉算。」 

阿賢推開咗佢，走咗。 

我追住阿賢，但係去到元朗廣場就跟甩咗。 

樓下總站有架「阿兒巴士」，勁多毒撚圍住架巴士影相。 



到底呢兩姊妹有乜咁受街外人歡迎。但係睇落又唔似學校嘅人落嘅。 

既然冇嘢做，就返屋企。 

定係去行陣街先呢？ 

都係返去屋企附近食譚仔先。 

截咗架276埋嚟，又係「阿兒巴士」。 

「聽講你好出名喎家陣。」司機好似對住我講嘢？ 

「我知。」有把女聲講嘢。 

我冇特別擰轉頭望，廢事阻住班人影相。 

-------------------------------------------- 

「其實點解會紅到上巴士嘅？」阿賢問阿菴。 

「冇㗎，純粹喺YT出下片，直下播咁咋嘛，咁就成幾十萬sub。」 

「可能係我同阿兒美若天仙，吸引到班人睇掛。」阿菴微笑。 

「但係十架巴士十一架都係你...」 

「有幾位人兄特別有錢咁囉。」 

「有錢... 」 

「我點會出軌呢？傻仔嚟嘅。」 

乜佢哋兩個有YT channel㗎咩？



肆拾壹

「喂又喺度J女。」一起身就見到阿賢J女。

「阿兒表姐喎。」

「有正嘢唔益人。」

「西醫吳依仁。」

「屌。」我一拳搥落佢肚度，再搶走佢部電話。

「咩正嘢呀。」阿菴入嚟搶走咗部電話。

「呢啲...呢啲係男人嘅秘密嚟㗎！快啲俾返我！」阿賢想搶返部電話。

「唔制。」

阿兒突然出現喺阿菴後面。

「wow！」阿賢jm9。

阿兒突然推阿菴落張床度，仲要咀埋。

我究竟睇撚緊啲乜？

「唔...唔...唔...」

「係我最鍾意嘅GL呀！」阿賢失驚無神咁大叫。

「傻撚咗？」我問佢。

「係。」

「 做 乜 J 我 表 姐 ？ 」阿兒怒睥住阿菴。

「我我我...冇... 呀呀呀呀！！！」

「唔好揸我個波呀！！！」

「死變態！」佢一巴車落阿兒度，阿兒好似清醒返。

「咩事？」阿兒好似咩都唔知咁。

「唉算，瞓覺。」



「我又要。」

唉，我都仲未食早餐。

樓下間譚仔又未開，去邊度食好。

阿賢:我哋去遠少少食，去到嗰陣間嘢咪開囉。

佢又講得好似幾有道理。

對面巴士站唔知做乜鳩有成堆巴膠毒撚影相。

「果然。」原來又係「阿兒巴士」。

「276A喎。」

「咁又點？」

「上車？」

「是但。」

-----------------------------------------------

坐坐下車阿賢突然隊佢部電話俾我。

原來有隻狗調理農務嗰陣仆街死喎，RAP

「嘩咁撚慘呀。」帶住一個恥笑嘅語氣。

「抵死啦！等我Po IG先。」

「祝... 喺... 地獄... 同... 私煙... BB... 生活... 愉快...」笑咗，真係笑咗。

私煙落咗去之後一直都冇人陪，好慘。今次終於有個伴，希望佢哋可以喺下面長命百歲，白頭到老。

一路都有勁多人落住狗屎，都要嚟影巴士。(咦，押韻) 無計，鬼叫呢架車係「阿兒巴士」。

同埋我好似幾乎冇見過金、紅、黃嘅巴士，唔通落廣告條友真係咁有錢咩？

-------------------------------------------------------

天澤邨譚仔

「細路，見識過大蛇屙尿未？」阿賢懶有型咁講。

「見過。」



「咁見識過大蛇屙屎未？」

「未。」

「咁我而家示範俾你睇。」

「阿姐唔該。」

「係。」

「雞肉、火腿，麻辣，雙特辣。」我覺得佢食一啖應該即刻去廁所嘔。

「你呢？」

「牛肉、豬肉，番茄湯，十小。」

阿賢食咗淡米線就紅都面哂，仲話大蛇屙屎喎，講出嚟真係唔怕笑死人。

「笑咩啫笑，辣係咁㗎啦。」

「又話大蛇屙尿？」

「咁叻你食呀。」

呢個故事教訓咗我哋唔好咁寸。

只不過，點解碗嘢係紅色，上面仲有啲番茄粒嘅？

車，原來係我嘅，不過佢十小都頂唔順，渣ga。

「嗱，我呢碗俾你食啦。」我俾返原本嗰碗佢。

「好。」條傻鳩仲未知。

「屌你老母仲撚辣嘅？」再一次紅都面哂。

「咁樣點喺條女面前表演大蛇屙尿呀？」

「屌你。」阿賢食到哭o能咗。

「食完。」佢一半都未食到。

「食快啲啦。」

「咁辣，點食呀？」



「唔使急，最緊要快。」

「屌你食屎。」

用咗半個鐘先食得晒。

坐巴士嗰陣阿賢係咁將個咀隊埋去個冷氣出風口度。

------------------------------------------------------

返到屋企，嗰兩條友仲係瞓到成隻豬咁。

「po IG先。」

「我又Po。」

睇嚟佢哋嘅睡相要拎去俾班毒撚J了。



肆拾貳

「啱啦你喺度，過一過嚟。」阿賢嗌我。 
「好寸喎死o靚仔。」 
「有正嘢益你喎。」阿賢露出一個咸濕嘅眼神。 
「咩正嘢。」 
「陣間去荃灣幫手搬嘢。」

「呀...呀呀，陣間約咗阿兒行屯市donki，睇嚟都係唔得了。」我求其搵個理由射波。 
「算鳩數啦，你條女喺房入面直播緊呀。」 
「佢幾時入去的？」我問。 
「你爆緊石嗰陣。」 
「你都係幫我親戚搬嘢算啦。」阿賢好撚得戚咁講。 
「幫你老母。」 
「幫我阿姨搬洗衣機呀... 求下你啦...」jm9。 
呢個時候阿兒同阿菴喺房出嚟。 
「啱啦，幫手搬嘢啦。」阿賢諗住R佢哋兩個去搬洗衣機。 



兩姊妹: 
阿兒突然攬住我。 
佢:元朗有間扒屋，啲嘢好好味㗎，食唔食呀？ 
唔食就傻啦。 
我:食，點都食。 
佢:咁快啲行啦。 
我:嗯。但係間嘢喺邊㗎？ 
佢:我帶你咪得囉。 
----------------------------------------------------------- 
(阿賢視角) 
「對唔住呀老婆大人... 求下你放過我啦...」屌你老母佢綁住我喺電腦面前。 
「你老母，琴日先幫撚完你個死人藍屍支那親戚搬嘢，當正我係阿四，又呀吱呀咗，今日仲要幫？食
屎啦你。」然後一嘢揸落我春袋度。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唔想變Eason呀...」你老味佢捏我春袋做乜鳩呀？ 
因為痛得滯，我彈咗一下阿菴bra帶。 
「屌你老味！！」佢叫咗吓。 
「彈都彈細力啲呀，彈咁撚痛，屌...」 
睇嚟都係要阿恆幫手搬嘢... 
------------------------------------------------------ 
(阿恆視角) 
當我猶豫緊架巴士冇位坐而搭唔搭下架車嗰陣，阿賢突然打電話俾我。 
「有正嘢益你~」一聽就知係伏。 
「收皮啦。」跟住cut線。 
「邊個呀？」阿兒問我。 
「咪嗰條柒頭皮。」 
「哦~」 
----------------------------------------------------------- 
阿賢繼續R我去搬嘢。 
「搬嘢啦...」阿賢又「ngai」我。 
「唉你收皮啦，我唔撚柒想再聽啲『爱国偉論』呀。」阿菴好無奈咁講。 
「唉算，我自己去，費事俾人屌。」阿賢走咗出去。



肆拾參

(阿賢視角)

「賢仔呀，你女朋友呢？」阿姨問我。

「冇呀，唔喺度呀。」對住啲閪人唔使咁客氣。

琴日俾佢知道阿菴係日本人之後就喺度嘈嘈閉，又話點解要溝㗎妹，又話日本人好仆街又乜又物，又
話佢可以安排佢個女(即係我表姐)同我相睇喎。

都痴撚線，我鍾意邊個關你撚事。

「哦，咁而家搬嘢上新屋度啦。」

---------------------------------------------------------

「賢仔呀，幾時得閒呀？」睇嚟佢又想安排表姐同我相睇。

「冇呀，呢個月都要同朋友出街。」求其作個理由推咗佢。

「咁呀...」

然後佢就停低打電話。

一路由綠楊搬到上象山，我就唔明點解唔call van仔，又或者厚面皮啲，坐巴士上去都得啫。

「加油，比啲力呀！就到㗎啦！」但係佢都冇抬過，甚至連幫都冇幫過我。收皮啦。

「呀呀呀呀呀！！！到啦啦啦啦！！！」雖然我都知道大聲叫係好失禮，但係...
真係好攰，紅都面哂。

唉... 返得屋企未呀...

「喂，lily表姐(即係阿姨個女)話聽晚得閒喎。」唉，仆街了...

「哦。」我即刻走去巴士站坐車，去邊度都好，總之要快啲離開象山呢個鬼地方。

唉，避得一時，避唔到一世。

阿姨send咗個msg嚟。

「腎呀，我己約了你表姐明晚6點，一定要來！」

------------------------------------------------



(阿恆視角)

「唉，屌！」阿賢垂頭喪氣。

「聽晚出街需要你哋陪我。」

「即係點呀？走唔甩呀？」

「嗯。」

突然有人打電話俾阿賢。

「仆街，佢video call我呀...」

「oh rip。」連佢條女都愛莫能助。

「A 表D 烤趙步jeng」講支話嘅喂。

「er er er er 梨考 梨考，乜鵝門優堅過mean咩？」

「友，Li步自打啦，禾文齋turn文友躝哥筲花啦jeng削筲jeng過啦。」屯門，兩個校花？咁似講緊我
哋嘅。

「喂乜我哋學校有人叫lily咩？」我細聲咁問。

「我哋班嗰個大肥婆...」我記得邊個了...

我嗰班多支那肥婆就眾所鳩知㗎啦，不過有個校花鎮住，整體質素先至叫做好返啲。

好似離咗題。lily係全班最肥、最高、最大隻嘅肥婆，身高係阿兒嘅1.135倍、阿菴嘅1.114倍，身形
係佢哋嘅3倍，又或者1.75個我。

阿賢今次著五條橙褲都唔夠...



肆拾肆

阿賢好似傾完。 

「點？」 

「佢淨係同我吹咗陣水咋。」好彩冇講話去邊。 

「咁就得了。可以開始plan行程。」我講。 

「嗱，首先呢，唔係條條女都好似我咁，肯同你捱麥記，所以帶佢去食老麥啦。」阿菴提出建議。 

「嗯，跟住呢？」 

「跟住？咪去啲up dup嘅地方行下囉。」 

「例如？」阿賢又問。 

「元朗國... 屌你自己諗啦，使唔使下下都問呀？」阿菴開始有啲唔耐煩。 

「然後呢？」又問。 

「然後就等我帶你去執柒啲個樣啦。」身為一個毒撚就梗係要幫人變毒㗎啦。 

「行啦。」我拉住阿賢出門口。 

--------------------------------------------------- 

我哋去咗U記。 

「嗱，揀件格仔恤衫，再揀件短褲，搞掂。」我對住阿賢講。 

「哦。」 

然後佢揀咗件藍白格仔恤衫，一條橙色短褲。 

「拎去試下。」我指住試衣室。 

換咗毒撚裝之後，隱隱哋feel到有種毒味出緊嚟。 

「啱啦，就呢套。」 

買咗衫，就去配副柒嘅眼鏡。 

「你知唔知你衰乜？」我問。 



「599G。」 

「你係衰在太靚仔啦，而家去幫你配副柒嘅眼鏡，行。」 

去到眼鏡舖，即刻有件毒撚形(應該係)嘅眼鏡俾我睇中。 

不過好多都極貴，同埋阿賢都睇唔中。 

都係上啲拍賣網站睇好過。 

即刻有件2舊水樓下，不過要TKO交收。 

是但，總之要副柒眼鏡就得。 

--------------------------------------------------- 

終於拎到副眼鏡俾阿賢。 

「嗯，柒人戴柒鏡。」阿菴只留低一句cm。 

「咩柒人呀？你呀？」都仲未識死。 

「屙屙屙...」阿賢被千年殺。 

阿賢著埋「毒撚裝」嘅話就即刻成浸毒味出哂嚟。 

衣著都搞掂埋，就睇聽晚表現如何。



番外-阿賢羽毛球賽(i)

「聽日有學界羽毛球賽喎。」阿兒突然講嘢。

「嗯，但係關我撚事？」阿菴講。

「你條仔都會打喎。」

「平時咪又係成條懶蟲咁，打得贏先算。」阿菴已經打定輸數。

「但係佢對手係Hugo間學校喎。」Hugo間學校出名足球勁，但同時亦都出名羽毛球廢。廢嘅程度
應該係新界第一廢。

「正。」

----------------------------------------------------

翌日 1200

我哋喺屋企睇直播。

阿賢著住黑衫出場。

「嘩！BB好型呀！」阿菴好似見到自己偶像咁。

對手連開波都唔識開，笑死。(雖然自己都係)

阿賢即刻跳高，將個羽毛球扣殺返過對面。

對面打返過去。

「嘩抄！」

「抄！」

「抄！嘩抄！」

「抄抄抄抄抄抄抄抄！！！」

「禾處Li mother！」

對面件支那仔唔知做乜柒喺度大叫。

「嗶嗶嗶嗶嗶嗶嗶！！」裁判突然吹哨。

「犯規！」阿賢嗰邊得分。



阿賢將個羽毛球打過去嗰陣，件垃圾又喺度嘈。

「禾 D阿wu li 啦嗚 巢嘥。」唔知噏乜撚嘢。

「唉取消資格。」

「咁好冇癮啫。」阿菴無奈咁講。

「多得件支那仔囉。」

------------------------------------------------------

一個鐘之後，阿賢愁眉苦臉咁返到嚟。

「你贏咗喎。做乜咁愁呀？」阿菴問。

阿賢冇講嘢，淨係隊咗個白粉報嘅新聞俾我哋睇。

「學界選手著黑衫 或涉港獨」乜撚嘢標題嚟。

「唉...」佢嘆氣。

「喂原來又係件『穆咀』呀？」

「又係穆加進條柒頭，屌佢老母，今次仲上撚埋報紙，仆街。」阿賢帶有怒氣咁講。

佢俾埋原post我哋睇。

「身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卻穿著黑色的上衣，沒有校徽，什么也沒有，是不想代表学校吗？而黑色的
衣服，是想搞港独吗？

如果你不想代表学校，那就退了吧，不要丢臉了。」

屌佢老母，即使唔係同校都睇到慶過火屎。

「屌佢老母咁撚叻唔落場打？死淨把口。」阿菴都慶過火屎。

「唉... 都係睇住我輸算啦。」阿賢又嘆氣。

「唔驚，我實屌到佢道歉為止。」阿菴講。

「希望啦唉。」



番外-阿賢羽毛球賽(ii)

「但係... 學界冇直播㗎喎，你哋點睇的？」阿賢突然問。

「呢個係個好問題。」我都唔知。

「有可能係觀眾直播？」

「冇錯！而嗰個觀眾... 就係我。」阿兒突然開門入嚟。

「件『穆咀』呢？」我問。

「去咗鄭州掛。」係咪去咗嗰邊練深潛？

「你學校個secret好多人都屌件『穆咀』喎。」

「睇下。」阿賢搶走我部電話。

「係喎。」

「咦，有個post寫殘體嘅 。」阿菴指住其中一個Post。

「係喎。」

但係一睇佢寫嘅嘢就知係出自「穆咀」手筆。

「我屌佢個臭咀。」阿賢拍枱。



「唔好咁嬲，影響心情搞到比賽輸咗就唔好啦。」阿菴安慰佢。

「查看則留言」我㩒開佢。

嘩，全部cm似買返嚟咁。

「支持你」

「撐你」

「唉，冇眼睇。」阿賢返入房。

-----------------------------------------------------------

今日阿兒繼續直播俾我哋睇。

件事上報之後，啲人都係咁屌件支那仔，叫佢唔好咁多事。

真，要屌咪自己私下開post屌，何必要搞到上報。

阿賢變咗著自己件社衫(咁啱又係紅社，同我哋3個一樣)出賽。

但係件衫好唔索汗，成件衫濕撚哂。

阿賢表現稍遜，冇之前打得咁好。

佢仲要趁個羽毛球打過網嘅時間瘋狂扯衫，至少扯咗五十幾次。

最終阿賢21-20險勝。

阿賢紅都面哂，面上面嘅汗成個瀑布咁款。

一個鐘之後，阿賢返到嚟。

「BB... 我... 贏咗啦...」阿賢已經攰到冇力再企喺度，攤咗喺床。

「攰就抖抖啦，唔好夾硬嚟... 呢兩個禮拜捱完，下個禮拜就決賽㗎啦...」

乜咁快就決賽㗎啦咩？真心唔知...

黑衫應該暫時告一段落，應該啦。



番外-阿賢羽毛球賽(iii)

「你今日真係諗住著黑衫比賽？」阿菴問。

「唔係靚仔啲咩？」阿賢反問。

「唉，係驚你又俾件支那仔批鬥呀。」

「唔好再提。」阿賢講完就出咗門口。

「喂我又要跟住去。」阿菴都出咗去。

得返自己一個...

都係上床抖陣先。

-----------------------------------------------------------

起身拎起部電話，發現自己俾人add咗入一個group。

「张志贤穿黑衣，可恥！(嬲emoji)」group名仲要係殘體。

裏面充斥住大量對阿賢嘅惡意msg。

「TMSL！」

「CTMD！」

「还在搞港独吗？真丟脸。(打喊露emoji)」

希望阿賢冇入到嚟，睇唔到。

當我退grp嘅時候，YT突然通知我阿兒個Channel有直播。

乜阿賢咁快就決賽㗎啦咩乜。

阿賢再次全黑出場。

然後啱啱班蛋散又拉返我入谷。

「他妈的，又穿黑色衣服。」

唉咁撚煩嘅，退谷算。

今次由阿賢開始先。



對手唔知發乜神經將個羽毛球拍落地下。

阿賢得1分。

第二次羽毛球爭啲掂地，阿賢一個放小球打返去，對面接唔到，又攞一分。

如是者，去到最後一球，阿賢殺球。

不過今次擲界。

而家20-19，如果判冇出界，就阿賢贏。相反，阿賢就好大機會輸。

而家對手由一開始6-0，爆到8-9，15-17，再到20-19，仲要係阿賢啱啱先反cup，一旦判出界阿賢
就好易輸。

「我正式宣布，係冇出界嘅！」裁判宣布阿賢冇出界。

yes！！！21-19贏咗！

阿賢今次真係威俾佢條女睇。

「求婚！求婚！求婚！」？？？場上突然有人起哄，不過好似係阿賢啲死黨嚟。

「京都念慈小姐，其實我哋都識咗9年，中間經歷過大大小小嘅嘢，唔知...你...願唔願意嫁俾我呢？...
」阿賢有少少怕醜咁講。

「我願意。」阿菴紅都面哂。

「wooooow！」全場再次起哄。

就連YT聊天室都充滿住大量祝福留言。

同時亦都有班女仔(應該係擁躉)大叫「我好鍾意你呀！可摸耳叫你『金志賢』呀？」，隨即引嚟班死
黨恥笑。

--------------------------------------------------------

「喂，今鋪你贏哂啦，『金志賢』。」我對住啱啱返到嚟嘅阿賢講。

「唔好咁寸喎死o靚仔。」

「唔阻住你哋扑嘢，どうぞ。」

唉，都係落街吔碗譚仔先。



肆拾伍

「啦摩周碌掂哉天星那哥巴司站堅啦。」阿賢突然講支話。 

「咩天星呀？咪講咗唔好去啲熱門地方囉。」阿菴喺房出嚟。 

「天盛呀。」阿賢糾正 

「係喎，阿兒都話加入我哋。」我突然醒起琴晚同佢吹水然後佢都話想食下花生。 

「正，多個照應。」 

---------------------------------------------------- 

5點9 

「陣間全程戴住耳機，唔好cut線，ok？」我問。 

「嗯。」 

「OK。」 

「OK。」 

我哋3個送阿賢落去街市出面嗰個巴士站之後就柄埋喺順豐智能櫃後面。 

「開始做嘢。」見到一個身驅龐大嘅移動物體出現。 

「喂，醒啦。」阿兒叫醒阿菴。 

呢個時候有架去銀座嘅969埋站。 

「即刻上車，唔好... 唔好留喺個巴士站。」我命令阿賢。 

「唉... 送車尾...」 

好快又有架E37到。 

「截佢埋嚟。」我再次命令佢。 

「追！」我指示兩姊妹追巴士，唔好俾架車走咗。 

好彩追得切。 

我哋坐喺下層左邊嘅4人位，阿賢坐喺斜對面。 



「恥屎呢，你威步威廣東蛙㗎？」阿賢同件肥閪講嘢。 

「好撚核突呀屌...」阿菴頂唔順。 

「不會呀，還得表弟教我。」 

「件肥閪唔識廣東話就唔好嚟香港啦。」我講。 

「咩表弟呀？阿賢已經大過我哋兩個...」阿兒疑惑咁問。 

「其實lily係05年出世，但係佢老母報細數，變咗07。」阿菴講。 

「你點知的。」我問。 

「路過聽返嚟㗎咋。」 

「唉，乜都假，連出世年份都假。」阿兒講。 

「呢個国家有咩唔係假㗎。」 

「喂好撚肥呀件嘢。」阿賢向我哋哀嚎。 

「你去邊呀？」阿兒問。 

「天澤...」 

「咁好快啫，而家天富，仲有2個站，忍下，美司兒。」 

同時我喺連登發現個post:《第一次溝女中伏  有冇人救我》。 

「阿賢，連登嗰Post係咪你Post㗎？」我問阿賢。 

「係，點知俾人笑，唉。」 

「檸檬巴，愛莫能助。」有個男人(應該係連登仔)同阿賢講咗句嘢就落咗車。 

「我以後要叫表弟『檸檬B』。」CLS。 

「冇撚癲啦。 」阿菴好似就嚟想殺咗lily咁。 

「我都唔想㗎...」 

「下一站係天澤邨。」睇嚟阿賢可以暫時脱離冇位坐嘅情形。 

「諗好食乜未呀？」阿兒問阿賢。 

「殺你呀掛。」 



「識啲嘢喎。」條女應該頂唔到。 

「你想食死自己咪自己去食，點解要拉埋我哋落水。」阿菴反對。 

「屌，普通女捱得到老麥都捱唔到殺你呀啦。既然有條好橋，咁點解唔用呢？」 

「『檸檬B』，到了沒有？」件肥閪又嘈嘈閉。 

「Errrr... 周刀啦，過買姐哥孔登。」 

落車之後直隊商場2樓「殺你呀」。



肆拾陸

入到商場，突然有人拍我膊頭。

「邊個？」我問。

「唔係我。」

「唔關我事。」

既然兩姊妹都否認... 算，當冇事發生過。

去到「殺你呀」門口，我哋3個都唔願入去。

「你係阿賢條女喎，梗係你去。」

「但係呢度你最細喎。」

當我哋猶豫不決嗰陣，突然有人對住我哋講嘢。

「3個一齊去啦，唔使煩。」把聲咁似老母。

「係嘅老... 母親大人。」

呢間嘢衛生... 不予置評。

「喂，呢間嘢邊樣嘢食多曱甴㗎。」阿賢問。

「之前意粉有老鼠頭，pizza底有曱甴囉。」

「仲有斟嘢飲嗰度都有曱甴。」

我哋坐阿賢對面，佢哋嗌乜我哋都會知。

「啦ban友哥汁飲笨打they荒er。」阿賢指住汽水吧。

「那我去倒飲料吧。」

「呀呀呀呀！！有蟑螂！」lily一腳踩落去，唔講仲以為地震。

「我剛剛踩死了一隻蟑螂，厲害吧？」曱甴咋嘛，拍死飛曱甴我就真係同你拍爛手掌嘞。

「喱high喱high。」阿賢答。

之後阿賢嗌咗碟意粉，我嗌咗焗飯。



照計嗌意粉會免費贈送老鼠頭。

「有... 有... 有老鼠！」件肥閪大叫。

lily拉住阿賢叫佢埋單。

「dun意殺啦，意憤鞋未賴欸。」阿賢嘗試拖時間。

「喔，也是。」

呢個時候lily好似察覺到有啲唔妥。

「欸，為甚麼總是要戴著耳機呀？」然後除埋。

「禾齋天哥阿兒啦。」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愛恆久不枯~」阿賢突然唱歌。

阿菴忍唔住笑咗聲。冇計，阿賢實在唱得太難聽。

Shit，lily應該聽到晒。

「為甚麼裏面有念慈的叫聲啦？」lily真係煩過閪。

「三小『靚池』？」

「『檸檬B』，你是不是瞞著我有其他女人呀？」黑人問號？？？

「尾友。」



--------------------------------------------

嘢食嚟到之後，首先要檢查下有冇曱甴同老鼠。

好，係冇嘅，不過阿賢嗰邊就...

「呀呀呀呀呀！！有老鼠！」又尖叫...

「唉... 啲支那女人真係...」我慨嘆。

驚佢哋走咗去，唯有食快啲，同埋叫兩姊妹行先。

「你哋喺邊？」食完之後，我問。

「巴士總站。」佢哋答。

又唔知要搞乜花臣了...



肆拾柒

紙包唔住火，最尾都係俾lily發現咗。 

「你們是誰呀？為甚麼一直跟著我們？」我匿埋喺柱後面，搏佢哋睇唔到我。 

「欸你真的很北七欸，連XX中學的兩個校花你也不知道？」阿菴用標準國語回答。 

「喔，還有我們只是路過而已。請問你是在供三小？」阿兒都寸鳩佢。 

「你他媽... 你他媽從地鐵站路過到餐廳再路過公交車總站...」 

「阿就不能是巧合嗎？」阿菴打斷咗lily。 

「其實你們是來搶走我的『檸檬B』的吧？」係咪調轉咗呢？ 

「哈哈哈哈... 『檸檬B』，這甚麼爛名字...」阿兒忍唔住笑咗，不過把聲有啲似扮。 

「總之沒有人可以搶到我愛的仔！」然後就拉住阿賢走咗。 

不過我冇可能睇住自己兄弟死嘅。於是我跟上去。 

「你隻死嘢，咁耐先出返嚟。」阿兒向我抱怨。 

「爆石呀嘛。」 我解釋。

當我接近阿賢嗰陣，佢就好似知道要做乜咁，攬實我。 

冇錯，就係用BL大計。 

「恥屎... 禾屎返籃新哦。」直接一句玩鳩lily。 

「甚麼！？我的『檸檬B』竟然是gay！？不...」lily崩潰。 

我哋趁佢崩潰緊嗰陣同兩姊妹會合再坐最先開嗰架巴士返屋企。 

件事暫時告一段落...



肆拾捌

「屌~」望住張分班list，我不禁嘆氣一聲。 

「我哋都同班啦，仲想點？」阿兒問。 

「你望下。」我指住其中一行。 

「黃菊... 3B囉。有咩問題？」 

「佢係阿菊喎。」我再補充。 

「咁嘅死樣都升到上精英班咩喂？！係真唔係呀。」阿兒驚訝。 

「仲有呢個。」我指住另一行。 

「Au... 哦，英文拼音同我一樣，成日擦麥Sir鞋擦到變全民公敵嗰件四眼豬扒下話。」 

「係，咁都俾佢擦鞋擦到入B班。邊有天理㗎。唉...」 

「算啦，唔同班咪算係咁。」 

「你啱。」我附和佢。 

「等我都睇下自己咩班先。」阿菴入咗嚟。 

「同你哋一樣，都係3A。」 

然後兩姊妹就攬埋一齊。 

阿賢突然衝入房唔知搞乜柒。 

「等我都睇下自己咩班先。」咪住，佢係呢間學校咩？ 

「4D呀呀呀呀呀！點解冇人問我點樣升上精英班㗎！！」佢大叫。 

「關我撚事咩，我又唔係讀你嗰間學校。」阿菴勁串。 

「你選學生會未呀走數賢。」突然醒起阿賢之前話過要選學生會。 

「errrr... 交咗form囉。」即刻變到鵪鶉咁。 

「呀呀呀，我約咗fd打羽毛球，閃人先。」 

「乜件死剷打羽毛球㗎咩。」我問。 



「唔係呀嘛，屯門區學生羽毛球界一哥都唔識？小學嗰陣攞獎攞到手軟...」我好似醒返起啲嘢。 

「原來係佢... 仆街次撚次都要晒5分鐘頒個死人獎俾佢先肯放我哋上班房。」其實唔止呢樣。 

「係呀，所以點解嗰陣幾乎成間學校都好憎佢。」 

------------------------------------------------ 

小學同學--阿泓突然IG DM我。 

「Hey」 

「same class？」 

我再check一check個list，發現除咗阿兒之外，阿泓都係同一班。 

「yes」 

「3A」我覆返佢。 

「但係A字頭升咗上B班」 

「but we can think how to 搞A字頭」 

「u are right」 

呢個時候好奇心促使我去睇B班有咩人。 

「潘莉莉...」即係lily。都叫唔使放出嚟禍害人間先。 

「唉墳... 正呀呀呀！」我都大嗌埋一份。 

「咩事呀你又。」阿菴開始唔耐煩。 

「唉墳喺B班呀。」 

「留名A字頭同唉墳一齊坐。睇佢哋兩個仲做埋咁多陰質嘢呀嗱。」 

但係我又發現，唉... 

溝女小王子喺3A班。 

算啦，之後先再講。



肆拾玖

欣哥(雖然唔知點解男人老狗要改名做「欣」)aka.溝女小王子。人如其名，佢溝女仲多過我哋食米。

但係有個極度不幸嘅消息:佢要升上嚟3A。

以佢乜女都溝嘅性格，好快就會攻陷阿兒，再叫阿兒同我分手。

唉...

「做乜咁愁呀？」阿兒睇到我咁嘅樣即刻上前慰問。

「冇事。」但係都係擔心緊會唔會戴帽。

阿智突然wts我。

「diu」

「？」都唔知屌乜。

「陳做九」

「同班」

但係我喺A班，佢喺D班。

所以

「RAP」點都要講句嘢嘅。

https://media.whatscap.com/a26/6ea/a266eab70a6657cf117082f91f1d17158c451b18_n.png


「diu」

「仆*」

「見色忘友」

俾人隔空屌完之後諗諗下好似有啲唔對路。

陳做九同溝女小王子係世仇嚟，每次溝女小王子溝緊女嗰陣陳做九都會同小王子爭女。

即係話，如果小王子溝阿兒嘅話咪即係...

我坐喺部電腦前面，呆撚咗。

講樣，一定輸俾佢哋兩個。

講身形，肥，呢排先瘦返少少。

講行為，我做乜都係柒。

但係咁都有校花做女朋友，未免太誇張。

當我就嚟講出口要求分手嗰陣，我都係講唔出。

其實點解要諗埋啲負面嘢。

舊年又唔見佢哋溝阿兒喎。

呢個時候有人開咗班grp。

但係開grp嗰條友... 溝女小王子？

曾經有一刻諗過佢會唔會通過開grp抄牌。

不過咪撚咁on9啦，邊有人會咁做。

其實又唔係，我咪又係小六通過班grp抄阿兒牌，有乜資格話人。

阿兒同阿菴部電話都收到小王子嘅msg(應該係)。

「阿恆...」阿兒嗌我個名。

「唔洗驚，等我嚟。」呢家嘢我都有啲經驗。

「靚女 受溝嗎」都幾直接。

「受」rock哥上身嘅我秒回。



「nonono 你已經係我條女」

「」禮貌上都係要覆返幾個emoji。

「其實... 我鍾意咗你好耐...」等佢以為校花鍾意佢，執到寶，點知原來一切都係伏。

我諗精蟲上腦嘅佢應該察覺唔到係我嚟。

「真嘅？」

「其實應該點講呢... 」

「其實...」

「其實我一早就想約你睇戲㗎啦」

「不如睇波士BB呀」睇嚟佢仲係未知同佢chat緊嘅係仔。

「好」

「就聽日3點啦」

「OK」

還返部電話俾阿兒嗰陣露出一個猥瑣嘅眼神。

冇錯，就係等阿賢返嚟。



伍拾

阿賢一返到嚟就俾阿兒同阿菴捉咗入廁所。

「喂咩事呀喂！喂！」阿賢大叫。

喺房打咗陣機，突然有人入嚟。

「唔敲門...」望到眼前嘅景象我o晒咀。



「點呀，係咪好過Hugo好多呢？」阿菴問。

眼前呢個「女人」比女人更加「女人」。如果只可以用4個字嚟形容，一定係美若天仙。

「呢個真係阿賢？」我問。

「係呀。」



「Hugo？垃圾，去青山是但搵個都扮得靚過佢。」點可以攞阿賢同hugo比。

「但係可唔可以唔好著裙呀，啲腳毛突晒出嚟。」

「哦等陣。」阿兒應該返咗佢屋企攞佢啲褲過嚟。

趁而家冇嘢做問下阿賢識唔識偽聲。

「早晨...咳...咳...」頭先聽到嘅...係女人聲？

阿賢識偽聲㗎咩。

「把聲似唔似女仔呀？」應該係阿賢。

「似，點會唔似。」

「咳...um...」即刻變返麻甩佬聲。

同時阿兒都返到嚟。

「試下。」阿兒俾咗條褲佢著。

阿賢著咗之後，遮晒啲腳毛令到佢更加似女人。

「其實咁樣OK喎。」雖然講出嚟有啲gay，但係都係想講，我扯晒旗。

係咁㗎啦，你唔係話俾我聽你見到靚女會鳩縮下話。

「咁得啦，換返自己衫先啦。」阿菴叫阿賢換衫。

而家就等聽日睇下溝女小王子點樣俾我哋整到變毒撚小王子。



伍拾壹

「畀阿賢睇」阿兒send咗幅相過嚟。

「不如1點喺戲院附近食啲嘢先？」

「邊間戲院？」

「巴倫紐」嘩真係，唔好而家先講。

「 咁12點9喺雅都巴士站等啦」

「」

而家係...

仆街！原來已經11點㗎啦。

「起身啦，11點啦。」我嗌醒阿賢，然後俾啱啱幅相佢睇。

「屌那媽，你唔早啲講？」

「佢9點先send嚟我有乜計啫。」都唔明小王子咁溝女法點解都仲有人冧佢。

「屌。」阿賢跑去廁所。

一入廁所，阿菴即刻幫佢改造。

「喂！我未屙尿㗎！喂！喂！」又大叫...

-----------------------------------------------

首先坐53去富泰同阿兒會合。

「幾『靚女』呀。」阿兒「讚」阿賢。

「嘩真係多撚謝。」阿賢不忘「感謝」。

然後先坐K51去雅都。

喺車上面我哋不斷討論戰術。

「嗱，我覺得應該入埋去睇戲，方便觀察阿賢嘅狀況。」阿兒提議。

「晒錢，入去唔睇戲咁入去做乜。計我話，最好就好似lily嗰次咁，用電話溝通。」精蟲灌輸全腦嘅
小王子應該都唔會發現阿賢戴耳機。



「就咁啦。」

「而家打定先。」

落車等咗陣條友都仲未出現。

而家已經12點十。

記得之前約阿兒出街遲咗到就俾佢打到仆街。

講笑啫，如果真係打我分手都似。

等到1點1小王子先到。

「sorry呀，地鐵塞車呀。」咁嘅大話都講得出。不過算啦，咪當係氹條「女」開心。

「食咩呀？」阿賢問。

「就隔離譚仔囉。」

「喂，記得食得斯文啲。」我提醒阿賢。

「得啦。」

入去坐低嗰陣有人嗌阿菴。

「阿嫂？」以我所知，阿賢有個細3年嘅細妹，應該就係佢。

「咩事？」阿菴回應。

「嗰個女仔咁似我阿哥嘅？」嘩，佢點知的？

「shuuuu...唔好嘈，等阿嫂講個故仔俾你聽。是咁的，......」

「明未？」

「明！」

原來對面阿賢已經食咗一半。

「唔該，阿姐落單。」我即刻叫阿姐過嚟。

「雞肉、炸醬，蕃茄湯。」用5秒就講完要食嘅嘢。

「炸醬、牛肉、腩肉，清湯。」阿兒都落單。



等咗5分鐘啲嘢食終於到齊。

耳機傳出阿賢把聲。

「點算呀？佢話睇完戲之後去食甜品喎。」

「咪話有急事推撚柒咗佢。」我講。

「sorry呀，啱啱收到阿媽電話話6點要返到屋企，睇嚟都係陪唔到你食糖水啦...」

「喔... 咁算啦。」

過咗一段時間都冇特別嘢。

食完之後我哋就去行街，阿賢就去戲院。



伍拾貳

「呀...呀...呀...」耳機另一邊傳嚟阿賢嘅呻吟聲。

「咩事咩事？」我問。

阿賢冇答到。

過咗大約3個字，佢wts咗幾個emoji過嚟。

「」即係點。

我將呢3個emoji隊俾阿兒睇，阿兒都係睇唔明。

咁又係嘅，佢又唔係阿賢條女。

所以我俾阿菴睇。

「男仔...奶...女仔...？」佢講。

即係...小王子奶...阿賢？

WTF

雖然都預咗唔會有好事發生，但係都估唔到會咁變態。

不過應該慶幸真嘅阿兒冇去到，唔係實打到佢屎忽開花、四肢殘障。

而家係...4點11，係時候去返戲院附近準備「問候」一下小王子。

過咗冇幾耐佢哋終於出嚟。

「條女好唔好奶呀？」阿菴即刻上前追問。

「關你撚事。」疑似想跑。

「形容下個質感呀。」我繼續追問。

「好似男人囉。」佢仲係唔知「阿兒」係男人嚟...

「咁你對於你其實係奶緊一個男人有咩想呢？」阿兒問。

「仆街原來係男人嚟㗎？！」小王子即刻鬆開阿賢隻手。

「BB，你唔要我啦？」阿賢扮可憐。



「媽呀... 我唔敢再溝女啦...」小王子即刻跑走咗。

「笑死。」恥笑開始。

搞掂晒，阿賢同阿菴阿兒坐的士返去，我坐巴士。

冇計，

終於又搞掂一單。



伍拾參

「今日...」阿賢又想點。 

「講就講啦屌你老母。」阿菴串佢。 

「係我阿妹嘅... 生日！」然後阿賢學華記正撚樣拍抬。 

(示意圖) 

呢下整到我成身都係粟米片。 

「屌你老母...屌你老母...」我即刻用拳頭以適當力度錫佢春袋。 

「喂唔好...呀~」懷疑阿賢前幾日叫得太多，所以慣咗。 

「你個妹生日，又唔係我生日，



？」阿菴
又串。 

不過講得出，都知係有大支嘢... 呀唔係，係大單嘢要我哋幫手。 

「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在這些意識形態。」--韓國魚，2019 

「阿姨會去佢嘅生日會...」阿賢終於肯講出重點。 

「生日會... 咁你咪唔好去囉，最多之後補返。」其實我冇搞過生日會，所以呢方面都係唔知咁多。 

「唉...但係佢話要出國讀書喎。」阿賢又講。 

「出國讀書... 超！阿兒幾個月之前又係話今年要去留學，而家咪又係生勾勾喺度。」我反駁。 

「嗱，呢家嘢呢，就唔係個個都一樣嘅。我都係6歲嗰陣放放下暑假先至突然知道要由日本跳過嚟香
港讀書咋。而且除咗老豆老母同我之外，無人知。」阿菴講。 

之後突然轉topic由生日會變咗出國留學。 

「ok，focus返喺lily老母度先。」終於入返正題。 

「其實識咗你咁耐，都仲未知你原本住邊。」阿菴講。不過我估都係借啲意問生日會邊度搞。 



「就對面天盛。」 

---------------------------------------------------- 

阿賢似乎都仲未揀要同邊個去生日會。 

揀我嘅話就扮基，但係我唔受。 

揀阿菴嘅話lily老母又話出軌。 

不過俾我，我會揀扮基，至少lily知道阿賢「鍾意」男仔。 

好，我直覺係錯嘅。 

佢揀咗阿菴。



伍拾肆

(阿賢視角)

雖然阿姨都會嚟，但係... 咁又代表啲乜。

我鍾意邊個使你理，叫你個女減肥先啦。

所以我都係帶自己條女去生日會。

「吖你個死仔終於肯死返嚟啦咩」一開門老豆就衝出嚟。

「你唔係應該慶祝你個仔終於出pool咩。」我反駁。

「哦...
唉唔撚好意思，平時uncle慣咗咁教仔。唉屌你老母唔小心爆撚咗粗添。我姓張，張保仔個張。」所
以老豆成日都俾人叫「張保仔」。

「哦... uncle原來姓張嘅~」老豆姓張簡直係宇宙大發現。

隔咗陣阿姨一家人終於嚟到。

「又是你？」lily驚訝。

「閪呀，拉友怎央？」阿菴即刻唔耐煩。

「你還沒滾回去你的小日本咩。」

呢句直接激嬲咗佢。

「拉摩，梨英蓋躝返上支那先。」

「日本人有乜資格講我哋？你哋唔係霸我哋資源呀？」阿姨即刻屌柒佢。

「都好過你哋霸香港資源嘅同時又唔肯融入香港本土文化嘅...」

「&^%：=$%%^&^；：！^@!」阿姨唔知噏乜鳩。

「唉拍硬擋，大家收收皮啦好嗎，你哋都唔想壽星唔開心㗎。」其實老豆都唔想同件深藍拗。

---------------------------------------------------

在場嘅有我哋之外，仲有阿妹啲fd。

我哋訂咗pizza同家鄉雞。



lily想搶走我吼中嗰件狂惹香燒雞。

「欸，炸文屎終果忍，痴腎more未戈楊櫃自de don't詩。」然後lily又真係放開咗件雞。

「堆，屎鵝瞞謝些看更採痴打。」老豆即刻拎走我件雞。

「喂屌！」嗱，我相信F1仔一定識粗口啦掛。

佢哋班友喺度玩Popcat自high緊，應該唔會理我哋。

--------------------------------------------------

「食蛋糕啦！」成班細路即刻圍晒過嚟。

「嗱，謝哥蛋go呢，周意帶你忍花皿的，終果忍腰heck終果但搞啦。」阿菴喺雪櫃巢到兩片蛋糕俾li
ly食。

lily一臉唔忿氣，真係好笑。

「你呢？」lily問。

「噢，禾氏梨門溝終梳打那些卡爾壽司打笑日本櫃自，sorry禾撚heck姐哥但go。」lily好似想打阿
菴咁。

認真，我覺得lily可以一拳打柒死人。

「唱生日歌啦。」阿妹班fd叫壽星唱歌。(？)



「 」佢唱
咗一句。

「happy birthday to you......」有人接埋落去。

食完蛋糕，抖咗陣就走。

走嗰陣阿菴以中指『回禮』lily。

「阿嫂好型呀！」阿妹好似見到自己偶像咁大嗌。

閂門之後就揚長而去。



伍拾伍

「起身啦。」阿兒好似嗌緊我。

「咩呀？」我問。

「我好肚餓...」

「咁而家去食嘢啦。」即刻精神晒。

「換衫先。gogogo。」阿兒推我入廁所。

----------------------------------------------------

我哋去咗天盛間譚仔食嘢。

食完出門口行過巴士站嗰陣見到有個on9仔烚下烚下咁唔知做乜鳩。

佢突然望過嚟，嚇得我。

但係個樣有啲似Hugo。

呢個時候有架E36A埋站，有個女仔叫Hugo上車。

Hugo柒過我都有女朋友咩。

又係出於好奇心嘅驅使下，我拉住阿兒上車。



阿兒睇落... 又好似幾有興趣(？)

我哋上上層，點知俾我發現Hugo同條女就坐喺車頭。

我哋坐喺佢哋後面。

條女係... A字頭？

「喂，柒仔配肥婆喎。」我講俾阿兒聽。

「笑死。」佢回應。

A字頭，因為自稱進度最快睇唔起其他人而被世人討厭。

Hugo真係識食。

「BB 今日係咪煮麵麵呀？」？？？原本已經就嚟瞓著，思考緊自己JM9嘅我俾呢句嘢嚇醒咗。

「BB我又要煮麵麵~」都係阿兒講出嚟好好多。

「陣間先。」

去到形點落車。

見到阿賢佢哋行緊過嚟。

「對唔住呀念慈，其實我... 好鍾意你㗎。」hugo攬住阿菴大嗌。



伍拾陸

「對唔住呀念慈，其實我... 好鍾意你㗎。」hugo攬住阿菴大叫。

「放開個女仔！」身後有三把男聲喝住Hugo。

「你邊...邊邊邊邊個呀！」

「係咪唔放！唔放我哋就報警！」原來係阿菴啲哥哥s。

「放！你係咪想我報警！」其中一個著到成個黑社會嘅男仔大嗌。

Hugo嚇到即刻鬆手。

「搞我個妹，你未撚死過呀？下？屌你老母。」一嘢扯住Hugo衫領。

「搞咩你個妹呀？」

「佢之前每年返日本都會同我講佢俾同一個男仔騷擾，仲俾埋相我睇，今次仲唔捉到你？」另一個男
仔攞住電話show Hugo同阿菴嘅對話。

「sorry囉。」好似唔想認錯。

「你唔撚係對撚住我講！對阿慈講。」

「念慈對唔住，我唔應該亂咁騷擾人。」Hugo道歉。

「喂唔止騷擾喎，性騷擾添喎。」

「500蚊...1Q！？」

「你當阿慈係咩撚嘢呀？下？」

「SP。」隱約聽到佢講乜。

「下！？」

「雞。」

「屌你老母真係... 你同我跪撚低！」阿賢十分激動。

「對唔住大佬。」

「攞你部電話出嚟。屌你老母。」

「乜撚嘢... 300蚊屌閪？下？」



「屌你老母跪撚低！唔撚好郁！」

「咁撚樣好好玩呀？下！？」呢下大聲到應該博愛都聽到。

「係咪好撚好玩呀？我問你係咪好撚好玩呀？」

「唔係。」

「唔係... 屌你老母。」阿賢已經嬲到溝唔出任何嘢。

「喂仔你邊間學校㗎？」其中一個男仔問。

「zzz中學。」Hugo答。

「咩班呀？」

「1A。」

「1！？你冇撚嘢呀？15歲讀F1？」

「講下啫。」

「講下？好撚好笑呀？」

「唔係...」

「係咪好撚好笑，我問你係咪好撚好笑呀？」

「唔係...」

「咁你咩班。」

「4A。」

「你係咪想我同學校講。」

「唔想，對唔住大佬。」

「都講撚咗唔撚係同我講。」

「對唔住，我唔應該係咁騷擾你，唔應該係咁問你扑唔扑嘢。」Hugo即刻向阿菴道歉。

「點。」

「下次再係咁就報警，冇得傾。」



「多謝大人有大量。」

之後我哋就放過hugo返屋企。



伍拾柒

「係呢，好似都仲未知道你哋做乜過嚟香港喎。」阿菴問。

「errr... 咪阿媽俾人調咗香港呢邊做囉。」阿菴其中一個阿哥講。

「咁老豆呢？」

「我哋4個團聚唔好咩？」

「唔好。」

「嗱講明先，屋企最多塞到4個人...」原本我諗住要佢哋去阿菴屋企瞓。

「為咗唔打擾自己老母，我哋會喺你屋企打地鋪。」

「不如我哋返到屋企先講啦。」我指住架269D巴士。

「追啦屌。」阿賢已經跑到巴士站。

「uncle？」阿菴唔知對乜感到驚訝。

「驚唔驚喜？」阿賢老豆（應該係）問。

「原來係個巴士佬～」

-----------------------------------------------------

返到屋企，阿菴噠係梳化。

「呢個係？」似MK嘅阿哥指住阿兒。

「我條女。」我答。

「喂，阿慈有冇C呀？」四眼阿哥問。

「D啦，仲C。」MK講。

「點呀，3個咸濕仔？」阿賢唔知喺邊度鼠出嚟。

「我哋討論緊暑期功課答案啫。」四眼急住澄清。

「我知道晒啦，阿菴有D呀。」shit。

「ummmmm... 明白嘅，明白嘅。」阿賢好似明白咗啲嘢。



「死啦，好想睇阿慈著開咩色嘅添。」MK講。

「喂唔得㗎。」我即刻制止佢。

「點解？」佢問。

「紙言有個on9 Google唔知乜鳩sensor
sense到呢啲情節就會變甜故架啦。」都係最近有位大作家因為呢個sensor而退出紙言先知有呢樣濕
鳩嘢。

跟住就吹水吹咗成個下晝。



伍拾捌

「阿兒？」而家已經7點。諗住叫佢食飯之後就送佢返屋企。

「你個死變態！」阿兒一掌推開咗我。

屌... 好撚痛...

「冇事呀嗎？」佢問。

「無事。」

「哎呀！你仆街呀？陰鳩公囉。」阿賢特登入房恥笑我。

「屌你啦。」

------------------------------------------------------------

茶餐廳...

到底天水圍南有乜茶餐廳呢？

「不如落樓下呀活食啦。」阿菴提議。

「尾又美由微遊，通戈。」

「但係我哋有7個人...」

「雪姑七友七個小矮人」阿賢突然唱歌。

「雪姑七友七個齊齊un」我接落去。

「七個人有七碌棍」阿菴再接。

「一齊走入黑洞un un un」阿兒接埋最後嗰句。

「唔怪得知啦，原來係你哋教啲鹹歌。」MK講。

「你都唔係喺香港讀書，你識條鐵咩。」呢啲我覺得係香港小學生要識嘅嘢。

「落得去未呀？」四眼開始催。

--------------------------------------------

呀活



最後都係我哋4個一張枱，另外3個一張。

「食咩呀？」我問阿兒。

「呢個。」佢指住粟米肉粒飯。

「OK。」

最後我哋4個都係嗌粟米肉粒。

「使唔使呀？咁都要放閃。」MK伸個頭過嚟。

「照顧下我A0呀喂...」四眼都加把口。

「吹呀？」阿菴回應。

「唔敢唔敢。」

「呀～」阿兒「mark」大口。

我餵咗幾啖，隔離3條友都掘住我哋。

「喂，係咪冇女到咁呀？」我問佢哋。

「鬼叫你哋得罪我哋班A0呀。」

「食你就食啦屌。」阿菴寸返去。

「唉。」

食完就上返屋企。



伍拾玖

今日原來已經9月1。

作為一個正常學生，啲功課緊係... 未做晒啦。

邊個會暑假做晒啲嘢。你哋話係咪先？

呢啲都唔重要，最重要係要霸返個靚位。

一入課室，即刻見到阿兒同阿菴中間隔咗個吉位。

為防有厹唔知係邊度鼠出嚟，我即刻跑去霸位。

我哋坐緊近門口嗰行，係單行，唔使怕之後要同隔離泊埋一齊坐。

但當我諗住坐落去嗰陣，有件MK仔同我爭位坐。

「喂死肥閪，呢個位我架喎。」MK仔講。

「你好似唔係3A㗎喎。」阿兒講。

「shit。」MK仔講完就跑走咗。

「死傻鳩=@#^；%$“」阿菴唔知講乜。

當我俾班fd圍住好似想打柒我嗰陣，班主任（應該係）入咗嚟。

「坐返低啦。」miss yu？！

喺我認識所有教英文嘅老師入面，可以話係SSSSSSSSSSSSSR嘅級別。

咁真係呀嘛，其他嗰啲一唔係教書悶就係玩針對，又或者both。總之就係閪撚到仆街。

但係miss yu就唔同，又唔會悶，又唔會針對。舊年上佢堂完全唔想瞓覺（好似唔關事）。

跟住又係無聊嘅開學禮。

啱㗎啦，呢2個鐘就攞嚟瞓覺。

----------------------------------------------

阿兒一手推我落床度。

「屌我...」咁直接嘅。



但係我驚再寫落去會變甜故，所以唔講了。

總之就係一碌嘢隊入去，出返嚟再隊入去。

有把女仔聲叫我。

「小息啦。」阿兒講。

下？即係啱啱嗰啲全部都係發夢？



陸拾

小息之後係班主任堂。

首先選班會主席。

「邊個想做主席？」miss yu問。

「我！」阿兒舉手。

「咁副主席...」

「我！」miss yu未講完阿菴就舉咗手。

「好... 秘書長？」miss yu繼續問。

「我！」

等咗陣間。

「總務？」

「我！」今次到我舉手。

終於可以攞正牌幫阿兒做嘢。

同時feel到成班厹仇視緊我。

選晒所有職位就放學。

-----------------------------------------

喺大會堂等E36A返屋企嘅時候，見到阿賢喺市廣場跑過嚟。

「阿賢？」阿菴疑惑咁問。

「等巴士可唔可以等快啲？」傻咗？

「噏乜撚呀？」

「有人追殺我呀...」都係唔知噏乜鳩。

「食譚仔食懵咗你呀？」阿菴講。

「屌唔係呀。」阿賢講。



「你都知㗎啦，我女朋友美若天仙，如果呢啲私伙嘢俾其他人知道就唔好啦。係咪先？」

「發神經！」

「shit。」阿賢跑走咗，有個人（應該係佢fd）追住佢。

巴士啱啱到站，我哋冇理到佢就上咗車。

------------------------------------------------------

「點解...」阿賢好似大戰完300回合咁。

「你小學都係咁對我㗎喎。」阿菴講。

好似醒起啲嘢。

--------------------------------------------------------

（小五）

「張志賢唔准跑！」訓導主任大渴。

我向主任指住嘅方向望，見到有對情侶。

男嘅扯住女仔嘅衫領，然後撻落地下。

「張志賢過嚟。」主任大吼。

---------------------------------------------------------

「原來嗰日將條女撻落地嗰個係你。」我對阿賢講。

「咩呀？冇啲咁嘅事。」阿賢想否認。

「你搞到我痛撚咗成個禮拜呀頂你。」阿菴講。

為咗唔好阻住佢哋，我都係入返房先。



陸拾壹

話說琴日阿賢打機打輸咗，要請我食飯。

佢約咗我下晝3點喺屯門碼頭等。

依家先230，去睇下阿賢放學未。

「25，25，25，25，26，26，27，27，27...」有人唔知噏緊乜，係咁數數字。

「呀呀呀呀呀呀！軍訓Sir痴線㗎！」好似阿賢把聲。

「60，60，60，61，62...」仲數緊。

呢段時間冇嘢做，唯有去吹下海風。

「oh shit！」原來已經55分。

「好撚...痛...」阿賢同佢班fd行出學校。

「呀！」阿賢突然發軟蹄仆街。

我即刻跑去扶住佢。

成班講支語嘅人喺隔離影相。

-------------------------------------------------

(阿賢視角)

「頂住呀... 聽日就選學生會㗎啦，你都唔想俾班友笑㗎。」我同自己講。

即使已經做咗100下，但... 俾班支那豬見到又會笑柒我。

同埋個呀Sir真係痴撚線㗎，仆街我最撚憎玩連坐。

就係唔知邊條仆街冚家剷搞到咁，做撚咗成百幾下都未撚停。

「呀... 一代一代一代一代... 一代一代...」隻腳好痛... 痴線...

「呀呀呀呀呀呀！軍訓Sir痴線㗎！」我終於忍唔住大叫。

有咩後果？唔知。

我淨係知道個呀Sir做push up做上腦。



一放學，我隻腳已經痛到行唔郁。

「呀！」我好似要仆落地下。

噢，我好似睇到人生走馬燈。

阿妹出世...

第一次返學...

幼稚園畢業...

突然，眼前變咗白色。

「呢度係邊到？」我問。

「呢到係醫院。」老豆把聲。

「唉... 俾人掟上忘就唔使選學生會，可以摺埋。」我心諗。

唉，都係等聽日先算。



陸拾貳

(繼續阿賢視角)

「今日係第30屆學生會選舉日...」台上嘅司儀講。

選學生會嘅原因，都係因為聽聞件支那狗想選，所以一時衝動。

不過呢啲嘢冇得返轉頭，唔通而家先嚟講唔選咩。

更何況對面贏咗成間學校即刻變支那。

支那話... 支那文化...

「而家請1號內閣嘅會長講出你哋嘅宗旨以及當選後嘅措施。」

「我們選學生會的宗旨是...」嘩，滿口支那話。

「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活動，讓他們了解我們祖國5000年的文化。」唔使啦多謝。同埋，得
咁少嘢講㗎咋？無啦？

「會長，琴日你跌親喎，隻腳掂唔掂㗎？」副會長(阿兒表姐)問我。

「得嘅，尾獅兒尾獅兒。」其實痛到仆街。

其實琴日有人影我相掟上網再冷嘲熱諷呢，就俾好多我哋嘅人圍屌。

睇嚟佢哋要臨尾香了。

冇計，鬼叫佢哋其中一件on9仔影完相擺去學生會個ac。

今次佢哋真係自取其辱。

「而家請2號內閣嘅會長。」終於到我。

「我哋志在為我哋學校嘅學生提供全面嘅服務，例如借遮服務，可以令我哋唔使變『落湯雞』。另外
，我哋亦都會舉辦各式各樣嘅活動，例如歌唱比賽、才藝表演，俾我哋嘅學生展現佢哋嘅長處...」一
輪嘴講晒出嚟。

而台下啱啱了無生氣，全部瞓著晒嘅樣變得熱烈起嚟，個個都拍晒手掌。

乜我講得好好咩？

比起對家可能係。

「而家到兩個內閣互相提問嘅環節，問方提出問之後，答方會有2分鐘討論，5分鐘回答。」



「你們的活動，沒有宣揚5000年的中華文化，請問，你們是否宣揚港獨呢？」1999，唔知噏乜撚嘢
。

「我哋嘅活動，全部都冇呢一個意圖。部分活動亦都只係俾非本地學生認識香港本土文化。以及，如
果本土文化就等於港獨嘅話，咁係咪即係中國某啲地區嘅習俗、文化就等於嗰一個地區要，或者係想
獨立呢？」我答。

台下極多掌聲

「而家到2號內閣發問。」

「就之前嘅調查嚟睇，有一大部分嘅人都唔鍾意你哋嘅活動，覺得『只係想洗我哋腦』、『植入大陸
思想』，甚至覺得『浪費時間，搞埋晒啲唔等洗嘅嘢』，請問你哋會有乜對策去改善或者取消呢？」
阿兒表姐問 。

「我們覺得沒有問題。所以不會，也不可能會改。」自大到。

唉... 之後嘅問題繼續自大，唔撚理，總之得佢哋啱，我哋全錯。

「而家係投票環節，在場人士將會...」辛苦一大輪終於完。

我就唔信對家咁差都會投佢。



陸拾參

(阿恆視角)

「yes！yes！得咗啦！呀呀呀呀呀呀！」阿賢唔知又發咩神經。

「咩事呀你又。」阿菴講。

「我... 我... 我... 我... 」阿賢1999。

「你咩啫你，講你就講啦，中風呀？」阿菴講。

「學... 學... 學... 學... 生... 生... 會... 會... 會...」？？？

「輸撚咗啊嘛，我知。」都唔荒會當選。

「唔係... 係贏撚咗呀屌你老母！」阿賢十分激動。

然後佢一部電話掟落我到。

「屌你呀。」本能反應。

63:293...

到底另一個學生會係有幾咁倒米，先得63票。

今次只係對面隊咁啱係支那人啫，如果係香港人睇下仲會唔會咁好彩。

「所以係咪請食飯先。」阿菴講。

「唔係呀。」

「屌，咁講嚟把撚。」我講。

阿賢突然將我噠落舖床到。

「杰哥不要。」我大叫。

「給我看看！」

「杰哥不要啊！杰哥！」？？？

「給我看看啦！」

「巨槌瑞斯！」阿菴一掌打落去阿賢個屎忽。



「幹！」阿賢大叫。

阿賢鬆開咗我，但係去咗搞阿菴。

學生會贏咗都唔代表可以衰十一㗎。

唉... 好悶。

唯有搵阿兒食宵夜。

「兒 係度嗎(摸頭」我wts佢。

「唔喺(笑」

「食宵夜嗎？(w」

「太飽 不了 www」

「哦(扶額」

唉... 咁我自己一個食。



(此标题已违反国家安全法 已被屏蔽)

「陣間係咪坐巴士返去...」阿兒好似好驚。 

話說呢排坐E36A日日都會撞到一對情侶，條女仲係喺我哋學校批鬥批到出晒名。 

佢就係A字頭。 

點解我無啦啦講呢樣嘢呢？ 

冇計，本身阿兒阿菴同A字頭係死對頭，阿賢同Hugo都係死對頭。 

聽講阿賢試過喺小學嗰陣同Hugo隻揪，仲打到阿賢記咗個缺點。 

至於係咪真嘅呢就要問返佢本人。 

「行未，仲有10分鐘。」我講。
 
「行啦。」阿兒講。 

平時1點9同2點9嘅車都有可能見到佢哋，所以今次學精咗，坐中間2點3嗰班。 

坐呢架車會有個巴膠影相，不過冇乜所謂，同我哋唔係好熟。 

一落到巴士站，就見到一男一女。 

唔係咁邪呀嘛... 

男嘅手上揸住部電話影相，應該就係個巴膠。
 
但係巴膠好似冇女㗎喎。 

呢啲嘢話唔埋，可能之前表白成功呢。 

當佢擰轉頭，先發現原來佢係我識嘅。 

「阿恆？」原來阿賢就係嗰個巴膠。 

「wow，XK2433。」阿賢唔知講乜。 

原來係講緊架車嘅車牌。 

我記得了，呢部車嘅冷氣真係一流。 

我從來都未試過熱辣辣，三十幾度乾煎三個字然後坐部出熱氣嘅車。 



真係痴線，坐到成身汗，好彩只係10分鐘。 

突然有2個人喺68A條隊衝出嚟打尖上車。 

「排隊啦仆街。」阿菴屌佢哋。 

「點撚樣呀，我係唔撚排呀，打我呀笨柒。」條女好寸。 

「又係你。」又係A字頭。 

「死開啦，我唔使上車呀。」阿賢講。 

「oh...」阿賢突然俾Hugo伸咗一腳。 

「你老母... 你老母...」阿賢衝上車打Hugo。 

「喂喂喂喂喂喂！」我即刻制止佢。 

「躝啦屌你老母^*@#^=」阿賢趕佢落車。 

司機即刻閂門開車，留低Hugo喺巴士站。 

「Hugo呀...」A字頭開始喊。 

「救下我...」諗住向阿兒搏同情。 

「收皮啦，再嘈下個站趕你落車。」阿兒講。 

「求下你...」 

今次應該無人理佢。 

呢件事好似傳到成間學校都知。



陸拾伍

「嘩屌！」阿賢爆粗。

「咩事呀又，唔好阻我搶金毛啦。」我講。

平時阿賢應該會同我講發生咩事㗎喎，但係今日冇咁樣做。

-------

20分鐘後

「唉...」我都唔知講咩好。

可能阿賢等我搶完之後先俾我睇，廢事搞到冇心情打機。

而家就好似坐緊過山車咁，上到頂又跌返落嚟。

連阿賢都唔知點樣安慰我。

冇計，畢竟咁大單嘢，可能越幫越忙。

「使唔使落去行下呀？」阿賢問。

「唔使啦，由我頹飽佢。」

同其他人去迪士尼... 本身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得2個人，仲要一男一女...

佢？咪O2囉。我就變A1。

「嘩咩事呀？」阿菴返到嚟。

「佢條女畀你哋班個大師兄食咗，帽事嘅。」阿賢講。

「見阿兒呢排同師兄傾計都唔理阿恆就知咩事啦。」

「咁你又唔早講。」阿賢講。

「就係驚hurt到佢呀嘛。點知今次師兄明張目膽po story話去迪迪尼啫。」原來晨早就知嘅。

--------

今日可以話係冇心機上堂，連miss yu堂都係瞓覺。

「使唔使去洗個面先呀？」miss yu問我。



「唔好理佢啦，佢啱啱失戀...」阿菴講。

「鬼叫佢琴晚咁夜瞓。」我認識嘅阿兒喺唔會咁講嘢的...

「不如你出少句聲啦好冇？」阿菴好罕有咁大聲屌阿兒。

「關你咩事。」阿兒變到好寸。

「唉...」我去咗廁所。

洗洗下面突然想喊... 唔知點解...

但係依家喊又會俾人笑。

可以嘅話，我想而家返屋企...

又或者坐53喊足成程...

「男人老狗喊咩呀，個個都係咁㗎啦。有邊個未試過戴帽呀？」F2食女王？

聽講條友A8，喺F2嗰級幾受歡迎。

好不幸地，佢啲ex全部都係俾帽佢戴。(有冇咁誇張) 所以已經睇化晒。

「你嗰班有咩好介紹？」身邊點都會有幾條女嘅。

「冇喎，豬西哽唔哽得落？」咁都係當我無講過。

「不了。」

女，可以再搵過個啫...



陸拾陸

「算啦，下個更可愛。」阿賢嘗試安慰我。

「你唔明㗎啦...」我講。

「唔好理佢啦，你咁樣整到佢心情仲差。」阿菴講。

「落街行幾個圈囉。」阿賢提議。

「唯有咁。」

-------

「醒啦。」ex幾時過咗嚟。

但係我唔想理佢。

「其實係咁嘅...」CCTVB咩？

「過主啦屌。」阿賢佢哋返咗嚟。

「發姣呀？」阿菴問。

「唔係呀...」阿兒哽咽。

「迪迪尼嗰個都唔係我嚟...」

「但係佢tag你喎。」我講。

「cap埋圖添啦，仲想狡辯。」阿菴show埋相。

個師兄永遠行路唔帶眼，成日撞到人。

所以我覺得應該真係佢tag錯。

雖然唔知點解我會咁推理，但係個女仔又真係同阿兒有啲唔同。

首先，阿兒唔戴眼鏡，但係佢戴。第二，阿兒頭髮冇咁短。第三，阿兒對鞋唔會五顏六色。

咁樣著嘅人只有A字頭。

「又好似係。」阿菴講。

「車，冇花生食。」阿賢好似好失望。



「好，我成全你。分手啦。」阿菴講。

「BB唔好呀...」阿賢想喊。

「講笑啫。」

「所以... 真相只有一個。」我講。

「就係條盲毛鳩tag人。」

總算真相大白。

「之前仲屈你，sorry呀。」我對阿兒講。

「算啦，過咗去嘅嘢...」

最衰都係阿賢，好心老花就去配眼鏡啦。



陸拾柒

「嘩敗壞校風呀！教壞晒堆F1仔。」阿兒指住出面。

「嘩好sweet呀！」阿豪講。

「你惱羞咋嘛食屎啦。」我講。

聽聞阿豪鍾意A字頭，點知俾Hugo搶咗，而家又俾師兄食咗。

「咩呀，我都唔鍾意佢。」阿豪講。

「認咗佢啦。」

阿豪一手推我埋門到，想壁咚我。

但係佢撳到個門鎖。

「屌好撚痛。」阿豪大叫。

「做乜講粗口，記缺點，咩名。」原來A字頭係prefect。不過而家係休班prefect。

「走先啦係咁先啦...」阿豪跑走咗。

「幹你娘酸民！幹！」

「死好。」阿豪突然扮胎屎逃獄。

「屌快啲捉住佢啦。」師兄咪又係講粗口。

oh係，師兄係自己人。

「唔好走呀！」A字頭即刻追上去。

「由佢啦唉。」

呢個時候，miss yu入咗嚟。

乜咁快就小息完，真係冇癮。

「冇花生食，唔掂囉。」阿兒喺我耳邊講。

「如果阿豪唔講粗口咪無事囉。」我講。

「咪係。」



英文之後就係中文... 即係有得瞓覺。

琴晚作文作到2點，乜精神都冇晒。

趁而家補眠。

--------

「喂，小息啦。」阿兒嗌醒我。

「嘩咩料呀。」A字頭直接入人哋課室。

「oh shit...」拍都唔好拍背脊呀，痛㗎。

A字頭喺隔離...

「幹你娘酸民！幹！死好！」又要扮toyz逃獄。

「我的毒，沒有解藥～」



陸拾捌

「佢寫乜鳩呀？」我實在睇唔到師兄寫乜。

是咁的，今日中文默書，老師通常都會將啲默書交畀其他人改。

而咁啱師兄本嘢俾咗我改。

「停了數小時，X子裡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壓蛋臉兒，梳了一個XX，帶了一副銀耳
環，穿了一件藍布外掛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色XX的，雖是粗布衣X，倒十分潔淨，來到XX後
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彈孩子的，便取了孩子，XXXX彈起。」

「停了一會，鬧聲稍定，只聽那台下XX上有一個小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人口音，說道：
「當年讀書，見故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XX，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懂。XXXX，餘音怎
會得XX呢？又怎會三日不絕呢？及至聽了小玉先生說書，才知故人XX之妙。」

第一段已經錯咗19個字...

第二段再錯多16個字...

每個字5分... 咁咪即係扣175分？

「嘩咩料。」阿兒見到當場笑咗。

我都笑到寫唔到「-75」上去。

我都唔知點解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會唔識中文。

「A字頭永遠愛你」我寫咗呢句上去再俾兩姊妹睇。

「哈哈哈哈哈哈哈...」好笑呢？

由於我唔想再折磨自己，所以我決定俾返本簿佢。

「嘩唔使咁下話。」師兄講。

「A字頭哈哈哈哈哈...」阿泓都笑咗。

--------

「嘩好撚核突呀屌你。」阿菴講。

我都係唔明點解有人鍾意攬舊肥肉。而且條仔又唔係靚仔過我。

真係CLS。



我都唔知點講好。

「學校有冇得洗眼㗎？我唔想見到呢啲呀。」我都頂唔順，想嘔。

「阿兒，我要攬攬。」我講。

果然都係阿兒靚好多。

痴線，點可以攞豬西同校花比，明明就兩個level。

「咀落去！咀落去！」旁人突然叫囂。

「err...」

仲喺我哋猶豫不決嘅時候，有人推阿兒一下。

「wow！OMG！」

阿兒紅都面晒。

「屌你啦偽毒。」阿豪講。

「溝唔到A字頭就認啦。」我恥笑佢。

「邊個想溝佢。」佢講。

「你囉。」

A字頭諗住學我哋。

「錫錫。」A字頭嘟嘴講。

「err 趕住上bio堂呀，就夠鐘啦，走先。」我唔想作嘔早退見唔到阿兒。

陣間放學仲痴線。



陸拾玖

一如既往，放學就去食lunch。

本身諗住Mos burger遠啲可以避開佢哋。

「Hi，我哋又見面啦。」A字頭出現了。

「痴撚線。」阿菴講。

「講粗口？記大過。校外行為不檢。」A字頭講。

「校外行為不檢」呢個term同「危害国家安全」一樣，永遠都唔知個準則喺邊，成日搬龍門。佢睇
你唔順眼就記你大過。

「你都戇撚鳩，你唔會講粗口㗎？」阿賢講。

「屌唔好理佢啦。」師兄咪又係講粗口。

「記佢名未呀？大姐。」實在唔忍心見到有unfair嘅情況出現。

「我嘅倫倫點可以俾人記名呢？」佢用好核突嘅語氣講。

「咪癲啦屌！走，天水圍都有得食。」阿菴講。

-------

我哋去咗新北江買雙餸飯。

「呀呀呀呀呀呀！我的飯盒，40塊...」阿賢又整跌嘢

「做咗學生會會長都仲係咁笨柒。」阿菴講。

「er... 可唔可以俾過盒...」阿賢即刻要求賣飯嘅阿叔。

「好彩係我講啫，如果係阿恆...」

「喂，我已經比小學嗰陣靚仔咗啦至少。」 我講。

「嘩咁嘅嘢你都講得出嚟嘅？係嘅話你做咗校草啦。」阿賢講。

「呀呀呀呀呀呀！我的麵包，50塊...」阿賢又跌咗嘢。

「叫你唔好做埋啲on9嘢㗎啦。」阿菴講。

「唉...」



「返屋企先算啦。」

-------------

「嘩嚇撚到我瀨屎。」阿菴對住電話講。

似係A字頭打過嚟。

「咪扮嘢，我知道你住天水圍。」電話另一邊講。

「過嚟打柒我囉。」

跟住就收咗線。

「屌佢，見到佢舊年係咁屈鳩人已經睇佢唔順眼。今年就瀨嘢。」

「nani？」

條肥婆又有新仔。

嘔心、核突，又害多條仔。

「player，完。」阿兒講。

「獸面獸心嘅人都有咁多仔痴埋身。」

但係點解條仔咁似...

「屌呀，3B班草嚟㗎喎。」阿賢講。

「嘩真係，原來小學啲人睇豬扒睇得多連呢啲怪物都嗒得過。」我講。

「好明顯，係佢唔識睇我呢啲靚女啦。」阿菴講。

「咁咪證明我有品味。」阿賢講。

唔好再講了，講起都想嘔。



新年番外-壹

「表姨，er 祝你恭喜發財，身體健康。」

「佢係...？」表姨問。

「我係佢女朋友。」阿兒講。

是咁的，我哋去咗表姨屋企拜年。

根據傳統，每次拜年都會收到一罐嘉頓雜餅。

以前就話有老豆幫手清零，而家阿賢話狗都不屌。

「快啲入嚟坐，快啲，快啲。」

「你女朋友都幾靚呀。」表姨講。

「過獎啦。」阿兒紅都面晒。

之後都係啲例牌問題，即係啲咩學業呀，未來呀，DSE嗰啲。已經講到口臭。

---------

「唉呀！唔記得咗俾利是添。」表姨終於都醒起。

然後佢捧住兩罐紅色嘢出嚟。

我唔想分手呀...

「多謝表姨。」我講。

「係呢，而家都唔早啦喎。係時候返屋企。」已經想撇。

「byebye」表姨講。

-----------

「我都估唔到會收2盒...」最驚都係阿兒喺條街度同我講分手。

「唔緊要喎，你身邊唔係好多fd㗎咩？」但係我唔想咁害人。

突然靈光一閃，全部質晒俾阿賢食咪得。

返到屋企，發現客廳多咗2罐同我哋拎緊嘅紅色罐一樣。



「fuck.」阿賢爆粗。

「包剪揼，輸嗰個食一罐。反正我哋都唔使咁多雜餅。」阿菴提議。

「包剪揼！」

「包剪揼！」

我出剪，其他出揼。

「why...」今鋪真係打飛機都要食晒佢。

「牛奶... 牛奶... 牛奶... 仆你個街冇牛奶嘅？」仲要冇牛奶。

希望佢哋唔會po上IG...



新年番外-貳

「無陰公呀... 痴撚線㗎...」阿賢一拜完年就入廁所嘔。 

「佢係...？」阿兒問。 

「仲記得lily嗎？」阿菴講。 

「記得。」 

「唔好再講件肥婆...」阿賢喺廁所哀嚎。 

----------- 

(阿賢視角) 

今日初二，去咗老豆屋企拜年。 

其實本身都唔expect阿姨都會嚟埋。 

點知一次嚟兩個... 

lily都嚟埋... 

「阿妹...」冇理由㗎，阿妹幾時變咗咁肥。 

「是我喔。」 

其實lily有冇喺學校俾人笑話似鄭欣宜。 

「靠北。」差啲爆響口。 

「唉呀！賢仔呀，講咗幾多次係當年日本人侵襲我哋香港㗎。仲搵個日本人做女朋友。」阿姨又廢u
p。 

「所以呢？當年英法聯軍添。咁你而家又飲檸檬茶？咁你又食牛角包？」 

「當年八國聯軍呀，美國夠有份啦。咁你又揸住部iPhone？揼咗佢呀嘛。」 

不過同藍絲講道理都係晒氣。 

老豆即刻扯我入廚房。 

「呢啲嘢呢，等我嚟搞掂就得㗎啦。你永遠都唔會拗得掂。」老豆同我講。 

「但係...」 



「我知，你唔抵得女朋友俾人侮辱呀嘛。放心，以前我溝你呀媽嗰陣都係咁㗎啦。」佢講。 

「咁就交俾你啦。」終於可以放心啲。 

一出客廳，lily即刻抱起我。 

阿菴同阿妹全部呆撚晒。 

「還記得嗎？以前我也有這樣抱過你哦。」 

「我的表弟好可愛喔。」公三小？ 

之後仲錫我。 

好難頂... 好想死... 

「哎喲，你臉紅啦。」仲嚟？WTF？ 

杰哥不要！ 

之後仲攬住我錫咗成10秒鐘。 

「sorry呀，有啲唔舒服，我諗要返屋企先。」阿菴講。 

然後就扯住我走咗。 

我諗台灣教育部應該要出返部「如果早知道 男生也會被肥婆錫」搵佢做主角。



新年番外-參

「唔制呀... 我唔想拜年呀...」阿賢成個細路仔咁扭計。 

「去啦，你都唔想我老母咩㗎。」阿菴一直說服佢。 

「唔要呀... 我唔要俾阿哥錫呀...」被害妄想症confirmed。 

「唔好要阿嫂勸你啦，去啦。」連佢細妹都嚟埋。 

搵人拑佢入青山算啦。 

「唔好強姦我呀呀呀...」有冇驚到咁。 

「唔好理條傻鳩啦，世伯同伯母等緊我哋呀。」阿兒講。 

----------- 

「恭喜發財，身體健康。」 

「醒目咗喎。係呢？『家姐』都嚟咗喎。」阿媽講。 

「咩家姐，我唔係獨生子咩？」我講。 

「老豆呢？」 

「返咗工。」 

「阿係，唔記得俾利是。」 

「呢兩封我俾嘅，呢兩封老豆俾嘅...」 

「阿姨利是逗來！」心感不妙。 

原來係5年前掟爛我部電話嘅表哥。 

佢隔離個女仔係...？ 

「仆街呀，點解佢又轉咗仔嘅？」阿兒細細聲講。 

「都話佢係player嚟㗎啦。」我講。 

「嗌人啦。」阿媽講。 

「表哥早晨。」 



「無事嘅話我哋走先啦。」阿兒講。 

「難得嚟到，梗係坐陣先走㗎啦。」阿媽講。 

仆街，我唔想阿兒俾A字頭騷擾。 

---------- 

「其實呢，你表哥個樣咁變態，點解都仲睇得起佢嘅？」阿兒問。 

「all about money.」 

「據講，表哥住喺佐敦，但係就講自己住九龍站，A字頭喺啲IG交友Page見到咪想溝佢囉。」 

「到時佢發現表哥唔係住凱旋門嗰啲又會話分手㗎啦。」我講。 

「果然係正宗嘅bitch。」阿兒講。 

「呢啲人唔會理人哋個樣生成點，M唔MK，眼裡只得錢。」 

咁鍾意錢，返支那做官貪污貪到啲錢你洗唔晒。 

「嚟，呢兩封都係表嫂俾嘅。」佢哋結咗婚啦咩。 

不過算啦，有錢送上門點會唔要。 

「多謝表嫂。」 

本來都諗住係10蚊。 

返到屋企拆開利是 

「屌你俾帛金呀？」 

呀唔係屌，係連帛金都不如。 

估唔到佢會咁孤寒俾1毫子。 

「1毫子就攞去俾乞衣啦。」阿賢講。 

「老母就唔同啦，5舊水。」我講。 

咁就賺咗2000.2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