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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我叫李梓丹，個個都中意都叫我一個打十個或者丹哥，今年都十六歲啦，但仲讀緊中三，相信大家都
知咩事啦，沒錯，我係一個留班生，仲要留左兩年添。而且到今日我仍然仲係一個好食爛飛既仆街仔
，大家可能會諗，邊有人會叫自己仆街仔咁膠，但當我講完我既事蹟比大家聽，相信大家都會覺得我
又真係仆街左D。
經過一年又一年既暑假，我發現自己一年比一年醒目，因為上年開始我終於肯做一樣假期功課，今年
就決定要進步些小，做兩樣，你知啦,form3啲功課咁簡單，我只係用左一日時間就完成左兩樣功課
，我覺得好有自豪感因為我係全班唯一一個平時吾交功課既學生，今次竟然交功課，哈！學校班pk
仲吾跌哂眼鏡，就係咁，朝早十二點做功課做到夜晚十一點既我就有啲攰，所以決定睇下漫畫(龍虎
門)，就係咁睇睇下就訓着左...



第二節

"仍是有血有淚有借有朋友嗎
伴我天生天養出走追尋自我吧....“又係呢首歌屌...又要反學...又要起身...，趴你個街，望一望部電話
，六點半姐，訓多半個鐘先算”呀~呀~呀~“屌！乜撚嘢朝早係到尻叫，仲要叫到咁春樣，妖原來
又係個隻成日係到淫叫既雀，反學又聽到佢叫，打波又聽到，連訓醒都聽到，屌訓多陣都吾得，唉吾
撚訓啦。
就係咁，開學第一日我已經好燥，書包都冇執就反左學校，一反到學校我依然都係做四年同一樣既動
作，即刻放低書包繼續訓，就係咁每一堂都訓二十分鐘到，根本冇乜上過堂咁濟，有時醒左就係咁望
住窗邊，等待自己心目中既愛人行過。
上完堂我通常都係第一時間衝上中四個到然後同班fd吹水，跟住就好那吾捨得咁反反中三，我就係咁
渡過每一日，反學校等放學，放學等打波，打波等食飯，同個band3學生無分別，可惜我讀果間係
間band1中學，我之所以留班，就係因為呢啲態度。
但係有一次，我竟然係走廊行行下撞到一個靚女，佢身材吾算十分好，但個樣就好吾同，一對桃花眼
，高鼻梁，櫻桃嘴...媽呀？！仙女下凡咩，佢比我撞到之後呀都吾呀聲，只係回頭望左我一眼就走左
，佢個對攝魂眼，就咁攝走左我個靈魂。
難得有靚女昅，梗係要了解下佢架啦，原來個女仔叫黃慧琪讀B班，讀書好叻，又好挽得，但最麻煩
係，原來佢比一條仔追緊，冇乜溝女經驗既我，就即刻收料問中三啲人攞佢電話，我幾經辛苦，終於
問到坐我隔離個個女仔攞佢電話，我一放飯就急不及待咁whatspp佢
12:32 hi:)
我係到諗，佢會吾會認我呢，於是我就一路等，係咁on
whatsapp，睇佢幾時先應我...就係我想熄whatspp個陣...我突然見到..............



第三節

琪 20:12 Hello,你係....
佢應我啦！！ysys，等等先，點應佢好呢，吾通話hi be fd？定係話 hi, you know who am i？
或者話 我係隔離班個傻仔，想識下你姐哈哈 但我發現呢幾句都好狗公feel 所以最後我回左句
20:13 Hello，我叫李梓丹，隔離班嫁，做個朋友傾下計可以嗎？:)
我覺得呢句好有紳士feel，而且又吾會嚇親佢。兩個藍色tick?!姐係佢頭先係等我覆啦(暗爽)但我發覺
有啲吾對路，過左三分鐘都未覆，佢搞咩呢，係咪吾識點應我呢死啦
琪 20:17 sorry呀，頭先去左toilet，未等閒覆
琪 20:17 哦~好呀
我頂原來係去toilet-,-仲以為咩添，不過算啦佢肯同我做fd已經係接近佢既一大步啦！
20:18 係呢，你係咪B班架？
我之所以咁問，係想慢慢拉入正題
琪 20:20 係呀
嘩仲以為佢會問反我讀咩班添，算啦，我決定再追問
20:21 哦~我讀E班架，下次我見到你同你打聲招呼呀
我呢句野已經幫左我同佢係學校say hi
作一個約定，但係佢今次都無好快覆我，我一路等一路等...
琪 20:45 好~我做緊功課呀，聽日傾啦88
原來佢做緊功課@@但我覺得其實佢吾係幾想應我，我回左句
20:46 好呀:)
兩個藍tick係對我既回應，依依不捨既我不時開whatsapp睇下佢係咪on住，點知真係，而且係長on
個隻，我頂，又話做功課，擺明吾想應我姐，我好想同佢講[又話做功課？你係咪吾想應我姐]但係我
只係同佢傾左一日，根本無資格問佢，於是我唯有等到聽日先搵佢，無聊既我繼續睇漫畫龍虎門
.....九陽神功大戰易筋經，易筋經黑級浮屠!!!
zzzzzzzzzz



第四節

“喂!七點半啦，仲吾起身，吾洗反學呀？！”我老母好似啲街市呀嬸咁叫醒我。(係到介紹反，我老
母雖然叫到好似呀嬸咁，但佢個樣望落去頂哂龍三十歲，至於佢真實年齡幾歲，大家自己計啦，佢同
我一向都冇代溝，所以我有吾開心都有時會同佢傾下)我一起身第一時間就望下部電話，睇下黃慧琪
有冇whatspp我，雖然好似好多餘咁，但當你中意左一個女仔，你都有可能會好似我咁。
on左whatsapp，除左班fd尋晚傾個啲nba同英超既對話記錄，都冇人whatspp過我，算啦，我都預
左。
我一路反學一路諗，我應吾應該繼續搵佢呢，佢又好似冇對我反感，但又好似吾多想理我，究竟係同
我未熟，定係咩呢？我真係吾知，行下行下，硬係覺得前面條友好熟囗面，但又吾知係乜水，我行快
小小，望下佢側面
屌？！點解會係黃慧琪，頂點算，繼續留係佢後面又吾係，過佢又吾係，吾通同佢say
hi咩。唉算啦留係佢後面比佢見到我又係尷尬，過左佢又吾好，自己應承人地見到人地sayhi架嘛，
所以死就死啦。
“Hi，咁啱既:)”我扮到好cool咁，型嘛，又要咁熱情同人sayhi，又要扮cool，仲吾係“型”？“
你係...？“係喎pk啦，我吾記得左黃慧琪吾知我個樣係點添...“我係李梓丹呀，whatsapp你個個呢..
”佢笑住話”哦~你就係上次撞親我個個呀？“嘩...佢笑個樣真係好甜，好靚女呀，我聽到佢咁講加
佢個咁甜既笑容，塊面即刻紅哂“上次...吾好意思...”吾得呢，我覺得自己塊面愈黎愈紅，點算，我
一定要突圍，吾可以咁柒架！佢幫我打完埸”吾緊要啦，你又冇心既，係喎你今日放學得吾得閒，可
吾可以陪我岀mk？“咩話？！？！佢竟然？！約我岀街，我諗都冇諗即刻話”可以，我放學都冇嘢
做“佢聽到我咁講，微微笑住咁講”放學係學校門口等啦“我正問緊”係呢，去..."
(知不知你在濫用我的惻隱
當我...)”喂...下，係邊....幾點...但係...喂？喂？“屌，要我幫手仲cut尻我線，如果你吾係我所謂既大
佬，我彩你有尾，趴你個街，仲要約我放學幫手，即係吾撚洗同我慧琪岀街啦，屌人地第一次約我就
吾得，一定冇好印象。正當我想同慧琪講我放學吾得閒個陣，佢已經吾係我隔離，應該走左掛...唉點
算好



第五節

一反到學校，已經吾係趴係到訓，而係左諗右諗，點收科。
每一堂我都冇專心上過，我一路係到諗究竟慧琪係點，收兵？有好感？
唉一路諗到放午飯，呢個時候呀卓同呀希(如想了解人物，可從[轉校生既中學故事中了解更多]黎叫我
一齊食晏，佢地兩個自己有自己傾，我有我諗，佢地問我咩事，我冇可能話比佢地聽我既處境，同佢
地又未算十分熟，所以就話冇嘢。
到放學，就係到我作岀決擇既時候，最後我好吾願意咁whatsapp慧琪
15:50 今日突然有急事，冇得陪你去mk，sorry呀！
一個tick，唉都吾知佢會點諗，一放學我就九秒九跑去MTR搭地鐵過大埔。“喂，十五分鐘後到.....吓
？！你有冇帶定架撐？.....唉煩得啦得啦bye”屌，我不得不承認，我非常後悔入左老黑，成日要幫手
，徙哂我啲時間。
到左大埔，我奉命要去一間茶餐廳櫈埸，好遠已經見到啲老表係到等，我仲要著住校服添架“咁撚遲
架”我大佬笑住咁講“吾撚洗反學呀，屌你仲嫌我遲”一諗起冇得同慧琪行街我就好撚扯火，佢啤一
啤我就走左去同啲叔公soso，完全冇理過我地。
眼見對面馬路黎左一大班大我少少既mk仔過黎，我就知道要開始講數，點講都好，見到成班大個我
既人埋黎講數，有啲仲要紋哂身，真係淆淆地，不過我個邊啲人數都差吾多，打起上黎都未必輸，見
大佬同佢地呀大傾左一輪，突然就停左，然後彈左句[老規矩啦]，我聽到呢句就知道趴街，因為我知
道佢地所謂既老規矩係一樣非常吾人道既規矩，仲要係關我事...



第六節

我之所以話趴街，係因為個個所謂既老規矩就係兩個大佬各自搵最細過既靚岀黎隻抽，今日我可以話
係咁多老表中最細過，所以我就比我大佬的左去同人切磋武功。
睇到對手，唔~同我差吾多高，個樣好串，仲要紋左身，我有啲淆淆地，不過都冇得縮沙架啦，我擺
定左個準備姿勢，擺明同佢講(黎郁我啦)，點知佢真係狗衝埋黎想撞低我然後禁住我黎打，我雖然係
個學生哥，但入得老黑無乜功夫就入會好蝕低，所以我之前都有學過泰拳，所以佢一撞埋黎，我就轉
身cap佢頸，點知佢真係小學雞齊打交，比我cap到叫放手吾打，比一個學生仔打贏左，佢呀大當然
吾happy，但規矩定左就係咁，佢地逼住應低威咁讓反個埸比我地。
哈，咁又立左個大功，可以同大佬講數lu，不過我同我大佬講既吾係報酬，而係退會，當初我以為佢
會吾比，點知佢好溫柔咁同我講交低108$就可以退岀江湖。
嘩，成個人鬆哂，我同大佬傾完之後，就反反屋企，睇黎我興奮到吾記得左一樣嘢...whatsapp，慧
琪！！
點知一on，都係得一個tick，唉算落街打陣波仲好
，反到去我求期著件basketball is my girl friend同條湖人隊波褲就落球場



第七節

落到球場已經有個半場係鬥緊波，剩反半個場係啲人自己射波。
相信每個打籃球既朋友都有自己既偶像，我既偶像就有kobebryant,dwyane wade，paul
george。呢三個同樣都擁有一個相同特點，射波準，切入強。睇到佢地三個啲fade
away真係拍爛手掌，可惜我只學到一成。
係個半場入面，我可以輕易睇得岀有三個係技術好強，兩個係普通技術，我梗係當自己係普通技術。
打打下有個高佬無端端話“喂！3打3，你打吾打？”個高佬好串咁問我，我梗係打啦，咩呀高過人
就大撚哂呀？！
一開波，同我差吾多高既10號PG就傳波比我，我key幾下就傳反比佢，佢一攞波就一嘢摌入去，點
知對面隊高佬即刻去block佢，佢就傳比我，我一攞波即刻起手射同樣情況mark我個個都係高佬，我
就用fade
away同佢搏一搏，點知真係入左，個個個樣好似對我刮目相看咁。我個隊竟然以一個打PG位，一個
打SG位同一個打PF位贏左對面三個都係SF型既高佬。
完左之後每個人都飲水，個高佬走個黎問"你校隊黎？“”我之前的確係，但退左啦“佢又問”你係
咪打SG？“”你一嘢睇得岀？“佢話”梗係啦，你係咁射波，好難睇吾岀，但我覺得其實SG除左射
波，都可以上下籃，未必需要成日射“佢又講得幾有道理既。
傾左陣先知個高佬原來係南華青訓，但點解頭先果場佢地會輸？我都吾知點解，我傾完之後就冇再打
，反屋企沖個涼然後就繼續2k15同FIFA。



第八節*

沖完過涼就on一on whatsapp睇下有冇人搵過我，點知？！慧琪竟然覆左我？！
慧琪 21:46 吾緊要啦，仲下次既(單眼)
我 21:47 真係吾好意思...咁呀，聽星期六，我想約你睇戲(面紅)
慧琪 21:48 好呀，我聽日都無嘢做，就去德福睇個套翻生珠羅館3好冇(笑喊)
佢竟然肯同我睇戲，正呀！！！
我 21:49 咁好啦，聽日2點係九龍灣MTR等啦(笑喊)
慧琪 21:50 55聽日見
yes！！終於成功約到佢岀街，距離同佢一齊真係踏前一大歩！我咁大個仔第二次單獨同女仔岀街，
家陣的確有啲淆底，不過佢係我愛人，我又有咩好怕
我打機打到點幾就訓左，廢事聽日又吾知醒遲到，我訓係張床到係到諗聽日點著好，同佢傾咩好，諗
下諗下就訓左...zzz



第九節

今日係個好隆重既日子，第一次同自己中意既女仔岀街，所以我好早就起左身，然後開始揀衫。
著咩衫褲好呢...又吾好太花又吾好太寡，唉屋企又冇好多衫，為左比佢一種舒服而自然感覺，我揀左
運動裝，我上身nike air，著件izzue外套，下身配條adidas窄腳褲同對air
max。揀完衫就沖個香涼，沖個陣我一路諗我可以同佢傾乜呢，一路諗，沖下沖下沖左十分鐘。睇下
手機，差吾多時間，執齊嘢，就著衫褲岀去。
到左之後我打比慧琪，原來佢已經係戲院等緊我，我搵到佢之後就買飛，我特登叫佢幫我睇下啲爆谷
幾錢，因為我吾想要佢比睇戲錢，到時就難做，佢睇完之後就走過黎問幾錢張飛
“佢地話我地咁啱係第一萬個顧客，所以免費睇“我笑住咁話
”你認真啲啦”
“唉吾洗啦，遲啲你請反我咪得囉”
佢知道點講都冇用，於是面紅紅笑笑口咁同我一齊入左戲院
初初睇緊果陣都好多嘢傾，又傾下套戲，又笑下，但過左陣就dead左air，但戲玉原來係係後頭....



第十節*

我知道通常戲院都好凍，就特登帶左個暖包黎，我見dead左air咁耐，就決定要行動。
大家一定會以為我會問佢，你凍吾凍啊，然後就吾理三七廿一比個暖包佢。
但我冇咁蠢。其實我已經注意到好耐，佢係咁伸隻手入自己外套個袋，証明佢真係好凍。我好小心咁
慢慢擺佢隻手入我衫袋，初初我以為佢會大叫“喂你做咩啊？！”但佢竟然冇...佢只係望左我一眼，
然後輕輕咁笑一笑，然後就繼續睇戲。
就係咁，套戲餘下個四十五分鐘，我就拖住佢隻手收係我放左暖包既外套袋入面，我一開始的確有啲
緊張，但之後就好珍惜每一秒，因為我第一次拖到自己中意既女仔隻手...
睇完戲之後我好自覺咁放手，本來想同佢睇完戲食飯，但點知佢屋企人叫佢反去食飯，所以我唯有送
佢反屋企就走。
臨走果陣我問佢遲啲仲岀吾岀黎，佢話好呀，佢要請反我睇戲或者食飯咁話喎。
我真係好開心，睇黎我距離溝到佢又邁進一大步。



第十一節

今日係星期日，每逢星期日我都會叫我老豆帶埋我去車房同佢一齊睇下有咩新配件可以改落架車到。
如果大家對改車稍為有啲了解，都知道通常會改啲乜，宜家我就再解釋下。
一般初學改車既人都只會改車軚。
至於一啲有改開車既人，就會改鮑魚，車軨，引擎同車頭尾燈。
但一啲改車改得比較瘋狂既人，就會改埋避震，油缸，秒錶。
我老豆係屬於挽下個種，所以只係改左車軚，引擎，車軨同加鮑魚。
落到車房，我老豆就問個老細有咩新貨，之後個老細就講左一推英文加數字連埋價錢，我梗係吾明堆
字解乜，我問我老豆佢講乜，我老豆話係車軚入面個舊鮑魚既代號。
我老豆話佢上星期改左個引擎，叫我上車陪佢兜下，睇下有冇咩大分別。我老豆架車係三菱牌，本身
係GTR款.所以佢只係改個三樣嘢，冇改車殼同車頭尾燈。
一開車已經聽到個把跑車聲，爽呀。我老豆話行轉龍翔道睇下個引擎行得順豆順。個時夜晚晚十點幾
，龍翔道吾多車，啱啱好比我老豆試車，點知有架波子行到我地隔離之後就慢駛，吾通佢想挑機...？



第十二節

我同我老豆都注意到架波子的確係我地隔離然後減左速，我老豆見到咁既情況，就同我講，坐穏啦。
哈，吾洗講，一睇就知我老豆要同人鬥啦。
我老豆一加速，我感受到個人扯左去後面一下，我見到架波子比油追我地，行到龍翔中心隔離個條公
路，架波子竟然爬左我地頭，我老豆梗係吾甘心，就比油比到120km/h，我個時已經感受到個人飄
飄地，行到公路中間個陣，好似拍戲咁，已經追反架波子仲超前埋佢。
架波子吾知係咩原因就收油冇再追，我老豆笑一笑，享受個種贏左既感覺
自此之後，我決定大個都要好似我老豆咁改車，砌低所有挑我機既人！！反到屋企，已經十二點幾，
我沖完個涼就訓左，等聽日反學見慧琪



第十三節

今日係學校既三人籃球賽，我一反到學依然係冇聽過書，上堂只係係到諗點樣傳好啲波，點樣射準啲
波，而且我都有啲擔心呀希既傷勢會影響佢今日既狀態

放學個陣我就同呀卓係籃球場射住波等比賽開始，我地見到愈黎愈多人黎睇比賽。過左一陣，呀希到
左，我叫佢射陣波攞手感，順便睇下佢今日狀態好吾好，點知一黎球三分就入左。

我一路睇佢射，一路望住觀眾值個度，希望慧琪會黎睇我打波。 

過左一陣，比賽就開始。球證擲公字，我地開波。

我臨比賽開始果陣，一開波我就傳比呀希，三分一射...入左。第二球我運幾球又傳比呀希三分再射...
又入。

第三球開始，對面隊知道呀希係個三分射手。

所以我一開始就傳比佢等佢試下運球過人射，但mark佢個個實在太高，於是佢就傳比我射，我跑入
兩分區，雖然我三分準成度冇呀希咁準，但我專長係兩分區fade
away，即使宜家mark緊我個個係個高佬都冇乎，fake兩fake，fade
away入左。一開始我地都打得好放鬆好享受，但我今日驚發生既事終於發生左..



第十四節

射左一陣，我見到呀希同呀卓都冇乜掂過波，就不斷傳比呀卓，呀卓都冇乜問題，crossover過人好
快，要入波吾難。

但呀希...mark佢個個mark得好緊，佢想射又吾得，想上籃又吾得，我見佢好想入波但根本起吾到手
。

終於佢忍吾到，隔硬crossover過個高佬，佢一想射個下，隻腳好似扭一扭咁，佢就跌左落地，佢睇
住個波，入左！！佢見到個波入之後就好似暈左，我即刻去叫球證打三條9

最後場比賽我地贏左，不過呀希...唉，好似好嚴重咁，個比賽一完左我就即刻同呀卓趕去醫院睇下呀
希咩情況



第十七節

一齊左之後，我的確有專心左啲上堂，差唔多日日陪佢反學放學。不過我就改唔到每日都打波呢個習
慣。

即使我每日都打波，我放學之後都會陪慧琪反屋企先會去打。

可惜，唔知個排係我桃花運旺盛期定乜，令我岀現有外遇嘅情況...

我講過我之前係老黑，所以有唔少老黑既人都聽過我個朵同事蹟。 
可能係我大佬係到曬命話佢有個好打得既靚，呢排都怎住有好多MK妹whatsapp我，但我冇應過佢
地，因為佢地唔係淨係識得食煙就淨係識得飲酒。
直到佢whatsapp我....

呢個MK妹叫cathy，身材好，樣又索，最緊要係唔食煙！
佢whatsapp個日，我同佢傾左陣，原來佢同我一樣之前都係老黑，但因為唔想成日岀黎蒲先退出。
佢都聽過我既事蹟，好耐之前幫東升攞過幾次威。
佢又話覺得我好型，又打得，雖然唔係十分靚仔，但個樣夠殺食。聽到佢講一大輪，覺得呢個女仔識
得過，就開始每日同佢whatsapp。。。



第十六節*

佢望埋黎話

“好...不過你之後唔可以淨係掛住打波同打機架，要多啲陪我同要讀書。”

我一聽到佢話好，就即刻開心到大叫左聲

“媽，我得左啦！！”

慧琪見到我咁開心，就笑住咁慢慢行埋黎，我二話不說，即刻拖住佢隻手，然後話

“我會好好珍惜，愛錫你架，慧琪豬”

佢聽到我咁講紅都面曬咁講嗯。

我拖住佢隻手送佢反屋企，我宜家終於知道，原來情侶拖手種感覺係咁架。我終於開始左我嘅初戀啦
。



第十五節

去到醫院，我問完姑娘呀希幾號房之後就去搵佢。

去到房門口，我見到呀虹同...慧琪？我行過去就即刻問
“點呀，呀希咩情況？”
“吾知呀，醫生仲睇緊”呀虹好擔心咁講
我問慧琪點解佢又會黎，佢話佢同呀虹好熟，所以陪佢黎睇下呀希點。慧琪仲讚我今日打得好型，好
勁。聽到佢咁講我紅都面哂。 

醫生一岀黎，呀虹就飛撲過去問過醫生呀希點，個醫生話啊希需要做手術，留院觀察。啊虹就叫我地
反去先，佢想留下到陪啊希。

於是我同慧琪同呀卓就走先，呀卓就搭巴士反屋企，我同慧琪就搭地鐵反屋企。我緊係曾呢個機會送
佢反屋企，係送佢反屋企路途上，我終於頂吾順問左佢一個問題
“其實，我中意左你好耐..."
佢面紅紅咁答“嗯”
我壯起膽咁問佢“你可吾可以做我女朋友，等我照顧你...”
佢面紅紅咁望埋黎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