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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中學時期，相信你對住老師同學嘅時間多過你老豆老母。
中學老師，總有幾個係可能好似兄弟咁friend過打band。
之但係同時，你總會遇上一兩個教畜，
令你深深咁明白到香港教育嘅黑暗。
 
中六嘅時候，DSE會係每一個學生嘅惡夢，
係喱個時候竟然仲要對住個教畜，何其陰公。
好在有一班好兄弟係身邊一齊面對。
喱一個故事係關於十一個男仔團結面對
一個死教畜同埋第一次公開試嘅一年實錄。
 
讀緊書嘅你，唔知會唔會搵到些少自己嘅影子呢？
做緊嘢嘅你，唔知有冇搵番啲年少輕狂嘅感覺呢？



1. 會唔會係咁呀？

「楊世文！」唉，終於叫到我個名喇，係時候要出去受死。
「係！」我用龜一樣嘅速度行出去，希望可以有咁遲得咁遲去知道個結果。最後，30秒可以行完嘅
路程我用咗35秒先行完。古語有云︰「醜婦終需見家翁。」，雖然好似唔多關事，但係要嚟就嚟喇
！Come On！
死教畜一邊遞份成績單比我，一樣露出一個好奸狡嘅笑容。「都話咗你咖喇，有句說話叫朽木不可雕
。」講完就放開手，掉咗張成績單落地下。
 
我係地下執番張成績單，但係我一直都唔夠膽睇，慢慢行番去自己個位度。
小夫︰「點呀，你考成點呀？」
我︰「唔知呀，你考成點？」我好似搭錯線咁反問番小夫。
小夫︰「我唔錯呀，4C1X total
都有成25分，應該有U收。」我基本上今年第一次見小夫笑得咁開心。
我︰「咁你哋呢？」我將目光轉咗去力仔同阿毛佢哋度。
阿毛、威廉同力仔都有廿二三分，而比利同河童就考得最好，有兩個5星星。而大口仔、聰哥、Kevi
n同阿風都有20分左右。
 
威廉︰「喂，快啲開你果份喇！」佢哋金精火眼咁望住我張成績單。
我慢慢咁將份成績單揭番去前面。
「喂快啲喇！」成班人好似睇緊跑馬咁勁興奮。三秒過後，成班人都靜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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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係‧‧‧‧‧‧二十‧‧‧呀！唔係，係十分。
大家望到之後都唔知講咩好，淨係呆咗企係度。
「我走先喇！」喱一刻真係唔想見人。
「不如我哋去食啲嘢先喇？」威廉嘗試打破個勁尷尬嘅氣氛。
「唔洗喇！」講完之後，我就一支箭走咗出學校，上咗去對面市政大廈嘅天台。
 
我企係天台邊，放低咗我個「鋸9你」背囊。攞咗份成績單出嚟，
一嘢撕爛咗張成績單，好似灑溪錢咁灑出去。
跟住，連我自己都合埋眼跳埋落去。
 
我一睜開眼，見到自己就嚟撞落地面。「呀．．．．．．」



2. 開學第一日

「呀．．．．．．」我睜開眼，見到自己面前一片白色。呼！原來係發夢。自己標晒冷汗咁坐咗係張
床度。我即刻衝咗去廁所洗個面，沖個熱水涼定一定驚。啱啱個夢其實成個暑假都唔知發咗幾多次。
多得喱個夢，暑假朝早啲補課先唔會遲，因為每次發喱個夢都會好準時係七點至七點半嚇醒。
 
今日係二零一一年九月一號，升上中六的第一日，亦係黑暗年嘅開始。由喱一刻開始，我哋就要有作
戰的心態。因為我地就係大名鼎鼎嘅「白。老。鼠」第一屆DSE考生。由於咁早起左身，所以沖完個
靚涼換好衫，仲有時間可以落樓下食個靚早餐開始新的一年。
 
唔遲唔早，啱啱好7:59分入到去課室。入到課室，當然唔會有好耐冇見喇。中六同學，你明白的。

「喂，文仔，喱邊呀！」呼喚我嘅係小夫，我由中三開始friend嘅好兄弟。坐係佢附近係阿毛同力仔
。基本上我咃十一個班上絕無僅有嘅男仔都會坐埋一齊，方便我哋上堂整古做怪。
坐埋位之後，我地就開始討論一個我地最關心嘅議題。
我︰「喂，你估今年邊個做我地班主任呀喇？」由於我哋中四五班主任同中英兩科老師都因為比個仆
街校長盧毛欺壓，所以上年都走咗人。
阿毛︰「會唔會係果個死澤男呀喇？」
阿夫︰「呀……都應該係咖喇」小夫呢個樣，簡直好似係世事都比佢明白咗咁。
力仔︰「唔會掛，佢咁唔鍾意我地，都會接手？」
我︰「hi，果條死擦鞋仔嚟咖，校長叫佢做唔伸晒脷咩。喂，我聽講佢上一年係咁撩佢中四數學班個
女仔啵！」
阿夫︰「hi，佢根本就係一個冇女人嘅死狗公。」
「叮噹。叮擋。頂當。叮噹」喱個鐘聲意味住答案好快會揭曉。
係門口嘅喱個人，
身高185cm，呀…sorry，應該得160左右，名乎其實嘅死矮仔。
一件娘到核爆嘅尿色裇衫，一條突顯佢蘿蔔腳嘅鬆身西褲，
再加對完全襯托出佢幼稚氣質嘅學生款皮鞋。
呢個絕對係一個。死。狗。公，而喱一個毒撚將會係我哋最後一年嘅班主任 – 張澤男。
阿毛︰「hi，真係呢條死好樣。」
力仔︰「你把衰口真係開口中。」



3. 張澤南

張澤南一路行入黎，一路用一個極睥視嘅眼光望住坐在班房一角嘅我地，仲要咀角帶住一絲奸笑。
 
張︰「今年，我係你哋嘅班主任。無辨法喇，你地主科老師全部走晒，我見你哋咁慘先接手你地班。
」
「屌你老母，洗撚你可憐。」「冇左你個死教畜，隨時我哋班會更好。」可惜，喱幾句只係我地心裡
面講。如果唔係，第一日就應該同喱條蛋散擦出火花。
 
張︰「我教開精英班，所以冇乜時間理你哋喱啲食物鏈底層。你哋班人同我醒醒定定，唔好搞低我個
合格率。」
一向火爆敢言嘅阿風終於︰「唔想合格率你咪教好啲囉，精英班洗你教咩，你當你自己乜野呀。」
張︰「係呀，我喱啲碩士仔黎炸，教唔起你架。」
佢毫無疑問真係一個死教畜嚟，講果陣串串貢睇唔起人，講到我地班完全唔關佢事咁。
經過咗喱一輪前哨戰，成日餘下落黎嘅時間，阿風都用充滿憤怒嘅眼神睥住個死教畜。而教畜都只係
focus係班女仔度。
 
阿風︰「屌，果條仆街我真係好撫想打柒佢，乜撚野料呀，我哋整低佢個合格率？」「嘭！」個宅男
打鐘走咗之後，阿風一手拍落佢自己張枱度，嚇到全班人都望住佢。
力仔、威廉︰「喂，風哥，冷靜啲喇！」見到阿風咁嘅樣，大家都驚驚地。因為大家都知道阿風發起
嬲係痴線咖。
阿風︰「屌，我地快啲黎諗個plan高質咁搞鳩佢。」
威廉︰「我哋上堂無視佢咪得囉！洗理佢咩。」
阿毛︰「不如我哋完全唔撚交佢啲嘢小測考試亂做，如佢所願，拖低佢個合格率，等佢俾人照肺。」
我︰「喂…」我都未講完，阿風已經滿目怒火咁話︰「好！」。
大口仔︰「咪咁搞喇。」大口仔係我哋班出左名嘅正義撚，成日係度扮正經，最鍾意係女仔面前扮暖
男。所以，我哋十個都唔多like佢，通常佢講乜都會暗地裡笑勁佢。

「喂，食咩呀兄弟？」由於今日係開學第一日，所以放12點。
力仔︰「不如就老地方東橋喇！」
比利︰「我唔去喇，我約咗人。」
威廉︰「喂你喱排搞乜野呀，成日搵你去食飯都唔join，搞乜勁？」
講開又講呀，比利暑假開始真係有啲古古怪怪咁，成日都唔出聲，苦瓜乾咁。
我︰「咁算喇，我哋自己去食。」
最後，我、小夫、威廉、阿毛、阿風、力仔一行6人去東橋開餐。



4. 數學堂

基本上，我哋暑假果陣Maths已經教得7788，得返課雞肋Linear
Programme，所以個死教畜嚟緊果半年可以大條道理hea住嚟教。逢星期五臨放學果堂仲懶係野咁
話比時間我地操Pastpaper，唔會教書，俾我哋話唔識嘅嘢。
 
力仔︰「屌，操咩卷呀！根本係度借機媾女，一個三十幾歲嘅死毒L係度媾十零歲學生妹。」由於係
成個星期最後果兩堂，所以我哋根本冇心機上，再加上條宅男不嬲無視我哋，通常我哋都係圍埋吹水
。不過話題通常係個狗公度。
阿風︰「喂，不如又撩下佢開火。」阿風根本就係一個死士嚟。
我︰「你睇下菲gay cher呀，俾少少甜頭佢佢就嗒晒糖。」菲gay
cher係我哋班三個有名嘅死港女，若霏、Gabrielle、Cherry。佢哋三個最鍾意痂埋去個死教畜到攞
著數，而個死教畜梗係嗒晒糖喇。所以，佢哋啲conduct grade同埋啲平時分一定係最高果幾個。

阿風︰「阿sir，我哋有啲嘢唔識呀。」
宅︰「唔識做就做多啲喇！」 阿風︰「我就係唔識做先停咗係度呀嗎。」
宅︰「咁做多啲咪識囉。」我一路聽住呢兩條友嘅對話，一路R晒頭，到底你兩條粉皮係咪玩緊搭錯
線。
阿風︰「如果我做就識，咁我要你係度做乜勁呀？請你嚟嚟係教書呀，唔係交友會呀！」阿風啲火真
係話發就發。
菲gay cher︰「你講乜野呀，毒L風？」
阿風︰「話你呀，係度姣呀sir，冇仔要就系度姣三張幾嘅死老坑。」真係好佩服阿風一鬧人可以一
箭雙雕，串晒兩班人。
菲gay cher︰「食屎啦，死毒L。自己蠢就去補下腦啦，浮係識打機同打飛機。」
 
喱一場戰役一開始係諗起挑死宅男機，點知打打下唔夠兩句，變咗呀發同菲gay
cher嘅罵戰。喱個局面基本上係一打四。sorry，我哋係唔會出手的，只會食住花生睇戲。其實睇佢
兩班人鬧交都幾頂癮，就好似一套叫做「野蠻潑婦罵大戰痴線佬咁樣」。
最終，喱場戰事隨住象徵放學嘅鐘聲響起而完結。邊個嬴？冇人知。
 
阿風︰「癡線架果3條女。」
力仔、威廉︰「你都唔差呀。」
我︰「喂，走先啦，去補習。」



5. 竟然

打咗鐘，我一執好書包就走咗，我行到落一樓果陣見到比利。
比利︰「喂hi，去邊呀？」 我︰「去食啲嘢，然後去補Sharon Chan囉。」
比利︰「我都想去食野喎，去百利食tea？」 我︰「起行。」
 
開咗學差唔多一個月，喱一餐可以話係我同比利一齊食嘅第一餐，所以我決定chok下佢講咩事。
我︰「喂，喱排做乜係度isolate自己呀？」
比︰「冇呀，想自己一條友靜下之嗎？」
我︰「靜左一個月喇喎，仲未靜夠呀？」我試下輕鬆等個氣氛唔好咁緊張。
比︰「唔知呀，好煩。」 我︰「喂講黎聽下喇！」
比︰「唉……其實我之前冧Mandy……」
我︰「我哋班果個？」我急不及待插咀。
比︰「係呀，咁我下學期term
test之後都有一直同佢msg，都好似幾順利咁。但係我知道咗小夫一直有同佢玩開，仲見小夫帶佢落
club玩。我就覺得唔係太好，所以咪叫佢小心啲，唔好比人帶壞。但係同佢越講就越變咗鬧交咁。
」比利飲咗啖凍檸茶之後繼續講「你冇睇Mandy
Facebook咩，佢7月幾果陣個status咪就係講我囉。」
 
我用我部Nokia N8開咗Mandy Facebook，7月22號真係有段嘢。我好似仲有like咗添。
Mandy Cheng
12 July 2011‧Near Quarry Bay
你當你係邊個呀，同我熟咗啲就叫我啲friend唔好帶壞我，同你傾兩句計就當自己係我條仔。
你和其他112人都讚這好
 
我︰「其實去見識吓姐，又唔算蒲嘅。」
比︰「我覺得我地呢個歲數，唔應該去果啲地方。」
我︰「咁都岩嘅。」喱一刻都唔知幫邊個好。
 
傾咗半個鐘左右，我見差唔多要搭車去銅鑼灣補習，所以就埋單走人。補到七點幾左右就返屋企。一
開個Facebook嚟睇就見到個咁嘅status。
 
Siu Fu Kong
32 minutes ago．Near Sai Wan Ho
你都好野喇，溝女溝到唱兄弟。Mandy Cheng Erica Lo 對唔住，我帶壞咗你哋。
Mandy Cheng和其他15人讚這好
 
我心諗「唔通已經傳到小夫度？」 所以我扮無知message佢問「What’s happen, bro？」



6. 決裂

「你依家算係點呀，唱9我呀，我未見過人為咗要條女，咁樣唱人。」我行到去6C班房門口已經聽到
有人係我哋班房嘈緊。行到6D門口，就已經見到小夫同比利兩個人，眼中充滿怒火係度一對一PK。
「喂！唔好嘈啦。」大口仔攝咗係中間諗住勸交。「啲女仔係度呀，你地咁樣嘈到人呀。」喱條大口
仔真係一個正義撚。
「收嗲啦，大口西。」比利同小夫幾乎係以同步嘅方式講出哩句說話。小夫仲一手推開咗大口仔。我
見到喱個畫面真係笑到瀨屎。
跟住，小夫行前咗少少，同比利鼻貼鼻咁鬧。我同力仔見應該開始唔多對路就走過去勸交。
我、力仔︰「喂喂喂，冷靜啲。」
小夫︰「點冷靜呀，依家你個好朋友周Q圍咁唱我呀。」小夫面紅耳赤咁對住我講。
比利︰「我幾撚時有唱你呀？唔係事實咩，啱啱18歲就落老蘭。」
小夫︰「你唔鍾意咪留係屋企霉囉，成日係度扮成熟。」
我、力仔︰「算喇、算喇！」我哋兩個好盡力地平息佢哋嘅怒火。
小夫突然之間拎過黎問我地︰「你兩個講，今日之前你哋知唔知哩件事？」我同力仔都望一望對方，
靜左冇聲出，基本上我咃個眼神已經講咗個答案出嚟。
小夫︰「你哋好野呀，見住我比人唱都唔出聲。」
我︰「你叫我點講呀，「比利話你溝咗佢條女呀」咁呀。你兩個我都識，你叫我可以點做呀大哥大？
」無段段比人質疑我都燥燥哋。
小夫︰「你個仆街仔，你都係咁諗我？」
我︰「我幾撚時又話你溝人條女呀？我只不過覺得大家都冇錯姐。」
小夫︰「你講撚晒喇！」 力仔︰「唔好再嘈喇，你哋燥到咁點講嘢。」
我一支箭咁跑咗入去更衣室，兜腳踢去個locker門度發洩。
「算喇，佢都係火遮眼先亂講，唔好燥。」力仔驚我唔知會做咩，所以跟咗嚟。
 
差唔多成日我都係度諗緊呢樣野，上堂發呆，連今日個數學Quiz都係完全hea做。本身個Quiz又難
，自己個腦又完全諗唔到嘢，所以求其畫咗幾筆就交。
 
而小夫由今朝開始，就再冇睬過我哋，甚至係冇理過全班人，好似屏蔽咗自己咁。



7. 我唔撚係嚟比你侮辱咖！

TGIF，終於到星期五。聽菲gay cher講，今日好似會派Quiz。不過，我諗都凶多吉少架喇。
 
條教畜行入嚟果陣西晒面咁樣，攞住疊卷走去電腦枱度，對個電腦係咁改。
我哋成班都完全唔知發生咩事，靜晒望住佢唔知係度做乜。
力仔︰「喂！條蛋散係度做乜勁？」
阿毛︰「可能因為我哋班成績太差，俾科主任照肺。」
我︰「抵撚佢死。」(奸笑)
 
過咗一陣，教畜攞住份卷兜野擲咗落我張枱度。
張︰「你睇下你自己做咗啲咩野出黎。9分？我俾份卷個Form
3做都唔止呢個分喇。你考乜鬼嘢DSE呀。我話你知，你係咁我唔會俾你出去考，你聽日同我寫封Ma
ths Drop 科信出嚟。」
今日本身自己都唔係話心情好好，聽到佢咁樣係度無理取鬧，都火火哋，不知哪裡來的勇氣鬧番佢轉
頭。
我︰「你想我哋Drop Maths咪同校長講囉，叫佢唔好俾我哋報Maths
DSE囉。依家你係老師呀，我哋唔撚識係咪應該你講解番次出黎呀，考得差啲你就叫人Drop。香港
人出糧比你嚟做乜呀，溝女呀？定係相睇呀？我話你聽呀，你唔係個教師，你係個教畜炸。」我一口
氣將心裡面啲怒火噴晒出嚟。
 
「Hey, Shut up.」喱個時候有一把女人聲班房外面傳入嚟。
「How dare you talk to your teacher like that. Come
out！」頭先鬧得興起，見唔到原來個仆街校長企咗係門口。
 
我俾佢帶咗落校務處，要我打電話俾老豆老母嚟見家長。
係等老豆老母嚟放工嘅同時，我俾個仆街校長叫咗我係校務處出面度企。
個死教畜仲突登由教員室行過嚟揶揄我。
張︰「呵……咁型呀喇……係度扮人民英雄。」
我︰「食屎喇你，終有一日我會搞死你。」
張︰「依家睇落都係你死先。你連DSE都咪洗諗住考。」



8. 原來，實情係咁

一路見家長果陣，條教畜係度加鹽加醋，一時又話我態度差，一時又話我成績好差，考DSE會好唔掂
，一時又話我功課成日唔交。總之，講到我根本係一個壞到透嘅學生。估唔到竟然個仆街校長仲要深
信不疑，就連我阿媽都係。
「我哋依家決定罰你停課一個月，而且一個月後全部科要測驗。唔合格嘅話落番Form
5。」校長好決斷咁講。
「你自己好自為之。」個死教畜奸笑住咁講。
我︰「睇下點，我一定唔會令你失望。」
 
其實我對喱個決定好唔報氣。屌！根本就係個仆街死教畜係度搞三搞四，我先要搞到要停課，所以我
決定要搵一啲like我嘅老師幫我係校長度講好說話。
由於個停課室係教員室隔離，所以我係咁捕住啲好人嘅老師，叫佢地做我證明，係條死教畜係度加鹽
加醋。結果，我搵到2、3 個老師肯幫我手。
 
停課嘅第二個禮拜，我決定單人匹馬入去校長室同校長PK。
我︰「依家有幾個老師都覺得我唔應該俾人咁樣處分。佢地都認為我唔係張澤南講嘅咁樣。」
校長︰「你依家咁姐係點？抗議呀？OKAY，你話有老師支持你，我地依家就叫佢哋過嚟。」
校長叫左書記姐姐搵Miss Hung，Mr. Chan同Mr. Wong過嚟。
校長︰「你哋係咪認為唔應該罰楊世文同學停課？」
我充滿住期待嘅心情，佢哋會為我講好說話，幫我平反。
Miss Hung︰「我覺得咁樣罰係冇問題，對老師唔尊敬應該要俾佢反醒下！」
Mr.
Chan︰「我都覺得預先檢定佢有冇能力考好DSE係對佢有用嘅方法嚟，令佢更清楚佢自己嘅水平。
」
我眼都大埋咁望住佢地，明明琴日仲係笑笑口咁同我講話「好呀，冇問題，楊世文你要加油呀」。今
日就即刻轉晒口面，好似臣子咁奉承個君主，仲要係咁話好好好。
校長︰「OK，依家所有教你嘅老師都同意喇！楊世文，仲有冇問題？」
我喱一刻已經呆到唔知講咩好。



9. 師父，明白了！

返到停課室，我成個人頹晒咁坐咗係度。我頹，唔係因為要繼續停課，而係因為點解班老師可以人前
人後一個樣，等我仲以為佢哋好like我。
「喂，做咩咁頹呀兄弟？」原來係威廉入咗黎坐低咗。
我覺得有啲驚奇點解上堂時間威廉會係度，同埋突然醒起威廉已經冇蒲頭成三個禮拜。
我︰「冇呀，啱啱俾人處決完。係喎，點解你會係度？」
威廉︰「停課囉！」
我︰「吓，做乜鬼？」
威廉︰「我之前跳舞比賽嬴咗，咁有個機會可以飛過去韓國比賽一星期。咁我咪問盧毛(校長花名)可
唔可以請假去。佢唔俾，我諗住慢慢咁說服佢，點知自己越講越燥，發晒火咁。咪俾佢停咗我課囉。
」
我︰「有得去韓國比賽咁好。可惜喱間學校淨係睇你個成績，冇成績就谷你番咩星期六操練班。聽講
話呀，Form
6全部唔俾玩校隊呀今年。仆街，個死盧毛一有啲獎囉呢就最叻出嚟攞彩，但係又乜野錢都唔肯比。
我可以肯定呀，如果你有獎捧返嚟，佢一定烚熟狗頭咁對你。」
威廉︰「都習慣成自然架喇，佢打壓體育同音樂呢兩樣都唔係第一日嘅事，夾硬谷成績整靚個數亦唔
係今日先開始。喂，係喎，你都未講你搞咩？」
 
於是，我一五一十咁講晒今日發生啲嘢俾威廉知。
威廉︰「少年，你太年輕喇。你估班老師係真心想教書幫學生咩，佢地咪又係打份工。你話，下屬點
會對老細say no至得咖。特別係S. Hung 同Maria
Chan仲係Contract，佢生死係校長主宰，點會為你搞到冇咗份筍工呀。你估班老師係想真心同你打
成一片咩，佢想你咁樣會乖乖聽佢話炸。講多句呀，唔好同老師講太多野，你永遠唔知佢係邊個嘅親
信。」
 
唔係講笑，聽威廉呢番說話，你會以為佢係係商業世界打滾咗幾十年嘅世屎忽，但係其實佢只比我大
一年。不過，佢已經將喱啲政治嘢聽得通通透透。
 
啲人話學校係社會嘅縮影。

今次。師父，徒兒真的明白了！



10. 「同抗死教畜正義大聯盟」

停課喱幾個星期，今日lunch同放學，阿毛、小夫、力仔佢哋都會嚟停課室搵我食lunch或者食tea。

由於我停緊課冇得上堂，所以佢哋都會幫我mark低晒上堂啲重點比我睇。每日，一向都淨係帶一支
四色筆翻學，上堂永遠都帶漏野嘅阿毛會帶一大疊寫得好整齊嘅筆記嚟比我。阿風會借佢龐大的補習
Notes Bank俾我去準備果個特別嘅測驗。而力仔佢哋都會成日留低陪我溫書。
停課嘅喱一排，我真係感受到有班好兄弟一直係身邊嘅幸福。中六喱一年雖然係好辛苦，但係一班人
為咗同一個目標一齊奮鬥真係一件好熱血嘅事。

「嘩，停課都有咁大班人落嚟陪你呀？咁不如我同校長講叫佢地比晒你9個人一齊停課喇？還掂你哋
班人上唔上堂都係咁，唔好阻住個地球轉。」個死教畜見我哋係停課室有講有笑，又走入嚟挑釁我哋
。
「係呀，即使我衰咗都仲有一大班人係度撐我。上你堂就真係冇叉用嘅，一個垃圾教畜垃圾水平嘅教
學水準。」我忍唔住都要駁番佢。
「哈，睇嚟你把口仲係唔收。你之前已經衰咗一鋪，唔好以為老師真係會撐你喇傻仔。」死教畜講完
就拎轉身走咗。
「屌，個撚樣正一仆街死教畜嚟。」阿風啲火又開始出嚟。
「條死教畜唔理我哋，我哋一樣可以無視佢，最緊要係我哋絕對唔可以再衰比佢睇。」見阿風咁有火
，我借機同大家精神喊話一番。
「冇錯！」大家好大聲咁回應我，似乎我真係激勵到大家。
「咁我哋係咪應該成立番個群組，等大家可以發洩下先？」阿毛啲招牌奸笑樣又出晒黎。

放學返到屋企，我開咗Facebook，建立咗一個新嘅群組，而喱個群組就係叫「十個型男大戰死教畜
大聯盟」。

「WoW，就像軍團一個秘密組織誕生。」開咗group冇耐，就由力仔打響咗我哋group嘅頭炮，開
咗第一個post。之後，威廉用佢高超嘅photoshop技術將死教畜啲相重新PS過變成個矮毒柒嘅撚樣
，成為咗我哋大聯盟嘅logo。而我作為創辦人，當然要post番篇潮文喇。

「張澤男，未婚，矮毒柒也。張為一中學之教師，兼任中六班主任，常借班主任之名調戲女學生，為
己尋覓妻妾，惜女學生不受溝而敗之。十男因不齒張之所為，成立一秘密組織以抗之，是為「十個型
男大戰死教畜大聯盟」。」



11. 「第一戰」成與敗？

今日係停課嘅最尾一日，亦係大戰時刻，因為今日就係果個專登為我而設嘅評核測驗嘅大日子，其他
老師我相信唔會突登留難我，但係我相信個死教畜一定會想置我於死地。盟友們一朝早係上班房之前
都專誠行過嚟停課室同我加油集氣一番。

基本上頭兩份中英文都冇乜大問題，平時我對喱兩科老師都就恭恭敬敬、聽聽話話，所以佢哋都冇留
難我，只係求其copy咗份CE
pastpaper比我當測驗卷。中文老師仲要比一份暑假補課果陣做過嘅<<只能陪你一程>>比我做。
「喱班老師都衰唔晒。」test完頭兩科我都鬆一口氣。

喱個時刻，條撚樣死教畜笑笑口咁攞住份卷行入嚟。
「其他兩科老師好人，求其俾份卷你做就算。我就唔會喇，為咗保住我個金漆招牌，我點都唔會比你
考DSE。」屌！你話呀，邊有教畜比喱個教畜更加教畜呀。我就真係第一次見一個班主任想整撚死自
己個學生。

我一揭開份卷。屌！Full Paper嚟嘅 (Paper 1 + Paper 2)。你條撚樣洗唔洗去咁盡。
Paper 1 條死教畜仲突登出晒果啲難到核爆嘅topic，3-D figures、Probability、Equation of
Circle果啲濕濟野全部都應有盡有，連第一、二條law of indices、Change
Subject都有咁難出咁難。不過好在我都有兩手準備，之前阿風借比我果啲W.L.Lee
Notes基本上有勁多難題目，所以我專登背晒啲解題Step，總算可以頂得住條死教畜啲題目。
去到Paper
2，係人都會估到佢一定唔會比任何生存機會我。基本上，由第10題開始，如果你正正路路咁去計，
每題起碼dump你兩三分鐘。好在上年補過Dick Hui
8堂intensive，學咗佢果啲chok答案方法幫我做快啲。不過，成份始終都有5條做唔切。

等結果果陣其實我都仲有啲緊張，因為雖然識做，但係唔知過唔過到佢6成的bottom line。
「楊世文，校長叫你過去呀！」書記黃小姐帶咗我去校長室。



12. 放監

我敲一敲門就入咗去，其實我都有啲緊張，雖然識做，但係唔知班教師(/畜)會唔會又暗中做9我。 

「企嚟我面前！」盧毛張枱面已經放咗我果四份卷，而且佢仲要目無表情咁望住我，好似個審死官咁
。 
盧︰「點呀？覺得自己過唔過到關？」Hi Auntie，最後關頭你同我嚟啲咁嘅遊戲節目式訪問。 
我︰「應該OKAY喇，如果你哋高抬貴手嘅話。」我特別強調「如果」喱兩個字，點都要同佢單單打
打一下先。

佢開始慢慢咁反轉果四份卷，第一份就中文先。「好彩……」即刻鬆一口氣，過咗7成分數。跟住到
英文，我心諗「應該冇問題掛」。輕輕鬆鬆又過一份，差唔多啱8成，喱啲CE卷點樣難到我喱啲聰明
仔呀。之後果份係通識，喱科吹水科一直都係我強項，一向穩佔全級頭二十。結果最後開出嚟都有8
成幾。 

終於到咗最後一份卷，個死宅男點都會做9死我。「最後一份喇喎！」盧毛笑淫淫咁對住我講。條友
都真係幾適合去主持遊戲節目，明知我同條教畜不和就最後先開佢果份，仲要好似0.0125X咁嘅速度
嚟掀。你唔去主持簡直係主持界嘅損失。 
一掀過黎，都有6成分數。「嚇向左走向右走死我。」喱句當然係心裡面講喇。我係絕對唔會比我憎
嘅人見到我淆底果一面。 

「OK，今次全部都過關，你依家可以上番去上堂。但係，你寫番封3000字嘅悔過書比張sir。同埋我
話你聽吓，你唔好再搞事。」 
「屌！竟然要我寫悔過書咁柒。」我心諗。不過，依家一於少理，執好啲嘢上番課室。 

「Hey, everybody. I’m back！」我攤開兩隻手，將把聲升高8度咁講，保證喱一刻我最型。 
「過嚟喇，死仔。」阿風硬要搞串我個party。 
「喂喂，一陣放學去邊度慶祝我哋文哥放監！」一番到黎阿風就話要同我慶祝。 
「放你老母呀放監。」我一嘢打落佢背脊度。 

而今日嘅數學堂，我全程都用一個串到爆嘅眼神望住佢。佢亦突登走過嚟同我講︰「你好彩呀，今次
死唔去。」 
我︰「依家邊個會玩死邊個，仲未知！」我確保我喱一刻氣勢上係唔會輸比佢。



13. 作戰大計

「WoW，飲杯！」唔好意思，我地唔係去飲，而係班兄弟為咗慶祝我重光而成班人去咗和味坊食te
a，而杯野只不過係凍檸茶。
「阿文大戰死宅男 Round 1，阿文TKO死宅男」阿毛用一個好似street fighter咁嘅語氣講出嚟。

我︰「喂，我消失咗一個月，成班有冇發生咩事？」
阿毛︰「冇呀，咪又係大家上堂9fing
fing咁，個死教畜咪係咁上堂溝女囉。係喎，聽講教畜佢同班Form 4一齊組隊踢OSC喎。」
阿風︰「咁我哋join唔join呀，還掂都最後一年，去玩吓囉，話唔定抽到簽對住個死教畜，可以踢撚
斷佢隻腳。」
力仔︰「都好喎，咁搵唔搵埋大口西同小夫呀？」
我︰「大口西就咪喇。至於小夫，阿毛你依家同佢仲friend緊，你去試下問佢。」
阿毛︰「ok！」
我︰「喂喂，仲有阿聰哥、河童、Kevin佢哋！」
威廉︰「佢哋就包係我身上！」
我︰「好！依家我宣佈「同抗死教畜大聯盟足球隊」正式成立！」
某人︰「Yeah！」sorry我哋又太大聲嚇親隔離。

威廉︰「喂，係喎，依家要諗吓下個月聖誕party玩啲咩？聽講菲gay
chur有搵教畜過嚟。我通好晒水叫班會主席俾我搞game。」
我︰「今次玩撚死佢！」
力仔︰「不如玩弱智恐龍呀！」
阿毛︰「仲有果個踩氣球。」

基本上成餐tea唔係咩慶功會，而係商討點樣借機向果個死教畜報復。唔是講笑，我真係好佩服喱班
人創意無極限，啲game竟然可以咁樣比佢地惡搞法。所以話，喱班人真係唔好得罪。

威廉︰「係喎，今日文仔放監，我哋洗唔洗上聯盟度打番篇潮文賀一賀佢。」
力仔︰「一於就你寫喇！」



14. 關於聯盟的二三事

夜晚八點鐘，威廉就好準時咁係聯盟度出咗個post︰

William Cheung
1 minute ago．Near Siu Sai Wan
[本報訊] 教畜大戰大佬文 無功而還敗北
  
本報今天接獲消息，早前教畜與大佬文的一場戰役，今天終於結束，今次戰事戰況非常緊張。亙有攻
守，相當緊湊。
  
戰事開始初段，教畜由於擁有大量兵力，加上有強大後盾，因而佔盡上風，令大佬文吃盡苦頭。戰事
中段，大佬文嘗試請求援兵以反擊之，可惜援兵質素欠佳，令大佬文節節敗退。大佬文唯有退後三百
哩，再作準備，最後於一次突擊戰中勇破教畜，結束戰事。
   大佬文在戰後受訪表示，將來會乘勝追擊，削弱教畜勢力。
你，Eric Wong和Mo Lam與其他3人讚這好。
 
講起聯盟，係喱個時候點都要提下個facebook
group。個group其實係由我哋10個男仔組成(唔包括大口仔)。個group嘅作用只係攞嚟比我哋係度
亂嗡廿四、娛樂吓。個page嘅嘢基本上都係關於個死教畜。
以上喱篇潮文只係冰山一角，基本上我哋10個癡線佬只要spot到個死教畜做過啲咩，都會好似上面
咁FF咗成篇二三百字嘅潮文，仲會有神級改圖。有啲作品仲會係創造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以上
果篇都未算係威廉嘅maximum FFability。
其實我哋仲有5個月就要考DSE，我都唔知點解會有咁嘅心機搞喱啲On9嘢。不過你懂的，中學時期
做嘅嘢不嬲都係跟著感覺走。
 
威廉個post，基本上唔夠10分鐘，班友已經係度洗版留comment。
Mo Lam︰大佬文好野。
Sai Man Yeung︰屌你喇，幾撚時有輸過比佢呀
William Cheung︰你冇輸嘅話就唔會消失左成個月啦智障
Eric Wong︰喂，咁短，0分重作喎。
William Cheung︰你條野就短。



15. 雙線出擊

好在阿毛成功勸服到小夫參加個OSC慈善足球賽，我哋成班10個男仔終於可以齊齊整整咁去踢最後
一年嘅聖誕慈善賽(當然大口仔唔計在內喇)。不過，依上年嘅經驗睇嚟，要secure到我哋有得參加，
就要將個自己個籌款額有幾高推幾高。所以，基本上我哋任何一個老師同學校工親戚都唔會放過。最
終，十條友total籌咗成2千幾蚊，冇得佢唔比我哋踢。
 
Secure咗個參賽名額之後，當然就要備戰喇。不過，由於我哋係中六學生，冇可能全情投入咁去踢
波，點都要溫書。所以，我哋就定咗個plan，一放學就去溫書，溫到八點零就去踢波。喱個時間表
可以話拍得住啲業餘甲組腳。
 
不過，溫溫下我哋發覺唔多對路。
 
阿風︰「屌！好撚攰呀，都完全唔想溫書。」
威廉︰「你有邊刻係想溫書呀，你每一刻都掛住你個映莤。」
阿風︰「食屎喇你！」
比利︰「不如去搵人幫下手，I mean 補習。攞下tips又可以溫下書。不過問題係補咩科補邊個。」
我︰「我相信主科大家都要。」 比利︰「咁補邊個？」
威廉︰「英文實係185cm BU 1st hon functional gramma喇。」
我︰「高登仔，英文梗係傻的嗎Kris神喇！中文我見遵理有個新人，試唔試吓，還掂舊果批都冇個掂
。」
比利︰「你係咪話同我有啲似樣果個？我啲friend補過Okay架。仲有兩科。」
我︰「我唔記得佢咩樣，淨係巴士屎忽度見過一次。通識Costa喇。數學我都唔知。」
力仔︰「通識遵理有個Keith Leung喎，全部係晒佢度補咪方便囉。」
比利︰「數學去銅記啲細補習社補喇，仲幫到手。」
我︰「中英數我都agger，但係個Keith Leung我見到佢都唔多開胃。」
 
決定咗之後，我哋就去咗個銅鑼灣補習社一夜遊，基本上走勻晒所有補習社。一晚過後，銀包大喇喇
成二千蚊冇咗。真心，如果呢一年洗成萬蚊補習，都考唔到成績返嚟，就真係對唔住老豆老母。所以
我發誓，OSC要踢好，DSE要考得超級好。



16. 出師不利

經過既黑箱又不公開不透明嘅抽籤之後，我哋「正義聯盟」係被編入A組，同死教畜果隊仲有一隊Fo
rm
5同組。以嬴面嚟講，對中五果隊基本上就係新特蘭對曼聯(註︰係費sir果隊曼聯)咁，姐係好難嬴。
至於對教畜果隊(下稱︰畜隊)，係冇得輸，就好似皇馬對巴塞，你踢斷美斯隻腳都唔可以比佢嬴一樣
。
 
因為咁，我哋個「非常規訓練」變成每課3個鐘，每日個programme內容都唔同，不過都係射波、
猜波同守門員訓練(姐係射9阿風)。
 
日日4點鐘放學，補習補到成8點，跟住仲要踢3個鐘波，對於我哋班文弱書生嚟講簡直係極限過極限
運動。所以，我哋果8個鐘頭返學其實係瞓教。大個咗諗番，咁嘅時間安排真係痴膠線，但係你又會
好佩服當年真係可以自律到咁先吹漲。
 
抽咗籤兩個星期後就已經要打第一場，係對班Form
5。我哋真心輕鬆因為預咗輸，所以有前冇後打死罷就，淨係放兩個人系後面，其他人全部攻上去。
 
上半場，對面因為阿風一下世界級巴夫斯式彈琵琶領先一球。之後，我哋盡力希望可以扳平，但係我
哋兩個前鋒比利同小夫各有各踢，有波亂扭亂射，所以點都入唔到一粒。臨完半場前，因為對面一次
反擊，單刀扭過阿風之後入埋空門，變成二比零。
 
「你哋班人係度踢乜春呀！」威廉忍左半場終於忍唔住發火。
「屌有啲人囉，係度亂扭亂射！」小夫都開始單單打打。
「唔通傳俾你呀，有幾多球黃金機會射咗去巴基斯坦。」比利即刻反駁。
「你自己又射失咗幾多呀吓廢托！」小夫好似想郁手。
「夠喇！」聽到佢兩個又係度嘈，威廉再喝多一聲。
「哎呀，內亂呀，咁下星期不如唔好踼喇，同隊垃圾踢盞整污糟隻腳，我之後仲要係出面踢聯賽。」
個死教畜唔知係邊度死出嚟。
「收嗲喇！」喱吓簡直仲齊過大合唱。我哋十條友，再加埋嚟撐場嘅十幾個女同學，廿幾個人屌埋一
條友。個場面都咪話唔震撼。
「我唔理你哋前世今世有啲咩恩怨情仇，總之你哋同我踢好佢。下半場文仔入黎替聰哥。」
 
雖然下半場成隊人個精神面貌都好咗，但係因為本身個形勢已經比人壓住，再加上啲大意犯錯，所以
仲輸多兩粒。我哋只係靠比利一球勁靚嘅遠射攞返些少面子。第一場就咁俾人大炒1 : 4。



17. 拚死一戰(上)

「真陰公，第一場就俾人大炒。」個死教畜見我哋輸都不忘攞景贈興一番。  
喱個moment，我哋真係膠都廢事比，都懶得睬佢，拿拿林入男更換衫返去上堂好過。入到更衣室
，大家都好似唔係好敢出聲。我自己更加唔夠膽講野，因為3:0果球失波就係由於我大意輸角球，之
後再睇漏人比人射入。 
「喂，唔好死老豆咁。學副校長話踢波最緊要係開心。我哋踢OSC唔係為咗贏冠軍，而係想比啲顏
色教畜睇。所以喱場只係熱身，下場先係戲肉。」威廉真係好有領隊風範。 
「好！」我首先大聲嗌。 「打倒死教畜！」喱句嘢其實真係好老土同好文革feel。 
「打倒死教畜！」一提到喱條仆街，大家啲火即係著返晒。

兩日之後，就係對教畜嘅日子。喱一場係lunch
time踢，所以我哋係上午果啲基本人就係休養生息，儲足精神去迎戰。
「叮噹、丁擋、頂當、叮噹」lunch鐘響咗，我哋十條友即刻攞埋袋PE衫一支箭咁衝出咗班房。

「加油呀！」「踢好啲呀！」「要嬴波呀！」係我哋衝出班房嘅同時，其他同學都幫我哋壯一壯聲色
先。話晒我哋都用6D班嘅名義出賽，所以成班同學都希望我哋可以踢得好。其實有時諗番，334嘅
唯一好處，就係成班人可以一齊相處成兩年半，大家已經慢慢由同學變咗兄弟姊妹，互相support大
家。

我哋一換完衫出嚟，就已經見到班女同學霸佔咗最正中果個stand，一個二個係度食住高脂肪低營養
嘅麥當勞。見到喱個場面，作為男人都咪話唔滾動。正所謂︰「成功嘅男人背後一定有班支持佢嘅女
人。」
由於今場係生死大戰，我哋絕對唔可以好似上場咁兒戲，所以要夫添上陣。出場陣容排左個3-2-1。 

GK︰阿風 
DF︰河童、比利、聰哥 

MF︰阿毛、Kevin 
CF︰阿夫

後備︰我 
領隊︰威廉、力仔 
場務(姐係服侍班女仔)︰大口仔



18. 拚死一戰(中)

「咇！」球證鳴笛正式開波。阿夫將個波輕輕傳比阿毛，再回後比Kevin。正式拉開喱場比賽嘅序幕
。基本上我哋喱場波個部署就係踢Control 風格，再加埋Retain Possession、Close Down
More、Work Ball into Box嘅戰術。  

一開波冇耐，對面獲得一個角球機會，由教畜主踢。佢一踢個波出嚟，畜隊半隊人向前柱衝，聰哥、
河童、Kevin即刻跟晒去近柱。但係原來個波開去尾柱，禁區入面成一半人失晒位咁濟，對面高大後
衛正額一撞……

「呯！」「嘩！」個波撞到條橫眉正一正彈咗出界。對面個高佬頂波果陣，我哋成隊好似比人點晒穴
好似觀眾咁睇住佢頂，一啲後應都冇。「專注啲呀！」我見一開波大家好似未瞓醒咁，大聲嗌出去鼓
勵吓大家。喱個時候個死教畜拎過嚟望住我，對住我係度恥笑。真係想打柒佢。 

去到上半場中段，比利一個直線，穿過晒所有人。阿毛飛身剷射，柱邊僅僅差一個波位出界。之後，
阿毛把握對面解圍失誤第一時間窩利抽埋去，結果偏離目標。臨完上半場前，阿毛截到對方傳波，斜
傳比係右邊嘅Kevin，Kevin諗都唔諗one
touch斜直線比入楔嘅小夫，小夫控定之後射個地波。對面守門員以為佢勁ban上角所以企定定係度

，冇伸腳或者撲落地下，個波一直向龍門嘅左下角去……   

「哎呀！」「咇咇咇。」柱邊半個波位出界。唉……上半場最後一個黃金機會最終都把握唔到，0比0
完半場。「喂，大家唔好咁樣，咁踢啱咖喇，係差啲運姐。」威廉見大家射極唔入，開始有啲失咗信
心，所以激勵吓大家。「下半場，文仔入去替聰哥，放多一個人上去攻喇！」 

「咇。」球證鳴笛示意我哋入番場。「正義聯盟！打倒共產黨！USH！」唔好以為我哋參加緊學運
。其實教畜係學校個稱號縮寫同共產黨一樣。你懂的，中學果陣總係覺得咁樣指桑罵槐好聰明，自己
爽完人哋又唔知我哋鬧緊佢。 

一開波，對面隊就交個波比教畜，任佢扭。小夫同Kevin都俾佢扭過咗，我見佢扭咗兩個有少少控甩
腳就走過去爭身位。比我食咗身位之後個死教畜一嘢拉住我，唔比我推走個波，我借機批一批佢掙。
「喂，拉衫呀球證。」 

「嗶，你兩個過一過嚟。」「嘩！」場面啲6D同學係度起哄。「你哋咁樣落去唔係踢波，係打交咖
喇。」其實由一開波，我哋只要同個教畜有埋身肉搏，就即刻迪亞高哥斯達上身咁，毛手毛腳小動作
多多跟住就扮嘢。再加埋我哋啲剷波攔截都幾過火吓，每次都係「要腳唔要波」。所以個球證應該都
忍咗我哋好耐，終於比咗張黃牌我同教畜。 



19. 拚死一戰(下)

無段段第一次犯規就攞咗黃牌之後，動作唔多唔少都要收歛啲，但係個死教畜見我攞咗黃牌，就係咁
走過嚟撩我，諗住最多大家玉石俱墳。比利見唔多對路就叫我去前面攻唔洗返後。基本上，我哋下半
場開始咗成十分鐘，都冇創造到任何機會，大家都係傳吓失吓咁樣。 

去到中段，我哋前面果4個開始迫得再緊啲，結果比阿毛迫甩咗對面嘅控球。我見到即刻攝去右邊嘅
空位。阿毛斜線短傳比我。我控定之後猶豫咗一吓，因為控得太痴腳，所以諗緊推唔推多一吓。「射
呀！」後場一聲嗌過嚟。我諗都唔諗用腳內側射出去。「頂，食個波食得唔係好應添。」射果陣其實
我個心都虛虛哋。

「呯！」 

「Yeah！！！」死好彩，個波中內柱彈入。我見到班女同學興奮到係個stand跳，一啲儀態都冇。入
咗波之後，我第一刻竟然係想個教畜示威。所以我走咗去佢面前，跪低拜咗佢三吓，仲要作勢插三支
香。依家諗番其實都唔知點解果陣會咁做，可能覺得好型掛。 

對面都估唔到喱球波輸得咁突然，由失控球到失波都係半分鐘左右，所以都有啲失神。「喂，專注啲
呀！前鋒係前面，後衛企後面。」教畜見自己班波突然之間頹咗，即刻扮隊長喝佢班隊友。 
「你講乜勁呀？  」我緊係把握機會串一串佢，仲要附加幾吓恥笑。「哈哈哈 」全場連觀眾都比個
教畜搞到爆笑。 

重新開番波之後，對面就一味係禁區外亂槍掃射，希望可以扳平。但係由於我哋好似人肉長城咁圍係
自己半場，所以一係省到人，一係離題萬丈。終於個教畜離門20幾碼一射，第一次中龍，不過就比
阿風托出底線。

喱球角球對面成隊除咗龍門之外都湧晒入禁區，希望用人海戰術可以臨完場前追和。「舉高手！」教
畜係角球點準備斬個波入禁區。我哋用區域聯防3條友圍係龍門前小禁區頂。個波一斬，係5碼點附
近落，又係果個後衛鶴立雞群跳起一頂。
 
可惜今次佢跳個時間錯咗，個波軟弱無力比阿風沒收，之後再擲比已經轉身向對面跑嘅比利，比利控
定再地波傳去比係中線食花生嘅小夫。小夫控定轉身之後，基本上就面對住一片廣闊嘅半場同埋對面
龍門。推到禁區頂面對出迎嘅龍門，左中右上中下任佢射。結果，小夫條友玩命咁射大細龍門。
 
「咇！」二比零。
 



20. 一笑泯恩仇

「咇咇咇」對面隊一開番波，球證就即刻吹雞完場。終於，喱場大戰，憑住我同小夫嘅入球贏二比零
。場邊亦都響起雷動嘅掌聲祝賀我哋贏波。

「好波！」小夫行咗去比利度搵佢擊掌。「射得妙呀！」比利同小夫擊掌完之後嚟咗個輕輕嘅擁抱。
我望到喱個場面都覺得好欣慰。原本第一場兩個仲係各有各踢，今場竟然助攻比對方入波，今次唔通
要多謝個教畜比咗個「機會」佢哋打破個隔閡？！

完咗場之後，我哋都有過去同對面握手。無他嘅，我哋針對嘅只係教畜一個，同其他人冇仇嘅。握完
手之後，我見到教畜一條友自己行番去場邊，仲得到班Form
4師妹嘅慰問。喱個時候我同比利打一打眼色，一路行入更衣室，一路唱雙簧。

比利︰「仲以為對住啲「專業球員」會踢得好辛苦添。」 
我︰「人哋話咩踢聯賽喎，唔知係Fifa呀，Master League呀，定係FM喇。」 
比利︰「唔知呢？」 
我︰「我就覺得係FM喇。佢果句咩前鋒企前面簡直充份體現咗Stick to Position同Be More Discipli
ned嘅哲學。」 
比利、河童、阿毛︰「哈哈哈！」 
喱個時候，我見到教畜同佢班Form
4學生睥住我哋。其實贏完波咁樣講又真係幾冇品嘅，不過一於唔鬼理，今次點都報一報上次停課之
仇先，攞番個彩先。

「贏得好呀！」作為領隊嘅威廉入到更衣室梗係要推一推個氣氛先喇。 
「小夫果球入得靚呀！你今日9.9分」阿風指住小夫嚟讚。 
「咩呀，比利果吓轉身交得靚姐。」小夫即刻將個波拋比比利。 
「小兒科喇！」「不過，我都想同你講番聲對唔住，上次咁講你。」比利突然轉話題，成個場都Dea
d咗。 
「......」喱一刻好似click咗個暫停掣咁，大家都定咗係度，你眼望我眼。正常嘅，兩個月前差啲郁手
咁濟，啱啱先掉淡咗少少，突然再提番起又唔知會唔會再世界大戰。 

「算喇，我又係太小氣嘅。」小夫自己都呆一呆，隔咗幾秒先有反應。 
「喂，你兩個搞乜鬼呀，明明慶祝緊贏波，係度講呢啲。」威廉作勢推一推比利，用個輕佻嘅語調打
完場，但係大家都突然唔知比咩反應好。 
「喂，係囉。兩個死基佬。」我都乘機抽一抽佢兩個水。 
「喂！」「喂！係囉！No gay is allowed！」「喂！小夫！喂！比利！咁樣唔得喎！」
一班痴線佬就咁無段段係個男更起哄，喂嚟喂去！

其實中學果陣嘅友誼真係好簡單。可能會因為一齊爭個唔知鍾唔鍾意你嘅女仔而面阻阻。但係過咗一
排，只係一場波、一兩句好簡單嘅說話或者係因為大家善忘唔記得咗件事，就可以做番兄弟，好似以
前咁一齊癲癲喪喪。



21. 聖誕聯歡會大作戰

最終我哋OSC都係分組賽出局，一勝一負三分，三隊排第二，無緣準決賽。不過，係人都知我哋嘅
目的唔係出線，所以贏到喱一場重要勝仗就已經夠。第一個計劃成功咗，第二個行動就要開始plan
。Christmas Party係下個星期舉行，我哋一邊慶祝贏波，一邊開始係度諗啲games嘅細節。 
「Yeah！」又係我哋指定動作，凍檸茶乾杯。 
「今場真係爽，尤其係文仔，你果幾嘢串到教畜一棟都冇，真係大快人心呀！」我哋嘅領隊威廉仲h
yper過我哋。 
「喂！仲有下個星期呀，我哋喱個聖誕賤人報復大行動仲未完咖！」阿毛個奸樣又出晒嚟。 
「係係係！咁我哋諗下有咩game喇！」威廉即刻擺番個正經樣出嚟。 

「game喇喎，我一早度好咗幾個。第一個就係智障恐龍。所謂智障恐龍就梗係好似隻恐龍咁喇。每
個人手同腳嘅關節位要夾住支飲管，然之後行去指定地點做mission，至於做咩mission喇喎，到時
大家就知。」力仔用一個陰森恐怖tone講出嚟，搞到我都有啲寒寒地。

「至於第二個，就係踩死你大戰。照字面嚟講睇，好明顯就係鬥踩喇。每個人每邊腳踭位就綁一個氣
波，然之後個task就係分兩組踩爆晒對面組啲氣球就贏喇。睇你哋個衰樣，啱啱場波梗係未踢夠腳未
批夠踭喇，阿風你同菲gay
cher有咩仇口。喱個回合就各位自便喇。」嘩，真係睇唔出你條友深不可測，以後真係唔好得罪你
。

「最後一個，梗係要玩番啲平凡啲喇，開口中變奏版，冇乜特別大家都識，不過唔會玩擲cream。就
係咁多！多謝大家！」其實力仔唔聲唔聲都幾多橋吓，如果佢拍埋威廉一齊hold
game，應該可以搞到獎門人咁。

決定咗玩咩game之後我哋就分工負責去prep啲game同埋買物資。由於食物一早有班女子組認投咗
，所以我哋男仔可以專心諗個party點樣可以玩大佢。我同河童仲有比利負責第一個game，去買飲
管喇設計啲task喇仲有整啲紙波。阿風同埋聰哥負責去整好晒第二個game啲氣球。小夫同阿毛就負
責整好啲開口中嘅紙版同其他啲decoration。 

我︰「喂，你兩個咩都唔洗做嘅？」 
威廉︰「我哋兩個負責主持，帶你班傻的嗎玩game咁辛苦仲要我prep呀？！」 
力仔︰「我哋兩個梗係扮演一啲重要角色喇！」 

就咁樣，我哋第二個聖誕賤人報復大行動第二回就咁就計劃，一切只等一個星期後Christmas
Party嘅來臨。



22. 聖誕賤人報復大行動 (一)

喱一個星期唔洗踢波，終於可以輕鬆返少少，唔洗日日好似職業球員咁操，只不過我哋嘅補習後活動
變咗準備Christmas Party啲嘢，點都算係輕鬆好多。始於都係人生最後一次嘅中學Christmas
Party，我哋都想玩得開心啲，所以啲道具呀所有細節都搞得特別好。但係有樣嘢一直都係個迷，就
係到底威廉同力仔會玩啲咩嘢。我哋八條友都覺得喱個Party係冇咁尋常。  

Christmas Party
果朝我哋八個庶務組都好早就返咗嚟，見到大家著住好醒神粉紅色印咗自己名嘅班Tee，覺得喱個畫
面好靚。大家真係好似已經融為一體咁。 
「喂，佢兩個衰仔仲未返嚟呀。」我見威廉同力仔仲未蒲頭就問。 
「唔見佢兩個呀！」全世界都係度諗到底佢兩條蛋散去咗邊。 
「Hey，everybody！Merry Christmas！」喱個時候威廉同力仔企咗係門口。 
「屌你！死咗去邊呀！」阿風一朝就係度發火。 
「我哋兩個重要嘅主持當然係壓軸出場喇。」力仔喱一刻已經當咗自己係森美。 
「喂，你果袋係咩嚟？」我見到力仔攞住個黑色垃圾袋。 
「聖誕禮物。」力仔好確定咁答我。 
「咁大袋，一人一盒condom呀。」始終我哋個溝通方式都係要串SevenSeven。 
「整嘢喇，淫喱！」威廉唔等我講完就推我去做嘢。

我哋十個猛男用半個鐘就set好個場，啲人七點九開始陸續返到嚟。成個場八點鐘已經ready開始可
以開party。不過，可惜唔可以即刻開，因為我哋係耶教學校，大家都知道通常係要搞個成個幾兩個
鐘嘅service，係度唱埋啲耶歌，睇個年年一樣嘅三博士獻禮嘅話劇。成個rundown咁多年都冇變，
作為中六嘅我哋已經悶到想擲雞蛋。 

經過咗一小時四十五分鐘十九秒傻的嗎無聊嘅 Christmas
Service，終於可以跑返上去班房開Party。今年個Party由於有法蘭西斯姐領導各位高質女同學負責
食物，終於唔洗再食 Pizzahut、Pizzabox、Phd
嘅聖誕到會，真係謝天謝地，有返啲廚神級水準嘅嘢食。 
「Francis姐，你畢業之後去開餐廳喇，你哋幾個夾埋一齊開，間嘢就叫……唔！」 
「港女飯堂！」對唔住，我把口不嬲都唔收。 
「Hi Hi喇你！」成班女衝著我而來，真係嚇親。 
「嗱，食得七七八八喇，開始玩game喇！咁我哋依家分五組先喇！」當然喇，分組果陣力仔做咗手
腳嘅。結果我哋十一個男仔分散咗做三組，同整嘢食班高質女一齊，至於教畜當然係菲gay
chur一組喇，威廉再送多個毒女蘭西比佢。 

分咗組之後，我哋已經係度交頭接耳，對教畜果隊虎視眈眈。只要一開始，我哋十個戲子就會action
...... 



23. 聖誕賤人報復大行動 (二)

「第一個game熱吓身先喇，我哋玩個開口中！好簡單每組take
turn出嚟叫個數字，頭兩round叫中咗罰一個，之後兩round罰全部。罰咩到時就抽卡。」係同一時
候，力仔係個黑色垃圾袋攞出一疊卡。

「Are you ready？GO！」

第一round係我輸，好在抽到只係跳啲智障阿婆體操。其實喱啲所謂大懲罰都唔係啲咩好甘嘅嘢，所
以大家都鬆咗一口氣。第二round阿風果組輸咗，都只係比人畫花咗塊面，之後再食重量級WASABI
夾心餅塊。 
「好喇，之後就係成group罰喇大家！懲罰會重好多。」威廉配合一個奸笑樣提醒大家。 
「49！」「1至49！」「36！」「36至49！」「40！」「36至40！」第三round輪咗一次都唔夠就
嚟料。 
「38！」Hi 你個死比利，真係玩嘢，叫中間位。 
「38至40！」「嘩！」頂，點解又係我哋個組！ 
「唔洗叫喇！抽大懲罰！」最後我哋抽到出走廊大聲對住playground唱校歌。 
「………….(校歌)」因為我哋唱得好滑稽，所以全世界都走出嚟望我哋，連啲低form都走咗出落playg
round睇。 
「你睇吓個楊世文，個樣成個低b仔，哈哈哈      。」教畜同菲gay chur梗係借機大力恥笑我。 
「喱吓真係Seven出form 6。」唱完我細細聲同隔離女同學講。 
「好喇，最後一round喇！！！」 

「99！」「Hi！」我第一round即刻頹叫，所以比全班hur。 
「50！」「50至99！」「68！」「50至68！」「60！」「60至68！」「63！」「60至63！」「W
orho」最後一round都玩咁大。 
「Hi！又要我哋組守尾門。」我望到之後頹咗咁講。 
「六十……二。」法蘭西斯好緊張咁講。「……」全場dead咗成分鐘，力仔又唔報數。 

「60至62！」力仔報完之後，全場望住教畜、菲gay chur同蘭西。 
「Yeah！」半分鐘之後，大家一齊歡呼。你班仆街洗唔洗做到咁明顯。
「好喇，Cherry出嚟抽大懲罰！」威廉喱個時候攞返疊卡出嚟，洗咗一洗牌。 
全場靜咗，睇住Cherry抽咗張牌出嚟交比威廉。 
威廉慢慢反轉張牌…… 
「Ladies and Gentlemen，The punishment is ……」



24. 聖誕賤人報復大行動 (三)

「Ladies and Gentlemen，The punishment is
……」威廉將張牌反轉，不過佢都唔知講咩，因為張卡上面啲字太密。所以佢放咗上實物投影器度俾
大家睇。
 

「抽此卡者，請到操場中心，戴上大會準備嘅面具唱完以下這歌，唱完後捧著面具由一樓到七樓巡遊
一遍。」其實力仔諗出嚟果啲懲罰都冇嚟新意，除咗唱歌之外，都係唱歌。
「喂，你條死仔，有冇啲新意架，又係當眾唱歌！」我哋成班跟住教畜佢哋落playground果陣，我
突登墮後同力仔密密斟。
「算把喇你，如果唔係我，唱嘅就係你哋果組喇柒頭，都唔知你哋點解可以4 round中3
round！本身個number係62咖，我臨尾轉咗咋。」力仔用幾乎細聲到聽唔到嘅聲音同我講。
「你個衰仔，唔該晒你啵。咁個懲罰……」我奸笑住咁同佢講，順便打咗佢一吓。
「你哋果疊同佢果疊係唔同咖，我特別mark咗記號，佢果組抽果時我移形換影咗。」睇唔出力仔喱
條友都幾奸吓。
「不過如果你自己都搞亂，我哋就GG。」喱一刻我終於都feel到當球證、旁證、足協、足總、叔父
全部都係自己人，你就真係做咩都得。
 

由於有好戲睇嘅關係，我哋用咗9秒9就落到去。
「Are you ready，guys？」威廉一副等睇戲樣大聲咁問，基本人全間學校唔係聾嘅都會聽到。
「喂，一陣記得攞相機出嚟影！」威廉細細聲咁提我。跟住就行去幫教畜同菲gay chur戴埋面具。
「one…two…three…go！」
「我係個狗公(cheap精)，矮毒柒(肥毒柒)呀。我係個狗公(cheap精)，矮毒柒(肥毒柒)呀。
這是狗呀這是公，這是肥呀這是柒。
籮底橙！死教畜！彈開呀！」真心喱首歌一啲都唔啱音，聽力差啲都唔知佢唱咩。
「哈哈哈哈哈啪啪啪啪啪」全校各層傳出轟烈嘅笑聲。雖則喱首歌填詞嘅水準簡直係垃圾級，但係多
得力仔創意搭夠，教畜戴住個伸住脷嘅狗頭面具，四個女仔就係個肥婆如花樣。再加埋視聽結合，每
句都有指定動作，啲動作鬼死咁滑稽，真係笑爆全場。搞到我一路笑一路拍片，條片拍到好似九級大
地震咁。
 

「喂屌你哋咩咁玩！」菲gay
cher一除番個面具之後好似有啲嬲，覺得我哋玩得好過份。「喂，仆街楊世文，影乜9相呀你！」Ga
brielle一見到我揸即刻指住我嚟鬧。
「唔影得咩，Party唔影相唔通打乒乓波呀！」我完全無視佢投訴，當自己影緊潑婦罵街咁。
「你哋喱啲唔係叫玩遊戲，叫做擺到明侮辱！」Cherry紅都面晒咁指住我鬧。
「文仔佢哋頭先都係咁唱歌喇，你喱啲叫做擺明唔玩得。」阿風即刻加把口埋黎。
「如果重口味少少就發嬲，咁不如去隔離公園搖馬仔玩搖搖板喇！」喱個時候連一姐都出埋聲，睇嚟
班女仔都唔多gur 果三寶。



25. 聖誕賤人報復大行動 (四)

菲gay
cher見到連班女仔都出埋聲插佢哋，唯有死死氣捧番住個面具向著樓梯行過去，準備面具Catwalk
show。
「大懲罰第二round，有請五位捧住個面具巡遊學校一周。」威廉用一個驚死全校聽唔到嘅聲音向所
有人宣佈。
「WoW！」全校響起熱烈嘅歡呼聲。講真，經過喱個世界級殘酷大懲罰，我肯定全校今年淨底嘅時
間都會認得佢哋。係佢哋巡遊嘅同時，我攞住部相機全程跟拍，務求可以捕捉到最美一剎，成個真人
show攝影師咁。
 

「啪！」一返到課室，菲gay
cher即刻一手擲咗個面具落地，嬲爆爆咁走去我哋面前。「屌你班仆街仔，你玩乜撚嘢呀，針9我呀
？頭先果3round 全部都係啲簡單嘢，最後1 round就整單大嘅。」
「你冇撚病呀！話咗係抽嘅，卡又係你自己隻手攞，你依家賴邊個呀！」力仔對住喱班無情取鬧嘅八
婆都忍唔住發火。一手將成疊卡反轉，撻係枱面。「嗱，你自己睇喇，有邊個係hea嘅，你自己時運
高關人撚事。」
「正一仆街仔嚟！」若菲指住力仔嚟鬧！
「你指乜9呀死港女！」「收嗲喇，輸打贏要，頭先文仔唱校歌唔知邊個笑得最大聲呢吓？自己俾人
笑就發火，公主病！」係力仔鬧緊嘅同時，班女仔都睇唔過眼加把咀屌佢哋三個。
「咁你又影相。」佢哋三個開始覺得理虧所以有啲開始亂鬧。
「Party唔影相，唔通上香呀？！」威廉半嘲諷咁應Cherry。
「哈哈哈……」全班無段段比威廉個回應吹漲咗。
 

結果菲gay cher死死氣咁行開，自己坐埋一角西面。而我哋成班人就圍埋一齊睇啱啱段片。
「嘩，喱吓真係笑死我，你點諗喱個動作出嚟。」睇到佢哋一路唱歌一路膠跳果度，大家都笑到碌地
。
「喱段真係好抵死。」小夫嘅笑點比教低，同埋一笑就停唔到。
「喂，放上聯盟喇，威廉你惡搞吓放上去。」比行一路笑一路講，其實佢喱個idea真係幾狗。同一
時候，菲gay cher佢哋睥到我哋實一實。
「喂喂喂，改喱個位。」「唔係，改喱度。」「你夠膽就放去公海。」我哋你一言我一語咁討論點惡
搞。
「喂，唔係咁啦，尊重吓人，Del咗佢啦！」喱個時刻出嚟做和事佬嘅，相信係人都知邊個。當然就
係大口仔啦，又係時候比佢扮有風度，扮正義使者。
「你都痴線！」威廉一副睬你都廢西事嘅樣應大口仔。



26. 2011最終章

Plan咗差唔多一星期嘅聖誕賤人報復大行動，就係因為果三隻嘢無段段M到發晒爛渣，所以就被迫腰
斬咗。不過，最後果party咁搞法，都真係幾有「特色」嘅，都幾難忘呀玩到咁大。淨低果半個鐘基
本上就係抽獎同埋自己圍內吹水。
「喂，你兩個到底之後果兩隻game玩落去會有咩surprise出嚟？」我好奇咁問力仔同威廉。
「踩波果個就冇咩特別嘅，純粹係比你哋趁機發洩，總之你哋點粗暴法，都唔會阻止。不過照情況嚟
睇，如果玩喱個，應該班房都反轉。」頂，其實我最期待就係踩波果個，反而咁就冇咗。「仲有囉，
狗公啲汽球會加咗料囉！」所謂嘅料只不過係水咁大把。
「至於智障恐龍*果個係純粹想佢哋出醜姐，你四個關節位夾飲管，個post已經夠滑稽。我仲安排埋
啲咩扮狗叫呀，搵口咬啲嘢返嚟呀，呢啲咁嘅mission之嗎。至於女仔就叫佢哋騎住對方做mission
啲囉。」威廉講返個plan出嚟之後，我都慶賀冇執行到喱個game，真係唔係人玩。
「咁至於大懲罰，頭先你哋係啲卡度見到晒喇！」講玩到盡，今次力仔同威廉真係幾到肉。
「嘩，你兩條友都幾激喎！」「不過，我相信冇人會估到根本成個Christmas
party嘅結果一早比我哋控制咗。」我哋幾個都覺得喱次係玩得幾爽。
 

Christmas Party之後就係聖誕假，Form
6基本人假期有同冇係冇分別的，因為都係溫書、讀書同刨書。成個假期，我哋十條友日日約咁早去
柴灣自修室「溫書」，因為考評局話有份Practice
Paper，學校話當係Mock咁考多次，所以點都要準備一吓，有番啲作戰心態。可惜，十條友去自修
室，你懂的！結果係，放低嘢就出去食一個鐘早餐，返嚟又補一補眠；十二點食lunch，返嚟又小睡
片刻；四點半食下午茶，七點半食晚飯。Total八點坐到十點，有冇溫到四個鐘都成問題。
 

除夕果日，我哋決定比自己休息一日，成班人走出去玩，再去直落倒數。果日成個下奏就係十條友一
齊屈係Neway度亂叫亂唱咗五、六個鐘。其實唱得多，真係開始唔知點解要比幾廿蚊唱K，明明自己
係屋企都可以開youtube唱。不過冇所謂喇，成班癲佬搵地方hea，唔去Neway去維園咩。唱到十點
零，我哋就埋單搭車去國金倒數。
我哋去到差唔多十一點幾，已經勁多人係碼頭個位。中學六年，今次已經係第三次嚟國金，係幾靚嘅
個煙花，不過睇得多就覺得平平無奇。
「咁就到2012！」
「第三次喇，哈哈！」我已經係第三年同小夫一齊倒數。「果陣仲係中四，估唔到咁快就中學畢業。
」
「下年grad咗之後10條友睇一齊睇，唔知會有咩感覺。」諗到下年大家可能各散東西都有啲sad。
「喂，就嚟夠鐘喇，你哋咪再係度感性喇！」威廉站亂歌柄個能力真係好強。
「10…9…8…7…6…5…4…3…2…1…PANG！」國金個外牆顯示咗2012四個數字。
「Happy New Year！」我哋十條友好無聊哋逐個逐個互相講。
「希望喱一年會平平安安咁渡過喇！」喱一刻，我突然有啲感概。
「希望喇！」威廉搭住我膊頭講。



27. 2012起始

「喂，衰仔，咁早嘅！」良廉一返到嚟就走過嚟打我。今日係2012嘅第一個上課日，原本今日應該
係上堂嘅，但係因為考評局整咗份Practice
Paper出嚟，所以學校比我哋都Mock咁考，等我哋可以早啲有作戰氣氛。不過，第一日就甘過甘大
支，由九點直踩到四點，卷一考到卷五。
 

「嘩屌，攰到呢！」考咗成7個鐘，終於可以同班蛋散食tea放鬆。
「你哋識唔識做呀？」比利一路食住佢個廈門炒米一路問。
「屌，作文都唔知乜Q嘢嚟！尤其係最後果條呀，係咪想我哋作套星球大戰出嚟！」阿風啲脾氣唔知
幾時先可以收下。
「冇人叫你作第3條架嗎，上面有兩條正正路路你唔作！」力仔串人從來唔洗比面你。
「屌，listening先難呀！第一版就整兩三條長答，聽都聽唔切就飛咗去後面！YYLam啲skills根本都
用唔返！綜合就好好多，啲原因加入法、結果加入法幾好用。」Listening一向係我弱項，咁多年合
格都唔知有冇5次。DSE根本係傻的嗎，叫你聽聲聽條友講啲虛無飄渺嘅嘢，問你到底實際上佢係想
講咩，都痴膠線。
「你仲記唔記得佢個傻的嗎結合文本現實論？你寫咗幾多字？」河童同我一齊補YYLam，所以講起
啲skills好啱channel。
「我寫咗四版半左右囉！」「我應該千九二千左右。」「屌你痴線架！我都係千五左右炸。」一講起
綜合，基本上都會係講寫咗幾多字。我哋成班文科人，所以綜合9寫幾被根本唔係咩問題。
「喂喂，係喎，閱讀卷果條不必追到底係講咩咖？我唔係好睇得明。」比利基本上係我哋咁多個之中
最快進入咗緊張狀態。
「呀喱個我知，一篇係解要努力維繫父母同子女間嘅關係，一篇係解唔需要成日將仔女留係身邊保護
，比佢哋自己出去見識！應該係咁。」其實根本冇人知到底篇文係咪真係咁講，閱讀卷只係估考評局
出卷果個諗咩。
唔知係咪去到公開考試果年個個都係咁，原本食飯吹水嘅話題係亂嗡一通，一去到喱一年就變咗講補
習講溫書講考試，真係人都癲。去到中六喱一年，「溫書喇！」「入大學呀！」喱啲說話比粗口更難
聽。
 

第二日都係萬里長征，變咗英文科嘅Reading、Writing同Listening，都係九點考到四點。都唔知係
咪學校冇房定冇時間，由Form
4開始就中英文要一日考晒說話卷以外嘅所有Paper。你要明白當你上午考完兩份大卷，下午飯氣攻
心果陣仲要聽住首考評局HKCEE HKALE HKDSE御用金曲(姐係Greensleeves)果陣，真係會瞓著。
好在今日係考英文，對住我哋喱啲讀英中嘅，份Practice Paper根本就係a piece of cake，冇難度。
「Listen，there is an announcement！」當我哋諗住執嘢去食tea果陣，無段段比Ms.
Chung叫停。「Sai Man Yeung, Billy Tam and Eric Wong, please go to the General Offi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your mock test!」
「喂，又有咩搞？」我哋三個好疑惑到底係發生咩事。



28. 你又嚟搞我？ (一)

行到落去，我見到小夫同阿毛都係General Office門口，佢哋見到我哋都有啲驚奇。
「喂，你哋做咩？」我哋一見到面就幾乎係同步咁問對方。
「喂，你哋幾條蛋散都係度嘅。」威廉，河童同埋聰哥仲有阿風。
「唔係你哋又比人叫落嚟呀嗎？」我哋知道咗大家都係比秘密announcement叫落嚟之後，我哋果
樣就越嚟越疑惑。
「喂，你班人企好啲喇，散收收！咁嘈做乜勁呀，收聲啦！」General
Office條黑面神死書記無段段係個窗口伸個頭出嚟。
「係有人叫我哋落嚟，到底係邊個呀，快啲喇，唔好阻住老子去溫書。」可能你會好奇怪點解威廉可
以串到咁同書記講嘢。其實當你已經係Form
6，你就已經會無視學校階級嘅員工，當咗自己係最大。喱條仆街書記，平時就對我哋串柒柒，對校
長就擦晒鞋，我哋都唔多gur佢。
「你個衰仔仲講嘢，企好啲喇！」個黑面神當咗自己係訓導咁指住我哋嚟鬧。
 
鬧完我哋之後，黑面神就轉身走咗入去校長房，我好似聽到有幾條友係入面講緊嘢。黑面神入咗去勁
耐都唔出嚟，我哋開始等得唔耐煩。
「叮叮叮叮叮……」威廉係咁玩個枚務處個鐘，叫人出嚟應我哋。
「唔好再玩個鐘呀！」黑面神係校長房出返嚟，瞪大隻眼mak大個口咁鬧我哋。
「依家點呀，唔好浪費我時間！」唔講以為威廉係家長，個氣勢完全唔輸黑面神咁駁返佢。
「你哋同我企好啲，要見你果個未返，一字排開企係度等。」
「On9，浪費我時間！總之你同果條友講，再唔返嚟，15分鐘後，我哋就會走唔好浪費我哋Form
6同學嘅時間！」
 
15分鐘過後，校務處都係冇乜動靜，黑面神都淨係做自己嘢。
「好，15分鐘，我哋走人！」威廉喱吓好明顯係大聲到講入去比黑面神。
「喂，你哋去邊呀？」「走人囉，講咗15分鐘冇反應我哋就撇！依家……」
「Hey, Stay here！Who ask you to leave now？Have you ever recognized your fault when you
are standing
here？」係威廉講緊嘢嘅同時，有把沙沙地尖尖地嘅天外之音講嘢。冇錯，就係個死人校長「盧毛
」。
「No fault, so no stand。」聽到威廉啲goodest English，我差啲笑咗出嚟。
「You all, come to my office with your parents tomorrow morning at
7:30！」屌，又做乜搞老豆老母呀。
「Mother and Father, not here, can’t come！」到底威廉啲英文可以差成點。
「你冇老豆老母咖？！」盧毛突然之間用廣東話鬧。
「Anyway, tomorrow 7:30am, come here with your parents or relatives
punctually！」一講完，盧毛就拎轉身走人。



29. 你又嚟搞我？ (二)

返到屋企，我哋開咗facebook inbox一齊傾吓聽日嘅對策。

Billy Tam︰「喂，點呀，真係要同老母講呀？」
Eric Wong︰「都唔知發生咩事，梗係唔好理住喇。」
Sai Man Yeung︰「頂，我哋唔帶，佢哋都奈我哋唔何！」
Billy Tam︰「但係會唔會小事化大呀？」
William Cheung︰「嗱，聽我講先！首先，我哋絕對唔好搞到老豆老母住，佢哋嚟到隨時搞到件事
更難搞。依家我哋都唔知條友比咩罪我哋，帶咗老豆老母嚟就姐係認咗一半罪先。總之，我哋試吓自
己拆吓先，最起碼都要知我哋做過咩先。1on1 PK起碼我哋都有位講嘢先。所以，絕對唔可以叫老母
。」
Sai Man Yeung、Fung Yu、FatChung Mak︰「真係唔洗搵老母住？」
Eric Wong︰「叫咗唔好就唔好喇！你驚就自己帶，但係唔好累全家」

其實係喱個moment，大家都有啲驚，因為嚟緊三個月對DSE考生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時間，如果
有咩事，對我哋備戰都會有好大影響。

Ka Tung Ho︰「唔好驚喇！如果佢搞啲咩嘢，最多咪又出學校嘅剋星囉。學校未必會驚學生同家長
，但係有幾樣嘢一定會怕。」

中五果年，河童曾經比學校用一個「於社交網站發佈不當照片」嘅罪名停課，果陣聽講係話有家長係
FB見到一張佢同一個女仔嘅親密合照。無段段上堂的落去比人照肺，跟住仲停埋課，但係一個禮拜
就上返嚟。

William Cheung︰「總之我哋對付喱啲強權就要比佢更強硬。」
Eric Wong︰「就咁，我哋聽日約埋一齊返去，唔好帶老豆老母，十條友點都有氣勢過佢。總之，唔
可以輸人亦唔可以輸陣！！！！！」

最終，我哋決定對於喱次不明不白嘅懲罰行動採取一個不合作態度。你唔交代，我係唔會同你合作，
確保自己唔會比人壓住嚟打。我哋仲約咗第二朝七點半一齊食埋個早餐，一齊返學，踏上戰場。

 
其實成晚我都唔係好瞓得著，因為我都唔知道今次行動會有啲咩後果，一路係度諗到底聽日會係點。
所以，我一朝早就醒咗，換好衫就出發去商場麥記會合大家。喱餐早餐大家完全冇好似以前咁bilibal
a係咁講野，反而係好靜咁食完。
「大家食完喇嗎？咁我哋出發喇喎！」威廉見大家食完，就發號施令叫大家出發。其實好多時，我哋
十個男仔都係威廉帶住。

 
一行到學校門口就已經見到訓導龜sir企係度，木口木面咁望住我哋。我哋十個昂起頭咁行入去，擺
到明就係一個唔怕佢嘅樣。
「Hey，you guys are late！」龜sir講咩基本上都係monotone加冇表情。」
「 」威廉好似個領袖咁企前幫我哋回應。賣鑊廚騷時笛熱時鬧些憤佛扶涕奶，洛喱！



「You have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principal, Mrs. Lo！Come with me to, the
Principal’s Room。」
我哋一路吹住水，一路跟佢行。唔講仲以為我哋約咗佢去食lunch。



30. 你又嚟搞我？ (三)

「Hey，I said come here at 730am with your
parents！」我哋一入嚟，盧毛就西住面鬧我哋。龜sir都留咗係度，間房入面仲有阿死教畜。
 
「你唔講清楚發生啲喵事，我哋唔會叫家長嚟。未審先訂罪呀！」威廉企係中間插住袋講嘢，就好似
我哋大佬咁。
 
「你自己做過啲咩事，你自己最清楚。」「你依家即刻同我係部電腦度開你個facebook。」我哋聽
到都有啲呆咗，無段段做咩要我哋開facebook。
 
「果啲係我哋嘅社交私隱，你校長都冇權干涉。」喱一刻威廉同力仔就好似我哋嘅代表律師咁。
 
「依家有老師發現你哋係facebook度網絡欺凌，發佈一啲損害他人嘅照片同影片。」我哋都你眼望
我眼，到底點解會有人知。喱一刻我哋都開始對對方有啲懷疑，到底邊個係25仔。我哋個group係s
ecret，除咗我哋11個，冇人會知。
 
「一個老師，咁係邊個？你叫佢出嚟對一對質，一條友講嘅嘢就係全部？」威廉係我哋仲呆緊果陣，
已經反擊返盧毛。
 
「我唔會話你知，總之佢講嘅係事實就得。你話證據唔夠呀嗎？你開你facebook咪就係證據囉。」
對住啲獨裁者，真係佢想點就點。佢可以連人哋舉報啲咩都唔比你知就，迫你認罪。基本上盧毛就當
咗自己係超然於所有野，即刻立法即刻司法都得。
 
「你冇野呀，曉唔曉咩係法治呀！係香港，你要入我罪都要提供足夠理據喇，唔係我去prove自己冇
罪呀！仲有呀，你連個證人都唔比我哋知，何來公平審訊呀！再者facebook做咩都係言論自由同私
隱，係受保障咖。我哋依家過咗十八歲，就唔到你哋管。」有時拋一拋書包真係會嚇到吓人。作為通
識全級三甲嘅我當然要拋下些小法治concept出嚟，嚇一嚇盧毛。係同一時間，佢哋個個眼都大埋咁
望住我，眼神流露出一絲驚訝，似係唔信我會咁大膽。
 
「依家喱度係學校，我係最大！任何懲處程序我都可以做最終決定！」「喱條入唔到你唔緊要，你之
前Christmas
Party侮辱校歌仲有老師同埋欺凌同學。喱啲都足夠罰你停課。」我的媽呀，原來hea唱校歌叩不專
重學校，玩game大懲罰叫欺凌同學。
 
「咁都得？玩game大懲罰你情我願，唱校歌把聲hea少少就叩唔尊重，咁你都唔專重我喇！」連阿
風都忍唔住爆出嚟。
 
「嗱，今次係你自己認喇。我話知你哋purpose係咁，總之係我個尺度，就係唔啱。Mr. Li，Mr.
Cheung，點罰好！」你老味呀，根本就係被係莫須有，簡直係「被 欺凌同學」同「被
侮辱學校」。
 
「我認為可以罰佢哋停課。」龜sir啲懲罰十年如一日。「冇錯，周埋我認為佢哋今次嘅錯比較嚴重
，要罰重啲，首先唔可以再比佢哋坐停課室咁自由，應該罰佢哋係hall門口一字排開咁企。同埋時間
要長啲，例如個半月咁。」你條仆街真係教識我咩叫落井下石，助紂為虐。
 



「但係……」「OK，就咁樣喇！」係龜sir諗住發言果陣，盧毛就已經say咗yes。
 
「喂，你咁姐係體罰姐？」我哋10個都好不滿咁向盧毛抗議。
 
「係又點呀，咁多條罪？加加埋埋差唔多喇！」我哋本來諗住繼續駁，但係威廉就示意叫我哋收一收
先。
 
於是，我哋10條友就收咗聲。係行出來嘅時候，我見到威廉插住袋，好似若有所思咁，但係同時流
露嘅小小令我有啲心寒嘅笑容。



31. 你又嚟搞我？ (四)

我哋十個就好似個守衛咁企咗係個禮堂出面，啲老師經過都會用一個好好奇嘅眼光望住我哋。我哋十
條友捧住本書企係度，好似成個和尚誦經修仔咁。
 
比利︰「喂！頭先做乜唔拗落去呀，我哋仲佔緊上風呀！」
力仔︰「你冇野呀，咁都叫上風！隨時越講越出事呀！」
比利︰「我哋依家咁搞法，隨時影響咗自己呀！Practice
Paper又冇得考，Mock又可能唔比我哋考。同埋我哋咁樣點溫書呀？！」
 
比利講嘅嘢，其實都係我哋咁多個嘅擔心。但係聽到威廉話佢搞得掂，我哋就好似班細嘅係後面聽指
令咁，所以咩都唔做。
 
威廉︰「你就唔洗咁慌住，到適當嘅時機我就會一鑊翹起佢。總之喱段短時間內，我哋就受一受苦先
。你想坐返低做自己嘢姐，喱個問題就簡單喇！」
河童︰「就喇，Practice Paper
我哋可以上EAA網down嚟做，佢個mock你覺得有參考價值咩。至於溫書，你企偽度溫咪仲精神。
」
 
我哋幾個好盡力咁去安撫比利個情緒，因為我哋都知道今次反抗，我哋要成功十個人就一定要團結。
 
 
企到腳都軟埋終於到lunch time。喱個時候大口仔都落咗嚟搵我哋。
大口仔︰「喂，成朝唔見係哋嘅？去咗邊呀？」
我︰「咪無段段比人莫須有咁罰囉！」
大口仔︰「叫咗你哋唔好玩咁盡咖喇！」
比利︰「你要嚟攞景就可以走咖喇，冇人有興趣聽你廢嗡！」
大口仔︰「唔係呀，其實我收到啲風係一姐講嘅，盲係話你哋喱單嘢係若菲、gabrielle同Cherry夾
手夾腳搞出嚟，一姐仲話聽到佢哋講要咩你哋大鑊，夾埋張sir投訴你哋行為不當。」
我︰「但係佢哋無理由都知道我哋個secret
group同埋入面啲內容咖！」其實我哋由始至終懷疑嘅位都係邊個洩密。
大口仔︰「喱個我就唔清楚咁多喇！嗱，喱度係今日派啲Practice
Paper，幫你哋hold起咗份。」大口仔遞咗十份橙色cover嘅試卷比我哋。喱一刻，我都有啲滾動，
雖然我哋成日排斥佢，但係係我哋落難果陣依然仲幫我哋。
大口仔︰「去食lunch先喇，吹風吹咗成朝。我試吓幫你哋收多啲風返嚟。」
力仔︰「真係thank you你！」力仔合十雙手當佢係恩人咁拜。



32. 你又嚟搞我？ (五)

一路食lunch大口仔就一路同我哋講返佢聽到啲咩返嚟。原來成件事就係三條女搞出嚟，係校長身上
果啲所謂證據就應該係佢三個啲篇面之詞，再加埋教畜係背面撐腰，所以盧毛就完全信晒佢哋口供。
同埋教畜係盧毛面前加鹽加醋，令到成件事更加被誇大。不過，有大口仔喱個無間道，起碼我哋都多
一樣揸拿。 
食完飯之後，由於我哋要企到四點，所以同大口仔分頭走。我哋一返到去，就見到盧毛、龜sir同教
畜成個看更咁企響度。 

教畜︰「邊個叫你哋去食飯咖！」估唔到係教畜係度扮大佬。 

力仔︰「夠鐘咪去食飯囉12點！校規有寫！」對於教畜，我哋個態度亦唔需要好好。 

教畜︰「依家罰你果個都未放你，你做咩自把自為呀！」 

威廉︰「咁你又係邊個呀，喱度你最細喎，你收Stop
la喇！」威廉手指指咁對住佢講數，真係有幾分似大佬講數。 

盧毛︰「Shut up！I haven’t ask you to leave！」見條o靚比人大返轉頭，盧毛都要親自出馬。 

威廉︰「跌時賣威！熱時喼分敗史菇畫嬌喱唇！」

盧毛︰「You don’t have any right at this moment since you are under punishment！」 

盧毛講完之後，我哋都預期威廉會繼續駁落去，但係佢竟然收咗聲。

其實企係禮堂門口都幾係嘢，天寒地凍企係度基本上係食風咁濟。話就話咁係好提神，但係我哋已經
凍到腦都僵埋。 

「佢哋就係罰你哋企係喱度呀？」「你哋坐低休息下先！」企到三點幾果陣，有個男人衝咗上嚟一樓
。佢同我哋講完嘢之後，就走咗去校務處叮鐘話要搵校長。佢個樣勁有殺氣，問我哋嘢果陣都比佢嚇
一嚇親。

阿風︰「喂，威廉喱個就係你個秘密武器喇？」我哋九個人同時望住威廉，等佢嘅回覆。 

威廉︰「今次我都唔知咩事，我唔識喱條友咖！」威廉擺起個咩都唔關佢事嘅樣出嚟。 

小夫︰「哈哈sor，果個係我老豆嚟，我lunch果陣打咗個電話叫佢嚟幫手。放心！絕對冇問題。」 

夫爸︰「你憑咩罰佢哋十個咁樣係度吹風？你依家咁樣係體罰！」係我哋密密斟果陣，盧毛同龜sir
已經行咗出嚟。 

龜sir︰「先生，佢哋犯咗校規，所以要受懲處！」龜sir啲官腔十年都唔會變一變。 

夫爸︰「你同我講得清清楚楚，校規邊個chapter邊個subsection，佢哋又做咗啲咩？」 



小夫︰「我老豆係公務員，講條例嘢好叻！」小夫陰陰咀笑咁同我哋講。 

龜sir︰「佢哋欺凌同學、侮辱老師同學校。」 

夫爸︰「你哋有冇做過？」夫爸拎咗轉面問我哋，眼神依然都係好兇。 

夫爸︰「等等先！就算佢哋做咩都好，企成六七個鐘就係體罰，你係咪想聽日生果頭條見呀？依家有
晒所有evidence你體罰學生！」夫爸未等我哋答佢就拎返過去同龜sir理論。 

龜sir︰「OK，等等先，唔好咁激動住先，本身我哋都想約你同江少夫同學一齊做個面談。不如咁喇
，依家比佢哋坐低先，我哋幾個再慢慢係會議室傾喇！」  龜sir一對住家長，就好似酒樓經理對住啲
客咁，恭恭敬敬驚死得罪咁。
 



33. 你又嚟搞我？ (六)

全靠夫爸，我哋先可以入返去停課室坐，唔洗係禮堂門口吹風。不過我哋最期待嘅係夫爸幫我哋幾個
落一落盧毛面。佢哋傾咗差唔多都有成半個鐘，等到我哋頸都長埋。 

比利︰「夫爸搞唔搞得掂盧毛咖！」 
阿毛︰「夫爸發起火上嚟唔係小嘢咖，小夫同我講。」 
阿風︰「今次就好睇過戲喇。」 

大概九點字左右，小夫行返入嚟停課室。我哋八對眼一齊望住佢，期待緊佢將個好消息帶比我哋。我
哋對視咗幾秒，佢最後同我哋拎一拎頭，姐係代表佢老豆都拆唔掂。 

阿風︰「家長佢都搞得掂，係咪路呀？」 
小夫︰「坐就有得坐嘅，課就要繼續停，因為有條罪佢拗唔甩，which is 最大果條。」 
我︰「我屌，連老豆出埋馬都唔得。」 
威廉︰「話咗咖喇，喱啲係我哋同學校之間嘅爭拗，叫其他人第三方嚟根本幫極有限，始於佢哋係局
外人，唔知實際件事，任學校嗡都得。要拆得掂喱場仗，第一樣係最緊要……就係要我哋做嘅嘢要團
結一致，第二……唔好再有人自把自為！總之要贏就係要靠自己，係最適合嘅時機先好搵人幫手一鑊
翹起佢。」 

其實一直以來，威廉個樣都係成竹在胸咁，但係我哋根本唔知佢到底打算做啲乜，之前駁咀又駁駁下
停咗，依家又唔見進一步行動。 
係同一時候，教畜同盧毛行咗入嚟，對住我哋又奸笑又拎頭。

盧毛︰「唔好以為搵個家長嚟就搞得掂喇，要玩手段我唔差得過你。你哋成日講果句咩球證旁證都係
我嘅人，依家就比你試吓喱句說話嘅真正意思囉！」盧毛就好像個勝利者咁用一個好不屑嘅語氣，講
完轉身就走。
教畜︰「睇嚟你哋就淨係得果啲低B招數嚟玩我，我咪任你high一陣囉。依家睇吓邊個慘啲。依家你
哋咁樣，個Final Exam就唔洗考咖喇，冇考個Final Exam咁我連DSE準考證都唔洗比你。」

小夫等佢哋走咗之後，將係會面室嘅情況講咗比我哋聽。咩社交網站上行為不當因為私隱同埋唔夠e
vidence所以作罷；欺凌同學就因為玩game大懲罰係灰色地帶所以佢屈我哋唔到。之但係侮辱老師
就打唔甩，皆因盧毛同埋教畜一句搭一句唱雙簧，索性玩壟斷發言。 

「張sir同我講佢哋無論係上堂定課後時間態度都十分頑劣。」「冇錯，佢哋會係學校範圍大聲嘲諷
老師，為老師改一啲侮辱性嘅外號；故意上堂唔聽指令，駁咀駁舌；甚至企圖傷害老師，例如批踭。
」「你可以聽到喇，而且我哋有晒班上同學做證人。所以小懲大誡係必須嘅。」「冇錯，Mrs.
Lo」「根據校規，侮辱師長可以記缺點；擾亂課堂秩序可以嚴懲。所以我哋已經罰輕咗，希望唔會
影響太多佢哋考DSE。」「今次我哋絕對希望十個同學可以反省一吓，而且專心準備公開考試。」 

聽完之後，我哋個咀簡直O到大一大。原來一場辯論唔係有道理有evidence果邊贏。只要你有足夠
肺活量，死唔斷氣咁講，你依然可以取得壓倒性嘅勝利。 

阿風︰「喂，咁撚樣都得呀！」阿風個樣想走去殺咗盧毛咁。 
小夫︰「所以我哋除咗一入去果吓，之後根本冇得發聲，任佢講。」 
威廉︰「都話咖喇，佢入到會談室，係佢主場，人多勢眾，佢想點玩都得。而且你老豆又係局外人，



都唔知成件事，好難做到嘢。」 
阿風︰「咁你又有咩橋呀，馬後炮王。我哋全部人睇你頭，你就仲咁淡定。」 
威廉︰「淡定皆因等待最佳時機，下星期一返到嚟包你有嘢睇。」我又見到果個令人心都寒埋嘅笑容
。 
比利︰「姐係仲要停多兩日呀？」 
力仔︰「都唔差在喇，還掂係度溫書好過聽班廢柴老師9up。」



34. 你又嚟搞我？ (七)

「喂喂，integrated
task喱幾個point係邊度搵？」「智障，你飛heading搵到hints之後，再G抄冇朋友咪得囉，你補習
有冇專心聽咖。」「你今鋪仲唔香腸？！咁都執唔到分」
「屌，我bal極都bal唔到呀！」「睇過！頂你個智障都冇加返個accrued
interest，你計到2046喇咁。10% loan 要計返interest入返落Income Statement同Balance
Sheet呀。Frend嘟講過好多次喇！」
「頂我溫極都溫唔入腦呀！」「On9，溫乜柒清朝呀，陳sir話宋明君主集權大熱呀！」
「不如一齊做pastpaper喇！」「做乜呀，HomeE呀？」「Maths喇？操多啲熟啲，做Sample
Paper喇！」「好喎！」「頂，我冇帶呀！」「咁你返印度食香蕉喇！」
 
如果唔講，可能好多人以為喱個場景係發生係一啲精英班嘅班房，一班同學放學之後成個study
group一齊係度溫書。但係唔好意思，此時此刻，個背景係一個停課室，而主角係十個被學校無理停
課嘅時候。即使喱兩日冇皇管，我哋依然好自律咁溫書，冇搞搞震。
 
比著幾個月前，我哋仲係度諗點樣同教畜作對，諗緊點樣hea讀佢果科激撚死佢。幾個月之後，我哋
十個居然係好一致地攞份Maths卷出嚟，擺埋個timer，計住時埋頭苦幹咁做。喱一刻我哋都明白，
即使比你贏咗場口舌之爭，你贏到嘅只有剎那間嘅面子。如果我哋贏到喱個公開考試我哋贏嘅會係我
哋將來，仲令我哋可以真真正正係一班想做死我哋嘅仆街面前抬起頭。依家教畜同盧毛的確要對付，
但係更重要嘅對手係我哋嘅4C3X同埋自己嘅心魔。所以，我哋唔可以只係一心掛住搞對抗。
 
「嗶嗶…….嗶….嗶」「嘩，兩個幾鐘咁快過嘅，仲有成條Section B咪做！」「算喇，你求Level
5，做淨一條矛所謂喇。」「喂，文仔你咁撚唔小心嘅！喱行寫cos 35度，下一行變咗cos
30度，你搞咩？」「sor9！」
 
其實一班人一齊溫書個氣氛真係好好多，起碼有時你提吓我我串吓你，個人真係精神啲。大家互相鼓
勵吓打吓氣，都冇咁易頹。諗返起去到大學之後，通常都係一個人溫書，結果攞起本書睇唔夠兩頁就
頹咗。所以真係會特別懷念一班人好似開論壇咁樣一齊溫書。
 
「喂，河童，你成八十幾分喎！」「嘩神喇！」「喂，請食tea喇！」「你都痴Q線嘅。」做完PastP
aper之後，我哋通常會交換改，鬥高分。
「叮噹。叮擋。頂當。叮噹」「無驚無險，又到四點。」其實喱兩日啲時間過得特別快，溫一科又到
lunch，做多份Paper就放學，啲時間真係仲快過過係課室上堂。
威廉︰「喂喂，大家記住呀，下個星期有好戲睇喇！準時啲返嚟呀！」
我︰「殊……！」我示意叫威廉唔好咁大聲咁興奮，畢竟應該都係唔見得光嘅事。
 
喱個周未，我哋都不停係Facebook
Chatroom撩威廉爆少少比我哋聽，但係次次問到喱個話題佢都用「天機不可洩露」嚟回我哋，搞到
我哋屌聲四起。
 
「渡日月，穿山水，尚在恨那誰……」「屌，邊個咁早呀！」星期一一朝早，我個電話無段段響咗，
我矇住眼聽，都冇睇清楚係邊個。
「喂，起身去廁所喇！」「屌！」電話嘅另一邊係一把好陰森嘅聲音，係邊個？唔洗問喇！
「要睇戲就起身喇！」咪就係個粉腸威廉囉！
 



換好衫之後，我就落地鐵站join埋阿毛同小夫約佢哋一齊返學，一路行一路傾。
「喂，早晨！」「早晨！」
「你估威廉今鋪搞邊科？」「有邊個知呀？佢少少都唔肯講。」
「咁算喇，我哋買定兩包花生。」
「嘩屌，做乜Q事咁多人呀？」我哋個Focus又轉返去阿毛度。
「喂做咩呀，有錢派呀？！」行到學校附近個迴旋處，我哋見到勁多人聚集咗係學校門口，嘈到拆天
。



35. 「你又嚟搞我？」之終章

門口堆滿晒人唔知係度搞乜野，淨係見到阿校工勝叔同傑叔不停咁叫啲人走，叫佢哋唔好係個學校門
口圍住晒，阻住啲學生返學。不過，香港人就係咁，見有人圍埋去，驚蝕底點都會混入去睇吓，結果
就越聚越多人。 

我哋成班學生就企咗係學校門口外面，因為成班人塞住晒，根本都入唔到去。班Form
1仔仲係度大叫︰「今日係咪唔洗返學喇，咁搞法？！」班人塞到連啲老師車都停咗係路中心，入唔
到學校。 

勝叔見唔對路，就走出嚟搵我哋。勝叔一出校門，企係門前面班人就一湧而上，勝叔要夾硬迫先迫到
出嚟。「喂，所有人跟住我行。」勝叔一聲號令，成班學生跟住佢一齊跑，好似成隊軍隊推灘登陸對
面海咁，四十幾五十人直奔學校後門。 

「呼呼呼……」畢竟大家都係尚在中層睡眠狀態，毫無熱身同預備下跑二三百米都幾係嘢。「喂，到
底果班係咩人嚟咖！」「應該係示威者。」「我聽到佢哋話要搵咩校長出嚟喎。」班Form
1好似大鄉里出城咁，一啲大場面都未見過。我哋一返到入學校，就將個步速放慢返十零廿倍，慢慢
上返去停課室。 

行到上一樓果陣，係走廊已經聽到110室好熱鬧，嘈到拆天咁濟。

我︰「喂，你哋嘈乜鬼嘢呀？」我一入到停課室就問頭先笑到全層樓都聽到嘅威廉。 
威廉︰「你過嚟睇吓先喇，有好嘢，包冇跣你！」威廉係咁揮手叫我快啲過去睇。 
阿毛︰「你哋返嚟果陣有冇見到出面門口勁多人呀？痴線咖！」 
阿風︰「你過嚟睇咪知發生咩事囉！」阿風指住威廉手上拎住嘅一份嘢。 
威廉、河童︰「快啲喇！」 

河童遞咗份嘢過嚟比我哋睇，份嘢成個大字標題寫住「教育界黑暗大揭秘
名校校長獨裁統治」，下面仲有個小標題寫住「老師化身網絡警察
體罰恐嚇招招勁辣」。「某一東區名校，學生疑因與校長對立，故此校長連同老師多番使出辣招迫害
。校長的陰招層出不窮，包括無故要求學生重考，長時間停課，恐嚇學生將不會獲發DSE考生證等等
。校長甚至聯同老師「夾口供」自編自導自演……」我捧住份報紙一直讀，覺得啲內容好似有啲奇怪
。 

我︰「喂，你整咖？！今晚放上聯盟開心些牙？」 
威廉︰「傻的嗎，你自己睇清楚先喇？我邊會寫啲咁正經嘅嘢呀？」 
我︰「哦？！」一頭霧水嘅我將份嘢拎轉去另一面。 
我︰「你喱份嘢係假咖嗎？」我反轉之後見到寫住係生果日報，仲要係A1。我到喱一刻都覺得係威
廉即出嚟嘅鬧劇。 
小夫︰「你講真咖，你真係擲咗上去生果日報呀？」威廉點咗一點頭。 
阿毛︰「咁姐係出面嘅係記者？」 
比利︰「梗係喇，名校陰暗面喎，仲唔夠talking point呀？」 
我︰「但係點解…點解？」我一時望吓份報紙，一時望吓威廉。喱一刻我都好疑惑。 
威廉︰「其實係我搵記者，家長未必拆得掂咪搵學校剋星 —
傳媒囉。學校就最驚有醜聞或者搞上教育局。至於我唔出聲，係唔想我哋比人個感覺係壞學生。我要
特登塑造出一個感覺，就係獨裁對天真，咁大眾仲會傾向buy我哋多啲。再加上生果個報導風格又可



以幫我哋exaggerate。」 
河童︰「都係你醒，我上年搵議員都搞咗一排，依家傳媒仲快捷迅速。」 
「Wo！」聽到喱個咁完美嘅plan我哋都係度歡呼，同埋為威廉拍掌。

「嘭！」「你哋依家係度反我呀！」我哋係度慶祝嘅同時，盧毛入咗嚟，大大力一手拍落張老師枱度
，碌大隻眼望住我哋。 
「我哋如實匯報之嗎，好誠實嘅學生。」威廉喱一刻已經成為咗比較強勢果一方。 
「你哋同我一齊落去交代，同我醒醒定定。」齋睇盧毛對眼就知佢想綁架再軟禁再殺埋我哋咁濟。 
「Ok！」我哋呆咗咁望住威廉，明明大好形勢都收火。 

「各位大家好，我係校長Mrs. Morena
Lo。我想同大家交代一下今日係生果日報頭條所報導嘅事件嘅真確性。」我哋跟住盧毛落去學校閘
門口度，配合佢做一場大龍鳳打發啲人。 

「實情係咁嘅……」「你自己做過啲咩事，你自己最清楚 ……
你依家即刻同我係部電腦度開你個Facebook …... 喂，你咁姐係體罰姐？……
係又點呀，咁多條罪？加加埋埋差唔多喇！……」係盧毛講嘢果陣，無段段有把同佢一模一樣嘅聲，
仲有一把好似教畜嘅聲，同一時間係度講嘢。 

我哋周圍望，睇吓邊個係度同盧毛玩疊聲。 

喱個時候，我哋見到威廉，舉起咗一支白色好粗嘅筆，「你哋成日講果句咩球證旁證都係我嘅人，依
家就比你試吓喱句說話嘅真正意思囉！……. 依家你哋咁樣，個Final
Exam就唔洗考咖喇，冇考個Final Exam咁我連DSE準考證都唔洗比你 ……」。 

「咔嚓……咔嚓」係喱個重要時候，啲相機即刻出晒嚟，好明顯出面果班就係各大媒體記者，等食喱
粒花生等咗好耐。教畜同龜sir見到即刻想過去搶支錄音筆，我哋幾個即刻攔住佢，唔比佢掂到威廉
。 

「喂，你兩個做咩呀？」我哋指住教畜同龜sir大大聲咁講，去吸引記者嘅注意。 
「大家都可以聽到喇，喱段錄音係我哋十個見Mrs.
Lo果陣嘅對話。至於段錄音係真係假各位可以自行判斷。但係呢，啱啱兩位老師嘅反應已經講咗答
案比大家知。大家如有需要進一步資料，歡迎聯絡。」喱一刻威廉真係同長毛一樣咁型。不得不讚，
佢喱招引君入甕，迫到盧毛兩個豬一樣嘅隊友露出馬腳。

發表完「勝利宣言」之後，我哋就頭也不回咁行返上班房。



36. 真相大白

「Woooooo……」「好型呀果下！！！」「未來領袖呀！！！」我哋行到班房門口果刻，成班同學
係度拍掌歡呼歡迎我哋。喱一刻個感覺就好似大明星駕到咁樣，成班同學變咗我哋小fans。
 
「你哋今次做得好好呀，一次落晒澤男同埋盧毛面。比掌聲佢哋。」「啪啪啪啪……」「更加熱烈嘅
掌聲比立爺，成個抗爭行動嘅領袖。」「Woho…..啪啪啪……」大口仔就好似個炒場嘅主持人咁，帶
領住我哋成班嘅氣氛。
 
同時我亦都指住大口仔大聲嗌︰「仲有，比熱鬧嘅掌聲我哋嘅無名英雄……大口仔！」「同埋，你哋
每位，幫過手收風嘅！」「Yeah…..........」係喱個時候全場直情舉起晒手，當咗係一個慶祝會咁樣，
大呼小叫。係我講到大口仔係無名英雄果時，班上面有三個怨恨嘅眼神投向咗大口仔，唔講以為係大
口仔曾經中出即飛過佢哋咁。繼而佢哋用銳利嘅目光掃射全班所有女同學，好似同佢哋全部有仇咁。
 
「喂，你哋開Party呀，唔洗上堂喇依家。」係喱個時候，咁唔應該出現嘅就係個死教畜。當佢出現
果陣，我哋全班都用一個好蔑視嘅目光望住佢。
 
「Stand
Up！」「……」佢一叫果陣，淨係得三個人有跟住做，其餘都全部坐返低，然後當佢敵人咁望住。
「你哋依家係點呀，咁叫學生呀？咁唔識尊重。」
 
「你咁叫老師呀？做假！大話連篇！是非不分！我相信我哋父母都唔會希望我哋再跟一個咁嘅老師。
」我知道喱一刻只要唔係講粗口，道理都會係我喱邊，所以企咗起身當面駁返佢轉頭。我哋都好清楚
知道喱個社會如果太講輩份，太講尊卑報從，只會容忍一啲錯嘅嘢繼續，弱者亦只會繼續被欺壓。只
有勇於抗拒不公，先可以撥亂反正。
 
「Okay，咁唔洗上堂喇！我亦都唔需要係度喇。」我攤開咗右手，向住班房門口方向，示意佢可以
隨便，我哋亦都無任歡迎。
 
教畜攞起佢啲書，拎轉慢慢行出個班房。「你哋唔好以為自己好醒目，今次我唔夠周詳小心，唔代表
下次你哋都可以成功。唔好唔記得我同校長權力係大過你，我哋對你做啲咩，唔係所有你都有機會發
覺得到。邪係，不能勝更邪！」佢行到門口果陣停低咗，拎轉面帶住鄙夷嘅目光掃視我哋，咀角慢慢
向上揚。「你哋好自為之喇。」
 
因為我哋上午係上數學連堂，教畜堂都冇上就走咗去，所以我哋成個上午都係hea，都只係等12點鐘
打鐘放學，去食慶功宴。
「叮噹。叮擋。頂當。叮噹」「唉呀，咁又到十二點喇。」阿風打鐘第一個企起身，做一做佢個招牌
動作，伸懶腰呻吟再大叫。
 
「喂，去食好嘢喇兄弟。」我喱個膳食部嘅梗係負責call齊人去開餐。「喂，大口仔，join唔join？
」「喂，好呀！等埋我呀執埋嘢好快。」
 
「唔等你喇，3秒鐘執唔完就走咖喇。」喱句當然係講笑喇。唉，真係好難得！經過咗中六喱五個月
咁多唔同嘅風波，我哋11個男仔終於可以團結埋一齊，齊齊整整咁去食lunch。最初嘅爭執、不和、
排斥，喱一刻都變成大家最真摯嘅笑聲、最簡單嘅友誼。喱一切一切，都來之不易。
 



「喂喂，其實你哋想唔想知到底全件事發生嘅緣起係點？」大家食到都差唔多飽，大口仔就問我哋，
佢似係知道唔少嘢。
 
「講喇。其實成件事好似你喱個FBI最清楚。我哋都係知少少。」我哋10個都將個目光放係大口仔度
。
 
「其實呢，果陣阿菲聽到你哋話咩攦上大區就已經再想開火，但係你哋始終冇up到，佢哋就懷疑你
哋放晒比全世界之後restrict唔比佢哋睇，索性嚟招老屈，咁佢哋投訴到教畜果度就梗係幫晒佢哋喇
。再加埋佢哋係盧毛面前喊苦喊忽講到個game幾屈辱咁。同埋佢哋最初你果組唱校歌都錄咗片，仲
係度屌鬼你哋。所以咪又多項不尊重學校囉。」其實如果唔係大口仔一路通風報訊，叫我哋Hide起F
acebook啲嘢，再叫埋全班做證，點得嚟有個100人Facebook Support
Group比生果講，有咁多evidence比生果寫。
 
「阿風，早叫你唔好咁hyper。」「屌你喇，鬼知佢咁有創作力咩。」喱個輕鬆嘅時候，我哋梗係要
抽吓阿風水喇！
 
「算喇，都過去。咁辛苦抗爭完，之後就專心啲考埋個mock同DSE喇。」
「但係呢，啱啱教畜話邪不能勝更邪，你哋都係小心啲好呀。」大口仔皺起眉頭咁講，好似有啲擔心
之後又有事發生。
 
「……」



37. 青蔥校園的最後一頁

Practice Paper對完卷之後兩個星期就係mock。不過，Mock
我哋都唔多care，因為學校個mock連出面公開考試個format都唔跟，啲卷唔係全份copy出版社啲e
xam practice，就係左抄一條question bank右抄一條past
paper，有啲題目望到都真係得啖笑。班老師真係可以話係為出而出咁，完全冇諗過係出好啲份卷比
我哋感受吓啲DSE考法。
 
考完mock對完卷，我哋都有差唔多三四日唔洗上堂，於是我哋就約埋出嚟，去搞farewell
assembly嘅嘢。Farewell Assembly係last
day果日，學校任由我哋班中六學生玩嘅一個週會。通常會玩下棟篤笑，播下片串勁班老師，亦都當
係回味一下喱六年嘅生活。
 
中一果陣，見到成班大哥哥大姐姐係上面不停咁玩老師、又笑又喊，鍾意做咩都得，就會係度諗「呀
，幾年後我都要好似佢哋咁型，係台上面講一大輪野吸引全場師兄妹。」。但係到咗依家，淨返兩三
日，反而覺得唔想咁快到我。喱一次可能係我人生第一次係hall個台上講嘢，亦可能係最後一次。La
st day之後，我唔會再有機會著住校服，戴住高Form果條色彩斑斕嘅校呔，踏上喱個寬大嘅講台。
 
我哋喱幾日都完全拋開晒我哋啲書、Past Paper、Notes，全情投入去喱次farewell
assembly嘅preparation入面。我哋都好希望，留係學校禮堂嘅最後一個畫面會係最精彩、最完滿。
 
去到Last
day前嘅一晚，我哋嘅離愁別緒都越嚟越強烈。我哋都係Facebook回味返六年發生過嘅件件大小事
，回味大家一同走過嘅每一段路。
 
Sai Man Yeung
1 minute ago · Near Shaukeiwan
感謝你們出現在我的六年裡。
千萬年人和人遇過了。
「那些年，在204、605的日子」是人生最美好的歲月。
 
喱一晚，我係Facebook
share咗Mr.首「遇到了」，簡單咁打咗喱幾句說話，作為我哋之間回憶嘅一個記認。我覺得，所有
我哋之間嘅事唔需要赤裸裸咁係Facebook講晒出嚟，只要我哋記得就可以。
 
第二朝，我哋都一早返咗嚟，為我哋嘅Last
Show綵排。雖然話就話有三堂要上，但係啲老師都隨得我哋想點就點。我哋唔係掛住寫thank you
cards，就係背好一陣自己果part嘅稿。
 
「叮噹。叮擋。頂當。叮噹」「Guys，are you ready for the good
show？」威廉一打咗鐘就企上自己張凳大聲嗌。
 
「Yeahhhhhhhhhhhhh！」37個同學，喱一下叫聲，為我哋完成咗中學最後一課而歡呼，為即將踏
上屬於我哋嘅舞台而吶喊。
 
Assembly嘅開始係播放我哋每一班嘅Photo Slide Show。聽住Mr.



首遇到了，望住我哋係每年中秋party、Christmas
Party唔同活動入面影過嘅大合照，每個畫面都係好似只係喱幾日發生咁，唔多唔少都會有啲眼濕濕
。特別係望到最後一張，今年係Sports
Day嘅大合照，我哋11個男仔搭全膊頭，面帶笑容咁企係女仔後面，喱個畫面真係特別珍貴。
 
「新聞報道，第一屆table-cal
tennis比賽於東區正式展開，依家你哋睇到嘅係決賽，由日本代表吉村少夫對剛果代表Billysorian。
」「Wow…….」「哈哈哈」打頭炮嘅係我哋男仔嘅搞笑部份，我哋將平時小息攞住部cal機拍兩張枱
打乒乓波嘅埸面搬上大銀幕，比大家欣賞。壓軸我哋仲要疊高幾張枱整到成個擂台咁，叫比利同小夫
企上張枱度打。其實我哋都係冒住比人屌嘅風險，播條片出嚟比大家睇，不過見到全場好似發現新大
陸咁，就冇乜所謂喇。相信好多師弟妹未必記得我哋，但一定會記得我哋嘅table-cal tennis*。
 
Assembly完咗之後，我哋十一個都留咗係班房度玩。其實都好無聊下，上youtube播吓啲痴線歌，
整個紙波出嚟亂踢，或者掛兩個紙箱當籃框咁射，總之就係唔捨得走。我坐咗係自己個位，環顧喱個
坐咗半年嘅班房，盡力用我嘅眼睛記住喱度嘅一切。望到後面嘅璧報版，我定咗神咁望住上面嘅幾個
數字。

因為我係坐最後，所以個DSE
countdown都係由我每日返嚟換牌。最初喱個牌放上去係365，慢慢變二字頭、一字頭，到單位數
。原來三百幾日咁快就過咗。我望望下，決定好自私咁拆咗塊牌落嚟，據為己有留個紀念。
 
「喂，夠鐘走喇！井sir話最多留到5點炸。」校工勝叔係我哋hyper緊果陣突然撞入嚟。
 
我哋執好晒嘢，行去黑板隔離熄晒所有燈，再行出走廊，慢慢掩埋房門。
 
再見，我的繽紛樂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據聞係我哋條片面世之後，有一次某班因為落雨，出唔到playground上PE堂，跟住個PE老師叫學
生搬啲考試枱出嚟，係禮堂打table-cal tennis。



38. 初戰 DSE

由於我哋張Mock成績表同埋張準考證係我哋last day都仲未Ready，所以我哋要study
leave開始之後差唔多一個禮拜自己返去學校。我約埋成班男仔一齊返去學校問教畜攞。 

「I would like to see Mr. Chak Nam Cheung. This is Simon Yeung from Form 6D. Mr. Chak
Nam, I am waiting for you outside Door B.」我哋學校特別麻鬼煩，學生唔比入staff
room，要係門口嗌咪，仲要有份Seven到喊嘅稿。 
「Hi，佢捨得出嚟未呀？！」等咗成十分鐘我哋都嬲嬲地，我哋見條友啱啱先係自己個位企起身。
我哋就十條友企定係度，好似黑社會咁兇9佢。 
「喂，十條友係度做咩？」教畜一出嚟就問。 
「等你囉！」「噢，sorry我聽唔到！做咩？」「攞準考證同report
card！」「哦，等等。我去個廁所先。」一路講果陣，個死教畜都擺起個唔想騷你嘅死樣。 
「下次呢，就應該搵個女仔幫我哋攞，可能5分鐘都唔洗。」教畜一行開咗我就dup低頭細細聲同佢
哋講。 

結果，再等又係半個鐘。 
「Hi，佢跌咗落屎坑呀？」阿風無端端企咗起身，好似真係想去屎坑摷佢出嚟咁。 
「唉，終於行出嚟喇個死澤南。」 
「唔好意思呀，我以為你哋唔會攞，所以放咗係櫃桶底。」 
「我哋幾時有講過唔攞呀？」阿風似乎想開火喇。 
「你哋mock考成咁，仲出去考呀。唔好獻世喇，影衰學校影衰我。」教畜作勢係度掀我哋啲成績表
嚟睇。 
「我哋點樣關你Q事呀，你係我哋老師咩，你有教過我哋咩。到我考得好果陣，你唔好成隻狗咁向我
擺尾呀，到時你同我挽鞋喇。」我喱一刻已經唔再怕佢。

「你唔好以為你哋今次好醒，咪又係靠人。我話你知呀，有時有啲嘢，發生咗你都未
必知呀！」教畜擲低咗我哋啲成績表同準考證就轉身走咗。

成個study
leave我哋都分開咗溫書，因為聖誕假嘅經驗話我哋知，十幾條友一齊溫書溫到2046都未溫到一課。
其實study leave過得仲快過返學，做兩份full
paper加補一兩堂都已經差唔多一日。雖然喱一個月study
leave好似做咗好多嘢，但係個心似終都好唔安定。

3月27號果日，我哋十一個約返一次出嚟，當係最後一次嘅加油集氣大會。喱一次，我哋再冇食完早
餐就瞓教，食完lunch瞓晏教再食tea，而係好專心咁係度操卷同討論大家唔識嘅位置。 

「好喇！聽日大家加油喇！」溫完書之後，我哋冇一齊去食飯，早啲返屋企休息，所以我哋係學校門
口分道揚鑣。 
其實喱一晚，我成晚都瞓唔到，係張床度典嚟典去，瞓到六點幾索性起身，攞本林場必備出嚟睇，溫
下啲技巧。

「嗞…嗞…嗞」一朝早開始，個電話就開始係咁震，但係因為我溫緊書冇睇。出門口我就趁等lift，睇
下啲unread message。 
「喂，大家加油呀，醒醒定定打第一戰！」「起身喇！刷好牙洗好面就去食早餐喇，唔夠精神就買定



支葡萄適喇！」 
我哋兩個班會主席真係特別貼心。 

我仲見到威廉都有係FB inbox度打咗啲嘢。 
「喂，十一個痴線佬，入到試場就唔好咁痴線，考好份卷喇。我哋今次咁多埸傻的嗎世界大戰都贏到
，今次冇理由唔傻的嗎埋佢嘅。Yo！Check it out！Yo！」 

帶住所有人嘅祝福，我毫無畏懼咁捧住成疊補習notes一路睇一路行入考場。 

第一份考嘅係中文閱讀卷。其實經過咗喱一年嘅操練，閱讀卷對我嘅講已經冇問題。一開始嘅成條段
落大意我都做到得心應手，仲寫到鬼死咁長大包圍。之後好多問文章深層意義嘅題目都好似唔係好難
，基本上順住睇篇文都會睇得明。 
我時不時做幾條，就掀一掀去後面望下仲有幾多剩，同埋抬高頭望仲有幾耐。今年喱份卷好似出得好
短咁樣，所以時間上面好充裕，我亦都放慢咗速度嚟做，同埋每條答得詳盡啲。 

「現在係十點正，時間到，請停止書寫。」呼，終於都考完咗第一份，時間就好似過多咗一個世紀咁
。 

由於我係坐成行最後果個位，所以等佢埋到嚟收卷都等好耐，我無無奈奈就掀返吓自己份卷，睇下自
己答咗啲咩。 
「Hi！」我睇到之後眼都大埋。今次真係大檸樂喇。 
同一時候，監考員行到過嚟，我其實都唔係好想交份卷比佢。不過，佢已經行到過嚟，我想做咩手腳
都做唔到。所以，cum返埋份卷遞比佢。 
我面如死灰咁行返出去禮堂出面等下一科。我知道，第一戰，我係死咗！中文衰咗，今次DSE真係凍
過水。 
「喂，你考成點呀？」比利見我成個人呆咗走過嚟問我。 
「我都唔知呀。」喱個時候我都完全唔知點好。  
「下一份卷再加油喇！」考咗成個半鐘，比利依然仲係好有衝勁。 

作文卷，雖然就話好難可以寫到5**，但係照住考評局要求寫篇記敘文出嚟，都應該唔係問題。 
我一打開份卷，個腦完全係一片空白。   
說好的圖片題呢？說好的記敘文呢？說好的議論文呢？EAA同YY......你不如一槍殺咗我喇。
最後，係三舊屎入面，我唯有簡舊冇咁難食嘅屎。問我休學期想做咩？你比個主法會議員我做去can
9cel咗個DSE好冇？成篇文根本上係係一個好茫然嘅狀態下寫咗，冇結構冇內容冇文筆。成篇文都唔
可以叫文，最多只係一篇xanga entry，或者一張填滿咗800個格仔嘅紙。

估唔到， 
半個月前，對住教畜，我係威係勢； 
半個月後，第一場仗，技術性擊倒。 



39. 力戰 DSE

第一戰咁樣失敗唔多唔少都令我有啲洩氣，影響到後面嘅發揮。之後果一日係考聆聽同綜合卷*，其
實聆聽我一向都差，所以打定輸數，但係綜合就係我強項。聆聽竟然係有史以嚟第一次follow得到，
而綜合就一貫水準亂寫咗幾千字。不過，我都有點擔心，因為綜合最尾連下款都寫唔切，唔知會唔會
比人扣分。
 
之後果兩科就係英文同埋通識。英文卷嚟講，其實EAA都唔會話考得勁難，只不過今年reading啲題
目量多到痴線，搞到有啲一分要答幾行果啲就冇做到。至於通識，唔知點解份卷咁萬眾觸目，電視台
報新聞報到好似解卷咁，又搵專家問意見。其實又唔係佢哋考，講咁多嚟唔知做乜。對於我喱個通識
專才嚟講，喱份卷根本就好易，有一條paper
2直情Costa有教過答案咁濟，其餘果啲apply返啲答題框架就答到。
 
2012
DSE嘅好處就係中間隔咗個復活節假期，我哋除咗去自修室之外，得閒仲上咗比利屋企打麻雀。果陣
真係唔多知驚，考咗3科當考完咁，有假期仲可以去玩。不過，一放完假果個禮拜就考三科。
 
數學喱一科絕對係我哋必爭之地，一係因為喱科係主科，如果報BBA會double
count，二係因為我哋絕對唔可以考得差比個教畜串。但係，Paper 1就首先打沉咗我哋，由Section
A2開始已經有啲唔係好識做。去到Section B，啲Steps同calculation都好似亂咁嚟咁。Probability
5、6 分竟然兩三個Step計好；對住條3D Figure，由(a)
part要搵隻夾角就已經唔識做；Sequence就亂咁Set條formula出嚟。
 
「喂，你點呀？」你一出嚟見到比利就問。唔知點解我同比利差唔多全部科都同我同一個考場
「Okay 喇，我搏Section A啱晒炸。你呢？」
「我由A2開始已經唔識做。」其實喱個DSE，我真係越考越冇信心。
「算喇，一陣MC考好啲。」真係好佩服比利個心理質素咁高。
 
MC份卷反而都唔難，去到後面啲題目咁啱之前一日做練習有見過，所以唔洗諗好耐就可以諗到點計
。不過，其實咁多年都係一樣，MC係唔會有機會做得晒，真係痴膠花，個半鐘點可能做得晒45條。
 
溫完Econ返到屋企，我就見到比利係我哋個FB group post咗佢補習阿sir做嘅答案出嚟。
Ka Tung Ho︰38
Billy Tam︰36
William Cheung︰36
屌，你班友仔洗唔洗係度報數呀，咁樣好Q大壓力呀。不過，我都係忍唔住對一對，結果我得……
32條
我個心沉咗一沉……「屌，連科Maths都凍過水。」
 
我哋個Exam
timetable其實都幾騎呢，一連考完Maths、中史、Econ，又隔成個幾禮拜先考BAFS。Econ基本上
DSE都唔難得去邊，所以我都定在奪5。至於中史喇喎，過到關就算。不過，考中史有個小插曲，就
係我傻的嗎連考生編號都唔記得寫。
 
考剩一科，我哋已經去到holiday
mood嘅狀況。溫書嚟講，坐就坐係自修室七八個鐘，但係真正溫書嘅時間只有一半。其餘時間做咩



？Plan Grad Trip囉！
 
我︰「不如去新加坡呀？又多嘢食多嘢玩。」
比利︰「台灣喇！台妹正呀！」
河童︰「台灣好似冇咁貴喎！我又識路，可以Plan行程。」
阿毛︰「直程日本喇，可以買AV。」
大口仔、小夫、聰哥︰「屌！」
我︰「台妹都夠你食喇。哈哈哈！」
威廉︰「投票囉咁！」
最後我哋嘅投票結果係︰台灣8票、日本 1票、新加坡 2票，大比數通過去台灣。
我︰「喂大家，興奮投完票就溫書。聽日雖然係最後一科，好好睇睇考埋佢。」
 
「The time now is 13:30. Time’s up. Pens
down。」當個主考官講喱句果陣，我見到隔離左右宜情想企起身大叫，大家都流露咗一個唔見咗足
足一年嘅燦爛笑容。DSE對於我哋喱班18歲出頭嘅年輕人嚟講，真係一個唔細嘅考驗。
 
Pre-S1、TSA我哋或者識，但係喱個冇人考過嘅試真係令我哋感到好恐懼。仲有，公開考試最變態嘅
係折磨足你成個月，我哋喱班慘豬就係第一日考到最後一日。當你失眠足一個月，減肥真係不是一個
夢。
 
不論成敗，我哋能夠笑住咁走出喱個考場，唔逃避地走完咁辛苦嘅喱三年，已經係我哋十幾年人生嘅
一大成就。
 
辛苦咗咁耐，係時候要無拘無束咁玩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2年綜合卷同聆聽卷仲未合埋一齊。
 



40. 結局篇︰中學的最後點滴

考完咗BAFS之後，我哋約埋一齊係銅鑼灣等。到底做啲乜嘢？去唱通頂K呀！

一入到去K房，我哋就攤咗係張梳化度。 
我︰「終於考完DSE喇！」我攞起支咪大聲嗌。
比利︰「係呀屌！好撚辛苦。」
阿風︰「咁你快啲點歌唱喇！屌你！我要唱heavy metal！」
阿毛︰「你唱返你啲動漫歌算喇。」
眾人︰「係囉。」
 
依家諗返，通頂K真係只屬於年輕人嘅娛樂，可以連續12個鐘不停叫不停唱。由5月2號到5月3號朝
早，我哋total夾埋24個鐘冇休息過，仲要係考完4點鐘試，再去瘋狂12小時。喱啲壯舉冇返咁上下
青春都冇可能做得到。你試下中學畢業之後，約人去唱通頂K，睇吓仲有冇人睬你？所以，係中學，
有人陪你癲，就好癲得徹底啲喇！
 
考埋Oral之後，我哋就一行6人去咗我哋嘅台灣Grad
Trip。點解少咗5個？因為佢哋一係約咗其他人，一係老豆老母唔比。其實，中學最後一次旅行，難
得我哋終於都團結埋一齊，冇得十一條友係外地影張相係有啲可惜。

你可能會話，旅行幾時都有得去，約埋11個人再去多次咪得囉。
 
其實Grad
Trip嘅意義就係在於，喱一個係你人生第一個脫離老母自主嘅Trip，無論去邊行程係點都係你話事。
同埋，最重要嘅係，同你去得Grad Trip嘅一定係你最Friend嘅同學。依個Grad
Trip就係比你睇返係中學on9咗6年，到底你得過啲咩。同埋喱個Trip會係同學之間友誼嘅最大一個
記認。
 
同同學去旅行真係幾爽，可以一路行一路講笑，又唔洗去啲咩on9博物館度睇，全程就係食食食。仲
有就係可以成班仆街一齊做啲癡線嘢。好似有次係個超級市場，見到有個台妹好正，跟住6條友全部
拎晒過去，搞到比人哋條仔睥返轉頭。係街度一路行，一路對住啲台妹評品足。去一個講其他語言嘅
國家，好處就是你可以明目張膽咁討論一啲咁變態嘅嘢。返到酒店又可以係咁劈酒，玩到夜一夜都唔
瞓。
 
喱啲咪就係所謂青春嘅足跡囉！
 
去完Grad
Trip之後，我哋反而冇乜點見。各有各返part-time搵銀，兩三個星期先約出嚟食一次飯。我哋係放
榜前嘅一晚約埋嚟係西灣河海旁度飲嘢吹水。
 
小夫︰「唉......咁快就放榜喇，聽日都唔知會點？」小夫唔知係咪飲咗支Somersby有啲醉醉哋，突
然之間眼紅紅咁仰天長歎。
威廉︰「喂......唔好咁喇！天未塌下來，你唔好講到會死咁喇！」
我︰「你回來你不回來，儘管天塌下來......」係個悲傷嘅氣氛感染之下，我都有啲想喊。
阿風︰「喂，你兩個好喇喎！」
小夫︰「我考得好差呀。唉......啲卷好多唔識做呀。」小夫個眼神流露咗佢心裡面嘅擔憂。



我︰「我都係呀，中文閱讀大喇喇成兩版冇做，作文又亂作。數學又空咗半個Section
B，BAFS又bal唔到。」只要有個人sad，個氣氛就好似會傳染開去咁。我好似吐苦水咁將所有擔憂
講晒出嚟。
力仔︰「喂，唔好再講喇，我哋係加油集氣大會，唔係追思會呀！！！」
比利︰「係囉，你唔識大家都唔識，拉curve之嗎？」
我︰「希望喇。」我哋喱啲負能量大師基本上你點講，我都會係sad。
威廉︰「喂，依家唔準講啲sad嘢呀，講下喱個幾月搞過啲咩？邊個offtopic就大懲罰！」
 
結果我哋就帶住好多擔心，強顏歡笑咁講足成晚開心嘢。傾到六點幾七點左右，我哋就去咗稻香飲茶
等夠鐘。
 
返到學校禮堂，平時果種早會熱鬧氣氛冇喇，變成咗一片寂靜無聲。大家面上都好明顯有好多擔憂。
到井sir攞住疊成績表入嚟果陣，有人仲合埋眼雙手合十，希望神喱個時候可以幫得到佢。
 
井sir係台上面話好多科至少都有level 3。好多同學都考到有5科level 4，Level
5以上percentage都幾靚仔下。今次我哋考得最好嘅同學有3個5**幾個5*。
「Okay now, your Form Teacher will distribute the result slip to you all！」
 
由於我係姓楊，基本上等考試等攞成績表都係最耐。果幾分鐘等待嘅時間係最痛苦，我feel到自己開
始出冷汗，心跳快到癡線，仲開始有啲氣喘嘅感覺。
 
「楊世文！」唉，終於叫到我個名喇，係時候要出去受死。
「係！」我用一個龜一樣嘅速度行出去，希望可以有咁遲得咁遲去知道個結果。最後，30秒可以行
完嘅路程我用咗35秒先行完。
條死教畜遞咗份成績單比我，乜嘢都冇講，只係露出咗一個我都唔知點形容嘅笑容。
 
我攞完之後都唔敢反轉嚟睇，淨係舉高份嘢等佢背光，試下可唔可以透底望到咩grade。
由於hall盞燈都幾猛吓，我見到好似有One，有幾個Two，一大堆Three同Four咁樣。
望到之後我更加唔敢開嚟睇，淨係揸住份嘢，坐係度合埋眼深呼吸。
 
「喂…文仔你點呀？」我mak返大眼，見到比利同聰哥佢哋笑住咁行緊過嚟……



41. 大結局︰打開新一頁……

「阿仔……起身喇！「哦！知道喇，一早起咗喇！」「咁我返工喇，你唔好遲到呀！」「知喇！」
今日係二零一二年九月十號，喱一刻係上午7點正。我已經有差唔多三四個月，冇試過係喱個鐘數起
身喇。之前果幾個月過嘅，都係一啲廢青一樣嘅生活，兩、三點先瞓，十二點幾一點先起身，每日生
活唔係食、瞓就係打機。
 
「呼…」我坐咗起身，等個人清醒少少。
「楊世文，要繼續努力呀，仲未可以放鬆住。」我對住鏡入面嘅自己講。
終於，經過咗15年之後，我終於唔洗著校服返學喇！不過，後果就係襯咗半個鐘都襯唔到一套合適
嘅衫。再加埋要Gel頭令到自己個感覺型返些少咁多，搞咗成9個字先出門口。一搞掂，我就攞住個
袋衝出屋企門口。
「屌……遲到喇今鋪！」
 
好不容易先夾硬塞到上車，比人迫到氣都透唔到。頂！每日要咁樣搭一個鐘頭車返學，窒息都似呀！
喱一刻先感受得到，以前啲同學揹住個幾公斤嘅書包迫地鐵返學係一件幾痛苦嘅事，而我每日淨係需
要行5分鐘就到係一件幾幸福嘅事。
 
搭車果陣，我見到一個又一個小學生揹住個SPI書包，真係幾懷念，好似見到十幾年前嘅自己咁。當
佢哋見到自己嘅同學果陣，會好高興咁高呼對方嘅全名，跟住就興高采烈咁講吓卡通，講吓P&D，
講吓暑期功課。大個咗可能會覺得佢哋講嘅嘢好低B，但係喱啲就係最簡單嘅開心、快樂。起碼，我
依家要講，都只能夠對住whatsapp講。
 
經過咗一個鐘頭辛苦嘅車程，再加多5分鐘路程，終於到達我嘅新一站。企咗係門口，昂高頭望吓喱
個有啲現代化，同時又有啲藝術氣息嘅校園。雖然只能夠嚟到喱度，冇辦法去到更高，真係有點遺憾
，但係只要我嚟緊喱一年繼續努力追趕嘅話，我相信我依然可以行出一條好光明嘅道路。絕對唔會輸
比啲嬴係起跑點嘅同儕。
 
「嗞…嗞…」褲袋嘅電話突然間震一震。
原來係聯盟個whatsapp group有新message。
威廉
盟友們，新嘅一章要加油呀！
力仔
你都唔好再咁on9喇！
阿風
你都唔好再咁痴線喇！
比利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威廉
屌！
力仔
屌！

大家係新嘅地方繼續努力
發揮我哋嘅小強精神

期待我哋幾年後張畢業相呀。



阿毛
屌，晨早流流玩感性。
 
我收起部電話，昂首闊步行入我嘅新一站。
 
不經不覺已經讀咗兩個月，一直都唔係好知自己係度做緊啲咩，上堂又唔似中學咁充實，有好多新嘢
學，好多notes要mark低。根本你上唔上堂，有冇聽到都冇人會管，最緊要你冇拖佢學費就得。如
果唔係，追你追到埃塞俄比亞都要你還比佢。至於老師嘅質素，我只能夠講係專業級嘅讀稿員，一字
不漏咁將個PowerPoint讀返出嚟。
 
上咗兩個月，其實都已經識得掌握訪啲位可以聽，邊啲位可以玩電話，甚至multi-tasking到一邊打
whatsapp，一邊抄notes都可以。 //
 
阿毛
喂你哋今晚幾點到呀？
比利
準時囉，唔通你諗住係中學最後一個ceremony都遲到呀？！
阿毛
我唔知會唔會肚痛呀嗎？
威廉
咁你預先一個鐘屙定囉！
喂！不如一齊打校呔呀！
比利
威廉兄高見也！
力仔
矛問題！

好呀好呀！
阿毛
我條校呔唔見咗呀！sosad
力仔
你就嚟連個貞操都唔見埋架喇！
 
我哋都好期待Speech
Day喱一日，畢竟9月開始都成兩個幾月冇見過。一落堂一支箭走咗，搭車返中學。
一行到去個畢業生準備室門口，望到佢哋個個坐咗係度，就好似係9月1 號開學日大家重聚咁。
「喂，文仔，喱邊呀！」呼喚我嘅係阿毛。其他男仔已經坐咗係佢隔離左右，好多女同學亦都已經到
咗。大家著晒suit，個感覺好成熟，同一年前著住校服坐係度嘅感覺已經截然不同。
「喂，你覺唔覺，我哋咁樣成班坐係度，真係好似係度等放榜咁？」我一坐埋去就同佢細細聲講。
「講起放榜就好笑，你果日好似拆炸彈咁掀開份成績單！」比利又將果日嘅畫面重提一次。

------------------------------------------------------------------------------------------------------
-------------------------------------------------
「喂…文仔你點呀？」我睜返大眼，見到比利同聰哥佢哋笑住咁行緊過嚟……
「我……唔知呀，我…唔…唔夠膽睇呀！」我個人已經失控到講唔到嘢。
「我讀比你聽喇，麻撚煩！」比利一手搶咗我份成績單。
「喂……」我搶都搶唔切。「準備好未？」我點一點頭合埋眼。
「中文……3」



「英文……4」
「數學……5」
「通識……5*」
「BAFS 仲有Econ …… 4」
「中史…..3」
「呼…..」佢哋讀完我先睜返大眼，呼咗一大口氣。「屌你個死仔包……考得幾好，係度扮野。」比利
一手擲返張成績單比我。
「嘩真係好彩。」我望返，原來我1咗中文聆聽、作文同說話得2，閱讀冇做兩版同埋綜合都5到。最
後拉均死好彩有3。
「喂，咁你哋呢？」我都好好奇佢哋咁輕鬆，到底考成點。
「我有1個5*，兩個5囉。不過中文綜合得5，英文Speaking又得4。」比利個樣顯得有啲失望。
「我綜合同Speaking都好低呀，完全冇估到囉！」聰哥個樣一啲都唔似唔滿意。
「其實我都唔好得去邊，明明綜合足晒point都得5。英文Speaking竟然係Level 3。」其實我自己都
expect可以好啲。
「喂，咁佢哋點？」
「威廉唔見咗人，Kevin係果邊，大口仔同小夫好似麻麻，力仔佢哋好似考得都OKAY」比利指一指
咗去右邊，我見到Kevin好頹咁坐咗係度。
「唉……」望到喱個有人歡喜有人愁嘅場面，都感嘆喱個教育制度太殘酷。
------------------------------------------------------------------------------------------------------
-------------------------------------------------

「嘩，你哋班男仔又係自己坐埋一角呀！」喱個時候，Ms. Lee行咗入嚟。Ms.
Lee係我哋LS老師，中六果年成日都同我哋訓話，升學又比好多意見我哋，可以話係我哋半個班主任
咁濟。
「你哋依家點呀？」Ms. Lee行咗過嚟同我哋傾計。
「我同文仔咪係City讀BBA囉。」「仲要辛苦多一年同人爭major。」「係囉！」本身應該係報喜，
點知力仔講到好似訴苦。
「咩好難爭咩？」由於DSE轉咗College-based admission咁，所以Ms. Lee都好似唔太清楚。
「係呀，啲受歡迎又好前途嘅major好多人爭！」
「我同比利係BU，佢讀中文我讀music。」河童好似代表咁幫比行講埋。
至於其他人呢，阿風就去學教人做毒L，讀IT
Education；聰哥就去研究歷史。大口仔同小夫就係地球另一邊努力緊。
「咁，張偉林你呢？」「佢就勁喇！」力仔係威廉未有反應果陣已經幫佢答咗。
喱幾個月，我係威廉instagram見到勁多佢跳舞出show嘅相，仲有好多同外國人嘅合照，周圍飛嚟
飛去同唔同國家嘅公司合作。中學畢咗業之後，過得最多姿多采就係佢。到底佢考咗咩成績？Who
fucking cares？起碼佢依家已經做緊自己鍾意做嘅嘢，而且做得有聲有色。
 
「好喇，差唔多齊人就落去啦。」「係！」
 
坐係個禮堂果度，以前果種週會嘅感覺又返番嚟。喱一次，真真正正係我哋嘅farewell
assembly。過埋喱一日，我哋就正式係喱間中學畢業，變成喱間學生嘅舊生同埋畢業生。之前一年
嘅回憶好似突然之間係眼前播返一次咁。罵老師比人罰停課，OSC粗暴足球賽，Party整估老師，無
端端被犯罪到抗爭成功，係喱個禮堂考mock、攞成績單，到依家畢業禮。喱間學校實在有太多嘢比
我去回味。 //
 
「Speech day 2012 now begins. Please stand and sing the school hymn.」
「……」



「We now invite our Principal, Ms. Low, to give a report on the school affairs of academic year
2011/12.」
其實我哋都成日會懷疑，喱個係咪真係畢業禮。又有周年校務匯報，又叫埋啲攞獎嘅學生嚟整個Priz
e Presentation，連internal prize都頒一餐。
「Now, we would invite the graduates to come to the stage, to receive their graduation
certificate …」
「Form 6D … 」司儀一口氣讀晒我哋全班同學嘅名。
 
我企咗係台上面，見到我老豆攞起部相機係咁影，我老母就笑住咁拍手掌，相信佢哋等喱日都等咗好
耐。
「喂，係教畜同盧毛喎！」「佢哋都嚟埋！」我哋攞完畢業證書，行返落去果陣，見到佢兩個一齊坐
咗係觀眾席。我哋九個同佢哋都有留意到大家嘅目光。
但係喱一刻，我哋已經可以好驕傲咁面對佢兩個，亦都可以好囂張咁睥返佢哋轉頭，係佢哋面前昂起
頭咁行過。
喱一仗，到底邊個先係贏家？我哋唔敢肯定，但係至少我哋冇輸到比佢哋。
 
在抗爭的道路上，
有些人，最樂於看見一盤散沙，最懼怕團結的力量。
他們會不斷挑戰我們的底線，對我們步步進迫
但只要我們能夠團結一致、緊守崗位，
同時堅守自己的信念，默默耕耘。
最後，我們總能夠結出佳美的果實。
今天回想起來，
曾經受到的逼迫苦楚、聽到的冷言冷語，
都是為著這佳美的果實提供豐富的養份。

<<當你中六果年先遇到教畜，最好嘅解決辦法就係……>> 全文完



後話

[謝票同後記要懶感性，所以用返書面語   ] 

去到故事的最後，當然要跟一直追看的你們道謝。 
很感謝你們對這個平淡的故事感興趣， 
我也為著能夠勾起你們的回憶而感到滿足。 
我的第一次，很感激巴絲的陪伴。 

最初「創作」這個故事的目的，由兩個字組成 —「懷念」。 
由第一屆DSE走到現在的Final Year ， 
時刻都會緬懷當初不顧一切的我們， 
和那些一去不返的叛逆時光。 
這個故事，就是送給我們都曾擁有的花樣年華。 

故事中的11位男生全都是取材於當年班上僅有的11位男同學， 
在這六年中，我們大家都曾經歷過不同的風雨，或大或小。 
我們曾經跌倒過、失落過、尋覓過、迷失過，最後在不同的地方找到自己。 
能夠越過艱辛，便會慢慢地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另外，在故事中途，相信大家都曾懷疑， 
到底以上「學校迫害學生」事件是否屬實？ 
在此，我可以告訴你，所有的畫面都曾出現過！(不過，以上事件未必發生於我們身上。) 
其實，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正不斷在你身旁發生！ 
所以，我們更要準備隨時武裝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謝票同後記完，可以用返口語] 

今次寫故真係一次幾好玩嘅嘗試。   
下次或者會試下寫啲FF成份多啲嘅故，試多啲唔同嘅類型同題材。   
我依家已經開始度緊橋咖喇！比個零兩個月時間我構思組織下！   

希望下個故你哋都會多多支持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