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遊記              校董 

 

前言 :本遊記五分想像，五分誇張，是遊戲人間之作。 

   作者練倒豎蛤蚧功，逆行二十二週天，崇尚包尾，故事由尾開始。 

 

第 1 回  八路大軍玩盡倫敦    

日期：2016.10.07  地點：倫敦 

是日，校長下令化整為零，各路英雄自由组合，玩盡倫敦。 

第一路 子明北上探親。 

第二路 校長唐人街嘆茶，食點心。 

第三路 高大威唐人街遠足。 

第四路 校董無行程亂行，雲遊金融區。 

第五路 蕙玲搬家，七人車豪遊倫敦。 

第六路 袁氏姊妹花，再闖大英博物館。 

第七路 還有無數無名英雄，神祕行程。 

第八路 最驚險的是松哥密會駐英中國領    

     事，大獲全勝。 

 

 

第 2 回  失而復得的亞松 

日期：2016.10.07   地點：倫敦 

松哥倫敦散錢，護照也照派一通。原以為不能跟 

大隊上機，流落倫敦，繼續快活。可惜 Alan 與大 

隻林，軟硬兼施，中國領事念在與松哥同鄉情誼， 

只收原價 400 英鎊的一折，下午收工前即發臨時 

出入機場「行街纸」。 

失而復得，亞松歸隊！ 

 

 

第 3 回  松哥遇文雀 

日期：2016.10.06   地點：倫敦 

遊船河之後，松哥發現背囊拉鍊大開，十分驚慌；更奇怪的是背囊底部的密袋不翼而飛，上面的雜物

仍在。當然袋內英鎊、護照也飛走了。幸好，文雀不把拉鍊拉上，否則到機場才發現，就不知如何是

好了！ 

 

 

 



第 4 回  倫敦禕哥夜遊遇賊 

日期：2016.10.06     地點：倫敦 

校長率隊夜遊西田(Westfield) 百貨公司，自由往

返。歸途時，禕哥等遇便衣密探，要查護照，幸

禕哥機警，連忙大耍太極；假探被推手彈開，落

荒而逃！ 

註：根據大「英」律例，國民毋須帶証行街。 

 

 

 

第 5 回  奇謀妙計疴「殊殊」 

日期：2016.10.05   地點：格林威治天文台 

下午趕入倫敦，去一個重要的景點—格林威治天文台。要由東半球

趕到西半球，碰上大塞車，車龍慢過翠綠漫遊隊。趕到格林威治，

已是黃昏，過了關門時間，Alan 及一眾先鋒，跑過草地，衝到天

文台門前要入閘，但職員說：「太遲了！已關門，不准進入。」 

平日包尾的 May 姐，當日突然大發神威，衝前對美女職員說要「疴

殊殊」，非入不可；好心美女心軟放行，其他團員也跟着紥紥跳說

要「疴殊殊」，不但幫襯厠所，當然也順道參觀一番。May 姐奇謀

妙「尿」，橫掃東西半球，立下奇功！下團必然入選，派作先鋒。 

 

 

 

 

 

 

 

 

第 6 回  梅花組內哄，大佬鬥大姐 

日期：2016.10.05   地點：倫敦唐人街 

慶功宴席設唐人街，翠綠人齊集，又唱又跳，

又拉橫額，又叫口號，又開紅酒加茅台，非常

熱鬧。梅花組「大佬」押尾出場答問，由梅花

組頭領「大姐玲」主持擂台，唇鎗舌箭，刀來

劍往，數百回合，好睇過上海灘；精彩場面不

能盡錄。各位看官，下次參加翠綠旅行團，親

自收看好了！ 



第 7 回  排隊入倫敦 

日期：2016.10.04   地點：温莎堡 

温莎堡檢閱御林軍後，驅車進入倫

敦。倫敦不愧英國心臟，活力無限，

跳動不停。又似老人心臟血管，一

旦塞車，原本一小時多的車程，足

足走了四個多小時，車龍由「荃灣」

排到「柴灣」。 

首先松哥忍不住跳起來，由車尾走

到車頭，我以為他把旅巴當的駛，

飛車入倫敦救急，幸好司機啟動車

上緊急救援後備「旱廁」，松哥、司

機等一眾雄姿英發的大佬，解救了

「前列腺危機」！ 

 

第 8 回  男人的銀包 

日期：2016.10.03     地點：牛津 

天下豪放男，銀包多塞入後褲袋，又方便又豪邁；校長是男人，也不例外。上車不久，發覺後面平平

無物，銀包不見了！遍尋不獲。終於校監出動，審視形勢，必有內鬼，向嘉嘉嚴刑迫供，喊打喊殺一

輪，校長銀包終於失而復得。 

 

第 9 回  五星酒店 

日期：2016.10.03   地點：牛津 

在牛津入住豪華五星酒店 (Macdonald Randolph 

Oxford Hotel) ，位於市中心。酒店內充滿英國

貴族風情，傢具佈置典雅；早餐由彬彬有禮的

侍應，為貴客逐一下單，讓我們感受五星級禮

待！志林嫂决定在五星大床「碌」番夠本；而

Bella 住神秘房中房，門外有一櫈，估計有保鑣

24 小時值班，保護尊貴客人呢！ 

 

第 10 回 摸黑早禱會 

日期：2016.10.02  地點：威爾斯 

為趕渡輪，早禱會於清晨 5 時半舉行；我們

比太陽起得還早，摸黑起床，披上晨霧，齊

聲感謝讚美上主！ 

 



第 11 回 豪華晚餐廳 

日期：2016.10.02       地點：英格蘭徹斯特 

晚餐於徹斯特的旅館内一間獨立大廳，筵開 4 席，專為翠綠團晩餐而

設；擺設典雅高貴，由一對俊男美女侍應殷勤招待，是此行最豪華瑰

麗的餐廳！ 

餐廳的菜餚也精美，最後一道甜品是烤餅，眾人大讚；校監本著「好

嘢唔好嘥」本色，環保回收未吃的烤餅，發現嘉嘉只吃红心少許，如

濶少宴客試菜，當然受到環保人士圍毆了！ 

 

 

 

 

 

 

 

 

 

 

第 12 回 最荒凉的酒店 

日期：2016.10.02       地點：英格蘭徹斯特 

Holiday Inn Chester South Hotel，設備不錯，但位置荒凉。在外閒逛一會，到處漆黑一片，附近一間商

店也沒有，連民居的燈火也看不到，半小時內未碰見行人或野狗，只有高速公路及呼嘯而過的汽車，

為此行最荒凉的酒店！ 

還好內有酒吧一間，讓校長及志林等，可以嘆啤酒及睇波。 

 

第 13 回 華特福市太美了，去而復返 

日期：2016.10.01     地點：華特福市 

早上離開華特福市，轉上高速公路，直奔都

柏林之際；Alan 突吩咐司機折返華特福店。

大概是酒店太舒適、校長留下相機、抑或想

再看一次華市天鵝而折返？到酒店，眾人紛

紛下車，有些比校長還快，心想：去哪？ 

一起幫校長找相機，真齊心！ 

再開車後，校長宣佈：為感謝大家協助找回

相機，而同時慶祝國慶，將於晚飯包全場酒

水，大家可開心大醉！真是喜事連場，酒水

停不了！ 

 

 



第 14 回 爵士之夜，精采美妙 

日期：2016.09.30       地點：華特福市 

Waterford Marina Hotel 在河邊，我們經過，天鵝聽

到人聲，都紛紛游近歡迎我們。估計天鵝之城，

必有天籟之歌；於是校董、醫生等一行 6 人，晚

上出動找尋天鳥下凡的現場歌曲。 

找到第一間熱鬧的酒吧，可是爵士樂手剛已表演

完場。我們都不甘心，到街上轉了兩圈，見行人

稀少，正想放棄，全靠 Bella 機警，居然在地牢找

到一間非常熱閙的酒吧，爵士樂之夜即將開始。

全男聲樂隊，歌靚人俊，叫人陶醉；知道我們來

自半邊地球外的香港，十分高興，還送我們自行錄製的限量版 CD！ 

 

第 15 回 愛爾蘭莊園，上帝的綠色衣裳 

日期：2016.09.29       地點：愛爾蘭莫克羅斯莊園 

午飯後，我們自由活動到莫克羅斯莊園閒

逛。無盡的草地，綠茵茵一片，高聳勁松遍

植湖邊，與翠湖互相襯托，令人感到渾身舒

暢。感覺不應是人間所有，只能是上天的傑

作！ 

 

 

 

 

 

第 16 回 霧鎖歐洲最高斷崖：一切靠估 

日期：2016.09.28  地點：愛爾蘭莫赫断崖 

 

莫赫斷崖是歐洲最高懸崖，英倫三島以高崖險

要見稱，所以歐洲强豪，屢攻不下。心中憧憬

莫赫斷崖，必是行程中靚景之一，在此處可盡

覽天險風光；或可憑吊索沿崖上下，扮演蜘蛛

俠，英雄一番！ 

可是，現場濃霧橫風，我們冒雨上崖，但仍伸

手不見對面，只見白茫茫霧海一片，高崖猶如

神秘美人，薄纱披面，謝絕參觀！ 

到了崖頂，突然風勢轉大，我們爬過安全欄，奮力向下望，隱約見奔浪拍岸，氣勢嚇人！運氣加想象，

斷崖風光，總在心中！                



  

 

第 17 回 輪流掌舵遊湖 

日期：2016.09.27     地點：愛爾蘭基爾湖 

基爾湖寧靜幽美，我們乘船遊湖。大概老船長

想找繼任人，便讓有志者輪流實習駕船。我們

一眾勇士，輪流進入駕駛室，戴上船長帽，駕

船橫衝直撞，好不威風；可惜大湖未見有其他

船隻，否則更可比賽一番呢！ 

 

 

 

 

 

 

第 18 回 仁醫義診，疲於奔命 

日期：2016.09.27    地點：愛爾蘭高爾威市 

到達愛爾蘭，車上眾人可能水土不服病倒，又或許過度思念

肥司機，單思成病 (他按例休假回家慰妻兩天) 。 

晚上，眾人入住酒店休息之後，大夫即到處巡房，忙碌不已。 

眾人之病，直到肥司機復工後，出動他的家傳秘方，煉製出

一杯杯金黃色液體，送贈各人飲用；然後，各人都藥到病除，

真神奇！ 

 

 

 



第 19 回 我要向高山舉目 － 壯麗的峭壁 

日期：2016.09.26       地點：愛爾蘭斯利夫里格峭壁 

今天早禱會時，Kim 哥為我

們獻唱一曲：「我要向高山舉

目」。原意是感謝上主，賜我

們美麗天然風景，但剛好與

今天的行程互相呼應。 

今早肥司機十分忙碌，因為

整個上午盤旋於山中小路；

他用盡渾身解數，送我們到

最近峭壁的停車場；下車後

還要走 45 分鐘的山路，才到

達景點。沿途一邊是浩瀚的

大西洋；大海無涯，一望無

際。腳下邊是千尺峭壁懸崖。此時，心中又想起了早上感恩的歌：「我要向高山舉目」！ 

 

 

第 20 回 世界文化遺產 － 巨人堤道 

日期：2016.09.25       地點：愛爾蘭巨人堤道 

億萬年前，巨人主宰世界；他們喜

歡沿着美麗的大西洋海岸，拾级海

堤漫步，欣賞黃昏日落美景。今天

巨人不見了，海堤仍在，我們在巨

大六角柱石之間跳來跳去，同樣雀

躍高興！ 

巨人們也遺愛香港，穿過太平洋，

在香港建立了一條更美的巨人堤

道，與愛爾蘭的堤道互相輝映！ 

 

 

 

 

 

 

 

 

 

 

 

 



第 21 回 百老匯歌舞，重現貝爾法斯特 

日期：2016.09.24    地點：貝爾法斯特 

貝爾法斯特美麗又寧静，晚上 9

時，我們到酒店附近閒逛，發

現有一間歌劇院，衣香儐影，

大堂都是盛裝的紳士淑女；原

來正上演百老滙歌舞之夜，更

幸運的是：竟還有票出售，我

們即時購票入場，只見全場爆

滿；座位上都是高貴豐滿的淑

女紳士；好不容易我們才能爬

到中間的座位，但辛苦總是值

得的；歌舞十分精采，是我們

熟悉的 70 年代歌曲，而且觀眾

十分熱情；台上台下氣氛熱烈，打成一片！ 

 

第 22 回 登英倫第一高峯之半山湖 

日期：2016.09.22    地點：英格蘭威廉堡

  

晚上抵達英倫登山渡假勝地—威廉堡。陰雨不晴，整晚淅

淅瀝瀝地下雨。清晨到外面一探，雨稍停了，霧仍濃得化

不開！ 

到達遊客中心，雨停定了；天色開始放晴，穿過摇蕩的吊

橋，走過沿溪的爛泥路，開始爬坡而上山。山徑高低不平，

都是石路或泥路，上了二、三百米，向峽谷下望，雲海浮

在半山及村莊之間，美得不得了！ 

仙境過後，山路更陡削，更崎嶇不平。行山新丁的校董嫂，當然吃不消！原想找個甚麽茶座；嘆咖啡

一番，便回頭。幸好，此時有位山中仙女，剛買完餸路經此地，與校董嫂同行上山。雖然仙女便鞋一

雙，手抽買餸膠袋，但身輕如燕，健步如飛；有她同行，我們精神大振。不久便到半山湖，追上經驗

豐富的 Thomas、嘉嘉等。原以為可以在此小休午餐，欣賞湖光山色；但是山風迅猛刺骨，我們都不

敢久留，沿路下山了。 

 



第 23 回 Kim 哥 Kim 嫂婚慶，大宴親朋 

日期：2016.09.24       地點：北愛爾蘭 

 

 

 

Kim 嫂慶祝新郎回歸，又酬謝眾兄弟弟姊妹幫手，宴請全場酒水，大家都非常興奮，舉杯暢飲；是全

程飲得最高興的一餐！為甚麽那麽高興？因為 Kim 哥遇險獲救，把全隊人的心都連在一起了！時光

倒流…… 

2016.09.22 登山那天早上，大隊一分為二：  

A 隊：高大威帶領 24 勇土登山，Kim 哥殿後。 

       B 隊：校監帶領一眾美女行山，校長押尾。 

11:45 嘉嘉等 3 人到半山湖折返，Kim 哥繼續前奔上山。 

13:20  Kim 哥到山頂，高大威與志林等已到山頂及折返。 

13:45 Kim 哥回程下山，想走捷徑遇險，先後四次滑倒，停在崖邊。 

14:45 Kim 哥開始求救。 

15:20 Kim 哥與 Kim 嫂通電話。 

15:30 志林獲悉，從中心上山，與高大威组成小隊，上山搜救。 



16:00  Thomas、細 May 及嘉嘉等，於遊客中心，组成聯絡核心，「力迫」遊客中心報警救援，又與

Kim 取得聯絡，確認 Kim 遇險位置。 

16:45  Kim 成功聯絡上警方，搜救任務交英警方救援隊(Mountain Rescue)；同時聯絡上校長及 Alan

等返回遊客中心，展開全面支援。 

嘉嫂與 Kim 嫂等為 Kim 祈禱。 

18:05 飛行直升機，經多次往返盤旋，终於救起 Kim。 

18:24 Kim 被送到救護車，Alan 及高大威趕往醫院。 

晩上 Kim 嫂接 Kim 哥返酒店，全場歡呼喜樂，感恩不已！ 

 

第 24 回 尼斯湖捉水怪 

日期：2016.09.21        地點：英格蘭尼斯湖

 

遠足隊分水陸兩路，搜尋水怪。上午乘船出湖，眾人帶備武器裝備、長短火相機、手機等，但水怪怕

怕，深藏不露面，我們只好空手而回。 

下午沿陸路環湖搜索，只見遊艇不見水怪，但見沿途大樹連根拔起的痕跡，可見水怪之力大無比，捉

不到亦看不見。我們只好在樹根旁合照，把樹根當水怪，也威風一番！ 

 

 

 

 

 

 

 

 

 

 

 

 



第 25 回 登山渡假勝地住劏房 

日期：2016.09.21        地點：英格蘭威廉堡 

晚上夜色蒼茫之際，我們到達了登山渡假勝地威廉堡 Innseagan 

House Fort William。 

小酒店，沒行李生；我們發揮翠綠團隊精神，全團老、中、青勇

士列隊傳遞行李；不消幾分鐘便搞掂，是全程搬行李最快的一次。

小酒店窄樓梯，自然無電梯，幸好翠綠有大隻林、英偉的志林及

其他無名英雄等，很快我們的巨大行李又上到房門口了，又是一

次纪錄！ 

但最頭痛的問題來了，我們的房間，除了床及浴室；已再沒空間

可平放行李箱了，正式「劏房」！可是聰明機智的團友，總會解

决困難的。我們的行李箱只好完整地、直豎於房間。住劏房，真

是一次難忘的體驗！ 

還未計算：沒有熱水呢！ 

 

 

 

 

 

 

 

第 26 回 蘇格蘭武士與威士忌酒廠 

日期：2016.09.20   地點：蘇格蘭英佛尼斯 

帶領我們參觀酒廠，是一位擁有男高音身型的武土，因

他身穿傳統蘇格蘭武士裝束：蘇格蘭裙。他聲如洪鐘，

相比之下，Alan 就比下去了；還有一樣 Alan 及不上的，

當然是肥胖的身型。原來巨大腰圍穿蘇格蘭裙，非常動

人及威武！你想想：走起路來，一搖三擺；是不是叫人

更想知道：裙內有些甚麽呢？ 

 

 

 

 

 

 



第 27 回 趙校長撲火勇救全團 

日期：2016.09.17    地點：英格蘭湖區 

愛丁堡城堡是蘇格蘭地標，矗立於山丘，非常壯麗。是美麗的蘇格蘭古跡之一。我們前一晚住的酒店，

也一樣是歷史悠久的建築，走廊狹窄迂迴，很有趣；房間設備自然也較古雅。趙校長半夜煲水嘆茶，

但水煲電線插座突然爆火，黑暗中更見明亮；趙太驚慌大叫，趙校長臨危不亂，立刻拔掉插蘇。一場

危機，瞬間化解，真高人也！酒店實在應頒英勇獎章表揚他們倆！ 

 

第 28 回（最終回）  翠綠富貴之謎 

日期：2016.09.16        地點：香港、英國 

人説翠綠隊富貴，錢財用之不盡，秘密在於……. 

翠綠中人，天不怕，地不怕。不怕香港高峰、不怕英倫斷崖、不怕歐洲雪山、不怕美洲綠林；全世界

照闖，但有一樣最怕……祇有怕這樣，就能發達！ 

請想想看： 

君不見：女俠一支棍一舉，360°一聲號令；眾翠綠羣英即時立正抬頭，不得兩頭望！ 

君不見：校長貼貼服服地跟着校監，皆因錢財及通行証，均已上缴。 

君不見：天不怕，地不怕的鐵人 Kim 哥，無論去到那裏，都要向 Kim 嫂報到，包括跌到深谷裏的時

候！ 

哈！這就是翠綠富貴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