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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記的誘惑

我係Jason，
兩三年中三要拆左班去左其他班，
咁岩有個幾正既班主任，
叫Miss Yuki，
之後同佢熟落就變左friend。

呢個星期六我地照常出黎玩，
但今日覺得佢有D唔同，
我照舊係一間我地成日去既M記等佢，
個位係好入，
無人睇到既位。

佢今日著得好open左，
條短裙咁岩遮到PatPat，
一條白滑美腿呼之欲出，
上身就著左白shirt衫，
仲要超貼身，
顯得佢既身材超好。

我問佢點解著得比平時唔同，
佢好小聲咁講：我有D想要...
之後佢就坐我隔離，
捉著我隻手想我揸佢個C Cup，
我就話：呢度唔係咁好wo...
但佢無聽到我講野就將我隻手放係佢個波上面，
我又唔知點解好緊張，
一野揸左落去，
佢細細聲咁叫左一聲，
好誘惑人，
仲要將佢另一邊壓向我，
頓時小弟弟起飛。

過左幾分鐘之後，
我趁小弟弟無起飛時，
就帶左佢番屋企。



1.2 返到屋企

屋企咁岩今日咩人都無，
阿爸返左班，
阿媽去左出trip，
工人又咁岩病左，
心唸：今日仲唔到我食好西。

返到屋企，
我地好快就入房，
開冷氣、
一齊訓左落床，
然後就山埋燈，
但大家都見到大家，
我地就開始深情對望，
然後就開始傾下計先。

傾傾下就無啦啦落大雨，
突然一聲巨響（應該係閃電）嚇到Yuki撲過黎，
32C既巨奶同纖細的蠻腰令到小弟弟瞬間起飛，
咁岩頂到Yuki既小妹妹，
佢好細聲咁叫左一聲，
然後我地對望左一眼就開始打茄輪，
我地一邊打茄輪一邊幫大家除衫（無除底褲），
我地除完衫之後就開始向下發展，
落去條頸、
之後等佢差唔多叫，
就去一邊揸一邊kiss佢個32C，
32C配上好似一粒花生咁大既Pink Lin，
少女既味道完全出曬黎，
越嘴就越到高湖，
佢就一直叫。

錫到個波咁上下就一邊錫佢個嘴，
一邊去隔著佢條T-Back搞佢個西，
搞到佢個西細細力咁震，
佢就只可以係咁震，
仲一邊叫一邊講左句：估唔到你咁好手勢wo～
再過一陣就除左條底，
預備下一步。。。



1.3 床上

上一Part講到張老師Yuki就黎高潮，
現加就睇後續啦～

除左佢條底就開始幫佢奶閪，
佢個閪一條毛都無，超干淨，
一開始奶落去佢已經好拿興奮，
係咁叫同自己揸自己個波，
我就一邊奶佢個閪，一邊摸住佢條長腿，
摸完條腿就揸波，
揸到佢叫唔定，
只可以係度講：啊～好～好正～啊～啊～揸～揸爆我個波～啦～
之後過左幾分鐘佢就洪水泛濫，
噴左成半分鐘先噴完。

原本就想開始插架啦，
但佢就話自己妹妹有d痛，
佢就提議幫我打飛機同含鳩、
下次先屌閪。
本身就有d失落既，
但見佢講話有下次，
就算吧啦～

我就挨係個床頭度，
佢就係我兩隻腿中間，
我同佢就又錫左兩三分鐘佢先幫我打，
佢係幫我打之前就講左句：比你講下我既床上功夫啦～
我就開始好期待。

一開始佢就叫左兩聲同咬下手指先，
等我硬曬先幫我打，
然後開始用隻手chok我條野，
手勢好正、再加埋佢一邊有細細聲既呼吸聲，
我又係咁揸佢個波，
搞到我好想快D射，
然後佢撲係我隔離，
一邊抱住我一邊chok我條野，
仲一味叫想我快D射，
結果我同佢講我就黎射，
佢就改用口幫我射，
下下都深喉、超爽，
到最後就對住佢塊面同個胸顏射左，
射左成廿秒先停，
佢仲要食番D精



1.4 鴛鴦浴前提

咁趁機講下YUKI係咩人啦
佢今年該26,7歲左右，個CUP大約32C啦
身高1米6左右，個樣都幾正架
試問下有個咁正既老師做你班主任係幾爽

之後我地就係床上到傾計
一邊揸住佢32C，一邊係後面攬住佢
個叫聲真係好回味
啊~啊~咁叫,叫到HIGH HIGH 咁
佢D頭髮真係好拿香
然後繼續傾佢就講 : 我地會唔會有下次架，我覺得好正啊
我當然二話不說就答應左啦
之後佢轉過黎打左陣茄輪
打打下仲要我唔好郁
要好好咁比我享受下WO
一邊整我個LIN一邊錫到我好HIGH

過左陣打完茄輪
佢就話想沖個涼先
咁我咪姐係有得玩鴛鴦浴?!
下回再續~



1.5 鴛鴦浴

好彩我屋企有個浴缸，都有半張床大
我地整左個泡泡浴然後就開始期待已久既
鴛 ! 鴦 ! 浴 !

一開始大家都好正常咁沖涼
但越黎越CLOSE
好似洗洗下我就幫佢洗下個波
佢就幫我洗下個鳩咁
不知幾撚正啊
然後我就叫佢坐係我上面玩坐蓮
YUKI D技術真係唔差
佢唔係一般就咁UN
而係UN之餘仲要向前向後咁CHOK
搞到我好HIGH，但係又唔會好快射
坐蓮左10幾分鐘佢都開始累啦
之後就到我既時間

我叫佢趴係牆到
然後吉起個屎忽
我就將我個小弟弟放入去做活塞運動
YUKI : 啊~啊~快D~快D姦左我啦~啊~好正啊~
佢叫得越得越大聲我就活塞運動得越快
激到要一邊揸著個波一邊屌佢
揸到唔想揸就揸個屎忽
再唔係就用手指係上少少打圈
再繼續做野
扑到咁上下我快射
佢就話唔係洗驚可以中出佢
今日安全期
我成世仔都味屌過閪
估唔到今日中出完仲可以中出人
之後CHOK多幾分鐘就射啦
真係爽YY

佢被我射完之後咩力都無
出黎抹左個身就唔著3咁訓左係張床到
我偷影左幾張唔同角度既相
得我日後都可以J下呀
然後我就攬住佢訓著左~



1.6 中出之夜

一起身就已經7點
我地兩個都唔係幾肚餓
然後咁岩見到老豆wechat我話晏d番
真心開心到死
可以同YUKI玩耐D

玩左咁耐終於到重頭戲啦
屌閪之初體驗~
一黎緊係揸住佢個波再打陣茄輪先
屌你 真係好L爽啊
對C奶唔係好大但就好有手感
揸完左邊就揸右邊
最後兩邊一齊揸
一齊揸兩邊既時間佢就開始黎料
YUKI : 啊~好爽~嗯~~
到左呢個MOMENT真係忍唔住啦
巨龍出黎啦!

攞著自己條野係佢32C上面磨黎磨去
就咁磨佢覺得興奮
磨到叫曬咁樣
我都頂唔住
結果就將佢平訓係床到
拉開對脾
將條野插入去
哇~係第一次有咁舒服同興奮既感覺
yuki就開始好大聲咁叫
D呼吸聲都好正
抽插左幾十下就換個POSE啦
變左做狗仔式
因為變左狗仔式所以可以插到最入
第一下插入去就比男上女下唔同
yuki當然叫得更大聲
佢仲被我插到個身不能自而
好攰咁樣但又唔可以放鬆
但係又好爽
佢正到連續20秒伸淫無停過
最後過左15分鐘就中出左佢

下回繼續



1.7 學校偷屌

戈晚中出完佢之後佢就返左屋企
我屌 而加仲係到睇緊當日影戈D淫照黎J
每日打丁都靠佢
但好快就到下星期五

星期五戈日番完學 我因為要做歷史報告所以遲左放學
咁岩想走既時候見到Miss Yuki
佢睇落好唔舒服咁
我就過去問佢：你唔舒服啊？
佢就咩都無講就拉左我走
仲好似好急咁
我心唸：莫非佢有病？

之後佢帶我去左一個放體育用品既室
因為星期五所以大家都趕住放學去玩 校隊都無練習
入到去我同老師面對面 
之後佢就將自己條教師裙（類似摟屌裙）拉高
我見到佢入面裝左震蛋係條底到 仲一睇就知濕曬
之後佢就講：我自從戈晚比你屌完之後就要用震蛋
我一直過堂都用緊 因為我好想人屌我 你可唔可以現加屌我啊？

我聽到一半就已經扯祺
點會唔忍心你無得比人屌姐
於是我就拉開我褲鍊
唸住趁佢咁高湖就直接插佢
點知佢一見到我條野就過左去含 仲含到好撚舒服
我好似入左極樂世界咁

含左五分鐘 佢個身因為岩岩拆左個蛋 
想被人屌到含唔到
所以我就決定開始屌佢
一黎就推左佢係跳遠墊上面
然後我就解開佢胸前既衫鈕
之後拉高個Bra 錫佢個胸同玩個Lin
佢除左叫到停唔到之餘 下面仲係咁流水
流到her her聲添...

之前戈D都係準備功夫
現加先係重頭戲
我叫佢起番身然後扒係個牆到比我後入
我一黎就成條入曬
佢叫到阿媽都唔認得
之後我每下都去到最深
佢成個身好似麻醉左咁



個洞好緊又多水 好插之餘又唔會好快射
之後抽插多幾十下就換狗仔式
狗仔式插既時候可以去到最深 
佢就叫得最High
我插佢高到不能自拔既境界
佢高潮到個頭掂到地下
然後兩隻腳伸唔到直
正當我同佢都爽爆既時候
我地聽到有人入黎
我同Miss Yuki即刻攞番曬D衫去到角落到
點知原來籃球隊特訓
所以番左黎
但係唔理 我照屌Yuki
因為無位所以我動作細
但係速度就更快
所以籃球部D人入到黎話有怪聲
但好彩我射左先無發現
等班人走左我同Yuki都走左
Miss Yuki仲約我聽日上佢屋企玩SM



1.8 女王SM

(之前去左英國個網上唔到，要番到黎先更新到sorry)

去到星期六啦
佢sd左個地址比我之後叫我上去佢屋企
原來佢一個人住
唔怪得知可以成日揾我咁free

去到門口
我未按鐘佢就開左門
佢著住套女王SM裝真係J都J出血
之後佢一開門就用個手扣扣著住我雙手
又揸我下面搞到我瞬間勃起
一句野都無講就拉左我入佢間房

上到張床佢叫我扮唔想搞野人咁
又要好似被佢用念力咁自己除自己衫
然後我換左佢比我套SM裝
有D似內衣但係一條條線
除左條底其他都要除

之後再上番張床就黎料啦
佢首先不斷壓我去床角
然後就好似想用念力咁控制我思維
叫我除衫
之後佢用左幾次念力我就扮比佢控制住
自己除左D衫
得番條底
然後佢拿出條皮帶
一下一下打係我身到
不錯佢唔係好捨得
打左幾下就收手
之後就攞條唎同個口去咀我全身
仲幫我口交
佢好有經驗咁一下一下慢慢向入
到最後每一下都深喉
過左十分鐘我參唔多射
佢攞出黎叫我幫佢洗臉
就真係幾正架
佢成塊臉都係精

之後佢入左WC將D精抹去食
見到都J死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