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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再見

“快啲啦，再唔行就趕唔切架啦！你知啦搭飛機唔同搭巴士，走咗就無第二架架啦嘛，你知唔知我比
幾錢張機票啊吓。。你啊。。。”
阿媽嘮嘮叨叨不停的說，而我就默默戴上耳機，繼續收捨行李。

“唉。。。估唔到中三咁快就完咗，就連暑假都過得特別快，我好似仲未準備好。”
我一邊收拾行李一邊自言自語。

哎對了！我好像忘記介紹自己了。
我叫白可爾，同學朋友們都叫我Chloe，
我在中三開學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糊裡糊塗地就答應我媽會去外國讀書。

嘻，現在想起來都有點後悔了。

廢話少說，終於來到機場了。
“Chloe，快啲過黎啦，我地一定要影多幾張相留念啊！”
“你會唔會掛住我架？”
“喂茉莉你喊啊？”
“邊有姐。。”

“Chloe，呢度係我自己親手整嘅禮物，希望你會好好保存啦，我會好掛住你架，我會係香港等你架
啦，你自己一個去到外國要小心啊，十二月見啦。。。”

“嗯，你自己都保重。”

我在Milan還未說完的時候就很敷衍的回答了他。Milan是我中三時期其中一個男朋友，他應該是我
認識的男朋友裡面長最帥的吧。雙眼皮，鼻子高高，有點混血的感覺，不過就有點矮。不過，雖然他
人很帥，對我也很好，但是我不想理會他的原因是因為我當時心中還有另一個人，Chian。

Chian是我的籃球朋友，我們在街場認識的，他有一米八，眼睛小小，看起來就是壞壞的感覺。暑假
的時候常常跟Chian一起在家樓下的籃球場打球所以熟絡起來的。他雖然很粗魯，講話也很直接，但
是我看得出來在他看我的眼神中，有一絲絲的溫柔。所以從那次起，我就認定了我一定要征服到他。



第二章：初見

“Welcome to Manchester Airport, hope you enjoy your flight and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我一打開眼睛，原來已經到達了，搭了十幾個小時飛機我混身疼痛，雙腳都麻痺了，我緩緩站起來，
往入境大廳去了。

“Hi, are you Chloe Bak?”
“Yes I am.”
“Please follow me and I’ll bring you to your school.”
“Thank you.”
一個大叔拿著寫了我名字的牌站在了出閘口等我，雖然我的英文不是很流利，但普通的對話也是可以
的。

大概三個小時過去了終於來到我的學校了，我放下行李之後就開始參觀了我的校園。校園不算很大，
但是應有的都有了。當我經過籃球場的時候，我看了一個男生在打球，遠遠看起來他還挺高的，頂著
一頭黑過墨斗的短髮，我想應該是chinese吧。不過樣子我倒是沒有看清，不知會不會是帥哥一名呢
。好期待之後可以再見到他，和他一起打籃球。我看得正入神的時候，他突然轉過頭來，我立即嚇了
一跳，他看了我一眼，然後對我笑了笑。

是心動的感覺。

當我還在沉醉的時候，突然
“你係Chloe？ 你好啊我好似係你Roommate啊，我係新黎架，我叫Alise， 多多指教！”
“Hi.”
可能你們會覺得我很冷淡，但其實我並不是，只是我比較慢熱所以不知道該如何對答。
吃過午飯後，我和Alise便回到房間收拾，在收拾的過程中，她告訴我很多關於她的事情，不過大部
分我都聽不懂，因為她說的都是關於動漫和小說的。。。不過說起來，我們房間其實是個四人房，但
是有兩個女生還未來，大概她們是舊生所以不用提前回來吧。不知道她們是什麼樣的人呢。

說起來，我已經有四五個小時沒有回覆過我的寶寶。。們了，我拿起了電話開了whatsapp，有56條
未讀訊息，54條是來自Milan的，2條是來自屋企群組的，然後我看了一看Chian的Chatroom，0條
。難道他忘記了我已經來到英國了嗎？

我緩緩地打開了和Milan的Chatroom,
“ Chloe我已經好掛住你啦”
“Chloe你上咗機未啊？”
“ I miss you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兩個世界都變心”
“ Baby 我已不能多愛你一些。。”
“ Chloe你到未啊？”
“ Chloe?覆下我啦我好想你。。:(“
。
。
下省一千字。



我嘆了一口氣，沒想到原來他還真的挺煩的，我默默地關上了chatroom，然後繼續收拾。想不到我
的嘆氣Alise竟然聽到了，可能她也覺得我有點高冷，所以她小心翼翼地問了我一句，
“你無事啊嘛？見你好似好愁咁。”
“我無事。”
我報以她一個微笑便躺在了床上，我大概不能告訴一個剛認識的人我那複雜的感情生活吧，免得破壞
我的形象。

叮咚，你有一條新訊息。
我看了看電話屏幕，
Chian！



第三章: 你好

我興奮地打開了chatroom,
“Chloe, 你到咗？”
我立刻秒回了他，聽說男生都喜歡秒回的女生，
“係啊我到咗啦，掛住執野無話聲比你聽添:p”
不過我換來的是
最後上線時間 4:07 下午
好吧，看來我之前以為他有丁點喜歡我的直覺是錯的，不過我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但是，一個在香港，一個在英國，那八小時的時差真不是說笑的，我睡覺他便起床，我起床他便放學
，我放學他已經要睡了，一天只回到十條不到的訊息，真的好難捱啊。雖然好像很壞，但我有一個念
頭閃過，要不就先在英國也找一個男朋友打發一下時間吧。你們猜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誰？

籃球小子！

晚飯時間要到了，我和Alise收拾好東西就去了飯堂食晚餐，下午的時候我沒有看到籃球小子，不知
道他晚飯會不會下來吃了，幸好我們學校的飯堂不大，一眼就到誰在吃飯。不過，雖然飯堂不大，但
人還是挺多的，排隊都已經用上十分鐘了，就剩下二十分鐘吃飯了。

當我排隊排到發荒的時候，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膊頭，我轉了頭，只看到了那個人的胸口。哇，他好
高啊，目測應該都有一米八五，我抬起頭，看了一個戴黑框眼鏡，眼睛不大的一個男生，看起來呆頭
呆腦的很可愛，最重要的是，他頂著一頭黑短髮，他不就是！
“Hi, i remember you, i saw you at the basketball court this afternoon, do you remember
me?”
我心想
“大哥我緊係認得你啦，籃球小子嘛。”
“um...yeah...i...a...i remember la!”
“頂！我呢啲咩英文黎架，真係好啊！”
我立刻低過頭，我想我當時塊面一定紅過洪金寶。
“你係香港人？哈哈乜咁岩嘅，我都係喎。我叫Andrew，你呢？”
他伸出了他的右手，而我只好和他握了一下手，天啊，他應該不會嫌棄我的手汗吧。。。我深呼吸了
一下，抬頭面帶微笑地對他說，
“嗨，我叫Chloe，我係新黎嘅，今年year 10。”
我以為我們的對話會就此結束，怎想到。。
“喂hi我都係香港人喎，我叫Alise，係Chloe同房，啊估唔到你幾大隻喎，有無腹肌show黎睇下。
。。”
“啊哈哈哈，講呢啲。。”
Andrew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唉，猜不到Alise是這麼進擊的人，才剛認識怎能說出這些話，我實在尷尬到不行只好默默低著頭繼
續排隊。天啊終於輪到我了，我快速地點完餐後便一個箭步走進了食堂，免得再跟他在一起。我找了
個位置坐下，由於只剩下二十分鐘吃飯，我只好埋頭在fish and
chips之間盡快吃完。當我正沉醉於美味的炸魚之中，我突然感覺到有個人把紙巾擦到我的臉上
“哇，你好肚餓咁喎Chloe姐，拿，紙巾啊，抹下塊面先啦，食到成個花面貓咁。”
我立即抬起頭看，我的天啊，是我太專注吃東西了嗎，Andrew什麼時候坐在我對面我完全沒有察覺
到，我感覺我的臉又開始紅起來了。我立刻搶過紙巾，



“um，我自己黎得架啦，你。。你幾時坐係度架。。？”
我瞧了一下旁邊的Alise，責怪她怎麼沒告訴我，但換來的是她的偷笑。
“我坐咗係度好耐架啦喎，我一直跟住你入黎架啵你唔係唔知啊，低b。”

“oh my god” 我心想，
“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咁叫我，我真係會心動。”

“ummm，掛住食咪睇唔到囉，好。。好出奇啊！”
我說罷，便急急腳離開了餐桌。當我在放餐盤的時候，隱約的聽到Alise說，
“喂，下次再傾，聽朝約完你落黎食早餐，不見不散啊靚仔!”
我回頭看見Alise對他單了一下眼，
我立即雞皮疙瘩。



第四章：天灰

回到房間後，我的另外兩個室友也回來了，她們分別是看起來雖然有點胖但樣子很不錯的Amy，和
看起來很像是學霸比我還高冷的Jane。和她們打過招呼後我便回到自己的座位看手機。
“Amy Jane，你地黎咗咁耐，應該識一個香港男仔叫Andrew架可？有無得爆料先，好似幾正咁喎
，介紹黎識下啊！”
“哦！我地緊係識啦，仲好熟添，做咩啊，有興趣啊？“
Amy
說完了Alise已經忍不住在甜笑起來，而Jane呢，就繼續在看書。猜不到原來Alise對Andrew有興趣
。
我忘了說，如果要排名的話，我應該是我們房間裡樣子最平凡的那個。Alise有著一把短髮，雖然她
好像是一個宅女，但樣子絕對不是你們想像中的一樣，她有著很精靈的雙眼，性格爽朗而且又會很多
動漫遊戲，男生應該很喜歡這種類型。Amy一看就是很會交際的人，她臉圓圓的，經常面帶笑容，
很平易近人的感覺，而且話非常多，和她做朋友應該不怕會沒有話題。Jane是一個很高冷的女生，
整個書櫃都是不同範疇的書本，應該是一個知識型女性，但是她的樣子也十分清秀，走路都帶仙氣，
好像是小說走出來的人物一樣，一定是個女神。而我吧，嘻，一看就是個mk，有一頭中長的啡髮，
留著很濃密的瀏海，樣子中上吧，但和她們比起來，顯得特別像一塊綠葉。

Year 10的頭一個月過得很快，我也很快就悉應了在英國的生活，雖然沒有很多外國朋友，但每天黏
著Alise她們生活也很充實。Milan吧，因為我一直對他很冷淡，大概他也感覺到，所以他也提出了分
手，我也很爽快的答應了他，大概是當時我也不太在意吧，希望他找到一個比我更好的女朋友。至於
Andrew，我知道Alise對他有興趣，那我當然不會阻擋他們發展，所以在過去的一個月我也沒有太注
意Andrew的一舉一動，只是偶爾會跟他一起打籃球，當然，Alise也會跟我們一起去，雖然她不會打
。不過反而Andrew經常會繞著我們身邊轉，上課下課都會見到他，吃飯的時候他永遠坐在我和Alise
中間，外出買零食也會給我們買一份，大概是因爲他和Alise中間擦出了一些火花吧，嘻，那我也不
好意思問那麼多。Alise也不差，每天下課後跟我們聊天的範籌大概就是Andrew什麼什麼的，我和A
ndrew做了什麼什麼。。。看起來他們正在曖昧啊，大概很快就有出pool飯吃了呵呵。
至於Chian吧，還是一樣，每天對話不過五句，而且還是我問他答，內容大概都是早安，吃飯了嗎，
睡了嗎等等，特別無趣。但是他偶爾的一句
“你那邊天氣好像變冷了，要多穿衣服！”
卻能讓我開心上一整天。
雖然他的回覆得冷淡，但我從來沒有介意，反而想更加做好自己，令他覺得我是他值得愛的人。當時
的我完全沒有覺得有問題，因為我喜歡他，而且我以為高冷是他一向的性格。我很喜歡。

直到有一天我正在床上百無聊賴的看別人的whatsapp status, 看見了茉莉的status 換了一句，
“從此以後，你會是所有，幸福的理由<3”
然後她的頭像也換了和一個男生手牽手的背影，等等，怎麼這個背影看起來有點眼熟，好像在那裡見
了。。。我立即按去Chian的profile ，我可以肯定那個人就是他，然後我馬上看了一下，他的status
居然換了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我這一輩子去愛你 <3”
猜不到原來他們暪著我在一起了，茉莉明明知道我喜歡Chian，她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她到底想怎樣
。我那時候不想去問她，他們的事情我也不想知道了。但以我的性格，
不把事情搞清楚我也不會心息，所以我很犯賤的去問了Chian。
“你。。。同茉莉一齊咗？”
“係啊。。對唔住。。Chloe，我知道你一定會覺得我好仆街，但係呢幾個月你唔係到，係茉莉一直



陪住我。”
我沒有再回覆了，自此以後我也沒有再找茉莉，她也沒有找我，估計她也沒這個面目吧。

那時候我的心情真的很低沉，我還記得那陣子我的世界好像就只有黑白色，別人對我說話我也聽不進
去，做事也是丟三落四的，一星期一次的籃球練習我不去，和Andrew打球也不去，飯如果不是我的
室友逼我，我也不想吃了。很快，我的室友們和Andrew也意識到我不可能這樣子下去。

還記得是十一月六日的晚上，我的生日，他們開了一個小派對，買了一個蛋糕和一堆啤酒和我慶祝，
在那天我認識了好多人，原來我們學校有這麼多香港人，我怎麼一直沒注意到，在派對上我認識了兩
個和我同年級的男生，Jacob和Moris。Jacob長得很壯，一看就是有健身的人，他的手臂都有我大
腿一樣粗壯了，不過雖然他這麼壯，但他說話還是挺溫柔的。Moris呢，一看就是情場高手，整個派
對都看見他左擁右抱的，女生很喜歡他，因為他真的挺有型的，而且他還是個很會玩的人，基本上整
個派對的遊戲，都是他提議的。其實我知道他們這麼大陣仗的和我慶祝，是因為想讓我開心，不想我
再繼續頹廢下去，所以我便配合了他們一下，對著鏡子告訴了自己要開心，找了一個最合適的笑容，
裝了在我的臉上，便走出了洗手間走了出來和他們一起玩。

大概是Andrew看得出來我其實心裡還是有點不好受，所以他走近了我身邊，捉住了我的手然後在耳
邊輕輕的說了一句，
“5分鐘後，草地見。”
溫柔的聲音加上暖暖的氣噴在我的耳朵裡，我的臉立刻紅了起來，在我還未來得及反應的時候，他加
了一句，

“不見不散。”
“好。”



第五章：開始

我跟著Andrew來到空無一人的草地，由於四周都很空曠而且是晚上，所以比起平時更寒冷，不禁打
了個冷顫。Andrew見狀，便把他的外套脫下披在我的身上。
“你叫我出黎做咩啊?”
“無啊，見你悶悶不樂，睇你個款都唔想留係入面架啦，咪叫你出黎抖下氣囉。”
“多謝你。”
“啊，其實呢，你係不嬲都咁冷淡啊，定係淨係對我咁冷漠。。”
我沒有回答。
“你無野啊嘛？”
“好好笑啊可？連人地嘅女朋友都唔係，戀都未戀過，點解我會好似失戀咁嘅，哈。。。”
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缺堤了。他一手把我摟在懷裡。
“其實，你真係feel唔到咩？”
我整個人都僵硬了，
“feel..feel到啲咩？”
我嘗試推開他，但他用力把我抱得更緊，
“我。。。鐘意你。”

我呆住了，一直以來看他和Alise的互動，我以為他知道Alise對他有興趣，況且他也沒有抗拒，我差
點以為他們都要在一起了。
“大佬唔好玩啦，你同Alise行得咁埋。”
他擦了擦我的眼淚，繼續說道，
“Alise？關佢咩事？”
什麼？！他居然真的不知道Alise喜歡他？
“點會唔關啊？佢鐘意咗你咁耐，更何況你地日對夜對。”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他靜了足足十秒才反應,
“我以為，同我日對夜對嘅人係你。”
我這才想起，好像每次Andrew和Alise一起的時候，我都在旁邊，我一直以為我是用一個旁觀者的身
分在看他們，想不到原來他心目中的女主角其實是我。
“。。。”
“嗯，可能你無注意到，但每日我一落堂就趕頭趕命咁仆去你課室門口等你。你每次話要我陪你打籃
球我都好開心，無論做緊咩就連打機打到一半我都即刻仆去球場同你打。每次食飯我都想坐係你隔離
，但我知你鐘意坐側邊，所以我只好坐係你同Alise中間，我唔敢坐係你對面因爲我驚我會掛住望住
你。”
“你。。。”
他繼續說，
“每次出去買野食我都會想買埋你嗰份，我知你鐘意食朱古力，我每次都會買好幾包，見到你食朱古
力好滿足個樣，我而家諗起都會覺得好心動。我好想之後都一直同你咁樣落去，什至同你一齊去做更
多嘅野。Chloe，你肯唔肯啊？”

我突然想起，為什麼他每次在課室外等我們的時候都是流著汗的，為什麼我每次打籃球他都有空陪我
，為什麼每次吃飯他都係我旁邊，為什麼每次他買回來的零食都有我最喜歡的朱古力。我這才明白，
為什麼之前我都沒有注意到這些細節，大概是我那時候整個心思都放在了Chian身上，根本就沒有留
意我身邊原來一直有個人在陪著我。原本停止的眼淚又再一次流下來。
“傻妹，唔好再喊啦，再喊就唔靚架啦！”
原來Andrew很溫柔，相比起他平常的行為，今天的他在柔柔的燈光下顯得更加吸引。他輕輕的把我



的頭抬了起來，用手把我臉上的淚痕擦去，然後他的頭向著我靠近，好近，我們現在只有兩公分的距
離，可能是因為周圍的環境氣氛，我竟然把雙眼閉上，然後我感受到一雙溫暖的嘴唇貼在了我的嘴唇
上，一股暖流湧上全身。我到底在幹什麼。
一分鐘過去了，他的雙唇慢慢地離開，我把雙眼打開，看到了他的微笑。
“今日係第一日。”
他說，
“我會好好對你。”
“嗯。”
我居然和他在一起了，如果Alise知道了，會不會把我殺了，現在的我和茉莉一樣，把自己好朋友喜
歡的人搶走了。

其實我不知道，我是喜歡他，還喜歡有人疼愛的感覺。反正，他現在是我的。

“你地。。。係到做咩啊。。？”
仆街，是Alise。



第六章：偷愛

“喂Moris，你有無見過Chloe啊？”
Alise問道，
“無喎”
“Jacob你呢？”
“頭先好似見到佢同Andrew出咗去。”
“好我去睇吓。”

她走出了派對房間，向著草地方向走。她看到遙遠的角落有兩個人影，猜測應該是我和Andrew，所
以她喊道，
“你地係到做咩啊？”
幸好距離有點遠，她應該沒有看到我和Andrew是摟在一起的。我立刻推開了Andrew喊道，

“無啊我跌咗隻耳環，Andrew幫我搵姐嘛！”
然後便急急腳走到Alise面前，
“仲以為你地背住我偷情添，快d行啦全世界等你兩個切蛋糕啊。”
“係嘅係嘅，sorly 啊下，而家即刻去。”
我鬆了口氣，瞧了Andrew一眼便搭著Alise的肩膀離開。

這個混亂的晚上終於完了，我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房間，整個人攤在床上一直思考著今晚發生的所有
事情。
叮咚。
我的電話響了。
“你返到未啊？<3”
是Andrew。
“返到啦。”
好像有點冷淡，所以我加上了
“:)”
“返到就好啦，早啲抖啦，聽朝見，寶寶！ “
然後他還不忘加上一個錫錫的表情，說真的，有點嘔心。
“嗯，早抖。”
其實我並不是想對他這麼冷漠，而是因為我還沒有放下Chian，所以對於他突如其來的熱情，我根本
提不起勁去回覆他，而且，我還根本不確定我到底是否喜歡他。

剛開始的一星期我基本上和Andrew都相處得很尷尬，他依舊做之前會做的是，我依舊當作沒事發生
，只是我倆有時候吃飯時會在枱底下手牽手，那種感覺好甜蜜好刺激。有時候為了可以多見幾面，我
們晚上會偷約在圖書館裡一起溫習做功課，這種關係一直保持了一個月。在這個月裡，我們只牽手，
有親吻，只多加一個擁抱。直到有一天。

那天我們在圖書館裡溫習到一半，他忽然傳訊息對我說，
“我想出一出去，你黎唔黎？”
我向他打了一個眼色便前後腳地離開了圖書館。對，我們保持了這種地下情一個多月沒被人發現，厲
害吧。
圖書館在主校樓的一層，所以通常夜晚只有圖書館是亮著燈，其他課室與走廊都已經關燈，因為學生
是不允許在校內徘徊的，所以整個樓基本上是黑漆漆的。我跟著他出去後，他拉著我找了一個沒有鎖



上的課室，然後進去了。

“你拉我黎呢度做咩呢阿余生？”
對，他姓余。
“無啊想同你二人世界下囉，你今日特別靚。”
在只有昏暗的街燈照進來的陰暗課室裡，依然可以看到我紅著的臉頰。
“你好衰架。。。”

我還未說完，他便吻了下來，而我亦配合他地嘴巴微微張開，他的舌頭伸了進來，我們的舌頭互相交
疊，那種感覺好甜蜜。他的右手漸漸從抱著的腰向上掃到我的背部，然後漸漸向前移到我的胸部。我
沒有所抗，他的食指和中指輕輕夾住我的乳頭左右移動，麻蘇蘇的感覺湧了上來。我也不甘示弱，把
手放在了他的下體上，慢慢地上下掃蕩。他輕輕的叫了一聲，
“啊。。Chloe。。”
我說道，
“我愛你。”

那天，我們沒有繼續下去，因為我們都知道這樣做，已經是太多了。如果你問我有沒有想過繼續下去
，我會跟你說，有，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第七章：偶遇

在英國的中學，每個學期都會有一個一星期的假期叫做Half
term，這時候學生不用上課，而我們學校也不例外，不過唯一的壞處就是在放假期間不能住在學校
裡，所以我們要找住宿家庭。

“真係唔想同你分開啊。。。”
Andrew 在whatsapp上說。
“一個星期姐，好快就過架啦，最多我每日都同你facetime啦，好無？”
“唉唯有係咁啦，你自己住host小心啲啦，話哂你都係個靚女黎。。:p”
“哈痴線佬，我咁既樣就係最好嘅防守啦”
“咁好啦你到咗再搵我啦。”
“嗯<3”

我搭了差不多半個小時的車，終於來到了住宿家庭的家。聽聞外國人的屋子都特別大，所以我很期待
。只看他們的家的外觀已經能夠感受到裡面會有多美。我寄宿的家庭是一對老夫婦，他們的孩子已經
在外面工作所以房子就只有他們兩個人住，但看得出來他們是有錢人。他們的屋子有四層，每層都有
兩個廁所。第一層是只有客廳和廚房，已經比我家要大兩三倍了，那個客廳中間放了一座三角琴，而
旁邊還有多出的位置，絕對夠你在那跳舞而不撞到任何東西。第二層是他們的房間還有工作室，第三
層是他們自己設計的衣帽間，第四層就是我住的地方。我留意到除了我之外，另外一個房間還有一個
男生住在那，不過我只看到他的背影。我進去了我的房間之後，天啊大到好像是我家一樣，房間的中
間是我的雙人床，左邊的窗子是落地玻璃，書桌在門口旁邊。而房間裡還有洗手間，那我除了吃飯基
本上都不走出房間了。

當我正在為這個房間驚嘆的時候，女主人敲了敲門，然後進來了，在她身後還有一個男生，等等，他
好像是我在香港中學的師兄，之前也聽過他來了英國讀書，想不到還真有緣。當女主人要介紹的時候
，他就對她說，

“i know this girl, Chloe right? we were in the same school before.”
“oh really! okay, so i don’t need to introduce you to her right? hahah, i will see you two at
dinner.”
說罷，她便離開了。

“你認唔認得我啊？我地同一間中學架呢？”他笑著對我說。
“認得，不過。。我唔知你叫咩名。” 我不好意思地說。
“我叫Angus!多多指教啦師妹！”
他伸出了他的手。我難為情地握了一下。
“多多指教。”

Angus比我大一年，一看就是個陽光男孩，他有著我很喜歡的啡銅膚色，身高185左右，眼睛大大的
，笑起來十分吸引，已經他的時尚品味也很不錯。
我對這個住宿安排感到十分不錯。

“聽講你打籃球架喎，咁就岩啦，呢幾日得閒切磋下。”
他連我會打籃球也知道，奇怪。
“哦。師兄叫到我一定奉陪。”



這個下午我們聊了三個小時天，和他說話很舒服，就算是剛認識，但也不會有冷場也不會感到尷尬，
所以我們很快就熟絡起來。對了，到了這麼久我忘了告訴Andrew一聲，所以我拿起電話，20條未讀
訊息。
Angus見狀便說，
“哇奪命進魂text喎，男朋友啊？”
“唉係啊，最衰你啦，掛住同你傾到唔記得覆佢。”

我打開whatsapp chatroom,
“bb你到咗未？”
“??”
“bb你無野嘛？”
“住嗰度ok嘛？”
“bb??”
“去咗邊？”
"應吓我啦。。。"
"好擔心你啊。。。"
這種感覺怎麼有點似曾相識？



第八章：外遇

晚飯後我和Angus各自回到房間休息，我終於有時間回覆Andrew的訊息了。

“我岩岩食飽啦，你食咗野未啊？”
“食咗啦。係呢，有無其他人同你一齊住？”
這時，我想了想，應不應該告訴他我和Angus一起住。但很快我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我免得他問
長問短，況且，我和Angus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所以我怕麻煩便說，
“無啊”
“咁你咪好悶囉。”
“唔會啦，煲下劇時間好快就過。”

到了大概12點，外面突然傳來敲門聲，我打開房門。是Angus。
“喂我訓唔著啊，你有咩搞緊啊師妹。”
“無啊hea緊咋，想點？”
“不如我地落去街尾個籃球場打返場？”
“好啊橫掂無野做。”

然後我草草地和Andrew說了聲晚安便換上了運動服去找Angus。
“哇，運動女神喎！”
“頂你咩，行得未啊。”
“行啦低b妹。”

他搭著我的肩膀便一起走了。在去籃球場的路上，Angus問我，
“阿師妹，其實你都幾索啊，同男朋友搞過野未？”
“關你咩事。”
“講黎聽下，大家咁熟。”
“無啊頂你，住學校宿舍想扑都無地方扑啦。況且我男朋友好檢點，最多都係摷。”
“聽你語氣，好似好想饑渴咁喎。洗唔洗師兄過幾招比你？”
我笑了一笑，沒有理會他繼續前行。很快便來到了籃球場。

“不如咁啦師妹，橫掂我地都要對成個星期咁耐，不如我做住你男朋友先，比你感受下咩先係真正嘅
拍拖!”
其實這個建議真的不錯，況且我整個假期都沒東西做，而Andrew又不會知道，有Angus陪我也挺好
的。所以，
“好啊誰怕誰！”
“哈，就咁話啦喎女朋友仔，到時千其唔好沉船喎。”

說罷，他一手到我摟在他的懷裡，然後吻了我的唇，我配合著他來了一個法式濕吻。在昏暗的燈光加
上深夜了無人煙十分寧靜的街道，我們站在了一個比較暗的角落，他不安份的手開始撫摸著我的胸部
，我沒有抗拒，然後他慢慢把手向下掃，伸進了我的褲裡，用他的食指和中指慢慢在我的妹妹上打圈
，我不禁發出了一下呻吟聲，
“啊。。。”

他把頭哄到我耳邊說，
“大聲啲叫都得架，呢度好辟無人會聽到。”



然後他順著勢吻到了我頸上，我放膽地更大聲的呻吟起來，
“啊，好舒服啊。。。”
“你好濕。”
我也不甘示弱，用手一把捉住了他的弟弟，然後上下掃蕩，
“伸入去。”
我慢慢把手伸進了他的褲頭，他的弟弟早已硬了，我笑一下，手便開始上下的移動，
“啊。。。”他發出了叫聲
“你細佬。。。都發育得幾好。”

過了大概5分鐘，他突然捉住我的手說，
“返去先搞，我唔想射到周圍都係。”
“好啊。”



第九章：暫別

這個星期過得特別快，基本上每天除了和Andrew在晚飯後facetime閒聊幾句，其他全部的時間都有
Angus陪著我，我們無所不談，從小時候聊到未來，從我聊到他，從天文聊到地理，還有，從餐桌聊
到床上。每天晚上他都會偷偷走進我的房間，躺在我的床上從後抱著我入睡。有幾晚大家都覺得氣氛
不錯，從床上做到了廚房，再從廚房做到了花園。這種感覺很舒服，很甜蜜，我在Andrew身上從來
沒有感受過。在Angus面前我可以做回我自己，我沒有東西隱瞞他，他也沒有，應該。

在分別的那天，他來到了我的房間和我道別，我抱住了他，我很捨不得他，但他的反應卻很平淡。他
摸摸我的頭，微笑著對我說，
“傻妹，講好咗架嘛，我做你一個星期男朋友，而家完咗啦，係時候返去現實啦。”
“我唔制啊，可唔可以一直繼續落去，我鐘意你。。”
“叫咗你唔好沉船架嘛，我夠鐘走啦。。。”
“我地。。會再見？”
“嗯。”
他的聲線異常溫柔，溫柔得可怕，可惜他的樣子告訴我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他繼續他的生
活，我繼續我的忙碌。

在分別的第一天，我發瘋地在facebook instagram
尋找他的蹤影，我更瘋狂到whatsapp我舊學校的朋友，問他們認不認識Angus。好不容易，我終於
找到了他的instagram ，我急不及待地點進去了，換來的卻是失望和心碎。
我看到了幾張他和同一個女生的合照，caption都很甜蜜，有一張是他們嘴對嘴的，下面寫著，
“陪著妳走，一生一世也不分<3”
原來，他有女朋友。
在此以後，我沒有再找他，他也好像沒有打算找我，仿佛大家都沒有在對方的世界出現過一樣。

“可惜他有愛侶
還可怎麼爭取
投契極 得不到世人的允許。”

這首歌，我不停循環聽了一個月，心中雖然放不低他，但我不可以這樣了，我還有Andrew，雖然他
不知道我經歷了什麼，但我好內疚，我對不起他，在那一個星期裡面，我做了很多錯事，我知道我做
什麼都不可能回頭，所以我要用接下來的時間補救。

很快迎來了聖誕假，我專程和Andrew買了同一班飛機回香港，那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就可以一直對著
對方。但是我們說好了要偷偷地見對方的家長，所以我們出閘後會分頭離開。在那程飛機中，雖然很
辛苦，但是充滿了樂趣。在飛機起飛後，燈會慢慢地變暗，這時我們隔壁的人剛好睡著了，所以，

“喂，你冚好張被。”
“做咩啊？”
“我幫你啊。”
“幫我？”
我偷偷地在他耳邊說，
“打飛機啊。 “

然後我沒有等他回應，就把手放進了他的褲子裡，他想要叫出聲的時候，我立刻掩住他的嘴。他瞧了



瞧旁邊，然後就把手伸進了我的衣服裡，在玩弄著我的乳頭。那種很興奮但不能叫出聲的感覺，很刺
激。
我們就這樣度過了十八個小鐘，終於到達機場。在行李帶的旁邊我跟他旁若無人的打鬧著，一會之後
他跟我說要去一趟洗手間，留下我自己一個。

我在等待的途中，忽然感覺到有個人在行李帶的另一邊盯著我看，我抬頭，那張熟悉的臉，那張我用
了一個多月去忘記的臉，他對著我微笑，眼神依舊溫柔，他的身影和他的臉龐依舊吸引著我，我全身
發麻，腦袋一片空白，呆住了看著他。他用口型對我說，
“好耐無見。”
然後說走了。我遲遲無法自拔，Andrew回來，拍了拍我肩膀說，

“喂望咩望到呆哂啊？”
“無。。無啊，行李到咗啦，你走先啦。”
“哦，咁好啦，電聯。”
“嗯。”
他給了我一個擁抱然後親吻了我的額頭便離開了。我立刻四處張望尋找Angus的蹤影。

在茫茫人海中，他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但在我的心中，卻原來一直念念不忘。



第十章：重聚

聖誕節過得特別快，轉眼又要回到英國了。除了在平安夜和聖誕節和Andrew去了迪士尼玩和逛街之
外，其他時間我都用來和香港的朋友聚會了。不得不說和香港的朋友的確是玩得開心過在英國的朋友
。可能是因為在英國我們沒有選擇所以只好和僅僅有的香港人做朋友。
在一次的朋友聚會上，我重遇了我的前男友milan,
他成熟了很多，少了一份以前的稚氣，雖然我們是和平分手，但太久沒有聊天，而且我和他都有了自
己的男女朋友，感覺就像熟悉的陌生人一樣。那天聚會，我們坐在了海旁都喝了不少的酒，聊了很多
中三時候的搞笑事情。到了半夜朋友們才各自回家。但因為我和他住得近，所以朋友們就拜託他送我
回家，雖然我一直說不用，但他還是堅決的送了。在靜寂的街道上，街燈配合著，我們都沒有說話，
他越走越慢，才緩緩說到，

“你最近點啊。”
“幾好啊，聽講你識左新女朋友。”
“係啊，因為佢好似你。”
“。。。”

原本尷尬的氣氛變得更加尷尬。他有什麼意思？ 

“你都有男朋友啦？”
“係啊，就三個月啦。”
“幾好啊。。。”

原本15分鐘回家的路程，因為尷尬的氣氛和緩慢的步調，30分鐘過去了，我們還沒走到一半。

“記唔記得，我地以前放左學好鐘意行呢度?”
“記得，你送我返屋企嘛。”
“其實。。。我以前每次都好唔捨得你走，所以我每次都會行慢啲。今次都係。。。”

他停了下來，站在我的後面，我看著地面反映著我倆的倒影。他把手慢慢向著我手的影子移動，看起
來就好像牽著了我的手。我也停了下來，呆呆地看著倒影，他想走上前牽著我，我卻走前了幾步說，

“就保持住而家呢個距離啦，唔好再行前啦。”
“點解。。。”

我聽到他哽咽地說著。
“因為。。我地返唔到轉頭架啦。”
“但係我對你由始至終都無變過，呢三個月黎我每日都好掛住你，好想你返黎。。。”

我沒有等他說完便道，
“但係我變咗。。”

他流著淚繼續說，
“你知唔知道我一直都放唔低你，直到有一次我係球場見到我而家個女朋友係度打籃球，我覺得佢好
似你，所以我追佢，我以為同咗佢一齊佢就可以代替你，我就可以忘記你，但我唔得啊。”
“你唔好咁啦。。。”



“我前排同佢分咗手啦，因為我發現原來由頭到尾我都無鐘意佢，我連追佢都係因為佢似你，佢做每
一樣野都令我諗起你，我原來一直都無放低過你。。。你知唔知我頭先有幾想聽到你話無男朋友，咁
樣我先可以有多次機會好好追你。。。”
“夠啦唔好再講，過咗去就係過咗去，返唔到轉頭，就算我再同你一起返，都無可能可以好似以前咁
架啦，因為已經變咗質，係你同我都已經變咗。。。”
“你唔駛送我返去啦，再見。”

我頭也不回起走了。如果你說我狠心，我認，因為我不想再耽誤別人，如果他放不下我，那就讓我當
壞人，讓他死心吧。
如果你問我有沒有心痛，當然有，畢竟我和他都有過一段情，但既然我已經對他沒有感覺了，那就不
要再藕斷絲連了，我想讓他找到那個最合適的她。



第十一章：分開

回到英國的生活沒什麼特別，打打鬧鬧的又過一天，很快就來到了期中考。對於很多人來說英國學生
一直給大家的印象是不是都挺笨，讀書很一般，尤其是在數學。其實他們真的是這樣子的，不過當然
還是會有很聰明的人，也會有很努力的人。在期中考前夕，大部分的人都去了圖書館溫習，我也不例
外，沒有跟大家提過，雖然我不算是很聰明，但我自己覺得我也挺努力的，至少在考前我也會溫書，
所以成績都是在上游的。

Andrew比我大一年，他們都要集中考年尾的公開試，所以沒有期中考。在有空的時候他都會陪我一
起到圖書館溫習，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有時候我遇到不會的題目就會問他。在考前兩星期，我基本
上都是在房間裡溫習，因為我在人多的地方集中不了，溫習之後就沒有精力再去做其他事了，溝通也
漸漸減少。那大家都知道，在談戀愛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溝通，那兩星期加起來說話不過20句
，我每天就是來回課室和房間，雖然我也知道不能這樣下去，但我也顧不上兩邊。

在考試前一天，Andrew終於和我吵架了，我就知道會有這一天，但我並不希望是在考試之前。

“你每日就淨係掛住溫書，你有冇諗過我感受啊？我係你男朋友嚟㗎，就算你幾忙都應該可以比少少
時間同我傾計啊？”
“你淨係識得問我有冇理你感受咁你有冇理過我感受呀？我要考試架，你喺考試前一日同我講啲咁嘅
嘢，你想點啊？”
“我想你關心下我咋，係唔係咁都有錯啊？”
“你唔好再喺度講廢話啦，我冇咁多時間同你玩!”

我頭也不回地離開了。考完試之後我們一直都沒有再聯繫，就算在路上遇到，都只會當作不認識。我
想，我和他的關係可能就到此為止了。我不傷心，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傷心，可能吧，可能由始至終我
都沒有喜歡過他吧。

這次期中考的成績不如理想，令我心情很不好，我知道我不能責怪他令到我考成這樣，說到底都是因
為我沒有重視他才會落到如此地步。。。
在獲得成績之後，再加上之前和Andrew鬧翻了，我一個人悶悶不樂地在飯堂吃飯。這時Moris走了
過來，

“喂，你做咩自己一個人喺度食飯啊？”
“冇啊，考得唔好姐。。。”
“唉，仲以為你有咩咁大件事點添。考試咋嘛，都唔計分嫁啦，洗咩咁擔心喎，下次再好啲咪得囉。
”
“你讀書咁叻緊係唔使擔心啦，我呢啲學渣嚟㗎咋。。。”
“一係咁啦，我幫你補課直到下次測驗，大前提係你要請我食飯，OK ?”
他伸出了手指尾。
“好！一言為定！”

我把我的手指尾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