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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Hello，大家好，我叫啊恆，一個將近30歲嘅中年人，份人比較健談，系某個紀律部隊嘅隊長級職員
。近排撞正老豆老母話想搬屋，加上自己有了一筆小積蓄，就幫父母買了一個居屋單位，但系因為地
點距離我上班嘅地方有小小遠，我就同老豆老母講，我想搬去宿舍住，一嚟近局，可以省去車錢，二
嚟，系市區住比較方便，要入嚟探老豆老母都叫做方便，老豆老母嘅同意我嘅決定.
所以就決定下星期搬屋，今日就系我唞嘅一日，我就翻房收拾一下我要帶走嘅嘢，喺收拾櫃筒個陣，
我無意間睇到一份試卷，寫著《2018年模擬試卷
中國語文科》，突然間激起我嘅興趣，嘴到仲系嗶嗶叭叭講，話成10年前嘅產物仲系度。點知，拎
咗起身，見到有兩個人嘅名字，一個寫著黃力恆，當我睇到隔離寫著張學雯個名個陣，我放慢了手腳
，深呼吸咗一啖氣，坐喺了床上，慢慢打開嗰份卷子，里面嘅黑筆和紅筆，都證明了呢份感情嘅真實
，每一個圓圈，以及下面嘅修正答案，都能夠睇得出佢對我嘅著緊。睇到呢度，我果個平靜嘅情緒開
始有了微妙嘅變化，思緒也慢慢回到了果個激情四射，青春無限嘅年代…
 



第一章 初相識

時間回流到2016年。今日系我高中嘅第一天，啊係啊，我叫黃力恆，大家都叫我啊恆。今日返學有
些小緊張。因為上到高中，以前初中嘅同班同學就全部會打亂嗮，對於我呢個對陌生人會好唔習慣嘅
人，同一班之前只有幾面之緣嘅同學，要一起上課，個心嘅系囉里囉講。行緊翻學校個陣，把嘴仲系
讀嘰嘰喳喳話：屌啊，今年又打散嗮，哎

文科仔嘅我，被學校分到4B班，我心入面暗爽，今年數學唔使畀光頭佬教。由於我今年呢班，我真
系一個認識嘅都冇。所以我都系安安靜靜坐咗系窗邊最後面個位。既然冇朋友，我呢個中意吹水嘅人
，坐低咗，
就搵前面嘅同學吹水，當我同前面同學吹緊水個陣，我依然唔會知，之後會有一個女孩子主動坐喺我
隔離，而且佢對我嘅高中生涯會有很大嘅影響。

前面個位同學叫周文，另外一位叫做江詩文。大家吹咗幾句，之後，發覺大家有共同的特點，就係好
outgoing的人，呢個話題一開波，不得了啦，原來啊周先生係爬山高手，啊詩文係中意游水。我係
香港賽艇青年隊的集訓隊員，自然，大家就會分享話，自己係做緊呢個或者玩緊個個活動，有幾好玩
， 三條友係度嘰嘰喳喳， 突然變度好好朋友一樣。

突然，我身邊向起了一把女聲：我可不可以坐喺你隔離啊，我轉頭一望，咦，個女仔幾好睇啊，札起
馬尾，帶住一副黑框眼鏡，個樣幾好睇啊，雖然唔會話到有仙氣，但系，起碼叫做好睇，出到街，男
仔都會回頭睇多幾眼。對於有女仔肯坐我隔離，我梗系無限歡迎。就急急口話：請坐請坐。同時，班
主任嘅入咗嚟，敬完禮之後，我地就坐低咗。第一次有女仔坐我隔離，心入面雖然暗爽，但系個人好
緊張，你話如果系肥婆， 我真系彩佢都on9。但系，宜家隔離一個靚女窩，
作為單身16年嘅代表，心里面一定有緊張。系我想同佢吹水個陣，佢竟然主動搵我：我叫張學雯，
可以叫我Emily，
系啦，你叫咩名啊。啊，HI我叫黃力恆，可以叫我啊恆，抑或叫Alex都可以。我地兩個嘅緣分就喺
呢次嘅對話里面慢慢開始。
 



第二章 互相了解

跟住因為系班主任堂，所以又系例牌野，咩班長啊咩科長選舉咯，由於本人今年擔任呢個vice head
perfect,所以係可以免去任何班里面嘅職務。但系，到左班會選舉陣，Emily突然之間問我：啊恆，
有冇興趣一起去做班會啊，我個陣時候、我都唔知點解會應承佢，下意識好爽口就話：好啊，一起玩
下都好啊。我到宜家嘅想不明白，當年嘅我，點解會咁爽口。跟住，Emily做咗班會主席，宜我因為
已經擔任咗一個副主席級別嘅職務，所以我整系可以擔任內務副主席，輔助Emily。估唔到周文同詩
文都加入咗班會，詩文同我一樣，外務副主席，輔助Emily。至於啊周生就好動嘅關系，主動擔任班
會康樂，見到結果出咗之後，我弟四個好像圍爐攞暖一樣，堆埋一齊車大炮。嘰嘰珈珈吹咗一大輪野
。Emily問我：啊恆，
你個兩科X科系咩。我就話：中史同PE，你呢？宜，我都有讀中史窩，之不過我另外一科系音樂窩，
跟住我就好奇，就不斷系讀問佢music讀咩架，講下講下就班主任堂上完。
 
之後，就到上其他堂，第一日又系例牌廢話，我就好自然同Emily繼續吹水：Emily，你平時中意做
咩架？佢話：中意聽下歌啊，中意寫下文紀錄翻日常嘅生活。我聽到音樂個陣，靈機一觸，就問：你
中意咩音樂啊， 本地樂隊我中意SUPPER
MONENT,我都中意五月天架，佢哋嘅個好勵志。Emily笑咗笑，就話：我都中意五月天。跟住我同
佢就呢讀講下個度又講下。跟住，吹下吹下就落堂
 
跟住，就系食飯啦，我間學校係沙田，所以周圍都好多野食，我本身想去C班搵翻班死仔食飯，但系
我想起身個陣，Emily就問我：啊恆，不如我地一齊食飯啦，可以一路傾計，一路食飯，跟住啊周生
同埋詩文將個頭轉過嚟，話：系咯，副主席一齊食飯啦。我見到靚女搵我食飯，我就梗系話好啦，跟
住盡快一齊出去食野，啊周生望住我話：副主席，去邊度食飯啊。跟住付上一個賤到仆街嘅笑容，搞
到我想打7佢。跟住我就望住詩文話：啊周生問你食咩窩。詩文就話：不如食米線啦，你地OK吖嘛
。我地三個點嗮頭，跟住就一齊行過食飯。
 
食完飯，翻到學校，正所謂食飽就訓教，我下晝上堂個陣，就被周公叫咗去飲茶，跟住就被人拍咗起
身，我仲想講邊條粉腸拍我起身，跟住我就望到Emily笑住口咁望住我。跟住佢就話：Alex，起身啦
，好悶啊，陪我傾計。跟住我就心就話，前面詩文咪系度咯，點解要拍醒我，但系靚女叫到，點都話
好啦。系傾計過程入面，我就知原嚟佢中意寵物，貓貓狗狗嘅中意，又中意行下山，中意寫文。我就
好好奇問：點解你又中意寫文，又中意行山。佢話：因為行山會攞到靈感。我聽到之後，唔知點解心
入面會有想約佢出去行山嘅感覺。又系一個冇辦法解釋嘅現象。



第三章 第一次

同Emily傾計唔知點解好舒服，系一種享受。話咁快就四點鍾系時候放學。我地呢個四人組就約埋一
齊走。周生仲要鬼死咁大聲叫：喂，副主席，行啦，Emily行咗啦。我就應咗句：你咪系吵啦，咪行
緊出嚟咯。去到巴士站，周文王就問，詩文，主席，你地住邊度啊？詩文笑笑口話：你估下。Emily
好有禮貌咁微笑話：我住系大圍。哇，唔系咁啊。跟住我答爹話：我都系住系大圍窩。跟住Emily好
像發現新大陸咁樣望住我。跟住佢就笑笑口話：Alex，不如我地一齊翻去啊。哇，靚女邀請到梗系
話好啦：好啊，冇問題啊。跟住，周文王話：我住大埔。我仲笑9佢話：屌，
你住咁遠，搵鬼同你翻咩。當巴士到個陣，我就覺得塊面熱辣辣，因為我見到詩文同周文王一齊坐車
。周文呢條傻系仲要對我扮鬼扮馬。我就突然爆咗句：真系被佢吹9
漲。Emily笑嗮口話：行啦，副主席，再唔行我就走啦。我就慌慌張張跟住Emily行去另外一個巴士
站。
 
坐咗巴士之後，Emily就話：副主席啊，
你覺得周文王同詩文有冇可能系埋一齊啊，我覺得佢哋兩個幾合拍啊，有機會啊佢哋。跟住我嚇咗一
下話：系咩，詩文乖乖女嚟架，周文條友仔鬼馬到死，系咪架，主席。跟住Emily就扁嘴話：唔系咪
算咯。我見到就即刻改口風：之不過，周文都系好仔，如果佢同詩文一齊，我想詩文可以按住周生呢
條死仔。跟住，就到我要落車啦。我准備行過去門口個陣，Emily就話：等埋我拉，我都系度落車。
我好驚訝話：主席大人，你又系度住咩？Emily笑笑口話：不可以咩。可以同主席大人一齊落車簡直
就系我嘅榮譽啊：我即刻話。Emily笑嗮話：口花花啊你。落咗車之後，我就話：主席，聽日見啦。
我想起步走過陣，Emily叫停我：啊恆，聽日我地一齊返學啦，好唔好啊？哇，單身16年嘅我，冇試
過有女仔約我，我就話：額，好啊，聽日見啦，主席，bye
bye。Emily笑容滿面話：好啊，聽日見啦。Bye bye，。走之前留咗電話畀對方。
 
翻到屋企，老媽子就話：今日唔使翻去香港隊咩。我話老媽子今日星期一啊。老媽子就話：試但你啦
，
我宜家煮飯。我話：你話點就點啦。食完飯，沖完涼，整嗮野，都11點。我部手機叮咚一聲。見到
系Emily send message ，
我就打開睇睇，見到話聽日7點半系樓下巴士站等，我復佢：好啊，聽日見啦，主席，GD。Emily復
翻我：聽日見，GD。跟住我就上床訓覺。



第四章 慢慢接近

第二日六点九，我慢慢張床的爬起身，第一感覺係好累好辛苦好餓，但係，突然之間諗起。啊屌，今
日約咗Emily7點三返學窩，就快手快腳擦牙洗面，跟住老媽子話：死仔袋野，今日要翻學院又唔攞
，因住被啊sir話你啊。我都係個句：你話點就點啦，老媽子，係啦，今晚唔來吃飯。老媽子望都唔
望我話：得啦，繼續為香港爭光啦，衰仔。
 
去到巴士站，望一望表，宜家7點答2，OK啦約女仔早到系常識。到左一陣，突然，有人啪我，我領
轉個頭，見到佢笑容滿面，我睇到入咗神，Emily面紅紅咁講：做咩咁樣望住我。我膽粗粗話：因為
你好睇咯。佢笑到好甜咁睇著我：口花花啊你，副主席。時間剛剛好啊，有車到，我就話：上車啦，
我親愛嘅主席。Emily笑笑口話：多謝嗮窩，副主席。跟住，Emily系車到問我：咦，你今日做咩攞
咁多野返學。我話：我今日要翻去香港隊練艇，所以啲裝備要齊嗮咯。跟住Emily轉個頭過嚟扁嗮嘴
話：咦，咁我地今日咪無得一齊翻屋企咯。我講笑話：你可以等埋我先走架，嘿嘿。Emily笑笑口話
：口花花啦你，彩你都傻啊，等到天荒地老啊。
 
翻到學校，迎面而嚟就系周文王：喂，副主席，做咩同主席一齊返學啊，你兩個好close窩。唔等Em
ily開口，我就話：屌，
你咪同啊詩文行得好close，你地兩個系咪有野啊。周文即刻收咗，Emily面紅紅話：行啦，你地兩個
宜家阻住公共空間啊。跟住我嬉皮笑臉話：係，遵命主席。我地三個有講有笑咁樣行翻個位到。



第五章 驚喜

今日就輪到我要小息當值，做為一個非常負責任嘅Vice head
perfect，當值梗係不會遲到架啦。小息鐘過咗之後，突然Emily落來3樓搵我，同我講話，今日吃飯
班主任話班會正副主席要開班會。我係班Form2仔面前，直接爆咗粗：屌啊，又要開會。跟住，Emi
ly好認真話：喂，你唔好班靚仔面前爆粗啦，教壞細佬。原本我想嬉皮笑臉咁應翻佢，但係我由記得
我自己宜家係度當緊值，就變翻好正經話：對唔住，下次注意咯。跟住佢就微笑咁講：知道就好啦，
成日都口花花。我就叫佢翻去上堂先啦。到我當完值，同一個form3嘅小隊長一起翻課室個陣，條友
仔又係笑到賤到死：師兄，咦，fit窩。我話：你條友仔多事啊，炒你魷魚啊啦。條友仔即刻冇聲出。
 
同Emily一齊上堂的時間就真係過得特別快，又到放學嘅的時候，本身想話，送埋Emily去答車之後
，就行過去體育學院練艇。點知，Emily就話：我今日有野做啊，要留係學校啊，
你翻去體育學院。我聽到突然之間有小小失落。我就話：好啦，你自己翻屋企要小心啊。佢還一個好
甜嘅笑容比我：知道啦，副主席。聽到佢咁講，唔知點解我的心會有一絲的放心。我同佢講：咁我走
啦。佢笑住話：翻去拉，乖乖地練艇啊。我話：得啦，主席。但係，我估唔到佢真系等我。
 
7點半，教練話：上岸，收艇，星期四見。我就練到變傻仔。超級餓，超級辛苦，翻咗去艇庫之後，
其中一個隊友Patrick就問我：恆，吃飯咯。我本身話好架。點知，，我地沖完涼換完衫之後，我見
到門口有一個著白色校裙嘅女孩子，我仲係度講笑話：邊條粉腸有女仔接咁好。下一秒，我就見到係
Emily，我企咗係度。佢笑笑口話：surprise,恆仔。我話：點解你會係度嘅。佢就話：行咗先啦，吃
野先慢慢講。Patrick就話：你咪就係個條粉腸咯，你地兩個行啦，我自己翻屋企吃啦。我就7下7下
，仲沒反應得切。Emily就扁嘴：我好餓啊，你行唔行架。我就話：行啊，我地翻大圍吃啦。跟住就
兩個人行過去坐火車翻大圍吃飯。
 
不如我地食鐵板咯：我問Emily,
Emily就話：好啊，我陪你食飯啊。個一刻，我真正開始注意呢個女仔。食飯個陣，我就好好奇問：
咦，主席，點解你會系體育學院等我嘅，我以為你翻咗屋企啦。佢面紅紅話：人地都唔系特登等你，
系行過見到你上岸，先等埋你咋。個陣嘅我，真系7下7下嘅，完全唔知佢真系特登等我，宜家覺得
個陣時嘅我好傻。食完飯，就一齊翻屋企，分開之前，我嘅唔知邊嚟嘅勇氣，膽粗粗問佢：Emily，
以後不如一齊返學放學咯。佢就話：唔知咧，今晚話你知啦，BYE BYE ，副主席。我就應翻句BYE
BYE。跟住我仲問自己系咪想多咗。Emily咁靚女，邊度有可能中意我啊。就傻下傻下咁樣翻咗屋企
。



第六章 變化

翻到屋企，做完功課，之後，我就得閒無野做，send咗個wts俾Emily，膽粗粗問佢：最好人嘅主席
，聽日幾點樓下等啊。Send 咗出去之後，
就見到佢最後上線時間即刻變咗做在線上。跟住竟然復咗句：唔知咧，聽日見啦。好啦，
得到句咁樣嘅回復，我決定去訓覺，不過照舊係樓下等下佢啦。
 
第二日起身，同琴日一樣，係巴士站等，點知等極都等唔到。跟住時間又好似唔夠啦，我就自己一個
翻咗學校。跟住我就見到張學雯坐咗係班房。我翻到位，跟住就話：張學雯小朋友，早晨，我今朝係
巴士站到等你，我就話，你冇可能遲到啊。原來一早翻咗來。跟住佢笑到好開心話：你真係係樓下等
我啊，感動啊。跟住我就白做佢一眼，就同前面周文吹水。
 
我同佢的翻學生活就不斷地重複，但是上堂就日日都有新鮮野發生。有一日英文堂，我同周文兩條友
係度吹緊水個陣，Emily就輕輕拍咗我一下，叫我收聲。個下我竟然好自覺咁樣收咗聲。落堂之後，
Emily就扁嗮嘴話：你啊，英文堂一係就訓覺，一係就聊周文吹水。詩文成日的話你地兩個啊，認真
小小啦。我見周文王同埋詩文唔嚮到， 我就乘機轉話題：主席啊，
你覺唔覺得詩文同周生OK窩，應該無咩問題窩。Emily就係度陰陰嘴笑。當然啦，我嘅預言好準架。
啊其實又真係幾準，因為10年之後，佢哋兩個係我升咗沙田局局長之後，
就結婚啦，完成咗佢哋嘅12年愛情長跑啊。當然，主席梗係話：我眼光獨到啊，都話咗架啦，喂，
你英文堂啊，我要監督你啊。我句終極口頭禪又出來啦：你話點就點啦，主席。佢還一個好甜嘅笑容
比我，我開始對呢個女仔有好感。
 
如是者，輕鬆愉快的生活就不斷地重複發生，不經不覺，就過左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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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到咗10月中，科科嘅開始會有唔同嘅功課同測驗。我最記得有一次英文堂，英文老師話：Tod
ay, we will do a speaking
preview.跟住Emily就同我講話：不如我地兩個一組咯。個陣時我系度發緊夢，無第一時間應機。搞
到佢過嚟扭我耳仔，我即刻話：哇屌，痛啊，張小姐，
你又做咩事啊。跟住前面詩文笑笑口望住我：學雯叫咗你好多聲，你條友撞聾啊。跟住我仲話：系咩
，sor咯，主席。Emily話：唔想理你啊。我即刻話：最好人嘅主席，我知你一定會原諒我嘅，系咪啊
。佢系度偷笑。我就話：有咩大搞作啊。Emily即刻眼金金望住我：speaking啊，副主席。我個樣系
即刻收皮：屌，仆啦。佢就話：我要見識下我地副主席嘅英文能力。到後面，Emily對於我嘅英文水
平系相當無言，佢系超級認真同我講：副主席，我要幫你補英文，
你嘅英文真系。。。我就話：好啊，你肯幫我補，我實肯架。當時候嘅我心入面有一絲喜悅。跟住，
我就約咗Emily星期六上嚟我屋企補習。
 
到咗星期六朝早，佢wts我：副主席啊，我宜家可以上嚟冇啊。我話：隨時歡迎，系屋企大門恭候你
。跟住，五分鍾左右，我屋企門鍾就向咗。我行去開門：早晨啊，Emily靚女。佢笑住咁樣應我：一
大早就口花花啊你。我就話：請入請入。佢一入到屋，就見到我老豆同班uncle嘅合照。佢就話：咦
，副主席，uncle系消防員啊。我話：系啊，成日都唔系屋企，日日都系早出晚歸。跟住，Emily突
然申個頭埋嚟：副主席啊，幾時開始啊。我就話：就宜家啦，跟住陪你落去食飯，fit啊。佢作狀令個
頭過去：人地有話過要同你吃飯咩。我話：靚女主席，你一定肯嘅。不過，個人感覺Emily真係著得
好好睇，藍色T-shirt，黑色牛仔褲。簡直係小弟心目中的女神級啊。我嘅補習就係我非常垃圾嘅英
文發音聲中開始，再望鐘個陣已經係12點半。Emily扁嘴話：副主席，我好餓啊，不如去吃野啦。我
就話：好啦，見你今日咁落力，好啦，你想吃咩啊，我請你去吃飯啦。跟住佢開心到申個頭埋來：我
地去翻之前吃鐵板個間啊。我話：好啊，宜家去拉就。
 
吃緊飯個陣，Emily突然問咗個問題：係咧，副主席，你幾時生日啊。我吃完個口翻之後答佢：9月1
1號咯，你咧。條友竟然玩野窩，佢陰陰嘴笑話：唔知道咧，快啲吃野啦，吃完送我翻去啊。我比咗
個ok嘅手勢。吃完就慢慢同佢行翻屋企，行緊個陣，Emily又係度問我問題：副主席啊，你有冇諗過
你以後會做咩啊。我好隨意應咗話：我會跟我老豆一樣，讀完大學去考消防隊長。佢就話：我想做老
師，教小朋友，嘿嘿。我就串下佢：你OK嗎，我驚你不OK啊。佢即刻扁嘴：唔彩你啊。自己急急腳
行走咗。我就話：講笑咋，等埋我啊。兩條友就係咁樣翻到屋企樓下。我就話：主席，星期一見啦，
翻去唞下啦。佢笑到好甜：好啊，bye bye啦副主席。我應翻句：bye bye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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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者，我同Emily嘅關係係兩個月的相處之中，開始慢慢升溫，當時候嘅我經歷咗兩個月同Emily
嘅相處，從開始慢慢嘅重視，到宜家兩個月之後，由重視變為有好感。但係，小弟我係一個比較7下
7下嘅人。所以我都仲係唔夠膽同Emily有曖昧嘅狀況。
 
話說，到咗11月尾個陣，Emily有日放學個陣問我：副主席啊，你想唔想係學校溫下書啊。我話：雖
然話下個月就考試，但係我有陣時要翻體育學院窩，陪唔到你架窩。Emily就話：唔緊要啦，我係學
校自己溫書，等你，好唔好啊。我個下心真係好暖，因為自問自己係接近毒L的境地，真係又唔靚仔
又7下7下又窮，Emily條件咁好，我又無咩吸引到人，所以，初時我對Emily都係得好感，真係去到
後面，先慢慢鼓起勇氣去鐘意佢。遠咗，翻來故事先。我仲嘴賤賤話：你叫到實好架。佢即刻扁嗮嘴
：咦，你咁樣架。我見佢扁嗮嘴，即刻話：OK啊，但係如果太夜你要翻去先，知唔知道啊。佢又作
狀令轉個頭唔理我，我就去彈佢個鼻。跟住就梗係大家整來整去拉。小息個陣，周文拉咗我出去，同
我講：喂，副主席，其實你知唔知道Emily真係中意你架。我話：大炮佬你又吹水炸，你邊到聽到啊
，又係劉料啊。周文王條友話：梗係唔係啦，詩文同我講啊，佢話Emily之前同佢講過話，對你有些
小心動啊。我話：認真呢，我自問自己真係咩都無。周文就話：去馬啦，保證佢受啊。我話：好，我
試下啦。就係宜家開始，我就開始對Emily嘅好感，到最後變成咗中意，至於我地有無一齊，就之後
會知道架啦。
 
放學之後，我地兩個等埋周文同埋詩文翻來，跟住一齊放學，今日下晝堂都係X科堂，所以我地四人
組就分開咗，我地兩個就繼續係度等周文同詩文翻來一齊放學溫書。等咗五分鐘，
見到佢地兩個一起翻來，我地的覺得無野，但係佢地入課室個下，我同Emily都傻咗，我地兩個見到
佢地拖住手仔。我就話：哇，恭喜嗮窩，今晚請吃飯啦。周文就話：梗係，我地有速度架嘛，有人就
好慢咯，人地都等緊啦，哎呀。我就話：講完就快小小啦，溫書啦，掛住拍拖。Emily係隔離偷笑。
自此，溫書四人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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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我地嘅溫書四人組就係考試前一個月正式成立，但係呢由於周文同詩文佢地兩個已經正式成為
雙方的伴侶。所以我係度思考緊我同Emily嘅關係嘅同時，都會周不是串下周文同詩文佢地兩個，周
文呢條友成日係我同Emily面前放閃。有次：我同Emily係圖書館溫緊中史個陣，唔知係咪周文嘅決
定，定係詩文嘅主意，總之我都係入周文數架啦，鬼叫佢成日串9
我。佢地兩個係我地面前係度拖手仔啊，詩文又將個頭挨係周文到。我見到就梗係第一時間串下佢地
啦：喂，呢到圖書館來架，檢點小小啦。周文條友係度串翻我：係咯，有人妒忌咯，妒忌我咯。詩文
同Emily係度偷笑，
跟住Emily就突然將個頭挨過來，跟住同我講：我溫到好頭暈啊，畀我挨陣啊。經過咗上一次嘅考慮
之後。我決定要同Emily開始慢慢發展關係。我就梗係話：好啊，你挨過來啦。跟住，詩文繼續係度
偷笑，周文畀咗個意味深長的眼神畀我。
 
溫完書，我就同平時一樣，同佢一齊坐車翻屋企個陣，我膽粗粗問佢：靚女主席啊，借問一聲，
你聖誕節ok唔OK啊，不如一齊出來行下，今年聖誕節港隊難得唔洗練艇，好唔好啊。Emily申個頭
埋來：真係架，好啊，正日同平安夜的要陪我窩，副主席。我話：好啊，還店我都無咩野做。跟住我
就摸咗下佢個頭，佢都挨咗個頭落來我到。跟住就訓著咗。我就係度思考緊幾時同佢表白好，我想聖
誕節個陣，但係又怕識得太短，所以，我呢程車就係非常困惑度過咗。一樣落車之後，送咗Emily翻
屋企之後，就翻屋企溫多陣書先，跟住，周文就Wts我：喂，傻係。我send
咗個白眼畀佢。佢話：你係咪下定咗決心要去追Emily啊。我就話：經歷咗兩個月，我對佢嘅感情的
已經由朋友慢慢變緊，我其實都開始對佢有好感。周文復我：去馬啦，Emily講咗話中意你啊，你條
友啲動機搞到人地都唔敢太過啊。我復：得啦，我 知道架啦。
 
就係咁樣，我前兩日決定咗要開始追Emily之後，我就開始主動開始約佢出街，估都估唔到，我有一
次係樓下跑緊步個陣，又會撞到佢窩。話說個日體院就無training，咁我就自己跑翻10K算啦。點知
我跑緊個陣見到Emily自己係度行緊，我就跑過拍下佢，佢就話：咦，副主席，一齊行下啊。我就話
：我要跑完10K先啊。佢有小小扁嘴：好啦，不如我等埋你啊。我笑笑口話：好啊。跟住就一支箭咁
樣跑咗去。四十分鐘之後，我跑完10K，跟住Emily就比咗支水我。我就笑笑口話：多謝窩，靚女主
席。佢笑到好甜話：見你跑得咁落力，梗係要獎勵下你啦。跟住坐咗陣就送咗佢翻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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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係快啊。話咁快就到考完試之後啦，由於溫書四人組已經習慣咗放學之後，一定要搵些小
野做下先得。由於小弟今日要開會啊，所以佢地話係圖書館等埋我先去吃飯窩。我就話：好啊。開會
真係令人頭痛啊。開完會之後，Emily係會議室門口等我，見到我出來之後， 就話：副主席，
你想吃咩啊。我就問：咦，個兩公婆去咗邊度啊，又話要一齊吃飯？Emily就話：佢地兩個話自己吃
窩。我就話：呢條仆街仔啊，成日就話要一齊吃飯，跟住要佢等下就人的走埋。跟住Emily又係扁嘴
對住我：同我吃唔好咩。我就輕輕單咗一下佢個鼻：行啦，想吃咩啊。佢即刻笑翻嗮：我想吃拉麵。
跟住我地兩個就行過去沙田新城市吃拉麵。
 
吃緊拉麵個陣，Emily突然講：係窩，副主席，班主任要我地傾聖誕聯歡嘅野窩。我話：都係個兩樣
架啦，吃野，玩遊戲，玩遊戲等周文去搞啦，我地兩個同詩文諗吃咩啦，到時我地諗咗幾個選項，再
畀班入面嘅人投票啦。我就話：你中意吃pizza，其中一個就pizza啦，宜家都凍冰冰，不如另外一個
提議就打邊爐啦。佢就話：咦，副主席記得我中意吃咩窩，開心。我心入面講我最重視嘅人點會唔記
得啊。但係口到講：我呢啲好記性架嘛。佢又扭我耳仔話我口花花。
 
吃完之後，就同佢行咗陣沙田，至於點解要行，因為我地兩個都吃得太飽啦，飽到Emily話要係沙田
行下先翻屋企，我就梗係話好啦。兩條友行下行下，就行到去戲院草坪到。跟住佢就停低咗，就話：
不如我地搵日出來睇場戲啊。我話;好啊，你想睇咩戲啊，愛情戲？？？？Emily就話：到時先啦。行
完就梗係翻屋企啦，佢仲傻下傻下話不如我地行翻去啊。我就話
：宜家9點啦，下次先啦，費事你屋企人擔心啊，乖。跟住我就同佢答車翻屋企。
 
夜小小個陣，詩文搵我：恆仔，係到嘛。我話：係度啊，咩事啊，副主席，嘿。佢複翻我：你真係同
學雯講嘅一樣，口花花，無啊，我同學雯定咗聖誕聯歡吃野嘅選項，聽日翻去問下佢地啦。我就話：
好啦，辛苦嗮你地兩個啦，詩文，記住幫我係Emily面前講多兩句好說話啊，拜託啦。詩文send
咗個笑笑畀我：原來你真係開始追學雯啦，放心啦，學雯對你好高評價架。我就話：OK，辛苦嗮，
聽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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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翻到學校之後，就梗係利用朝早嘅班主任堂時間去進行架啦，但係因為小弟就個朝早太眼訓，
同Emily翻到學校之後，就趴咗係張臺到訓著咗。呢個重要嘅任務交咗畀周文同總務搞啦。最後決定
係Pizza，班主任就話，揀好咗之後，就話畀我知，我畀錢總務同內副主席搞，主席，你出出來啊。
由於小弟係訓著咗，所以後面嘅我係完全唔知道架。我起身個陣就係見到Emily同詩文傾計個陣，佢
笑得好開心，我就拍周文個頭：喂，周文王，我未來女朋友做咩笑得咁開心啊。周文鄙視咗我：哎喲
，未來女朋友咯，你實得架，聖誕聯歡會我地揀咗pizza啊，你個未來女朋友最中意吃架，班主任要
你搞吃野個方面啊。我話：得啦，無問題啊。
 
同佢地吃飯個陣，我問Emily：主席啊，你去唔去睇下menu啊。跟住佢就話好啊。我就叫周文去攞
位吃飯先，我同Emily去PHD睇下menu。佢地兩個話ok。我同Emily就行咗去PHD。跟住Emily就話
：咦，副主席，我地不如叫4個8人餐啦，我就話：好啊，我畀你揀啦。跟住佢就話：好啊，我地陣
間翻去同班主任講啦。跟住我同佢就行翻去見餐廳到吃飯。
 
好快就到聖誕聯歡會個日，我同總務就出去攞野。攞玩翻來之後，就梗係吃野架啦，吃緊野個陣，我
問Emily：不如正日我地去行下山啊，你話過中意行山，聖誕正日去行山都有另一番風味啊。佢就話
：好啊。我都想試下啊。我就問佢：今日啲野好唔好吃啊。佢就笑笑口話：梗係好吃啦，我最中意就
係吃pizza，多謝你啊。我就黑人問號話：點解啊。佢就話：係你幫我揀嘅，又係你幫手去攞，其實
幾窩心架。我就話：梗係啦，我係邊個啊。跟住佢笑到好甜話：又口花花啦你。
 
後面由於周文嘅遊戲實在太無聊，我就唔寫出來啦，因為實在悶到，連詩文的話：咦，周文，點解你
會咁悶架。搞到我同Emily係咁係度笑，我同時都決定咗，我係平安夜會同Emily表白，至於係邊度
，到時候你地就知道啦，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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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今日就到咗我最期待都係我最緊張嘅一日，就係萬眾期待嘅平安節，點解我會話萬眾期待，因
為我今晚會同Emily表白，至於係邊度，都係個句，今晚你地咪知道咯，哈。
 
好啦，遠咗，回歸正題，因為琴晚係體院就練艇練到太夜，所以今日搞到下晝先起身。起咗身之後，
就梗係出去客廳hea啦。突然，周文打電話來：喂，老細，搞成點啊，等你今晚係邊度同佢表白啊。
我就講：尖沙咀咪開咗個K11嘅，頂樓咪幾好咯。跟住周文條友就話，姐係今晚叫我地兩個係個度等
你啦。我就話;smart boy
，果然係我細佬啊。周文就話：on9，得啦，今晚見啦。跟住我就梗係同老媽子講我唔翻屋企吃飯。
 
話咁快，就到5點啦，我就約咗Emily係樓下等，就同佢出尖沙咀，因為星光大道就開翻啦，我就話
，不如去睇下都好啊。佢就話：好啊，我已經好多年無去過啦，難得有人陪我去，yeah。好啦，我
就早10分鐘落樓下，等Emily過來。Emily永遠的係會準時到，我見到佢個陣，佢著白色外套，酒紅
色及膝群，黑色boot。我見到個下，真係有些小驚喜。當然，我就梗係小不了對我呢個未來女朋友
讚歎啦，佢就話我：口花花啊你，跟住我挨係我就話：行咯。我就話：好啊。
 
出到尖沙咀之後，我就問：主席啊，你想吃咩啊。佢就話：我都唔知道啊，不如我地行下先啊。我就
話：好啊。最後，我地兩個就去做一間拉麵鋪頭吃拉麵，至於名我就唔公開啦。吃完野之後，我就話
，不如去星光大道行下啊。佢就話：好啊，
我都想去啊。我就話：你凍唔凍啊。跟住我就欖實佢。佢的欖實我，跟住話；我宜家好暖啊。跟住行
到去海旁個陣，我就話，咦，不如去個見新商場睇下啊。佢就話：咦，好靚窩，我地入去睇下啦。
 
果然K11係一個藝術商場，所以Emily好中意，我就話：主席，呢個商場有空中花園窩，不如上去睇
下啊。佢就話：好啊，我地行啦。講個陣Emily仲好興奮。上到去，Emily就話：咦，好靚啊，你快
啲啦，副主席。我心入面就話：差不多啦，係時候啦。同Emily行完一圈之後。我突然之間欖實佢：
主席，我有野同你講啊。佢就面紅紅話：你講啊。我就話：張學雯，我…我中意你，你願唔願意我女
朋友，一齊寫低屬於我地兩個之間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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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表完白之後，我攞咗我係公開賽贏到嘅第一塊獎牌，我話：呢塊牌我記得你話過你好中意，因為
呢塊牌係我入咗港青之後，第一塊公開賽嘅獎牌，你話過你想幫我保存，今晚，我就將塊牌交畀我未
來女朋友保存，希望你可以接受呢塊獎牌。Emily一句野都無講，就突然眼紅紅咁望住我，點咗頭。
我開心到抱起咗佢，跟住同時，周文同詩文的出現咗，一齊講：恭喜嗮，Emily都話咗阿恆好中意你
架啦，你睇下人地阿恆，連自己第一塊牌都攞咗出來畀你，Emily應該會超級幸福。Emily超級驚喜
，跟住佢就突然kiss咗我一下，搞到我面紅紅，跟住我拖住佢隻手，我就話：想唔想再行下呢個商場
啊。佢就話：好啊，呢個商場真係好靚啊，想行多陣啊。我就話：咁就行啦。跟住我又學佢咁kiss
咗佢塊面。係度補充一點，我同Emily身高應該差的有小小多，Emily高165cm，宜小弟我高180cm
。所以就相差咗15cm。周文就話：你兩個真係好搞笑。
 
跟住我就梗係拖住佢一起行架啦，佢就將個頭挨落我到，我就問佢：啊B，你凍唔凍啊。Emily就話
：咦，叫人地BB架，你拖住我，我暖到入心啊。跟住周文條友仔話：喂，你兩個好肉麻啊，恆哥估
唔到你窩。我就話：呢個我女朋友，我梗係對佢好架啦，你估係你啊。跟住兩個大男人係度斗邊個女
朋友最好，搞到Emily同詩文自己兩個行先，跟住兩條友一路係度玩一路追翻各自嘅女朋友。
 
行咗一陣K11，Emily就話：副主席啊，不如我地去行下星光大道啊。我就梗係話：好啊。星光大道
之前一路都裝修緊，宜家裝修完之後，就同佢去行下，加上今年平安夜又唔係好凍，就同佢去行下。
佢突然之間話：副主席啊，我約咗你之後每年平安夜都要陪我去行下其他地方。我就梗係話好架啦，
屋企個位大嗮架嘛。跟住行到咁上下，就同佢坐低咗係長凳到，我就欖住咗佢，就講：其實我都唔確
定你會接受我，所以我都好緊張，如果你拒絕咗，真係會超級尷尬。跟住佢就笑笑口話：宜家我咪係
你嘅咯，傻仔。跟住佢又kiss咗我個額頭。
 
到12點個陣，我就同Emily坐巴士翻屋企，周文同詩文就係10點過咗去中環。宜家就同Emily翻屋企
。上咗巴士之後，Emily靠咗係我度就訓著咗，我就望住佢同時，都係度諗緊野，至於係咩，到時候
咪知道咯，翻到屋企樓下啦，我就梗係送到去佢個棟個大堂到，我先返屋企。
 
今日係我中學四年地二次咁開心，希望可以同Emily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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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住正日就梗係同Emily去行山啦，佢就話：我地去行下獅子山啊，個度比較舒服啊。其實對於我講
，行西貢應該就舒服過行獅子山，不過佢中意就行邊度都可以。就約咗佢9點鐘係屋企樓下等啦。
 
平安夜晚我地兩個玩到好夜先翻屋企，所以，聖誕行山大家都話，不如11點先洗屋企樓下等啦，我
就梗係話好啦，我仲想話，會唔會可以遲小小，因為真係好眼訓。我較咗10點起身，同女朋友出街
，約咗幾點我就一定早10分鐘左右到。約女仔早到是常識吧。果然，Emily佢都早5分鐘到，佢見到
我係度等，就行過來欖住我就話：咦，副主席好早窩。我就話：我幾時月你會遲到啊。佢就話：我地
行啦。
 
我同Emily就坐車到獅子山山腳個位，雖然我地兩個屋企係可以行到過去，但係我驚Emily行到去山
腳，已經唔想再行，因為真係有些小距離。到咗山腳之後，佢就話：咦，今日真係舒服，雖然有小小
凍，但係又係一個好日子去抒發靈感啊。我就問：啊B，你有咩野要抒發啊。跟住佢就笑笑口：到時
你咪知道咯，嘿嘿。我句口頭禪又出來啦：你話點就點啦。跟住條友仔仲特登跳起身啪我個頭，跟著
就講：行啦，副主席。
 
跟住一路行緊上山，梗係就兩條友一路係度玩，一路係度行，跟住就同我介紹下佢想寫咩，行下行下
就過左兩個鐘多小小，我同Emily都行到上山頂，佢一上到山頂就話：咦，好舒服，好靚啊，以後要
多啲行山啊我地。我就話：其他人就好難，你叫到我實話架，係咪先。Emily就話：好啊，你要記住
啊，我話約你，你就會到啊。我就話：好，一定。
 
後面，就梗係同佢落山，出咗沙田吃野，出到沙田，佢就話：咦，返學個陣都成日係沙田吃飯啦，又
來沙田吃飯。我就摸做下佢個頭：就係因為熟悉，所以先係約會最好嘅地方。佢笑到好甜就話：口花
花啊你，就同佢去咗平時吃飯個度。吃完飯之後，佢望咗下個天，就話：副主席啊，不如，我地翻到
屋企樓下之後，係樓下望下天先翻去啊。我就話：天有咩好望啊，不過，你想就好啦。跟住佢就話：
果然係你最好。
 
坐巴士翻到屋企樓下，就同佢一齊去咗屋企樓下條河到，跟住我就欖住佢，跟住佢就話：啲星星同月
亮真係好靚啊，我就話：點會靚過你啊，Emily又話：口花花啊你。不過，
我見到佢笑個陣，笑到見牙唔見眼，我就知道佢好開心。佢就話：呢個時間真係好舒服。我就話：以
後會有更加多嘅機會。跟住我地兩個就相視一笑，繼續望星。



23號繼續更新

因為小弟大病咗四日，加上有intern，所以今個星期會停更，我地23號見，麻煩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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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因為正日玩得太夜，搞到第二日差唔多12點先起身，起咗身就開始做功課，至於功課，我
就梗係唔識做啦。就梗係問Emily啦，話嗮佢係我地班學霸。我作為學霸嘅男朋友，就梗係有特權架
啦，我就打電話搵Emily：喂，啊B早晨啊，嘿嘿。佢就話：做咩啊副主席。我就話：我有小小功課
唔係好識做啊，嘿嘿。佢就笑嗮口話：咦，又黎啦，好啦，陣間上黎你屋企教你做功課啦。我就即刻
話好啦，搵到個咁樣嘅女朋友，真係三生有幸啊。
 
過左大概半個鐘左右，屋企門鈴就嚮咗，我就梗係知道我個救星黎咗啦，就梗係即刻去門口歡迎啦，
我就話：歡迎大佬光臨草堂，嘿嘿。跟住佢笑嗮口話：係度口花花啊你。入到屋就問我：咦，
你屋企無人啊。我就梗係話：無啦，要返工養家啊，嘿嘿。佢就話：咁我地開始啦，跟住就開始搞我
啲英文功課，當我做完英文功課個陣，我張臺亂到七國咁樣，我就頭都大埋，我見到我本notes原本
係空架，宜家，起碼滿咗半本啊。跟住Emily就同我講話：你啊，考試之前要溫嗮啊。我就話：盡量
啦，應該得掛。跟住就一齊做埋其他功課，數學係我強項，所以，我地嘅學霸都會問我數學同中史，
小弟中史基本上係全級第一狀態多年，一直到我高中畢業都係。
 
做嗮功課的就快6點啦，我就話：啊b，洗唔洗陪你吃飯啊，我屋企今晚又無人煮飯啊。跟住佢就話
：咦，不如我今晚煮飯畀你吃啊。我就話：吓，你想係邊度煮啊。佢就話：係你屋企煮咯。我話：你
去廚房睇下有咩煮啦，我就做下廢人先啦。跟住佢就扁嘴話：唔得啊，
你要幫我手，如果唔係就今晚你無得吃。我聽到無得吃，就即刻話：OK，我宜家即刻來幫你，嘿嘿
。梗係要去幫手啦，如果唔係就吃西北風啦今晚。
 
兩條友大約洗咗一個鐘，終於有飯吃啦，家常便飯啦，有肉有菜，其實餐飯最後係我煮，因為條友搞
咗一陣，就自己行咗去，不過畀面就話佢有幫下手啦，吃飯個陣，Emily就話：咦，副主席好好手勢
窩。我就話：梗係啦，餐飯我煮架嘛，梗係掂啦。跟住佢就過黎扭我耳仔：姐係話我懶啦。我就梗係
話：無啦，你今日幫咗我咁多，係咪先。佢就笑笑口話：快啲多謝我拉。我就快快口：多謝大人。佢
就話：咁就乖啦，嘿嘿，吃飯吃飯。吃完飯就送咗佢翻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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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咁快，就完咗個聖誕假期啦，1月3號，又要翻學啦。一樣嘅返學時間，又要一大早爬起身返學，
係冬天，一大早起身已經係一個非常難嘅動作，加上我屋企又係住係靠山邊，比較荒涼，所以冬天嘅
早晨係非常凍。所以，朝早有三個大作戰，起身，擦牙洗面，同埋換校服。第一個對於我黎講，就問
題不大嘅，第二個都還可以，但係第三個真係好似打機個陣打大佬啊，你套校服凍冰冰，本身間房又
係凍冰冰，真係凍死我啊。自問我的已經係唔係好怕凍嘅人，但係每次冬天到換校服就真係攞命。好
，換完校服之後，就出去吃早餐，難得今日老豆係屋企吃早餐，就陪下佢咯，佢成日都唔係屋企，我
就話：老豆，你都係一個SSO啦，有無咁忙啊。雖然我老豆係做消防，但係佢係一個好開明嘅人，成
日都中意串下我，佢就話：唔洗做，你以為SSO日日坐office，傻下傻下咁，你咁樣以後點做我個位
啊。我就反咗下白眼，就講：一定要坐你個位先得，你唔俾我25歲就上SSO入學堂做班主任嘅。佢
就話：你話係咪係咯。同老豆吹完水就梗係返學啦。
 
7點10分，早五分鐘到樓下等我個B，巴士站果然係一如以往咁大風，吹到我變傻佬，跟住我吹咗一
陣，就見到有一個包到好似粽嘅人行緊過來，Emily今日包到好似粽咁啊。我就笑嗮話：哇，做咩包
到好似隻粽咁。跟住佢好似沒訓醒咁樣，扁嗮嘴，又係度抹隻眼：我好眼訓啊，又係度笑我，好凍啊
。我就緊係欖實佢，跟住同佢坐巴士返學啦，坐緊巴士個陣，佢個頭就挨係我度訓覺，睇得出佢真係
好眼訓。大概坐咗半個鐘車，終於翻到學校，當然啦，就翻到學校附近個陣，我地就無拖手啦，費事
又畀老師串9我拉，係咪。我地學校，特別係4樓嘅課室
，哇真係有陣陰風吹過，凍瓜我。我同Emily翻到課室之後，Emily就話：咦，課室做咩咁凍架，副
主席，我好凍啊。我就除低咗間厚衣服，放咗係佢隻腳到。跟住佢挨個人落我到就話：宜家暖嗮。我
就話：你暖就OK啦。周文條友就轉個頭過來就話：喂，
你，兩個真係好肉麻啊，學校黎架，stop放閃，OK？我就話：你有本事去幫詩文啊，跟住Emily係
隔離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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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就唔知點解特別凍啊，Emily上緊堂個陣，仲係同我講話：副主席啊，我隻手仲係好凍啊。跟住
因為上緊數學堂，我就無應佢，不過我就用隻右手拖住佢隻手，其實個陣我都好凍下，因為我得件冷
衫，我件校褸就畀Emily，不過，當我拖住Emily隻手個陣，我發覺佢隻
手仲凍過我隻手，我就望咗佢一眼，見到佢好似仲係好凍咁樣，跟住我就諗住，吃飯個陣，我搵個藉
口去買個暖包畀佢，跟住我就同佢講話：啊B，陣間吃飯你去攞位先啦，我有小小野要去買。Emily
真係好好，佢第一句係問我：洗唔係我去幫手啊。我就笑笑口話：唔洗啦，你去餐廳攞位先，費事你
凍冰冰陪我行來行去啦，乖。跟住佢就笑笑口望咗我一眼。
 
話咁快就到吃lunch個陣，四人組吃飯就好正常架啦，我就之前Wts問咗周文，問話洗唔洗一齊去買
暖包，佢就話：好啊，陣間吃飯去買咯。我就話：你同詩文講聲啦。跟住就出現咗宜家呢幕詩文同E
mily就去攞位，我同大炮佬去買暖包，點鬼知兩條友買左10分鐘先買完。翻去餐廳個陣，要兩條友
係度嘰嘰嘎嘎吵，最後翻到去餐廳個陣，我地啲野吃全部到嗮啦，就梗係快快手吃完之後，就翻學校
架啦，翻到學校之後，我就攞咗個我頭先先暖嘅暖包畀Emily，Emily就好驚訝，問我：呢個暖包係
邊度變出來架，開心，嘿嘿。我就話：舒唔舒服先。佢就話：暖到入心啊。由於吃完飯，跟住中午叫
做暖翻小小，下晝堂又係垃圾堂，跟住我訓覺。訓下訓下就落堂，今日小弟係要翻去體院練艇，所以
我問佢：你不如翻去先啦，今日好凍啊。跟住就話：你翻去先啦，我有野整啊，你翻去先啦。講野同
時，一路推我出去。我就話：好啦，
你自己小心啊，件衫你聽日先還畀我啦。跟住佢就話：你無衫窩，今晚好凍架，唔得啊，我要畀翻你
啊。我就話：我有香港隊件外套啊，得啦，你攞住啦。佢就話：好啦，你自己小心啊。我就話：OK
啦，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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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到去體院之後，就梗係畀教練折磨架啦，係架啦，體院就係咁變態架啦，講笑。好，咁完咗水上tr
aining之後，就梗係有10K跑步架啦，都係個句，體院就係咁變態架啦。跑緊10K個陣，Patrick就過
黎問我：你宜家同個女仔點啊。我就話：枉你係我隊友啊，我同Emily點樣我係IG講咗啦，大佬。跟
住Patrick就話：你老闆，你黃生幾神秘就全個香港隊都知道架啦，講野好似山海經咁樣。我就話：
屌你，有無咁神秘啊。跟住Patrick就無再理我，自己一支箭跑咗去。之後，就梗係完嗮training，就
去沖涼啦，雖然話凍冰冰，但係都係一身汗架啦。沖完涼，本身想搵Patrick同埋其他幾個隊友去沙
田吃飯，點鬼知，Patrick個女朋友話同佢吃飯，最後全個更衣室的翻我一個人係度，又係自己一個
吃飯啦。
 
跟住我就梗係自己走啦，出到門口我竟然以為Emily會係度等我，跟住我就自己係度嘰嘰喳喳：我先
話叫佢早小小翻屋企。跟住，點鬼知，我行出門口幾步左右，我就突然畀對手蒙蔽了我的雙眼，但係
我見到隻錶個下，其實我知道係Emily，跟住佢把聲一出，我就知道一定係佢。跟住我就話：張學雯
，你唔乖啊你。下一秒，我對眼重現光明，跟住就見到Emily笑笑口講話：黃力恆，你睇下你女朋友
幾好人。我望下佢，跟住我就拖住佢隻手，就話：餓沒啊，去大圍吃定想去沙田吃拉麵啊。Emily就
話：今日想吃拉麵，行啦，我地去吃拉麵。
 
吃完拉麵啦，跟住佢話想係沙田行陣，我就梗係會陪佢架啦，行緊個陣，佢問我：副主席啊，
你英文溫咗沒啊。如果以前嘅我就梗係彩英文都傻啦，叫我溫英文難過登天。不過，今次我就真係有
溫過架，雖然一半都無。我就話：溫咗小小啦。跟住佢都知道我會溫英文係世界奇跡，跟住佢畀咗個
笑容我。突然，Emily部電話嚮起鈴聲，跟住就同我講：副主席啊，你等我陣啊。就行開咗去。過左
大概五分鐘左右，就見到佢行咗翻黎，跟住同我講：行啦，我地翻去拉。上咗車之後，佢就同我講：
你翻去記得要溫書啊，就考試啦。我就話：知道啦，你都係啊，考試個陣就唔好出黎接我拉，我自己
搞得掂。跟住佢就話：人地掛住你啊嘛，好啦，見你咁為我著想，我會架啦。跟住大家講下講下就落
車啦，我就話：聽日見啦，啊B。佢畀個好甜嘅笑容畀我。



31號可能更新，1號停更，大家元旦快樂

31號可能更新，1號停更，大家元旦快樂，大家出街要小心啊，平平安安啊，我地2號見啦，感謝各
位，如果有咩意見問題，歡迎IG我，我會一一回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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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者，話咁快就到考試啦，考完試之後，就開始放農曆新年假，考试之前两個星期，Emily就問我
：副主席啊，你仲洗唔洗翻去體院練艇啊。我就話：我請咗考試假，做咩啊，啊B。講野同時都摸咗
下佢個頭，跟住佢就話：我想你陪我係學校溫書啊。我就話：個兩公婆你唔叫。Emily用好爹嘅聲音
講：咦，我整係想同你一起溫書。我就話：好啊，我陪你溫書啦。
 
開始咗之後，我就有小小後悔啦，因為同佢溫書係超級辛苦。特別同佢問英文個陣，係研習室到整係
可以講英文，到放學個陣，我個腦處於空白狀態，跟住佢仲要好有精神咁講：副主席啊，想吃咩啊。
我就話：我個腦控咗，我唔知道啊。跟住佢就話：我地翻大圍吃鐵板啦，我好想吃啊，跟住我就話：
好，你中意就好啦，行啦。跟住我就拖住佢隻手，我就話：你隻手做咩咁凍架，跟住出到學校門口我
就畀佢我件衫。佢就話：今日好凍啊，不要你件衫啊。我就話：得啦，你男朋友fit架啊嘛。佢就話：
好啦。跟住就坐火車去大圍吃鐵板。
 
吃緊鐵板個陣，佢突然之間問我：你覺得我點樣啊？我就抬起頭望住佢講：做咩咁問啊。佢就話：我
有陣時覺得我係咪太任性啦。我笑咗一下就話：點會啊，我覺得你真係對我好好，學習上又好落力幫
我，生活上好識得照顧自己，我對好滿意啊，啊B。跟住佢就話：多謝你咁包容我啊。我就話：傻啦
，自己女朋友唔包容等邊個去包容啊。
 
跟住就坐車翻屋企，翻到屋企樓下就同佢講話：翻去好好休息啊，唔好諗太多野啦，要信自己，知唔
知道啊。跟住Emily就話：知道啦，你都係啊，我見到溫書好有心機，加油啊，聽日見啦，bye
bye。我就話：bye bye 。



第二十章 感恩

好啦，話咁快，就考完試啦，跟住就梗係派成績啦，我對數學同文科非常有信息，至於其他科就哦吼
架啦應該，哈。今日係星期一啊，又係痛苦嘅一個星期開始啊，朝早就指定動作等Emily翻學架啦。
我同Emily宜家翻到學校門口個陣就會放開大家嘅手，平時如果返學放學，坐車個陣，都會拖實大家
對手。呢個傻妹話：我好驚拖完今次之後，之後就無得拖啦。我就話：傻妹，點會無得拖啊，我地差
唔多日日見，點會以後的見唔到啊。不過，當我大學畢業，係（花灑）消防及救護學院結業之後，係
一次交通意外入面，我救翻兩個隔離班嘅同學，好可惜，其中一個去到醫院個陣已經救唔翻，後面我
先知道，佢地兩個原來仲有一個月左右就結婚，當時我就覺得好可惜。回歸正題。翻到學校之後，就
梗係開始派卷啦。
 
第一堂就係中史堂，我就同Emily慢慢行落去，跟住就梗係上堂派卷啦。中史老師話：恆哥，好耶窩
，全級第一窩。我就話：梗係啦，miss，我文科天才…。我都未講完，miss就話：哎得啦得啦，你都
係翻位啦。跟住Emily就話：咦，副主席，好勁窩。我就話：梗係啦，主席，文科天才唔係白叫架。
跟住佢就翻咗我一下白眼。
 
下一堂就係英文堂，Emily陰陰嘴笑話：你估下你會唔會及格啊。我口到就梗係話：梗係會及格啦。
其實心入面就覺得危危地啊。等到英文miss黎個陣，見到佢伶住卷，個心就開始跳得越來越快。去
到後面，開始慢慢出成績。去到出大分個陣，我係超級緊張，最後出個分，51分，哇我開心到啊，
跟住Emily就話：請我吃飯。跟住我就話梗係好啦。
 
中午個陣，就同佢去吃茶記，跟住佢就話：副主席，英文及格窩，係咪好開心先。我就話：梗係啦，
多謝你啊，啊B。跟住就話：以後要一起加油啊。我就話：好啊，以後請多多指教啦。



第二十一章 出車

吃完飯之後，就梗係翻學校上堂架啦，至於下昼嘅堂就無咩特別，所以就唔提及啦。到放學個陣，E
mily就拉住我話：副主席，陪我去沙田行下街啊。我就話：好啊，你想去邊度行啊。佢就話：陪我去
IKEA買野，我啊媽要我去買小小野翻屋企。跟住就陪佢行過去，因為星期三就開始放農曆新年假，
所以佢係行過去個陣，佢突然之間叫我BB，搞到我超級唔習慣，就同我講：BB啊，不如星期三我地
去踩車啊。我就話：咦，你叫我咩話？跟住佢扁嘴。我就話：好啊，你想去邊度踩車啊。佢就話：不
如係屋企踩去大尾督啊。我就話：你有車咩？佢就話：梗係有啦。我就話：好啊，星期三出車咯，叫
埋周文兩個婆。佢就話：好啊。跟住最後係IEKA出黎個陣，我幫佢攞一大堆野。
 
好啦，星期三就到左啦，一大早Emily電話就打過來：起身啦：副主席。我就話：得啦，我宜家準備
落樓啦，等我三分鐘。我就攞架車落樓。好啦，落到樓下，見到Emily部車，居然係row
bike。我就話：架車好高好快架窩，你得唔得啊。跟住佢就話：咦，你宜家係咪睇唔起我啊。我就話
：梗係唔係啦，我係擔心你啦。跟住佢就話：好啦，放過你啦。行啦，周文佢地係大埔等我地啦。由
於Emily架車同我架車一樣，所以速度可以快小小。但係，我一路的係佢後面，費事佢出事，係後面
睇住佢我比較放心，一個鐘之後，我地就到咗大埔，的見到兩公婆，佢地兩個要去租車，所以我地兩
個就等埋佢地。
 
租完車之後，詩文同Emily就話：不如我地入大尾督啊。我就話：好啊，你地兩個行前面啊，我地兩
個行後面。跟住大家就開始行動。又一個鐘過去。我地終於入到大尾督。上咗大壩之後，Emily就話
：我地去大壩邊吹陣風啦。我就話：好啊。跟住四條友將架車放好就去大壩邊吹風，突然，遠處就出
現咗意外



第二十二章 出事

我地聽到遠處有人大叫之後，我地就齊齊望過去，我見到有人連車跌咗落壩底，跟住我就同Emily講
：我行過去望下咩事。跟住Emily就話：我同你一起去望下。我就話：個度宜家危險呀。跟住詩文同
周文都話：好危險呀，等啊恆一個人去睇下啦。佢就話：好啦，你自己小心啦。我就話：知道啦。當
我行到過去，比我想象中困難同危險。小弟有學過呢方面嘅技能，但係由於我宜家身上面無任何工具
，意味我要徒手幫呢位朋友，我就望咗下幾高之後，我就落咗去底到，壩底到壩頂距離有差唔多兩米
高，所以徒手都可以。
 
見到個位朋友之後，我就問佢：師兄，有無事啊。跟住我見到佢有小小皮外傷。跟住佢就話：無事，
小小擦傷。我就話：我幫你做一個快速全身檢查。好快手就搞掂之後，我就話：無咩大問題。我宜家
會幫你上咗去先，跟住就扶起咗佢，我就同佢講：上咗去之後，我會幫你做簡單清洗傷口，跟住你去
下面救護站再仔細檢查。跟住佢就話：唔該嗮你。我就話：分內事。跟住我就開始送翻呢位仁兄上去
，跟住就係救翻佢架車上去，雖然我可以望到壩面，但係呢位師兄架車其實好重下，所以要研究下點
樣攞上去，跟住我就叫咗周文過來，我就話：陣間你頭我尾，將架車整上去。我同周文默契就唔洗講
啦。一下就講架車整咗上去，跟住我就同佢講：陣間借力。跟住就到我上翻去拉，係我叫123之後，
我就跳咗起身，同時周文啦住我，跟住就爬翻上黎。
 
上咗黎之後，我就攞咗個first aid
kit幫位仁兄清洗傷口，我就同佢講：下次係大壩邊影相要小心啦。跟住個位仁兄就話：唔該嗮你。
我都係個句：應該。搞掂嗮之後，我就翻咗去搵Emily，Emily第一時間就欖住我：我好擔心你啊，
你上黎過下，如果你跌咗落去，我點算啊。我就話：放心啦，我好身手啊嘛，宜家咪無事咯，傻妹，
我地落翻去拉。跟住佢地三個就話：好啊，今晚係大埔吃飯啦。我同Emily就話：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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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地就出咗翻去大埔市區，跟住我就同周文講話：我地陪咗你地去還車先啦，費事陣間過咗時間
啦。周文就話：好啦，我地陣間吃咩啊。我就話：呢到你地頭，你話事啦。跟住詩文就話：我帶你地
去一個地方吃野，我成日同我屋企人去個度吃野。我就話：好啊，我吃咩都可以。Emily都點咗下頭
。
 
跟住我地陪咗兩公婆還車之後，就行咗十分鐘左右，去到一間應該有小小歷史嘅西餐廳，至於名我都
係保密啦。因為間野野食都好大碟，所以，Emily吃咗四分三左右，就話飽咗，我就幫佢吃埋。跟住
就同Emily慢慢踩翻去。翻緊去個陣，Emily問我：你點解今日會突然之間跳落去幫手？我就話：自
細啊爸就話，見到有需要幫嘅人，就要幫下手，做咩咁問。佢就話：無啊，其實我個陣好擔心你個陣
，我知道你有呢方面嘅技能，但係我都仲係好擔心，因為你落去個陣，咩裝備都無，你有咩事，你屋
企人點算啊。其實我個下都好暖下，因為佢第一時間係關心咗我屋企人嘅感受先。我就話：放心啦，
你男朋友我有技術有實力。跟住佢就笑笑口話：口花花啊你。
 
8點鐘左右，我地翻到屋企樓下，跟住我就話：去河邊幫你鬆下腳？跟住佢就話：好啊。我地兩個就
準備行過去個陣，佢就突然之間抽筋，跟住我見到個下，就即刻去扶住佢：邊個位抽筋啊。佢就係度
講：好痛啊。跟住我見到佢指住小腿個位，我就抱起咗佢，行埋一邊，跟住就同佢講：你乖乖坐係度
，我幫你按鬆隻小腿。跟住佢點點頭，個頭挨咗落我到。我就開始幫佢按。第一下按落去，佢就啊咗
一下，跟住扁嗮嘴話：好痛啊，可唔可以細力小小。講野嘅同時用又比劃咗一下，我就話：好啦。跟
住兩個坐係度半個鐘，我就話：你係度等我陣。我就將架車放翻去屋企樓下個保安亭到，個保安同我
好熟，我就話：九叔，我架車放係你度一陣。九叔就話：喂，恆仔，好啊，九叔幫你睇住架車。我就
講：唔該嗮九叔。
 
跟住我就一支箭衝落去接翻Emily，過程5分鐘左右。我就同Emily講：我咩你翻去啊，上黎啦。跟住
我同慢慢行咗翻去，行到佢屋企樓下個陣，我就話：遲小小見啦，啊B。Emily就話：遲小小見啦，
我會掛住你架。跟住就kiss咗我個嘴一下，佢就行咗入去大堂。我仲傻下傻下咁企咗係度，過左一陣
，我先慢慢行翻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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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咗屋企之後，我就wts問Emily：啊B，隻腳好啲未啊，記住翻去搵盤熱水浸下隻腳啊。跟住我見佢
無上線，我就放低咗手機，行出房去沖涼。好啦，我沖完涼翻來之後，我就望到一個未接電話，解鎖
咗手機之後，我見到係Emily打過黎。我就打翻過去，等咗一下就聽咗電話：喂，副主席。我就問佢
：做咩啊，啊B。跟住佢就話：今日真係好開心啊，不過，頭先係咪好驚喜先。我就話：你頭先kiss
我個下，嚇到我成個人傻咗啊，我就係度企咗一分鐘先反應過黎。跟住佢好興奮話：嘻嘻，你係咪好
開心先。我就話：梗係啦，我最中意嘅女仔窩。跟住佢就話：你中意就好啦，記住啊，你啊，成日的
係度扮大佬啊，你搞到我好心痛啊。我就話：點解啊，我身體力壯，怕咩啊。跟住佢就話：你以為我
唔知道啊，你啊，成身傷，你啊小心啊。我就話：知道啦，跟住佢就話：聽日我想見你啊。我就話：
聽日我地去沙灘？？
佢就話：好啊，我要睇日落。我就話：好啦，聽日3點見啦，GD啦，啊B。跟住佢好興奮就話：好啊
，byebye，副主席。
 
第二日，我訓到12點先起身，跟住我就見到Emily話：我今日唔舒服啊，BB。我第一次見到佢叫我B
B，我就直接打電話過去，跟住我就聽到一個好虛弱的聲音：喂，BB，我好唔舒服啊。我就話：你住
幾樓啊，我上黎啦。跟住佢就話：12樓，1203啊。我就話：得啦，我宜家上黎啦。我換咗衫之後，
就去咗屋企樓下街市買材料，跟住就約埋兩點去睇醫生。
 
跟住準備嗮所有野之後，就上Emily屋企，按咗門鐘之後，
我見到有一個面青口唇白嘅女仔開門，入咗去之後，我第一時間扶住佢，就講：我煮野俾你吃啦。跟
住佢就點頭，我就叫佢去休息下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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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住見到佢入翻房之後，我就入咗佢屋企個廚房到，開始煮野吃，有人就會問我：點解你唔自己屋企
煮完先攞去Emily屋企啊。梗係唔係啦，佢可以吃到熱辣辣嘅野食，先係最好架嘛。所以，我先係街
市買野上Emily屋企煮。我就煮鹹豬骨粥俾Emily吃。整咗差唔多一個鐘，整好咗啦。我就走去敲佢
門。就講：張學雯，起身吃野啦。跟住我見無反應，我就開咗佢房門，跟住我就俾佢嚇死。佢突然之
間彈出黎，我就話：張學雯，你咁精神可以玩，無事啦。跟住佢就話：咦，玩下炸，我唔多想吃野窩
。我就話：唔得，一定要吃野，如果唔係就無精神。跟住佢就扁嘴，我就話：我餵你吃啦。跟住佢就
話：真係架？我就話：你想唔想啊。佢就話：梗係想啦。我就話：坐低啦。佢就話：唔該BB。
 
跟住餵咗佢一口之後，我就問佢：好唔好吃。跟住佢笑笑口話：你煮梗係好吃啦。我就同佢講：好吃
就要多吃。跟住我就一手一腳咁解決咗Emily嘅溫飽問題之後，我就同佢講：吃飽沒啊。跟住佢申一
申條脷：沒啊，我要吃埋你。我就笑笑口話：哇，張學雯，你都幾大吃架窩，頭先先吃完一大碗粥，
宜家又要吃野。佢就話：咩啊，我將你吃咗落肚到。你以後咪可以陪我咯，嘻嘻。我就話：行啦。跟
住佢就話：點解啊，我唔想落樓下啊。我就話：我book咗兩點去睇醫生啊。跟住佢就話：好啦，但
係我無錢窩。我就話：得啦，你咩都唔好諗，你宜家嘅任務就係同我好好睇醫生，吃藥，休息。跟住
佢就笑笑口話：知道啦，BB。我就話：知道就好啦，行啦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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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好衫之後，我就拖住佢落樓下，去咗睇醫生，入到醫務所，我就話：唔該，約咗兩點睇醫生，名係
張學雯。跟住護士就問我攞Emily張身份證，跟住就叫我地去等下先。我見到醫務所其實都好多人下
，又係嘅，呢啲天氣時冷時熱，好多人都會病，我同Emily等緊個陣，Emily就挨係我度訓咗陣，等
咗15分鐘左右，就到Emily啦，我就同佢入咗去見醫生。
 
其實都唔洗10分鐘，就已經搞定咗，跟住就出去等攞藥，Emily有7隻藥要吃，300蚊左右，其實就唔
算貴。出咗醫務所之後，呢個傻妹同我講：我遲啲叫我媽咪俾翻錢你啊，300好貴啊。我就話：得啦
，錢呢啲野遲啲先講啦，你宜家要休息先，知道無。跟住佢就話：得啦，但係要應承我先，你要收翻
今日睇醫生啲錢先，得唔得。我就話：得啦，知道啦，啊B。跟住佢笑笑口話：嗯，你好乖啊，BB。
我就話：我幾時都咁乖啊我。跟住佢笑到好甜話：又口花花啊你。
 
跟住就陪佢上翻屋企之後，佢突然之間我：BB啊，你今晚得唔得閒啊。我就問：做咩啊，今晚無咩
野做，要我陪你啊。佢笑笑口，跟住欖住我話：咦，你真係好醒目啊，肯定係同我拍拖之後先變醒目
。我就翻咗一下白眼講：我都知道無咩好野架啦，係度讚自己。佢就話：嘻嘻，你係我今年最好嘅禮
物啊。我就話：得啦，行啦，入房去休息啦，有野就行出黎搵我拉。跟住佢就做咗個OK嘅手勢，就
入咗房。
 
好啦，陪Emily睇完醫生之後，我就開始做我自己嘅功課，做下做下就訓著咗，等我再醒翻個陣，我
身上多咗張被。我見到Emily間房門開咗，我就行埋去，見到佢係度寫緊野，我就唔吵佢啦，就走咗
去廚房，煮野俾佢吃。吃完野之後，我就陪到佢10點鐘左右，我就同佢講：我翻去拉，你有事就call
我啦。跟住佢個陣時係歎係張沙發到，就講：好啦，你翻去休息下啦，多謝你照顧我一日啊，BB。
我就話：知道啦，唔係窩，你吃咗藥沒啊，沒吃就快d吃，吃咗就宜家上床。跟住佢就話：得啦，得
啦。佢上咗床之後，我就話：我走啦，有事call我啊。跟住佢俾咗個ok我，我就出咗門口，翻屋企。
 
翻到屋企，我老媽子就問我：喂，靚仔，今日拖住個女仔係邊個啊。我就話：同學咯。我老媽子就話
：得啦，我同你老豆的見到架啦，拍拖還拍拖，書要讀啊，仲有啊，記住對個女仔好d啊。我話：得
啦，我去沖涼啊。沖完涼之後，就見到Emily send
wts俾我，就話：BB啊，我訓覺啊，今日多謝你啊，你真係好可愛啊，goodnight。我就話：知道啦
，你要好好照顧自己啊，我聽日先再上黎啦，乖啦，good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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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不知時日過啊，放完假要翻學啦，就梗係要交功课架啦，小弟我今次就好乖架啦，一早就做嗮功
課架啦。好，返學朝早，就一樣係等埋Emily先返學架啦，不過，宜家我就唔係係巴士站等佢啦，我
宜家係佢屋企樓下等佢。我照常6點八左右起身，搞掂嗮之後，就慢慢行過去佢屋企樓下。
 
跟住，我係佢屋企樓下等咗10分鐘左右，就見到佢懞下懞下咁樣行緊過黎，我就摸咗下佢個頭，
就問：早晨啊，凍唔凍啊。跟住佢一路欖住我隻左手，一路講：我有小小凍啊。我就話：件褸就準備
好啦。跟住佢就話：唔該。就兩個人慢慢行過去巴士站到。
 
翻到學校之後，佢就繼續挨係我度訓覺，班主任就話：學校星期四係全方位學習日，姐係學校旅行，
班會唔該今日放學討論下。跟住，周文就轉身講：咦，主席訓咗啊，仲有你，得啦，副主席，你想點
搞啊。我就話：屌，年年都係架啦，大家分組，跟住就一係就打邊爐，一係就燒烤架啦，要講都係講
完咩，呢個任務就梗係交給你架啦。跟住我見到詩文係度玩緊Emily隻手，跟住Emily就醒咗，就話
：唔，邊個搞我啊。跟住佢就見到詩文整醒咗佢，佢地兩個就自己係度玩，我就繼續同周文吹下水。
 
好快就到放學時間，Emily就叫咗班會嘅人，留係班房開會，由於我係內副主席，所以今次我就要同
Emily一起搞啦。跟住我就問，活動個度，兩位康樂，你地有無咩提議啊。周文就講：不如，我地玩
數字球？？？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唔錯嘅提議，有無其他意見啊。無人出聲。我就話：OK，咁樣，
吃野方面就係燒烤，玩個度就玩數字球。Emily就話：OK啦，咁我地聽日同全班講啦，宜家我地散會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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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第二日翻到學校之後，我就開始同全班講星期四旅行日。好，大家望住我先，星期四係學校旅行
日，我地班就卑你地自由分組燒烤，跟住，我交個時間卑康樂去講解下，我地會玩嘅活動，跟住就係
周文發揮佢吹水嘅時間。最後就梗係介紹數字球的規則，我就唔知道點解有人會唔識得玩數字球啦。
 
跟住就去到放飯，今日就整係我同Emily吃飯，我就同佢講話：你燒烤想吃咩啊。佢就話：放學叫埋
詩文佢地一齊去買啦。我就話：我就梗係會叫埋佢地架啦，但係我都要優先照顧我嘅女朋友先啦，係
咪先。講緊呢句野同時都摸下佢個頭。跟住佢就傻笑咗下，就講：我想吃豬扒。跟住我就話：無啦？
？？佢就話：你燒咩，我咪吃咩咯，嘻嘻。跟住我就話：要我做啊四啦，好啦，你講架下，我到時候
燒咩你就吃咩。
 
到左放學個陣，我就問周文話：喂，去街市買野咯。佢就話：好啊。跟住我地四個人就一齊慢慢行過
去街市啦。呢個時候，好多人會以為我地四個會我拖Emily，周文就拖詩文。錯啦你地，係兩個男仔
行前面，兩個女仔行後面。
 
去到街市，我就話：1樓買菜架，我地去2樓啦。跟住我記得啊媽講過，x記嘅肉係幾好吃，所以我地
上咗去買，就買左好多野吃啦，都買左400蚊左右啦，跟住周文就話不如去買海鮮吃，我就話：去隔
離買海鮮啦。跟住我同周文就買左魷魚，又買左五十蚊左右，跟住就去惠康買燒烤叉同埋碳，預備聽
日旅行日，我就話：野飲我聽日攞翻黎啦，碳我攞，海鮮我攞，其他就卑周文啦。周文話ok，跟住
我就同Emily翻屋企啦。
 
翻到屋企吃完飯，Emily send
wts卑我：BB啊，你聽日想吃咩啊。我就復翻佢：你燒咩我咪吃咩咯，跟住佢就話：好啦，聽日見，
嘻嘻，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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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朝早，我就一大早起咗身，點解要咁早起身，問得呢個問題，通常都係無睇前面啦。好，回歸
正題啦。今日就6點45分去到Emily屋企樓下啦。一樣係吃西北風啦，無辦法啦，鬼叫佢住得高咩，
住半山腰。我就等咗大概10分鐘左右，就見到一個上身著住運動服，下身著黑色牛仔褲嘅女仔，係
度蒙下蒙下行緊出黎。佢見到我之後，就行過黎話：唔，我好眼訓啊。跟住就欖實我係度搖頭。我就
話：行啦，翻學校啦，今日去玩咋，上車訓陣啦，琴晚又玩到好夜啦。跟住我就望住佢。佢就扮無野
。
 
上咗巴士之後，我就收咗佢部電話，就話：眼訓就訓陣啦，乖，陣間落車先卑翻你。跟住佢就挨咗落
黎，唔洗三分鐘，就訓著咗。翻到學校之後，我就同班主任商量陣間啲野點樣安排陣間到咗赤柱之後
，活動點樣安排。呢度就會有好多人問啦，呢啲野唔係主席做架咩，係，呢啲野係主席做，但係你都
要睇下邊個架。主席係我女朋友，我又係內務副主席，我咪做埋佢咯。同班主任商量好嗮啲野，就等
學校叫上車架啦。通常我地去遠個啲班級，就會行先，果然啊，我地中四係第一班出車。
 
到咗赤柱之後，我地班就我安排係邊度燒烤啦，其他班關我鬼事咩，不過陣間玩開咗之後，樂仔班友
就會過黎我個爐到架啦，呢班友我識咗三四年，總唔知佢地玩咩花款咩。好，我安排完之後，就行翻
去Emily佢地個爐到，Emily就即刻問我：勤奮嘅副主席，你想吃咩啊。我就話：你想吃咩啊，我燒
畀你啦。跟住佢就話：唔制啊，我要燒畀你吃。跟住我就話：好啦好啦，我地一齊燒啦，你燒咩我都
吃架啦，你想吃咩先。跟住佢心滿意足講：好啦，我想吃豬扒啊。我就話：好啦，我宜家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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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緊個陣，佢就一路吃就一路係度走來走去，跟住我同周文講：喂， 你game
個度準備成點樣啊。佢就話：得啦，陣間見到班友去得七七八八咪開始囉。跟住兩條係度一路燒一路
係度講其他人。突然，我感覺到有一股力量直接壓落我到，跟住我就知道，係樂仔班仆街仔。行過黎
一定係想吃也架啦。 一見到就話：你班仆街終於黎明啦。樂仔就話：梗喺啦，周文誠邀我黎架嘛。
我就話：你識周文咩？佢就話：梗喺啦，小學同學啊，喂，黃大少，有咩野吃啊。我就話：屌，自己
燒啦，大把野吃啦。跟住就幾條友係度慢慢燒，講下以前初中生活。咁Emily同詩文翻左黎之後，就
加入埋我地故事大家庭。樂仔呢條仆街係都要爆我大獲：Emily，你要好好睇住你男朋友啊，以前成
日係的打架，上堂又係度玩手機，訓覺，
你要好好管下佢啊。跟住條死仔露出一副意味深長的笑容。跟住我就感覺到，一隻手開始慢慢扭動我
嘅肉，同時佢的笑笑口對住我，跟住我就係度死忍啦，忍到佢放開左手之後，我就痛到啊媽都唔認得
啦，女人塊面，真係話變就變，仲厲害過五月嘅天啊。

 吃吃下，Emily就話，我想上去大壩到行下啊。我就話：好啦，我地慢慢行上去啦。跟住我就一路拖
住佢隻手，一路慢慢行上去，行上去個陣時，佢第一次同我講佢屋企嘅事啦，我都知道左，雖然佢屋
企係開公司，家庭唔係佢去擔心，佢都唔洗擔心屋企開支等等問題，但係佢就話：因為阿爸阿媽太忙
，基本上屋企長期無人，成日的一個人吃飯，佢話覺得好寂寞。我個下心有小小痛，跟住我同佢講：
啊B，以後有我陪住你架，以後你可以上黎我屋企吃飯。跟住佢望住我，就話：多謝你，呢三個月同
你係埋一齊之後，我感覺到我好幸福，因為你係第一個好關心我嘅人，所以，多謝你。跟住佢就錫左
我一下。跟住我第一次主動錫左落去Emily個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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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住我地就慢慢咁行翻落去，行緊落去個陣就問我：副主席啊，你屋企人唔會介意你帶人，特別係女
仔啊，你屋企人唔會介意你宜家就拍拖咩。我就話：你都上過我屋企架啦，我阿爸就好開放，我啊媽
的唔係點理我架。跟住佢就問我：你屋企知唔知道你宜家拍拖架。我就話：我阿爸知道，不過我阿媽
其實應該都知道，不過就無反對。佢就笑笑口話：好啦，我搵次同你一齊上去見下你啊爸啊媽啦。跟
住我就話：我屋企齊人個人話你知啦，我啊爸成日都要返工，跟住Emily就點左點頭，我地就繼續慢
慢行翻落去。 

去翻燒烤個度之後，我就話，開始玩遊戲啦，大家都吃飽啦，應該差唔多啦。我就話：好啦，各位4
B團友，我地開始玩遊戲啦，有請節目主持人，兩位康樂出場。跟住就到康樂表演時間，講完就開始
玩遊戲，係啦，今日玩數字球啊，我地有效利用呢個非常大嘅地方玩遊戲。周文好想玩架，但係佢就
係康樂所以就無得玩。最後結果就係周文想玩，就叫另外一個康樂自己一個頂著，自己就落黎玩。嘿
嘿，佢落黎玩就會畀我針對架啦，最後就係我指揮之下，周文就梗喺輸得最慘架啦，4B團友就追住
佢玩架啦，跟住周文佢就應該畀人玩左一個鐘左右。跟住就3點鐘要上車翻學校解散啦。

 翻到學校，就自動解散架啦，我就拖住呢個懶訓豬行去巴士站，行到一半要我咩住佢行
去巴士站，我就話：傻妹，你有無咁眼訓啊。跟住Emily無應我機。我就繼續慢慢行去巴士站。上左
巴士之後，Emily就好精神，就話：咦，我地上左巴士啦。跟住笑咪咪望住我，個下我就知道，呢條
傻妹懶到死，唔想行就話好眼訓，要我咩。跟住我就話：懶到死啊你，行都唔想行，試但你啦。跟住
佢就嘻嘻笑左兩句，就挨住我係度玩手機，翻到屋企樓下，我就送左Emily翻屋企。



很久不見

由於小弟完成左所有功課，更新會開始翻，感謝各位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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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完左之後，根據呢個學校日曆，仲有一個星期左右學校就會開始放復活節假，星期一，日常同
Emily一齊返學，坐緊巴士個陣，Emily突然之間問我：副主席啊，你復活節有咩做啊？我就話：暫
時都無咩安排，做咩啊。Emily就話：無啊，如果你無野做，我想你陪下我啊，做咩都好。我就話：
得，無問題，復活節我阿爸阿媽都要返工，所以，如果唔係有特別野要做，我應該好得閒，你想去邊
度啊，我同你一齊去啦。跟住佢就話：唔知啊，呢幾日我再望下啦。我就話：好啦。
 
翻到學校之後，周文令轉頭問我：喂，死左未啊？我就話：你死我都未死啊，咩料？周文就話：星期
五詩文生日啊，幫手度度佢啊。我就問：喂，大佬，你咩都未plan，度條毛咩，你plan左未啊。跟
住佢就眼金金望住我。我就話；你去死啦，咩都未諗，無啲誠意。跟住佢就話：屌，如果我諗得掂啊
，洗鬼搵你咩？我就話：你想點搞啊？佢就話：詩文中意少人啲，不如就我地四個靜靜雞啦，我地三
個靜靜雞安排，到時個日整個surprise 俾佢。我就話：一係就去你屋企囉，
你屋企咁大，都係得四個人，ok啦。跟住佢就話：咦，ok窩，就去我屋企慶祝啦。跟住我就話：你
阿媽知道你拍拖咩？佢就話：知道左啦，詩文上過我屋企吃飯啦。我就話：果然係周文王啊。
 
放學個陣，我就同Emily一齊翻屋企個陣，我就痛Emily講話：主席啊，你知唔知道星期五係詩文生
日啊。佢就話：我梗喺知啦，周文話要帶詩文去一個地方，叫埋我地一齊去窩。我就梗喺扮咩都唔知
架啦：係咩，好啊，係窩我地要商量下，買咩禮物窩。跟住Emily就話：嗯。。。。。俾我諗諗先，
今晚wts答你好唔好啊。我就話：好啊，我等你wts啊。
 
翻到屋企之後，我一入門口就見到我我阿爸係屋企，我就問：喂老豆，今日好休閒窩。我啊爸話：死
仔，你老豆我都要休息下架。跟住我阿媽就話：快快手過黎吃飯，成屋人等緊你翻黎吃飯。我就話：
得啦，好快得架啦。
 
吃完飯，做完功課，沖完涼，又11點啦，跟住我就收到Emily
wts：副主席啊，不如我哋送一本詩文好中意嘅書俾詩文啊。
我就話：呢個提議幾好啊，不如我哋聽人放學去買啊。Emily就話：好啊，我眼訓啦，GD，副主席
。我就話：GD，主席。



第三十三章 準備

第二日翻到學校，跟住周文就擰轉頭叫我：喂，唔好死住，幫幫拖先。我就問：又要我點幫拖啊，煩
過鬼。佢就話：我琴晚度左度架啦，去我屋企慶祝，跟住我又問左下Emily，佢話佢可以幫手整生日
蛋糕窩。我就話：你唔驚你計劃暴露咩？佢就信心十足話：你條女我信得過，最多到時佢爆左出黎，
我搵你算賬，嘿嘿。每當我見到呢個笑容的時候，我就好想打巴佢。跟住我就話：得啦，咁你想買咩
禮物啊？跟住佢就話：嗯，呢個我就唔講啦，傻佬。我就話：屌，講呢d。
 
跟住Emily就講：做咩啊，你地兩個講咩啊。我就話：無啊，講緊星期五囉。跟住佢就加入我地話題
。佢就話：拿，周文，唔好話本主席唔益你啦，詩文有同我講過，佢想要一對鞋，你曉得做啦。周文
跟住就話：哦，鞋，得啦，呢家野交俾我啦。小問題，錢不是問題啊。我就話：你話係咪係囉。
 
到左放學個陣，Emily就同我講：副主席啊，我地去邊間書局好啊，去沙田啊，定出MK好啊。我就
話：我今日要翻體院窩，如果要出去，聽日先定你想7點係體院門口等我啊。佢就諗左下，就話：我
不如等埋你啊，跟住去吃飯，買禮物俾詩文，跟住我地順便拍下拖。跟住我就攬住佢，就講：你7點
係體育門口等我啦，記得保暖啊，知道無？跟住佢就點點頭。
 
7點鐘，我上水，收艇，跟住就同另一個隊友啊俊去沖涼。行緊去更衣室個陣，啊俊同我講：恆啊，
陣間一齊吃飯？？？我就話：唔得啊，今日約左人吃飯啊。星期四啦。跟住啊俊就話：又陪女啊，得
架啦，明架啦。我就話：今日陪佢出去買禮物啊，我有個friend星期五生日啊，我條女叫埋我出去買
野，順便吃飯。跟住啊俊就點左下頭。
 
沖完涼，整好曬啲野，可以出發，我都未行出門口，已經見到有一個著住一件白色運動外套，黑色牛
仔褲女仔企左係大門口到。我見到就行左過去，跟住就拖住佢，我就話：行啦，我地搭車過去。去到
沙田，我就問佢：主席啊，你想吃咩啊？佢諗左下，就話：不如我哋吃拉麵啊，我帶你去吃啊。我就
話：好啊，我地行啦。
 
吃完野之後，我就問Emily：去邊度買本書啊？去商務定其他書局啊。佢就話：我哋去左商務先啦，
商務應該會有掛。我地行到去商務之後，就去左文學書籍個邊，跟住我就聽到Emily話：我搵到啦。
我就見到佢揸住一本叫中國山水畫的文化呢本書，我就同佢講：搵到我地就行啦。俾完錢之後，我地
就行左沙田一陣，跟住就搭車返屋企，坐緊車個陣。我就同佢講，：主席啊，本書放係你到，定放係
我到。佢就望左下我，摸左下我額頭，就講：你無發燒啊，我哋住隔離炸，放係邊個度都無所謂啦，
就放係我到啦，費事你又唔記得左啊。我就話：好啦，放係你到啦。跟住我哋就落左車，我就送左佢
翻屋企啦。



第三十四章 詩文生日1

話咁快，時間就到星期五啦，意味住復活節假期開始，有人就會問：唔係下個星期一先開始咩？我地
學校好人，星期五放【教師發癲日】，所以我地學校復活節假期就係今日開始左。除咗今日係學校假
期之外，都係周文同詩文大日子，你地唔好諗多左，唔係結婚啊，係詩文生日，都算係大日子啦。好
，周文就一早call我起身。我就問：屌你，幾點啊，咩事啊，神雞咁早call我。佢就話：屌，10點啦
，仲未起身，無啊，我想問下你同Emily幾點到？我就話：你約左詩文幾點去你屋企玩啊。佢就話：
我約左佢三點鐘，我係佢屋企樓下等佢。我就話：咁我地三點半去到你屋企啦。跟住佢就話：好啊，
三點半見啦。跟住我又call左俾Emily：副主席啊，我今日點半鐘係你屋企樓下等你？？？佢就話：
不如我哋出去吃啦，約早小小啦，12點半啦。我就話：好啊，你想吃咩？佢就話：今日我哋吃米線
好唔好啊？我就話：好啊，我12點半係你屋企樓下等你啦，好無？跟住佢就話：好啊，陣間見啦。
 
Cut
左電話之後，我就起左身，出去見到啊爸仲係屋企，我就問我啊爸：咦，老豆，今日唔洗返工咩？我
阿爸話：係啊，今日休息啊，點啊，今晚想吃咩啊，叫埋Emily上黎吃飯啦，啊爸今晚親自落廚房。
我就話：今晚唔係屋企吃啊，我地去一個同學屋企吃飯啊，佢生日啊今日。我啊爸話：哦，好啦，記
住去人地屋企要客氣啊。我就話：得啦，老豆。
 
搞掂個人衛生之後，我就翻到房，跟住我打開衣櫃，我就諗下我開新衫好唔好，最後我都係開左件新
衫，詩文生日，起碼都著得好小小啊。跟住我就打左陣機，時間一下就到12點三啦，我就換好衫準
備出門口，跟住我阿爸講：記得翻屋企啊。我就話：得啦。然後就出左門口。
 
去到Emily屋企樓下，等左陣，我見佢都著得好普通，我就話：咦，主席，我以為你今日會著得好小
小啊。跟住佢就話：係咪我宜家著得唔好啊。我就話：梗喺唔係啦，行啦我地。跟住我地就搭車去沙
田吃野，跟住就去左巴士站個間譚仔吃左一餐，跟住就坐巴士去大埔。
 
去到大埔，時間正好到三點三，我就話：我地行過去周文屋企囉，坐左15分鐘小巴之後，就到左周
文屋企門口，我就打電話俾周文：喂，我地到左你屋企門口啦，你落來開門啦。跟住過左三十秒到，
就見到周文開門。跟住我哋兩個見到佢就啦住佢問：喂，你禮物搞掂未啊？跟住佢就話：屌，呢啲野
梗喺搞掂左十世啦。跟住Emily就話：喂，你點樣報答我先，買鞋係我叫你買架窩。跟住周文就話：
得啦，大小姐，翻左學之後，我請你去xxx餐廳吃飯囉。我就話：喂餵餵，周文，我個邊又點樣講啊
。佢就話：得啦得啦，我請埋你啦，兩位大人物，行啦，上去啦，屌。



第三十五章 詩文生日2

周文呢條友屋企原來都好大下，三層都係佢屋企。跟住我地三個就上到二樓，我地就見到詩文。Emil
y就話：咦，詩文，生日快樂，你今日好開心窩。詩文就話：我今日生日窩，我梗喺開心架啦。跟住
詩文就拉住Emily去左房到唔知玩咩。我就問周文：你ready左你要用啲野未？周文條友就話：屌，
講呢啲，一早就搞掂啦，等你咩。我就話：你係先好啊，到時臨場仆街就神仙都幫唔到你啊。跟住周
文就話：得啦，屌，一定掂啊。跟住我就話：得啦，打機啦，你部PS4去左邊啊。周文就話：行啦，
係度啊。跟住詩文同Emily佢地兩個又行出黎，話要一齊玩，最後就四個人一齊玩左PS4一個下晝。
 
到左夜晚，周文就叫我：喂，行啦，7點啦，煮飯啊，唔想吃啊。我就話：得得得，黎緊黎緊。我同
周文入左廚房之後，我就問佢：喂，你想煮咩啊？周文就話：拿，扒，意粉同埋有好多其他料，係雪
櫃啊。我就去左雪櫃望左下，又真係有幾多野下，我就問佢：詩文佢地想吃咩啊？佢就話：詩文同我
講我煮咩，佢就吃咩窩。我諗左諗，就講：一係煮牛扒，意粉同埋加啲小吃啦。跟住我地兩個就開始
煮也夜晚。
 
其實都唔算兩條友煮，周文呢條死仔，淨係切完啲調味料，就係度玩手機，我就同佢講：喂，你再唔
幫手煮下，我陣間出去就同詩文講話所有野都係我整，你條友就係度玩手機。條友聽到之後，即刻就
行過黎話：大佬大佬，冷靜冷靜，有咩需要小弟幫手架，嘿嘿。我就同佢講話：啲意粉幫手煮下啦，
跟住煮到6到7成左右，就撈起身，跟住就將啲雞絲同埋其他配料一齊倒落去，爆香左之後，就將意
粉倒落去一起炒，跟住就Ok啦。跟住條友就去左幫手搞意粉。
 
45分鐘之後，所有野都煮好左，我就叫Emily：主席，入黎幫手啦。跟住就將啲野攞出去。跟住我就
話：詩文滿唔滿意啊？跟住詩文笑左下：周文肯煮野俾我吃就已經好滿意架啦。跟住我就話：哎呀，
又係度曬命啦，主席，我要太陽眼鏡啊。跟住Emily就拍左下我個頭，跟住就講：我好肚餓，唔好玩
啦，吃野啦。我就話：吃野吃野，詩文生日快樂。跟住詩文笑左笑：多謝你地。跟住Emily就話：咦
，牛扒一吃就知道係你煮架啦，副主席，不過意粉一定唔係你煮，陣味差好遠，有小小太淡。跟住我
就話：意粉係周文煮，不過佢第一次煮，唔錯啦，你睇下詩文幾滿足。跟住我地四個講下呢度講下個
度，就好快吃完呢餐飯之後，我就知道重頭戲差唔多準備上場。



第三十六章 詩文生日3

班長同詩文入左去廚房之後，我就即刻拉周文入房。我就問：你有咩計劃啊？跟住佢就講：你陣間同
Emily去攞蛋糕出黎先，跟住就梗喺要熄燈架啦。我就係放禮物間房到行出黎，跟住就送禮物，掂啊
。我就話：得啦，我地配合你啦。跟住周文就畀左個OK手勢，講：等我信號，就行左去放禮物間房
到standby。我行左出去廚房到，叫Emily出一出黎。
 
佢行左出黎之後，就問我：咩事啊，叫我出黎。我就將周文同我講嘅計劃複述畀Emily聽。跟住Emil
y就話：ok啊，今次就配合下條友啦。跟住我就順便入去廚房幫手。20分鐘之後，周文就wts同我講
OK啦，可以開始。跟住我就話：兩位大人請等等，我去去就回。跟住我就去廚房準備攞蛋糕。我攞
完之後，我就wts Emily，同佢講：可以去熄燈啦，同時我都開始點蠟燭。
 
跟住我一見到出面黑左之後，我就攞住蛋糕行出去，跟住我就同Emily唱生日歌：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詩文，Happy birthday to
you。跟住同時周文出現左，我見到條友隻手放左係後面，我就知道條友準備好啦。跟住就到最重要
時刻，送禮物，Emily同我就送左本詩文最想要嘅一套書。詩文就話：多謝你地兩個窩。我就話：咪
住，你男朋友有野送啊。
 
跟住周文就行左過黎，就講：今年係我第一次同你過生日，希望以後每一年都可以同你一齊過生日，
呢份禮物你一定會好中意，送畀你嘅。跟住詩文笑笑口係個袋到望個盒個下，佢望左望周文，在望入
面個鞋盒，跟住打開左個鞋盒之後，見到對鞋，詩文激動到企左係度幾秒鐘之後，就轉身撲左落去周
文到，兩條友一路都無講野，跟住我就見到佢地兩個係度錫錫，跟住Emily就話：哇，要太陽眼鏡啊
。我就轉身係度講：18禁，小朋友禁止收看。
 
佢地兩個無理我哋，跟住詩文就問：點解你會知道我想要呢對鞋，同埋呢對鞋好貴架窩。跟住周文就
係度吹水啦：貴咩啊，小小錢，唔緊要啦，你唔記得左之前我同你出街個陣，你入左去間鋪到，見到
對鞋，你就話對鞋好好睇，跟住我就記左係心到，跟住就係你生日之前去買左啦。跟住我係心到就講
：呢條死仔都幾識得作故仔窩。跟住詩文就眼濕濕。我同Emily大家兩個互相對望左一眼，Emily就
話：我生日個陣，你會唔會咁樣架。我就話：你想我點慶祝就就點慶祝。跟住我就攬住Emily。
 
送完禮物之後，望一望鐘，都9點鐘啦，周文就送詩文翻屋企，我就同Emily坐的士翻屋企啦。今日
非常完滿啊。



報告近況

大家好啊，我係小人物啊，今個月由於我個人原因，就拖左半個月先更新。小弟我就會出國完成我d
egree，所以我今個月係度搞退學以及其他學業方面嘅野。之後等所有野搞掂之後，就應該會密翻小
小，感謝各位等待，有咩最新消息，我會係IG公佈，感謝大家等待，以後多多指教，呢篇文應該會
係100到150章左右完成，所以大家敬請期待，感謝。



DSE同學加油

好，又係我啊，遲左小小出呢篇野，sor各位大佬，我都介紹下我自己先啦，會有新讀者架嘛（希望
有啦）。我係小人物，大專仔一個，19歲差唔多20架啦。回歸正題先，各位DSE同學加油啊，辛苦
噻，大家記得要小心保護身體，DSE其實唔係人生終點，DSE係人生其中一個考試，大家最緊要放鬆
心態，夜晚早小小訓覺，有精神先可以超常發揮。我係2019年DSE畢業，我個陣整係考左14分，可
能有好多人會覺得，哇你考到好差窩，以後無咩前途架窩。其實我想講，即使你宜家考唔到入大學，
入左大專，雖然以後升大學名額唔多，但係起碼你仲有機會去追夢，努力，周星馳都講過啦：人無夢
想同鹹魚有咩分別，所以大家的要加油努力。大家唔好太大壓力啦，我相信我d讀者好醒目，個個都
可以考到高分，入到自己想入嘅大學，加油啦，讀者大佬們，小弟期待你地好消息。下個星期見啦各
位。

小人物
4月25號



第三十七章 日常

幫詩文過完生日之後，復活節大家都係屋企做功課，我同Emily都無點出過街，成日都係係屋企做野
，有陣時會上黎我屋企到一齊做功課，跟住我啊媽就會留底佢係屋企到吃飯。我都話我屋企就好開明
架啦。跟住有人就會問：點解你地兩個唔出街架？就梗喺唔係因為我地兩個懶啦，因為我哋學校係復
活節過左之後，就要考試，所以我哋兩個就每日就窩係屋企到溫書。有陣時佢就會上黎我屋企到監督
我溫書，時間話咁快就到左5月，要準備考試吧啦。
 
呢個時候，又會有人出黎問：點解會係5月就考試？你不如問下我學校啦，我都想知道啊，學校係6
月頭考完考試之後，就會叫學生參加學校活動，跟住對卷，跟住放暑假。好，去翻5月先，日常返學
啦，翻到學校之後，我見到周文同詩文兩個關係自從個次生日，周文咁用心幫佢慶祝之後，兩個比以
前更加親密啊，呢個時候我就梗喺要去串下佢地架啦，行到埋去就講：喂，兩個，呢度學校窩，你唔
好蝦人地良家婦女窩。跟住周文就話：屌，行埋一邊啦你，你無就唔代表我無。跟住我就攬住Emily
，就講：邊個話我無架，。跟住就梗喺翻位啦。上緊數學堂個陣，啊sir叫我地今日自己做數，有咩
唔識就問佢。數學堂簡直就係我嘅天堂啊。Emily有野唔識就問我，跟住問下問下就係度講其他野，
就問我：我生日你想點樣搞啊，跟住附上一個充滿期望嘅笑容畀我。我就話：你到時咪知道囉，宜家
講就無氣氛架啦。跟住啊sir就話我：喂，啊恆哥，好吵啊你。跟住我就比左個OK畀佢。
 
放學個陣，今日體院練野係5點半，宜家先4點，我就問Emily：主席啊，不如我地係學校溫陣書先啦
，我今日無咁快練艇啊。跟住佢就話：好啊，同我一起溫英文啦。跟住我就有小小後悔，最後到五點
三個陣，我陪佢一起去巴士站。跟住我拖住我呢個空殼翻去體院練艇。



第三十八章 陸運會前夕

有日翻到學校，周文就同我講話：喂，就陸運會啦窩，你想玩咩啊？我啪左下我個係腦：係窩，我整
係記住水運會，都唔記得左陸運會，我應該都係玩100同400加跳遠掛，應該都係架啦。跟住Emily就
話：我都想玩400窩，不如你教下我啊。周文就插嘴：係囉係囉，教下人地啦。我無理到周文，我就
話：我帶你去買過對鞋啦。你對鞋好難跑，容易整親。跟住佢就話：我地今日出去？我就話：好啊，
無咩問題啊，我陪你去nike望下？？跟住佢就話：放學先啦。
 
跟住今日就有體育堂啦，體育堂就梗喺為半個月之後嘅陸運會精心策劃左一大堆野做啦，我就自己同
班幾個要跑接力一齊練左交接先，接力隊入面就一定有我哋兩個架啦，大家可能都唔會知道，跟住我
地係陸運會班際接力，會破左學校記錄，之後一直都無人破到。就係炎熱嘅太陽底下，練左一個鐘交
棒，跟住我望左下我對釘鞋，係時候要買過對。跟住Emily就行過黎話：副主席，又話一齊練，又話
教我。我就話：得德特，你換左我對釘鞋先。跟住我就係個跑道到教佢著釘鞋個陣點跑，佢就話：點
解咁辛苦架？我就話：係架啦，所以我叫你出去買跑鞋囉，傻妹。跟住佢就話：係窩，陸運會完左，
跟住就考試啦窩，你溫成點？我就話：你今晚上我屋企吃飯囉，順便溫埋書，做功課。跟住佢就話：
會唔會唔好啊？我就話：我阿爸阿媽又唔係唔識你，上黎咪上黎囉，我阿媽最中意請人吃飯。跟住佢
就話：好啦，我陣間同我阿媽講啦。
 
放左學之後，我wts我阿媽：老媽子，畀小小錢黎，我有野要買啊。跟住阿媽就話：又買咩啊，得啦
，陣間自己去銀行check 啦。跟住我就話：係啊，Emily
今晚上黎吃飯啊。跟住啊媽就話：得啦，加多對筷子，你老豆今晚都翻黎吃飯。我就話：ok啦，我
地兩個應該6點左右就係沙田翻黎。跟住我就同Emily講：行啦，我同你去沙田望下有咩鞋啦。去到
沙田我同Emily上左去Nike到望下鞋，跟住佢就話：副主席啊，過黎啊，呢對白色好靚啊。我就話：
試下啦。跟住就同sales講：唔該，呢對要對36啊。跟住對鞋到左之後，我就叫Emily試試，佢就話：
呢對好舒服。跟住望左下價錢牌：就話：咦，好貴啊，唔要啦。同sales講完之後，跟住就行開左。
我望住佢，跟住我就同sales講：唔該，就要呢對啦。跟住我就跟住佢，最後我都知道其他鞋佢都唔
太中意，就同我講：不如走啦。我就話：你係度等我陣。跟住我就行去收銀到講：我係贊助運動員，
係咪有打折啊。跟住佢地就話有8折，跟住就畀錢，唔算太貴$978。跟住我就行翻出去，Emily就話
：你買左鞋咩？我就話：個對白色鞋啊，我送畀你啦。跟住佢就話：真係架？？多謝BB，我會晚晚
同你一齊練跑架啦。我就話：行啦，啊媽應該差唔多煮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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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咁快就到星期四，陸運會就開始啦。我作為head
perfect。就梗喺要一大早翻到學校，又要整呢樣，整個樣，得一個字可以總結到要做嘅野，就係煩
字。點樣講都好，都係要做架啦，不如快快手做完去看台偷雞好過啦。我就7點鐘到左運動場，我放
底我全部野係望社看台之後，我就落翻去條大路到，開始同訓導處協調下陣間點樣安排人手，同埋陣
間集會企位安排，講下講下就到7點半，perfect基本上都翻到運動場，我就同副head同埋小隊長開
會，同班友講：聽住，陣間7點45分可以開始放人入，唔該小隊長同啊生（其中一個副head）調配
入手個陣，調8個綠牌去門口，跟住啊瑩（另一個副head）帶4個綠牌去協調各班位置，跟住我會帶
兩個綠牌跟我坐台，唔該你地檢查好其他同學運動服，如果違規，叫佢地黎我到記名，其他綠牌，就
麻煩阿輝（正head）帶住其餘40個綠牌舉班牌，至於點安排就啊輝同啊瑩兩個協調，無問題就可以r
eady下，唔該嗮大家。
 
跟住我就帶住兩個新仔跟我，45分準時開門，跟住都唔係兩分鐘，已經有7個要記名，其中有周文，
我就話：喂，咩料啊你，我琴晚先提完你，套野比賽先換啊嘛。跟住條友就話：喂，通融下啦。我就
話：你問下我後面個兩個囉，我後面個兩位就自然係訓導啦。跟住條友無聲出，記完名之後，就去左
4B到排隊，跟住8點05，我就攞Walkie
talkie同門口講：可以啦，後面全部當遲到。都唔洗五分鐘啊，跟住我張檯前面就多左好多人，全部
都係遲到。
 
跟住就開始按社上看台，通常好多人上左看台係唔可以行黎行去，但係高中就好少人理，所以初中同
學仔係慘小小架啦。上左去之後，我就望左下時間表，B
grade100米11點先開始，我就梗喺行過去誠社搵Emily架啦，我就叫埋周文一齊去誠社到搵佢地啦
。去到之後，我望左下女B
400米幾點，咦，第二場窩，我就同佢講：喂，靚妹，行啦，落去熱身啦。跟住佢就話：等我吃埋先
啦。我就話：唔好吃太多啊，你陣間跑個陣係咪想嘔啊。跟住佢又扁嘴話：好啦，我跟你落去熱身啦
。我攬住佢講：陣間你跑完，我請你吃野好無，乖乖地去熱身。跟住佢開心點左下頭。
 
落到去熱身跑道，我就同佢一齊熱身，我就同佢講：一定要拉筋，我幫你啦。當然啦，我幫佢拉，就
梗喺會比平時辛苦好多架啦，我就同佢講：一係我就幫你拉，陣間跑得舒舒服服，一係就宜家試但拉
，陣間跑緊個陣抽筋。跟住佢聽到之後，佢就話：我唔要抽筋。我就同佢講：咁就乖乖地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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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幫Emily拉筋就梗喺會痛到啊媽都唔認得架啦，不過確保左佢唔會抽筋之後，佢就話：好痛啊，你
好大力啊，就下我啦。我就話：我都係個句啦，
你想抽筋就自己拉。跟住佢就話：咦，唔理你啊。跟住就自己一個行左去熱身，我望住佢笑左下，跟
住我就跟左上去。司令台叫女子乙組400米第一次召集。我就攬住Emily講：行啦，落去準備下，跑
個陣，keep住跑速，用鼻呼吸。跟住佢就話：得啦得啦，成個女人咁樣。講完同時又係都要摸下我
個鼻。我就話：你唔好陣間又搞到我鼻敏感。佢就扁左下嘴。
 
落到去跑道，我就同佢講：加油啊，跑完哥哥請你吃好野。跟住佢笑左笑。好快就到佢個組開始比賽
。Bang一聲，我就見到Emily衝左出去，跟住一直處於中游位置，到最後150米，我就見到佢開始發
力，我就笑左笑，佢雖然唔係成日練跑，不過，攞第一唔係難事，最後100米，佢已經沖到第一，其
他人係度叫個陣，我已經知道佢一定第一，最後Emily沖線，1分18。我係衝線到等佢，佢衝完線之
後，第一下衝
過黎，跳上我個身到，喊住同我講：BB，我得左啦，我得左啦。跟住我就啪左下佢個背，就講：你
好勁啊，我以你為榮，
你落翻黎先啦。跟住佢先發覺呢度係運動場，跟住就落翻黎，面紅紅咁樣行左翻去更衣室到。換翻衫
之後，我就同佢行左去小食部到吃野，當然啦，我請佢吃啦梗喺，男人講到做到啊嘛。
 
話咁快就到11點，我就要準備男甲100米初賽，我就輕輕鬆鬆跑跑，啦啦筋跟住就去跑道準備，就到
我上線個陣，我就見到Emily企左下隔離到，做口型話：加油啊，小飛人。跟住我還翻個OK手勢。一
樣bang一聲，我就衝左出去，其實自己係跑道到係唔覺得有幾快，衝線之後，我就望左下時間版，
12秒14。我就話：ok啦，輕輕鬆鬆就跑道到12秒，周文呢個時候行過黎，我就同佢講：點啊大炮佬
，有咩貴幹啊。跟住佢就話：屌你啦，ok窩，輕鬆跑到12秒，第一又係你啦。我就話：你都on9，
大佬我係男甲啊，決賽先難跑啊。跟住Emily就行過黎：好耶，請你飲啊。跟住我對住Emily笑左下
，我就話：行啦，陣間吃飯啦。
我幫Emily拉筋就梗喺會痛到啊媽都唔認得架啦，不過確保左佢唔會抽筋之後，佢就話：好痛啊，你
好大力啊，就下我啦。我就話：我都係個句啦，
你想抽筋就自己拉。跟住佢就話：咦，唔理你啊。跟住就自己一個行左去熱身，我望住佢笑左下，跟
住我就跟左上去。司令台叫女子乙組400米第一次召集。我就攬住Emily講：行啦，落去準備下，跑
個陣，keep住跑速，用鼻呼吸。跟住佢就話：得啦得啦，成個女人咁樣。講完同時又係都要摸下我
個鼻。我就話：你唔好陣間又搞到我鼻敏感。佢就扁左下嘴。
 
落到去跑道，我就同佢講：加油啊，跑完哥哥請你吃好野。跟住佢笑左笑。好快就到佢個組開始比賽
。Bang一聲，我就見到Emily沖左出去，跟住一直處於中游位置，到最後150米，我就見到佢開始發
力，我就笑左笑，佢雖然唔係成日練跑，不過，攞第一唔係難事，最後100米，佢已經沖到第一，其
他人係度叫個陣，我已經知道佢一定第一，最後Emily沖線，1分18。我係沖線到等佢，佢沖完線之
後，第一下沖過黎，跳上我個身到，喊住同我講：BB，我得左啦，我得左啦。跟住我就啪左下佢個
背，就講：你好勁啊，我以你為榮，
你落翻黎先啦。跟住佢先發覺呢度係運動場，跟住就落翻黎，面紅紅咁樣行左翻去更衣室到。換翻衫
之後，我就同佢行左去小食部到吃野，當然啦，我請佢吃啦梗喺，男人講到做到啊嘛。
 
話咁快就到11點，我就要準備男甲100米初賽，我就輕輕鬆鬆跑跑，啦啦筋跟住就去跑道準備，就到
我上線個陣，我就見到Emily企左下隔離到，做口型話：加油啊，小飛人。跟住我還翻個OK手勢。一
樣bang一聲，我就衝左出去，其實自己係跑道到係唔覺得有幾快，衝線之後，我就望左下時間版，
12秒14。我就話：ok啦，輕輕鬆鬆就跑道到12秒，周文呢個時候行過黎，我就同佢講：點啊大炮佬



，有咩貴幹啊。跟住佢就話：屌你啦，ok窩，輕鬆跑到12秒，第一又係你啦。我就話：你都on9，
大佬我係男甲啊，決賽先難跑啊。跟住Emily就行過黎：好耶，請你飲啊。跟住我對住Emily笑左下
，我就話：行啦，陣間吃飯啦。



暫時停止更新事宜

大家好，我係無名氏，多謝咁多位一路以來的支持，但係因為小弟近排出現左太多私人問題，包括有
摯友的離開，親人身體抱恙以及自己身體都出現左問題等等事宜，小弟都需要時間處理以及休息，所
以我做出一個好難的決定，就係暫時停止更新，等我修養以及收拾心情之後，我會再更新，放心，我
係度畀大家一個承諾，呢篇小說，我一定會完成。
最後都要多謝咁多位一路以來的支持，我地後會有期，大家等我翻黎啊，最後最後，咁多位加油，注
意安全。

無名氏
6月3日



好久不見

大家好，我係無名氏，小弟身體已經好左好多，本身想呢個星期開始更新翻，但係小弟呢幾日突然出
現突發事件，令到我要再次推遲更新時間，小弟需要時間平復心情，當DSE嘅同學仔，我會係7月21
號 係IG到live
一個鐘，幫你地解答下放榜問題，當然你地都可以宜家開始pm我，我會盡力解答大家問題，覺得緊
張，我都可以陪你傾計，等我忙啲，我就可以更快走出呢次事情帶畀嘅小小情緒，多謝大家等左小弟
一個月，小弟最快會係8月開始更新翻，到時我會轉翻做書面語，但係人物對話依然會用口語。再一
次多謝大家等待 。

無名氏
7月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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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就同我地講佢同詩文自己吃，我地兩個聽到之後，Emily就話：我地兩個去吃啦，我想吃鐵板啊
，行啦行啦。講緊個陣，仲要拉住我隻手係度扮跑。我個腦突然之間閃左句說話出黎：一句可愛又活
潑嘅女朋友，可遇不可求啊。跟住我地就行左去隔離商場到吃鐵板。坐低左之後，Emily突然之間伸
個頭埋黎講：咦，我今日係咪好勁啊，講啊講啊。跟住隻手就叉落我塊面到，我就梗喺話：勁啊勁啊
，哥哥今日請你吃飯好無？跟住佢就好似陰謀得逞笑左下講：嘻嘻，多謝哥哥。叫左兩個鐵板，吃飽
飽之後，我就話：傻妹，陣間你仲有無比賽啊。佢就話：嗯，好似無啊，做咩啊？我就話：無，我陣
間有200米初賽啊，所以陣間翻到去就要開始熱身啦，200完左跟住又要去跳遠，好多野做。跟住佢
就挨埋黎講：我陪你一齊熱身啦。我點左下頭，跟住就慢慢行翻去。
 
翻到去運動場之後，我攞翻部Walkie
talkie之後，就聽到林sir係部機到call我：林sir叫啊恆。我就call翻：林sir
say啊。林sir叫我去控制室到開會窩。跟住我就同Emily講：林sir叫我去開會啊。跟住佢就話：去啦
，如果唔係又鏟你架啦。跟住佢就自己行左去搵大炮佬佢地。入到去控制室，我見到高層全部係度，
我心諗：哇屌，照肺照到好齊人窩，呢鋪吃叉燒吃飽飽囉。果然，入到去就肺到啊媽都唔認得，哎，
吃叉燒吃到飽上心口啊。肺完之後，我就去更衣室換翻衫，準備跑200初賽，我突然feel到我隻右腳
好似唔係好掂，不過我最後都係無理到。司令台叫左召集之後，我就慢慢行過去，跟住我就見到樂仔
，我就同佢吹陣水：喂，係度做咩世界大事啊你？佢就話：工作人員啊，再多多爹，陣間拆左你個起
跑器啊啦。我就費9是彩佢。200米開跑，都係輕輕鬆鬆跑到小組第一。跑完就即刻去跳遠，跳遠今
日就可以有牌攞，我就梗喺想攞金牌啦，所以我就出全力去助跑，跟住起跳，跳左4米2。呢個成績
可以直接頒獎啦，果然啦，男甲跳遠第一係我啦，不過大會記錄就真心變態，個記錄1977年跳左5米
3。攞左牌之後，Emily就行過黎同我講：等埋我啦，到我攞牌啦。跟住就到Emily上台攞獎啦，攞完
牌之後，佢就話：我同你影張合照啦。叫做周文幫我地兩個影左張相之後，跟住第一日所有項目都已
經完成，學校就開廣播：請初中同學跟老師指示離開運動場。跟住我就去perfect到整完野之後，Em
ily就話：今晚我上你屋企吃飯得唔得啊。我就話：ok，我同啊媽講聲先。
 
到左夜晚，Emily就上左我屋企啦，今晚屋企又好齊人窩，就大家開開心心吃飯啦。我阿爸就成日講
笑話惹我阿媽笑架啦，所以我有幽默可能都係繼承我阿爸基因掛，吃飽飯，我就同Emily洗碗啦，佢
洗碗個陣時就話：Uncle真係好搞笑啊。跟住我就話：係啊，所以我點解好搞笑就係咁。跟住佢就翻
白眼。之後我就送左佢返屋企。到佢屋企樓下，我就同佢講：好啦，聽日可以休息一日啊，想去邊度
啊。佢就話：嘻嘻，聽日訓醒先算。我就話：好啦，快手上翻去啦，byebye。跟住佢同我揮左下手
，就入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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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到屋企之後，沖完涼，攞翻膠布貼落隻右腳到。老豆見到我又係度整腳，就問我：做咩啊，又整親
隻腳啊。我就話：慣架啦，成日都要架啦。跟住啊爸講：有唔舒服就好去book物理治療啦，屋企又
唔係無錢。雖然屋企都尚算可以，但係我自己中意靠自己做任何野，所以到左我讀完大學，入左操班
，個陣啊爸已經係新界區消防副總長，成日問我，出左班之後，調我去總區到做，我就話唔洗理我，
我想去USAR（坍塌專隊）或者去基層到做。遠左，翻翻黎先，我就話：屋企宜家好有錢咩，成日去
做物理治療，得啦得啦。我老豆唔理我行翻入房。我搞完都入翻房，跟住就係度諗，聽日去邊度好，
諗下諗下就訓著左。
 
第二日，一個電話整醒左我，我就接左個電話：喂，邊個啊？跟住我聽到呢把聲我就知道邊個，Emil
y就話：早晨啊，BB，你宜家係度整緊咩啊？我就話：訓緊覺。跟住佢就話：唔知黃小朋友可唔可以
開門咧？跟住我就問：開咩門啊？跟住我就聽到門鐘嚮左，我就同佢講：等陣。跟住我就爬起身去開
門，我開門之後，佢就kiss左我一下，跟住又講：早晨啊。跟住望到我隻右腳瘸下瘸下就即刻扶住我
講：隻腳痛唔痛啊，做咩事啊？我就幾大都話唔痛架啦：無咩事，舊患，小事啦。跟住佢就話：唔得
，今日等我照顧你啦，唔可以話唔得。跟住又走黎kiss左我一下，我就話：我未梳洗架。跟住我就行
去梳洗，擦牙個陣，個傻妹走黎攬住我，跟住講：我要監視你，嘻嘻。
 
擦完牙之後，我就話：想吃咩啊，傻豬？跟住佢就話：今日我煮，我想吃公仔面，就煮公仔面啦。跟
住就跳下跳下入左廚房到煮野吃，20分鐘之後，我就聞到一陣香氣，我就慢慢行入去話：好香窩，
傻豬。跟住佢就話：梗喺啦，我煮架嘛，快啲快啲，出去。跟住就趕左我出廳到。跟住就見到兩碗香
噴噴嘅餐蛋面，吃完之後，佢就話：今日就係係屋企陪你，照顧你。跟住我就話：好啊，隨時歡迎啊
，嘿嘿。跟住佢就打左下我個頭：唔準笑得咁奸啊。跟住我就話：我好眼訓，我想入去訓多陣啊。跟
住佢就話：好啦，我要玩你部電腦。跟住我就話：好，密碼係你生日啊。跟住我就訓左落張床到，訓
左一陣，突然好似有野壓住我，我就打開隻眼望下，我見到Emily壓住我，跟住眼金金係度望住我，
再望落去，見到小朋友不宜觀看嘅野，跟住佢就話：咦，你望邊度啊你，唔乖啊你。跟住就開始色誘
我：係咪想要啊你，恆仔。跟住我就用力翻轉個人，將Emily翻轉，變左我係上面佢係下面，我就話
：宜家未係時候，不過，我以後會娶你架，張學雯。跟住我就kiss左Emily一下，跟住就話：好啊，
我等你娶我架，黃力恆。跟住我望左下時鐘，哇4點架啦，跟住我問佢：今晚想吃咩啊，啊爸今晚要
當更，啊媽出去吃飯啊。跟住佢就話：不如我同你一齊煮啊。我就話：好啊，去廚房望下有咩吃囉。
入左廚房之後，我見到冰箱有豬扒，意粉。今晚煮豬扒意粉囉。吃完整完野都已經8點啦。Emily屋
企人突然打電話同Emily講：啊女，我同daddy今晚要上翻去大陸開會啊，你今晚自己搞掂或者你上
去恆仔屋企訓都可以啊，我同恆仔媽咪講左架啦。跟住Emily就話：好啦，係啦，媽咪點解你會識啊
恆媽咪架？Emily媽咪就話：恆仔媽咪係以前我同你daddy啲同學黎架，好啦，媽咪要做野啦，bye
bye。跟住Emily同我講：我今晚係你屋企訓窩，我媽咪叫架。我個陣係度望緊電腦，我就話：好啊
。跟住我就收到啊媽電話：喂，衰仔啊，Emily今晚上我地屋企訓啊，你好好地照顧人地啦，啊媽今
晚唔翻黎啊。我就問點解，佢就話：我接到一單日本人
case要做啊，宜家翻緊北角海關個office到啊，係咁拉。係啦，唔記得同大家介紹我阿媽，我啊媽係
海關助理監督，所以我屋企成日都無人就係好正常。收左線之後，我就同Emily講：我屋企都無人，
不如我陪你翻去攞左運動服先啦。跟住佢就話：好啊。跟住我就陪佢翻左佢屋企到攞生活用品同運動
服之後，就翻左我屋企沖涼，整完野之後都9點半啦。佢自己行過黎同我講：BB，今晚我要同你訓。
我聽完之後，我就話：你認真？？？你中意啦。跟住我哋兩個就係度睇youtube。睇下睇下就12點
囉。跟住Emily係張床到攬住我話：BB，訓覺啦，聽日要去跑100啊你，快啲訓覺。跟住我就收左機
，關燈訓落張床到，跟住我就feel到Emily攬住我。我覺得呢個感覺幾爽同時都好奇怪，唔知道點解
，跟住我就訓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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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5點半鬧鐘就嚮左。我就打開隻眼，我就見到有隻手放左係我個肚到，我仲話係邊鬼個啊，
跟住我諗左下，係窩，Emily係我屋企到訓窩。跟住我就輕手輕腳出廳到煮早餐。6點50分，我聽到
間房有鬧鐘響左，我就知道Emily個鬧鐘響左，傻妹應該準備起身啦，我今日早餐就係炒米粉，所以
要一早起身準備吃材，如果唔係就大家都無得吃。佢起身個陣其實我已經差唔多煮好，過左5分鐘之
後，我已經煮好放左出廳，個傻妹仲未起身，我就向入房叫醒佢，點知我行入去，個傻妹就kiss左我
一下，跟住好可愛咁同我講早晨，講完之後仲要儸隻手指係度指下指下，跟住我笑左，就抱起佢去洗
手間，佢就話：你放底我啊，我要自己黎，唔要你幫，跟住就推左我出去廳到。我就好無奈咁係廳到
等啦。整左10分鐘左右，跟住佢換完衫出黎，其實我都換左衫架，先煮野吃。出左黎之後，佢就話
：咦，有野吃窩，哇，聞到都覺得好香啊。跟住就同我講：快啲快啲，BB，我要吃。跟住我又抱起
佢去飯臺到吃野。跟住我同佢講：早餐炒米粉，快啲吃啦，如果唔係就凍架啦。跟住佢就話：如果你
唔煮，我仲想話我煮啊。
我同佢講：洗咩啊，我地去沙田吃咪得囉。佢就話：唔得啊，我地仲係學生啊，唔可以洗咁多錢架。
我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好幸運，有個咁樣嘅女仔做女朋友，三生有幸啊。跟住我地吃完之後，我就話：
行啦，翻學啦。跟住佢就跳下跳下咁行出門口。
 
落到巴士站，佢突然就話：B啊，我以後可唔可以上你屋企訓覺啊。我就話：哇，你咩料啊，咁快就
想同居，你問我無用架窩，你問你屋企人啦。跟住佢就話：我放學就打電話俾媽咪問下先。跟住就挨
埋黎。翻到運動場之後，我早場啲工作同第一日差唔多，所以我就唔講啦。跟住一開波就係100米決
賽，我就係第5線道，跟住就聽到線道裁判講：男甲100準備。跟住就bang，開跑，今次就真係出盡
全力跑啦，男甲啲人唔係講笑，真係好快，衝線之後，我就望下我跑到第幾，因為隔離個個師兄同我
平排，跟住望下時間，哇，11秒2，我贏左。我個下我就開心到跳左起身，因為意味住男甲全總我有
機會攞到。咦，我突然諗左下，我咪有機會攞陸運會大滿貫，因為男丙全總我攞過一次，男乙全總我
攞過兩次，如果攞到男甲全總，我咪可以上學校個排行榜到，嘿嘿，我咪第四個在校學生上到榜，嘿
嘿。我在係度奸笑，Emily行過黎問我：你笑咩啊？跟住我就將我諗啲野全部同佢講翻。跟住佢就O
左嘴講：認真捏，你好勁啊你，錫嗮你。跟住就跑埋個200，就開始重頭戲，4X100班際接力。今年
係最後一年男女分開班際接力，之後就變左男女混合接力。通常就吃完中午先開始接力。
 
吃飽飽之後，我地就開始熱身，首先就初中先開始跑，我見到有個中一弟弟跑得好快，100米跑左11
秒8，我就同周文講：喂，1B條靚仔好快窩，入你隊田徑得啦。跟住就到高中開始跑啦，我地班男隊
，周文跑第一棒，啊強跑第二棒，Tom跑第三棒，我最後跑第四棒，今次我地口號係：第一係應該
，破大會記錄先係贏。搞到我地四個俾Emily佢地笑，話我地自大窩。Emily係我耳邊就話：你如果
破到大會記錄，你女朋友我就獎勵你，嘻嘻。跟住我就話：係咪架？跟住佢就用手指比下比下就叫我
去準備下。跟住線道裁判就講：中四級班際接力男子組準備，bang一聲，周文起步就快其他人半拍
，跟住就梗喺越來越快，到第三棒個陣，已經拋離左其他班，我成日都話：直接頒獎啦，洗鬼跑咩。
跟住我就接左之後，我就梗喺衝記錄啦，衝啊衝，衝線，50秒1，破大會記錄，係我正想開心個陣，
出事，突然之間右腳啪一聲，下一秒我就訓左係地下，我就feel到我隻腳失去控制，跟住好痛。跟住
我就見到Emily喊嗮口跑過黎講：你做咩事啊，唔好訓低啊。跟住我就見到救護車到左。跟住就咩事
都唔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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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係張學雯，Emily，我同恆仔一齊左半年，呢半年應該係我最開心嘅半年，好多人
會問我，點解當初會恆仔一齊，唔知架，當初係其他學校轉過黎呢間個陣時，我好驚我係度會識唔到
朋友仔。第一次行到班房，我就見到恆仔係度同前面周文係度玩，跟住唔知點解對恆仔有一絲好感，
跟住就坐左埋去，之後我就慢慢癡住恆仔，跟住就一齊左。係其他人眼中，佢係一個木頭，幽默嘅人
。但係佢係我眼中係一個堅強到令我心痛嘅人，好多人會問點解。
 
今日陸運會，4X100班際接力，我見到恆仔佢地話：第一係必須，破記錄先係第一。跟住開跑之後，
我就見到佢地四個都跑得好快，見到恆仔衝線，我就想行埋去，點知佢突然之間訓低左跟住抱住自己
隻腳，我企係度嚇傻左。跟住我就沖埋去抱住佢講：無事架，無事架。跟住就見到st john
架救護車到左，我同老師講：啊sir我跟埋去啊，我識得黃力恆屋企人。跟住啊sir諗左下就俾我上左
車，跟住我用Wts同詩文講幫我攞袋之後，我就打左電話俾恆仔媽咪：喂，Auntie，恆仔出左事，宜
家坐緊救護車去威爾斯啊。跟住Auntie就話：我宜家即刻過黎。
 
到左醫院之後，就入左去醫生到，我都唔知發生咩事，跟住整係識得係度喊，Auntie過左15分鐘左
右就到左，見到我係度喊就即刻埋黎同我講：無事架，傻妹，恆仔成日都整親腳架啦，無事，乖女。
跟住就見到醫生行出黎講，請問你係黃力恆屋企人，Auntie講：我係佢媽咪。醫生講：力恆右膝內
十字韌帶2級撕裂，唔洗做手術，不過佢呢一年唔可以再做劇烈運動，同埋要做物理治療。跟住Aunt
ie就講：唔該嗮醫生。跟住我就見到恆仔daddy著住消防套制服，行緊埋黎，見到我地兩個之後，就
行埋黎同我講：傻女，做咩喊嗮口啊，恆仔無事架，放心啦。跟住醫生就講我地可以入去探下恆仔。
我見到恆仔個下，我就撲埋去話：你無事啊嘛，我好擔心你啊。跟住佢就話：無事啦，傻妹，唔好喊
啦。跟住佢就講：哇，老豆，幾時升左職架，同阿媽同級啦窩。跟住Uncle就話：好好養傷，幾時可
以出院啊。恆仔就講：陣間就可以出院啦，不過又要做瘸佬一年。跟住Auntie就講：好啦，啊媽今
晚翻黎再煮好野俾你吃，跟住Auntie就翻左去北角。Uncle就話：我同區長請左兩個鐘假，陣間車你
地兩個翻屋企先啦，係啦啊女，你daddy叫你係我地屋企住一輪先，你Daddy又唔知整咩鬼野啊，
識左佢咁多年，由大學到宜家都係。跟住我就好奇問Uncle：Uncle啊，乜你都識我Daddy架？Uncl
e就話：我同你Daddy都係Poly架。我係消防工程，佢就係物流供應鏈，話是話都同佢識左差唔多15
年啦…。跟住佢就同我講左點樣識恆仔媽咪，跟住佢同我講：你Daddy話你地兩個要好好加油啊，等
緊你地兩個結婚架。跟住我就紅左紅塊面。恆仔就話：好啊，Emily你要等我娶你啊。跟住我就話：
好啊，我等你啊。
 
跟住整左一個鐘左右，就可以出院。跟住Uncle同我講：啊女，我去攞車啊，你地慢慢黎啦。跟住我
就去扶翻起身恆仔，佢就話：其實我係咪好無用啊。跟住我就同佢講：唔係啊，你好勁架啦，翻到屋
企就唔好亂黎啦。跟住佢就點左下頭。翻到屋企之後，Uncle就翻左去消防局到。我就話：我宜家開
始住係你屋企到，你唔可以蝦我架。跟住佢笑左笑就講：張大小姐，我宜家點樣蝦你啊。跟住我就同
佢講：你好好休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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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各位DSE同學仔，恭喜你地順利畢業
，完成你地中學生涯，十年之後，你會懷念當初中學多姿多彩生活，大家今晚早小小休息，聽日起身
，考得好，無名氏係度為你開心，考得唔好，唔洗灰心，無名氏樹籠隨時為你地服務。大家唔好有負
擔，今日我都望左下考評局數據大家今年好勁架啦，係不斷變更考試環境下可以考到好成績，聽日開
心時刻，係你地6年寒窗苦讀換翻黎，所以，加油同學，記得考大專嘅同學，記得記得去上網註冊啊
，考到3322嘅同學，記得要望住時間去jupas改選項。好啦，到呢度啦，我要繼續忙其他野啦。好，
係度公佈下先，《我的她的大家的故事》完結左之後《凌晨小店》會係上篇文完結左之後半個月開始
更新，多謝大家不離不棄支持，最後，大家要保重，香港人加油。
無名氏
7月21號



第四十五章 受傷

到我再醒翻個陣，我已經見到啊爸啊媽同Emily係床邊到。Emily見到我醒左，就即刻問我：你嚇死
我啦，你無事啊嘛。我就話：傻妹，我咪無事囉。我都未講完，佢就好似管家咁嗶嗶叭叭係度講：我
唔理啊，你同我好好地做物理治療，唔得，我要監督你。跟住啊媽就話：我地放心嗮，終於有人可以
管教下呢個友仔，雯女啊，呢個友仔蝦你同Auntie講，我地幫你教訓教訓呢條友仔。我就話：啊媽
，我咁快就被拋棄左啦，喂我仲係殘疾人士窩。跟住啊媽就講：我翻去office啦，今晚唔知翻唔翻到
黎。跟住啊爸就講：啊女，你爹地叫你係我地屋企住一輪先。跟住我就話：好啊，好事。跟住啊爸就
講幫我去搞出院。我就係Emily幫手之下，慢慢行出去。行到出去，啊爸就講：我渣架車上黎，你地
慢慢行，唔好急啊。
 
跟住我就同Emily慢慢行個陣，我就問左佢：如果我有一日企唔翻起身，你仲會唔會同我一齊。佢就
望住我，跟住錫左我一下，就同我講：無論你以後變成點，我都會一直陪住你架，傻瓜。跟住我地就
慢慢行落去大馬路到，就見到部白色車，不過我地一望車牌就知道係阿爸架車。跟住我就坐車頭，E
mily坐後面，翻去個陣，啊爸就話：你小心啲啦，醫生話你內十字韌帶撕裂啊，係屋企唔好咁大動作
。跟住Emily就講：Uncle我會監視住佢架啦。講完之後仲要用好似好兇狠嘅眼神嚇我，我就覺得個
傻妹好可愛，跟住就去摸左下佢個頭，跟住佢就話：打死你打死你。兩個好似小朋友係度打黎打去。
過左15分鐘左右就翻到屋企樓下，啊爸整想同我講野個陣，佢部車個對講機就出左聲：黃sir，contr
ol收唔收到。啊爸覆翻：go
ahead。跟住就出：黃sir，xx工廠頭先係現場SSO升3號火警。啊爸即刻講：我宜家即刻去現場。跟
住啊爸就講：慢慢行翻上去啦，老豆做野先啦。跟住我同Emily就見住部車嚮燈咁走左。
 
翻到屋企之後，Emily就講：我翻屋企攞衫褲先，你係屋企等我，唔准陪我翻去。我就話：好啦，我
入房整野啦。跟住佢就話：乖啦乖啦。跟住仲行過黎摸下我個頭。我見住Emily出左門口之後，我就
慢慢行翻房到，空一半衣櫃俾Emily放衫褲。我都整左20分鐘先整完。跟住佢就翻左黎。跟住我就同
佢講：衣櫃整好左啦，你可以放野入去啦。佢聽到就行過黎錫左我一下，跟住同我講：唔該你窩，嘻
嘻。跟住就跳下跳下入左我間房到整野，跟住我就廳到睇Youtube。整左差唔多成個鐘，跟住個傻
妹先出翻黎講：哇，終於整完啦，BB，我地整咩好啊。跟住我就話：就考試，不如溫下書。跟住佢
看話：好啊，你竟然會叫溫書，有進步。跟住係都要過黎摸下我個頭。跟住我就話：溫書啦。
 
溫下溫下，Emily望左下鐘同我講：BB，7點啦，我好肚餓啊。跟住未講完門鐘就嚮左，跟住就聽到E
mily叫Uncle。我見到老豆之後，就問老豆：老豆買左咩外賣啊。跟住啊爸講：拿，兩個鹽焗雞飯，
你地自己分左先啦。跟住就入左房。跟住我就同佢講：你要吃幾多啊。佢同我講：我要吃一個。跟住
佢就攞一盒坐我隔離吃。跟住我地兩個一路吃一路講下呢樣講下個樣，跟住佢就話：我吃飽飽啦。就
開始清潔飯檯，跟住我就叫Emily去沖涼先，因為我宜家沖涼要搞好多野。半個鐘之後，佢沖完之後
，我就慢慢行去沖涼房，我真係整左一個鐘先沖完，痛死我。沖完涼，我就同Emily坐係張床到，攞
部laptop係度睇Youtube，個傻妹睇下睇下就訓左，我望一望左個鐘，哇，成12點架啦，我就輕手
輕腳放翻部機係張檯到，跟住就輕輕地攬住Emily放平個人，跟住就訓覺。



第四十六章 日常

訓下訓下，我隻腳痛到我醒左，跟住我就見到Emily攬住我係度訓緊覺，我輕輕放底佢隻手，跟住坐
左起身，望住隻腳，細細聲同自己講：辛苦你啦，兄弟，今年就好好休息下啦，我都想好好休息下啦
，征戰左咁多年。跟住就笑左笑，回憶翻中學呢幾年時光，中一入學，就識左個好兄弟樂仔，仲記得
個次因為佢同佢啊爸係度嗌交，跟住就機遇巧合下，坐埋同一張檯，跟住就大家識左大家，後面分班
分到同一班，一齊坐之後，佢就好中意飛機，所以成鬼日拉我上圖書館到，搵個啲飛機書，個陣時仲
成鬼日笑佢on9。跟住，佢就話我一定考到機師，我就笑佢收皮啦你。跟住就估唔到佢準備去澳洲讀
書啦，我先諗翻起條友真係想做機師，宜家我整係會同佢講：加油，我等緊坐你部飛機。諗下諗下，
我再望下個鐘，哇，成6點半架啦，都係訓多陣先，點鬼知我隔離個個有咩大搞作啊聽日。
 
跟住我就俾把聲整醒左，我一打開眼就係見到Emily個上圍，跟住先見到佢個可愛樣，我就話：嗯，
早晨啊傻B。跟住就錫左佢一淡。跟住佢就話：早晨，起身啦，整左野俾你吃啊。跟住佢就扶左我起
身，我就自己慢慢行去擦牙。搞掂之後，就行出去廳到，見到好豐富早餐，我就話：哇，殘疾人士有
咁好待遇架。跟住佢就笑到好似個傻妹，我就話：好啦，吃野啦。吃完野啦，我就打電話去體院都b
ook物理治療。跟住佢就話：B啊，你book左幾時啊。我就話：下個星期二。跟住佢就話：到時我陪
你去啦。我就話：你係約左人就唔洗理我啦，我又唔係真係變左殘疾人士，我一個可以架啦。跟住佢
就話：你宜家係我最重要嘅人，所以我宜家要好好照顧你。跟住就行過黎錫左我一淡，同我講：你琴
晚講個啲野我全部的聽到架，以後唔好再自己收收埋埋啦，好無，應承我？跟住我就攬住佢。跟住我
就話：不如溫陣書啦。跟住佢就點左下頭。
 
溫中史個陣，佢就話：B啊，不如我地識下做呢份卷啊。跟住我就勁串講：好啊。我都係最高分架啦
。跟住佢就扭我耳仔講：黃力恆，你宜家係咪要咁串啊，啊？跟住我就即刻認輸。跟住我就話：計時
開始啦，做一個鐘。必一聲，就開始做卷。我一路做一路望住個傻妹，見到個傻妹好認真做緊，佢真
係好迷人。跟住好快就一個鐘，鐘聲起，請停筆。跟住佢就話：咦，差小小做唔嗮。跟住就開始改卷
啦，最後都係我高分過佢。跟住Emily就話：果然係中史狀元，次次都成22分。我就超串講：梗喺啦
，我係邊個啊？我都未講完佢就搶住講：你係我張學雯男朋友，以後我嘅老公。我就話：係咪真係咁
想嫁俾我啊，好，我地畢業就結婚。跟住佢就話：拿，你講架，到時你唔娶我，我就剪左佢，嘻嘻。
跟住我見到佢啲笑容，我就好似投降咁講：係係係，無問題。跟住電話就嚮左，Emily就行左去攞部
電話俾我，我就接起身講：喂。原來係啊媽，老媽子講：問下Emily今晚想吃咩。我就話：喂，老媽
子，屋企多左個女，個仔咁快唔要啦，啊。。。我都未講完，Emily就黎扭我耳仔講：點啊你，宜家
係咪好唔中意我同你一齊住啊。跟住就搶左我部電話走。講左一大堆野，跟住就講左byebye。我就
話：今晚有咩好野吃啊？條友勁串窩同我講：唔話你知等你心思思。
 
過左大約個半鐘，就見到啊媽翻到屋企，啊媽見到我攬住Emily就笑我地：哇，好sweet窩你地兩個
。我就話：好肚餓啊，老媽子，幾點有得吃啊。跟住啊媽就話：得啦得啦。過左一個鐘左右，飯就煮
好，哇成檯海鮮窩。跟住啊媽就話：快手吃飯啦。跟住就吃飽飯，啊媽就翻左房做野。我地兩個沖完
涼之後，就翻左房，跟住我地兩個拖住手坐係張床到傾野。Emily就講：多謝你同Uncle同Auntie肯
收留我，其實我好想爹地媽咪陪我多啲架。跟住我就講：你爹地都係想搵多啲錢俾你有更好生活，仲
有我陪你啊嘛，係咪。跟住佢就錫左我一淡，就講：嗯嗯，所以咧你就要好好對我，跟住我地一齊入
大學，跟住就結婚，好無？我就話：好啊，呢一世我整係娶你一個架啦，你唔可以離開我架。跟住佢
就笑左笑，就同我講：傻瓜，我應承你，呢一世我都唔會離開你，好無？跟住我點左兩下頭，唔知係
咪太大力，搞到我隻腳又超級痛。佢見到我腳痛就即刻問我：B，無事啊嘛。我就話：小問題啦，嘻
嘻。跟住就大家都好眼訓，又傾到11點，要去訓覺啦，聽日要返學啊。



第四十七章 翻學

今日就可以訓多小小，因為啊媽會煮好早餐先翻工，不過通常我地翻學出門個個陣，佢都未出門，，
不過阿媽話呢個月佢會車我翻學，話我坐車返學容易整親，所以就車我返學先，遲啲等我隻腳好翻小
小再算。一樣都係6點50起身，今次就我早過Emily起身啦，我坐左起身之後，fing左兩下個頭，跟
住我就推醒隔離個個，跟住推左兩下，就聽到：唔，訓多陣啦，好眼訓啊。跟住我就話：張學雯，你
再唔起身就遲到架啦。跟住佢就即刻起身，見到我笑笑口望住佢講句：早晨啊，傻B。跟住佢應左句
唔，我地兩個就一齊去擦牙。搞掂之後，佢就換校服，我就換運動服，跟住就見到阿媽煮好早餐，番
茄面，跟住我地兩個坐低左之後，Emily就話：，哇，好香啊。跟住啊媽就話：好吃就多吃啦，啊女
。跟住吃左15分鐘左右，7點15出門口，屋企得一部車，係tesla model
3，至於啊爸個部係消防處俾局長級以及以上嘅級別，所以個部野係唔屬於我地屋企。
 
15分鐘之後，就翻到學校門口，跟住我地兩個就慢慢行翻去，我叫Emily自己上去課室先，我去校務
處申請電梯許可先，跟住去到，都唔洗申請啊，訓導張sir就行出黎叫我：瘸佬，幫你搞左啦，一年
期限，小心啲啦瘸佬。跟住我同佢講：喂，張保仔，你唔好咁串窩，哥哥我宜家身上有武器架。跟住
佢就行埋黎搞我，我就話：拿拿拿，你唔好亂黎啊。最後就梗喺少不了一段折磨架啦，跟住我就話將
當值啲野同啊輝交帶完之後，我就行去搭電梯上課室，上到去之後，就見到周文，Emily，就慢慢行
過去，同周文講：喂，
你女朋友咧？跟住周文就同我講：病左啊，今日開始係咪放半日啊？Emily就講：係啊，今日開始放
半日拉。跟住周文就ok之後就繼續訓覺。8點20開始上堂，今日有英文堂，數學同埋PE。但係見到
我隻腳，我點考PE啊。英文堂miss真係超級悶，希望下年可以換鬼左個miss啦，上堂又悶，又要串
我地你地唔夠啲歐美學生勁。屌，如果我地有歐美學生勁啊，我洗9係度讀書咩，我直接去讀名校啦
，屌。我都費9事彩佢，陣間話我多嘴又請我吃叉燒就唔好啦。其實我英文考到唔錯最大功勞都係我
隔離個個，如果唔係佢幫我，我真係死都唔掂。
 
到左PE堂，林sir就同我講：恆啊，你今日幫我手啊，你PE個分一定A架啦。我就話：ok啦。考試通
常考3000同埋其他體適能。Emily係最尾個組開跑，我就話：加油，我係終點等你。跟住佢就話：好
啊，你買定支水等我窩。跟住我就點左下頭，跟住就講：4B
28-32號準備，go。跟住就開跑，大約圍住學校跑13個圈左右。我坐係終點到，一路見住Emily由頭
帶到尾，我一早預左架啦，因為Emily未跟我練跑個陣，其實佢本身實力就唔錯，跟住我跑左一輪之
後，其實佢係更加廋左，本身佢高1米7左右，有60公斤，跑左一輪得翻56公斤左右。最後不出我所
料，3000由頭帶到尾，跑左14分鐘鬆小小，我就攞支水俾佢。跟住PE完左就放學。放學個陣，Emil
y就問我：BB啊，
你想吃咩啊。周文因為要翻大埔照顧詩文，所以就唔同我地吃。我就同佢講：不如我地吃鐵板啊，翻
大圍吃？？跟住佢就拉住我隻手講：好啊好啊。跟住我就話：小姐，你照顧下我呢啲傷殘人士得唔得
啊。跟住佢就挨住我講：sorry啊。我就話：唔緊要啦。跟住就兩個慢慢行過去。
 
吃完野就坐車翻屋企啦，翻到屋企，Emily就入房換衫，我就坐左係廳到休息下先，跟住我就見到Em
ily換左出街衫，我就問佢：傻妹去邊度啊？跟住佢答我：我要出去啊今日，sorry啊。跟住我就話：
快手出去啦，記得唔好遲到啊，知道嗎？跟住佢點左下頭就出左門口。我就慢慢換衫之後開始做功課
。自己一條友會唔會唔慣，點會唔慣啊，以前都係自己一個架啦，有咩慣唔慣啊。跟住就慢慢做完功
課，就開始溫書，溫下溫下溫到人都傻左，就爬係張檯訓著左。等我再起身個陣，我已經見到屋企全
部人都翻左黎，Emily行過黎挨落我到講：啊B，你醒左啦。我點左下頭，跟住阿爸就講：好啦，快
啲過黎吃飯啦。大家坐低吃飯啦，吃緊個陣，啊爸就問Emily：啊女，住左幾日適應嘛，呢度就無你
屋企咁大架啦，條友仔有無蝦你啊？我聽到呢句我就翻白眼跟住講：喂，老豆，我係你個仔窩，哎呀
…。我都未講完，Emily就扭我耳仔，跟住一路扭一路笑住同我啊爸講：無啊，啊恆對我好好，係咪



啊？我就梗喺講：係係係。跟住咁樣先放手，痛死我。
 
吃飽飯，日日沖涼都要整成個鐘，沖涼個陣痛到死，但係我又唔想其他人幫我，所以，自己慢慢整就
整成個鐘，好，沖完涼就開始慢慢係間屋到行下行下，跟住Emily就係度做功課，通常數學都要問我
，跟住聽日要交數學功課，所以今晚佢就猛係度做，有唔識就問我：B啊，呢條點樣做啊？我望左下
題目就講：拿首先你望下個圖形…。我就慢慢解釋條題目應該點樣做，跟住就叫佢自己試下做一次先
，一有位做錯我叫停佢講：喂喂喂，唔係咁做架傻妹，你再諗下頭先我點樣教你做架。就係咁樣慢慢
引導佢。跟住兩條友溫完書，都成11點半，入房訓覺，訓之前一定會有goodnight
kiss，唔知係咪今日太眼訓，一落床，一如以往佢會攬住我，跟住同我傾野，點知我聽聽下訓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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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時間，一樣場地起身，今日唔知點解超級眼訓，但係都要起身，因為要翻學，跟住一樣起身fing
兩下個頭，fing完之後，仲搞到自己個頭暈暈地。足足坐左五分鐘先起身，順便搖醒隔離個個，兩條
友傻下傻下咁樣行過去擦牙洗面，跟住Emily就講：B啊，今日有咩堂啊？我就話：英文，數學，通
識。跟住佢就話：吓，又有英文堂啊，唔好啦，上佢堂根本好似聽佢串我地。我就話：我根本都唔想
上佢堂，係窩，今日數學有test，陣間英文堂我地溫下數囉。跟住我地兩個吃完早餐之後，就慢慢行
落去等啊媽架車，等緊個陣，Emily就問我：點解你數學同埋中史可以唔洗溫書架？跟住我就話：因
為我勁囉，哎呀。佢就好中意扭我耳仔，又扭我耳仔：我發覺我同你一齊住之後，你串左好多窩，蛤
，黃力恆。我就梗喺投降架啦：對唔住大佬，大佬放過我。跟住啊媽就到。上左車之後，佢竟然同阿
媽告狀：Auntie，恆仔蝦我。我成面問號講：啊媽你個仔宜家變左瘸佬，我點蝦佢啊。跟住佢就開
始打我：打死你打死你。我就話：打死我就無左個男朋友露。
 
一樣15分鐘之後，翻到學校，跟住我就慢慢行去搭電梯。上到課室見到四人組又開始齊人翻，就慢
慢行埋去，詩文見我翻到就問我：恆仔，點啊你，無事啊嘛。我就話：少事啦，點啊你，無咩大問題
啊嘛，好少見你唔翻學。跟住詩文就笑笑口講：小小感冒，無咩事啦今日。跟住我點左下頭，就慢慢
行翻去個位到。英文堂個陣，我就同Emily係度溫數學，做數學，教英文個條友咪又係係度講廢話，
得前面個兩個傻仔先聽佢講野，成日講咩你地好差啊。我都費事彩佢。好快英文堂就上完，之後就係
數學堂，數學堂就有test，對我黎講小問題啦。啊sir入左黎，就話：收野，準備test，一個鐘，好，
開波。跟住就做做做，我見到Emily做得幾順利，我就繼續做，好快一個鐘就到左，啊sir就講：好啦
，收卷啦，停筆啦。跟住就大家交卷，跟住前面個兩個傻仔行過黎講：黃力恆，你以後上英文堂可唔
可以唔好講野啊。我望都唔望呢兩個傻仔，我直接同周文講：喂，陣間吃飯？周文都費事彩佢地，就
講：好啊。呢兩個傻仔見我唔理佢地，就行開左。我連講都費事講，跟住就上通識堂，通識堂就整係
抄筆記，跟住就放學。
 
放學之後，我就問佢地三個：想吃咩啊？Emily就講：不如我哋吃米線啊。我就講：無問題啊，你兩
公婆點？跟住佢地兩個都點左下頭。我地慢慢行過去吃米線，坐低左之後，我地點左四個豬扒米線，
點解四個會點同一個，因為真係好好吃，吃完野之後，我同Emily就慢慢行過去體院。平時應該10分
鐘就到，今日用左20分鐘左右先行到體院。跟住就行去main
build到，入面有個物理治療所，入到就見到建哥，我就講：喂，建哥，我又黎啦，miss
me嘛，嘿嘿。跟住建哥就講：多多廢話，又咩事啊你？我就話：十字韌帶撕裂啊。跟住就講：上機
啦。Check完一大輪野之後，就開始講：你撕裂得唔算嚴重，但係要時間回復，兩個星期之後，翻黎
，開始物理治療。跟住就帶翻裝備，跟住就同Emily坐車翻屋企。
 
翻到屋企之後，就開始溫書，今日溫英文，我就左一本字典，右就筆記，前面係試卷，就一路埋頭係
度做，做完之後都成7點鐘，今晚兩位又唔得閒翻黎吃飯，唯有叫外賣啦，我就問Emily：B啊，
你想吃咩啊。跟住佢係度睇緊電視，就同我講：你吃咩我就吃咩啦。最後叫左兩個叉燒炒蛋飯。吃完
之後，又係指定動作，沖涼，跟住入房睇youtube。睇下睇下兩個都訓左，跟住我醒左下，放好部電
腦，跟住放翻平Emily個人，跟住就訓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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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左幾日之後，就到一年一度嘅期終考試，一個半星期，考嗮咁多科，對我黎講，其實就得英文我會
怯怯地，其他easy
job啦，數學得啦，前3無問題啦，中史，洗鬼講咩，直接頒獎得啦。一樣兩條友起身，不過我今日
又係早起身，因為屋企無人，所以要自己起身煮，順便煮埋俾隔離個個，費事佢又無得吃。一樣時間
5點半起身，我就fing左幾下個頭，仲係頭暈暈，坐左係張床到足足15分鐘。跟住起身刷牙洗面，點
解要咁早起身，因為我宜家係殘疾人士，需要用更多時間去煮早餐以及梳洗。刷完牙洗完面之後，我
就行到去廚房，跟住諗左下整咩吃好，最後都係煮公仔面算數，因為我懶得諗。跟住就係雪櫃到攞兩
塊雞扒出黎，整完之後就洗菜加肉丸，整完之後，就坐下先，休息下，坐左15分鐘左右，我就行翻
入廚房到開始煮野，煮好同時，房入面鬧鐘再次響起，我就知道Emily要起身啦。當我攞煮好左攞住
兩碗面出去個陣，Emily都出左黎，我就笑左下同佢講：早晨，早餐搞掂啦，去刷牙跟住食野啦。跟
住佢就嗯左下，慢慢行左去刷牙。整左15分鐘左右，我見到佢已經換好校服行出黎，跟住佢就講：
哇，好豐富啊。兩條友吃完之後，就返學，今日要坐巴士翻學校。
 
7點55分，翻到學校，今日考中文卷一同英文卷二，兩科都係課室考，所以一樣，我叫Emily行翻去
課室先，我知道慢慢坐電梯上去，上到去就見到檯全部都分好左，我學號係9號，唔好問點解我姓黃
學號可以好前，因為我個班好多女仔，男仔得12個，女仔有20個。Emily係14號，所以佢都係坐我隔
離，不過我地無好似平時咁係度傾野，大家都好專心溫書，到8點20分個陣，監考老師入左黎，跟住
就收野，跟住派卷，跟住就考試，跟住就考完啦，考試太無聊啦，唔講啊。不過考英文個陣，之前坐
我前面個兩條傻仔，竟然坐係度，筆到無起到，跟住最後我做完之後，個兩個份卷居然空到無得再空
，我冷笑左下，傻仔真係傻仔，無得改。考完之後，12點，我就問周文：喂，吃咩啊。跟住條友就
講：吃扒囉。跟住我同Emily講，佢都講想吃，就一齊去吃囉。
 
坐低左之後，周文就問東問西：喂喂喂，你地考成點啊，我覺得Ok啦，中文唔算難啊，英文起碼知
條題目講咩先啊。跟住我就笑佢：喂，你次次講考得唔錯，最後都炒一兩科窩，你點解釋先。跟住我
地三個好似開記者會要求佢回答我地記者問題，搞到佢後面超級尷尬，玩左一陣，啲扒到左就唔玩啦
，專心吃野。吃完野之後，我同Emily就搭火車翻屋企，平時我地會直接搭巴士翻，今日要去大圍買
野先坐火車，買麵包，個傻妹想吃麵包，咪去大圍買囉，買完之後就坐小巴翻屋企。
 
翻到屋企之後，我就見到啊爸係度，佢見到我地翻到就講：啊仔啊妹翻到啦，肚唔肚餓，洗唔洗煮野
俾你地兩個吃。我就話：唔洗啦老豆，我地兩個係出面吃完野先翻黎架。跟住啊爸就話：ok，你地
係咪要溫書啦，我翻房睇電視。跟住啊爸就起身翻左房，我地兩個都入房換翻衫，跟住出廳溫書，夜
晚啊媽翻黎煮夜晚，所以今晚唔洗吃外賣，啊爸係識煮飯，不過佢唔想煮，所以通常都係叫外賣。今
晚啊媽就煮家常便飯，四餸一湯。吃飽之後就繼續溫書，跟住就沖涼，聽日考數學同埋通識加英文卷
四，所以今晚間屋充滿英文，我仲要俾啊媽笑我英文差，我就講：啊媽，你碩士畢業，我中學都未畢
業，唔同level，無得比架窩。但係啊媽整係係度笑我，跟住又鬧下我點解英文咁差，我已經唔想解
釋，所以繼續練囉，唔係點啊，練練下就已經成12點，大家要乖乖地上床訓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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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其實都無咩好講，咪就係日日都起身，翻學，考試，放學，跟住返屋企溫書。所以我又係唔講啦
。一個半星期之後，最後一科都考完，我文憑試體育科就整係考左筆試，其他就無跑到。跟住考完試
之後就翻去對分。星期一，一樣6點50起身，Emily以後都會住係我屋企，所以已經習慣左，一起身
就會推下隔離個個，跟住就兩個慢慢行去刷牙洗臉，跟住啊媽基本上都係屋企煮早餐，所以就唔洗自
己5點幾起身煮野食。今日坐低吃早餐個陣，啊媽就問我地兩個：點啊，今日開始派卷啦窩，有無信
心先。我就梗喺講：梗喺有啦，有我係度，直接頒獎啦可以，哎呀…。我成日都俾Emily扭耳仔。跟
住佢就講：喂，
你當我死架，我第一都未到你第一啦，蛤。跟住我就講：係係係，請大人放過小弟先。跟住佢就打我
：打死你打死你。我就講：喂，你唔可以蝦殘疾人士架窩。跟住啊媽就講：好啦好啦，兩個唔好玩啦
，快手食野，跟住返學啊。
 
跟住返到學校之後，我地上左課室，跟住我坐低左之後，周文就問我：喂，瘸佬，
你覺得你英文合唔合格啊啦。我就話：我就一定得，你啊，有名叫大炮佬，哎呀，都好危險架啦，算
啦，同學仔下次加油啦。跟住周文就講：食屎啦你，講到你好似唔炒咁。跟住我就講：睇下邊個高分
啊。跟住班主任就入左黎，班主任教通識，所以班主任堂派通識卷。班主任講：今次大家考得嘛嘛地
，全班32人，得15人合格。跟住就開始叫名，班主任講：合格攞卷先，林浩文，張學雯。。。黃力
恆。過左大約4個名之後，就到我攞卷，望左下份卷，可以啦，24分滿分，有17分，詩文同我同分，
周文條友10分，踩線合格,
Emily最高分，有成20分。跟住Emily就講：yeah，我高分過你。跟住我就同佢講：好勁窩，今晚叫
阿媽煮好野吃。跟住佢就話：真係架，好耶，你考左幾多分啊，咦，17分，勁啦，全班第5。我就講
：ok啦，下次第一就係我架啦。跟住班主任係度解卷，我地就係度抄筆記。
 
跟住就到英文堂，英文有四份卷，所以英文老師一入到黎，就講：大家望下個分有無錯。我就望落去
9號個度，卷一32，卷二12，卷三兩份加埋46，卷四16分，百分比去到51，合格，非常好。Emily同
我講：咦，合格窩你。我就話：多謝大佬carry小弟。跟住佢就點左下頭，係都要拍下我個頭，我就
話：喂，唔好拍我個頭。跟住我就拖住佢對手。跟住佢就講：咦，放開我啊，放開我啊。跟住兩條友
係度玩，還掂個英文老師都係係度9吹架啦，佢講野就梗喺無人聽啦，至於個兩個傻仔，一個得30分
，一個得28.5，我連笑都費事笑，污染我智商啊。落堂之後，我就問：喂，陣間食咩啊？周文就講：
我啊媽叫我同詩文翻屋企食飯，你地兩個撐抬腳啦，唔好話我地兩個成日做電燈膽啦。跟住我就話：
喂，你地兩個咁快手見家長，幾時結婚啊。跟住周文就講：到時一定請你，你唔洗咁急。我就講：我
就等你個餐架炸，等做你兄弟啊。跟住周文就講：屌，我就一定俾你做我兄弟架啦，等翻10年8年咪
請你囉。跟住我就笑9佢：屌，你唔係諗住宜家就結婚下嘛，係就聽日啦，黃道吉日啊。跟住周文就
講：你顧掂你自己隻瘸腳先啦。跟住就行左去。
 
放左學之後，佢地兩個就坐車翻左去大埔，我隻腳都叫做好翻小小，可以行翻快小小，跟住佢就同我
講：我地今日食咩好啊。我就講：我都唔知啊。最後兩個都係去吃米線算數。兩個人一個大碗一個細
碗，吃飽飽之後就返屋企。跟住返到屋企，兩個就係度望手機，突然之間，佢就拍左一下我，同我講
：B啊，呢隻game好靚啊，好似好好玩，陪我一齊玩啦，黎啦黎啦。跟住我就望左下，我就下載左
。入到去，兩條友係度亂咁玩，一下佢就講：咦，好靚啊呢度，快啲快啲。我就一路跟住佢行，其實
我自己都自己唔知係度玩緊咩。但係又好似幾得意，其實玩到後面就幾有趣，又可以望下風景，又可
以解下謎，唔錯。跟住兩個玩左一個下晝，玩到啊爸啊媽翻左黎，8點鐘煮好飯，就拍我地房門講：
吃飯啦，快啲啦。吃飯個陣，啊媽就問我地考成點，我地就梗喺照講架啦，啊媽就講：ok啊，考得
幾好啊，聽晚整好野吃。跟住Emily就講：多謝Auntie。吃完飯之後，又係沖涼啊，到我沖完之後，
成個廳都無嗮人，係架啦，屋企兩位好忙架，宜家有個女朋友陪下我咪無咁悶囉。我就入翻房啦，見



到Emily睇緊Youtube，我就抱起佢問：B啊，睇緊咩啊。跟住佢就講：片囉，一齊睇啦。跟住兩條
友就做係度睇左成晚，到12點，準時收機訓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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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住第二日翻到去，就派中文，PE同埋中史，呢幾份卷簡單啦，中史直接頒獎啦可以，都唔係話我
囂張，諸葛力恆我就好準架啦，唔信，起身翻到學校咪有答案囉。過左幾日之後，主科卷基本上都出
嗮分啦，今次考試就可以啦，順利升班不是問題啊。至於Emily考成點？我都知道你班友肯定好想知
架啦，我之前講到明係Emily係學神，就梗喺勁到嚇死人啦，主科除咗數學之外，全部第一，中文好
似係全級第一，我都話架啦，唔講啦，要起身啦。一樣係6點50起身，今日就啊媽買左早餐，所以屋
企係無人架。兩個起左身之後，梳洗完之後，就行出去，Emily就講：咦，今日屋企做咩咁靜嘅，啊
媽..唔係唔係，Auntie去左邊啊？我就講：咪住先，你頭先叫啊媽，嘿嘿，咁快就想嫁俾我啦，我可
以架，嘿嘿。跟住佢就講：你就想啊，打死你打死你。我就話：打死我露，之後有人就無男朋友露。
跟住佢就講：唔得啊，唔可以，你試下。跟住佢就又打我。跟住我就講：好啦，唔玩啦，換衫翻學。
 
跟住就坐巴士返學啦，一樣架啦，上左車之後，佢就講：咦，B啊，我地對完卷之後，放暑假之前，
應該有7日唔洗翻學，我地去邊度好啊。宜家呢個時候，我隻腳已經好翻4成左右，慢慢行係無問題
。所以我就同佢講：你想去邊度玩啊。上山下海我就仲未得啊。跟住佢就講：不如我地去赤柱啊，去
行下海邊都好啊。我就講：都Ok掛，等試後時間表出左再算啦。跟住佢就講：ok，今日中午想吃咩
啊。我就話：哇，幾點啊姐姐，咁早就諗食咩，你中意啦。跟住佢就講：我想去食扒啊。我就話：想
吃扒啊，陣間去偉華到吃。跟住佢就點左下頭，跟住就已經到學校，落車，行翻去學校。
 
翻到課室之後，成班都齊左一半人，跟住周文就問我：喂，今晚玩唔玩GTA啊，正啊喂。我就講：屌
，你宜家先買啊，我一早就買左啦，好啊，今晚等哥哥我帶你飛。跟住佢就講：收皮啦，垃圾佬。跟
住Emily就扭我耳仔講：今晚唔準打到太夜。我就話：得啦得啦，12點收機。跟住班主任就入左黎，
班主任講：好，今日我地會派試後時間表，我地中四係暑假之前係有8日唔洗翻學，所以大家要好好
編排時間啦男女班長幫我派野。跟住我同Emily就行左出去派野。派完野之後，Emily就講：有8日窩
，耶，可以出去玩啦。跟住就打鐘，上中史堂，中史堂有咩好講，就梗喺見證我攞獎啦。去到班房，
miss已經係度，就叫我地快手坐低，準備派卷，我就講：miss，洗鬼講咩，頒獎得啦miss，唉，我
都唔好意思講啦。Miss就講：翻位啦，恆哥，你再搞搞震，我陣間就請你落去B房飲茶啊啦。我就話
：對唔住大佬。跟住就翻咗埋位到。Miss就講：第一就唔洗講啦，費事條友囂張啊，第二係張學雯
，Emily考得唔錯窩今次，第三係鐘家成。跟住攞完卷之後，我份卷42分，50分滿分，Emily
38分。我就講：陣間請你吃野好唔好。跟住佢就笑咗笑點頭。
 
12點半，打鐘落堂，我地翻到自己班房，跟住周文就問：喂，吃咩啊。我就講：不如就偉華個間扒
房啦。跟住四個就一齊行過去，行到過去，坐低咗，我就問Emily：想吃咩啊。跟住佢就講：我想吃
羊架。跟住我點咗下頭，就問：兩位ok未？見大家都OK我就叫野吃，詩文同周文叫咗一塊西冷同埋
沙朗，我就叫咗一個雞扒加豬扒嘅套餐。等緊啲扒到個陣，周文突然之間問我：喂，Emily生日你決
定要買咩未啊。我就同佢講：梗係決定咗啦，至於係咩到時你咪知咯。跟住就開始食野。食玩野之後
，我同Emily就翻屋企，因為我隻腳雖然話可以行翻，但係暫時都唔會行翻多住，所以就翻屋企。翻
到屋企之後，我就繼續同Emily係度玩遊戲，玩下玩下就到吃飯時間，啊媽打電話講：仔啊，啊媽今
晚有野做啊，你同Emily自己搞掂啦，啊媽今晚夜小小翻。跟住我聽完電話之後，本身想自己煮，但
係我見到Emily宜家訓著咗，我決定叫外賣，叫兩個燒味飯，半個鐘之後，外賣到咗，我就叫醒Emil
y吃飯。吃完飯之後，我就同周文打機，Emily就搵詩文傾電話，玩到12點左右，啊媽翻到屋企，打
開我地房門講：唔好玩啦，快啲訓教，跟住我地兩個就收機，上床訓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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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咗幾日之後，所有卷都派咗成績，講下我啲成績先啦，我中文總分74，英文52，數學86，通識80
，中史94，體育就A。OK啦，可以啦，至於學神Emily就梗係勁啦，除咗咗數學同中史，其他全班第
一。今日係學校試後活動日第一個放假日子，今日就唔洗6點50起身啦，想訓到幾點就幾點啊，當然
啦，一定會有人叫我起身架啦，訓下訓下，突然之間有人係我耳邊到細細聲講：BB，起身啦，吃野
啦，再訓就曬patpat啦。跟住我就打開隻眼，見到Emily笑容滿面咁望住我講：早晨啊，傻B。我就
講：早晨早晨，咁早起身啊你。跟住佢就講：你訓傻咗啊你，宜家成11點啦，快啲起身啊，食野啊
。跟住我就起咗身，慢慢行去梳洗，整完所有野之後，我就行出去，見到檯到有兩碗面，上面有蛋，
有午餐肉，我就講：咦，今朝好豐富窩。跟住佢就笑笑口同我講：豐富就快啲吃啦，陣間無嗮湯又話
我整得唔好吃。跟住我就講：點會啊，真係啊，我女朋友整啲野本身都好好吃，哎呀。跟住佢就扭我
耳仔講：點啊，黃力恆，你係咪嫌棄啊宜家，坐低，吃野。跟住吃完野之後，佢突然之間同我講：B
啊，不如陪我出去深水埗到望下電腦啊，我想買部電腦啊。跟住我就講：你屋企人俾你買咩？跟住佢
就講：我同啊爸講咗，啊爸話今次考試考得就可以買。跟住我就講：得啦，陣間同你出去望下。過咗
15分鐘左右，洗完碗之後，我地就換衫出去，我就一樣係運動裝啦，鬼叫我中意咩，著得舒服啊嘛
。Emily就白色衫，黑色牛仔熱褲。跟住就坐巴士出去，唔好問我點解成日都可以坐巴士，關於呢類
型問題，建議問翻巴士公司。
 
坐大約35分鐘之後，就到深水埗，跟住我同佢講：行去黃金商場到望下啦。行咗5分鐘，小弟我已經
可以開始慢慢正常行一行，日常行路對我黎講開始無咁吃力。我就同佢上咗去上面個層到望，我就問
佢：你想買laptop定坐機啊，你要唔要打機架。跟住佢就講：laptop咯，坐機用你個部咪得咯，買
部可以打機架啦，嘻嘻。跟住我就同佢上去上面個層到，其實我就想帶佢去望下ASUS
ROG，但係我記得ROG好貴，跟住就行咗去ASUS到先啦，點知行到去，佢見到部ROG
G14就好中意，跟住就同我講：B啊，呢部好靚窩。我就望咗下配置，OK啊，再望下個價，我就同佢
講：成萬銀窩，你屋企得唔得架。跟住佢就打電話俾佢啊爸，講咗都唔知有無五分鐘，跟住佢就翻黎
同我講：啊爸講兩萬樓下都可以。我就話：哇，Uncle好闊佬窩。最後個傻妹買左部 ROG
M15。我感歎真有錢啊。買完之後，我就問：仲想去邊度啊，大小姐。跟住佢就講：唔知啊，周圍
行下咯。最後行咗三個鐘。行到啊媽打電話黎：喂，去咗邊度啊，翻黎食飯啦。跟住我cut咗電話之
後，我就同Emily講：啊媽叫我地翻去吃飯咯。跟住佢就講我地翻去啦。
 
又一個35分鐘之後，我地兩個翻到屋企，見到阿爸阿媽都係屋企，啊媽見到有新電腦就講：喂，又
買電腦？我就講：唔係我買啊，你個女買架，哎呀。Emily又扭我耳仔跟住同阿媽講：係啊，我之前
就想買部電腦，跟住阿爸今日講可以買，我地就去買左部電腦翻黎。啊媽就講：好啦，快手啦，吃飯
啦我地。跟住我地兩個就去洗手吃飯。吃完飯之後，我就幫Emily係度整電腦，入軟件。整咗大約一
個半鐘，我就講：搞掂啦。跟住佢就抱住部電腦玩到成點鐘，我就講：好啦，訓教啦，好眼訓啊。



第五十三章 試後活動4

之後就翻咗幾日學，至於有咩內容我就唔多講啦，大家都知道學校活動就悶到死架啦，翻去都係訓教
架啦，最多咪重拾起小學個陣，成班人圍係度玩三國殺，不過小弟我通常翻到去都係訓教居多，因為
實在係無咩野可以提起我興趣啊，最多就起身同班友6個人係度玩幾輪三國殺，跟住就繼續訓教，所
以學校生活真係無咩好講，我地條到去下一個星期五。星期五係中四第二次放假，跟住就連續放5日
，放到下個星期三先要翻去唔知參加咩話劇表演，細個個陣我就好中意學校安排啲話劇，以前細個傻
下傻下，梗係覺得咩都好睇架啦，但係宜家就真係覺得悶到死，所以，我翻到學校之後，都係訓覺架
啦。好，翻黎先，一樣訓醒個陣，Emily呢個傻B趴係我度講：早晨啊，嘻嘻。我就講：早晨啊，起
身未啊？跟住佢就講：唔濟啊，趴多陣先啊。跟住我就講：宜家幾點啊？跟住我就望咗下手機之後講
：10點半啦，起身啦。跟住佢就講：嗯嗯，我地吃咩啊。跟住我就講：唔知啊，落街望下咯陣間。
跟住佢點咗下頭。梳洗完之後，成十一點半，跟住等到佢整完呢樣整個樣，換完衫之後，已經12點
。佢夏天好中意著熱褲，我都唔知點解，我就一樣，無辦法啦，舒服啊嘛。
 
跟住我地兩個落到樓下，去咗間餐廳到望下，跟住佢同我講：唔，無咩野吃，不如我地出去大圍吃啦
。我就講：好啊，我地坐車落去啦。落到大圍之後，其實黎黎去去都係個幾間餐廳，不過近排Emily
話上網見到大圍開咗好多新餐廳，又有咩燒味餐廳，拉麵餐廳，所以就慢慢行下啦，行下行下，見到
間燒味餐廳，但係見到個價超級貴，我地兩個果斷行開，間野後面老豆原來有去吃過，老豆評價係超
級麻麻，又貴又唔好吃。跟住行下行下，突然之間見到橋底有間日本拉麵店，跟住我就講：B啊，呢
度有間吃日本拉麵，去唔去吃啊？跟住佢就fing我隻手講：我要我要，邊度啊，咦，係窩，行啦行啦
。跟住佢就好興奮咁拖我過去間野到。入到去之後，就見到間野真係好日式，基本上就係好似日本東
京街邊個啲小型拉麵鋪頭咁，我其實幾中意呢種風格，唔知點解，唔好問我。跟住我地坐低咗之後，
我就點咗一個豚骨拉麵，Emily點咗個醬油拉麵，跟住我地兩個都叫咗天婦羅同埋其他小吃。等緊野
吃個陣，Emily細細聲同我講：呢度好舒服，好靜，好似日本啲小店，好中意啊，以後我地一個星期
吃一次啊。我見價格係日本拉麵黎講，算係接受到，我就講：好啊，我地星期六黎吃一次咯。講下講
下啲野吃就到咗，果然，啲野吃真係好好吃，真係有日本拉麵個陣香味，兩個吃飽飽之後，就去沙田
行下。
 
到咗沙田之後，我地就係度行新城市廣場個陣，突然之間見到BOSE出咗個耳機，我就見到之後，我
就同佢講：B啊，我地入去望下。跟住佢點咗下頭，我地入咗去之後，我就去望咗下耳機，見到好似
幾好，再望下個價，哇，超級貴，算數。跟住兩條友就係度慢慢行，最後就坐巴士翻屋企，跟住兩個
翻到屋企之後，就翻咗房，Emily係度打機，我突然之間好眼訓，就走咗去訓覺，6點鐘，Emily就叫
醒咗我講：起身啦，吃飯啦。出咗房之後，見到啊媽煮好飯之後，啊媽就同我講：做咩野啊，好眼訓
咩，快手洗手吃飯。吃完飯之後，啊媽翻房沖涼，我地兩個就沖涼，沖完之後，我地兩個係度睇深夜
食堂，Emily就講：哇，好好吃啊，不如我地畢業旅行去日本吃下野啊。我就講：好啊，我都想去望
下啊。跟住兩個睇到訓著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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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到左7月啦，就開始小弟我認為最重要日子，係咩，相信醒目嘅朋友仔都會知道我講緊咩重要
日子，無錯，就係Emily生日啦，跟住有人就會出黎問：喂，你唔係唔知Emily生日架咩，你上次問
佢，佢唔係無答你架咩？呢啲野佢唔答你，你可以自己去搵方法知道架嘛，唔通佢唔同你講，你就算
數，咁你不如唔好做人地男朋友啦。我就走去問詩文Emily生日，原來係7月23號，我問之後我就即
刻寫左係電話個日曆到，跟住就較提醒通知，其實較唔較都好，我都會記得。我之前同佢行街，佢同
我行到去一間應該係賣香水嘅鋪頭，我見到佢眼金金望住間鋪頭，我就同佢講：入去望下啦。跟住佢
就講：真係架？我就講：係啊，行啦。跟住佢就好興奮咁入左去，我見到佢左望下右望下，跟住我就
見到佢望住一隻蘋果花香水，我見到佢試完之後，就好中意，但係佢又唔買窩，跟住行過黎同我講行
啦，跟住我地兩個出左鋪頭之後，我就問佢：B啊，我見你好中意隻香水窩
，點解唔買啊。佢就答我：唔買啦，屋企好多香水架啦，遲小小先啦。跟住我點左下頭，同時我都記
左係心到。
 
時間翻到今日，今日係7月18號，學校已經開始放暑假，所以基本上除咗
 要做卷之外，我其實就無咩要做，Emily就要出去泳會到練水，所以佢就忙小小，今日佢就要去練水
，所以我就起身早小小起身煮野食，跟住佢食完之後就問我：B啊，我今日要去練水啊，你自己小心
啦窩
。我就講：ok，你自己出街小心啊。跟住佢點左下頭之後，佢就出左門口，我就見到佢出去之後，
我都換衫出去之前係沙田間鋪頭到買支香水，我隻腳就已經好翻一半啦，所以就唔洗人扶都可以自己
正常行路，支拐杖一樣都係要跟身架啦，體院個治療師都同我講過：喂，恆仔，你隻腳係未好翻8成
之前都要拐杖跟身啊。我地做運動員嘅邊個都可以唔聽，治療師一定要聽，陣間你一搞到佢唔happy
，佢一簽停賽通知，你就仆街架啦，你可以唔洗去比賽。
 
入到去間鋪頭到，我就去問sales：唔該，我想問下有無個隻xxx蘋果花香水。佢答翻我：有啊，先生
，請問想要幾支。我就講：一支就得啦，有無紙袋啊。跟住佢就講：有啊先生，係咪送朋友架，我幫
你包起啊。買完之後，我就翻屋企啦，去邊啊，瘸仔一個，翻屋企啦梗係。坐車翻屋企，翻到去之後
，屋企就梗喺無人啦大佬，你估唔洗做咩。跟住我就入房收埋支香水，至於收係邊度，我就梗喺唔講
啦。整完之後，就翻房做下卷，做下做下Emily就翻到黎啦，我見到佢開門就講：咦，翻黎啦，辛苦
你啦。跟住佢放底野之後，就去講泳衣啊，換左個堆衫褲放去洗衣機，跟住就行埋黎攬住我講：咦，
整緊咩啊。我就話：做緊卷咯。跟住佢就講：不如一齊做啦。跟住我就將野搬出去廳到做。做完所有
英文卷之後都已經成8點。我見到啊媽又未翻黎，我就知道今晚得我地兩個食。跟住我就問Emily：
你想食咩啊今晚。跟住佢攤係我到講：是但啦，你叫咩都食架啦。最後我地兩個一人叫左個雞扒飯食
。食完之後，我就去沖涼，沖完涼之後，已經成10點半，我翻到房Emily已經訓左，我就輕手輕腳放
好部laptop，其實我今日都好眼訓，所以我決定訓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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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第二日佢一樣就有野要做，我就靜靜地wts樂仔：喂，死咗未啊？跟住條友秒速上線講：咩料
啊，你死我都未死啦，仆街。我就講：喂，Amy係咪識得整蛋糕架。跟住佢就講：係啊，做咩，你
黃大少會整呢家野。跟住我就講：Emily生日啊，我就想講今年特別小小，整個蛋糕送畀佢，等佢開
心下都好，順便慶祝下半週年咯。佢就係度笑9我講：喂，你都會整埋呢味野咩，少何窩。我就講：
幫下拖啦，屌。跟住佢就講：得啦，我同佢講，你聽日過黎啦。跟住我就好心滿意足去訓覺。時間去
到今日朝早，我又係畀佢叫醒，我見到佢成個人趴係我度望手機，我就問佢：早晨啊，B，幾點啦宜
家。跟住佢見到我醒咗之後，就錫咗我一下之後講：早晨啊大BB，宜家10點咯。跟住我就講：你唔
係要出去咩？跟住佢就講：係啊，但係中午先出去，做咩啊？我就話：我煮野畀你食好無？跟住佢就
講：好啊，煮面食。我點咗下頭之後，我就爬咗起身，慢慢行去刷牙洗臉，刷緊牙個陣，個傻妹就行
過黎欖住我講：我好想黐實你啊，唔想你走啊。我刷完牙之後同佢講：傻妹，我點會走啊。跟住兩個
拖住手仔入廚房整野食。
 
食完之後，都已經成11點半，我就同佢講：喂，你差唔多好換衫出去啦窩，唔好遲到窩。跟住佢就
放低咗部laptop，自己行去換衫，我就講：我行出去，等陣。跟住佢拉住我，唔畀我出去，同我講
：我宜家身材唔好咩，唔準走，畀你摸都得啊，何況望。跟住就除咗件面衫，我就另轉個頭，唔望，
上網望下整咩蛋糕好。換完衫之後，佢就行過黎問我：咦，望緊咩啊？我就話：望緊蛋糕咯。跟住佢
就話：我想食朱古力蛋糕啊。我就將呢件事記下心到，陣間去到樂仔屋企就開始研究，同時我就講：
想食啊，搵日同你一起食好嘛？跟住佢就點咗下頭，就出咗門口，跟住我見到佢出咗門口之後，我都
換衫去樂仔屋企，換完衫之後，帶埋部laptop 就出門口，樂仔屋企係第一城，所以坐小巴轉地鐵。
 
大約半個鐘左右，就去到第一城，我就見到樂仔同佢女朋友Amy係地鐵站到等我，我就話：感謝大
佬幫我手…我都未講完，樂仔就講：唔洗多謝，請我吃飯餐飯就可以啦，我就講：關你Q事咩，唔該
啊嫂幫拖，小弟不勝感激啊。跟住Amy笑笑口講：幫到你就最好啦，好好地對Emily啊。我就話：一
定一定。跟住就上咗樂仔屋企，我見到樂仔屋企已經準備好材料，跟住我就問：哇，點解你會知道我
想整朱古力蛋糕架？Amy就講：我識Emily好多年架啦，我梗係知道佢想食朱古力蛋糕。我就話：醒
目，開波整？？？跟住大家投入整蛋糕的過程中，一開始我就梗係7都唔識架啦，就跟住做咯。失敗
咗起碼5次，跟住先成功咗，跟住我就話：唔該嗮，我22號過黎攞啊。跟住我就見到Emily打電話畀
我，我接咗之後：喂。跟住佢就問我：你係邊度啊，仲咩唔係屋企架，好掛住你啊。跟住我就講：我
宜家翻黎啦，我去咗樂仔屋企玩啊。跟住佢就講：好啦，我係屋企等你啊。跟住我就講：好。就cut
咗線啦。同時我就出咗門口，準備慢慢翻屋企。
 
由於係放工時間所以翻屋企就梗係會慢架啦，我用咗差唔多一個鐘左右先翻到屋企，我一打開門，個
傻妹就衝埋黎欖住我，跟住就講：咦，你去咗邊度啊，我好掛住你啊。我就話：我咪翻咗黎咯，傻妹
。跟住翻到屋企之後，我就見到佢係度玩緊電腦，我就問：玩緊咩啊。跟住佢就講：無野玩啊，係度
上網搵野咋。跟住我就入房攞衫褲衝沖涼，沖完涼之後，我就見到Emily煮咗飯，跟住我就話：食得
啦。跟住佢就講：係啊，食得啦。有豬扒，有蛋，有菜。食飽飽之後，我地兩個一齊洗完碗之後，又
係度拖手仔，跟住佢挨埋黎講：聽日有咩做啊？我就話：做咩啊？佢就講：陪我出去行下街啊，唔該
你啊。跟住我就講：好啊，你想去邊度我都陪你一起去。跟住兩個一路睇youtube，一路係度摸黎摸
去，至於摸咩，大家腦補啦，哈哈哈。



第五十七章 準備3

琴晚佢就問我：我都係唔信你走去樂仔屋企，講，你去咗邊度？跟住用一個佢覺得好兇狠嘅眼神望住
我，但係我覺得佢真係好可愛，跟住我錫咗佢一啖講：我點會水你啊，係咪，我講過我會保護你一世
架嘛，雖然宜家好似有小小難度，樂仔同我講，叫我上去打機，我連部laptop都攞走咗啦，係咪。
跟住佢就笑笑口講：傻仔，我聽日想出去行下。我就話：你想去邊度行啊？佢就講：唔知啊，聽日先
算？我就話：好啊，聽日先咯，係咧，B啊你就生日啦窩，想要咩啊？雖然我宜家就問佢，但係我已
經準備好啦，所以可以當係例行公事，佢就講：嗯，呢個生日，我最想要你，因為你畀個好溫暖嘅屋
企我，多謝你。我無講野，整係攬住咗佢。跟住我都唔知攬咗幾耐，佢訓著咗，我就慢慢放平佢個人
，跟住熄燈訓覺。第二日，今日黎到20號，距離佢生日就仲有3日，今日除咗同佢出街之外，我今晚
會Book埋餐廳，一樣都係佢叫我起身，我打開眼見到佢好似好奇寶寶咁樣望住我，我成個人黑人問
號咁樣，就講：早晨啊，B，我塊面有咩好望啊。跟住佢就講：無啊，我每次起身見到你訓覺，我都
覺得你好得意。講完之後，仲要搵對手係咁整我塊面，我就話：好啦，出去整野食啦。梳洗完之後，
我就講：今日想食咩啊你。跟住佢就講：試但啦，食面啦。跟住我就入咗廚房煮野食。
 
食完野之後，我就問佢：你想去邊度啊？佢就講：嗯，不如我地去咗沙田先啦，跟住去旺角？我就話
：好，宜家出去啦。跟住我地兩個就換衫之後，就落樓下巴士站搭車出去，坐緊車個陣，我就話：B
啊，你23號有無約人啊？佢就講：無啊，個日正日想話同你一起過啊嘛，做咩啊？我就同佢講：無
約人就得啦。23號有咩到時你咪知道咯，嘿嘿。跟住佢就講：懶係神秘，唔理你啊。講完之後佢又
要拖住我。半個鐘之後，我地到咗沙田，我就問佢：你想睇咩啊？佢就講：不如去睇下衫啊，幫你買
衫啊。我就話：幫我定幫你自己啊。跟住佢就講：你係咪想死啊，黃力恆。我就講：對唔住大小姐，
行啦行啦。跟住我就用左手拖住佢慢慢行，行咗一陣，佢就講：都係去翻uniqlo行算，上面啲衫又
貴又唔好睇，行啦行啦。跟住我地兩個就行咗去uniqlo到，入到去之後，佢就講：買咩啊你？我就
話：我整係買t-shirt就得啦。跟住佢就講陪我望咗衫先，最後我就揀咗三件純色t-shirt，跟住我就陪
佢揀咗兩條熱褲，三件衫，跟住就去埋單，加埋600左右，其實唔算貴。跟住我就問佢：仲想去邊度
啊，仲去唔去旺角啊？跟住佢做咗一樣野，其實到宜家我都會幾感動，佢就講：B啊，你隻腳得唔得
架，唔得我地就翻屋企啦。跟住我就講：你想去邊度我都會陪你，行啦。跟住佢就講：我要去細啊，
等陣啦。跟住佢就畀咗個袋我，跟住我就趁呢個時間去book餐廳。喂，係咪xxx啊，我想book23號
7點半兩位，我姓黃，唔該。Book完啦，簡單快捷，下一步，都係好重要一步，我地個日會做咩，其
實我就plan咗架啦，不過我宜家就唔講，吹咩。好啦，Emily出翻黎之後就講，不如去旺角到望下鞋
啊，你買翻對出街鞋啦，成日都著跑鞋，一係就拖鞋。跟住我就講：好啦，行啦，我地搭車出去啦。
我地就行過去搭地鐵。
 
跟住坐咗半個鐘左右，我地就到咗旺角站，我就話：不如我地去波鞋街啦，個度大把鞋買，又會便小
小。跟住佢就點咗下頭。我地就經D3出口出。兩個拖住手仔行，行下行下，佢就見到對STAN
SMITH好似唔錯，佢就講：B啊，你著呢對應該會幾好睇啊。我望到其實都覺得唔錯，幾好睇，所以
就同sales講：唔該，要對男裝同女裝啊。跟住Emily就同我講：咦，你想買情侶鞋啊，好啊，跟住sa
les攞咗兩對鞋出黎之後，我就試對44號鞋，Emily就試37號鞋。跟住我地兩個的非常滿意，跟住就
埋單。跟住就望下錶，哇5點半架啦，我就講：不如翻去屋企個邊食？跟住Emily就講：好啊，翻去
食啦，我想食鐵板啊，就去翻之前個間啦。我就講：好啦，我地就去個間啦。
 
跟住，翻到大圍之後，我就同Emily行去間鐵板到食野，食野就唔講啦，都係叫扒加面架啦，食緊個
陣佢就講：B啊，暑假你有無想話去邊度旅行啊。我就講：無啊，你想去旅行咩？跟住佢就講：想啊
，但係無錢啊。跟住我就講：你想去邊度旅行啊。佢就講：我想去日本啊，食正宗拉麵，跟住同你一
齊去睇雪，超開心。佢一路講一路食，講到後面，差小小就沖埋出去。我就話：唔好太激動啊，我應
承你，我地畢業旅行去日本好無？跟住佢眼金金望住我講：真係架，多謝B。跟住錫咗我一啖，搞到



我成面都係油，跟住我同佢講：好啦，食完之後就翻屋企啦。食完之後都成8點，同佢行去坐車翻屋
企。翻到屋企之後，我就叫佢去沖涼先，我就將新衫新褲放去洗衣機到，陣間等我去沖涼就順便洗埋
。搞掂所有野之後，我地兩個係張床到拖住手仔睇youtube，睇下睇下兩個都訓著咗。



之後安排

大家好啊，又係我啊，係，小弟回來了，報告下之前點解消失咗先，之前小弟忙緊學校野，所以足足
一個月唔見咗，係度要對大家抱歉先，好，之前有提過呢套野完咗之後，生活類型小說會上線，不過
安排有小小調動，我會再係愛情類到寫多一本，呢本係一位朋友半年前分享畀我嘅故事，我應承過會

佢出一本關於 嘅故事，不過小弟差小小唔記得咗，書名暫定《也許錯的時間遇上對的人》，希望大家
支持下小弟。

佢下次會在對的時間遇上對呢套都算記載咗我今年最開心最快樂嘅時光，希望個位朋友都係啦，希望
的人。
好啦，今日會有文出，大約3000字左右，希望大家好好享受啦，下個星期要請假，小弟應該完全無
時間出文，學校實在太多野要做，要搞活動，學院學生會又有大把野要整，所以大家多多見諒，如果
一有小小時間，我會出文，再次多謝大家差唔多一年支持，感謝，陣間見各位。

無名氏



第五十八章 Emily生日

好，跟住個兩日都無咩特別，我地直接黎到22號夜晚，今日係啊成個女朋友Cindy生日，我地成班男
仔真係由初中玩到大，但係今日我有野要整，所以整到夜晚先有時間，我就係wts
group到講：Cindy生日快樂，記得睇住啊成啊，條死仔成日係學校叫我地一齊去睇女啊。Cindy唔
係我地學校嘅，啊成唔知係咩活動到識到Cindy，啊成真係好中意Cindy，我地個陣仲笑9啊成，話人
地名校學生，你邊有機會啊，think to
much啊你。最後條友居然追到窩，巧合嘅事係，佢地兩個一齊係2月22號，5個月之後嘅今日，Cin
dy生日之餘又係佢地兩個一齊5個月，特別。好，翻翻黎先，Cindy係group到應機：多謝行哥，聽
日就係Emily生日啦窩，你有咩準備啊。跟住我就講：軍事機密，無可奉告，聽日你地咪知道咯。跟
住Emily係度講：我就聽日睇下有咩驚喜，如果我覺得唔夠驚喜，你聽晚就知死。跟住我就見到佢又
係用佢覺得好兇狠嘅眼神望住我，我就摸咗下佢個頭，跟住佢就挨咗埋黎，見到Cindy係group到se
nd咗個笑臉出黎，對話就完咗。跟住我就同Emily講：訓覺啦，聽日早小小起身啊。跟住佢就哦咗句
，就訓覺。訓覺之前，已經過咗12點，我係錫咗佢一啖講：生日快樂，BB。跟住佢報以一個微笑。
 
好，第二日早上7點，我就自己起咗身，之後我就輕手輕腳去廚房準備煮野食，梳洗完之後，我今朝
就整個英式早餐，整咗我足足兩個鐘啊。9點鐘個下，我係廚房聽到Emily個鬧鐘響咗，我就講早餐
放出去，過咗一陣，我就見到佢懞下懞下行出黎，我就攬住佢講：生日快樂。跟住佢聽到之後，笑咗
一笑，跟住同我講：唔，我要去刷牙先。跟住佢就行咗去，等咗陣，我就見到佢精神滿面行出黎，跟
住我看講：食野啦。跟住佢就講：哇，好豐富窩。跟住我就講：好唔好食啊。跟住佢就笑咗笑：好好
食啊，多謝你。跟住我就講：快小小食啦。跟住15分鐘之後，食完，我就去洗碗。洗完碗之後，我
就見到佢已經換咗衫啦，佢今日同平時無咩分別，不過上身加咗件白色恤衫入有件黑色唔知係背心定
咩加條熱褲，我就入房換翻衫，我黎黎去去都係個套架啦，不過我今日上身就著個日係uniqlo買嘅T-
shirt，下身都係短褲，鞋就著翻個日買個兩對鞋。我就同佢講：行得未啊？跟住佢就拖住我隻手講
：行啦行啦。我地第一個地方，係去學校門口，翻到學校門口之後，佢就講：做咩帶我黎呢度啊？我
就講：B啊，記唔記得，我地第一次相遇係邊度啊，學校係我地第一個相遇嘅地方，多謝你嘅出現，
令到我有咗目標，行啦，帶你去另外一個地方。跟住我見到佢好開心，我就知道我計劃成功咗。跟住
我就帶佢去體院門口。
 
行咗大約15分鐘左右，我地就行到去體院門口，跟住佢就講：我知我知，我知道點解你帶我黎呢度
？跟住我就笑笑口望住佢講：好啊，你試下講啊。跟住佢就開始講：點解會黎體院，因為我每次都會
係度等你練完艇之後，一齊去約會，嘻嘻。跟住我錫咗佢一啖，跟住就講：醒目，記唔記得你第一次
等我個陣啊，哎呀。我都未講完，跟住佢突然之間扭我耳仔講：記得啊，仲要係度串我啊。跟住我就
講：對唔住大佬，今日補數。跟住佢先放過我啊。跟住我地就去行去火車站，搭車去大圍。
 
去到大圍之後，佢就講：做咩翻黎大圍啊。跟住我就講：你想唔想食野啊？跟住佢就講：想啊。跟住
我就帶佢去食拉麵，去翻之前個間日本拉麵個度，呢個師傅真係技術高超，有陣時菜單無show出黎
，都可以叫師傅整，跟住行咗入去之後，我地坐低咗叫咗個醬油拉麵同豚骨拉麵。跟住我就講：今日
第一餐，拉麵，滿意嘛？跟住佢好開心咁講：開心，期待陣間有咩玩，嘻嘻。跟住我就講：期待陣間
就食快小小啦。陣間我地過港島。跟住佢就講：係咪去赤柱咧？跟住我就講：陣間你咪知咯。
 
食完之後，我就帶佢坐地鐵去金鐘，到金鐘之後，佢就講：我就知道，去赤柱，拍拖之後第一次約會
，嘻嘻，愛你。跟住我就講：行啦，笑。上咗去之後，就坐巴士去赤柱，去緊個陣，佢眼訓就訓著咗
，我就係度度緊我陣間應該做咩好？都係行下就算啦，去赤柱有咩做啊，咪就係行下，談情說愛咯，
其實我覺得都幾好架。度下度下已經到差唔多赤柱，我就叫醒佢，跟住佢就講：唔，到啦。跟住我就
點咗下頭，跟住就落車，落咗車之後，佢就講：好耐無嗮過太陽，今日嗮下先。跟住我就攞咗支防嗮



出黎，幫佢噴防嗮，我就唔洗防嗮，我個人都黑到隻鬼咁，洗鬼要防嗮咩。跟住我就帶佢去赤柱大街
到，我就講：記唔記得我地第一次黎個陣啊，兩條友係都跑黎跑去，其他人以為我地傻架。跟住佢就
傻笑咗一陣講：可惜啊，你宜家整係可以行，不過都好，可以陪我慢慢行，嘻嘻。我就摸咗下佢個頭
，跟住佢對住我申咗一下條脷，真係超級可愛，哈哈哈哈。我就問佢：B啊，你想去邊度啊？跟住佢
就講：不如去前面坐下啊，吹下海風，好無啊。我就講：好啊。跟住兩個拖手仔慢慢行去。行到過去
之後，佢就問我：B啊，其實你以後真係想做消防啊。我就話：梗係啦，雖然做警察好似好小小，不
過我都係想做消防。之後我會為今日的決定感到慶幸，跟住我就問佢：你係咪好中意小朋友先想做幼
稚園老師啊？跟住佢話：係啊，你唔覺得小朋友好得意咩，所以我地以後要生小朋友架，你會架何？
我就話：你想生就生啦，我都幾中意小朋友架。跟住傾咗好多，大家經歷咗今次之後，感情好似仲更
加深咗。我見到已經就5點半啦。我就同佢：行啦，我地要翻去沙田啦。跟住佢就講：唔，我想吹多
陣海風啊。我就話：我book做餐廳食飯啊，乖，等我好翻，帶你去沙灘玩，好無？佢就講：耶，下
次可以去沙灘到玩，行啦行啦，我地今晚食咩啊？我就講：到咗咪知道咯，嘿嘿。跟住佢就講：懶神
秘，等我估下先。跟住我地兩個就行去坐車。
 
用咗差唔多兩個鐘先翻到沙田，跟住我就講：拿今晚第二餐，跟住翻去仲有節目架。跟住佢就錫咗我
一啖，細細聲講咗多謝。我就同佢講：行啦我地入去啦。去到就同侍應講：Book咗7點半，兩個人，
姓黃，唔該。跟住我地就入咗去，坐低咗之後，我就問Emily想食咩，佢就講：我要是羊架。跟住我
就同侍應講：要一份羊架，一份西冷啊，兩杯凍華田，唔該。跟住佢就講：B啊，聽日翻學校要整咩
啊。我就講：好似係影學生相定不知咩，總之好似又係翻去整小小野就可以走。跟住兩個傾下呢樣個
樣就已經可以食野。我就講：野食到啦，試下啦。跟住我幫佢切咗一細塊羊肉，跟住餵佢食，跟住佢
就講：哇，好好食啊，多謝B。我就講：中意就食多小小啦。跟住兩個可能都玩咗一日，所以都會肚
餓，所以大家都食得比較快。食咗半個鐘左右，我地兩個就食完啦。跟住就埋單翻屋企，我就講：翻
到屋企你係廳到等我。跟住佢就講：切，又係懶神秘。
 
翻到屋企之後，我就叫佢坐係廳到等我，我就靜靜地行去熄燈，跟住我就將頭先攞出黎嘅蛋糕攞出客
廳，我就講：Happy birthday my
lover。跟住我就唱生日歌，我見到佢好想喊，我就講：傻豬，今日你生日，要開心啊知道嘛。跟住
佢激動咁抱住我，點咗下頭，跟住我就講：許願啦。我就係呢個時候，入房攞支香水，跟住我行翻出
去，就同佢講：拿，呢個係你生日禮物，16歲啦，以後都要多多指教啦。跟住佢就講：咩黎架，我
可唔可以打開啊宜家。我點咗下頭，跟住佢好小心打開之後，佢望咗下我，跟住再望咗下支野，問我
：真架支野？我就話：我點會買假野啊。跟住今次就真係流眼淚啦，攬住我講：多謝。跟住我就講：
蛋糕我個日上樂仔屋企整架，好食嘛？跟住佢點咗下頭，我就講：好食就要多食啦。跟住兩個人吃咗
四分一個蛋糕之後，就去沖涼，沖完涼之後，一樣動作，拖住手仔，開住部laptop睇youtube，睇
下睇下我就訓著咗，我就唔知道佢幾點先訓，不過應該都唔會好夜架啦。



第五十九章 生日（Emily視角）

琴晚啊恆同我講聽日叫我較鬧鐘，早小小起身，其實最遲起身個個係佢，成日都訓到差唔多11點先
起身，最懶就係佢，跟住今日22號，好似係啊成個女朋友生日，我地講咗句生日快樂之後，跟住見
到佢地兩個都去咗好多地方，見到佢女朋友笑得好幸福。跟住我地就訓咗覺。第二日9點左右，我個
鬧鐘就照常嚮咗。我摸下摸下，摸到部電話之後，就熄咗個鬧鐘佢，跟住摸咗下隔離，摸下摸下，我
就奇怪，做咩隔離好似無人架，跟住我就望咗過去隔離，見唔到佢，我就好緊張，跟住就起咗身，行
出去個廳到，我一打開門，就見到啊恆攬住我講：生日快樂，BB。跟住佢錫咗我一啖，我唔知講咩
好，整係微笑咗一下，跟住我就去咗梳洗。搞掂咗之後，我就見到啊恆整咗一餐超級豐富嘅早餐，我
就講：多謝BB。跟住佢就講：食完之後就出去啦。跟住我知道佢有好多節目帶我去，但係我又唔知
佢想帶我去邊度，唯有跟住佢行咯。
 
食完野之後，換好衫褲，我地就出門口，佢其實都好翻好多，起碼唔洗我再扶住佢行，可以自己用拐
杖行，不過我都係拖住佢，去咗樓下坐巴士，我就覺得有小小熟悉，跟住我就醒起，我地翻學咪坐呢
部車咯，今日翻去學校做咩啊？點鬼知真係翻鬼咗去學校，我正想開口問個陣，佢就講：B啊，記唔
記得第一次我地就係係度相識啊。跟住我聽到佢之後，我就知道今日會係好開心，因為我已經估到佢
想點，突然之間覺得佢好用心，嘻嘻。跟住我地係學校門口擾攘咗一輪之後，費事陣間校工趕啦，我
地就出發去下一個地點，我行緊過陣，其實我都估到係體院架啦，因為我地以前第二個見得最多嘅地
方就係體院。等佢帶到我去個陣，我就講：我知，我知，點解會黎體院，因為我每次都會係度等你練
完艇之後，一齊去約會，嘻嘻。跟住佢就講咗句野，我就扭佢耳仔，條友第一次見到我係體院等佢個
陣，係度串我。跟住佢就講：我地翻大圍咯，去食野。跟住我就講：行啦行啦。
 
跟住去到大圍之後，就到佢帶我去食野，我地去咗間都幾出名嘅小餐廳到食拉麵，初初仲以為啊恆呢
條友又係度吹水，點知野食一到，我已經覺得好香，食落去真係好好食，我地兩個本身又開始肚餓，
所以一下就食完，食完之後，啊恆就講：我地過港島啦。其實佢一講話要過港島，我基本上就知道架
啦，不過我真係好開心，你地唔覺得成件事好浪漫咩？跟住我唔知點解好眼訓，我地係金鐘上咗巴士
之後，我就訓著咗，到我醒咗之後，我地已經到咗赤柱，落咗車之後，佢就帶咗我落去赤柱大街道，
兩個拖住手仔慢慢行，跟住我就講：不如我地去坐低吹下海風咯。跟住我地行咗15分鐘左右，就坐
低係張凳到，跟住我就講：好舒服啊，B啊，其實你係咪真係好想做消防架？跟住佢就講：梗係啦，
雖然做警察好似能力更加大，但係消防每次都係見到一條條活生生嘅生命係眼前，跟住你就會好想去
救佢地。跟住佢就問我：點解你又會想做幼稚園老師？我就講：因為我好中意小朋友，同埋我覺得一
個小朋友學前教育同埋幼兒教育好重要，所以我想做幼稚園老師，我以後想生小朋友架，你會架何？
佢就講：我都幾中意小朋友架，所以你想生就生啦，有一個小家庭我覺得幾好架，嘿嘿。跟住我地兩
個又講咗好多其他野，講下講下，突然之間佢就講：我地要走啦，翻沙田啦。我就講：唔，吹多陣啦
。跟住佢就講：我Book咗餐廳啊，行啦。跟住我就跟住佢行。
 
因為翻黎個陣好多人，好塞車，所以用咗兩個鐘先翻到沙田，跟住佢帶咗我去一間都算幾出名嘅餐廳
到食野，入到去之後，我望份menu個陣，見到羊架，我就突然之間好想食羊架，我就講：B，我要
食羊架。跟住佢就叫咗份羊架同西冷。野食到咗之後，大家我餵你一啖，佢餵翻我一啖，食咗半個鐘
左右，啊恆就埋單翻屋企，佢話仲有下場窩。老實講，我今日已經好滿意架啦。所以我完全無話咩唔
滿意，但係接下黎就真係surprise到我啊。翻到屋企之後，佢叫我唔好打開眼，我就跟住照做啦，突
然之間聽到佢講：Happy birthday my
lover。我就打開隻眼，我見到一個唔算好靚嘅蛋糕。跟住我個下係超級開心，我就喊咗出黎，佢就
同我講：今日你生日啊，要開心啊。跟住我地就一齊食蛋糕，佢食食下就行咗入房，跟住佢出翻黎個
陣，佢就送咗支野畀我，我仲係度話呢支咩黎架，我一打開，我見到係我之前好想要嘅香水，我望咗
下支野，我再望下佢，跟住佢就講：呢個係你生日禮物，16歲啦，以後都要多多指教啦。跟住我流



眼淚，攬住佢講多謝。留翻一半畀Uncle同Auntie之後，我地就去沖涼，跟住入房睇youtube，佢睇
睇下就訓著咗，跟住我見到佢咗，我的起身熄燈訓覺，今日真係好開心，好幸福，嘻嘻。



第六十章 開學，新學年

好啦，暑假話咁快就完咗啦，大家讀書個陣應該都成日覺得點解暑假咁快架，係咪先，今日係9月3
號，一樣要回復翻6點50分起身翻學啦，經過咗個次生日之後，我地之間嘅關係比以前又親密咗，起
身之後，兩個又係大家扶大家去梳洗，梳洗完之後，換校服，我好似被養肥咗小小，死啦，我翻翻去
體院會唔會操死架，唉，唔諗咁多啊，要返學啦，再唔出門陣間當值就遲到，Emily今年都入咗perfe
ct呢個大家庭到，今日係佢第一日當值，佢好似係跟啊瑩當值，我都費事插手當值安排呢家野，費事
畀人講啦。
 
7點半左右，我地兩個就翻到學校，跟住我就同Emily講：B，我帶你去搵啊瑩啦，你之後應該都會跟
佢架啦。跟住佢就點咗下頭，放低咗我呢個可愛嘅女朋友之後，我就出翻去做野，第一日翻學，通常
班新仔都好多笑話，今年又等我望下有咩好笑，過咗大約15分鐘之後，有一個新仔入學校，唔好問
我點解知，因為你望下件校服就知道，我就見到佢兩袖清風咁翻黎，我就叫佢：啊仔，係啊，你啊，
過黎先。呢位小朋友就好驚咁行過黎講：師兄，咩事啊？我就問：小朋友，你書包咧？跟住佢就講：
啊，係窩，書包放咗係屋企，要翻去攞翻先，跟住就衝咗出校門，林sir見到，就行過黎問我咩事，
我就講：個小朋友連書包都唔記得帶，真係世界級啊。林sir聽到，講咗句無眼睇就行開咗，唔好講
林sir，我都無眼睇啊，跟住條友就梗係遲到啦。
 
當完值之後，我就同Emily翻去班房，今年5B班房係4樓，同舊年差唔多，整係搬咗過去新翼到，入
到班房，原班人馬，係得個兩個傻仔要留班。班主任入到黎，又係個句啦，大家自己揀位啦，跟住我
地開始講班務。講完一大輪之後，我就要提早落禮堂，因為開學禮我要上堂講野，因為今年我係hea
d
perfect。跟住就落去禮堂，坐定定之後，跟住全校都落咗黎禮堂，跟住就開始，唱校歌，校長講廢
話，校監講廢話，牧師講廢話，跟住就頒下獎，跟住就係學生團體就職禮，我地perfect就梗係重頭
戲啦，我就上台講野，咪又係咩多謝老師，同學支持咯，來年度會做得更好咯，講完之後就落翻去坐
，跟住就放學。
 
放學個陣，周文問我地兩個：喂，一齊食野咯？跟住我就講：你地兩個想食咩啊？跟住Emily就講：
今日第一日開學，不如就食拉麵啦。跟住佢就拉住詩文兩個行先，我同吹水佬行後面，去到間餐廳，
坐低咗之後，我地就係度估今年個英文老師係邊個，因為我地見到time
table英文堂個老師代號唔同咗，就知道舊年個個所謂美籍華人嘅英文老師，因為教得太差同太多投
訴，學校就調走咗呢條友，周文就講：聽聞呢個老師好勁架窩，HKU尖子計劃畢業，英文系，之前
係HKU到教書，跟住就黎咗我地學校，好後生架咋。我就講：屌，我地之前個個咪又係講自己好勁
，最後咪又係調走咗。個陣時，我就梗係唔會知，呢個miss幫咗我幾多，係DSE到攞到唔錯嘅成績。
講下講下，野食就到咗，食完之後，我就同Emily翻屋企。
 
翻到屋企之後，Emily就問我：你生日想要咩啊？佢唔問我，我都唔記得左我自己生日。我諗咗一陣
，我就講：想要你陪我就得啦，自從你闖入咗我嘅世界之後，其實我都積極咗好多，你話以前叫我溫
英文，我就7都唔溫啊，但係同你拍拖之後，其實讀書個方面，我好似積極咗小小，所以，多謝你，
張學雯。跟住Emily笑咗笑，攬住咗我，同我講：咁你以後要好好地對我窩。我就錫咗個傻妹一啖，
講：放心，我話過要同你結婚。跟住個傻妹就係度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