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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藍：新開學年

今日，係9月1號。到左Form4我都依然同丁當番學，我地都住係荃灣海濱個頭，不過丁當就住我隔
離個屋苑。好彩我同佢今年都一樣揀左經濟，一齊入左4A。  

「藍藍，好心你啦，到依家都仲係孖辮妹，唔怪得成日比人笑啦，小學雞  」呢位就係我青梅竹馬
—丁當。佢人唔係好高，皮膚黑黑地，前面d陰留到好長，仲要載住副黑色粗框眼鏡，眼細細，成日
都俾人笑做毒蘑菇。唔好睇佢依家講野串串貢，對住其他女仔佢連打招呼都會紅都面哂。如果唔係由
幼稚園識佢到依家，我估佢連個女性朋友都無  ，我仲好記得幼稚園開學第一日佢係校巴上面喊到
豬頭，就係果陣時就同佢識到依家。藍藍係我花名，我叫藍琛蕾。 

「你個死丁當! 連開學都係要串我，你好好咩！小毒向左走向右走！」我扁扁嘴望住丁當。 

「快D行啦Seven
Head！唔係想開學第一日就遲到呀」丁當用佢隻食指篤左下我個額頭。丁當次次見到我扁哂嘴，就
會用手篤我個額頭，今次都唔例外。 

「叮噹叮噹」準時8點10分。聽到門外傳黎高踭鞋聲，一陣薰衣草味隨即傳到。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今年新黎既Econ老師亦會係4A班既班主任—Miss
Wong」呢位女Miss真係好靚呀，雪白既襯衫更加顯得佢高貴，搞到我有少少自卑。佢行得愈近，
陣薰衣草味就愈濃，勁有女人味。 

「嘩！洗咪咁那索呀，呢一年我一定要好好專心上Econ，等Miss好好調教我。  」肥仔俊同其他男
同學眼甘甘咁望住Miss Wong，成副狼相出哂黎，好彩丁當都唔似佢地咁。 

「你地覺唔覺得Miss Wong勁似松島楓？ 一樣咁Jable！  」「我以前J開佢嫁！正呀！  」隔離幾
個男仔係度細聲討論。 

「同學唔好掛住傾計先，我地今年有一位插班生，不過佢今朝遲到，遲下再好好同大家介紹。依家選
左班長先啦，同學可以推薦同自薦。有無人想做女班長？」Miss一講完大家都望過黎。我做過3年班
長，3年黎個個見到我都嗌我女班長。見到個個咁，我都唔好意思推。 

一選到男班長，個個男仔都即刻舉手。「呢位男同學最快。睇黎你好想幫老師手，就你啦！」Miss

笑笑口指住肥仔俊，成班男仔即刻怒目佢，肥仔俊好似做左世紀賤男咁。  

「為左令大家唔好一開學就埋堆，我特別為大家設計左個遊戲。依家先派張紙條仔，上面有個E-mail
同PW，千祈唔好比人知。」 Miss Wong逐個逐個派紙條仔，個個都好好奇。    

平時班男仔都一定訓L哂，見到靚女Miss就聽聽話話。 

「拿，呢個係全新既MSN帳號。你地今晚開始要用呢個MSN同一個朋友仔傾下計，唔準出貓講定你
個名比老友聽呀！我都會玩埋一份，所以好易知你地有無出貓嫁。記住頭一個星期要為自己既身分保
密呀。」 班毒男即刻雙眼發光，開始FF每晚同靚女Miss Wong 傾計。      



玩遊戲都無所謂啦，反正我點都一定搵到丁當。 

只不過，調皮嘅丘比特總係鍾意開玩笑，玩弄住無知嘅我地。 



第二章、丁：陽光男孩

每班都總會有一個肥仔，而佢就係我老死肥仔俊。同普通嘅毒向左走向右走一樣，佢淨係識打機同打
飛機，加埋我地又鍾意打波，所以2條毒向左走向右走行埋一齊就friend過打band。 

「Hi！尋日同你雙排又雷９我  ！」 

「你仲好講？你jg俾人偷哂紅藍buff仲要黎偷我兵我都未Hi 你！我自己單排一早就贏到bo3啦！  
」 

就係咁你一句我一句，話咁快就打鐘。雖然我同肥仔俊傾得好high，但我冇同佢坐，反而係坐係藍
藍隔離。藍藍係我嘅青梅竹馬，由幼稚園到小學再到中學都係同一間學校。身為一個毒向左走向右走
，唔好話係一個青梅竹馬，想搵個女性朋友都難，但係藍藍對我黎講就係一個咁特別嘅存在。佢個人
矮矮地，成日都紮孖辮，一對大大既貓眼，份人膠得黎又幾得意，一俾我笑佢７佢就會紅到好似蕃茄
咁。之前都有唔少人追佢，但係唔知點解佢都拒絕哂。雖然我地有時會俾人誤會左做男女朋友，但係
其實我地表面上嘅友情真係純過蒸餾水。不過，佢一直唔知嘅係其實我由好耐好耐之前就已經暗戀佢
，只不過身為毒向左走向右走嘅我覺得可以維持現狀，繼續陪係佢嘅身邊，咁就已經好足夠。 

Miss行入課室，全班嘅男同學即刻靜左落黎。「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今年新黎既Econ老師亦會
係4A班既班主任—Miss
Wong」眼前呢位Miss留左頭黑色長髮，戴住副白色嘅粗框眼鏡，著左件白色嘅襯衫，隱隱約約透

左個黑色蕾絲bra出黎，驟眼睇都應該有D cup    。下身仲要著住短裙搭黑絲，簡直就係成副
戰鬥格  。(唔會有甜嫁喇，唔好ff喇) 

個Miss之後講左D咩我都唔係好記得，腦裏面就只係得番尋晚睇果套男學生大戰女老師，諗起都扯扯
地。就係呢個時候，有個男仔氣吁吁咁跑左入課室。個男仔短頭髮，古銅色皮膚，都幾高大下，一睇
就知係陽光男孩。啲女仔本來傾緊計嘅都停低哂，眼定定咁望住個男仔，好似前世未見過靚仔咁

 。我望下隔離嘅藍藍，佢雖然冇好似其他女仔咁流到成地都係水，但都係眼定定望實個轉校生
，依個時候我就已經對個轉校生冇咩好感  。 

「第一日返學就遲到，都唔慌係咩好人啦  」我喃喃自語。 

「新同學，不如你介紹一下自己先啦」 

「早…早晨。我係新黎嘅轉校生，我叫郭雄仁，大家可以叫我做大雄，我最鍾意嘅係打波，請咁多位
多多關照。」 

「雄仁你就坐係女班長隔離啦，女班長你負責好好照顧新同學喇。」 

「Halo」個轉校生懶係熟咁同藍藍say hi，仲露出個殺死女既笑容  。 

望住同藍藍只有一條走廊距離嘅佢，我突然感到一股無以名狀嘅敵意。 

就係佢，我同藍藍一直以黎平淡嘅關係泛起左一波洗嘅漣漪，亦都改變左我嘅人生。 



第三章、藍：匿名遊戲

今日黎左個陽光男孩，叫大雄，坐左我隔離
(隔一條走廊)。幾好人嫁，好鍾意笑，佢一笑對眼就合埋左，好滑稽。上堂成日聊我講野，佢好似好
多野都唔識咁，不過講野好風趣，搞到我成日笑到紅都面哂。唔知點解，大雄一同我傾計，丁當就會
望實我地，可能我地太嘈啦。  

夜晚係現代補完P Chan翻屋企既刻開電腦轉新MSN，成堂聽P
Chan嗌Water、Queenie真係人都癲(有時真係會懷疑佢班房得3個人or全班人都係佢FF出黎哈哈)。
一打開MSN，已經見到add左40個人，有約20個人已經改左名。叫咩名好呢...
反正丁當成日話我有對貓眼，就叫... 

★貓女孩...ωˇ∫ 

呢個時候... 

㊣多啦A夢幫幫我 傳來震動 

一個框框彈出黎，左手面係多啦A夢同大雄既icon。叫得多啦A夢一定係丁當啦，正一蠢才！ 

我： 
20:13 halo   

㊣多啦A夢幫幫我： 
20:13 hey 7頭 

我： 
20:14 我知你係邊個啦傻佬 

㊣多啦A夢幫幫我： 
20:15 你話係邊個咪邊個囉   
20:15 Miss Wong咪話要保密囉   

我： 
20:16 無啦啦咁聽話haha 
20:16 一定係靚女Miss啦 今日仲聽到有人話佢似松島楓 邊個黎嫁?? 

㊣多啦A夢幫幫我： 
20:16 唔知好過知啦 我咁純情我唔識喎   

我： 
20:17 扮哂野   

 ㊣多啦A夢幫幫我 傳來音訊：周杰倫 - 甜甜的

㊣多啦A夢幫幫我： 



20:19 聽下啦! 好正  

我： 
20:19 一早聽過啦! 明知我係杰倫BB既忠實fans   
20:19 不過點解我覺得你同平時有D唔同既?? 你以前都唔會send歌比我 
20:21 之前仲會話杰倫BB垃圾  

㊣多啦A夢幫幫我： 
20:21 見有新MSN咪善用下佢D功能囉 反正唔洗錢 
20:21 咁口味呢家野會變嫁嘛 haha 
20:22 btw, 你好靚女 

我： 
20:24 痴線佬 無啦啦講D咁既野 LOL 
20:24 我一早話我靚女啦 haha 係你成日笑我7   

就係咁，我地就用MSN傾左成晚。今晚丁當好似講野大膽D，可能佢以為真係無人知佢係邊個，正
一傻瓜。 

第二朝，未到7:30已經見到丁當係巴士總站等我。 

「喂！你今日咁早既，平時都會遲嫁，好少可喎。」我走去搭住佢膞頭。 

「你琴日去左邊呀？成晚都唔on MSN既？」丁當好緊張咁捉住我。 

「咩呀？琴晚我地用新MSN傾左成晚喎，你仲send杰倫BB首歌比我，真係第一次。」 

「新MSN？你講Miss Wong果個？頂！ 我琴晚掛住打機，完全無左回事！你同邊個傾左一晚？  
」 

「個個唔係你咩！？有個用多啦A夢icon既男仔搵我...我以為係你呀！」 

成程車我地都無再講野，我淨係見到丁當失落同緊張既眼神。如果琴晚個個唔係丁當，咁到底會係邊
個... 



第四章、丁：戀無可戀

我個心不斷係度諗，究竟係邊個同藍藍傾左成晚msn呢?  呢個疑惑係我心中一直揮之不去。我成程
車都冇同藍藍講野，但唔係因為我冇野想講，而係因為我太多野想問。究竟同藍藍傾左成晚係男定女
?佢地傾左啲咩?果個人有咩居心? 

但其實諗深一層，我真係好傻的嗎。  藍藍根本就唔係我邊個，就算佢真係同其他男仔msn都好
平常姐，我根本冇能力去阻止。丁當，你做咩要諗咁多姐，藍藍係你朋友，唔係女朋友，根本就冇咩
值得你去介懷。我嘗試催眠自己，唔再去諗有關藍藍嘅野。 

返到學校，我照舊搵肥仔俊吹水。見到個轉校生一早就坐在係度，果種不安全感又再湧上心頭。佢一
見到藍藍，就懶熟係度講早晨。 

「女班長，我有D功課唔係好識做，你可唔可以教下我？」我偷聽到個轉校生同藍藍講野。果陣嘅我
心諗，個個都唔問偏偏要問藍藍？雖然講唔出點解，但係我好似有少少討厭左佢。  

「好呀。你有咩唔識？」 

睇住佢地兩個係度密密酙，我個心就好唔舒服。肥仔俊見到我心不在蔫，就問我：「做咩呀？見到自
己條女俾人溝緊葡萄呀？」 

「邊向左走向右走個係我條女呀？向左走向右走有咩！毒J一個就有...      」 

「大家咁熟怕咩姐，係咪認左佢囉。」 

理性上，我知道我根本冇理由要妒忌。但係感性上，我知道我其實一直都鍾意藍藍，只不過我從來冇
正視過呢個現實。或者我一直都習慣左藍藍一直都係我身邊，所以從來都冇諗過會失去佢。你同左佢
一齊咁多年，咁都唔表白？Hi，你估我想嫁咩，毒向左走向右走邊向左走向右走度有勇氣表白丫。
身為一個毒向左走向右走，我知道與其表白收好人卡之後連朋友都冇得做，倒不如保留住依家呢段彌
足珍貴嘅友情，一直陪係佢嘅身邊，因為當兩個人親到無可親密後，或者友情萬歲先至係最好嘅結局
。 

「女班長，我岩岩到呢間學校唔係好熟啲地方點行，不如你一陣帶我去行一轉丫？」 

「好…好呀。」 

「你條女就黎俾人搶走喇喎，你真係唔做啲野？」肥仔俊都偷聽到佢地嘅對話。 

我都想做啲野。不過，除左睇住佢地兩個慢慢熟起黎之外，我仲可以做啲咩？ 

我個腦突然間閃過一個念頭，唔通同藍藍傾左成晚果個就係郭雄仁？佢應該都唔知道藍藍嘅msn嫁，
係我諗多左姐。我唔敢就諗落去，亦希望呢個唔係事實。因為，講到尾，我都接受唔到藍藍會遠離我
，一樣我從來都冇諗過會發生嘅。 



第五章、藍：心不在焉

今日全日都無乜心機上堂，一直係度諗琴晚既事。會唔會其實係一位男同學扮丁當同我玩玩？又會唔
會係一位女同學見我誤會左費事解釋令我難堪？諗起自己琴晚講過咩都覺尷尬，我仲話自己靚女，一
定俾人笑死... 

丁當今日都心不在焉咁，佢係咪唔舒服呢？一大早番去就帶大雄行一轉學校，本來都怕成程會無乜野
傾，尷尷尬尬咁。好彩大雄唔似多啦A夢入面個大雄，一路佢都同我分享好多野。唔知點解，硬係覺
得呢兩日經常被人注視，可能我太敏感啦。 

番到去屋企第一時間開MSN。 

㊣多啦A夢幫幫我 傳來震動 
㊣多啦A夢幫幫我 傳來震動 
㊣多啦A夢幫幫我 傳來震動 

我： 
16:23 你到底係邊個? >__< 

㊣多啦A夢幫幫我： 
16:23 我乖學生黎嫁 好聽老師話   

我： 
16:23 ... 

㊣多啦A夢幫幫我： 
16:25 一係咁... 藍藍你應承做我女朋友我咪答你 =v= 

我： 
16:25 痴線嫁！我都唔知你係邊個... 
16:25 同埋！你點知我就係藍藍嫁 .V. 

㊣多啦A夢幫幫我： 
16:30 要知有幾難 haha 
16:31 你個傻妹將自己張紙條周圍放   

原來係我自己onJ… 

「丁當... 頭先MSN我果個人知道我係邊個... 原來係我自己亂放張紙條，搞到有人知我新MSN
hotmail。」每當我不知所措個時，就一定會打比丁當，因為佢總會好似多啦A夢咁拎出法寶幫助我
。 

「正一大7頭！你自己D野都唔緊張D嫁！我真係無你辦法。」 

「依家點算呀？佢仲話要我做佢女朋友先話我知佢係邊個...」 



「咁...
你咪試下同人開始囉。你再咁拒絕人，就做剩女，變老姑婆嫁啦。到時無人要，唔好喊住黎求我呀哈
哈」 

「乜你咁衰嫁！大把人爭住要我！反而...你擔心下自己先啦，毒蘑菇！況且我連佢係邊個都唔知，乜
我似D咁Open既人咩？」 

「個樣唔似嫁！不過可能你係外表斯文，內裡Open呢哈哈」 

「又笑我，正衰人！」 

雖然今次丁當幫唔到我D咩，但同佢傾完之後都無咁擔心。坐番去電腦台就見到有十幾個MSN… 

㊣多啦A夢幫幫我： 
16:41 藍藍 唔好唔理我啦 /__\ 我知錯啦 
16:41 我講下笑炸！見你今日無乜精神，咪想同你開下玩笑 
16:41 我地好似琴晚咁繼續傾計啦haha 你繼續當我係丁當咪得囉 
16:42 係咪我太煩？ :( 
16:53 Sorry… 
16:53 可能我真係太煩... 反正過埋聽日你就知我係邊個，你唔想傾就算 / . \ 
16:54 打攪哂啦 
16:55 多謝你琴晚陪左我咁耐 
16:55 同你傾計我真係好開心 

到最後，我都無再覆到佢。因為我好怕，怕再重演以前果件令我擔驚受怕既事。 

不過，唔知點解，我總係有一種莫名奇妙既失落感。 



第六章、丁：匿名情書

就係我打緊rank嘅時候，電話突然間響起，「Hi，邊向左走向右走個打黎呀！  」我望一望部電話
，一見到係藍藍打黎，連團戰都即刻放低聽左電話先。 

「丁當... 頭先MSN我果個人知道我係邊個... 原來係我自己亂放張紙條，搞到有人知我新MSN
hotmail。 」本來暫停放低左嘅困惑，依家又再次困擾住我。 

「正一大7頭！你自己D野都唔緊張D嫁！  我真係無你辦法。」原來，我竟然係咁緊張佢。 

「依家點算呀？佢仲話要我做佢女朋友先話我知佢係邊個...」咩話！？咁狼死？  

「咁...
你咪試下同人開始囉。你再咁拒絕人，就做剩女，變老姑婆嫁啦。到時無人要，唔好喊住黎求我呀哈
哈」呢句一講左出口，我就已經好後悔。  點解我連講出一句「唔好痴埋去」嘅勇氣都冇？即使我
扮到幾唔在乎都好，即使我扮到好灑脫都好，但其實我知道我唔會想佢同其他男仔msn，唔想佢離開
我。果一刻，我竟然為左果啲無謂嘅自尊而講左違心嘅說話。      

跟住嘅成晚，腦裏面都仲係不斷諗藍藍同第二個男仔msn果件事。  望住藍藍msn果個綠色圈，究
竟佢係同緊第二個傾計？定係等緊我?我希望唔係前者。 

突然，msn彈左個框框出黎。 

★靜香...'： 
21:15 唔該，我想問下聽日有咩野要交呀？ 

靜香？邊個黎嫁… 

我： 
21:15 你係邊個？ 

★靜香...'： 
21:16 我同你同班嫁，其實我只不過係求其揀一個人黎問姐 

會唔會係咁啱呢個時候黎搵我問學校野呀…見到佢個名叫做靜香，不其然又會令我諗起大雄呢個人，
所以我求其打發左佢就算。 

第二日，我照舊同藍藍一齊返學。 

「你覺得果個男仔會係邊個？  」藍藍問。 

「點知喎，一陣咪知囉。」我刻意避開話題，唔想再提起呢件事。 

一返到學校，我發現我個位竟然有封信，仲寫住我個名。  我拆開黎睇，入面啲字都幾靚，不過就
無署名。內容如下： 



丁當 
或者你唔知我係邊個，但係我終於有機會同你同班，我真係好開心。不過我知道你已經有藍琛蕾，所
以我都唔會介入你地，我寫呢封信俾你只不過係想你知道有個人會係你背後默默咁等你，希望係之後
嘅日子可以同你好好相處  

我睇哂成封信之後，即刻望左去肥仔俊個位，佢真係返左喇喎！唔通係佢寫封信……整鬼我！？  
我行埋佢個位度，拍下佢膊頭。 

「死肥仔！好向左走向右走無聊呀你，食飽飯等屎柯咩？  」 

「你up咩呀？我咩都無做喎…」 

「仲扮野？封信唔係你寫仲有邊個寫呀？  」 

「咩信呀？你收到情信？      」肥仔明個樣又好似真係幾誠懇下，應該真係唔係佢寫。 

「喂，咩信姐？真係有情信？拎黎睇過  」 

「Hi，關你向左走向右走事咩」既然唔係肥仔俊玩野，咁仲會係邊個呢？ 

我望一望個班房，係就係有幾個女仔坐係度，但係個個都無講過一句野。我啲毒向左走向右走平時又
唔多朋友，除左肥仔俊都無咩人會玩我，唔通…真係毒向左走向右走都有人鍾意？ 

呢個時候，藍藍見到我左望右望咁，就問：「做咩呀？又 目及 女呀？」 

「咩呀，目及 仔唔得嫁？」 

我無將自己收到情書呢件事話俾佢聽，當時嘅我覺得呢個只係一個惡作劇。如果係平時嘅我，可能會
好好奇係邊個女/男仔寫俾我，但係果陣時嘅我根本無心情去諗。



第七章、藍：真實身份

「起立！」肥仔俊一見到靚女Miss Wong即刻扮到好有威嚴咁。 

「各位同學，早晨！相信大家都記得今日係公開你MSN身分既日子，唔知大家呢幾日傾得開唔開心
呢？ 」 

唔少同學都點點頭，得我係木無表情。 

「咁依家我就一人派張印有全班MSN hotmail既紙，大家只要對翻對方個MSN，就可以知係邊個。
 」呢個時候，我個心跳得好快，好似會有D好重大既轉變出現咁。 

我好快就揾到佢個MSN hotmail，一望竟然係... 

「郭... 郭雄仁！」原來係大雄！我望住佢，佢又露出佢嘅陽光笑容。  

「係呀。係我呀。  係咪好驚喜先？」呢一刻，我心入面係幾開心，慶幸同我MSN果個唔係D怪人
。然而，我又覺得好尷尬，因為自己琴晚無覆到佢。  

「唔洗咁尷尬喎。我都知我一開始講野太過過火，煩住你，仲要扮係你好朋友。Sorry。  」諗起大
雄琴晚咁唔開心，我又點好意思話佢。雖然同佢識左短短三日，但佢性格開朗，感覺上好似同佢玩左
好多年咁。再加上，佢啱啱先轉校過黎，無乜朋友。如果連我都唔理佢，未免太過可憐。 

「唔洗講sorry喎，其實係因為以前發生左d事，我先咁怕同丁當以外既男仔一齊玩。我知你無惡意嘅
。不過，如果唔係老師叫我照顧下你，我應該都唔會點同你講野。其實，同你傾MSN我都好開心嫁
。  」 

呢個時候，丁當望住我，唔知點解佢個樣好似同平時唔同咁。 

我同丁當成日小息個時都會落小食部買野食。 

「喂！7頭！你落唔落去呀？」丁當又彈我額頭。我點點頭，就同佢行落去。 

「丁當，你頭先見到我同大雄傾計個時，點解個樣怪怪地嘅？  」 

「下！無呀。可能我琴晚訓得唔得幾好姐。」 

「無就好啦。我仲以為你妒忌大雄同我咁friend哈哈」 

「痴線！我點會呀。有人要你呀我求之不得啦，少個人阻住我溝女女哈哈哈」 

「咁衰嫁你！  」 

「唔好諗咁多啦 藍藍，我請你飲朱奶。」 



落到去個時，聽到籃球場個邊傳黎一班女仔既尖叫聲。 

「媽呀。佢真係好型棍呀！      」望過去個邊，見到成班女仔圍住個場。 

「大雄！要唔要水呀？」其中一個女仔大嗌。原來佢地講緊大雄。係陽光下既大雄比平日更加温暖，
「轉身射個三分波」再加佢個招牌笑容呢下真係迷死好多女仔，就連男仔都為佢嘅入球喝采。雖然我

都唔太識籃球，但都睇得出大雄係呢方面有翻咁上下水準。

「車！只不過射中一球姐，有無厲害到成班女出哂水咁呀。成班都痴線！  」丁當好不屑咁話。 

「我都覺大雄幾西利呀。你妒忌人靚仔過你、高大過你、打波又勁過你炸嘛。」 

「係呀！我就係無佢咁好！我揾老師，你慢慢J你男神啦！  」一講完，丁當就走左，我叫都叫唔住
。 

其實我都係講下笑姐，點解丁當咁大反應 之後成日佢都對我好冷淡，我同佢say
sorry佢都淨係話自己無嬲，但明明就嬲到出哂面。 

我： 
16:15 喂喂 sorry 唔好嬲我啦   

丁當： 
16:15 係我sorry至真 我知你講下笑炸 
16:15 Sorry!!!!!   

我： 
16:16 你無嬲就好啦 幾驚你真係唔理我   

丁當： 
16:17 點會呀 7頭   
16:17 都比你煩左咁多年啦 唔爭在繼續煩 haha 

我： 
16:17 哼！又話我煩   

丁當： 
16:19 講下笑炸 你睇你咪一樣咁小氣   

突然間 

㊣多啦A夢幫幫我 傳來震動 
 ㊣多啦A夢幫幫我 傳來震動

㊣多啦A夢幫幫我： 
16:25 藍藍 
16:25 依家肯唔肯同我MSN呀？ 



16:25 我保證唔會再咁貪玩啦 

我： 
16:26 大雄男神揾我 我點咁唔應哈哈 

㊣多啦A夢幫幫我： 
16:30 識講笑姐係無事啦 
16:31 我已經無乜朋友 唔好唔理我 
16:31 btw 你之前話發生左件事所以好怕同陌生男仔溝通 到底係咩事呀？ 

我： 
16:32 Ummmm 
16:32 係我F.2個時係出面參加左一個跳舞班 本來大家一齊係好開心 點知有個男仔佢鍾意左我
當時佢不停打電話黎要我陪佢 一唔理佢就話要自殺 仲試過完左舞蹈班跟住我翻屋企
個時我真係好驚好驚 

㊣多啦A夢幫幫我： 
16:35 咁之後點？ 

我： 
16:35 好彩丁當係到炸 佢最尾都幫我解決左件事 自此之後 我就無再翻舞蹈班 亦都唔夠膽識男仔 

其實呢件事得丁當一個知，平時我都唔會提起，更加唔想諗起。

㊣多啦A夢幫幫我： 
16:40 原來係咁   
16:40 你同丁當咩關係呀haha   

我： 
16:40 佢咪我一個好好好好既朋友囉 

㊣多啦A夢幫幫我： 
16:41 咁你鍾唔鍾意佢   

我： 
16:41 關你咩事喎   
16:41 就算真係鍾意都唔會一齊 因為我地勾過手指尾 

㊣多啦A夢幫幫我： 
16:41 咁就好   

我： 
16:42 有幾好喎   

㊣多啦A夢幫幫我： 
16:43 遲下你咪知     



=16px點解大雄話好呢？唔通佢鍾意我？但以佢既條件，比我好100倍既女仔佢都一定追到。我諗，
佢對個個女仔都係咁。 

=16px每逢星期五晚，丁當都會陪我去海傍跑步、吹水。 

=16px跑完步之後，就坐係海邊個D大舊石上面傾計，我話比丁當知今日大雄同我講野。 

=16px「個個咁嘅郭雄仁擺到明就係不懷好意啦！我第一眼都知佢唔係D咩好人！ =16px 」 

=16px「唔係呀，大雄對我好好呀。 =16px 」 

=16px「對你好唔一定係好人黎嫁... 總之你就唔好對佢咁好啦... =16px 」 

=16px「咁姐係點？但佢對我咁好，我好應該對佢好嫁，而且我同佢又係朋友。」 

=16px「唉。遲下你咪知。」 

=16px點解丁當同大雄都話遲下就知。師父，我真係睇唔透。 =16px 

=16px正當我地起身離開個時... 

=16px「咦！ =16px 」 
 



第八章、丁：深深不忿

「咦！」 

本來諗住可以同藍藍一齊跑步，將郭雄仁從我地兩個嘅世界中暫時分離，點知竟然咁好彩俾我地撞到
佢，心入面即Hi左出黎  。 

「Halo，又會咁岩嘅」郭雄仁又擺出果個殺死女嘅笑容  。 

『係呀，我地岩岩跑完步』 

『我平時都會黎海傍跑步嫁喎，得閒不如一齊跑丫？』 

『好呀，遲啲再約丫』正當我想狠狠拒絕佢嘅時候，藍藍已經秒回左佢。 

『遲啲msn講丫, 聽日見』 

『再見』我無同佢講再見，因為我根本唔想同佢再見  ，但最弊嘅係藍藍好似好受佢咁，但係我又
咩都做唔到  。 

每個禮拜五放學前嘅兩堂都係啲濕勁德育課，其實即係班主任求其派張紙跟住就俾我地吹水。 

『好喇，而家大家分做４個人一組討論下啦』成班男仔掛住打丁根本已經咩都聽唔到。 

『我可唔可以過埋黎同你地一組呀？』依個時候，個大雄竟然懶係熟咁痴埋黎  。 

『好丫，反正我地都係吹水姐  』藍藍又諗都無諗就應承左佢。 

跟住果兩堂，佢由周杰倫傾到日劇，再由日劇傾到番tvb，對一個平時淨係識睇波同打機嘅毒向左走
向右走黎講，我真係連半句爹都搭唔到。成堂都睇住佢地有講有笑，我就成碌木咁坐係度，果一刻嘅
我覺得自己好似已經未打先輸咁  。 

依個時候，我突然醒起之前msn問我功課，果個叫做『靜香』嘅女仔。反正都無野做，我就拎左張紙
出黎對番個msn
hotmail。羅曉瑩？個名咁熟嘅，我望一望周圍，視線落左係一個女仔度。哦！原來係kelly！kelly係
一個好靜嘅女仔，咁多年都同佢同班，但係就一句野都無講過。佢唔係啲咩靚女，存在感基本上係零
。原本仲ff可能會係女神搵我沾沾自喜，原來只係個隱形人，真係有少少失望。 

返到屋企，就見到肥仔俊msn我。 

小肥: 
19:33 遲啲中秋一唔一齊去網吧打機？ 

唔講都唔記得，開學之後好快就到中秋節。以前嘅我年年都同肥仔俊係網吧打通宵機過，藍藍就多數

同屋企人或者姊妹過。不過，今年我都係時候要脫下毒，費事俾隻雄仁乘虛而入  。 



我： 
19:42 應該唔打 
19:42 遲啲請番你打機補數 

我係msn度搵番藍藍出黎，今次唔可以再俾個雄仁捷足先登。 

我： 
19:43 halo~ 
19:43 你中秋得唔得閒？ 
19:43 識左咁多年都未同你慶祝過 不如果晚一齊食餐飯？ 

。send左出去之後，成個人都鬆左口氣咁，我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就只有等佢嘅回覆 



第九章、藍：距離漸遠

我： 
19:33 大雄   
19:33 乜原來你都鍾意去海徬跑步？ 

㊣多啦A夢幫幫我： 
19:33 鍾意嫁   
19:33 不過前一排個海好臭 所以無跑2個星期   
19:34 估唔到一跑就撞到你 我地真係好有緣   

我： 
19:34 係同我同丁當都有緣   

㊣多啦A夢幫幫我： 
19:34 好囉 
19:34 我住麗城個邊 下次跑叫埋我啦   
19:34 估唔到藍藍有少少肥都會學人跑步 haha   

我： 
19:35 咩呀！我呢D係有包包臉炸！就唔肥   
19:35 哼！  

㊣多啦A夢幫幫我： 
19:35 講下笑炸！肥肥地幾可愛   
19:36 btw 如果我今年中秋約你 你會唔會應約？ 
19:36 你知啦... 我依家都無乜朋友   

我： 
19:36 得呀 我今年都未約人   

㊣多啦A夢幫幫我： 

19:36 Yeahhhhhhhhhhh         
19:36 你唔洗陪你個好好好朋友咩？  

我： 
19:37 你講丁當？ 
19:37 年年中秋我地都無一齊玩嫁 

第一次有男仔約我過中秋，其實我都有少少緊張。 

丁當： 
19:43 halo~ 
19:43 你中秋得唔得閒？ 
19:43 識左咁多年都未同你慶祝過 不如果晚一齊食餐飯？ 



我： 
19:43 Sorry呀   
19:43 頭先大雄約左我... 
19:44 一齊好唔好呀？ 我諗佢唔會介意   

丁當： 
19:46 唔洗啦   

19:47 突然醒起個晚有場波睇 haha 塞爾特人 V.S. 湖人呀！ 世紀之戰！   
19:47 我做功課先 今晚早D休息   

見到丁當個個人訊息轉做： 「不要離我太遠
二人離天百丈遠」，之前陣失落感更加強烈，我覺得我地之間既距離真係好似愈走愈遠。    

之後一個星期，丁當都好忙，因為就黎到籃球隊隊長選拔。朝早佢都一早番學校去練波，無人陪我番
學。丁當一直當籃球係佢生命，雖然佢無外國籃球明星咁高，但佢勝在跑得快，又有球感，所以佢係
學校都算數一數二既籃球高手，佢對籃球隊隊長一位更加係志在必得。我個人認為，佢係打籃球個時
係最charm、最耀眼。  

至於大雄，佢一樣每晚同我MSN，乜都傾一餐。  原來佢同我一樣都鐘意睇火影，仲係咁比佢笑我
係宅女。每次大雄係我隔離，我都會比一班女仔望實，搞到我周身唔自在，但大雄每一次都話唔洗理
班無聊人。有時佢會同埋我同丁當一齊食午餐，每一次佢地都會為一D好小既事嘈一餐。就好似有一
次去食飯，有一個話甜D好食D，另一個就話鹹既正D，之後就嘈左成個下晝。我真係唔明，動漫入
面既丁當同大雄係好朋友，我身邊既丁當同大雄就永遠都水火不容。  

籃球隊今日公佈左籃球隊隊長選拔既形式、時間同名單： 

形式：1 ON 1 (半場內於10分鐘獲得較高分者便可進級) 
時間：9月16日 3:30 p.m.後 
名單：... 5:00 p.m 丁當 V.S. 郭雄仁 … 

下！乜大雄都有參加選拔咩！仲要一對就打丁當... 



第十章、丁: 1 on 1

呢一個禮拜，我都用籃球隊隊長選拔做藉口，一早就自己返左學校練波。一黎我真係好想做到籃球隊
隊長，二黎我知道藍藍因為大雄而拒絕左我，我除左失望之外只有失望  ，所以我特登避開佢，唔
想面對佢。 

「喂，你禮拜五好似要同大雄打喎，準備成點?」肥仔明打打下洗無啦啦同我講。 

「下？出左名單喇咩？  」 

「今朝岩岩出左啦，你唔知咩？」 

「我真係唔知喎…」又會咁好彩第一輪就撞到佢嘅…  

「我睇佢打波都幾勁喎，聽講之前仲打過啲唔知咩咩青年軍，你真係唔好彩喇  」 

「佢有幾勁呀？咪係靠個樣呃下啲女跟住啲人咪吹到佢好勁囉，我到時屠爆佢啲人就唔會咁講嫁喇
 」或者呢個正正係一個機會俾我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嘅機會去砌低大雄  。 

返到屋企之後，我主動msn藍藍。 

我： 
18:45 你星期五果日會唔會黎睇呀？ 

藍藍： 
18:47 應該會呀 
18:47 大雄都有叫我去睇 

原來大雄條Hi Hi一早就叫左藍藍去睇，姐係佢覺得已經贏硬我？  

我： 
18:48 咁就好 
18:48 你想邊個贏呀？ 

藍藍： 
18:49 我都唔知呀 
18:49 你地2個都係我朋友 我兩個都會支持嘅 
18:49 你加油啦 

我： 
18:50 好啦 thx 

既然藍藍都黎睇，咁我呢場波就一定唔輸得。  

話咁快就黎到星期五，我同大雄場波係第一場。籃球場邊一早就企滿哂成班女，佢地緊係唔係黎睇我
啦，仲有啲唔知醜嘅係度大嗌「大雄加油！」。 



「係學校打波都好似要作客咁，等我一陣收哂你地皮啦」我心諗。 

係成班女入面，我搵到藍藍嘅蹤影。不過，佢無望住我，佢望住嘅只係大雄。原本心入面仲ff過佢可
能會幫我打氣，原來係我一廂情願姐。 

『比賽依家開始。你地２個抽籤睇下邊個開波先』教練拎左２支籤出黎。正當我想讓佢抽先嘅時候，

大雄話：『唔洗抽啦，丁當係前輩，俾佢開先啦  』咁囂張！？你真係以為自己贏硬？    

『咁我唔客氣喇喎』 

『唔洗，反正都差唔多姐』亞太區有一天成為亞太區你個街，唔發火真係當我病貓？  

 

『因為仲有幾場要打，所以個比賽會縮短啲，首先入到７個果個就贏。依加開始。咇！』

教練一吹雞，我就即刻係三分線後起手。『嚓』籃球係空中劃出一條拋物線空心破網。 

『係有啲料喎』大雄原來有啲嘻皮笑臉，依家個樣都變得認真起黎。 

跟住到佢開波。佢向右做左個試探步跟住就鎈向我嘅左邊，我用個身頂住佢唔俾佢鎈入鎖匙圈入面，
跟住佢一個step back跳投，個波就擦板入左。 

跟住場邊啲女仔就出哂水咁尖叫  ，我心諗佢只不過符碌姐洗唔洗呀。 

之後你一球我一球，比數黎到４：４，我開波。我帶波鎈向右邊，諗住用first
step過佢，不過俾佢跟到。佢一直貼住去到右邊低位，依個時候我跳起fade
away，佢隻手掂到少少我個波，跟住個波係個籃框到浪左２下，最後都出番黎。『Hi！』咁都唔入
真係無天理。  

之後到番大雄開。佢首先插２下花，跟住一個cross
over就製造出少少空位跟住起手，我即刻跳起想block佢，點知佢原來係假動作，佢趁我跳起左就即
刻切入上籃得分。 

『咇！５：４，大雄勝。』場邊女仔即刻大叫拍手，我見到藍藍好開心嘅係度拍手，果一刻，我成個
人都好似跌左入谷底咁，我知道自己已經徹底輸左。  

依個時候，大雄笑住咁走過黎同我握手，不過我望都無望佢就走左。我突然覺得自己真係好無用，果
一刻嘅我只係想搵個地方自己一個人摺埋靜下。  



第十一章、藍：塞翁失馬

「藍藍，一齊去慶祝啦！  」大雄一打完波，無理到其他女女就跑黎我個到。 

「恭喜你呀大雄！  下一次決賽加油！至於慶祝...」本來我都諗住同大雄慶祝，但係呢個時間，見到
丁當一個人垂頭喪氣咁坐係一邊。 

「我諗... 等大雄你做左隊長我再同你慶祝啦。  」之後，我就跑到丁當身前。 

「喂！丁當，唔好咁頹啦！」 

「你唔洗理我喎！你同大雄去慶祝啦！  」 

「我點會留低你喎... 我地兄弟黎嫁嘛！行啦，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我捉住丁當手臂，就拉左佢
出學校門口。 

「你又話帶我去個地方，做乜又行番去海濱？  」丁當問我，睇落佢都無咁唔開心。 

「你今晚上我屋企食飯啦，當陪下我。我頭先已經SMS我呀媽同佢講左，你拒絕左我會好無臉嫁！
 」自從中二開始，丁當都無上過去我屋企。今晚等我好好同佢傾下計，唔想我地既關系漸漸疏

遠。無論點都好，丁當對我都好重要。 

「伯母佢地呢？  」 

「佢地頭先又SMS我，話公司有野做。唔番黎食，叫我地自己搞掂。唉...
仲諗住等你試下我呀媽最新發明既『可樂雞翼』，次次食完我都好開心。」 

「唔緊要啦，我唔似得你咁為食呀肥豬！」 

「不如丁當你去沖個涼先，今餐我煮哈哈！你著住我老豆D衫先，如果係你，佢唔會介意既。」 

「你煮！會唔會食死人嫁！我地依家去落街食算啦。再唔係，咪call 218 5個0囉。  」唔知點解，
丁當塊臉紅哂，係咪太熱呢？ 

「唔得呀！等我煮番餐正既令你開心啦！你快D沖個涼先，沖完涼就有得食。」我推左丁當入去廁所

。呢一推太大力！！！      

我推到丁當坐左上廁所，自己跌左係佢身上。 

「喂... 喂... 你話上黎食飯喎，做...
做乜咁狼死想推倒我哈哈」我即刻推開丁當，點知丁當突然攬實我。 

「藍藍... 唔好走啦... 唔好離開我...」



「你... 你做乜無啦啦講呢D呀。我緊係唔會離開你，因為我... 我地係好朋友呀。  」丁當鬆開手，我
都唔好意思又壓住佢，即刻企起身。 

「嗯。係呀。好朋友。Sorry… 我無啦啦咁抱住你。」 

「係我太大力先... 我去煮飯先啦，唔好凍親！」之後我急急腳走出廁所。頭先比丁當攬住個下...
唔知點解個心跳得好快好快...   明明以前細個我地攬攬、撓手，都唔會心跳臉紅。算啦！藍琛蕾，
你唔好諗咁多啦！  

「藍藍！」當我煮煮下野，丁當突然大叫。 

「藍藍！你唔記得拎衫比我呀！」大鑊啦！比丁當抱一抱唔記得拎衫比佢！  

「你等等呀！」 

「開門啦，我拎好啦。」 

「7頭！你唔係想就咁入黎呀？我處男黎嫁，比你望哂全身我仲洗食女女嘅！」 

「都無女比食你嫁啦！不如咁，你開少少門，我伸手入黎比衫你。」 

「好啦好啦，我依家開。」丁當一開，我即刻遞比佢，點知... 丁當捉實我隻手！ 

「藍藍！咁難得，入黎陪我玩玩哈哈  」 

「你快d放手啦，傻左咩！」 

「係呀！我係傻左啦！  如果唔係我點會妒忌...」 

「你妒忌咩」 

「我 無事啦。Sorry呀！我講下笑姐哈哈，你唔係以為我會送自己上門呀？我好肚餓呀，食得未呀？
 」

「無事就好 你快d著衫就有得食啦，包你話正，哈哈」我好快行翻出廳，等丁當出黎。 

「嘩！藍琛蕾呀！你淨係煮左腸仔通粉炸？  」 

「Sorry呀！原來屋企乜餸都無，最近既街市都要坐10分鐘車」見到丁當好似好嫌棄咁，搞到我眼紅
紅 

「傻瓜，我唔係怪你，反正我都好耐無食你煮既通粉。你記唔記得小學個時當我地爸爸媽媽都唔得閒
照顧我地，你就會煮腸仔通粉比我。」 

「緊係記得啦。你次次都喊住話要食哈哈。」 



「我邊有喊呀！係有人喊住求我食我先勉強食炸！  」 

「咁算囉。你自己食個杯麵啦！  」 

「我講下炸，又小氣。」丁當之後就食通粉，足足食左兩大碗。見到丁當食得咁幸福，我就開心啦，
睇黎佢都無咁唔開心。食完之後，我不自覺咁捉住丁當隻手。 

「丁當，知你唔開心。我有一份禮物比你，你過黎我比你睇下。  」我捉左佢入房。 

「喂喂喂！你做乜帶我入你房？我唔想咁快失身喎哈哈」 
 



第十二章、丁：友誼萬歳

見到枱面上竟然係一碗腸仔通，我都唔知笑好定喊好  。不過我都知佢唔會煮到啲咩出黎，加上係

藍藍煮嘅，我就緊係唔介意啦。睇個賣相都好似唔錯咁喎，點知一食落去，嘩！  Hi！咁咸嘅！

   不過我見到藍藍一副好期待咁嘅樣，我即刻將果句粗口連埋通粉一齊吞落肚，拿拿
林食埋佢。 

「你食得咁快係咪好肚餓呀？我裝多碗俾你丫  」藍藍一野就搶左我隻碗入廚房，咁我為左唔掃佢
興唯有食多碗啦…  

好唔容易終於食哂，藍藍就話：「丁當，知你唔開心。我有一份禮物比你，你過黎我比你睇下。」果
下真係有啲驚喜，原本諗住佢個心一早飛左去大雄果度，原來佢都有少少著緊我嘅，我即刻有啲沾沾
自喜。  

「喂喂喂！你做乜帶我入你房？我唔想咁快失身喎哈哈」我扮到有啲欲拒還迎咁。 

跟住佢帶左我入房，間房咁多年都無咩點變過，無論係桃紅色嘅牆紙，定係佢啲好幼稚嘅卡通擺設，
都同我細個上黎玩嘅時候一樣。 

藍藍係個櫃到拎左件波衫出黎，佢講：『之前你咪話你好鍾意cp3嘅，我特登走去買黎俾你。原本諗
住當生日禮物送俾你嘅，不過見你依排咁唔開心就提早送俾你先當係鼓勵下你啦。雖然你做唔到隊長
，但係你係我心目中都仲係好西利嫁！』  

『件衫好貴嫁喎，不如我俾返錢你啦…』 

『識左咁多年唔洗咁斤斤計較啦  』 

我接過件波衫，果一刻，我真係有啲感動。之前一直以為藍藍俾大雄迷到神魂顛倒，但原來佢都無忘
記到我，我係佢心目中都仲有番咁上下地位。  

望住面前笑得好燦爛嘅藍藍，我突然攬住左佢，我知道呢個時機可一不可再。 

『藍藍，我好鍾意你，我一直都暗戀你，之前我見到你同大雄變到咁熟我真係好驚，我好擔心會失去
你。你可唔可以俾次機會我，等我做你男朋友？』我心入面唔知點解湧出一股勇氣，將我一直收埋係
個心入面嘅野講哂出黎，果陣時我個心真係跳得好快好快，個腦完全諗唔到野。

『丁當，我知道你對我好好，好緊張我。我地一齊經歷過好多野，同你一齊嘅時候真係好開心，我一
直都當你係我最好嘅朋友。如果你做我男朋友嘅話，我諗你都會對我好好，甚至比依家更好。但係我
好擔心萬一我地嘅友情變左質，又或者有一日我地遇到啲咩事而令到我地唔再咁愛大家嘅時候，我地
唔可以再好似依家咁做番好朋友。所以，對唔住，我唔可以應承你，但係我想你可以一直留係我身邊
，做我最好最好嘅朋友』藍藍甩開左我雙手，塊面好紅，係佢嬌滴滴嘅面上係一個堅定嘅眼神。果一
刻，我知道，我再點講都唔會改變到佢嘅決定。  

『對唔住…我唔應該講啲咁嘅野，或者我地真係比較適合做朋友。多謝你件衫，我走先喇，下次再見



啦』 

我真係好後悔，我知道有啲野講左出口就收唔番，可能就係因為我嘅一時衝動，令到我同藍藍唔可以
再返到好似以前咁嘻嘻哈哈。我個心真係好亂好亂…  



第十三章、藍：浪漫虛名

「對唔住…我唔應該講啲咁嘅野，或者我地真係比較適合做朋友。多謝你件衫，我走先喇，下次再見
啦」完全估唔到丁當會向我表白，因為我一直以為我地會係一世兄弟。其實...
比丁當攬住既時候，我都有諗過答應佢...   

「丁當！唔好走住！我... 可唔可以比我攬多一下...
一下就好。」唔知點解，我好唔想丁當走，好似一走佢就會永遠唔番黎咁。我未等佢回應，已經抱住
左佢。 

「藍...」 

「噓...」本來我想同丁當好好再傾一下，點知... 唔知係咪太 支力
，定我想逃避，我就咁樣係丁當懷抱下訓左一晚。 

第二朝...         

「藍琛蕾！你同我快D起身！你曳啦你！  」今日明明星期六，做乜呀媽晨早就叫我起身。我一睜開
眼，唔單止見到媽媽，仲見到丁當訓左係我隔離！！！係喎！大件事！  

「媽...」  

「唔洗解釋啦！」 

「媽！我地兩個無野嫁！係我琴晚太 支力 … 先唔小心訓左。  」 

「伯母，唔關藍藍事嫁！  」 

「呵呵呵！呀女，唔緊要。係丁當，我就放心啦，你兩個慢慢，我出去啦，唔好搞出人命就得，哈哈
」結果，間屋又得番我地兩個，氣氛好尷尬... 

突然，丁當將我推上床！！！  

「丁當！你又做咩？！」 

「伯母叫我地慢慢呀嘛哈哈，我緊係聽話。  」丁當壓住我，哄到好埋，佢好似想錫落黎...
明明琴晚我先拒絕左人，呢一刻又有少少... 期待。 

「傻瓜！你咁多肉，我先無興趣哈哈，我真係走啦！多謝你！」佢把口係度講笑，但個樣話我知佢一
D都唔開心。就係咁，丁當真係走左。走之前，我見到佢眼眶通紅，好似想喊咁。藍琛蕾，你請完人
食檸檬，又要人陪你訓，你太過份！睇黎，我傷得丁當太深...   

其實，我何嘗無諗過丁當做我男朋友呢。由細到大，我地雙親都已經認定對方係親家，我同丁當拍拖
、結婚係佢地眼中都係理所當然，亦都係佢地一直期望既。但偏偏...
我同丁當都講過我地唔可以一齊，因為我地實在太過了解對方，有時唔出聲佢都已經知我諗乜。無錯



，好多青梅竹馬最終都有一齊，之後白頭到老。但當中都有好多係最終各散東西，永不相見。如果要
係永遠同愛情之間選擇，我情願選擇前者，因為兩者同樣可貴，但前者比後者更加長久。「女朋友」
只係一個虛名，我唔強求。或者... 我係時候先比D空間丁當。

成個上奏我自己一個坐係廳度發呆，到左3點有d餓，先走去煮左碗腸仔通粉。望住眼前呢碗腸仔通

，我又諗起琴晚既事。為左避免自己再亂諗，我想開開電腦上下Facebook散散心。一開電腦...   

㊣唔需要法寶.大雄： 
19:33 藍藍 你仲未ON既？ 
19:33 去左邊呀？  

 ㊣唔需要法寶.大雄 傳來震動

㊣唔需要法寶.大雄： 
20:31 ON左搵下我啦 
20:32 好掛住你哈哈 
00:05 今晚好忙？有時間搵下我   
00:06 聽晚就中秋節 好期待同你去玩   

00:06 我訓啦 早抖   
08:54 早晨呀 仲未得閒？ 
15:02 去左邊到呀？我擔心你      

琴晚一直無ON到MSN，原來大雄搵左我成晚... 死啦！我完全唔記得左今晚就係中秋！  

我： 
16:44 Sorry！呢兩日太忙 所以無ON到 
16:44 今晚係幾點邊到等呀？   

㊣唔需要法寶.大雄： 

16:44 你終於都ON啦！！！  
16:45 我以為你打算失約 所以專登避開我 
16:45 今晚9:00 係海濱網球場外等你   

我： 
16:46 好啦 今晚見   
16:47 我做埋D功課先 886   

中秋前夕，我先同丁當搞成咁。算啦算啦... 唔諗咁多。今晚好好同大雄玩一玩，應該好快無事。 

「爸！媽！我出去啦。」到左夜晚，同爸爸媽媽食完晚飯後我就打算落去。 

「女呀，你同丁當玩得開心D啦！」 

「老豆，我今晚唔係約左丁當...」 



「咁你同你班好姊妹都盡興D！」 

「我都唔係約佢地...」媽媽見我表情怪怪，就拉我入房，我就將今晚約左大雄既事同佢講。 

「女女，我仲以為你同丁當...
不過唔緊要啦哈哈，你開心就好。記住，無論點都好，十年後既自己唔好後悔就夠。  」我只係約

大雄一晚姐，點解媽媽咁認真呢...   

「知道啦。我再唔落就遲到啦，Bye bye！」 

落到去已經9:32，最衰都係媽媽。  

「Sorry呀！我遲到啦！大雄，你...」 



第十四章、丁：秘密約會

返到屋企之後，我個腦好亂好亂，一片空白。諗番起尋晚，就好似發左場春夢咁。我竟然攬住藍藍訓
左成晚，其實根本我成晚都訓唔著。我聞住藍藍個頭飄過黎陣陣香味，係我地肢體之間嘅觸碰中我感
受到藍藍嘅體溫，好溫暖。我嘅小丁成晚都處於起立狀態，真係好辛苦。雖然以前細個果陣都好似試
過同藍藍一齊訓過，但係感覺就無尋晚咁深刻，諗番起，佢對波貼住左我成晚，搞到我依家都有啲扯
扯地。  

我開著部電腦，打算用LOL黎平伏一下我嘅心情。依個時候 

靜香： 
13:12 halo^^ 
13:12 仲記唔記得我呀 

靜香？點解kelly冇啦啦會搵我… 

我： 
13:13 記得 你係kelly丫嘛 

靜香： 
13:13 俾你發現左添xd 
13:13 我都知你係丁當haha 

我： 
13:14 咁你搵我做咩：0 

靜香： 
13:14 無呀 悶咪諗住搵你傾下計囉  
13:15 今日中秋節喎你係咪約左藍藍呀 

我： 
13:15 我都想呀… 
13:15 佢約左大雄喇 

靜香： 
13:16 下 點解嘅:0 
13:16 你地唔係一齊嫁咩 

我： 
13:17 唔係呀 
13:17 我都唔知我同佢係咩關係… 

靜香： 
13:17 你唔開心？ 

我： 



13:18 少少啦:( 

靜香： 
13:18 其實我都無人約 不如今晚一齊出黎丫？ 
13:18 一齊食餐飯咁  

其實我平時同kelly完全講唔上係熟，甚至連野都無咩講過，做咩佢會無啦約我食飯呢？唔通佢想溝

我！？  我咁毒佢都岩佢都應該幾饑渴下…如果係平時嘅我應該會拒絕佢，不過果陣嘅我可能岩岩
俾藍藍拒絕完，真係想搵個人陪下自己傾下計。 

我： 
13:19 ok ah 
13:19 今晚7點荃灣地鐵站等？ 

靜香： 
13:19 ok今晚見

去到地鐵站，kelly一早就到左。佢著左件粉紅色背心加條熱褲，平時係番校見佢都係戴住副眼鏡好
文靜咁，點知原來著起便服上黎咁靚，仲要身材咁好…    

『hi』靜香對住我揮手。 

『hi, sorry ah, 遲左少少』 

『唔緊要啦，不如我地去食日本野丫？』 

『好…好呀』行近啲一望，我呆左一呆。今日嘅kelly化左淡妝，無左副眼鏡，個樣清純得黎又帶啲可
愛，再加埋果件逼爆嘅背心同長腿，搞到我下面又好似有少少反應…  

黎到餐廳，其實都無咩特別。本身我份人毒毒地，驚會dead
air，不過睇唔出kelly平時咁靜，原來咁多野講，所以氣氛都無話好尷尬，不過佢條若隱若現嘅gap
就真係有啲難頂…  我成日有意無意咁望佢條gap不過好彩好似無俾佢發現到。 

食完飯之後，kelly提議去海濱行下。咁我見時候尚早，本來都無咩所謂，但諗起大雄同藍藍好大可
能都會去海濱，我猶豫左一下。不過kelly已經即刻繞住我隻手拉住行去海濱… 



第十五章、藍：深情表白

「大雄，你...」眼前除左大雄，仲見到一個用爉燭砌成既大心形！！  

「Surprise！藍藍，你鍾唔鍾意呀？」 

「我鐘意呀。多謝你呀，大雄。」見到呢個大心心，其實都有D感動， 

我諗大雄都花左好多時間去整，但呢一刻我都無乜心情去理。  

「藍藍，你做乜咁既樣？你唔開心？係咪我做得唔好？」 

「呀 唔係呀。我無野，我好開心。」我勉強擠出個笑容， 

大雄見我唔想講，都唔迫我。 

「藍藍，你今日應約我真係好開心。我知 

我依家講既野可能你接受唔到，但我真係好想好想講。」 

見大雄個樣一臉認真，同丁當琴晚既表白既表情無異。 

再望下地上既心心，我都估到大雄想講乜。 

「大雄！呢排發生再太多事，我好亂啦。你遲D再話我聽， 

我諗你要講既事好重要，我唔想係我心不在焉既時候聽你講。 

今晚陪我坐下就夠，我知我好任性，但sorry」 

講講下，諗起以前同丁當既所有事，我竟然喊左出黎。  

「藍藍，你做咩喊呀？邊個哈你？你話我知我幫你打佢一餐！」  

大雄一見我喊，就抱實我。點知佢一抱我喊得仲西利 

「大雄... 丁當會唔會唔再理我？
唔知點解，我總係覺得如果我頭先唔答應佢，佢就會離我愈黎愈遠，點算好？」 

「唔應承D咩？之前發生乜事？」見到大雄咁關心我，我就坐低將一切同佢講。 

「藍藍，我問你一個問題。你鍾唔鍾意丁當？」其實大雄一問，我都唔知點答。 

無錯，我諗我係鍾意丁當，但又好似唔係想拍拖果種鍾意，更加唔係純朋友般既喜歡。 



「我都唔肯定...」 

「藍藍...」見到大雄眼神中既擔憂，我都有少少感動。 

「算啦... 大雄，呢D事我自己解決。難得有一次同你出黎玩，唔應該掃你興，我地講下其他野。」 

大雄突然拖起我隻手，溫柔咁話：「藍藍，你係唔介意既，我願意呢一生一世都為你分憂。見到你唔
開心，我又何嘗快樂呢？」 

呢一刻，世界好似停止左咁。我無諗過大雄會趁依家向我表白...

大雄認真既眼神，令我唔知比咩反應好。  

依家諗諗，原來...
自己對大雄都有好感，但又好似未到鍾意既階段。佢既溫柔體貼，完全係無人能及。 

大把女仔鍾情於佢，但佢都看不入眼。 

「大雄，我唔值得你咁為我。你身邊有咁多咁多比我條件好一百倍既女仔....」 

「你比佢地任何一個都好上一千萬倍呀！由我轉校第一日黎到呢到，已經覺得你與眾不同，

無論你對住邊個，你都係咁溫柔。就係你呢種溫柔，深深咁吸引我。藍藍，你比個機會我，比我好好
咁照顧你。」 

大雄呢一番說話，令我面紅耳赤。以前唔少男仔向我表白，丁當既表白令我又悲又喜，我開心丁當對
我既一片真情，但又擔心我地既關系會毀於一旦。  

大雄既表白... 令我好混亂。原來，大雄漸漸係我心中都佔有重要一席。 

「大雄...」 



第十六章、丁：促膝談心

當kelly撓住我隻手嘅時候，佢好似有意無意咁用對波黎壓住我隻手  ，搞到我又有D扯扯地，但係
佢又好似無為意到咁，我見又幾爽所以就由佢撓住。 

行到黎海濱，呢度一早就迫滿哂人。kelly一路帶住我行一路撩我講野，但係我就左望右望，睇下會
唔會見到藍藍。 

Kelly可能都見到我有D心不在焉，於是就問我：『做咩呀，你搵緊人？』 

『唔…唔係呀』 

『你係咪搵緊藍藍？』 

估唔到kelly一估就估到，我無答到佢。 

『你今日msn咪話有少少唔開心嘅，不如我地坐低傾下計丫？』 

『好…好啦』 

我地行到一個少人D嘅地方，搵左張長櫈坐低左。跟住我就一五一十咁將我同藍藍嘅野講哂俾佢聽。
 

kelly聽完之後，沉默左一陣。果陣時我都唔知點解自己會同佢講哂所有野，明明同佢就唔熟。 

『咁…你依家仲好鐘意藍藍？』 

『我諗…應該係啦』 

『但係佢咁樣拒絕你喎，你仲未死心咩？』 

『我都知無咩可能可以同佢一齊，但係有D野唔係話放低就放低到…』 

『咁你諗住點做丫？死纏爛打？』 

『咁又唔會…我都唔知自己想點呀，我依家都好亂…』  

『我都知唔係咁容易可以放低一個人。你有無諗過用其他野黎沖淡你對藍藍嘅感情？』 

『下？姐係點？』 

『姐係…例如搵個第二個女仔拍下拖咁囉』 

『我D毒向左走向右走邊有人要丫…而且除左藍藍之外我都無其實異性朋友啦，我點會溝到女丫…』 

『咁如果依家有一個暗戀左你好耐嘅女仔突然間同你表白呢？你會唔會接受？』kelly個頭突然低左



落去，好似想避開我嘅視線咁。 

『你咁問我我都答唔到你…但係我唔會想咁快開始拍拖住』 

『咁又係嘅…我都係講下姐。我地都好似傾左好耐喇，不如走囉？』 

『好呀，多謝你肯聽我講咁多野』 

『hehe，下次有咩唔開心都可以搵我喎』 

跟住我同kelly互相講左再見。唔知點解佢塊好似有D紅咁，不過同kelly講完之後我個心真係舒服左
好多。唔知藍藍同大雄又玩成點呢？ 



第十七章、藍：總帶著愛

「大雄
你有無試過飲酒？我咁大個女都未試過，你陪我試下啦。D大人成日話飲完就會乜開心都唔記得哂，
我都想試下。  」 

我唔想好直接拒絕大雄，因為我唔想佢為我而傷心。 

我諗我咁答佢應該都明。我見佢眼神中閃過一陣失落。 

「我同你去7仔買啦」可能坐得太耐，腳都有d 攰，所以大雄就慢慢扶我起身。 

「藍藍，我知我同你識左唔耐。咁快同你表白你會覺我係到玩玩下。你唔洗咁急答我嫁，當你覺得適
合個時就話我知啦。我等你。」 

我低頭不語，呢幾日發生太多事啦！我完全所應唔切。 

「Cheers！  」就係咁，我就試左飲我人生第一枝啤酒。 

嘩！救命！苦到呢！ 

大雄見我皺哂眉頭，就係到笑我話：「乜原來你真係第一次飲！傻妹，飲酒一定要快，咁先爽快！
 」 

之後佢一口氣飲左大半支。而我，飲得半支已經覺得好熱，雖然係幾正！ 

「丁當」遠處見到一個好熟悉既身影，但佢身邊就有一個女仔撓住佢，身材玲瓏浮凸。  

無理由嫁丁當平時都淨係同肥仔玩，又點會有個咁熟既女性朋友呢？ 

「咦？個個咪丁當同kelly？乜原來佢地咁熟  」連大雄都見到，睇黎我都唔可以當自己酒後眼花睇
錯啦。 

「係咩？可能你認錯哈哈」我唔想承認，因為我一直以為我係丁當唯一一個女性朋友。 

但諗深一層，如果真係丁當同kelly，我又有乜資格理。我只係好朋友，而當初拒絕成為戀人既亦都
係我。 

「大雄，呢個世界男女朋友之間係咪無純友誼嫁？」 

「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著愛。」 



特別篇 (一)、雄：死性不改

「你比佢地任何一個都好上一千萬倍呀！由我轉校第一日黎到呢到，已經覺得你與眾不同，你從來都
唔會好似其他女仔咁當我男神咁拜。 

無論你對住邊個，你都係咁溫柔。就係你呢種溫柔，深深咁吸引我。藍藍，你比個機會我，比我好好
咁照顧你。」 

我竟然將呢番說話講出口！  大雄呀大雄...
你明知藍藍頭先先同丁當出現左問題，你就即刻表白，未免太過乘人之危！雖然個個都話係我搞到藍
藍同丁當關系疏遠，但… 我都無諗過會咁。唔通追求自己愛既人都係一種錯？  

藍藍無直接回應我，但其實我都心知肚明，明知藍藍心中果個人係丁當，而我只會係朋友。  

之後成晚我地都係到隊啤，飲飲下我都飲左七、八枝。藍藍飲左半枝都已經紅都面哂，叫佢咪再飲，
但愈叫佢唔好佢就愈要飲。 

呢個時候既藍藍特別可愛，係到大聲唱歌、玩韆鞦，成個細佬女咁。好彩我平時間唔中都自己隊下啤
，咁快醉就唔可以好好記住呢一刻既藍藍。 

「大雄，過黎陪我玩氹氹轉！」藍藍捉住我，呢一刻我真係好想攬實佢。 

佢不停要同我一齊轉呀轉，轉到我頭都暈埋。一停低，藍藍就爬到我身上，係我耳邊話：「丁當，對
唔住… 係我傷害你，我愛你呀。你番黎啦… 」    

我都未反應得切，佢就哄上黎，嘴左落我度。  呢一刻既我，真係百感交雜…
理性話我知我應該推開藍藍，因為佢心入面諗緊既唔係郭雄仁，而係丁當。但我又享受住藍藍同我近
距離既接觸，佢既嘴唇係幾咁溫暖，我都唔捨得離開。 

我抱得藍藍愈黎愈實，因為我擔心我一放手，佢就永遠唔會再番黎我身邊。  

無耐之後，藍藍係我懷內訓著左，我諗佢真係飲太多啦，醉到我點叫都叫唔醒。 

無辦法啦！我唔知佢住邊，惟有帶佢番我屋企先，總好過係遊樂場入面訓。我只好抱藍藍番麗城先，
好彩老豆老母呢個星期番左大陸姐。 

藍藍訓左我張床度，簡直係我夢寐以求既事！佢雪白既雙腿，不過不失既上圍，再加上令人疼愛、憐

惜既容貌，都令我心動不已。我足足呆望左半個鐘，小雄呢個時候都跑左出黎趁趁熱鬧。  

小雄，你要好好聽話呀！依家亂黎就真係乘人之危！就算人人都話我係壞人，我都要做番藍藍心中既
好人，更何況人地心入面無你…   

藍藍，你知嗎？今晚呢個係我初吻呀！以往都無一個女仔可以係我心入面留下深刻印象，偏偏係我望
到你既第一眼，就已經知我愛上左你。



我從來都唔信咩愛情，一直覺得自己一個都可以生活得好好，但原來唔係咁。  

我輕輕吻左一下藍藍額頭，就係佢隔離訓著左。 

點解我係藍藍心中從來都只係朋友。 



第十八章、丁：魚與熊掌

中秋節之後，我同藍藍好似又回復返以前咁嘅日子。我無問到佢果晚同大雄做左D咩， 

佢都無問我果晚去左邊，而表白嘅事我地都好有默契咁無提起，我地好似又返到去以前咁，維持住我
地好朋友嘅關係。 

日子過得好快，大雄已經慢慢咁融入左藍藍嘅生活，而kelly亦都周不時搵我msn，我嘅生活就漸漸
咁起左變化。 

有一日係i-one，肥仔俊突然問我：『你同kelly發展成點呀？人地咁多表示你就快D去馬啦』  

『發咩展呀，我地係普通朋友黎炸』 

『反正你同藍藍都無咩機，你咪食左kelly佢囉。身為你兄弟我都想你脫毒嘅』 

『咁男同女唔可以有純友誼嫁咩』 

『我唔覺得kelly淨係想同你發展純友誼關係喎』 

『但係我真係當佢朋友炸喎』 

『咁你覺得佢點丫？』 

『樣唔錯，身材唔錯，性格唔錯咁囉』 

『講到咁好仲洗乜諗呀，去馬啦』 

『但係…我唔肯定自己鍾唔鍾意佢…』 

『呢D野要試過先知嘅』 

可能因為俾肥仔俊激發左，我都主動咁搵多左kelly，我地慢慢咁由普通朋友發展成好朋友。 

話咁快到左１０月，又到左要應付測驗嘅日子。雖然我平時掛住打機上堂無乜聽書，不話哂下年都要
會考，點都要出番少少力。 

靜香： 
20:00 温書温成點呀;) 

我： 
20:00 上堂無聽過書 依家咩都唔識呀：( 
20:00 如果有人教下我就好喇 

靜香： 
20:01 我可以教你喎xd 



20:01 如果你唔介意嘅不如禮拜六上黎我屋企一齊温書丫 

我： 
20:02 會唔會唔係咁方便呀？ 

靜香： 
20:02 唔會呀 
20:02 我阿爸阿媽都返左鄉下得我一個係屋企 

我： 
20:03 咁好丫 
20:03 唔該你先喎;) 

靜香： 
20:04 haha XD 

唔知點解，雖然俾著其他男仔聽到可以上女仔屋企單獨相處應該一早已經扯哂旗，但係我就唔係點興
奮得起。 

呢個時候，藍藍突然間搵我。 

藍藍： 
20:10 你今個禮拜六得唔得閒？ 
20:10 不如一齊落海濱跑下步傾下計？ 

會唔會咁岩係禮拜六呀…但我又無得兩邊都去哂，點算好呀…    



第十九章、藍：心知肚明

依家諗起中秋個晚，真係一場夢。我個朝起身發現自己係大雄張床！  

果晚發生乜事，我都唔太記得，淨係記得自己飲左好多酒。 

發夢夢見丁當同我係遊樂場玩，果深情一吻如果係真，咁就好。  

雖然起身係大雄張床，但我相信佢乜都無做。不過我都唔敢同其他人講，連丁當都無講，比人誤會就
唔好。  

呢半個月，大家大致都番去以前咁，只係多左大雄同Kelly。丁當同我都無再提表白既事，係好定壞
呢？ 

其實我地都心知肚明，好清楚發生左既事就發生左，但我地依然選擇唔提，咁樣或者對大家都好。 

Kelly同丁當愈黎愈熟，依家丁當有時仲同Kelly兩個落去小食部。佢好似有意無意避開我咁，而Kelly
總係用我冷冷既眼神望住我。  

每次得翻我一個果時，大雄就過黎陪下我，講下笑哄我。 

差唔多每隔一個星期，佢就問我考慮成點，而我每次都笑而不語。 

諗諗下，我都有好幾個星期無約過丁當去海皮啦。 

我： 
20:10 你今個禮拜六得唔得閒？  
20:10 不如一齊落海濱跑下步傾下計？  

唔知點解，佢明明在線上，icon係綠色，但過左半個鐘都未覆我...
可能佢有野做，又唔想拒絕我，我都唔想要佢難做。 

我： 
20:48 我突然諗起我星期六有野做 
20:48 下星期再約   

丁當： 
20:48 Sorry 頭先去左沖涼   
20:49 唔得咁下星期先啦   

原來去沖涼，係我諗多左，不過算啦。 

第二朝，丁當係咁同我say sorry。其實明明係我唔約佢，但佢好似係佢做左錯事咁。 

上PE堂個時...



「今日袁Sir病左，所以男女一齊上，大家一齊玩閃避球啦！不過，最緊要都係做熱身先。藍藍，今
日你黎帶大家做。  」Miss Cheng叫我出去，我都推唔到。 

出到去，我見到丁當同Kelly係一邊細聲講大聲笑，睇到我好心痛。我愈黎愈相信當初丁當既果句「
我愛你」只係一時開玩笑，而一直係我過份認真。 

「照舊大家先做體能！Sit
up、掌上壓，30下2組。」聽到指示，我就想去搵丁當同佢一組，但我未行到去，已經見到佢幫Kell
y做緊Sit up…  

「喂！女班長，識你咁耐，當我陪下你啦哈哈」見到肥仔俊走黎搵我。明明就係佢無人陪，至少我都
可以搵大雄。不過見佢咁慘，就幫下佢... 

「女班長，你覺得Kelly同丁當襯唔襯？」肥仔問我。 

「襯... 襯嫁。」 

「咁你同丁當襯D定Kelly同丁當襯D？  」 

「痴線！你比其他人更加清楚我同丁當只會係兄弟！」 

「你睇下你幾大反應哈哈  」 

「提提你啦。擺到明果個大波妹就係鍾意丁當，至於丁當上唔上釣呢？你睇佢依家幾受落就知答案啦
。不過，你想挽救，都未係太遲。  」 

「我都唔知你講乜... 我同丁當只係好朋友，佢有女仔追，我不知幾鄧佢開心哈哈」 

「既然係咁，咁你最好慢慢遠離丁當啦，咁樣佢先真正可以放低你，從新好好生活。」 

離開丁當？點解肥仔要咁講...
平時嬉皮笑臉既佢，偶而露出呢個認真表情，我知佢一D都唔係係到講笑。成堂我都無心玩，一開波
就比人踢出局。都好既，可以坐係一邊好好咁諗下呢幾個月既事。 

落堂個時，大家都跑哂去小食部搶雞串，身為女班長既我只好自己係儲物室執野。 

聽到有D腳步聲，太好啦！有人黎幫下我！ 

「丁當，話我知... 我有咩比唔上藍琛蕾？  」原來係Kelly佢地，佢地仲要講緊我，我即刻縮係塊板
係面。 

「Kelly，你做乜無啦啦講呢D？」 

「我唔明呀！好唔容易我先拉近我地之間既距離！但... 你就...
頭先成堂你都望住藍琛蕾，你以為我唔知？  」 



「...」 

「我到底有乜比唔上藍琛蕾？無錯！我係無佢咁靚，但我自問外表唔算太差...」突然，Kelly鎖左儲物

室個門，佢拉起丁當隻手去佢胸前！！！  

「丁當，你想要乜我都比你。你開口就得啦... 無論係我既真心，定係...  」 

佢地究竟搞乜！？  
 



第二十章、丁：怦然心動

諗左好耐，我始終決定唔到要去邊一邊，所以我決定去沖個涼理清下我嘅思緒。 

估唔到我返出黎之後，藍藍已經覆左我。 

藍藍： 
20:48 我突然諗起我星期六有野做 
20:48 下星期再約 

點解佢個語氣咁嘅，唔通藍藍見我未覆以為我有野做誤會左？  不過算啦，或者咁樣可以多少幫我
省卻一下我嘅煩惱。 

話咁快就到左星期六，我上到kelly屋企。一打開門，kelly著左件連身t-shirt，下面岩岩好夠遮住佢
條底褲，一對美腿就係我眼前。  

經過上次中秋節嘅經驗，我一早已經估到kelly嘅衣著風格，所以小丁今次嘅反應都無咁大。

 

『快D入黎坐啦』  

原來kelly屋企都幾大，睇落都好似幾有錢咁。 

跟住我就同kelly坐在係飯枱温書，我一有唔明就問佢，佢次次都好仔細咁教我，雖然我係咁問佢野
都無嫌我煩，突然間發覺到佢份人比我想像中仲要溫柔細心。 

温下温下話咁快就到左４點。kelly問我：『你肚唔肚餓呀？不如食D野順便抖下丫』 

『好呀，有咩食？』 

kelly係廚房拎左成大堆零食出黎。 

『嘩…咁多邊度食得哂呀…』 

『兩個人好易食嫁炸』 

我地一路食，kelly就撩我傾計。 

『其實你都學得幾快嫁喎，教你D野都好快明，如果你上堂聽多D書成績可能會幾好』 

『咁都要你教得好先得嘅』  

『咁我教得咁好你點報答我先？』  

『…請你食飯？』 



『好呀！不如我地打個賭丫』 

『賭咩』  

『我地鬥邊個econ高分D』  

『我成績咁屎實輸嫁喎…你姐係玩我姐』  

『我岩岩教你D野你都明得７７８８啦，唔洗咁淆喎』  

『好囉，咁囂張，輸左點先？』  

『贏左果個可以命令輸果個做一樣野，點丫？』 

『好呀，你唔好後悔喎』  

『點會喎，我已經諗好要你做咩啦』  

『咁快？做咩呀？』 

kelly突然將個頭哄到好埋，嚇到我縮左一縮，佢跟住笑住咁講：『輸左你咪知囉hehe』 

食完之後，我同kelly又繼續温書，不過唔知點解kelly張櫈同我突然近左好多，佢身上面果陣香味飄
過黎搞到我專心唔到。  

『丁當，我有D攰…』跟住kelly突然間攬住我訓左落我個膊頭到。  

『你唔洗理我嫁，你繼續温啦，借你個膊頭黎訓陣』小姐，好難唔理你喎…  

佢個頭同我個頭貼得好近，果陣香味變得好强烈。為左唔好嘈醒佢，我成個身都好似僵左咁，唔敢有
咩動作。 

呢個時候，我偷偷地望一望佢下半身果條若隱若現嘅粉紅色底褲，真係好誘人  。不過
我係咁同自己講，要冷靜冷靜冷靜冷靜冷靜冷靜，不過小丁都係唔聽話咁起左身…  

就係咁過左半個鐘，kelly終於都起身，我即刻鬆左口氣。 

『做咩你塊面咁紅？』 

『下…可…可能有少少熱姐。都温得７７８８喇，我走先喇，今日唔該哂』講完之後我就拿拿聲孰野
走人。  

『我幫你開門丫』 

正當我岩岩想行出門口嘅時候，kelly突然叫住我：『丁當！』 



我一擰轉頭，kelly突然哄個頭埋黎，佢嘅嘴同我嘅雙唇對上左，我地錫左呀！！！！！！    

當我仲未搞清楚左發生咩事嘅時候，kelly同我講：『ut加油呀』  

最後我連byebye都唔記得左講就即刻走左。我到依家都仲回味緊果一下，估唔到我嘅初吻咁就俾左
佢… 

呢個時候，我諗起肥仔俊之前叫我去馬嘅野。其實諗諗下kelly都唔錯丫，佢應該有對我有D好感，唔
係都唔會無啦啦錫我啦，話唔定我真係可以試下同佢發展下… 
 



第二十一章、藍：主動離場

「丁當，你想要乜我都比你。你開口就得啦... 無論係我既真心，定係...
我個人...」點解Kelly會講d咁既野！？ 

「Kelly...」我見丁當紅都臉哂，一臉尷尬咁... 

「丁當！你唔洗答我住... 我依家淨係想問你，你對我唔通真係一D feel都無？  」Kelly好似就黎想
喊咁，眼濕濕咁望住丁當。 

「我承認係有，但...」 

「但係乜？又係因為藍琛蕾？  唔通我地星期六果一吻對你黎講都係毫無意義？  」咩話！原來
丁當星期六約左Kelly… 唔怪得佢遲遲都唔覆我...   

佢地仲要已經發展到嘴嘴，原來我真係好似肥仔所講我應該遠離丁當，因為我係多餘果個。 

「丁當，我知嫁...
你眼中永遠都係藍琛蕾最緊要，從你平時所有行為、眼神我都睇得出。最近你根本係有心避開佢，你
先係咁搵我，你估我唔知咩？曾經我都覺得唔緊要，做到你朋友已經好幸福。但係當你搵得我愈多，
我就愈唔想你離開我...  」 

「Kelly…
無錯，我當初係想搵你去避開藍藍，因為我真係頂唔順大雄成日係佢身邊痴身痴世。但依家我已經無
咁諗，我真心當你係好朋友，亦曾經對你心動...」 

聽到呢度，我真係唔想再聽落去...
一直以黎，我都已經習慣左丁當係我身邊。呢一刻發現自己係多餘果個，真係好難受，眼淚自己都滴
落黎。 

「唔好喊啦，Kelly。我知你覺得好委屈，其實你絕對唔係比唔上藍藍。」丁當抱住Kelly，拍拍佢個
頭，佢每拍一下我個心就痛一下。 

「比D時間我。我知你對我好好，而藍藍...
佢都已經有大雄，唔再需要我，況且佢一直都只係當我好兄弟。我應承你，我會慢慢放低藍藍。  
」 

呢一刻，Kelly終於都笑，而我再都笑唔出。丁當，你今次錯啦...
睇黎唔係我唔再需要你，係我唔應該再需要你。    

依家諗真D，丁當外表係幾毒，但又有幾分可愛，而且心地唔差，對人人都好好。雖然未至於好受人
歡迎，但如果佢肯，佢要搵個女朋友都唔會話好難。 

一直以黎佢都無其他女性朋友其實都係因為我。我諗...
我係時候漸漸淡出。既然我一早講好左唔要同丁當做情侶，就應該比D空間佢同其他女仔發展，如果
一直霸住佢就太自私。



叮噹叮噹叮噹... 小息終於都完。呢個小息真係過得特別長...
丁當同Kelly都離開左儲物室，我唔想上去住，見到佢地我就好似變左外人咁。 

「藍藍！你係咪係入面呀？」有人係門口叫我，應該係大雄。 

「我係到呀，大雄！」 

「太好啦！都估你係度。Miss
Wong搵你呀，要上堂啦，仲以為你發生左D乜意外。做乜仲唔上去？  」我暫時唔想同其他人講頭
先件事，所以求其話自己執野個時扭親想休息下先上去，諗住搵人幫手結果一直都無人。 

大雄一聽到我扭到，就即刻揹起我。我係咁話唔洗，一黎我無扭親，二黎我唔好意思。佢堅持揹我上
樓梯，其實我都有少少感動，特別係呢D咁無助既時刻。多謝你呀，大雄。 

第二個小息個時，我又要一個人拎D功課落去比Miss
Wong。行行下，係轉角突然有D野突左出黎，我即刻亞太區有一天成為亞太區左街，所有功課都散
落係地上面，做乜今日做咩都唔如意！  

「哼！抵死！  」一個女仔好無情咁講，我一望原來係班上面既富家女—Selina。我一向都同佢唔
太熟，但無得罪佢，佢唔幫我執番都算，仲要話我。  

「今次當比個教訓你！哈哈」另一個女同學話。佢一腳踩係我執緊既功課上面，點解要咁做！隔離幾
個跟班都係到笑。 

「唔好怪我地！要怪就怪你自己成日姣住大雄，搞到我地既Selina姐唔歡喜！  」咩話！我認得佢
地啦！佢地就係成日係籃球場邊9叫個幾個花痴。 

「正一花痴！      」 

「你講咩呀！你夠膽你講多一次！」 

「我話你地 正 一 花 痴 呀！  」其實平時我都唔會咁惡，但今日心情唔好，再加上我平時我為班做
咁多野，依家唔多謝我，仲要話9我！真係諗起都想喊...  

突然，其中一個肥婆好大力咁推跌我！其他幾個人即刻圍住我！校園欺凌係電視上面見得多，但從來
都無諗過會發生係自己身上，點算好....



第二十二章、丁：賭上初戀

叮噹叮噹叮噹...小息終於完結。真係估唔到kelly會突然間咁進取，見到佢好似想喊咁，我個心就即刻
軟落黎，唔忍心拒絕佢。 

其實諗深一層，我對kelly雖然有好感，但係我知道未去到愛嘅層次。我唔知道我係咪真係可以放低
到藍藍，又或者我只係希望咁樣可以令到藍藍妒忌… 

話咁快就到左ut，我地班嘅學習氣氛係呢個禮拜突然變得好濃厚，我同肥仔俊都無去網吧。我又諗起
同kelly嘅打賭，所以就更加落力咁去油温書。  

唔知係咪因為要油温書嘅關係，我地除左上堂會講兩句之外，其他時間都無咩傾計。即使佢on左ms
n，佢都無搵到我。我亦都慢慢開始習慣放低藍藍嘅生活。 

就係派econ卷嘅前一晚，kelly係msn度搵我。 

靜香： 
21:03 你做好心理準備聽日輸俾我未呀haha 

我： 
21:04 唔好咁自大好喎  
21:04 你顧掂自己先算啦:0) 

靜香： 
21:05 咁你諗好要我做咩未呀xd 

我： 
21:05 聽日你咪知囉  

靜香： 
21:06 btw tmr放左學之後不如一齊行返去丫  

我： 
21:06 好呀;) 

第二日，派左卷之後，我見到今次個分真係有幾大進步，連藍藍見到我個分都嚇左一跳，話唔定我真
係會贏到喎。  

派哂卷之後，miss wong就宣佈邊個最高分。 

『今次全班最高分嘅係…kelly!大家俾D掌聲』 

呢個時候，kelly陰陰嘴笑住咁擰轉頭望過黎，果一刻，我覺得自己好似俾人玩咁…  
 



小息果陣，我行埋去kelly個位度，『你贏左喇，你想我做D咩呀』  

『我今日放學就同你講』又話一早諗好左依家又懶神秘咁。 

放左學之後，我同kelly係海濱度慢慢行返屋企。 

『你依家講得你想點未呀』 

『你係咪真係咩都會應承我嫁』 

『嗯…你講左先啦』 

『…我…我要你做我嘅男朋友…』 

面對kelly嘅突然表白，其實我無咩好意外，因為我一早已經估到少少。或者好似肥仔俊講嘅咁，一
段新嘅戀情可以令我更快放低藍藍。 

『好呀』 

『真…真係得！？』 

『嗯』 

日落嘅陽光照住kelly面上燦爛嘅笑容，呢一刻嘅佢好靚好靚。見到佢咁開心，我諗我嘅決定應該無
錯。  

我地跟住拖住手一齊行，去到kelly屋企樓下。我同佢講完byebye之後，佢就錫左埋黎。同上次唔同
，佢錫完之後無縮，佢用手攬住我條頸，我感覺到佢嘴唇好軟、好溫柔。

錫完之後，我同佢講多次byebye之後，望住佢行左入去之後我就返屋企。就係咁，我嘅初戀就咁開
始左。 



第二十三章、藍：英雄救美

有無人可以救救我！？丁當... 你係邊到呀？  我唔知呢班女仔想做乜，佢地咁多人圍住我，仲要
有個大肥婆，我根本衝唔到出去。  

「你地係到做咩呀！  」 

「我地Selina姐做咩關... 大雄！」大雄黎啦！有救啦！  

「你地做乜咁樣圍住藍藍！    」大雄怒睥佢地幾個，佢地即刻無聲出，連串嘴Selina都唔出聲。 

大雄走過黎，佢地就成班散開哂，終於鬆口氣。 

「你無事呀嘛？好彩我經過，如果唔係，我都唔知你會點。」 

「我無乜野，但D功課...  」所有功課都係地下，有D仲皺哂，點同老師交代好...
大雄即刻幫我執番D野。 

「你直接同老師講發生咩事啦。」 

「無用嫁...
Selina佢地平時係老師面前形象好好，你告狀老師都唔會信。而且，Selina呀爸係校董，老師都唔會
想搞大件事。  」 

「咁... 我同你一齊搬落去啦。」一路行落去，大雄都係咁問我有無受傷。 

「早晨。4A班藍琛蕾想搵Miss Wong，唔該。」 

靚女Miss出黎，今日著左套黑色連身裙，再加對黑絲，係幾有女人味既。 

「唔該你呀女班長。咦！點解有D功課皺哂既？  」 

「我...」我都唔知點解釋好... 

「Miss
Wong！係我頭先唔小心撞到女班長，所以D功課跌落地，搞到皺哂，係我問題。Sorry！你要罰就

罰我啦。」大雄竟然為左幫我...   

「唔...」大雄即刻望實我，叫我唔好出聲。 

「今次就算啦。不過，大雄你要主動同班上既同學講聲對唔住，始終D簿佢地仲要用成年，皺左有D

同學未必鍾意。下次小心D就好啦。  」之後，Miss Wong望一望我地，就番入教員室。 

「大雄，其實你唔洗咁做嫁。」其實我依家真係好唔好意思，佢本身已經幫我解圍，依家仲要幫我認
罪。話就話好小事，但呢D小事加埋可以令我覺得欠佢好多。 



「你係想報答我既，就繼續對我咁好啦哈哈  」大雄講完，我地都番左課室準備上下一堂。

放學番到屋企，我即刻MSN大雄。 

我： 
16:05 喂喂   

㊣唔需要法寶.大雄： 
16:06 做咩呀?   

我： 
16:06 今日多謝你呀   
16:06 一次又一次咁幫我 
16:06 我唔鍾意掙人野 不如我送你一個願望當報恩   

㊣唔需要法寶.大雄： 
16:07 好呀 
16:07 係咪要乜都得先       
16:08 我要你個人得唔得哈哈   

我： 
16:08 痴線   
16:08 除左我個人 其他乜都得   
16:09 我咁值錢 先唔會咁便宜你haha 

㊣唔需要法寶.大雄： 
16:10 好好好 
16:10 我已經諗好啦 不過等UT後先話你知   

我： 
16:11 Why?   

㊣唔需要法寶.大雄： 
16:11 你呢D乖乖女 我費事阻住你讀書 
16:12 到時比我超越就唔好haha 

我： 
16:13 你有排先追上我   
16:14 你都比心機啦!!! 

呢個幾星期話咁快就完左，UT亦都順利結束。丁當今次UT好有進步，特別係Econ，我都好登佢開心
。大雄本身成績好差，佢由以住既唔合格，到依家都有六成幾，睇黎佢都落左唔少苦功。 

丁當： 
20:48 Halo   



最近，丁當都好少搵我。而我... 都過選擇左唔去阻住佢。所以佢今日無啦啦搵我，我都嚇左一跳。

我： 
20:49 做咩呀haha 
20:49 我以為你呢排好忙 唔得閒理我添   

丁當： 
20:49 今晚搵你係有D重要野同你講 
20:49 我亦都想你第一個知道   

我： 
20:50 懶神秘咁 快D講我知啦!!!!!!!!   

丁當： 
20:50 我 
20:50 同 
20:50 Kelly 
20:50 一 
20:50 齊 
20:50 左!!!!!!!! 

     竟然係咁！？呢一刻，我真係好唔開心，我好希望自己只係發夢...
我再唔可以同丁當一齊番學、唔可以依賴佢。  

話就話呢一排少左好多搵丁當，但其實我心入面好掛住佢、好想搵佢、好希望番去以前兩小無猜既日
子。  

直到呢一刻，我終於清楚知道我同佢已經無可能好似以前咁。 

我： 
21:02 死仔！估唔到你咁毒都溝到女haha   
21:02 要好好對人呀 知唔知呀？  

丁當： 
21:03 緊係啦! 
21:03 一向好哈哈   

我： 
21:04 你睇你開心到呢haha 

21:04 你唔好再同我行番學啦 唔想Kelly唔開心   

丁當： 
21:04 唔緊要嫁 佢唔介意 反正我地同路   

我： 
21:05 女仔係口不對心haha 



21:05 你陪多D人地啦 
21:05 唔想你一個星期就失戀 跟住喊住黎求我安慰你   

丁當： 
21:06 咁衰嫁你   
21:06 聽日陪埋你番啦   

我： 
21:07 唔洗啦 我聽朝要早D番去幫Mrs Lam整D野 
21:07 今晚有D 支力 
21:08我訓先啦 早抖   

女之後，我就即刻較到「顯示為離線」。我咩都唔想再理... 明明係我自己拒絕丁當，依家人地有 朋友
又要傷心，點解我硬係要咁犯賤！      
 



第二十四章、丁：天各一方

同藍藍講完我同kelly嘅野之後，見到佢無嬲，仲識得串我，成個人都好似鬆一口氣咁。我同左kelly
一齊，咁樣我就應該可以同藍藍以朋友嘅關係一直相處落去。 

靜香： 
21:15 你聽日得唔得閒呀  
21:15 不如一齊食lunch丫XD 

我： 
21:16 好呀 

第二日返到學校，一早就已經見到大雄係度同藍藍傾計，佢又話要幫Mrs Lam做野嘅…  

呢個時候，kelly突然彈出黎：『我地今食咩呀？不如去食越棧丫  』 

『好…好呀，你鍾意啦』 

無幾耐Miss
Wong就入左黎，佢手入面拎住張紙：『大家呢家個位都坐左個半月喇，係時候調下位。依張係新嘅
坐位表，大家聽日就開始跟住佢黎坐啦』 

Miss
Wong一走左之後，有成半班衝左出去睇座位表，我當然有份。我自己就會坐係靠窗個角落位，真係
打飛機都無人知  kelly咁岩就坐係我前面。而藍藍就左係我嘅對角，天各一方，而坐係藍藍隔離嘅

係…大雄！！！    

Hi有無咁岩呀！  呢個時候我望一望大雄，見佢望住張座位表係度陰陰嘴笑個樣真係好黑人憎。
不過算啦，唔通我同Miss Wong講我要同大雄調位咩… 

話咁快就到左lunch time, kelly一落堂就走過黎捉住我隻手：『我好肚餓呀，行快D啦我地』 

我俾kelly捉住走嘅時候，我回頭望左望藍藍，佢都望緊我，個樣好似有D
sad咁，一見到我望住就即迴避我眼神。藍藍點解會唔開心嘅？應該係我一時睇錯姐。 

『兩個豬扒白飯丫，一個要多蔥。一杯熱檸茶，一杯椰汁冰，唔該。』 

『係呢，遲D就係halloween喇喎，不如我地一齊去OP玩丫  』 

『係喎，又到halloween喇喎。我ok呀，不如搵埋藍藍去丫，我之前中秋都無同佢慶祝，今次都掉低
佢好似唔係咁好咁』 

『…淨係我地兩個去唔得咩…』kelly把聲變到好細，好似唔係咁開心咁  

『我同佢真係朋友黎嫁炸，同埋我唔係果D重色輕友嘅人』 



『咁算啦…你鍾意點就點啦』 

『好啦，咁我返到去問下佢啦』 

食完飯返到課室，藍藍又坐左係度同大雄傾計。 

『藍琛蕾，遲D halloween不如齊去OP玩啦』 

『下…不如你同kelly兩個人去啦，我唔想做電燈膽喎』 

『有咩所謂姐，我地識左咁多年，廢事你話我重色輕友』 

『你地去OP呀？不如預埋我丫』大雄無啦啦搭把嘴埋黎。你D面皮有無厚到咁呀  

『咁不如…我地４個一齊去啦，人多熱鬧D好玩D嘛』連kelly都企埋去大雄果邊，咁我都無野好講啦
… 

『咁…好啦，我都去啦』算啦，雖然俾大雄痴到埋黎，不過藍藍肯去就唔同佢計較。 

就係咁，我地４個看似有D關係但又唔算好熟嘅組合就約埋一齊去OP喇… 



第二十五章、藍：二人世界

㊣唔需要法寶.大雄： 
16:12 藍藍 
16:12 你今次UT考得好似幾好喎  

我： 
16:13 都ok啦haha 
16:13 你好似進步左好多咁  

㊣唔需要法寶.大雄： 
16:13 最佳進步獎非我莫屬hahahahahahaha 

我： 
16:13 自大獎就有你份 自大狂! 

㊣唔需要法寶.大雄： 
16:14 係呢 之前你咪話我可以有個願望既  
16:14 ummm 我想要... 

我： 
16:14 要乜呀haha 你平時咁厚面皮 唔洗依家先黎怕羞喎  

㊣唔需要法寶.大雄： 
16:15 你可唔可以親手織一條頸巾比我? 

頸巾！？我之前都未織過，一織就要花好多時間... 

我： 
16:16 Sorry呀 大雄 
16:17 唔係我唔想織... 
16:17 而係呢排比較忙 UT完左好快又exam啦 

㊣唔需要法寶.大雄： 
16:17 我都明既... 
16:17 nvm la 我諗過其他野  

我： 
16:18 不如 我織手繩比你haha 不過可能好樣衰  

㊣唔需要法寶.大雄： 
16:18 好呀!!!!!!!!!! 唔好走數喎  
16:19 幾樣衰我都要既  

話咁快又過左一個星期。自從調左位之後，我同丁當一日都唔知有無講夠五句野。一黎係坐得遠左，
二黎我一搵丁當，Kelly就會望實我，搞到我周身唔聚財。  



相反，大雄坐左係我隔離之後，唔知點解我會好有安全感，佢時時刻刻都陪住我，個班MK花痴妹都
唔夠膽再搞我。 

「藍藍，聽日就係哈老喂啦，好興奮呀！」 

「我都係呀，因為我好期待睇到你比鬼嚇親果個狼狽樣哈哈」 

「我郭雄仁天不怕地不怕，我諗你要失望啦！」  

「睇下點！」說話就咁講，其實我驚到想死，由細到大都好怕呢D野，有時夜晚一個去廁所都淆哂底
。 

「我聽日同你一齊去啦，我過黎海濱接你再一齊行去西站啦。」 

「都好！」 

第二日準時六點，我同大雄已經係OP大門口，而一直都未見到丁當同Kelly。 

「有無搞錯嫁佢地？連丁當都唔聽我電話！  」 

「唔好咁啦，藍藍。佢地唔黎我地咪過二人世界囉哈哈  」 

「你就想！」 

「Sorry呀！我地遲到。」一轉身就見到丁當同Kelly跑緊過黎。嘩嘩嘩！乜Kelly變得咁西利既！？

佢除左眼鏡，戴左副con，仲化左個淡妝，齊陰既佢成個日本娃娃咁。平時讀書樣，又唔點出聲，一

打扮起上黎原來咁靚女。佢仲要著左件螢光黃既性感小背心    ，再加條白色既超短迷你裙，
身材好到不得了！難怪丁當...  

「我地行啦！」Kelly之後一手就拖實丁當行入去，好似都唔多想理我同大雄，丁當都有少少尷尬咁
望住我。 

「不如坐纜車上山先，果邊個D好似刺激D！」唔係呀嘛，大雄一黎就玩想玩刺激D！！睇黎佢真係
一D都唔驚... 

「都好呀，反正我都好耐無搭纜車。你想唔想呀丁當？」 

「你地話點就點啦，我無乜所謂。」之後就一齊去等纜車，條隊長到不得了。 

等左好耐終於下一個到我地啦。 

「小姐，請問你地幾多位？」職員哥哥好友善咁問我地。 



「兩位呀，唔該。」Kelly即刻答。兩位！？  咁我同大雄呢？ 

「藍藍，你同大雄搭下架啦。我同丁當行先，陣間見！  」跟住佢就死捉左丁當上車。 

我同大雄亦都無可奈何咁上左後面個架。 
 



第二十六章、丁：心中有刺

我都估唔到kelly會突然拉左我上車，果下我真係有D燥燥地  。我一上到車之後就同kelly講：『你
做咩呀？  』 

『我地兩個坐唔好咩？』 

『咁我地一齊黎唔係應該一齊坐咩？』 

可能kelly見到我有d惡，所以有d眼濕濕咁， 佢話：『藍琛蕾真係咁重要咩？  』 

我見到佢好似想喊想喊咁，我都費事發佢脾氣：『算啦』 

『你嬲我？  』 

『我無嬲你，只不過你下次咁做之前可唔可以同我講聲先呢？』 

『得…你唔好嬲我就得喇…  』 

見kelly楚楚可憐個樣，我都嬲佢唔落。我擰轉頭望下藍藍同大雄，見到佢地孤男寡女共處一車，我
個心好似有d隱隱作痛咁，跟住我都唔夠膽再望佢地  。 

呢個時候kelly突然攬住我：『丁當，其實我咁做都係想可以有空間同你獨處下，我唔想你淨係掛住

望藍琛蕾唔理我…』kelly講講下講到把聲好似就黎喊咁，真係嚇到我個心離一離  。 

我即刻攬返佢拍下佢個頭：『唔好喊喇，我真係無嬲你，我點會唔理你呢』 

kelly聽完之後，好似開心返d，跟住就拎左部相機出黎四圍影。 

等埋藍藍同大雄都落左車之後，kelly就好興奮咁捉住我隻手話：『不如我地去玩下過山車熱下身先
啦！ 』 

對於我呢個毒向左走向右走黎講，黎op嘅次數已經唔多，更加唔好講坐過山車。我諗我果陣應該面
都青埋  ，不過我見到大雄好雀躍個樣，我無理由係自己條女同藍藍面前淆底咁７假，咁唯有頂硬
上啦  。 

排緊隊果陣，見住架車係度飛黎飛去，我真係好向左走向右走驚呀Hi！！！！！    終於到我
上車喇，望住kelly坐係我隔離表現到好興奮，我就更加不安。結果成程車我都合埋左隻眼，我講左
幾多次Hi都已經唔記得左，相反kelly就叫得好high，相比之下我真係７到無朋友  。 

好彩之後我地玩嘅野都無咁激，而kelly嘅情緒都已經正常返。係玩緊嘅時候，我偷偷地咁望藍藍，
發現佢同大雄突然間好似熟左好多咁，成日都玩到好埋，甚至比我同kelly更似一對情侶。 

玩到攰攰地，我地搵左個地方坐低抖下。kelly話:『不如抖完之後我地一齊去打大佬囉！  』 



『姐係鬼屋？』大雄問。 

『Bingo！  』 

係喎！差d唔記得左仲有鬼屋添！雖然我就唔驚鬼嘅，不過如果一陣係kelly或者藍藍面前俾人嚇到大
叫咪好７？  

我地排緊隊嘅時候，我望住果間好陰森嘅鬼屋，我嘅心跳開始加速… 



第二十七章、藍：七天試用

一上到纜車，我就好唔爭氣咁喊左出黎。明明我就唔係丁當既邊個，偏偏見到Kelly同丁當咁，我就
好唔開心...   

「藍藍，你做乜事！？做咩無啦啦喊？  」 

「我無事呀...」 

「咩無事！你都喊左出黎啦...
我知啦。你一定係因為丁當...」乜真係咁明顯咩？望向前面架纜車，見到Kelly攬實丁當，我喊得更加
厲害。 

「當初，係我將丁當推得更遠。依家既我根本無資格係到妒忌Kelly...  」 

「藍藍，你咁又何苦呢？相信我，我會比丁當更適合去照顧你。比個機會我...」大雄拖起我隻手，捉
得實一實。我望實佢，係佢眼中完全感受到佢對我無盡既關懷同愛意。 

「大雄...」呢一刻既我仲未完全可以下定決心同大雄一齊，始終丁當係心中依然佔有好重要既位置。 

「藍藍，我知咁樣要你同我一齊唔係太好。不如咁，你比七日試用期大家，睇下大家適唔適合對方。
七日之後，你再好好咁做決定，好唔好？  」 

可能，我應該比個機會大雄。一直以黎對佢視而不見，咁對佢太衰啦。況且，我依家發現大雄既溫柔
已經慢慢咁感動左我。 

我點點頭，大雄即刻攬實我。 

一落車就去玩過山車，開頭都有D淆。一上車，大雄就拖實我，唔知點解，個心即刻定哂。嗌完一程

車，個心好舒服，頭先所有既不愉快都嗌哂出黎。      

Kelly話:「不如抖完之後我地一齊去打大佬囉！」 

「姐係鬼屋？」大雄問。 

Kelly興奮咁話：「Bingo！」 

「好啦，我地快D行！」我都即刻跑去鬼屋既方向。

排隊都排左九個鐘，一路上我地都係到求求其其傾下學校D野。排得愈近個心就愈驚。排排下，仲要
有幾隻鬼跑出黎嚇下你，嚇到我即刻躲係大雄後面。 

相反，Kelly就好enjoy，笑得好開心，原來佢份人咁大膽。  

「歡迎參加地獄之旅！入左黎就唔好諗住有命出番去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羅蘭姐把聲一出



，真係嚇疾哂我地。我見連Kelly都無頭先咁興奮，我就更加驚到想死。  

我地四個連同另外一對情侶分成一組，逐個逐個咁行入去。第一個係大雄，之後先到我，我一路都唔
太敢望出去。 

「嘩！      」Kelly同丁當大叫左一聲，佢地隔離有隻彊屍無啦啦跳左出黎，大雄反而一直係
到傻笑。 

我見Kelly撓實左丁當，我都即刻捉實大雄。因為咁樣，我先可以證明比大雄睇我都好重視佢。我唔
想佢覺得我係因為得唔到丁當先同佢一齊，因為我知係我心底裡，大雄都好重要。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有隻女鬼係地上面爬出黎，嚇到我即刻攬實大雄。大雄擰轉頭
對住我笑一笑，緊緊咁拖實我。 

呢個時候，我feel到丁當同Kelly望實我地，我想放手，但大雄捉得我太緊。 

或者咁樣都好，可以令Kelly唔再針對我，亦可以令丁當真正咁放低我。成程有大雄係身邊，我都即
刻覺得唔太驚。 

一出到去門口，我依然拖實大雄。丁當望實我，臉上係失落既表情。反而，Kelly比以前開心得多，
開始同我地有講有笑，仲突登請我地飲野。 

丁當，記住要好好對Kelly，因為佢好愛你。



第二十八章、丁：後悔莫及

望住藍藍同大雄兩個攬到實一實，果下我個心沉左一沉，好似俾人打左一下咁，好痛。  

原來企係藍藍身邊嘅已經唔再係我，而企係我身邊嘅亦都變左做kelly。原來同左kelly一齊並無令到
我放低藍藍，反而係一個最簡單嘅拖手同攬抱先至反映到一個人對我地嘅重要性，同埋我已經失去左
藍藍呢個事實。 

我好想强顏歡笑，只不過我諗我應該做唔到喇。kelly可能都發現到我個sad樣：『做咩咁唔開心呀？
俾鬼嚇到傻左？』 

『無…無野呀，可能有d攰姐』 

『咁不如…我請你飲野丫，請埋佢地兩個  』 

『５５…』 

見住藍藍同大雄出左鬼屋都仲拖住手，我就好似聽到愛情永恆嘅嘲笑聲  。原來最痛嘅距離並唔
係你不在身邊卻在我心理，而係你係我身邊但我唔係你嘅心入面。 

跟住落黎我都無咩心機玩，成程都係皮笑肉不笑咁，我只係想搵個地方一個人摺埋好好靜下。 

返到屋企，我開着部電腦，見到藍藍仲未on
msn。我開住個msn一直等，等佢變綠色，而我一直就咁坐定定係個mon面前郁都無郁過。等左好
耐，佢終於on左。 

我： 
22:52 halo 
22:52 今日玩得開唔開心先xd 

藍藍： 
22:53 開心呀haha 
22:53 玩鬼屋果時你好似驚到死喎xd 
22:53 你咁樣點保護kelly ah  

我： 
22:54 我交下戲俾你地睇姐 邊有驚姐  
22:54 btw你今日攬到咁實唔會嚇親大雄咩haha 

藍藍： 
22:54 其實我同大雄一齊左喇haha  
22:55 所以先攬實佢xd 

我： 
22:55 又話老友 有拖拍都唔同我講 



藍藍： 
22:55 我地唔係一齊左好耐炸 
22:56 你唔好咁快同人講住呀  

我： 
22:56 得喇 

22:56 咁我唯有祝福你地啦  

藍藍： 
22:57 多謝哂喎：) 

雖然我都已經估到答案，但係由佢親口講出黎果下我都唔係好接受到。  

人就係咁犯賤，當你擁有嘅時候你唔會去珍惜。當你失去佢嘅時候你先會發現到佢係幾咁重要，不過
遺憾嘅係你已經無機會再去擁有佢。 

第二日返學，kelly一早就返左黎，我一坐低就係咁撩我傾計。過左無幾耐，我就見到大雄同藍藍係
走廊一齊行返課室，原來佢地已經一齊約埋返學。 

上緊堂嘅時候，我得閒就會偷望下藍藍，不過望親佢幾乎都係同大雄細聲講細聲笑。佢地小息果陣仲
要落埋佢，我連偷望嘅機會都無埋。  

原來，一個課室嘅距離竟然可以將我同藍藍嘅拉得咁遠。



第二十九章、藍：三人同行

「呢排女班長同大雄玩到好埋囉，你估佢地會唔會拍緊拖？  」 

「咁丁當點算？  佢地以前唔係好friend嫁咩？」 

「依家丁當咪同左個大波妹一齊囉！    都唔知佢前世做乜9，咁好彩又有靚女、又有大波妹
鍾意佢。我都想呀！！！！    」 

「你FF下算啦，傻的嗎仔！  」後面有幾個男仔係到討論緊我地，以為自己好細聲，其實大半班都
聽到佢地講乜，佢地真係好討厭！    

「喂！你班毒ling好收嗲啦！藍藍同丁當既事關你地屁事！  」本來我想扮聽唔到，但大雄知我唔開
心，就忍唔住開聲鬧佢地。 

「算啦，大雄。佢地講下姐...  」我拉住大雄，驚佢嬲起上黎唔知做乜。 

「佢地講乜都得，就係話你就唔得！」其實心入面都係到暗爽緊哈哈。 

我即刻拉佢落去小食部，等佢下下火。 

「藍藍，你做乜拉走我？等我打9佢地，睇下佢地仲敢唔敢咁多嗲！  」 

「唔好咁火啦，我唔介意喎，反正佢地講緊事實姐...」 

「你呀... 頭先成個sad樣出哂黎，仲係到逞強。」 

「咁係有少少既。唔講呢D啦，我今日放學要去補P Chan呀，今日係新一期，你一唔一齊呀？」 

「補習？食得嫁？哈哈  」 

「我地出年就要會考啦，緊係早D補定，雖然P Chan真係幾煩膠。」 

「既然你叫到，我就去啦。」好yeah！大雄肯陪我補，我就唔洗咁悶。  

今期報左4:15個班，再加上大雄要辦手續，放左學唯有即刻狗衝。一搞完手續，行入班房就見到一個
好熟悉既身影... 

「丁當！點解你係到既！？  」 

「藍藍！同...大雄。」 

「你唔係不嬲好討厭補習嫁咩？  」 

「係既，但Kelly係咁叫我同佢補習。你地都知佢讀書幾屈機嫁啦，所以我咪諗住偷偷地補番一個月



，打下個底先囉，點知又會咁好彩撞正藍藍你... 地哈哈。」 

成堂我都好唔專心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無諗過會同時同大雄仲有丁當一齊補習，氣氛好尷尬。結
果，今堂淨係有抄野，其實一隻字都無聽過入耳，成個腦都係到諗呢2個月所發生既事。原來2個月
已經可以變化咁大...  

落堂啦... 死啦，又出現一個問題。唔通要3個人一齊行番去搭車！？  

「唉！乜原來上P Chan會咁 支力！」大雄一出班房就話。 

「我行先啦，我要去一去南豐買野比Kelly。  」丁當之後就一支箭咁跑出現代。 

呢個時候，真係鬆一口氣。但見住丁當個身影愈縮愈細，最後消失係人群之中，我個心好痛，仲痛過
之前...  

「藍藍，你做乜唔出聲呀？」 

「無呀，我太眼訓姐。次次補完習都會咁。」 

「我陪你慢慢行番海濱啦，反正仲有時間。  」 

「都好。」習慣就好。 

藍琛蕾，你要好好記住，係你身邊陪住你、錫住你果個叫大雄。你對佢唔住，你呢一世都原諒唔到自
己嫁！ 

行到去荃灣公園果時，大雄叫我坐低係側邊D長凳度。 

「你合埋眼，我比D野你。  」又懶神秘咁！ 

「嘩！點解既？」眼前竟然係好耐之前我睇中左既一對食鬼耳環！    

「上次見你係櫥窗望左佢好耐，所以咪買比你，當係多謝你比個機會我地一齊。  」大雄笑得好開
心，而我亦都一樣。唔單止因為佢買野送比我，而係我完全感覺到佢好愛我、好錫我。  

藍琛蕾，記住要好好對大雄，因為佢好愛你。



第三十章、丁：套的抉擇

從來都唔讀書嘅，竟然會因為陪女而走去補習。當我同肥仔俊講我要去補習嘅時候，佢以為我傻向左
走向右走左，其實我都係咁諗。 

不過去完op之後我就諗通左，我應該要放低藍藍，因為我身邊已經有一個好愛我嘅人。 

就係咁，我今日放學嘅節目終於唔係去網吧或者打波，而係單機去補習社。 

我去到補習社，坐低左無耐，竟然俾我撞到大雄同藍藍！  有無咁好彩呀… 

結果成堂我都聽唔入腦，佢本身講d咁難我已經唔係好追到，仲要坐係大雄同藍藍隔離，最後上完堂

我都學唔到d咩…  

一落堂之後，我就求其作左個藉口走左，費事要做佢地電燈膽咁尷尬。 

日子慢慢咁過，每日返學等放學，放學等補習，補完習就送kelly返屋企。望到藍藍同大雄出雙入對
，我已經漸漸咁麻木，無咁大反應。 

雖然係咁，我同藍藍都仲keep住有msn，只不過次數已經無之前咁多，而話題亦都加入左彼此嘅感
情生活。 

有一晚，kelly係msn度同我講。 

靜香： 
22:45 後日就係我地一個月記念日喇  
22:45 不如上我屋企玩丫  

乜咁快就一個月喇，你唔講我都唔知喎… 

我： 
22:46 你屋企有咩玩呀  

靜香： 
22:47 大把野玩啦haha 
22:47 你上到黎咪知囉死蠢xd 

第二日，我同肥仔俊吹水果陣口快快咁講左聽日會上kelly屋企。 

『嘩！你地發展得咁快嘅！    』 

『咩呀，你係咪諗多左呀，上屋企唔一定要卜野嘅  』 

『唔卜野唔通吹水咩！咁樣叫得你上去姐係預左俾你食啦，有食唔食罪大惡極呀  』 



『你睇av睇上腦喇  』 

『你唔想咁快做爸爸就帶定袋上去啦』 

『痴線』 

雖然講就咁講，不過我都有認真考過買唔買套上去嘅問題。如果佢唔想卜但係我帶套上去俾佢發現左
咪好尷尬  ？但係唔帶嘅話如果要卜又要特登落樓下買又會破壞哂個氣氛喎。究竟點算好呀…  

果日朝頭早，我去緊kelly屋企嘅時候經過一間７仔。我行左入去，望一望收銀櫃下面果d一盒盒五顏
六色嘅套。我唔敢企係度慢慢揀，咁就唯有係間鋪入面行黎行去，再偷偷地咁望d套。 

唔知係我黑仔定係間７仔真係咁好生意，成日都有人係度俾錢買野，等我想落手都唔得  。我見到
個店員都開始留意我，費事俾佢報警拉我，我都拿拿林走左無買到。

上到kelly屋企，見到佢着住吊帶背心加條短褲，我已經見怪不怪。我一行入門口，佢就突然間攬住
我黎錫，跟住同我講：『一個月快樂！』  

『一…一個月快樂』我一時間仲未反應過黎。 

『我整左張卡俾你呀，你快d睇下  』 

kelly拎左張a4 size嘅卡出黎，上面有一張我地係op時影嘅合照，上面仲寫左d肉麻又幾warm野。 

我睇睇下突然有d內疚，我上kelly屋企之前淨係掛住買唔買套，但係就咩都無準備送俾佢，反而佢就
咁有心機整左張卡俾我，果一刻我真係覺得自己幾衰仔  。 

『sorry呀，我咩都無準備到就上左黎…』 

『唔緊要啦，我要你個人咪夠囉  。張卡靚唔靚先？』 

『靚呀，我會收好佢  』 

『咁就好喇。我屋企有wii喎，你岩唔岩玩？  』 

『無所謂呀』 

見住kelly彎低身拎碟嘅時候，佢個patpat好自然咁凸起左，我忍唔住望左一望，發現佢個shape真
係好吸引，又圓又大，真係好想一野後入佢  ，不過我當然無咁做啦，但係呢個時候小丁亦都已經
起左身… 



第三十一章、藍：試用完畢

眨下眼又一個星期... 

「藍藍，早晨呀！咳咳...」大雄一大早又企坐巴士總站等我。 

「都話你唔舒服就唔好行過黎海濱陪我啦！又唔聽話嫁！  」把口係咁講，其實心入面係開心既。 

「咁我掛住你嘛！況且... 今日好重要呀。萬一你拒絕左我，我都要好好享受埋今日佢哈哈。  」係
喎！今日係七日試用期既Last Day！ 

「你又知我會拒絕你？  」 

「唔知嫁，但都有可能既。  」 

「你想唔想知道答案？我依家就可以話你聽。」 

大雄以那些年入面柯騰既口吻話：「拜托不要現在告訴我，請讓我繼續... 咳咳咳咳！」 

「你睇下，係到扮型，結果7到飛起哈哈！  」 

「咁無良心嫁你！」 

「不嬲嫁啦哈哈。你呀... 注定要比我笑你一世。」 

「唔係答我又要做你『一世既兄弟』呀嘛...  」 

「白痴！係做『一世既男朋友呀』！  」大雄聽到之後，開心到係條街度嗌左出黎。雖然街上面D人
都覺得佢係痴線佬，但見到佢傻下傻下咁，真係好可愛。 

「行快D啦傻仔！再唔行就要遲到。」 

「知道啦，女！朋！友！  」 

「你咁大聲，全街都知啦！」 

「我就係要全世界都知藍琛蕾係我郭雄仁既男朋友！咳咳咳...」 

「你睇下你，一激動又咳啦！  」

成個上午，大雄雖然係咁咳，好病咁既樣，但佢都勁興奮。到左lunch，佢病到講唔到野，把聲沙哂
。我摸下佢額頭，超級熱！  

「大雄... 下奏去睇醫生之後番屋企訓一覺啦，你發緊燒呀！  」 



「我唔要呀！  咁難得我地先正式... 咳咳咳咳咳...」 

「拿拿拿！你睇下你，病到咁... 一係我陪你一齊請假去睇醫生啦。」 

「咁咪姐係要你逃學陪我...」 

「一次半次唔緊要啦。」我即刻打比呀媽，同佢講我好唔舒服，要請假去睇醫生。 

「搞掂啦。你陣間叫你呀媽打電話啦，我地快D去荃豐中心睇醫生。」 

「打電話請假姐，我最擅長哈哈。  」佢打番學校之後就壓低把聲扮係佢老豆講野，真係好搞笑。 

「嘩！乜你唔驚佢打比你屋企人問嫁咩？」 

「咳咳...
佢地好多時係外地工幹，邊得閒聽呢D電話。」醫生話大雄只係感冒，訓多D、食下藥就好快無事。 

我見大雄燒到呆下呆下咁，決定送佢番屋企。 

「平時你都送我番去，今日到我啦！我上埋去煲粥比你食，之後食藥啦。睇你個樣，番去一定唔會好
好休息。」  

「好呀！咳咳咳... 估唔到藍藍都識煲粥。      」其實我都未煲過，不過病左食粥比較好，等我試
下先。

「Sorry呀... 第一日已經要你咁辛苦照顧我。  」 

「傻豬！呢個係我責任黎嫁。遲D你養我當還債啦哈哈。」 
 



第三十二章、丁：天使魔鬼

『打網球你岩唔岩呀？』 

『我無所謂呀』 

『咁我地一齊打啦  』 

本身打網球都無乜野嘅，不過每當kelly揮碌棍去打嘅時候，佢對波就震一下    。佢一路玩佢
對野就一路跳  ，我點樣專心到丫… 

我最後就係係完全無反抗能力之下就俾佢ko左…  

『你岩岩玩果陣做咩咁唔專心嘅？  』 

『無…無呀，網球不嬲都唔係我强項黎嫁啦』 

『但係我見到你岩岩玩果陣成日望住我喎，擺明就唔專心啦。講！你係咪有咩不軌介圖呀？  』kell
y陰陰咀笑住咁同我講。 

『邊…邊度有姐，你諗多左喇』 

kelly突然成個人哄到好埋：『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  』 

『你講咩呀？  』 

『你下面突起哂喇  』 

我夠知道硬左啦！  但係我都要忍住，唔可以咁快失守嫁丁當！  

『我未硬果陣都已經係咁嫁喇喎』 

『有無咁西利呀，等姐姐睇過…  』 

kelly伸左隻手去摸小丁，雖然我想stop佢，但係又俾佢摸得幾舒服咁，所以我就由佢繼續摸，而小
丁亦都越黎越硬…  

摸摸下，kelly突然間拉開左我條褲鏈！  

『你…你做咩呀！？』  

『等我幫你啦  』 

當我想縮開嘅時候，kelly已經一手拎左小丁出黎揸實佢，搞到我郁都唔敢郁。 



跟住kelly隻手就自動波咁上下套弄，佢係度幫我打飛機！  

我…我係咪發緊夢呀！？  以往見過無數次嘅av情節竟然會係我面前上演，我一時間黎唔切反應，

果陣時嘅我淨係知道…………好爽好舒服呀！  

kelly隻手不斷上下咁chok，我feel到我個龜頭已經忍唔住喇，白色嘅龍液噴射而出，kelly一時避唔
切搞到塊面中左d精。  

『sor…sorry呀，我一時忍唔住就射左  』 

『唔緊要啦，你覺得爽咪得囉』 

『都…有d爽嘅』 

『咁你仲想唔想再爽d？』kelly又將個頭哄到好埋。你咁樣擺明係西痕姐！    

天使：唔得嫁丁當！你唔係個咁隨便嘅人黎嫁，快d拒絕佢啦，你要企硬呀！  

魔鬼：丁當！你做左十幾年處男，依家終於有機會擺脫魔法師嘅宿命，快d上佢啦！  

天使同魔鬼係我個腦度不停爭論，我要爆喇！依個時候，我突然間諗起藍藍，望住眼前嘴角仲有少少
精嘅kelly，我忽然間好有罪惡感，無哂胃口。  

『Sorry呀，我諗我地唔應該發展得咁快，或者等我冷靜先再搵你啦』講完呢句之後，我收起小丁拉
埋褲鏈，跟住就不帶一片雲彩咁輕輕地走了。  



第三十三章、藍：玉帛相見

「藍藍，你上一次上黎已經係中秋啦。」 

「係呀，果次無啦啦比個變態佬抱左上黎。」 

「咩變態佬呀？我果晚乜都無做過呀。咳咳咳...」 

「你夠膽話你自己無打過飛機？」 

「嘩！照你咁講，全個世界既男人咪都係變態！況且，我先唔會話你聽我有無打。」大雄一臉尷尬樣
，好可愛。 

「話時說，你上一次打飛機係幾時？」大雄即刻擰轉面。 

「無 無呀 最近都無打，我先唔就話你知哈哈，你知黎估乜喎。」 

「我關心下小雄既健康狀況姐。」 

「你洗咪測試下佢呀哈哈」 

「痴線！我去煲粥。」之後，我就去左廚房。 

咦？個煲係邊？幾經辛苦揾到個煲，又出現一大難題！ 

煲粥要落幾多水！？ 

突然有人係後面抱住我，話：「咳咳咳... 唉，我都估到藍小妹妹唔識煲粥。」 

大雄好熟手咁洗米、加水。 

「Sorry呀... 明明係我應該好好照你...」 

「洗乜講sorry。你陪我睇醫生，又成日陪住我，已經好夠。」大雄又公主抱咁抱我出廚房。 

「嚇死人咩！無啦啦咁抱起人！」 

「咁你係我既公主呀嘛哈哈」呢個大雄，病左都仲口花花，不過我又幾開心喎。 

「你快d去訓陣啦。」 

「好呀，不過我要藍藍同我一齊訓。」 

「好啦好啦。」大雄就抱左我入房。佢抱我上張床度，之後自己係到除衫。 

「嘩！你想點呀！？」佢仲係不停除衫。 



「我平時習慣除哂衫褲訓嫁，如果唔係會訓唔著。咳咳咳」 

「你等等！」我即刻擰轉頭，話：「你除完之後入左被先叫我開眼！」 

「乜藍藍咁保守哈哈！」 

話就話係被入面，但一諗到大雄一絲不掛訓係我隔離，我就緊張到講不出聲！ 

「藍藍，你塊臉又紅到蕃茄咁，你又發燒咩？」 

大雄即刻哄過黎，想比下我地既額頭，我即刻大嗌：「唔好過黎呀！」 

「哈哈哈 你真係好可愛呀！放心啦，我唔會食左你嫁，要食上次就食左啦。咳咳咳」 

其實我唔係怕大雄對我做d咩，係自己第一次同個無著衫既男仔係張床度。 

大雄攬實我，話：「我呀 如果可以日日咁樣攬住你訓，我真係唔介意日日病。」 

「傻瓜，唔好講d咁唔吉利既說話。」我想嘴佢一下，點知大雄擰頭。 

「我病緊呀，唔想傳染你。」 

「一下姐，當紀念下我地正式起埋一齊哈哈」我好快咁嘴左埋去大雄度。



第三十四章、丁：長州之旅

搭緊 車立
果陣，諗返岩岩個情況都真係幾危險，如果我唔係突然聖人上身，我依家應該已經俾kelly奪去左我
嘅初夜… 

身為一個男人，係咁嘅情況下正常都唔會把持得住，其實我都有一剎好有衝動想推倒kelly  ，只不
過，可能係我個腦入面仲有一個好天真、好傻嘅諗法ｰｰｰ我同藍藍仲有希望  。 

我知你一定會話我好傻的嗎，有得食都唔食  。不過如果我真係卜左佢嘅話，我諗我會仲內疚。 

返到屋企一開着部電腦，kelly已經係msn度打左段千字文俾我  。 

靜香： 
13:22
對唔住呀><係咪我手勢唔好搞到你唔舒服，定係你覺得我太進取，你同我講啦，你就咁無啦啦走左
去我真係好驚 如果我有咩唔岩嘅你就出聲啦，你唔好唔理我就得嫁喇TT 

咁大個仔第一次收到d咁長嘅msn，我一時之間都唔知俾咩反應佢好…  

我： 
14:19 其實你無做錯野，只不過係我覺得我地嘅關係好似發展得太快，所以我諗我要d時間適應下姐 

靜香： 
14:20 唔緊要喎  
14:20 你無討厭我就好  

見到kelly好似無乜野咁，我都安落d，無咁自責。 

跟住返到學校，一切又好似無發生過咁，kelly依舊會上堂擰轉頭同我傾計，果日嘅事我地都好有默
契咁唔再提起。 

話咁快又到左一年一度嘅picnic，今年我地去長州。去之前果日，kelly好興奮咁話要同我襯衫。 

『不如我地聽日一齊著情侶裝丫  』 

『都得，你想點著丫？』 

『urm…不如…我地一齊著白色t-shirt丫  』 

『好呀』 

『好耶！我地要著住情侶衫影好多好多相！  』kelly可能太興奮得滯，一野攬住我隻手，對波壓住
我搞到我好有壓迫感。 



我不禁又諗起kelly平時嘅衣著，外表斯文嘅佢著起便服往往都乳出驚人，真係諗起都扯扯地。  

聽日一朝早，我地成form就去左中環碼頭度集合。我係人群度搵到kelly，佢今日出奇地着得普通，
只係著左件白色t-thirt加牛仔褲，不過係件t-shirt度隱約透左個黑色bra出黎，加上佢嘅好身材都幾
養眼。    

我見到大雄同藍藍就排係我地前少少，兩個有講有笑，唔洗講都feel到佢地係一對熱戀緊嘅情侶。 

點完名之後，我地就上船，開始我地嘅長州之旅。 



第三十五章、藍：回到過去

嘴完之後，唔知係咪呢排太忙，都無乜好覺訓，就訓著左。 

「藍藍，起身啦。有粥食啦。  」大雄叫我，我先知道佢起左身煲好左粥。 

「下...
乜你咁快手既！」一張開眼，見到大雄企係我前面。當然，佢有著到褲，不過果條應該係孖煙通。
 

我竟然訓左，無好好照顧大雄！如果我地兩個都昏睡，依家應該係火海入面... 

「有你係我隔離，我都唔係太訓得著哈哈。  見你訓到咁『林』，咪自己出去睇火。咳咳咳...」 

「對唔住呀...  」大雄摸摸我個頭，話：「傻妹，唔好成日講對唔住啦。快d出去陪我食粥，餵我食
藥。 」 

大雄食完藥，佢訓左之後，我就翻屋企先啦，廢事比屋企人發現我扮病逃課。 

就係咁，日日我都差唔多同大雄翻學、上堂、補習、行街等等。  

每一次我任性，佢都就哂我，佢... 真係好好嫁！  

依家Selina班mk妹都因為大雄成日係我身邊，都唔再搞我。次次見親我都怒睥我，咁我又唔介意，

反正大雄係我既哈哈。  

丁當呢？佢當然同我仲係好兄弟。  

但因為我地兩個都清楚明白太close反而會傷害我地四個，所以我地都默默咁保持一定距離。 

撫心自問，我絕對絕對有後悔當初拒絕丁當，但一切都太遲。 

就算我唱幾多萬次杰倫BB既「回到過去」，都唔會真係有時光機出現...   

大約一個月後就到Picnic啦，目的地係長洲。本來都猶豫緊去唔去，始終搭船已經浪費好多時間，長
洲又去過好多次。 

我見大雄今年先第一次參加我地學校既picnic，就當陪下佢啦。 

去到長洲，Miss Wong先話要分組，五人一組。好自然咁就我、大雄、丁當、Kelly同肥仔一組。 

「能回避嗎？我怕了當那電燈膽！  唉...
你地唔洗理我呢個電燈膽嫁。其實毒向左走向右走一個又有乜好怕...  」 

丁當即刻話：「Hi 你死肥仔，唱到走哂音就唔唱啦！人地以為我地痴線嫁！  」 



「唉... 街裡愛人一對對 互送鮮花千杯不醉...      」

「你再唱，我地就掉低你去番讀書拎度！  」 

「好啦好啦。我地叫得你入組，緊係唔會排擠你啦。  」Kelly笑笑口咁講。 

大雄即刻話：「無錯，如果我地真係想拍拖，晨早扔低你，洗乜等依家哈哈。  」 

「咁不如我地依家去沙灘玩住先，反正依家好多鋪頭都未開。  」 

「都好！」之後我地一行五個人就移步到沙灘。學校明文規定唔準落水玩，咁我地做乜好？咪只好玩
沙灘數字球。 

始終我地得五丁友，所以就搵埋隔離班幾個男仔一齊玩。 

「5！」又叫到肥仔！次次見佢跑得好辛苦，但連個波皮都掂唔到，我地都笑到痴線。  

結果顯然而見，肥仔好快就輸左啦！ 

「拿拿拿！我告你地歧視肥人嫁！      」 

丁當即刻大笑話：「歧乜視姐！願睹服輸呀。講好左輸左要被活埋嫁！  」 

我地成班即刻圍住肥仔，點知佢用踢起D沙沙黎陰我地，結果我地成粒鐘係沙灘上要潑黎潑去，肥仔
先被沙埋到實一實。 

「你睇下你幾唔小心，D沙係哂D頭髮到啦。  」丁當一路講一路好溫柔咁幫Kelly整走D沙。 

藍琛蕾，唔關你事嫁，你唔可以有任何感覺嫁！  呢個時候，我feel到有人係到拍我個頭。 

「唔洗羨慕Kelly哈哈，我幫你。」無錯，我依家已經有大雄。  

「喂喂！你地邊個幫下我呀！！！  」肥仔自己一個係沙入面吶喊。 
 



第三十六章、丁：五人同行

係沙灘玩完沙之後，d店舖都差唔多開門喇，我地就開始去掃街。 

第一站我地黎到一間賣丸嘅鋪頭。 

『丁丁，我驚我一個食唔哂呀，不如我地share丫』 

『好呀』 

『丁丁，我又要食  』聽到kelly係度嗲我，肥仔俊又係度扮kelly嗲我，極度嘔心  。 

『死開啦，你咁肥就咪鬼食啦  』 

『藍藍，不如我地都share食一串丫？』大雄見到我同kelly share，佢又有樣學樣。 

『好…好呀』 

『我餵你丫  』kelly將串豬肉丸遞過黎，我feel到佢地個個都望實我，好尷尬，咁我唯有照食。 

『唉，無眼睇』肥仔俊又擺左個葡萄樣出黎。 

跟住我地就去左瘋狂食野，糯米糍、薯片、大粒魚蛋同埋刨冰  。食左一輪之後，肥仔俊就帶左我
地去一間大牌檔。 

『依度嘅沙爹牛肉米通幾好食嫁，我極力推薦    』 

『肥仔呢方面都幾可信嘅，就叫三碗啦，藍藍我同你share一碗啦』 

等緊個陣，我個褲袋突然震一震。藍藍sms搵我！？  

藍藍： 
我好飽喇 唔想再食><但係大雄又好似好想食咁… 

我望向藍藍，佢若無其事咁繼續傾計。kelly就係我隔離，真係要覆都有d難度…  

我： 
咁你咪話唔食囉 

藍藍： 
但係佢咁有興致我又唔想拒絕>< 

我： 
我幫你食喇xd 



藍藍： 
痴線嫁咩lol 

我： 
你份人就係咁嫁喇… 

kelly係我隔離，我都唔敢再覆佢。跟住我地再無再sms。 

食完之後我地就繼續行，不過長州太細，加埋我地都好飽，所以我地行多陣就去左集合坐船走。 

搭緊船果陣，kelly可能因為行左成日都攰，搭船果陣就同我講：『可唔可以同我share個earphone
呀，我想聽住歌訓覺』所以我就分左一邊俾佢。 

Kelly訓訓下訓著左就訓左落我度，跟住d人就個個望過黎，搞到我面都紅埋，肥仔見到又"艾"埋黎抽
水，我Hi左聲就推開左佢。 



第三十七章、藍：命定座位

「好 支力 呀！」行左唔係好耐，但都 支力
到死。本來我地想留宿一晚，但學校又話危險，所以又唔比我地留低。  

一上到船，本來就黎訓著，但當我望到Kelly同丁當share同一個earphone，我就訓唔著啦。  

記得中一、二個時，無乜功課同測驗。日日放學就係行下街，好多時行完就會慢慢行番去，有時仲會
係公園度一齊傾下計、聽下歌先走。 

有一排earphone壤左，我就去求丁當借佢果個比我去聽歌。開頭佢唔肯，因為佢晚晚都要聽歌先訓
得著。最後，佢緊係屈服左啦。  

到依家，我依然有好好keep好個earphone。可惜，佢個主人已經遺忘左佢....   

其實Kelly對佢咁好，又咁愛佢；丁當亦都一樣，我應該真真正正遠離丁當。 

「大雄，陪我去前面吹下風、行一行。  」 

「好呀。」 

行到出去，D風大到痴線，好凍，但我又唔想咁快番去面對現實。 

「藍藍，你唔開心呀？  」 

「我無呀。」 

「你曳啦你！依家講大話呃我！  」 

「我... 邊有喎！」 

「仲扮野！  你次次講大話，塊臉都會開始紅！  」 

「有少少啦... 不過，我講完出黎你唔好嬲我喎。  」 

「緊係唔嬲，我點捨得嬲你喎！  」 

「同到大雄你一齊，我真係好開心嫁！但係... 我諗你都feel到。我同丁當之間好似愈黎愈遠咁...
我由細識到佢大，唔想咁就無左呢個好兄弟，因為佢對我黎講都好重要。  」

「傻瓜，我明白你既感受嫁。不過，你都知丁當依家有Kelly，佢未必好似以前咁有咁多時間陪你嫁
。 

我...
我一直知係丁當眼中，你都係好重要。以前係，依家一樣都係。一開始我係唔鍾意佢既，成日都好似
阻止我地兩個一齊咁。 



依家我地一齊左，佢係你兄弟，自然就都係我兄弟啦。愛屋及烏嘛！況且佢份人無乜機心，又重情重
義，絕對值得我當佢朋友。 

你亦都唔洗為左我或者Kelly，而故意疏遠丁當嫁。  」 

「多謝你呀大雄！我仲怕我講出黎，你會唔開心... 依家聽完你咁講，我就無乜野啦。  」 

「嘩！乜你睇到我咁小氣嫁！嬲嬲豬呀！  」 

「你慢慢嬲啦，小氣鬼！我番入去訓覺lu。  」我即刻轉身跑番入船。 

解散個時都係得四點，個個都嗌玩得唔夠盡興，所以同佢地四個，仲有班上面另外個四個熟D既男仔
一齊去睇戲。 

「依家我地有兩pair情侶，我地其餘幾個毒向左走向右走好可憐！  不如咁，我地陣間抽戲飛，抽
中就一定要坐果個位。」肥仔又打住「毒向左走向右走」既名義去玩野啦哈哈。 

「唔好啦！我難得第一次同丁丁睇戲...  」Kelly嘟起個嘴話。 

「你搞清楚！係同『我地』睇戲。我地D毒J好慘嫁，晚晚淨係對住部電腦打飛機...
唔好再剌激我地啦！ 」 

「咁是但你地啦，一次半次哈哈  」既然大雄同意，咁我都無乜所謂既。最後，Kelly都同意左。 

一抽，係「28K」喎！最邊邊位。 

「咦！我坐28J。  」 



第三十八章、丁：無言默契

「咦！我坐28J。」咁岩我抽到藍藍隔離個位。  

『下，我坐H喎，咁咪無得一齊坐囉…』kelly見到無得同我坐之餘，我仲要同藍藍一齊坐，成個sad
野就出哂黎  。 

『拿拿拿，阿嫂，抽中左就要坐嫁喇，無得走數  』肥仔俊好似奸計得呈咁係度奸笑。kelly雖然唔
想，不過又好無奈。 

我過去拍下佢個頭，細細聲係佢耳邊講：『唔緊要啦，好快睇完嫁喇  』 

我望一望大雄，佢個樣反而比我想像中平靜，好似唔係好在意咁。 

入到場睇戲，我地睇果套係戰爭片，都有幾多血腥殺人鏡頭  。藍藍本身份人又幾細膽，佢睇

到有一幕，個士兵突然係草叢度彈出黎捅死個敵人嘅時候，佢嚇到即刻捉住左我隻手  。 

佢之後好似意識到捉住果個係我唔係大雄，所以就放返手。不過之後又有d血腥畫面，佢又忍唔住捉
返實我隻手，捉到完場  。 

睇完戲之後，我地就一齊去左食潮州打冷。叫完野食之後，咁岩部電視機做緊《畢打自己人》，唔好
笑９我，果陣時嘅我真係好鍾意睇呢套野  。 

咁為左坐近d個電視機，我就特登同個friend調位，咁岩我又坐左係藍藍隔離。 

『我又要睇』kelly見到我調位，佢又跟住調。 

『唉，洗唔洗咁痴纏呀  』肥仔俊好似唔抽水就會死咁。 

唔記得左講，其實藍藍都幾鍾意睇呢套野。我地以前每晚睇完之後就會係msn度傾返岩岩果集d劇情
，不過依家已經無咩機會喇  。 

『依個邊個黎嫁？』『佢地咩關係呀？』『點解會咁嘅？』kelly擺明之前無睇過，依家睇唔明就係
我隔離問長問短，搞到我都睇唔到  。 

『藍藍，食豬紅丫』大雄將舊豬紅夾到藍藍隻碗度。藍藍個樣即刻變左，因為佢根本就唔食豬紅。 

我一野就係佢個碗度夾走舊豬紅，自己食左。 

大雄呆左咁望住我  ，藍藍見到就即刻同佢解釋：『其實呢…我唔食豬紅嫁…』 

『咁你一早同我講丫嘛』大雄知道自己７左，即刻唔敢Hi我  。 

『丁丁，我又要食豬紅』kelly係度撒嬌  。 



『你係咪真係食嫁？  』 

『係呀  』 

點知kelly一放左入口，就即刻成舊豬紅吐返出黎。 

『嘩！個味道咁嘅？  』 

『都估到你唔岩食嫁啦，又要“夾硬”食…』 

突然我個褲袋又震一震，藍藍又sms我！ 

藍藍： 
岩岩唔該哂喎  

我： 
大家咁熟客咩氣喎haha 

食完之後，佢地就話一齊去食糖水。咁岩經過間ok果陣，肥仔俊就話要買本雜誌，於是我地就成班
人湧左入去。 

果一個moment，我諗我一世都會記得。 
 



特別篇(二)、Kelly：戀愛初哥

識我既人都知我平時好靜，完全係唔出聲咁濟。 

再加上我讀書成績優異，其他同學都淨係會私底下嗌我做讀書拎。  

唯獨只有一個人，佢從來唔會帶有色眼鏡看待我，亦唔會取笑我係學校老套既打扮。 

可能其實佢都唔太記得我係邊個，只係知我地係普通同學。 

正正因為佢對我同佢對其他人一樣，令我深深感受到自己唔係怪人，只係普通人一個。 

我開始唔在意其他人既目光，因為我就係我。果個人係邊個？無錯，就係丁當。  

火影入面既嗚人一直無意地咁比勇氣雛田，而丁當亦都一樣咁樣做。  

最後，嗚人同雛田修成正果。但我從來都無諗過要同丁當一齊。 

因為佢身邊一直有藍琛蕾。藍琛蕾成績無我好，但性格開朗，溫柔得黎又帶點可愛，可以話係班上既
寵兒。 

但我性格陰沉，又唔點講野。  

成績好又點？只會成為同學口中既「死讀書怪」，有d人甚至唔記得我既存在...  

自從大雄出現係藍琛蕾身邊，我開始努力去嘗試打扮自己。載con、噴香水、畫眼線等等去令自己變
得有魅力。 

如果唔係大雄既出現，我諗我呢一世都唔會嘗試追丁當。 

依家既我好幸福。 

其實又未必。  

雖然我依家同左丁當一齊，但係佢始終間唔中望住藍琛蕾既時候，眼神流過一絲既溫柔、愛惜，而佢
從來無試過咁望過我... 

有d人會覺得我好姣、好淫。上一次，丁當上黎就係咁誘惑佢。其實係有原因嫁！  

我成績係好，但對愛情一曉不通，唯有上網取下經。 

好多人話高登仔乜都識，所以我都開左個AC去問下佢地。 

其中一個絲打話：「男人，你滿足到佢既性需要，佢就呢一世都唔會離開你。  」天真既我以為係
真，結果丁當走得仲快...  



其實，我諗我同大雄都知道丁當同藍琛蕾密不可分既關係，但我地都唔願意去相信呢個事實。 

「拿太多滿分，可惜相戀課程像比深海更深...」收音機傳黎既呢首歌既歌詞完全係我心聲呀...     
 



第三十九章、丁：觸電Moment

你有無試過『觸電』？  

我唔係講緊真係俾電流電親果隻觸電，而係突然間嘅一個moment，你深深咁俾一個女仔吸引住，
就好似望到好震撼嘅風景咁，你會有幾秒出左神，就好似『觸電』咁嘅感覺。 

呢一個moment人人遇到嘅都唔同，當你同個女仔嘅視線對上嘅時候
，個女仔扮飲野迴避你視線，佢果塊有小小紅嘅側面可能已經令你觸電。又或者係佢做緊一d
傻的嗎野俾你見到，都可能會電到你。  

只不過係短短幾秒，但係已經足夠你將果一個畫面，果一個moment定格，深深咁刻下你個腦入面
，以後都唔會忘記。  

屬於我嘅果一個moment，發生係一間ok便利店。 

我地果陣食完飯，行緊去糖水鋪果陣經過一間ok，因為肥仔俊話要買本雜誌，所以我地一齊湧入個
門口。 

個門口唔係好闊，大約只有一個半身位。我企係最後面，藍藍咁岩行係我前面。 

藍藍行到個門口嘅時候，佢忽然停左係度。我諗住繞過佢，我向右側身行，點知佢又移去右邊，我行
右佢又移右。就係咁來回左幾次，佢突然轉半個頭望住我笑左笑，跟住就行左入去。 

我呆左係度，我觸電喇！！！      

就係果一個笑容，果一個天真嘅笑容，果一個淺得黎又好可愛嘅笑容，令到我觸左電。我知道好抽象
，我講完都覺得好1999，不過我。真。係。觸。左。電。  

我呆左幾秒，肥仔俊已經搵到本雜誌，佢地又行返出黎。 

『我…唔食糖水啦，我…老母吹我返去』我果其拋低個藉口就走左。不過kelly話要陪我，我由得佢陪
我行返屋企，但係我都唔記得佢講過d咩。 

我個腦不斷loop返藍藍岩岩嘅回眸一笑，搞到差d睇唔到路撞到燈柱。  

我知道，kelly嘅笑容無論幾燦爛都好都唔及得上藍藍咁有感染力，咁打動到我。就算kelly除哂衫係
我面前張開腿，我都唔會有呢種觸電嘅感覺。 

原來，我一直鍾意嘅都係藍藍。  



第四十章、藍：重新返回

自從長洲之旅，丁當比起佢當初拍拖個時搵多左我好多。 

「藍藍，一唔一齊食飯？」 

「藍藍，一齊去小食部？」 

「藍藍，今晚跑步？」丁當成日搵我，我當然開心，但係咪搵得太多！？ 

差唔多每一次我都話：「唔啦，我約左大雄。下次先啦。」或者求其作一個理由。 

丁當，你係咪傻左？再係咁Kelly會唔開心！ 

就連肥仔都走黎同我講：「頂！呢個丁當係咪傻向左走向右走左，人地拍拖都係重色輕友，佢就重友
輕色！唔通呢個死仔想3P！」 

至於Kelly？佢係同丁當拍拖開頭成日MSM我： 

靜香： 
13:22 Halo 藍藍 你唔介意我咁嗌你嫁可 
13:23 我想多d了解丁當 你可唔可以多d講下佢以前既事 

由個時開始，Kelly周不時會搵下我吹水，我地漸漸都成為左好姊妹。 

但係，當丁當開始多左搵我，Kelly對我雖然一樣好，但我知佢好唔開心，同時亦令我好有罪惡感... 

「藍藍... 老實講，我覺得丁當唔係咁愛我...」Kelly放學個時同我去左操場度談心。 

「做乜咁講呀？丁當唔愛你又點會同你一齊喎，唔好亂諗啦傻妹。」 

「我都唔想咁諗！但...
丁當愈黎愈少搵我，次次都係我主動。一個人既眼神可以睇到好多野嫁，丁當已經好耐無好柔情咁望
住我... 係咪我唔夠好...」 

眼前既Kelly同平時自信滿滿既佢完全唔同，我更加覺得對佢唔住。 

「Kelly，比D信心自己啦。呢個丁當係怕羞d、慢熱d，比翻少少時間佢啦。」Kelly聽到之後都有翻
少少笑容。 

翻到屋企之後... 

我： 
16:33 喂 丁當 我地今晚去跑步？ 
16:33 我地好似好耐無出去haha 



丁當： 
16:34 好呀!!! 
16:34 你終於得閒 

其實，我今次約丁當係有目的既... 

「藍藍，我地好耐兩個出黎啦！」 

「係呀，呢排比較忙。Sorry呀！」 

「唔緊要嫁，洗乜同我斤斤計較喎，我地兄弟黎家嘛。」 

「丁當呀...」 

「有咩就直接講啦。」 

「Kelly近排好似唔太開心喎，你應該多d陪下佢。 

雖然佢成績好，平時又好似好有自信咁，其實佢係拍拖呢方面無乜信心嫁。 

我諗你呢排成日搵我可能係因為覺得前一排忽略左我，其實唔緊要嫁。 

反正大雄平時都成日陪我，但Kelly唔同，佢得你一個炸... 

你間唔中約下我，我可以嫁。但我唔想為左我地自己既快樂，而令Kelly傷心。 

要對人好d呀，應承我啦，我地勾手指尾。」 

丁當應左我一下，我地就跑步，成晚都無再提過呢件事。 

第二朝，Kelly就好開心咁同我講丁當係咁約佢。 

咁就太好啦



第四十一章、丁：又到聖誕

自從過左果晚之後，我就成日都搵藍藍傾計同約佢，不過佢都好似唔係好得閒理我  。 

我都知我係Hi

Hi仔，有女都咁做係好唔應該，但係我真係控制唔到自己，果陣時嘅我完全無顧到kelly嘅感受  
 。 

有一次終於都俾我約到藍藍出黎跑步，原本我以為藍藍終於都開始接受返我，但原來只不過kelly借
藍藍把口黎同我訴苦。 

不過聽到藍藍咁講我先意識到自己最近真係忽略左kelly，搞到我都有少少內疚感  。 

我跑完步返到屋企之後，開左msn搵kelly。 

我： 
21:34 你聖誕節得唔得閒呀  
21:34 不如一齊出黎行下丫  

靜香： 
21:35 緊係得啦xd 
21:35 就係等你約我  

我： 
21:35 咁我安排完再同你講啦  

靜香： 
21:36 ok~ 

一條毒向左走向右走，第一次聖誕約到女出街，本來應該好興奮，不過原來無想像中咁輕鬆… 

我唔係咩富二代，去唔到d高消費嘅地方。自己本身又零經驗，都唔知有邊度好去。唔通真係去爆房
咩…  

我又唔想搵藍藍傾呢d野，咁唯有向肥仔俊求救。 

我： 
22:11 知唔知聖誕節有咩好去 

俊： 
22:12 嘩唔向左走向右走係呀  
22:12 問d咁嘅野我點識答你呀 
22:13 姐係串我毒向左走向右走姐 

我： 



22:13 認真呀Hi 你  
22:13 俾d建議啦 

俊： 
22:14 去尖沙嘴囉  
22:14 好似幾多人去拍拖 

我： 
22:15 掂喎  
22:15 咁有咩做 

俊： 
22:16 行下海旁囉 
22:16 如果想獨處下嘅咪去唱k囉 
22:16 又唔算貴 

我： 

22:17 thx  

估唔到肥仔俊個人咁鬼毒都幫到下手，真係有d慚愧，不過都總算叫做plan好左去邊。 

唔知道藍藍平安夜會唔會同大雄出街嘅？一諗起佢地一齊就有d sad  ，原來聖誕自己一個過並唔得
人驚，反而係唔知道自己女神會做d咩先至係最Hi Hi…  

藍藍，希望你嘅平安夜真係平安啦。 



第四十二章、藍：溫暖頸巾

大雄： 
17:35 藍藍BB 就到聖誕啦 賞唔賞面同我去約會？  

我： 
17:35 我好忙嫁喎 差唔多full booking  
17:36 考慮下啦  

大雄： 
17:36 咁都仲要考慮!?  
17:36 咁算啦...  

我： 
17:36 我講下笑炸 果幾日一早預左比你  

大雄： 
17:37 不嬲都話藍藍係最好   

聖誕節緊係要忙下聖誕禮物啦。記得識大雄無耐，佢就話想要條頸巾。 

果時就淨係織條手繩，依家都比佢載到鬆哂啦。所以，今次就織條溫暖頸巾比佢啦。 

係就係要花多d時間，但為左大雄，點都值得既。  

「藍藍，你諗好送乜比大雄未？  」Kelly小息個時偷偷地走黎問我。 

「唔話你知！費時你抄我！」 

「講啦講啦，你最了解丁當啦！  」 

腦海中突然浮現丁當一直都仲用緊我F.1個時送佢既深藍色頸巾。 

雖然係係商場買，但佢非常珍而重之，我仲應承佢話大個織一條比佢。 

依家條頸巾都好舊，係時候換啦... 

「我記得佢條頸巾用左好多年啦。我打算織一條紅色既比大雄，你不如一齊織翻條藍色既比丁當，佢
一定好鐘意。」 

「好呀好呀！  」 

第二朝一翻到學校，就見到Kelly好興奮拎住一大疊織頸巾既書。 

「藍藍！原來有好多花紋嫁！你覺得邊款靚d?  」Kelly其實都好可愛，佢對於所有有關丁當既事都
非常熱衷。 



「喂喂喂！你快d收埋先啦，我想比個驚喜佢地呀！」 

「好！我知道啦，咁我地放學再搵個角落慢慢傾。」 

我地左簡右簡，最係都係選擇最簡單既「一針高、一針低」算。上Youtube睇教學，結果成粒鐘先
學識起個頭。 

「嘩！大雄佢地黎緊啦！  」大雄同丁當補完physics課，我地即刻收埋所有野。 

「你兩個做緊咩不法勾當呀？」大雄見我地心虛樣就問。 

我即刻話：「關你咩事！我地傾緊少女心事。  」 

「威啦！依家要姊妹唔要男朋友啦！  」 

「係呀係呀。  」 

「行啦傻妹，你又話趕時間。」之後大雄就拖左我走。

「大雄，我地Christmas去邊到好？」講真，今次係我地第一次一齊過既聖誕，點都有d興奮。 

「我一早book左海麗啦哈哈  」 

「咩係海麗？  」 

「時鐘酒店囉！一齊爆房算，唔洗出去同人迫。  」 

「乜你咁衰嫁！  我毒在家中算啦...」 

「我講下笑炸！我一早安排好啦，不過唔同你講住，係秘密！  」 

「好叻咩，懶神秘！」把口就咁講，其實超級期待！  
 



第四十三章、丁：聖誕禮物

『lonely lonely christmas～』肥仔俊打打下機突然係我隔離唱歌。 

『做乜９呀你？  』 

『唉，你就有人陪過平安夜，我就係屋企打住飛機過白色聖誕  』 

『你估真係咁好咩…  』 

『有女陪都唔好？一係你讓俾我喇  』 

『痴向左走向右走線，你尾兵尾準d啦Hi Hi』 

肥仔俊唔知道，其實同一個自己唔係真係咁鍾意嘅女仔一齊，並無佢想像中咁開心  。 

聖誕前一日，我人生第一次走左去揀聖誕禮物。精品店，手飾店，時裝店，一日之耐咩都俾我行哂，
不過我仲未揀到我份禮物。 

最後，我揀左隻龍貓公仔做禮物。我諗女仔應該都鍾意公仔嘅，隻龍貓又肥嘟嘟咁，雖然就平左d，
不過佢應該肯收掛。 

到左聖誕節果日，門口都未出就已經有一個煩惱。平時做毒向左走向右走都無咩執個d打扮，但係依
家拖住條女出街，無理由著得咁7假，費是到時俾d mk仔指住黎笑啦    。 

結果搞左好耐，我終於係衣櫃搵到件見得下人嘅出街。不過因為咁，我足足遲左成10mins  。 

『Sorry ah，遲左咁多』我講野已經上氣唔接下氣。 

『唔緊要啦，你今日著得幾好睇丫』可能因為係冬天，kelly今日收起左性感。上身一件深紅色嘅乾
濕褸，下身著左條黑色短裙搭黑色襪褲，仲有對棕色boots，雖然唔性感不過就多左分成熟  。 

『你今日都好靚呀』 

『我平時唔靚咩？』 

『唔…唔係呀』 

『講下笑姐haha。你果袋咩黎嫁，送俾我嫁？  』 

『哦，差d唔記得tim，聖誕快樂  』我將隻龍貓遞俾kelly。 

Kelly拆開個袋，見到隻龍貓，笑左一笑，跟住就撲埋黎攬住我，錫左我塊面一下  。 

『多謝你呀，我好鍾意  』 



『最緊要你鍾意姐』 

『我都有野送俾你呀  』 

Kelly係個袋拎左張卡同埋條頸巾出黎。 

『聽講你條頸巾又殘又舊，所以特登織左條俾你  』 

『你又知嘅？』 

『藍藍同我講嫁，我幫你帶起佢丫』 

雖然我頸上圍住左kelly織嘅頸巾，一個夢寐以求嘅畫面，但係咁樣反而令我諗起藍藍。 

以前f.1果陣，藍藍曾經送過一條深藍色嘅頸巾俾我，雖然唔係親手織嘅，不過我都一直珍而重之。 

佢仲應承過我會再織條大嘅俾我，不過我諗佢都唔記得左喇，又或者我依家戴住e條頸巾先至係屬於
我嘅頸巾。 

一諗到呢到，我又開始懷念以前果條深藍色頸巾帶俾我嘅溫暖，即使係kelly親手織俾我嘅，都始終
及唔上藍藍果一條。 

『你快d睇埋張卡先啦』 

張卡痴左我地兩個嘅相，整得好靚，睇黎應該用左唔少時間。相比起我嘅禮物，kelly明顯更有心機
去準備，搞到我有少少內疚。 

對上一次黎k房，已經係好多年前嘅事喇。仲記得我果陣時係同藍藍一齊黎… 



第四十四章、藍：情侶手帶

織下織下，終於係聖誕節前一日同Kelly織好條頸巾。  

「太好啦！終於織好，好彩趕得切。  」 

「藍藍，你織得好靚。你睇，我有d線飛哂出黎啦...  」 

「都唔係好覺姐。而且，咁先可以話比人聽呢條係我地親手織既，絕對唔係買翻黎冒充。  」 

「你又講得無錯哈哈，希望丁當成個冬天都會戴住佢。」 

「一定會！  」因為自從我送佢頸巾開始，每個冬天佢都會戴住，即使早已經唔合身。 

又到聖誕，約男朋友緊係要盛裝打扮。平時我都唔會著裙出街，因為我太粗魯。 

今日特登著件白色毛衣，下身一條紅色裙，放低頭髮，加對Boot。 

大雄約左我係海濱樓下到等，其實次次要佢行過黎，我都有d唔好意思。 

「藍藍...  」佢一見到我，就唔出聲，眼甘甘咁望住我。 

「做咩色咪咪咁望住我？  」 

「我... 唔係呀！藍藍，你今日好靚呀！      」聽到佢讚我，我都不禁沾沾自喜。 

「我不嬲都咁靚嫁喎！  」 

「係係係，至靚係你啦。  」 

「你諗住今日同我去邊呀？」我撓住大雄問。 

「你跟住我咪知！送比你嫁，聖誕快樂！  」大雄拎左個盒比我。 

「你快d打開黎睇下！」大雄好期待咁望住我。 

一打開，見到一隻皮制既手帶，特別在佢上面圍左一圈粉紅色既繩，扣既隔離仲刻左我個名。 

「呢隻款咪係我之前上網見到好想要既！我仲諗住遲D送你呀！  」 

「你睇，我都有一隻嫁！」大雄舉起佢既左手，手上面戴左一隻藍色既手帶。  

「多謝你呀！我好鍾意！呢份係我地第一樣情侶物品，好開心！你點知我都想要嫁哈哈？」 

「你係Facebook差唔多like哂呢個野既posts，好難唔知呀。  」 



「你合埋眼先。」 

「你又搞咩呀？  唔好偷襲我呀！」呢個時候，我即刻拎條頸巾出黎圍係大雄條頸。 

「嘩嘩嘩嘩嘩嘩嘩！  」大雄嗌左出黎，周圍D人望實我地。 

「喂呀！人地送禮物比你，你仲係到怪叫！我收番佢啦。」 

「Sorry呀！唔好收呀，因為我太開心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以前叫你織比我，你就請我

食檸檬，無諗過今次肯織比我。多謝你！  」大雄即刻攬實我。 

「我一直都覺紅色好襯你，因為大雄就好似太陽一樣咁耀眼，帶比我無盡既溫暖。  」 

大雄聽到即刻係到傻笑。 

見到佢咁開心，我都心滿意足。丁當依家都應該一樣咁開心啦... 

「咁我地依家去邊呀？  」 

「Welcome to Hong Kong Disneyland！  」迪士尼！？我都好耐無去啦，上一次黎係同丁當一
齊去既... 

「好呀！我都好耐無玩過，快D行啦！  」 

呢個時候，電話震左一震... 

丁當： 
藍藍，你今日去邊呀？  

我： 
同大雄去Disney呀 你鍾唔鍾意Kelly送比你份禮物？  

丁當： 
鍾意呀 你送左咩比大雄呀？ 

我： 
都係織頸巾 大雄收到好開心！  

丁當： 
唔阻你地啦... 

唔知點解，我硬係覺得丁當有D悶悶不樂... 講起上黎，今年係第一年無同丁當一齊過既聖誕呀！  

大雄問：「邊個搵你呀？  」 

「丁當囉，佢同我講好鍾意Kelly份禮物。Kelly都織左頸巾比佢呀。」 



「咁佢咪好開心囉！  」 

「我諗... 應該係掛。」之後，我地再無提過丁當。 



第四十五章、丁：當年今日

藍藍： 
13:24 放假好悶呀:( 
13:24 你做緊咩呀 

我： 
13:25 打緊機囉 
13:25 一唔一齊丫 

藍藍： 
13:26 唔洗lol 
13:26 陪我出下街得唔得呀 

我： 
13:27 去邊先 

藍藍： 
13:27 不如去唱k丫:0) 
13:27 我唱歌好好聽嫁^^ 

我： 
13:28 你唱歌咪同胖虎差唔多囉haha 

藍藍： 
13:28 一定好過你先啦 
13:28 當你應承左嫁喇 
13:28 我依家打去book房  

果陣時係升f.3嘅暑假，我就係咁無啦啦俾藍藍拉左去唱k，亦都係我第一次去唱k(毒向左走向右走平
時點會去唱k呀  ) 

去到k房、一切都好陌生。成間房黑媽媽咁，枱面有2枝咪，有部電視。我坐低左，呆左咁唔知做咩
好  。 

藍藍一坐低就拎起左個遙控猛咁揀歌，不過差唔多首首都係周杰倫嘅，而我識嘅就只得<給我一首歌
的時間>同<說好的幸福呢>  。 

結果，藍藍順利做左咪霸。雖然9坐係度係有d悶，不過係側邊偷偷地望住藍藍唱歌，其實我心裏都
有暗爽下  。 

終於都唱到我識果兩首。不過唔知係咪因為我無開聲，搞到把聲好沉又走哂音    。 

『hahahahaha，笑死人喇，你識唔識唱歌嫁？  』藍藍發自真心咁笑７我。 

我啤左佢一下之後無理到佢。果陣咁岩下一首係<淘汰>，我就同佢講：『<淘汰>不嬲都係我首飲歌



黎嘅，你“new”乾淨d耳屎聽啦  』 

一開頭都無乜問題嘅，點知我唱『情歌歌詞何必押韻』果陣，唔小心將『押韻』唱左做『呃冤』，結
果藍藍笑到紅都面哂。 

『Hi，支咪壞嘅，唔向左走向右走唱喇  』 

『根本就係你唔識普通話，笑死我啦hahahaha…  』 

呢個時候，播到一首我唔識嘅歌<唯獨你是不可取締>，藍藍話：『呢首歌好正嫁，等姐姐唱俾你聽
啦  』望住佢個得戚樣，真係唔知笑定喊好。 

『曾聽說有許多戀愛…』首歌又真係幾好聽，加埋藍藍把聲就更加好聽  。 

『唯獨你一個是不可給取締…』藍藍唱到呢句嘅時候，突然擰轉頭望我，原來我又望緊佢，變左做四
目交投。 

藍藍可能因為太投入首歌，搞到佢個樣好深情款款咁，再加埋佢岩岩笑到好紅嘅果塊面，我俾佢迷住
左 。 

我地一直互望到首歌停左先至醒返無繼續望。不過係果一刻開始，我知道自己鍾意左藍藍。

果一下，唔知邊度黎嘅勇氣，可能因為間房得我地兩個，可能果陣時我仲年少無知，我突然同藍藍表
白。 

『藍藍，我愛你，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我好順口咁就講左出黎。 

藍藍面對住我嘅表白，佢“dup”低左個頭，諗左一陣，跟住同我講：『對唔住呀，不過我唔想因為
拍拖令到我地嘅感情變質，我覺得我地做朋友先至可以一直一齊，唔會分手』 

藍藍伸左佢隻手出黎：『應承我，我地以後都要keep住咁老友，勾手指尾』 

就係咁，我同藍藍就一直都企係朋友嘅界線後面，無再行前過一步    。 

依家同kelly黎到k房，又令我諗返起藍藍，我一坐低就點返哂我同佢唱過嘅歌。雖然都仲係唱得好難
聽，不過kelly就好似聽得好受落咁。 

『丁丁，你依首歌係咪特登唱俾我聽嫁？』我岩岩唱完首<唯獨你是不可取締>。 

『唔係，我係唱俾藍藍聽嘅』我係個心入面想咁講，不過緊係無講出口  。 

不過，我突然好有衝動同kelly就咁講清楚… 
 



特別篇(三)、俊：回頭是岸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Hi！年年Christmas都係毒向左走向右走一個！  

不過無計，鬼叫我生出黎已經唔係靚仔，仲要食到變死肥仔。以前Christmas丁當雖然都會同藍藍出
下街，但點都會陪我打幾粒鐘機。 

今年，「聖誕快樂」都無句，真係正一重色輕友！  

講起上黎，我唔太睇好佢同Kelly。  

無錯，Kelly波又大，性格又好，最緊要係對丁當死心塌地。  都唔知丁當上世做過乜，個天要對
佢咁好。 

但係問題出現係我地既小毒向左走向右走丁當身上...   

問題唔係佢有無拍過拖，而係... 

熟少少既人一睇，就知丁當由始至終都無放低過女班長啦！而女班長心入面當然有丁當。 

可惜，呢班人總係鍾意自欺欺人。  

有時候我都真係想鬧下丁當係Hi Hi仔！有個咁正既女朋友，仲係到掛住青梅竹馬。 

有一次，丁當同我係到傾計... 

「唉，你就有人陪過平安夜，我就係屋企打住飛機過白色聖誕」 

「你估真係咁好咩…」 

「有女陪都唔好？一係你讓俾我喇」呢一刻，真係好想Hi醒佢。  

大佬，依家你有女都唔開心，點解唔直接D同Kelly講！？      

不過係難既。我地D男人習慣有D咩都會講出黎，但當牽涉到女女，個個都唔太敢出聲。 

一唔覺意，整喊左人，我地都唔知點收科。男人，最怕就係女人喊。 

本來都諗住食下花生算，但點講丁當都係我老死。幾個星期前我先勸過丁當... 

我： 
17:15 喂! 真心mode 你對Kelly點嫁？ 

丁當： 
17:15 我咪鍾意Kelly囉 



17:15 佢係我女朋友你都仲要問 
17:16 你唔好話我聽你想同我掙呀  

我： 
17:16 你都痴線 要食既洗問你  

17:16 我一出聲 佢肯定即刻撲過黎啦    
17:17 不過 提你一句  

丁當： 
17:17 ? 

我： 
17:18 有D野如果你連一開始都唔鍾意 

17:18 有時就算你講乜 都好難令自己真心鍾意  

丁當： 
17:19 你今日痴左邊條線？我都唔知你up乜  

丁當，你再唔回頭，到時受傷既唔止Kelly一個...



第四十六章、丁：分手時候

『Kelly，我有d野想同你講』  

『有咩遲d先講啦，得返好少時間炸』 

唱完k之後，kelly無問返我岩岩想講咩，佢即刻就拉左我去行街，我唯有等一個合適嘅時機再講。 

食完晚飯之後，kelly提議一齊去海傍行下。平安夜嘅尖沙咀海傍，好多人，迫到我地行都行唔到。 

我地行行下，見到前面有堆人圍住，於是就行埋去睇，原來係有班人係度唱歌。 

『有時候 有時候
我會相信一切有盡頭…』一個戴住口罩嘅女仔係度唱緊《紅豆》，身邊有個男仔幫佢彈結他。 

『好好聽呀～  』kelly俾個女仔嘅歌聲吸引住，聽到唔捨得走。 

見到kelly聽得咁沉醉，我無理由呢個時候同佢講，唯有再等多陣。  

聽完之後，我就同kelly去行海傍。kelly一路都好多野講，不過我聽唔入耳，因為我等緊一個時機同
佢講分手。  

終於行到一個少人d嘅地方，我捉住kelly對手：『kelly，我有d野想同你講』 

『搞咩呀，你個樣咁認真嘅…』 

『Kelly，我諗我地唔係咁適合…』 

『你…你咁講咩意思呀？  』kelly聽到我突然咁講，嚇到面都青埋。 

『我嘅意思係…不如我地分手啦…』 

『點解呀，我真係好鍾意你嫁，你唔係對我都有好感嫁咩？    』kelly講講下已經有d眼濕濕。 

『你係一個好好嘅女仔，問題唔係出係你度。只係…我對你無果一種感覺』 

『姐係你無鍾意過我？  』 

『我唔係咁嘅意思，不過我覺得我地唔係好適合做男女朋友姐…』 

『你係咪仲鍾意藍琛蕾？  』kelly一下就問中左我嘅痛處。 

『你…你諗多左喇…』 

『你根本就鍾意佢！    』kelly突然好大聲咁講，搞到周圍d人都望哂過黎。 



『點解我做咁多野都徒勞無功，寫情信，獻身，織頸巾，我做咁多野你一d心動都無咩  』kelly喊
到一發不可收拾。 

『原來封情信真係你寫嫁？  』 

呢個時候，有個女仔行埋黎：『先生，洗唔洗買支花"tum"下你女朋友呀。  』 

『佢無女朋友嫁』kelly講完依句之後，就喊住咁走左，得返我同個女仔企左係度不知所措。  



第四十七章、藍：離別之際

「大雄！我地快D去睇煙花啦，仲有幾分鐘就開始啦！  」今日同大雄係Disney玩左成日，唔知點
解今日明明係紅日，但又唔係話好多人。 

Space
Mountain我地玩左5次，大雄好大膽，乜都肯陪我玩，我驚個時就即刻攬實我，好有安全感。  

煙花放左個米奇頭出黎，雖然係好白痴，但呢一刻我都覺得好幸福。 

呢個時候，我feel到個袋係咁震，原來有人打黎...   

「大雄，呢到太嘈，我要去接個電話先。」我同大雄走出人群，行得遠少少。 

「喂，丁當，做咩事呀？  」點解丁當會呢個時候搵我，照道理佢應該同Kelly玩得好開心嫁。 

「藍藍... 聽到你把聲就安... 安落哂啦...」 

「你把聲做乜咁既？你... 你喊緊！？  」點解丁當會喊？對上一次，佢咁樣喊住打比我，應該已經
係F.1。 

「我... 我無野呀... 我只係傷透左一個好愛我既女仔既心...      」 

「你係邊！？我依家即刻搵你！」 

「唔洗啦，我無事。你同... 大雄玩得開心D。」 

嘟... 嘟... 嘟... 

丁當cut左我線，我完全唔知發生咩事。Kelly比丁當傷害左！？打極Kelly手提都唔聽，好彩之前收齊
哂每人既屋企電話... 

「喂，您好呀！我想搵一搵Kelly。」 

「佢頭先一番黎就話 支力，沖完涼就上床訓左啦。」 

「咁我遲D再搵佢，唔該你。」 

點算好... 依家Kelly番左屋企應該無乜野，但丁當...   

「大雄，出大事啦！我依家要番去搵丁當先！」正當我諗住轉身跑出Disney，大雄竟然捉實我！ 

「唔好走啦... 就一次咁多，當陪多我一陣... 好難得我地先有機會兩個一齊玩得咁開心...
唔好次次都因為丁當，而將我放埋一邊。 



我知... 我知道丁當對你好緊要，但我係你男朋友呀！唔通我呢個男朋友都唔值得你為我留低！？  
」我從未見過大雄咁既表情... 

「Sorry呀，大雄。今次，我非走不可。  」因為丁當自從F.1已經好少會係我面前表現出懦弱既一
面，佢今次真係好唔掂呀！ 

「點解次次都係丁當！係你身邊陪伴你個個叫郭雄仁呀！  」 

「今次係最後一次，我遲D再同你解釋！Sorry...  」之後，我即刻跑出樂園大門。 

我怕我留多一秒就會心軟... 

對唔住呀，大雄...   



第四十八章、丁：告白之夜

係荃灣公園入面有一座塔，白色，三層高，平時都無乜人會行入去，不過我以前有咩開心唔開心，都
會係度同藍藍講，呢度就成為左我地兩個嘅秘密花園。 

不過今日藍藍唔係度，無人可以坐係度聽我講心事。雖然知道佢同緊大雄一齊，我都係忍唔住打左俾
佢，或者其實我心底仍然想佢可以係我身邊聽我傾訴  。 

我上到最高果層，係個窗度望出去，成個公園幾乎無人。 

諗返kelly岩岩個樣，我都知道我真係傷得佢好深好深…  

或者我唔應該同佢講分手，或者我一開始就唔應該同佢一齊，或者我唔應該鍾意藍琛蕾… 

『丁當，係咪你呀？』塔下面突然間有人大叫，係藍藍！  

藍藍行到上黎，我問佢：『點解你會黎嘅？  』 

『我聽完你電話之後好擔心你呀，你同kelly發生左咩事呀？』 

『你…唔係同緊大雄一齊咩？你點知我係度嫁？』 

『我聽到你好似好唔開心咁，咪趕過黎先囉。你以前一唔開心就拉我黎依度傾計嫁啦，有幾難搵姐』
 

聽到藍藍特登為左我而趕黎，心裏面都忍唔住暗爽左下  。 

『其實…我同kelly岩岩分左手  』 

『我都估到少少嫁喇…點解好地地要分手呀？』 

『因為我唔係真係咁鍾意佢…』 

『你唔鍾意人又同人一齊？你搞咩呀丁當？』 

『我同左kelly一齊之後先發現原來我一直都放唔低一個人…』 

『放…放唔低一個人？係邊…邊個呀？  』 

我一下將藍藍攬住，攬到好實。 

『我鍾意你呀，藍藍』 

『你…你講咩呀？你攬得我好緊呀，放左手先再講啦  』 



『我今次唔會再放手嫁喇，我唔會再俾你走』 

『我地唔可以咁嫁，同埋我已經有大雄喇…』 

『你真係一d都無鍾意我咩？』 

『我…一直都當你係最好最好嘅朋友…』 

我放開左藍藍，佢"dup"低左個頭，好似迴避緊我嘅目光  。 

『我都知咁樣你會好為難嘅，但係我會一直等你，直到你俾機會我為止』 

『其實你唔洗咁做…』 

『如果我唔咁做，我一定會後悔。我已經唔想再無左你…』講講下，我竟然不知不覺咁有d眼濕濕。 

『唔好咁啦，我咪係你隔離囉』 

『但係我唔想你淨係當我係朋友咁簡單，我想做你男朋友…』 

『對唔住，我依家唔可以應承你…』 

『我明嘅，係我自己遲左，只要你知道我係度等緊你就得喇。好夜喇，不如我送你返屋企？』 

『嗯』 

一路上，我地都無再講野。等到藍藍轉身行入門口之後，我終於都忍唔住喊左出黎…  
 



第四十九章、藍：針鋒相對

「你所打既電話暫時未能接通，請你遲d再打過黎...」呢句說話我諗每個人都有憎恨佢既一刻。  

我打左好多次比丁當，佢都唔聽。不過唔緊要，因為我知佢係邊。或者我可能比丁當自己更加了解佢
。 

「丁當，係咪你呀？」 

「點解你會黎嘅？」果然，佢真係係呢到。 

呢座白色既小塔一d都唔普通，因為佢係我地既防空洞，容許我地兩個逃離呢個煩人既世界。 

不過，我都已經好耐無黎，我以為我地已經大個，唔再需要黎呢到逃避現實。 

丁當同Kelly分左手...  其實我完全估唔到，因為Kelly係幾咁愛丁當。原來單方面既付出唔唔夠嫁... 

最令我意想不同既係...  

「我鍾意你呀，藍藍」 
「我今次唔會再放手嫁喇，我唔會再俾你走」 
「我都知咁樣你會好為難嘅，但係我會一直等你，直到你俾機會我為止」 
「如果我唔咁做，我一定會後悔。我已經唔想再無左你…」  

點解偏偏要係呢個時候？明明我已經有大雄啦！ 

丁當，你覺得咁好好玩咩？ 

其實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佢係好認真。  

而佢都比所有人了解，我心入面亦係愛佢既。 

但... 

咁樣唔代表一切！我唔可以因為我地兩個既任性而自私咁傷害大雄。 

「我地唔可以咁嫁，同埋我已經有大雄喇…」 
「我…一直都當你係最好最好嘅朋友…」 

我承認有一刻我想點頭答應佢，唔再做佢一世既好朋友，要做佢一世既好伴侶。 

果一刻，我腦入面同樣閃過大雄係我轉身離開前失望傷心既表情。 

對唔住，丁當。由細到大，都係你係到就我，就當比我任性埋呢次。 



我地做唔成男女朋友，依舊可以係好朋友，但我同大雄分左手，可能乜都唔係...
我唔想失去你地任何一個。 

大雄： 
23:36 多謝你令我知道自己有幾咁比唔上丁當 
23:37 多謝你令我認清呢個殘酷既事實  

記得肥仔曾經問我個問題：「如果有一日，大雄要你同丁當絕交，你會點？」 

當時既我好自豪咁講：「呢一日永遠都唔會黎！  」，睇黎我真係太高估自己。 

我： 
00:13 原諒我 Sorry 
00:13 當時我太擔心丁當同Kelly 所以黎唔切同你解釋... 
00:14 我好怕佢地會出左咩意外 
00:14 因為丁當好耐無喊住黎搵我 
00:14 我走唔代表你唔重要 
00:14 你兩個都好重要呀! 
00:14 比多次機會我 無下次!!!!!! 
00:15 我愛你 



第五十章、丁：大打出手

終於都將心入面嘅野講哂出黎，成個人都舒服哂。  

為左藍藍，我願意一直等落去，因為我深信佢都有鍾意我。 

過左個聖誕假之後就係考試，不過經過左咁多野之後，我都無咩心情去温書。依家同kelly分左手，
我亦都再無理由去補習。 

我將我同kelly分左手嘅事講左俾肥仔俊聽。 

『終於都分左喇？』 

『咩終於呀？你一早就預我地會散？  』 

『你根本就唔鍾意人，人地對你好少少就同人一齊，咁樣你好快就會同佢分手啦  』 

『成個戀愛專家咁喎  』 

『識左你咁耐，點睇你都係鍾意藍藍啦  』 

『係呀…不過咁又點丫…』 

『係男人嘅就搶佢返黎啦！  』 

『點…點搶呀？  』 

『死蠢！自己諗啦』 

『講到好似好勁咁，原來你咪又係無料扮四條，都知你條毒向左走向右走幫唔到手  』 

搶？我都想呀，都要佢肯受我先得嫁… 

雖然係放緊假，不過籃球隊都照有練習。原本我有諗過走數，不過如果咁就姐係代表我怕左大雄，點
都唔可以未打先輸嘅。 

返到學校，無論我幾時望向大雄，佢都係啤住我，好有敵意咁。 

『好喇，而家分兩隊進行練習賽，輸左果隊要跑２０個圈！  』 

教練將我地分左兩隊，咁岩我同大雄係敵隊… 

一開波，大雄就已經mark實左我，仲要係好貼身果隻，迫到我連波都接唔到。係籃底爭位果陣又多
小動作，又出肘又踩腳，我就緊係還拖啦，結果搞到火藥味勁濃。  



大雄攞到個波，不過俾我守死左。點知佢唔行左唔行右，直接帶住個波就撞埋我度，我即刻跌左落地
。 

本來我都已經俾佢搞到我好燥底，所以我緊係唔忍，即刻起身打左佢一拳，教練見到就即刻過黎分開
左我地。 

『喂，唔好咁過分好喎！  』我終於忍唔住出聲。 

『依家係邊個過分呀？你一日仲痴住藍琛蕾，我就唔會放過你！  』 

『你地兩個夠喇！即刻同我去跑圈，跑到我叫停為止』 

從來見親大雄都係嬉皮笑臉咁，我未試過見到佢咁認真咁嬲嘅樣。 

不過，如果係牽涉到藍藍嘅事，我絕對唔會退讓。  



第五十一章、藍：戀愛專家

大雄： 
00:26 有時 我真係唔明到底我定係丁當先係你男朋友...   

我： 
00:26 緊係你啦... Sorry! 我以後都唔會自己跑開去   
00:26 今日同你一齊我真係好好好好好開心!! 

大雄： 
00:27 算啦 你知我嬲你唔落! 
00:27 真係無下次就ok啦   
00:27 因為我真係好愛好愛你 我都一樣唔想失去你   

咁就好啦! 大雄好似已經無乜野。不過，難得大雄同丁當前一排既關系好轉，依家... 我諗就好難講。
 

聖誕都要番學校補課，無計啦我地就黎考CE。Kelly全堂都無同我講野，連望都無望過我... 

好對唔住，我從來都唔係想搞成咁。一直以黎，我都係真心祝福你同丁當。我亦都全心全意當你係好
姊妹。  

補完課之後，就落去地下籃球場搵大雄... 

落到去就見到佢地係到打波，不過好奇怪...
丁當一向打開後衛，但佢今日學人打中鋒，唔通佢係故意既！？  

因為... 大雄一直都係打開中鋒呀！  

練習賽姐，但佢兩個好出盡全力咁。我呢個門外漢都睇得出大雄有意無意咁係到撞向丁當，點解裁判
唔出聲？ 

呢一刻，我好想出聲，我忍受唔到任何人傷害丁當，何況個個係大雄！ 

「呀！」丁當竟然一拳打落大雄度！  點算好... 我應唔應該出去？ 

正當我想出聲，丁當更加比我忍唔住：「喂，唔好咁過分好喎！  」 

大雄即刻話：「依家係邊個過分呀？你一日仲痴住藍琛蕾，我就唔會放過你！  」 

唔知點解，望住佢兩個搞成咁，我竟然喊左出黎。我點解總係令人唔愉快？如果無左我，大雄同丁當
可能會係好朋友。就算唔係，都可以係普通同學一場呀！  

「女班長，有無興趣陪我食個毒撈？」我擦乾眼淚，擰轉身見到肥仔俊拎住一大碗毒撈。  



「女班長呀...
我知我呢個零戀愛經驗既肥仔唔應該出聲。呢個世界好奇怪，偏偏就係旁觀者清，而我有D咩想講都
唔會想收收埋埋。 

記唔記得我曾經叫你遠離丁當？其實係應該既，不過當時已經太遲啦。因為丁當早已經泥足深陷。你
既離開只會令佢更加掛住你。  

對唔住啦！我應該諗清楚當時情況先同你講既。我今次諗得好清楚啦。如果你真係想繼續同大雄一齊
，而又唔失去丁當，你應該...」 

「我應該點做？」我真係好好奇，點樣先可以唔失去大雄同丁當。要我揀邊個重要D？其實我永遠都
會話兩個都咁重要。 

「女班長，首先你要承認你愛丁當。」我愛丁當！？點會呀，我唔否認自己對佢有好感，亦曾經動心
，但我愛既係大雄呀！ 

我點可以又愛大雄，又愛丁當。  

「我...」 

「你唔洗話我知，係心入面清清楚楚同自己講。」唔會嫁，我唔會愛丁當。 

「跟住，你要問自己係咪真係愛大雄。  」我點會唔愛佢呢？我唔愛，又點同佢一齊...
呢個肥仔到底係到搞乜？ 



第五十二章、丁：倒數派對

因為我打左大雄一拳，結果我黎緊果兩個月都唔可以跟球隊操練，仲要俾人照肺照左成個鐘。 

有一日，肥仔俊突然搵我。 

俊： 
18:22 31號得唔得閒   
18:22 有無興趣去ball   

我： 
18:23 唔係呀嘛   
18:23 你都去ball?   

俊： 
18:24 我見你分左手咁頹 
18:24 一場兄弟 

18:24 咪帶你去見識下囉     

我： 
18:25 做咩忽然對我咁好呀   
18:25 咁遲都仲有位咩 

俊： 
18:25 仲有位剩呀  
18:26 有好多女女喎      

我： 
18:26 好似好吸引喎 
18:26 去囉 
18:27 當陪下你   

俊： 
18:28 咁約實喇 
18:28 記得要著老西喎 

西裝？我邊度會有d咁嘅野呀…  

我： 
18:29 你有冇西裝 

俊： 
18:30 我一早買左啦 
18:30 無就拿拿林去買返套啦 



到左31號果晚，我約埋肥仔俊一齊去。嘩！估唔到肥仔俊著起套西裝，仲要gel埋個頭，成個人都ch

arm左同型左，同平時個毒好樣好唔同，簡直係脫胎換骨。  

『嘩，洗唔洗執到咁正呀  』 

『唔執下點溝女呀，一陣見到d女你就會多謝我嫁喇』 

一入到個場，我先發覺我好似大鄉里出城咁，我咁大個仔都未見過咁嘅場景！ 

D女女全部都盛裝打扮，低胸嘅低胸，露背嘅露背，show腿嘅show腿，呢度簡直係男人嘅天堂！
 

『嗱，我就去搵食先，你就慢慢搵target啦』肥仔岩岩講完，轉頭就已經去左同個女仔搭訕。 

望到成堆女我確實幾興奮，不過要我無啦啦去同個陌生人講野，我又唔夠膽，唯有傻的嗎9生勾勾咁
係度 目及 女。  

我對眼不停咁掃射，最後停留左係一個人身上，係藍藍！  

藍藍著左一條白色露肩無帶短裙，仲化埋妝，感覺就好似仙女下凡咁靚。 

不過，佢身邊企住嘅係大雄，大雄仲要着住白色嘅西裝，同藍藍襯到絕。 

突然，藍藍望過黎我果邊，佢見到我，有d意外，呆左咁望住我。大雄見到藍藍咁嘅樣，佢都望左過
黎。 

大雄見到我之後即刻黑左面，仲拉走埋藍藍。 

我好唔好過去打聲招呼呢？咁樣或者可以試下藍藍嘅反應都唔定。 

『Hello，我叫cherry呀  』有個女仔突然間行埋黎同我打招呼… 



第五十三章、藍：派對之夜

「我愛大雄呀，所以我一d都唔愛丁當。  」 

「女班長，係你一日唔認清自己所愛，神仙都救你唔到，何況我只係毒向左走向右走一個...  」 

我見肥仔好失望，但呢一刻既我真係好混亂，完全唔知點解佢要幫我解決問題但又提出更多問題。 

「藍藍，你等好耐啦？  」 

「唔緊要啦，肥仔陪我吹水，所以我唔悶啦。」 

「我依家去換衫啦，你等多一陣。  」既然大雄都黎左，我都無再同肥仔談論剛才既話題，肥仔亦
都變番平時咁係到搞爛gag。 

大雄一出黎，我就同佢行去搭車番屋企。其實好多時放學，大雄都會先陪我行番海濱，再自己行番麗
城。不過每次佢練完波，我都會同佢講我想搭車返去，始終我唔想佢太 支力。 

一上車無耐，我就挨落大雄度閉目養神。 

「藍藍... 你訓左啦？  」等我扮下野睇下大雄想搞乜先。 

「藍藍呀藍藍，點解成日要我咁擔心你？其實，我從來未試過咁樣失去理智。丁當係一個好人，我從
來都唔係想傷害佢。 

為左發洩一下，今日練習賽我突登mark實d丁當。點知丁當竟然打我...
果時我都有諗係咪我mark得太過分，我承認我有意無意地搞左d小動作。 

當我一諗起你同丁當係幾咁有默契，亦都幾重視對方，我心入面好似湧出一導火。對唔住...
如果當時你在場，或者會唔原諒我既唔理智。 

其實，一切只係因為我太愛你。  」 

大雄呢番說話完全嚇我一跳。我以為佢會怪丁當打佢，但佢反而係到自責。突然，我記起肥仔走之前
比左兩張飛我，好似係去唔知咩ball。 

我等大雄講完之後慢慢睜開眼，同佢講倒數ball既事。佢即刻好興奮，仲同我約定一齊著白色。其實
我咁大個女都係第一次去ball呀！  

呢段時間，我周圍去試裙、買鞋，希望以最佳狀態去同大雄一齊去ball、倒數。 

一去到會場，先知原來呢個活動咁多人黎！個個都著到好靚，再望下自己條$250既裙，就覺得好似
比下去咁...  

「你今晚好靚呀！    」大雄好似睇穿我咁，所以係我耳邊悄悄咁講。 



「明明其他女仔靚d囉！你曳啦，依家學識講大話呃我...  」 

「傻瓜，你係我眼中永遠都係最耀眼嫁！  」 

我望下會場，竟然見到一個好熟悉既身影，好似係丁當...  

「大雄，果個係咪...？」 

「藍藍！我地去個邊睇下！好似有歌手黎左。  」之後我就比大雄拖走。 

「Hey！你咪大雄！  」一轉身，見到一位靚女係我地眼前。佢眼珠既顏色偏啡，應該係混血兒，
著住一條紅色既短裙，身材超好！ 

「Jasmine？  」 

「Yea！Right！我地好耐無見啦！呢位係...？」Jasmine望實我，上下打量我。 

「佢係我女朋友，可以叫佢Carmen。  」 

「Nice to meet you Carmen! 我係USA番黎，所以唔習慣speak Chinese，forgive me!」 

「唔緊要。」唔知點解，第一眼望到呢個女仔，我就有D睇佢唔順眼。 

「大雄，我去拎一拎野飲。  」 

「我去啦。」 

「唔洗啦，你同老朋友聚下舊。  」 

行番去另一邊，果然見到丁當。正當我想行埋去佢個度，一位著住淺粉紅短裙既孖辮大眼妹行左去佢
面前同佢傾計。  

丁當即刻笑到臉紅。我已經好耐無見佢笑得咁開心... 

 



第五十四章、丁：密友告密

眼前呢個叫cherry嘅女仔着住一條粉紅色短裙，好老土咁紮住個孖辮頭。眼大大，塊面有d圓，雖然
唔係好靚，不過都幾得意  。 

再望埋落去，平胸  ，baby fat，條腿唔長唔短唔粗唔幼咁，都可以叫做不過不失嘅。 

『Hello，我…我叫Tim呀』我呢d毒向左走向右走突然有女同我招呼，緊係勁緊張啦，我feel到自己
塊面應該紅哂  。 

『你係咪…丁當呀？』 

『係…係呀，你點知嘅？  』 

『其實我係藍藍嘅朋友，佢之前俾我睇過你d相，所以我咪認得你囉』 

『cherry…你就係之前同佢一齊返樂團果個女仔？  』 

『係呀，不過我好耐無返喇  』 

『你地一齊黎嫁？』 

『藍藍都有黎到咩？其實我地好耐無見嫁喇。係呢，你做到佢男朋友未呀？』 

『你講…講咩呀？  』 

『你唔係鍾意藍藍咩？佢早幾年同我講你同過佢表白嫁』原來藍藍將件事同左其他人講，今次真係７
到無朋友…    

『我同佢係朋友黎嫁炸，佢已經有男朋友喇…  』 

『sorry ah…我唔知你地散左』 

『其實我地無一齊過…  』 

『下？佢明明同我講佢鍾意你嫁  』 

『藍藍鍾意我？咁點解佢果陣唔接受我嘅…』 

『你地係咪有咩誤會呀？』 

我果下真係唔知喊好定笑好。原來我一直以黎都唔係單戀，但係如果cherry講嘅野係真，咁點解藍藍

要拒絕我呢？  

咁岩俾我見到大雄同緊第二個女仔講野，於是我即刻行去藍藍度。 



『咦！原來你都黎左呀』 

『藍琛蕾，我有d野想問你』 

『做咩咁嚴肅嘅你haha？』藍藍嘅笑聲聽落好似笑得好勉強咁。 

『岩岩我撞到之前同你一齊返樂團果個cherry，佢咩都同我講哂喇』 

『原來岩岩個女仔係cherry?  真係認唔出喎…佢同你講左d咩？』藍藍個樣好似有少少意外咁，睇
黎cherry講嘅應該係真。 

『你明明都鍾意我，點解要拒絕我呀？』 



第五十五章、藍：新年快樂

「咦！原來你都黎左呀」丁當突然行埋黎真係嚇死我...   

「藍琛蕾，我有d野想問你。岩岩我撞到之前同你一齊返樂團果個cherry，佢咩都同我講哂喇...」 

死啦！原來果個係Cherry！  咁耐無見，佢突然靚左咁多，真係唔講都唔知係佢。  

佢係咪同丁當講左D唔應該講既野... 如果真係，咁點算好...  

「你明明都鍾意我，點解要拒絕我呀？」 

冷靜D呀藍琛蕾。  

「哈哈！個時樂團有幾個男仔成日煩住我，無論我點拒絕，佢地都係咁搵我。最後，我唯有話我已經
有鍾意既人啦。  

至於Cherry，佢當然知我咁講係為左應付班男仔啦。但唔知點解，佢成日都話我鍾意你。佢正一傻

妹黎嫁，唔通我自己鍾意人，我自己會唔知咩。  

Sorry呀，丁當，無諗過你會撞到Cherry。」丁當眼神中閃過一下既失落。 

「藍藍！原來你係到！咦... hi丁當。」有救啦！大雄終於搵到我。 

「我... 我唔阻你地啦。你地去舞池跳下舞啦。  」丁當講完就轉身走。 

大雄連再見都無同丁當講，就拖住我走：「行啦！仲有半個鐘就倒數，無乜時間淨啦。  」 

丁當既一句說話令我成晚都心不在焉，我已經無心情去諗ABC
Jasmine同大雄傾左乜、Cherry最近過成點... 

有時，真係好懷疑咁樣做係咪正確。白己既自私彷佛變成一把利劍，不停傷害心邊重要既人。  

但係，事到如今，我仲可以點？  

唔通我要走去同大雄講：「Sorry！我唔知自己最愛既係咪你...」 

如果可以回到過去，我諗我依然會因為一時既感動而同大雄一齊；因為太多既顧慮而拒絕丁當。 

因為有D野係真係要經歷過，先至會深深體會到選擇帶黎既後果。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Happy New Year！  」原來係我發呆既時候，我地已經跨過左一年。 

「藍藍，有你既新年真係好快樂！我覺得自己好幸福。多謝你容忍左我咁多個月，黎緊你要慢慢忍啦
哈哈  」大雄感動到眼濕濕。 

就係呢下表情，令我更加於心有愧。  

「大雄，我都好開心呀。唔知點解我頭好痛，可唔可以番去啦？  」 

「唔舒服又唔早D講！？」 

「無乜事嫁！可能呢到冷氣太大，我番去沖個熱水涼就ok。  」 

「Hey 大雄！我唔記得同你拎個phone number！  」Jasmine係背後嗌我地。 

「6XXX XXXX」 

「OH 原來我一早save左你number。  」 

「Sorry！We have to go now. 下次見啦 Jasmine。」大雄好焦急咁打發Jasmine。 

Jasmine再睥一睥我，就話：「Okay. Fine. Remember to date me. I am very free now. See you
soon. 」 
 



第五十六章、丁：採取主動

『五！』 

我feel到藍藍係度講大話。 

『四！』 

佢嘅眼神、佢嘅語氣，全部都話俾我聽佢講緊大話。 

『三！』 

藍藍如果之前真係俾樂團嘅男仔煩住嘅話，佢點會唔同我講？ 

『二！』 

既然藍藍講大話，即係cherry講嘅野係真嫁啦。 

『一！』 

即係藍藍真係鍾意過我！ 

「Happy New Year！」 

我見到大雄好激動咁捉住藍藍係度講野，仲講到有d眼濕濕咁，我都希望呢一刻企藍藍隔離嘅係我。
 

我唔可以再咩都唔做咁等落去，我要主動搶返藍藍返黎！  

返到屋企，我打開msn，搵到藍藍。 

我： 
02:49 藍藍 我知道你夾係我同大雄中間你都好辛苦 我唔係想迫你
我知道果一次突然同你表白可能令你好尷尬 但如果你對我仲有少少感覺嘅話 你就同我講啦
其實我知道你係個ball度係講大話呃我 我識左你咁耐點會唔知丫 你唔答覆我住都唔緊要 i'm right
here waiting for u  

咁大個仔都未試過打咁大段野黎溝女，我嘅第一次就咁俾左藍藍。 

咁樣緊係唔夠啦，如果連藍藍真人都見唔到，又點樣搶到佢返黎呢？ 

於是，我就要搵肥仔俊幫手喇。 

我： 
03:00 訓左未 



俊： 
03:02 未呀 
03:02 同緊岩岩識個女仔傾緊計呀 
03:03 今次我得米喇！！！  

我： 
03:03 識左你咁耐 

03:04 可唔可以幫個忙  

俊： 
03:05 想我介紹女女俾你識？ 
03:05 岩岩咁多件點都識到一兩個掛 

我： 
03:05 唔係呀Hi 
03:06 係關於藍藍 

俊： 
03:06 我之前都幫左你好多喇喎 
03:06 你想點幫先 

我： 
03:07 我想你…………… 

中午時分嘅starbucks，人唔算好多，我係度等緊藍藍。 

過左無幾耐，藍藍就到左，我招招手叫佢埋黎。 

『乜…唔係肥仔俊話…要借notes影印咩？點解係你嘅…』 

『佢唔舒服丫嘛，我咪黎幫佢囉』 

『你地夾埋嘅！  』 

『如果唔係點約到你呀？』 

『…』 

『行啦，去影印島』跟住我就捉住藍藍隻手一齊行，佢塊面紅到好似蘋果咁，不過佢亦都無掙開到我
隻手，由我拖住。 



第五十七章、藍：心知肚明

「大雄，送到我呢度得啦。我自己上去就ok。  」 

「咁好啦。番去同我講聲，我走啦。  」之後，大雄就轉身走左。 

我係大堂坐左五分鐘之後，決定出去行一行。 

自己一個行下行下，唔經唔覺行到去半籃球場，我行入去坐左一陣。 

仲記得小學個時，明明矮得得，又無力，但丁當總係鍾意黎呢度打波。佢成比d高佢成個頭既中學生
笑，但佢永遠都唔會因為咁而放棄籃球。 

到左中學，佢唔太鍾意去半籃球場啦，話個度個場太細，唔夠刺激。 

初中放學無野做，我就陪佢去籃球場，睇佢打波已經成為左我當時既習慣。 

我好鍾意睇丁當打籃球，因為我總係會見到佢自信既一面。  

佢唔夠人高，灌籃、搶籃板呢D都唔係佢強項；佢又容易緊張，所以一要射罰球或者三分波，佢就會
好易失準。 

所以，佢係一名後衛。宮城係彩子既No.1後衛，而丁當係我心目中亦一樣。佢跑得快，身手敏捷，
傳波亦係佢既拿手，成日都打出好多靚既助攻。 

再大個d，佢少左係海濱打波，因為平時佢都有校隊訓練，而且佢有時夜晚鍾意同我係海傍跑步。 

段其實我一直都叫佢個 時間去做自己鍾意做既野，因為我知佢一直都唔太鍾意跑步，但佢又堅持要陪
我，話：「雖然呢，你對我黎講係兄弟，但係其他人眼中你係女仔呀！一個女仔夜媽媽跑步都唔係太
好。  」 

死啦死啦！點解我成個腦都係丁當...   

依家諗番轉頭，其實我呢十幾年無一日既生活係無丁當，可能我對住佢既時間仲長過我對住長期要工
作既爸爸媽媽。 

當知道丁當要拍拖，我當然為佢感到開心，但又會莫名奇妙咁有陣失落感。  

有陣時，我都會諗點解當初我唔接受丁當... 

我知嫁！我知自己好自私！我都好討厭咁樣既自己...   

有時人就係咁，有D野就算心知肚明，都會比藉口自己，將成件明知係唔正確既事理想化。 

我知我又想大雄繼續同我一齊，又想丁當繼續做我好朋友，係一件唔應該既事。 



試諗諗世上有幾多人會願意接受自己既另一半有一位親密既異性朋友？   

所以我好明白大雄既感受，係我令佢擔心，擔心我同丁當會成會情侶。 

我從來都唔會怪大雄，因為錯不在佢。 

最錯既係我...   

番到屋企，見到丁當MSN send黎既一段說話，除左講抱歉，我唔知仲可以做D咩。 

因為，我真係唔想失去你地是但一個。 



第五十八章、丁：回不去的

我拖住藍藍一直行，我雖然扮到好似無乜野咁，但係其實我已經緊張到不行了，個心跳得好快，好似
就黎跌出黎咁。   

『你…有冇睇msn呀？  』我扮到好似好輕鬆咁問。 

『我有呀，不過我唔知點覆你好…  』藍藍dup到個頭好低，好似唔想俾我見到佢個樣咁。 

『咁…唔緊要啦。係呢，不如聽晚一齊去跑步丫，我地都好似好耐無一齊跑過咁  』 

『我唔知得唔得閒喎』 

『咁你得閒就同我講啦  』 

Dead air左一陣，我唯有再r d野講。 

『做咩你個樣咁尷尬咁姐，就算你拒絕我，我都會繼續當你係我老死嫁喎haha  』 

『真…真係？  』 

『緊係啦haha』 

『丁當，其實我唔值得你咁樣等我，更加唔值得因為我而放棄kelly…  』 

『我覺得值得咪得囉。kelly依家仲有無搵你呀？』 

『無喇。我有搵過佢，不過佢都無覆我喇…  』 

話咁快就到左影印島，其實影印notes只係個藉口用黎約藍藍姐，所以我果其影左兩頁就算。 

『一陣得唔得閒呀，不如一齊食lunch丫？  』我緊係唔想咁快俾藍藍走啦。 

『er…唔好喇，我約左媽媽食飯呀，下次先啦  』藍藍嘅語氣好似話緊俾我知佢講大話。 

『唔緊要啦，下次再約過，記得返去覆我跑唔跑步喎  』 

『好丫，byebye』 

『byebye』  

雖然終於都俾我約到藍藍出黎，但係氣氛都仲係尷尷尬尬咁，同我地以前大聲講大聲笑已經唔同哂，
我地中間就好似多左面牆。  

或者，我表白呢個決定係錯嘅？ 



我都唔知道答案，不過如果我唔講就一定會更加後悔。 

我返到屋企之後一直等，等藍藍覆返我。等左好耐，藍藍終於上左線。 

藍藍： 
20:02 sorry ah 
20:02 我聽晚唔得閒呀  

果然。 

我： 
20:03 唔緊要啦 
20:03 反正我都要開始温下書  

藍藍： 
20:05 咁你努力喇  

話咁快就完左個聖誕假，我掛住煩藍藍d野最後都係無乜温過書，但係我同佢又無乜進展。  

放完假之後嘅第一日，又返到去熟悉嘅課室。 

有一個看似陌生嘅短髮女仔行左入左黎課室。 

係kelly!?  

本身長頭髮嘅kelly突然剪左個冬菇頭，平時無咩存在感嘅佢都引黎左全班嘅注目。  

『佢係咪受左咩刺激呀？  』 
『聽講佢同丁當分左手喎』 
『係咪真嫁？  』 

我隱約聽到有幾個女仔係度討論緊kelly，原來我地分手嘅事已經傳左出去。  

今次係我分左手之後第一次見返kelly。佢好似瘦左，個樣憔悴左，無黎精神咁，同我拍拖果陣時完
全唔同。  

但係，對住坐係我前面嘅kelly，我無勇氣親口同佢講聲對唔住…  



第五十九章、藍：二選其一

依家對住丁當，其實除左尷尬之外，我地仲好似隔左九萬里遠咁。  

唔會咁嫁！呢個根本唔係我所想既...
當我想扮無野個時，丁當仲係會好深情咁望住我，搞到我都唔夠膽再直視佢。 

大雄： 
16:34 藍藍   
16:34 我想開始認真讀書啦 
16:35 不過 你都知 我個底好差 而且好容易分心 

16:35 所以你可唔可以出黎同我溫書 好好督促我   

我： 
16:35 當然好!!!   
16:35 但圖書館D自修室都唔講得野   

大雄： 
16:36 不如去我樓下個青年中心 個度有自修室 自修室外有D圓檯 唔識個時我地可以出去坐圓檯   

我： 
16:36 好呀!!! 聽日放學開始?   

大雄： 
16:36 ok!       

大雄肯努力讀書當然係一件好事，所以我都好樂意陪佢。 

到左第二日放學，丁當臨走之前偷偷地比左一張紙條我，仲叫我自己一個個時先好睇。  

「藍藍，我漏左D書係屋企，我要番左屋企先。」 

「咁我都番一番屋企拎番D notes先。」 

「好呀，你搞掂哂就同我講聲，我先幫你搞左登記手續先。」 

「陣間見！  」 

一路番屋企，我都係到諗丁當寫左乜。 

同大雄分開再行之後，我終於忍唔住要打開黎睇。  

親愛既藍藍： 

依家我地尷尷尬尬咁，都係因為我。如果我唔將我愛你呢個事實同你講，或者我地真係會做到「一世



兄弟」。但係我真係忍唔到啦，我愈係話比自己聽我唔可以愛你，我反而變得愈黎愈愛你。 

我有多好多野想同你講，或者我地講清講楚先可以打破依家尷尬既局面。你唔好再避我啦！至少比多
一機會我同你傾清楚... 

放學後係小白塔等你，不見不散。 

丁當 

無錯。我唔應該再逃避啦！  

但... 今日放學大雄等緊我呀。 

等我打比丁當先... 同佢約過另一個時間。 

「你所打既電話暫時未能接通...」又係呢把可恨既聲音！ 

無理由要丁當係個度等我成3粒鐘... 咁唯有... 

「喂！大雄，Sorry！我媽媽唔太舒服，所以我想係屋企照顧佢，我聽日先同你溫書。」 

「咁唔緊要。叫伯母好好休息。」對唔住呀，大雄。  我唔係想呃你，但如果我講真話，你一定
會阻止我... 

只要可以同丁當修補關系，無論要我做乜都好，我都願意。 



特別篇(四)、Kelly：分手很痛

既『鳴嗚鳴…』今晚係平安夜，亦都係我初戀分手 日子。

好唔容易先可以將d眼淚忍住，忍到返屋企，係我訓落床果一刻，我終於都忍唔住，喊左出黎。

點解你要揀呢日講分手？點解你可以咁恨心？點解你情願去愛一個唔愛你?人都唔要一個愛你?人？

明明藍琛蕾同大雄一齊左，我以為你會對佢死心，點知你都仲要鐘個頭埋去…

『我有咩比唔上藍琛蕾呀…』

我一直收埋自己係個被窩度，喊下喊下就?得滯訓著左。

第二朝醒返果陣，阿爸阿媽都已經出左去返工，成間屋就只係淨返我孤零零一個。

我好想搵人傾訴，但係我發現原來我連一個真心?朋友都無。不過，就算無人俾我宣洩，我都唔會再
搵藍琛蕾，永遠都唔會。

我落左街買啤酒，我想飲醉，因為只要我個腦一得閒，就會諗起丁當呢個賤人。

『嘩！咁難飲?！』我飲左唔夠一秒，就將我人生第一啖啤酒噴返出黎。平時見人飲得好輕鬆，點知
個味原來係咁苦咁澀。

我夾硬將成罐啤酒飲哂落肚，結果唔夠一陣，我就衝左入廁所嘔，嘔到連黃膽水都無哂先停。不過嘔
完之後，我並無舒服返，個心反而更辛苦。

『有無人可以關心下我？有無人可以陪下我？』諗起自己?慘怳，我又不自覺咁喊左出黎。

過左幾日，我都無出過街，只係留係屋企喊，喊到隻眼又紅又腫。阿爸阿媽返到黎就入房，佢地就以
為我?書唔會黎打擾我。

我一得閒就會上討論區睇下d失戀post，搵下有無人同病相憐，有?就入去留言傾下計。只有咁樣我



先至無覺得咁獨單，自己並唔係最慘果一個。

至於msn，我一早就已經del左，因為根本無人係我想搵。或者，我更驚?係自己會犯賤忍唔住搵返丁
當。

唔經唔覺咁就過左個聖誕假，以前?我一定係用哂d時間黎?書，不過今年我就只係悲傷中渡過。

係返學前一日，我去將留左好耐?長頭髮剪短，我希望咁樣可以代表自己?一個新開始。我唔要俾丁當
覺得我無左去就唔得。

不過，就算我真係放低，丁當我依一世都唔會原諒你。



第六十章、藍：兩小無猜

「藍藍！你黎啦！我以為... 我要等到天光哈哈  」丁當一見到我，即刻好開心咁講。 

「丁當... 你有乜想同我講？  」 

丁當突然攬實我，話：「對唔住呀，藍藍。如果唔係我忍唔住，我地一樣會繼續係好朋友。唔會搞到
依家咁...   」 

「丁當...」 

「噓！等我講埋先。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淨係今日！過左今日，我就當呢排既事無發生過，重新做
你既好朋友。就一次，求下你。  」 

「就當我可以扮無事，但有D野發生左就係發生左！點可以話無就算...  」 

「藍藍... 由細到大我有幾錫你，你知嫁！有邊一次我唔聽你話？今次，當係就我一次...」 

見到眼前既丁當雙眼通紅，我覺得自己真係會心軟，但咁樣咪姐係對唔住大雄...？  

「做咩唔出聲... 不如咁，唔好話做我女朋友啦... 陪我玩一日，得我地兩個，好似以前咁，好唔好？
 」 

「好啦...」之後，丁當即刻拖住我跑出小白塔。 

「我地去邊呀？  」 

「陣間你咪知囉哈哈」佢帶我行出荃灣公園，經過西鐵站，黎到灣景廣場。唔通我地係去... 

「我地好耐無黎過冒險樂園啦。  」丁當講完就走入去兌左200個代幣。 

記得好細個既時候，我地既屋企人都會帶我同丁當一齊黎呢度玩。一放假，就一定會求爸爸媽媽帶我
地去。 

因為係呢度，唔單止有得玩，仲可以換禮物。講起上黎，丁當每次玩完都會將佢一大半既飛比我，所
以次次我都滿載而歸。 

到左大個，唔係嫌呢度太幼稚，而係因為覺得玩一次好唔扺，所以我都已經好多年無黎。 

「藍藍，我地黎挑機啦！  」每一次，我同丁當都會鬥番三場氣墊球。 

「好呀！我先唔怕你，我寶刀未老呀！  」結果，3:2完場，我贏。 

「車！我特登讓下你，等你笑下，費事你黑口黑面對住我炸！  」 



「輸就輸啦！咁多藉口！」唔知點解，打完呢三場，我個心好受好多，我地好似真係番到以前兩小無
猜既日子咁。 

細個其中一個我最鍾意既遊戲就係掟彩虹！ 

「中呀！中頭獎啦！！      」丁當擲中左呀！ 

工作人員即刻拎個細個以為好先進既器材出黎，一睇原來掂到少少邊...   

「Sorry呀，哥哥仔，你『擲』界呀！」 

「邊度有呀？你睇錯姐。求下你啦，今日對我黎講好重要...    」 

「好... 好啦。依家非繁忙時間，無乜人，所以無人睇到。見你帶埋女朋友黎，今次讓比你啦！  」 

「我唔係...」正當我想解釋個時... 

「多謝你呀，靚仔。藍藍，你快D揀禮物！  」丁當不停對我打眼色。 

「哥哥仔，你真係幸福啦，有個咁靚既女朋友仔哈哈  」 

「哈哈」丁當乾笑左兩下，就無再出聲。 

咦！大雄點解會無啦啦打黎！？ 聽唔聽好...？ 一聽佢就會知我唔係屋企... 



第六十一章、丁：殘酷真相

『唉，我都想佢係我女朋友呀…』我心諗  。 

呢個時候，藍藍部手機突然響起。我望到個來電顯示，係大雄。 

藍藍猶疑左一下，我捉住佢隻手，同佢講：『唔好聽…』 

藍藍個樣好似好掙扎咁，塊面都紅哂。不過，最後佢都係聽左。 

『喂』 
『我依家…我依家係冒險樂園…』 
『我遲d先再同你解釋丫，對唔住呀大雄…』 

藍藍跟住就收左線。不過大雄之後都仲繼續打黎，藍藍最後索性熄左機。 

『我要果隻草泥馬公仔啦！』藍藍好似都幾開心咁。 

行出左冒險樂園之後，我同藍藍講：『多謝你呀』 

『你講咩呀？你幫我擲到隻公仔，應該係我多謝你喎  』 

『多謝你可以為左我而放低佢…』 

『其實大雄始終係我男朋友，我最後都會同佢講返…只不過我暫時拖住先姐，其實我夾係你地中間我
都好辛苦…』 

『唔好講佢住啦，不如我地諗下去食咩先啦』我特登扯開話題，唔想俾大雄破壞到我地嘅氣氛。 

『urm…不如去食米線？』 

『好呀』 

我地坐低左，叫好野食，藍藍突然開口。 

『丁當，我有d野想講…』 

『…你講啦』 

『其實…我之前真係鍾意過你…  』 

『我都估到你之前係呃我嫁喇  』 

『但係…就係因為我愛你，所以先拒絕你。如果我地真係拍拖嘅話，可能我地一開始會過得好開心，
但係大部分情侶最後都係分手收場…我想可以一直留係你身邊，如果係朋友嘅話就唔會分手，我好驚
會因為咁樣會無左你…你明唔明？』 



我無出到聲，唔係因為我聽唔明藍藍講乜，而係因為我聽得明，但係我又反駁唔到佢  。 

『咁…你依家仲鍾唔鍾意我？』 

『我…我已經有大雄喇…』 

藍藍唔肯直接答我，咁姐係佢個心其實仲有我係度  。 

『你覺得你咁樣仲可以繼續同大雄開開心心咁行落去咩？』 

藍藍無出到聲，佢個樣好迷惘。 

『腩肉米線、雞肉米線走芽菜』 

『算啦，我唔應該咁講，食野先啦』 

我之後同藍藍講返以前嘅野，唔再提起大雄，不過佢都好似仲係好sad咁，無咩心機理我…  



第六十二章、藍：一切歸零

「其實…我之前真係鍾意過你…」我竟然將呢番說話講左出口！ 

試諗真d，當初就係因為我既唔坦白，而令到事情變到依家咁。 

如果我依家坦白翻，或者可以改善下情況。  

但係點解我講完之後，丁當好似更加失望...  

食食下米線... 

藍藍 我真係好失望 好唔開心! 
我係你男朋友 但係你講大話呃我 
直覺話我聽你係同丁當去左冒險樂園 
其實我一直都知嫁... 
丁當係你心目中佔有好重要既地位 
甚至可能比我更重要 
所有人都feel到嫁 係你自己唔係承認 
一直以黎 我只係打住「男朋友」既稱號 
先可以霸住你 
同你一齊 有時反而覺得自己係第三者  
我知道你同丁當無野 
但你地之間無形既默契好清楚話我聽我係局外人 
我一直都好努力去了解你 
嘗試同你建立呢種令人羨慕既默契 
但其實係唔可能 
我愛你 所以更加希望你幸福 
相信我 你同丁當先係一對 
而且... 其實我3個月之後就要去美國讀書 
之前都唔知點好 又唔知點好 
依家就好 有丁當照顧你我好放心 
我淨係希望我地仲可以做翻朋友 
多謝你呢幾個月陪伴我 
唔好怪自己 唔係你錯 
錯在上天令我地太遲相識 
如果我比丁當更早認識你 
或者我地既結局會唔一樣  

大雄send左呢個SMS比我，我一路睇，個腦不停咁重現翻我同大雄既回憶。 

我完全喊到收唔到聲，我唔知我應該挽留定點... 

丁當係咁問我做咩事，我都擰頭唔答。 

我依家比以前更肯定我愛大雄，但同時我更加愛丁當... 



大雄，多謝你。大家一齊放手，我諗對所有人都好。 

我呢一世都唔會忘記你。  

一個月之後... 

「藍藍，你仲未同丁當一齊既？  」同我一齊落小食部既係大雄。 

「我... 覺得未係時候呀。」 

「傻妹！我都比哂機會你地啦。咁都未係時候，唔通八十歲先係吉時？」 

「我會嫁啦！多謝你呀，大雄。」 

「洗乜講多謝，我地朋友黎嫁嘛！」 

「你最近有無咩新target?哈哈」 

「邊有呀？」 

「我見你成日上堂偷偷地SMS...  」 

「我搵呀媽炸！」 

「一定係咁啦哈哈」



第六十三章、丁：不上不下

食食下米線，藍藍拎左部電話出黎睇，睇左陣佢就突然喊到收唔到聲。  

『做咩事呀？  』藍藍咩都唔肯講，只係猛咁擰頭。 

食完米線之後，我送藍藍返屋企。行緊果陣，藍藍終於肯開口。 

『岩岩…大雄同我講左分手…  』 

『下！？咁突然嘅？  』 

『佢話佢３個月之後就要出國讀書，所以長痛不如短痛…  』 

『係…係咪因為我？  』 

『其實由頭到尾都係我一個人嘅錯，根本我就唔應該同佢一齊，咁我就唔會傷得佢咁深，就唔會搞成
依家咁…  』藍藍講講下又喊左出黎，好彩條街唔係好多人，我即刻拎左包紙巾俾佢。 

望住藍藍喊到咁sad，我就知道大雄係佢心目中嘅地位一定好重要，佢真係好愛大雄。 

就算我幾愛藍藍都好，我諗我都要俾d時間藍藍，等佢完全放低左大雄，我先至諗點行下步。 

我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就只係默默陪係藍藍身，幫佢盡快撫平情傷。 

跟住就係考試，或多或少都分散左藍藍嘅注意力，佢暫時都將精力放係考試度，個人都叫做有個目標
無咁頹。 

我依家同藍藍又回復返以前嘅朋友關係，層隔膜又好似消失左，但係埋門一腳始終都係推進唔到。
 

一個月之後… 

天氣越黎越凍(其實本來都已經好凍)，每日返學早起身都係一種折磨，不過好彩就黎放新年假。  

而咁岩嘅係，放假嘅第一日，正正就係藍藍嘅生日。  

我諗，我應該等夠喇，係時候要主動d，盡返自己做男人嘅責任。



第六十四章、藍：生日心意

今日，係我既生日。  

早係兩個星期，丁當已經約好我，叫我一定唔可以約人。 

我係咁問佢去邊，佢又死都唔肯講，淨係約我朝早九點係樓下等。 

難得生日，我都盡量打扮下，著翻條裙。 

「叮噹... 叮噹...」咦！咁早會係邊個呢？唔通爸爸媽媽翻工拎漏左野？  

望一望個防盜眼，原來係丁當！ 

「藍藍，生日快樂呀！  」 

「做咩咁早呀！人地先啱啱起身！！」 

「我太興奮訓唔著哈哈，所以咪早d上黎搵你。  」 

「又唔係你生日，你興奮黎做乜？」 

「總之我就興奮啦！你快d換衫，如果唔係就趕唔切！」我依家先醒起自己仲著住睡衣！仲要個頭成
堆雜草咁... 

「做咩仲企係到？」丁當突然舉起手向我既方向，好似想攬住我咁！？  

「7頭，你嘴角仲有少少牙膏呀！  」下！！！好7呀！  佢伸手抹下我嘴角，我本能咁避開。 

「我自己得啦！  」我即刻跑番去廁所，鏡入面既自己紅都面哂。唔知點解，我覺得今日既丁當眼
神比以前堅定，好man… 

搞左二十分鐘，我終於出得門口。 

「我地依家先搭地鐵去北角。  」北角咁遠？對於我地呢D荃灣友，平時出街去到最遠通常都係旺角
個邊。 

一出閘，眼前出現左一間舊式影院。大堂貼左無數張海報，其中一張係... 〈不能說的秘密〉！  

「點解會有嫁！明明套戲好多年前上嫁！！！」杰倫BB係我偶像，電視重播不能說的秘密〉個時，
我都話好想入戲睇一次。估唔到係正我生日會有重上大銀幕既一日！      

「這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喔！」丁當係到扮小雨同我講，呢一下真係幾感動。 

「知你鍾意睇，所以特登帶你黎。係咪好好先？  」 



「至好係你啦！我地快D入去啦。」 

成場戲唔知點解我有少少緊張，我有預感今日會發生D好特別既事。 

「睇完戲去邊度？  」 

「我地去搭叮叮車啦！」我都好耐無搭過啦。 

「好呀，同丁丁搭叮叮。」 

我地坐上上層，可以望清楚周圍既風景。 

「藍藍，生日快樂！」丁當拎出一張卡！係手製卡！！丁當識我咁耐都無寫過生日卡比我，一黎就係
自己整！ 

張卡其實真心有D醜樣，D相拉到變哂形，又係自己係Printer印，丁當D字又樣樣衰衰。 

不過，我真係好好好好好好開心！  對好多男仔黎講，寫張Memo都會嫌煩，何況整張卡。



第六十五章、丁：再次表白

見到藍藍收到張卡咁滿足，都不枉我用左咁多時間整左我人生第一張生日卡俾佢。  

話咁快就到左我地嘅下一站，食雞蛋仔。藍藍由細到大都好鍾意雞蛋仔。 

『呢度d雞蛋仔好出名嫁，外脆內軟，佢隻朱古力味仲會有一粒粒朱古力係入面添！』 

『嘩！好似幾吸引喎  』 

『隔離仲有間雪糕鋪，佢地d牛奶雪糕又滑又濃，搭埋雞蛋仔食仲正  』 

『咁兩樣都買黎試下啦』 

我拎住雪糕，藍藍拎住雞蛋仔，佢好似餓鬼上身咁，猛咁食猛咁食。 

『我要食雪糕～』藍藍對眼發哂光咁望住杯雪糕，明明佢個口都仲嚼緊雞蛋仔  。 

我“畢”左“更”雪糕餵俾藍藍，佢呆左呆，最後都係食左。跟住佢又餵返我食雞蛋仔，粒雞蛋仔食
落口果陣好似多左陣甜味。  

食完雞蛋仔之後，我地就去左行街。行到攰之後，就去左間cafe到坐同埋食少少野，食完野果陣都已
經五點。 

『我地仲有邊度去呀？』 

『緊係有啦，不過可能有少少大風喎』 

『姐係去邊姐？』 

『一陣你咪知囉  』 

我地搭左陣電車，去到西環出面嘅一個碼頭。 

『做咩帶我黎貨櫃碼頭呀？』 

『行出d你咪知囉』 

行到去海邊，一個好靚嘅夕陽就係我地眼前。 

『嘩！好靚呀！  』 

『緊係啦，我聽人講呢度日落好靚先帶你黎  』 

雖然好大風，不過我地望住個日落都望到出哂神。 



『我帶左相機呀，不如我地影返張相丫  』 

『好呀  』 

我地搵左個阿叔幫我地影，雖然有d背光，不過影出黎都好靚  。 

『藍藍呀，你今日開唔開心呀？』 

『開心呀，好開心，多謝你呀  』 

我深呼吸左一啖，捉住藍藍對手，望住佢講。 

『咁…你可唔可以俾次機會我一直令到你咁開心？』 

『我…我想做你男朋友！』 



第六十六章、藍：婦唱夫隨

「我…我想做你男朋友！」今次都唔係丁當第一次同我表白，但今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感動。 

唔單單係因為佢為我做左咁多野，而係因為我地都變得勇敢，願意踏出「好朋友」呢個安全地帶。 

「我... 我非常樂意！  」我即刻攬實佢，眼淚唔覺意就流左落黎。 

「不過... 我當然有條件。  」 

「你講乜我都聽哂你話啦，女朋友大人！  」丁當攬得我更實。 

「就係... 我地要做一世既...」 

「我知我知！夫婦！  」 

「邊個咁快話嫁你！我係話做一世既好朋友...」 

「又好朋友...  」 

「我未講完呀！  」 

「好朋友一般既男女友。  」 

「姐係點？  」 

「我需要你好似以前咁，無論我點，你都要係我身邊陪住我。就算我地嗌交，你都要聽我訴苦。呀！

我地仲要訂個〈女朋友守則〉出黎。  

聽住啦，第一，緊係要愛我！第二...」 

「嘩！做你男朋友都好慘姐！  」 

「咁你係咪唔做先...  」 

「做！緊係做！要我做乜都得！不過我都要訂個〈男朋友守則〉哈哈  」 

「講黎聽下先啦，我唔一定會照做嫁。」 

「urm…我嘅男朋友守則淨係得一條，就係淨係準你鍾意我一個，唔準你鍾意第二個男仔。  」 

「你唔洗講我都會咁做啦傻佬。  」 

呢一刻，丁當好深情咁望住我，成個世界好似靜止左咁。 



佢哄個頭過黎，好似想錫我咁，我個心跳得好快。 

當我地之間相距1cm，丁當突然笑出黎。 

「藍藍，你好矮，搞到我要『dub』低少少，哈哈哈哈哈哈！」 

「你！你笑乜！自己又唔係特別高！！！得個170cm都笑人！唔比錫！你呢一世都咪錫我！」我嘟
起個嘴，就係呢個時候，丁當好快咁嘴左埋黎！ 

「我就下你咪得囉，傻瓜！」丁當用手摸摸我個頭。 

一個月之後... 

「肥丁！行快D啦！陣間Miss左大雄班機我會嬲死你！」無錯，今日係大雄飛去美國既大日子。今次
佢一走，都唔知幾時會見... 

「得啦！仲有成45分鐘，洗乜咁心急！」 

「我有好多野想同大雄講呀！」 

「知啦知啦，我都要同大雄道別嫁。」 

行左五分鐘，終於到左離境大堂。 

「大雄！去到個度記得要同我地講聲，多D上Facebook Post下相，等我地知道你既近況。」

「當然啦，我點都要上去呃下Like嫁哈哈」大雄同我傾左一陣之後，好認真咁同丁當講：「幫我好好
照顧藍藍啦！不過係你既我就好放心。  」 

丁當即刻話：「唔知你講我都會，我會養到佢肥肥白白嫁啦！  」 

「唔洗你養，佢依家都肥肥白白好似隻豬咁哈哈哈  」 

「你兩個！一係就做仇人，一Friend起上黎就攻擊我！」傾下傾下，大雄已經要走。我攬住佢一路係
到喊話：「我會掛住你嫁！  」 

「放心啦！我一有長假就會番黎探你地。我走啦。」 

佢一入閘，我拎部電話出黎，開番MSN。 

唔知由幾時開始，愈黎愈少人用MSN，個個轉用咩Whatsapp或者Line個D。即使MSN學人整番個a
pp版，都無乜人再上線。 

有一大半既人既頭像已經長時間係灰色，大雄都好耐無上線啦。  

我： 
14:16 大雄 再見啦! 多謝你...   



正當我想登出個時... 

大雄 傳來震動... 

大雄： 
14:17 再見啦 藍藍! 我從來無後悔自己愛上你 我知你到依家仲係好自責 不過唔洗嫁
因為愛上過你已經係一件好幸福既事 
14:17 我依家要去一個新既地方重新尋覓自己既幸福   
14:18 再見!   

一切... 

由MSN開始，亦由MSN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