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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剎那就一見鐘情

可能我地讀男校嘅關係，真係好少同女仔相處，我只知佢以前讀曉明街蒙民偉，而因為佢，亦成為我
每天返夜校嘅動力，不過點樣同佢Say Hi,
點樣識佢？我只知我每日都偷望佢，而我相信佢都發覺到。

那個年代，雖然已經有手提電話，但做學生，邊有咁多錢出手提電話，直到夜校嘅最後一天，我都未
同佢正式傾過計，唉，返到屋企，連飯都食唔落，唔通就係咁...

《偏偏喜歡你》陳百強
愁緒揮不去苦悶散不去
為何我心一片空虛
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滿腔恨愁不可消除
為何你的咀裡總是那一句
為何我的心不會死
明白到愛失去一切都不對
我又為何偏偏喜歡你

愛意是負累相愛似受罪 
心底如今滿苦淚
舊日情如醉此際盼再追
偏偏癡心想見你
為何我心分秒都想著過去
為何你一點都不記起
情義已失去恩愛都失去
我卻為何偏偏喜歡你

情義已失去恩愛都失去
我卻為何偏偏喜歡你

不過我自己都肯讀書，會考時期，市政局（康文署前身）嘅自修室係要申請先可以入去溫書，我都申
請左瑞和街自修室其中一個時段，我記得應該係晏晝嗰段，第一天去到，鬼死咁多人，唯有帶住耳筒
聽住CD溫書，又悶，所以坐左無耐就走左...

第二日，又去自修室溫書，搵左個近走廊嘅座位坐，突然間一個熟悉的身影在旁邊經過，抬頭一望，
原來係阿菲在搵位，於是我指指前面張枱有個空位，佢就走左埋去坐，今次真係冇死啦，臨走前，我
厚住面皮鼓起勇氣行過去

「咁啱嘅，你都來呢到溫書呀？」連我自己都覺得廢話
「係呀，以前唔見你嘅？」佢笑笑口問
「我...我以前係屋企溫書架，不過屋企太多誘惑啦，係呢，得你一個，可唔可以俾個電話我，等我可
以幫你霸下位。」俾佢問番轉頭我真係答到一額汗



「好吖，我住瑞和街馬會樓上之麻，俾張紙嚟我寫俾你...」
我就搵左張紙俾佢寫左個電話2345xxxx係張紙上面。
嗰晚我真係開心到瞓唔著...畢竟我十幾歲仔第一次問女仔攞電話，無諗過佢會即刻俾...



第二章 小學情緣

咁大個仔，除左小五喜歡過一個小學同學外，中學嗰6年真係做左和尚。
我小學係牛上一間基督教學校讀書，而小學嗰個女仔，唔可以話鐘意，只可以話有好感，佢叫思思，
佢住係中產家庭聚居嘅功樂道，而我當時只不過住功樂道隔離屋村嘅屋村仔，思思其實係一個好斯文
嘅女仔，而佢細佬嗰時就剛剛讀小一，當時我D成績都唔差，可以做領袖生（即風紀），咁啱係睇住
佢細佬嗰班，所以我好take
care佢細佬，佢細佬喊，我會專登上番班房搵思思陪佢，而我曾經同我小學嘅同學仔葱葱講我喜歡思
思，攪到全班都知道我喜歡佢...到左畢業前寫紀念冊，都唔敢搵佢寫，所以畢業之後就失左聯絡，只
知佢去左藍田基孝到讀...
有時緣份就係咁，我估好似我老一代嘅人，知道乜野叫ICQ，即依家類似Whatsapp嘅物體，但只可
以係電腦用，嗰時我第一份工有個IT毒男已經係ICQ識女仔，後尾仲結埋婚，所以網上溝女唔係呢一
代後生仔嘅專利...
講番思思，有一日，我響ICQ到搵到佢細佬，於是同佢chat下，原來佢地成家移左民去澳洲，之後父
母離左婚，佢同兩姐弟同媽咪回流番左離香港，住響近秀茂坪嘅馬遊塘嘅村屋，我膽粗粗問佢家姐思
思記唔記得我，思思就走來同我chat，佢原來做緊新蒲崗紅A嘅Marketing，而我當時只係附近廠廈
一個助理主任仔，後尾佢send左張相過來，個樣與以前差不多，不過已經唔係嗰種感覺啦，只知佢
響澳洲讀書嗰陣識左個男仔，番到香港間唔中會去佢男友美孚屋企過夜，有時chat開都問佢知唔知
我小學時喜歡佢，佢話知，不過無耐我地冇再chat，畢竟大家嘅生活已經唔同左，而佢依家應該同
男朋友結了婚...

緣份有時候會無疾而終...



第三章 表白

講番菲菲，其實我唔知佢有冇男朋友，但以佢的條件，同埋蒙民偉嘅女仔係出名多人追，所以我都預
左佢有男朋友...唉，無辦法，讀男校呢家嘢係慢人一拍。
嗰陣，為左見佢，我真係早午晚三段時間走去自修室，唔通真係溫書咩，中場休息時段，我會走去佢
屋企樓下，希望撞到佢，嗰時，有個由中二開始識嘅老死，叫阿偉，佢協和街屋企可以望到菲菲屋企
，所以成日上佢屋企做望妻石，咁當然望唔到D乜啦。
無耐，我終於見到佢男朋友，一個幾高嘅男仔，仲要響藍田讀男校，嗰間學校係我學校嘅競爭對手，
不過係觀塘來講，我校出左個九優壯元先...
當時嗰一刻，個心真係好痛好痛，痛嘅係愛得太遲，佢男朋友應該讀中六，有時佢地兩個會一齊來自
修室，兩隻手係枱底拖住，而菲菲就笑得好甜，而我個心就好痛好痛...痛到...係床上瞓唔到覺...
無耐，我夜校班老死知道我想追佢，係咁潑我冷水，唉，只得阿偉撐我...
我依舊每天去自修室，依舊每天行去佢屋企附近撞佢，為嘅係見到佢我已經好心足，有時會問下佢食
唔食下午茶，佢大多數拒絕，一來佢等男朋友，二來我地都唔算太熟，而我相信佢係一個為仔死為仔
亡嘅女仔...
就快會考，我都去補一補英文及Econ，英文唔可以再肥佬，而Econ我想升到C，咁啱佢又想補Econ
，咁我就叫佢一齊去得寶英皇補Ｖ張(係寧波2中教書)，不過只得灣仔有位，於是我同佢一齊去左灣
仔補習，嗰陣係我地最近距離接觸，起碼無佢男朋友係到，而放學後，我地會一齊搭地鐵返屋企，嗰
時我已經搬左去藍田，但我都會去觀塘落車送佢返屋企，一來可以相處耐D，二來夜晚黑佢住嗰到好
靜好雜附近又有酒巴，我唔係咁放心...
慢慢我地開始熟絡左，我好想同佢講我好鐘意佢，但點開口，我估好多男仔都唔知點開口，一來驚衰
，二來係怕連朋友都無得做...
點好呢，但我又怕會考之後我地會無左聯絡...
嗰時我地又冇手提，又冇ICQ，又冇email，只有寫信，去文具鋪買D公仔信封信紙寫信俾佢表白...
表示我鐘意左佢，希望做佢男朋友，想同佢拍拖...
其實我有自知之明，畢竟佢男朋友各方面都好過我，但我唔講，又點知唔得...
不過封信寄出左之後我即刻又好後悔...
心情好似等判刑咁...其實我都知道好大機會判我死刑...

到左補習嗰日，我買左包陽光檸檬茶(我希望好似廣告咁，個女仔得米識到伊健，只不過係男女角色
倒轉左之麻，咁我就邊到都有陽光啦)入課室等佢，入到班房見唔到佢個蹤影，有D失望同埋後悔，
後悔明知佢有男朋友，各樣條件都俾我好嘅男朋友，依家佢可能因為我嘅表白，嚇走左佢...阿Sir入嚟
開始教書佢都未出現...而我嘅心情亦跌到落谷底...

突然間一下開門聲，各人都立即將專注力轉向門口那位置，有個女仔走左入嚟，係菲菲，我揚一揚手
，佢氣喘喘咁走過嚟坐低

佢拍一拍我膊頭
「衰人，我瞓過龍，又唔打離屋企叫我起身...」佢細細聲罵我
「...」
我見到佢咁我覺得好好笑，亦好開心，起碼佢冇避開我...
佢可能見到我傻頭傻腦咁笑...
「仲笑...」
之後我地又好專心咁聽書。
落堂嗰陣，佢同我講
「我收到你封信，你好多錯字，不過我地係好朋友...」



「...」
「走啦，快D返屋企。」
我有D失望，失望係因為我做唔到佢男朋友，不過其實我預左...
送到佢屋企樓下
「菲菲...我地仲係朋友...你唔會避開我？」
「永記，我地同以前一樣，係好朋友...」
「...多謝你冇嬲我...」
「傻啦...我返上去啦...拜拜...」
「拜拜...」
我望住佢嘅背影入鐵閘入...
而我就帶住沈重嘅心情返屋企...
嗰晚我輾轉反側，久久未能入睡...
諗住我同佢之間嘅關係...

而第二日，佢如常同男朋友係自修室出現，好似乜嘢都無發生過，直到考完會考，我有時會打俾佢好
似朋友咁傾下計，我估佢當我係一個好普通普通嘅朋友，而我只可以嘅係默默咁關顧住佢...
放榜那一天，成績依舊未能讀正規學校嘅中六，不過我相信如果冇佢，我唔會的起心肝去自修室溫書
，成績應該比舊年仲差...

關淑怡有首歌患難見真情其中有幾句幾中我心入面，不過最後那句將「要你」改為「對你」

原來情濃早心中載
引領我跨障礙
是你令我變改
默默望著你彷似呆
抱歉從前我不應該
對你每天盼望又期待

佢就同左個女友人入左德福威靈頓讀中六，而我就同班夜校老死去左話全觀塘最多靚女嘅翠屏道職訓
讀中六，但靚女係無我嗰班份，係晒隔離班，當然放學後會趕去自修室，美其名係溫書，實際係去撞
佢，因為佢未必會到，好多時都係同男朋友一齊到，而我只可以間唔中偷望佢，見到佢地兩個真係有
D眼寃...不過又可以點樣...



第四章 發現出軌

我第一次見到著校服嘅佢，真有D鄰家少女嘅感覺，真係好掂...
不過其實當大家係唔同嘅學校讀書，關係係會不知不覺咁轉變，會開始疏離...
但佢都會定時定候出現自修室，而我對佢嘅酸同痛已開始麻木到沒有感覺，我只知我內心仍然好鐘意
佢...

不久，佢越來越少來自修室，但佢男朋友仍依舊出現，唔同嘅係佢男朋友身邊多左一個女仔...

我覺得佢男朋友知道我嘅存在，所以有時出入帶住D不肖嘅眼神對住我...

我有D嬲，嬲佢咁樣對菲菲，但亦都有D暗地開心，開心係因為咁代表我係米有機會呢？



第五章 分手

我覺得佢男朋友好賤，雖然我好黑心咁想佢地分手，但我又好擔心佢，而同一時間我又唔知講唔講俾
阿菲知好，萬一誤會左以為我想拆散佢米死，我咁係米太過小心眼，定係對自己太過無信心，還是我
唔想關係會惡化呢？
如是者我每天離開自修室都會行一轉佢屋企樓下...
希望見到佢...
直到某一天，係大廈門口撞到佢
「近排唔見你去自修室嘅...」
「...我男朋友係唔係上面...」
「...」
「係米同個女仔一齊？...我地...分左手...」
「...你...冇事麻...」
「...我冇事...我上番去啦...拜拜...」
我望住佢落寞嘅背影消失於我眼中，心裡有D後悔同自責，點解自己咁小心眼同無勇氣講俾佢知...
個心又好痛好痛...原來佢唔開心會攪到我好down
之後除左有時星期六日佢才會出現係自修室，我估佢係避開佢男朋友，唔係，係前度男朋友才對...
而我都因此冇乜心情溫書，成績一落千丈...
不過我唔敢俾佢知...

太極《留住我吧》

又望你多一眼 淚緩緩的淌下
又是分開的一剎那
實在我心中有極難言的說話
但願你一一知道嗎
留住我吧 留住我好嗎
你說過跟他早已不像話
你說過再不想見他
你說過喜歡聽我的夢話
此刻留住我 可以嗎
但是我永不要在含糊境況下
利用你跟他的變化
若是你愛一個 就完全的愛吧
莫問再應不應記掛
留住我吧 留住我好嗎
告訴我簡單一句心內話
告訴我若要我留下
告訴我讓我知道怎做吧
今天留住我 可以嗎

難道這夢已經消失變化
告訴我簡單一句心內話
告訴我心願別再盼



告訴我讓我知道怎做吧
一生留住我 可以嗎
 



第六章 生日快樂

某個星期六下午，自修室休場鐘嚮起，臨走前佢行過我身邊
「Hei, 食唔食Tea...」我問
「唔食啦！阿哥今晚返來食飯...」佢笑住咁答
「...」
「今日有D唔開心，個猩猩(Kipling)背包隻猩猩扣爛左，我好鐘意個袋，唔想掉...唉...」
佢好隨意咁講，可能你地覺得佢暗示想我買俾佢，但我可以話俾你地知，佢唔係D咁嘅女仔，佢D衫
都係同家姐撈亂著...佢好慳家...
嗰時我做學生，一日得三十蚊零用，我都唔會問阿媽攞錢買野，因為我都唔想屋企已經幫我交學費又
補習，仲要屋企負擔太多...
知佢就快生日，我同阿偉去左又一城，買左個猩猩扣俾佢，我記得都要百幾蚊，不過無所謂，希望佢
鐘意姐，我依家只記得佢生日係唔知邊個月嘅29號。

嗰日我係佢樓下間茶餐廰打俾佢
「hei，生日快樂...」
「嘻嘻...多謝...」
「其實我係你樓下，可以落嚟麻，我有D野送俾你...」
「好呀...」
無耐，佢踢住拖鞋咁落左嚟...
「...生日快樂...送俾你...」
「多謝...乜嚟架...」佢笑住講
「...小小心意，你拆左米知囉...」
「...哈哈...好多謝你呀...」佢拆左之後好開心...
「鐘意麻...」
「鐘意...多謝...」
「...你今晚有約麻...」
「...有呀...」
「...噢...」我有D失望...
「...米咁啦...我今晚同屋企人去食自助餐...」佢拍一拍我膞頭...
「...下次再約你吖...」
「好呀，我上返去換衫先啦，拜拜...」
「...拜拜...祝你以後好似以前咁...開開心心...」
「好呀....」

星期日，當我坐係自修室無里心機時，突然間有人拍我一下頭，我真係俾呢下嚇一嚇，不過我估到係
呀菲，佢今日，揹著個舊嘅猩猩袋，不過已換左新嘅猩猩扣，我覺得佢專登俾我知，同時佢剪短左D
頭髮

「你...做乜剪左D頭髮...」
「唔好睇咩？」
「...噢...唔係，睇慣左你長頭髮...有D唔慣...」
「想改變下...」
「...啱嘅...有新嘅開始...不過，你留返長要幾耐...」
「做乜呀？」
「我鐘意你長頭髮多D...靚D...」



「咁俾張相你望梅止渴啦...我朋友幫我影架...」
佢就咁俾左張有D曚嘅沙龍相我，好靚...



第七章 等

但慢慢，佢已經好少落嚟自修室，因此我都冇乜心情溫書，成績...唉...
我每日指定動作係去佢樓下撞佢，人地話女人嘅第六感好勁，會預感到身邊嘅人嘅野，特別是自己鐘
意嘅人，其實...男人都係一樣，只係你care唔care呢個人，而我有個不詳預感，即將出現...

有首歌，近排好喜歡，佢可以形容我當時嘅心情...

等　寂寞到夜深
夜已漸荒涼 夜已漸昏暗
莫道你在選擇人
人亦能選擇你
公平　原沒半點偏心
苦澀 慢慢向著心裡滲
何必抱怨
曾令醉心是誰人
自願吻別心上人
糊塗換來一生淚印
何故明是痛苦傷心
還含著笑裝開心
今宵的你可憐還可憫
目睹她遠去
她的腳印心中永印
糊塗是你的一顆心
他朝你將無窮的後悔
這一生你的心裡滿哀困

後生仔可能唔識，不過陳百強唱到呢首歌嘅味道...
我記得有一次放學後約左阿偉，經觀塘地鐵站行賽馬會診所旁天橋行去觀塘廣場，最唔想嘅一幕俾終
於我見到，佢同個男仔一齊，雖然冇拖手，其實佢以前同男朋友係街都唔拖手，我估佢怕俾屋企人見
到...

嗰一刻，真係好似一把刀插入個心，痛，好痛，仲有D涼意，好似個人死左後，D血凍左之後係心臓
流緊出嚟咁嘅感覺，我嗰時只可以生硬地同佢say
hi，而佢亦有D生硬...之後我連觀塘廣場都冇去，就返屋企...關埋房門狂喊...

邊個話喊係女人嘅專利...我人生第一次為左個女仔喊...



第八章 愛與痛的邊緣

我當時嘅心情好似王菲首愛與痛的邊緣咁...

那怕與你相見 仍是我心願
我也有我感覺 難道要遮掩
若已經不想跟我相戀
又卻怎麼口口聲聲的欺騙
讓我一等再等
在等一天共你拾回溫暖

情像雨點 似斷難斷
愈是去想 更是凌亂
我已經不想跟你癡纏
我有我的尊嚴 不想再受損
無奈我心 要辨難辨
道別再等 也未如願
永遠在愛與痛的邊緣
應該怎麼決定挑選

過幾天，心情平伏左，我係度諗，會唔會只係我諗多左，諗大家同學一齊放學行埋同一條路之麻，我
諗左好多理由，其實我自己呃自己，只不過我唔想接受現實吧...
嗰排，我依舊每日係佢樓下撞佢，見到佢一次，知道佢點都好，我想見佢嘅要求已經降到低無可低了
...



第九章 退學

我D成績因為咁而一落千丈，我咁大個仔都未試過滿缸紅，老師話不如repeat多年，我真係唔想讀書
repeat三年，何況我讀完中七，考埋A
Level，自己都冇信心入到U，二來我唔想嘥錢要屋企人再供我讀書，所以當我同屋企人講我唔讀書
出離做野時，佢地都冇乜反應，其實屋企係冇經濟壓力，不過我唔知我爸媽知唔知我D嘢...

好奇怪，我阿媽居然叫我同佢地一齊去歐洲散心，於是同兩位老人家去左十幾日旅行，不過依家睇番
D相，除左係威尼斯餵鴿最開心外，係巴黎迪士尼都係心事重重，我係畏高，居然走去玩飛越太空山
，可能想大嗌同想死吧，我老豆係一個好慳自己嘅人，去到瑞士好多團友買錶，我老豆就諗買唔買...
「老豆，人一世物一世，呢次嚟到唔知有無下一次，最多返到香港慳D，米會後悔一世...我唔想你後
悔...」
我老豆最後買左隻金撈...我O左咀佢居然咁大駛...
我咁大個仔呢十幾日旅程全程用英文，因為我爸媽係英文白痴，我先知原來我英文其實都幾得...係要
逼出嚟
返到香港，要開始搵工了...



第十章 高考後

當然我返到來都會藉口俾手信佢而見佢，佢依舊好開心咁收左，後尾我入左一間位於太古嘅電業公司
做文員仔，第一次出嚟打工，真係好多嘢都唔識，但係其實又冇乜野做，有D失意，故最終報左考A
Level，試下自修，所以係試用期最後一天辭左職，如是者又開始蒲自修室，又天天行去佢樓下撞佢
，呢D生活，其實好似吸左毒又或者精神病人咁每天咁重覆又重覆，佢已經唔嚟自修室了，我感覺到
佢已經有新戀情，而對象已經不是我了...
高考後我約左佢出來食飯，什麼也談，唯獨唔敢問佢嘅戀情，可能...佢都唔敢講俾我知，後尾有人介
紹佢去左觀塘一間公司做Shipping，而我就走左去大嶼山機場做文員仔...
我每天放工都會係觀塘站落車，行返同一段路，望一望佢屋企，才返屋企，因為我真係好掛住佢，但
我又唔想騷擾佢嘅生活...繼續行屍走肉咁過日子...



第十一章 眼淚

我記得某一個星期六，我返工時打俾佢，想約佢出來食lunch...
「...你今天有空麻...我想約你食晏...」
「...哎呀...有人約左我食飯...」說話依然清甜但已經有D見外了...
「...唔緊要...咁下次再約...」
我於是嗰日約左阿偉，去左鑽石山荷里活，其實阿偉已約左班朋友，不過佢見我唔係好掂咁，叫埋我
出來，我嗰陣好似個外人咁...不過我好感激佢，如果唔係我可能已經死左了...
原來阿偉同班friend係food
court到食，不過我真係冇乜心機...阿偉叫我陪佢買麥當勞...就係行去麥當勞途中，我見到一男一女，
個男仔搭住女仔個膊頭行街，個女仔就係佢...菲菲...
嗰段路好短，但感覺好長好長，時間過得好慢好慢，步伐亦都好重好重...亦都冇時間俾我諗掉頭走...
我只有硬住頭皮咁行過去...我見到佢眼神有D驚訝...
而我就第一次冇同佢打招呼，扮作見唔到佢係佢身邊行過...
好痛...心好痛......我相信如果阿偉唔係到，我已經喊左出嚟...
阿偉見我唔係好掂，捉我走左，我估如果唔係阿偉係到，我已經可能係商場中庭跳左落嚟，曾經，離
開荷里活有一刻我係鑽石山站對住條路軌（當時未有幕門），心裡面已經同阿爸阿媽講對唔住我想死
，因為我已經不由自主地想跳落路軌到，只要承受一刹那嘅生理上嘅痛，就可以解決心理上永遠嘅痛
苦...
亦都好彩有阿偉係到，因為我唔可以帶俾我老死一個有遺憾的人生...
我只知返到屋企入到房我已經係咁喊...點解佢唔可以坦坦白白咁話我知...

范曉萱有首歌眼涙，有幾句可以表達我嘅心情

愛上你是最快樂的事 卻又換來最痛苦的悲
苦澀交錯愛的甜美 我怎樣都學不會 ｈａ～

ｏｈ～眼淚 眼淚都是我的體會 成長的滋味
ｏｈ～眼淚 忍住眼淚不讓你看見 ｏｈ 我在改變
孤單的感覺 你從不曾發現 我笑中還有淚

ｏｈ～眼淚 眼淚流過無言的夜 心痛的滋味
ｏｈ～眼淚 擦乾眼淚忘掉一切 曾有的眷戀
ｏｈ～眼淚是苦 眼淚是傷悲 o h 眼淚都是你
ｏｈ～眼淚是甜 眼淚是昨天 ｏｈ 眼淚不流淚

上天係米玩緊我，香港咁大，佢樓下咁易撞都撞唔到，要係一個咁冷門的地方遇到...
或者我地兩個真係有緣，但係...係乜嘢緣，連我自己都唔知道...

我近日又聽到首古天樂嘅男朋友，好正

作詞：林夕   作曲：伍樂城

為著舊愛 正在結疤 再也不敢多講錯話 令任何人 遺留任何牽掛
寂寞令我 滿臉雪花 連情感都很想放下 尤其是你 這樣愛他
回答我可不可以 暫時讓我講出感覺後 



才直說你有男朋友 現在就要走 
回答我可不可以 暫時讓我牽牽手 我妄想的不會有 
牽一牽你手 我便甜蜜夠 

實在是我 太沒眼光 再也不敢諸多寄望 為任何人 遺留任何感覺 
實在沒法 努力說謊 愛我可一生都快樂 然而為你 我願意講 
回答我可不可以 暫時讓我講出感覺後 
才直說你有男朋友 現在就要走 
回答我可不可以 暫時讓我牽牽手 
我妄想的不會有 牽一牽你手 我便甜蜜夠 
回答我可不可以 暫時讓我講出感覺後 
才直說你有男朋友 現在就要走 
回答我可不可以 暫時讓我牽牽手 
我妄想的不會有 握不到永久 我亦甜蜜夠



第十二章 離開以後

當晚，我好衝動好衝動咁寫左封信俾佢，我送左首歌俾佢...

離開我以後　我會習慣自卑
明天再偶遇　我也不敢偷望你
離開我以後　季節冷暖天氣
我也置諸不理　願名字也再不記起

離開我以後　我會長留這地
晨早到午夜　撲進漆黑想念你
離開我以後　醉了會看到你
夢中方可永久地　接近你

我嘅心情就係好似張學友呢首歌咁...有一排我同阿偉唱K，係咁不斷重複唱呢首歌，但係唔係真係可
以季節冷暖天氣，我也置諸不理，願名字也再不記起 

咁樣...忘記左佢呢？

近日睇黃凱芹2002年演唱會的DVD,
佢唱周慧敏首如果你知我苦衷時D情绪發泄，真係有D好似黄凱芹對周慧敏D感情一樣，我同佢之間...

你說你 從來未愛戀過 但很珍惜 跟我在消磨
我笑我 原來是我的錯 裂開的心 還未算清楚
如此天真 竟得我一個 付出的心 你收不到麼

如果你知我苦衷 何以沒一點感動
誰想到這樣凝望你 竟看不到認同

明知我心裡苦衷 仍放任我造好夢
難得你這個朋友 極陶醉 但痛

你笑我 為何沒答一句 像不開心 心裡在想誰
我說你 為何沒法猜對 未得到的 從未怕失去
如此相親 竟不算一對 從不相戀 怎麼可再追

如果你知我苦衷 何以沒一點感動
誰想到這樣凝望你 竟看不到 竟看不到

明知我心裡苦衷 仍放任我造好夢
難得你這個朋友 極陶醉 但痛



第十三章 犯賤

我繼續行屍走肉嘅日子...我已經唔記得左佢回左封信俾我，內容已經唔係太記得，我只知佢好似話我
細心，會搵到一個好過佢嘅女仔...

其實收到佢封信，我已經無乜點嬲了，因為我已經知道無機會...無希望了...

過左冇耐，有個中學同學阿強打俾我，佢問我有冇事，我話下，我有乜野事呀，原來佢識菲菲，有日
菲菲係街到撞到佢，好緊張咁同佢講叫佢搵我，驚我有事...我淡淡咁答阿強，我冇事了，日子都要繼
續過...

對住當時自己深愛嘅人，其實係唔會記仇記恨，只會記得佢嘅好嗰面...同埋原諒佢所有野...

我嘅毒㽼始終戒唔到，每日放工都會行瑞和街，我留戀同佢美好嘅回憶，其實只要佢開心，我已經開
心了。

無幾耐，我考左車牌，老豆買左部二手本田思域俾我操...

佢係我架車第一個女乘客，我唔記得點，只知我約佢接完佢之後就車左佢去旺角，係米睇戲我已經唔
記得了，我只記得最後我地去左九龍城大良八記食糖水...我地傾左好多嘢，唯獨佢嘅戀情我地無傾，
我知道呢D係我地兩個嘅禁忌...嗰一晚，係我自識佢以來我最開心嘅一晚...

有無數個晚上，我會駕部車，去佢屋企對面泊低部車，播住光良首第一次

當你看著我　我沒有開口　已被你猜透
還是沒把握　還是沒有符合　你的要求

是我自己想得太多　還是你也在閃躲
如果真的選擇是我　我鼓起勇氣去接受
不知不覺讓視線開始 閃爍

再望下佢屋企，睇下佢熄左燈瞓左未，去感受那種寧靜同回憶...



第十四章 水泡

其實我對菲只有留戀無乜期望，因為我已經知道佢唔會擇我，只係我依然未能放低...

公司嚟左個MK文員，叫黑妹，佢好好傾，冇耐我地開始有D曖昧...我覺得其實我唔會鐘意佢呢類形
嘅女仔，不過有時候唔知點解，佢可能好樂天好陽光，而我嗰時已變到好宅，返工放工屋企返工放工
屋企咁過...

佢令我開始感到...我想有人愛我，而不是我無限咁付出...

我曾經問過黑妹佢有冇男朋友，佢答無，我就好似豁出去咁想同佢發展...

愛係會令人盲目，我個好好上司問我
「...你係米同黑妹拍拖...總之小心D啦...」
我真係冇理會到...
只知黑妹合約完左唔再贖約...
全公司好多同事都知道我地兩個有D野...
不過除左我上司外，無人敢出聲...

佢合約完一晚我地一班同事同係銅鑼灣海旁警察俱樂部同佢fairwell，佢俾左張一家人嘅相俾我地睇
，其中有一個佢話係佢契哥，嗰晚我同佢兩個行海旁，打算經那條好隱蔽嘅隧道去世貿中心，我送左
份禮物俾佢，同佢表白...
「...我同你一齊好開心...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
「...永記，我同你一齊都好開心，你好好，好錫我，不過我唔係你想像中咁好...我好複雜...我唔想害
左你...」
「...我唔介意...」
最後佢都冇收我份禮物
之後我地每天都通電話，好似以前一樣
佢自己係黃埔附近開左間時裝店，但又唔俾我去舖頭...
佢話俾我知，自己一個人上大陸入貨
我打俾佢時佢係到喊，係到話好驚...跟住收左我缐，亦唔肯聽我電話...
到佢肯接電話時已經係幾日後...
「...你無事麻...你嚇死我啦...」我緊張地問
「...我無事啦，你唔好再搵我啦，我唔啱你架...」佢係到喊
「...發生乜野事呀？」
佢死都唔肯講，最後佢至講
「...我有左契哥個BB，佢要我上深圳落左佢，得我一個人好驚唔敢落，番返落嚟，我阿媽知道後迫佢
同我結婚呀...你唔好再搵我啦...」佢喊住咁講
我已經不懂得反應去應付咁複雜嘅野，我黙然咁慢慢放低聽筒...這是我兩最後一次通話...
我係度諗，究竟係佢想搵我做佢水泡，還是我想搵佢做我個水泡去取代菲菲...
直到數年後嘅某日，我見到有個男人抱住個好可愛嘅女孩，而黑妺隻手就撓住個男人嘅手，我相信佢
已經搵到佢嘅幸福...
而我仍在尋尋覓覓...



第十五章 司機

在戀愛嘅世界裡，點解會咁複雜，唔係一男一女好坦誠咁相愛架咩，這令我又留戀菲菲嘅簡單同純真
...
我毒㽼又發作，每天放工後又行瑞和街了...
而我最後都轉了工...
一來我可能怕公司嘅閒言閒語
二來我相信男人係要出去捱
唔想一世做文員仔
而菲菲，佢都好犀利，自己係九龍灣供左層樓租俾人...
有時約佢出來食晏，講下大家近況，我地已經可以担然講任何嘢，只知佢男友當時仲讀緊書，同男朋
友去左幾次旅行，有時男朋友亦有對佢唔好嘅時候，雖然我有D葡萄，不過已經無咁痛，只係我戒唔
到我嘅毒㽼...

我不斷讀書，希望事業有D起色，係某大學報左個Diploma
course，班入面分老野同後生，老野嗰班已經係高級主任或經理之類，我地呢D後生嘅大部分都係小
薯仔...老野根本睇唔起我地...通常老野最扮野，最多問題問所以鐘意坐最前，而我地後生坐最後最好
唔好俾教授見到...

返學第一日我已經坐到好後，突然間有個好靚嘅女仔坐埋嚟...
「...Hi, 我係dada...」
「...Hi, 我係永記...」
放學後我地後生一班人坐地鐵...
各人都介紹自己嘅職業
原來dada係做秘書，兼職做model，佢係上海出世，但兩歲已經嚟左香港，所以佢講到一口流利嘅
上海話。

第二堂佢都坐係我傍邊
「...dada，你可以俾個手提我麻？」
佢即刻寫左落我份note到，
我都俾番個手提佢

之後每堂我都會同佢霸位
有一次，其中有幾個男同學提議放學後一齊食飯，我地一行十幾人去左又一城rain
forest食飯，係酒精影響下，我地所欲言...之後我同dada有無盡嘅話題

無耐，我買左車，可以車dada返學放學，有一晚放學校dada同其他兩位女同學問我有乜野做，我話
不如出去食飯，食完飯後
「有冇下場」dada問
「不如去我屋企打通宵麻將」
「會唔會左住你屋企人呀」
「我爸媽返左大陸，冇人」
「好野」
「嘩，三娘教子，我唔識計番，你地米食左我」
嗰晚一路打一路傾計，不過好正經無下文，最後凌晨三點幾車曬佢地番屋企。
再下一堂我地放學後又去左唱K



不過有一日佢冇上堂，我有D失落，於是我打俾佢
「我今日唔得閒，因為我幫雜誌影左輯相，不過唔知幾時登」
某日，我見到有份雜誌封面見到佢，我上堂時俾佢
「下，登左啦，點解你知嘅...」
「...你話我知架麻，我留意左好耐啦，俾你吖」
原來佢自己都唔知登左出來...當然我自己買左本俾自己留念...
「...都影得唔靚...」do咀
「...唔係吖，好靚呀，不過無真人咁靚之麻...」佢打左我一下...

不過無耐佢無番幾堂，佢唔講我知原因，雖然D女同學係咁叫我追佢，但我直覺開始覺得佢不是咁簡
單，因為有時佢坐我車時講電話會用上海話...
有一次佢同我講
「永記，其實如果唔係因為有好大件事，我已經結左婚...」
我唔知佢當時想同我表達D乜，我只知道其實佢好多野我係唔知道，有次我送花去佢屋企佢都唔肯收.
..有時失左踪咁
可能...佢只當我係佢嘅...司機

最後佢無考試所以畢唔到業...
我好驚歷史重演，我知我一定接受唔到...
所以畢業後，我連手提電話號碼都轉埋，直到冇幾耐之後有一天早上八點左右佢打來
「有冇攪錯，轉電話號碼都唔話俾我知，你當我係乜...」
我唔知佢點解知道我新手提號碼，但我已經唔想了解，我只知道我再應付唔到咁複雜嘅關係

因為...我已經好怕再受傷...



第十六章 我説過要你快樂

某日菲菲約我係康寧道晨光大廈嗰間Pizza
Hut食晏，除左傾下近況，原來佢男朋友依家做X光師，之後佢同我講
「...永記，我結婚啦，你會來飲麻...」
「...恭喜你呀，你寄張帖俾我，我一定到...」
我對菲菲嘅感覺已經沒有痛了，因為...
我都認識到女朋友，就係我太太，佢好簡單，坦率直接又野蠻，不過我鐘意，我知道佢真心真意亳無
保留咁對我好...所以我好錫佢

最後我都去左佢嘅婚宴
「...阿業，過來同我好朋友影張相，佢叫永記...」阿菲介紹
我影完相之後無坐低飲便離開...
這是我同菲菲最後一次見面，雖然佢寄番張相俾我，不過菲菲所有野我都冇保留了，因為我覺得...我
地呢段數年嘅關係，呢個時候係要結束了，而背後守護同關顧佢嘅責任就由佢老公嚟接手罷...

有朋友問我點解仲去佢嘅婚宴，因為...我希望我同佢係呢個人生入面有一個有開始同有終結...一個比
較完整嘅回憶...

我有時會諗，如果係佢分手後同佢表白，而佢又接受嘅話，我應該同佢結左婚了，而我嘅人生就會不
一樣，不過呢個世界係無如果，可能我無同佢一齊嘅福氣...而我可能只係佢生命之中一個過客...

好似吳國敬有一首歌，我說過要你快樂

生命似無數連續細小故事
即使傷心了一次　再有更多夢兒
想著你　才會明白許多世事
得不到的一些愛　卻永遠埋藏深處

今天生活似寫意　我也似忘掉往事
你那影子退出了　誰人知
在我心中的愛意

我說過要你快樂　讓我擔當失戀的主角
改寫了劇情　無言地飄泊
我說過要你快樂　換你一生開心的感覺
原諒我　原諒我　求原諒我

今日我還有許多許多故事
當中一位女主角　與你有些相似
消逝了　時間磨滅許多往事
得不到的一些愛　卻永遠埋藏深處

我說過要你快樂　讓我擔當失戀的主角
改寫了劇情　無言地飄泊
我說過要你快樂　換你一生開心的感覺



原諒我　原諒我　求原諒我

只有咁樣我才可無憂無慮咁迎接新的戀愛，去尋找我嘅幸福...

我好喜歡光良有一首歌童話

忘了有多久　再沒聽到你
對我說你　最愛的故事
我想了很久　我開始慌了
是不是我又做錯了什麼
你哭著對我說　童話裡都是騙人的
我不可能　是你的王子
也許你不會懂　從你說愛我以後
我的天空　星星都亮了
我願變成童話裡　你愛的那個天使
張開雙手 變成翅膀守護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們會像童話故事裡
幸福和快樂是結局
你哭著對我說　童話裡都是騙人的
我不可能　是你的王子
也許你不會懂　從你說愛我以後
我的天空　星星都亮了
我願變成童話裡　你愛的那個天使
張開雙手變成翅膀守護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們會像童話故事裡
幸福和快樂是結局
我要變成童話裡　你愛的那個天使
張開雙手 變成翅膀守護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們會像童話故事裡
幸福和快樂是結局
我會變成童話裡　你愛的那個天使
張開雙手變成翅膀守護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們會像童話故事裡
幸福和快樂是結局
一起寫我們的結局

關淑怡有首歌當世界無玫瑰其中有D歌詞都幾中

當世界無玫瑰 至鳥獸盡逝
我亦願為身邊你留低

同尋人生光輝 同承受風雨季
皆因你曾是 我心中一切

數年後，某日經過APM時，我遇見菲菲拖住個小男孩，而可能我已變成一個幸福嘅男人（唔係變左
肥佬），所以佢已經唔認得我了，不過我冇上前打招呼，因為我唔想騷擾佢嘅幸福...佢嘅生活...



而我...就已經成為了我太太身邊嘅天使，佢嘅王子...《完》



後記

我第一次寫文章，好多錯別字不時咁修正，不喜勿插。

寫這篇文章，係因為我係紙言睇到一篇文，其中一段令到我有D感受...

「有好多人...或者係你生命中嘅過客。佢哋令到我哋成長...
令到我哋明白一啲事，可能你因為佢而受傷，而好嬲佢，嬲佢從此令佢再無辦法愛上第二個人。但係
我哋又有冇諗過，當你傷心嘅時候......其實佢...可能比你更傷心，佢可能想同你講出內心個一句輕狂
嘅說話，同你講就算全世界反對，都要同你喺一齊......但係到最終，我哋會發現，現實始終係現實，
不過，因為妳，我終於都經歷一切、感受到一切......學陳奕迅首《明年今日》講，餘生都不會再悲哀
。」

戀愛係人生嘅經歷，有D人經歷多D，有D人少D，有D人會痛D傷D，有D人好幸福唔會痛，這些都
會令你成長，希望你地都找到你嘅幸福...

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