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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啟章

大家好， 我叫呀秋，我係一個又矮又平凡嘅男仔， 絕無樣貌可言。

可以話係絕對絕對溝唔到女，亦都冇女要嘅男仔， 成績就普普通通啦，每日都係睇下片過日子。

算係有啲宅嘅，依家讀f.4， 渾渾噩噩就到左中四。

「 快啲起身啦，唔係遲到㗎啦」 阿媽又喺度催我。

啱啱抹大眼嘅我，
雖然係好攰，但一諗到今日仲要係新開學日，梗係唔可以遲到啦，先死死地氣起身，
快快趣趣食埋啲早餐，之後先返學。

之後我開行turbo,用九秒九嘅速度飛奔返學。

今日總算係無遲到， 我仲好期待今日添， 因為聽聞啲同學話隔離班有一個新插班生.......
「你終於黎啦， 乜你冇遲到咩?」 啊昇又喺度關心我。

「梗係冇遲到啦，聽聞隔離班新插班生好正喎」我話。

「聽人講好似係囉， 我都想識呀」 向來淫賤嘅啊昇， 又擺出佢個招牌淫樣。
新黎嘅個位插班生終於行到過黎啦，佢同我擦肩而過，行得好近我

係呢一刻，我個心「卟。卟。卟。」地不停係咁跳，令我異常緊張，但呢個唔係重點

個重點係

佢頭髮仲散發着一絲絲誘人的香味，好吸引呀！！！！

「嘩~嘩~」
我地班全部男人，就梗係不停昅新黎嘅嗰個新插生啦，仲不停咁發出叫聲，十足十求偶咁嘅死人款
佢地啲口水就嚟流到一地都係，真係好想行埋去泵死佢地班狗仔。
「唔錯，眼大大，平陰，鼻高高，仲幾有文青feel~典型女神樣呀。」我心諗

「不過我都溝唔到㗎啦，我都係算吧啦」

之後我就拿拿林準備一陣中文堂上堂要用嘅嘢，之後等上堂。





第二章 初次見

「叮噹，叮噹」，鐘聲嘅響起，意味著要上緊接着黎嘅中文堂，由於我地中文堂係要分班上堂，所以
我就換到去隔離嘅B班上堂。

雖然話我平時都有同d女仔接觸咁(可能我比較有異性緣掛)，但係畢竟黎到女神嗰班，係有少少淆底
嘅

「我已經分好左座位嘞，你就坐新同學隔離啦。」Miss Ng 同我講。

「嘩，頂~ 點解Miss Ng 咁好嘅，竟然會將我編喺新黎個個隔離，爽啦今鋪！」 

雖然話我個時係好無信心，連望都唔咁望佢，但係今次就可以攞正牌昅佢啦！不過我心入面又有d驚
，不過是但啦，都算係有個機會可以直接又或者間接接觸到佢。
「好嘞，今日就上住咁多先，goodbye class。」

「Goodbye and thank you Miss Ng 。」

「咦，原來佢個名叫做"胡繡芷"，個名都幾搞笑下。」我依家都總算係知道左女神少少嘢，總算無白
費到今堂，之後我就好開心咁返左自己班。

搞到我依家都好期待下一次中文堂嘅來臨，好想有得快啲再見到佢。

而且我個人認為佢係我地學校中最靚嘅女仔，所以我已經將佢定左做我女神



第三章 秘密

小息啦，終於可以休息下，所以我就僕左係枱到，眠一眠。

突然有人拍一拍我肩頭

「起身啦咸濕仔，頭先見你好開心呀。」

我抬頭一望，原來係死「機長」同我講嘢，我真係被佢嚇左一嚇

大佬，無見左一個暑假啫，佢下腹又脹左唔少，仲多左唔少汗毛添， 個人麻甩咗好多

「做乜9呀？我瞓得最甘個時就嘈醒我。」我個刻被佢搞到有d著。

「揾得你就梗係有野同你講啦。」

「乜撚野咁巴閉呀，要係我瞓個時嘈醒我。」

「梗係有勁野爆啦，頭先見你對新黎嗰個插班生搭哂糖咁。」

「 係咪關於佢㗎？」 好奇心作祟嘅我，梗係即刻問啦

「 一講到佢就咁大反應，咁緊張，都睇得出你搭佢糖啦。」

「 都話唔撚係囉，屌，你講就講，唔講就算啦。」

「我講我講，唔好咁嬲，不過講咗之後， 你唔好嬲喎。」

「屌，得啦， 老孑有咩大場面未見過呀，你講啦， 唔好喺度嘥時間。」





第四章 圖書館的邂逅

「聽住啦， 原來佢以前好猛料㗎。」

「 有幾咁猛料呀?講嚟聽下啦。」

「機長」仲有個外號叫「順風耳」，佢永遠八嘅料都好少有錯， 所以我都會信下佢。

「..........哦～估唔到喎」

聽完「機長」咁講，我係有啲驚訝，
不過我又未接觸過女神本人，又好難知道佢真正嘅一面嘅，睇定啲先。

所以我就決定揾個機會接觸下女神， 睇下佢係咪真係咁猛。

--------------------------------------------------------------------------------------

話咁快就到午膳時間，我突發其想，決定上去圖書館打下書釘，順便休息下。

咦!女神都係度喎。跟著，我就膽粗粗咁行去女神坐緊個張檯， 試下同佢打開話題。

話曬係第一次同女神有直接的對話，所以就有啲口窒窒咁，慢慢吐出：「請問呢個位有無人坐？」

佢用一種冷酷嘅眼神望左一望我，之後輕輕咁講左句:「無。」



我就梗係即刻坐左落去啦，試下享受一下同佢獨處嘅感覺。」



第四章

望住坐係我對面的女神，好專注咁望住佢手上嗰本"愛麗絲夢遊仙境"，
我只係夠膽不時輕輕咁樣偷望下佢， 就咁樣持續咗半個鐘， 好快午膳就完咗，
而我亦都要放低本書， 準備落去上堂。

就係我擺低本書之際， 突然有把好溫柔嘅聲線同我講:「 其實你係咪都好鍾意睇呢啲參考書架？」

我另轉頭一望，咦！ 竟然係女神同我講緊嘢， 我即係停曬咁， 完全唔識俾反應，
所以就口窒窒咁講:「係....係呀....」

佢就話「哦～我就比較鍾意睇故事書多啲囉。」

尷尬嘅我，淨係答咗句:「嗯。」， 為免氣氛太尷尬，之後我就急急腳咁走咗喇，
我仲要感覺到我嘅雙頰，突然變得好熱......

返到課室，我就坐低係自己位，一路諗：「女神都算係高冷型呀，平時好少見佢同人講呀，估唔到今
日佢竟然會主動同我講野。」

之後？！之後我就梗係繼續ff落去啦！梗係諗緊點追佢，我地一齊嘅個啲嘢啦！

不過，我估唔到嘅事，竟然發生左！

原來我頭先趕着走得滯，
竟然唔記得攞返張學生證，當我不停喺度揾嘅時候，有一隻纖幼嘅手拎着我張學生證

心急嘅我，就梗係飛身埋去，拎返我張學生證，點知..........



第五章

我一個飛身撲埋去，點知。。。。。。

我隻手真係真係真係(因為真係好重要，所以我一定講三次)非常唔小心地觸碰到佢個胸部

為左張學生證，無計啦，我又唔想俾佢知道我叫咩名，所以就死都要拎番張學生證。

學生證係到左手，不過，我就瀨嘢囉

我諗，隨之而來嘅就應該係尖銳嘅一聲：「非禮呀！」
之後就係一大班男仔衝埋黎泵我.........

咪~~~~~~住~~~~~~~

係，我係掂到佢個胸，但...但係，佢又無叫，又無男仔泵我

好彩，啱啱個d只係幻想，但係，依家咁嘅情況，我仲難應付，仲被我個幻想更加恐怖。。。。。



第五章 續

佢只係好嬲咁睥住我

之後就話：「你叫李成秋呀嘛！我記住你！哼！」

之後佢好嬲咁走左啦

淨低我一個呆左咁企喺度。。。。。諗緊我應該點去同佢解釋

不過好彩啱啱事無人睇到，如果5係嘅話，我就high high啦！

唉～我一路行返課室，一路諗着呢個問題

「死仔，做咩咁愁呀？」無見一排嘅呀昇突然出現

喺我面前，用佢個把好姣嘅聲問我

一听到佢把死姣聲，就可以知道佢又溝完女啦

「點呀？又溝到邊個吖今次??」我好唔耐煩咁問佢

之後佢春風滿面咁同我講：「我溝到我地班嗰個Mk妹呀。」

我心諗：「咩世界呀？Mk妹都要？！

唉～仲要連呀昇呢啲咁嘅款都有人要！唉～個女嘅包容度又真係幾大喎！



第六章

听完呀升嘅一輪溝女經歷之後，我其實根本無任何心情听佢講

其實我個心一直都諗我可以點同佢解釋，同呀升嘅對話就只有佢好high ,

但係我全程都只係「嗯，係」咁應佢。

跟著我就好Hea 咁上埋淨底嘅堂，但係我根本完全無心機，基本上全程我都係係度發呆

話咁快就放學啦，我就拿拿聲反屋企，開着部電腦挽

挽挽下，突然間，我部手機震左一震

我真係俾佢嚇到呢
「嚇死人咩？！個心都離一離。」

「你有一個未讀訊息」 whatsapp 顯示

「喂！頭先你都未同我道歉！」

我當堂醒一醒

之後我打左句:「你邊位？」
( 基於嗰個係一個我冇set做聯絡人嘅電話號碼，咁所以我嘅態度就會差啲啲)



第六章

「今日摸到人地嗰胸都唔知咩??」

「哦～sorry囉～」

「咁Hea我就想算數！！！」

「咁你想點呀？」

「我要你做我朋友」

「吓？！咁好簡單啫~」

「其實頭先我知你係無心摸到我嘅，同你挽下咋，5使咁緊張喎」

「唉～咁都好啲，你知5知我擔心左成日呀」

「5使怕啦，我明白咪得囉」

「咁就好了」

「嗯」

雖然話我係有啲啲宅，但係我又未至於完全5識同女仔溝通嘅，只不過喺係女神面前，會有少少淆啫



第七章

我梗係食着個勢，繼續傾落去啦

因為我地呢種人，係用手機溝通嗰時，講野先會最放鬆，講野先會最流暢

「係喎，點解有咁多人5揀，竟然會揀同我做朋友嘅？」

「無呀，見你個人無乜點，咪做個朋友囉。你係咪5想呀？」

「5係，我只係有啲好奇同埋有啲5明，你呢種女神級嘅人，竟然會揾我呢種又矮，又窮，又冇錢嘅
人做朋友啫。」

「5好咁話自己啦，夜啦，我瞓先啦，听日反到學校同你解釋原因吖，goodnight」

「好吖，goodnight」

但係對於我地呢種人黎講，依家先係我地嘅黃金時間，一啲都5夜



第七章

終於都打完機啦，跟著我就上床瞓

但係我就有啲期待聽日嘅來臨，所以就好夜都瞓5住。。。

話咁快就到左朝早lu ~

天都未光嘅時候，我就梗係篤手機啦，本來撳緊ig 嘅，突然間，play store 個度又話要更新ig， ok
fine ，我就放低左部手機，刷牙洗臉先

搞完一輪之後，出黎拎反起部機，繼續篤，就睇下有咩新功能啦

就喺我揾黎揾去都揾5到新功能嘅時候，望一望個鐘，Oh Shit,
夠鐘反學，我吱吱林着埋校服，衝左出門口。

總算趕到架82，呼~~~~攰死。。。@@

可能喺係朝早嘅時間啦，車上面嘅人，大多數5係瞓，就喺係度撳手機。

但可惜，我部手機無哂電，唯有望下沿途嘅風景，仲有喺度估下女神究竟有咩原因會肯同我做朋友

架車「嗖」咁快就到左學校對面，我落左車，望一望隻錶，見時間有啲蚊，所以就衝燈過班馬線。。
「咇………咇」

一㗎私家車喺我身邊擦過

就喺我嚇到差啲標尿個時，有一隻手出現喺我面前。。。。



第八章

我就好順口咁同佢講：「5該哂，繡軒……」

「呀5係…………你係春娷娘娘……5該哂你呀。」

企喺我面前嘅呢個個女仔，有着兩條長長嘅孖辮，隻眼大得好5正常，不過算係好可愛

係我地級公認嘅女神，自自然然身邊就有成班觀音兵，圍着佢轉，我地大家都叫佢做「春娷娘娘」

不過5少女仔都好憎佢，可能喺因為佢多仔仔啦～

「做咩呀？你成個人都好似失哂魂咁，你無野呀嘛？」佢好關心咁問我

「喔…我…我無事呀，多謝你嘅關心呀……你又會咁遲嘅？」

「係咩？我今日有啲野做，所以咪遲左少少囉。」

我地一路行，一路講，5經5覺就行到校門

之後我就行去我嗰班條隊都集隊，準備今日嘅課堂

但係我個心就好似總係覺得有啲野好重要，但係又5記得左，可能係我頭先卦着同娘娘傾計，5記得
左



第八章

唉～

到左午膳時間啦，放lunch. 啦

當我仲係度諗緊去食麵定係食飯盒嘅時候

突然間

我feel 到我個背脊被人篤左一嘢，正當我想另轉頭爆粗(因為我最憎人篤我背脊)

終於見到琴日令我不停諗着佢嘅繡芷啦！

淨係見到佢拎着個Hello Kitty嘅銀包

之後佢就勁細聲咁同我講：「你可5可以同我一齊食lunch 呀？」

從來都未俾女仔邀請過一起食飯嘅我

第一個反應就梗係O 左嘴啦，個下我真係5識俾反應佢

我個嘴個陣就真係大到可以擺到成個拳頭

第二個反應就梗係睇下我班死仔係5係到㗎啦

點和佢地全班友就都好似夾埋咁，齊齊5見哂

事到如今，唯有頂硬上啦

「Er......都ok 嘅，反正我班fd 都5知去哂邊，你想去邊到食？」

「是但啦，我無所謂。」

「咁去m記啦，反正平平地。」

「好呀。」

個論我狂係度煲"一生只想尋找一個肯挨麥記嘅女人"，好自然地，就ff女神就係嗰個肯挨麥記嘅女人
。

跟著我地就一齊行去m記度食野



第九章

我同佢行左一輪，見大家都無講嘢
。。。。。。。。

我就試下打開話題

「頭先你5係話有嘢同我講㗎咩？」，我嘗試打破沉默

「係喎，我自己都5記得左添，其實我有一段黑歷史，係無咩人知。」

「竟然係咁，好呀，你講啦，我會保守秘密，5講出去㗎」

「真係？」佢用一種好懷疑嘅眼神望着我

見到佢咁嘅樣，平時好口疏嘅我，見到女神咁誠懇嘅眼神我就梗係即刻變到好乖乖

跟著好快咁就應承左佢，其實為左佢，我點都會保守呢個秘密

「嗯！」

「好吖，
我之所以轉校，其實係因為我係初中嗰時，曾經入過黑社會，仲有打過人，就連我屋企人都放棄我，
我好希望你5好介意我。」佢一邊食住個魚柳包一邊咁樣同我講

「吓？！估唔到你以前係入左黑社會喎，睇5出喎」我又再一次O左嘴

「無所謂啦，其實我想問你一條問題」我尷尷尬尬咁講

「好，你問啦」佢輕輕咁講



「其實你點解想同我做朋友嘅？」我終於鼓起左勇氣咁問佢

而佢嘅答案，都令我幾意想不到。。。。。。。。。。



第九章

「其實係我個人因為脾氣差，講野又直，所以根本上無人會願意同我做朋友，我依家淨係得你呢個朋
友咋。」佢嘅眼神帶着一絲嘅愁屈

睇到佢咁慘嘅樣，十足十好似被人遺棄係路邊嘅小貓咁，非常非常嘅可憐

佢仲話：「有好多人知道左我係咁之後，我之前個男友同埋其他人就無再理我啦…」

「嗚…嗚…」

我真係5知可以做咩好

唉～

見到女神咁樣，我唯有係我個書包度抄下有無紙巾啦

就喺我抄黎抄去都抄5到嘅時候，女神突然間挨左落我度

係我未識俾反應之際，佢就已經開始喊

佢個頭靠係我嘅胸口位

佢滾動而又熱嘅眼淚，一直都沿着我嘅胸口滴下，滋潤左我嘅肌膚………



第十章

唉～

雖然個場面係好正，又可以索到佢頭髮陣香味，但係咁多人望着我哋，我塊面就梗係好紅啦，個身仲
好鬼熱

可能女神都知道有人望着我哋啦，佢都好尷尬咁縮左一縮

佢見我件衫濕左，即刻好緊張咁喺佢個裙袋度，囉佢嘅個塊毛巾仔(又係Hello Kitty)

好細心咁幫我……抹走我身上嘅淚水

嗰下我個心都融哂。。。。

之後佢另個頭，望着我

我地哄得好近。。。。。

近到連呼吸聲都听到。。

我個心跳得異常地快，個世界就彷彿好似停左咁



第十章

就係咁，我同佢停止左任何嘅動作。

我同佢眼神接觸左好耐

好有觸電嘅感覺

之後，佢咀左落我度………

我頂！

嘩，乜依家啲女仔咁隨便㗎……shit

不過，佢咀落黎個下又幾正

「喂～食野啦，坐喺度發哂呆做咩？」

女神將我由夢境拉返到現實

吓？！乜頭先嗰啲咀呀喊呀個啲全部都係ff㗎？
係，你講得無錯

扯~~~~
有無搞錯

女神食着個魚柳包同我講

Ok,fine,我繼續食我個豬柳蛋漢堡

「夠鐘啦，返反學校啦」我拍一拍女神

之後我地就一齊 返反學校



第十一章

「嘩！點解呀秋個條毒撚會同女神一齊返黎㗎？！」我隱約听到呀昇佢地班死仔喺度細細聲講

我同女神都無理到佢地講嘅嘢，直接咁各自各返反課室

到我係小息個時，去左女神班房，叫左佢出黎

「呀…呀…芷呀，頭先……頭先……」

「有咩就講啦，5好吞吞吐吐啦」

「頭先我地係咪kiss 左……」

「嗯…係呀…做咩呀？你介意咩？」佢好天真咁問我

「哦……5係………」

雖然話有女神咀，係我發夢都好想發生嘅事，但係我都5想喺大家未相處得耐嘅時候，就咁快咀

「既然我嘅初吻都已經俾左你，咁你就要負責任㗎啦」女神嘟起佢個櫻桃小嘴， 調皮咁同我講



第十一章

「呃……咁你想我點負責任先？」

「我一陣再話你知呀。嘻嘻」

「好啦…好啦」我都5知點應佢好

佢申一申條脷，之後話：「咁一陣我地放學見啦」

「嗯…」

「好啦，拜拜啦，男朋友」

「拜拜啦」

「5得呀，你都要叫我女朋友先得呀。」

「唉～好啦，拜拜啦女朋友」

之後佢行埋黎，又再咀咀我

見我面都紅哂，佢就搣一搣我個鼻，然後就好開心咁返左佢班房

咁啱呀昇，機長佢地見到哂頭先嘅畫面。。。。



第十二章

就係我企左係度個時，原來呀昇佢地全部都睇到哂我同呀軒嘅所有嘢……

呀昇就話：「喂～男朋友，我又要咀呀，哈哈哈」

我一句車落去：屌你呀，屎忽鬼

佢話：挽下姐，sorry囉

其實，我一啲都無嬲，仲有啲開心添

因為嗰個都係我嘅初吻

而我嘅初吻就竟然可以俾到一個女神

呀昇佢地一行人走左之後，我就開始估下究竟呀芷講嘅負責任係咩意思…………

諗諗下又咁快到放學lu~

隨着鐘聲係響聲，亦都係提醒我黎緊係約定……

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ｰ



第十二章

「喂～老公~」呀軒係我身後邊好大聲咁嗌

當我一另轉頭望，呀芷佢已經背好書包，等緊我

我並無預計到佢速度有咁快，我就同佢講：「你落去先啦，我執埋啲嘢就黎啦。」

「好啦，咁一陣見啦」不過听得出佢語氣有啲失望

「嗯。」

我就將啲書放哂落書包之後，就即刻行去樓下揾呀芷

佢一見到我，就即刻行埋黎攬着我

我就話：「喂…呢度學校黎㗎，唔好咁啦。」

佢話：「無所謂啦，我愛你嘛。」

我無言…………

「個責任就係…你要做我男朋友，同埋你以後都要同我一齊返學㗎。」佢突然間係我呆左個陣講

「呃…」

「做咩呀？係咪我有咩做得唔好呀？」佢隻眼開始有啲紅，仲有啲想喊添

唉～係男性見到女性喊，你都唔忍心啦，更何況佢係女神呢？！

「好啦好啦，我應承你。但係………我怕我起唔到身喎」



「嘻嘻，我有辦法！！」

「好啦，哈哈哈」

「笑咩喎」佢面都紅哂咁同我講

「笑你可愛吖」我淫笑

「口花花啦你」

「嘻嘻，我唔口花，又點做你男朋友吖？」

「都啱」佢笑得好甜

我地嘅故事，就係咁開始左啦



第十三章

「其實你之前係黑社會度，係做咩嘢㗎？」我膽粗粗咁問佢

佢好平靜咁答我

「我個時為左賺錢，一時諗歪左，去左運毒」

吓？！

Wtf

點解佢會咁㗎？

佢竟然會咁識諗，完全同我諗嘅唔一樣

佢仲話：「你放心啦，我會為你而改變㗎啦，變做一個好好嘅女仔」

我就話：「其實，我又唔係你邊個，你唔駛為我而改㗎喎」

佢話：「你真係唔記得我係你邊個？」

我誠實咁答佢：「唔記得」

佢就話：「其實我就係你嘅…………」



第十三章

「係邊個呀？」我好急着咁問

「喂～乜咁岩呀？」春娷嘅突然出現，嚇左我一跳

「嗨～」我好靦腆咁答佢

「你地………一齊拍拖？？」佢好好奇咁問我

「唔係呀，我同佢只係朋友嘅關係」我即刻澄清

呀芷就企係我側邊無出聲，但係我feel到佢身上有好大殺氣

而春娷就話：「咁就好，仲以為你地咁快就拍拖添」講完呢句之後，之後佢就企係我地中間

企係我側邊嘅呀芷，就好嬲咁瞪着我，一句都無講，跑走左



第十四章

屌，仆街啦今次，春娷做乜無啦啦行出黎㗎？

Wtf

我就係係咁嘅情況之下被佢拉埋左，佢話佢好唔開心，因為佢條仔飛左佢，所以佢就諗着等我一齊放
學，之後同我傾下

我個原本由嬲佢阻着我同呀芷行街嘅火，聽到佢咁講我就即刻一啲都無哂

當我打完個電話同左呀媽講話今晚唔番屋企食之後，我就細心咁聽春娷講佢嘅故事

原來春娷佢為左冧個男仔，都為佢做左唔少野㗎，

例如為左個男仔親自煮野食，又接個男仔放學咁

不過佢都補充左一句，佢話佢並無同佢之前個男友咀過，所以我嘅初吻就俾左我啦

望着眼前嘅佢，的確係對佢有多一份嘅同情同埋可憐

就係我睇得佢好入迷個時，佢突然間喊，仲要係爆喊個隻，我梗係拎紙巾俾佢抹下眼淚啦

佢一路喊，又係好似呀軒上次咁一路挨落我度，雖然啲眼淚一路沿着我下巴滴到我件衫，但係我一啲
都唔計較，因為春娷佢係最軟弱嘅時候，佢選擇左依靠我，等我做佢嘅避風台



第十四章

雖然話我間學校同我屋企都好近，但係當你陪完一個人之後，相信你地都好攰啦

咁所以我就幾經辛苦，拎着個重到仆街嘅書包，爬返屋企，個腦仍然係諗着春娷佢，但同時亦都諗着
綉軒佢

唉～我依家真係超矛盾呀，我都唔知我應該對邊個好啲，同埋綉芷個人又好似有啲難捉摸咁，我都唔
知我應該揀邊個好

我乜都唔理，即刻熄機瞓

一覺醒返

我淨係知道手機不停咁被人炸機，部手機震到high high 

我睇一睇：「2個對話，合共40個訊息。」

正常我d group全部都較哂靜音，所以一定無可能係我啲群組

之後我就㩒左入去，唔知點解有一種勁不安嘅預感…………



第十五章

我對手係咁震，個心跳到呢

慢慢咁掙開我個對緊閉嘅雙眼，好似人地開六合彩咁

「唔好係佢，唔好係佢……」

呼~~~~~~~~

好彩唔係繡軒嘅whatsapp啫，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點算好

但，同時我心入面，又有着一絲絲失望，可能係見到繡芷佢無揾我，個人好失望掛…

由於今日係禮拜六，唔使返學，所以我通常都會喺屋企Hea下，上網睇下野咁

睇睇下，就見到ig有個page叫咩愛情專家，佢個度話有咩戀愛上嘅問題，都可以問佢

於是，我膽粗粗咁將我同繡芷所經歷嘅事，寫哂俾個愛情專家知

(細細聲話你聽呀，其實我見個page近排無咩出po，自然唔會期望有人答覆你，所以我就當將寫左嘅
記低，做為一個記事)

我諗諗下都係覺得有啲怕，碌完ig之後，再睇一睇佢whatsapp最後上線，係前日嘅夜晚十點，所以
我就即係打電話俾呀芷，希望佢唔會嬲我

「電話暫停未能接通，請你遲啲再打過黎啦，亦可以係嗶一聲之後留言，然後掛斷電話」

「喂，繡芷呀，你係邊呀？你唔好嚇我啦，你聽到呢個留言就覆我啦」



過左一陣之後，我個手機鈴聲響起……



第十五章

「喂~唔該我想揾李成秋」

一把嚴肅同機械化嘅聲音傳入左我對耳入面

頭先仲懶懶閒嘅我，即刻睡意全消，打醒十二分精神聽下條友仔講乜

「我係。」我好生硬咁答佢，可能係我突然間俾唔切反應，把聲就變成咁啦，不過呢個都唔係重點

「請問你識唔識得胡繡芷？」

呢一句沉實又簡單直接嘅說話，岩岩好咁同我心入面嘅淆底做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

「我係佢朋友，請問發生左咩事？」

我個心開始繼續驚，好擔心呀芷佢會發生左啲咩事

「係咁嘅，我係佢呀爸，平時我個女都一定返到屋企，未試過唔返屋企，我想問下你知唔知佢係邊？
」

佢個把急躁得黎又帶啲焦慮嘅聲音，顯得uncle佢份外威嚴

「我唔知呀，不過我一定會盡力揾佢返黎㗎啦，uncle你放心。」

其實我個心入面都好驚呀芷佢會出左啲咩事，我嘅緊張程度其實同佢老豆差唔多

「好，希望你可以快啲揾到佢」

「你放心交俾我啦uncle」

講完呢句之後，我就拿拿林收線，然之後秒速咁換衫



由於呀媽去左街同班師奶去shopping，所以我就寫左張紙，簡單咁同呀媽講左成件事嘅來龍去脈然
後順便講埋我唔返屋企食飯之後，我就急急腳咁出左門口，展開我嘅「尋找呀芷的故事」



第十六章

落左街啦

我個腦裏面不停浮現着我頭先同uncle嘅對話，不停同自己講：我一定要揾到呀芷，一定要俾個交代
自己同埋uncle

我一直係條街個度狂奔，一路諗着我同呀芷去過嘅地方，亦一直打電話俾我啲朋友，同佢地講話呀芷
失蹤左，希望佢地可以揾到佢

由於我同佢去過嘅地方就真係唔算多，所以我係一個鍾入面其實都已經去哂呢幾個地方，但係最死嘅
係

我仲未揾到佢呀！！！！！！！

今次大檸樂囉

就係我個心驚到震個時，我俾我部手機嘅鈴聲嚇到high high，成個人跌左落地

你無聽錯
係成個人跌左落地
係成個人跌左落地呀！！！

痛死我囉~~~

嗚，嗚，嗚

不過，呢個都唔係重點！！！！！

個重點係



我條褲穿咗個窿呀！！！

仲要露左我條花紋嘅底褲………

唉～不過我無理到，繼續拎着我部電話之後聽着呀芷嘅消息

「喂呀秋，我地揾到胡繡芷啦，佢宜家係北角呀，你過黎接返佢走啦」呀昇話

但我聽得到呀昇唔係真係關心，而我嘅直覺話俾我聽，佢諗緊咸野………

「好呀，我即刻到」我秒回佢

聽到呀昇呢個好消息之後，我個心當堂舒服哂

我就上左巴士，直飛去北角

嘩，巴士啲人真係好鬼無禮貌，不停係度推黎推去，仲係度大叫，我好唔容易先係呢部咁迫嘅巴士上
面揾到個位

之後我就戴上耳筒，利用歌聲，將我同嘈雜嘅聲音暫時阻隔，預備好我一陣面對呀軒嘅心情



第十六章

就喺我瞓濛濛瀧瀧嘅時候，我耳邊突然傳黎嘅一句歌詞令我為之一振，「懷念美好高中兩年，期望你
的青春不變，去到今天~」，於是我就喺度諗：究竟我同呀軒依家係咩關係呢？朋友？情侶？咁佢咀
我個下又點計先？諗下諗下我又瞓着左lu

直到有人係咁拍我膊頭，拍到令我耳機甩個時，我淨係感受到我嘅耳膜俾人用極嘈嘅聲線強姦左，不
停咁催我叫我快啲落車。

OKOK!我就咋咋林拎埋啲野走，即刻去揾呀軒啦。

「電話暫時未能接通，請遲啲再打過啦……」係耳邊傳黎呢把生硬同冰冷嘅聲音，真係令我好咀喪，
但係…

唔緊要

我同自己咁講

直至個電話駁通左，我即刻好專注咁聽着

電話傳黎呀芷柔弱嘅聲線：「我依家係北角健康村個…公…園…呀，你快啲黎接我啦。」之後就收左
線啦

跟著我就9秒9狗衝咁衝向健康村個方向，沿途有好多細路阻着左我嘅去向，但一諗到呀芷，我對腳
就好似開左摩打咁，跑得好好好快~~~



第十七章

真係攰死我啦，跑死我啦~~

眼前就係嗰個公園啦~~~

我就死頂咁衝埋去

我喺遠處見到呀軒嘅身影，於是我就行左埋去，眼前嘅呀芷，着得好普通，但係都掩蓋唔到佢身上個
股仙氣~就扶起左佢，點解佢身上有咁大陣味嘅？我再聞真啲，原來係一大陣洒氣，梗係佢琴日自己
係度飲洒啦

「我黎左啦，我接你走呀」我用好温柔嘅聲線同佢

但佢就好似無咩反應咁，可能係飲左洒太攰啦，之後就一下咁成個人挨左落我度，塊臉貼得我好實，
佢嘅一呼一吸我都聽得好清楚，佢仲喺我耳邊打左一個細細聲嘅嗝，真係好可愛呀～

我再望一望隻錶，「嘩，原來依家夜晚十點幾㗎啦」我心諗

由於我嘅揹着呀芷嘅關係，所以我一時行下，一時放一放低左休息一陣，雖然沿途有好多人望着我地
，但係我都無理佢地，照揹着佢行

之後我問佢：「依家十點幾㗎啦喎，你屋企係邊呀？我送你返去啦」

洒意消左少少嘅佢話：「唔返去呀，我唔返去呀，我同屋企人遭左呀，我要去你屋企」

呀芷塊面紅卜卜咁，不停喺度講「去你屋企，去你屋企~~」仲係度不停傻笑

之前聽佢呀爸把聲又唔覺佢地一家人嘈左交呀，但係喺依家咁嘅境況，我真係唔知點算好



第十七章(1)

依家嘅我企左係度，個腦一直都諗緊我究竟可以帶佢去邊…

唉～我真係R爆頭，之後先諗到我有個朋友，佢叫呀健，佢住個度又喺係北角，係呢個無可奈何嘅情
況而又唔想令我屋企人知嘅情況之下，真係唯一一個辦法…唉…我都唔想㗎，但無計啦，費事我屋企
人又亂諗野
＿＿＿

我之所以揀佢屋企，其實

第一，睇落佢個人算係無咩點，個人都唔錯，幾nice

第二，佢屋企算係方便呀芷返學，雖然係住一頭半日，但我都會為佢諗埋呢啲，唔想佢要為呢啲野煩
惱

我知~~你地可能會話我同呀芷嘅發展唔知點解會咁快，我都覺得係，但唔知點解，我對佢好似一見
鍾情咁，所以就發展到依家咁多野，我都覺得有啲不可思議㗎

「搞掂，我依家可以送你去lu~~」因為幫呀芷揾到個地方落腳，我變得好開心

話哂我都唔想呀芷一個女仔流落街頭，所以我就咁努力幫佢

雖然我知呀芷可能未必會聽到(即係佢應該係瞓左)
但可以為佢做到啲野，我都好開心。

但係唔知點解好矛盾地，我嘅下意識同我講呢個可能唔係一個咁好嘅決定，但係我見着呀軒醉成咁，
我怕佢真係搞唔掂，時間又唔係早喎，咁所以我就唯有call呀健落黎接我地＿＿＿＿＿＿＿＿

上到呀健屋企，放低哂手頭上啲野，見到佢屋企啲妝修都唔錯，幾清潔，我估佢應該係小康之家啦，
佢屋企要有嘅野都有齊哂，肯定好過我屋企多多聲，雖然我屋企都住到人，但迫到呢…

(呀芷基本上已經頂唔順啦，好似瞓左)

好啦，廢話就講到呢度，費事講到呀軒瞓得太冧，講返正題先



首先最迫切嘅任務就係要幫呀芷揾啲啱佢嘅衫褲同埋其他個啲…(唔講唔講，有啲啲面紅添)

我又唔識同呀健開聲問，因為我一個男仔問佢好尷尬，我地兩個麻甩佬你眼望我眼，不過過左一陣，
呀健就好似get到我講咩



第十七章(2)

係我地兩個互望完之後，呀健就講：「咁我拿拿林落樓下睇下個間outlet珊左門未，未嘅話，我就即
刻撲去買，你係度睇着呀軒呀。」

佢講完呢句野，就飛奔去房，換一換套街坊look嘅衫就走人

而我，就靜靜地咁行去呀健間客房，因為我地頭先安置呀軒係個度瞓左，個間客房唔算大，但總算有
張床，一張枱咁

可能呀芷呢幾日都有野煩所以搞到好攰啦，佢瞓到成隻豬咁，但出奇地佢又無咩鼻酐聲，但係喺佢嘴
唇側邊就多左一行細細地嘅口水線，好似個BB咁，佢塊面又紅卜卜，真係好惹人可憐呀

呢一刻，時間就好似停頓左，我好享受着呢一個moment，我坐咗落去張床嘅一邊，一直望着呀芷
而眼都無眨

時間一秒一秒咁過去，每一下嘅鐘聲，都好似係度喚起緊我同呀芷嘅所有片段，同佢一齊相處好開心
，可能你會話，我地都有嘈吵嘅日子，點會一直都咁開心，又可能你會話，佢咁主動，其實你有無諗
過佢係挽你咋？

以前嘅我，可能都會好似你地咁諗，但依家我唔理得咁多，亦都唔想理咁多，因為我覺得諗得愈多就
只會令我更煩，更唔識同佢相處，我比較想享受我同佢一齊嘅時光

所以，我咁理得咁多啦，只係好好咁照顧呀芷

呀芷，我愛你



第十八章

如是者我坐左係呀芷張床側邊好耐，耐到…我都瞓到成隻豬咁，就係我再打喊露的時候，門外傳出「
叮噹」的門鐘聲，我聽到之後即刻去開門，呀健跑到氣來氣喘，手上拎着一套女裝睡衣，我接左之後
，就拿拿林攞去被呀芷轉衫。

經過一輪梳洗之後，呀芷就去左瞓。

我都好攰呀，所以我睇着呀芷瞓之後，我就好快咁瞓着左。

就係我瞓到矇矇瓏瓏嘅時候，我聽到有幾下嘅女仔呻吟聲，係呀芷間房度傳出黎，我輕輕咁推間左度
門，我眼前見到嘅畫面，真係令我難以想像…

當下的我，好嬲，好激動，但我為左唔想破壞佢地嘅「好事」，我走左，離開左呀健嘅屋企



第十九章

我係樓下嘅公園吹着冷風，一直係度諗緊頭先發生嘅事，點解呀芷可以同呀健發生關係，我估唔到呀
芷係啲咁隨便嘅人，點解，點解佢要咁對我？

係我屋企樓下吹左一陣風之後，我返左屋企瞓。

瞓醒啦，諗着瞓醒之後有新嘅開始，但好可惜，事實唔俾我咁諗。

我照返學，無將琴日見到嘅野講出黎，無講到俾任何一個人知。呀芷又出現啦，佢同我say左 hi
，之後行左過黎拖着我隻手，之後話：「老公仔，今日我地去邊好呀？」，我下意識鬆開左佢隻手，
之後我叫佢放學黎揾我，佢仲好開心咁話好，啲堂唔知點解好似上得好耐咁，而我今日上堂係完全無
聽過書，全程我都只係諗着我點同佢講跟着嘅個啲野。

佢終於黎啦，佢見到我仲揮左揮手，我都對佢笑左一笑。

我都唔再做作啦，我開門見山話：「琴日你同呀健扑野嘅所以我都睇得好清楚。」

呀芷話：「乜原來係咁呀…但…咁都無咩所謂呀，因為我愛嘅人係你。」

聽到呢句之後，我應該好感動？仆街啦，你咁撚樣對我，我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愛你。

我爆seed話佢：「你呢啲咁嘅女仔，唔怪得你屋企人咁撚樣唔要你啦，死姣西，仆街啦，挽9我感情
，我好撚憎你呀」

講完之後，我一把車落佢度，之後我頭也不回咁走左。



第二十章(大結局)

有幾個同班同學聽到哂，佢地就將佢地聽到嘅野揚哂開去。

呀芷啲野係唔夠一日之內已經傳到全班都知，呀健同呀芷呢對狗男女真係天生一對。

而春娷聽到之後就成日都過黎陪我，安慰我，係呢段咁辛苦嘅時間，佢都係我身邊陪着我，我點佢都
聽我訴苦水…

終於，係一年後，我同春娷表白…

佢諗左一輪之後就應承左我

我好慶幸係我生命中有佢…

而我地兩個就一直長相廝守到依家

而佢，依家係我嘅女朋友。

正係因為呀芷嘅離開，先知春娷嘅好，我真係好感激我會遇到一個岩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