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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月亮

《序》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六點鐘大台新聞報導
「亞洲地區可以最清楚睇到今次既超級月亮...」
「好多市民已經一早到左尖沙咀觀賞超級月亮....」

Moon，藍紫月，36歲，小學老師一名，曾經是tbg，由於某種原因已經成為人妻，但卻念念不忘當
年的「她」。

聽說今晚可以看到是68年來最大的月亮，紫月前幾天便已經期待今天的到來。除了因爲紫月最愛是
月亮，特別是圓山的滿月，更加是因爲今天她約了「她」。原來屈指一算，已經是12年了。

月球。月光。月亮。紫月偏愛「月亮」這個稱呼，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浪漫！為什麼浪漫？相信連
紫月也解釋不了！不要嘗試問一個雙魚座為什麼某某東西浪漫。因為麥當勞中薯條是浪漫；黃色的M
&M是浪漫；真金戒指也是浪漫。



第一章： 你的名字

《第一章- 你的名字》

三天前。十一月十一日
這天是電影「你的名字」在香港上影的日子。
這天也是11:11。 這是一組天使是數字。
據說11:11出現，可以打開潛意識的記憶，可以記起一些已經遺忘的記憶。
11:11也是通往其他次數的通路。
有些人更說，11:11可以開發我們已經失去的DNA,原來神當初創造人，人是不只2條DNA的。有古埃
及時的「人」，是擁有12條DNA的智慧生物。

終於等到星期五了！紫月放學後決定暫時告別永遠改不完的作業簿、默書簿、工作紙、改正、作文....
... 離開這個道德高地，給自己一個休息的時間。 紫月約了tb天逆去The
One欣賞這套已經等了半個月的「你的名字」。心情好，連腳步也輕鬆過人！

天逆是紫月認識了16年的好朋友。還記得當日是1999年12月31日。全世界的人也在擔心世界末日，
（註：給年輕讀者：情況有點像2012年瑪雅民族推算2012月12月21日世界便完結一樣）同時也擔心
千年蟲的出現會令世界上所有的電腦失靈。

在blur-f出現前，（註：blur-f曾經是最受歡迎的本地同志網）要識人便唯有靠icq
的功能。當晚紫月不敢睡，怕睡了看不到00:00出現。 一邊聽著楊千嬅的「最後的歌」，一邊用icq
尋找新朋友。雙魚座的她最愛網上的戀情。就是這樣，天逆出現了。
當時梁望峯的小說非常受歡迎。紫月最愛天逆這種逆天而行的性格，因此對這個角式最有印象。一見
到這個名字，紫月便發出了第一個信息。

「Hi! 」紫月打著十年如一日的開場白。
「nice to meet you」
「聽說就快世界末日了」
「你信嗎？」
「我不肯定。。。但好像很浪漫」
「告訴你，我是tb,不是男生」
「真的嗎？ 我是女校的！我班les的population差不多over 50%! 但我不美，還沒有tb看上我呢！」
「那，在世界末日前，你可以當我的net-girlfriend嗎？」



第二章「天逆」

《第二章：天逆》
千年蟲始終沒有來。
世界沒有滅亡。
人類還是要留在地球繼續進化。

「假使這歌到明天還在播
假若世界永遠都快樂
假使可跟你從頭開始過........」

一切一定是緣分。
紫月和天逆卻因爲沒有來臨的滅亡而開始了。
但是地域的關係，二人始終沒有見面。

ICQ的年代便是這樣，什麼net-girlfriend, net-boyfriend,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好笑。
實際上是多遠呢？不就是屯門和觀堂吧！
可是，學生半價優惠只週用於地鐵，sorry，巴士是不適用的。
即是說，一來一回便要起碼$30，對於一個午餐是$12叉燒飯連汽水還要兩個人分的中學生，這個價
錢太貴了！

但
真正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怕

怕大家不能再無所不談
怕大家見面後不喜歡對方的樣子
怕大家面對面時沒有話題
怕自己不是對方幻想中的完美情人
怕對方和想像中出入很大

結果大家錯過了黃金時間
一等就等了一年

某一天，大家如常地icq談天。
「喂，今天inter-class打成點？」天逆問
「我地班唔夠人，我無得打WA,要打C，跑到我傻！好在無輸到！」
「叻女！不過我堅覺得籃球好玩過netball」
「咁我地學校傳統麻，無計啦！你又點呀？」
「我....有件事想同你講.....」

紫月心裡面突然出現了一種不安感。難道擔心的事情要發生了嗎？
從來，紫月的預感很也準確，特別是對於壞事情！事情愈壞感覺便愈強烈！

「你...有女朋友喇？」



「sorry.....同班同學....我成日提果個嘉嘉....」

紫月知道自己其實沒有資格去生氣。
憑什麼去生氣？說到底大家也只不過是從未見過面的陌生人！
紫月非常怕會失去這個「最熟悉的陌生人」，也許，這個結局其實對大家是最好的，不是嗎？

「恭喜你！我都有樣野同你講呀！」
「咩事？」
「隔離班個周家希今日俾左封情信我！」
「下？ 果個同你玩wargame camp果個女仔？乜佢les架咩？」
「我都估唔到原來佢係呀」
「咁你諗住受唔受呀？」

其實，紫月一早已經決定好要和天逆見面。
但看來已經不用了。

「睇定啲先啦！喂，咁我地以後咩關係呀？」
「不如，你做我個妹啦！」
「咁呀，好啦，以後你都要咁錫呢個妹架！」
「知喇知喇，如果邊年既12月31日我同你都無情人，咁我地就拍拖啦！」

想不到這次天逆一拍便拍了十年。
而紫月和她一直經歷了icq,留言版, SMS，msn, Facebook, whatsapp直到現在。



第三章： 電影院的相遇

《第三章：電影院的相遇》
當人愈來愈大，金錢觀也開始改變。
由從前麥當勞由$20內可以一個餐，到現在去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
吃一個$80的lunch也不再是一回事, 距離的阻隔亦已經不在存在了。
天逆和紫月也終於見面，更以好兄妹的身份定期相約見面。她們之間的故事，有機會才再交代吧。

今天，11月11日，他們一如以往的到電影院看電影。電影中，男女主角很努力去記著對方的名字，
但怎樣努力也記不起。 愈是深刻，愈是忘記。

回憶不正是這樣嗎？
一些你從來沒有想過會忘記的事情，竟然被深深的壓在潛意識的寶箱內。沒有正確的密碼，這個寶箱
永遠也不會被打開。也許是人自己不想打開，但也有可能是潛意識的保護機制自動開啟了，為的便是
要阻止那回憶影響我們當下的生活。

在等待入場的時候，紫月想去一去洗手間。
天逆始終不喜歡在公眾場所進出女廁，便在外面等待，順道買爆谷汽水。

紫月在離開洗手間時靈感又出現了。但她不知道是什麼事情等待著她，只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將要發
生。

突然，一種熟悉的味道傳到紫月的鼻中。

「呀，這氣味.... 不會吧？」紫月心裡其實已經有了答案。
味覺是人類最有記性的感官。
這種香水味，紫月這世也不會忘記......
「hi.....」



第四章： 紫月的過去

《第四章： 紫月的過去》
當紫月接受了天逆變成自己哥哥這個事實後，她也開始了拍拖。
雙魚座的她總是很容易愛上一個人。
因此戀情一段接一段的出現。
雖然紫月不算是漂亮的女生，但卻往往吸引到別人留意她。
也許她就是有一種魔力，令人很想保護她、照顧她。
但別人不明白紫月的情感，總覺得紫月只是在玩弄愛情。
更有些人開始討厭（妒忌？）紫月，覺得她不尊重愛情，從此，一大堆難聽的形容詞便離不開她。

例如呢？
花心。姣婆。發姣精。姣西。
總之，生人勿近。
否則自討苦吃。

但，你有嘗試過去明白她了解她嗎？

紫月出生在一個中產家庭。
父母也是工作狂。
由出世開始，紫月便交由親戚照顧，到星期六日才被接回家。
曾經有一天，天真的紫月問負責照顧她的姨媽：
「我可唔可以好似表哥一樣叫你做媽咪呀？」
「當然唔可以！」
「點解唔得姐？我都係住呢度！我都係你照顧架！」
「..............」

一直到了小學階段，紫月終於被接回家住。
然而，照顧她的不是媽媽，而是四年轉一次的工人姐姐。
由於是獨生女，紫月在家很苦悶。
慶幸互聯網一推出時，紫月便擁有了一個modem，一個要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再撥號上網的mode
m! 
因為出生在中產家庭，父母更另外申請了一條電話線供紫月上網！
這個時間互聯網在香港根本未被普及，因此紫月的網友多是外國人。紫月的英文也愈來愈進步！
直到ICQ的出現，她終於有香港的網友了！
她的ICQ 號碼只有7位數字呢！在香港很多人也是在8位號碼出現了才認識ICQ!

很幸福吧？但紫月根本感受不到愛。
家裡得不到愛，很自然地便去其他地方獲得這個愛的感覺！
她愛她netball team的隊友！
她們是她最重要的朋友！
但女校的球隊多數也是tb, 紫月的朋友圈內應該80%是lesbians!
紫月也開始了她停不了的拍拖生涯。很自然地，紫月也只喜歡女生。

第一位情人是同校的家希，但由於是第一次，她們到結束是也未有試過親咀呢！
那些年的初戀是走甜的！



家希和紫月的初戀其實只有一個月，結束的原因是因為大家受了太大壓力。兩個人只要在校園一行近
，其他人已經開始歡呼。而最後，家希也發現她其實是喜歡男生的！
WTF! 沒錯！所以到最後家希唯一的女朋友便是紫月了！ 唯一的一個，這也很浪漫吧？

初戀結束後，紫月拍過無數的拖、遇過無數的人。
例如：
一個要坐$30巴士來回才能見面的上水情人Pooh。
一個每日在hkflash 留言版留言的浪漫情人Tee。
一個白淨靚仔的運動系大學生Be。
一個最後去了外國讀書的師姐Bird bird。
一個在學界認識的貓痴Sam。
一個設計學系的咸濕情人D.。
一個上水情人的好兄弟Paul。
一個寵愛紫月的肥情人On仔。
一個細紫月3年但非常夾的師妹kelvin。
還有很多很多。

紫月全都記得很清楚，因為她全都投入過感情！
太陽星座是雙魚座，令紫月感情豐富。
月亮星座是水瓶座，卻令紫月很容易抽離一段感情。
這兩個完全相反的性格令紫月很容易愛上一個人，也很容易不再愛一個人。

直到，「她」的出現。

紫月好像突然記起了那潛意識寶盒的密碼！
一切一切由那熟悉的香水味開始。

不是說好了不再見面嗎？
為什麼偏偏要遇上？
在人口密集的香港，遇到舊情人的機會率有4%嗎？

「好耐無見喇！你黎睇戲呀？」



第五章：一見鍾情

《第五章：一見鍾情》

「她」的出現，改變了紫月的愛情觀。

中六的某一個星期六晚，紫月如常跟朋友到14樓飲酒。
現在回想起來，也不明白為什麼當年會有這麼錢花在玩樂上！ 
這個場的人比較年輕，檔次也不是最高的，正好適合這班剛滿十八的「小朋友」聚腳。

朋友中其中一個tb是欣言，只有她明白紫月為什麼總不能缺少愛情，也許因爲她也是雙魚座吧！很多
次當身邊的人在說紫月的不是，欣言也是第一個行出來維護紫月的。
tb和tbg之間，也可以有真摯的友誼的。幸好欣言身邊的女朋友總能接受紫月和欣言的好朋友關係，
從未有人質疑她倆！

「其實點解你次次都幫我既？」某一天紫月問了欣言這個一直想問的問題。

「我都唔知呀，可能因為每次我見你拍拖果陣，我都見到你好甜蜜果個樣，我睇得出係你係真心既。
」

「但係我真係覺得無一個人可以俾到我果種好夾同我好需要佢既感覺....」紫月無奈地說。

「只不過未遇到！每一次拍拖都令你更加了解到你需要啲咩。老土啲講，愛一個上多一課麻！」

「希望快啲遇到啦，我都唔想自己成日都轉黎轉去....重新去認識一個人其實好煩架...」

「快架喇快架喇！不過你成日換bf,我都識多幾個兄弟喇！hahahahaha」

「頂你啦！」

這晚，欣言失戀了。
其實也不算失戀，只是她的女朋友說要時間冷靜一下，因為她接受不到欣言對所有的人也一樣好，她
覺得自己和朋友沒什麼分別。旁人一看也知道她只是在撒嬌，很快便會和好。但雙魚座的她簡直是「
悲劇女主角」上身，仿佛全宇宙最慘情的便是她......

由於已經習以為常，大家也不太理會欣言，各自在飲酒談天。
欣言「自隊」了4支啤酒後開始語無倫次，紫月身為好朋友，唯有扶她去洗手間排隊，希望她不要吐
到周地嘔吐物，影響大家雅興。

在洗手間旁有一枱客人，目測有4B2G。當紫月正在偷偷打量她們的時候，欣言竟然說：「我想嘔！
」

「嘩！等多陣呀！頂多陣，未有位呀廁所！」紫月驚慌大叫！

「用呢個頂住先！」這時「她」把啤酒筒交給紫月。



「你朋友做乜飲咁多呀？」

「佢同女朋友嘈交....
其實好小事之麻....係呢，頭先唔該晒你....」紫月的心突然跳得又快又亂，是酒精的緣故？還是...這便
是傳說中的....一見鍾情？

就這樣，她們交換了電話，這個充滿遺憾的愛情故事便開始了。
可能所有刻骨銘心的愛情就是這樣開始得這麼突破，令人措手無策....



第六章：蜜月期

《第六章：蜜月期》
蜜月期總是甜蜜的。
打從一見鍾情那一天開始，紫月和「她」便開始了這個愛情黃金時段。

「她」是阿卡，比紫月大6年，當年她是一個寵物店小職員，負責照顧待出售的小貓小狗。
認識紫月之前，阿卡拍過4次拖，每天都次也很認真，但總之不能開花結果，女朋友到最後也總是決
定和男人結婚，行一條比較平坦的道路。也許這便是喜歡直女的命運吧。而阿卡仍未放棄，她仍然相
信真愛是存在的。只要愛上了，她會付出100%的自己。

「妳要努力溫書呀！我陪妳溫書啦最多，A-level就到喇....」阿卡溫柔地說。
「知...道....喇.....悶死人喇..... 你要整好野俾我食呀！我溫書要好多energy
架！」紫月就知道阿卡會體貼地照顧自己。每天總是對她撒嬌，愈來愈依賴她。

「呢個係咖哩配麵包，專登整到唔太辣架，岩晒妳食！」阿卡總是體貼入微，清楚紫月的所有喜好！
「傻的嗎！？你專登買咁大個包番黎，再整走入面啲包，再放咖哩入去？ 你整左幾耐呀？」
「氹妳開心，只要妳笑，咩都值得啦！」

「為左同妳打打氣，不如一齊去disneyland丫，我啲朋友都想見下妳，一齊去丫」某日阿卡約紫月
和他的朋友見面。
「好呀！仲以為你唔會俾我見你啲朋友....你知啦，我細你咁多......我驚佢地唔鍾意我！」
「點會呢，我揀既，一定係最好既！」阿卡甜蜜地回答。

到了當天，果然阿卡的朋有也很喜歡紫月，紫月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阿卡的朋友阿儀說：「妳知唔知呀，阿卡平日唔肯用錢架，日日食麵包，平時我地買汽水佢都係飲水
架，估唔到黎到食$90個餐都捨得一人一個餐囉！」
阿卡的面立即紅了起來。「喂，唔好講啲衰野啦......
「睇黎你都係一世俾女人食住架喇！哈哈哈！」阿儀還是不肯放過阿卡。

紫月心裡又怎會不知道阿卡是那麼的愛自己呢？
從來也沒有人會如此著緊自己。阿卡總是為紫月帶來無窮的小驚喜，令原本沉悶的生活帶來色彩。

也許，就只有真愛才能如此令人甜蜜。
這種蜜月期一直持續到紫月升上大學....



第七章：暑期工

《第七章：暑期工》
考完A-level後，紫月終於在等放榜的期間試了人生第一次的暑期工。由於媽媽怕紫月學壞，紫月一
直也不可以做暑期工。而今次的暑期工，也是由媽媽的朋友安排於Big Four內幫手。

紫月一直也當女強人的媽媽是偶像。長大後她也希望在中環上班，穿上高跟鞋，打扮得靚靚地上班。
紫月最喜歡便是到媽媽公司探班，看著她命令員工時那樣氣勢和威嚴。

這次紫月終於可以感受到成年後的生活了。紫月被安排在金鐘Pacific
Place的總公司上班，沒有出job時便在公司內行行企企，幫手filing,一個中七學生其實真的沒有太多
貢獻，公司也心知這班「被入職的intern」只是來坐坐，讓resume好看一點而已，根本幫不到手。

同一batch
intern入面有6位新同事，3男3女，紫月很快便和他們混熟了。他們多是大學intern,所以當紫月是小
妹妹般照顧。而其中，有一位外國回來做暑期工的男同事米高對紫月特別細心。

「你平時鍾意做咩架？」米高問紫月。
「我都係打下波，睇下戲咁啦」
「我都鍾意睇戲架，最鍾意睇horror movies」米高興致勃勃地說。
「我都係呀！最鍾意果種刺激既感覺！」
「Exactly!! 係呢，你有無boyfriend呀？」
「我.... 無呀.....」紫月心想，我的確無"boyfriend"，難道要和米高說：「但我有girlfriend」？
紫月始終開不了口。

這次是紫月由女校出來以來，第一次發現原來這個身分在香港社會內，仍然是會被歧視的。特別是在
同事飯局中，當大家提及到同性戀時的負面反應，紫月往往不知道怎樣反應才對。

這一切一切當然沒有告訴阿卡。紫月一直也以為自己一世也不會變，一直也只會喜歡女生。但紫月第
一次發現，原來這條路一點也不好走。

有一次，米高終於約紫月去看電影。
「最近又有Final destination ，不如一齊睇丫」米高在午餐時問紫月。
「俾我考慮下....」紫月不知道應不應該出席。

紫月其實對米高沒有那一見鍾情的感覺，什至是好感也談不上。她只是覺得，朋友也可以一齊看電影
吧？一直以來，紫月也沒有接觸過「男孩子」這種生物。而米高是外國回來的，他和香港男孩們的感
覺總有點不同。但另一方面，紫月又怕阿卡擔心，阿卡和紫月間是沒有秘密的。基本上紫月的行蹤阿
卡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如果紫月想和米高去看電影，善意的語言技巧是必須的。

「BB呀，我星期六約左班batchmates去睇戲呀」紫月對阿卡說。
「睇邊套呀？」阿卡問。
「Final destination呀....」
「下？你唔係話同我睇架咩！？」
「佢地個個都話想睇，其實係因為Ray想追Rachel,所以叫晒我地成班一齊去囉....」
「咁我黎接你啦之後！」阿卡習慣了接送紫月出入，除非真的行不開。



「唔洗喇.... 我地可能食埋野...我到時打俾你啦....同埋我怕佢地見到呀...一陣傳番去媽咪度就死喇....」
「咁好啦....你自己小心啲喇....」

就這樣，紫月對阿卡說了第一次謊。為的是要證實自己是不是對男孩子沒有感覺。也是去感受一下女
校以外的生活。



第八章：男孩子初接觸

《第八章： 男孩子初接觸》
「你要唔要去左洗手間先？」米高問紫月。
「好呀，去定先，一陣太驚我實唔敢去廁所」
到了洗手間門口，米高和紫月分別進了男女廁。
這個看似極度平凡的舉動，卻令紫月感覺不習慣。
從來，紫月和朋友/戀人也是邊談天邊去洗手間的。
但這次，當米高離家紫月行向男廁方向時，紫月突發發現，原來男孩和tb是不同的！
紫月好像離開了自己的comfort zone一樣，開始去探索這個未知的世界。

「我以後唔敢諗做激光喇！我驚我眼球真係會爆呀」紫月和米高終於看完Final Destination。
「傻妹，邊有咁易死丫，有既我會保護你既！」
紫月的心突然跳得很快，呼吸也開始困難，要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呼吸。
但身體是誠實的。紫月的臉已經通紅，米高不可能看不出來。

突然，遠遠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紫月知道阿卡來了等她。
阿卡一定是放心不下紫月，所以一直在附近靜候。

「我走先喇，星期一見啦！拜拜」紫月急忙告別。
「我送你丫不如」米高提意說。
「唔洗喇，我突然有啲事要走先喇！」

行到轉角，紫月便見到阿卡。
阿卡好像平日一般溫柔地對著紫月微笑，好像只要紫月在，她的世界便完滿了。
「好唔好睇呀套戲？」阿卡問。
「幾啦，不過都係頭兩集好睇啲。不如我陪你睇多次丫」
「遲啲出碟我地一齊再睇咪得囉！」
「係呢，點解你會出現既？
我咪話唔洗等我囉！」紫月心底其實很害怕阿卡剛才看到自己單獨與男孩子看電影，唯有先出招，要
占上風位置。
「我掛住你....番去又無野做....咪睇下撞唔撞到你囉.....」阿卡很怕紫月會發脾氣，她根本不想紫月會
有一刻的不愉快。紫月比她自己更重要，只要紫月開心，她什麼也不介意。
「下次唔好喇。我真係唔想俾媽咪知道呀....佢又會迫我去外國讀書架！你係咪想以後要long D
丫？」
「唔要呀唔要呀唔要呀！
你去到咁遠，我一定接受唔到，之後會傷心過度而死亡，之後做鬼飛黎搵你架！」
「痴線！好恐怖囉你！變態架你！」
「你係我最愛既女人！呢世都係！」阿卡突然認真地望住紫月說。

這刻，紫月知道自己仍然很愛阿卡。但剛才的臉紅，是因為突如其來的甜言密語嗎？是因為那種前所
未有的新鮮感嗎？ 還是，其實紫月也會對男生有感覺？ 



上天要考驗人類，總會不停重複同一個課題。
其實這次只是挑戰阿卡和紫月感情的第一個小測驗....



第九章：大學生活

《第九章：大學生活》
終於放榜了，紫月的成績不算太好，終於入了教育學院（現：教育大學）的小學英文教育系。
由於紫月的家離大埔有一定的距離，紫月成功申請了宿位，展開了freshman的生活。

想不到IED 也有netball team。這是紫月最開心的事！Team cap還是自己的師姐！
從此紫月和這班teammates便成為了最佳的戰友。努力在inter-school tournament
擊敗HKU和UST是大家最大的目標！

練波、上堂、比賽、補習、回家探父母、傾present、和宿友到大埔墟食宵.....
大學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
阿卡寵物店是工作是一週六天的，而放假日子也不定時。
有時候阿卡放假的時候，剛好是紫月練波的日子，她們也未必可以見面。
當紫月趕assignment deadline時，她們更試過兩星期也沒有見面！

「不如今晚我黎屈蛇丫？」阿卡問紫月。
「但我roommate今晚要趕deadline...我唔想趕佢去其他房呀.....」
「下....咁不如你黎我度訓丫.....我好掛住你呀...」
「但我聽朝番8半呀....要take
attendance架....遲左十分鐘個professor就收埋個簽到簿...唔夠90%出席率我會fail呢科架....core唔可
以fail架....」
「咁算啦....咁你星期六得唔得閒呀？」
「我果日要去hku打tournament,夜晚婆婆生日要趕去青衣食飯呀」
「咁我送你去丫！」
「唔洗啦，我都唔知打到幾點，又驚撞到親戚....佢地個個都坐地鐵去架！」
「但係我地10日無見過喇....」
「我應承你，我趕埋份功課之後陪番你多啲丫！唔傾喇...我要練波喇....錫晒你傻豬豬」
「小心啲喇咁你...love you寶貝豬」

靈機一觸，阿卡突然想到一個解決方法，但不知道紫月願不願意。



第十章：同居生活

《第十章：同居生活》
阿卡鼓起最大勇氣（仲大勇氣過當初表白）問：
「不如妳搬黎同我住丫？」
紫月先是呆了一呆，不知道應該怎樣回應.....
「但你住咁遠，我點番學呀？仲有練完波都夜啦....我又要坐車出番去.....同埋你阿媽都未接受我....上
次我去你度過夜，你阿媽啤實我呀....」
「我.....打算租大埔一個單位.....咁.....你咪可以又近番學，我地又可以成日見囉！」阿卡明白，如果不
找個解決方法，她和紫月的關係一定會愈變愈差，但她實在不捨得這段感情。
「但俾租好貴架....你份工又唔係搵好多錢...得唔得架？唔好為左我而搬出黎啦。你阿媽實憎死我...」
「得啦，無問題！有個朋友個婆婆有間公屋，但佢已經住緊老人院，所以間屋吉左！佢話平租俾我呀
！我諗好晒架喇！同埋，我地一齊住，我可以日日整野食俾你食，唔洗出街食又用少啲錢呢。」
「咁好啦....你要做晒啲家務架！」
紫月再想不到其他原因去拒絕了，只要答應同居這個要求。但她其實很喜歡住宿的感覺，一大班人到
大埔中心飲茶食宵，無所不談的大學生活。
但既然答應了，便只好盡情投入享受這個同居生活吧。

由於紫月不可以告訴父母自己搬出去住，她決定照保留宿位，盡可能一星期回去住兩晚，令家人不會
懷疑。

同居的生活當然是美好的。這段時光的回憶絕對一世難忘。
由兩口子到ikea選傢具、搬回去砌好後再決定位置，一切也是夢想成真的美事。
而且一早起來第一眼便可以見到對方，然後來一次晨早運動。更會把memo紙周屋貼，上面全部寫
的都是甜蜜句子。她們更留了一幅牆來貼她倆的合照。就算是不認識的人，如果有機會踏進這個小窩
居，一定也能感受到她們的愛。

這樣甜蜜的生活維持了9個月。不經不覺，紫月也Year 2了。



第十一章：短暫分開

《第十一章：短暫分開》
這天，紫月約了幾個好姊妹去占塔羅。
紫月說：「我陪你地去啦，但我無野問呀！呢排都好順利呀。」
「咁你咪問下感情囉，睇下會唔會去到外國結婚都好丫。妳成日話想去冰島架麻。聽講呀，過多幾年
唔洗去冰島都結得婚喇，將來會多好多國家揀。」好姊妹敏寧興奮地說。
「喂喂喂，我失戀呀...妳地仲講呢啲....我都唔明點解佢會揀個咁樣衰架....條八婆好肥架....得把聲好聽..
..我有咩比唔上佢丫？我憎死Winnie the Pooh呀......」剛失戀的Amy又開始發放負能量.....
「關Winnie the Pooh咩事呀！？」紫月和敏寧神同步地問。
「佢MSN頭象係Winnie the Pooh黎架....有一日我見阿Bie睇Winnie the
Pooh既公仔，我問佢買俾邊個，佢話買俾佢細妹...點知....原來買俾條八婆架！嗚嗚嗚....點解要俾我
發現呀......」
「乖啦乖啦，到利時喇，聽講利時神婆好靈架，我地睇下佢點講啦。」敏寧馬上扯開話題，免得途人
以為她們有什麼問題。

「休。 息。日。不是吧！」紫月說。
這個時候，Amy又開始淚流滿面了。
「點算呀紫月？佢今日唔占過卜實唔放過我地架....」
「等我諗諗先，我好似記得有朋友講過，廟街塔羅B都好準架....不過好多人排隊架....」
「是但啦，總好過俾Amy啲負能量破壞左我既美好weekend....」

於是，她們仨便由尖沙咀起行到廟街。
「嘩....咁多人等既.....係咪個天都唔鍾意我呀？我係咪生存落去都無意義喇......」Amy已經開始情緒失
控了。
「一於等啦，我岩岩打左俾阿卡，話左會遲啲番。有咩事都有我呢個好姊妹陪住你！」
「仲有我呢！」
等候了接近一小時，終於到她們了。她們一早夾好了，不要告訴塔羅B
Amy剛失戀，看看她是否算得到。不過說實話，Amy的負能量已經包圍了整個空間，傻的也看得出
她剛失戀吧。

「先諗住問題誠心洗牌，再用左手將叠牌cut開一半，下面果叠放番上去....再用左手抽3隻牌...」塔羅
B純熟地說著。
「第一隻牌係Wheel of fortune... 第二隻係The Empress ... 最後一隻係wand 6....」
「即係點呀？」Amy用最期待的眼神望著塔羅B,好像犯人正在聽法官宣判一樣。
「有個第三者出現....」塔羅B開始解說...
「係呀係呀！中呀中呀！」Amy完全忘記了大家既約定，要先冷靜聽分析....紫月和敏寧無奈對望.....
「不過只要你耐心等候，你會獲得最後勝利。」
「真架？ 即係佢會番黎呀？嗚嗚嗚.....」
「牌係咁講囉。結果唔準，你就番黎搵我，我退番錢俾你啦！」
紫月心想，最好靈驗，否則她擔心Amy不只要退款，她可能會動手殺了塔羅B。

突然，Amy收到一個SMS。 
信息是由阿Bie寄來的。 總括來說，她最後和winnie the
pooh去了一兩次街後，發現自己仍是接受不到pooh龐大的身軀，所以決定回到Amy身邊。
當然，這是事後Amy才告訴紫月和敏寧的，因為當日她一收到SMS，只說了一句：「佢真係番黎呀



！」便跑走了。

紫月見排了這麼久，只用了8分鐘便問完，不問問題好像很浪費，所以她決力了試一次。
「我想問愛情」
「五角星8號牌....你地都好努力建立你地既關係，經營呢段愛情....權杖2號牌....但似乎你地會分開一段
時間.....」
「分開？ 即係分手呀？」紫月一聽到「分開」這兩個字便發瘋了。
「應該唔係...似係long D果隻....最後一隻牌係Page of
Swords...而你地會有好大挑戰，成功過到呢關就會風和日麗架喇」
「好啦，唔該晒。」紫月心想，邊有可能long D....完全不準確....盡快離開吧。

回到小窩居，紫月立即報告了整日的行程和塔羅B的預測。
「咁就浪費左我一百蚊.....早知唔玩啦！你又點會移民丫！」紫月抱著阿卡說著。
「我...有野想同你講.....」阿卡斷斷續續地說。



第十二章：等待

《第十二章：等待》
「我考到入CSD,過埋vetting無事就要入去training....」阿卡終於開口了。

「去邊度train呀？ train幾耐呀？」紫月發現自己雙眼也很熱，這是叫熱淚盈眶吧？

「去赤柱...23星期....一星期應該會出來一次。」

「咁遠？大埔同赤柱相差好遠wor！咁同long
D有咩分別？」突然，紫月意識到，原來塔羅B的預測是非常準確的。

***********************************
紫月和阿卡決定不退租，因為她們捨不得這個地方，縱然阿卡不在，紫月也不會在這裡過夜。但這裡
有她們的回憶，是她們愛的見證。

臨近training的日子愈來愈近，她們把握餘下的日子，盡量不去想傷心的事。紫月除了出席必要的課
堂外，其餘的時間也盡量陪著阿卡。她們更決定去一次旅行，地點是泰國。

由於中七畢業時，阿卡沒有假期，但又不喜歡紫月和同學去畢業旅行，所以紫月其實從沒有跟家人以
外的任何人去過旅行。這次是她的第一次。

那個年代，電話只用來談天，SMS和玩貪食蛇，根本上不到網，更不是wifi、facebook的年代。所
以自由行還未有現在這般流行。加上紫月未試過不跟旅行團的，所以阿卡做決定參加她第一次的旅行
團，去一次不用腦的旅行。

阿卡的收入並不多，再加上要租樓，雖然以後入了懲教署後收入會增多，但這刻其實沒有什麼閒錢。
而且training原來有很多東西要買。整班同學要一式一樣的背包、睡袋、運動鞋......所以這件事紫月
是到後來才知道的，阿卡問了好朋友借了$5000去旅行。
阿卡希望紫月不用擔心任何事情，她要她的公主幸福快樂。

跟旅行團的旅行其實對年青人來說是很痛苦的。這次的團由於爆團，領隊連旅遊車的位置也預先編配
好了。由於阿卡和紫月是最後一刻才報團的，她們被編配到旅遊巴的最後一行。這一行是比較高的，
所以前面的團友和導遊一望便望到你的一舉一動。更可憐的是，這個並不是雙人位.....即是說，她們
完全沒有私人空間。 而每一朝早也要很早起身吃早餐，又要去那些所謂的特式名産店聽一輪介紹....

但對阿卡和紫月來說，只要可以在一起便夠了。妳的眼中有我，我的眼中有妳。這樣的經歷已經夠她
們記一輩子。

旅行結束後，阿卡要入赤柱受訓了。
臨別的時候，她交了一個盒給紫月。
「咩黎架？」紫月問。
「入面有160粒糖，每一粒都貼左一張紙，23星期有161日，由我入去開始，妳就每一日抽一粒糖啦
！到第161日你黎睇我passing out就岩岩食晒啲糖。我想妳日日都記得我！」阿卡說。
「嘩，咁多糖，妳想食肥我呀？」紫月忍著眼淚地說。
「我知道無左我妳會好苦，專登等妳每日甜一甜架。」



「傻豬，我會等妳架！我愛妳！」紫月把握最後一日機會，抱著阿卡在床上很久，希望留住這個感覺
。



第十三章：故態復萌

《第十三章：故態復萌》

曾聽說三歲定八十，一個人既性格是不會輕易改變的。

雙魚座的紫月仍然是那麼容易便浪漫化所有事情，容易對人動情，又總是不懂拒絕人。

在阿卡入了學堂的頭一個月，紫月每天最期待的是一早起來打開那個盒。抽一盒糖吃，和打開那一張
字條。

「笑一笑吧，妳笑的時候最可愛。今天要開開心心過。」
「知妳辛苦了，不要挨壞身體。今天去買一盒奶來喝吧！」
「很想念我吧？傻傻的卡也正在想你呢！愛妳永遠不變」
「今天天氣如何？記得要拎外套出街呀大頭蝦」
「其實我收埋左份禮物在廚房左下的櫃入面。今天是你的lucky day, 放學番我地屋企收禮物啦！」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阿卡的盒很成功令紫月每天仍感受到她的愛。再加上一有時間，阿卡也會打電
話給紫月。時間總會令人習慣了痛苦。紫月也開始獨立起來。但，沒有人在紫月身邊，紫月又開始覺
得寂寞了。

雙魚座的她經常胡思亂想。一傷心起來便覺得自己是全宇宙中最淒慘的女主角。
有一日，紫月的銀包在練習時被偷走了。
紫月那一刻不知所措，只懂在哭。
隊友兼好友的tb
K馬上前來安慰紫月，然後和紫月報了案，再打電話到信用卡中心cut卡。又提醒紫月有什麼證件要
補領。

「咁我下星期同妳去補領身分證啦。好無？我同妳好似都係星期二下午off既。」K問紫月。
「唔該晒妳呀.....我呢啲路痴一定迷路.....」紫月非常感激自己身邊有這位好朋友。

好 朋 友。真 的 嗎？ 只是純粹出於好心嗎？
日久真的會生情嗎？拍拖經驗豐富的紫月又怎會看不出K其實一直也對自己特別好呢？但這一刻，紫
月真的很需要她來陪自己面對難題。紫月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獨立地照顧自己。她習慣依賴。

K和紫月很快已經發展到愛人的關係。但紫月知道阿卡的訓練很艱辛，她不想在這個時候離開她。而
阿K也不介意當後備情人這個角色，說到底也是她乘虛而入，破壞別人感情。 

這晚，紫月約了好友欣言、Amy、Bie、敏寧等到酒吧相聚。但由於阿卡要出席婚宴做姊妹，紫月便
單人出席聚會了。

整晚欣言也沒有主動和紫月聊天。紫月直覺一定是有原因的，因為平常的欣言總是無所不談，談足5
小時也可以不停的。

「妳今晚好似怪怪地咁既？」紫月終於主動問欣言。
「我唔想講，唔好迫我。」欣言冷冷地回答。



「我同妳之間有秘密架咩？講啦，咩事呀？」
「我對妳好失望呀！」欣言終於拍抬大聲地說。
「妳唔好以為我咩都唔知啦。呢個圈子好細架。妳同K既野我咩都知道晒喇！妳幾時先肯定性呀？我
以為妳同阿卡一齊之後就會乖，我真係覺得妳好賤格呀！係咪無拖拍妳會死架？」欣言愈鬧愈激動，
不知是否因為酒精的緣故，她激動到想殺掉紫月似的。
其他人聽到欣言開始愈鬧愈過份，只懂對望，完全不懂怎樣回應。沒有一個人想為紫月說試什麼好說
話，也許欣言說的也是大家的心底話吧。

「我以為全世界唔明白我，妳都會明白我！我同邊個一齊關你咩事呀？妳以為妳係我邊個呀？」紫月
也開始激動起來。

「妳呢啲咁既人，根本唔值得任何人去愛妳！我真係後悔一直信妳會改！我一定爆俾阿卡知架！」

紫月一聽到這裡，她更激動。她的內心充滿了憤怒、擔心、內疚和驚恐。

已經不知道是怎樣開始，但紫月和欣言最後開始打架。紫月和欣言以往也打過架，但只是在沙灘上嬉
戲般的打架。而這一次卻是真的打起上來。

Bie馬上捉實欣言，一方面勸大家停手。而Amy和敏寧便試圖拉走紫月。但試問她們又怎能阻止兩個
發了瘋般的醉酒人士呢？

結果到最後，酒吧老闆出來阻止紫月和欣言繼續破壞氣氛和秩序，一場鬧劇終於完結。

紫月的眼白位置紅了，眼也腫了。
欣言的臉上也多了幾條血痕。
而她們各自的手也有不同大小的瘀傷。
一段要好的友情，就在這一晚終結了。



第十四章：出賣

《第十四章：出賣》
欣言其實從來沒有打算把真相告訴阿卡。畢竟她和紫月是一世的好朋友，她對紫月動怒是因爲她真的
很痛錫紫月，她希望紫月會得到幸福。正是因爲有期望，所以這樣心痛，這樣失望。

而紫月的傷實在太明顯了。阿卡出席完婚禮後便來接紫月，剛巧在酒吧樓下看到紫月和敏寧。

「發生咩事呀？」阿卡緊張地問。
「我問妳咩事呀？妳同邊個打架呀？」阿卡再問。
「我唔想講。番去先啦我地....」紫月說。
「宜家我女朋友傷到咁我都無權知發生咩事？」阿卡開始愈來愈激動。
「妳唔走我走先喇。」紫月仍然很平靜地說。
「妳俾佢走先啦。佢岩岩因爲啲無謂野同欣言嘈，之後仲打架。不過應該係因為飲左酒所以先會咁。
」敏寧試圖幫紫月解圍。
「欣言！？佢走左未？我要上去問清楚！」
這刻，紫月已經跑走了。
阿卡只好在後面追。

紫月最後和阿卡一同上了的士回她們幸福的家。
在車上她們一句話也沒有說。
紫月突然很害怕，她很怕阿卡會知道她的秘密。她仍然很愛阿卡，她很怕真的要永遠失去阿卡。

車停了。紫月和阿卡似乎也不想上樓。她們在附近散步。紫月去到一個公園坐下了。這是一個屬於她
們的公園。
還記得有一次，紫月因一件小事發脾氣跑走了，最後阿卡正是在這個公園找到紫月的。
那天，紫月說：「咁耐先到架.....不如咁丫，以後我地嘈交或者走失，妳都黎呢度搵我啦！黎到呢度
，我地就要和好如初！」
「好，我應承妳。咁以後發生咩事，我地都要黎呢度等對方。」

這晚，紫月對阿卡說：「妳可唔可以應承我，無論發生咩事都好，妳都永遠唔會離開我？」
「傻豬，我又點捨得離開妳呢？」阿卡說。
「我要你應承呀！」紫月說。
「係喇係喇，我應承妳，無論發生咩事，我都唔會離開妳！」

紫月天真的以為，一直幸運的她可以暪天過海。可笑的是，出賣她是不是欣言，而是敏寧...一個最要
好的姊妹。

原來敏寧一直對紫月的感情生活看不過眼。她不明白為何這麼多人會被紫月吸引。說樣貌，敏寧絕對
在紫月之上。但偏偏敏寧就是沒有紫月般受歡迎。而且敏寧幾乎每次也是被人抛棄的，她一直聽紫月
的所謂苦惱，她也覺到很諷刺。她覺得紫月根本不值得獲到愛情。

就在酒吧事件的第二天，敏寧約了阿卡出來，原因是要把當晚欣言和紫月打架的真相告訴她。
「點解妳要話我知呀？我寧願呢世都唔知呀！」阿卡知道紫月和K的戀情後，她整個身軀好像和靈魂
分離了般，她已經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撐著身體不倒下去。



「我一直都睇唔過眼，我覺得妳值得個更愛妳既人！」敏寧說。
「點.....解......點...解.....我考到CSD係咪錯.....如果我無離開佢就唔會發生啲咁既事..........」阿卡以微弱的
聲音說。
「妳唔好咁諗啦....其實紫月根本一啲都無改變過。佢一直都係咁架啦....」
「陪我飲酒丫....」
「好，我會陪住妳。妳記住唔好做傻事。」

原來，女人的確是世界上最恐怖的生物。
妒忌可以令最要好的感情變質。
互相比較可以令好姊妹變成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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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黑暗日子》
阿卡回到家，當她望著這刻的紫月，她的心情很混亂。
她真的不捨得趕紫月離開。在阿卡幻想的將來中，每一幕也有紫月在當中。
但她真的接受不到這樣的背叛。阿卡整個腦也不停在幻想紫月和阿K在床上前纏綿的畫面。

「我咩都知道晒喇！點解妳要咁樣對我？妳係咪真係當我係傻仔任妳玩呀？我要妳解釋呀！」阿卡始
終抱著一絲希望，她期待從紫月口中聽到一個能說服自己的藉口。

「我真係知錯喇....我唔係真係鍾意佢架....我悶先搵佢攝時間架....我愛既係妳呀....妳feel唔到咩？」紫
月除了這些話，她根本不知道還可以說些什麼。

「唔鍾意佢？ 乜妳唔愛一個人都可以同佢上床架咩？
我寧願妳同我講妳鍾意佢呀！」阿卡的心真的很痛....為什麼一個妳最相信的人，可以做一些事去傷害
妳？ 

「以後都唔會發生架喇....妳俾一次機會我丫...一次丫....我以後會乖架！妳信我丫！妳要點先肯原諒我
呀？我咩都肯架！」紫月真的不想離開阿卡，她從來未試過和一個人一起這麼久。她不知道離開了阿
卡之後她的生活會變成怎樣。

「妳真係咩都肯？」

「係。」紫月肯定地回答。

「妳聽日約佢出黎，我要見佢。」

「下？ 約佢出黎做咩呀？」

「咁妳約定唔約？ 唔約既妳宜家執野走，以後都唔好番黎。」 

「約。只要妳肯原諒我就得架喇。」如果紫月能夠預先知道以後將會發生的事，她應該會決心這一刻
離開。可惜，人是永遠不可能預測未來的。而紫月也永遠想像不到，之後半年內發生的事將會成為她
一生最黑暗的回憶。

*********************************************

第二天，紫月根據阿卡的指示約了K出來。由於紫月整晚也和阿卡一起，她完全沒有機會通知K這個
是阿卡的計劃。

這天的天氣很冷，只有十度。 K穿了一件毛毛帽的羽絨，一件格仔恤衫，長牛仔褲和Red Wing
Boots。

「遲左呀sorry。岩岩塞車，平時45分鐘實出到黎，我今日用左1個鐘頭零三個字囉。去邊好呀我地
？」 K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異樣。
「我地分手啦。阿卡發現左我地既關係。我決定左揀佢。」紫月冷冷地說。



她以為，阿卡只是想當面看著她和K說清楚。

此時，阿卡手拿著一支diamond black漸漸行近。紫月心想，不是想爆樽吧？
紀律部隊知法犯法會不會更大罪呢？

在電光火石之間，阿卡已經在阿K身後。 她把整支diamond
black從頭開始倒在阿K身上。阿K完全來不及反應，已經全身也是甜酒了。她的毛毛帽羽絨整件也濕
了，紫月嚇得目瞪口呆。

幸好這個年代的手提電話只是由黑白機開始轉有彩色螢幕，還未有拍片這個功能，否則這件事應該會
成為youtube熱播片。

之後，阿卡轉身就走了。一句說話也沒有說。紫月只懂跟在她身後。

離開前對阿K說了一句：「對唔住呀...我真係唔知會咁架......」
*******************************************

回到家中，阿卡對紫月的態度開始溫柔起來。大仇已報了吧？ 

「今晚我煮丫。一陣一齊落去買餸丫。」阿卡溫柔地說。
「哦...好丫....」紫月其實很擔心阿K。她不明白阿卡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而且
既然行到這一步，難道現在才分手嗎？

紫月和阿卡這晚好像從前一般。天真的紫月真的以為她倆的關係會像從前一樣。

********************************************

晚飯後，阿卡抱著紫月熱吻。阿卡純熟地把紫月的上身脫去，手開始往紫月的雙乳進發....... 
（註：由於此故事走甜....這part要delete。請讀者自行幻想）

阿卡服侍完紫月後，她倆交換了角色。這時，紫月的手開始往阿卡的私處爬下去。
突然，阿卡激動地哭起來。

「妳知唔知我一掂妳，我就諗起妳地兩個賤人呀？妳有無掂過佢呀？妳講呀！」阿卡激動地說。
「妳唔好問啦...有又點無又點呀？過去左喇。」紫月嘗試平復阿卡的心情。
「即係有啦！妳用邊隻手掂佢呀？
係咪右手呀？」阿卡壓在紫月身上，用力捉實紫月的右手，開始愈來愈激動。
「係咁又點呀？」紫月也開始激動了，她意圖掙扎撥開阿卡的手。
「咁妳以後都唔好用右手掂我呀！」然後阿卡更開始掌摑紫月。一大巴一大巴地掌摑她。紫月實在不
夠力推開阿卡，最後她在掙扎期間整個人跌在地上。
「妳係咪痴左線呀？ 妳冷靜啲啦！」紫月害怕得馬上穿回衣服，拿了手袋便衝走了。

到了樓下，紫月收到阿卡的短訊。
「岩岩攪野果陣，我開左攝錄機，咩都影低晒喇。妳如果要走，我就公開段片。妳估妳將來仲有無機
會做老師？」 

紫月整個人也動不了，只是不停在抖震。



她感到很無助，但她不知道該和誰商量。全世界也只會覺得她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大家去關心。更何
況因爲她出軌這件事，她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朋友了。此刻，她只可以獨自面對。

她決定回去阿卡身邊。其實她根本沒有其他選擇。她相信阿卡仍是愛自己的。只要事情過去，她便會
把片段刪除。

原來，報應是真的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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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離開！？》
日子如常地渡過，外人根本看不出阿卡和紫月之間有什麼異樣，因為只要不提及某些話題，她們又好
像非常恩愛的。

紫月在這個守行為的期間，除了上學外，也待在家中等候阿卡。阿卡的訓練轉眼間也到了尾聲，一切
也好像很順利似的。浪子回頭金不換？只要肯去改，所有錯誤也值得原諒嗎？紫月一直相信她總會有
方法刪除那段不能見光的片段。

阿卡其實很努力去原諒紫月。她真的很愛很愛紫月。但每次當她想起紫月對她的背叛，她便會很激動
地揮手打紫月，就好像「鬼上身」一樣。她恨自己為什麼要傷害自己心愛的人，但她實在控制不到自
己的情緒。她不自覺地經常幻想紫月和K 相擁在一起的情景，愈想便愈激動。

那究竟紫月還愛阿卡嗎？其實由第一次阿卡掌摑紫月，她已經開始想離開。她還很愛阿卡，但每一次
當她看見阿卡那憤怒的雙眼，她知道她總有一天要離開。

****************************
終於到了紫月到小學實習的日子。紫月開始要學習如何當一個以照顧小朋友為己任的老師。紫月很幸
運，她被安排了回自己的母校實習。當年紫月那一班的新入職的班主任已搖身一變變成訓導主任。而
當年很愛錫紫月的陳主任也升職為陳副校長了！

紫月負責教3班，分別是2C, 3B和6B班。
每天紫月也要準備教案、教材、出工作紙、改功課、檢查改正、留堂班當席等等。其實，紫月的工作
量只是一個正職老師的一半，她甚至不用跟家長聯絡。而且工作紙也只是把原任老師的舊工作紙稍為
改動一下，但可能是第一次真正做老師吧，紫月差不多把所有的時間也放在這次的實習上。
儘管她的日子很忙，好很享受自己的工作。第一次紫月明白了什麼是使命感。當她看到小朋友學懂一
個生字後的笑容，她覺得自己選對了！

當往日的老師變成同事時，感覺其實有點奇怪。因為你終於看到老師真實的一面了！比如說，十級惡
的陳副校長原來一和仔女聊電話時便會變成溫柔小綿羊。而訓導主任楊sir原來是煙民！真的不是親
眼目睹也不敢相信老師原來也只是普通人，也會有凡人的一面！

楊sir:「紫月，慣唔慣呀黎左一星期？」
紫月：「都幾好丫，我好鍾意做老師既感覺！」
楊sir:「係呢，你有無男朋友仔呀？」
紫月：「下？ 點解無啦啦問啲咁既野....我無呀....」
楊sir:
「細細聲講，我想提醒妳，呢一行好多女教師都嫁唔出架，因為我地啲番工時間同正常人唔同。有咩
人會6點就起身番工丫。放工又唔敢去街去得夜。整整下就無晒朋友架喇。妳最好搵番個老師做老公
啦！咁就perfect喇！」
紫月：「我會考慮下你既建議。咁楊sir你呢？你太太都係老師黎架？」
楊sir:「係呀，大學同學。我地呢行啲人好悶架，來來去去都係拍左好耐拖，之後結婚生仔。呢個社
會對我地既道德枷鎖實在太嚴苛喇。最好就生活檢點，咩錯誤都唔好犯。」
紫月：「咁有啲咩係一定唔可以做架？」
楊sir:「包二奶呀，賭錢買馬呀，吸毒呀，師生戀呀，搞基呀果啲啦！死得架呢啲都。千期唔好試，



正常人做左可能都係俾人鬧下，但我地會無左份工架。」
紫月：「嗯。」

****************
有一天，在2C班房內發生了一件事。
黃同學（女）：「藍老師藍老師！我好驚呀！」
紫月：「咩事呀思思？」
黃同學：「晶晶話佢鍾意我呀！佢寫左封情信俾我呀。我要話俾媽咪知！我唔要搞基。
藍老師呀，妳要罰佢呀！媽咪話唔可以搞基架。」
紫月：「晶晶，咁妳可唔可以話俾老師知，發生咩事呀？」
晶晶：「老師，我前兩日聽表哥講，鍾意一個人會好想見到佢、會好想同佢玩、好想拖住佢架！仲會
好想同佢分享所有野！」
紫月：「哦。思思同晶晶你地聽住喇，鍾意係有好多種既。晶晶你只係好鍾意思思，女仔係...唔會鍾
意女仔架....到妳地大個啲之後，就會遇到愛妳地既男仔架喇！乖，做番好朋友啦！」

難道紫月應該教導8歲的她們lesbian
這個字嗎？難道紫月應該教導她們同性戀的權利和不應該歧視她們嗎？ 
先不理會她們會不會明白，但這一刻紫月終於感受到「老師」這一個身份是什麼一回事。



第十七章：告別

《第十七章：告別》
實習的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紫月便要離開母校了。離開的那一天，小六那一班學生買了一個蛋糕給
紫月，還有畫得非常精美的心意卡，上面有全班同學的簽名和心意。

「藍老師，我很喜歡你！」
「你是很好的老師！我愛你」
「「Miss Lam, 你的笑容很美，要笑多一點。」
「Miss Blue Blue, 祝你快啲結婚不用上班」
「藍老師，我想你來取代張Sir!可以嗎？」
「紫月老師美得像天上的月亮！」
「你要回來探我們這班可愛的學生呀！」
「Miss, I will very miss U!」

看著充滿傻氣的留言和錯grammar的句子，紫月竟然開心很流淚起來。原來，告別是可以是充滿感
動的。紫月會帶著這一刻的感動來時刻提醒自己做老師的原因。

而阿卡好像已經沒有起初那樣生氣了。她對紫月的態度也軟化了。當然，只要有任何事令她記起紫月
出軌的事情，她仍是會間中按捺不到怒火而發洩在紫月身上。但日子總算比之前過得容易。可惜，人
生就是要不停地學習和作出選擇，風平浪靜的日子總是很快過去。

這段暴風雨前夕的平靜時間維持了大半年。在冬天的時候，她們去了第二次的旅行。今次的地點是韓
國，紫月最期待的是可以再次滑雪！還記得某一年的冬天，紫月的家人送了一份大聖誕禮物給她，那
是一個到奧地利滑雪的5天課程！今次她終於可以再次見到雪了！

這次她們也是選擇了跟旅行團到韓國，畢竟當年的資訊沒有現在這麼發達。同團中，有幾位團友也是
年青人，看來今次的旅程應該會很愉快。

終於到了滑雪場地。
不知道為什麼，但阿卡今天完全沒有笑容。
「點解你今日好似怪怪地咁既？」紫月問阿卡。
「無呀，開始喇，我地上去啦。」阿卡說。
「等陣先啦，妳都未滑過雪，我地係下面練習下先啦。妳要記住內八字腳說可以減慢速度。同埋要zi
g zag咁落山，千期唔好直衝落去。仲有呀，如果真係lose control,
就向後坐低啦！仲有呢......」紫月其實真的很擔心阿卡會跌傷。
「得喇得喇！我運動細胞咁勁，好快學識啦。」阿卡不喜歡這刻的自己比紫月差勁，充滿自信心得她
覺得自己應該會駕輕就熟。

「阿卡紫月，妳地仲等咩呀？我地上去啦！」同團的Jen大聲叫。
阿Jen比紫月年紀少2歲，留有長長的頭髮，笑起來很可愛。她和媽媽和婆婆跟團來，所以看到阿卡
和紫月年紀相約，便很自然地跟著玩。

「等埋我地呀！」紫月對Jen說。
紫月又提醒一次Jen怎樣注意安全，一行三人便坐吊車出發了。



一到步，紫月便興奮很像小朋友一樣，她叮嚀阿卡和Jen要跟著她速度，不要太快。紫月畢竟也談不
上高手，所以她也是小心地慢慢滑落山。一開始愈滑愈快時她便會減速。突然，她看到她身後的阿卡
在加速超越了她，更是一直線地直滑下山！！！

「喂，停呀！危險呀！」紫月大叫。
但阿卡根本不理會紫月的勸告。
說時遲那時快，她已經看到阿卡倒下抱著右腳在離她大約20米的地方。

紫月連忙滑到阿卡身邊，看看她的傷勢。
「叫妳唔好扮勁架啦！出事喇！」紫月緊張得眼有淚光。
「妳知唔知呀，我望住阿Jen個樣，就諗起個賤人呀！佢地笑果陣一樣樣架！妳係咪因爲咁先會照顧J
en呀？」阿卡終於把黑面的原因說出來。
「妳你咪傻左呀？人地長頭髮一個女仔你都可以聯想到？我唔係妳看管果啲犯人呀！」紫月已經覺得
忍無可忍，她真的很怕下半生也只能活在她和阿卡兩個人的星球上，要與其他人類隔絕！但這個時候
紫月不能不顧阿卡離去，只好忍著她心中的怒火。

雖然只是初學者的路線，但此時距離地面還有一段距離，紫月絕對不可能自己把阿卡帶到地面。幸好
此時有工作人員來問她們是否需要幫助。阿Jen這個時間也滑到她們旁邊了。
「妳自己去玩啦，我會陪阿卡！放心。」紫月冷冷地說。她不敢再對Jen友善，怕阿卡又會發脾氣。
工作人員把阿卡固地在一塊專用的板上，然後示意紫月醫療室的位置，便迅速地連人帶板滑下去了。

到了醫療室，有工作人員幫阿卡作了一個簡單檢查。他們建議阿卡到醫院作詳細的檢查，但阿卡婉拒
了，原因是她不想餘下的行程也在醫院渡過。從來她也認為她可以自己解決任何事情，不用別人擔心
，這次也不例外。

最後，紫月和阿卡平靜地完成旅程。紫月不敢再和Jen談天，怕阿卡生氣。但在心底裡，她充滿了害
怕、氣憤、擔心、內疚等的情緒。阿Jen只是一個普通女孩，也可以刺激到阿卡的神經。那她以後的
日子要怎樣過呢？ 但她看到阿卡間接因爲她而受傷，她又很內疚.......



第十八章：下定決心了

《第十八章：下定決心了》

回到香港後，阿卡的傷勢好像嚴重了。她的膝蓋發不到力，行動開始有點不便。由於阿卡在旅行時沒
有到當地醫院檢查，所以不能夠向保險公司索償。幸好阿卡是公務員，可以她可以快一點排到專科醫
生。

阿卡把腳傷的責任推了在紫月身上。當年的紫月當然不明白這樣其實是情緒勒索的一種。她只知道她
應該要盡力對阿卡好，以補償自己的過失。

「我幫妳按摩一陣好唔好呀？」紫月說。
「應該都無用啦，唔洗妳可憐我。」阿卡說。
「我想妳快啲好番麻。唔係點去玩呢？」
「如果我真係有事咪好囉，等妳一世都會記住我。」

阿卡似乎特意拖慢療傷的進度。她口裡說是沒時間，但實際上是希望紫月內疚。因為當紫月愈內疚，
她便可以愈占上風。

你們有聽說過嗎？
有內疚感的愛情有時更長久。因為你會不捨得再去傷害對方。相反，你會付出更多的愛去彌補自己的
過錯。但這樣的愛還算得上是愛情嗎？ 

而不經不覺，紫月真的要畢業了。非常幸運地，紫月很快便找到教席了。紫月終於要面對她最害怕的
一件事成為老師後，她的身分突然間不同了，背負的社會責任也多了。香港的家長是否會接受一個同
性戀的老師呢？畢竟那些正是成長階段的小學生。而且，紫月很怕萬一「那一段片」公開了，不只影
響自己的前途，甚至影響了學校的聲譽，更可能影響老師這個專業團隊的形象！

對紫月來說，這個是關鍵性的一刻。因為這個時候阿卡還未知道她將會在哪一間學校上班。她不能到
學校騷擾她，這個的確是離開阿卡的黃金機會。沒錯，紫月很自私，她沒有勇氣去面對將來可能遇到
的困難，她更沒有耐性去修補她和阿卡之間的關係。

於是，有一天紫月約了天逆出來陪她去見一泰國師傅。聽說這個泰國師傅很靈驗，也聽說這是因為師
傅有養鬼仔，所以他可以預測未來。紫月為了自己的未來，決定一試。而這個泰國師傅是懂廣東話的
，他的廣東話非常流利，甚至懂得說粗言穢語呢！

「師傅，我想問愛情。我想問應唔應該離開佢。」紫月說。
「你俾你出生年月日我，幫你算下。」師傅說。
「X年X月X日X時。香港出世既。」紫月答。
「嘩，你地好混亂下。好多恩怨未解。如果你要走既，盡快喇，呢兩個月有機會，唔走既話要8年後
先有機會走。」師傅認真地說到。
「8年？唔係化？
咁但係我驚我離開佢，佢會發癲。」紫月一聽到如果不把握這次機會，她要再等8年，她心也寒了一
寒。
「你信我既，我會俾道符你袋住，唔會有事。」師傅說。



最後，紫月還問了一些家庭，事業等的問題。師傅差不多有8成準確。因此，她下定決心了。她要盡
快離開阿卡，重新出發。

而她其實很清楚阿卡，如果要阿卡肯放手，她只有一個方法。這個方法便是找一個男人拍拖，只有這
樣，阿卡才會肯甘心離開的。

但紫月沒有想過，這個決定，原來將會影響她很久，她甚至會迷失自己和活在不安之中。



第十九章：逃走

《第十九章：逃走》

「米高，仲記唔記得我呀？Moon呀！」紫月text了當年做intern時認識的米高。
「當然記得！我最近讀完書番左黎香港，不如食餐飯？」米高秒速回應了紫月。
「好呀。今個星期五？」紫月說。
「無問題。我book好枱再話妳知。到時我黎接妳？」米高說。
「香港咁細，我識路架喇。你俾餐廳地址我就得。」
「咁好啦。到時見。好期待可以見到妳。」

紫月不知道這樣做是否正確，其實她對米高只是朋友，談不上喜歡，況且已經幾年沒有見面了。但她
實在擺脫不到泰國師傅的預言。她一定要盡快離開阿卡，她不想再要等8年！如果阿卡到時真的要報
復，便勇敢去承擔吧！報復也不會報足8年吧？算起來也是值得行動的。

星期五的晚上，紫月悉心打扮了一番。她總之知道如何可以展示自己最漂亮的一面。紫月的心很混亂
，她盡量保持理性，她告訴自己，這是一個計劃，這是唯一可以拯救她自己的方法。計劃成功後，她
便不再需要每天活在惶恐之中。

「Hi Moon! You look amazing tonight!」米高一看到紫月便很高興。
「仲認得我喎！我仲以為幾年無見，你會唔記得我咩樣。」紫月開始投入這個角式中。
「當然唔會唔認得。當年我都不知幾想唔番去讀書，留係香港........」米高慾言又止。
「係呢，咁你今次番黎旅行？」紫月問。
「唔係呀，我讀完書決定番香港做野。宜家做緊ibank, 公司仲有housing
allowance，我租左service apartment住。有機會可以黎睇下呀。 oh sorry....I
mean....睇下啲環境.....」米高面也突然紅了。
「哈哈哈，得啦，我明白。
我就黎會成為正常老師喇。以後都要對住啲小學生過世。聽講，老師好多都無人要。無乜男人鍾意搵
個老師番黎管住自己架...」紫月又怎會不懂得玩這個遊戲呢？男人其實很簡單，四肢發達但頭腦簡單
。要令他們留意自己非常容易。對紫月來說簡直是手到拿來。

慢慢地，紫月知道計劃已經成功了一半。是時候和阿卡說清楚了。

紫月先把她們家中重要的東西慢慢運走，例如passport,
筆記等等。況且，其實她也畢業了。她再也沒有原因搬出來住，因為一直以為家人也只是以為她住在
宿舍呢！所以，紫月大條道理把東西慢慢搬走。

之後，她留下了一封信給阿卡便離開了。

「親愛的阿卡BB：

多謝妳這幾年陪住我。咁耐以來，妳都非常相信我，唔理我以前既生活有幾亂，妳都全程投入咁去愛
我，去照顧我。無左妳，我呢幾年都唔知會變成點樣。我永遠會記得妳。因為只有妳會100%咁愛我
，把我放在第一位。



但我對妳唔住。我知道由我同［那個人］有野開始，我地既關係已經出現了變化。妳一直嘗試去
原諒我，但我一直都好內疚。無論事隔多久，我們也不會完全忘記到這件事。我辜負了妳的愛和信任
。妳說很對，我不值得獲得真愛。我不配有一個完美的愛情。

想了很久之後，我決定要離開妳了。我決定要和男人一起，原來我也希望結婚生仔，過一個平凡既人
生。妳說過，如果我最後也決定要揀這一條路，妳會成全我。也許對妳來說也是一個解脫。

謝謝妳曾經在我生命中出現過。謝謝妳的愛。請放我走吧。

紫月」

一切也結束了。
一切也結束了？



第二十章：彌留之際

《第二十章：彌留之際》

阿卡收到那封信的時後簡直不能相信這是真實的。
紫月從來也沒提及過自己想和男孩子在一起。她曾經說過女孩子比男孩子聰明和優秀，人類再進化多
幾次後，男孩子應該會滅亡。但這時的紫月竟然說要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還記得有一次，當她們在看異形的時候，紫月說過生仔好像有異形寄居在體內一樣，她接受不到體內
有另一個生命。但此時的紫月卻說要結婚生仔。是人變了嗎？還是人到了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想法
？

在阿卡的角度，紫月已經變了。她想留住紫月，她從來不知道紫月是被自己嚇怕了。她要盡最後一分
力去留住紫月。即使她知道關係已經出現了變化，但人總是害怕改變。因為改變會帶來不安全感和失
去了控制權。

「妳番黎啦...唔好唔要我....」
「我以後信晒妳啦....」
「我飲左好多酒....妳可唔可以理下我？」
「我隻腳好痛.....」
「妳話過呢世都唔走架....」
「老婆寶貝，唔好唔要我呀...」
「早晨呀...妳今日點呀？很想念妳！」
「如果我死左，妳會傷心嗎？」
「原來所有承諾也是假的....」
「我知妳仲愛我架...妳記唔記得我地諗住一齊去歐洲？」
「我個心好痛....妳感受到嗎？」

阿卡由紫月離開那天開始，每天也發過百個信息給紫月，即使紫月一個信息也沒有回覆。

有一天，紫月決定要令阿卡死心，她上傳了一張她和米高的合照。她想阿卡知道她是決心要離開的。
可是阿卡看到之後便把行動升級，她無時無刻也發信息或致電紫月，甚至當她上班時也偷運電話進懲
教所，因為她不能控制自己不聯絡紫月。她覺得只要她發信息給紫月，才不致於在她的生命中消失。

紫月媽媽突然有一天問紫月：「誰是阿卡？」
紫月嚇了一跳，因為她從來沒有帶過阿卡回家。
她答：「朋友，為什麼這樣問？」
紫月媽媽說：「我收到這個電郵.....」

電郵的內容很長。主要是把紫月過去的愛情史和出軌那件事告知紫月媽媽。她還附上了「那段影片」
的一幅screen cap。 她最後請紫月媽媽代自己好好關顧紫月，好好教導她，怕她會出事。

表面上阿卡是想紫月媽媽好好照顧紫月。
但實際上呢？
她迫紫月出櫃，還把紫月的黑暗情史一一告知紫月媽媽。真的有必要嗎？



紫月在媽媽面前哭起來。
媽媽從來沒有看過自己女兒這個落魄的樣子，心痛得抱著紫月也哭起來。

「不如報警？」媽媽說。
「但啲電話係133打黎...我又驚影響佢份工，佢會更癲....」紫月不敢太絕情....

最後紫月經歷了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半年，阿卡終於放手了。但紫月已經不敢再去全程投入一段感情
了。平靜如朋友般的相處模式可能更適合她。而且，紫月迫自己離開了所有舊朋友，忘記曾經和女孩
子相愛過的日子。

生活都只是角度扮演，對不對？



第二十一章：角色扮演

《第二十一章： 角色扮演》

米高愈來愈喜歡紫月。而紫月也開始習慣了這種生活模式。和男孩子拍拖，當他們談到將來時，感覺
很真實，因為他們的將來好像會和大部分的人一樣，會結婚，會買樓，會有自己的小朋友。

而米高和紫月其實更像朋友。米高不喜歡太親密的感覺。他愛紫月的方式是會為紫月打點生活上的一
切。在5種Love language 中，這種應該算是acts of
service，會為對方服務。但其實紫月心底裡最想要的是quality time和physical
touch。不過紫月不敢幻想自己會找到一個更好的人。米高很重視工作，努力想為他們未來的家庭提
供最好的資源。女人想要的，不就是這樣嗎？

有一天，米高參加完好友的婚禮後突然向紫月求婚。
「Would you marry me, Moon?！」米高好像喝醉了。
「你咩都無，花又無，戒指又無，仲唔跪低，點得架！」紫月說。
「妳應承左先啦！我會補番晒俾妳架。唔應承我就唔放開妳。」米高緊緊的抱著紫月說。
「係喇係喇...你補番晒啲野我就應承啦！」
「I promise! Thanks God!!! She said Yes!!」米高一醉了又開始用英文了。

紫月認為，這個已經是最適合自己的人。因為米高肯接受紫月的過去。他也不會管束紫月，紫月想做
什麼也可以。而由於米高很忙，紫月有很多的私人時間。以往阿卡是不會讓紫月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因為她想霸著紫月。她們的世界內只有對方。而最重要的，是紫月認為這是一個報應。

她不值得獲得一個完美的情人。她要為自己做過的錯事負責任。她不配一段甜蜜的愛情。

在婚禮上，紫月的舊朋友們也有出席。紫月最開心的是欣言也有出席，自從酒店打架事件後，其實她
也沒有再見過欣言。紫月對嘉賓分享，她決定選擇米高的原因是，米高肯完全接納自己的過去。
這一刻，她在台上看到欣言感動得流淚了。

也許最後和你在一起生活的人並不是你最愛的人，而是那一刻最適合你的人。
紫月以為她的一生也只會這樣子，她沒有想過多年後，她竟然會重遇阿卡。

超級月亮，把埋藏在心底內感覺全部釋放出來。
上天總會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給人一次second chance。
你愈不敢去面對的事，上天愈要迫你去面對。



第二十二章：面對過去

《第二十二章： 面對過去》

紫月的婚後生活很平淡。外人看到的是穩定；紫月感受到的是寂莫。外人看到米高努力賺錢養家；紫
月感受到的是同屋主般的無奈。不過常聽說知足的女人便會幸福，女人最應該嫁的老公是老實型，而
不是浪漫型。

原以為「還可以吧」這四個字會總結了紫月的一生。但上天卻沒有因為紫月做過錯事而放棄她。原來
，她是值得一個更好的人生。命運從來也是掌控在自己手裡。

終於到了11.11的那一晚。
「hi...」紫月的聲音有點震動。
「紫月，好耐無見」阿卡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真是紫月。
「好耐無見，妳黎睇戲呀？」紫月不知道可以怎樣打開話題。
「係呀，睇《你的名字》，妳呢？」阿卡說。
「我都係呀。最近好嗎？」紫月問。
「不如搵日一齊食餐飯慢慢傾？」阿卡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提出這個建議。
「好呀。14號晚我得閒，妳得唔得閒呀？」紫月爽快地答應了。
「一於14號晚啦，妳電話號碼無改？我whatsapp餐廳地址俾妳丫」阿卡說。
「無改到。咁到時見。」紫月說。

整晚看電影時，紫月也投入不了。她的腦內只有和阿卡的回憶。看到男女主角在鐵路上的相遇，她想
起她和阿卡在酒吧的相識經過。看見女主角用來扎頭的紅絲帶，她想起她兩的紅色小熊公仔。當她看
到男主角努力地去記起女主角，她想起阿卡那天怎樣哄自己復合。再不相聯的事，也竟然能夠勾起那
段回憶。

紫月很後悔約了11.14...等待的時間實在太煎熬了。相隔了那麼多年，阿卡還恨自己嗎？但已是人妻
的紫月也在想，其實她期待什麼？她和阿卡已經是過去式了，但為什麼看到阿卡還會心跳得這樣快？
是害怕還是喜歡？ 自己還喜歡女生嗎？究竟這個是上天的考驗還是重生的機會？

「這晚市民有機會看到超級月亮......」
看來紫月的情緒被這個超級月亮牽引着，變得更情緒化了。
其真...她....其實最想要得到的.....是好好和阿卡道歉....她想接受自己這段過去的經歷，找回這塊失落的
碎片。

「呢度好靚呀。可以望到好遠。」阿卡訂了位在尖沙咀某商場的餐廳和紫月見面，紫月很久沒有好好
吃一餐了。
「咁耐無見，當然要好好食一餐啦！」阿卡說。
「係呢，上次都無問妳，妳最近感情生活點呀？」紫月扮作若無其事地問。
「我有拍拖呀，已經一齊左三年喇。妳呢？生左幾多個小朋友喇？」阿卡問。
「我？無呀...
可能身體唔好啦。不過都唔急既，宜家啲人四十歲都仲生得出。」紫月其實不想交代自己的事。在前
度面前，總是希望活得比你好吧？
「其實呢，我有野想同妳講。一直都想同妳講，不過無機會。」阿卡說。
「嗯。」紫月說。



「我其實一路都有留意妳既野。我覺得....妳其實在懲罰緊自己。我感受唔到妳好愛妳老公。可能果陣
我真係太激動，妳為左拒絕我才急著同佢結婚。其實我原諒左妳架喇。我明白緣來緣去，有啲野係無
得迫既。當時我太衝動，我一直都想同妳say
sorry...其實妳令我學習到點樣去俾空間另一半，我的確在我地既關係中成長左好多。」阿卡望著紫
月誠懇地說。
「...................」紫月已經開不了口，眼淚已經停不下來。
「我想妳幸福。想妳忠於自己。唔好再懲罰自己喇，妳係值得有一個更愛妳的人。過去左既，就放下
吧。人生所有發生既野都只是助我地去學習，去經歷人生。好好去愛啦！妳是值得被愛的，妳知道嗎
？」阿卡終於把藏在心底裏的說話說出來了。

紫月仍然只是在流淚，說不出話。但她很想告訴阿卡，她真的很了解自己。這麼多年她也活在過去的
陰影裏，覺得自己不值得去被愛。那種罪惡感一直跟著她過每一天。原來，阿卡已經原諒了自己，她
已經有自己的人生了。對阿卡的人生來說，紫月只是其中一個過客，她已經move
on了，只有紫月仍走不出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