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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

對唔住呀咁多位紙言嘅讀者，我係鬼火，但我唔記得Google個密碼，所以我開多一個Google繼續寫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
鬼火上



序

從擁有個一刻開始 係唔係注定失去
其實呢...依個係我自己嘅個人經歷,我一直都想同人分享,但係又諗唔到同邊個分享所以最後我選擇係
紙言寫出嚟.........
今次係我第一次寫文章所以如果寫得唔好,希望各位原諒



第一章

2013年10月22日
我個名叫李浩庭，依家讀緊中三............今日個天落住毛毛雨，又要起身返學，我最憎就係依種天氣，
濕淋淋的天氣攪到成個人有d唔舒服........搭咗一個鐘車，終於返到學校.......基本上成個上晝都冇心機
上堂，食完午飯之後,本來想打陣籃球，但係冇咩心情，結果陪咗兩個好朋友上學校天台吹水，嗰兩
個傻仔一個叫志明 令一個叫Derrick(你地係咪諗佢中文名叫春嬌呢？？).......
「 哈....今日世史老師上堂問邊個國家係撚樣喎，你地有冇聽到呀？」志明問
「哇~你食咗春藥呀,咁留意個八婆講d咩，我一早瞓著咗lu,係喎李浩庭你做咩唔講野呀......我知啦你
又諗咸野啦」derrick一路笑一路問
「屌！我鬼似你咁咸濕咩！係喎志明你同你條女點呀，琴日先話分手.... ..」我問
「冇野啦，你地幾時先有女朋友呀，見到你兩個冇女朋友攪到我好想閃你地，你地兩個一定要快d搵
到個女朋友！」.....................唉終於放學返到屋企啦，快d搵女朋友講就易，做就難，煮杯麵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一章
李浩庭係Facebook讚咗一樣野...........依樣野間接改變咗佢好多野



第二章

「各位同學，今日返屋企做一份旅遊報告，昕日交！唔交就去留堂！」
「吓！！！！！」全班面上只有驚訝........

~叮噹~叮噹~叮噹
「屌！你話個八婆係咪M到，旅遊報告要一晚做晒，佢都on99！」肥煌露出佢嘅不憤

「佢好明顯唔係M到啦！係更年期.........更何況你又唔係第一日比佢教，忍多半年啦！」我只能夠用
平淡的語氣回答..........基本上下晝都冇心機上，都係hea住上...........

終於放學啦，好感動呀，嗱嗱臨返屋企做埋份report,唔想留堂.................

「屌呀！！一點半！！咩事呀，咁快嘅，唔理啦上陣Facebook先.......」我自言自語

忽然我睇到一個寫住「讚咗打真心話（唔走數）」係一個叫Nicole的女仔打，我就禁讚咗就碌咗落
睇其他動態.......

死啦未沖涼，沖涼先

最後2：30分先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一章
Nicole係李浩庭個wall打咗真心話，真心話到底係咩呢？？李浩庭inbox咗Nicole,到底講咗d咩呢？
？



更新事項

因為每一章嘅字數比較少
所以我會係1至2日內更新，希望各位繼續支持小弟！希望大家留言比建議小弟改善。

鬼火上



第3章

<<上一世五百次嘅回眸 先換嚟今世一次嘅刷肩而過 咁上一世我回眸望你望咗幾多次 >>

24-10-2013

手機突然之間震咗一下,結果依一下震醒咗沉睡緊嘅我,我望一望個鐘………
「6:45分!!!!!!仆街啦!又遲到!」
我用我前所未有的速度300 00 m/s(光速)換衫,咬埋個麵包就出咗門口

上到地鐵,我即刻坐低之後再同「周公」個仔1 on 1

終於到咗柴灣地鐵站,之後見到我好朋友肥煌結果就一齊行返學校,我完全唔記得睇手機收到咩信息之
後震醒我…………….

到上第5堂GEOGE先諗起FACEBOOK好似有信息,我係我衫袋攞部手機出嚟之後再開嚟睇,個呀SIR行
咗過嚟

「李浩庭上我堂好悶咩?挽手機!攞嚟,沒收,放學搵我」呀SIR超大聲咁講

「哦!」

到咗放學,去咗揾佢..........................

45分鐘後

終於聽完佢發表徫大嘅言論,內容就好似我老豆係男人 你呀媽係女人

攞返部手機,第一件事就係開FACEBOOK睇

我睇我個wall :

Nicole~真心話
小學師兄，靚仔，好好人，好famous，唔知你仲記唔記得我喇,同我傾多D計

我冇言咗.............................

返到屋企,沖完涼我就inbox咗Nicole

我 : hi
Nicole : halo~
我 : 有冇興趣whatapps?
Nicole : 55 of cause
我 : 943X XXXX
Nicole : ok wait for minute



------------------------------------------------------------------------------------------------------
----------------------------------------------------
下一章
李浩庭同Nicole開始whatapps
到底佢地whatapps咗d咩???請繼續支持小弟



第4章

《如果我嘅回憶入面冇你嘅存在 我嘅回憶已經再冇意義》

好啦一句 wait for minute,令我等咗半個鐘，依半個鐘好似比半個世紀更長。

我一路攞住部手機，一路睇電視，跟住手機就響，我開咗whatapps睇，我終於同Nicole開始咗what
apps...............

Nicole:

我:hi

Nicole:halo

我: 你叫咩名?

Nicole: 梁靖童

我:個名幾靚

Nicole: 名都有靚嘅咩?

我:有
.............

傾到一半，我先發覺自己未沖涼，結果我冇理到Nicole就去咗沖涼，沖咗大約15分鐘

出返去睇部手機先發現佢whatapps咗2句比我................

Nicole:halo?

Nicole:做咩唔理我喎?

我:傻啦 我點會唔理你

我:我去咗沖涼咋

Nicole:我重以為你唔理我

從此之後我每一日都有同佢whatapps,唔知點解同佢whatapps的時間過得好快而且好開心，我地由
普通朋友變咗做知己，我地咩都傾.....有開心....有唔開心...有好笑......有唔好笑.....有好無聊.....

傾咗幾日我地了解多咗,知道咗佢嘅生活習慣 煩惱 基本上連佢幾時M到我都知



25/10/2013
今日個天又落雨........唔知點解今日冇同Nicole whatapps,感覺上好似少咗某d野........
「仆街啦！我.....我.....我居然對佢有feel,我到底痴乜撚野線........我應該點做呀？！」我自言自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一章
李浩庭發現咗自己對Nicole有feel,李浩庭會點面對同點做呢？請繼續支持小弟



第5章

《普通嘅承諾可能好快就可以證明 但我對你嘅承諾我會用一世證明》
26/10/2013
今日係星期六.......我一路係到
催眠自己唔係鐘意Nicole

「我唔係鐘意佢呀.......唔係呀......唔係呀.....」自我催眠中

今日都冇同佢whatapps.......唔知點解我覺得好辛苦，好想whatapps佢.........
「呀!!!WT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成個上晝都係到自我催眠，直到derrick打比我
「喂！李浩庭出唔出嚟踢ball??」

「好！幾點？」

「1：30分，柴灣興華足球場等」

我好快就換好衫，帶埋個足球就沖咗出去.................
坐咗45分鐘車終於到咗

「仆街又遲到！」
「撚有？」
「開ball未？」
「未，等埋肥煌 綽庭哥 同埋 上豪哥」
「屌！射住十二碼先啦」
「好啦」

射咗一陣，佢地幾個終於到咗........之後我地同令外一班踢緊足球嘅人鬥ball........我同上豪哥係前鋒
derrick同綽庭係後衛 最後肥煌守龍門..........

踢咗45分鐘之後我地去咗食M記.........
之後我地就開始傾計

「李浩庭你今日做咩呀？傳ball比你，你又停咗係到唔接」Derrick扮出奇怪嘅眼光望住我

「我冇事，可能係琴晚唔夠瞓啫。」

「做咗咁耐兄弟重唔知你d性格咩？！」綽庭用嚴肅嘅眼神望實我

「咪係！你放心喎我地唔會話比人知」肥煌好認真咁講

「我知啦！你係唔係打飛機打到冇精呢？」上豪一路傻笑一路講

「屌！你收皮！我......我.....只.....係鐘意咗個女仔」我一路講一路個口係到震



「吓！！咩話？！」佢地超驚訝........
驚訝嘅程度就好似有個靚女同地講不如我地一齊做............運動

之後我同佢地講晒我同Nicole嘅野比佢地聽，最後佢地比咗一個建議我就係.......示愛

返到屋企之後我決定示愛，我開咗whatapps之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一章
李浩庭決定咗示愛，到底佢會點示愛呢？而Nicole又會唔會接受呢？請繼續支持小弟



情人節

大家好 我係鬼火
昕日就係雙情人節，19年一次，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每日都開開心心，最緊要係請各位繼續支持小弟。
鬼火上



第6章

《我未必可以比到幸福你，其他人比到你嘅野 我未必比到你 但我比到你嘅野 其他人一定比唔到》
26/2/2013
返到屋企之後我決定咗示愛，我開咗whatapp之後我又再熄返，我自己都唔知點解會驚..........

過咗2個鐘之後佢突然whatapp我.........

Nicole：hi. 做咩依幾日唔搵我？

我：你都冇搵我啦

Nicole........

我決定啦......一於同佢示愛

我：我想問你呢.....你有冇男朋友

Nicole : 你估吓

我 ： 有,你咁靚女

Nicole :我冇男朋友，重有我係唔係靚女

我：其實我...........

Nicole : ??

我突然諗起古巨基其中一首歌嘅歌詞「其實我.......想你跟..........我........想你跟我..........想你跟我.........該
怎說好？仿似一張未完電報」

我 ：其實我......依兩日冇同你whatapp,我覺得每日都好似少咗d野咁.......你可唔可以做我女友？

Nicole :比少少時間我諗吓......

我睇完依句之後已經灰咗，小學嘅時候我同一個女仔示愛，佢話比佢考慮吓，結果到依家都重未答我
...........

11：30嘅時候Nicole終於whatapp我

Nicole : 我決定咗.......

我：？

Nicole : 我決定咗同你一齊



我 ：真架？

Nicole : 你話呢？

我：好yeah!!!!

我開心到即刻跳起，但唔小心撞親個頭，雖然好痛但係我都好開心

結果第一晚同佢傾到2：30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一章
李浩庭開始準備同Nicole見面，第一次見面佢地會講d咩呢？請大家繼續支持小弟



第7章

《愛係用時間去珍惜去愛去了解》

我：我昕日放假，不如昕日接你放學

Nicole:好呀

今日係星期一，唔知點解學校無啦啦放假，所以今日我去接佢放學.......我出門口之前我揀衫都揀咗好
耐，最終着咗件黑色T-shirt 黃色風褸
深藍色牛仔褲，我約咗佢5點半，所以我上晝就去買d野送比佢，我行咗好耐，我就買咗隻情侶戒指(
免費刻名)
，兩隻戒指都刻咗我地個名，買完之後，我去咗個friend屋企hea,佢down咗幾隻新game,不過我最
中意挽個隻game叫《零》,由1點挽到5點，之後Nicole就打咗比我.............

Nicole : BB

我：係

Nicole：咁......一陣邊到等？

我：就柴灣地鐵站個間蛋糕店門口等好唔好？

Nicole:好呀

為咗比到好印象佢，我早咗15分鐘去等佢........途中我地一路都係到whatapp....... 

Nicole:我啱啱落咗車

我：你見到一個着黃色衫嘅人就係我

Nicole:我放咗頭髮驚你唔認得我

我：我好樣衰，唔好太大期望

Nicole：你都係，唔好太大期望，我見到你啦

我：咁快

其實我個一刻唔知點解好想
逃避，由細到大我一向都好樣衰，所以我好驚佢見完我之後同我分手...........

過咗10秒有一個長頭髮，高高瘦瘦嘅女仔走咗埋嚟
「hi」

「........」



「不如我地行啦。」

「.........」

「做咩眼都唔眨望住我？」
「我覺得你好靚.....」

「傻豬返去send多幾張相比你，我地行啦」

「好啦！」

之後我係個袋攞咗隻戒指比佢。
行咗5分鐘，終於到咗送到佢去屋企下面個商場，佢話驚比佢屋企人發現所以就送到依到........我地互
相講再一句bye bye就走咗
「唉， 一定係嫌棄我樣衰..........都係返屋企食飯」我自言自語

當我上到地鐵嘅時候佢whatapps我.....

Nicole:你好型呀，你攪到我唔敢望住你

我:唔係掛，我咁樣衰

Nicole:真架， 你送俾我嗰隻戒指我好鍾意呀

我心諗「八婆要錢架，如果你唔鐘意我買嚟送比你托柒 呀」當然依d唔會話佢知

我：鍾意咪好囉

Nicole:我愛死你呀！！

___________________
下一章
李浩庭同Nicole嘅關係出咗問題，到底發生咗咩事？請繼續支持小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