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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謊言之前

根據個人喜好呢個可以係一個真人真事/ 假人真事 /真人假事/ 假人假事 嘅故事
真真假假無謂印證 因為呢段關係一開始就係由大量謊言同甜言蜜語編織已成。

利申: 中文只有中二程度, 絲打

我係一個留學生, 係外國小鎮生活左6年個小鎮無乜香港人。
所以每一年暑假我為左"解渴" 都會搵個 "summer love" 去彌補心靈空虛。
但我嘅戀愛經驗只限於女性, 我從來未嘗試過同男性交往。
(我係女校長大性取向自然會比正常人多幾個方向)

呢一年我決定挑戰自我為自己搵一個男性暑假伴侶。
當時微信非常流行而且有"附近的人"功能非常就手，所以我決定選用呢個走在潮流
尖端嘅方法去找尋我嘅summer love。

我用咗一張美圖秀秀頭像(美白磨皮去黑眼圈去班) 同改左一個好random嘅名:
blahblah
一打開"附近的人" 嘩!!!!!!!!!!!!! 新大陸!!!!!!!!!!!!
男男女女mk毒L人妻人夫基金妹基金佬咩都有 太神奇!!!!!太震撼喇!!!!!!!!!!!!

而作為一個"吊高嚟賣" 嘅女仔我當然實行願者上釣策略,
而且我對自己美圖秀秀頭像充滿自信。果然不出我所料,
短短10分鐘已經有幾條魚上釣。我係呢方面經驗尚淺
無啲娘娘們咁勁可以一釣幾十仲可以邊派軍糧邊high tea。所以我選擇咗其中2個樣
貌不俗嘅男性 ,其他放生。

A魚叫阿晞; B魚叫柱男
首先講一下同阿晞的對話。雖然我都唔知有乜好講, 都係查家宅咁傾計。

晞: hello 做個friend?
我: 好 (: 
晞: 點叫你好呀?你真係叫blahblah?
我: 叫我Jenny啦.
晞: 你今年幾歲? 我2x.
我: 今年19晞: 讀大學? 定已經出嚟做嘢?
我: 係外國讀 暑假返香港3個月左右
晞: 咁你咪成日去party?
我: 我唔party唔煙唔酒唔掂毒品 因為我對酒精過敏.



之後我們傾有關工作,旅行,唱k...etc. 請自行FF.
另一方面我同柱男嘅對話亦進行中.

柱: hello pretty girl.
我: hello handsome boy.
柱: 你講嘢都好甜喎.
我: 食得糖多自然講嘢甜 你都唔差呀 (: (既然要flirt我實奉陪到底)
柱: 你叫咩名?
我: 你要中定英?
柱: 我鍾意叫中文名多啲.
我: 我叫樂婷.
柱: 下? 你真係叫樂婷?
我: 係呀 呃你有獎咩?!
柱: 我識有個人都叫樂婷, 不過係"洛婷". 叫你婷婷可以?
我: 咁橋? ..唔好啦我最憎人叫我婷婷聽落好核突.
柱: 我覺得好好聽 婷婷玉立嘛好櫬你。
我: 乜唔係亭亭玉立咩?
柱: 好似係hahaha
我: 你係機場返工?
柱: 你點知嫁?
我: 你個 what's up個欄有寫嘛。
柱: 係呀 我依家就係搭緊車去返工, 今日夜班呀。
我: 哦 咁咪好辛苦?

之後對話又再請大家 FF 話題不外乎: 學校,功課,興趣,音樂...
2個對話維持大概有一個鐘我就頂唔順訓著咗,
始終我都係無啲娘娘功力咁深厚可以打埋夜戰。

第二朝一起身就已經有十幾個訊息 當時我嚇左一跳 只係朝早9點就有人起身搵我?一
打開我就見到阿晞同柱男send俾我嘅訊息. 阿晞佔1個, 柱男佔10個以上

阿晞嘅訊息只係一句: 起身未?
我回覆: 起咗

但係柱男完全好似一個無安全感嘅小朋友;
佢每隔半個鐘至一個鐘就會send訊息俾我 
你暑假有咩做? 平時無乜女仔會肯同我傾咁耐嫁! 你起身未?我想同你傾計.
你係咪起咗身但唔想覆我? 我係咪好煩?你唔覆都不斷搵你. 對唔住呀我咁煩...etc.

阿晞我估佢都係想扮下cool扮下唔著緊 呢方面我比較識得去應付



至於柱男嘅熱切訊息令我笑咗出嚟因為我未試過有一個人會咁緊張我嘅存在
而佢係第一個.或者因為我已經係外國自己生活左6年 連屋企人都唔會對我嘅事過問,
所以當我見到柱男咁著緊我 我真係有啲開心。

有人會話佢實係變態 邊個會對一位認識只有2個鐘嘅女仔咁瘋狂?
但我個一刻覺得佢好可愛因為佢有講出自己心入面個句而唔係想扮型扮無所謂。
我寧願同一個願意對我真誠而唔係玩咩"兵捉賊"遊戲嘅男仔繼續傾落去。

我: 我今日去醫院做義工啊 你放工?
柱: 嚇死我, 我以為你唔會再搵我。我放咗工喇見到你回覆我就安心去訓教。
我: 咁晚安  啊!應該係早安!
柱: 早安 (: 

之後個幾日我繼續不斷咁同佢地2個對話。
當然訊息比例永遠都係柱男大大優勝。佢永遠都會好快回覆同主動搵我,
至於阿晞佢只會係夜深人靜之時先搵我吹下水。

網上識人最大嘅一個挑戰就係出街。 係微信上你可以講到自己會飛天遁地,
有高登仔標準身高, 大隻佬嘅身材, 金城武嘅樣貌, 林俊傑嘅才華, "E.T都"嘅超能力,
同埋誠誠嘅身家。 但醜婦終需見家翁, 一見真人所有幻想即時破滅。
好心少少嘅人會同你食一餐飯先慢慢地斷絕來往;
接受能力低嘅人會即時另轉身以9秒9速度消失係你眼前。所以我係度奉勸大家唔好
再用美圖秀秀自欺欺人喇 ! (雖然我都有用...) 人地見到你時嚇到O嘴
你又因為人地唔理你而心靈受創，何苦呢? 大家都唔係型棍黃曉明;
亦唔係整左容嘅安祖娜寶貝，唔好FF喇傻豬!

同時間2位人士亦不斷邀約我去食個飯或者唱個K。我最後答應左柱男去佢屋企附近
一齊食晚餐, 因為我覺得佢好似比較真誠, 至少我知道佢會著緊我
願意每日同我不斷廢up。

係高登我都見過好多post講用微訊食女,
有鑒於此我同2位都有講過本人係唔接受婚前性行為。唔好因為我係外國讀書就覺得
我由內到外都係開放俾人。我唔介意人地唔係處,
但我只係想潔身自愛唔想令自己第日後悔將個處亂咁俾咗一條我連名都唔記得嘅蛋
散。如果想睇甜故, 不如你直接上thisav睇真人演繹唔好再浪費時間!

第一次約會當晚我上身著住ABC公認品牌hollishiter同一條黑色長裙,
腰位加咗條啡色belt去遮掩我係外國瘋狂飲食嘅肚腩。我事前已經同家人講左同朋
友出去食飯所以佢地無任何問題。

而謊言就係由呢一晚開始。





2. 他還未出現之前

「對唔住。我今日嚟唔到見你，我媽媽有事要入醫院。我地下次再約好無?」- 柱男
「唔緊要啦你媽咪身體緊要，下次先啦咁
(:」我心諗洗唔洗驚見我驚到作阿媽入醫院呀仆街?

女人就係口不對心嘅表表姐，口話唔緊要下次見但其實心入面已經用盡四字真言鬧
均你全家同下決心要向你報仇。請各位用心銘記: 令得罪小人，莫得罪女人。

當時我已經係去緊佢屋企嘅途中，佢突然咁樣殺我一個措手不及我只好搵另一個人
陪:
阿晞。我即刻send個訊息俾阿晞問佢得唔得閒陪我去唱K。聽落去我好賤格搵人攝
時間，但當時我真係只想有人陪我，而阿晞亦答應會盡快出門口同我見面。我認我
衰仔當人水泡請大家盡情鬧我啦!

由於我一早出咗門口所以我自己去攞房先(K房唔係爆房)。其實我對自己嘅歌喉無自
信我有一把比較低沉嘅聲同可愛又嗲嘅女仔完全唔一樣，但係外國咁耐無得唱K
我已經唔會介意人地對我嘅目光我只係想盡情咁去唱曬我腦海入面儲咗一年嘅歌單
。我仍然記得當時我唱緊周國腎個首「漢城沉沒了」，去到高潮位突然電話響起。

「喂?我唔識點行去喎教下我啦!」我聽到阿晞把聲嘅時候呆咗因為平時我哋只係用
微訊溝通從來無聽過聲。
「你轉右手面入大廈再搭lift就到嫁喇! 我係2016號房喎。」過咗無幾耐阿晞就到。

佢唔算高但應該有170。已經對佢衣著無乜印象，應該係普通t-shirt
牛仔褲。由於k房太暗所以我都無認真去留意佢個樣但記憶中佢係單眼皮,個鼻有啲
大,面細細。
見到佢我唔知講乜好，大家都互望咗幾秒先俾到反應。

「做咩唔出聲呀? 」男方首先開口
「我唔知講乜喎，不如你點歌啦我都唱咗好耐」跟住佢就坐咗係度揀歌，而我就唔
再夠膽再大大聲咁唱我啲走音歌。

佢唱嘅第一首歌係 A-Lin 嘅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我記得咁清楚係因為佢唱歌真係幾好聽。我個陣諗全晚由得佢
一個唱我會自動收皮。
「你唱得好好聽下喎，你叫我點好意思係你面前唱呀...」
「我只係唱到女仔歌，反而男仔歌我就唱唔到上去」之後我地傾咗陣計
又係個啲返學返工去旅行。



阿晞大我3年倒 佢係做甜品嘅 (其他無乜印象)佢話得閒可以返大陸唱k因為抵好多。
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好好彩無遇到變態佬，至少阿晞係正正常常嘅年輕人。

點知過一陣佢就嚟了。

本來我地坐嘅位置係隔咗2個身位，點知佢去完一個廁所返嚟就坐咗係我隔離，零距
離。
我無反抗因為我個陣貪玩我想睇下一個男仔可以去到幾盡。
記得以前睇過條片講男仔同男仔唱K，會唱陳奕迅同LMF但如果有女仔在場就會唱悲
情歌去以示自己係一個痴情人。阿晞就係不斷咁唱啲愛到要生要死無乜內涵嘅失戀
歌。
我係隔離得閒唱一兩句但多數時間係聽佢唱，反正佢唱得真係唔錯我好似聽緊私人
音樂會。

聽聽下我開始感覺到佢隻手慢慢搭落我膊頭，我忍因為我都幾享受。
然後佢又將隻手移落少少攬住我條腰，呢個行為我唔會忍。
「你都幾順手喎成日咁樣媾女仔嫁? 」我一邊笑住講一邊將佢隻淫手移開。
「都係想大家熟落啲姐」佢細細聲咁回答之後我地繼續各有各唱無乜交流，我個陣
心諗只要過多陣就可以返屋企訓真係開心。只可惜我係一個入世未深嘅細佬女，我
諗少咗。

「我有啲攰想返屋企喇。」唱咗只有四個鐘，但可能因為我未調教好香港時間所以
我早就想訓。
「好呀咁賣單之後一齊返屋企啦！」如果各位仍記得我係用微訊附近的人呢個功能
搵人嘅所以我同阿晞都住同一區。

大家AA制俾完錢就搵車返去。記憶中我地唱到一點半無得搭地鐵要搵紅van。本來
分開行但佢又慢慢地痴近之後拖我隻手。我個晚先知道原來香港男仔咁進取會一晚
之內攬腰拖手，都係個句我只係個入世未深嘅小妹妹因為原來呢啲只係前戲。

我地行到去小巴站嘅時候我就問：「其實你做咩拖住我？」
「我以為你會驚嘛。咁夜條街又無乜人，你唔怕咩？」
「怕嫁！最怕你食咗我。」呢句說話諗起都覺得自己講錯，因為佢聽完之後好似仲
興奮。
我地由本來嘅拖手變成佢從後抱住我，將個頭放係我膊頭。依家嘅我會一把車落去
再加句:
食屎啦淫蟲！然後轉身離去。可惜我個陣覺得佢嘅擁抱好溫暖好舒服，所以我地靜
靜地用呢個姿勢企咗陣。原來我真係咁傻，俾一個第一日見嘅男仔咁樣抽水。



最後紅van無影所以我地去搭的士。我坐左面靠窗而佢就坐係中間位。上到車我地
十字緊扣，手放係佢大脾。佢拍拍自己膊頭示意我挨落去，我好聽話照做。就係咁
我一路訓，過咗一陣佢又手痕開始將我地拖住嘅手放上我大脾。佢慢慢地摸上去我
嘅敏感位置。我下意識用另一隻手阻止佢，以防佢不斷進攻。我阻止過後佢就停手
，而我又回到我嘅夢鄉。



3. 後樓梯

其實我今個暑假先搬去現在嘅屋企，所以我對呢一區零認識。我地上車嘅時候聽到阿晞同講司機講咗
一個屋苑嘅名，佢話同我食個宵夜先送我返去。我無腦地相信佢嘅真心。

訓訓下阿晞就用隻手拍拍我頭頂叫我起身落車。一落車我又去咗個新世界。
呢個地方我完全唔認識。我深感不妙，今晚有機會出事。

「你帶我去邊呀? 我真心驚驚地喎..」我面帶微笑用半輕鬆語氣同阿晞表達我嘅不安
「唔好怕。我帶你去我讀書成日去嘅地方傾下計。」阿晞摸摸我個頭就拖住我隻手帶我去佢同啲朋友
嘅"秘密機地"。

的士停係屋苑前面嘅的士站，而我地越行越入。我地穿過好多排單車，行過幾棟居屋或者公屋嘅樓宇
。我越怕就拖得佢越實，同時我另一隻手已經係個斜孭袋入面準備好我由外國帶嚟嘅胡椒噴霧。

阿晞拖住我行上去後樓梯，行 5 層就到頂。
佢坐低係最高個格樓梯，拍一拍旁邊嘅位叫我坐低。

「仲驚唔驚呀你? 好驚我食咗你咩?」
「少少驚，不過呢度好涼爽好舒服」
「我以前讀書放學都會嚟呢邊同班friend吹下水，幾好嫁。我地無乜錢屋企又細，後樓梯已經滿足到
我地。」佢講講下又開始張隻淫手放係我條腰度。佢輕輕推一推想我挨近佢個身。我無反抗，照劇本
演埋落去。

「係喎!
我俾返頭先啲的士錢你啦!」我突然醒起頭先筆的士錢都幾甘下，家人亦教落出街要同人AA制。扮曬
蟹巡例都要問一句嘅。點知阿晞嘅回答同反應係我無想像過。

「唔洗啦! 但係我想你俾第二啲嘢我喎」
「吓?你..」我都未講完句句子佢已經開始係我右耳吹氣，隻手無再放係我條腰而係變成雙手撐住上半
身壓住我。我第一次面對呢種情境我只係鬼打場地不斷重覆「你停一停先!」同嘗試用手推開佢，當
然我係不成功。不成功理由係佢挑起我嘅貪玩癮，絕對唔係我唔夠力。(利申:
運動人跑步游水劍擊打籃球都唔錯)

我係一個好追求新鮮嘅人，但愛情呢方面我從來都無乜突破。我同女仔拍拖嘅時候咩都點到即止。蜻
蜓點水嘅吻，拖下手都怕俾人望，攬一攬就放手。男士請相信我，呢個世界 les
真係可以愛得好純潔。拖下手錫面朱已經足夠，個啲AV情節咩兩個女人玩69互奶其實比較少有，又
或者我經驗不足無緣一試。都係個句咁想睇就上thisav啦!

阿晞由耳邊吹氣，慢慢錫落我塊面，到最後停留係我嘴唇上面。我無再講「你停一停先!」，我選擇
用親吻去回答佢嘅需求。其實我係一個親吻新手多得呢個變態佬我先明白到濕吻嘅魔力同技巧。佢一
掂到我個嘴就用條脷不斷進攻想撬開我把口。我只係守咗幾秒城門已經放棄，任由佢處置。我當時諗
緊究竟濕吻係點嘅呢? 我係要乖乖地俾佢條脷係我口腔入面打轉定係應該用我條脷回應佢嘅熱情呢?
我最後選擇咗後者。我開始嘗試同佢條脷玩下追逐遊戲。由本來佢壓住我嘅身位變成我背脊挨住牆身
，雙手攬住佢。而佢隻手就不斷係我上身下身遊走嘅同時佢繼續同我用嘴唇同脷打仗。當我嘗試反攻
，佢就咬我嘴唇然後繼續侵佔我口腔。佢拉住我隻手引導我摸落去佢早已脹大嘅分身，呢個時候我就



用另一隻手推開佢表示我唔想繼續落去。

「今晚去到呢度啦，我想返屋企喇。」
「嗯..我送你去的士站啦」佢眼神睇落似啱啱發完夢，神情有點不知所措。我就係咁賤，去到緊急關
頭就叫人停。到依加諗返起我覺得自己好錯，點解當時咁貪玩差啲玩到出事。

行去的士站佢無再好似頭先咁拖實我，只係平排行。
可能因為啱啱又攬又錫，但依家行到離行離迾反差太大令我覺得尷尬。

「喂，你都幾勁喎！邊度學返嚟嫁?」我輕鬆地講想打破尷尬氣氛。
「前女朋友調教返嚟。你會唔會以後唔再理我覺得我好恐怖?」
「唔會嘅我今晚獲益良多，不過下次唔好再咁突然，錫之前俾啲提示我喎」我笑笑口咁回答

到咗的士站企咗一陣就有車。上車前佢攬咗我一下，望住我上車後就轉身行翻去好多排單車嘅巷仔。
個晚我不停咁回想起後樓梯失控嘅自己同佢，但卻忘記咗一開始放我飛機嘅柱男。

「對唔住，我無心失約嫁! 你俾多次機會我啦。」- 柱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