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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無聊地打開了交友網站。平常的我也不會主動去add人，今天也不例外。
不久,有人主動hi我了。
「sex？」他問。
黑色的icon，姓名也只是個句號，我對這種人沒有興趣。
但無聊的我，還是accept了friend request。
「你幾歲？」我問。
「26，你呢？」
「20。」我撒了謊。其實是19。
「今晚出尼得唔得？」他問。
「唔想。」
「見一陣好唔好？」
「我好眼訓。」「做咩亂搵人做？」我又問。
「冇亂搵，見你icon身材幾好。」
我icon是一個坐著的側影，全身照。
「你有冇同網友出過去？」我問。
「有，你呢？」
「有。」我不想承認。
「你覺得點？」
「好攰。」
「點解？」
「同得一個人出去，應該都係岩傾先會出，同埋可能都係有feel想進一步。」
「進一步係指咩？拍拖？」他問。
「係啊。咁你都係想識下睇下搵唔搵到女朋友姐。」
「同你講樣野，可能講完你就唔會想同我出去。」
「你未講我都冇諗住同你出尼啦。」我回了個白眼。
「話唔定傾傾下你會出呢？」
是啊....為什麼他連結果都猜得到？
「你講啦」
「其實我有女朋友。」
唉.....又一個渣男....要上網識到好男仔，係咪真係咁難？
「我係咪好曳?」他問。
「咁你做咩唔同女朋友做？」
「有做，但我大食，
同埋我想刺激d。」
「你唔驚女朋友發現咩？」
「驚架，所以我搵佢戈陣會同你講，你唔好add我。」
「我實會add你，你死梗。」
有時我諗，係咪真係可以，傾傾下就中意一個人。當然我邊有可能中意佢，見都冇見過。但同你傾計
，真係幾開心。
「咁曳？咁樣好刺激咩？」佢加多一個笑到喊既emoji。
我地傾左成晚，佢好想好想約我出尼，我雖然話唔想，但都幻想緊有一個炮友....你可能覺得我濫交，
其實都係各取所需姐，炮友唔會有感情，冇感情，就唔會受傷。我對於這種關係更容易接受。
「你對波幾大？」他問。
「唔話你知。」



「出尼見下，好冇？」
「唔好。」我拒絕。
「點解？」
「我眼訓」
「聽晚，得唔得？」
「唔得。」
第二晚，我真係去左見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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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晚12點半，我岩岩同班fd飲完野，就去應約。
我坐喺巴士站度等佢，佢揸電單車尼接我。佢真人驟眼睇都好普通，帶眼鏡，177高。但唔知點解，
我一d都唔緊張，我覺得好正常，同佢一d都唔似第一次見。
上到車，我冇攬住佢。做得炮友，就唔好奢求擁抱。佢車左我去7-11門前，落車買套，再車我去佢
屋企。我冇心跳加速，冇手心出汗，反而好好奇，一陣會發生d咩事。
去到佢屋企，唐樓，佢突然叫我喺樓梯間等一陣，佢去門前聽聽，然後行反過尼，話屋入面好似有聲
，驚屋企人未訓。
佢靠近我，問我岩岩同fd食咩。我話榴連啊，你怕唔怕？
「榴連？我聞下。」佢靠左埋尼，聞左一聞，就嘴左落尼。我冇反抗。當然，我點會反抗。我抱住佢
後頸，佢一隻手攬住我條腰，另一隻搓我個胸，挑逗我乳頭。
「所以你幾大？」
「34F」
「哇...」
我地喺後樓梯打車輪，佢越尼越用力，我隻手由後頸去到佢隻腰，攬得佢更實，然後feel到佢好硬。
「應該入得去喇。」嗯，係入屋。一入到屋原來佢屋企有三層，我睇到呆左，真係有錢人屋企尼。你
女朋友真係幸福。其實又係唔係呢？
入到佢房，係有錢人既地板床。我輕輕坐喺床邊，佢入左廁所整理下。我都唔敢亂郁，但開始慢慢打
量佢間房。佢地下有幾個啞鈴，床前有好大個mon既電視，成個感覺好舒適。可惜，依一晚係偷反
尼。
佢喺廁所出尼，坐喺我隔離，同我傾左陣計，然後就嘴左過尼。佢隻手喺我胸前亂搓，慢慢拉開我胸
罩挑我乳頭。我雙手環抱佢條頸同佢打車輪。
「剝左件衫，好冇？」
然後連bra都剝埋。
「好大，好圓。」佢由後面攬住我一直搓我對波，愛不釋手。我合埋眼，享受佢一直挑逗我全身第二
敏感既地方。
冇幾耐佢剝左我條裙同底褲，用手R陰蒂。佢陰d陰d咁，慢慢我開始有感覺，下體開始濕潤。佢訓低
左，我同佢69。我用手握住佢陰莖，一下一下好似食雪糕咁舔龜頭。佢呼吸聲開始變得大聲同低沉
。我將佢整個龜頭含住，用少少力啜，再慢慢將成條含住。佢都算好大好粗，含唔曬。我手口並用，
一邊捉住佢陰莖根部上下移動，一邊用口吸啜佢龜頭，加埋個頭上下移動，feel到佢已經硬到不行了
。
佢示意我停一停，然後我就奶佢蛋蛋。先係一下一下由下至上（69要由上而下），再成粒蛋蛋啜住
含住喺個口度。含一粒，放開，含另一粒。
「成個patpat坐落我度啦。」
佢開始舔我陰蒂同陰唇，唔算係超有技巧，但成件事好有愛好舒服，好似我地真係拍緊拖咁。我又再
含佢下體，但佢示意我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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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佢打左陣車輪，我幫佢剝低左副眼鏡。唔知你睇野模糊戈陣，會唔會將我幻想為另一個人？
佢拎出岩岩買既L size
condom，叫我幫佢帶。我再含住佢成碌野，手口並用咁上下移動，佢好快又硬反。戴上condom後
佢示意我訓低，然後佢雙手扳開我雙腿，對準洞口，同我對視左一眼，插左入尼。
「溫柔d。」佢唔敢郁好快，好憐香惜玉。佢慢慢地前後進出我身體，一隻手捉住我隻腳，另一隻手
揉搓我對波。
「好緊，好濕。」講完之後佢再加快左速度，用力向上撞擊我下體，然後一陣輕微既麻痹感經過我身
體。佢時不時攬反住我啜我對胸，條脷用力挑我乳頭，然後我下體一縮佢又會加快抽插既速度。
「趷高個patpat。」
我地換左狗仔式。我最頂唔順依個，因為喺後面插成日都好痹，唔知係咪體位問題。我成個趴左喺床
，開始頂唔順而發出細細聲既呻吟。佢亦都細細力打我patpat，唔知係怕太大聲比人聽到定怕我痛
。
「有人，細聲d。」佢話。
佢一手掩住我個口唔比我叫，唔知點解我覺得好興奮，仲伸脷舔佢手掌心。佢另一隻手時不時搓我對
波或者細細力打我patpat。
「你對34F真係浪下浪下。」佢又加快左抽插既速度。佢好似好想射但又要忍，所以抖下之後又換反
一開頭個姿勢。佢隻手捉住我對腳屌我。
「射啦好嗎？」我問。
「你夠喇咩？」
「夠喇好舒服喇。」佢又加快左速度，我下體越尼越痹，唔知係咪抽插得太耐了。同時我望真d佢，
佢既輪廓都幾好睇，是是正正咁，但有一股憂傷既感覺徘徊，好似一直都要做好多野討好，迎合其他
人，自己好難得到發泄。
我攬住佢，夾緊，佢用力撞擊我，我忍住唔叫出聲，然後佢射左。
佢射完就聖人mode，開始同我傾其他野。我地慢慢著反衫，我繼續喺佢張床上面攤。好大好舒服，
我指張床。
佢同我傾佢既事，但更多係關於佢前女友既事，雖然佢有現任。
「你好似我前女友，講既野好似，又短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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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似我前女友，講既野好似，又短頭髮。」
我唔知依件係咪一件好事。我感覺到我地之間唔係炮友咁簡單。我唔想深究依種感覺。我唔想再愛上
一個人。
「走喇。」佢話。
「嗯。」「喂！」
「？」
「你都未攬過我。」
屌，我講依d做咩，一開口我就有d後悔，但又期待又怕受傷害。佢慢慢行過尼，我個頭去到佢胸口
上少少，佢好佔有欲強地一下單臂拑實我。對唔住，我承認我真係少女心爆發。
「我以前就係咁攬佢。」佢話。
嗯。都係既。我又諗左去邊。
戈晚佢車我反屋企。好凍好大風，但我唔敢再攬佢。一來我地只係炮友，二來，我驚我唔捨得放手。
去到屋企樓下，佢話：「我望住你上去啦。」我慢慢向前行，時不時回頭，你仲喺度。去到大廈門口
，我地揮一揮手，再見。
反到屋企我未咁快訓得著。我諗緊，我到底做緊d咩？好地地一個女仔，會去約炮？人地氹你兩句你
就送上門，仲要開始掛住人？係咪咁賤啊.....
但係無可否認我幾滿足於依種關係。有性，但都有少少愛，但我會抑壓自己唔好干涉佢既生活。佢有
女朋友，佢地見面戈陣佢會block左我先，驚我add佢會比佢女朋友發現。佢一開始已經有講明。我
唔係佢邊個，我只係一個炮友，一個佢睇得上，但唔會愛上既炮友。

*近排有d忙，故事後期極少甜可能會令大家失望，因為真係真人真事。依篇係為左戈一個追稿既人
而出的，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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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佢隔左一段時間都冇再見，都係間唔中傾兩句，當佢唔洗陪女朋友戈陣。有時有d對話都係色色
的，例如我叫佢下次打我patpat可以大力d，佢又會話我咁m既咁。少左佢既陪伴，我都不甘寂寞，
都係繼續上網亂識人。我認我真係犯賤，一尼想搵人陪打發時間，二尼唔想再日日諗住戈晚既佢。學
人約炮約到我暈船，我真係好柒。
喺依段時間，我認識到Fred。佢係大學生，讀冷門科，22歲，A0。初初同佢傾計會覺得佢乜都唔識
，唔知叫純定叫蠢，佢上網識人係想探索性的奧妙。係，冇錯，佢話佢咁大個仔都未打過飛機。佢想
搵個女仔，同佢去d冇咩人既地方，依偎下愛撫下點都好，因為佢話晚晚硬到訓唔到教。
講反先，上一位我簡稱佢阿豪啦，其實我真係連佢叫咩名都唔知。有女朋友既人，都係唔好泄露太多
資料。同阿Fred既故事我本身冇諗住寫出尼，因為大家應該會覺得好on9甚至真係覺得我作故仔。但
現實往往比電影更離奇。
戈晚同Fred傾左好耐，佢甚至打埋比我同我傾電話。聽把聲就知佢係一個好柔弱既人，係一個我完
全唔會愛上既人。邊有女人唔想搵個又man又有肩膀既人做男朋友？我應承同Fred見面，純粹因爲
我想見識下，22歲都未打過飛機既人係點樣。
戈晚佢借左朋友架私家車，打算車我去d偏僻d既地方。一上車我感覺上佢現實中係冇咁嬌嗲，係正
常反d似反個大學生既。我地盡力搵話題，例如食左飯未，同反學點樣。係啊冇同大家提過，其實我
都係個大學生尼。我地傾計既內容都係幾悶，同埋戈晚架車冇開冷氣所以我有d眼訓，我都少左講野
。佢好努力搵話題，不過我都係覺得有d悶。冇計，A0既佢點會有阿豪依種大男人咁吸引我。揸揸下
車就到了，我地泊左喺好黑既暗角位，佢熄匙，然後轉身對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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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Fred喺狹窄既私家車裡面，大家都唔敢講d咩。佢對我既眼神好閃縮，我信佢真係好少同女仔獨
處。大家疆持左幾分鐘，佢問我：「不如我地攬下好唔好？」
我點頭，佢向前將我抱緊。
突然之前我覺得好空虛。我完全唔知自己做緊乜。我點解會一次又一次應承陌生人出尼？我點解咁唔
自愛？我本來覺得擁抱比接吻更美好，但而家我只會覺得連擁抱都好濫。
同佢貼到咁近，我隻手開始唔安分。我輕輕隔住條牛仔褲捽一捽佢龜頭，佢已經輕輕呻吟左一下。佢
雙手撫摸我後背，掃到bra扣，但佢都係輕輕帶過。
「不如，解開我條褲？」佢話。
其實我唔識。佢見我笨手笨腳就自己尼。解開皮帶，拉開拉鍊，再拎碌9出尼。佢算係中上size，龜
頭上有好多分泌物，好濕。佢示意我幫佢打飛機，但老實講我冇乜感覺，一尼對佢興趣唔大，二尼我
同佢冇kiss佢亦冇挑逗我，我完全提唔起勁。所以我都幾馬虎（老實講，同以前男朋友係會手口並用
咁服侍佢，但今次一尼冇feel二尼唔想咁快教壞人）我都係上下套弄下佢條陰莖，不時用手帶過少少
佢龜頭上既精液令佢更濕潤更唔容易痛。
「我可唔可以摸下你？」佢話。
我剝左件上衫，個bra顯得條溝好深。佢望到呆左，話好壯觀。
我被佢望到有d唔自在，但佢隻手開始伸入我件衫度，佢連應該喺上面伸入尼定喺下面伸入尼都唔知
。
佢隔住胸圍，摸到乳頭，佢問我依粒係咪就係.....我話係。
「可唔可以剝左個bra？」
於是我上半身全裸。留意反架車係冇窗簾戈d野，我地亦只係喺山下d暗角，有人經過我係死硬，偏
偏我諗到咁都有少少興奮，可惜我面前既佢，唔係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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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身赤裸既我同Fred喺冇窗簾既私家車對坐。氣氛有d尷尬，我可以明白點解佢22歲都A0，佢真
係一d經驗都冇。佢望住我雙乳，我見到佢褲襠明顯拱起左，但我未敢有進一步行動。一來，我對佢
真係興趣不大。二來佢真係唔識顧個氣氛。
「你可唔可以......幫我摸下......」
好啦，上回已經提到有幫佢摸左幾下，咁我就繼續幫佢打下飛機咁，但氣氛好差我開始有d唔耐煩，
慢慢竟然打到佢軟左....
到底點解A0都會咁易軟？定我技術差？定真係冇feel？
我冇繼續深究依個問題。冇幾耐有架私家車經過，我即刻著反件外套，示意想走。
「但係我仲未出wor......」下？咁你想我點？我又唔係雞。
「咁不如我今晚send d av比你睇你再自己試下啦。」我真係好無奈。
「但你整得我舒服d wor.......我自己試過幾次都唔成功。」咁你應該睇醫生。
「遲d再算啦，我想反屋企喇。」

離開左戈個地方，我地話題變得正常反。佢開始講佢大學，佢既朋友，佢學車考車既野。佢提到佢有
對嚴厲既父母。
「如果我媽咪發現我咁樣約女仔，佢實鎖住我唔比我出街，仲會收我電話架。」
「下？22歲喇wor？你唔識反抗咩？」
「算啦，反抗都冇用架，佢地由細到大都係咁。」
「我都係啊！正因為由細到大都係咁，我而家大個左先要自己話事，自己揸主意，你冇可能成世都聽
曬佢地話。」我有d激動。
「唉，我試過架，咪又被佢地鬧反轉頭.....」
我開始發現佢唔止單純咁簡單，仲有d媽寶。我冇諗過傾完依d野既2日後就已經應驗曬。
「總有一日，你要為左你愛既野，努力去爭取佢反尼。」
「到時先算啦......」
我對住佢真係冇野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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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最後車左我反屋企。但佢因爲唔識路，好遠就停低左，叫我行反去。我睇一睇電話，阿豪冇add
我。
之前阿豪會喺佢唔洗陪女朋友戈陣add下我搵我傾下計，但佢一唔得閒就會block左我先，驚我mess
age佢戈陣被佢女朋友見到。第一次發現佢block我戈陣真係超傷心，仲以為佢以後都唔會搵我。雖
然係約炮，但大家都係有段咁既關係存在過，唔想話斷就斷。
有時夜深人靜，會掛住佢，然後就會開始自慰。平時都係開av睇既，而家有一個對象，就會當自己
係av女主角然後佢係男主角咁。記得戈晚，我係睇條sm片......
我幻想做左阿豪既性奴，佢要求我喺佢女朋友滿足唔到佢戈陣解決佢既需要。佢買左條狗鏈比我，用
狗鏈拖住我行，而我就全身赤裸跪喺地下任佢魚肉。
我有同阿豪提過我中意玩玩具，所以佢會買比我令我滿足。佢喺我狗爬戈陣會插支按摩棒入尼，但支
野會轉會震，而且我好多水，所以支野會滑反出尼。阿豪會要求我夾緊，如果支野再跌出尼就會懲罰
我。
爬左一輪佢要求我坐喺沙發然後M字腳被佢玩，佢會雙手撐開我對腳，然後用條脷奶我陰蒂，我全身
開始不受控制地抽搐，高潮來襲時不能自拔，直至佢將佢條巨龍插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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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耐無見」有人add我fb。
「你係？」
「乜你之後仲有亂識人咩」
我一直都喺度，亂識人。
「所以你係邊個」
會唔會係，阿豪，我想你係阿豪。
大家可能已經唔記得佢係邊個喇，但我仲周不時諗起佢。戈一晚，好夢幻，係我第一次同陌生人做，
而你令我有戀愛既感覺。
「咁快唔記得我？」
我一直，都喺唔同人身上搵你既影子，想佢地有你既溫柔，又怕佢地唔夠你壞。
「唔記得」
我唔敢記起你。你有女朋友，你好愛佢，你搵我只為解決一時之快，同埋我似你前女朋友，而你對佢
愧疚。我冇唔記得你，但我一直對你都又愛又恨。我永遠都唔會得到你，我永遠都係第三者。
我好掛住你，我真係好掛住你。
你話你同你女朋友而家同居，感情生活好穩定，你好難再搵我。而今晚，都係因為你地後日去旅行所
以佢先反自己屋企執gip。
你話你想出尼見下，都好耐冇搵過我，傾下計都好。於是凌晨1點，我出門了。



10

我本是會愛上壞男孩的命。
我當晚決定著條熱褲加hoodies見佢。好耐冇見佢喇，連佢自己都話自己肥左。但唔緊要，記憶中你
的很模糊。一上到車，佢已經有少少按捺不住咁渣我patpat，摸我大脾。大大力，一點也不憐香惜
玉。
佢同我傾左好多野，印象中佢唔係一個咁多言既人，但我反而覺得佢幾得意。
就係依個以為佢講下笑，覺得佢得意既諗法，就出事喇。
佢問我近況，問我繼佢之後亂識左幾多人。我咪答好幾個囉，佢反應有點遲疑，但好明顯唔係呷醋。
我有點小失落。之後可能因為佢覺得我一直自甘墮落，佢決定唔車我反屋企，反而車左我去海邊。
明明已經秋天，海邊的晚風仍不見有更涼快。我地沿著岸邊走了一個來回，然後佢攬住我，揸我個胸
。
佢貼到我好近，拉開我個bra，輕搓乳頭，再留意住我既反應。見我唔抗拒仲倒在佢懷裡，佢拉開我
，欣賞我既醜態。我順勢抱反住佢，用大脾夾住佢硬曬既下體，輕輕前後磨。佢突然鬆開我，離開我
，剩我狼狽不堪。原來遠方有人行緊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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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去攞車途中，佢問我想去邊。我話冇所謂。
「咁尼我度坐下，傾下計囉」
「嗯」
「如果我今日約你出尼，但唔同你做，你會唔會嬲？」佢問。
我有點小錯愕。除左想見你，我都想擁有你一個晚上。即使我知你做完都唔會攬住我訓一陣，我都想
盡可能霸佔那份本是屬於別人的溫柔。
唔記得左我點答佢了，反正我覺得都出到尼，真係會有男人唔做？真係當一個女仔剝曬衫喺你面前，
心甘情願，你都咁浪費？

再次回到那熟悉又陌生的複式單位，靜悄悄的偷偷溜進，或許就是這種刺激和新鮮感讓人按捺不住一
嚐出軌的滋味。入到佢房，我地坐喺床邊，仍是那張地板床，床邊的小燈相映著我們的影子。慢慢而
又突如其來地，佢雙手往我胸部襲來，粗魯地拉開個bra使我雙乳彈出，然後把我按在床上，用豐厚
的唇封住我的嘴。



12

佢拉起我，要我幫佢含。我乖乖地跪喺佢床頭旁邊塊鏡前服侍，而佢都理所當然得到視覺和感官上的
刺激與享受。含到佢硬到不能再硬戈陣，我拉左佢落床，等佢訓低繼續嘆世界。佢停一停我，話已經
想射邊緣，問我射喺邊好。
「但係一次之後你就聖人mode喇wor」我笑說。
「係呀，定唔射好？」
「咁，插插？」
佢停下一切動作，望住我。
「我唔係好想做，我個腦好多野諗，不如唔好做。」
姐係點呀...你半夜三更叫人出尼，出到尼撩興曬又唔做？咁冇癮都有？
我當下抑制自己胡思亂想的行為，再逗逗佢。
「但我想要wor，好啦好唔好？」
「唔好啦好唔好.....」
我忍唔住，橫跨在佢身上，佢即刻抬反起我唔比我坐落去。
「你落反尼先好唔好呀？」
「怕咩姐？都尼到，d套買左好浪費姐」
然後我撕開一個套，想幫佢戴。
「喂你撕開左佢仲浪費呀，落反尼先好唔好？」
「點解wor.....」
「我成年冇同過其他人做，一直都得女朋友一個，而家好似出軌咁我覺得好唔自在啊」
我從他身上落反尼，訓反落床，背著他，一言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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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空虛，自卑，慚愧，不忿，悲傷，痛恨。
我唔想再望住佢，但又想你佢錫反我。我唔想同你講野，又想你氹下我。
「你係咪覺得我好污糟？」我問。
「唔係咁既意思，而係我真係會諗好多野，諗到我冇辦法繼續落去，我唔想忍唔到一時之快而錯落去
。」
我冇辦法了。我唔知可以點算了。我係咪真係五行缺愛？點解咁都唔施捨我？我知我冇可能得到你，
我淨係想要肉體上既溫存，係咪真係咁難？換個方式愛你都唔得？
佢之後又解釋左好耐，我都唔係好用心聽，但佢問我可唔可以唔好再嬲戈陣，我點了點頭。
「嗯。」
勉強擺上笑臉，同佢繼續傾天文地理。但係就算點都好，依個人，永遠都唔會屬於我。努力記住你臉
上的一切，我從未如此清醒過。
你還是這般溫柔。

到佢送我反屋企前，我不爭氣地要了一個擁抱，還不知悔改地叫佢錫我一啖。為咩？餘下的只不過是
無感的兩瓣唇。我諗，應該比以前更把忘記你得徹底才對。有人疼，誰喜歡流浪？可能我會繼續沉淪
在情愛不分的慾海裡，可能終有一日我都會遇到一個好人。不過有咩用？我中意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