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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第一幕

時間：某日下課後

地點：無人的Lecture Hall

人物：Terence、Ming爺、被撞倒的女生

場景：兩人看著Youtube並討論

「喂Ming爺，你睇吓條片，好搞笑。」Terence向正在整理筆記的Ming爺說。

「係真唔係呀？唔搞笑我打你嘅。」Ming爺邊行向Terence方向邊說，同時Terence把自己的Noteb
ook轉向Ming爺。

片中正播放一個外國Youtuber在遊樂場過山車上作弄途人的片段，被作弄的人反應不一，而這亦是
笑點所在。

「咁癲都玩得出？啲外國人真係癡線嘅，唔畀人打都偷笑。」Ming爺看到一半之後留下這句說話便
繼續整理筆記。

「你唔覺得咁好好玩咩？拍吓片整蠱人，無傷大雅又可以賺錢同出名，條片紅咗仲會有人揾我哋做明
星拍戲，好過你做私補賺得嗰百幾蚊一個鐘咁少，又要四圍去又大壓力。」Terence高聲談論他的偉
論。

「唔好再發夢喇Terence，我哋之前咪拍過囉，Upload咗成個星期先得五個Views，當中仲有四個係
我哋自己刷出嚟，實際上得一個人睇過，今次咪搞我喇，我寧願補吓習就算，簡單啲開心啲，我先唔
想出名，我又唔缺錢。」Ming爺駁斥Terence。

「話又不能這樣說啊，上次我哋拍嘅係開箱片，條片後製完Upload之後已經有好多同類嘅片出現咗
，我哋由頭啖湯變咗跟風，當然無View喇，但根據我多年睇Youtube嘅經驗，呢類搞笑片係歷久不
衰，永不Outdated，好似今次呢條片都幾年前，我哋咪一樣睇到騎騎笑，所以拍呢類片一定掂，信
我。」Terence以他三吋不爛之舌回應。

縱使Ming爺聽到他這樣說，但依然無動於衷，只是冷冷的回應：「唉……都係咪喇，首先，從頭到
尾都係得你一個笑，我無，唔好屈我；第二，上次你夠話拍開箱片一定掂，只要開嘅嘢夠新，我就係
信你聽你講特登揾人去班咗個新出Figure返嚟，點知第二日已經有十幾條片開緊同一個Figure。真心
不了。」

「認真呢？但我今次真係有個好正嘅Idea，一定爆紅，我已經睇到我哋成為網紅嘅畫面，呢鋪無你
真係唔成事，咁多年兄弟，唔係唔信我呀？」Terence沒有放棄，依然窮追不捨。

「真係唔好再發明星夢喇，畀心機讀書喇，今年Final
Year，仲要做FYP，你咁多年GPA都係得二點幾，啲Assignments同Projects都係我幫你做咁滯，到



你畢業之後無我幫你手，你見工點算呀？」Ming爺苦口婆心勸Terence腳踏實地。

Terence聽到後一時語窒，良久想不出說話應對，眼見Ming爺已經背上背包準備離開Lecture
Hall，他才發覺自己的文具和筆記還散亂在桌上，於是立即把所有東西都掃落背包，抱著Notebook
趕上Ming爺。

Terence一手搭著Ming爺膊頭，露出他招牌的嬉皮笑臉，俏皮地說：「我就係擔心畢業之後點算先
叫你一齊拍片，讀書認真唔係我強項，創意同個樣先係我最煞食嘅地方，我都唔知點解咁好彩碌到入
嚟讀Psycho，份FYP我都仲煩緊點做，同我Supervisor都仲未有共識，就係咁我先癡住你，咁我就
唔駛怕將來餓死，我哋由細玩到大，你唔會睇住我死嘅。」語畢還裝出一個可憐兮兮的表情。

「真係無你咁好氣，今次你有咩Idea咁把炮呀？聽完如果我覺得唔Work嘅我唔會Join。」Ming爺被
Terence連珠砲發，態度終於軟化。

「哈，Yes！我就知你會撐我嘅Bro。」Terence興奮地說：「我真係諗過嘅，拍條整蠱片，而呢條片
同上次唔同，你可以唔駛出鏡，你負責拍同各種Supports就得，而啲Supports以你嘅身份嚟講絕對
係小菜一碟。」

「哈，又利用我？」Ming爺裝作生氣地說。

「Hey
Bro，千祈唔好咁講，唔係利用係善用，呢條片一定會令我哋一舉成名，我已經為呢條片諗咗個非常
之適合嘅名，叫灰姑娘計劃，英文名叫Project
Cinderella！」然後，Terence對Ming爺詳細解釋灰姑娘計劃的細節。

「聽落又好似幾好玩咁喎，同埋我覺得呢個Idea可以做你FYP嘅Topic，條片、啲Comments同Like
或者Dislike就係實驗要收集嘅Data，咁就可以一舉兩得，拍到片又交到功課。」Ming爺把所有事都
Link Up到學業上，這是他的強項。

「咁都畀你諗到？果然係勁，一次過解決我兩個困難，我都話一定要癡住你嘅喇，以後我都跟你揾食
喇老闆Ming！我而家即刻上去六樓揾骷髏骨同佢講做呢個Topic先，恒生等。」Terence雙眼發光似
的說。

說完後，Terence便奪門而去，開門時還因為太突然和用力太猛，一個女生被撞倒在地，Terence只
是拋下一聲對不起便跑去找他的Supervisior，而Ming爺則温柔地上前扶起並慰問她，確定無大礙後
也慢行去恒生。



第二幕

第二幕

時間：傍晚

地點：Ming爺的書房

人物：Terence、Ming爺

場景：兩人討論灰姑娘計劃的細節

「你上次講嗰個灰姑娘計劃，我Brainstorm咗啲嘢出嚟，你睇吓覺得點。」Ming爺在抽屜拿出數張
A4紙遞給Terence，手指則在手機上快速跳動。

Terence邊吃著Ming爺家主廚準備的英式下午茶，邊仔細看Ming爺的成果。基本上每次有任何想法
和行動，流程都是這幾個步驟：Terence提供點子、Ming爺想執行細節、Terence給意見完善、兩人
落實執行。

「我覺得成件事可以再盡啲爆啲，喺你呢個Idea上面再去盡啲，唔係唔會有個反差大嘅戲劇效果。
」Terence向Ming爺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灰姑娘計劃：「呢度我覺得用法拉利好啲，仲要白色嘅，咁
先係白馬王子；另外晏晝Lunch我覺得去你屋企嗰間餐廳好啲，有格調夠高檔，而且午市一向唔做，
可以話我包咗場，效果仲好；最後完嘅時候我唔想喺舞會度，而係喺山頂，咁會好玩好多，哈哈。」

Ming爺聽完Terence的瘋狂建議後，放下手機，在腦內分析整理一頓，露出若有所思的樣子，Teren
ce一眼看穿他的表情背後的含意，畢竟相識已二十逾年，於是斬釘截鐵的說：「放心喎，唔駛擔心
你屋企人嗰方面，佢哋從來都無逆過你意，你一向品學兼優、文武雙全，佢哋對你愛護有加，你開口
佢哋實肯，理由我都幫你諗好嘅喇，一定得。」

Ming爺聽完雖然放下了心頭大石，但依然有些少猶疑，於是Terence又再發功：「你就當幫吓我份F
YP囉，骷髏骨佢Say咗Yes嘅喇，你都想我順利畢業，可以同你一齊影畢業相嘅嘛。」

面對Terence的軟攻，Ming爺每次也會敗陣：「好喇，睇在係幫你畢業份上，我試吓同阿爸講喇，
你嗰個咩理由嚟，講嚟聽吓睇吓Work唔Work？」

「你話學生會打算係完Sem前搞次One
Day大型活動，等大家開開心心咁過暑假，而你本身係學生會嘅P，又係負責呢個活動嘅Committe
之一，所以就想搞得好好睇睇，要借場地同借車，最後仲想搞個Ball，所以要借埋屋企。」Terence
編這些理由真是一個天才，一般人很難找到破綻。

「但個Ball要有多啲人先得，唔係點似？」但Ming爺不算一般人，通常很容易突破盲點：「除非我
哋真係用學生會名義搞一個完Sem
Ball，咁就會好多人嚟參與，唔駛我哋請人嚟客串，而成件事又唔駛呃我阿爸咁多，我會好過啲。」

Terence吃完最後一口蛋糕，用餐巾抹嘴後，對Ming爺做了一個讚好手勢，一來讚賞下午茶的美味
，二來讚賞Ming爺的周全。



「不過仲有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我哋未解決，」Ming爺特登壓低聲線，令懸疑感大增，而Terence
也探頭前來，用鎖眉表示疑問，Ming爺也不打算賣關子：「女主角人選！」

「啊！係喎，你唔講我都真係唔記得，你真係一言驚醒洛克人，女主角揾邊個好？有無人選？」Ter
ence又再問Ming爺，就像Ming爺是多啦A夢，所有問題也能解決。

「你咁問我，一時之間我都無咩人選，不過我哋唔會畀佢知佢係灰姑娘同埋我哋拍緊佢，不如我哋揾
啲乎合灰姑娘條件嘅人嚟做。」Ming爺提議。

「唔好，我啱啱諗到，我哋可以後學校揾個窮人，畀佢有飛上枝頭變鳳凰嘅機會一日，然後再將佢狠
狠咁撻返落地，呢個心理變化對我做FYP好有幫助。」Terence壞壞的笑說。

Ming爺聽完覺得這樣做很惡趣味，但知道Terence不會聽他說，所以只有無奈點頭，而手指又再次
在手機螢幕上飛舞。



第三幕

第三幕

時間：超級繁忙的午飯時間

地點：人流很多的大學Canteen

人物：Terence、Ming爺、窮女生

場景：兩人在Canteen物色女主角灰姑娘

在上半天忙碌的學習或工作後，一頓豐富美味的Lunch是每個人延續生命的必需品，所以Lunch
Time在Canteen必定會遇見不同種類的人：打扮亮麗的OL、西裝筆挺的上班族、一臉嚴肅的教授、
三五成群的中學生、滿身大汗的工人、打扮前衛的大學生……

「喺Canteen揾人係最醒嘅做法，我哋可以由佢哋食咩餐廳同食咩嘢睇得出邊啲人係比較窮。坐得黑
房嗰啲我哋就唔駛理喇，睇吓邊啲食頹飯，嗰啲就有機會係我哋嘅Target。」Ming爺邊玩著手機邊
說。

「都係，等我睇吓邊啲個樣有質素先。」Terence仔細觀察取餐處，看哪些人是吃頹飯的。

「喂，Terence，你睇吓嗰條女，好似幾Ok咁，眼大大、頭髮長長、波大大、腰幼幼、腳長長。」
Ming爺指著取餐處的一個女生。

「咪玩喇Ming爺，嗰個唔掂得嘅，佢係市場學系系花嚟，你想我變全民公敵？同埋佢條仔係學校出
哂名嘅富三代，條女再奢華嘅日子都過過，我哋嘅計劃放喺佢身上完全唔得。」Terence連忙解釋。

「但佢而家喺度食頹飯喎，咩解呢？」Ming爺追問。

「我諗……一定係平時食慣好嘢，而家想食返啲頹嘢平衡吓，唔係點知好嘢咁好食，一定係咁。」Te
rence把自己腦補的原因說出來，但Ming爺明顯不認同。

「我覺得唔係咁，」Ming爺的推理細胞蠢蠢欲動：「你睇佢個神情同埋步姿，成個身體語言話畀我
知佢係精神崩潰咁，成個人好恍惚，應該係分咗手或者嘈咗之類。不過唔緊要，你都淆底，佢點都無
所謂。」

「聽你咁講又好似係。」Terence附和，但其實他完全看不出端倪。

「咁嗰個呢？」Ming爺這次指著兩張枱外的一個正在吃飯的女生：「佢唔會係咩系花校花喇啩？」
她正在吃十多元的咖哩肉片飯，這是大學Canteen裡頹飯中的頹飯。

「呢個唔係，不過個樣好唔掂喎，唔係咁玩我呀？」Terence怒視著Ming爺說。

「玩吓啫，唔駛咁樣嘅。再唔係嗰個呀，著件白Tee捧住餐揾緊位嗰個。」Ming爺再次提議：「睇
佢一身打扮，九成係淘返嚟，衣不稱身，個袋係啲街邊車仔檔貨色，連對鞋都係街市買咁，一定窮。



不過個樣同身形幾Ok，呢個啱喇啩？」

「呢個？睇落好似幾唔錯咁，再觀察多陣先。」Terence上下打量著她。

大學的Canteen在Lunch
Time是非常擁擠的，因為除了學生和教職員外，街外人也會湧入來吃午餐，畢竟附近地區的餐廳要
在便宜和味道之間取得平衡是不易的，所以學校Canteen的性價比是最高，人多也很自然，然而後遺
症是坐位不足，要找空位並不易。

「點？係咪真係覺得Ok？」Ming爺再次向Terence確認，而他也點頭回應。得到Terence首肯後，
Ming爺向窮女生招手，示意Terence旁邊有空位讓她坐，窮女生起初表現得很驚慌尷尬，但眼見四
處也無位，最後只好捧著餐過來坐下。

「真係唔該哂，呢啲時間我成日都揾唔到位，好彩今次有你哋。」窮女生連番道謝。

Ming爺只是友好的微微一笑，把手機拿起來回覆Messages，而Terence卻沒有任何行動，正眼也沒
有看過窮女生，Ming爺覺得勢色不對，於是在枱下輕輕踢了Terence一下，示意他要主動點。

Terence如夢初醒，立刻回過神，和窮女生攀談起來，大家有說有笑，氣氛愉快，而Ming爺只是偶
然回答一兩句，直到窮女生吃飽後要再上堂才結束。

「進展好順利咁噃。」Ming爺帶著壞笑說。

「駛乜講，我出馬喎，當我流嘅？」Terence自信滿滿的說。

「我啱啱都拍咗片，可能遲啲會用得著。」Ming爺續說：「物色女主角呢一Part就搞掂，跟住要做
嘅就係心動嘅邂逅，令佢直墮情網。」

「無錯，呢樣要度度，我頭先特登無問佢Contact同Background，就係想遲啲營造到我同佢好有緣
嘅感覺，女人係感性動物，畀到呢啲浪漫錯覺佢就好易得手。」Terence對於自己的套路信心十足，
Ming爺聽後除了點頭外便沒有任何表態，只是手又再次在手機上遊走。



第四幕

第四幕

時間：五點下課後

地點：Terence睡房、Lecture Hall 11

人物：Terence、Ming爺、Tracy、Professor Christopher

場景：Terence和Tracy在Lecture Hall再次邂逅

對於一個主修心理學的人來說，出現在市場學的Lecture原因有很多：可能是選修此科、可能是Sit堂
、可能是入錯課室、可能是要認識女生……總之原因有千百萬種，但對Terence來說，他是要為他年
度Youtube鉅製暨FYP而上這堂，不要誤會他是為知識而來，他只是為女主角而來，一切要從昨夜說
起。

「喂，Terence！我查到嗰條女係咩名同讀咩科喇！」Ming爺興奮的聲音由電話另一端傳來。

「此話當真？快啲講我知，等我準備吓。」Terence也顯得興奮莫名。

「佢叫Tracy，之前尼姑學校出身，而家讀緊Marketing Year
2，成績唔錯，聽講無咩朋友，成日落堂會問啲Professor嘢，同啲Professor幾Friend，有傳話佢同
啲Professor有一腿，所以換嚟啲Tips同分數，仲係A0。」Ming爺將搜集我來的情報一一告知Teren
ce。

「A0？咁即係無經驗喇，應該好易得手，聽日佢有無堂上？」Terence問。

「兩點，Lecture Hall 11，Marketing Research。」Ming爺快而準的答。

於是，Terence便出現於此。五點一到，趕著下課的學生紛紛魚貫離開Lecture
Hall，不消一分鐘，Lecture Hall只餘下老邁的Professor慢慢執拾教材。

「Professor Christopher，啱啱你講嗰題Marketing Research我有少少嘢唔明，點解要Run
Deviation？我覺得Run Correlation好似啱啲。」Tracy問。

「啱啱嗰題？其實Run Deviation係因為……」Professor Christopher的說話被打斷。

「其實係因為Deviation先睇到啲數值之間相隔大唔大，近唔近平均值，咁就可以睇得到啲人對呢件
事嘅觀點意見係分散定集中，Correlation就做唔到呢個效果，係咪呀Professor？」打斷Professor
Christopher的正是Terence。

「Thats right，你都幾熟Stats，之前好似未見過你嘅。」Professor
Christopher對於有一位對Stats如此熱衷的學生感到很驚訝。

「Professor，一個Lecture有咁多學生，我呢啲Small



Potato你點會記得，我又唔似Tracy咁勤力。」Terence說完偷偷看了Tracy一眼，Tracy尷尬的用筆
記把臉遮住。

「你哋大家一齊勤力啲，我返上去做嘢先，See You。」語畢Professor
Christopher便抱著教材離開，現場只餘下Terence和Tracy，這亦是Terence一直期待的時間。

「上次都覺得你面善，原來你都有Take呢個Course。」Terence首先打開話匣子。

「哈哈，係呀，你係上次Canteen嗰個男仔？你又知我叫Tracy嘅？呢個係Core嚟，無得唔上。」Tr
acy說。

「係呀，我叫Terence，我讀Psycho嘅，因為Stats我唔熟先嚟Sit堂，將勤補拙，你成績咁好點會唔
識呀，上次Canteen我一時受寵若驚冷靜唔到先唔記得，但估唔到我哋咁有緣咁都撞到。」Terence
發揮他的創作力量。

「但你啱啱答得好好喎，我一聽就明喇。」Tracy讚賞中帶點仰慕。

「唔係喇，我都係睇好多書先分到嗰兩個幾時用，之前我都成日搞亂，但一搞清楚就發覺其實好易，
有咩唔明可以問我呀，大家一齊討論，互相學習。」Terence說：「一陣你有無嘢做？一齊去摺拉爸
囉。」

「唔得呀，我要去返Part Time，下次先喇。」Tracy帶點失落的回答。

「唔緊要喇，你做咩Part Time？」Terence盡可能地得到多點情報。

「我喺隔離商場賣朱古力，得閒嚟幫襯吓，幾好食嘅。」Tracy笑著說，這笑容很純真，差不多把Te
rence的魂也攝走了。

「好呀，既然咁近，不如我送埋你返工，順便我返屋企。」Terence提議。

「都好，行喇，就遲到。」Tracy推著Terence離開課室。

「咪住！」Terence煞停了腳步，轉身看著Tracy，和她四目交投，整整注視七秒，起初Tracy也和他
對視，但兩、三秒後便尷尬的迴避他，然後Terence說：「不如我哋交換埋Whatsapp，遲啲方便聯
絡。」

「好……好，咁好小事啫，望住我咁耐嚇得我以為塊臉有污糟嘢，我電話係61362055，你Add我喇
。」兩人交換電話後便一起離開Lecture Hall 11。



第五幕

第五幕

時間：晚上十時

地點：Ming爺書房

人物：Terence、Ming爺

場景：Terence和Ming爺開始進行灰姑娘計劃第二步

在書卷味甚濃的書房內，Terence正埋首電話中，Ming爺則在計劃行程路線。

「喂，我搞掂喇，Plan好哂嗰日啲行程，而家係差你幾時搞掂約佢出嚟。」Ming爺伸了一個懶腰，
整個人累攤在桌上。

「等多等喇，我而家同佢傾緊，暫時發展得幾好，我Feel到佢都幾冧我，我諗已經跌咗落我個陷阱度
喇，嘻嘻。」陪隨著奸笑聲的是猙獰的臉孔。

但Ming爺沒有理會，閉上眼繼續說：「我驚跌落陷阱嗰個係你喳，沉哂船咁呀你家陣。」

Terence聽到後反應很大，急忙澄清：「癡線喇，我喎！我會沉呢啲平凡貪錢港女船？你係咪講緊笑
呀Ming爺？」

「最好唔係喇，我見你邊Whatsapp邊甜笑，唔通呢啲係演技？佢又唔可以隔住個Mon睇到你而家
表情嘅，笑到咁有咩用？唔係沉船係咩？人少少認咗佢喇！」Ming爺就像辯論隊般出招，將所有疑
點一一舉出。

「我呢啲叫方法演技，你識條鐵咩？我而家唔入戲，到時點自然流露呀？到時穿崩咪GG！」Terenc
e以問答問，將指控巧妙擋開。

然後整間書房便陷入死寂，只剩下指甲敲打屏幕的「噠噠」聲。不知過了多久，一聲「Yes」打破了
書房的寂靜，Ming爺也被嚇醒了，跳起來向音源──Terence行近。

「嘈醒你呀？你睇吓，我搞掂喇，終於套到佢問我呢句喇。」Terence神氣得很，把電話遞向Ming
爺。

Ming爺接過電話後看了最近數句對話內容，接著對Terence說：「你諗住點答佢呢句？」

Terence想了一下，自信十足的回答：「當然係同佢講我等緊一個可以同我一生一世嘅女人，所以一
直都單身緊，但最近我發覺呢個女人應該出現咗，但我唔確定，我驚佢唔係咁諗，最後會朋友都無得
做，不如你幫我一齊分析吓。」

「好假喎，雖然佢A0啫，但應該唔會好傻好天真啩？我睇你哋啲對話都唔覺佢係天真嬌嚟噃，你扮
情聖呢招我覺得會扣分反感囉。」Ming爺分析道。



「咁你話點答好？」

「佢問得你有無女朋友，一定係想睇吓有無機會，同預咗你反問佢，既然你都已經有能力令佢主動，
咁就唔好咁易畀佢估到，留返啲神秘感，等佢繼續有嗰種曖昧同個心囉囉攣嘅感覺。你反而應該無視
佢呢個問題，直接問佢嚟緊邊日得閒，然後約佢，最後同佢講嗰日畀答案佢。」

Terence聽完後一臉懵逼，一時之間也猜不透箇中原因，作為多年兄弟的Ming爺一眼便知他未能領
略當中含意，於是再加解釋：「其實媾女係一個男女之間嘅心理角力，邊個先主動出手就反而變咗係
被動嗰個，想搶到主導權，係要啲耐性，偏偏女人就係無咩耐性嘅生物，你對佢好但又唔行動，佢就
會自己開始腦補，到最後忍唔住就會主動問你，好似而家咁，但佢而家咁問你其實係拋磚引玉，引你
主動，所以呢刻更加要拖，唔好主動，咁就成件事由我哋控制喇。至於無視佢再問佢邊日得閒，其實
係令佢更加急，然後你再補句到時話佢知，佢一定會立即畀個時間你，表面上係你主動約佢，但實際
上佢已經處於被動位置，再加埋我哋嗰日嘅無敵心動安排，一日過後佢一定以為自己已經係你條女，
到時你再一手撕破佢呢個虛構嘅幻想，佢一定超Hurt，條片個效果一定好爆，啱哂你開初嘅預期，
亦都可以為你份FYP提供好好嘅素材，一舉兩得。」

「聽落好似好有道理喎，咁做好似仲好玩，畀個假嘅希望佢，然後再一手抹殺佢，睇佢到時崩個樣，
諗起都興奮。」於是Terence依循Ming爺的思路方向回答Tracy。

等待永遠是漫長的，所以當看到「輸入中」三個字時，人便會格外興奮。

「今個星期六？我嗰日放假唔駛返工，你得唔得？」Terence的電話屏幕顯示了這句回覆。

「都話嘅喇，跟住就睇你表演喇My Bro。」Ming爺得意的說完後便起身離開書房。



第六幕

第六幕

時間：星期四全日

地點：計劃中的各個地點

人物：Terence、Ming爺、管家

場景：Terence和Ming爺兩人為星期六的拍攝作彩排

「嘩！呢部車真係不得了，我係女見到都出哂水，估唔到你真係班到返嚟。」一大早Terence便讚嘆
不已，無他，只因出現在他面前的是一隻現代白馬──法拉利──的最新型號超跑，雪白的車身配上極
富速度感的藍色拉花，在流線型的設計下就像一匹正在奔騰的白馬，外表上找不到一點瑕疵。

「呢架車我託我做法拉利廠個Uncle借嚟，要小心啲揸，限量版，好貴嘅，刮花啲啲我哋都收皮。」
Ming爺千叮萬囑：「今日我哋就揸住佢去彩排一次，要準確計算啲時間、角度，仲要畀你熟習吓架
車，我哋得一次機會，要一Take過，要萬無一失。」

Terence和Ming爺坐上車，發覺車的內籠和外表有截然不同的味道，貴氣的寶紅色皮革是內籠的主
要基調，整架車充斥著皮革的味道，而先進的儀錶板令整架車有一種未來的感覺，簡單的總結就是D
ream Car。

「對一對錶，而家朝早十點，我哋要十二點半到餐廳，呢兩個半鐘要先去中環拎條裙，銅鑼灣拎鞋，
尖沙咀攞首飾，然後再去沙田Tracy屋企，再預埋佢變身時間，最後要去返蘇豪，時間好緊逼，你要
記熟條路線點行。」Ming爺看著電話的Memo說。

「收到，你安排得就一定掂嘅，而家開車Run下早上流程先。」可是在車內弄了五分鐘，他們還在原
地。

Ming爺看不過眼，拿著車匙一按，整隻白馬便充滿生氣，引擎的聲音如同馬的「嘶嘶」叫聲：「其
實架車㩒呢個掣就撻得著……」

「唔好咁喇，第一次揸超跑乜都唔識，有你教路，星期六實無問題嘅。」

Ming爺反了一個白眼表示無奈，然係示意他趕快出發。

由九龍塘出發，十五分鐘後，他們到了第一個目的地中環，預計要花五分鐘到店內取裙，所以他們在
此逗留了五分鐘便再開車往銅鑼灣，由於兩地相距不遠，所以只花了六分鐘便抵達店前，然後再次停
留五分鐘便往尖沙咀出發，不消十五分鐘他們已經到達，經過五分鐘的等待，便出發往Tracy的住處
。

「唔駛一個鐘已經搞掂，仲有個半鐘時間，一定唔會遲喇。」Terence嘴角向上翹，有點自滿。

「永遠唔好低估一個女人出門口需要嘅時間。」



「即係點？」

Ming爺沒有回答，只是著Terence專心駕駛。

十一時十五分，白馬安全抵達灰姑娘的房子前。

「今次要等幾耐先再出發？」

「一個鐘。」Ming爺慢慢吐出這三個字，Terence聽完後立即覺得匪夷所思。

「一個鐘？駛唔駛呀？我之前嗰啲女都唔駛咁耐。」

「你之前嗰啲早幾耐準備定你都唔知喇，而且今次我哋仲有埋指定服飾畀佢，即係佢要落完妝再化個
新妝，一個鐘已經算快。」

「得十五分鐘點趕得切去蘇豪？實遲喇。」

「唔遲得，千祈唔好因為佢嘅原因令你遲到，縱使你無講出口，佢都會覺得你怪佢，咁就麻煩。」

「但得十五分，點由沙田出到去蘇豪？」

「唔得嘅，所以你要諗係咩位可以偷到時間。」

經過一小時的討論，又是時候往蘇豪出發。他們透過Google
Map的指導，比原定時間晚了十分鐘到達。

到達餐廳門前，餐廳並未開門營業，他們兩人透過玻璃門討論著午餐的各項細節，並從中作出些少微
調直到大家都滿意。

「Lunch我預兩個鐘，中間嗰個冧爆環節你記得好好準備下，到時我會喬裝成其中一個Waiter暗中偷
拍，另外係嗰面、嗰面同呢面我都會Set定Cam，係車上面我都會Set兩個Cam。」Ming爺在玻璃門
前比劃著。

「好，嗰Part我會練好啲，雖然得一日。」

「我知你實無問題。Lunch完我準備咗遊艇畀你哋遊船河睇日落，三點喺中環碼頭上船，睇完會喺淺
水灣上岸，大約七點，個Ball就喺我淺水灣別墅搞。」

「咁泳衣？」

「你想落水？我諗住你哋喺甲板談情睇日落，無諗過要你哋落水喎，不過泳衣我都準備咗嘅，到時真
係想落水都有得畀你哋換。至於架車，上船之後你打畀我，扮係叫管家幫你揸返淺水灣就Ok，到時
我就會揾人揸返去，然後我會喺船上面扮水手拍嘢。」

「哈，Bro，果然計劃周詳。」



「咁而家係時候去碼頭喇。」

他們駕著車前往中環碼頭，Ming爺指著其中一艘遊艇，然後他們便登船，車由Ming爺的司機先開到
淺水灣。

「係噃，呢艘船喺邊度借嘅？」Terence問

「頂你喇，你嚟過幾次船P都仲認唔到？」

「Sor，啲船全部差唔多咁，一時認唔到，咁啲泳衣係咪放咗喺嗰度？」Terence指著其中一間房。

Ming爺點頭表示正確，同時指著另一間房說：「女裝嘅泳衣就喺呢度。」

他們在船上四小時，說起兒時回憶，談及將來夢想，不知第幾次在船上一起觀看日落，四小時似乎一
點也不足夠。

晚上七時，準時上岸。這是Terence首次到訪Ming爺夢幻般的別墅，土豪程度令他啞口無言長達十
分鐘，Ming爺帶他熟習整間別墅，還帶他到衣帽間，Ming爺一早便為男女主角選好了舞會衣著，試
過合身後他們便到大廳。

大廳絕對是個辦舞會的好地方，佔地半個籃球場，盡頭有一個矮小的台，加上左右兩堂半圓樓梯，猶
如童話中的場景。

「呢度掂唔掂？」

「何止掂？簡直Perfect！」Terence真情流露了。

「到時呢度會有大約三十對男女，然後有啲米芝蓮主廚，同埋蒲飛，有MC，有跳舞比賽，喺度玩四
個幾鐘絕對無問題，不過記住，最遲十一點半就要出發，唔係十二點就唔可以喺山頂還原灰姑娘。」

「得，絕對無問題，不過我好肚餓，有無嘢食？」

「啪啪」兩聲，Ming爺的管家和廚師捧著數道菜式登場。

「少爺、少爺朋友，請慢用。」管家恭敬地說。

吃過晚飯及練習過舞步後，時間差不多到十一點半，他們駕車往最後重頭戲的地點──山頂。

「記住到時落車要行遠啲啲，準備定啲超Sweet情話，一到十二點就立即行動。」

「呵呵，放心，部署咁耐，搞咁大場大龍鳳，全部都係為咗呢一刻，我一定唔會令你失望嘅！到時我
一定做得好好睇睇！」

經過一天的實時實地彩排，時間已經到了十二點，距離計劃的實施只有一日多，此刻兩人心裡也期待
著星期六的來臨。



第七幕

第七幕

時間：星期六早上

地點：九龍塘Ming爺的家、中環、銅鑼灣、尖沙咀

人物：Terence、Ming爺

場景：正式進行灰姑娘計劃，到各地點取物品。

早上九時三十分，Ming爺的房門被人猛然打開，睡夢中的Ming爺被猛烈的碰撞聲嚇醒了。

「喂，你仲瞓緊？搞錯呀，今日係我人生最重要嘅日子，而家已經九半，你點可以仲瞓緊？」Teren
ce揪著Ming爺的衣領試圖搖醒他。

「你條友仔，平時返學又唔見你咁準時，我一早已經準備好喇，你畀幾分鐘我梳洗換衫先，你落去食
早餐先喇。」Ming爺打著呵欠說。

十分鐘後，Ming爺換了一身侍應裝扮，同時手拿著一套名牌西裝從二樓走下來。

「快啲換咗佢，鞋我都準備埋，著返套戰衣先得嘅。」

「哈，果然係計劃周詳，我即換。」

「個呔夾有個針孔攝錄機，有啲鏡頭要靠你拍。車入面我都裝好哂Cam，前後左右零死角，實拍得
靚。」

換裝和早餐過後，時間剛剛到十點，由車庫駛出白馬戰車，宣告今天的作戰正式開始。

「Action！」Ming爺拿著手提電話拍了白馬王子出動的一幕，然後揮手向Terence說再見。

「Hi，各位粉絲觀眾，今日係我哋年度鉅製──Project
Cinderella，灰姑娘計劃正式執行嘅日子，我會全程親身上陣，將珍貴鏡頭呈現係你哋眼前。啱啱見
到我呢部戰車係咪好型呢？都係多得我拍擋Ming爺，我都係第一次揸呢啲超跑，真係Dream
Car。講返正題，首先第一站係去中環，我要先去拎條裙畀女主角遲啲換。」Terence對著鏡頭滔滔
不絕，完全沒有怯場吃螺絲：「可能你哋會對今次呢條大堆頭整蠱片有個疑惑：點解叫灰姑娘計劃？
其實好易理解，但我而家唔會係度同大家開估住，不過有聽過灰姑娘呢個故仔嘅粉絲應該會估到啲，
不過我都唔劇透住，結局包你哋有驚喜。而家專心揸車，轉頭見。」

十時十五分，Terence準時到達中環某名牌服裝店前。

「我而家去拎條裙先，大家跟住我嚟。」

他泊好車後，便轉用針孔攝錄機拍攝，到店內收銀處向職員表示來取預訂好的衣服後，店長便立刻急



步走來熱情招呼，裙很快便拿來，循例檢查完便拿回車上繼續下個行程。

「其實啱啱Check條裙嗰時，我都唔知係咪呢條，我同你哋一樣都係啱啱先第一次見到，不過望落都
幾得，著上灰姑娘身上實好靚。大家有無順便留意埋我件戰衣？係法國名設計師設計，修身、舒服、
方便活動，著咗上身，自己都覺得自己型咗。」

不消一會，車已經到了銅鑼灣，經過一輪左轉右拐，終於停在了鞋店前，這是一間明星鞋店，城中名
人都愛在這買鞋，每雙鞋也價值不菲。

「好喇，各位粉絲，我哋話咁快就到咗鞋鋪，呢間聽講係名人明星最愛幫襯嘅鞋鋪，我哋睇睇啲價錢
，」Terence隨手拿起一對看似平凡的鞋，看了一下價錢牌，然後連忙放回原處，嚇呆了說：「Wha
t The
Fuck！對咁嘅鞋都要成十皮，我真係唔敢掂，整污糟咗要賠都唔知點算，都係快啲拎埋對鞋走人。
」

Terence向店員示意來取鞋，店員便禮貌地請他坐下，同時向倉內的同事說出鞋的編號，前後不到三
十秒，鞋便送到Terence手上。他打開檢查了一下，便放回盒內帶上車。

「真係嚇餐死，買幾對鞋都夠畀首期，有錢人世界真係唔簡單，我呢對皮鞋都唔野少，但都敵唔過嗰
間鋪是但一對鞋，Crazy。但係一諗到呢啲衫同鞋今晚嘅下場，我就覺得好心痛，不過為咗大家，呢
啲付出係值得嘅，而家我哋要去埋尖沙咀拎首飾先。」

「而家時間係十點八過啲啲，比本身預期嘅時間早咗少少，但我哋已經到咗金鋪，不過佢仲未開門，
應該點算？」Terence在車上煩惱了數分鐘，最後決定下車去拍閘嘗試。

「有無人呀？我係約咗時間嚟拎首飾㗎。」Terence拍著捲閘，發出沉厚的金屬撞擊聲，但並沒有人
應門。

「弊喇，我哋而家遇到第一個挫折，原定呢個時間拎首飾，但佢竟然無人係度，時間慢慢流失，究竟
我係繼續等定Skip咗佢直接去揾灰姑娘？」

正在混亂之際，金鋪的捲閘徐徐捲上，有一個老人家由半開的閘下探出頭，Terence看到後立即大叫
：「我係嚟拎首飾㗎，之前訂左。」

老人聽後點了一下頭，招手示意他進店內等候。

老人在夾萬內拿出Ming爺預訂了的首飾讓Terence查看，金光閃閃加上鑽牙閃爍再配合名珠寶設計
師的設計，完全把其幽雅貴氣表露無遺而不覺俗套平凡，Terence一度不能張開眼直到把首飾的盒子
關上。

「好，要拎嘅嘢都拎哂，時間係十點十，仲係預計範圍之內，係時候出發去沙田接灰姑娘。」



第八幕

第八幕

時間：星期六中午

地點：沙田屋村、蘇豪區餐廳

人物：Terence、Ming爺、Tracy

場景：到沙田接了灰姑娘後到餐廳用膳。

「去灰姑娘Tracy屋企要差唔多五個字，但今日係星期六，少啲車，我估可以早啲啲到，你哋都知女
人出門要好耐時間，所以我要盡快去到，預多啲時間畀佢將呢三樣貴到飛起嘅道具著上身，轉頭見。
」

Terence由尖沙咀出發，用在頭文字D、灣岸和首都高速練成的駕駛技術往沙田飛馳。

「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Terence電話的鈴聲響起。

「喂，Terence，你而家係咪去緊沙田喇？」電話裡頭傳來Ming爺的聲音。

「係呀，極速飛緊入去，應該啲時間啱啱好。」

「咁就得喇，餐廳嗰面我佈置緊，都差唔多搞掂，轉頭見。」

掛上電話後，Terence繼續在隧道內疾走。

「好喇，只係用咗四個字左右，而家係十一點二過啲，我已經到咗灰姑娘屋企樓下，好在啱啱Call定
佢落嚟，而家已經見到佢企喺度等緊。」

「嘩……呢架車你㗎？好靚呀。」看到Terence從車上下來，Tracy的第一個反應並不離奇：「你今日
著得咁型嘅，我好似好寒酸咁……」Tracy頓時顯得有點自悲。

Terence見狀，立即安慰她道：「傻喇，點會呢，你本身都已經好靚，無咩問題，不過我一早已經準
備咗啲禮物送畀你，令你更加Perfect，你等等。」

Terence從車上取出三寶交給Tracy，並說：「嗱，小小意思，難得今日你肯同我出街，呢啲見面禮
你收咗佢喇，睇吓鍾唔鍾意。」

Tracy打開首飾包裝一看，差點把手上的東西都掉到地上，深呼吸回過神後，對Terence說：「呢啲
嘢應該唔平喇，咁貴重嘅嘢我點可以收，你拎返佢送畀第二個喇。」

「我送咗出去嘅嘢係唔會收返，而且佢哋都好襯你，你著上身試吓先喇。」

「但係……」



「唔好但係喇，快啲返屋企換咗佢喇，我喺度等你。」

「不過……」

「不咩過呀，你同得我一齊，我一定會對你好，You Are My Princess。」

Tracy眼見Terence盛情難卻，再拒絕也不好意思，只好回家換上Terence為她準備的衣服。

「估唔到叫佢換衫都搞咗十分鐘，而家搭四，女人出門口有排整，唔知趕唔趕得切十二半去到餐廳呢
？可能一陣又要亡命飛車，大家想睇佢嚇到花容失色就等吓喇。」

十一點四十分，Tracy再次出現在Terence眼前，而且已經換上了Terence為她準備的三寶，妝容也由
剛才青春活潑的淡妝換上了比較隆重的濃妝，時間顯然比Terence預計的早了很多。

「嘩嘩嘩！你好靚，我以為你要用好耐時間添，點知你咁快手嘅。」Terence紳士地幫Tracy開了車
門。

「係呀，唔想你等我咁耐麻，本身可以仲快啲，不過條裙同啲首飾複雜得滯，搞咗我一輪先得。」

「哦……哈哈，最緊要靚，我等得嘅，你化妝都好快，我仲諗住要耐啲。」

「我有兼職做新娘化妝嘅嘛，所以化妝我好快手嘅，咁我哋而家去邊呀？」

「Well……」由於時間被打亂，Terence有點不知所措：「我哋去兜吓風先？我好想多啲人見到我車
個咁靚嘅女仔，等啲人羨慕吓都好。」Terence按下開篷鍵，車頂緩緩收下變成開篷超跑。

「痴線喇，邊有人會羨慕嘅，我咁普通。」Tracy今天笑得特別燦爛，格外迷人。

「點會普通，連我都畀你吸引到喎！」

「講大話喇你，喺度氹我。」

駕著車一邊漫無目的的等時間過，一邊和Tracy聊天，Terence竟然閃過一個念頭：「希望以後都係
咁。」

「你揸車好穩，我完全唔會暈車浪。」Tracy讚賞Terence的駕車技巧：「我見你揸呢啲超跑，仲以
為你會揸得好快，點知係咁安全。」

「因為我要拖時間所以先咁慢喳。」Terence心想，但口卻回答：「當然喇，我一向安全至上，我都
唔鍾意飛車嘅，再加上我要揸慢啲，等多啲人見到你同我一齊，咁先會有更多人羨慕我。」

「又吹水。」但笑容從未在Tracy臉上消失。

亂晃了半小時後，Terence開始向蘇豪區出發：「時間差唔多，我哋去食飯喇。」

十二時三十分，他們準時到達蘇豪區Ming爺家開的餐廳，一切如計劃一樣，除了Terence和Tracy，



並無其他客人，餐廳由Terence包起了。

「點解無其他人嘅？係咪未開門？不如我哋去第二度食喇，呢度好似好貴咁。」

「傻豬嚟嘅，無人係正常，因為我包起咗，唔駛同我客氣，呢餐我請。」

兩人經侍應帶到一早預備好的拍攝最佳位置坐下，遞上了Menu，簡單介紹了一日限定的午餐菜單，
並問要什麼酒，但Terence拒絕了，待他們點完餐後便離開。Ming爺在遠處向Terence做了一個Oka
y手勢，一切根據劇本進行得很順利。

「其實啱啱個侍應介紹個Menu你聽唔聽得明？」Tracy小聲問。

「放心喎，我讀書無你咁叻啫，但我都仲聽得明嘅。」

「但其實我唔明，我都唔知叫咗啲咩食，我跟你叫喳……」

「你撚化我咩，你點會唔明，啱啱我叫咗呢間餐廳最出名嘅牛歡喜同牛鞭，每日限供應嘅，我以為你
都咁識揀。呢間餐廳嘅牛歡喜出名夠味同入口即溶，專用處女牛女嘅歡喜整成，係名菜嚟；至於牛鞭
呢，就出名又長又粗，味濃又有咬口，係人間極品，好多明星名人都專登嚟幫襯。呢兩道餸食完包你
返唔到轉頭。」Terence說著說著，口水已經漏了出來，連忙用毛巾抹掉，而Tracy則嚇得面青口唇
白，喝了兩口水定驚。

「我可唔可以轉其他嘢？」

「你唔鍾意食？」

「我唔夠膽食呢啲……」

「傻喇，試完就夠膽，真心正，信我。」

「但我都係想食返啲普通哦嘅嘢。」

「咁即係唔信我喇。」Terence裝出一幅十分失落的表情，接著說：「我仲以為揾到個知音，點知係
我會錯意，唔緊要喇，你轉其他嘢食喇。」

Tracy看到Terence的表情，有點內疚，還在猶疑轉不轉其他食物，此時，侍應端來了兩碗餐湯和一
盤麵包，而Tracy最後也沒有開口轉其他食物。

經過忐忑的十數分鐘等待，侍應端上了兩碟牛扒。

「點解會係牛扒嚟嘅？」

「當然係牛扒喇，啱啱我哋叫嘅，唔係會係咩？」

「你又話係牛歡喜同牛鞭……」

「癡線喇，我同你講笑之嚇，咁核突嘅嘢我點會食。」



「咦，衰人，啱啱嚇死我喇，以為我真係要食嗰啲嘢。」

「你估低俗喜劇咩，估唔到你咁都信。」

「咁你講到咁真，我點知啫。」

「好喇，唔好喊，快啲食嘢先喇，呢個牛扒好好味嘅，米芝蓮推薦嚟。」

Tracy切了一小塊放進口試食後，臉部肌肉不受控地郁動，就像美食動畫中食過主角烹調的食物後的
反應一樣，當Tracy想吃第二口時，Terence阻止了她。

「你試吓加埋呢個喜馬拉雅山岩鹽再食，會仲正。」Terence伸手替Tracy磨了些少岩鹽。

「嘩！真係呀，本身都已經好味，加埋呢個鹽仲正，你果然識食，無介紹錯。」

「今次呢啖你試吓點呢個特製醬汁，又係另一個感覺嚟。」

「等我試吓先，」Tracy切了一小塊牛扒並蘸了一下醬汁，吃過後掩不住美食帶來的喜悅，興奮的說
：「真係好好味呀，呢個醬好清淡但又有果味，好清新，將啲牛嘅油膩感完全帶走哂，好正。」

「哈哈，唔知仲以為你拍緊飲食節目，慢慢食唔駛急，唔夠再叫多份。」

正當Tracy沉浸於美食當中之際，Terence召來了侍應並在他耳邊說了數句悄悄話，然後便起身跟著
侍應離開，而Tracy未有多加理會。

「點呀，一陣個表演準備好未？」Terence心急如焚的問。

「我辦事，你放心，Live
Band已經準備好，USB都搞掂，一陣你咪嘴咪好啲唔好穿煲就得。」Ming爺回答。

「你拉我定喇，我練咗好耐，一定無問題。」

「係就最好喇，揾Eason錄呢首歌唔易嘅，一定要成功呀。」

數分鐘後，餐廳內響起了悠和的音樂，台上的布幕徐徐拉開，一隊Live
Band出現了，而其中的主唱更是Terence！

「Tracy，希望你鍾意以下落嚟我為你準備嘅呢隻歌，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

Tracy放下了刀叉，專心欣賞Terence的表現，Terence之所以選這首歌，是要配合這個計劃的主題，
當然Tracy當時並沒有想得這麼深入透徹，只是覺得眼前這個男孩很貼心、很幽默、很有情調、同時
又很不真實。

「啪啪啪啪」縱使只得一人的拍掌聲，但還是很熱烈。

「估唔到你唱歌都幾掂喎，真係睇唔出。」



「我仲有好多嘢你係睇唔出嘅，呢首歌我係特登為咗今日練嘅，無令你耳朵流產我就當贏咗嘅喇。」

表演過後，他們繼續用膳，Live Band繼續演奏悠和的音樂，而上甜品前，Terence又再離席。

「甜品整成點？」Terence在廚房小聲問。

「已經整得七七八八，差少少裝飾，一陣你拎出去當係你親手整嘅就得。」Ming爺拍著Terence的
膊頭說。

突然整間餐廳的燈全熄了，窗簾也不知何時被拉上，整間餐廳伸手不見五指，但Tracy並沒有驚慌，
因為她知道這一定是Terence的鬼主意。

果不其然，Terence從廚房推著手推車出來，手推車上放著正燃燒的甜品，效果異常驚艷，令Tracy
看得如痴如醉。

「你試吓我嘅手勢同心意。」Terence把甜品放在Tracy面前。

「你親手整嘅？」

Terence點了點頭，用期待的眼神迎接Tracy的食評。

「你好叻呀！一定好好味，我試吓先。」Tracy舀了一匙，合上眼細心品嚐。

「點呀？」

「真係好好食，肥我都唔理，食咗先講。」

「放心，唔會好肥，我用低脂食材整嘅，放心食。」

「真係㗎？你好細心呀。」

從Tracy的言行舉止、神情動作、臉部微表情等各方面來看，Terence已經深深俘虜了她的心，這代
表從上午到中午的作戰目前為止是成功的。



第九幕

第九幕

時間：星期六下午

地點：遊艇

人物：Terence、Ming爺、Tracy

場景：離開餐廳上遊艇，在遊艇上兩人各種互動。

「食飽我哋行喇。」Terence温柔地對Tracy說。

「嗯。」Tracy小聲問Terence：「唔駛埋單先？」

「哈哈，唔駛埋嘅喇，佢哋之後會寄張單畀我管家，管家會搞掂。」Terence走到Tracy旁邊，今天
紳士風度滿溢的他替Tracy拉開椅子，好讓她可以容易點起來。

兩人離開餐廳，按照計劃的下一步是上遊艇。

「食完飯，不如去吹吓海風傾吓偈。」Terence替Tracy打開車門，同時提出下個行程。

「你話事喇，吹海風都好，無咁熱。」Tracy邊繫安全帶邊說。

計劃進展非常順利，Terence駕車前往中環碼頭，在馬路旁把車停好，帶Tracy到岸邊。

「我哋坐喺嗰面呀，有櫈。」Tracy指著遠遠沒有人的長櫈，未等Terence說話便推著他走。

Terence轉身阻止了她，對她說：「其實我哋唔駛坐喺度，我同得你講吹海風，點會無準備呢？」語
畢，他指著岸邊一艘遊艇，續說：「你睇吓嗰面，我哋坐佢出去吹海風傾偈，行喇。」

未等Tracy反應過來，Terence便推著她登船。這遊艇從外面看並不特別，只是比別其他遊艇大一點
，但內部的裝修才是關鍵。金碧輝煌不在話下，上中下共三層中間大廳有一百吋曲面大電視，隨時變
身私人影院，還有酒櫃，爐具等；下層房間有三間，每間房有獨立電視、廁所，其中最大的一間更有
按摩浴池；上層有一個可容納十數人的露天茶座，衛星電話、Wifi上網一應俱全，更需要有水手協助
船才能正常運作。

Tracy看著這艘船，徹底被震驚，良久說不出話來，Terence只好繼續推她進大廳坐下，然後吩咐船
長開船。

Tracy不由自主的參觀整艘船，而Terence則從酒櫃拿出一枝早已準備好的紅酒，開了出來透氣，準
備待會兩人邊談心邊喝。

「嘩！艘船好豪華呀，下面有按摩浴缸，呢度有咁大個曲面電視，好似戲院咁，好正呀，我第一次坐
遊艇，以前都係坐小輪喳，好多謝你呀Terence。」Tracy難掩她興奮之情，四處看四處拍照，而Ter



ence則是從容的坐在椅上品嚐著紅酒。

「對唔住呀，我係咪好失禮？」Tracy回過神，想起剛剛的舉動，覺得有點羞愧。

「唔緊要，反而我覺得你好Pure好True。」

「你真係識氹人，但我哋著到咁，啱出嚟遊船河咩？」

「放心，泳衣我準備咗，就喺下面轉左嗰間房度。」

「咁細心？不過你架車點算，就咁泊喺碼頭得唔得嘅？」

「哈哈，講細心我遠遠唔及你，連架車你都記得，我都已經唔記得，我即刻打畀管家幫我揸返屋企先
。」說完後，Terence便拿出電話假裝找管家，而Tracy則去換上泳衣。

「又會咁啱身嘅？套泳衣Cutting好靚，一定好貴，我今次著完，洗乾淨畀返你。」

「錢唔重要，你鍾意就最得喇，我特登去揾個Designer設計嘅，獨一無二，唔駛畀返我，送畀你嘅
，想報答我就著多啲畀我睇喇。我都去換先，等等我，一陣一齊落水玩吓，你飲住紅酒先，透哂氣，
呢杯係畀你嘅。」

Terence落了下層走入房內，而Ming爺一早已經在此等待。

「點？你狀態掂唔掂？佢有無起疑心？」Ming爺著急地問。

「你同我定喇，我咁好演技，點會穿崩？反而我怕你拍唔到啲精彩鏡頭喳。」

「無可能，我點會拍唔到？條片一定好精彩，放心。」

「好，咁就交畀你喇，我上返去繼續做埋下半場先。」

Terence返回大廳，發覺Tracy不在，於是他走到上層查看，發覺Tracy坐在船頭，還拿著紅酒，狀甚
享受，Terence便下去找她。

「原來你喺度，同我玩捉迷藏？」

「唔係喇，只不過我覺得坐喺度吹住海風望風景舒服啲，始終大自然感覺係唔同啲，平時都無咁嘅機
會，所以今次真係好多謝你畀咁好嘅嘢我。」

「你鍾意嘅我哋出嚟多啲，我都好鍾意大自然。」

「好呀，不過要等我放假先得。」

「或者唔好返喇，人工咁低又咁辛苦。」

「你呢啲有錢人唔知咁多嘅喇，我自己揾之餘仲要畀屋企，我都唔想做，但唔做屋企開飯都成問題。
」



「咁我都明嘅，我都窮過，我屋企一直都唔會點喺金錢上支持我，我所有駛費基本上都係自己揾返嚟
，只係之前我阿爸過咗身，而家繼承咗啲遺產，所以先變得環境好咗。」Terence說到這裡，眼淚不
自覺的流了出來，Tracy伸手替他抹掉。

「Sorry，提起你啲傷心事，唔好喊喇，今日我哋出嚟玩，要開開心心嘅，快啲笑返。」Tracy安慰裝
哭的Terence。

「你講得啱，我應該開心先係，嚟，我哋飲杯先。」他們一飲而盡，在一望無際的海景下沉醉了良久
，但其實Tracy的視線從未離開過Terence，只是默默的看著，直到水手出現才打破沉默。

「少爺，我哋到咗目的地，可以落水玩喇。」水手Ming爺大聲說。

「喂，我哋落水玩喇，唔好喺度乾曬。」Terence拖著Tracy往船尾下水處走。

「你……識唔識游水嘅？」Tracy小聲問。

「識呀，你呢？」

Tracy搖搖頭，然後Terence二話不說的便將水泡套在Tracy身上，自己手拿浮條率先下水，再對著Tr
acy說：「放心落嚟，我接住你，唔駛驚。」

Tracy膽怯的下水，Terence在旁拖著她的手，在船周圍漂浮。

「不如我教你游水。」Terence忽發奇想：「有我教好快學識，我以前做過游水教練。」

「但我好蠢，學極都唔識，細個都有學過，但都係唔得。」

「放心，信我，我教你實識，你而家有水泡，唔會有事，試吓挨前個身踢吓水。」

有Terence在旁扶著，Tracy放膽的跟著Terence所說去做，很快便有成果。

「做得好呀，學得幾快，試吓用埋手撥水，跟住我個動作咁做就得。」Terence做出自由式的划水動
作，Tracy照辦煮碗，在水泡的協助下，成果很快便出來。

「你真係好叻，三兩吓手勢就教識我游水，我越嚟越欣賞你。」

「係你自己有天份啫，唔關我事。」

兩人游了一會感到疲累，便在浮床上休息。

「其實我今日真係好開心，你竟然肯應我邀出嚟陪我，開心過中六合彩。」

「唔駛咁誇呀？本身我以為只係好普通咁行街睇戲食飯，點知你安排咗咁多唔同嘅行程，我真係發夢
都無諗過原來你係咁有心思。」

「哈，睇小我？對於我有興趣嘅人，我係唔介意花啲心思。」



「有興趣嘅人？」

「係呀。」說到這，Terence坐了起來，對著Tracy深情的說：「喺Canteen第一次見到你我就已經
對你有興趣，估唔到咁啱我哋Take同一個Course，到同你熟咗啲之後我先敢膽粗粗去約你，幾驚你
會拒絕我，好彩無喳。」

「講到我好唔平易近人咁嘅，哼！」Tracy故作生氣，把浮床划遠。

Terence立即划近Tracy，然後對她說：「無論你划到幾遠，我都會划返去你身邊陪你、保護你，所
以你唔好划走喇，划嚟我身邊，同我同一張浮床，等我照顧你、保護你喇。」

Tracy雙頰發熱，面紅耳赤，一時之間不知所措，只好別個頭迴避Terence目光，而Terence則乘勝追
擊，伸手把Tracy的頭轉向自己，心裡很想對她說：「做我條女。」但由於計劃是要令Tracy覺得自
己是Terence的女朋友但實際上卻不是，所以Terence絕對不可以對Tracy表白，所以最後Terence對
Tracy說：「玩你喳，睇吓你個樣幾怕醜幾好笑，哈哈。」

「真係玩我？定而家先係玩我呀？」Tracy有點怒氣。

「唔好嬲，你咁好邊會鍾意我呀，大把比我好嘅人追你喇。」

「但係我……」

「夠鐘回程喇，要上水喇。」Tracy的話被水手Ming爺打斷。

「你想講啲咩？」Terence問。

「都係無嘢喇，我哋快啲上水喇，唔係一陣丟低你一個喺海漂浮嘅喇。」

他們上水後，船也啟航回程。他們簡單沖洗後，又再拿著酒杯在船頭聊天。

「今日真係好多謝你，我玩得好開心，不過時候都唔早，我要返屋企喇。」

「咁早？我屋企準備咗晚餐，預咗你嗰份嘅喎。」

「咁快就上屋企？我唔係咁隨便嘅。」

「講呢啲？就係知你唔隨便我先特登預備好啲，唔係隨便準備嘅，唔係唔賞面啩？」

「唔係，只係我出咗嚟咁……」

「唔係就得喇，一於咁話，今晚食完飯先走，平時食飯得我一個，難得今日有客，真係好。」

「嗯……好喇咁。」

「喂喂喂，你睇吓，係鹹蛋黃呀。」



「嘩，係喎，好靚呀。」

「啱呀，本身日落已經夠靚，但出海睇仲靚，不過我覺得今日個日落比平時更加更加靚，知唔知點解
？」

「因為今次距離近咗？」

「嗯……都算啱嘅，不過唔係同日落嘅距離，而係同你嘅距離，有你係身邊，咩都比平時靚十倍。」

「又笑我？」

「奴才不敢呀娘娘。」

伴隨著日落，船也慢慢向另一個舞台──Ming爺夢幻的別墅駛去。



第十幕

第十幕

時間：星期六晚

地點：Ming爺夢幻別墅

人物：Terence、Ming爺、Tracy、管家

場景：在別墅舉行舞會，灰姑娘變公主

晚上七時，Terence和Tracy準時到達別墅，別墅的土豪程度令Tracy瞠目結舌。

在早上陽光照射之下別墅已經顯得格外莊嚴，純白色的磚頭外牆，看上去高貴幽雅又帶點歷史味道；
門前車道迴旋處中間的噴水池和大理石雕像使得整棟別墅染上藝術氣息；而周圍的草地、樹木和悉心
修剪的灌木叢又為別墅增添了不少生氣。而在晚上，沐浴於射燈和街燈之中的別墅給人另一種截然不
同的感覺，射燈照射的外牆如夜明珠般散發迷人色彩；噴水池在燈光中更顯高雅，雕像在四面八方而
來的燈光映照下，從不同角度看會變成不同的形像；草地、樹木和灌木叢由於燈光比較疏落，所以有
點陰森恐怖，但卻更能襯托出別墅的璀璨奪目。

「嘩……真心好豪華，你真係住喺度？」Tracy難以至信地問。

「嚴格嚟講，唔可以話我住喺度，只係有時同啲Friend搞Gathering或者Ball先會過嚟。」Terence
氣定神閒的答：「嚟，帶你去周圍參觀吓再先，之後再帶你換套Dress Of
Cinderella晚裝，我特登叫人Design嘅，只有著上你身先可以發揮出佢200%嘅魅力。」

「認真呢？有無咁誇呀？又笑我。」Tracy輕力打了一下Terence，作為取笑她的懲罰。

「講真又唔信，成日話我笑你，嬲呀，哼！」Terence別過臉，作生氣狀。

Tracy當然知他假裝生氣，所以故意去逗他：「哎吔吔，有人係度扮嬲喎，知你對我好喇，唔好嬲，
只係我驚我著完令你失望喳。」

「你唔信我眼光？」

「點會……我係唔信我自己高攀得起喳。」

「今日條裙你都Carry到，條Dress Of
Cinderella你一定無問題。我仲準備埋對鞋襯埋套晚裝，到時你一定成為全場焦點！」

說完，Terence便帶Tracy參觀了別墅內外，最後帶她到衣帽間換上最後，亦都是最重要的戲服，而T
erence自己也去換上Ming爺準備好的晚禮服。

晚上八時，Tracy換好了晚裝，Terence領著她從二樓經左面的半圓樓梯落去大廳，與此同時，咪高
峰響起透澈的聲線：「Ladies And Gentlemen，Please Welcome Mr. Terence And Miss



Tracy。」這是Ming爺管家的聲音。

一早已在大廳等候的三十對男女聽到宣佈後，均放下手中的酒杯和小糕點，拍掌歡迎舞會的主辦人。

Tracy被這場面嚇得有點慌了，落樓梯時差點摔倒，幸好Terence扶著她才不至於出醜人前。Terence
拖著Tracy到台上，各人也紛紛走到台前靜候舞會主人的發言。

Terence拿著咪在台上，眼神掃視著台下的來賓，遲遲不開口。他不是記不起台詞，他只是在尋找熟
悉的那個人──Ming爺，他要確保Ming爺拍下整個過程。

Ming爺偽裝成其中一個來賓，整容級的化妝令全場無人認得出他，所以Terence遍尋不獲，而Ming
爺也意識到這點，於是他在台下做了一個微細的小動作，Terence看到後便開始演講：「好多謝各位
賞面出席今晚嘅舞會，今晚我帶咗一個好特別嘅舞伴嚟，佢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嘅存在，今晚嘅舞會係
我送畀佢嘅禮物，所以各位真係對唔住喇，今晚嘅舞王大賽我會拎冠軍！」此時台下的人也配合地發
出些微起鬨，而Terence在起鬨聲中續說：「不過比賽都會係公平進行嘅，大家放心，我會靠實力取
勝，Steven，今次我要係你手上拎返個獎盃喇！」台下又再起鬨，Terence待安靜後繼續說：「最後
，希望大家Enjoy，酒微菜薄，招呼唔到，最緊要玩得開心啲，多謝。」Terence說完後，把咪交還
給管家，自己領著Tracy走下台，逐一介紹各位來賓。

「唔得喇，我真係記唔哂咁多人，畀我抖抖先。」Tracy扮作筋疲力盡，Terence很貼心的在侍應手
上拿了兩杯飲品，把其中一杯遞給她。

「慢慢記，唔駛心急，我一開始都記唔哂，只係後尾見得多，慢慢混熟咗，咁就記得喇。」

Tracy呷了一口Fruit Punch，回答：「我真係超佩服你，年紀輕輕就咁識交際，真係好勁。」

「其實我唔係咁鍾意做呢啲嘢，不過為咗屋企生意，呢啲都要做嘅，不過好彩識到一班Friends，咁
就好啲，無咁尷尬。我哋去食啲嘢先，試吓呢個米芝蓮星級主廚嘅手勢。」

他們邊吃邊談，又和其他嘉賓說說笑笑，時間過得很快，終於舞王大賽要開始。

「各位參加舞王大賽嘅嘉賓留意，舞王大賽將於十分鐘後開始，請各位確認好自己舞伴，一陣盡力比
賽，發揮好啲。」管家說完便消失了。

「Terence，雖然你Partner好靚，但我仲未打輸讓個盃出嚟，所以今次又要辛苦你做佈景版喇。」S
teven挑釁說，但其實Steven正是Ming爺僑裝而成。

「唯有今次我唔會讓你，睇住嚟喇。」Terence反擊。

「各位參賽者久等喇，我正式宣布，舞王大賽現在正式開始！」管家話音剛落，音樂聲便立即奏起，
只見台上的布幕緩緩拉開，後面竟藏著整支管弦樂團在現場演奏，而參賽者亦隨著音樂翩翩起舞。

舞王比賽規則很簡單，由現場觀眾一人一票選出冠軍，非常民主，沒有內定，只有能用舞技震攝觀眾
者才是最終勝利者。比賽的歌曲除了樂團無其他人知道，所以所有舞姿均是即時的表現，不能有所預
備，不能及時轉換者便會被淘汰，直到所有舞曲完結，還在場上者才有被票選的資格。

雖然規則上是這樣，但實際上這次比賽是已經有內定結果的。音樂一奏起，Terence領著Tracy跳起



華爾滋，後來曲風一轉便跳起探戈，接著跳恰恰，最後跳拉丁舞，數段音樂轉換後，場上只剩下Ter
ence和Steven兩組參賽者，而最後的舞曲也終於奏起。

「吓？」聽到音樂後，Terence心入面第一個反應是驚奇，然後臉露難色，因為音樂竟是一首K-Pop
，認真反傳統。

反而Tracy聽到後便來勁了，嫻熟地跳起來，身上的衣著和鞋子完全阻不了她的舞蹈，全場只餘下她
一個在跳，其他人也徹底投降。

終於音樂停了，管家走到Tracy跟前，對著在場人士正式宣布：「我諗今次比賽都唔駛點投票，冠軍
呼之欲出，我哋一齊畀啲掌聲今日舞王大賽最終冠軍──Miss Tracy！」

Tracy很驚訝地接過獎項，然後跑去和Terence緊緊擁抱，全場人也對剛剛的K-Pop表現目定口呆，
除了Ming爺一個外，而原定得到冠軍的Terence也不知如何反應，只好尷尬地和Tracy擁抱。

而時間已經來到十一時，距離最後一幕的時間不多。



最後一幕

最後一幕

時間：星期日凌晨十二點

地點：山頂

人物：Terence、Ming爺、Tracy

場景：在山頂上還原灰姑娘

隨住舞王大賽的結束，舞會也曲終人散，來賓也走得七七八八，餘下管家和侍應在收拾清潔。

「少爺、小姐，你哋上房休息吓先，呢度我哋會搞掂。」管家對Terence和Tracy說。

「唔駛，我未攰，我送Tracy返屋企先，呢度麻煩你喇。」語畢，Terence拖著Tracy離開了別墅。

時間接近凌晨，別墅外的射燈都關上了，街燈也只剩數盞亮著，因為身處少光害的近郊，整個環境幾
近漆黑一片，天空的星星顯得分外明亮。

「呢度個View好靚呀，你睇吓啲星星，好多呀，我都未試過見到咁多星星，仲有個月亮呀，好光好
大，呢個新月係我見過最靚嘅新月。」Tracy看得著迷，連忙拿出手機想拍下眼前這光景。

Terence在旁看著，不發一言，靜靜的看著Tracy；而Tracy則連拍十數張夜空還意猶未盡。

「時間唔早喇，要行喇。」Terence看看手錶，發覺已經十一時半，然後再說：「係送你返去之前，
我想帶你去多一個地方先。」

「但係……」Tracy說話帶點抖震，有點想哭的感覺，Terence一時間也不知如何反應，Tracy轉個頭
，用楚楚可憐的樣子對Terence說：「我……我影極都影……影唔到呀，淨係得黑色，啲星星……星星
影唔到，個月亮都好細粒。」

「哦……原來係咁喳，呢度咁黑，影唔到好正常，用我部手機影完Send返畀你喇，我呢部影夜景最強
。」Terence借了手機給她，影完後便上車往山頂去。

「真係好靚呀，唔該你，我哋而家去邊呀？」

「啱啱你睇完大自然嘅美，而家帶你去睇人造嘅美。」

「唔明喎，即係咩呀？」

「帶你上山頂睇東方之珠呀，一定令你畢生難忘又可以經常回味。」

駕車上到山頂無人的一角，停好車後，他們往旁邊的觀景台走去，距離十二時還有五分鐘，一切盡在
掌握之中。



Terence帶Tracy去到指定的位置，一個觀看夜景最美的位置，好讓Tracy能盡情欣賞美景，而Terenc
e則只看著Tracy，偶然為她整理弄皺了的晚裝，兩人就這樣安靜的站著。

早早到現場準備，現在在遠處埋伏拍攝的Ming爺也屏息以待，準備捕捉最後最精彩的一幕。

而女主角Tracy則仍蒙在鼓裡，興奮的看著香港夜景，拿著手機在拍照。

時間尚餘一分鐘，Terence按照計劃找藉口開溜，留下Tracy一人在觀景台等候。

「五、四、三、二、一、零，夠鐘。」

Ming爺和Terence同時眼看著錶心在倒數，而十二點來臨的同時，不知哪來的鐘聲也「噹」的響起
，這突如其來的鐘聲把專心拍夜景的Tracy嚇了一跳，同時間她身上的Dress Of
Cinderella晚裝也隨著鐘聲變成殘破污糟的連身裙。

不消十秒鐘，Tracy由公主變成灰姑娘，身上除了玻璃鞋外，其他Terence給她的衣著、首飾也不見
了，只餘下一身骯髒的衣服。

經歷著這一切，Tracy驚惶失措，除了無助外，她根本無能為力，最終淚水亦奪框而出，她不知如何
向Terence解釋晚裝的事，因為她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只能跪坐地上嚎啕大哭。

不知哭了多久，她開始聽到腳步聲，腳步聲越行越近，越來越多，她用手擦乾眼淚，抬起頭看，發覺
這些腳步聲的主人正圍著自己，在微弱燈光映照下，她認得出其中一些人，他們正是舞會上的嘉賓。

他們正笑著，面目猙獰的嘲笑著，Tracy完全不知原因，但被人圍著嘲笑把她弄至崩潰了，她把自己
盡力的縮作一團，用手摀住耳朵不讓嘲笑聲進入，用力的緊閉雙眼不想有任何影像透進雙眼。可是嘲
笑聲仍舊響徹腦袋，影像依然在緊閉的雙眼中出現。她想逃走，但被人圍著。

「有無人可以帶我走出呢個地獄，邊個可以？Terence你係邊？救命呀……」Tracy心裡默念，但始終
沒有人來。

又不知過了多久，嘲笑聲停止了，一把熟悉的聲音猶如天使般降臨地獄帶她脫險。

「Terence！」Tracy哭了，一下撲上前攬著他瘋狂哭泣：「我好驚……唔知發生咩事，救我！」

「傻瓜，發生咩事？講畀我聽。」

「我都唔知，你送畀我啲衫變哂污糟衫，之後啱啱舞會啲人圍住我嚟笑，我唔知咩事，我好驚。」

「人？呢度邊度有人，得我同你喳喎，你唔好嚇我。」

Tracy張開眼看看四周，真的一個人也沒有，但衣服始終是破舊的連身裙。

「對唔住，條裙……」

「條裙唔緊要，著咗全日靚衫做公主，而家變返普通人係咪好唔慣，好掛住公主生活？」Terence拖



著Tracy走回馬路。

「認真都係嘅……」

「哈哈。」Terence停住腳步，對天大笑。

「做……做咩事？」

「你估你真係可以飛上枝頭變鳳凰咩？你係灰姑娘喳，你估你真係公主呀？由識你開始到而家一直都
係一個局，一個要教訓你呢啲發公主夢想變鳳凰嘅死港女嘅局，我哋仲全程拍哂片，遲啲Youtube
見喇。辛苦大家喇，出嚟一齊笑尻佢喇，哈哈。」Terence歇斯底里的咆哮著，彷彿想用聲音掩蓋自
己的情緒一樣。

Tracy真的徹底崩潰了，一日內經歷人生高低令她崩潰了，但她沒有哭，她笑了，甜笑著、苦笑著、
嘲笑著、狂笑著，比在場所有人也笑得大聲。

她一直笑，直到所有人都離開了，她還在笑。

這段片有沒有令Terence和Ming爺爆紅沒有人知，Terence的FYP結果如何也無從知曉，但令勝利者
姿態的Terence和失敗者姿態的Tracy兩個人的心徹底傷透則是鐵一般的事實。

男士結局



謝幕

謝幕

時間：星期一早上

地點：Tracy沙田家中

人物：Ming爺、Tracy

場景：Tracy和Ming爺在通電話

在灰姑娘事件一日後，Tracy躲在家中，沒有上學。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正在瀏覽網頁的Tracy被突如其來的電話嚇了一跳，看了電話螢幕後便接聽。

「點呀老世？今次有咩可以幫到你？」

「變得咁輕佻嘅？有名有利就囂？」話筒另一面傳來Ming爺的聲音。

「唔敢，今次唔係多得你，我邊有咁多發揮機會，又邊可以著到咁多靚衫靚首飾、坐到靚車靚船、食
到靚嘢、睇到靚景？你係我恩人，我點敢唔尊重你。」

「講笑啫，尾數我都過咗畀你喇，應該夠你去嗰面專心讀書，封推薦信我都搞掂埋，睇吓你幾時過嚟
拎埋。」

「真係唔該哂你呀，你真係我人生嘅伯樂，我學成歸來一定會好好報答你。」Tracy差點隔著電話跪
地叩頭道謝。

「唔駛咁誇嘅，你專心讀書，入Dean’s List就得喇，其他有咩需要再話我知。」

「好呀，唔該哂，其他我都唔敢再麻煩你，我會自己諗辦法。不過有個問題我一直好想問，點解會揀
我？」

「你到而家先問？我以為你唔問添。其實無咩原因嘅，只係喺啱嘅時候遇到啱嘅人，就係咁簡單。」

「點解你覺得我係啱嘅人？」這令Tracy一下子糊塗了。

「記唔記得嗰日喺Lecture Hall門口你被人開門撞到？」

「記得呀，勁痛囉PK，嗰條友撞完我仲要唔扶返起我，求其講句對唔住就跑走咗，畀我知係邊個一
定鬧鬼佢，係你Gentleman扶起我睇我有無事喳。」Tracy回憶起這事仍然有點忿怒。

「哈哈，嗰個人你都識嘅。」



「唔通係……」

「Bingo，你估中咗喇。就係因為咁，所以你就係Right Time Right Person。」

「都係唔明。」

「我用咗少少心理手法。其實嗰次Terence撞到你之後，你已經留咗係佢腦入面，我只要不斷係唔同
地方唔同時間同佢做心理暗示，等佢見到你嗰時就會有一種『啊！就係呢個人！』嘅感覺。不過當然
都要你肯配合嘅，好彩你又肯幫我手，而且又好戲，先令到Terence份FYP可以順利完成喳。」

「咁你又資助我去讀書又畀機會我出鏡成名，雖然我都考慮咗一晚，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但見你
咁Gentleman，應該係好人，而且又咁有誠意邀請咗我成晚，所以先畀面你應承喳。By The
Way，其實你真係對佢好好，你係咪Gay嘅，乜都為佢諗好鋪好嘅？」

「頂你喇，我一定唔係囉好無，只係同佢識咗好耐，經歷過大家嘅人生高峰同低谷，係超級好兄弟喳
。」Ming爺連忙澄清。

「但係你同我講成個Project時我真係好驚訝，估唔到你咁有財力，而且肯為咗一個朋友動用咁多人
力物力同關係，你同佢真係無嘢？」

「都話無囉，真係無你咁好氣。講真，嗰啲都只係小事，最緊要係佢肯認真去做一件事，當呢個態度
成為習慣，咁我就覺得足夠。」

「真偉大，果然有錢就是任性。不過真係想像唔到，佢以為我係被玩嗰個，但一直真正被蒙在鼓裡嗰
個係佢，你真係高手。」Tracy佩服萬分。

「耍小小手段咁啫，你唔好踢爆我就得喇。不過講犧牲，我覺得你先係最大犧牲嗰個。一開始係Can
teen咁多人要你特登著到咁柒，為咗要連戲之後都咁上下打扮，你一定被人笑咗好耐，仲要到最後
掛住一個貪錢死港女污名，真係辛苦你。」

「係呀，好慘嘅，所以諗諗吓演出費要加碼，嘻嘻。」Tracy調皮的說。

「講呢啲？不過話時話，經歷咗前日一整日由我安排嘅行程同Terence嘅情話，你有無啲咩感覺？我
見今次Terence就瀨咗鑊甘，佢沉哂船。」Ming爺問完後，電話另一面靜默了良久。

「喂？Tracy？收唔到？」Ming爺甚至懷疑是否訊號不良。

「喂？Sorry，啱啱諗緊嘢。你覺得我有無？我係專業專業演員嚟㗎嘛，哈哈。」Tracy無正面回答。

「係呀？如果唔捨得可以唔走嘅喎，我開口校長實收返你。」

「唔駛咁麻煩，邊個話我唔捨得呀？無啲咁嘅事，我不知幾開心，終於可以實現我夢想。」

「如係真係咁就好。」

「係噃，條片啲View數點呀？」



「幾好呀，Up咗一日，而家有萬三次點擊，Like數同Follow都多咗幾千。我都順手將你啲精彩鏡頭C
ut咗出嚟，Send咗畀我幾個相熟嘅導演、監製，佢哋對你都幾有興趣，遲啲可能會揾你Casting，到
時經理人記得揾我做。」

「一定，哈哈，條片受歡迎就好喇。咁我都睇埋啲機票同住宿嘅嘢先，Keep In Touch，拜拜。」

「Ok，拜拜。」Ming爺掛了線。

「條片受歡迎就好喇，Terence。」Tracy默念著。

女士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