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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Yat)

大家好，我係Yat～依家係一個F4學生。我平時weekend都好鐘意去遊車河㗎～點解會鐘意去遊車河
呢？就係因為唔想宅喺屋企。我覺得宅喺屋企會悶到PK。當我遊慣咗之後，唔遊一個星期就會周身
唔自在，嗰種感覺就好似你食煙/吸毒上癮一樣。

我遊車河遊咗8個月左右。一開始係遊啲比較短程嘅路線，當時坐得最多嘅組合係坐106去到總站，
之後轉788出返上環，最後再坐115返屋企。去到大約1月左右，就開始轉玩啲比較遠嘅路線。首先
我會喺屋企行去紅磡碼頭搭269B去天水圍，然後坐969出銅鑼灣嘅摩頓台，之後行出去維園度坐電
車去到中環，落車之後會行去中環碼頭吹陣風。唔知幾時開始覺得喺中環吹風先係最正。吹完之後經
IFC行去上環，最後再坐翻115返屋企。

後尾為咗唔比九巴賺錢（115有時會係九巴），所以轉玩咗機場嘅路線。當中嘅改變就係由坐269B
轉坐E23A,過海嗰程由969轉坐E11,其餘不變。某個星期五，我如常開始我嘅遊車河之旅...



序(Sindy)

我叫黃凱儀，英文係Sindy。今年24歲。我嘅職業係OL。我有一個曾經以為係會陪伴我終生嘅男人
。無錯，係曾經。當有個人俾咗條3P嘅片我睇，入面個男主角係嗰個以為係會陪伴我終生嘅男人。
我睇完之後成個人崩潰咗。我亦因為依件事而令我成個人消磨咗好耐。

喺依件事發生咗兩個月後嘅某一日，我自己走咗去中環碼頭吹風散心。當我見到有一對情侶喺度互相
攬住大家嗰陣，令我諗起嗰個以為係會陪伴我終生嘅男人當初都係咁樣攬住我。諗諗下就控制唔住自
己咁樣喊咗。我喊咗好耐，突然feel到有個人拍一拍我膊頭，我望住佢嗰陣佢已經遞咗張紙巾過嚟。
話:

「妳值得更好，唔好再為咗啲渣男而喊喇！」佢放低咗張紙巾俾我之後就走咗。我永遠唔會忘記佢個
樣，佢個樣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好似經歷過好多嘢咁。而佢當時嘅衣着係綠色衫配黑色牛仔褲。依
次之後，我就再冇見過佢。但我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再見翻佢。過咗3個月，某一個星期五，我因為
要返東涌個屋企食飯而入去。喺飯局入面，阿媽不停喺度問：

「你同你個男朋友點呀最近？」

「幾時結婚呀？」

我求奇講話：

「最近公事好忙，冇點搵佢。」阿媽話：

「你唔可以掛住做嘢而唔理佢呀，佢係一個好男仔嚟㗎！」

我聽到佢咁樣評價個渣男，我成餐飯都無胃口繼續食落去。所以食完飯無耐我就搵藉口同我阿媽講要
返上環。其實我係諗住坐E11去銅鑼灣再坐電車去中環碼頭吹風，反正喺屋企都冇嘢做，同埋自從嗰
次之後都再冇踏足過中環碼頭。於是我就行落去坐E11,開始我今晚嘅散心之旅...



1.在E11上遇上妳(Yat)

我照舊去坐E23A入機場，用咗個半鐘嘅時間終於嚟到機場。當我搭入一號客運大樓時，見到有好多
人喺度送機。我諗佢地係去外國讀書掛？佢哋互相喺度攬住喊。睇到依度我隻眼不由自主咁流咗d淚
水出嚟。我自小就父母離異，法官將我判咗比老豆。老豆經常唔喺屋企，出去蒲。阿媽見到我咁，其
實好想接我走。奈何當時佢冇任何經濟能力照顧我。我仲記得有一次同阿媽見面嗰陣，佢話：

「如果我將來搵到錢，我一定會接你走！」

當時天真嘅我相信咗阿媽講嘅嘢。後來一次偶然嘅機會，我阿媽發咗達。我知道咗之後好開心。心諗
：

阿媽終於嚟接我喇！

但最後換嚟嘅只係失望。佢之後只係喺每個月比$50000我做零用錢就算，同埋比我繼續同個老豆住
。最近個仲老豆娶咗個新老婆，直接搬走埋。不過佢走唔走都係咁㗎啦，橫掂我一直都冇屋企人埋。
而且我本身都唔鐘意宅喺屋企，不如索性去遊車河算啦。

諗下諗下，我已經嚟到E11個巴士站。咁橋有㗎E11入站，我手忙腳亂咁喺銀包度拎咗$21出嚟。成
功分散咗我嘅注意力，令我唔再諗啲傷心嘢。上車後我照舊坐喺車頭嘅最前排。上咗車一陣，我就開
咗個手機睇下d網上新聞。

「萬人反修訂《逃犯條例》，創佔中後新高」

「《逃犯條例》市民「憤」起上街，政府有看在眼內？」

我睇到之後其實好無奈。點解依家香港會變成咁㗎？睇睇下再下望咗下擋風玻璃，發現我已經嚟到東
涌。睇嚟我睇得太入神。今日明明係星期五，照計出港島嘅人會唔多㗎，點解今日咁奇怪嘅？上客都
上咗3分鐘。喺開車嗰陣，有個女仔坐咗喺我隔離。喺我嘅好奇心驅使下，我望下佢，諗住睇下佢靚
唔靚女。

一係唔望，一望就覺得依個女仔點解會咁熟口面嘅？我諗咗一陣...我醒起喇！依個咪就係我喺3個月
之前喺中環見到嗰個失戀嘅女仔！？我望佢嘅同時，亦都睇到佢喺度望住我...



1.在E11上遇上你(Sindy)

我不停喺度諗啱啱阿媽講嗰句：

「佢喺一個好男仔嚟㗎！」

我其實應唔應該同阿媽講我已經同個渣男分咗手好呢？我覺得如果我同阿媽講個渣男出軌之後，佢一
定會喺度話：

「情侶之間總有啲鬧交嘅時候，你將就下啦。當年你老豆都係咁啦！」

Come
on!如果我另一半背住我偷食我梗係唔會原諒佢啦，因為我覺得太污糟，接受唔到。雖然我曾經好On
9咁原諒過佢一次。Btw,但我依家只係拍拖階段姐，唔一定要俾佢綁死㗎嘛！我越諗越煩。諗下諗下
我就已經行到去巴士站。今日唔係星期五咩，點解咁多人過海㗎？我諗條隊都有20米咁長。我停低
之後就繼續諗返啱啱個問題。

當我繼續煩緊嘅時候，後面有㗎E11準備入站，我打開我個手袋拎我張八達通出嚟。㗎E11終於入到
站，於是我喺隊尾咁慢慢行上車。我從來都冇試過上車要上成3分鐘。

上車之後，我行上上層。我發現得翻最前排嘅左邊係有位坐，我唔細心諗就咁坐落去。我坐低放翻好
張八達通之後望咗一下坐我隔離嗰個會係咩人。一係唔望，一望我就有啲控制唔住自己想大叫「Yea
h~」坐我隔離嗰個竟然係之前喺中環安慰我嗰個男仔！我望緊佢嗰陣亦發現佢喺度望住我...



番外篇：母親節

今日係母親節，我依舊訓到2點先起身。反正人人都有人陪，得我冇㗎啦。起身之後我就㩒開部電話
睇下IG,Facebook同Snapchat。喺我睇睇下嗰陣，突然彈咗個WhatsApp出嚟：

「阿仔，今日母親節喎，不如出嚟一齊慶祝呀。等你覆！」

由我6歲開始，佢就再冇同我講過生日快樂。做咩今日會無啦啦搵我呢？我本身就唔係幾想去嘅，但
係因為今日係母親節，我啲fd全部都去咗陪屋企人，我約唔到人去街，所以我就覆阿媽WhatsApp：

「好呀，去邊到食，幾點」

我嘅語氣係極之冷淡。我打完幾秒阿媽就覆我話：

「去銅鑼灣食呀～近我地屋企。大約6:30喺Sogo度等啦～」

我睇完之後有d震驚。我阿媽竟然住銅鑼灣嗰邊？佢依10年究竟搞咗啲咩呢？我睇嚟一陣要問清楚。
我見依家先3點，不如早啲出去行下啦。於是我就坐車去咗中環度吹風兼食悶煙。我一路食一路諗：

一個10年到冇同我講過生日嘅人點解會無啦啦搵我見面，仲要住喺銅鑼灣嗰邊？

我諗咗好耐。之後攞部電話出嚟睇下。原來已經6:00。於是我即刻狗沖去坐地鐵。去到好彩只係6:15
，我見阿媽佢仲未到，所以我走咗去Sogo個超市到買咗枝葡萄適。葡萄適嗰種甜得嚟帶啲攻腦feel
真係好正。我買完已經6:30，我行出Sogo門口咁啱見到我阿媽。佢由10年前見佢嘅MK
feel變得更MK feel,仲要係摟屌裙。我行過去，同佢講：

「阿媽。」

佢見到我，即刻摸我塊面，好激動咁講：

「阿仔，好耐冇見呀！最近點樣呀？夠唔夠錢用呀？」

我即刻推開佢隻手，話：

「最近幾好，死唔去。就算夠錢用，乜你覺得可以用錢嚟彌補到我童年冇屋企人理嗰種痛苦咩？」

佢聽完露出一種內疚嘅表情。跟住我地就再冇講嘢，突然，有個女人行埋嚟阿媽嗰度。我見到佢，佢
有明星咁靚嘅樣再加上model嘅身材，又係着摟屌裙。比我嘅感覺係一啲成日去蒲嘅女仔。佢究竟
係邊撚個嚟㗎？正當我R撚哂頭嗰陣，佢開口同我阿媽講：

「Sorry呀，啱啱返咗屋企換衫呀～」

阿媽話：

「我就冇咩所謂嘅。但係要妳個細佬等咁耐你好唔好意思呀！」



之後個女仔將個視線放喺我度。話：

「你就係我細佬呀，Sorry呀要你等咁耐～」

依個唔係我家姐下話？

我問：「妳就係我家姐呀？」

佢笑住咁同我講話：「係呀～」

O shit，我竟然會多咗個家姐！

跟住佢再接住話：「Sorry呀要你等咁耐！」

我微微點頭咁同佢講：

「唔緊要啦，我等慣咗㗎喇。」

家姐話：

「我同你第一次見面就已經遲到，我係好應該同你賠罪嘅～」

跟住佢就走過嚟同我打茄輪。我個下嘅感覺就好似食緊軟雪糕咁。佢同我打完之後就攬住我，再用一
種想喊嘅口吻同我講:

「Sorry呀...」

我見佢好似想喊咁，我就拍一拍佢個背脊同佢講：

「冇事冇事，細佬以後會陪住你㗎！」

估唔到我講依句安慰嘅話說會搞到我日後好麻煩。個家姐聽到我咁講之後就即刻開心返哂，同阿媽講
：

「我地去食Outback啦～」然後佢就撓住我隻手咁行。我望咗一下阿媽，佢竟然冇異議，任由家姐
咁做。去到餐廳，家姐好熱情咁問我依樣嗰樣。又問我平時鐘意做咩，鐘意玩咩game,又問我A幾，
仲問我下次跟唔跟佢去LKF飲酒。唔知係佢太熱情定我冇感受過咁嘅溫暖，我係有小小唔慣佢咁樣。
但我都照答佢：

「我平時鐘意遊車河。」

「平時玩開pubg。」

「我A3。」

「有機會先啦。」



因為過咗今次可能唔會再見。之後我就同家姐繼續喺度傾，最後我知道佢叫咩名。佢叫劉凱婷，英文
名係Amy。今年26歲，係喺中環返HR。我知道喺香港做到HR係唔容易㗎，佢真係好勁！至於阿媽
，佢見到我同家姐有講有笑，就喺度開心咁笑。但係就冇同我講過一句嘢。食完之後，家姐同我阿媽
講：

「不如叫細佬上去我地屋企呀～」

我阿媽點頭示好。我問家姐：

「妳地...住邊㗎？」

家姐話：

「住跑馬地lol～」

之後繼續撓住我隻手行。我一路行一路喺邊諗：啊媽依10年究竟做咗啲咩搞到咁有錢㗎？諗諗下就
已經到咗。上到最高嗰層，我一入門口，真係「嘩」咗一聲，因為真係勁大，仲要望到維港。家姐話
：

「唔洗嘩啦，依到3000尺之嘛～」

我聽完就周圍望下，發現成間屋只係得阿媽同家姐2個人。咁奇怪嘅？依個時候，啊媽同我講：

「阿仔，其實我好想照顧返你，接你嚟依度住。但我知道你仲憎緊我，所以我咗叫你家姐去同你一齊
住，照顧你。」

阿媽講完之後俾咗一條鎖匙我，話：

「你可以隨時上嚟依到。」

我仲未反應得切嗰陣，我見到家姐已經拖住個行李箱出嚟，同我講：

「我今晚就會過去你度住，你ok嗎？」

我當然可以啦，反正屋企又得我自己住，多個人住又冇壞嘅，於是我微微點頭。跟住家姐好急咁拉住
我走，再同我阿媽講88。一落到去，就即刻有㗎的士，加上拎住咁大件行李，所以我地就直接上咗
的士。上到的士，我地一句聲都無出。但係家姐一直撓住我隻手。直到落車，上咗樓家姐先講返嘢：

「依度就係你屋企呀？」

我話係。之後佢見到我有兩張床。就問我：

「可唔可以比我同你一齊訓呀？我其實好驚自己一個人訓㗎...」

佢又好似想喊咁。講真，女人喺我面前流眼淚我會心軟，如果唔係之前條女俾帽我戴我仲點會原諒佢
。我只可以微微點頭話可以。佢聽到之後就好開心咁去沖涼。當佢仲完之後我就即刻去沖涼。唔知點
解今日好眼訓，好想訓覺。沖完之後我就吹乾啲頭髮。家姐喺我吹完之後就拉我入房一齊訓。訓咗一



陣，家姐就話：

「知唔知點解媽咪依10年都唔你，係最近先搵返你呀？」

佢一咁講我就即刻望住佢。跟住家姐繼續講：

「當時我16歲，咁啱我老豆喺嗰時識咗你阿媽，於是同我阿媽離婚，再同咗你阿媽一齊。一開始我
討厭你阿媽，因為係佢破壞咗我個家庭。但後尾發現佢對我都好好，仲好似當我親生女咁去照顧。當
我24歲嗰陣，你啊媽同我講其實佢有個仔，即係你。我即刻問佢：

「點解唔接佢嚟一齊住呀？」

跟住你阿媽喊住咁話：

「我點會冇諗過呀，只係同你老豆講咗之後發哂脾氣咁話唔比。咁我都冇計㗎！於是我每個月寄$50
000俾佢當零用錢。我知係好難彌補到比佢，所以有機會我會同佢講當年嘅難處。」

如果唔係最近個老豆去咗，我諗阿媽都未必搵返你。」

我聽完家姐咁講之後我即刻撓住家姐喊，喊到收唔到聲。原來阿媽一直都有苦衷㗎！喊咗好耐，我喊
到家姐件衫濕哂。跟住佢摸住我塊面，望住同我講：

「唔好喊喇，聽日一齊再去搵阿媽食飯啦！家姐錫返！」

講完之後再同我打茄輪。我再次feel到軟雪糕嘅感覺。打完之後，我就攰到訓着咗。我隱約見到家姐
走去換咗件衫。第二日起身，我同家姐講：

「Sorry呀，尋晚喊到你件衫濕晒...」

佢開心咁話：

「唔緊要啦，最緊要你依家唔好再誤會媽咪就得喇～」

我地梳洗完之後就約咗阿媽去飲茶。一見到阿媽我就即刻攬住佢同佢講：

「Sorry,原來你一直唔接我係有苦衷㗎。」

我又喺度喊。跟住阿媽話：

「唔緊要啦，你依家明白我就得啦。你再喊就唔靚仔啦～」

於是我破涕為笑咁坐低嗌嘢食。自此之後，我每逢得閒都會同家姐去搵媽咪食飯...

最後，願天下母親快樂！



2.相見(Yat)

當我見到佢都係望住我嗰陣，我因為怕醜而迴避佢嘅眼神，繼續望住部電話，扮冇事發生。跟住我就
開咗Facebook睇下d
On9嘢。睇睇下我開始喺到釣魚，我坐車從來都唔會釣魚㗎喎，今日做咩事呢？但我唔諗咁多，決
定訓一陣。

反正我都係坐到總站㗎啦，唔怕嘅～於是我直接挨住個椅背訓覺。訓咗唔知幾耐，我feel到有人拍我
。我望一望隔離，原來係嗰個女仔拍我。當我想問佢嘅時候，佢問我：

「你喺邊個站落車呀？」

由於當時我未係太清醒，所以我諗都冇諗咁求其答佢：

「港澳碼頭lol。」

我隱約見到佢嘅眼神有啲失落，之後佢帶點失落咁話：

「咁好啦，架車出西隧嗰陣我叫你啦...」

我同佢微微點頭之後我就繼續訓。又唔知過咗幾耐，我又feel到有人拍我。我再望去隔離，原來又係
嗰姐姐拍我。跟住佢好心急咁話：

「架車到港澳碼頭喇，快啲起身喇！」

我望咗一下出面。咦，真係到咗港澳碼頭喇喎。但係我無視個姐姐咁緊張嘅語氣，開小小眼咁望住同
佢講咗句：

「Sorry呀我啱啱唔清醒，其實我喺係總站落先啱呀。」

我講完之後，我隱約見到佢個眼神變得好開心，跟住有啲激動咁同我講：

「我咁啱又係喺總站落。你繼續訓啦，到總站嗰陣我會叫你起身㗎喇～」

於是我繼續合埋眼。但之後我反而訓唔著，仲周不時開小小眼望下佢。我發現佢喺度不斷喺度傻笑。
我心諗：

雖然我可以喺上環或者銅鑼灣落，但係點解我喺上環同銅鑼灣落佢嘅反應會差咁遠嘅？

我諗咗好耐都諗唔到。諗下諗下，我再開小小眼望下我去到邊。原來已經去到熱鬧嘅銅鑼灣。跟住我
繼續合埋眼，一直去到總站。去到總站嗰陣，我feel到有人捉住我。我一開眼嗰陣，原來係嗰姐姐捉
住我隻手。我嘢都未嚟得切講，個姐姐已經拉住我行落車。

E11嗰個車坑好特別，嗰度有一條矮防撞欄。落車之後要跨過去先可以上行人路。由於我當時啱啱先
開眼，所以有啲睇唔清前面，搞到我跨嘅時候就仆街，仲推低埋個姐姐，搞到佢都仆埋。依家我地用
緊一種男上女下嘅姿勢對望。依下真係可以用超近距離咁望住佢。佢真係好靚，完全冇暗瘡，仲一直



散發出一種好香但不明嘅氣體，應該係仙氣掛，我只可以用仙女下凡嚟形容佢。嗰刻我真係唔想起身
，而且個女仔都冇要推開我嘅意思，所以我地就喺公眾地方用咁嘅體位互望咗好耐...



2.相見(Sindy)

當佢見到我望住佢嘅時候，佢就迴避咗我嘅眼神，繼續碌電話。我估佢可能怕醜掛。唔知點解佢依啲
行為會令我覺得佢好可愛～正當我sweet緊嗰陣，突然個仆街渣男WhatsApp錄音我，話：

「啱先你阿媽打電話同我say sorry,話你最近都冇咩搵我，叫你多啲搵我喎，你識做啦」

依下令我諗返起當初仲同佢一齊嗰時，有次情到濃時，想曳曳。但因為我係一個天主教徒，我唔比佢
要，所以佢咁就嬲咗我。因為嗰陣我唔可以冇咗佢，所以我不停氹番佢。雖然佢最後係原諒咗我，但
嗰次之後比我發現佢成日偷食，我當下係同佢返面。但佢不停咁求我原諒佢，我一時心軟咁原諒咗佢
。但過咗冇耐，又比知道佢偷食，今次仲要3P,當我知道之後成個人就崩潰咗，仲消磨咗好耐。佢依
家仲好意思話

「識做啦」，

我真係嬲撚到仆街！當我再望下車頭風景諗住消下氣嗰陣，擋風玻璃反光令我睇到個男仔釣魚，過咗
陣仲訓埋添。機會嚟喇飛雲！不如一陣問下佢喺邊度落車，然後叫醒佢，可以借依個機會同佢有溝通
。我真係太聰明喇！

喺我諗好要點做嗰陣，我就拍一拍佢，跟住佢望一望我。我見佢想講嘢，但係我唔可以比佢有講嘢嘅
機會，於是我即刻問佢：

「你喺邊個站落車呀？」

佢即刻答我：

「港澳碼頭lol」

我嗰下個心情可以話係由天堂跌落地獄，我估錯咗呀！我以為佢會喺總站落，其實我咁樣諗真係好O
n9。但係我依家已經洗濕咗個頭，我依家唯有硬上啦！由於嗰陣心情受咗好大挫折，所以我帶啲失
落咁同佢講：

「咁好啦，不如架車出西隧嗰陣我叫醒你啦～」

佢同我微微點頭之後佢就繼續訓。依個時候我個心情居然有啲忐忑，依種忐忑嘅感覺只係喺我初戀嗰
陣有出現過。點解會咁㗎。當我仲忐忑緊嘅時候，架車已經出咗西隧，兼到咗港澳碼頭。我拿拿臨走
去拍佢，帶啲心急咁同佢講：

「架車到港澳碼頭喇，快啲起身啦！」

佢望咗一下出面，然後無視我咁緊張嘅語氣，同埋半開眼咁望住我講咗句：

「Sorry呀我啱啱唔清醒，其實我係喺總站落先啱呀。」

佢講完之後，我成個人變得開心。可以話係天堂地獄來回折返咁。由於我太開心，於是用帶啲激動嘅
語氣同佢講：



「我咁啱又係喺總站落。你繼續瞓啦，到總站嗰陣我會叫你起身㗎啦～」

之後佢繼續合埋眼，而我就不停喺度傻笑。我要冷靜，冷靜。但無論我點樣冷靜,就係控制唔住自己
喺度傻笑。笑下笑下就去到總站，我就拍一拍個男仔，佢擘大眼望住我嗰下我即刻捉住佢隻手，拉住
佢行落車。我唔可以有機會俾佢講嘢。

E11嗰個車坑好特別，嗰度有一條矮防撞欄。落車之後要跨過去先可以上行人路。雖然係咁，但係依
啲矮防撞欄其實唔難跨過去，所以我好靈活咁跨咗過去。但唔知個男仔咩事，佢一跨嗰陣就仆街，仲
要推低埋我，搞到我都仆埋。依家我地用緊一種男上女下嘅姿勢對望。依下就真係可以用超近距離咁
望住佢。我見到佢塊面冇暗瘡，而且充滿咗青春嘅氣息。加上佢本身個樣唔差，總括嚟講係我見過最
靚嘅男仔。嗰刻我真係唔想起身，而且個細路亦都冇想起身嘅意思，我又唔介意佢咁樣做，所以我地
就喺公眾地方用咁嘅體位互望咗好耐...



番外篇:家姐

自從我嗰個同我冇血緣關係嘅家姐搬咗入嚟住之後，我發現佢係屋企從來都唔戴Bra，而且有一次仲
俾我發現佢係唔着低褲㗎。我之前講過家姐有一個model嘅身材，佢咁樣唔戴Bra又唔着低褲搞到我
每次喺屋企，條巨龍都會扯到好勁。有一晚，家姐好夜都未返，我估佢可能放咗工之後同班friend去
蒲掛。我聽日唔洗返學，又唔想去坐車車，所以我就喺屋企做一晚毒撚。當我打到決賽圈，就嚟食雞
嗰陣！仆你個街，突然電話入。我嬲撚到即刻cut咗電話。但入返去隻game嗰陣已經死咗。屌你老
母，邊撚個突然打嚟呀？我即刻開個通話紀錄，先發現原來係家姐。佢唔係去咗蒲咩？於是我打返俾
佢。

「嘟～嘟～嘟～」

我：

「喂？」

家姐：

「阿豬（佢同我一齊住之後就鐘意咁叫我），我...飲醉酒呀，我...唔夠力...返...返去呀，你可唔...可以
嚟...嚟接我呀？」

我好心急咁問：

「咁你依家喺邊呀？我即刻過嚟接你！」

家姐話：

「我...我喺諾...諾士佛...佛臺呀！」

我跟住話：「家姐，你要小心呀」

講完之後我就cut咗線，然後狗沖去坐的士。當我去到嘅時候，我見到家姐好唔穩陣咁企咗喺個街口
度。佢今晚雖然都係着摟屌裙，但係着得比我第一次見佢嗰陣仲要靚。突然，家姐仆街了，我即刻沖
過去扶佢。家姐一開始fing開我隻手，話：

「你班仆街咪過嚟呀，想唔信一陣我條仔嚟到打柒你地呀！」

我呆咗，點解家姐會當我係佢男朋友㗎？不過依家咁嘅情況，我唔問咁多住。我同家姐講：

「家姐，唔好fing開我隻手啦，我係你細佬呀。」

家姐見到我個樣之後，就即刻攬住我咁喊：

「阿豬，你終於嚟喇，嗚嗚嗚嗚嗚......」



我好緊張咁問：

「究竟...發生咩事呀！？」

家姐就話：

「我啱啱飲得太醉，意識好模糊。然後有個人走嚟扶住我，我一開始以為係我啲fd嚟扶我，點知原來
係一個麻甩佬。佢㩒到我實一實，我點樣都推唔開佢。好彩我fing腳嗰陣踢中佢賓周，跟住我先走得
到咋嗚嗚嗚嗚嗚......」

跟住我話：

「冇事啦家姐，我地返屋企喇！」

跟住我就扶住家姐行。行行下，佢突然仆街，仲整親隻腳添。我即刻問：

「你有冇嘢事呀！？」

家姐話：

「我冇咩事呀。」

跟住佢一行就痛到大叫，話:

「好...好痛呀...」

我話：

「不如我抱你啦！」

跟住我公主抱咁樣抱起咗佢。而家姐就用手攬住我條頸，再用一種我未見過嘅笑容咁同我講：

「Thanks you,my honey豬。」

然後佢就攬住我訓。其實自從大喊同我失戀嗰次之後，雖然我地每晚都係一齊訓，但我就再冇攬過或
者抱過家姐。今次可以再次同家姐有身體接觸，有種說不出的感觸。我喺度諗：

如果眼前依個女人係其他人，而且都係對我做啲咁親密嘅動作，我諗我一早就扑咗佢。雖然依個係同
我冇血緣關係嘅家姐，但名義上我唔可以咁做，俾阿媽知知道咁點算？諗諗下就嚟咗㗎的士，然後我
將訓咗嘅家姐放入去，自己先再入去。搞掂之後，就同個司機講：

「去土瓜灣翔龍灣！」

到咗之後我就抱起家姐上屋企。放低家姐之後我就去沖涼。沖完涼我就聽到家姐喺度喊，於是我即刻
沖入去問房睇下咩事。一入到去家姐即刻攬住我，話：

「阿豬，你話以後都會陪住家姐㗎，做咩走咗去呀嗚嗚嗚嗚嗚......」



我話：

「我去咗沖涼咋，唔好喊喇。」

我講完之後我就錫咗我家姐。我地錫咗好耐，家姐就鬆口，問：

「阿豬，你愛我嗎？」

我話：

「愛。」

家姐：

「Cheng Shing Yat,我愛你！」

我：「劉凱婷，我愛你！」

我地互相講完之後，家姐就推低我，用一種女上男上嘅姿勢騎住我，同我講：

「阿豬，我想同我最愛嘅人做好耐，嗰個人就係你喇！」我話：「家姐，你唔好咁啦......」

家姐話：

「唔好叫我家姐，叫我Amy!」

我俾佢咁嘅霸氣一野收咗我皮。依家突然有個天使同魔鬼喺我左右兩邊。天使就講：

「嗰個係你家姐嚟㗎，你唔可以扑佢㗎！」

而魔鬼就話：

「佢都唔係你親生家姐。同埋如果你唔扑佢，佢之後就會怕尷尬而離開你㗎喇！」

老實講，我雖然突然多個家姐一齊住，初初係好唔慣。但後尾住咗一排，先發現家姐真係好好。嗰次
失戀，我喊咗超多日，每日家姐都會攬住我去安慰我，幾乎每次都喊到家姐件衫濕哂。而喺失戀之後
嗰個weekend,家姐就問我：

「你今日有冇約人呀？」

我好頹咁答佢：

「冇。」

之後佢拖住我隻手話：



「見你依個禮拜咁頹，我今日就做你一日女朋友啦～你知唔知道好多人都恨唔到㗎！」

我當時諗：

反正今日都冇約人，去下都冇壞嘅。

依家諗返嗰日我應承家姐去係一個冇錯嘅選擇。家姐帶咗我去坐摩天輪包箱，又帶我去咗海港城食雪
糕等等。依啲都係之前拍拖去嘅地方同做嘅動作。最正嘅一刻就係家姐食住雪糕同我打茄輪。嗰種感
覺可以話係前所未有，正到好似升天咁！返去目前依個處景，我唔想冇咗家姐，唔想再自己一個！所
以，我推低返家姐，同佢講：

「想要呀？求我呀～」

我一邊講一邊撩佢個小Amy。家姐一邊淫叫一邊話：

「我...我求你入...入嚟啦！」

我話：

「想要我入嚟呀，叫我老公先！」

我講完之後加快咗撩佢嘅速度。家姐就話：

「老...老公，快...快啲入嚟啦......呀～～～～」

我話：

「好啦，我入嚟喇！」

我就停低唔撩佢，拎起我嘅巨龍，準備入去。當我入到去，發現原來家姐個小Amy原來係咁緊㗎！
我慢慢咁將巨龍成條插入，而家姐由呻淫聲變咗做痛苦嘅叫聲。我下意識向下望，見到小Amy流咗
啲血絲出嚟。跟住家姐話：

「其實...我係第一次，老公，你不如細力啲先啦...」

我錫咗家姐塊面咁話：

「好呀老婆。」

跟住我就慢慢抽插。慢慢地家姐又再由痛苦嘅叫聲變返做呻淫聲。家姐話：

「老...老公，你...你真係好勁呀！呀！」

我就話：

「再勁啲都得呀！」



我再加快咗個速度，今次仲頂埋上子宮。再抽插咗一陣，家姐就話：

「老...老公，我...我要去啦，你射哂喺入面就得㗎喇！呀～」

我就話：

「我都就嚟射喇！」

我再抽插咗一分鐘左右，我話：

「老婆，我要射啦！」

跟住我就中出咗家姐喇。中出咗之後，家姐就話：

「老...老公，好...好熱...好...正！」

我射完之後就話：

「老婆，我愛你，你真係好正！」

家姐就話：

「老公，你都好正，我愛你！」

等到家姐講完之後我就主動咁咀咗家姐。我地又咀咗好耐，咀完之後，家姐就講：

「不如...我地一齊去沖涼呀！」

我微微點頭，跟住家姐就拉咗我入沖涼房。沖沖下涼我地又做一次。沖完之後我地又做咗一次。今次
家姐主動用女上男下嘅體位騎我。仲有一次係用狗仔式。前後中出咗家姐4次。我地翻雲覆雨之後攰
到衫都冇着就訓咗。第二日起身嗰陣，我望到家姐訓教個樣都好靚，於是我偷偷地咀咗佢塊面一下。
點知一咀就咀醒咗家姐。家姐就問我：

「做咩偷偷地咀我呀？」

我用一種好似啲細路做錯嘢嘅語氣咁答：

「因...因為家姐你太靚喇，所以我...就忍唔住咁咀咗你一下...」

家姐就扮嬲咁話：

「我依家嬲豬呀，你要氹返我呀～」

我就話：

「好呀！」



跟住我就用條巨龍喺個小Amy前面度磨。跟住再問：

「你依家仲嬲唔嬲呀？」

家姐淫叫住咁話：

「我...我仲嬲...嬲緊呀！呀～」

我話：

「係呀？睇嚟要出殺手鐧啦」

講完就直接插咗入去，理所當然地，我地又嚟咗一劑。自從嗰日之後，家姐除咗嚟M之外，我地每日
都會做。唔知點解喺家姐身上好似開發唔完咁，每次做都好有新鮮感。但最出奇嘅地方係我地大家過
咗好耐都冇俾大家一個實際嘅名份，仲感覺有啲似SP咁。嗰日之後，我愛上咗家姐。嗰陣我以為永
遠都只會愛家姐一個，點知一次偶然嘅機會下，喺E11上再次遇上妳，改變咗本來嘅平靜...



3.認識(Yat)

我地就咁喺巴士站到用咁嘅體位互望咗好耐。我嘅意識亦慢慢返嚟。我喺度諗：

就算個女仔唔介意，但係啲路人見到咁可能以為我會侵犯緊佢㗎喎。

跟住我同個女仔講：

「不如...我地起返身先啦...」

個女仔冇出聲，只係微微點頭。我起身之後伸隻手俾佢，諗住扶佢起身。一開始以為佢唔會接我隻手
，估唔到佢會笑住咁接我借手。起身之後佢用一種好似只屬於我嘅笑容同我講：

「唔該曬呀～」

依種笑容我只喺嗰位俾帽我戴嘅前度到見過。我再望一望佢嘅衣著，佢著嘅係普通嘅黑色晚裝裙再配
上黑絲襪。雖然俾人一種感覺係好姣，同會貪錢嘅臭雞。但我喺眼中睇嚟佢咁樣着只係想掩飾佢受過
傷，就好似我咁。望咗一陣，我就開口問佢：

「其實...妳叫咩名呀？」

佢笑咁話：

「我叫黃凱儀呀，英文名係Sindy～」

黃凱儀，一個帶點平凡嘅名配住一個唔平凡嘅主人。跟住佢問：

「咁你叫咩名呀？」

我微笑咁答：

「我叫Cheng Shing Yat,啲人多數叫我Yat～」

點知Sindy話：

「我想知中文名喎～」頂，從來都冇人問過我中文名㗎喎，加上我本身都唔鐘意同人講我個中文名，
所以我話：

「有機會我再同你講啦～」

跟住佢用一種好似細路女問嘢嘅動作咁哄個頭埋嚟問：「點解依家唔講得呀？」

我再哄個頭埋去佢個耳邊到，細細聲咁講：

「講得太多會俾人滅口㗎！」



跟住佢用手攬住我條頸，哄前去我塊面咁講：

「咦，好衰㗎你～」

我話：

「再衰啲都得呀～」

Sindy聽到我咁講之後就有啲失落，跟住佢就即刻轉話題咁話：

「你食咗飯未呀？如果未不如一齊去食啦～」

Sindy講嗰陣又回覆返佢嘅笑容。我諗我頭先咁講可能令佢諗返起一啲傷心嘢先至突然失落。但依家
唔係講依個問題住，當一個靚女咁熱情咁邀請你去食飯你唔係唔去呀？我望咗一下周圍，於是問Sin
dy:

「咁妳有冇話想去食啲咩咁呀？」

Sindy話：

「你話事啦，我食咩都得啊。最重要係睇下同邊個去食～」

我聽到之後個心係喺度暗爽中，我只係喺佢喊得最犀利嘅時候送上張紙巾俾佢咋喎。不過唔緊要啦，
最緊要佢依家開心就得喇。言歸正傳，我同返Sindy講：

「不如去返皇室堡嗰邊食呀～」

Sindy同我點頭示好，跟住撓住我隻手行。點解佢啲動作同我家姐咁似嘅？但嗰種感覺喺唔同㗎，依
家我有種想成為只屬於依個女人嘅男人嘅感覺。我地行咗大約10mins左右，我地就嚟到皇室堡。我
地再行咗一陣之後就決定食味千拉麵。銅鑼灣果然係銅鑼灣，每日都係咁多人。我地等左差唔多20
mins先至入到去。入到去之後我同Sindy就開始嗌嘢食，最後我嗌咗個全盛拉麵，而Sindy就嗌咗個
豚肉拉麵。等咗一陣我地啲嘢食就上到枱。我地食咗一陣之後，我就問Sindy:

「可摸耳俾妳嗰啲我試下？」

Sindy聽到之後笑咗一笑，話：

「好呀～」

然後佢夾起咗一啖面，同我講：

「呀～～～」

我下意識咁擘大個口。跟住Sindy就放咗啖麵入我個口度，放完之後佢就砸用佢個匙羹畢左一啖湯再
喂我飲咗一啖湯。搞掂之後佢笑住咁問：

「好唔好食呀？」



老實講就係普通嘅麵同湯。但係係由Sindy喂我，講真一個女仔肯咁樣喂你，幾難食嘅嘢都會變得好
好食。於是我笑住咁答佢:

「好食呀～」

跟住之後成餐飯佢不停露出一種幸福嘅笑容。到我差唔多食完嘅時候，Sindy就同我講：

「可摸耳俾你嗰啲我試下？」

佢嗰種神情有啲似細路女扁嘴咁樣。我見佢咁嘅樣所以就同佢講：

「可以呀～」

因為佢頭先喂咗我，所以我決定今次喂返佢。我夾起一啖麵，同佢講：

「呀～～～」

今次我唔係俾湯佢飲，而係俾我杯凍奶茶佢飲。搞掂之後我微笑住咁問：

「好唔好食呀？」

Sindy再用佢嘅甜美笑容同我講：

「梗係好食啦～」

跟住我哋就係咁互相微笑。坐我地隔離嘅嗰對情侶（女仔）露出咗一種羨慕我地咁sweet嘅眼光。其
實我係好享受依種拍拖先會做到嘅動作。食完依餐飯Sindy就問我：

「Yat,你一陣會去邊呀？」

我就搭佢：

「中環碼頭lol~我諗住去嗰度吹下風，我最近都冇點去過中環碼頭喇！」

Sindy有啲激動咁講：

「不如一齊呀，咁啱我都好耐冇去過中環碼頭喇！」

我心諗：

經過頭先餐飯佢都冇咩異常嘢，一齊去都冇壞嘅。

於是我微笑咁答佢：

「Ok呀～」



Sindy跟住問：

「你諗住坐電車去定坐地鐵去呀？」

我話：「嚟港島梗係要坐電車㗎啦～」

Sindy之後話：

「咁好啦，就坐電車去啦！～」

講完就撓住我隻手一齊行去電車站坐電車...



3.認識(Sindy)

我地就咁喺巴士站到用咁嘅體位互望咗好耐。我嘅意識亦慢慢返嚟。我喺度諗：

就算我唔介意姐，但係啲路人見到咁會以為侵犯緊我㗎喎。

正當我想嗰陣就比佢搶咗嚟講：

「不如...我地起返身先啦...」

我冇出聲，只係微微點頭。佢起身之後伸隻手俾我，諗住扶我起身。我笑住咁接佢隻手。起身之後我
用一種曾經只屬於嗰個渣男嘅笑容同Yat講：

「唔該曬呀～」

講完之後我再望一望佢嘅衣著，佢依舊係綠色衫配黑色牛仔褲。雖然俾人一種感覺只係一個平時隨街
可見嘅人，但我喺眼中睇，佢着依套衫彷彿好似經歷過好多事咁，亦曾經受過傷，就好似我咁。望咗
一陣，佢就主動開口問我：

「其實...妳叫咩名呀？」

我聽到之後好自然咁笑住話：

「我叫黃凱儀呀，英文名係Sindy～」

。跟住到我問：

「咁你叫咩名呀？」

佢微笑咁答：

「我叫Cheng Shing Yat,啲人多數叫我Yat～」

我諗：

我問過咁多人得佢只會講英文全名。

於是我好好奇咁問：

「我想知中文全名喎～」

跟住Yat話：

「有機會我再同你講啦～」

聽到之後，跟住佢我用一種好似細路女問嘢嘅動作咁哄個頭埋去問：



「點解唔講呀？」

而Yat就哄個頭埋去我個耳邊到，細細聲咁講：

「講得多會俾人滅口㗎！」

跟住我用手攬住佢條頸，哄前去佢塊面咁講：

「咦，好衰㗎你～」

我話：

「再衰啲都得呀～」

我聽到佢咁講之後就有啲失落，想當初嗰個渣男又係咁樣同我講。突然，我覺得有啲肚餓。而且為咗
令Yat唔好知道我諗起啲傷心事，跟住得就即刻轉話題咁話：

「你食咗飯未呀？如果未不如一齊去食啦～」

我講嗰陣又回復返我嘅笑容，費時佢發現我諗返啲傷心嘢。我見Yat望咗一下周圍，跟住就問我:

「咁妳有冇話想去食啲咩咁呀？」

我話：

「你話事啦，我食咩都得啊。最重要係睇下同邊個去食～」

唔知點解依家我只想屬於眼前嘅依個人，哪怕佢細過。Yat同返我講：

「不如去返皇室堡嗰邊食呀～」

我同佢點頭示好，跟住我就撓住佢隻手行，我好想成為屬於佢嘅女人嘅意欲越嚟越強。我撓住佢隻手
行咗大約10mins左右，我地就嚟到皇室堡。我地行咗一陣之後就決定食味千拉麵。銅鑼灣果然係銅
鑼灣，每日都係咁多人。我地等左差唔多20mins先至入到去。入到去之後我同Yat就開始嗌嘢食，最
後我嗌咗個豚肉拉麵，而Yat就嗌咗個全盛拉麵。等咗一陣，我地啲嘢食就上到枱。我地食咗一陣之
後，Yat就突然問我:

「可摸耳俾妳嗰啲我試下？」

我聽到之後笑咗一笑，話：

「好呀～」

然後我夾起咗一啖面，同佢講：

「呀～～～」



佢擘大個口。跟住我就放咗啖麵入Yat個口度，放完之後我就再用我個匙羹畢左一啖湯再喂咗Yat飲
咗一啖湯。搞掂之後我笑住咁問：

「好唔好食呀？」

跟住Yat笑住咁答我:

「好食呀～」

佢嗰種眼神同表情搞到好似就嚟溶咗我咁，跟住之後我成餐飯不停露出一種幸福嘅笑容。當Yat差唔
多食完嘅時候，我就同就Yat講：

「可摸耳俾你嗰啲我試下？」

我擺出咗一種有啲似細路女扁嘴嘅神情，跟住佢同我講話：

「可以呀～」

之後佢夾起一啖麵，同我講：

「呀～～～」

今次佢唔係俾湯我飲，而係俾咗佢杯凍奶茶我飲。搞掂之後佢微笑住咁問我：

「好唔好食呀？」

我再用佢嘅甜美笑容同佢講：

「梗係好食啦～」

跟住我哋就係咁互相微笑。坐我地隔離嘅嗰對情侶（男仔）露出咗一種羨慕我地咁sweet嘅眼光。其
實我享受依種拍拖先會做到嘅動作。我見同Yat嘅進展咁順利，所以食完依餐飯我就問佢：

「Yat,你一陣會去邊呀？」

佢就搭我：

「中環碼頭lol~我諗住去嗰度吹下風，我最近都冇點去過中環碼頭喇！」

我聽到之後其實好興奮，所以有啲激動咁講：

「不如一齊呀，咁啱我都好耐冇去過中環碼頭喇！」

跟住Yat微笑咁答我：

「Ok呀～」



我跟住問佢：

「你諗住坐電車去定坐地鐵去呀？」

佢話：

「嚟港島梗係要坐電車㗎啦～」

我之後話：

「咁好啦，就坐電車去啦！～」

講完之後我繼續撓住Yat隻手一齊行去電車站坐電車...



番外篇:初戀

想信大家都永遠唔會忘記初戀掛。今次我就講下我初戀嗰陣發生嘅事。嗰陣我啱啱升上中4，喺開日
嘅時候，一位被公認為全校第一嘅女神—李卓欣，Sarah俾老師調咗佢去我隔離到坐。佢嘅身高大約
係165左右，個波有36E。以一個學生妹嚟講簡直係發育過度得好過份！佢係好nice嘅嗰種人。有次
我病咗，冇返到學，我病好咗之後返到學校咩都唔識，跟住Sarah嗰個星期都會喺小息、Lunch同放
學拉我去温翻我miss咗嘅課程。仲有一次係我上完PE堂，咁啱我樽水飲哂，Sarah見到之後就同我講
：

「Yat,你樽水係咪飲哂呀？我見你頭先9分鐘跑咗35個圈，肯定好口渴㗎喇，你唔介意嘅話不如飲住
我嗰樽先啦～」

我嗰陣已經口渴到極點，跟住我咩都冇講就冇離口咁飲哂佢樽水。我飲完之後望到佢嘅表情唔係驚訝
，而係好甜咁對我笑住講：

「你依家仲口唔口渴呀？」

我話：

「唔口渴喇，唔該曬你呀！」

嗰次可以話係之後我地係埋一齊嘅契機。點解咁講呢？因為Sarah喺嗰次之後就成日借啲耳同我有身
體接觸。後尾仲癲，直接請埋我食波餅。所以成班兄弟都係度葡萄我，話：

「你就好啦，有女神請你食波餅，我地淨係可以食自己咋！」

其實我都唔知講咩好，可能佢鐘意我先咁掛？但講真一個全校公認女神又點會鐘意我依個撚樣呢？講
到我地最後喺埋一齊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地11月要去一個挑戰營，入面每人都要玩一次防空洞。一
開始我知道有依個活動嗰陣我即刻去咗報名。而我嗰班兄弟就淆晒底，唔報名。當Sarah知道咗我去
報名嘅時候，佢亦都係咁話要報名參加。我同Sarah講：

「你會唔夠膽玩防空洞㗎喎，入面乜都睇唔到㗎！」

點解我咁清楚？因為我中1玩過。但Sarah竟然話：「唔怕啦，有你陪住我㗎嘛(^^)」之後我都阻止
唔到Sarah去報名。到咗去嗰日，Sarah帶住一種我未見過嘅答咁去camp。去到一開始做嘅嘢係玩平
衡木。玩完之後就要你用帶嚟嘅煮食用具嚟煮嘢。今次Sarah係負責煎嘢，而我就負責煲湯。Sarah



佢煮嘢好勁，可以將啲嘢煎得好靚，而且食落去個味係唔差㗎。一開始我仲以為佢係唔識煮嘢食嘅添
！食完飯就嚟到我地今次個camp嘅重頭戲—入防空洞探險。個規則就係只可以一個人自己入去，唔
可以R人一齊入。由於我係最高嗰個，所以俾人編咗最尾先玩。而Sarah就係排中間，到佢玩嘅時候
，但就喊晒口咁話好驚，唔想玩。但個Leader嘅要求就係每個人都要玩一次，所以破例俾佢最後先
玩。而我就同Leader講：

「反正我最後先玩，不如等我陪佢一齊呀。」

Leader應承咗。到我玩嘅時候，我就攬住Sarah講：

「妳唔好喊啦，其實唔恐怖㗎，我之前玩過。如果你都仲驚嘅話不如你行先呀！」

Sarah微微點頭示好。跟住我地就一齊入去。夜晚入防空洞係乜都睇唔到，Sarah就一邊捉住我隻手
，一邊行。當行到有水嘅地方嗰陣，Sarah係到大叫。我即刻安慰佢，話：

「水嚟㗎咋，妳唔洗驚，有我喺度陪住你㗎嘛！」

之後Sarah一路喊一路行。行咗大約2分鐘，我終於見到有光喇，原來我地已經行完。一出到去Sarah
即刻攬住我喊：

「好彩有你咋Yat,如果唔係都唔知點算呀嗚嗚嗚嗚嗚......」

佢喊咗一陣，就望住我話：

「Yat,其實我鍾意咗你好耐喇！」

之後就突然咀埋嚟。原來女仔踢嘅嘴唇就好似食緊軟雪糕咁。其實一開始我係唔鐘意Sarah,但佢坐喺
我隔離，慢慢咁日久生情。所以其實我依家都有啲鍾意佢。Sarah咀完我之後就問：

「Yat,你愛我嗎？」

我答：

「愛！」



Sarah:

「Yat, 你係我男朋友！」

我:

「Sarah,你係我女朋友！」

講完之後我地就係度打咗好耐茄輪。嗰日之後，我地就一齊咗。每逢weekend都會約佢去街睇戲或
者上佢屋企玩。而喺學校就會大家互相飲大家啲水同互相喂大家食飯。某一個weekend,我如常上咗
去佢屋企玩，咁啱佢屋企冇人。依我同佢打打下PS4嗰陣，佢突然推低我。用一種獵鷹俯視獵物嘅姿
態望住我。我可以講，除咗佢之外我冇再喺床上見過啲咁雄偉嘅姿態。但係Sarah又用返一種溫柔嘅
聲同我講：

「BB,我想要呀！你可唔可以俾我？」

我即刻問：

「點解妳無啦啦想要呀？」

Sarah話：

「因為我想俾我最鐘意嘅人！」

我嗰下即刻推低返佢，問：

「妳真係想要？」

Sarah話：

「我絕對唔會後悔！」



佢講完之後我就咀佢。咀咗一陣，我再望下小Sarah，發現濕得好緊要，佢應該係嗰啲多水嘅體質。
我拎我嘅巨龍，話：

「BB,我要入嚟啦！」

跟住我就插咗入去。而Sarah發出一啲痛苦嘅叫聲，仲流咗啲血絲出嚟。我即刻問：

「BB,係咪好痛呀？不如我掹返出嚟先啦！」

Sarah話：

「唔洗啦，我忍耐得住痛！你繼續啦BB！」

於是我唔理佢痛唔痛，大力咁插佢。慢慢Sarah由痛苦嘅叫聲變做呻吟聲。Sarah話：

「老...老公，好正，好...好舒服！我愛你！呀～～～～～」

我話：

「老婆，妳都好正！我愛妳！」

我再抽插咗2分鐘左右，我同Sarah講：

「我要射喇！」

Sarah話：

「你...你射...射喺入面啦！呀～～～～～」

跟住我就中出咗Sarah。Sarah就話：



「老公，我愛你！」

我話：

「老婆，我都愛妳！」

講完之後我地又嚟咗一劑。自從嗰日開始，我地一得閒就會執。仲開始嘗試唔同嘅體位，同開發佢其
他嘅部份。我地就係咁過咗幾個月嚟到5月尾，有一日放學，我走咗去新翼諗住搵fd,點知俾我發現咗
驚人嘅一幕，就係有3個中五嘅男仔喺度屌Sarah。一個屌佢個口，一個屌佢個閪，一個屌佢個屎忽
。我嗰下差啲喊咗出嚟，但我即刻㩒住個口。我睇咗一陣，嗰3個中五就屌完Sarah,佢地3個一起身
我就睇到Sarah個閪同屎忽不停流啲精出嚟，而佢口嗰啲精就吞晒。跟住我聽到屌Sarah個閪嘅人講
：

「我聽我個兄弟話你好多水，原來係真㗎喎！」

講完之後每人俾咗$200Sarah,話：

「下次我地有需要再搵你！」

原本Sarah佢已經唔係第一次俾其他人屌！佢已經控制唔住咁喊住跑去學校門口。我由4:30喊到6:00
。我咁夜都未返屋企，家姐就打俾我。我喊住咁聽佢電話。我：

「嗚嗚嗚嗚嗚......」

家姐：

「阿豬，你發生咩事呀，你做咩喺度喊呀？」

我：

「家...家姐，Sarah佢...佢背住我去做援援...交呀嗚嗚嗚嗚嗚.......」

家姐：



「你係咪仲係學校呀？你唔好搭車喇，我開車嚟接你返屋企啦！」

我：

「好...好呀嗚嗚嗚嗚嗚......」

家姐：

「你要等我呀！」

之後家姐就cut咗線。我繼續喊，喊到6:30，我見到Sarah喺新翼到行出嚟，佢見到我喊就走嚟問：

「BB,你咩事呀？」

我話：

「點解妳要去做雞呀？」

Sarah好細聲咁講：

「因為...我冇錢用...」

我即刻反問佢：

「冇錢用妳就要做雞㗎喇咩？」

依個時候家姐就嚟到，問：

「阿豬，你點呀？你喊到隻眼腫晒喇！」

跟住家姐就同Sarah講：



「你隻臭雞咪再搞我細佬啦！」

家姐講完之後就扶起我行去架車度。我一返到屋企又忍唔住咁喊咗出嚟。我同家姐講：

「點解Sarah要咁對我，我又冇做錯啲咩嗚嗚嗚嗚嗚......」

跟住家姐就嚟攬住同我講：

「阿豬，根本就唔係你嘅錯！」

嗰晚我攬住家姐喊足成晚，喊到家姐件衫濕到好似俾雨淋咁。之後家姐幫我同佢自己請假，佢請假係
為咗陪住我。如果嗰陣唔係家姐陪我，我可能去咗自殺。跟住嗰個weekend,家姐就問我：

「你有冇約人呀？」

我好頹咁答佢：

「冇。」

之後佢拖住我隻手話：

「見你依個禮拜咁傷心，我今日就做你一日女朋友啦～你知唔知道好多人都恨唔到㗎！」

我諗：

反正今日都冇約人，去下都冇壞嘅。嗰日家姐帶咗我去坐摩天輪，又帶我去咗海港城食雪糕等等。依
啲都係之前拍拖去嘅地方同做嘅動作。最正嘅一刻就係家姐食住雪糕同我打茄輪。嗰種感覺可以話係
前所未有，正到好似升天咁！而就係依一日，令我喺傷心中走出嚟。去到我返學嗰日，坐我隔離嘅S
arah佢冇返。喺嗰日嘅中午收到突發新聞，

「有一名女學生從高處墮下失亡。經身份確定之後死者名字為李卓欣......」



我睇完之後唔知點解會有啲傷心，雖然佢曾經傷害過我。佢嘅葬禮我都有出席同俾枝花佢，當係我最
後一次見佢。過咗一排，我自己走咗去中環碼頭度吹風嗰陣，見到有個女仔喺度喊，彷彿看到當初嘅
自己。於是我就遞張紙巾俾佢，同佢講：

「妳值得更好，唔好再為咗啲渣男而喊喇！」

講完之後我就走咗。點知一次偶然嘅機會下，喺E11上遇上了你，改變咗本來嘅平靜......



Sorry

小弟最近要準備考試，暫時停更。去到15號會復更，Sorry呀



4.我不會離開妳(Yat)

我同Sindy行咗去怡和街度坐電車。行嘅時候發現有好多妒忌嘅目光，我個心其實係度暗爽緊。可惜
Sindy唔係我條女。去到電車站，Sindy主動打開話題，

問：「係呢Yat，其實你係住邊㗎？」

我答：「土瓜灣。」

佢諗咗一陣，之後哄埋嚟

問：「你住嗰個位近唔近碼頭㗎？」

我答：「就住喺碼頭上面嘅私人樓。」

跟住Sindy笑住咁話：「係咩？我住嗰度有直車去你嗰度wor~」

Nani！唔通佢住上環？

跟住我問：「妳...住上環？」

之後佢哄到去我個咀邊，大概得返1cm嘅距離甜笑咁講

：「你真係勁，咁到俾你估到～」

喂Sindy你下下都哄咁近我就嚟忍唔住想咀落去㗎啦。Sindy講完之後咁啱嚟咗㗎電車，Sindy就放開
手唔攬我，變做拖我，拖住我上電車。唔知點解今日好少人坐電車。明明逢親星期五就好多人坐。我
地上咗電車上層，搵咗個雙人位坐底。坐底之後我地繼續傾計，主要都係問下大家嘅年紀、職業同興
趣嗰啲。同完Sindy傾過之後，先知原來佢喺係中環嘅某大型公司返工，仲自己搬咗出嚟住添。但係
問到點解要自己搬出嚟住嗰陣，佢又唔講點解。我地傾到去修頓球場嗰陣，Sindy佢挨咗落我個膊頭
度，

話：「唔知點解同你一齊好舒服，好有安全感。」

我由得佢挨住我，等佢抒下情。過咗陣就到咗中環，我叫咗一叫Sindy，

同佢講：「我地已經到咗中環，要落車喇。」

我地落車之後就向中環碼頭行去。今次Sindy冇再撓住我行，亦冇出聲，我地係各行各嘅。去到IFC
嗰陣，Sindy開始越行越快，跟住仲跑埋添。我唯有追住佢啦。一追就追到去10號碼頭。去到之後，
Sindy停底咗，我衝上前去睇下佢。發現佢喺度喊緊，我即刻攬住佢，跟住Sindy喊住咁講

：「你唔好離開我啦，依家得你先可以俾到安全感我咋嗚嗚嗚嗚嗚......」



我話

：「好，我依世都唔會離開妳！」講完我就咀咗Sindy......



5.掙扎1

我地咀咗好耐，咀到時候好似停止咗咁。唔知過咗幾耐，Sindy鬆咗口。佢個咀鬆嘅時候仲拉出咗一
條長長嘅口水絲，跟住佢話

：「Sorry呀，我唔應該咀你㗎，我...我...我...」

佢未講完就用保特跑步嘅速度跑走咗，我成個人呆咗喺度。當我回過神嚟嘅時候，我連佢嘅車尾燈都
見唔到。心諗：

碌柒了，我冇留低佢嘅contact，以後點搵佢...

我當下嘅心情由天堂跌落地獄，唉。只差一點點，先可以再...停停停，依家唔係只差一點點嘅時候，
我望下個錶，115尾車就嚟要開，再唔去坐就翻唔到屋企喇，於是我跑咗去港澳碼頭，最後好彩趕到
。我上到車坐低，望咗一下隔離個位，再回想翻頭先所發生嘅一切，真係唔係夢？我打咗自己一巴，
痛，係真嘅。突然成個人因為Sindy嘅出現、佢所做嘅野、同埋佢嘅消失而失落...喺我翻去嘅呢一段
路中，好似過咗一個世紀咁耐。過咗唔知幾耐，終於到總站了。我行咗落車，頹下頹下咁行上去。我
行到上去㩒鐘嘅時候，家姐嚟咗開門俾我。我強行地谷咗一個笑容笑住咁同家姐講

：「我翻嚟喇...」

家姐第一句就問我

：「阿豬，係咪唔開心呀？」

果然呢啲野都係呃唔到女人，我冇理到家姐所講嘅野，我就咁就行咗入沖涼房去沖涼。我沖沖下涼先
發現我冇拎睡杉，所以我沖完嘅時候我就開門行出去攞杉。點知一開門就見到家姐，佢甜笑住咁講

：「阿豬，做乜咁大頭蝦冇拎杉呀？」

我大叫咗一下，因為我依家係全身赤裸緊。我好快咁搶咗睡杉跟住關門。但我冷靜咁諗一諗

：唔係喎，我同家姐都互相睇過大家嘅裸體㗎，我點解會怕羞呢？

雖然咁諗，但我個心梗係覺得銀住銀住咁。我着好杉之後我就衝咗入房鎖實門。我瞓喺張床，終於知
道點解會覺得銀住銀住，因為我同Sindy打咗茄輪，最重點係我好似沉咗船，沉咗喺一個只見過一次
嘅女人入面，所以有種對唔住家姐嘅感覺。但冇理由要同家姐坦白㗎，坦白咗唔好話扑野，分分鐘呢
個親人都冇埋...諗下諗下我就瞓着咗。

第二日起身，心情依然係沉重。我一打開門，我就見到家姐企咗喺度。佢拉咗我去咗鋪床度，跟住話

：「阿豬，你做咩要避開我呀？我係咪錯咗野？」

我冇望住佢，因為我有種好對唔住家姐嘅感覺。我推開咗佢，跟住就去咗刷牙洗面食早餐。食完之後
我就急急腳咁出咗門。咁早就出嚟，都唔知有邊度好去...我眼光被啱啱經過嘅115所吸引，上環？就
去上環啦，於是我就上咗架115去上環。





掙扎2

我去到上環，落咗車。果然日頭嘅上環都係吸引人。我行咗去側邊嘅海邊，我好似見到一個熟悉嘅身
影，黑色晚裝裙再配上黑絲襪。嗰個咪Sindy？我大叫咗佢一聲。佢望咗過嚟，跟住我行埋去。佢今
次冇走開，佢用繼續用翻佢獨有嘅笑容同我講野

：「Hi Yat，尋晚瞓得好嘛？」

佢用呢種笑容講野先係最致命，因為佢依家個樣就好似當尋晚乜事都冇發生過咁。我好想回應佢，但
我唔知點解突然乜都講唔到。於是Sindy就話

：「係咪因為尋晚嘅事而難過呀？」

我輕輕點頭，跟住佢講

：「我唔知點解尋晚會當咗你係我嘅Ex，係我最愛，亦係傷得我最深嘅人，所以我先咀咗你。但係
我咀完你先發現，嗰種感覺同佢係完全唔同，你係第一個令我喺打茄輪已經feel到會俾到安全感我嘅
人。」

佢好平靜咁講，但我已經輕輕咁喊緊。我攬住佢，講

：「你唔好離開我呀...」

佢尋晚所講嘅野變咗我今日所講嘅野。Sindy話

：「好喇唔好喊喇，等我呵返先啦～」

最後大家一齊咗，雖然未搞野，但佢已經成為咗我真正意義上嘅女朋友。佢仲話可以叫我搬去佢到住
添，但我突然諗起一個人—家姐



掙扎3

點算呢，如果家姐知道咗我有新女朋友佢一定會好傷心...呢個時間，Sindy拎起咗我部電話，打開IG
，喺簡介嗰度tag咗佢之餘，仲要用我部電話強行同佢自拍咗一張然後po上story。今次大鑊鳥，今
晚翻去家姐一定會知道我識咗個新女朋友，以後點面對佢好呢。我「唉」咗一聲，跟住打開咗我包雙
黑，諗住食枝。Sindy搶咗我包煙，跟住話

：「食煙唔預我？我嬲嬲呀，哼～」

我哄埋去，同佢講

：「煙有咩好食姐，食我仲好啦」

Sindy話

：「唔好咁快搞野啦，成日都諗住搞野」

跟住佢拎咗兩枝雙黑，一枝俾咗我，俾咗我之後就拎咗個火機出嚟俾我，話

：「BB幫我點火吖！」

我用佢個火機點咗我枝煙，跟住再好似「春嬌與志明」套戲咁，用我枝煙幫佢點翻火轉頭。喺呢次食
煙入面，我地冇所不談，我亦都喺入面了解咗佢好多野，例如佢嘅興趣，原來佢係鐘意Sailor
Moon，果然每個女仔都係有一個「粉紅色嘅心」同「粉紅色嘅世界」。除咗呢樣，我亦了解多咗佢
嘅身世，原本佢屋企都小富貴，假假地都有翻幾層樓揸手。Sindy仲話可以養翻我轉頭添，呢樣真係
唔好啦，我想努力呀。但當傾到大家嘅情史嗰陣，Sindy係避而不談，睇嚟佢個Ex真係傷得佢好深。
食完煙，我提議去食餐飯。但Sindy話

：「我咪你嘅早午晚餐lol」

我未回過神嚟已經俾佢拉走咗。行過咗個天橋，我俾佢帶咗去對面嘅嘉安大廈，即係Sindy嘅屋企。



6.結合

Sindy嘅屋企同我住嗰度(翔龍灣)差唔大，但明顯地豪華好多，同埋間屋係粉紅色嘅，果然每個女仔
嘅世界都係粉紅色。我未入到去門口Sindy已經哄咗埋嚟想同我打茄輪，但我㩒住咗佢。入咗屋之後
，Sindy去咗廚房拎咗一個甜筒出嚟。佢撕開咗個包裝，跟住食咗一啖。食咗一啖之後就哄埋嚟咀我
，我個口下意識迎接咗佢。呢種感覺好似有啲似層相識咁嘅，係食住雪糕打茄輪呀！我嘅獸性被激發
，我推低咗Sindy，正想有下一步嘅行動嘅時候，突然電話響起，起來係家姐打嚟。我冇理到佢，我
將目光望向翻Sindy。Sindy呢刻嘅眼神、姿勢就好似一份高級嘅食物等緊俾我享用。我好溫柔咁，
先除咗Sindy嘅黑絲襪，一除已經見到佢個小Sindy。我率先品嘗咗一下，好滋味。我條脷咁品嘗完
之後，係時候到我嘅巨龍去品嘗了。我拎咗我嘅巨龍出嚟，準備入嘅時候我停咗一停，係喎，冇套添
，平時同家姐做嗰陣都唔洗用套...家姐？Sindy見到我停咗一停，所以佢用手直接將我嘅巨龍插咗入
去佢個小Sindy。我嘅獸性又被激發，將家姐嘅野拋諸腦後。Sindy雖然唔係處，但佢嘅小Sindy好緊
，同一個處女嘅緊致度有得揮。我用盡全力咁去抽插佢，Sindy不停喺度話

：「老...老公，好...好正呀...我...我...我要高...高潮喇！」

咁快就高潮？我加快咗抽插嘅速度。果然喺一陣之後，佢個陰有啲收縮嘅感覺，即係Sindy高潮咗。
但Sindy冇要我停低嘅意思，再加上我仲未射，於是我繼續插Sindy。我一路插一路望住Sindy，佢真
係好有仙氣，即使佢依家個樣有啲淫蕩，但依然保持住仙女應有嘅野。我再次加快力度。冇幾耐之後
，我再feel到有啲收縮嘅感覺。我同Sindy講

：「不如轉個姿勢？」

Sindy問

：「你想轉咩姿勢呢？」

我拉咗佢起身，叫佢上半身趴喺張枱度，然後我就後入咗佢。我都係第一次玩後入，之前同邊條女扑
野都係玩男上女下/女上男下，包括家姐，估唔到第一次後入就獻咗俾Sindy。Sindy雖然覺得我咁做
係唔意外，但佢好似特別享受呢種姿勢，佢嘅淫叫聲俾之前喊得仲大聲。對我嚟講，呢個姿勢令我嘅
巨龍可以俾小Sindy夾得更緊，令我更舒服。用呢個姿勢插咗幾下我就開始feel到要射了，我同Sindy
講

：「老...老婆，我要射...射喇」

我再再加快速度，Sindy想講野但我插到佢講唔到，我淨係聽到小小

：「射...射...喺...喺...入...入面...」

最後我地兩個同時高潮。我將滾燙嘅精液射晒入去，Sindy喺我射完之後成個人軟晒兼跌咗落地，我
拿拿臨抱起佢，睇下佢有冇跌親。Sindy深情咁望住我，跟住就咀咗埋嚟。咀完之後Sindy起身行咗
去枱面拎咗我包煙，佢掉咗
一枝俾我，而佢自己就自己用火機幫自己點咗煙。我行去拎翻個火機點煙同拎起部電話睇一睇。Nan
i，30個未接來電？我睇真啲，全部都係家姐嘅未接來電。碌柒了，家姐應該係知道咗我有新女朋友
，大獲鳥...



7.第二次晚餐

我懷住忐忑不安嘅心情打俾家姐...家姐聽咗。家姐話

：「阿豬，做乜打咁多個電話都唔聽呀？」

我話

：「冇，我冇聽到咋嘛」

家姐話

：「咁好啦，一陣就好翻嚟喇，唔好咁夜喇」

我話好，跟住就收咗線。好彩佢冇發現姐，但始終都係覺得唔多對路。Sindy食完枝煙之後就嚟攬住
我。雖然佢仲係着緊條晚裝裙，但係我感受到佢胸前嗰兩舊肉好大。我擰轉頭揸咗佢兩下，呢個手感
...有D。真係好正，我忍唔住揸多幾下。呢個時候Sindy突然推低我，跟住除咗件杉，然後騎喺我上
面，話

：「鹹濕仔，想揸我波？問過我未！」

講完就用佢兩個波對住我塊面係咁fing，呢種質感真係好軟熟。Fing咗一陣我再推低翻佢，然後奶佢
嘅乳頭。冇幾耐Sindy又推低翻我。重覆咗幾次之後我地又做咗一次，今次係全裸咁做。做完之後我
地又深情擁吻咗好耐，咀咀下Sindy話

：「我地聽日去玩吖，你今晚順便喺度瞓埋啦。」

我話

：「都得嘅，但我冇睡杉喎」

Sindy話

：「落街買咪得lol豬」

又係喎，我點解會諗唔到㗎呢。於是我地兩個着翻杉，一齊落街去買杉。Sindy主動咁話要幫我揀杉
，我想自己揀但佢唔俾，所以我由佢freestyle咁去揀。揀完杉望咗一望個錶，原來已經6點，屌咗成
日閪...呀唔係，係結合咗成日都冇野落過肚。我同Sindy講

：「好肚餓呀，買啲野翻去食啦」

Sindy話

：「唔好食外賣啦，最多我煮喇」

我微微點頭，然後Sindy就去買咗牛扒。買完野上翻去Sindy屋企，我去咗沖涼，Sindy去咗煮野。我



做咗咁耐其實就小攰，但Sindy竟然可以繼續煮野，真係勁。我沖咗個涼出嚟，Sindy已經煮好晒啲
野兼擺埋紅酒同蠟燭，估唔到我地第二次一齊食飯就係食燭光晚餐。佢將兩份扒捧咗出嚟，話

：「BB，有得食喇」

我「嘩」咗一聲，太豪華了，成個餐嘅擺盤完全同出去食冇分別。我準備想切嚟食嘅時候，Sindy用
手捉咗我一下，話

：「我喂你食吖！」

跟住Sindy喺佢嗰份嗰度切咗一舊嚟喂我

：「呀～」

食落去，塊野份口即溶。呢個唔係重點，重點係我個心都伴隨住呢一下溶咗。Sindy問

：「好食嘛BB」

我話

：「唔肯定喎，你都試下」

我喺我嗰份切咗一舊，我放咗入Sindy個口。放咗入去之後我哄埋去咬住舊野嘅邊緣，再咀埋去，個
口同時有野食嘅味同Sindy嘅口水味。我地兩個用呢個方法品嘗咗一陣，我鬆咗口，問Sindy

：「好食嘛？」

Sindy小小面紅咁講

：「好食呀，以後都用呢種方法喂我食啦」

聽佢講完之後，我個心暗爽緊。到飲紅酒嘅時候，我重施故技，Sindy亦都好享受。食完飯之後，我
去咗洗碗。呢個時候我諗起家姐，因為我聽日同Sindy去玩，所以我就打電話俾家姐。我話

：「喂家姐？我今晚唔翻嚟瞓呀，我去咗朋友屋企諗住玩天光呀」

家姐帶點失落的語氣說

：「好啦，記住要小心啲呀」

家姐講完就收咗線，我就繼續洗碗。呢個時候Sindy同我講

：「BB，我諗好喇，我地聽日去長洲玩啦」

我話

：「去邊度都冇所謂呀，最緊要係同你去」



Sindy甜笑了一下並咀了我一下，咀完之後佢就去咀沖涼。我洗完碗之後就爬咗上床，我本身諗住瞓
喺度等Sindy，點知等等下就瞓着咗。



8.長洲之旅1

我同Sindy拖住手，行緊海邊。係呢個咁sweet嘅時候，突然一個巨浪冚過嚟，將Sindy沖走咗。我大
叫：「Sindy！！！！唔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嚇醒咗。我打開眼，見到Sindy。我即刻攬住佢。我話

：「BB，我發夢見到你俾巨浪沖走咗呀…」

Sindy話

：「傻豬嚟嘅，喺你未死之前我都唔會死㗎」

跟住佢咀咗我一下

咀完之後就推開我，話

：「係喎你隻豬，你尋晚等等下我瞓着咗，冇去沖涼喎！」

我話

：「係啵，我即刻去沖個涼先！」

講完我就走咗去沖涼。沖涼嗰度我喺度諗一陣入去長洲應該要玩啲咩好。

我沖完涼出去，我當堂「嘩」咗一聲。Sindy喺我沖涼呢十分鐘內執好晒一陣去玩要用到嘅野，例如
防晒、黑超、泳衣。咪住，泳衣？唔同Sindy想落水？我冇即時問佢，我估九成九都會係咁。Sindy
話

：「BB，仲唔去換杉？時間已經唔早喇～」

我即刻趕去換杉，雖然上環過去中環碼頭好近，但都係早啲會好啲。我換完杉就同Sindy落咗去港澳
碼頭坐2號，因為2號可以直接喺碼頭落車。如果坐電車/5B/10/962/969…之類嗰啲都會行好遠。好
彩落到去都趕到班2號，走咗嘅話又要有排等。上咗2號幾分鐘已經到咗碼頭。落咗車之後Sindy就一
直橋住我隻手行。喺行嘅途中我發現有好多人係咁望住我地，唔講仲以為自己變咗明星。我地入咗閘
之後就搵咗個位坐低，坐低之後Sindy就打開IG，搵咗啲沙灘照。佢隊俾我睇，問

：「啲女咁樣影好唔好睇？」

係好睇嘅，但我好驚講錯一句就變咗得罪佢。我就婉轉地講

：「條女啲氣質襯唔起個沙灘，你去影嘅話一定靚爆鏡！」

Sindy甜笑咁講



：「真嘅？咁我一陣就要靚爆佢！」

我feel到佢講呢句係開心嘅，如果我頭先講錯好肯定就會喺 十萬個激嬲女友的原因 嗰度見。

等咗一陣，船到咗，Sindy橋住我手咁同我一齊行上船。



長洲之旅2

上咗船之後我地就喺度傾計。Sindy不停話要食魚蛋，仲話要食盡每一間鋪嘅魚蛋，睇嚟Sindy都係
一個鐘意食野嘅人嚟。成程船基本上都係圍繞住個「食」字。過咗大概九個字之後，我地就到咗長洲
。一落船Sindy就開心咁拖住我隻手沖去第一間嘅魚蛋鋪到買魚蛋。我就同佢講

：「唔洗咁急喎BB…」

似乎Sindy冇聽到我講嘅野

可能因為依家係閒日，所以條街係冇乜人。Sindy一買就買到魚蛋，仲要一嚟就一打。買咗之後Sind
y就開咗個IG打卡，果然女仔都一定係要手機食先，打完卡之後Sindy就好滿足咁食。第一粒，第二
粒，第三粒，食完第三粒之後Sindy就話飽，我嗰刻個心只有無限嘅點點點，所以淨低嗰九粒就要我
自己一個食晒佢。果然男朋友嘅作用就係女朋友嘅廚餘回收箱…
我食完之後就同Sindy去行街街，行咗一陣就經過個沙灘。Sindy突然話

：「係喎BB，我要影啲沙灘相呀」

講完就拎咗佢啲泳衣走咗去更衣室，我只好行過去等佢。過咗幾分鐘之後Sindy就行翻出嚟了，我當
下

：「嘩」

咗一聲。

雖然我已經玩過佢全身，但佢咁樣着令到我好緊火，我忍唔住拉咗佢入殘廁。入到殘廁之後Sindy笑
笑口咁講

：「做咩呀鹹濕仔，想玩泳衣play?」

我緊火到講唔到野，淨係係咁點頭。Sindy喺我點完頭之後就除咗佢條泳褲，跟住跳咗上我身度

：「龍舟掛鼓有冇玩過呀嘻嘻」

Sindy自動波咁喺我身上面郁，但咁難得嘅機會我又點可以淨係俾佢自己郁呢？於是我都郁埋一份。
我發現玩呢個姿勢(凌空)要用嘅體力都唔野小，好在Sindy夠輕我先可以咁玩。不過有樣更重要嘅野
就係佢對車頭燈喺我地郁緊嘅時候不停磨擦住我嘅胸口，呢種質感再夾埋抽插緊嘅動作令我覺得「扑
野」個意義昇華咗。

喺呢種忘我嘅狀態中我不斷feel到下面喺度收縮再收縮。最後喺多次嘅收縮下，我又再中出咗Sindy
。Sindy跳翻落地，輕輕咁咀咗我一啖，跟住話

：「BB你好勁呀，估唔到你可以carry到呢個姿勢～」

：「你咁正，當然我用咩姿勢都可以令你爽啦」我講



Sindy怕醜咁笑

：「你呀鹹濕仔，搞到依家都未影到沙灘相」

我話

：「係嘅大佬依家即刻幫你」

我地收拾翻好個狀態之後就行翻出去影港女相。即使頭先先搞完，但我喺幫佢影相嘅過依然係覺得好
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