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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遇見

致一個識左兩日就做左我女朋友既你，2017年2月6號 我諗呢個日子我一世都唔唔會忘記
重讀緊中5既我，唔知點解喺學校永遠都係冇咩朋友，中學最興就係玩埋堆小圈子，而我就唔係好鐘
意咁樣，可能係因為咁樣令到我冇咩好朋友 最多都係做hi bye
friend，所以我喺學校真係冇咩人會同我講野，所以我就一時興起玩下啲交友apps
嗰陣交友apps未算咁hit，玩既人唔算太多
我玩既嗰個同女仔傾計要比點數（每10點數就傾1個鐘）但女仔同我傾又唔洗比喎（屌你說好的男女
平等呢）每日只會送10點比你 （真係多撚謝你）傾完之後就要課金 但當時既我撚有錢咩
只係每日送既10點同人傾計
有一次無意中見到有個女仔幾特別，見佢icon唔會好似啲MK港女咁開到個filter白過殭屍咁，又唔會
show個波幾大，條事業線幾深，對腳幾長幾幼，只係正正常常揸住杯閪茶咁自拍（後來佢話唔係閪
茶），以為有個靚姐姐傾下計啦 點知佢唔覆我 咁就浪費左10點 要第二日先可以再搵過佢
點知訓醒起身見佢覆左我 而我又未夠24小時 未有新既10點 之後有點數就覆返佢 我話 我每日得10點
只可以傾一個鐘 傾完就要等聽日先有得再傾 可唔可以比你電話我 轉用whatsapp 傾
點知佢又真係比佢個電話我
開頭以為佢會比個假電話或者比個大隻佬電話我，諗起到時萬一約出來見面，有個紋身鬍鬚麻甩佬捉
住我去後欄通我後欄，即刻打左個冷震（打埋右），我就抱住一個中伏既心態，去Hi左一個（男/女
）人，佢又有Halo返我，依加電話號碼就真既，但性別就未知啦，隔左冇耐佢又講多句：你想傾咩
？身為毒撚既我，一直覺得邊會有女仔會主動搵人傾計架，個壯漢一定開始瘋狂恥笑緊我，咁我開著
我部電腦，玩當時好多人玩既LOL，咁我就一直打，唔經唔覺尾已經打到夜晚，突然發現我重未覆個
「壯漢」，我就覆返佢：你冇有野想傾？



第二章 相識

「壯漢」：冇呀 你想傾咩？
我：你今年幾多歲？
其實透過交友apps去識人，不外乎都係.你幾多歲、做緊咩、係咪重讀緊書、有冇兄弟姊妹呢啲基本
野
重有就係好多男仔會一來就問 你有冇男朋友？
你咁樣問法十個有九個女仔都唔會想繼續同你傾落去啦
係人都知你想點同埋知你想做啲咩
女仔會覺得你好隨便
（係咪覺得我好似感情專家咁呢？）
其實唔係，只要你調返轉諗就知點解
就好似有個女仔突然問你有冇女朋友，你都會嚇親啦
唔多唔少都會有啲反感

所以我就同佢普普通通傾下日常生活同返學既一啲趣事
佢有個Miss姓張而且佢張枱又好亂and污糟，所以set佢個whatsapp名做「張枱好亂」（我覺得佢諗
到呢個名真係好勁）
咁我問下佢，佢又問下我
（咁當中都少少曖昧野啦 你會唔會掛住我等等啦.我認我係狗公 男不狗公枉少年）
由於我地傾計有啲都係用錄音傾 
咁就確認左佢唔係「壯漢」之外，佢把聲重好溫柔幾好聽（好似西野七瀨）btw西野七瀨係「賣飛佛
」
同佢傾左成晚 原來佢得16歲（個apps年齡選擇最細都係得18歲 所以佢就揀左18歲）讀緊中三 獨女 
咁傾到咁上下 就準備差唔多瞓覺啦 
咁臨瞓之前我就問左佢一句 你聽日瞓醒會唔會掛住我架
佢覆返我：唔知架～～～可能會啦～～～
我即刻 oh Yes 我知道我喺佢心入面有返一定既位置
最後 大家互相講左句早抖道瞓左 
不過佢句早抖多個～～～
我要開始我既攻勢啦



第三章 遲到

「講返少少先，其實都唔少，我feel到佢對我有啲意思(一定會有人話，毒撚唔好ff咁多啦，毒撚最忌
有自信）咁當時我冇理到咁多，古語有云：打鐵要趁熱
寧願依加食左大大個檸檬都好過等錯過左之後連檸檬都冇得食」

瞓左之後，發夢夢到有個女仔跑過來（長頭髮.戴大框眼鏡.佢對眼啡啡地而且重好大），錫左我一啖
之後就講左句：拜拜，佢就繼續跑走左，佢個身重有陣水果香味（好想不停索。吾是痴漢），點知想
回味都未來得切就比鬧鐘嘈醒左，一睇下個鐘，屌！已經7點半，遲撚曬大到，
我即刻保特上身咁，9秒9衝去刷牙洗面換校服，個頭就......是但啦都冇人會望我架啦，所以我就由啲
頭髮企曬起身（好似悟空個頭咁）就出左門口，好彩我間學校離我屋企唔係太遠，跑返去既話10分
鐘左右就到，不過我用左15分鐘先返到去，因為冬天啲手腳唔太靈活，加上又著多左幾件衫（我好
怕凍），所以就跑得比較慢，去到學校門口，咁就一定有個訓導主任「微笑」住迎接啲遲返學既學生
（包括我），佢個名就叫純強，我就叫慣左佢做強仔（有時返學玩手機比其他老師收左就要叫佢強爺
），強仔乜又咁啱呀，強仔：你真係好野，日日都可以咁準時返學。我間學校係8點08分之後就計遲
到，我就永遠都係08分先到，最早最早都係06/07分返到去（我諗你地應該都係好似我咁，唔會蝕鐘
比學校）返到去學校唔係第一時間返班房，係要企喺操場邊食西北風邊聽啲廢中廢老鳩up（好撚凍
呀你老味）咁搞完一大輪野，返到班房終於有時間搵佢傾下計啦，一打開手機，原來佢6點半已經起
左身，重同我講左句：早晨呀～～～懶訓豬～～

（對唔住呀 呢章冇咩講到女主角，下章會多返架啦）
梳



第四章 曖昧< 1 >

(唔好意思 呢個星期突然開始凍 小弟病到死死下 今日終於有力打文 SORRY)
佢竟然叫我懶瞓豬 ，重要叫得咁肉麻(佢重唔係對我有意思?)
咁我就緊係覆返啦
我=我
曉=佢
我:做咩無啦啦造我係懶瞓豬喎....
(佢隔左冇耐就覆返我)曉:因為你遲過我起身囉，要我叫你起身
(大佬呀，你6點半就起左身，點同你玩呀?同要係冬天)
我:想問下你呢 你學校離你好遠咩?
曉:唔係呀，行路既話行20分鐘就到啦
我:咁點解你要咁早起身?7點半起身都未遲啦.
(佢好似有啲嬲咁講(不過嬲得好可愛))曉:你識咩呀!女仔要用一個鐘準備架
我:真係服左你，咁既天氣都可以用咁長時間去化妝。
曉:我都冇化妝，我保養咋,如果我化埋妝既話，起碼要一個半鐘。
(我依加同佢出街，唔比佢化妝都要遲半個鐘，遲早變望妻石)
我.........你真係好勁，學校有你鐘意既人?
曉:唔係呀
我:有人鐘意你?
曉:都唔係呀(OH YES 唔好問咩事)
我:咁點解要搞咁多野
曉:咁女仔唔好好保養會好快老架，你都唔想你第時個老婆老得咁快架?
(佢呢句野係咪有其他意思?屌你咁都GET唔到真係抵你單身)
我:好啦，你開始上堂未?
佢：上緊啦，不過見係你我先覆咋
我：平時你唔覆人既咩？
佢：唔覆架，我地學校玩手機會比老師收手機（邊有學校唔比人玩手機架........）《間間學校都唔比架
啦》
 



第五章 曖昧＜ 2 ＞

我：下次佢地再收你電話，你咪鬧返佢地轉頭囉
曉：下，點鬧呀？
我：你唔收我咪唔玩囉
曉：你係咪傻架！咁樣我會比地鬧死架。
我：講下笑姐，又唔洗咁認真既
曉：（佢好似嬲左咁）哼！唔傾住啦，我真係要上堂啦
重以為佢會同我傾到落堂，算數 繼續打機
結果佢一上就上到落堂，重要唔係準時走，佢個6點半先同我講啱啱放學
（都唔明啲人可以放左學都可以留喺學校幾個鐘，真係學到是我家咩）
我：你比人老師罰留堂咩？
曉：唔係呀 要補課 補完之後就同FD去行左一陣街
我：男仔？
曉：女仔呀 我地去左睇唇膏
（跟住佢就SEND左張有十幾枝唇膏既相比我睇）
曉：你覺得邊隻色好睇呀？
（我肯定10個男人有11個都係唔識分啲乜紅乜紅，總之就係紅色啦）
咁我就揀左隻粉紅色，睇落去冇咁姣婆
曉：你覺得我搽呢隻色好睇咩？
我：係呀，應該會幾好睇（應該）BETWEEN 我個人就覺得唔搽就最好睇
曉：下？點解？
我：我覺得普普通通就OK 唔需要搞咁多罰野
曉：咁好啦，係啦你有冇女朋友呀？
 



第六章 曖昧＜3＞

我：冇呀，做咩咁問？
曉：冇野，問下姐
我：OKOK，係啦 咁你買左邊隻色
曉：我冇買到呀
我：WHY？
曉：咁我有選擇困難症～～～～同埋我會睇多幾次先買，廢事到時買完唔鐘意又浪費錢
（佢個選擇困難症真係好嚴重，有一次佢打勁多個電話比我 我一聽我連野都未講
佢就好急咁講：老公救命呀
我：咩事呀搵得我咁急 發生咩事呀 曉：我唔知晚餐食咩呀 你快啲幫我揀啦 我：..............
都唔知講咩好）
我：睇唔出你都幾慳家喎（今時今日呢啲慳家女已經係稀有動物）
曉：洗乜講～～我先唔似啲港女 買埋啲又貴又唔靚既野
我：你都幾厚面皮喎
曉：係架啦 吹咩～～
同佢傾傾下就已經傾到8點半 大獲！今日約個FD一齊打LOL 掛住同佢傾計傾到唔記得左
不過我唔係開機同佢一齊打LOL
而係去食飯
我屋企每晚固定8點半一齊食飯，因為我叔叔就8點半收工返到屋企，要等齊人先一齊食飯。講返少
少背景先
咁我老豆就喺我未出世就已經唔喺到，所以我從來都未見過我老豆，我依加同老母、細佬、叔叔一齊
住
咁食完飯就順便沖埋涼同洗碗，搞掂曬野已經10點鐘 開機同個FD打陣LOL先
點知一入到RC（我地平時係用RC傾計打機）
就即刻聽到我個FD「咆哮」：屌你老母仆街飛起我 
聽到佢咁嬲就即刻死狗MODE：SORRY呀 我真係冇心架 真係唔記得左咋 依加同你打返啦 唔好嬲啦
打你老母呀 重有撚把功課未做呀 你自己打飛機算把啦
講完佢就OFF左 見佢OFF左 搞到我都唔想打 我都熄左機 
係喎 唔知佢做緊咩呢 
我：你做緊咩呀？
隔左一陣佢就覆左我
曉：啱啱好做完啲功課（係咪痴線架，放左學都重做功課）

 



第七章 曖昧 < 4 >

我：有咁多功課咩？
曉：係呀，交唔到聽日就要留堂
我：你尋日冇交功課咩？
曉：唔係呀
我：咁你今日又留堂？
曉：咁我今日係自願留堂，冇交功課就被逼留堂，都唔同
（自願留堂，咁大個仔真係第一次聽）
咁你都幾慘下，連返到屋企都要做功課
曉：你冇功課咩？定係喺學校己經做曬？
我：當然唔係啦，我學校本身就冇咩功課要做，既然得咁少就冇咩動力去做，就去問啲同學借來抄，
咁諗諗下又好似冇咩意思，根住就索性唔抄，就連交都懶交。（我問學校真係由中一至中六都冇功課
做）
曉（錄音）：唔得呀，邊可以咁架，唔可以唔做功課。
我：咁惡？連唔做功課都唔得？
曉：係呀就係咁惡，得唔得？
我：得，你最大
曉：咁你有冇功課未做？
我：又唔可以話冇，但又唔可以話有，份數學功課都過左幾耐下。
曉：咁快啲做啦，做完最多我陪你傾計啦
我：好呀 你話架
跟住我就真係認真去做功課，當年小學個呈分試都未試過咁認真做



第八章 曖昧 < 5 >

我：我做完啦（當中重要有幾題唔識做，要走去問返佢轉頭，竟然要個低我兩級既人教返我，諗起都
覺得醜）
曉：我一早做完啦，等你咋？係啦，你住邊架？
我：做咩咁問？
曉：冇呀 想知你住邊囉～
我：咁你講先啦
曉：乜你咁架 係咪我講左你就講先？
我：係呀 你講完我就講架啦
曉：我住XXX（黨鐵站平面圖最右邊 紫色線）
我：我住XXX（黨鐵站平面圖最左邊 紅色線）
（好慘 香港版LONG D）
同埋佢屋企都幾RICH，住私樓，佢可能窮過連登啲FG 50k啦 但起碼RICH過我屋企先
佢地要自己入樓下密碼同埋有人幫你開門
我住嗰到？密碼咁耐都未轉過 永遠都係用死一個（唔該）
除左新年頭嗰兩三日肯企喺到幫你開下門
其餘時間唔係訓瞓覺就係聽歌打機睇埋啲抖陰
跟住再同佢傾多少少無聊野就同佢一齊瞓左（唔好諗多，雖然我都想）
自從知道左佢住私樓之後，就開始有啲自悲
話曬都咁大差距，你地一定會話比啲自信啦 自己都睇唔起自己 叫人地點樣睇得起你
鬼唔知咩 你估話咁易咩 我毒撚來架咋 毒撚最忌係咩？
叫我有自信，重難過入佢中路
佢係個千金小姐，而我16歲就已經開始做野 唉 不要再說了.jpg

啱啱發現貼相會彈APPS 大家要睇可能要COPY去去GOOGLE（非閃卡）
https://imgur.com/nvlNzS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