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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那一天，有個女仔嚟咗男校讀書。
「嘩!條女幾索喎!」喺男女校成日都會聽到呢啲説話。
我，就注定冇呢啲機會㗎啦。
點知，我發夢都估唔到，今日我見到條女入咗我間課室...



第一章:相遇(第一節)

「起身啦，衰仔，7點9啦!」
「嘩!咁晏先叫我㗎。」
我飛身跳落床再用九秒九跑去廁所然之後攞起支牙刷再一路刷牙一路「放水」然後狗衝返房再攞出件
校服然後一隻手換褲一隻手換衫，再攞埋個書包。搞掂!成個過程唔使分半鐘，我已經由一個啱啱起
身嘅毒男銳變成一個可以出門口返學嘅毒男啦!
呀！我唔記得咗自我介紹添，我係一個毒男，我叫黃浩銘，個個都叫我「鉻仔」，我唔知自己小六揀
中學嘅時候發乜神經，係都要揀入一間男校，嗰時以為男校同男女校冇乜分別啫。唉!而家後悔啦，
日日對住班宅男同基佬，真係唔宅都變宅，唔基都變基(本人絕無歧視唔同性傾向人士)。唉!功課又多
，壓力又大，又無女溝，睇嚟我個中學生涯都冇乜精彩嘢㗎啦。
「衰仔，記住睇車呀!」
「知啦!」

(待續...)



第一章:相遇(第二節)

我出咗門口，望一望隻錶，而家7點56分。根據我精密計算，由屋企跑返學校大約需要3分鐘，計埋
等紅綠燈嘅時間(如果我會等嘅話)，都要4分鐘。學校大約8點05分打鐘，但係訓導主任好嚴，8點以
後入校門都死，睇嚟今次要跑快啲啦!
最後都俾我喺最後一刻入到校門。一入校門，我即刻聽到校長開廣播叫全校同學去操場，仲話有咩特
別宣佈，我心諗:妖，咪又係嗰啲低能嘢，有乜好聽呀?
我抓住啱啱喺我面前經過嘅死黨---「中子」，佢係我由小學識到宜家嘅朋友，我同佢可以話無所不
談。我問「中子」:「喂！你知唔知今日校長想講乜春?」佢答:「唔清楚喎，不過聽啲師兄講，好似係
大單嘢。」「ok，咁去聽啦。」我不情不願咁行過去操場，我同班同學全部喺度討論緊究竟乜事，
我照常咁排喺「中子」前面。第咗一陣，校長攞咗支mic，開始講:「各位同學，我知道各位有好多疑
問，不過請等我講埋先。今日我咁突然叫各位同學，係因為xx女書院有幾位同學想過嚟我哋學校做交
換生...」之後我就聽唔到佢講乜喇，淨係聽到啲師兄弟喺到「嘩嘩」聲，我自己都唔敢相信我自己聽
到呢一番說話。

(待續...)



第一章:相遇(第三節)

就係咁樣，xx女書院喺今日派咗30個交換生過嚟，之前我哋每班抽一個男仔去xx女書院度，空咗嘅
位就俾啲女仔入嚟。唉!可惜啦，我冇俾人抽中，反而我嗰班全班最毒嗰個毒L抽中咗，條友就爽啦(
雖然我覺得佢冇可能溝到女)，但係可以俾成班女圍住都真係好難得㗎!唔緊要啦，可以喺男校入面有
女同學，已經係一種福份啦!
「大家好，我叫葉倩晴，你哋可以叫我小倩。」
淨係呢個自我介紹，已經令班上所有狗公同毒男神魂顛倒，因為小倩根本就係嗰種喺條街到經過，十
個男人有九個都會望返轉頭嘅女仔。
「好啦，由於有新同學，我哋而家會重新掉位。」班主任李老師一講完，班狗公同毒男又開始起哄。
唉!佢哋真係太耐冇喺學校見到女啦(除咗老師)。
全班(包括我)立即用「宇宙第一速度」執好所有嘢，之後出去排隊等班主任幫你揀位，今次絕對係我
最期待嘅一次掉位。
最後，我冇得坐小倩隔離，反而坐咗喺佢後面，而中子就坐我隔離。一開始我都有啲失望㗎，不過諗
深一層，可以坐喺佢後面都幾好㗎，起碼唔係坐到離佢鬼咁遠先啦。

(待續...)



第一章:相遇(第四節)

自從小倩同埋嗰29個女仔入咗嚟讀，全校所有男學生嘅校園生活就變得多姿多彩，班狗公變到每日
都好期待返學。而我，就因為每日都坐喺佢後面，加上唔知點解佢成日主動同我傾計，令到我都有啲
心動(雖然我知道如果我嘗試溝佢，班狗公會打7我)。
自從小倩嚟咗，我幾乎冇一堂係專心上堂嘅，每一次正當我想抄黑板嘅時候，佢就會拎轉頭撩我傾計
，有時中子仲會傾埋一份。雖然我都想溝女，但係我始終都想做返一個成績好嘅毒男(雖然可能冇人
信，但係我成績都有中上㗎)。
相處咗一段時間，我同小倩開始熟絡，之後我成功攞到佢個電話...

(待續...)



第二章:緣份(第一節)

今日，又係一個平平無奇嘅星期一，我照常行返學校，但係今日唔知點解早咗出門口，7點15分已經
起咗身，咁不如早啲返去啦，抄下功課都好。
就係咁，我就成功喺中學生涯第一次早過7:40分出門口，難得今日咁早，就慢慢行啦，又可以玩下電
話。
啱啱落咗樓，我就開始一路玩電話，一路行返學，我諗我個潛意識已經記得返學條路點行，我衹要專
注喺電話世界入面就ok啦!行下行下，個背脊突然俾人拍咗一下。
「喂！銘仔，一路行一路睇電話唔好㗎喎!」
「嘩!嚇死我咩!話時話，小倩你都係住呢度附近咩?」
「係呀!我咪住嗰度囉!」小倩講完後用手指住xxx屋苑。
「咦！原來我同你住得咁近㗎，我哋兩個真係幾有緣喎!」
跟住，小倩講咗句班狗公夢寐以求嘅嘢。

「咁不如，我哋以後都一齊行返學啦！」
我毫不猶豫咁答咗句
「好呀!就咁話啦，咁我哋就約定每日7點半喺度等啦!」
「Ok!」
佢最後仲俾咗個好靚嘅笑容我。

到咗呢一刻，我心須承認我的確鍾意咗佢...

(待續...)



第二章:緣份(第二節)

自從小倩同我每日都一齊行返學，我每日都會7點正起身，亦都唔再賴床，連呀媽都話我「轉死性」
。估唔到我竟然為咗一個淨係識咗幾個禮拜嘅女仔而改變我多年嚟嘅生活習慣......
我同佢一齊行返學嘅時候，可能係我每日最開心嘅一段時間，我唔再一路行一路玩電話，我哋反而會
利用呢段時間傾下心事、講下老師壞話，有時我仲會講下笑話氹佢開心。我改變咗咁多，衹為博得小
倩紅顏一笑。望見佢可愛嘅笑容，我，就滿足啦!
喺呢段時間，我變得更加了解小倩，由佢嘅喜好到佢嘅生活習慣，我都好清楚。從中，我發現我哋原
來有一樣共同喜好

----打乒乓波

所以我同佢小息/Lunch time有時候都會落去乒乓波枱打下波，切磋下。

可能，呢段時間係我讀中學時，最開心嘅一次。

(待續...)



第三章:厄運(第一節)

時間轉眼間嚟到十一月中，統一測驗已經迫在眉睫，好多「學霸」已經開始不眠不休咁溫書。作為一
個本身成績唔錯嘅毒男，再加上小倩嚟咗，點都要威返次俾佢睇。所以我每日都會喺學校溫書溫到6
點先走，因為喺學校溫書可以斷絕手機嘅引誘。
時間嚟到統測前一日，我照常留喺學校溫書，聽日測數學，我數學成績最好，還掂數學都冇乜嘢溫，
都係溫後日測嘅英文好過。
就喺我啱啱攞出英文書嘅時候，一把熟悉嘅聲音傳入我耳中。
「咦?銘仔你仲未走咩?」
「係呀，聽日UT(統測)，要溫書呀!」
「咁一齊溫啦!」
就係咁，小倩同我就開始咗「一齊溫書之旅」。我而家先發現佢數學唔係咁好，之前都係啱啱合格。
於是，今次「一齊溫書之旅」就變咗「我教佢數學之旅」。
俗語有云: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好快已經6點，校工要鎖門，唯有執嘢走人。
「多謝你教咗我咁多條數呀!」
之後，小倩錫咗我塊面一啖
我即刻呆咗，而佢就好似好開心咁離開咗課室

但係我哋兩個都唔知道，「佢」將呢件事盡收眼底...

(待續...)



第三章:厄運(第二節)

第二日，我仍然陶醉於琴日嗰一吻，搞到我完全冇辦法專注喺溫書上。其實我仲未搞清楚小倩嗰一吻
究竟係咩意思。不過都係UT完先問啦，而家一定要專心測完個UT先。
今日我都照常喺7點半等小倩，等咗十分鐘，佢都仲未出現。因為佢之前冇試過遲到，所以一開始我
仲以為佢今日唔等我
。點知，佢喺7點9先到。一見到佢，我覺得佢個樣好似有啲唔同咗，佢行到埋嚟，我先留意到佢原
來化咗個淡妝。佢平時素顏已經好似天仙下凡，而家更加唔使講啦!
「咦？你點解化咗妝㗎?」
「唔得咩？行啦，就嚟夠鐘啦。」
佢一講完就拖住我就手跑返學校。唉!佢咁做就預咗俾人望住㗎啦。果然，班狗公一路鄙視我。睇嚟
今個學期我都冇得好過㗎啦。
一返到學校，中子就即刻行過嚟問我
「喂！你真係溝到小倩?」
「唔係呀!我冇主動溝佢㗎，係佢自己無啦啦拖住我隻手㗎!」
「嘩!呢個籍口都俾你吹到出嚟，你好嘢。溫書啦，仲溝女。」
「喂！聽我解釋...」
中子冇理到我就走咗。
我心諗:今次真係跳落黃河都洗唔清...

「測驗時間完畢，請停筆。」
話咁快就測完一科，好彩夠時間做。

本來諗住執嘢走人，點知...
「另外，黃浩銘同葉倩晴，請到7樓教員室，梁欣榮老師有事搵你哋，其他同學可以離開。」

我同小倩對望咗一眼，我同佢都唔知發生咩事，唯有上教員室失知咩事。我同小倩一齊行上七樓，佢
都收斂咗好多，冇再拖住我隻手，睇嚟佢有啲淆底，可能係因為梁sir係全挍出哂名惡嘅老師。

一上到7樓，梁sir即刻叫我哋過去，然後佢俾咗張相我哋睇
「你哋點解釋?」
嗰張相影到小倩錫咗我一啖...

(待續...)



第三章:厄運(第三節)

「Er...Err...Err..」我完全講唔出任何籍口。
「嗚...嗚...」小倩開始喊，睇嚟佢真係好驚。
「咁邊個負責任?」梁sir開始猛烈嘅追擊。
「...」
「我問緊你哋嘢呀！」
「係我迫佢嘅，唔關佢事!要記過就記我，唔好記佢!」我終於鼓起勇氣講出呢句說話。
「嘩!好有義氣喎。好，我承你貴言，今次我唔會spread條片出去，淨係記你一個小過，益咗你啦!下
不為例!」
梁sir講完就走咗。我心諗:頂，條友咁就走咗，。唉，又要記小過，今日真係黑到爆。
我拎轉頭，見到小倩仲細細聲喊緊，我摸咗下佢個頭，
之後同佢講
「唔好喊啦，都冇事。」
「sorry...我累...咗你...」佢喊嘅時候都幾可愛喎...
「唔緊要啦，小過啫，真係冇事喎。當俾面我，唔好喊啦。一齊返屋企啦。」
「好啦...」

喺返屋企途中，我問小倩
「其實點解你琴日會無啦啦錫我?」
佢即刻面都紅哂
「我...講咗你...唔好嬲喎」

(待續...)



第三章:厄運(第四節)

「ok，我唔會嬲，請講。」
「其實我咁樣做係因為...我之前發現有人跟蹤我...佢應該係想追我。琴日6點喺學校同埋今朝我都見到
佢企喺遠處望住我...我真係好驚所以我就扮成你係我男朋友...令佢死心...」
「...」
我到宜家先發現原來我俾小倩利用咗，我嘗試用溫和嘅語氣同佢講
「你返屋先啦，我突然間記起有啲嘢做。」
「你冇事呀嘛?」
我扮到自己好鎮定，但係其實我個腦真係好亂。
「梗係冇事啦!快啲返屋企啦，一陣嗰個跟蹤狂又會出現㗎啦!」
佢向我微笑咗一下之後就走咗...
原來，嗰一吻，衹係我自己諗得太多。
原來，小倩衹係利用我去趕走個跟蹤狂
原來，小倩唔係真心鍾意我，佢同我衹係利用同被利用嘅關係...

(待續...)



第四章:重新開始

自從我發現自己被小倩利用咗之後，我冇再同小倩一齊行返學，亦都少咗同佢傾計，佢撩我傾計我都
衹係好頹咁應佢。佢有時仲會打電話俾我係咪嬲咗佢，我接咗幾次，之後就連聽都冇聽。
呢段時間我不斷問自己:其實我係咪嬲咗佢?
我諗咗好耐，最後我俾咗自己呢個答案:我唔係嬲咗佢，我衹係嬲自己點解咁蠢，俾小倩用利用咗都
唔知。
呢排中子都留意到我頹咗好多，佢問我做咩，我求其吹咗個理由洗開佢。
我仲喺度諗，究竟我仲應唔應該同小倩做朋友。
最後我亦都得出一個結論:我應該同小倩和好如初，今次就當買個教訓。我亦都唔想喪失呢個難得嘅
溝女機會。轉個角度睇，佢肯利用我即係話佢信任我。佢未鍾意我唔代表佢以後唔會再鍾意我。
就係咁樣，我又重新振作。希望可以借下個星期嘅學校長跑日重新再嚟過。

(待續...)



第五章:長跑日

長跑日係我學校一年一度嘅體育盛事，嗰日全校同學都會跑三公里，最後會跟據排名頒獎。
今年嘅長跑日同之前都冇乜分別，都係分級出發。
就嚟出發嘅時候，小倩行咗過嚟同我講
「不如一齊跑?」
「我跑得好慢㗎喎。」
自從上次我諗通咗之後，我亦都同返小倩一齊行返學，我都我都唔知點解，我同小倩反而變得比以前
更加friend。
「唔緊要啦，我都好慢。」
「咁好啦。」
「3，2，1，start!」
其實呢次係我同小倩第一次一齊跑步，跑到一半嘅時候，我望一望小倩，發現佢開始出汗嘅時候，令
佢個樣變得更有魅力。
「做咩一路望住我呀？未見過靚女咩?」
「唔係，我衹係未見過好似你咁嘅靚女。」
「專心跑啦，成日溝女!」
「ok ok」
最後我哋好辛苦先跑到去終點，名次更加唔使講啦。唔包尾，好好啦!

頒完獎之後，有旅遊巴車我哋返學校，小倩都話要同我坐。
坐坐下，我發現隔離有條友一直啤住我(佢應該係隔離班嘅)，睇嚟佢有啲妒忌我可以同小倩坐...

(待續...)



第六章:情敵(第一節)

長跑日完咗，無聊嘅學校生活又開始喇。
時間嚟到12月中，天氣開始變凍，全校都轉咗着冬季校服，嗰30個女仔都唔例外，緊緻的校服更加
突顯出小倩誘人嘅身材。14歲嘅小倩已經有一個豐滿嘅胸部，加埋佢條水蛇腰，真係冇得頂。
今日小倩難得咁叫我同佢一齊食飯，平時佢都會搵佢班「好姊妹」一齊食飯。我估可能今日佢哋病咗
，所以小倩先搵我。
喺canteen買完飯之後，我哋搵咗個位坐低，一路食嘢一路傾計。食食下，我發現有人一直望住我同
小倩，我諗咗一陣先記得佢係邊個，佢就係我喺長跑日嗰架旅遊巴見到嗰條友。食完之後，我叫小倩
上返課室先，之後我真接行過去搵嗰條友。
「你做乜一直啤住我？」我問佢
「我有我嘅自由。我警告你，唔好再接近小倩!小倩係我㗎!」佢竟然夠膽警告我，仲要講到好大聲，
搞到周圍啲人望住哂我哋。
「我同你講，小倩唔識你，亦都唔想識你!」我串返佢
「你好嘢!我唔會放棄㗎!」佢講完就走咗。
我心諗:唉!明知追唔到小倩就放棄啦，死都要咁硬頸。
突然間，小倩行咗過嚟，我仲以為佢真係返咗課室。應該係聽到嗰條友大嗌所以行返落嚟。
「發生咩事?」
「冇事，嗰條友頭先話想騷擾你，所以我趕走左佢。」
「唔該哂喎，冇事就返課室啦，我有條數唔識計，可唔可以教我?」
「ok冇問題!」

(待續...)



第六章:情敵(第二節)

自從上次我趕走咗嗰條友，佢都有大約一個禮拜冇再騷擾小倩。
今日係放聖誕假前最後一日，學校都算有啲良心，俾我哋返半日，仲有聖誕party，算係咁啦。
聖誕party可以著便服，所以我求其揀咗件見得人嘅衫就算。
一見到小倩，我即刻俾佢件「便服」震懾住咗。佢着咗件低胸連身裙，仲要露埋背，唔心動真係唔係
男人。
「點呀?夠唔夠性感呀?」小倩問我
「夠哂!」
「咁行啦!」
一返到學校，小倩即刻成為咗全校嘅焦點。我覺得我可以企喺佢隔離都好幸福。
聖誕party即將開始，今次係分年級舉行。感覺上冇之前幾年咁逼，仲多咗嘢食添。
聖誕party好快完咗，個個同學都準備執嘢走人。
我同小倩都諗往一齊行返屋企。
突然間，上次嗰條友又行過嚟，佢同小倩講
「喂，你咁靚女，你條仔咁樣衰(佢指住我)，飛咗佢，做我條女咪仲好!」
「你講乜呀!行開啦!小倩都唔識你!」我想趕佢走
「收皮啦你!咁樣衰仲夠膽溝小倩?」佢喝返我轉頭
「人哋都唔識你!小倩，我哋走!唔好理佢!」
我拖住小倩跑出咗學校範圍。
「頭先唔該哂你。」
「唔使客氣，如果下次再俾人騷擾記住話俾我聽!」
「ok!」小倩又做咗佢個招牌笑容出嚟。

(待續...)



第七章:聖誕節(第一節)

聖誕節假期啱啱開始，一份份網上功課已經接踵而來，我連抖下嘅機會都冇...
今日係聖誕節正日。我終於做曬啲功課，可以感受一下聖誕節嘅節日氣氛。
下晝大約一點鐘，突然間有人打俾我。我本來心諗:難得可以瞓晏覺，邊鬼個打嚟阻住我瞓覺呀?
一見到原來係小倩打俾我，我個人即刻變到好精神
「喂?銘仔你得唔得閒呀?」
「我冇乜嘢做呀」
「咁啱啦，我哋不如一齊出嚟食個聖誕大餐呀?」
「好呀!喺邊度等?」
「就喺你屋企樓下等啦!」
「ok，一陣見。」
就係咁，我同小倩就開始咗第一次「約會」今次我特登帶咗多啲錢，希望一陣間嗰間餐廳啲嘢食唔好
咁貴啦。
我同小倩好快會合咗，之後再搭巴士出尖沙咀。
因為我哋都係食咗晏晝飯先出嚟，所以我哋諗住行咗一陣街先去搵餐廳。
結果我哋經過一間戲院嘅時候，小倩突然話有套戲想睇，所以我就陪咗佢睇。
我本身對呢套戲冇乜興趣，但係有得同小倩睇戲喎，我梗係唔會錯過呢個機會啦!
睇完套戲之後(好彩冇瞓著)，望一望隻錶，原來已經差唔多六點。我哋兩個都開始肚餓。

(待續...)



第七章:聖誕節(第二節)

(sorry,好耐冇更新)
我同小倩搵咗一間餐廳食飯，間餐廳感覺上都幾high-class，有啲幾靚嘅聖誕裝飾，個氣氛都唔錯。
你嗌咗個白汁蟹肉意粉，小倩就嗌咗個肉醬千層麵。唔知係咪因為第一次同女仔單獨食飯，我全程都
好緊張，小倩都好似好緊張，所以成餐飯都有啲尷尬。
食完飯之後，你同小倩喺海邊散步。我都好耐冇見過咁靚嘅香港，平時見到嘅都係一個烏會煙瘴氣嘅
石屎森林，但係今日嘅香港好似變靚咗(可能係因為小倩同我一齊行)
望住聖誕燈飾，再望一望美若天仙嘅小倩。
其實，我真係好幸運，可以同小倩同一班，又有機會同佢出街，呢啲機會真係「可遇不可求」
望住小倩，我開始控制唔到自己...
我，一嘢攬住小倩，再嘴咗落去...

(待續...)



第七章:聖誕節(第三節)

我都唔知點解自己會夠膽做啲咁嘅嘢。
我見小倩冇反抗，就想得寸進尺。
但係我個良心阻止咗我。
我鬆開咗小倩，佢都好似呆咗，我諗:我係咪過分咗?
「sorry 呀!我衝動咗。」我道歉
「我個初吻咁就俾咗你...」
估唔到佢個初吻仲喺度
佢好似無嬲，仲有啲開心咁笑咗一下。
「其實...我第一眼見到你，就鍾意咗你，可能呢個就係所謂嘅一見鍾情。」我鼓起勇氣
「我...上次利用咗你...你唔嬲我咩?」
「我冇嬲過，因為我明你點解要咁做。」
「估唔到你咁大方。」
「咁...即係咩意思?」
「你俾啲時間我...」
之後佢就跑走咗...
咁，即係失敗咗?

(待續...)



第八章:期中試(第一節)

話咁快，聖誕節假期已經過咗。
已我即將面對嘅就係「期中試」
自從嗰次同小倩表完白之後，佢冇再WhatsApp我。
唔知咁樣係咪代表我失敗咗?
今日考英文先，我英文唔算勁，但係應該未到唔合格嘅地步。
今日我如想喺條街到等小倩，但係佢7點50分都未到，可能佢刻意避開我。
我心諗:唉！一定失敗咗啦
返到學校，我離遠見到小倩嘅背影，佢一見到我就即刻跑走咗，我想追佢都追唔切。
我抱住一個失望嘅心情行入禮堂考試，一望到份卷啲題目，再加上失落嘅心情，我根本冇心情做卷。
勉強叫做捱過咗英文，但係聽日仲有一科我好大機會會唔合格嘅西史要考，我而家根本冇心情溫書，
淨係想返屋企匿埋喺張床喊，呢一刻，我真係好無力。
返到屋企，一打開電話，第一個通知就係:
WhatsApp:小倩:你今日晏晝得唔得閒?有啲嘢想同你講。



第八章:期中試(第二節)

我見到小倩竟然主動搵我，當然開心。
但係諗深一層，唔通小倩想同我斷絕來往?
唉！十成有九成都係咁㗎喇。
我用一個頹嘅心態問佢
「咁喺邊度等?」
「老地方」
我換返件出街衫就出咗門口。
好快就到咗樓下。
等咗大約15分鐘，小倩就到咗。
「等咗好耐?」
「唔係，幾分鐘啫。做咩無端端約我出嚟?」
呢一刻我真係好緊張。
「其實...我有啲嘢想當面同你講。」講完之後佢笑咗一下，但係我知佢係強顏歡笑。
「請講。」
「聖誕節嘅時候你係咪同我表白?」
我心諗:好明顯係啦!仲要問?
「係...」
「其實...我唔係唔鍾意你，只係我唔想再受傷...」
「咩意思?」
「之前，我喺xx學校識咗個男仔，佢一開始對我好好，但久而久之...」小倩竟然開始喊:「佢竟然喺出
面偷食...之後就冇再搵我...」
原來小倩經歷過啲咁嘅嘢...
我即刻將小倩攬住
「冇事嘅!傻女，過去嘅事唔好提!嗰個渣男唔值得你去記住!我絕對唔係嗰種人!」
「銘仔...多謝你...」
小倩喊咗好耐，睇嚟佢真係俾個渣男傷得好深。
究竟嗰個渣男究竟諗緊乜?有小倩仲唔知足?
唔知足之餘仲要偷食?

(待續...)



第九章:過去(第一節)

估唔到小倩係因為呢個咁嘅原因而避開我...
小倩真係喊咗好耐，喊到天都就黑，但我一直攬住佢，一直安慰佢，就算路人不斷用奇怪嘅眼光望住
我哋，但係我都冇諗過放開小倩，因為，我覺得宜家我正正係小倩嘅「庇護所」。
小倩已經喊到好攰，過咗一陣，小倩嘅喊聲冇咗，取而代之嘅係一片寂靜。
「小倩?」我嘗試叫佢
試咗幾次佢都冇反應
我將小倩微微推開，只見我件衫幾乎完全濕哂。
原來小倩攰到訓着咗，咁我宜家點算?
我又唔想咁快嗌醒佢。
我諗到個好老土嘅方法---用公主抱抱佢返屋企。
但係我又冇乜做運動，又唔係大隻，點抱佢?
不過我見小倩咁纖瘦，應該唔係好重掛。
我試咗一次抱起佢，雖然仲未成功，但係發現咗佢原來好輕，得大約45kg，咁睇嚟我離成功又近咗
一大步。
試多幾次之後，就成功咗。其實我都唔知點解會成功...
雖然有啲辛苦，但係都算值得啦!
抱到去佢屋企樓下，我已經筋皮力盡，我搵咗張長櫈坐低，喺過程中盡量唔嘈醒佢。
「咦？」坐咗一陣之後，小倩喺我懷裏醒來
「我嘈親你?」
小倩坐咗起身，捽一捽眼之後問
「點解我喺度?」
「傻妹!你頭先喊喊下無啦啦訓着咗呀!」
小倩好似宜家先記返起頭先發生咩事，佢望一望我隻錶
「原來咁晏㗎啦?唔好意思呀！阻住你溫書!」
「唔緊要啦!你快啲返屋企先啦!」
「咁聽日見啦!」

(待續...)



第九章:過去(第二節)

小倩上返去之後，我再坐多咗一陣。
我重新整理咗一下究竟頭先發生咩事?
咁究竟我嘅表白係成功定失敗?
不過聽日都會見到小倩，聽日再試探一下佢都未遲啦!
瀨嘢，宜家已經六點返去一定俾呀媽鬧。我用盡全力跑返屋企，中途仲開始落大雨，真係黑仔到爆。
返到屋企我不出所料地俾呀媽鬧咗一餐，仲話今晚唔俾我打機，不過都冇所謂嘅，我都已經唔夠時間
溫書，仲邊度得閒打機。
溫咗一陣，呀媽就話
「呀仔出嚟食飯啦!」
「得喇!」
經歷咗今日嘅事同埋知道小倩原來受過咁深嘅情傷，我根本冇可能專注投入溫書之中，個腦淨係諗住
小倩。
呢一晚我完全瞓唔着，一嚟擔心聽日考試，二嚟擔心小倩。
半夜，我個電話突然響起。
我心諗:邊鬼個咁夜打嚟呀?
一見到係小倩，我即刻打醒十二分精神，用一把比較精神嘅聲去接電話。
「喂?小倩?做咩咁夜都唔瞓?」
「銘仔...我係咪嘈醒咗你?...Sorry...」
「唔係，我仲溫緊書...咁夜搵我咩事?」我求其作咗個理由
「銘仔...頭先...個渣男...又嚟WhatsApp我...話想見我...我真係好驚...」小倩又開始喊
「?!」

(待續...)



第十章:知己(第一節)

「你冷靜啲先!」我嘗試安慰小倩
「但係...佢不斷騷擾我...我真係好驚...」佢仍然喊緊。
「咁你喺WhatsApp block咗佢囉!」我提出解決方法。
「唔得㗎!佢知道我個電話號碼，就會一直用唔同電話WhatsApp我。」嘩，條友咁有米㗎?
「咁，你咪轉過部電話囉!」
「但係佢會喺學校門口等我放學...」
條友真係好死纏爛打喎!
「咁，不如你試下同佢講清楚囉，佢再嚟搵你咪去同校工講，叫校工趕走佢。」
「...」
「喂?」
突然間，小倩cut咗我線，我有咩做錯咗?
我坐喺張床到諗，究竟我做錯咗啲咩?
我同小倩嘅呢一段淨係得幾分鐘嘅對話入面，我淨係俾咗一啲意見佢，而唔係真正咁安慰佢同埋關心
佢。
當我終於諗通咗，我即刻攞起個背囊，跑咗落樓。
當我去到小倩屋企樓下，時間已經嚟到凌晨三點...
「喂?小倩?我喺你屋企樓下啦!」我打咗個電話俾佢
「好!我而家落嚟!」佢把聲好明顯同頭先唔同咗，開心咗。
我好後侮我冇早啲知道,小倩究竟想點
小倩著咗件T-shirt同埋條熱褲就落咗嚟。
我哋上咗隔離個公園搵張櫈坐低咗。
我同小倩傾咗好耐，話題由個渣男一路去到我哋嘅心事...

(待續...)



第十章:知己(第二節)

我哋傾到就嚟天光
小倩同我各自返屋企攞返個書包再一齊行返學。
一返到屋企，一股睡意隨即襲來，我成晚完全冇瞓過，真係好耐冇捱過夜。
好彩呀媽同呀爸仲未起身，我快速攞完書包就走咗。
今日考嘅西史溫唔溫都一定唔合格，所以捱夜對我學校嘅排名冇乜大影響。不過對小倩嘅成績一定有
影響，希望佢捱得過啦!
我哋係最早返到學校嘅兩個人，不過考試期間唔入得課室，我哋唯有去飯堂坐低，再用呢段時間溫咗
一陣書。但係我竟然攰到瞓著咗，不過小倩見我咁攰，直至考試前15分鐘先叫醒我。
不出所料，西史考試嘅題目我冇一題識答。
小倩就好似好有信心咁行出禮堂，睇嚟佢成晚冇瞓都唔影響佢考試，真係「學霸」。
「喂！做咩咁冇精神?」小倩問我
「冇嘢，西史冇一題識啫!」
「哇!你咁西史咁廢㗎咩!」
「不嬲都廢㗎啦!」
「下次我幫你補下西史啦!上次你幫我補數學，還返個人情俾你。下次唔準西史唔合格!」
「Ok!」
我返到屋企即刻熄燈瞓覺，好彩聽日考中文聆聽，唔使溫，可以瞓耐啲。

(待續...)



第十一章:補習(第一節)

考試轉眼間就完咗，其他科都正常發揮，應該全部合格。
今日係農曆新年假期前最後一日，本來諗住返屋企打機打通宵，點知小倩一放學就話要開始溫西史。
「仲有排先考試喎!」
「未雨綢繆呀!」
佢拖住我隻手，拉我去自修室溫書。
唉！咁就喪失咗一個打機嘅機會，不過可以同小倩一齊都係一件好事嚟。
可能因為就嚟放假，自修室一個人都冇，終於可以同小倩二人世界。
我突然諗起，我仲未知小倩究竟有冇答應我嘅表白，睇嚟可以趁今日試探一下佢。
我哋求其搵咗個位坐低，我攞出西史書。
「由法國大革命開始溫好冇?」我問小倩
「好!」
喺小倩嘅細心教導之下，我突然開竅，大部份內容都明白咗，由法國大革命到民族主義嘅崛起都清楚
哂。
「嗱!我還咗個人情俾你喇!見你今日咁努力溫書，我俾個獎勵你啦!」
小倩靠咗過嚟，個距離近到我清楚感受到佢嘅氣息。
喺我哋兩個嘅嘴唇接觸嘅一刻，我不禁打咗個顫。
睇嚟小倩已經用行動答咗我嘅問題。

(待續...)



第十一章:補習(第二節)

農曆新年來臨，初一、二去親戚屋企拜年，根本冇時間打機。不過呢排小倩不斷主動WhatsApp我，
語氣都親密咗，仲不時用「銘銘」同「男朋友」稱呼我，睇嚟佢真係當我係佢男朋友。咁樣我當然我
梗係開心啦!我係女神嘅男朋友喎!
今日係初三，赤口唔可以去拜年，所以好得閒。
「喂?小倩」佢無端端打俾我
「銘銘，可唔可以嚟我屋企幫我補數學呀?」
「農曆新年喎!補數?」
「求下你啦，我屋企冇人喎!」唔通呢個係暗示?
「咁好啦，宜家即刻嚟!一陣見!」
「好!拜拜!」
我攞起背囊就出咗門口，好快就到咗小倩屋企樓下。
「喂?小倩，我到咗你屋企樓下喇!」
「好，我宜家落嚟。」
話時話，今次係我第一次上到佢屋企，唔知係點?
「喂！銘仔，入嚟啦」小倩喺大堂門口叫我
「嚟啦!」
原來小倩屋企都幾大，起碼有1000呎。
「咁我哋開始啦!」
「好!」
「咁我哋由畢氏定理開始溫啦!」
「我好凍呀，可唔可以攬住我溫?」
小倩竟然提出咁樣嘅建議?!

(冇甜)
(待續...



第十二章:瞹眛(第一節)

「咁好啦。」我回應小倩
我從後攬住佢，我耐心咁教佢數。我哋就好似一對熱戀中嘅情侶一樣，互相扶持，互相鼓勵。
直到差唔多傍晚六點，小倩已經溫咗大部份。
「咁今日溫到呢度先啦!」我提議
「好啦...」小倩好似有啲唔捨得
我慢慢鬆手，小倩玉體嘅香氣仍然殘留喺我身上。
「銘仔，你唔好同學校其他同學講我係你女朋友喎!」
我臨走前小倩叮囑我
「Ok!」
我再輕輕吻在佢臉上。
「聽日得唔得閒?」我返到屋企之後WhatsApp小倩
「應該得閒」
「咁不如我哋去行山?」
「好喎，我都幾鍾意行山」
「咁聽日上晝十點老地方等」
「好，聽日見。」
因為我哋都係行山新手，所以我上網搵咗啲啱新手行嘅路線。
最後我哋揀咗由馬鞍山昂平高源行去鹿巢山，路線全長1.8公里，算係短嘅路線。
小倩今日着咗件普通長袖衫同長褲，我都係差唔多。
我哋搭巴士去到馬鞍山，再行上去昂平營地。
我哋買咗啲水買乾糧，以備不時之需。
我哋喺大約十一點半出發，我哋一路行，一路傾計。
小倩仲不時揻下我啲手臂肉，以旁人眼光嚟睇，我哋無疑係一對熱戀中嘅情侶。

(待續...)



第十二章:瞹眛(第二節)

我同小倩慢慢行，沿途一邊影下相，打情罵俏一下。
俗語有云:「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
我哋好快去到終點---鹿巢山，我望一望手錶，時間已經係下晝兩點。我見小倩大汗淋漓，立即攞出
背囊中嘅毛巾為小倩抹汗，小倩冇抗拒，我細心咁為佢抹乾汗水。細看之下，臉上嘅幾滴汗水為小倩
動人嘅容貌加添咗幾分可愛和仙氣。
我哋休息咗一陣，小倩提議我哋一齊去食下午茶，我當然即刻表示同意。
我哋落山後，搭返巴士去馬鞍山市中心，我哋喺商場搵咗間
cafe。
我同小倩都唔係好肚餓，就淨係嗌咗一件蛋糕同兩杯咖啡。
我同小倩好甜蜜咁互相喂對方食，今次真係我第一次享受熱戀嘅感覺。
食完下午茶之後，我哋行咗一陣街，沿途我哋都係十指緊扣。
食完街之後我送咗佢返屋企，今日絕對係我同小倩最親蜜嘅一日。
第二日小倩主動約我去睇戲，雖然愛情電影我唔係好鍾意，但係同小倩睇嘅話我當然義不容辭。
戲飛當然係我請啦，入到去差啲瞓着，不過小倩好似睇得好投入咁，咁我瞓着就唔係咁好啦!

(待續...)



第十三章:隱瞞(第一節)

農曆新年假期過去，呢個假期我幾乎每一日都同小倩約出嚟，呢段日子絕對充實過每日都喺屋企打機
嘅假期。
一返到學校，中子已經到咗課室。
「喂!做咩呢排成日咁遲覆WhatsApp?」
「冇嘢，掛住打機啫!」
「真係?」
「係呀！」
「係咪溝到女呀?」死喇，中子好似唔信我
「唔係呀!」
「介紹嚟識下啦!」
「都話冇囉，唔好再問喇!」
「哎，有女唔理我喇!」
「你都痴線，唔得閒睬你。」
「有女就認啦，我唔會爆出去喎!」
「冇呀！」
「暫時放過你先，下次我見到你拍拖你就死!」
中子終於放過我，真係死纏爛打。
小倩過咗一陣就返咗嚟，我偷偷地同佢講咗頭先發生咩事，佢同我講叫我小心啲，雖然我守祕密唔叻
，但係呢個祕密關乎於我同小倩嘅關係，所以我會盡全力守住呢個祕密。
今日放學我同小倩分開行返屋企，以免中子見到我哋一齊行。今日行返屋企嘅呢段路特別長，本來淨
係得大約十分鐘嘅路程，就好似三十分鐘咁長。到呢一刻我先意識到小倩對我嚟講嘅重要性。原來，
我冇咗小倩，我衹係一個淨係識打機嘅宅男。原來，愛情真係可以令一個人徹底改變，愛情為我嘅生
活增添咗好多意義。
第二日中子依然纏住我，叫我介紹俾佢識，我真係差啲答咗佢:「嗰個你都識㗎!咪小倩囉!」好彩冇真
係講出嚟。
自從農曆新年之後，我同小倩有成一個星期冇再一齊返學放學，真係好折磨。不過中子都冇再纏住我
。

(待續...)



第十三章:隱瞞(第二節)

時間嚟到三月中，陸運會即將舉行。
避完一輪風頭，我同小倩終於再次一齊返學放學，我終於可以脫離冇小倩倍同嘅日子。呢幾個星期我
真係好似喺地獄咁，淨係可以每晚煲電話粥先聽到佢把聲，喺學校完全係零交流。
但係自從三月頭開始，我覺得小倩開始比較冷漠咁對待我，唔似以前咁熱情。唔通，我哋嘅熱戀期已
過?
今日係陸通會正日，我同小倩都冇報名參加，所以可以喺看台上偷偷地打情罵俏。
正當放飯嘅時候，我本來諗住同小倩「撐檯腳」，點知中子竟然過嚟話想同我哋兩個一齊食飯，咁就
多咗個電燈膽，破壞哂啲氣氛。
結果就係我哋三個人去咗打邊爐，中子仲話佢請。
我心諗:有冇搞錯，做電燈膽仲要請食飯，咁我咪好冇面?但係爭俾錢又唔係咁好。
「我俾啦!」我提議
「唔使啦，我同你哋兩個咁熟。」中子回應
你哋兩個?唔通，小倩同中子有不可告人嘅關係?回想返過去幾個月，小倩同中子的確唔似兩個啱啱相
識嘅人。我下定決心，一陣一定要問清楚。
打完邊爐之後，我呃小倩話我同中子有啲嘢做，叫佢返去運動場先。洗開咗小倩之後，我拉咗中子去
一個比較少人嘅地方。
「喂!講!你同小倩係咩關係?」我質問中子
「咪朋友囉!」
「你哋嘅關係唔止咁簡單喎!」我用手抓住佢衫領
「得，我講，你鬆手先」我慢慢放開手
「我同小倩係青梅竹馬」中子娓娓道來:「我哋幼稚園嘅時候已經識，由細玩到大。我好鍾意小倩㗎
。」
原來，中子同小倩係咁嘅關係。我如同聽到惡耗一樣，但正因為佢哋有咁樣嘅關係，所以我絕對唔可
以俾中子知道我同小倩拍緊拖。

(待續...)



第十四章:危機(第一節)

中子講完來龍去脈之後，我同佢一齊行返去運動場，中途我唔敢有太大動作，以免佢發現我同小倩有
嘢。不過我驚同先我質問中子嘅時候佢已經開始懷疑我，我真係唔想同中子絕交。
返到運動場之後，我行返上看台，中子一陣要比賽，所以看台附近剩返我同小倩。
「原來你同中子係青梅竹馬嚟?」我問小倩
「係呀，不過你會唔會嬲㗎?」
「唔會，有咩好嬲啫。」
「我男朋友真係體貼。」小倩搣一搣我塊面。
轉瞬間，陸運會已經完結，難得嚟到灣仔，我諗住同小倩行下街先返去，所以冇即刻搭車返屋企。
我同小倩喺商場行咗一陣，我陪佢買咗啲衫，之後食咗少少嘢就返咗去。
但係，我哋都唔知道，危機，即將來臨。
第二日陸運會翌日，唔使返學，但係我同小倩冇約出嚟，反而好似啲Long
D情侶咁，各自喺屋企開視像通話，然後各自做自己嘢
。正當我同小倩盡興咁傾緊計嘅時候，我喺ig見到一張相，呢張相立即引起我注意，因為相中嘅兩人
正係我同小倩，當時我哋喺度手拖手行緊街。張相下面仲寫住:毒男都溝到女神???呢個世界仲有冇天
理?
我即刻拎張相俾小倩睇，佢都嚇咗一跳，究竟張相係幾時影同邊個影?但當我見到張相嘅like數，我
就知今次大獲，張相竟然有1000幾人like，仲未計淨係睇唔like嗰班人。
今次真係大檸樂，俾學校班毒男知道一定會打死我，今次點算?
唯有小倩出嚟澄清加埋我實行苦肉計先算平息到，我哋嘅計劃係首先小倩出一個post去澄清成件事
只係誤會，之後返學小倩會時不時欺凌我，令人覺得我同小倩真係冇嘢。我要付出嘅代價都幾大，但
係為咗呢段愛情，我願意付出所有。
唔通，呢一場愛情注定係一場苦戀?
(待續...)



第十四章:危機(第二節)

今日小倩出咗post澄清成件事，之後就開始喺學校欺凌我，每日我唯一可以同小倩真正做一對倩侶
嘅時間就係夜晚同佢煲電話粥。我真係驚我哋會有精神分裂(唔係講笑)，朝早就係欺凌同被欺凌嘅關
係，但係夜晚就係男女朋友嘅關係。
我同中子亦因為呢一張相而冷戰咗好長一段時間，我真係因為呢一張相而幾乎失去咗我生命嘅全部。
呢段日子真係好痛苦，每日都喊，每日都問自己究竟點解自己嘅愛情會因為其他人嘅行為而變成咁?
究竟點解一張相嘅影響會咁大?
呢段地獄般的日子足足持續咗幾個月，直至暑假嘅開始，呢段日子先至告一段落。但係暑假嘅開始亦
代表小倩即將返去xx女書院讀書，所以，我同佢嘅見面時間將會大大減少...
今日係我同小倩終於可以約會嘅日子，呢幾個月我哋都冇約出嚟，以免件事再次發酵，難得件事暫時
平息，我同小倩當然立即約出嚟，難得可以手拖手行街，我當然拖到實一實，因為我都唔知仲有冇下
次。
我哋冇去高級餐廳食飯，只係去咗一間茶餐廳食，只要小倩陪住我，我食乜都咁好味。
「擘大口，我喂你丫。」小倩講
我擘大口，小倩將西多士放入我口中。本身已經甜嘅西多士變得更加甜，小倩見到我嘅食相，不禁笑
咗出嚟。
「你食嘢嘅時候真係好搞笑。」小倩取笑我
但係呢個取笑同平時欺凌我時嘅取笑真係好唔同。
我攬住小倩。
「我呢段時間真係好痛苦。」我竟然喊咗出嚟。
「我都係，竟然要欺凌我愛嘅人，真係好辛苦。」小倩都喊咗出嚟。
我諗，我哋同是天涯淪落人。

(待續...)



第十五章:分開

呢個暑假真係過得好開心，每日同小倩食飯行街睇戲，返到屋企就煲電話粥，基本上我哋兩個全日都
痴埋一齊。因為可能，我哋都知道，將來見面嘅機會只會有減無增。嚟緊我哋將要面對揀科嘅挑戰，
壓力越嚟越大，見面嘅機會更加少之又少。我諗唯一嘅見面機會就係我幫佢補數嘅時候。經過呢個暑
假，我再次同中子和好如初，佢明白就最好啦!
啱啱開學，成個校園好似冇咗生氣一樣，可能因為嗰班女仔走咗，班毒男又獸性大發，粗口橫飛，又
回復返平常嘅日子。
因為揀科都真係好重要，所以班毒男都轉死性咁努力溫書，我都唔可以輸蝕，為咗考到理科，我一定
唔可以鬆懈。一定要同小倩考到同一科，咁大學就有機會同佢一齊讀!
雖然唔係日日都見到小倩，但起碼我知我哋係一齊奮鬥緊，加上有中子嘅陪伴，我更加有動力溫書。
每個星期五係我同小倩一個星期入面唯一見面嘅機會，我哋會約喺屋企附近嘅圖書館自修室等，之後
就開始補數，我亦可以籍此溫故知新。見面嘅次數少咗，反而令我更珍惜呢段愛情，令我更珍惜小倩
，令我更珍惜每一次見面嘅機會。
充實嘅生活過得特別快，我同小倩咁啱都係聽日就要考試，我認為我都準備得差唔多，唔知小倩溫成
點呢?我WhatsApp佢，問下佢溫成點。佢話都溫得差唔多，準備瞓覺。我覆佢:咁好啦，聽日考試加
油!

(待續...)



第十六章:暑期旅行(第一節)

考試順利完結，我亦考得唔錯，以呢個成績應該可以順利讀到理科。小倩嘅目標係生物學，我本身對
生物學都有興趣，加上我想同小倩讀同一科，所以我果斷揀咗生物。以我初中綜合科學嘅成績，入生
物應該唔難。
好彩今年唔係好多人揀生物，以我唔算好嘅成績都可以順利揀到呢一科。
考完試即係代表暑假嘅來臨，小倩亦順利揀到生物科。
呢個假期好特別，因為我約咗小倩去東京!
中三呢一年我哋慳食慳住，再加上我同小倩家長都見埋，自然喺父母到都可以攞到一啲資助。
我哋呢個旅程當然係兩個人去，五日四夜之旅，啱啱足夠我同小倩放鬆一下。
我哋嘅航班十點起飛，我約咗小倩七點喺機場等，我哋當然係坐廉航，但係有得同小倩去旅行真係幾
生修來的福分。
我哋拖住個喼行去check in，小倩好似攞得好辛苦，我作為男生當然有風度咁幫佢攞。
作為一個好少去旅行嘅人，大部分嘅手續都係小倩負責，但係行程方面就係我自己設計，小倩完全唔
知，俾啲神秘感佢。
每一次同小倩相處，我都當作係最後一次，因為冇人知會唔會再發生一啲事令我哋再次分開。每一次
，我都好享受同小倩嘅每一次對話。每一次，我都好享受每一次同小倩嘅互動。

(待續...)



第十六章:暑期旅行(第二節)

check完in之後，我哋去咗食少少嘢先，因為廉航機冇嘢食。我同小倩過完關之後就直接答無人駕駛
列車去登機閘口，因為廉航嘅關係，仲要搭巴士先上到機，所以要提早出發。今日係我咁大個仔第一
次唔係同父母一齊去旅行，仲要同心儀嘅女仔一齊去，更加要小心得體，唔好失禮。喺閘口等咗一陣
，就已經可以開始登機，上到機，我同小倩放好手提行李。
「你坐窗口位?」小倩問我
「唔使啦，你坐啦。」
「我成日都坐窗口位，你唔使專登讓俾我喎。」
「咁好啦!」
飛機好快起飛，三個幾鐘之後就到達東京成田機場，我哋乘搭成田特快列車去東京市中心。
我哋book咗一間喺新宿嘅廉價民宿，由新宿車站行大約十分鐘已經可以到達，難得交通方便，價錢
又平，所以我哋冇猶豫到，即刻book咗。
「我哋一陣去邊?」我同小倩整頓好行裝之後，小倩問我
「唔話俾你聽住，一陣你就知!」我賣個關子
「咁出發啦!」小倩講完就出咗門口
「喂!等埋!」我趕緊鎖門

(待續...)



第十六章:暑期旅行(第三節)

「喂!你都唔知去邊，頭先做咩跑得咁快?」我問小倩
「玩你囉!」佢淘氣地笑咗一笑
「衰妹!」我輕輕力打咗佢一下
「喂！打女朋友?未死過?」佢不甘示弱，還擊咗一下
「咁你都未同我講去邊，快啲講!」佢追問我
「我哋宜家會去新宿御苑。」
「新宿御苑?睇咩㗎?」
「睇花囉，我知你鍾意。」
「估唔到你都幾浪漫喎!」小倩翹住我隻手臂
「梗係啦，仲使講?」
我哋行咗十幾分鐘，已經望見前面嘅幾棵大樹。
入到去之後，一大片繡球花盡收眼底，小倩立即叫我幫佢影相，我嚟東京之前上網自學咗一啲影相技
巧，就俘係為咗滿足小倩嘅「影相欲」，小倩除咗叫我幫佢影相之外，更加不忘同我一齊自拍。雖然
我本身對賞花冇乜興趣，但係愛屋及烏，今日啲花好似特別靚同顔色鮮豔。我哋行行下見到有一間咖
啡廳，但係因為宜家已經係黃昏時間，加上我今晚book咗餐廳食飯，所以我哋冇入去食嘢。
行完成個公園已經差唔多六點半，我哋準備去食飯。
「今晚去邊度食?」
「去食燒肉!」
「好嘢!」
我哋行咗大約十五分鐘去一間燒肉店《燒肉亭六歌仙》
我哋兩個都唔算大食，所以淨係叫咗兩碟肉。
食飽之後行咗陣街就返咗民宿。

(待續...)



第十六章:暑期旅行(第四節)

今日係東京之旅第二日，一起身就可以見到心愛之人，呢種感覺真係好幸福。因為今日行程較趕，所
以我哋簡單梳洗過後，去咗民宿附近嘅便利店買咗飯糰同埋一塊薯餅做早餐。今日第一個景點係「花
園神社」，呢一座神社江戶時代已經存在，歷史悠久。今次係我第一次嚟到日本嘅神社，我感到有一
股平靜、優雅嘅氣息。我哋首先前往參拜，我拿出100円，準備放落去...
「喂!你傻咗?」小倩阻止我
「唔係咁咩?」
「梗係唔係啦，跟住我做啦!同埋參拜係用五円㗎!」
小倩先稍為鞠躬行禮，我便依樣葫蘆，跟住佢做。
之後拿出五円硬幣，輕輕地放入箱入面，再搖一下鈴，深深
鞠躬兩次，拍兩下手，雙手合十，最後深深一鞠躬，便完成參拜。參拜完後，我哋前往購買御守，我
見有學業御守，便提議一人買一個。
「買唔買愛情御守?」我問小倩
「買!」
愛情御守有兩款顏色，一藍一紅，我當然買咗藍色，剛好兩個御守嘅繩可以拼成一個心形。
我哋離開神社之後，先去附近食咗一個午餐，之後便出發前往國立新美術館，小倩平時好鍾意畫畫，
所以呢個行程係特別為佢而設嘅。

(待續...)



第十六章:暑期旅行(第五節)

我哋好快到達國立新美術館，因為之後仲有行程嘅關係，所以只有大約兩至三個鐘頭去參觀。小倩一
入到嚟就好興奮，見到咁多當代出名藝術家嘅作品，小倩都幾難唔興奮。我作為一個稱職嘅男朋友，
當然係陪小倩行哂成個博物館，而唔係坐喺入口等小倩行完。小倩沿途不斷同我講啲藝術品嘅鑑賞價
值，雖然我唔係好聽得明，但係都叫做識多咗嘢。離開國立新美術館後，我帶小倩去咗附近嘅「驚安
之殿堂」買嘢，雖然香港都有，但係喺日本買真係唔同感覺。入面有好多新奇嘢，我同小倩都行都好
開心，行完都已經差唔多七點，我今日冇特登搵餐廳訂位，因為本來諗住喺驚安買嘢食飽，點知咁啱
今日啲美食攤位收哂，我哋唯有喺附近搵餐廳食飯。小倩今日話唔想去太多遊客嘅地方，我同佢走遍
橫街窄巷，尋訪著隱世美食，最後我哋揀咗一間「平民食堂」，入面個餐牌係全日文嘅，我哋只好動
用Google翻譯。落單嘅時候，我用哂我個腦入面所有識得嘅日文先成功話到俾個侍應聽我哋想食乜
。我哋嗌咗一個大嘅牛肉丼飯一齊食，加多個炸薯餅。因為客人唔算多，啲嘢食好快送到。
「嘩!個薯餅好好味喎!外脆內軟。」小倩不斷稱讚個薯餅
「個牛肉飯都好甜又多汁，啲肉汁滲入啲飯，令到啲飯好入味。」我就鍾意個牛肉飯多啲
呢一餐我哋都食得好滿足，難得食到啲好味又夠地道嘅嘢食。

(待續...)



第十六章:暑期旅行(第六節)

東京之旅嚟到第三日，今日嘅行程同樣豐富。
喺民宿食完簡單嘅早餐之後，我哋出發前往「東京巨蛋城」，呢個商場集「食、玩、買」於一身，喺
商場入面有一座大型過山車---「Thunder Dolphin」。我同小倩行完商場之後，便前往「Thunder
Dolphin」嘅入口，小倩比較細膽，但係佢都話想試下，咁我當然唔會退縮。難得今日唔算多人，我
哋即刻買飛入去玩，排咗大約十五分鐘已經輪到我哋，我懷著緊張嘅心情坐上過山車，看到眼前高低
起伏嘅過山車軌道，我更加緊張，我牽緊小倩嘅手。
「乜原來你都咁驚㗎?」小倩取笑我
「冇...冇驚過!」
「睇下你，連講嘢都震哂喎。」
「開...開始啦，仲講。」
過山車開始運行，過山車不斷上升時發出「卡、卡、卡」聲
過山車開始向下俯衝
「呀~」我同小倩不約而同地嗌咗出嚟，我抓緊小倩隻手，就好像象徵著我們一起攜手面對挑戰。

(待續...)



第十六章:暑期旅行(第七節)

好彩我哋玩完之後冇嘔到，如果唔係就真係失禮。今次係我第一次喺小倩面前展露膽小嘅一面。不過
小倩都冇特別在意，行完街之後，我同小倩去到一間壽司店，呢一間壽司店提供兩個鐘頭任食同埋廚
師發辦(omakase)，我哋今朝喺民宿食咗好少嘢，所以我哋揀咗用大約每人300蚊去食放題任食。我
哋首先嗌咗幾件拖羅刺身同埋壽司，啲拖羅非常肥美，又新鮮，啲魚油多到漏出嚟，好味到一個極點
，真係不枉我哋專程嚟呢度食。之後我哋嗌咗大量壽司同埋刺身，包括左口魚、三文魚、牡丹蝦等等
。我哋都食得好滿足。之前我陪咗小倩去睇藝術館，今次到小倩陪我去睇武士博物館，我對日本武士
好有興趣，不過小倩就覺得有啲無聊，我哋喺博物館入面見到好多武士嘅武器，例如:武士刀、鎧甲
等等，之後我更加有機會體驗做一個武士，原來啲鎧甲真係好重，加埋把武士刀更加令我不勝負荷，
不過我咬緊牙關，堅持落去。我擺下pose俾小倩影下相，再學下點樣用武士刀。體驗完，我成身都
好攰。
「不如去附近公園坐下?還掂未到食飯時間」
小倩見我咁攰，所以提議。
「好呀!」
我哋行去附近嘅公園，估唔到市中心都有咁大個公園。我同小倩搵咗張櫈坐低。佢攞出電話，俾我睇
返頭先影嘅相。
「估唔到你都可以咁型喎!」
「不嬲都咁型。」
「你咁攰仲懶叻，抖下啦!」
「得啦!」
我哋坐多咗一陣，之後就出發去食飯。
「一陣唔好食咁飽喎。」我同小倩講
「點解?」
「一陣有好味嘅甜品食!」我知佢好鍾意食甜品
「好嘢!」
我同小倩簡單食完晚飯之後，便出發前往我預先搵咗嘅甜品店。
呢一間甜品店係做甜品自助餐嘅，所以我先叫小倩唔好食咁飽。
「喂!頭先先食完飯喎，仲食到咁多嘢?」我見小倩狂食，便問佢
「我有兩個胃㗎嘛！」
真係頂佢唔順，不過望住佢食嘢，佢真係好可愛。

(待續...)



第十六章:暑期旅行(第八節)

東京之旅已經過咗一半，嚟到第四日。
一起身行去廁所，見小倩刷緊牙。
「咦？你今日咁早嘅?」我問小倩
「係呀，早咗起身咪早啲見到你囉!」
「幾時變到咁識溝仔㗎?」
「如果我唔識溝仔，我點溝到你呀!」
「好似係我溝你㗎喎!」
「咪又係一齊咗...」小倩開始怕羞
「我幫你洗面，好冇?」
「好呀!」
我從後攬住小倩，將水輕輕抹喺小倩面上。我拿起毛巾，慢慢將小倩面上嘅水珠抹乾。
「點解你今日咁sweet嘅?」小倩問
我直接在小倩嘴上深深一吻，用行動回答呢個問題。
「喂!我有話俾你錫咩?」我哋熱吻完之後小倩問我
「咁你係我女朋友，點解唔可以錫?」
「算你啦!快啲刷牙洗面啦，時間唔等人㗎」小倩微笑地回答我

(待續...)



第十六章:暑期旅行(第九節)

今日嘅行程比較鬆動。我同小倩去咗一間喺日本有人氣嘅美式舖頭食早餐。我哋試咗嗰度嘅招牌菜--
-班尼迪克蛋鬆餅(Eggs
Benedict)，鬆軟嘅麵包配上火腿、水波蛋、沙律菜，形成咗一種清新、獨特嘅味道同口感。流心水
波蛋帶有一種難以形容嘅味道，蛋黃在口中爆開，蛋汁不斷流出，不斷衝擊我嘅味蕾。呢一個早餐係
我喺今次東京之旅最心滿意足的一餐。之後我同小倩去咗全日本最大嘅機鋪，入面有十六個以上嘅V
R遊戲，我見小倩對VR有興趣，加上我又想體驗下用VR打機嘅感覺，所以就計劃咗呢個行程。我哋
喺入面試咗好多遊戲，雖然價錢唔平，但係絕對值得嚟呢度玩個夠。晏晝飯我哋去咗「CoCo壹番屋
」食，雖然香港都有，但係喺日本食自有另一番風味。食完之後，我哋周圍行下街，買下嘢，輕輕鬆
鬆就過咗我哋今次東京之旅嘅最後一個下午。夜晚我哋食完飯之後，我帶咗小倩去東京都廳展望室睇
夜景，東京嘅景色盡收眼底。我哋絕對唔會浪費喺東京嘅最後一晚，睇完令人目不暇給嘅夜景之後，
我帶小倩去「思い出横丁」---一條集合日本美食嘅街道去食宵夜。我哋嚟到東京之後都好少食日式
串燒，所以我哋揀咗一間居酒屋。入到去，店員見我哋唔俘係本地人，就即刻攞咗本英文嘅餐單俾我
哋，好彩有英文，如果唔係就有排都未嗌到嘢食。我嗌咗一啲牛肉同豬肉串燒，當然唔少得燒雞皮，
小倩就嗌咗燒番薯串燒同甜粟米。燒雞皮同粟米首先出現喺我哋面前，雞皮燒得啱啱好，油份唔會過
多，而粟米就非常鮮甜，表面少少燒燶嘅粟米更有一種特別嘅香味。之後嘅牛肉同豬肉都鮮嫩多汁，
番薯超級甜。
我哋離開居酒屋後，我問小倩
「今晚係最後一晚喇，仲有咩想做?」
「冇喇，不過真係好唔捨得...」
「我都係...下次我哋再嚟日本!下次我哋去北海道!」
「好!一言為定!」

(待續...)



第十六章:暑期旅行(第十節)

返到民宿之後，小倩話唔捨得呢度個大浴缸。
「不如，我哋一齊沖涼?」小倩竟然咁大膽?
「吓?」
「你唔想?」
「唔係...」
「咁即係點?」
「我哋未夠18歲...」
「沖涼都要18歲?你又諗埋嗰啲嘢?」
「淨係沖涼...咁好啦!」
我俾小倩呢個提議嚇到魂飛魄散，我估唔到小倩竟然會咁大膽。
不過諗深一層，淨係沖涼啫，真係唔好諗多咗。
我諗通咗之後，我同小倩行入浴室。
「做咩仲唔除衫，唔通你諗住着衫沖涼?」小倩一邊除衫，一邊問我。其實我仲未做好心理準備，畢
竟要同女神赤裸相對喎。
過咗一陣，小倩已經除哂衫，見到小倩身體完美嘅曲線，我先意識到我都要快啲除衫，費事凍親小倩
。
「你浸住個身先啦，唔好凍親。」
「咁你快啲喎。」
「OK!」
我除完衫褲之後行入浴缸。
「可唔可以幫我按下膊頭?」小倩問我
「可以呀」
小倩將成個身體挨落我到，我幫佢按摩嘅時侯，我先知原來小倩皮膚好滑，喺我幫佢按摩嘅同時，小
倩用梘液幫我清潔下我隻腳。
可以同小倩咁親密，我諗，我都不枉此生了...

(待續...)



第十六章:暑期旅行(第十一節)

第二朝起身，一食完早餐就要出發去機場，真係有啲唔捨得。
搭火車好快就去到成田機場。
(搭飛機就唔詳寫喇)
好快返到香港，我送咗小倩返屋企之後，去咗屋企附近嘅公園坐下。回想返呢一次短短五日嘅日本之
旅，我同小倩做咗好多喺香港做唔到嘅嘢，我哋食咗好多喺香港食唔到嘅嘢，我哋嘅感情更加因為呢
次東京之旅而升溫。作為一個毒男，從來冇一個女仔可以俾到我一種咁特別嘅感覺，呢一種感覺係令
我想保護佢，愛戴佢。
坐咗一陣，突然有一對情侶喺我面前行過，一直打情罵俏，如果係幾年前嘅我，一定會羨慕佢哋，但
係我宜家已經有小倩，唔使再羨慕其他人。
坐多一陣之後我行返上屋企，呀媽即刻問我今次旅行好唔好玩，我敷衍完佢之後，去咗沖返個涼，之
後就攰到喺梳化瞓着咗。

(待續...)



第十七章:渣男(第一節)

呢個暑假過得好充實，我不時同小倩約出嚟玩下。
好快就嚟到九月一日，換言之，我已經係一個中四嘅學生，亦都踏入高中嘅階段。我琴晚提早返房瞓
覺，以免第一日返學就恰眼瞓。我竟然係第一個返到課室，今年我唔係同中子同一班，即係話我又要
同一班唔識嘅毒男打交道。
第一日返學係返半晝，我諗住今日去接小倩放學，一齊行返屋企。
去到xx女書院，我見仲未放學，就坐喺附近嘅長櫈等。過咗一陣，有一個男仔行過嚟坐喺我側邊，我
當時只係覺得佢都俘係嚟接放學嘅暖男男朋友。
去到下晝一點，放學鐘聲響起，我再等咗一陣就見到小倩慢慢行出嚟。
「小倩!」「倩倩!」我同隔離個男仔同時嗌出小倩個名
我望咗個男仔一眼，就立即跑到小倩身邊，但係個男仔隨即跑過嚟。
「倩倩，可唔可以俾多次機會我?」個男仔無緣無故問小倩
「等陣先，你做乜?」我阻止佢
「銘仔，你走一走開先，呢樣嘢係我同佢嘅私事。」小倩用冷漠嘅語氣同我講。
我被小倩嘅反應嚇親，佢冇試過用咁嘅語氣同我講嘢，就算平時佢同陌生人講嘢都超級有禮貌，究竟
嗰個男仔同小倩係咩關係?
我行去遠處，我見小倩好嬲，不斷鬧個男仔，因為佢哋正正企喺學校門口，所以引嚟不少好奇嘅目光
。
過咗一陣，個男仔垂頭喪氣咁走咗。
「sorry，頭先冇乜禮貌。」
「唔緊要，但係究竟發生咩事?」
「之前我咪同你講話有個渣男，咪就係佢囉!我已經趕走咗佢，唔使擔心。」
「唔怪得知你咁嬲啦!」
「我哋走啦。」
小倩喺班女學生面前翹住我隻手，再次引起其他人嘅目光。

(待續...)



第十七章:渣男(第二節)

自從開學嗰日個渣男嚟接小倩之後，小倩每次同我一齊出街都心不在焉咁，我問佢乜事，佢又話冇事
，不過九成九都係諗緊個渣男會唔會再嚟煩佢。
我真係有啲唔開心，明明係我同小倩拍緊拖，但係小倩唔係專心陪住我，反而去諗一個傷害得佢咁深
嘅渣男，我真係冇乜心情。
有一日，我當面同小倩講出我嘅不滿，但係小倩鬧返我，話我冇幫過佢，冇諗過佢嘅感受，冇安慰過
佢。面對住呢一個情況，我講唔出嘢，唯有不斷安慰小倩，等佢冇咁燥，先再同佢慢慢解釋。
過咗一陣，小倩話想去附近公園坐下，我哋去到商場附近嘅小公園搵咗張櫈坐低。
「其實，我只係想同你拍拖嘅時候開開心心...」我坦白同小倩講
「我明，但係我真係好擔心個渣男再嚟騷擾我。所以先專心唔到拍拖」
「咁不如我哋去同個渣男講清楚?」
「但係佢一定會死纏住我哋。」
「咁...要點樣令佢死心?」
「你喺佢面前宣示主權囉!」
「我唔係好明喎?」
「乜你咁都get唔到㗎」小倩搣咗我塊面一下:「即係你喺佢面前錫我一啖，令佢知道我哋係真心相愛
囉」
「原來係咁...咁我哋宜家即刻開始行動?」
「好。」
小倩打電話俾個渣男，個渣男好開心咁接電話，聽到小倩話約出嚟，佢更加雀躍，仲話衫都唔換，要
即刻出發。
當我同小倩去到約定嘅地點，個渣男已經到咗，但係佢一見到我攬住小倩條腰，開始覺得不爽。
「呢個係我男朋友，銘仔。」小倩向渣男介紹我
「你好!」我用一個有啲尷尬嘅笑容同渣男打招呼
「咁倩倩你今日約我出嚟做咩?」渣男直接無視我
「我想叫我死心，唔好再煩我，我已經有個好錫我嘅男朋友，唔需要你!」
小倩講完之後向我打眼色，示意我錫佢一啖，我立即錫咗小倩塊面一啖，個渣男亦顯得傷心同憤怒，
之後更直接跑走咗。我同小倩會心微笑，我哋嘅計畫應該成功咗。

(待續...)



第十八章:甜蜜

好彩自從嗰次個渣男「敗走」之後，佢冇再騷擾小倩同我。我同小倩每一次拍拖都好甜蜜，即使已經
拍咗好耐拖，但係熱戀期仲未過，每一次見到小倩都好開心，好滿足，淨係望住小倩，拖住佢隻手，
我已經覺得好幸福。
今日我約小倩傍晚去海濱長廊跑步，睇下日落。
我同小倩跑跑下，我突然俾一個人撞咗一下，成個人跌咗落地，膝頭擦損咗，流咗唔少血。
「鉻仔!!!」小倩大叫
「你有冇事呀???」小倩好擔心我
「應該冇乜事...」
「流咗好多血喎，嗰個人有冇搞錯，我男朋友隻手咁珍貴...」
小倩竟然想喊
「做咩事呀？傻女嚟，我都冇事。」
「但係流咗好多血喎...我好擔心你...」
我聽到之後心入面甜到爆
「知啦!傻女，我真係冇事喎」
「咁就好...」佢終於笑返
「笑返咪靚女囉!」
「乜我平時唔靚咩?」小倩嘟住個嘴問我
「最靚係你!」
「你知就好!」
「我哋繼續跑?」
「嗯。」
我哋一邊跑，一邊傾計，再欣賞下日落。
咁就過咗一個浪漫嘅約會。

(待續...)



終章:結尾

中學生涯，有人話係用嚟揮霍青春，我就話佢係人生中最後一段自由而且無憂無慮嘅日子，喺中學生
涯中，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嘅事，可以自由咁同同學一齊癲，可以駁老師嘴，可以喺運動場上揮灑汗
水，可以每日呃你個死黨啲飯食，更可以毫無顧慮哋向自己鍾意嘅對象對白。試問，你出嚟社會工作
之後，可以再做返呢啲嘢嘅機會係幾多?大學畢業之後，每個人都變得成熟咗好多，做任何事之前都
會諗清諗楚，唔會再可以中學時咁癲，唔會再無憂無慮。
所以，人生中只有一次嘅中學生涯，絕對係一段值得回憶嘅時光...

(第一季完，敬請期待第二季)



第二季:第一章:難關(第一節)

時光飛逝，轉眼間，六年嘅中學生活即將完結，而我將要面對人生中第一個難關，DSE，呢一場仗絕
對唔易打，但係我相信我可以打贏並成功上到大學，因為，我有小倩一直鼓勵我。

喺我溫書溫到好眼瞓電嘅時候，電話鈴聲突然響起。
「喂?小倩，做咩咁夜打嚟?」
「咪睇下你溫成點，俾啲鼓勵你囉，你係咪唔想要愛的鼓勵吖，我宜家即刻收線，唔理你!」
我可以想像到小倩宜家嘟起個嘴嘅可愛樣
「咁係吖，唔係吖，我好需要愛啲鼓勵㗎!」
「咁聽日朝早十點喺老地方等，我同你去行下街，放鬆下，好冇?」
「好吖!聽日見。」
我收線之後，成個人精神哂，繼續為DSE奮鬥。
一擘大眼，琴晚溫得太攰，搞到喺張枱瞓著咗。望一望手錶，原來已經九點半，要快啲刷牙洗個面，
落去等小倩。
我落到去，時間已經係九點五十分，相信小倩過多幾分鐘就會到。
果然，小倩好快落到嚟，今日小倩着咗件露肩嘅衫加一條緊身牛仔褲，旁人可能覺得好普通，但係對
我嚟講已經好性感。
「咁我哋今日去邊吖?」我問小倩
「你一陣咪知囉!」
「講啦!」
「我係唔講，淆底吖？」
「驚都未驚過，行啦!」我扮咗一個鬼臉
小倩拖住我隻手跑去巴士站，引起旁人嘅目光。
小倩最後帶咗我去尖沙咀一間啱啱新開嘅商場。
「不如我哋去食個早餐先?」
「好吖。」
由於我哋揀咗好耐都揀唔到食乜好，唯有去大快活食。
我哋嗌咗個脆炸魚柳加通粉一齊食，我將魚柳切成小塊。
「擘大口吖，我餵你食」我同小倩講
我將魚柳放入小倩小巧嘅口
「點解個魚柳特別脆嘅?」
「因為我餵你囉!」
「又講埋呢啲嘢!」
「咁呢個係事實嚟嘛！」
「得啦，知你勁喇!」
我平時哋就係咁樣打情罵俏，就已經好開心，好滿足。

(待續...)



第二季:第一章:難關(第二節)

DSE，就如一場夢，好快就已經過去，可能有人覺得係一場惡夢，亦有人覺得係一場完滿嘅好夢。喺
呢一場夢入面，我經歷咗好多嘢，雖然係一場漫長嘅戰鬥，但係我同小倩一直互相扶持，所以，我覺
得呢個夢係一場好夢。
從夢中醒來，要面對嘅，就係殘酷嘅現實，要面對殘酷嘅放榜，亦要面對成人嘅世界。
今日係放榜嘅日子，我成晚都瞓唔到，輾轉難眠，大約凌晨三點嘅時候，電話通知響起。
WhatsApp:小倩:
銘仔，我瞓唔著...
我都係...
咁不如落去公園坐下?
好吖，一陣見
去到公園，仍見到有微弱嘅燈光...
我拖住小倩，在公園中漫步，此時公園空無一人，只有我同小倩。我哋喺一張長櫈坐低，我哋都冇出
聲，呢一刻靜到心跳聲都可以聽到。小倩依偎喺我肩上，我哋一直不發一語，但我想，陪伴便是最好
嘅安慰...
小倩好快喺我肩上瞓著，我望住小倩，過咗幾年，我哋仍然係一對熱戀嘅情侶，小倩仍然美若天仙。
隨著太陽升起，我嗌醒小倩，我哋各自返屋企梳洗，然後一齊去食個早餐，再返學校睇成績，食早餐
嘅時候，小倩好似心不在焉咁，又冇乜胃口，又好似有難言之隱，究竟發生咩事?

(待續...)



第二季:第二章:悲情(第一節)

我同小倩食完早餐之後，便各自返學校。
行返學校嘅呢段路特別漫長，我就如熱鍋上的螞蟻，心急如焚，但同時又唔知小倩有冇嘢隱瞞我...
我去到禮堂，入面已經有幾十人等緊，因為見唔到熟悉嘅面孔，令到心入面嘅緊張感湧現，我坐喺禮
堂其中一個角落，一嚟擔心自己嘅成績，二嚟擔心小倩有嘢隱瞞我。
「喂，咁緊張做乜吖?都考完啦!」
終於聽到一把熟悉嘅聲音，中子坐喺我隔離，安撫下我嘅心情。
「唉，真係好緊張吖嘛！畢竟係人生大事。」
「唔考都考完啦，驚乜?」
「你都唔明，講嚟都冇用。」
等咗大約三十分鐘，老師行出嚟講咗一大堆廢話，呢三十分鐘好漫長，好似即將行刑咁。
中文:4
英文:4
數學:5*
通識:5
「Yes!!!!!!!」我以呢個成績，應該可以勉強入到中大讀。
中子亦都考得唔錯，不過佢諗住去外國繼續升學。
小倩都同我講過想入中大讀，希望可以一齊住hall啦。
我出到學校之後打電話俾小倩
「小倩，考成點吖?」
「全部都有5，通識仲有5*」
雖然考得好好，但係小倩好似一絲開心嘅語氣都察覺唔到。
「我都考得唔錯，你諗住讀中大定港大?」
我懷著興奮嘅心情問小倩
「......」
「小倩?」
「銘仔，對唔住...」我聽得出小倩有啲哽咽
「?!」
「我要去英國繼續升學...」
「咁突然?」

(待續...)



第二季:第二章:悲情(第二節)

「真係sorry吖，銘仔...」小倩深表歉意
「唔緊要，但係點解唔早啲同我講?」
「我...驚你會唔開心...」
「傻妹，我冇嘢喎。」我強作鎮定，心入面的確有唔捨得
「...」
「你喺學校門口嗰張長櫈等我，我宜家過嚟。」
我即刻截的士去xx女書院，我落車之後望到小倩正低頭哭泣...
我跑過去攬住佢
「...」
「...」
「喊咩啫?我會等你㗎!」我等小倩冷靜之後，打破沈默。
「我...真係想像唔到冇咗你喺身邊嘅日子」
唔單止小倩想像唔到，我都一樣
「我都係...但係呢件事你同我都改變唔到...唯有接受現實」
小倩攬到我好實，好似好驚失去我咁
「但係...我接受唔到。」
「慢慢嚟，我等你，無論你幾時返嚟，我都等你。」
「銘仔，多謝你。」
我之後送咗小倩返屋企。
「喂?中子，乜料?」我行返屋企時，中子無端端打俾我
「我之前咪講過，我會去外國讀書嘅，我唔記得同你講，我係同小倩一齊去。」
果然禍不單行...

(待續...)



第二季:第二章:悲情(第三節)

「吓?小倩冇同我講喎?」我覺得驚訝
「佢做乜要同你講，你又唔係佢條仔。」
我差啲唔記得中子係唔知我同小倩嘅關係。
「咁又係。咁你哋幾時出發?」
「大約下個月中。你會唔會嚟送機?」
「一定嚟!」
「好，咁我哋盡情玩埋呢個月!」
「一言為定!」
我宜家內心好亂，喺短時間內接受唔到大量壞消息。
雖然我替中子可以出國讀書而高興，但同時害怕中子會藉著呢次機會向小倩表白，而且佢又唔知我同
小倩拍緊拖，情況真係好矛盾。
我收線之後立即跑返屋企，用綿被包住自己，等自己冷靜落嚟。
我好迷惘，唔知點做，我唔想因為小倩而失去一段友誼，但同時又唔想失去小倩。我諗咗好耐，我忍
住淚水打電話俾小倩。
「小倩，點解你唔同我講中子會同你一齊去英國?」我單刀直入
「因為...我驚你唔開心...」
「唔使驚喎，我咁大方，點會唔開心?」
我開始哽咽，但我盡力掩飾
「咁就好喇!」小倩由心情低落變返正常
「咁唔講住喇，拜拜!」
我驚俾小倩發現我喊緊，所以即刻收線。
我唔開心唔係因為驚中子搶走小倩，而係因為我覺得隱瞞一個好朋友係一件痛苦嘅事...

(待續...)



第二季:第三章:誠實面對

我考慮咗好耐，究竟應唔應該同中子坦白，但我又驚我哋會因此而絕交，真係進退兩難。
我真係好辛苦，又要隱瞞小倩我冇唔開心，又要隱瞞中子我同小倩嘅關係，我真係驚我受唔住咁大壓
力而自殺，所以，
我決定對佢哋兩個坦白!
首先我同小倩講出我唔開心嘅原因，好彩佢非常體諒我，仲安慰返我轉頭。
之後我哋傾咗好耐究竟點樣同中子坦白，最後我決定直接當面同佢講。
今日我作咗個中子出嚟，面對面講清楚
「中子，今日其實有啲嘢想同你講。」
「咩事吖?」
「其實...我同小倩拍緊拖...」
「...」
「...」
「早就知啦，你哋咁張揚!」中子突然大笑
「吓?」
「幾年前已經知啦，你有咩我係唔知?」
「嚇死我，以為你會嬲我。」
「我哋好兄弟嚟㗎嘛!」
----------------------------------------
「今晚我屋企冇人，你過唔過嚟?」
今日係小倩喺香港嘅 last day
「好吖!一陣見」
(以下有甜，可以skip)
-----------------------------------------
我煮咗一餐尚算豐富嘅晚餐，食完飯之後我哋坐喺梳化睇電視。
突然，小倩熄咗個電視。
「不如一齊沖涼先?」
「好吖。」
我慢慢除衫，小倩又有啲怕醜。
我坐入浴缸，我同小倩面對面...

(待續...)



第二季:第四章:玉帛相見

一開始我哋有啲尷尬，之後我為咗避免尷尬，所以叫小倩背對住我坐。
我攞咗少少梘液，幫小倩塗勻全身，當中我都冇避開敏感部位。
搽搽下小倩突然挨後，令到我條巨龍頂住咗佢背脊。
小倩呢一個動作令我獸性大發，我雙手不由自主地向前探索。
「喂呀!你好衰呀!」
小倩嘅反抗令到我更加興奮， 我搓揉完小倩完美嘅雙峰，便開始向下探索。
小倩亦都唔再反抗，更加出手撫摸我條巨龍，原來唔洗自己用手係好舒服嘅一件事。
我發現嘅小倩技巧好生疏，冇我平時自己嚟咁舒服，但因為小倩隻手真係好滑，所以都真係幾爽。
突然間，我全身震咗一下，跟住我啲精液就射晒出嚟，嗰下嘅感覺真係好舒服。
「你真係好衰呀!搞到我成面都係。」
「sorry呀!我都估唔到會射咁多。」
「下次唔準呀!」
「下次都唔知幾時，你聽日就要去英國...」我心情開始低落
「我得閒會返嚟㗎嘛，同埋你係咪都會嚟探我㗎?」
「梗係會啦!」
「一言為定!」
我同小倩用勾手指尾作證，可能你會覺得好低能，但係我就覺得一定要感情係簡單又甜蜜就可以啦。
我幫小倩洗乾淨啱啱整污糟咗嘅地方。
小倩今晚仲會喺度過埋夜，唔知會發生咩事呢?

(待續...)



第二季:第五章:分隔兩地(第一節)

沖完涼之後，我哋開咗個電視睇住新聞，兩隻手就用嚟打機。
女朋友有時會陪男仔打機，真係好多男仔都求之不得。
「你守上路?」
「好吖。」
「中路要backup。」
「我過去，你繼續推。」
「我打野，好冇?」
「Ok!」
「都12點喇，瞓啦?」
「早啲休息都好。」
我哋瞓喺床上，一言不發，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聽日就要分別...
「你聽日就要走喇，好唔捨得。」
「long D 啫，冇所謂啦。」
「我有所謂呀！」
「我都好傷心，但只可以不斷催眠自己。」
「我唔可以攬住你瞓?」
小倩微微點頭
我用力攬實小倩，用嘴親吻小倩...
我哋分別之前嘅最後一晚，就係咁樣過咗...

(待續...)



第二季:第五章:分隔兩地(第二節)

我睜開眼睛，望見身旁小倩可愛嘅睡相，我即刻俾佢融化咗，望到入哂神，見到小倩嘴角嘅口水，我
用手幫佢抹乾淨。
過咗一陣，小倩慢慢睜開眼，望見我就二話不說就送咗個「morning kiss」俾我。
「快啲刷牙洗面吖，我煮早餐俾你食」小倩真係一個好好嘅女朋友。
「OK!」
「搞掂未吖，食得喇!」
「出嚟喇!」
「嘩!咁豐富嘅?」
枱上擺咗兩隻心形太陽蛋，兩碗出前x丁，再加兩塊煙肉同兩塊多士。
「梗係啦!你女朋友咁錫你。」
「又喺度讚自己!」我搣咗佢塊面一下
「食啦，講咁多嘢!仲乘機搣我!我嬲你吖!」
小倩扮嬲仲要忍唔住笑，真係好可愛。

(待續...)



第二季:第五章:分隔兩地(第三節)

食完早餐，我陪小倩返佢屋企執行李。
「執齊未㗎?」我問小倩
「差唔多喇。」
「check多次啦!」
「知喇!知喇!」
「執完就出發啦!」
「OK!」
我哋喺樓下嘅巴士站搭車去機場。
--------------------------------------------------
「喂!中子你到機場未?」喺巴士上我打電話問中子
「差唔多到喇，你哋呢?」
「去到昂船洲大橋。」
「咁我等埋你哋先check in。」
「好，一陣見。」
--------------------------------------------------
到達機場一號客運大樓，我幫小倩拖住龐大嘅行李。
去到check-in櫃檯，見到中子喺遠處向我哋揮手。
「今日難得冇遲到喎。」我串中子
「勁囉!」
「你哋兩個唔好廢話啦，我哋要過關喇!」小倩提醒我哋
「係喎，就嚟夠鐘喇。」中子向我說
「咁好啦，唔講咁多喇。」
我講完之後喺中子面前送咗個goodbye kiss俾小倩，中子當然立即拎轉頭。
「記住幫我照顧好小倩吖!」我喺閘口同中子講
「知啦!」
「咁byebye啦」
「byebye」
之後佢哋頭也不回就離開咗我嘅視線。
我搭巴士返屋企，沿途我都只係諗住小倩可愛而美麗嘅臉龐。
唔知幾時可以再見到小倩?
因為太眼瞓，我返到屋企就直接瞓咗。
一起身已經係夜晚十點，小倩應該差唔多到英國。
果然，等咗一陣，電話鈴聲響起。
「喂?」
「銘仔?係小倩呀，我到咗英國啦!」
「呢個係你嘅電話號碼?」
「係吖!」
「ok，btw，你哋返到事前租嗰間屋未?」
「未吖，啱啱先離開機場。」
「咁你返到去再WhatsApp我啦!」
「OK!bye!」

(待續...)



第二季:第五章:分隔兩地(第四節)

「喂?小倩，適唔適應到倫敦嘅生活?」

我決定每晚打俾小倩。

「都OK嘅，有中子喺度吖嘛！」

我聽到之後有啲呷醋。

「你呷醋吖?咁小氣㗎!」小倩真係有讀心術。

我已經想像到小倩而家嘅可愛樣。

「冇呀!」

「我唔信!」

「anyway，我今年完sem之後應該會英國揾你哋。」

「希望快啲見到你啦，好掛住你呀!」

「聽晚再傾，我有啲眼瞓。」

「好啦，拜拜!」

(待續，下篇對劇情有重大影響)



第二季:第六章:引誘(第一節)

今日我如常去上lecture，唔可以每日都見小倩，我嘅生活就好似

冇咗色彩一樣，冇哂意義一樣。每日最有意義嘅時刻就係同

小倩傾電話嗰十幾分鐘。

「hi!」

「?!」上lecture到一半，隔離有個女仔突然同我打招呼

「hi...」我冇認真理佢

「你叫咩名?」佢繼續問我

「黃浩銘。」我連一眼都冇望佢

「我叫陳皓晴。」佢乘機坐近咗我

「...」

「你鍾意啲咩?」佢窮追不捨

「打乒乓波。」我敷衍佢

「我都鍾意打乒乓波喎，你俾個電話號碼我，下次約出嚟吖!」

佢好明顯想溝我。

(待續...)



第二季:第六章:引誘(第二節)

「吓，好似唔係咁好喎!」

我好愚蠢咁回應佢

「有咩唔好吖?」

佢突然轉用一把較嗲嘅聲，之後更乘機同我有啲身體接觸。

「可唔可以唔好煩住我!」

我開始顯得不耐煩。

「同你傾下計啫!」

我將視線由書上轉移到去個女仔身上。

我發現佢同小倩嘅面貌有幾分相似，而佢哋兩個都散發出一種誘人嘅仙氣。

「做咩呀！我太靚女，要望到實一實?」

佢咁講，我先發現我望佢望到呆咗。

「冇...冇吖!」

「仲講大話?」

佢嘟起「櫻桃小嘴」，不禁令我聯想起小倩

(待續...)



第二季:第六章:引誘(第三節)

「咁究竟可唔可以俾個電話號碼我吖?」

佢又再嗲我，試問一個血氣方剛嘅青年點抵受得住呢種誘惑?

「好啦，你自己睇啦!」

我將電話遞俾佢

「搞掂!以後就叫我阿晴啦!」

阿晴將電話還俾我

「咁下次我去打波就約埋你去!」

「好吖。」

上完lecture之後，我打開WhatsApp，見到小倩online。

我:今日上堂有冇咩特別嘢發生吖?

小倩:隔離個男仔無啦啦問我攞電話號碼，真係好奇怪囉！

估唔到我同小倩都遇到一樣嘅事。

我:咁你最後點做?

小倩:我最後叫中子趕走咗佢，好彩有佢喺度咋!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