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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阿銀今年18歲係一個係英國讀緊中六嘅留學生，係2020年嘅三月底因為武漢肺炎嘅關係，係英
國嘅學校全面停學亦都因為疫情嘅關係所以返咗嚟香港。

係強制隔離嘅14日留係屋企實在太無聊冇嘢做，最多都係喺上網上下堂打吓機不過呢啲都係一兩個
鐘頭嘅事，實在係太無聊不過為咗自己亦都為咗其他香港人一定要留係屋企接受隔離。係呢兩個星期
裏邊每日做嘅事都無咩唔同每日重複住同樣嘅事，打機都打到悶啊，而且喺香港嘅朋友們全部都要考
DSE喺度努力咁奮鬥緊，我自己又係一個比較靜嘅人唔係好識去認識新朋友同埋上一段嘅感情已經係
三年前係時候放低佢面對現實，話說有一日上緊社交媒體平台嘅時候就見到交友app嘅廣告，跟住我
就諗反正上交友app人哋都唔識我又見唔到我不如就試吓上去壯吓膽識吓女仔呀，就係咁萌生左去試
吓玩交友app呢個念頭。不過我從來都諗過係交友app裏邊會遇到咁多事，有輕鬆嘅 有悲傷嘅 有難
過嘅 亦都有現實嘅，呢一個就係一個由唔同嘅小篇事件而湊合而成嘅一個故事。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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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又係一個平平無奇嘅一日，阿爸阿媽晨早就起身返咗工而我就琴晚打機打到兩三點先訓。今日係
我由英國返嚟香港居家隔離嘅第七日，唉頹吓頹吓咁又一星期，日日都重複做同一様嘅野起身就已經
十一點幾簡單梳洗完之後就叫個外賣食，咁就解決咗個早午餐。跟住晏晝三點就夠鐘上堂上個半鐘之
後就開始打機，打吓打吓就打到阿爸阿媽返嚟買外賣俾我食，食完飯沖過涼又繼續打機，打到攰就上
床瞓覺一日就咁又完咗啦。臨瞓前喺我玩緊社交媒體嘅時候突然間見到一個交友app嘅廣告，我心諗
「又係呢啲交友app成日都有新聞報嗰啲無知嘅女仔或男仔上呢啲交友app俾人呃左好多錢㗎喎不過
我諗應該冇事嘅」同埋呢個禮拜已經重複做同樣嘅嘢好無聊，係時候要有啲改變跟住我就下載咗落嚟
試吓玩啦，不過今日打機實在打得太得太耐實在太攰聽日先再算。

呢個時候阿銀仲未知道佢將會遇到咁多嘅事情係呢一刻阿銀嘅生活模式將會完全顛倒。

因為琴晚打機都打到兩點，所以呢都差唔多成10點幾先起身，一起身簡單梳洗後沖左一杯齋啡提一
提神跟住又好似平時咁等個早午餐外賣。當我係到等緊野食嘅時候我就開咗個app嚟睇吓啦。一入到
去呢就要寫個標題嘅 咁求其寫住「02 好無聊傾吓計啦」原來個app呢係要寫咗個標題，然後啲人會
見到你個標題啦，一係就我撳入人哋嗰度，一係就人哋撳入我嗰度。當我喺度食緊我嘅早午餐嘅時候
我喺度碌緊人哋啲標題睇吓邊個可以試吓撳入去睇吓，跟住就見到一個寫住「04年女仔」咁我就撳
咗入去試吓同佢傾吓啦。

「Hello」

「Hello」

「我叫Gordon呀 唔知你叫咩名呢？」

「我叫Hebe呀」

「係呢唔知你上咗呢個app玩咗幾耐呢？」

「我都係啱啱down咗幾日咋 你呢」

「咁啱嘅我都係喎」

「係呢請問你有冇status 我a2」

「有啊我 a3 」

我自己係到諗佢04年咁應該係讀緊中四，其實都唔係話好大個咋喎咁快上嚟交友app玩嘅，依家啲女
仔真係早熟，
跟住我就繼續發問啦。

「係呢你而家先15 16 歲又唔係好大咁細個上嚟驚唔驚俾人呃㗎咩」



「都會㗎不過而家我咪同你傾緊囉我諗你唔會呃我掛，係呢話說你今年幾大」

「放心啦我都係啱啱下載落嚟玩你係第一個同我傾我點敢呃你呀
   話說我今年18歲囉」

「18歲咁即係應該02年拉 乜你今年唔使考DSE咩」

「我唔使啊因為我冇喺香港讀書好耐差唔多三年前已經過咗去英國讀書」

「哦原來係咁都幾好呀我都好想去外國讀書」

「係㗎我都覺得自己幾幸運，有機會可以去到外國讀書」

「唔知你係嗰邊啲生活係點嘅呢係咪同香港讀書好唔同㗎」

我望一望個鐘嘩咁就5點幾就6點啦阿媽應該買咗餸返嚟 一講曹操曹操就到阿媽啱啱開門口見到佢攞
住一袋二袋。
跟住我就諗應該差唔多係時候沖過涼，然後等食飯。平時當我由英國放假返嚟，買餸煮飯都係由我包
辦嘅
因為阿爸阿媽返工都放好遲嘅。不過而家因為我正在強制隔離所以唯有阿媽煮返，咁我就上返個app
然後同Hebe講

「我而家去沖個涼跟住應該差唔多夠鐘食飯我食埋飯先再搵你啦」

「好啊咁晏啲再傾」

「ok bye bye」

唔知點解我覺得交友app又唔係想像中咁雜亂咁多怪人姐，而家同我傾緊呢個女仔感覺上都幾好啊，
聽落去唔似啲會呃人嘅女仔呀希望有機會可以同佢認真咁傾吓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可以發展我心入邊沾
沾自喜，亦都好期待食完飯之後嘅對話霎時間覺得自己終於擺脫左前一個禮拜嘅生活模式。當我喺度
食飯嘅途中已經默默咁喺度諗緊陣間同你講啲咩好咁講會唔會顯得自己太奇怪呢，我真係好期待好想
快啲可以同Hebe繼續傾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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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阿銀一心諗住同Hebe 傾計嘅時候，期待緊會唔會有進一步的發展，而且佢已經決定要忘記她面對
現實。但係事情嘅發展係阿銀從來都冇聯想過，呢一件事將會係佢對交友app嘅態度改變嘅開端。

係食完晚飯嘅時候個陣時大概8:30左右咁我就喺度諗，究竟佢係咪仲喺度食緊飯呢，我諗我都係抖一
陣睇吓YouTube先然後晏少少再搵佢啦，唔好煩住佢啦而家。如是者咁我就喺度睇吓YouTube，上
吓社交媒體咁啦，突然間手機鈴聲一響，等我仲滿心期待睇吓會唔會係Hebe，點知唔係佢，原來又
係我個老死Cody。 佢係同我一齊去英國讀書，一個識咗都差唔多有五年嘅一個兄弟，雖然我哋唔喺
同一間學校到一齊讀書，但係我哋都成日有保持聯絡。咁佢搵我呢就問我：

「喂你啱啱食完飯啊？都差唔多過咗一個禮拜啦喎，我記得我同你都係同一日返嚟啊有咩搞啊，好鬼
悶呀喺屋企。」

「屌 有咩搞姐咪又係係屋企到上吓堂打機囉，不過話時話我啱啱琴日呢我見太無聊呢就down咗個交
友app嚟玩啦」

「噢 你個衰仔喺度識女仔，你條友仔冇記錯對上一個都成三年前啦喎，終於肯的起心肝去識下人啦
咩？」

「唔多唔少啦不過你都知啦成三年囉係時候放低佢，唔開心嘅嘢記咁耐都冇用㗎喇，咪當係一份回憶
擺喺心入邊囉」

「聽你咁講就放心啦，而家咪幾好囉上去識下人啦，識咗你份人咁耐你知㗎喇你條友真人係粒聲唔出
，係同你熟絡左先知，原來你咁鬼多嘢講把口咁臭，你而家竟然肯上網主動識女仔，你冇事呀係咪食
錯野啊？」

「收皮啦你，我呢啲咪淨係可以上網識女仔囉，點同你呀日操夜操，操到副偈咁鬼fit」

「咁就梗係啦，不過我呢啲都係外表野姐，你有嘅係內涵呀嘛」

「呀屌你啊，都唔知你係明串我定暗串我」

「唔好講呢啲，咁點啊你係個app識到阿嫂未啫？」

「嘻嘻，啱啱琴晚開始有同個女仔計傾囉，不過都係傾吓啲家常便飯野，唔知佢食完飯未呢，可能晏
啲再搵佢囉」

「喂 好心你照下鏡啦睇吓你而家個死人樣，笑䐘䐘咁 ，幾時介紹阿嫂俾我識呀？」

「咩阿嫂啊你講嘢呀，應該冇咁快嘅我諗，你都知㗎喇我不嬲對感情呢啲嘢，好認真㗎嘛。」



「係啦知啦，又唔係唔知你條友咁鬼長情」

電話鈴聲一響，我撳一撳去睇今次真係Hebe啦，有啲緊張添，好驚唔知陣間會唔會講錯嘢呢，佢就s
end 咗個message個嚟啦。

「Hi~ 搞緊咩呀？」

「我啱啱食完飯啦 你呢？」

「我都係喎，順便沖埋涼跟住咪嚟搵你囉～」

「咁好你冇係個交友app度識到其他人咩，你淨係同我傾計嘅」

「冇呀，我都唔係識咗好多人，同埋傾落我都係覺得同你傾最自然啲，其他人比我嘅感覺都係好似係
咁sell 自己，又問三問四，好麻煩呀」

聽完Hebe 咁講我都暗中自喜，心諗好彩姐原來其他人仲更加奇怪，等我仲以為自己已經顯得好似好
緊張咁，睇嚟今鋪真係可能有機會，唔得唔得要冷靜啲先睇定啲先。

「Gordon 呀 其實呢不如我哋唔好喺度傾呀，你介唔介意交換contact，然後傾電話呀？」

我心諗唔係哇！乜而家啲後生女咁open嘅咩，咁快就交換電話傾電話，不過都好嘅起碼我唔使抄佢
牌好似好尷尬咁，死啦我都有好耐冇同女仔講個電話啦好緊張添，咁我就覆佢：

「好啊冇所謂啊嗱呢個係我電話xxxx xxxx ，你打俾我囉。」

「Ok~ 你等我一陣啦我去個廁所先。」

咦咪住先，呢啲咁似嗰啲騙徒嘅手法嘅，出事啦我會唔會中咗招啦已經。大概隔咗5分鐘突然間電話
響，xxxx xxxx 的來電，跟住我就接通咗啦：

「喂喂，係咪Gordon 呀，我係Hebe 呀 聽唔聽到啊？」

「喂 hello 我係Gordon 呀 我聽到啊」

如是者打後嘅一個鐘頭都喺度傾緊啲日常野啊，家常便飯啊，再唔係就係喺社交媒體見到嘅得意嘢呀



「係呢Hebe啊你有冇養啲咩寵物㗎？」

「我冇呀你有咩，不過講開又講啊我都幾鍾意貓㗎，我都幾想養返隻，不過阿爸阿媽唔俾，唯有去同
friend屋企玩下囉。」

「咦乜咁啱嘅我都好鍾意貓，我成日呢都係社交媒體呢見到啲貓嘅post呢，都覺得好正，唔知點解
我好想索一索隻貓，好似見到啲人吸貓呢，成個人精神晒咁。」

死啦，我咁樣講會唔會顯得個人好奇怪呢，唔知點解同Hebe 傾偈真係好輕鬆，乜嘢都可以同佢講，
我真係好想每一日都可以同佢咁樣講一兩個鐘頭電話，然後傾計傾到佢瞓著，之後我先去瞓。 唔通
呢個係久違嘅戀愛感覺？正當我係心入面諗緊以上嘅嘢嘅時候Hebe 佢突然間問：

「係呢你咪同我講過你對上一個係三年前嘅，咁你有冇諗過開始一段新嘅感情，定係還是你仲未放得
低佢？」

「哦，唔係呀我都已經完全放低咗佢㗎喇，不過我冇刻意去忘記佢囉，當係一份回憶囉！」

「哦係呀，咁你呢你嘅理想女友呢係點㗎，有冇啊鐘意啲咩類型嘅女仔呀？」

Omg 點解佢會咁問嘅，我好緊張呀佢咁樣問係唔係有機會都對我有意思呢？我真係唔知啊好緊張呀
，睇嚟我真係好耐冇同女仔溝通過，俾佢咁樣

講一講成個人都好緊張同崩緊添

「我諗呢我係鐘意一啲比較外向少少嘅，乜都會同我講嘅，肯願意去聽我講嘢，咁如果最好嘅話就當
然投其所好啦。不過講開又講呀，其實你都幾似我嘅理想女友」

點算呀我咁講會唔會太明顯呢，佢會唔會覺得有啲問題啊，我唔知呀好緊張呀，我個手心都出晒汗啦
！隔左冇耐佢回覆話：

「我都明嘅，突然間俾你咁講都唔知講咩好添，我都好開心我可以達到你心目中嘅女朋友嘅形象，話
時話呢我哋都傾左一兩個鐘啦，依家時間都唔早啦，我要瞓覺啦，我聽朝仲有堂要上 bye bye~」

「咁好啦你早啲唞啦聽晚再傾過啦，同埋呢 我覺得我已經搵到理由，俾我delete 個交友app，聽晚
再傾過啦」

「係咪真㗎，不過依家真係幾夜啦，聽日再講啦，你都早啲休息啦唔好咁夜瞓啦 good night~」

跟住佢就落咗線，死啦頭先聽到佢咁答，都唔知係咪我講得太明顯同埋太快啦，同埋唔知佢明唔明我
話delete個app個意思呢，不過佢都講咗聽晚再傾啦，我諗應該都冇嘢嘅，然之後我就滿心期待咁，



走咗去delete個app然後就瞓着咗。

係呢個時候阿銀佢從來都冇諗過事情竟然會咁樣進展落去，呢一件事對阿銀嘅影響都好大，從此佢將
會對交友app 改觀，而且呢一件事會係佢係交友app 成立
萬事屋嘅其中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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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琴日嘅發生嘅事，阿銀嘅心情就好似熱鍋上的螞蟻一樣，而且佢已經有好耐冇試過有咁嘅感覺 
，所以阿銀琴晚都冇教好瞓，下一日差唔多成12點先起身。而且佢呢一刻從來都冇諗過Hebe會有呢
一個反應，同埋佢之後會遇到嘅事，而呢一件事就係佢成立萬事屋嘅其中一個嘅原因。

哈～好攰啊，琴晚淨係喺度諗Hebe啲嘢都冇覺好瞓，嘩成12點啦嗱嗱臨叫過外賣食先好鬼肚餓。睇
吓Hebe有冇搵我先，咦原來佢message左我喎，嘩咁早！今朝成8:00 就同我講早晨，係喎我記得佢
講過話今朝要上堂，問吓佢上完堂未先。我心諗如果佢每日都同我講早晨就好啦～ 之後我就問佢你
係咪下晝都有堂要上？佢就答咗我係呀，咁我就同佢講今晚再傾電話啦，跟住佢就冇覆我。

食完野啦咁我又喺度無聊撳手機啦，當我覆完我屋企人WhatsApp嘅時候，我走過去望吓Hebe覆咗
未啦，佢呢嗰度就寫住佢在線上嘅，但係呢佢又冇覆我喎，咁我就問咗佢一句 係咪想完堂啦，你忙
完喇？不過佢都係冇覆，冇幾耐佢就落左線啦。佢而家搞到我乜都諗唔到，乜都做唔到，本身其實我
要上堂都冇心情上，我個腦入邊一直都喺度諗緊究竟我一陣間同佢講咩好呢，不如問吓佢啲興趣呀？
 定係應該問吓佢鍾意食咩啦？定係還是問吓佢以前啲男朋友嘅嘢？ 呀呀呀呀呀！ 我唔知啊，我淨係
知道我依家好想同佢繼續傾偈，好掛住佢。 突然間鈴聲一響，我睇一睇手機又唔係佢，又係Cody，
佢問吓我學業上嘅嘢，同埋吹左一陣水，不過我都完全冇心機覆佢，我諗佢應該都唔多唔少都知道，
所以佢好快就話有事再講啦。當我扮上緊堂嘅時候，我根本完全冇心機上就攤左係張床度，不知不覺
地唔知係咪因為我太攰我就瞓着咗。

突然之間我聽到我個手機響，我攞起個手機睇嘩，原來已經五點啦我有兩點瞓到五點瞓咗三個鐘。我
睇返個通知中心見到今次真係Hebe搵我，佢話佢啱啱先落堂，而家準備去食飯啊今晚再傾啦。咁我
就即刻覆返佢話咁好啦，晏啲再傾。原來佢一直都忙緊上緊堂，所以先覆唔到我，而唔係有其他原因
。唔知點解我心入邊好似越嚟越掛住佢，越嚟越擔心佢。

當我食完晚飯嘅時候，我都係百無聊賴咁係度上吓YouTube ，不過一直都喺度諗，其實我應唔應該
主動去搵佢，但係咁快去搵佢會覺得我煩住佢呢，然而佢對我嘅好感會下降呀唔緊要啦我都係等吓佢
先，睇吓睇吓就12點啦。係我睇YouTube 睇到就嚟瞓着嘅時候，佢終於搵我啦。

「Hi~，Gordon，你喺度搞咩呀？」

「冇啊食完飯沖咗個涼啱啱喺度睇緊YouTube囉」

「係喎話說你真係delete咗個交友app 呀？」

「係呀好似我琴晚咁話齋我諗，有原因可以令我delete 個app 」

「我想問你呢，如果啦即係假設，你真係喺交友app度識咗個女朋友，咁你會唔會仲俾佢玩交友app
？」

聽完佢呢句我心諗，佢咁講我諗都係得兩個情況嘅啫，一係就係其實可能佢都對我有啲意思然後就咁
問，一係就佢完全對我冇意思仲想繼續喺交友app度玩。點算呀我應該點樣答佢啊，我好迷惘啊



「我諗我唔會想佢繼續上交友app囉，咁我諗如果佢上交友app嘅目的係搵男朋友，佢個目的都達成
咗啦，點解佢仲要上交友app呢？」

「咁你咁講都啱嘅，正常都唔會想佢另一半識咗佢之後仲會想交友app嘅」

「係呢點解你突然間咁問？」

「冇只不過好奇問一問姐，我諗你都係一個認真嘅人唔適宜玩交友app，我哋有緣再見啦。」

「下你咁講即係咩意思啊，乜嘢有緣再見呀？」

「Hebe 不如你解釋吓，我唔明喎」

「我係咪做錯啲咩定係講錯啲咩啊，Sorry 呀」

從此以後佢都冇再覆過我，其實我都係想認真咁搵吓人傾計，原來我一直都冇估錯，上交友app嘅人
就係咁，10個有8個都係玩玩下，邊有咁多人得閒同你認真呀。跟住呢幾日我又過返以前嘅頹廢生活
模式，直至到有一日我又down返交友app，諗住搵吓人吹水。

今日已經係我冇玩交友app嘅第二日30/4/20 ，我喺呢兩日已經諗通晒，其實一直都係我入世未深，
太天真，其實邊有人想交友app係會認真㗎，通常都係玩玩下嘅啫，咁我諗如果我抱住呢個心態，搵
人吹吓水應該唔會再受傷啦掛。如是者我今次就用（認真傾吓計呀）嚟做標題，我碌吓碌下就見到一
個寫住（如何從灰色找到黑白）咁我就喺度諗，邊個會用埋啲咁複雜嘅標題，呢個人都幾有趣，咁我
就禁咗入去同佢開始對話

係呢個時候佢就出現咗，佢將會係影響阿銀上交友app嘅目的，佢亦都會完全顛倒晒阿銀對交友app
嘅睇法，佢就係阿銀成立萬事屋，做樹窿嘅主要原因。



如何從灰色找到黑白

如何從灰色找到黑白
30/4/20

從前阿銀同父母嘅關係不嬲都唔係好好，成日都會有爭執，特別係喺學業上，唯一佢哋有一致嘅意見
就係去外國讀書，不過當晚係交友app遇到呢個女仔之後，阿銀嘅心境同埋對父母嘅態度，會就此改
變。

當我係公海見到呢個標題（如何從灰色找到黑白）嘅時候，我就諗點解會有人用個咁奇怪嘅標題，咁
得意嘅，等我試吓咁入去同佢傾吓計先。如是者我就撳咗入去同佢展開對話

「Hello，你個標題會唔會難咗啲啊」

「我自己都覺得好難，你話認真傾講咩話題先？」

「都係諗住吹吓水講吓心事囉。」

「係呢你幾多大啊」

「我18咁你呢？」

「嘩我 阿婆嚟㗎」

「咁即係幾多歲先，話說通常我講咗自己18之後，一係呢就話太細啦走先，一係就問唔使考DSE咩?
」

「我23係喎你今日考邊科，同埋我以為你好大個添」

「我冇喺香港讀書好耐」

「咁幸福呀，好呀有機會擺脫香港呢個咁垃圾嘅教育制度」

「其實真係，我都覺得自己幾幸福可以出國留學，咁你呢讀緊大學定出嚟做嘢啦？」

「我同你相反屋企唔係咁好，一早冇讀書，成嚿飯咁」

「咁你又唔好咁講你只不過係沉澱緊姐」

「你要多啲錫屋企人，好好咁報答佢地，唔好好似我咁細個唔讀書，變咗冇出去做嘢，之後屋企人就
過身，連報答嘅機會都冇」

「Sorry勾起你啲傷心事」

「呢啲遺憾我一日都會諗好多，唔差在你嗰幾句」



如是者佢就開始講佢嘅故事佢今年23歲，考緊護士牌，呢個護士姐姐嘅身世係悲慘，佢阿爸因為急
性心臟病突然間走咗，佢同父異母嘅家姐都走埋仲要係一個月之內嘅事，冇計因為佢阿爸同家姐都大
年紀，呢兩件事仲要係喺佢阿哥大學畢業一家人喺大學影相，嗰陣時仲好開心一星期之後佢又同阿哥
慶祝生日，不過半個月之後，呢兩件事就發生左。佢真係經歷得太多，變咗舊飯，有時有啲嘢壓到埋
身想做舊飯都冇得你做，佢日日都喺度擔心佢呀媽，佢日日都怕唔知幾時就會輪到佢阿媽，人都癲。

我聽完之後，完全唔知比咩反應好，因為實在好大衝擊。我完全冇諗過，真係有人係呢個世界上經歷
緊一啲咁痛苦咁悲傷嘅事情，因為實在太似電影嘅橋段，不過聽完個心好痛，我唔淨止係因為心痛佢
，我亦都心痛自己點解唔識珍惜同父母相處嘅時間，其實我去咗外國之後我都開始會掛住我屋企人，
喺嗰邊成日自己孤零零，朋友又唔多，有時真係寧願比阿爸阿媽煩吓，我亦都好慶幸我父母仲係我身
邊，聽完之後好似上咗一堂咁。

有啲人想報答佢父母嘅時候，已經冇呢個機會，而且我屋企都有呢啲情況，突然間有屋企人患上腸癌
，我成日都好驚佢突然之間就會走咗，雖然由於我去咗外國留學，已經好少有機會可以同佢見到面，
但係始終佢係我阿叔都算係幾親嘅親人。所以當我每一次放假返嚟香港嘅時候，我除咗會抽啲時間陪
下阿爸阿媽，我亦都會搵時間搵吓阿叔飲個茶食個飯，因為我唔知道呢啲時間仲有幾耐，我唔知佢會
唔會突然間走咗，聽完佢講之後真係有同感。當我地講到咁上下，佢就話：

「算啦唔好再講呢啲啦，講完自己啲嘢聽埋你啲嘢，個人唔負都變到負。係呢你玩咗呢個幾耐呀？」

「我諗大概三至四日到啦，不過你都係我撳嘅第二個人，因為第一個女仔對我嘅影響都有啲大所以我
隔咗兩三日先再上返黎呢度，因為我係屋企冇嘢做實在太悶。」

「搞咩啊，個女仔點樣影響你呀，你溝佢失敗咗呀？」

「咁又唔係，我連溝佢嘅機會都冇，不過我都叫做同佢講多一兩個鐘頭電話嘅，但係之後就差唔多冇
咗音訊」

我就將嗰兩晚發生嘅事詳細咁話俾護士姐姐聽，不過佢個反應都出乎意料：

「唔係啩傾得個兩晚就沉船，你真係太嫩啦，你要知道呀上得去玩交友app嘅，通常都唔會同你認真
㗎囉，除非佢要搵樹窿。」

「前面果幾句我都明嘅但係乜嘢為之樹窿？」

「樹窿顧名思義就係俾人塞啲問題落去，聽人呻吓，如果可以嘅話就會安慰下佢，同埋俾少少意見咯
！」

「噢，原來係咁，咁我頭先算唔算喺度做樹窿？」

「你咁樣都叫做樹窿，咁你都幾唔專業㗎喎」

「咁點樣先可以做得專業啲啊？」

「首先要知道樹窿啊淨係聽人講心事嘅啫，佢就唔應該講自己嘅經歷出嚟，因為咁樣做可能會令人更
加唔開心，除非嗰個人之後問你啦。」



「咁你咁講都啱嘅，其實本身我都冇諗住同人講，只不過係我見你都同我講啲私人野，咁我咪都同你
講返下囉，加上我一聽完你講就好有同感呀嘛」

「不過我又係，叫個18歲同我分擔，好似有啲痴線，又諗起我個ex話我，搵件咁細個做男朋友腦都
未生好，呀嬲咗 突然間諗返起。」

「不過話時話好多人都話我唔似18歲，我份人比較老餅，好似聽歌啊我都比較鍾意聽哥哥啊，陳百
強啊嗰啲。」

「啱啊，一聽到你係18歲，正常呢就一早走鬼咗啦，18歲喎都唔知點溝通，不過同你傾又唔智障，
定係還是你講大話，其實係38歲」

「又比你發現左添，使唔使比張身分證出身日期嚟睇吓」

「唔使啦，假身分證」

「不過話時話你拍過幾次拖？」

「兩次，試過同一個富二代拍拖不過冇feel就飛咗，仲俾阿哥話死港女」

「點解飛人呀，除咗冇feel之外真係冇其他原因？」

「咁你咁講又唔係嘅，個富二代品味奇怪先鍾意我，大把女追佢，而且同佢一齊壓力實在太大，個富
二代啲屋企痴線，個啲咩餐桌禮儀啊，我頂唔順」

「都係嘅同富二代拍拖唔多唔少都會有好大壓力」

「雖然我睇落好似好斯文，但係我都係鍾意食大排檔，食一隻乳鴿 雞煲啊」

「正啊，我都勁掛住呢啲嘢食，當我喺嗰邊讀書嘅時候」

之後我哋吹多左一陣水之後就各自落咗線，同埋因為佢遲啲有重要嘅試要考，所以佢話8號之前都未
必會再上嚟，佢就話有緣再見啦。其實我一開始係完全冇諗過，會係交友app上邊聽到啲咁認真嘅嘢
，我亦都冇諗過我會有同感，同埋聽完之後會咁心up，我諗其實得閒上吓嚟做吓樹窿都未嘗唔係一
件壞事啊。

呢一個就係阿銀嘅萬事屋第一位客人，佢之後會遇到更加多嘅人，聽到更加多唔同嘅故事，經過今次
呢件事啊銀嘅心境已經有所成長，係之後嘅日子，佢會聽到各式各樣嘅故事，而佢將會繼續成長落去

作者的話：聽日會停更一日，呢排太攰要出去行吓，敬請原諒！



吹吓水

吹吓水
1/5/20

係交友app上面乜嘢人都有，而今次阿銀遇到嘅人係佢意想不到，上去交友app嘅人未必個個都真係
煩惱緊，或者有啲煩惱根本銀佢都唔會明白始終佢嘅人生經歷都唔係有好多，今次眼遇到嘅人佢從來
都冇諗過其實會咁啱傾，年齡從來都唔係一個限制，係視乎你係一個咩嘅人，同埋你願唔願意同佢溝
通

今日係紅日嘅第二日，因為琴晚聽完咁悲傷嘅事，加上自己又有同感所以其實都冇乜點瞓過。搞到成
朝頭早六點先瞓得着，所以起身嘅時候已經係下午一點，阿爸阿媽已經買咗嘢食放喺枱頭，距離我完
成家居隔離仲有三日，不過我諗而家因為疫情關係都未必會出街，最多唔使麻煩父母，可以自己落街
買嘢食。當我喺度食緊野嘅時候，我就上咗交友app睇吓護士姐姐有冇上線，不過佢而家好似唔喺度
，咁我就去公海睇吓有冇啲咩特別嘅標題吸引到我啦。跟住我就見到一個標題寫住（懷疑人生）我心
諗上次個標題已經夠特別㗎啦，今次究竟呢一個會唔會有啲咩更加震撼嘅故事呢，咁我就撳咗入去然
後就同佢展開左對話：

「Hello」

「揾我？」

「我見你標題咁寫，睇吓你會唔會有機會可以用到我呢個樹窿」

「又冇咩嘅，我自我調節咗啦」

「咁聽到你咁講都好嘅，有咩想傾吓呀？」

「咩都傾吓囉如果你唔介意嘅話不過首先我問吓你幾歲先？」

「18歲，唔使問啦我考DSE，因為我係冇喺香港讀書好耐。」

「我唔係問呢啲」

「唔緊要囉，純粹話俾你聽，咁你呢請問你幾多歲？」

「我大你一倍，姐姐我30路」

「哦都唔緊要㗎，都可以照傾㗎」

然之後我哋都吹左一陣水，傾吓啲日常生活野啊，時事野啊跟住就講到呢個感情話題，咁我都有同佢
講Hebe嗰件事，以佢嘅講法就好似上次護士姐姐嘅講法差唔多，都係提點我，上得來玩嘅通常都唔
係啲咩正經人，好少會同你認真講感情，真係認真發展落去，最多都係講吓心事。咁跟住我哋講到佢
呢個拍拖嘅話題，佢就問我關於偷食嘅睇法

「係呢阿銀呀，其實你點睇有伴侶嘅人但係佢又偷食丫？」



「以我個人嘅睇法呢我就覺得都幾乞人憎，既然你都有伴侶就應該對佢一心一意啦，如果唔係點解你
當初要溝佢」

「依家啲男人好貪新鮮感㗎嘛，呢個都係可能佢哋出去偷食嘅原因」

「不過我覺得如果係要出去偷食嘅話，照你咁講，佢一係就唔再對佢嘅另一半有興趣，一係就佢嘅另
一半對性冷感，咁不如同佢嘅另一半清楚溝通下睇吓有啲咩問題」

「可惜我好專一，不過呢排都好似真係有幾多出軌嘅事件，我身邊嘅人都慘受遭遇」

「咁你朋友要勸你好快啲離開佢嘅另一半，有啲機會係唔值得比」

「我明啊，我諗佢應該同佢另一半分咗手，仲有呢我睇劇，小三都變埋正印，宜家呢個咩世界。」

「唔知啊可能世人對小三嘅形象唔同咗掛，不過我覺得咁樣只會鼓吹左小三嘅風氣，好有問題」

「仲有嗰啲上網搵sp 嘅人」

「呢個都係我都唔明白點解咁多人要搵sp 或者傾甜」

「如果呢啲人自己本身有老公老婆，有男女朋友嘅咁就好大問題」

「係呀我覺得如果你約炮都得嘅，但係首先你唔可以有對象」

「我絕對認同呀」

「咪就係囉」

「大家單身出嚟玩又唔同講法，成件事唔同晒囉好無，我好憎嗰啲明明有另一半都要出嚟偷食嘅人。
」

「冇錯我完全認同」

跟住之後都傾左一陣計，吹左一陣水，其實以前我一直都覺得，我呢啲咁嘅年紀好難同啲大人溝通咁
，好似有唔少代溝啊，一直都覺得佢哋唔會明白我哋年輕人點諗，可能我以前同父母嘅關係唔係咁好
啦，所以根本就冇乜點溝通過，唯一一樣我哋達成共識嘅嘢，就係我去外國讀書。但係今次同呢位自
稱30路嘅姐姐傾吓計，其實又唔係溝通唔到㗎喎，傾吓啲日常野啊，時事野啊，講吓煲咩劇啊不過
話時話睇嚟上咗年紀嘅人，都係鍾意最小鮮肉啊，或者好似頭先上面嘅感情話題呀，發現其實我哋個
價值觀都幾相似，又唔係真係咁難溝通啫。

「話說你喺呢個app度同嗰啲咩人傾過啲咩呢，有時候真係唔知有啲咩話題可以講吓。」

「咩都傾㗎，不過我又唔係成日上，但係首先起碼個名正正經經，先會考慮撳入去囉，四件我個名都
係唔似有人撳入去嗰隻啦。」

「都唔係嘅，咪有我呢啲聲稱樹窿嘅撳下囉，不過真心講句啊同啲比我自己年紀大嘅人傾呢，我都係



第一次覺得其實又唔係真係完全溝通唔到喎，反而個價值觀又幾相同。」

「係呀，如果真係遇到啲唔啱嘅咪同人講唔啱囉，不過你都算老成，識諗嗰啲。」

「同埋而家啲人呢14
15歲就已經想來玩，見到個標題呢都唔知撳唔撳入去好，都唔知佢哋而家點諗。」

「最細13我都見過」

「不過有陣時呢，一講年齡呢，我話我自己18歲有啲人已經自動走咗出去」

「其實好正常啫，可能啲人覺得你仲細掛，我都係第一次同18歲傾，我又冇乜所謂，傾吓計要講年
齡咩。」

「都係嘅，而家網絡世界唔同晒啦」

「好啦，我要瞓啦，有機會再傾啦，聽日要返工」

「好啦咁早唞啦 bye 」

今次係呀銀第一次同啲俾佢年紀大一倍嘅人傾偈，而佢終於開始明白俾佢大嘅人係點諗，其實只要你
肯溝通就一定溝通到，只係視乎你有冇呢個忍耐力，同埋你係唔係明白事理，聽日下銀佢將會聽到呢
位30路姐姐佢自己嘅故事，而佢又將會對感情有一個新嘅睇法同感慨

作者的話：星期五會再次停更，今次係為番外篇去作準備，敬請期待！



懷疑人生

懷疑人生
2/5/20

其實感情究竟係一樣咩嘢，呢樣野永遠都無一個正確嘅答案，因為每個人對感情都有自己嘅睇法，但
係當感情變質嘅時候，係咪代表其中一個人，或者大家都對感情有一個新嘅領悟，定係還是係純粹嘅
新鮮感吸引左你而令到你去放棄你嘅另一半？

琴晚都叫做瞓得幾好，不過唔知係咪天氣都開始變慢慢變熱，瞓得有啲唔係好舒服。而家係朝頭早嘅
9:00，簡單梳洗之後，就叫我阿媽幫我沖左杯齋啡，提一提神，順便食個麵包當早餐。睇吓30路姐
姐有冇上線先：

「早晨呀返緊工啊？」

「係呀搭緊車返工啊」

「啱啱醒咗無耐，沖左杯齋啡飲」

「正，我陣間都去買杯飲先」

「精神啊，你係返去返工定係扮工先」

「都係啦」

「咁好啦唔阻你啦你得閒先再搵我傾啦」

「好啦再講啦」

既然佢要返工咁就唔阻住佢啦，不過係屋企無所事事都唔係辦法，唯有睇吓戲囉，好似好耐冇睇過戲
。其實我自己就唔係話特別好鍾意睇西方嘅電影，反而我比較鍾意睇香港舊陣時嘅經典電影，冇計啦
邊個叫我份人比較老餅，聽過就係鍾意聽張國榮，陳百強嗰啲。既然係咁就揀番套英雄本色嚟睇，都
好耐冇睇過，我始終都係鍾意啲戲，嗰陣時啲對白啊演戲啊都比較真實啲，同埋嗰陣時簡簡單單冇咁
多特技，電腦效果。英雄本色一開始，周潤發攞嗰張假美金嚟點着佢支煙，真係好鬼型。發哥果然名
不虛傳，佢亦都將阿Mark 呢個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咁當然哥哥嘅角色傑仔，哥哥都可以將佢演繹
得非常出色，而狄龍同張國榮嘅兄弟情更加唔使講，電影嘅其中一句金句「唔好叫我傑仔，叫我阿Si
r ，阿Sir我冇做大佬好耐。」簡直就係充分表現出傑仔對佢阿哥咁多年來嘅期望，將佢阿哥當偶像咁
拜，但係傑仔自己就做警察，而佢阿哥一直都係做緊大佬仲要係做假銀紙。

睇完套戲，瞓咗一陣晏覺所以冇食到中午果餐，起身沖埋個涼都差唔多時候食晚飯。可惜我都仲係喺
家居隔離嘅期間之中，冇得幫阿媽手煮飯，咁就唯有喺度等食。食完晚飯之後，今日難得班friend 
搵我打下機，就陪佢哋打咗一陣，不過佢哋都好早落咗線，因為要考DSE 嘅關係所以個個都早瞓，
咁我自己玩都冇癮所以我都落咗線，咁我哋去交友app睇吓30號姐姐有冇上線

「Hello，放工未呀？」



「放咗啦，啱啱返咗屋企沖咗個涼。」

「返咗一日工攰唔攰啊？」

「攰就唔多唔少都有嘅，不過我哋公司係做遊客生意所以呢排都唔係好忙，間公司都可能就嚟唔掂都
唔知捱得幾耐」

「冇嘢嘅，遲啲疫情好轉嘅時候應該會好啲嘅 不過我哋呢個垃圾政府都唔知佢會點處理」

「都係嘅，希望全世界都快啲好返啊，係呢你點睇最近咁多出軌事件？」

「呢排真係多咗，唔知係咪因為羅志祥嗰單嘢，好似有個連鎖反應喺度」

「哈哈，可能有機會」

「係呢你返工有冇咩遇到啲不順啊，定係有冇啲咩野煩緊你呀，我上嚟都係做吓樹窿希望可以幫到人
。」

「我都有好難嘅事係冇講姐」

「你唔介意咪講出嚟聽吓囉」

咁佢就開始講佢啲自己野， 其實呢佢份人好簡單嘅，佢亦都知道上交友app嘅人唔會同你講心㗎啦
，除咗傾偈之外，佢喺呢度都遇過好多形形色色嘅人，其實最緊要都係睇吓大家有冇呢個心先，好似
佢咁佢都咁大年紀囉成30幾歲人，佢唔會諗網上有真愛啦，咁呢樣野好正路嘅，但係亦都唔會代表
佢唔會沉船嘅。

不過都唔知係好事定係壞事，佢30幾歲人先來甩拖，壞事黎睇可能佢冇以前後生咁多本錢，去搵一
個好嘅伴侶，但係好事嚟睇，其實佢之前嘅另一半未必真係可以同佢一齊行落去，好過夾硬結婚然後
離婚收場，佢亦都話佢唔會專登走去忘記佢個ex，就算ex 唔同佢結婚，佢都會多謝個ex，曾經係佢
生命之中出現過，雖然佢哋喺埋左一齊12年，但係有啲嘢唔啱就係唔啱唔係一時三刻可以改。

我喺度諗12年喎，多過我喺呢個世界生存嘅時間嘅一半，12年時間其實話短唔係好短話長亦都唔係
好長，不過我覺得都唔係一件壞事，起碼佢最後都睇得清佢嘅另一半，有啲嘢唔啱就係唔啱，不過可
能佢真係講得啱，話就話可能佢仲有50年命，但係佢已經冇以前咁多本錢，佢亦都唔係後生，聽到
呢度我都真係好似第一次覺得時間過得好快，話咁快我就就嚟18歲生日，係我去英國留學嘅三年期
間好似眨吓眼就過，時間從來都係唔會夠用，所以我哋要識得去珍惜，無論係係你身邊嘅人定係發生
緊嘅事，都要好好把握時間。

聽佢講完佢以前嘅故事，我哋又講返偷食呢一個問題 30路姐姐佢話：

「男人係咪真係貪新鮮，其實我真係唔明，我最近喺呢個app度識到個男，佢有女朋友嘅仲要住埋一
齊但係都仲要出去搵sp，你話佢貪咩？」

「其實我覺得唔多唔少男人都係鍾意新鮮感，不過我哋都會想定落嚟，只不過係幾時啫呢個男人一係
就佢女朋友性冷感，一係就仲想玩。」



「究竟佢點解要咁做，如果你鍾意自己女朋友你就唔好再搞其他女人啦」

「冇錯呀真係講得啱，如果比着我，我真心鍾意嗰個人，我就會對佢專一，會為佢付出，我唔敢擔保
我之後都係咁諗，但係至少我依家係。」

之後佢就開始講佢最近遇到嘅一件事，最近呢佢遇到個男人就係咁，佢對個男人有好感㗎不過佢冇比
到個男知，因為佢想搵一個全心對佢嘅男人多啲，就係因為呢一個男人係人哋男朋友，雖然30路姐
姐，一方面佢好憎呢種人，但佢又黐埋去，不過佢唯一堅持做到嘅樣嘢，就係從來都唔會主動搵嗰個
男人。佢曾經試過被過佢一次嘅其實，delete 曬所有同佢溝通嘅社交媒體，不過個男人係有佢電話
，個男人就WhatsApp 問姐姐係咪唔諗住搵佢，不過姐姐又心軟，有繼續傾來往，但係都叫做傾啲
日常野。因為姐姐佢知道佢嘅出發點真係傾偈， 係對方有問題，佢有女朋友都仲要出嚟識女仔，不
過姐姐控制自己唔好沉船呢啲嘢就絕對冇問題，但係有時都難，不過唔好咁快，最起碼識咗人哋一段
時間先，夠了解先。

聽完佢咁講其實佢講得一啲都冇錯，偷食，出去搵SP，呢啲人其實究竟係抱住一個咩心態，我真係
唔明白，如果你話你單身其實真係完全唔同，仲有沉船呢樣嘢更加唔使講，我之前自己先體會完，只
怪我太年輕入世未深，咁容易就比一個15歲嘅女仔吸引到，好聽啲嘅咪純真囉，難聽啲嘅咪戇鳩，
明知道大家上得來玩最多都係吹吓水，傾吓計。

之後我哋都係傾吓啲日常野，跟住講到呢個武漢肺炎嘅話題：

「我間公司呢主力呢就做遊客生意，而家冇遊客呢就嚟玩完，一個肺炎就KO全球經濟，都唔知點算
」

「其實真係，呢個肺炎真係唔係講笑，都唔明點解啲外國人一直都冇當佢係眼中，而家燒到埋身先知
咩事」

「所以話做人要及時行樂，今日又唔知聽日會點，我自己呢係比較我行我素嘅人，想點就點，或者我
冇人哋咁有錢，但係咁又點我過得比人哋快樂。」

「我行我素好啊，唔使遷就住人哋，我都好怕呢啲嘢，我好唔鍾意睇人面色，有個句就講果句，而因
為咁樣都得罪唔少人，所以我好佩服你可以做到呢一份工，對住啲遊客真係唔係人咁品。」

「都係嘅，不過每一個人都會有唔同嘅職業，咁先形成到呢個社會，如果每一個人都係同一個工種，
咁呢個社會就會唔平衡。」

「啱呀冇錯」

「高層人士又好，低層人士都好啦，其實最緊要都係過得開心，唔好比較咁多，人就會開心㗎啦，我
思想係咪好正面呢！」

「絕對認同，你下下都做比較，個人生活落嚟都唔會咁開心啦，不如唔好比較咁多過得開心咪算囉。
」

「好似我咁呀 成30歲先甩拖，唔通我要生要死咩，不過中女喺香港都會有啲難搵另一半，而家都覺
得唔會有人對自己咁真心，你估個個男仔都係鍾意我咩，佢都係想同我上床姐，我會唔知咩，所以我
都話我睇得好清。」



「都係嘅，咁你咁講我都冇得反駁啦」

「直頭冇啦，不過算啦我姐，只要屋企人同埋自己過得開心就得啦，而戀愛呢啲嘢就隨緣啦，冇得勉
強。」

「啱呀最緊要你咁諗咋嘛。」

「好啦時間都唔早啦我聽日仲要返工有機會再講啦～」

「好啊你早啲休息啦早唞啦」

「早唞」

其實佢真係睇得好開，佢講嘅嘢一啲都冇錯，點解人要比較咁多野，成日都要攞啲嘢去做對比，其實
咁樣你淨係會令到自己個人更加攰，咁不如唔好理咁多自己覺得開心咪算囉，如果本身你自己個人係
過得開心嘅係過得快樂嘅，就算你遇到啲咩問題我諗都會容易啲解決先，或者你將個問題放低一下過
一陣可能就會冇咗㗎啦。

經過呢兩日同30號姐姐傾左咁多嘅話題，阿銀佢自己都明白，點解做人要比較咁多呢，其實你自己
開心咪算囉，下下去遷就別人，係人哋可能覺得你係一個好好人乜嘢都可以就佢哋，但係你唔記得咗
自己，你自己都有自己個套㗎，我哋唔係一定要就人哋㗎，最緊要都係自己過得開心啫。嚟緊嘅阿銀
，佢將會遇到好多唔同嘅人，會着到嘅一個人佢通常都會係佢哋身上學到一啲野，而佢亦都會慢慢咁
成長落去

今日 06/05/20 係三十路姐姐生日，係到同你講聲生日快樂！

作者的話：星期五將會停更，今次係為咗番外篇去作準備，敬請期待！



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
3/5/20

究竟呢個世界上係咪充滿着歪理，點解偷食或者有咗伴侶之後出去搵SP大家都好似接受到？應該話
點解我哋會去接受呢樣嘢，係咪因為大家都係咁做所以就要隨波逐流，本身有問題嘅嘢都變咗冇問題
咁。

經過琴晚同30路姐姐傾完計之後，因為我自己從來都冇經歷過，所以我都唔知道另一半偷食係咩嘅
感覺，不過琴晚同佢傾完之後，好似多多少少都叫做了解多咗，我淨係知道呢樣嘢係錯嘅，男人係咪
真係咁貪新鮮感，不過我相信自己唔會做出呢啲咁嘅嘢，至少起碼而家喺。 今朝好早就自然醒咗，
我已經好耐冇試過咁早醒，依家係朝頭早嘅九點，我出去梳洗嗰陣時可能今日係星期日所以阿爸阿媽
都未起身。咁我就決定梳洗完之後灘返係張床度Hea下，不過我睇社交媒體都睇到悶嘅時候，決定上
一上個交友app，唔知今早有冇人上線呢，當我喺公海搵緊一個適合嘅標題撳入去嘅時候，竟然有人
搵我，佢個標題寫着「番工麻醉自己」 咁我就接受咗佢個邀請，然後同佢展開對話

「早晨」

「早晨」

「係呢點解你撳我嘅，係咪有啲咩心事想擺低？」

「有就有嘅不過，晨早流流都係唔講心事啦，費事影響咗我呢一日嘅心情」

「都係嘅咁你想傾啲咩啊，吹吓水都無所謂。」

「你今年幾多歲呀？」

「我今年18，通常呢我一講自己係18歲呢，就有兩種情況嘅，一係呢就問係咪考緊DSE一係呢就即
刻走，究竟你係邊一種呢？」

「你今年DSE？，真係開口中喎，呢度好多姐姐咩？」

「唔多唔少啦，當你做得樹窿多呢就會見到好多呢啲人，話說我已經冇喺香港讀書好耐。」

咁之後都係例牌講埋啲日常野啦，仲有同佢講下係英國生活嘅嘢啦，咁話說呢頭先咪交換年齡啊，咁
我問佢幾多歲啦佢又唔肯講喎，佢又叫我估吓啦咁我就估佢大概24歲啦，點知呢佢就話咁啱調返轉
其實係42歲呀，跟住我就話唔信啦佢又答我你歧視阿嬸啊，跟住我就話點敢呀，佢就答返我講吓笑
啫呃下你呀其實我22歲呀，叫 C 就咁一個C。跟住講到興趣呢個話題嘅時候，竟然發現我哋有其中
一個興趣係一樣，就係影相，咁佢就問我

「你平時影咩相㗎？」

「都影下咁囉不過多數都係影建築物多，咁我自己又冇乜朋友，又冇人肯做我Model咁咪唯有影死
物囉，咁你呢？」



「我有叫做玩吓菲林囉，不過都係唔係好勁，影得普通嘅咋。」

「菲林我嫌佢麻煩，影完又要晒相，我自己都係偏向鍾意數碼相機影出嚟嘅相。」

「唔係有啲平平哋嘅咩，我純粹係覺得好靚，不過冇咩特別技巧唔係好識影」

「我有朋友有玩開菲林嘅，不過如果你想特別玩啲特登曝光嘅，咁就需要一門技巧囉。」

「係咩真係見識甚少，我都係普普通通買部平平哋去旅行嗰陣時影下，但係我唔識影得靚，不過我鍾
意菲林，就係唔知自己影成點，咁先好玩吖嘛。」

「本身呢我就諗住話不如教下你啦，但係我哋先識咗個一兩個鐘咁樣講好似有啲奇怪，一係我哋交換
tg 你send你啲相俾我睇吓簡單評價下囉」

「都可以啊，話時話點解你會鍾意影相嘅？」

「冇啊因為我以前係學校有讀開 photography ，跟住一接觸左就返唔到轉頭，我平時都有用埋pho
toshop 執相。」

「係咪即係P圖？ 我阿妹都有玩，但係要俾錢㗎喎。」

「係呀不過我係學校先有得用，學校俾錢，買咗我哋咪可以用囉」

「係呢你係獨生仔嚟㗎？」

「係呀其實有時都真係會幾悶，不過如果我有兄弟姊妹，就冇機會去外國讀書嫁啦。」

「又係嘅，咁你咪好寂寞囉呢排返嚟，你仲要等到暑假之後先返去喎」

「係㗎唔多唔少都寂寞，先會上嚟呢度咋嘛，咁咪喺度遇到你囉」

「痴線，人仔細細就咁識講嘢好啦今晚再講啦，去食啲嘢跟住之後有嘢做，bye bye ~」

「好啦咁再講啦，bye bye～」

夜啲嘅時候，阿銀會同C 繼續傾偈，而家阿銀將會搵到佢嘅同類人，佢哋對感情都係好單純，同我哋
付出左真心嘅時候，其實係咪人哋都會付出真心呢，究竟我哋認真，係咪先係傻嗰個，當你玩緊我哋
嘅時候，係咪就可以就咁人間蒸發，阿銀將會繼續成長落去，慢慢咁改變

作者的話：星期五將會停更，今次係為咗番外篇去作準備，敬請期待！



番工麻醉自己

番工麻醉自己
3/5/20

暗戀，係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心存愛意或好感，但係因為唔同原因，佢啲愛意無法宣之於口或表達出來
，而被暗戀的一方可能冇意識到對方對自己的愛戀，又或者沒有明確表達自己的態度。暗戀可以係甜
嘅，亦都可以係苦嘅，因為你總唔會知道你愛慕嘅人，佢會做到你做啲咩，佢嗰日對你嘅態度係點，
變幻莫測

係今朝嘅時候因為我早左起身所以上咗交友app碌咗一陣，咁又比我遇到一個女仔，C，估唔到佢都
有同我同一樣嘅興趣，就係影相，咁順理成章就同佢吹左陣水，講吓啲日常野，影相野，咁之後佢就
話佢唔得閒，夜啲先再傾。咁樣就冇乜點做過啲咩特別野，因為又冇得出街，係屋企都係對住部電腦
或者手機，通常覺得太悶都會走去瞓個晏覺。當我在起身嘅時候已經係夜晚七點，阿爸阿媽已經為我
準備咗晚餐。食完飯無耐我就去咗沖涼，之後玩緊手機嗰陣時就見到C搵我

「Hello阿銀，你今日做過咩嚟？」

「冇呀而家淨係可以留係屋企，又冇得出街做得啲咩啊，咪又係玩吓電腦瞓咗個晏覺咁囉。」

「係咩，咁你都幾頹吓喎，唔使上堂定做功課咩？」

「唔使呀，今日星期日喎上乜鬼嘢堂，功課一早做完啦。」

「係喎今日星期日喎，唔記得咗添」

「是但啦就算唔係星期日，平時都係差唔多咁上下。」

之後我哋就繼續講咗一陣啲日常野啊，講吓時事啊，同埋佢都分享左佢啲攝影作品俾我睇，原來又係
隱世高手嚟嘅，佢影菲林真係幾靚，佢又話自己係亂咁影，真係好鬼謙虛。之後我哋講到戀愛經驗呢
個話題，佢就話啦

「其實我戀愛經驗就唔多嘅，大概試過一兩次咁啦，不過呢排一起身就諗住佢，你覺得係咩意思？」

「但係呢一個男仔，之前有冇同你拍過，係咪散咗，定係暗戀？」

「未有緣喺埋一齊」

「咁即係暗戀啦我諗，不過有時緣份就唔係一定嘅，有啲機會係自己製造出嚟」

「我有啊，唔知佢feel唔feel到」

「原來係咁，所以你個標題就咁寫啦，等我仲以為係啲咩其他唔好嘅事添」

「傻啦，你唔知女仔係戀愛大過天㗎咩。」



「不過我覺得暗戀一個人無需要麻醉自己嘅，不過你都講得啱女仔係戀愛大過天。」

「但係佢好似對我冇feel，我哋冇再傾，我唔知啊我個心好似囉囉攣咁」

「正常嘅暗戀一個人係咁㗎啦，不過你要明確啲表示你嘅愛意囉，如果唔係佢一直都唔明白你嘅態度
，咁樣一直拖着落去都唔係辦法。」

「啱呀，講就咁講姐，但係有時啲嘢都唔話得埋嘅。」

「就係上個禮拜咋嘛，我喺呢度識到第一個女仔，跟住就講咗一兩個鐘頭電話，跟住我就feel到自己
沉沉地。」

「咁快就沉，不過其實我都係，會好容易上咗心，但係可能人哋根本就唔當係一回事。」

「竟然係咁，搵到同類人有啲高興添，好sad 咯嗰下人哋完全唔應機。」

「係呀我依家就係，我同你講我真係好蠢，佢呢排覆得好Hea」

「唔知啊可能我心智未夠成熟啦，或者嗰陣時係我第一次上嚟玩，有啲投入過度， 我份人比較認真
唔鍾意玩玩吓。」

「不過你又係，齋傾都沉，又太容易了，不過其實呢啲唔關心智事嘅，好睇唔同人，我哋向正面啲嘅
方向諗，係佢哋唔識得欣賞我哋姐。」

「啱啊，都唔知點解佢哋要玩玩下。」

「係喎話說呢，我同佢呢不嬲都有傾開計嘅，不過之前好似有啲誤會，我以為自己失戀，跟住我就忍
唔住打咗俾佢」

「跟住呢跟住呢？佢係咪鍾意第二個啊？」

「又唔係喎，本身我都以為佢對我冇興趣，因為佢勁Hea覆次次都係我搵話題」

「哦咁都好啲，起碼唔係佢鍾意第二個先啦，即係仲有機會啦」

「跟住我發現原來佢個人就係咁，覆機呢就好少嘢講嘅，但係真人就好好多。」

「咁咪好囉，不過有啲人係唔係好鍾意用手機黎傾偈，係鍾意面對面咁講。」

「冇錯佢就係咁囉，面對面可能一齊去食晏晝嘅時候，又好多嘢講個喎，不過返到去message佢嘅
時候，又好似變左另一個人咁」

「咁咪係囉即係冇事啦，咁你加油啦」

「呢一層就當然啦，其實你先得個18歲點解唔出去識下女仔呀？」

「大佬，呀而家呢個咁嘅情況點樣出去啊，就算我家居隔離完都未必成日出街啦。」



「不過你都啱嘅而家都係少出街好啲，為咗人哋又好為咗屋企人又好為咗自己都好，唔好成日出街啦
，咁就少啲機會受感染呀嘛。」

「啱呀，所以你返工自己都小心啲，記得戴好口罩同埋用多啲酒精搓手液。」

「大家咁話啦。」

其實暗戀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應該試過，無論你最後成唔成功都好，都係一個經驗，呢件事會變成你
嘅回憶，阿銀佢自己都唔例外，佢都有唔少次暗戀嘅經驗，無論佢最後有冇表達佢自己嘅心意，佢每
一次都會當成一個回憶，無需要去刻意咁忘記佢，咁當然阿銀想成功啦，不過呢啲嘢都好難講嘅，今
次阿銀遇到嘅人，同佢非常相似，又係非常容易墮入愛河嘅人，今次嘅故事比較輕鬆，比較貼近正常
人會經歷到嘅嘢，而下一次阿銀遇到啲咩人呢，究竟佢又會喺當中學到啲乜嘢呢敬請期待！

作者的話：嚟緊嘅更新時間呢，有機會改成兩日一篇，因為想提升文章嘅質素之外，作者亦都要為其
他故事去作準備，敬請原諒。 由呢一篇文章開始，請大家多多支持！
 



想訴苦

想訴苦
4/5/20

究竟係呢個世界上可以用啲咩嚟衡量或者痛苦，係呢一分呢一秒，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人都經歷緊痛
苦嘅事情，又或者係咁樣所以先會有樹窿呢樣野嘅存在，樹窿只不過係得閒聽下你呻，傾吓心事，佢
唔係一種職業，唔係好似社工咁樣咁專業，或者樹窿們幫唔到啲乜，做唔到啲咩大件事，但係佢哋只
不過係義務咁出嚟聽你放負，有時做得多樹窿真係要唞吓。

今日係4/5/20 終於完成維持兩個禮拜嘅強制家居隔離，今日係星期一，阿爸阿媽一早就返咗工，今
朝比較早就起咗身，食咗麵包飲咗杯奶，跟住就喺度玩吓手機，喺度頹左半日之後，終於可以落街自
己買外賣，順便買埋今晚要煮嘅餸，嘩真係好鬼熱，唔落街都唔知，五月就咁鬼熱，真係傻傻地，全
球暖化真係好嚴重。食完飯之後打咗陣機，去到六點左右就開始洗菜煲飯，準備煮飯。洗緊米嘅途中
，我上咗去交友app到睇吓佢哋有冇搵我，不過可能30路姐姐，C，啱啱放完假，公司好多嘢做，佢
哋兩個係唯一有繼續傾落去，咁既然冇人搵我，咁就繼續專心煮飯。 其實點解我會幫手煮飯，一嚟
除咗幫輕下我父母嘅負擔之外，同埋我煮飯就可以唔使洗碗，我真係好討厭洗碗，冇咩特別原因純粹
討厭。咁我沖完涼之後就返咗房打咗陣機，之後就上交友app公海，睇吓有冇人需要我嚟個樹窿。碌
碌下見到個寫住「想訴苦」咁我就撳咗佢啦，佢即刻就進入左對話，平時都要等一陣。

「Hello」

「Hello」

「我呢度係樹窿，有咩心事即管擺低」

「係呢你幾多歲？」

「18」

「咁細個就上嚟玩交友app，做咩喺度做樹窿，唔去識下女仔？」

「無呀，我曾經有喺度識過女仔嘅，不過都叫做有一個唔好嘅經驗。」

「係咩，個女仔細過你㗎？」

跟住我就一五一十咁同佢講哂Hebe 嘅野，之後佢就話：

「小朋友，你真係好細個，傾一兩個鐘頭電話就沉船，記住呀上得嚟玩交友app嘅十個有八個都係玩
玩下，用嚟攝時間嘅咋。」

「你呢一番說話我已經聽至少第二次，所以我依家咪上嚟做吓樹窿囉，講到底咁究竟你有啲咩想訴苦
啊？」

「Er」



「有咩就即管講啦，如果你唔介意嘅話」

「我準備做單親媽媽」

「嘩呢一個係我從來都未遇過嘅情況一時三刻我都唔知講咩好」

「都正常嘅，一個18歲嘅少年，應該好少機會會遇到呢啲情況。」

「係呢，我諗你應該有經濟能力負擔到㗎嘛，如果唔係你就可能要搵家教會。」

「多謝你關心先，經濟上我應該暫時冇乜問題

佢就開始同我講點解佢會做單親媽媽：咁話說呢當佢知道自己有咗嘅時候，佢就開始同佢另一半，傾
將來嘅嘢，開始傾結婚嘅，因為佢哋都係埋一齊差唔多有五年，所以都係時候談婚論嫁，不過個男方
就一直堅持唔想結婚，不過女方就好想嫁，佢所有朋友同埋姊妹都已經結咗婚，有啲仲有埋小朋友，
所以女方都好想嫁男方，不過男方嘅睇法都係唔想結婚，佢覺得呢個想法好保守，而家好多人都係講
緊呢個不婚主義，所以男方都覺得冇咩問題。佢就係因為咁鬧咗一場大交，女方亦都搬返去同佢屋企
人住。之後唔夠一個星期佢就發現自己有咗，不過男方一直都冇搵過佢，一直都冇氹番佢。

差唔多有成個月，佢就覺得唔對路，所以約咗男方出嚟講吓，當男方知道佢有咗嘅時候，男方就應承
佢一定會負責任，不過男方就話，其實男方已經對佢冇咗feel，佢亦都表示唔係一時三刻嘅事，冇fe
el就係冇feel，有啲嘢勉強無幸福。佢哋係呢五年嚟，一直都有唔少嘅爭執，女方成日都會嘈分手，
不過幾乎每一次男方都會認錯，都會氹番佢，女方講得多分手，約出嚟見面，佢都有咁講，點知男方
今次真係話分手，呢一個情況女方從來都冇聯想到，其實諗返轉頭，男方一直都遷就着佢，乜嘢都就
晒佢，就嚟冇咗自己生活，每一次都選擇去體諒佢，主動去認錯，可能男方真係攰啦，當初拍拖乜嘢
feel都冇晒，所以今次就選擇離開。

「件事就係咁事到如今，我終於知道自己一直都冇體諒過佢，從來都係佢遷就我，不過我到而家都仲
想挽回男方」

「聽你咁講之後，其實我真係唔知講咩好，可能我年紀仲細啊，從來都未經歷過呢啲嘢希望我喺度聽
下，你即管呻啦」

「唉，真係好犯賤，我真係好掛住佢」

「加油啦，其實佢都話佢會負責任，希望你哋可以挽回到你哋嘅關係，建立返一個幸福家庭。」

「去到而家我終於明白，究竟佢呢五年嚟，為我付出左幾多，多謝你呀，講完出嚟係舒服啲嘅，承你
貴言啦。」

「唔使多謝，我喺低迷嘅時候，都曾經有人伸出援手，咁我諗我做吓樹窿聽人講心事，都係想幫下人
姐，我唔敢話可以幫佢分擔，但係有時啲嘢講完出嚟真係會舒服好多。」

「係咩，有機會嘅話你講吓你嘅故事啦不如，不過傾吓傾吓都成兩點啦，早唞啦樹窿小朋友。」

「有機會啦，幾個故事都關乎我上一個女朋友，同埋去英國留學嘅原因，早唞啦，你都要小心身體。
」



今次唔可以話係一個咩長篇大論嘅故事，但係始終阿銀都係得18歲，可能睇電視睇電影就聽過單親
媽媽，但係真實世界佢從來都冇接觸過，有時做樹窿嘅喺度聽吓人講就足夠，唔需要話下下都要俾意
見，今次嘅事相信會令阿銀嘅心境有改變，係一段關係裏邊，最緊要係識得溝通，如果冇良好嘅溝通
，呢一段關係係唔會長久，所以係你學識點樣一齊相處之前，你要學識點樣互相遷就同埋溝通先，唔
係淨係單方面嘅遷就。 下一次阿銀將會遇到一個戀愛史比較悲傷嘅人，阿銀同佢有好多地方都有相
似，而呢位姐姐會係打後嘅故事經常出現，同埋預告，30路姐姐將回歸來，佢將會幫阿銀渡過一個
難關。請大家敬請期待！

記得記得，作者為咗提升文章嘅質素，同埋有更多嘅私人時間，所以而家嘅更新次數會改為一至兩日
一篇，敬請原諒。



喂，聽唔聽到啊？

喂，聽唔聽到呀？
5/5/20

究竟當兩個人喺埋一齊一段好長嘅時間，個感情係咪一定會變淡，係咪冇可能一世兩個人都係相處係
熱戀期？ 結婚係唔係只係比自己一個藉口，去繼續陪另一半？ 究竟私人空間呢樣嘢，需要幾多先至
叫做夠？阿銀佢今日聽到嘅故事，係佢從來都唔會想像到

今日又係平平無奇嘅一日，因為已經過咗強制舉家隔離嘅兩個星期，起身嘅時候阿爸阿媽已經出咗門
口。早午餐都係自己搞掂，晏晝又係咁打下機睇吓片，瞓咗一陣覺咁又夜晚啦，完全真係好悶，不過
我啲friend全部都考緊DSE，佢哋都唔得閒出街，唔係喎可以問吓Cody條死仔，得唔得閒出街，就
咁話而家message佢先：

「喂，死仔，你都應該隔離完㗎啦，幾時得閒出下街食個飯，好鬼悶困喺屋企」

「今個星期五嗎你得唔得，我正想問你出唔出嚟食個飯？」

「就咁話啦今個禮拜五，8/5 」

「可以啊就咁話啦。」

「同埋呢不如出嚟食個飯之餘周圍行吓，我想入去鴨脷洲行吓，好似有啲特色嘅嘢食。」

「好喎就咁話啦，我從來都未去過鴨脷洲。」

「咁好啦星期五見」

（呢個生活小插曲將會係番外篇推出敬請留意）

約實咗Cody之後，我就走左去煮飯，阿爸阿媽放工返嚟就開飯食，之後沖過涼就入返房。玩手機玩
到悶，又開過開個app出嚟睇吓。 喺公海搵緊人嘅時候，見到一個寫住「認真長傾 喂～ ？」咁我見
佢寫住認真長傾，就撳入去睇吓有咩好傾呀：

「喂，聽唔聽到啊？」

「喂喂」

「有冇啲咩心事想擺低呀？」

「你成日聽人地啲心事㗎？」

「係呀得閑咪上嚟做吓樹窿，聽吓故事，聽吓人呻囉。」

「其實你成日聽人哋啲心事會唔會好大負荷，聽到個人都負晒。」



「都唔會嘅因為聽聽下之後，叫做解決咗，就會吹吓水。」

「都係嘅不過呢度啲人都好少認真，都係搵水吹多。」

「其實係個人以前負面啲，咁俾人開解過之後，而家咪嘗試吓幫下人囉。」

「其實我好少同人講心事，鍾意吹水多」

「話時話，你都算係第一個關心唔會太多負」

「我成日覺得做社工同樹窿都好勁，因為聽得多人訴苦，有時連自己嘅情緒都會影響埋。」

「你咁講都啱嘅，尤其是係如果自己都試過嘅話，更加身同感受。」

「所以都好關心下你地。」

「多謝你呀，你嘅心意收到啦，咁話時話，究竟有冇啲咩野煩住你？定係有冇啲咩心事呀？」

跟住之後就吹左一陣水啊，同佢講18歲嘅時候，冇錯同我諗嘅反應一模一樣，就係話係咩完全唔覺
你係18歲喎，你講嘢完全唔似18歲囉，我都知嫁啦因為好多人都係咁講，佢叫兔姐，佢就聲稱自己3
2歲。講到呢個拍拖嘅話題呢，我就同佢講左話都有成三年冇拍拖，佢就係大約年半前甩拖，不過佢
都睇得開嘅，都過咗去放低左，係冇下一段果下先慘，跟住佢就話好似隔得太耐，好似已經唔識拍拖
：

「 我上一個男朋友呢，係因為佢覺得淡左同我分手，分手前個兩年，我地由一星期見一兩日，變成
一星期食一餐飯，然後我習慣左拍拖都係一個人，同佢一齊個6年 我學識左唔痴身，唔check佢，唔
煩佢」

「咁樣係唔得個喎 你冇發現呢個問題，或者你身邊嘅朋友冇發現呢個問題 ？因為六年真係一段好長
嘅時間。」

「你問我如果再拍拖嘅話，我諗我唔識點樣去痴身去畀安全感佢」

「嘩睇到你咁寫有啲心痛」

「答返你上面嘅問題先，有啊，個時我d朋友成日笑我偽單身。」

「日日見一開始來講係好事嘅，不過我覺得都要比番啲私人空間大家嘅，但係一個禮拜唔可以見小過
兩三次囉。」

「係丫，所以過左熱戀期我地都有大家嘅私人空間，跟住佢嘅私人空間就越黎越多 ，多到分埋手咁
囉。」

「唔好咁啦講到好心up」

「冇事啦，都過咗去咯，只不過係調整唔番點樣去拍拖先叫合理，難聽啲講，已經唔識拍拖」



「好簡單咁問你，宜家有冇心上人啊？」

「之前有過，但真係完全唔敢煩住佢。」

「咁你會唔會有見到佢就心跳加速個感覺啊？」

「都有嘅，但係知道佢對我有野，我都唔敢煩佢，唔敢主動搵佢，佢就無左下文。」

「你咁樣唔得個喎 你真係想呢一世都自己一個人咩 」

「我習慣左ex做自己野，會等佢得閒話得知我先搵佢，耐左就好怕搵人，然後知道對方唔得閒。」

「我真係冇乜戀愛經驗，唔知講咩好，不過聽你咁講，係埋咗一齊六年，一定有好多感情同回憶，雖
然話就話淡咗，最後散咗姐，不過我諗你都應該唔開心左好耐，唔緊要啦你一定會搵到下一個，下一
個一定會更好。」

「咁就一定啦，係唔開心左好耐㗎啦，不過而家咪又係企左係度，話耐又好似唔耐，但係都係埋咗一
齊六年啦，一定有唔少嘅感情，而家咪當係一份回憶咁收埋係心入邊囉。」

「Sorry 呀，勾起你啲傷心事，早知我一早就唔問啦，搞到你諗翻起以前啲嘢，不過你講開又講我諗
返我對上一個，三年之前係我去英國讀書之前，我哋喺呢個遊學團識，去完之後大家一直有聯絡，又
約咗出嚟玩，咁好順理言章就係埋咗一齊啦，嗰陣時真係好開心，不過好景不長，拍咗一年多啲，我
就同佢講我會去外國讀書，跟住就開始鬧大交，最後就散咗。」

「無所謂啦，我都好少同朋友講自己野講到好deep，反而同一個唔識嘅人吹吓水，好似仲更加容易
講出黎，聽你咁講你都好重視你之前個女朋友，不過都好嘅都叫做有一份好嘅回憶，雖然最後鬧交收
場，不過我諗你地都經歷左唔少。」

「都係嘅，不過我去外國嘅第一年成日強迫自己忘記佢，不過最後發現我自己係做唔到，之後我就覺
得冇需要去特登忘記，都係一份回憶擺喺心裏面，不過我諗，唔係每個人都係咁，唔係個個都咁容易
走出嚟，所以我先會做吓樹窿，聽吓人講，希望佢哋講出黎舒服啲。」

「多謝你呀樹窿，不過做得多都記住要休息呀，同埋希望我哋都快啲搵到真心相愛嘅另一半。」

「當然啦承你貴言，其實我成日都喺度諗，我係交友app見到嘅人呢幾日咋，已經好特別，個個都好
有故事，我就嚟可以出書㗎啦。」

「你識寫故㗎？咁叻，快啲寫啦我第一個支持你。」

「 書名我都諗好，叫做「交友app嘅萬事屋」」

「咁得意嘅個名，你出書到時出咗名，係簽書會嘅時候，我會大叫係故事入面嗰個係我嚟㗎。」

「有機會先算啦，可能都係上網寫下小說算啦，同埋我過咗去外國讀書咁耐，好耐冇作過文，都唔知
仲記唔記得點寫文。」

「實有機會嘅，你而家返咗嚟咁得閒，咪上網寫下故仔，練下文筆先囉，到時上網本野紅咗啦，咁咪



有機會出真書囉。」

「啱呀，不過我諗都冇乜機會紅得起。」

「你未試過又點知呢，同埋你上網寫故嘅期間，咪可以儲多啲故仔囉，咁到時就可以一次過出真書。
」

「都係嘅咁好啦我得閒就試吓寫吓啦，傾吓傾吓都成兩點啦，有啲攰瞓先」

「都係我都差唔多啦，聽日仲要返工好啦早唞啦。」

「早唞啦」

今次阿銀又聽咗個幾悲傷既故事，不過兔姐我諗佢份人都算係幾樂觀比較正面，佢都叫做走到出嚟，
其實有時啲嘢都好難講，可能佢都對下一段感情感覺陌生。曾經有一個問題，究竟你會揀一個你愛嘅
人，定係愛你嘅人？究竟個標準答案係咩啊冇人知道，因為每個人都唔同，阿銀好難想像同一個人喺
埋一齊咁耐然之後分手，一定好痛，係下一篇阿銀將會繼續同兔姐傾吓計，不知不覺地阿銀已經成長
左唔少，究竟遲啲佢將會經歷到啲乜嘢，令到佢崩潰，要去面對現實呢？ 請各位敬請期待！

記得記得，作者為咗提升文章嘅質素，同埋有多啲時間，而家嘅更新次數會改為一至兩日一篇，敬請
原諒。



付出

付出
6/5/20

「說了再見，才發現再也見不到，能不能就這樣忍著痛淚不掉」搞乜鬼呀，邊鬼個晨早流流喺度播歌
，當我繼續嘗試去瞓返嘅時候，「
說好陪我到老，永恆往哪裡找，再次擁抱一分一秒都好」點解會仲係要繼續播嘅，跟住我先醒起原來
琴晚我瞓覺之前一直喺度聽緊歌，咁啱就聽到周杰倫嘅「說了再見」，係呀我唔淨止會聽啲經典金曲
，周杰倫嗰啲我都會聽吓㗎。 

今日係星期三，都係咁啦起身沖杯齋啡飲吓，打陣機玩吓手機咁樣晏晝，食個飯買埋餸，跟住晏少少
再煮埋飯，等佢哋返嚟食完飯，沖埋個涼咁又一日。唔知點解，我個人鍾意夜晚先上去交友app度睇
吓，當我喺公海度浮緊嘅時候，見到阿兔姐搵我：

「喂～ 今日搞咩嚟呀？」

「冇啊咪又係嗰啲，食飯，煮飯，打下機囉，你呢又扮咗一日公啊？」

「一半一半啦，今日公司都有啲嘢做，唔可以全日扮工。」

「好忙啊，係呢咁你食咗飯未呀？」

「啱啱食完啦，沖咗個涼，依家灘左係度」

「食完飯沖完涼，就即刻攤係張床到唔得個喎，對個消化系統唔好。」

「唔理得咁多啦，我同你講啦到我沉船啦喂～」

（係之前已經同咗兔姐講過Hebe嘅野）

「做乜鬼啊，又係呢個app識？」

「不過我諗我同你又有啲唔同，我哋係互相都OK，係呀又係喺個app識。」

「咁都唔叫沉船嘅，如果大家都OK嘅話，我又覺得冇乜嘢。」

「個問題係後邊，跟住我哋傾左幾日都幾好，又講電話，FaceTime 。」

「咁咪幾好，又講吓電話，又FaceTime，咁其實個問題係咩啫？」

「咁我唔想呃佢啦，我就同咗佢講其實我食煙」

「係，咁佢好大反應咩？」

「咁又唔係，可能咁啱瞓覺時間定係唔知我諗多咗啊，我覺得佢好介意，佢好似唔多想理我咁。」



「其實呢啲嘢好難講嘅，如果佢真係鍾意你，佢又點會介意你食煙呢。」

「因為我呢就唔係食得好勁，唔係冇咗in就死嗰啲人，只不過係同朋友出去飲吓嘢食一兩支，因為我
唔想呃佢所以同佢講左。」

「其實你唔講都講咗啦，同埋佢知道都係遲早嘅事，咁不如你早啲同佢講。」

「跟住佢就話呢一開始都有啲介意嘅，跟住我就話我唔食都得，然後應承佢，佢話好」

「咁總共傾咗幾多日呀？」

「一個禮拜多少少啦，仲有呀佢同你一樣都話自己delete咗個app。」

「咁我覺得呢，一開始咗玩呢個app呢，就冇咁容易抽身㗎啦。」

「我份人好容易就信人，同埋我都唔鍾意呃人，所以寧願講咗先，唔想自己後悔。」

「咁咪得囉，頭先我都話啦如果佢真係鍾意你嘅話，佢唔會介意你食少少煙而去討厭你囉。」

「希望係咁樣啦，搞到今日冇心機做嘢」

「咁其實你覺得佢點啊，你驚唔驚佢會好似你之前嗰個咁」

「驚㗎點會唔驚啊，但係佢成日都會同我報到，佢又話會過嚟接我收工，同我一齊搭車返屋企而且冇
試過有人好似佢對我咁好，覺得有少少感動，同埋我份人冇乜安全感，聽到佢咁講真係唔多唔少都會
心動。」

「咁咪幾好囉，聽佢咁講應該都唔錯嘅我諗，佢應該唔會介意你食煙嘅。」

「我而家同佢講咗，都係唔想第時俾佢發現，覺得我呃佢咁，所以我寧願先小人後君子」

突然之間佢就落咗線，本身我諗住不如瞓覺啦，點知上次早差唔多半個鐘頭都未瞓着，最後都係坐返
喺度睇吓YouTube。 大約一個鐘頭之後兔姐又再搵我：

「阿銀，你講得啱我太易信人，我對呢個世界好失望，我好攰啊，我真心以為會有人對我好，原來唔
係」

「吓佢搞咩啊，頭先唔係仲好地地嘅咩，不過你講得啱，呢個世界唔值得你有期望，因為呢個世界充
滿着太多歪理。」

「我真係太容易信人，點解做咗咁多年人都係咁蠢」

「唔好咁啦，你都係想搵另一半姐，你唔係蠢只不過係人哋問題。」

「佢呃我delete 左 app 但又唔覆我，然後我喺app見到佢仲同佢傾緊」



「我都話㗎啦，但係點解佢會唔轉標題咁蠢 」

「我以為當你真心，人地就會真心，我終於開始明白，當我付出緊真心嘅時候人哋未必係，次次都係
咁，好攰」

「其實我自己都係咁諗，你睇到我咁易沉船就知啦，但係呢個世界話俾我地聽，唔係咁㗎，呢啲只不
過係我哋一廂情願。」

「我前世做錯左乜，我都係想拍過拖啫，點解我成日都要俾人玩」

「算啦呢啲人唔值得你留戀，走啦，最好唔好係個app度再識人啦，咁樣你只會傷得更深。」

「我知啦，我想一個人靜下飲罐啤酒，攰你就瞓先喇。」

「咁好啦你唔好食咁多支，你都唔好咁夜，早唞啦。」

究竟係一段感情裏邊你付出左真心就一定會有回報？ 事實話俾我哋聽唔係，就係呢一個情況先會引
發到上一篇章最尾段嘅問題，當一個人經歷左咁多嘅嘢之後，佢以後係咪淨係會揀愛佢嘅人？ 喺下
一篇阿銀遇到嘅人會同阿銀有前所未有嘅互動，但係點解會令到阿銀崩潰，逼佢面對現實。請各位拭
目以待！

記得記得，作者為咗提升文章嘅質素，同埋有多啲時間，而家嘅更新次數會改為一至兩日一篇，敬請
原諒。



番外篇：阿銀和Cody嘅一日

番外篇：阿銀和Cody嘅一日
8/5/20

今日係5月8號，星期五，我約咗我個老死Cody出嚟食個飯周圍行吓Hea吓。我哋就約早啲諗住可以
出嚟玩耐啲，咁我哋就約咗11:30喺油塘等，跟住就一齊搭去利東，諗住入鴨脷洲食下野，因為我哋
兩個從來都未去過呢個地方。 咁我識咗條友咁多年都知佢一定會遲到啦，所以我都特登約早少少11:
30啦，我呢就搭五就已經去到啦，我去到搵佢嗰陣時，佢夠膽死講我而家先出門口，好彩佢唔係住
得遠。咁當佢嚟到嘅時候已經係12:00 好彩我特登預早啲啫，終於見到佢係對面月台施施然咁行過嚟

「喂，而家幾點呀師兄，遲撚咗半粒鐘，頭先打比你夠膽死話啱啱出門口」

「對唔住囉大佬，琴晚夜瞓呀嘛，以為較咗鬧鐘會知醒啊，點知個鬧鐘冇響喎，其實係你打過嚟我先
醒啊。」

「仆你個街，晏晝嗰餐走唔甩啦。」

「唉，我哋識咗咁多年，唔係講錢吖嘛唔好咁啦放過我啦大佬。」

「你就想啦，你知唔知我喺度等左半個鐘幾辛苦呀，老規矩啦。」

「唉好啦好啦，今次係我唔着，對唔閪大佬。」

「同我講有閪屎用，同大監製講」

「哈哈哈，冇見咁耐阿銀你都冇唔記得，嗰陣時我地幾鐘意睇暴龍哥。」

「梗係啦，佢係我個偶像嚟㗎。」

「係喎話說我哋陣間食咩？」

「上網睇話鴨脷洲香港仔出名食艇仔粉，講開又講打電話去問吓佢有冇開先。」

咁如是我就打電話過去問啦，點知佢話今日星期五休息，唔開喎真係好鬼黑仔，因為艇仔粉唔係周圍
都有得食，咁唯有下次去睇吓佢有冇開。

「點啊你打電話去問，有冇開啊？」

「冇喎咁啱佢今日唔開，冇計啦唯有下次先食，不過我上網睇都仲有好多其他好食，咩陳新記魚皮啊
，豬潤腸粉啦，仲有一間買傳統糕點嘅小食舖頭。」

「咁就得啦仲有其他嘢食。」

「啱呀，咪入去食過嘢行吓囉，不過而家都幾早，有冇諗過我哋未必行到咁耐，有冇諗過入完去之後
出返嚟去邊？」



「其實都過咗港島，不如上山頂啦，我都有起碼五年以上冇去過，同埋而家疫情關係，仲有係平日應
該好少人。」

「就咁話啦，我都好耐冇去過山頂。」

沿路途中我哋傾左唔少以前中學發生過嘅嘢，諗返起嗰陣時仲喺香港讀書，真係好開心冇乜嘢需要顧
忌，可能嗰陣時我哋仲係初中生，仲未感受到DSE嘅壓力，嗰陣時真係發生咗好多嘢，我哋兩個都叫
做係班上邊搞事嗰啲人，發生咗好多嘢有機會再講下咁話咁快我哋就去到利東站，首先我哋就去咗個
熟食市場，去陳新記試吓佢嘅魚皮同埋牛腩粉麵，我就叫咗個牛坑腩麵，而Cody 就叫咗牛坑腩飯。
 我自己覺得呢就佢啲牛腩麵就正常水準啦，不過呢佢嘅炸魚皮又真係幾好食，好可惜冇機會試到佢
哋招牌嘅九棍魚皮。

食完粉麵之後，我哋就行咗去嗰間買傳統小食舖頭，買咗一個大菜糕同埋西米糕做飯後甜品，跟住我
哋就行咗去嗰個海濱公園就望住香港仔避風塘。今日天氣幾好有啲雲，咁就唔會曬住太熱，沿路我都
影咗唔少相，又同佢吹左一陣水，我哋喺個海旁hea 到兩點半左右，就諗住去食呢個豬膶布拉腸，
點知間餐廳成四點先開，可能係因為平日嘅關係少啲顧客。咁我諗我哋就應該冇乜可能喺度hea 到
四點呀，所以我哋決定走，去返中環上山頂。 咁係去中環嘅途中，我哋就喺度諗搭山頂纜車定係巴
士上去好

「喂陣間上山頂搭䌫車定巴士上去好？」

「啦我就覺得搭巴士好似好啲，好似平啲喎。」

「Cody，你唔係驚呀嗎，懶得畫上山頂梗係搭纜車啦，我諗你下次上去無個七八年，你都唔會再上
去㗎啦」

「痴線梗係唔係驚啦，危險呀個山頂纜車開咗咁多年。」

「你搭巴士咪仲危險，上山頂果條路唔方安全得去邊。」

「唉，算啦懶得上去就搭纜車啦。」

「咁咪好囉」

你估我唔知Cody佢真係驚咩，以前試過同成班frd連埋佢一齊去主題樂園玩，一直都唔敢玩機動遊戲
，咁有一次我哋夾硬夾佢上去玩過山車，點知條友話肚痛，唔掂跟住就一枝箭跑左去廁所，不過我諗
山頂纜車應該都唔係好危險嘅啫，又唔會開得快嘅應該唔會好刺激嘅。

咁如是者我哋就去咗個山頂纜車總站，然後就搭一班纜車上去啦，一開始呢㗎纜車上車嘅時候呢都唔
係話好斜，但係點知呢行唔夠3分鐘呢，個斜度好似玩緊過山車上斜咁斜，我完全冇諗過原來係咁，
跟住我望一望坐係我隔離嘅Cody，全程卟低完全唔敢望下周圍，直至到個纜車到站。 之後我哋去到
山頂望住個景，買咗杯咖啡坐喺度嘆吓，呢個景色就係香港被稱為「東方明珠」嘅其中一個原因，日
頭嚟睇已經覺得好靚，其實咁樣得閒出嚟行吓Hea吓，都真係幾舒服。 可能我哋真係好耐冇見，好
似係英國讀書嗰陣時又冇乜聯絡，可以約出嚟嘅時候特別多嘢講，特別多水吹，我每一次都好珍惜呢
啲機會，可以同一個老朋友冇任何顧忌講乜都得，其實真係好開心。



跟住我哋又周圍行吓，本身我都有諗過喺度食埋晚餐先走，不過呢以兩個學生嘅零用錢呢，應該係唔
足夠支付係山頂食晚餐，所以我哋最後都係落返去，去咗觀塘食呢個任食打邊爐。 可能因為我哋今
日全日行咗好多路，大家都有啲攰同埋好肚餓，一坐低就係咁叫肉係咁食，我哋食咗個半鐘頭差唔多
冇停過，不過話時話依家啲任食火鍋時限得咁短，好似逼你一定要食得好快，趕你走咁。我哋食完差
唔多九點半，我哋見時間都仲早，就行咗去觀塘海濱，當食飽飯散吓步，跟住佢就問我交友app啲野
啦：

「係喎上次你唔係話你上交友app識咗個女仔嘅咩，叫咩Hebe呀嘛。」

「哦佢呀唔係啦，冇料到啦，講咗嗰一次電話之後，跟住佢就人間蒸發咁，無再搵過我，我都唔知自
己做錯啲咩」

「你哋係咪交換左ig 可能佢係外協呢，你都唔係唔知你個樣唔係好掂㗎啦。」

「屌你咩，使唔使咁樣踩我呀，可能真係關個樣事其實。」

「咁你之後冇識到其他女仔咩？」

「有就有嘅，不過同我啱傾嗰啲都係三十幾歲，廿幾歲。」

「竟然係咁估唔到喎，鍾意識姐姐」

「屌唔係你咁諗呀，純粹傾吓計做吓樹窿姐。」

「咁你聽到啲咩返嚟啊講嚟聽吓」

如是者我就將我喺交友app嘅所見所聞同佢講晒，咁佢聽完之後呢，就完全唔知講咩好，其實都正常
嘅我哋兩個18歲嘅學生，根本就冇乜人生經歷，跟住佢就話：

「其實你講嗰啲全部都好慘，我哋都真係幾幸福，除咗嗰啲姐姐之外仲有冇識其他女仔呀？」

「都有嘅啱啱同緊呢個細我哋一年嘅女仔傾吓，都傾左一兩日啦其實呢個都算啱傾，咩都可以講吓笑
下。」

「咦，呢個有冇機會先，嗱如果你識到阿嫂一定要帶佢出嚟見我呀，一定講晒你啲衰嘢俾佢聽。」

「屌你啦，算啦我都唔敢擺唔擺希望落去，咁容易在沉咩，得啦有機會先算啦一定會帶佢出嚟見你嘅
。」

「哇屌行吓行吓等左一陣計都成十二點呀，喂走啦。」

「咁好啦下次再約啦，得閒就吹吓水啦。」

「得啦，不過你而家玩交友app嘅咁忙，點會得閒理我呀」

「你都傻嘅再忙都會搵你啦，係咁啦，得閒飲茶啦。」



之後就散水各自返屋企，今日差唔多可以話我返嚟香港之後，最充實嘅一日，差唔多全日都冇玩過手
機，全程吹吓水望吓周圍，其實過下呢啲生活都唔錯啊，成日都屈係屋企玩手機，玩電腦都真係唔係
好掂。
下一篇文將會回歸返正篇，而今次嘅女主角將會係喺上面提及過嘅女仔，但係點解佢會令阿銀崩潰，
逼佢面對現實呢，敬請期待！

記得記得，作者為咗提升文章嘅質素，同埋有多啲時間，而家嘅更新次數會改為一至兩日一篇，敬請
原諒。



啱啱分手

啱啱分手
9/5/20

其實究竟阿銀點解當初會選擇玩交友app？係咪真係因為係屋企太悶冇嘢做而去玩，定係有啲咩其他
原因佢先會去玩交友app，而呢個原因即將被揭曉

今日係6/5/20，(即係遇到兔姐嘅同一日)唔知做乜鬼我晨咁早就起咗身，依家先九點，而我嘅習慣就
係通常起身，都會賴一陣床先，咁我就喺度玩緊手機啦，玩玩吓又上咗去交友app度，咁當我喺公海
碌緊，睇吓有邊個可以撳入去傾嘅時候，突然間個通知就顯示，有個女仔寫住「啱啱分手」，跟住我
先醒起，係喎原來我冇轉到標題，不過唔緊要啦橫掂都冇人同我傾緊，就做下佢樹窿左啦。 

經過一輪自我介紹之後，佢叫Miki，係一位讀緊中五嘅女仔，咁我就問佢關於個標題嘅事啦，咁佢
就話，其實呢佢就拍咗三次拖，第一次呢都有成年㗎啦，之後嗰個呢就半年，今次呢個呢就一個禮拜
 ，其實之前嗰兩個都係一啲爭執而散，不過今次呢個有少少唔同，佢係喺ig嗰度識嘅,因為過往嗰兩
個都係同佢同年，或者大佢少少嘅啫，不過今次拍咗一個月呢個呢，就都大佢起碼有五年 ，miki一
開始就覺得佢比較成熟啲個人識諗啲，會成日都好照顧佢咁，所以喺埋一齊嘅時候好舒服，因為佢唔
會需要去照顧另一方。

不過好景不長，男方就開始少咗同佢聯絡，一開始佢就以為可能係個男仔嘅工作需要，因為佢做呢份
工成日都要出去應酬，應該係因為工作關係所以先唔得閒搵佢，但係之後就發現越來越唔對路，就開
始同佢朋友講啦，因為呢個男仔，其實係Miki嘅朋友介紹，不過佢嘅朋友就話佢都唔清楚，不過佢
之後就發現佢越嚟越搵得佢少，有每一日可以傾幾個鐘頭電話，變到差唔多兩三日先搵佢一次，之後
Miki有一次就頂唔順就直接問佢，咁佢呢就竟然話，其實你上得交友app唔係以為真係有人同你認真
，唔好傻啦我都係同你玩玩下嘅咋，miki 聽到，佢嘅眼淚好唔爭氣咁係佢眼角嗰度流左落嚟，但係
Miki都好堅強咁同佢講，咁算啦我哋，無謂再浪費大家時間，之後個男仔就走咗再冇聯絡。

「哇係聽你咁講完，其實交友app真係咩人都有，咁而家你點呀冇嘢啦嘛？」

「冇嘢啦喊咗一晚之後就冇事，其實都明嘅係我自己痴心一片，竟然真係信交友app會有真心」

「咁我相信交友app一定會有人同你講真心嘅，只不過係你暫時未揾到姐，話唔定遠在天邊跟在眼前
呀嘛。」

「咁你咁講都係嘅，不過多謝你呀樹窿，同人講出嚟真係會舒服啲。」

「係喎其實你都自我介紹左，我都未同你講叫咩名添，我叫阿銀，係交友app萬事屋嘅老闆。」

「哈哈，你個名咁得意嘅，仲有咩萬事屋，乜嘢嚟㗎？」

「遲啲你就會知㗎啦。」

「唔講咪算囉，晏少少再搵你啦。」

咁如是者我哋呢幾日都keep住有傾偈啦講吓啲無聊野，又發現原來我哋都鍾意貓嘅，咁大概傾左三



日之後就交換左ig啦，當我驚有機會佢會開始冷淡嘅時候，擔心緊佢係唔係外協嘅時候，Miki 反而
仲搵多咗佢，得閒無聊就send下啲貓仔post俾我睇，其實我自己都知呢個人相處落都唔錯啊起碼佢
係真心先啦，唔係真係咁虛偽，不過我覺得有啲嘢急唔嚟，由朋友開始做起都唔錯啊。

時間番返去今日9/5/20，我同Miki都傾左差唔多有三日時間，咁今日晏晝嘅時候，我都一直都喺度
同佢傾計，又同佢講下琴日同Cody出去發生咗嘅事：

「阿銀呀，你琴日咪同你老死出去嘅，搞到我自己係屋企，又冇人同我傾計好悶呀，你哋最後去咗邊
度？」

「去咗鴨脷洲食咗個中午之後，就上咗去山頂hea 吓，不過當我哋搭山頂纜車上去嘅時候，真係冇
諗過原來Cody咁淆底，條友全程卟喺度，可能我上一次上山頂就係好細個嘅時候，所以已經冇晒印
象，跟住夜晚就返番落去觀塘打邊爐，跟住去咗觀塘海濱散吓步就返咗屋企囉。」

「嘩去咗咁多地方啊一定好開心啦，你就好啦可以出街，我就要留喺屋企喺度上堂聽佢講書，真係好
鬼悶㗎。」

「不過呢我見Cody咁耐佢都仲係咁癲，諗返起呢以前發生過幾件好。搞笑嘅嘢，你想唔想聽下？」

「好啊你講嚟聽吓，有幾搞笑先」

「咁我講其中一樣啦，咁話說有一次呢我哋就食飽飯然後去行咗一陣街啦，咁之後呢我哋就去咗尖沙
咀新開嗰個Donki 行吓啦，跟住呢唔知係咪佢食飯嗰陣時飲得多茶呢，佢就話佢好急尿，咁我哋就
喺度搵廁所啦，點知呢就搵極都搵唔到，最後我哋問咗職員先知原來喺附近，咁我哋就盡量行快啲去
廁所啦，因為實在太多人，所以我哋唔可以跑」

「咁跟住呢咁佢又好急咁點算呀？」

「咁去到行入廁所之前呢，咁咁啱我就企喺佢前面，咁可能佢就以為我特登阻住佢啦，玩鳩佢唔俾佢
去廁所，所以佢就推開我就即刻入咗第一格廁所，點知呢佢入咗去之後我先望到原來第一格係女廁嚟
嘅，咁啱佢入去嗰陣時裏面有冇人，咁佢有冇即刻行返出嚟啦，我就係咁喺出邊嗰度笑等緊佢出嚟，
突然間呢就有個阿嬸行咗入嚟然後入咗女廁，跟住個阿嬸就嗌喂，跟住我就聽到Cody講咗句仆街，
跟住就跑咗出嚟入返男廁。嗰陣時我真係笑到碌地」

「痴線咁搞笑嘅，乜佢入咗去之後唔覺奇怪嘅咩都冇尿兜，咁佢又喺嗰度去咗廁所喎。」

「係呀佢出嚟嗰陣時我都問過佢呢個問題，佢就話佢太急忍唔住，所以就唔理得咁多去咗先。」

「痴線你個friend真係癲㗎喎，咁勁嘅佢」

希望佢聽完之後真係覺得好笑啦，有時都唔知啲人真係覆定係Hea覆，唉唔知呀，可能係我太認真啦
我都係想識個朋友真心傾吓計姐。

咁之後我哋就繼續喺度傾偈啦，其實我覺得都幾啱傾嘅，佢又係嗰啲有果句講果句嗰啲人唔會隱瞞，
我好鍾意同呢啲人相處因為唔使猜測，咁之後我哋就講到Long d呢個話題啦：

「Miki，其實呢你點睇Long d㗎？ 係咪女仔都唔鍾意Long d 因為冇安全感？」



「其實都係㗎，因為佢唔係你隔離，根本其實你都唔會知道佢做緊啲咩，一來擔心之餘同埋自己都會
驚」

「但係如果個男仔成日同你報道跟住又日日都會FaceTime」

「呢啲就基本野啦，一定要做嘅，如果呢啲都做唔到，就一定唔使考慮」

「咁當然啦，做男朋友嘅都要比佢另一半一定嘅安全感㗎嘛。」

「同埋我覺得有陣時就唔只安全感嘅，可能有時都要見下佢真人嘅，所以我情願唔拍啦，搞到自己咁
辛苦。」

「咁你咁講都係嘅，唔係個個都接受到Long d 。」

點算呀，聽佢咁講完好似佢完全接受唔到Long
d，不過究竟我真係諗乜嘢，人哋上嚟都係訴苦識下朋友姐，唔通個個都好似我咁，咁傻真係諗住搵
個認真可以發展嘅咩，算啦，我都係同佢繼續傾吓計做住朋友先，有機會先再講啦，我諗有時都係唔
好諗咁多好。

之後我哋就完咗呢個話題，就講吓其他嘢啦，咁跟住呢我就問佢，因為佢ig 啲相呢好多都係嗰啲打
卡熱點嚟嘅

「係呢Miki，你係咪好鍾意影相㗎，我見到你ig裏面都po左一啲打卡熱點 」

「係呀，其實有邊個女仔唔鍾意影相呀，同埋有啲都係同Dfriend咁啱去開咪順便打個卡囉。」

「係呀幾好啊，係呢唔知你有冇聽過中環新開左一間好出名嘅咖啡舖叫做「Blue bottle 」 」

「咦乜原來你都鍾意飲咖啡嘅咩，我知啊嗰間野好出名㗎，好似仲攞過獎添，有機會都想去試吓，不
過我啲friend全部都唔飲咖啡嘅」

原來佢都鍾意飲咖啡㗎，點好呢其實不如約佢出去一齊去試吓，但係咁樣會唔會太快啊，我哋先傾得
個都唔知有冇一個禮拜，點算好啊有啲緊張添，其實我緊張啲咩我鍾意佢咩，冇可能㗎經過上次Heb
e之後，應該冇咁容易沉，我諗可能係識咗個新朋友姐，可能自己本身冇乜女仔friend有啲興奮添。
我諗都係唔好主動約佢住好似有啲太快

「係咩，其實之前嗰幾日我已經想去㗎喇不過之前咁啱放假好多人排隊，所以我先冇去到咋嘛」

「咁呀不如下個禮拜一一齊去啊你有冇嘢做啊，去試吓嗰度啲咖啡順便打卡囉你識影相㗎嘛」

「可以啊，仲可以順便去埋隔離嘅大館啊嗰啲影吓相都可以」

「好啊就咁話啦，嘩而家都唔早啦我瞓先啦，早唞啦阿銀」

「咁好啦早唞啦」



竟然係咁，竟然係佢主動約我，咁點算呀究竟係代表啲咩啊，死啦我咁樣衰，會唔會出去之後佢就唔
理我㗎啦唔同我講嘢㗎，冇理由㗎佢都睇過我IG啦，應該冇事嘅，睇來我太耐冇單獨同女仔出過街
，搞到好鬼興奮。

今次將會係阿銀第一次約網友出去見面，究竟呢件事會發生成點呢，佢哋出去嘅期間有啲插曲呢？ 
請大家敬請期待！

記得記得，作者為咗提升文章嘅質素，同埋有多啲時間，而家嘅更新次數會改為一至兩日一篇，敬請
原諒。



不平凡的一天

不平凡的一日
11/5/20

今日係5月11號，星期一，係阿銀第一次同網友出街，究竟阿銀同Miki出街會發生啲咩事，同埋究竟
阿銀同佢傾咗啲咩？ 下邊嘅內容將會為大家揭曉

做乜鬼咁鬼熱，我係半夢半醒隱約感覺到，好鬼熱啊！我瞓唔番呀，因為琴晚有啲緊張，始終都係第
一次同網友出街，又要諗吓着咩好，又驚自己講錯嘢，仲有唔少大小事，我都係諗諗吓先訓着，琴晚
又唔記得開冷氣，瞓得唔係咁好。不過橫掂都起咗身啦，起身擦過牙沖個涼先，唔知點解我真係好鍾
意朝頭早沖涼，朝頭早沖完之後個人即刻醒晒，煥然一新咁，不過我夜晚瞓覺之前都會沖一次嘅。

我約咗佢1:00喺中環等，講好咗話大家各自食咗晏先過去。出門口之前，我就喺度諗，究竟我應該着
長褲定系短褲，着長褲就好似大方得體啲，但係今日又好熱喎，諗咗一輪之後都係決定着長褲，話晒
點都係第一次見人，着返視正啲好啲。

話咁快就到到約定嘅時間啦，我12:45已經去到，咁我見早左就企左喺度玩吓手機，過咗冇5分鐘，
突然間有人細細力拍我膊頭，一開始我冇為意以為有人撞到我啦，我帶着耳機嘅，但係嗰條友再大力
左啲拍我膊頭，咁我就諗住除低耳機擰轉頭問佢做咩㗎啦，擰轉頭一體先知原來係Miki，佢就話啦
：

「點解我拍你第一下嗰陣時唔應我？」

「我點知係你姐，你又幾勁喎第一眼就望得出係我嘅。」

「一睇就知係你啦，快啲讚我叻啦！」

「係啦最叻係你啦，不如我哋一路行一路講，唔知嗰間咖啡舖洗唔洗排隊。」

「好啊就咁話啦。」

乜原來佢真係咁勁嘅，第一眼就認得出係我，佢咁講搞到我有少少開心添，唔知佢覺得我點呢，應該
冇事嘅都交換左相啦，冷靜啲，唔好咁緊張，都係飲杯咖啡影吓相姐，冇咩特別嘅，總之整間唔好做
啲on9野就得啦。

咁我哋喺沿路行緊過去嗰陣時，都係咁以吹吓水呀問吓佢呢幾日做咗啲咩，其實咁樣傾吓計都幾輕鬆
幾舒服，最緊要嘅係佢都會開話題，都唔會怕話會deadair ，其實同Miki 相處落都覺得唔錯。咁話
咁快我哋就去到Blue
bottle，一去到嘅時候我哋都見到有啲人喺度排緊隊，其實都預咗㗎啦，咁我哋就行去龍尾嗰度排，
好彩又唔係話好多人，我諗排三四個字左右應該可以買到，因為疫情期間佢而家唔開樓上，所以就冇
得堂食，一定要外賣。

「係呢Miki啊，你咪話你都有飲開咖啡嘅，你平時鍾意飲咩㗎？」

「我鍾意飲Latte 呀，我鍾意咖啡味但係唔鍾意太濃，咁你呢？」



「我就喺你嘅相反，我真係好鍾意好濃烈嘅咖啡味，所以我係飲開齋啡。」

「竟然係咁，18歲就飲齋啡勁嘢喎！」

「小事啦，如果你鍾意淡啲咖啡味，我建議你陣間叫latte轉single origin
expresso 呢一隻咖啡豆，應該會啱你口味多啲。」

「咦睇嚟有人有做功課喎，我都有上網睇呢間野，我諗你應該會係叫Cold
brew ，既然你鍾意飲齋啡嘅話。」

「大家咁話啦，係呀我就係諗住嗌呢一杯。」

原來佢唔係為咗迎合我先去呢間咖啡舖，佢有上網睇過，睇嚟佢真係鍾意飲咖啡，好彩啫，咁就可以
肯定佢唔係特登陪我嚟呢間咖啡舖。

我哋總共大約等左四個字左右就入到去，落埋order，等左冇耐就有我哋啲咖啡，果然係精品咖啡啊
，個味道係非常好，個價錢亦都比其他咖啡店高。不過都係一分錢一分貨啦，我就覺得還可以，間唔
中去飲下都唔錯。

「咖啡就買咗啦，咁而家去邊啊 阿銀？」

「一係行去附近嘅大館睇吓囉，你想影吓相呀嘛，我今日有帶相機出嚟啊」

「好啊就咁話啦，我知啦我仲見到你仲咩埋支腳架岀嚟添。」

大館就係附近，唔使5分鐘就行到過去，不過我哋行入去先知道，現在因為疫情關係好多展覽都關閉
咗，直頭冇開咁滯，去到都冇乜景好影，又熱喎。之後我哋就決定行返落去石板街，咁我就幫佢影咗
一啲相啦，之後我哋都去咗嘉咸街，係果幅比較出名嘅塗鴉牆幫佢影咗一啲相，咁沿路我哋都講咗唔
少野嘅，又有講話佢之前啲男朋友嘅野，又講吓佢第時讀書想讀咩。咁之後我哋行行吓就發現好似唔
係好對路，始終中環都冇乜嘢特別地方好影，所以我哋就決定上去嘉頓山，hea 吓，順便睇埋個日
落。

其實上去嘉頓山就我提議嘅，唔知佢鍾唔鍾意，都要行幾十級樓梯上去㗎，我諗佢應該唔會覺得攰掛
，同埋喺上邊睇日落都幾靚，如果今日冇咁多雲應該可以睇到個鹹蛋黃。

話咁快去我哋就行到上去，行樓梯上去嗰陣時，其實都好攰出左唔少汗，不過都唔係話好焗好熱嘅，
起碼都有啲風吹埋嚟幾舒服，不過我見到佢行上嚟又唔係好辛苦，我諗應該冇揀錯地方。之後我哋就
搵咗個位坐低，我就擺咗部相機係後邊影呢個縮時影片，之後我哋都傾左唔少野，都唔知點解可以有
咁多嘢講，又可以唔重複個喎，當我地講到出軌呢個話題嘅時候，佢就話啦：

「係呢阿銀，其實你點睇啲人出軌？」

「我好唔鍾意人出軌，就算係搵SP都好，出軌就係出軌，明明你都已經有另一半啦，點解你仲要搵
其他人，唔通就係因為嗰個新鮮感？乜個新鮮感嘅誘惑真係咁大咩？
如果你唔鍾意另一半就唔好拖住佢啦，咁樣對大家都無謂。」



「我都係咁諗，我由細到大都好唔鍾意人哋出軌，好慶幸地我之前嗰幾個男朋友都冇出過軌，我之所
以咁討厭人哋出軌，係因為我老竇試過，不過佢都過咗身」

Miki 佢係屋企係排中間，有一個大過去差唔多10年嘅家姐，同埋有一個細佢七年嘅細佬，咁佢家姐
一直都同屋企人關係唔好，咁Miki佢都好少同佢家姐溝通，咁之後呢有一日，佢阿媽就發現佢老竇
出軌，個出軌對象仲要係一個靚妹，咁一開始都算佢老竇都肯認低威，都認錯，但係點知有一次佢老
竇話加班，但係就咁啱喺條街度撞到正一正，見到佢自己老竇拖住另一個女人

「嘩唔係啩，幾十歲人先嚟出軌，仲要係已經有屋企人，有仔女，真係痴線」

「算啦呢度都唔係最慘你聽埋落去先」

「唔係哇咁樣嘅經歷都唔夠慘，如果你唔想講唔使勉強喎。」

「唔緊要啦都講開咗啦」

但係天意弄人，竟然突然間佢老竇出車禍，其中一隻腳廢左，咁佢阿媽都打消左離婚呢一個念頭，都
唔知係責任定係愛，不過好景不長，佢老竇就突然間走咗，佢哋成家都變得好消沉，不過反而係呢個
時候Miki 就同佢家姐又多咗溝通，因為有一次Miki 半夜扎醒左，喺度喊，佢又驚嘈醒同房嘅細佬，
就唯有自己出廳喺度喊，咁啱佢家姐就起身去廁所，就見到佢喺度喊，佢家姐就粒聲唔出走咗去攬住
佢，之後佢哋嘅關係就慢慢變好，多番好多唔同話題講下。

「呢一個就係我嘅故事，亦都係我好討厭人哋出軌嘅原因，雖然我知道唔係樣樣野都咁巧合，不過一
直認為就係因為我老竇出軌，所以先會搞成咁。」

「你冇嘢吖嘛，其實本身出軌就係唔啱，不過係因為呢個社會扭曲，好似就將出軌 揾sp 呢一樣嘢合
理化左」

「我冇嘢，始終諗返起以前啲嘢有少少感觸啫，你講得啱呢個社會變咗。」

之後我哋再傾多一陣，大概6:30左右我哋就落返去，因為都影唔到啲咩，今日又多雲，之後我哋就各
自返屋企。係返去嘅期間，我仲喺度不停咁回味緊今日發生嘅事，我諗我呢個第一印象應該都唔係好
差姐，究竟係咪真係有機會發展落去，其實都係未知之數，算啦都係唔好諗咁多啦，快啲返屋企沖個
涼先，今日咁鬼熱都出左唔少汗。返到去之後我哋都有喺軟件度傾多左一陣，跟住今日影過嘅相，亦
都幫佢執埋，Send番俾佢，我諗佢應該都幾滿意嘅，因為佢IG即刻轉左其中一幅我幫佢影嘅相。咁
之後傾多一陣就去咗瞓覺，尋日今日都行咗好多路好攰。

咁我一教訓天光啦，今日係12/5/20 ，當我開一開手機諗住喺交友app 同Miki講句早晨嘅時候，我
竟然發現佢delete咗我，其他所有WhatsApp
ig 佢都全部封鎖左我，一開始我以為我手機壞咗啊，明明琴日都好地地，點解突然間會揾唔到嘅，
我試過重開我嘅手機，都係搵唔到，一直都冇辦法相信呢一個係事實。究竟我做咗啲咩，係咪我影啲
相其實唔啱佢心水？定係我一直都同佢講嘢覺得好煩？定係佢根本就唔想講佢屋企人嘅嘢？究竟我做
錯啲咩啊，我唔明白啊，點解佢突然間delete晒我同佢嘅contact，我完全無法理解，我都好震驚，
並琴晚返到嚟都好地地，點解會咁，我都問咗佢介唔介意講佢屋企啲嘢啦，佢都話唔介意㗎，點解呀

， ， ， ，點解同樣嘅事要發生係我身上三次點解呀 點解呀 點解又係咁呀

究竟係咩原因會令到阿銀咁崩潰，係真係因為一個識咗唔夠兩個星期嘅女仔，搞到佢心態崩潰？點解



今晚會無端端玩交友app？真係因為佢太得閒？定係究竟有啲咩原因啊，而點解30路姐姐會返嚟呢，
喺嚟緊嘅文章裏邊就會知道一切嘅開端

記得記得，作者為咗提升文章嘅質素，同埋有多啲時間，而家嘅更新次數會改為一至兩日一篇，敬請
原諒。



一切嘅開始

一切嘅開始
？/？/？？

其實點解人會選擇去玩交友app？究竟係邊一個人發明呢一樣野？人與人之間唔係就會有正常嘅社交
？ 究竟點解阿銀會有玩交友app嘅念頭？ 究竟係佢未返香港隔離之前發生過啲咩事，以下落嚟嘅就
會係阿銀嘅故事

冇記錯係阿銀去英國讀書嘅第二年，當時嘅佢已經適應左喺英國嘅生活，融入咗校園嘅生活，唔係話
多姿多彩，其實都真係幾悶不過喺嗰邊讀書係冇咩壓力，一年都會返香港三次，見返啲中學同學都好
多話題傾，不過係阿銀第二年返去英國讀書嗰陣時，有三位新入嚟嘅同學佢哋都係喺香港過嚟，有一
個女仔兩個男仔，一開始阿銀同佢哋都唔係好熟嘅，之後阿銀聽其他人講，個女仔同咗其中一個男仔
一齊，其實阿銀都冇話特別在意，因為始終同佢哋唔係好熟，除咗有陣時上堂會同佢哋同一班之外，
如果唔係都冇乜點交流，淨係知道個女仔叫Sofia，之後喺下一年，Sofia嘅男朋友就轉左校，之後So
fia同阿銀嘅故事就開始

「喂，阿銀做咗數學功課未啊，下堂就係㗎啦喎，做咗嘅話不如借比我抄，唔該你啦」

「唉，你又未做呀，又俾人鬧㗎啦喎，算啦算啦借俾你抄，怕鬼咗你。」

「你又唔係唔知㗎啦，琴晚搵男朋友講電話講到好夜呀嘛，唔該你啦。」

「記得上數學堂幹事俾返我呀，如果唔係我都冇功課交」

冇錯佢就係數學堂坐我隔離，因為英國嘅數學實在太簡單，喺香港一早已經學過，咁岩佢又坐隔離，
所以我哋兩個成日都好快做完，就喺度傾偈，咁日子耐左我哋就變好熟，可能佢男朋友唔係佢身邊，
有時佢有啲咩煩惱都會搵吓我，咁我又同佢傾吓，咁好自然地佢就做咗我最好最好嘅朋友。

「喂，我啲礦泉水飲晒啦，不如今日落堂去超市入啲貨啦，你都知啦我一個女仔拎唔到咁多支礦泉水
返去，阿銀陪我出去啦」

「都可以嘅，橫掂我都要去入貨，同埋買啲嘢返去煮。」

「今晚煮咩食啊，冇諗過預埋我先？」

「今晚食蕃茄炒蛋，仲有之前食剩嘅雞胸肉，同埋飯囉，你想食嘅我咪煮多少少同埋煮多碗飯」

「好嘢！又唔使食飯堂啲嘢啊，真係好鬼難食啊，日日都食嗰啲食到厭晒，你煮完就打俾我啦。」

係，冇錯佢係一個港女，好地地有水唔飲係都要飲礦泉水，話咩乾淨啲喎，跟住呢又要我煮飯俾佢食
喎，不過其實我都唔介意嘅，同埋我都明白佢男朋友唔係佢身邊，如果我唔陪下佢都幾寂寞，同埋我
又唔介意做呢啲嘢，咁咪當陪下佢囉。如是者佢有啲咩心事又會搵我講吓有時佢又會喊下咁，有時我
都覺得有啲心痛，不過我都好清楚自己講過，佢係有男朋友，我只係當佢一個閨蜜咁，所以有時我都
幾開心，雖然佢係唔開心，但係起碼佢都會主動同我講吓，好似可以做到佢一個依靠



「喂傻仔生日快樂呀，那一早買好咗生日禮物比你啦，記得返去宿舍先好拆出嚟睇啊！」

「咁客氣呀，我記得我好似冇同你講過幾時生日個喎，咁都俾你搵到利害啊！」

「啊大佬啊你個生日日期係你個ig名咁明顯，係人都睇到啦。」

「你唔俾係第二啲日期嘅咩，巴閉啦叻啦，咁都俾你搵到我生日日期」

「早啲唞啦聽日仲要返學啊，我返到宿舍再WhatsApp你啦。」

「見你送生日禮物俾我陪你行返去啦」

「好啦，本小姐就容許你一次送我返去啦，見你咁想送我返去！」

「我禮貌上咁做姐你估我好想㗎」

「咁你係咪唔送啊」

「唔係唔係點敢呢，行啦再唔返去俾人鬧啦。」

呢一樣野係發生喺第一年，之後嗰年即係2019年嘅10月，係冇再發生過呢樣野，以佢嘅解釋係佢太
忙太多野做，完全唔記得咗，其實嗰陣時我心諗，都冇乜嘢嘅可能佢真係太忙呢，無謂因為少少野而
嬲佢啦，同埋我生日姐冇乜大不了啦。不過之後又恢復翻正常，如常嘅生活成日同佢傾吓計吹吓水笑
吓，上堂玩手機嗰陣時會share啲搞笑post俾佢睇，仲記得有一次佢笑到出聲俾人收咗手機，跟住就
賴鬼我，最後佢仲搶走我部電話，直至到佢攞返部手機先比返我。咁我一個大男人冇理由同佢計㗎嘛
，咁咪由得佢玩下囉，冇所謂啦。

跟住有一次我同佢鬧交，冇記錯係因為關於我哋其中一個共同嘅朋友嘅一樣嘢，因為我哋一直保持着
唔同嘅意見，嗰個月少咗交流，佢又特登好似避我咁，可能佢唔想因為嗰個朋友破壞左我哋嘅友情掛
，所以佢寧願同我講嘢，最後都係忍唔住，直接同佢講清楚，其實之後我哋都覺得點解要為咗另一個
人而鬧交，係呢個時候我係打從心底裏欣賞佢，原來佢都係一個可以為咗朋友，可以不顧一切或者作
出犧牲嘅人。

但係好景不長，喺2020年嘅3月，武漢肺炎爆發，大家都好擔心忙緊買機票執嘢返香港嘅時候，佢突
然之間開始完全唔覆我，唔覆我WhatsApp，唔睇IG
dm ，唔覆我電話，因為佢本身係一個比較平易近人嘅人，所以佢同其他比較細嘅學生嘅家長都熟，
咁我諗可能佢要幫佢哋搞埋返香港啲嘢，可能又要幫佢哋搶機票，所以佢先會咁忙唔得閒覆我，或者
有時間佢都要休息，如是者過咗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直至到我哋返去嗰日佢都冇再搵過我，係呢段期
間我開始係到諗，究竟係咪我做錯啲乜嘢，係咪我太煩唔應該搵佢，我諗極都諗唔明，亦都同我另外
一個friend講過呢個情況，佢都話平時見你哋明明好friend，冇理由㗎，點解佢會突然間唔搵你。我
自己都喺度諗，其實我唔係過咗條界，冇記錯佢有一次病得好緊要，直情學校嘅醫療室都幫佢唔到，
佢要入醫院，因為醫院離學校都有一段距離，所以我有冇得去探佢，等佢返嚟嗰陣時我仲特登學咗煲
湯，煲左碗湯俾佢飲吓，唔通佢覺得我哋嘅關係太過火，要畫清返距離？

喺下一篇，究竟點解阿銀會崩潰呢，點解佢咁唔想記得翻以前嘅嘢，30路姐姐就會登場，佢會指導
阿銀，而且逼佢認清左事實，故事嘅發展究竟會變成點呢，敬請期待！



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
？/？/？？

今日係返到嚟香港隔離嘅第一日，我一直都冇覺好瞓，除咗係因為時差嘅問題，亦都係因為佢，Sofi
a，我到而家都唔明白究竟係咪我做錯啲咩啊，唔通我真係做得太多，定係佢男朋友叫佢離遠我呀，
我諗唔明諗極都諗唔明，我只不過係一個好重視朋友嘅人姐，我甚至連自己嘅嘢都可以唔理去幫咗佢
先，乜我咁樣有做錯咩，由細到大都係咁，見到有啲咩唔公平嘅嘢或者有啲咩發生係我朋友身上，我
一定會企出嚟，我唔明白點解我哋要粒聲唔出企喺度俾人蝦，我哋唔係應該要反抗咩？ 

係我太無聊嘅時候，一直都喺度煩緊呢樣野，想搵人傾偈嘅時候又冇人得閒，有啲人就忙住溫書，有
啲人連我嘅訊息都冇睇，其實可能係我嘅生活圍繞着佢太多，其他人都忽略晒，而家到我想搵人哋，
都唔會理我啦。當我玩玩下手機嘅時候就見到交友app嘅廣告，咁我就諗，橫掂而家都冇人理我㗎啦
，不如就下載落嚟玩吓囉，起碼都可搵吓人傾吓。我諗我應該唔會俾人呃掛，咁之後一上到去見到乜
嘢標題都撳吓啦，其實都同一兩個人傾過偈，不過都係講啲好日常嘅嘢時事，當我以為可以傾落去嘅
時候，下一日佢哋就離開咗，咁日復日每日都係咁之後我就遇到Hebe，同埋其他所有人。 

咁就係喺見完Miki之後，我就開始諗返Sofia，好似又返返去啱啱返嚟香港嗰陣時個狀態咁，今日係1
2/5/20 ，我嘅一日同平時冇乜唔同，之不過今日阿爸阿媽都要OT， 所以就唔先煮佢哋飯，如是者
，我見好似返嚟咁耐都冇飲過嘢，見今日兩老都唔喺度，就自己一個走咗去海旁吹下風，買咗少少酒
，我自己酒量就普通，仲要係嗰啲飲一兩啖就成塊面紅晒，因為得我自己一個，所以就聽下歌啦，咁
啱就播到張學友翻唱嘅「李香蘭」「夜放縱，告知我難尋你芳蹤，回頭也是夢，仍似被動，逃避凝望
你，卻深印腦中」

唉，所以話有時話音樂係可以帶給人感觸，跟住我又犯賤，係到睇返個相簿，諗返起以前點樣相處同
埋所有經歷，咁眼角不禁留下幾滴眼淚，我向住個海大嗌「而後你嘅我唔會再理，唔該唔好再搵我，
屌你老母死臭閪」

最尾嗰句好似嗌得大聲咗，側邊啲人喺度望住，不過今晚都飲咗唔少，好似有少少醉意。 突然間手
間短訊鈴聲一響，係三十路姐姐搵我，佢問我啲嘢我自己都唔知自己搭咩，又係到hea 覆，跟住我
諗佢察覺到我唔喺好對路，跟住佢就講啦：

「阿銀你搞乜鬼啊，好明顯係到hea 覆緊我姐，係咪有啲咩心事呀？」

「有冇心事，梗係有啦屌。」

「嘩！點解個態度180度咁轉，你係咪飲咗野？」

「係咯，你又知我飲咗嘢，嘻嘻嘻，冇嘢啦咁，又唔係飲得好多，不過仲行到路，返倒屋企嘅。」

「點啊咩事啊，做乜突然間自己出去飲酒？ 睇嚟今次到我做樹窿。」

「唉，冇啊諗返起以前啲野。」

「講嚟聽吓啦。」



之後我就全部野同佢講晒跟住佢就話：

「你其實好在意吧」

「講唔在意係假嘅 但係我一直都覺得我唔唔係鍾意嗰隻囉，我個種在意係擔心佢好 佢唔會唔會唔掂
㗎，佢會唔會又唔開心㗎」

「咁咪即係在意囉，你鍾意佢，我覺得」

「我受夠啦，點解永遠都係我付出，冇人為我付出」

「。。。付出唔好望回報」

「就係我付出得太多」

「你覺得難受，係因為覺得唔受重視」

「受到嘅傷害都好大，可能你咁講都啱嘅，」

「你當佢係朋友，但你覺得佢唔當，因為佢唔重視你，所以你傷心，難受，負面」

「係，我覺得自己放低左，但係其實未」

「未囉，好明顯」

「我自己根本就最清楚，我想逃避，我想上網識下新人，其實玩交友app呢件事根本就唔會幫到啲咩
。」

「無錯，你其實都係喺到分散自己，唔好太過在意呢件事啦！」

「我知道自己呃緊自己，我以為咁樣會好受啲，其實唔係」

「其實呢件事先係你最介意，在乎既，心情上仲差吧。」

「係呀，你講得一啲都冇錯，亦都無謂再呃自己」

「係，其實我係你，我會選擇講曬出黎，結果得2個，一係就和好如初，比以前更好，一係就無左個
朋友。」

「佢會聽咩，我真係唔知」

「睇下佢係咩人，我從來都好珍惜我自己朋友的，我覺得傾開左會好啲」

「但係我真係好怕受傷，我寧願呃自己呀 我真係踏出唔到個一步算啦，我下年都轉校，都唔知仲有
冇機會可以見到佢。」



「人生係咁㗎啦，跌跌碰碰，見識得多就會成長㗎啦。」

「 話說我仲記得，嗰一日走之前 佢仲着緊校服嘅時候，諗住問佢同唔同我影一張相 佢到嗰陣時都冇
覆我 跟住就我就開始明白，其實可能由頭到尾都係我一廂情願 當佢係friend呀」

「難聽啲講句，可能係，我講件事你知，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裝備自己，將自己變得更好。」

「我因為佢，放棄左幾多野，叫自己去遷就佢，為咗嘅，希望可以同佢friend啲，希望佢唔好咁孤單
。佢一開始男朋友轉左校嘅時候，佢成日都唔係好掂，我曾經同人講過呢啲嘢啊，不過佢就話，有時
做friend嘅唔需要計較咁多，咁樣只會大家唔舒服，但係我依家想講嘅係 究竟佢有冇當過我係friend
？」

「可能無，衰嗎我咁講」

「唔會，你只不過係講事實，一樣我一直都唔敢面對嘅嘢」

「可能我講既都係錯既，平常心面對啦！」

「我唔敢希望你講嘢係錯，我寧願你講句嘢係啱，可以俾我放低。」

「18歲仲有無限可能，唔洗擔心啦。」

「我唔知呀，我淨係知道我真係受傷啦，心很累 都唔知我第時轉左校仲敢唔敢去識人，唉」

「無事嘅，眼訓嗎？」

「都唔知瞓唔瞓到 頭先我上面講嘅嘢，一講嘅時候我個心真係好痛，好耐冇試過咁痛啊。」

「你中意佢，肯定，唔係一般朋友。」

「但係咁又點啫，佢已經有一個好愛佢嘅男朋友，佢亦都好愛佢男朋友，可能佢想同我劃清界線掛。
」

「原來佢有男朋友，你唔係話佢男朋友轉左校，我以為分手了。」

「係呀佢男朋友轉左校，我以為分手了，原來我誤會左。」

「我明白了，你放手啦，講真的，唔好比自己再沈落去！」

「同埋呢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啦，我亦都係個故到講過，我知道我阿叔有病嘅時候呢，嗰陣時呢真係好
低迷，但係佢從來都冇問過我咩事。」

「其實唔洗講喇，唔好講清楚喇我覺得，早啲抖啦，都唔早啦，返屋企未啊？」

「返咗啦，頭先一路行一路同你講，你聽日都要返工，同埋我個心同個人都好攰啦 我諗我都係瞓先
，再搵你啦，早唞啦」



其實同人講吓真係好似好啲，終於有人做吓我嘅樹窿，睇嚟今次之後，真係攰啦真係要唞吓，我諗都
時候要放低啦，係時候要面對現實，唔可以再玩交友App逃避。不過喺呢度都遇到唔少事，聽到好多
野，有心up嘅，有悲傷嘅，都會有開心嘅，輕鬆嘅。 我諗都係時候重新出發，下一次我上交友app
嘅身份，唔會再係未成熟成日亂咁諗嘅我，可能得閒上去做吓樹窿幫下人都未嘗唔係一件壞事。 

經過咁多樣嘢發生咗之後，同埋喺交友app聽咗咁多嘢之後，阿銀佢已經有所成長，開始識諗，唔會
再自己亂咁諗，其實有冇拖拍都係順其自然啦，隨緣啦。

下邊呢一首係阿銀好鍾意嘅一首日文歌

佢哋歌詞就好似形容緊發生過嘅所有嘢。

呢度係其中一段 -白日 -King Gnu 

誰かのために生きるなら

如果是為了甚麼人而活的話

正しいことばかり　言ってらんないよな

是沒辦法竟說些＂做正確＂的事情的吧

どこかの街で　また出逢えたら

如果能在某處的街上相遇的話

僕の名前を　覚えていますか？

還能記得我的名字嗎？

その頃にはきっと　春風が吹くだろう

到那個時候一定　吹拂著春風的吧

真っ新に生まれ変わって　人生一から始めようが

蛻變為一個全新的自己　重頭開始再一次人生吧

阿銀係到祝大家武運昌隆
天佑我城。

交友App嘅萬事屋 第一季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