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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過去 壞習慣

眾樂樂；不如獨樂樂
有d習慣可以由細到大養成
自己都唔覺 過去影響到你咁多

過多幾日 又準備生日

又過左一年

同以往 一樣
8月生日 即係傳說中既暑假生日 
唔洗返學；
返工 要翻都拎假 下唔係返去炒_埋個老細 生日大曬 係咁架 好出奇丫
其實都 無朋友無同學 
唔想理咁多人 
偽善既笑容/問候/祝福
志在 比個藉口鬆下 

當係屋企 娘親就會問我 
今年生日蛋糕買咩味好？！
我都係諗都唔洗諗一句
是但一個紙包蛋糕算啦
（廢事 老豆 一陣又話貴 又話好多糖好甜 長篇大論九五搭八
一個字 ： 煩 

其實無乜野好興 暗戀的人 我愛的人都唔會理我（收皮喇 死肥仔
18歲前： 比我專專心心打個機算啦..其實自己一個更開心
18歲後： 就會諗真係要再打落去？
做人都要有目標 雖然無生日願望啫
結果 走左去用曬自己d儲蓄 買左架單車
晚晚走出去踩單車 戒左打機佢
身型有返小許改善 增加返d  自信

妖 你唔係以為有女會
寧願係單車到笑 都唔係私家車上面到喊丫
是但啦 操下操下瘦左就算
自己會有女仔 見到你個人 感覺都唔同左
至少唔係死肥仔有女 願意吹下水
當然。死肥仔到呢家都無同女吹水
邊有口材邊識氹女

但結果又有 不過一齊完一個月 就玩完
 





2. 買鞋買唉

20xx年7月xx日

一個決定 足以改變一生

咁岩今日係同條女 
一齊一個月 
女人最愛既記念日

我又無咩諗頭 
又咗岩見到佢對鞋 開始殘舊
前排又傾開 得閒出去跑步
投其所好 手拉佢入波鞋鋪啦
當佢揀岩款佢就問我: 
「Bb我唔想一個人試鞋 怪怪地咁 ,陪我一齊買 我地買情侶鞋啦！」
你講到咁 唔順你意就尷尬囉
當時好天真既我就話 好丫情侶鞋我都未試過
買完就開開心心傾下幻想下第日點

結果 當然係我比錢買左兩對鞋 
（溫馨提示：睇住個銀包洗錢 ）好彩已經返工有錢比

但第二日  （我生日前一個月）
我接佢收工既時候 收到段msg
「我地分手啦 我都係仲未放得低ex 雖然佢出軌但我覺得我愛佢多d」

拍拖要兩個人決定開始 分手只需一個人決定結束
我連去佢間鋪搵佢都搵唔到 佢請假無翻 
之後就消失人間

好慶幸未有咁多回憶
講錢傷感情。講感情傷錢

估唔到今次分手 之後
永遠一個月就分手
 就算唔止一個月 買鞋 就會唉一聲 
又分手啦

我唔係以為我真係有女陪過生日掛

當愛情既保鮮期 只有 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就變壞 完全反轉
呢個莫非就係 
一個月魔咒？！



________________
自此 對愛情無信心 怕失去
一路都拍唔長拖



3. 尋覓

呢家失戀真係好閒
大家都無縫連接 （拍拖 ：拖接拖, 用新愛離補舊愛既遺憾）
交友app：「幫緊你 ,幫緊你！」
__________________

是但打個標題搵咩就得
吹水 談心 如是者
同 唔同既人吹水 

普遍 大家都唔識吹水 
都認為 吹水都係
一切都係問問題 了解 
又係問卷調查
幾歲 幾高 幾重 邊區
每個都問 問到有自己接受既
先進入 正題 

到最後一般都係無咩結果 一路都你問我答
基本上無乜談心空間 
價值觀,喜好， 性格 ，習慣,

對方忍受唔到就走
到呢家都好易犯同樣既錯

「你好，我係話題終結者 ！」

你揀人；人揀你 .... 
你選擇外表行先 咁就死先
正所謂 唔鐘意 Quit chat囉
個個都咁把閉 就唔會搞到咁啦~
講ed?

人最後只係想搵個互相了解到既人
體諒對方難處
所有都過眼雲煙
邊個比到最多快樂既你 你就會繼續一齊 吹水
至少唔尷尬 冷場 無野講



4. 遇上你

我遇見誰 會有怎樣的對白
我等的人 她在多遠的未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一晚 咁岩訓唔著 係咁禁 配對
等左好耐好耐
先有一個女仔

當然我都係好on9咁問佢做咩唔訓？
問佢對某d事既睇法
傾左好耐
始終聽日仲要返工
就講我最唔叻既床前小故事

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
Xxxxxxxx

佢睇完佢就笑左
就去左訓

呢家時間0330

仲有幾個鍾又要去返工
頭先係傾得好開心 
但戰戰競競怕講錯野 搞到對方唔開心
人地訓左先醒起 我未交換contact
希望無quit chat啦

________________
當未深入了解
但搵到岩傾既已經好滿足



5. 朋友係要見既

第二朝 
我就補句 Good morning
同問佢換tg contact
_______________
Tg個好處就係 可以sd表情符號
唔會咁生硬 講野都有趣d

自戒打機後 雖然個人陽光左 周圍去
有時都會行下山 都會影下相
講下邊到風景靚
日落靚 難度又唔高
分享下相
吹下水
傾左幾日 見黎緊自己又有假唔洗返工

正所謂機不可失
就問佢出唔出黎一齊行啦
最後
佢又應承
真係好

Plan定點行幾點
要去接佢 
女仔 少行山
緊係要自己諗定會有咩突發野
做男人要保護佢啦



6. 第一次見面

20xx年12月21日 晴

前一晚 就已經諗定要帶咩
行山無水無野食 
要行山 睇日落 落山一定會黑架啦

作為一個細心，有準備充足既男人
每樣野 都諗定會有咩突發事 做足準備

買水 帶電筒 帶糖 蚊怕水 急救用品 帶多個藍芽喇叭

行山 有d音樂聽下會輕鬆d 緊係拎藍芽喇叭
聽歌首大家都識既歌一齊聽一齊唱 
有d聲 無咁靜 
蚊怕水: 驅蚊 唔洗佢咬到豬頭咁
糖 :怕行得耐 血糖低即刻提神
水:一定要飲架啦 
記得帶多包紙巾 抹汗又好 其他用途都得

我同佢 其實只係純傾計
連身高 體重 都無問
諗返起真係好奇妙
咁樣約到出黎

佢話自己好肥
唔緊要啦 當識個朋友之嗎
當有個伴 唔係樣衰就得啦

******************************
我沒有很好 你不厭棄就好了
******************************
肥又有咩所謂 肥可以減
樣又有整容 當然 唔建議啦
唔好意思以貌取人 會後悔的

約左佢1600 佢屋企附近等
返正行山又唔會太遠 方便送佢返屋企
出到黎 小小肥啦 唔緊要啦
比d自信佢 等氣氛無咁尷尬

就開始 起行



7. 笑係最靚

一路傾點解會玩個個app
有冇約過人丫
同呢幾日傾既野 差唔多

一路行一邊開藍芽聽歌
一路傾 傾下有咩電影好睇
細個有咩歌聽過 
有咩卡通片 最深刻印象
既時候
一齊話睇麥兜 春田花花幼稚園
返正都係 不如直接開youtube邊行 邊睇

佢一邊睇 我一邊學麥兜講野
佢就係咁笑 

最好笑既係 麥兜睇醫生
https://youtu.be/o1YFnX_npBk

笑點低真係好
應該幾易氹
搞下笑 
就行到山頂睇曬成個九龍同維多利亞港
（行邊個山 我唔講啦）
___________________
當時諗 
其實快樂好簡單
有個人陪住 唔怕累 就得
笑下笑下 咁就一日



8. 我想保護您

快樂既時間真係好快 上到山頂一陣就日落 
影下日落相 抖下 抹下汗飲淡水
就要落山結束今次約會
________________
落山 開始天黑
開始暗 又無街燈
早有準備 我有帶電筒
唔洗怕 有我在無意外

慢慢咁行落山條路有d鈄 
地下又多樹枝 好易勾到腳
見佢差d仆親
緊係即刻 拖實佢 扶住佢 問有冇事啦

同佢講：「拖住 唔準放手 ！一陣有咩損傷 我點賠返個女比人地娘親 。」

一波未完 一波又起

點知再行多陣
前面成群野豬仔跟住隻野豬媽媽（隻豬身型：大份個人）
係路邊搵食。 嚇到個傻妹企係到唔識行
緊係唔好拎燈 直接照射d豬
一陣衝埋黎就大鑊

野豬群見到我地兩個就走埋一邊
即刻拖住佢走 再見唔到豬群
就一手抱住佢 安慰佢 
自己忍唔住 錫左佢一淡
佢竟然話：「做咩呃左人地個嘴！」
我：「無偷丫~見你驚之嗎！」
佢：「我唔理你呃左人個嘴！」
我：「咁我唔呃，你個嘴以後都係我既！」
佢：「衰人！」
之後就錫埋一齊

_________________
慢慢拖住行落山 
呢一刻 我只係想保護佢
唔想佢受傷

愛其實很簡單 但現實卻會變得複雜



9. 大意的我

落到山 開始肚餓 
當然去醫肚仔 
餓死寶寶咩 
___________________
咁岩寶寶電話響
有禮貌咁問寶寶 洗唔洗翻去食飯/屋企有冇煮
唔洗就緊係撐枱腳啦

不過我又諗埋d on9野
問佢：
「其實你唔怕我係壞人咩
同一個陌生人 行山 真係好危險
你點人知人地帶你去邊 
食左你點算？」
佢輕鬆一句就話：
「咁淨係同呢個大壞蛋行咪安全囉！」
真係被佢激死

附近咁少鋪 搵間黃店食真係難
最後食左 **** 
食野當然要睇下佢有冇食物敏感/唔食d咩
走青 蔥 、韭菜、芫茜
洋蔥
無對蝦/花生敏感
記住佢 下次食野記得落單走左佢
/者 幫佢夾走
最後
佢竟然同我搶埋單
好過港女次次都條仔出曬 夾小小都唔制

最後食完野都夜啦 送佢坐車翻去 
坐坐下車先發現 佢發現頭頂 個冷帽跌左
到底跌左去邊呢
一路係咁回想 無理由架 去左邊呢
______________
雖然寶寶話冷帽好平 但頭先 佢唔見帽就唔開心
佢叫我唔洗返去搵
但最後我決定做傻仔 坐翻車翻去搵

最後好彩搵到 跌左係條街到
所以我相信 「每樣野都唔放棄就會有成果」



10. 祝你生日快樂

女仔 真係好鐘意講電話 
但我 對於講電話無興趣
唔知 點解 鐘意打字多過寫
可能係個口 未經過個腦思考
好多野都會衝口而出 產生問題掛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日都無野講
其實我
咁耐其實都無問寶寶幾時生日
點知係4日後
即係聖誕節

當然要問佢得唔得閒先啦
佢個朝約左fd去打牌 

加上聖誕節 同幫女朋友興祝生日
其實我都係第一次
當然諗禮物

個日行山有問開
佢做咩帶耳釘 怕敏感無轉到
佢鐘意咩耳環細細粒既石就得 
唔鐘意太大粒太重

最後自己出左去買左兩粒細細粒既心形鑽石耳環
帶定枝細細樽可以噴霧式既火酒
方便消毒 咁就唔洗驚啦

至於生日蛋糕 佢話要同翻屋企人食 所以我無買到
連買兩舊cake都唔買  諗返起真係好失敗

佢想我陪佢一晚 所以我就book左酒店
睇到海景既 
咁就過左一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未夠好 你別投訴
仲要返工 諗唔到買咩
無買野 裝飾間房 

「 有你陪住我就好。」

未夠完美的生日
只想每樣野做好d 



給對方最好既 先係愛？！

因為每樣野都無機會再重新開始



11. 嚇死我

估唔到 竟然年尾識到佢
今年已經最後一日
無錯 又係我第一次陪女朋友倒數
新一年 希望以後每一年都陪住對方倒數

願望從來都係幻想很美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世界永遠在變,無人知下分下一秒發生咩事

個晚嚇死我 差d以為會失去佢
今次去左另一間酒店住 
岩岩沖完熱水涼 
唔知係咪冷氣太凍
佢出黎抹完身 
但見頭暈
同我講 望我唔到 就仆低左
即刻抱佢返上床訓 （其實你一d都唔肥 我抱得起你 無事架）
Fa 基本操作 要識
首先係 「現場環境安全」
係耳邊叫佢 呼吸 脈搏
有問題就即刻做CPR 好彩佢無事醒返
咁岩有糖係手 比粒糖同 頭先煲左d水 
比佢飲 佢清醒左d

佢覺得無事就好 差d想走去call 白車

個晚唔比佢出去倒數 夾佢睇電視倒數 
攬實佢 好怕好怕失去佢
雖然識左佢好少時間



12. 照顧

雖然開始有聽到肺炎 開始大家都叫 戴口罩
農曆新年 佢屋企人有習慣要返大陸
之前有買多口罩比左兩盒佢屋企

無叫佢入定貨
但估唔到 口罩升值 升成4倍個個係到搶錢
無野都無早知 估計唔到
___________________
而新年個幾日 佢屋企無人
正常男仔當然會即刻衝上去啦
所以我朝早拜完年就去佢屋企
佢新年話買左件衫 著情侶衫
雖然件衫有小小細 但都岩著
係屋企睇戲 睇左個晏晝

就要
諗定今晚食咩好 
最後買左塊牛扒
返去自己落手煎比佢食 
本來話買薯仔整 薯蓉
點知唔記得左

點知
煎完兩塊牛扒
先記起 無配菜
又無 煲飯
唔緊要啦 食完 當食晚食少d
兩個人傻更更咁

結果
半夜 一齊肚餓訓唔著 去左煮杯麵
~~~~~~~~~~~~~
第二朝
琴晚係到睇杜生 屌電磁爐
咁岩煮和風牛
就煮啦 X野家。又唔好食
去買味淋 醬油
但無買到鰹魚汁/柴魚碎
搞到 d味 差咁d
溫泉蛋 搵個保溫瓶 掉隻蛋落去
由佢保溫 9-10分鐘 就整到 睇隻蛋大細



係屋企食和風牛溫泉蛋 飯

唔洗出街迫 可惜唔係成日有咁多時間



13. 戒指

因為周街都咁多菌 
佢又想打牌 
佢家姐屋企咁岩有位
放張麻雀枱 
就去買張返去打

買張枱都2舊幾
買副麻雀都3,4舊 
真係估唔到咁貴

利申 ：我唔打牌 
咁就同佢托左張枱同麻雀去佢家姐屋企
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 ，寶寶，佢姐姐 ，姐夫
四個人打牌 

講起
2月14就到 要情人節禮物
佢家姐就提買過隻鑽石戒指 咁耐都無隻

戒指的意義
國際上比較流行的戴法是：
食指———想結婚，表示未婚；
中指———已經在戀愛中；
無名指———表示已經訂婚或結婚；
小指———表示獨身。
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我
214送戒指 會唔會太突然？
但係又無理由無啦啦 度佢手指架

為左保持神秘感就估下佢手指幾大
買多條手繩 做禮物

就咁決定



15. 承諾

戒指 ，最簡單既就好 
太花巧既野 就唔做
個個人觀感唔同 
太花未必鐘意
_________________
有了你 陪伴我 我不再是一個人
I Love You.

~~~~~~~~~~~~~~~
最後隻戒指岩岩好戴係無名指

我會搵錢 養寶寶 
努力考車牌 車你周圍去

///////////////////////////////
而佢雖然送我
幾粒親手貼 剪到做糖果既糖比我
用左中文，英文 ，日文，韓文...寫
I love you 見我個排有喉嚨痛 
買左龍角散（但佢唔鐘意個隻味 我一邊食一邊拆 佢自己驚到走埋左一邊 個陣個傻妹真係好好笑）
同其他糖落去
入面仲有 一張紙
寫住功能卷 
消氣卷 佢發脾氣可以令黎比佢 解除唔開心 
按摩卷話幫我接摩 （我自己收工拉返鬆d肌肉得啦）
苦力卷 任勞任怨 （我邊捨得佢做野）
仲有 一張為所欲為卷 3Hours （做乜都得？！會好易色心起）
因為所有糖紙都係慢慢咁拆 仲好完整
我同埋個d卷 收好佢 
我怕 整唔見所以我一直收埋佢 一直都無用過

我問個傻妹 
點解
你無寫到期日子（ 無限期有用？！
無話唔比寫多幾張出黎 （用為所欲為 寫多三張出黎點算
好似同神燈要三個願望 再要多三個願望咁

雖然唔係d貴重野 已經足夠



16. 忙碌

雖然好多地方新年後失業 
我還好 仲搵到野翻 

運輸處一路都停左考期
好多人受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咁岩返工個陣佢叫m痛
前排 天氣凍其實我連暖包都買定
比左d寶寶 袋住
就叫佢貼個暖包先
氹佢訓住先 等到我收工就即刻去搵佢

抱住佢 之外其實一般男人對呢方面都無知識點處理
經痛藥丫 飲暖水
就夠啦 只需要有關心 唔會置之不理

~~~~~~~~~~~~~~~~

香港土地問題 
搬出去住洗費好大。
所以只有 放假住酒店
陪得一日得一日 
變相 好少出街拍拖

個人開始忙 夜晚收工附近d野都食曬 
一. 我最怕選擇 選擇困難
二. 等對方揀食咩 好過到時話唔想食d咩
有d唔好食既 食落去我就有小小感覺 邊樣好 邊樣唔好
諗住分析下 出街的確無野好食
又無地方可以自己煮飯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直到某一日 話佢煮飯比我食
叫我翻工 帶佢煮既飯
開始。



17. 爭拗

俗世紛爭非議存在太多怪事
與你相愛誰人勝出根本不要知
面對每天失意問我生存意義
奉獻所有分享一輩子
穿梭的女子　統統不要知　
只對你堅守意志
簡單的戒指　亦存在意義　
習慣跟你無聲暗示
~~~~~~~~~~~~~~~~

對唔住 ，當時我真你估唔到你咁大反應
你問我想食咩咩 我話咕嚕肉
但我唔知 大家既確有印象係
你個隻係排骨 我個隻係無骨
咕嚕肉與生炒骨（梅頭肉vs 排骨 ）
個汁同配料一樣

加左句我最憎食排骨 
就搞到你喊。。。變成淚人
我錯 因為我懶唔鐘意食骨

但係我真係無怪你 
有女仔願意煮飯 比自己食一件好好既事
（汁既味道其實無問題 
我嘗試食曬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希望你唔好嬲 我真係無責怪你
同揀食咩
食緊就話間野邊樣煮得好邊樣煮唔好一樣
都唔係話你揀錯餐廳食野

____________________
佢心入面個條刺就係咁 出現左。。。



18. 壓力

當食完個飯我已經夠鐘開工 
係我夠鐘前 已經提左個新同事要做d咩
當夠鐘既一刻
佢竟然話杯麵岩岩好食得 （吹脹 ！）
普通工作事項 交落夠鐘要做咩 
個新仔唔做係到開杯麵
玩_我

雖後唔關事既 部門過黎問長問短
又叫做埋d唔係工作範圍內既工作
我唔係管個部份既野 但又要清理個面既野

唔係做得多有勤工 又唔係今日做完聽日就無
被人踢左個波過黎 加重自己工作量 惡性增加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險2500+電話費700+家用6000+1000車費+（當我返26日*每日100蚊飯錢都2600 ）
=12800
可能係自己太乖交曬5張電話卡；家用又三成

個人返得工多 愈黎愈燥底
要壓抑 唔可以 對住佢發皮脾
之後又黑仔咁 壞airpod
無打電話 傾計； 距離 愈來愈遠。



20. 開解？抱怨？

掛住返工
好耐無見 寶寶 佢
黎緊拎左兩日假 
順便佢想學游水 就同佢一齊買左新套泳衣
（唔係三點式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佢一齊游水 
Book埋自助餐 
我唔係教開水既關係 
只好教佢慢慢由基本功練起
口吸鼻呼 
一步一步黎 慢慢黎 叫自己唔好咁暴躁
恐懼在於 水一過頭怕
細個都試過遇溺
一時三刻 我都 唔識 只好
教佢隻手同腳動作 
唔放個頭落水既
仰頭蛙
練左隻手先1-2,1-2
再練埋隻腳 屈曲接埋撐開 伸直

分開做無問題 一齊做就驚
比唔夠信心 同技巧 教佢游
我都半放棄狀態 抖陣 唔好咁辛苦

點知 愈來愈差 就想叫佢再重新分開做一次
開始有小小燥 再黎手再腳  
（無理由 扶住佢比佢游佢都唔得架）
結果 係責備 佢之下 結束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雙方信任 開始慢慢咁扣減
雖然自助餐d野 普普通通
不過不失之下完



19. 咩都壞曬（放負）

自壞airpod有保養換左
之後格左個月 起身 掉爛埋隻Apple watch
再隔多個月 壞埋部xs max底板
整要4700 但資料都未必有返
包括所有合照同對話

某日
連自己著既鞋都 著到爛埋鞋墊

今次到自己有鞋舊想換
咁岩行過鞋鋪 
n*ke air f***e有折 而佢咁岩有款岩就叫左寶寶買
但經典款全白當然係無既 
所以我係無入到手既

但最後隔左個禮拜 online shop有折 
自己買左對

_________________
分開買 鞋
到底會點
_________________
但我淨係知道 我就黎考車 要去學車 
成功左就唔洗迫公共交通
有疫情都唔怕無地方食飯
可以去更多既地方



21. 關心？！

返工
就算幾忙都好 我都唔介意
香港人最可悲既係 
唔做 就一定無飯開 ；
但如果我忙緊 專心緊 就淨係想靜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咁岩琴晚難得早收 諗住搵下佢
佢例行活動 打牌 贏大錢
Is ok. 都慣架啦
仿佛其實玩你重要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晚要去學車
想心無雜念
我淨係諗到如果考唔成 真係無面子 
正如考試溫書緊書 你都唔想被屋企人 哦
開飯啦 乜努力d呢樣 唔好個樣丫個樣咁咁咁
成日長編大論講 覺得係關心 
實際上真係廢話

這樣的關心，所傳遞出的是責備，仿佛在表達：我關心你，在乎你，就是要讓你意識到，因為你沒有
做好，所以才會有今天的結果。

為什麼你不懂我的心？

尊重 想法和努力，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你。

在生活中，我們都會想要去關心別人，但是卻很難去思考什麼是對方真正需要的關心。

真正有效的關心，無論深淺，前提是對對方感興趣，更多考慮對方的感受，而不是夾雜著自己的需要
，或者為了釋放自己心裡的焦慮。

只要當我們真正懂得尊重別人，
關心才會成為對方需要的一份助力，
而不是令人 生厭的一種累贅。

···

記得去食飯丫 
食慣個個鐘數就會去食左野先
食唔夠野 
肚餓我識叫外賣 出去買 叫同事代我買 
我唔係初生嬰兒 肚餓淨係識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反正就變成雙方唔開心
不如
由我自生自滅

我已努力去尋找未來
你卻不明白我的苦處

~~~~~~~~~~~~~~~~

有些事情是要說出來的，
不要等著對方去領悟，
因為對方不是你，
不知道你想要什麼，
等到最後只能是傷心和失望，尤其是感情。
把握當下時光。
~~~~~~~~~~~~~~~

一個男人 唔係永遠都咁堅強
但為左一個你 佢有幾多付出 
暗地裡準備好 以防萬一

又怕講錯野 最後 唔講
唔講唔錯 距離愈來愈遠



22. 犯錯

從前 ,以為廢柴先會自怨自艾
如果有咩唔得 只有重複練習 

自己
搵左多方法去練
最後考車 三手掉頭 泊車都無事
但讓線自己 轉完空波無入翻 空波滑行
肥左 練車都無既問題 自己犯錯

___________________
如同希望既終結
___________________
有些事，真係唔係有努力就會有結果；
有些事，個天整定要你放棄就要放手；
有些事，有些人不想放棄卻要你捨棄；

••••••••••••••••••••••••••••••
如果所有野都有原因？
~~~~~~~~~~~~~~~~

面對失敗 
人總是不想認輸

不要重複犯錯



24. 遺憾

其實我唔識表達自己
你岩 我寧願你嬲我恨我 
我都唔想你 離開我 忘記我
愛 一個人有時要好自私
只顧自己感受 解決左件事就算
我自己保護唔好你內心
你每次嬲我都無解釋 你有條刺 釋懷唔到
講比你聽真係好難 傻妹 
每件事都有原因 太細緻 唔留意唔睇 唔諗

同人解釋係最曬時間 
因為個 觀點 唔同
點先做得舒服 我答唔到你
愛唔會教到做人 

職場上 唔會全部都係好人 
唔會你對人好 佢就比好野你
比完著數你 又叫你做多幾樣野 （本來個d野唔洗做 

平時食平d 放假食好d
我係好怕諗食咩 周圍都無野好食
有錢自己住有廚房會自己煮比你食
可惜我唔會有咁既機會

我能力內比到你既野比曬 
事實 你有自由選擇 同邊個一齊
希望個個人 真係好過我
有咩就打比我 如果幫到既話

相戀要兩個人同意先可以開始 分手只需要一個人同意就得 

搵第二個就忘記你
個個做左替代品
要人地扮水泡會傷到人 
唔好浪費別人同自己時間

///////////////////////////////////////////////
人　最初怎去享受愛 
最終怎會執迷到　變有害 
相見是意外　見不到才是應該
https://youtu.be/aqmtNCOBplw
//////////////////////////////////////////
為你付出 我不後悔



只要你過得好 我不一定 需要擁有
你說要自由 我沒理由 不讓你走
說真的 我很快樂 為你流淚
你找到你的 幸福快樂 就不浪費
要犯過多少錯 終於懂得 愛是什麼
遺憾有多好 愛過的人忘不掉
越努力愛 一個人
越想割捨 越捨不得
總以為能 失而復得
你卻 有更好的未來等著
我 一定成全
https://youtu.be/Ezd_DLawfHI
//////////////////////////////////////////
真係好兒戲 怪我咁認真 多謝你比個咁難忘既故事比我

//////////////////////////////////////////
愛一個人需要理由既咩？！
愛邊有道理講 
當我們為愛情講道理時，就已經輸的很徹底了。

我想見你 你說需要一個理由
只係 我愛你。

我找不到理由放棄 我等你的決心
有些愛 越想抽離卻越更清晰
而最痛的距離 是你不在身邊 卻在我的心裡
我想你



23. 坦白

仿佛 嘈交好少 
體諒很多
容忍很多

人總係不作死會死
某d好既野 過左火 都會變唔好
人之間有比較 就會為自己增加無形既壓力
某啲睇法 ，過往經驗，性格影響到自身判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佢想解決既野

但係有時候你某d性格/處事方式
我唔認同 但係依樣嘢唔係你既錯
只係我唔鍾意既問題 
當然唔係個個人都完全夾 要去磨合 
但係有時我同你講我覺得既問題 
你會揀逃避 唔講咪得 
我有咩問題你又會唔講 唔執著就得 
~~~~~~~~~~~~~~~~~~~
當我諗既野

社會既現實 就係人食人 偽善既世界
你唔夠人惡 係制度上 程序上 工作要求上面
你知自己工作上要做咩 
有人問你野 你要解釋
識做唔等於要做 （做多左 
講錯野 （又講多左 某d野講完被人指你出黎話係你講過 推你上去受罪
對人好唔係錯 返工見到既
同佢無親 佢死佢既事 
下唔係被人拖落水 要做個個係自己 
只會有人挑剔你 你做到死 佢都係叫你做。
你永遠做唔到挑剔人個個

我從來都唔強 得罪人總好過受傷
勉強自己 推自己係咁翻工 專心學車 考到車你 我應承左你 
我好想做 始終我都做唔到
想對方唔會怪責 討厭自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佢問戒指 帶落尾指 既時候
其實佢真係諗緊分手 
___________________



她：
我地相處好似無咩大嘈交 但係問題都係存在

我有好多下想同你講清楚我諗緊咩 但係我望住你同埋feel到你好緊張我 

我諗我地既開始唔係互相鍾意而開始 
但係之後因為你對我好好 好照顧我
令我都想繼續一齊
到依刻我都覺得你對我好好 無論咩地方都好照顧我 

~~~~~~~~~~~~~~~~~
你決定左就去做 
意見接受 態度照舊。
［你都咁大個人 我都管唔到你去邊 見咩人］

反正承諾已經不重要 
世界只需充滿 謊言？！

°′°°°°°°°°°°°°°°°°°°°°°°°°°°°°°°°°°°°°
人若變記憶便迷人　情令眼淺了便情深
認識一場　如雷雨一閃　就此沒有下文
無憾也覺得是遺憾
我不後悔，永遠這句說話都是口不對心…



25. 未來？

唔夠一個月
她說 她已有新男朋友 不用等待她
除左恭喜之外 真係唔知講咩好

變心 很快我無法接受

~~~~~~~~~~
可能因為性格
對愛情不懂
不讓你等太久
不讓你難受
請允許我把你
帶走

讓你愛上我
要多久
我已經愛上你
已走不動
想拉你的手
想吻你額頭
我沉默太久
~~~~~~~~~~

我不希望你 發生 以下的事

~~~~~~~~~~~~~~~~~~~
結婚前~

往↓看：

他：太好了！我期盼的日子終於來臨了！我都等不及了！
她：我可以反悔嗎？
他：不，你甚至想都別想！
她：你愛我嗎？
他：當然！
她：你會背叛我嗎？
他：不會，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她：你可以吻我一下嗎？
他：當然，絕不可能只有一下！
她：你有可能打我嗎？
他：永遠不可能！
她：我能相信你嗎？



結婚後
往上看↑



完

若你不開心
就再來擁著我 笑著說舊時

狂風給我吹 戀愛永遠告吹
不要勉強再追 結束了 我送你歸去
明知註定了 深愛著你 是死罪
其實我 不怕在你 熱吻中粉碎

痴心的廢墟 一切跌進禁區

跟你試過爭取 

可惜結局卻 流下眼淚

曾好好一對 日後你伴著誰
放我在心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