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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

「你阿媽搵你，你阿爸搵你，你.....」

晨早流流又邊個呀，我帶住睡意同埋燥底嘅心情接咗呢個電話

「賢仔！起身啦！！」

 我小，咁早嘈醒我就係為咗啲廢話。

 我係呀賢，啲frd個個叫我賢仔，樣普通啦，窮西一個，讀緊男校，前途=未知

 換好晒衫，作為乖仔嘅我緊係問阿媽攞錢。

「阿媽，冇錢吔飯呀！」

「啦，呢度二百，話時話隔離屋新居入伙，個女仔幾靚。」

 「係咩？冇留意喎。」

 「識吓人啦！」

「得啦呀媽，我自己搞得掂啦！」
 
講完就出咗門口，咁啱隔離屋都出門口，我呀媽就理所當言咁用一個謎之眼神望住我，我反一反白眼

 就閂埋門去等。

等咗陣，有個目測165嘅女仔行過嚟，我望一望又望返手機，但係佢個側面真係會吸引，只要係男人
 都一定會望，喺我俾人當係變態之前我都係碌返IG。 「叮」入，「家姐！等埋！」一個同個女仔差

唔多樣嘅男仔入咗嚟，目測同我差唔多高，而且件校服同我一樣。

同我同校嘅鄰居，算！我都係自己一個聽歌行返學，全程諗返嗰個側面，真係「Oh Shit！」又一個
令到我甜入心。



開學

「喂！賢仔！」

離遠已經聽到阿謙叫我，我默默除咗我個耳機，

「喂！阿謙！好耐冇見喎。」

「耐條毛，琴日先一齊打完波。」

「話時話，你諗住揀咩科啊？」

「唔知喎，PE掛？」

阿謙係我中學第一個frd，佢打波幾堅，其本上次次畀佢大炒。佢個樣唔算差，佢好彩啲，識Social
，而且小學校男女校，跟本不能同我呢啲小毒毒比較。

我哋一齊行入班房，我望一望啲舊同學，

「點解有個咁熟悉嘅面孔嘅？」

「熟悉？佢插班生嚟㗎喎。你係咪記錯？」

「佢好似係我個新鄰居。」

「你幾時有新鄰居？點解我日日上嚟打機都唔知？」

「我都係我呀媽今朝話俾我聽，我先知。」

「求其啦，你哋做唔做到frd都係問題，你咁毒。」

「哈哈，你好風趣幽默呀！」

呢個時候，有位其貌不揚嘅Miss行咗入嚟。

「全部同我坐低，過咗個暑假就唔識守紀律呀，中三啦！成熟啲啦！」

呢位火爆Miss係我今年嘅班主任Miss Wong。

「我哋今年有位新同學，李梓維上嚟介紹下自己。」

一位活生生嘅IG男神行咗出嚟，

「我叫做李梓維，你哋可以叫我Aron，我啲frd會叫我Argon，我平時鍾意打波同打機。」

「唔該晒Aron，希望你可以Fit in到我哋班，你不如坐住呀謙同賢仔中間，佢哋都好鍾意打波。」



佢慢慢行過嚟我個邊坐低，我諗住開口個陣，佢已經開咗口

「Hi，你係住我隔離屋嘅鄰居？我哋今朝係度見過㗎嘛？」

「Hello，我係呀謙，不如放學一齊食飯？」

我小，你有冇咁猴擒呀，連俾我回答嘅機會都無....不過仲好，至少我可以專心睇書。

呢個開學禮話咁快就完咗，阿謙就緊係同Argon聯繫感情啦，而我呢就緊係返屋企打機同打波啦！



回家

 當我行到屋企樓下準備入嘅時候，

 「等埋！」

 一把清脆嘅聲音叫停我，我即刻撳實個開門掣。原來係佢，

 「唔該晒。」

 「唔洗，大家一場鄰居,。」

 為咗緩解下呢個咁尷尬嘅氣氛，我決定....

「話時話，你係咪有個細佬㗎？」

「Er...er...係呀，做咩咁問？」

「  冇，不過佢同我同班啫。」

「係呀？咁你要好好幫我睇住佢啦，哈哈。」

 「係喎，你叫咩名呀？」

「哦，我叫李穎怡，你可以叫我Isabella...」

 佢講講吓嘢，話咁快就到咗我哋嗰層，我哋一路行一路講，

「Isabella幾好聽喎，我係賢仔呀，俾啲街坊叫咗十幾年嚕。」

「你好呀賢仔，哈哈，幾得意喎個名。」

 講下笑下就到咗我哋各自嘅屋企門口，

 「好啦，我入屋先啦，得閒再傾啦，bye。」

 「好呀，得閒再傾。」

我眼白白望住佢入屋，我入屋嘅時候一直回想啱啱嘅對話，我發現我隻小鹿已經企咗喺條起跑線上面
。作為小毒毒嘅我，返到屋企第一件事緊係打開部電腦，

 （Argon18 跳進了伺服器）

 你班HiHi都同佢幾熟喎。我一入Call呀謙就衝咗入嚟，連埋Argon都入埋嚟，

「原來Argon都有打R6喎！」



「睇嚟你哋幾熟喎。」

 「係呀，原來佢有個家姐㗎喎，而且同你同年添。」

「係咩？不過我今日返屋企都遇到佢。」

   「靚唔靚㗎？有冇相呀？」

「係喎，Argon你有冇你家姐IG呀？」

 喺 啦！我緊係即刻睇下佢有啲咩Post啦，佢啲Post大部分一番嘅糾纏之下，我成功攞到Isabella嘅IG
都係啲文青相再加多句有詩意嘅英文句子，啲背影真係可以殺死人。

「喂！講嘢呀，睇咩睇到咁入神呀？女呀？」

「哈哈，你好幽默啊！」

我帶住少少煩燥嘅語氣去答佢

「咁你又唔好咁惡住，開波啦！全世界等緊你啊，Efficiency呀！」

「得啦，唔好再催啦！」

我哋打咗陣機，佢哋就話要唞唞，我咁好人實俾㗎，我就襯呢個時間碌吓IG，咁啱睇到Isabella出咗
新Post，

(New Place, New Start)

一張佢著住校服嘅背影，呢幅相間直完美吸引住我，我除低咗個耳機，膽粗粗主動DM佢，

「Hi，我係賢仔呀！」

「Hi賢仔，你點搵到我IG㗎？」

「無呀，你細佬比我囉。我啱啱同佢打緊機丫嘛」

「果個衰仔真係呀。唔怪得佢係咁講嘢同嗌啦。」

「佢係幾激動嘅，哈哈。你對呢區有冇咩問題呀？不如我搵日帶你行下呢區呀。」

「好呀，不如咁個禮拜六呀？」

「好呀好呀，就十二點你屋企門口等呀」

「好提議呀，個日見啦！」



我帶住興奮嘅心情帶返個耳機，

「喂？」

「返嚟啦，你條友仔，重色輕友！」

阿謙略嫌不滿，

「而家咪返咗嚟囉，咁唔Gur，Quit咗佢囉！」

緊住我哋就打到十點就散咗Band嚕，而且聽日要返學。我喺瞓覺前再諗返今日啲嘢，真係有少少開
心，過同時苦惱緊嗰日應該點著。



完美

其實除咗嗰一晚，我哋平時都有傾吓偈不過每次傾傾吓佢就話要溫書，咁人哋讀Band
1學校可能學業壓力大啲掛，我呢啲Band
2又點會明吖。其本上我係過住啲一模一樣嘅生活，不過中三嘅學業冇我諗得咁辛苦，至少呢嗰學期
都Chill嘅。經歷咗呢幾日上堂發吓夢，玩吓咁，話咁快就到咗禮拜六，我一早起身執好曬啲嘢，帶
定幾包紙巾就萬無一失啦！喺出門口之前，我仲特登照一照鏡，希望個頭唔好炒啦！

「媽，我出門口啦！」

「使唔使俾錢你呀，唔好嚇親人喎，人哋好女仔嚟㗎！」

「得啦，帶吓佢食飯同熟悉呢頭咋嘛！」

講完我就頭也不回沖出去，開門嗰一刻，

「早晨呀賢仔！」

我呆一呆，成碌木咁企咗喺度。喺呢短短三秒，我望住佢，佢真係好靚，五官標緻，帶少少混血嘅味
道，同時帶點呆氣，真係好可愛。

「望夠未呀，變態仔，再望要你請食飯呀！」

「咁你係靚，我先望㗎嘛。」

「口甜舌滑，咁而家去邊呀！」

佢扮嬲真係好可愛，望住佢特登谷起塊面，我個心跳得好快，不過佢咁可愛令到我笑咗一聲，

「去等囉！」

「笑咩笑，晏啲你請！」

「得啦！請靚女食嘢絕對係我嘅榮幸。」

佢靦腆咁笑一笑，捲一捲起自己嘅頭髮。我哋行去口度等，佢全程望住部手機，而我望到佢嗰側面，
正所謂「唔同角度，唔同感覺」，佢嗰側邊個感覺完全同正面唔同，即使唔同但係一樣完美。

「  有啦，傻妹。」

佢岳高個頭，望一望左，再望一望右，

「你就傻，我不知幾咁聰明呀！」

「得得得，你最聰明，OK？」



「我緊係最聰明啦！我係最完美㗎嘛！」

「係啦係啦，唔使係咁讚自己嘅。」

 。行吓行吓，我哋行咗去東大街，佢就好似一個細路仔咁，望住五花百門嘅食肆，之後我哋就入咗

「食咩好呀？咁多餐廳點揀呀...」

「不如我帶你去我最鍾意嘅餐廳呀！」

「好呀！」

我哋行咗入去一間泰國餐廳，佢望一望個Menu，不出三秒，佢就放低返份Menu，

「我都係跟你啦，好難諗呀！」

「好呀，唔該兩個海南雞飯呀。」

我哋喺成個食飯嘅時候講咗好多以前嘅嘢同埋一啲返學嘅嘢，喺我哋就嚟食完個飯嘅時候，

「學校有個男仔想追我，但係我對佢真係無Feel囉。」

佢咁樣講一講，令到我有少少呷醋，畢竟我對佢都有少少Feel，不過我唔敢表達我對佢有少少Feel，
因為我好驚呢種感覺一瞬即逝。
================
仍不夠耐性 幸運還要等待 



行街

「我拒絕咗佢，但係感覺自己做緊壞人。」

佢好認真咁同我講，同時對眼流露出一種無奈嘅感覺，我睇得出佢唔想做衰人，唔想傷害人，

「個社會係咁㗎啦，我喺學校都做唔少衰人啦。」

「係啦係啦，你最多經歷啦，埋單啦，你請呀啱啱講好咗。」

我笑一笑就去咗埋單，跟住就到咗今日嘅戲肉：行街。我一直沉思緊佢啱啱講嘅嘢，點解我個心會有
少少唔係幾Gur，我又唔係佢邊個，而且我唔敢話真係好鍾意佢，畢竟我淨係識一個禮拜，呢種感覺
係咩我都唔知，

「我哋去邊度呀而家？」

佢把聲叫醒咗沉思緊嘅我，

「吓？帶你行下東大街先啦，有排行啊！」

「諗咩諗到咁入神呀？」

佢碌大對眼，用一個期待嘅眼神望住我，但係我唔夠膽去表達自己嘅情感，唯有即場作個大話出嚟，

「無...無嘢，諗緊揀咩科好啫。」

佢嘅眼神一秒由期待轉到失望，我察覺到，但係我唔願意講出嚟，因為我驚，我驚我一講出我嘅諗法
我哋之間嘅關係會好唔同，可能變好，可能變差，但係我真係唔敢冒呢個險。

「你真係咁想知？」

「咁我哋Frd嚟㗎嘛。」

佢再擰個頭埋嚟，用嗰個期待嘅眼神望住我，

「遲啲話你知啦！」

「咁我遲啲問嘅話你一定要答喎！」

「好呀！」

「咁我而家問喎。」

你條友仔，全心玩我啫，不過我講得出做得到，應承咗嘅嘢，就一定會答嘅，認真，佢個眼神根本令
人無法抵擋，我望住住佢對眼，完全俾佢吸引住。｛呀！！唔好再用呢個眼神望住我啦！我受唔到啦
！｝我哋白白對望咗三秒，



「Isabella，其實....」

突然有塊柔軟嘅咀唇貼咗落我塊面，佢錫我呀！佢錫我呀！我個心跳得好快，

「賢仔，我.......」

「咇咇咇咇，現時為朝早十時三十分」我小！點解係夢嚟㗎！俾我發多陣夢得唔得啫，不過好彩係夢
境，如果發展得咁快我都會嚇親，算啦算啦，我都係快啲準備好，費事晏啲要人等。



夢醒

我執好晒嘢，換好晒衫，坐咗喺張梳化度，我一直回想緊啱啱個夢，個夢係幾咁真實，幾咁歷歷在目
，每一個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就好似尋日發生一樣，一切都好深刻。搭正十二點我就著好鞋，孭好
袋就出咗去,

「呀媽！我出去啦！」

無人應，正常嘅，畢竟今日放假，佢瞓到黃朝百晏都係合乎國情嘅。我一打開門口就見到佢等緊我，
嚇親就有少少嘅，都無諗過佢會等我，

「你出門口啦。」

佢把聲依舊咁甜美，笑逐顔開咁講，佢笑起上嚟真係好靚，有如天使墮落凡間一樣，佢嘅每個神情都
可以融化每一個人，同時可以激發鐵漢嘅柔情，一笑傾城，

「係呀，等咗好耐？」

「都係啱啱出嚟咋嘛。我哋去等啦。」

話就話大家係鄰居，但係我哋之間好似隔咗捧牆，而且空氣中多咗種氣體叫做尷尬，大家都唔願打破
，只係驚對方唔慣自己太熱情，慢慢疏離自己，不過呢種尷尬一定要打破㗎啦，

「你想做咩先？」

「你話事啦，呢度你熟過我呀嘛。」

「食嘢先？」

佢點一點頭，跟住我哋就行咗去東大街，畢竟個度係最多嘢食同埋近我哋個邊。打破尷尬氣氛講就易
，做就難，要搵共同話題都唔係咁易。就係呢個時候，我個腦彈咗一個想法出嚟｛問下佢點解搬過嚟
啦｝如是者我就膽粗粗咁開口問，

「係呢，點解你會搬過嚟嘅？」

「我都唔知呀，好似因為細佬比人踢出校所以急住要搵新學校，咁啱我呀婆喺呢度有層樓，所以我哋
就全家搬過嚟囉。」

「估唔到Argon咁鬼激動喎。」

我哋有講有笑，大家都分享咗自己細個嘅7事。同時佢話想食車仔麵，跟住我哋就行咗入去一間區內
幾出名嘅車仔麵店，我哋嗌咗兩碗三餸麵，我發現佢都鍾意食豬大腸同埋牛柏葉，我哋食嘢嘅時候都
講唔少嘢，細至學校啲搞笑嘢，大至對唔同時事嘅獨立見解。我眼前呢個女仔點解可以如此Local，
亦都同我咁多共同興趣同埋見解，喺我哋之間個捧牆已經喺不知不覺間越嚟越薄。時間過得真係快，
話咁快就嚟到行街嘅環節啦！



「哇！我咁大個女都未見過咁多㗎。」

「呢度係眾所周知嘅美食街嚟㗎嘛，多就梗係多啦，再唔係，我哋下次再約多一次出嚟？」

我緊張到唔敢呼吸，點解我會咁問㗎，佢會唔會覺得我過於熱情㗎。

「如果今次行程令到我滿意嘅話，我再答你啦」

我感受到前所未有嘅壓力，如果今次炒咗，咪以後都唔可以同佢出街？
================

 你要習慣沒法相愛的苦楚



約會

「不如我地一齊去掃街呀？」

「好呀！我想食咖喱魚蛋！」

我去左買兩串咖喱魚蛋，哇，足足20蚊呀！我個人肥左，但同時，個荷包瘦左。我將啲咖喱魚蛋俾
左佢，佢好有禮貌，接左串魚蛋之後，就開始大快朵頤。

「嗯！啲魚蛋好好味呀！」

我見到佢食到嘴邊流住啲咖喱汁，呢個時候，我個腦出現左4個選項：用條脷奶乾淨佢，用紙巾幫佢
抹乾淨，用手指幫佢卒走，無視佢作為一個正常人，我選擇咗第二個選項。

「你呢度污糟咗呀！」

我鼓起勇氣幫佢抺乾淨。佢捉住我隻手，控制我隻手幫佢抺。我個心跳得好快，同女仔身體接觸，我
都係第一次。

「唔該你呀！」

佢到而家都未鬆開隻手，我就咁樣輕撫著佢塊面，我呆左足足3秒，3秒之後，我條理智線搶救成功
。

「唔…唔使客氣！」

我鬆開隻手，冷靜下嚟。跟住我哋就慢慢行過去天悅啦。

「呢度就係天悅呀？我細細個就想嚟呢度玩啦！」

佢用期待嘅眼神望住琳琅滿目嘅店舖，其中佢望住一間夾公仔舖，雙眼發光，

「我哋去夾公仔囉！」

講完佢就一枝箭衝咗去間夾公仔舖度，佢望實咗隻布甸狗嘅公仔，呢個時候，我利落嘅眼神見到呢十
三隻字：夾滿五十次保夾，現夾四十九次。我即刻行到去部機前面，二話不說，喺袋入面攞出5蚊，
即係夾到一隻幾可愛嘅布甸狗。

「恭喜中獎！恭喜中獎…」

「哇！賢仔！你好勁呀！」

佢攬住隻公仔，開心咁同我講多謝，我地之後便離開公仔舖，隨住恭喜嘅字句越嚟越細聲，我地越行
越遠。呢個時候，佢主動拖起我隻手，我開心到一個點，恭喜嘅語句，彷彿就係祝賀新情侶產生嘅音
樂。我哋拖住手離開天悅，呢個時候，我哋就係一對熱戀中嘅情侶，我哋就係一對自由自在嘅鴛鴦。
黃昏時分，我哋慢慢行去海皮，雖然途中冇出過聲，但係我個心，係甜嘅。



「我地今日就嚟到呢度啦！」

佢冇理會我，我望向佢，佢望住由黃昏襯托、格外美麗嘅大海，我望住佢嘅背影，陶醉喺佢嘅背影之
中。

「我對今日嘅行程好滿意呀！」

佢望住個海同我講。

「咁…我地下次再約？」

佢點一點頭，我微微一笑。

「好啦！時間都唔早啦，係時候返去啦！」

佢提醒我時間，真不愧係大姐姐，我地行返去，簡單道別後，就各自返左屋企。我返到屋企，對頭先
嘅每一幕都依依不捨，我隻手彷佛仲可以感受佢嘅溫度，我已經等唔切，下一次「約會」嘅來臨。我
沖好曬涼，瞓咗喺張床度，我回想緊今日晏晝嘅事，諗起佢收到隻公仔個刻嘅表情，會心微笑。就係
我諗得最入神嘅時候，我俾一個Msg打回現實，「賢仔！聽朝照舊，叫埋Argon喎。」原來係呀謙，
佢咁樣叫一叫我都係早啲瞓。費事遲到俾佢小。===============
最美的景色 是你的身影 



心灰

「叮叮叮！叮叮叮！」

第二日，鬧鐘叫醒左我。

「阿仔，錢呀，要唔要呀！」

「要要要要要！多謝多謝！」

我匆忙出門，喺口見到Isabella，我同佢講早晨，佢冇回應到我，我個心灰左一下，我以為佢聽唔到
。

「早晨呀！」

佢對住我微微一笑，點一點頭，彷彿禮拜六嘅事冇發生一樣，我個心徹底灰左，點解我哋冇啦啦變返
陌生人，我都只能夠默不作聲，今次呢趟，比平時更加長。

我戴著耳機，自己行返學校，心入面係如此空虛，全日都聽唔到書，我一直諗，諗點解佢會無啦啦對
我咁冷淡。

可能出於兄弟嘅本能，小息嘅時候，呀謙行埋嚟拍一拍我背脊，喺我最需要幫手嘅時候，佢永遠都喺
度，呢啲咪就係兄弟嘅作用囉。

呢個時候Argon行咗過嚟，好似有啲嘢想講，但係佢又欲言又止咁，

「點解㗎？」

我起身捉住佢條領，呀謙都呆咗，佢從來都無見過我咁激動，佢好想上前制止我，但係又唔敢，

「我...我都唔知㗎，我尋日整係聽到咩比啲叔父見到家姐同個男仔好Close，跟住家姐就比人訓話咗
成晚。」

媽呀，點解可以咁老土嘅情節發生係我身上㗎，唔通到2020都唔可以自由戀愛咩？係都要管住晒。
我聽完之後呆咗陣，我足足企咗喺度三分鐘，我一直諗我做咗啲咩所以親唔起佢。

話咁快就放學，呀謙見我咁愁就叫Argon返屋企先，跟住陪我周街行下，散下心。但係條PK帶咗我
去東大街，

「你好嘢喎，專登帶我嚟呢度！」

「唉呀，咁呢度最近呀嘛，同埋你無可能一世唔嚟㗎嘛。」

佢又唔係無道理嘅，咁我同佢又唔係Official喺埋一齊，不過心酸就一定有㗎啦。不過無咩心情洗錢
咁，睇住佢食咗半個鐘，我好想返屋企囉，好彩佢都識做，無留我好耐。



我行到去屋企門口，正想開門嘅時候，隔離屋有把男人聲傳出嚟，

「你堂堂一個Band1學生，你竟然走去拍拖，仲要同埋個Band2仔，成家啲名譽比你輸晒啦。」

「Band2又點喎，佢喺學校成績都唔差，我同邊個拍拖關你咩事呀！呀！」

佢一講完就叫咗一聲，應該比佢老竇打，我聽到呢度我幾咁希望佢個日唔好同我出街，咁就唔使畀人
打，我好自責，就係呢個時候，

「你今晚唔好喺度瞓呀！」

隨住「嘭」嘅一聲，我嘅好奇心使到我開門睇一睇，同我意料一樣，佢比佢老竇趕咗出嚟，

「我可唔可以入嚟呀？」

佢楚楚可憐咁望住我，需然我好我比佢入嚟之後佢老竇鬧佢鬧得仲甘，不過無理由叫個女仔坐喺度坐
咁耐㗎嘛，

「你快啲入嚟啦，費事你一陣間俾人笑呀。」

佢唔好意思咁入咗嚟，全程耷低頭，我入廚房斟咗杯水俾佢，

「你無嘢嗎？」

我當然知道佢有嘢啦，只不過我諗唔到點打開話題，

「無嘢，不過好多謝你收留我，我晏啲會返去㗎啦。」

「唔使唔好意思喎，有人嚟我屋企陪我仲開心添。」

佢笑一笑，個氣氛亦都唔再咁尷尬，

「其實我今朝唔係唔想理你，之不過我老竇話唔俾我同你有聯繫。」

「我明喎，你係一個Band1嘅學生又點會睇得起我呢啲Band2呀.....」

「我細佬都係讀Band2啦，又唔見佢睇唔起佢！」

就係咁，佢同我講咗好多佢屋企啲嘢，我又了解咗佢多啲，

「我可唔可以喺度過夜呀？我老竇唔係講笑㗎....」

我呆咗，因為無女仔朋友上過嚟我屋企，仲要過夜，不過我咁好人就緊係俾啦。個一晚，我比佢瞓我
間房，正當我想走嘅時候，

「唔好走，留喺度陪我啊。」



我行返入間房，坐咗落張凳度，好彩聽日喺公眾假期，唔係我都唔知點算。就係咁我同佢傾下傾下佢
就瞓咗，我亦都因為太攰就坐咗係張凳度瞓着咗。第二日我一起身佢就走咗，留低咗摺好嘅被。唔捨
得？實有㗎，畢竟佢尋日都對住我敞開心扉，今日連ByeBye都無講就走咗。不過我喺瞓覺個陣約莫F
eel到有人錫咗我一啖同埋聽到佢同我講多謝。
===============================
簡單的一吻　手心的抖震　示意我再不必孤單寄生



意不冷

喺佢走咗之後，我有諗過IG
Direct佢，正當我執緊檯嘅時候，有張其貌不揚嘅紙飛咗出嚟，我望一望，啲字跡跟本就唔係我啲字
，上明寫住： 

「賢仔，好多謝你收留我，你真係好好人，我之前都無比男仔真正關心過，佢哋一嚟就係想同我拍拖
，因為可以同啲frd曬命，你係為數不多嘅好男仔，如果我老竇冇反對嘅話，我真係好想淨係屬於你
一個，其實我老竇唔係幾識表達情感，我細個成日都比佢趕出嚟，次次都係第二日先接返我。可不可
以你也剛好喜歡我？Isabella」

Isabella鍾意我？我咁大個仔都無諗過，畢竟自己由細到大都係讀男校，同啲同輩女仔相處機會唔大
，但係Isabella真係第一個令到我想用盡一切去保護嘅女仔，即使唔係情侶，我淨係想默默保護佢。 
睇完呢張紙條，我決定IG
Direct佢，因為我好想回答佢，我好想同佢講我嘅感受，同佢講我永遠係佢身邊。 就喺呢個時候，
我收到個Whatsapp，

「Hi，係唔係賢仔呀？」

「係呀，你又係邊個？」

「我係Isabella呀，你晏啲得唔得閑呀？」

「得閒呀，12點等？」

「Okie」

 而家佢約我出嚟仲好，可以當面講。其實我自己比較被動，唔係好夠膽主動講出自己嘅情感，但係
而家Isabella講咗先，我係咪好應該答佢呢？ 話咁快就到咗12點，我行出去見到佢著咗一條白色連
身裙加件牛仔褸，一齊就好似返番去禮拜六，一切都無變，

「行啦傻仔，仲企喺度！」

成件事同禮拜六好似，不過佢變咗主動嗰個，仿佛佢老竇唔存在一樣，

「其實我哋依家去邊？」

「晏啲咪知囉，跟住我啦！」

就係咁我就跟住佢，我哋行咗去地鐵站，去到太古嘅時候佢落咗車，佢帶我行咗去戲院，嘢都無講過
就入咗去House2，佢企咗喺門口度，我睇一睇個牌，「幻愛」12：20 「我哋入去啦！」 其實我真
係好想同佢講，｛我睇到你張紙條呀，其實我都鍾意你呀！｝可惜一直都唔敢，同埋未有機會。 我
哋行咗入去，坐喺最前排嘅情侶位，正當我想開口嘅時候，套戲開始咗。 其實《幻愛》係我一直都
好想睇嘅作品，我亦都好好奇點解佢會帶我睇，點解佢知我想睇。 我哋睇完套戲之後，就去咗行下
街，食下飯，就好似普通情侶一樣，



「點解你會帶我睇幻愛嘅？」

「我見到你喺IG度話想睇呀嘛，唔鍾意呀？」

「唔係，不過我想知你點過你老竇個關㗎？」

「唔話你知。」

今日嘅佢比起之前嘅佢更加活潑同熱情，個感覺好舒服，呢個世界冇嘢可以制止我哋喺埋一齊，但係
如果我哋最終冇喺埋一齊，一定係自己唔夠膽。

「你有冇嘢想講呀？」

我好想而家講，但係咁突然又好似唔係幾好，

「有呀，不如我哋再行下先？我想帶你去一個地方。」

我帶咗佢去太古個邊嘅海皮，佢一面疑惑，完全唔明點解，我哋坐咗喺張長凳度，佢望住個海，

「其實我想講嘅係，....」

{加油呀賢仔，快啲開口啦，佢而家好期待呀！臨門一腳啦！}

「...Isabella，雖然識咗你唔算好耐，但係同你相處係最開心㗎，我哋之間無所不談，而且我睇到你
留俾我嗰張紙，我想講嘅係，Isabella其實我都鍾意你呀！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呀！」

我講曬我嘅心底話之後感覺一身輕，但係佢點回應又係一個問題，

「衰人，你知唔知我等咗你呢句幾耐呀！我嗰晚一直喺到諗你幾時會開口，但係以你嘅性格我知你唔
會夠膽去同我講。所以我就決定寫張紙條去俾暗示你。」

 聽到依一句我感覺自己好傻，要一個女仔去做主動，真係覺得自己好冇膽、好自卑，但係佢啱啱係
唔係Say咗Yes。 成個世界靜曬，我好清楚咁聽到自己嘅心跳聲，我個口不自覺咁講咗句，

「咁你係唔係應承咗做我女朋友？」
=================
無奈你 無奈我 還是有點勇



戀愛

「 係呀，傻仔，咁都Get唔到。你真係毒㗎喎！」 

哇！佢應承咗我呀！但係佢老竇嗰度點搞呀，一陣間會唔會逼我同佢分手㗎？ 一時間呢啲想法彈曬
出嚟，Isabella見到我又開心又苦惱個樣，佢主動拖住我，

「我呀媽會同我老竇傾㗎啦，唔使咁擔心。」

或者我唔應該諗佢老竇反唔反對，我應該珍惜同佢相處嘅一點一滴，活在當下。

「BB，咁我哋而家做乜好呀？」

佢開口問我，我都唔係好知而家要做乜好， 我坐近到佢隔嚟，用一隻手攬住佢條腰 

「 不如我地坐係到感受下啲海風先啦。」

「好吖。」

 佢個頭挨咗係我個膊頭度，合埋咗對眼，笑得好甜，我望著佢，心入面諗著{真係希望時間停留係依
一個moment！}

佢好似知道我一直望緊佢咁，

「係到諗緊啲咩嘢呀，諗到笑笑口？」

「諗緊同你相處嘅一點一滴囉，如果時間永遠停留喺呢一刻你話幾好。」

佢慢慢開返眼，望著我，望著佢咁深情嘅眼神，我完全脫離唔到，仿佛我個頭鎖住咗咁，

「但係如果停留喺呢一刻，就冇得製造更多更好嘅回憶啦喎。」

佢笑住咁講，一望到佢笑我個心即刻跳得好快，嗰個甜美嘅笑容，嗰對吸引住人嘅眼睛，

「只要望住你呢位天使，即使失憶都抵呀！天使呀，天使，喺天堂跌落嚟痛唔痛啫？」

 喺大庭廣眾講係尷尬同肉麻㗎啦，不過對住自己鍾意嘅人講咩都講得出㗎嘛！

十四歲嘅我終於初嘗戀愛嘅禁果，呢種感覺完全無法用文字去詮釋。 

我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初次踏足大人嘅世界，對於一切都好好奇。 

「口甜舌滑，你對其他女仔都係咁㗎？」

「唔...唔係呀，淨係對你喳嘛，我唔準你質疑我嘅專一程度㗎，你係我嘅唯一嚟㗎嘛。」



就係咁，我哋就坐咗喺度傾咗半個鐘，之後我哋就行咗返屋企。 正當我沖好曬涼，準備開電腦打機
嘅時候，我收到一個whatsapp，係來自Isabella send過嚟嘅，

「BB你做緊啲咩呀？」

「執緊書包同埋掛住你囉！」

「成日都咁肉麻㗎！」

「咁我哋情侶嚟㗎嘛。」

「好啦好啦，傾唔傾電話呀？」

兄弟們，對唔住啦！我有女朋友要陪，同唔到你哋打機，你哋自己努力啦！

「好！緊係好啦，有啲咩嘢重要得過女朋友先！」

「唔知你呀，可能你要打機呢？」

「嗰啲虛擬嘅嘢又點會有得同你比較先。」

 就係咁我哋就傾咗兩個鐘頭電話，原來呢啲就係拍拖，哇！小毒毒嘅拍拖初體驗呀 ！

「好啦，我要瞓啦，聽日見啦。」

 佢收咗線之後，我個心莫名其妙好滿足，於是我就走去瞓覺。
=====================
一生中百樣可能　愛上你是種緣份



保密及未來

{又要返學，可唔可以快啲放假呀！}每朝嘅清晨我都諗緊同一樣嘢，但係今日唔同，我終於可以以情
侶關係同Isabella一齊出門口。

{出事，7點20分啦！}我一攞起部手機，就發現Isabella打咗過嚟，

「喂，傻瓜，起身啦。」

 佢把聲真係好溫柔，簡直係天籟之音，佢叫走咗我心中嘅睡魔，我即刻衝去洗漱，

「係呀，好快好快，你比五分鐘我。」

講完我就以閃電俠嘅速度，九秒九換好曬衫。

就喺呢個Moment有人撳鐘，我一打開門就見到Isabella好開心咁衝埋嚟我個懷抱度，

「早晨呀傻豬，我買咗早餐俾你呀。」

 你話天下間咁好嘅女仔去邊度搵呀，人又靚，心地又好，仲識關心人添。

我哋快快手就食完個早餐，跟住就一齊出門口，入到之後佢就突然之間問我，

「你想唔想比你啲同學知你拍緊拖？」

哇，佢無啦啦咁問都有嘅，一時三刻我真係唔知點答，但係一諗起學校班友一定會起哄所以，

「遲啲先啦，費時佢哋又起哄。」

「好呀。」

就係咁我哋就一齊行返學，我哋一路講一路笑，話咁快就到咗分叉路口，佢間學校就喺山上，我間學
校就喺山腳，

「好啦，我返學啦，晏啲喺電車站等啦。」

「bye bye啦傻妹，晏啲見啦。」

{太急出門口，冇帶水返嚟添，去一去小食部買支水先}正當我行去排隊嘅時候Argon行咗埋嚟，

「喂！賢仔早呀，我以為你會直接返課室添。」

「我今日唔記得帶水呀嘛，所以咪嚟買咗先返去囉。」

「話時話你係唔係同緊我家姐拍拖呀？」



哇，你喺學校咁問，好想全世界都知咁喎，

「係...係呀，不過唔好同呀謙佢哋講住喎，我驚佢哋又起哄跟住全世界都知呀，幫我保守呢個秘密呀
。」

「得啦，我明呀，兄弟嘅嘢在心中啦。」

Argon哥好彩有你明我咋，識到你真係好好彩。其實我好少講我同Argon嘅關係，因為佢做嘅嘢同呀
謙做嘅嘢冇乜分別，都係打吓機，打吓波，不過佢派少啲膠咁囉，但係我真係好好奇佢到底有冇女朋
友呢？不過佢對所有人都係咁細心，只要有少少變化佢都察覺到，唔講以為佢有超能力。 我哋兩個
就一路傾一路行返課室。

點解今日又有中文連堂㗎！不過唔好睇我哋班係精英班，上堂基本上都係玩手機同埋瞓覺，但係我未
有膽量去挑戰校規，所以我都係選擇後者。

「黃灝賢，你又瞓！」

就係我一僕低，鄭Sir又用佢個把帶有催眠屬性嘅聲線大嗌咗句，我即刻抬返起個頭，

「呀Sir我未瞓㗎！」

「黃同學，你每次一伏低就瞓，點唔叫你呀！」

咁佢又無錯嘅，我由中二開始每堂中文堂都瞓。

就喺我同周公大戰完三百回合後，話咁快就放學。 

「喂！呀賢，你晏啲打唔打波呀？」

「唔啦，有嘢做，遲啲先！」 

講完我就一支箭衝咗出校乜，當我行到電車站嘅時候，Isabella已經喺到等緊我， 

「傻妹，等咗我好耐呀？」 

「唔係呀，我都係啱啱先到，有車啦喎。」 

我哋一上到架電車就走咗去上面嗰層，佢坐咗喺個窗口位，而我就梗係坐佢隔離啦， 

「不如我哋聽歌囉。」 

我連答嘅機會都無佢就攞咗個耳機出嚟，塞咗落我隻耳仔度，跟住佢就播咗首《不許你注定一人》。

當其時嘅我甚少聽廣東歌，主要都係聽啲咩Ed Sheeran咁囉，佢係第一個令到我聽廣東歌嘅人。 

就係咁我哋一路聽住Dear
Jane嘅歌坐到去太古，佢繞住我隻手一齊行入去書局，佢攞起咗本《幻愛》望兩望，就行咗去比錢



， 

「我哋唔係睇咗套戲呢咩？做咩買書嘅？」 

我又諗返起幾日前， 

「書有多啲細節呀嘛，我又唔係你，咁鬼懶。」

 佢又冇錯嘅，睇書呢啲活動係用嚟喺學校解悶，不過我已經放棄咗，因為太懶同埋瞓覺仲有意義。 

「睇書呢啲活動都係唔啱我。」 

佢笑一笑咁搖頭，跟住就帶咗我去無印，佢睇一睇啲簿，又問吓我咩Size嘅簿我鍾意， 

「你要買簿呀？」 

「係呀，不過唔係比我，係比你」 

我呆咗，因為由小學到而家我啲所謂嘅筆記都只係用嚟畫畫，毫無實質作用， 

「做咩買比我嘅？我啲筆記簿係用嚟畫畫㗎咋。」 

「應承我呀，比心機讀書呀，唔係嘅話第時我哋點算呀，我唔想一世捱麵包呀。」 

佢鼓起泡腮，叉住條腰咁望住我講，我攬一攬佢，我哋對視咗五秒， 

「得啦傻妹，我應承你我以後都會抄筆記同埋專心上堂。」 

我都唔知點解我會咁講，其實我係連寫字都覺得煩嘅人，但係為咗佢，我改晒自己啲習慣又如何。 
================
願我可花足一生和你甜蜜



考試

「嗱，攞住，應承我唔好再hea啦，唔係嘅話我好瘀㗎嘛。」

如是者我就攞住佢俾我嘅筆記簿，我返咗屋企，攤咗喺張床度，佢連簿都買埋比我，無理由呃佢㗎嘛
。

當然改變唔易，但係如果為咗鍾意嘅人而去改，多少都會有返啲動力嘅，所以我決定為咗Isabella日
日上堂勁專心又抄筆記。

話咁快已經去到學期大考，啫係又無波打又無機打連飛機都無時間打，不停咁讀書讀書同讀書。真係
可悲。

「唉，又無得打機啦小！」

阿謙一返到嚟就喺度呻，

「都無計架…今次學期大考嚟架。唔係咁易架葉師傅」

我無奈咁搖一搖頭道，

「係喎Argon，你今次大考諗住點算。你今年先轉過嚟，無經歷過我哋嘅大考係幾咁恐怖！」

我講完就嚇一嚇佢，佢亦都彈一彈開，

「有幾恐怖呀，咪又係考教過嗰啲。」

「少年你太年輕了，只要一望住份卷三秒你就會懷疑人生，因為你會發覺啲嘢好似冇教過咁。」

佢擺出一副樹熊咬樹葉嘅樣，唔敢相信呢，年年出卷個啲老師都古靈精怪， 

「喂！唔好嚇佢啦！雖然都真係幾難，總平均分上唔到86。」 

熟悉嘅聲音，係佢啦，歐冠文！

人稱學霸冠軍嘅歐生，係試場嘅怪物，乜科都難佢唔到，除左體育。 

「係喎！你搵冠軍惡補咪得囉！」

「咁好啦，大不了辛苦啲啫！」 

就係咁，Argon就報讀咗冠軍嘅「私人補習」，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咁讀書同讀書。 

而我就報讀咗最適合我自己嘅補習班，屬於我同Isabella嘅二人世界，因為佢要考嘅野同我差唔多，
所以我哋就一齊溫書。 



「Geog點讀呀？睇到啲英文到頭暈，又乜嘢renewable又乜嘢fossil fuels，好難呀！」 

我望住本Geog書三分鐘嘅結論。 

「你到底上堂嘅時候做緊乜㗎，呢啲好簡單㗎咋！」 

Isabella好唔耐煩咁講， 

「掛住你囉，無時無刻都掛緊。」

我挨埋去佢到， 

「唓，口甜舌滑，同埋唔好挨咁埋啦，你好重呀！」 

佢一路笑一路推開我。

就係咁我哋打打鬧鬧咁喺圖書館個自修室度過咗一整日，走嘅時候已經七點， 

「食咩呀，食咩呀？橫掂聽日放假，唔洗咁早返去。」 

「你話事啦，你係我女朋友嚟㗎嘛！」 

「咁不如我哋去打邊爐囉！」 

「好呀好呀！」 

如是者，我哋就手拖手行咗去利舞臺。 

話咁快就食完個晚飯，我哋行咗一陣銅鑼灣。

我哋行吓行吓，唔驚唔覺對手已經充滿住一袋又一袋嘅戰利品， 

「哎呀，又破費啦，又窮咗啦！」 

「傻啦，你仲有我呀嘛，我養你呀！」 

「你？你搞掂自己啲成績先啦，仲話養我喎，自己都未搞掂。」 

「咁我養唔到你，你就搵過第二個囉。」 

「唔會囉，最多一齊捱嘅啫，要不然我養你咯！」 

我望住眼前呢位絕世大美人，再望吓身邊啲港女，呢種感覺，冇得彈！ 
============================
還喜歡我，我這種無賴，是話你蠢還是很偉大。 



兄弟

「喂！不如你嚟我屋企呀，反正喺隔離咋嘛，一齊溫書都好呀！」 

我嘅大腦以高速運轉，諗緊背後嘅含意，（媽呀，我唔會咁早破處呀嘛？）諗深一層，其實與其去圖
書館溫書，不如去佢屋企溫書，又可以嘈，又可以食嘢，幾咁自由。 

「好呀！」 

半秒後我爽快咁應承咗，我執咗啲書，踢咗對拖就過咗去。 

我入到屋，見到佢間房嘅裝潢係充滿少女情懷嘅粉紅色，床頭有幾隻公仔，書櫃放滿晒唔同科目嘅書
，唔通呢個就係band 1女學生嘅房？ 

「我哋識咗咁耐，都冇俾你睇過我間房添，點呀？你覺得粉紅色靚唔靚呀？你會唔會覺得幼稚㗎？」
 

「粉紅色可能會好幼稚，但係你可是最可愛嘅女仔喎，咁有氣質嘅女仔，咩幼稚都冇晒啦！」 

「口甜舌滑！」 

喺你儂我儂嘅氣氛下，一把聲傳嚟。 

「家姐！我返嚟啦！」 

一把熟悉嘅聲音喺佢屋企門口傳過嚟，我望一望原來係Argon返咗嚟，再望多次，佢後面有個熟悉嘅
身影，熟悉到我無法忘記，化咗灰都記得佢。 

「你好呀！我又嚟溫書啦！」 

無錯！佢就係呀謙，基於佢對於我拍拖嘅事一無所知，所以我每次約會都會勁秘密咁去。 

我匿埋咗喺Isabella間房入面，連頭都唔敢探，默默攞起份notes埋頭苦幹。 

但係人有三急，一時之間好難忍㗎嘛，就喺我行去廁所之際，呀謙佢喺個廁所都行咗出嚟，我同佢四
目交投， 

「Sup...suprise!!!」

「賢仔？點你喺到嘅？」 

佢一面問號嘅時候，我最驚嘅情況出嚟啦！ 

「BB，你去幾耐呀？」 

Isabella就喺呢個時候嗌我。 



「BB?你出咗pool咩？點解我唔知嘅？」 

就係咁，我同阿謙落到樓下公園愉快地談心。 

「你好同我解釋吓喎，Argon都知，我呢個Homie唔知？唔好咁過分好喎！話晒都識咗三年啦！」 

好明顯，佢有啲燥底。 

佢急急腳走咗去海皮，嗌極唔等，我唯有追上去同佢解釋。 

「咁...我都有私隱嘅，更何況你嘅性格，我驚傳到街知巷聞啫。」 

「講明先，我知我係大聲公，但係我都知如果真係唔講得，我就唔會講，識咗三年咁都唔知真係失望
囉！我唔理，你請硬我飲嘢㗎啦！」 

「嗱，我知係我錯，但係你都唔好趁火打劫住先，講到唔洗儲錢拍拖咁！」 

「唓，扮曬蟹咁！返去溫書啦咁！」 

就係咁我哋有講有笑咁返去溫書。 

「無事啦？」 

我哋一入屋Argon就衝過嚟， 

「幾驚你兩個隻揪呀。打起上嚟，醫院見㗎啦！」 

「傻啦，呢條友仔，請佢飲雪碧就無嘢㗎啦。」 

就係咁呀謙同Argon繼續溫書，我就繼續上我嘅私人補習班。
===========================================================
========================
後面有班兄弟 將我頂起



第一次

「鈴鈴鈴！鈴鈴鈴！」

晚餐時間話咁快就到，雖說今日我阿媽會夜返，要自己煮野食，但食咩都成一個問題。 

「其實咁耐我都冇去過你屋企，不如今晚晚飯我去你屋企食呀！」 

哇！人生第一次有女仔主動提出要去自己屋企食飯，係好開心，但係都好緊張，事關...我唔識煮飯。 

「我冇問題呀，但係你想食咩呀？」 

「我想食下你，煮嘅野食，話晒你假假地都係我未來老公喎！」 

「好呀！冇問題！但係俾少少時間我準備先，可以嗰時叫你過嚟！」 

由細到大連鬼都冇驚過嘅我，面臨咗人生第一次大危機，到底要點樣先可以煮到一個符合女朋友要求
嘅晚飯。 

「喂SIRI！」 

「喺到。」 

「幫我查下點樣煮好一餐飯！」 

「OK!以下係點樣煮好一餐飯嘅資料。」 

「咁就簡簡單單煮個炒飯算啦，好啦！係時候煮好個飯佢啦。」 

正當我開開心心煮緊我人生第一餐飯嘅時候，我發現一件離譜過阿媽係男人嘅事，屋企冇鹽。 

「點解一個正常嘅廚房會冇鹽㗎！媽呀！」 

呢個時候落街買鹽，買得嚟都宵夜時間啦，既然係咁，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出嚟啦！雞粉！ 

眾所周知，炒飯入面落雞粉係絕對冇問題，一定唔會肚痛。 

「滋」 

我小，我感覺我條命掙啲不保。煮嘢食真係好難囉，隨時死咗都唔知發生咩事。 

「你阿媽搵你，你阿爸搵你，你.....」 

「又邊個呀，你知唔知我好忙㗎，打緊仗㗎，個廚房就爆啦！」 

「我呀！你阿媽呀！打嚟關心吓你啫，都要俾你鬧嘅，估唔到你竟然下煮喎，睇住呀，我唔想聽日新



聞見到我地間屋著火呀！」 

「我係邊個呀，你個仔喎，搞得掂㗎啦，同埋你老母，唔係，我老母你記得買鹽呀！係咁啦！唔講啦
！」 

咦？等陣！點解有陣燶味嘅？出事！ 

出事啦出事啦，煮燶嘢，快快脆喺佢到之前處理好！ 

「叮噹！」 

頂，點解咁快到㗎，死啦死啦，無嘢擺上台呀！ 

「Hi...hi」 

「Hi Isabella，點解你咁快嚟嘅？」 

「早啲見我男朋友唔好咩？煮緊咩呀？比我睇吓。」 

「唔...」

喺我開口之時，佢已經衝咗入廚房。佢望住眼前景象呆咗三秒。 

「睇嚟，你講大話！你根本就唔識煮嘢食，係唔係？」 

背景響起咗柯南嘅音樂。 

「咁...咁我唔敢同你講嘛，我驚你睇我唔起呀嘛！」 

「咁都未至於要逞強㗎嘛！走開啦，等我嚟！你今生有幸啦，可以一嘗本小姐嘅廚藝！」 

佢行入廚房，著上圍裙，成個人妻樣出晒嚟。 

「你個雪櫃入面有咩架？」 

佢望一望然後大嗌！
===========================================================
========================
廚藝為你舖滿檯



夢醒

「你個雪櫃真係型到震呀！吉嘅！」

佢望一望個雪櫃之後同我講，於是我哋就決定
 
「我地一於叫 MealTiger 啦」 我地異口同聲咁講

「喂BB！你想食咩呀…食西驕好唔好呀？」

「你係大佬你諗啦」我一路攤喺張梳化度講，

「阿賢哥仔，你男仔嚟架，有返少少主見得唔得…」佢開始有少少唔耐煩。

我見到佢個怒氣值不開始攀升，同時間我額頭開始滴汗。

我即刻落足鞋油補飛「BB咁你係女仔，咁我讓俾你揀都好正常姐。」

我見佢受落我都放心啲…

「咁我地就食西驕啦」佢一面開心咁講。

我深信佢都係無介意嘅…

咁樣我地歷時廿年終於有野食啦！

佢嗌咗個牛肉蓋飯，我嗌咗個我嘅最愛—肉醬千層麵。

我地一路食一路講Isabella之前嘅生活， 

「家姐，你好叻呀入到Band 1名校啦！」

呢次係我第一次覺得，我係屋企嘅驕傲。

我係Isabella 李穎怡，我出身喺一個重男輕女嘅家庭。

你可能會好奇，到底重男輕女嘅家庭係點，就係到咗某年紀，你會做咗你屋企嘅工人，而且係No
paid。

而之後細佬就入咗間Band
2B嘅中學，細佬嗰陣仲細，啱啱升上中學矇下矇下咁樣，咁我作為一個大過佢幾分鐘又醒過佢嘅家
姐我好『理所當然』咁要幫佢打點一切返學嘅野啦。

一日…

「少少野都搞唔掂，你點做人家姐架！你又唔係唔知個細佬呆下呆下咁，你咁都唔幫你細佬打點一切



，你真係呀！
   生你出嚟都唔知做乜嘅，真係自已攞苦嚟辛！」

可能呢啲就係天意，要我從少學識點樣主內。

其實我都係一個中學生，我都想同啲朋友出街玩啫。

「咁多年都係咁我真係慣㗎啦，所以我同你一齊嘅時候我覺得好舒服同埋輕鬆。」

……………

「阿仔，夠鐘起身返學啦！」

我擘大眼，原來一切都只係個夢。



作者的話

首先，我要同大家抱歉。咁耐冇更新，

真係好對唔住。呢十個月實在有太多事發生。

我同時亦都認為依個故仔完全係從男方嘅角度出發，所以我先至會重啟。

如果你哋好不滿嘅話，真係抱歉，同埋期待吓之後啦。



白日夢

 「又發埋啲FF夢。」

 我擦一擦眼，刷了牙，換好校服，咬着方包，便出了門口。

 我一邊聽歌一邊行一邊回想昨晚的夢，腦裡充滿著夢境裏的畫面，整個夢就好像真實發生一樣。

   「嘟！」 我呆了一呆，明明是15分鐘的路程，我為何入了閘。 我帶着尷尬而又不失禮貌的微笑走去
 票務中心。

 「唔好意思呀，我唔小心入咗閘。」

「即係你原本唔係要入閘？」他帶着不耐煩的語氣問我。

   我輕輕點頭，微笑地將我的八達通遞給她。

 我嘆了口氣，拍卡出閘。整個人完全不在狀態。

 「死啦，晏啲仲有三個Test，成個人根本未瞓醒。」我心想

回到學校，  我站在課室門前深呼吸，心裡數了三聲，便推開門。

 「早晨呀各位！」

 我喊完後，他們望住我，眼神彷彿在告訴我他們很累。

 「喂，你琴日放咗學又話打機？去咗邊度呀你！」

我一坐下就受到了謙哥的審問，我聽完他說才想起昨日我一回到家便倒頭就睡，甚麼學校八卦，社區
 消息，社會新聞，國家大事，世界大事都影響不了累到快死的我對睡眠的渴望。

 「Sorry a，我返到去食完飯就瞓着咗，係不省人事嗰隻。」

 我笑了笑，摸着後腦勺「誠心」地道歉。

 「我真係冇你咁好氣，日日放學返去就瞓，仲要返咗成個禮拜學都係咁！」

 謙哥的語氣中參雜着無奈且氣憤的心情，他的眼神看似無奈實質是想把我幹掉。

 「得啦，你八點半打比我啦，我應該未瞓嘅。」

 我一邊在書包找我的小說一邊跟他說。說完這句話我意識到我好像說錯話，立刻抬起頭望向他。

 「我頂你，次次打俾你唔係冇人聽就係開咗勿擾，點打？」



 他憤怒了。我連忙用那十年也不用的腦袋高速運轉。

 「得！我放學即刻Online！」

 謙哥聽後滿意地點了點頭，便走回自己的座位。

的確，我真的經常失蹤，不知從何時開始手機永遠都是在靜音模式或勿擾，但又不是有事在忙，只是
自己一個在看書，看電影或攤在床上耍廢。我並不討厭任何人，只是認為每天上學已經有夠累，不想

 在額外時間浪費自己的精神去社交。



一人

轉眼間又一天的上學日。老實說，我整天的課堂也心不在焉，滿腦子都是夢境中的一點一滴，那三個
 測驗也都表現得不太好。

我踏出校門，長嘆了口氣。此時有一輛巴士吸引了我的目光，先澄清我並不是一位巴膠，它的廣告吸
 引了我的注意。

 醉美的一課？電影的名稱很熟悉，若我沒有記錯那應該是奧斯卡提名的電影吧！

 「既然返到去都係打機，不如做啲有義意啲嘅事吧啦！」我自言自語道

 。我連忙拿出我的手機搜尋時間與距離最近的場次

 「5：45 數碼港」 這簡直是完美的場次。

我立刻告訴謙哥我臨時有急事要爽約，我早已做好心理準備收到源源不絕的訊息，而且全也包含著粗
 口。

 我回到家便立刻換好衣服，一秒也不敢耽誤，留下一張寫着「我唔返嚟食飯」的字條便衝了出門。

數碼港對我而言就好像另一個世界一樣，位置偏僻，但不是十分偏僻。它不像其他地方太偏僻或太嘈
 吵，是我最愛去的地方。

 我聽着歌，在堅尼地城等小巴。就在此時，阿衡打了個電話給我。

阿衡是我一位認識了五年的好友，他早早便輟了學，他吸煙喝酒紋身，標準學生不做的事他做齊，可
說是半個混混。但他明白我有多抗拒吸煙，也不會不停叫我吸或情緒勒索叫我吸，算是挺有人性的。
 

 「喂？打過嚟做咩呀？」

 「今晚8點，照舊老地方，我介紹你識一個人。」

我還未反應過來，他便掛了。他還有一個特長，就是特別喜歡打亂我的計劃。也許因為他，我才會明
 白到隨心所欲吧。

我登上前往數碼港的58M小巴，享受這屬於自己的時光。很多人都覺得我很奇怪，因為我很喜歡獨
來獨往，但我反而認為喜歡人群與社交的他們才奇怪，平日見面已經有夠累，為甚麼在閒暇日子也要

 見面呢？

 「數碼港戲院有落！」

 「唔該，5點9醉美的一課，F6，學生飛，一張。」

 這差不多兩小時的電影也在轉眼散場了，不得不說，這電影確實不錯。 我走出電影院，打了個電話



 給阿衡。

 「我喺數碼港呀，你今日有冇車呀？」

 「梗係有，熙佢今日得閒。」

熙姐可說是我們的大家姐，她美麗動人，一笑傾城，無數男士都渴望能成為她的點頭之交，可是她在
 我們面前卻是一個比男人更「麻甩」的男人婆。

 「咁你哋到咗打比我啦。」

過了一會，他們到了，車上有阿衡，熙姐和一位素未謀面的女子，不用多說我也知道阿衡又交了位新
 女友。

 「賢！呢個係我女朋友，Natalia。」

 我望着她微笑點了點頭，揮一揮手。 就是這樣，我們閒談着彼此的日常鎖碎事，很快便到達了我們
 的目的地。

 熙姐手持兩pack啤酒，大搖大擺地走去我們經常坐的座位，豪氣地放下手中那八罐啤酒。

 就在此時，一位坐在不遠處，外貌神似Isabella的女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手持着一本叫「幻愛」的
小說，頭戴着耳機，耳機的令一端是一部Sony
Discman。2021年竟然也有人用Discman，當然我也是一位在用卡式機Walkman的「老餅」，看到

 那Discman時我尤如找到知音人一樣。



交流

 「望咩望到咁入神呀？有靚女咩？」

 熙姐一邊問我一邊往那女子方向望去。

 「想識咪去撩人傾計囉！」

 阿衡帶著他一貫自大的語氣說。 的確，所有事在他的角度也是非常簡單，但我卻沒有上前搭訕的勇
 氣，大概是怕别人把我當作怪胎吧。

 「唔好啦，咁尷尬。」

話音剛落，他卻早已走了過去。那女子先是錯愕，然後嘴角上揚，下一秒他們便一起走過來。我望着
 他倆，下巴都掉下了。

   「Hi，我叫Morgan」 她的自我介紹中有着三分害羞及七分尷尬，她望向我們輕輕揮了手。

 「Hi，呢個係熙素，佢隔離係我女朋友Natalia，再隔離係覺得你好靚女嘅賢仔。」

阿衡他介紹我們說。不得不稱讚他在另我尷尬方面從未失手。Morgan尷尬地望着我，我們相視，微
 笑地點了點頭。

 我們一邊聽着阿衡大聲地分享着自己的事，一邊渴酒。過了半小時，八罐啤酒也快要喝完。

   「我同Natalia去買多幾Pack酒先，好快返。」 阿衡站起來，與Natalia手牽手地離去。

 我，熙姐和Morgan三人靜靜地望着大家，我很想說些話來炒熱氣氛，但我卻沒有這勇氣。

「我留咗啲嘢喺架車度，好快返。」

   說完，現在也只剩下我和Morgan對望着。我深呼吸，腦海裡想著有甚麼話題可以打開。

 「我哋係咪見過面？」

她突然開口，把我從自己的腦海世界裡拉回來。面對這條問題，我心裡出現了數不清的問號，我思考
 了一會。

 「應該無？或者有但係耐到我都唔記得。」我摸了摸頭說。

 「咁睇嚟係我記錯啦。」她帶着些許失望的語氣道。

 「係喎，你用Discman機㗎？」 我突然開口問她。

 這是我為數不多與異性交談的機會，所以我決定主動出擊，當然這是一條「阿媽係女人」的問題。



   「係呀，你又識嘅？我以為已經無人識呢啲嘢㖭。」 她望向我，眼神中帶住驚喜。

「我之前喺屋企執嘢嗰陣搵到部，不過已經壞咗。估唔到竟然見到仲有人會用Discman出街聽歌。
 」

現今香港社會稍為出位及破格的行為都很容易被標籤，網絡上的行屍走肉們最喜愛便是透過一張極低
清的照片去發揮自己的「小宇宙」。就是這樣的氣氛，另到不少人都變成一隻有一隻「社蓄」，每天

 都是活在他人的目光下。

「因為我鍾意玩實體嘅Album，咁買返嚟又無得攞出街聽好嘥㗎嘛，所以咪喺屋企搵部Discman出
 來用囉。」她一邊說一邊把弄著手中的Discman。

 與我這麼投契的女子我也是第一次見，我抑制着心中興奮的心情與她交流。

 「咁你有冇特別鍾意聽邊個歌手？」

「都係Ed Sheeran，Taylor Swift嗰啲囉，由細聽到大。」

就在此時，他們三人回來了，阿衡高舉着手中的啤酒，興奮地高呼着。看來他今晚又要搭的士歸家了
 。



時間

 就是這樣，我們一直狂歡直到深夜。

 「我夠鐘要返去啦。」我望向我的手機道。

我的確是挺掃興的，在大家高興之時提出要離開。他們望著我，呆滯的眼神中帶住難以置信及憤怒。
 

 「你唔係咁掃興呀話？好過分囉，難得今日咁多人一齊玩，你話早走！」 熙姐握緊拳頭，眼神、語
 氣同動作都能感受到她的殺意。

 「我認衰仔。我真係要返去啦，聽日仲要練波呀。」

然後，我便拿起背包，頭也不回，瀟灑地離去。我站在馬路旁，聽着歌，等着車。腦海裡全是剛才與
 他們的快樂回憶，漸漸忘記那如真似幻的夢境。

 回到家，我拖着疲倦的身軀，二話不說便攤在床上。我看一看手機「2：30」，轉眼便睡着了。

 「死火，出事！」

我看着手中的手機「9：50」，若我要準時，我就必須在十分鐘內由起床到學校，這無庸置疑是一個
 不可能的任務。於是我轉個思路，到底我最少能遲到多久。

 我收拾好所有東西，「9：56」，如無意外我應該可以在20分鐘內到學校。

「10：13」我成功了，我喘着大氣，一步一步地走去排球場。我低着頭走入去，靜悄悄地換上球鞋
 及護膝。

 「你搞咩遲到呀？」謙哥走過來向我說。

 「琴晚出去玩得太夜，我想講我見到個同我夢境入面個女仔一樣樣嘅人。」 謙哥目瞪口呆地望向我
 ，眼神中充滿着難以置信。

「真係㗎？咁你有冇同佢傾計呀？」他馬不停蹄地問道。

 「晏啲先答你，我去跑圈先。」我嘗試支開他說。

 我的確明白了若前一晚太晚睡，第二天最好取消所有早上的行程，不然整天都會過得十分辛苦。

然而，海量的功課及沒完沒了的測驗早已把我壓得喘不到氣，阿衡幾次約我也都一一拒絕了。能一起
相處玩樂的時光的確需要珍惜，因為下次再聚可能已是數個月後，而且在現今社會，朋友移民的消息

 早就見怪不怪，所以才更需要珍惜一起相處的一分一秒。



兩個月後，就在平平無奇的一天，我遇到了Morgan。我起初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經過內心不
斷湧出來的一塊塊碎片拼湊在一起，我更確定是他無誤。我深深地吸入一口氣，走到她身旁，跟她打

 起招呼。



再遇

 這天原是平平無奇的一天，至少我以為是平平無奇，但在此時我卻遇到了她。

這天是一定很特別的假期，雖然是一個考試天，但我沒有應考的科目。我早早便規劃好要自己一個去
閒逛及看新上映的《永恆族》。我依舊走到數碼港，買了一張電影票，看過電影，簡單吃過午飯，再

 到書局走走。

當我因為找不到心儀的書而苦惱時，我卻遇到了在英文小說分類東翻西找的Morgan。我內心也不敢
 相信我倆竟然會再次遇見。

「我到底好唔好同佢打招呼呢？」這條問題在我心中不斷徘徊，我從未試過主動與女性搭訕，於是我
 鼓起勇氣，慢慢地走上前。

 「Hi，咁啱嘅。」我輕聲呼喚她。

 她轉過頭來，我們四目相投了兩秒。我不好意思地把我地頭與目光轉向書架，她也害羞地低下頭。

 「係囉，咁啱嘅，好耐冇見。」 她慢慢地抬起頭，我倆再次望着對方。這短短的幾毫秒，我的心掀
 起了無數的巨浪。

 「你又要喺度嘅？」正當我內心因不知所措而停止運作時，她主動說起話來。

 「我咁啱今日有嘢做，所以先出嚟呢邊。你呢？又會咁啱你都喺度嘅？」

 「我喺附近返學，放咗學咪嚟行吓囉。」 我望向她，黑色的皮鞋，早已掉色的鞋頭，長長的白襪，
 下半身是潔白的長裙，上半身穿着住一件灰色的衛衣，蓋過了她的校服。

 「你好鍾意睇書㗎？」我問道。

 「還好啦，係平時無嘢做先睇吓英文書咁囉。你呢？」

「我都係還好，不過幾鍾意睇香港作品多啲，感覺貼地啲。我咁啱都想睇吓啲英文小說，你有冇啲咩
 推介呀？」我嘗試瞭解她的愛好而問道。

 「好呀！我揀俾你呀。」說完她便彎下身，專心地揀選着。

 「你想唔想一齊食啲嘢？」我衝口而出問道，我也不知道這是哪來的勇氣。

 「我今日唔得呀，下次先啦！」她手持着三本厚厚的小說，慢慢地挺直腰。

「嗱，呢三本夠你睇兩個月㗎啦。你加我IG呀，等你睇完再搵我，我再推介啲比你」她一邊把書本
 交到我手一邊說。

 我單手接過她手中的書本，另一隻手接過她的手機。



 輸入一番後，「咁我去埋單先啦。」 我把手機遞回給她，然後走到收銀處。

 當我再次回頭，她已不在了。我的眼神中閃過一絲失落，但也只好接受。

 我坐上巴士，聽着歌，回想着這奇妙的緣份，嘴角不自覺地上揚。

 歸家後，我便立刻打開電腦與謙哥分享這段奇妙的經歷。

 「唔會啩，咁都遇到咁有緣。」他的語氣激動得很。

 「係呀！我仲叫咗佢推介啲英文書俾我。」我盡力表現得平靜地說。

 「唔係啩，你竟然會睇英文書？你係咪沉船呀？」他驚訝地問道。

 「唔係呀，點會呀，見過兩次咋喎。」我極力否認着。

謙哥這條問題在我腦海裡不斷重複着，我到底是否對她心動了？我不敢肯定，這是頭一回我對自己的
 感覺不清楚了。

睡前，我選了其中一半英文書來看《Modern Love, Revised and Updated: True Stories of Love,
 Loss, and Redemption 》，書名真的有夠長。就是這樣，看著看著便進入了夢鄉。

 「賢仔！」一把熟悉又陌生的聲音正叫喚着我。



一個有關離別的夢境

 「賢仔！」一把熟悉又陌生的聲音正叫喚着我。

我回過頭，發現自己正站在沙灘上，Isabella在叫喚着我，她興奮地揮著手，夕陽的餘暉照着她的秀
 髮。我走到她面前，抱緊著她。

 「對唔住，呃咗你咁耐，其實我真名係Morgan。」她邊哭邊說。

 「傻啦，我一早就知，唔使喊喎，我喺度。」我抱着她，按撫著她。

 「我晏啲要飛啦！」她淚流滿面地說道，此時我倆由沙灘一下子穿梭到機場。

 「我要走啦！」她擺脫掉我的雙臂，拿上行李，便頭也不回地離開。

 「我會等你返嚟㗎，幾多年我都肯！」我望向她逐漸變細的背影大喊著，眼淚不自覺地流下。



交友

 「我會等你返嚟㗎，幾多年我都肯！」我望向她逐漸變細的背影大喊著，眼淚不自覺地流下。

就在此時，我從睡夢中醒了過。我望向窗外漆黑一片，只有數支燈柱照亮着伶仃的途人。我查看著手
機，距離原定的起床時間還有一個半小時。我走到廁所，簡單地洗漱過後，我便坐在書枱，想著可以

 把握時間溫習。

泛著黃光的枱燈照亮着凌亂的桌面，我精準地從中抽出我的iPad。此時我的腦海告訴我該專心溫習
 ，但我的心卻想著繼續看那本書。

   「算啦，而家溫都應該無乜分別。」 於是我便消磨時間直到六時半。

考試天即代表著每天都可以在放學後與朋友到茶餐廳吃早餐。餐桌上大家都不斷交流著剛填寫的答案
，我看着不斷交談的眾人，再看着旁邊沉默寡言，靜靜地玩著手機的謙哥，明明是同一枱，卻形成了

 鮮明的對比。

 「份卷做得好差咩？靜晒嘅，唔似你喎。」我拍向他肩膊說。

 「唔係呀，還好啦。」

 此時我把目光望向他的手機，是交友軟件的畫面。

 「你條友唔係飢渴到要用交友app下話？」我在他耳邊說，言語中透露出難以置信和驚訝。

 「Shhhhh！唔好咁大聲講。」他連忙用手按住我的嘴巴。。

我以嫌棄的眼神望向他，難道他已經單身得太久？明明他回復單身只是半年前的事，這麼快便按耐不
 住？

 「我Down嚟玩吓啫，我唔係想用嚟溝女。」他解釋道。

我半信半疑地望著他，此時環境就好像變成一間審訊室，所有的燈光都照向他的臉上。他仿似一位把
 自己說得很無辜的嫌疑犯，而我變成了一位手拿著警棍的警官。

 「你信我啦，我真係冇講大話㗎。」他搖著頭，擺著手，連忙否認着。

 「你真係冇其他嘢忍瞞緊我？如果俾我知道咗，後果好嚴重㗎喎。」我把弄著手中的警棍道。

 此時謙哥一下奪過我的手機，殺了我一個措手不及。

 「你都玩下啦，可以識到好多人㗎。」說罷，他便幫我下載和建立帳號。

 他把手機放在我倆之間，一起打量著那些女孩。

 「呢個要唔要？」他問我。



 「唔要。」

 「咁呢個？」

「可以。」

於是，我們便在六人中形成了一個小小天地。我回到家後，為更了解其中的功能，便玩了一會，其間
大概匹配了一至兩個人。當我以為能認識新朋友時，我發現很多都不是很想交談，全也是一句起兩句

 止的面試對答。

 「車，嘥我時間嘅垃圾App。」

 在我決定要繼續溫習時，母親大人卻找上了我。



數學題

 「仔呀，我執房嘅時候搵到張coupon，你得閒就食咗佢啦。」她一邊走入來一邊說。

 我望著桌上的優惠卷，心中萌生了一個想法。

 「我不如約Morgan出街都好喎。」

於是我便拿起手機，迅速找到她的個人頁面。但突然找人好像有點奇怪，我迅速思考着我該怎麼去打
 開話題。

 「I hate math」她的限時動態中寫著。

 「Math is good. U cant hate it」我回覆道。

過了五分鐘，她回覆我了，我藏起那興奮的心情，決定要隔一會才回覆。一分鐘過去了，兩分鐘過去
 了。我再也按耐不到我那興奮的心情，我決定回覆。

 「Noooooooooo, Math is mental abuse. I love eng more.」她的訊息中寫道。

對於一個喜愛數學的人，這無疑會撤底激怒他，但我看到的是一個與她親近的機會，我能用我較擅長
 的數學去幫她，而同時我也可以向她請教英文。

 「有幾難呀，影比我睇吓。」我主動出擊。

 「真係㗎？你肯幫我？」她回覆道。

 此刻我感覺自己成了聖人。「得啦，我識嘅話一定會解答你嘅。」

 「Omgomg, thxthxthx.」

 的確，用這招式去泡妞是很俗氣，但卻是最簡單的，成功與否便是看自己的做化了。

 「咁我有英文嘅難題可唔可以問你？」

 「梗係得啦！」

於是我們由數學題談到學校事再談到日常瑣碎事，由中午談到日落，看來用學業去開話題是一個不錯
的方法。我望向我和她的對話記錄，心中的小鹿不自覺地撞了一下，同時自己的臉上也掛上了甜甜的

 笑容。夜裡，正當我想睡時，滿腦子卻是與她交談時的趣事。

 「搞咩望住部手機笑笑口吖？拍拖呀？」謙哥問道。

 「唔係呀，我鬼會有女。溫書啦你，晏啲考啦。」我指一指他的筆記說。

 在考完試後，我連忙查看手機，查看有沒有來至她的短信。



 「我考完啦。」我主動告訴她。

 「我都係呀！」她迅速回覆。

 「我星期一要考英文，你會幫我㗎呵？」

 「可以啊，我解答到都會答你。」

 此我的內心冒出了一個想法，我思前想後，還是決定問她。

 「如果你呢幾日都冇嘢做嘅話，不如一齊出嚟溫書呀？」我問她。

 把短訊發出後，我連忙把手機關掉，心跳直線加速，喘著大氣。數秒過後，我慢慢地解鎖手機。



話題

 我慢慢地解鎖手機，這刻的世界是靜止的，我深呼一口氣，按開我倆的聊天室。

 「我都想啊，但係呢幾日都約咗人，如果你有咩問題你WhatsApp我呀，我IG無開Notification。」

我望著這條短訊，一分高興，九分失落。她主動給了我她的電話號碼，但同時她拒絕了我。即使再傷
 心，也只能默默接受，因為這已經不是最壞的回覆。

回到家，我望着桌上的英文筆記和練習，滿腦子想著該用甚麼理由去找她。就在我沉思之際，我把目
 光移向桌上的電腦。

 「打機最實際！」我大聲說。

一局接着一局，漸漸也變得枯燥乏味，於是我拿起手機，想着用社交媒體去解悶。這兩天的我也在不
知不覺間發了不少限時動態。當刻的我也沒有為意，但現在想起我最主要也是希望能讓她看到。我查
看着她的限時動態，腦海裡想著該怎去打開話題，我思前想後都未能想到一個辦法，然後我便放棄嘗

 試打開話題，但願緣份到了便會開到。

我播著歌，看著書，進入了完全屬於自己的世界。幾小時過去，我望向窗外的一棟又一棟大廈關起燈
來，才驚覺一天經已過去。我坐在床上，查看着手機，「1：36」。我獨自在社交媒體上遊覽着，這

   刻世界正處於浸睡時，我才開始活動。 我望到在線上的列表還有數人，其中一個引起了我的興趣。

 「Morgan竟然咁夜都未瞓。」我心想。

 可能入了夜人會變得大膽起來，我在沒有深思熟慮的情況之下便發了一則短訊給她。

 「咁夜都未瞓嘅你？」

 她很快便傳來一段錄音。我望著那段錄音，心想我倆的友誼又更進一步了。

 「我慣咗咁夜瞓，再者我哋嗰晚咪又係玩到咁夜先返。你咪又係未瞓。」

 她的聲線，她的語氣是多麼的溫柔。

 「我睇緊你幫我揀嗰本書，所以先未瞓啫。」

 「好囉，咁我錯囉。你鍾唔鍾意本書呀咁？」

 「點會係你錯呢，傻嘅。鍾意，我超鍾意本書呀！」

 「鍾意就得啦，我唔講住喇，我煲劇瞓覺啦。」

 「好啦，Gn。」

她讚好完我的訊息便下線了。這短短的幾段錄音，雖短暫但開心，我的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巨浪。我



 抱住手中的手機，心情開心得無法形容。

當我起床時，已是第二天。我拿起手機，卻發現原來我忘記了為它充電。

 在我等待它重啟的時候，我決定收拾收拾我那凌亂的桌面。 我拿起一本又一本舊筆記，望著一兩年
 前的我，腦海的回憶慢慢浮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