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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生日會後第一次做愛

在小四這一年，她把她的第一次獻給我，而我的第一次也給了她。

小四那時我喜歡上一個同班女同學，她住在我的樓上。我們住在同一幢大廈，我住六樓，她住十九樓
。

我跟她表白之後，她便沒有正式接受。但我也感受到她對我的好感，於是我們的關係越來越親密。

在她的十歲生日當天，她在家中舉辦生日會，她也邀請了我出席。

我到生日會去，才知道我是唯一在場的男性。（不計她的父親）

於是我在生日會上吃東西，跟其他人一起玩遊戲。隨著時間過去，其他女同學逐漸離開。

而我只住在樓下，不用趕著回家。

待其他人都走了，她叫我進她的房間，說有東西要給我看。

我跟著她到房間，她叫她的妹妹暫時離開，然後關掉房門。

「你還是喜歡我，對嗎？」

「當然啦。」

突然她把嘴唇貼近，親吻了我。她沒有把嘴脣離開，我倆一直在吻。

吻了約三十秒，她的手拉下了我的褲頭，我的小陰莖露了出來。

她用手握住我的陰莖，並前後擺動。我們一邊親吻，她一邊為我手交。

於是我用雙手掀起她的上衣，模仿著H Game的場境，用兩手撫摸她那幾乎完全平坦的胸部。

摸著摸著，她伸出了她的舌頭，觸碰我的口腔，於是我也用我的舌頭回敬她。

此時，她再度拉下我的褲子，並拉扯我的上衣，示意要脫掉衣服。

於是我們停止濕吻，為對方脫下衣服。

她那可愛的胴體在我眼前，使我的陰莖再度硬化。

她爬上床並躺下，用手指示意我也上床。於是我爬上床並看著她的雙眼。

「把那個…放進我那兒…」

她用手指指著我的陰莖，再指指自己的小穴，小聲地說。



她的下面並沒有陰毛，小穴清晰可見。於是我把我那同樣沒有毛的陰莖插入她的小穴。

然後我模仿著色情影片的動作，身體前後移動，陰莖在小穴裡磨擦。

她合上了雙眼，擺出一副享受的表情。一手捉著枕頭，一手捉著床單。同時控制著自己的聲響，避免
她的家人聽到。

如是者過了約十餘分鐘，我們都快要高潮了。

我在小三時已自慰過，知道自己還未能製造精液，因此能在小穴裡享受高潮。

我微微加快我的動作，她顯得更享受。不過三十秒，我們同時高潮，獲得興奮無比的快感。

高潮後我把軟化的陰莖拔出，她也露出了滿足的表情。

我們穿好衣服，走出睡房。我也馬上要回家，便離開她的家。

雖然我們最後也沒有成為男女朋友，但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的第一次。



小五：四個女同學一起做愛

在小學五年級時，每天放學我都會到一間補習社去。通常於課堂開始前都有約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由於家與補習社十分接近，放學後我都會先回家，換了衣服才到補習社去。去到依然有約一個小時的
空閒時間，可以在那先玩一會電腦。

一天，我到補習社時，有四個女同學在聊天。這四個女同學都是跟我一同補習，互相都因補習而認識
。她們四個都來自不同小學，一個六年級，三個五年級。（補習社的分組是高年級兩組、低年級兩組
）

此時她們正在聊電腦遊戲，說著甚麼電腦遊戲好玩。

然後我便加入討論，並介紹一款我喜愛的遊戲（是正常的電腦遊戲！）。但不是上網可以玩到的，只
能在家中玩。

突然，其中一個女同學竟然說：「現在還有時間，去你家玩吧！」

起初我也拒絕，隨後其他三個女同學也跟著附和，說要上來玩。

於是，我便帶著四個女同學回家。

回到家後，我便開啟了那電腦遊戲。

玩了五分鐘後，她們也滿足了對那電腦遊戲的好奇心。

然後我關掉電腦，打算回補習社。

她們卻說：「難得上來，等多一會吧。」

於是我便坐在梳化，等到補習差不多開始才出門。

我才一坐下，其中一個女同學過來脫下我的褲子，我那幼小的陰莖露了出來。由於事前沒有受到任何
性刺激，陰莖以它最短小的狀態呈現。

其他三個女同學也走近來。四個女同學都目不轉睛看著我的陰莖。

而我在這個情況下，受到此過於突然的剌激，陰莖也變大了一點。

脫下我褲子那女同學跪在地上，伸出食指觸碰我的陰莖。然後其他女同學跪在地上也用手指在我的陰
莖上滑動。此時，我的陰莖已迅速變得更大和更硬，我也享受著四來自隻不同手指的撫摸。

(這裡我先為四個女同學分別命名為A、B、C、D)

最先觸碰我陰莖的B突然把頭伸前，用舌頭舔了我的陰莖。在旁的C也伸出舌頭，舔著我的龜頭。



A跟D眼見陰莖被B、C霸佔，站了起來等候。

此時我左右開弓，分別用左手脫下A的運動褲和內褲，右手伸進D的校裙內撥開她的內褲。

我用手指撫摸著A和D的小穴外圍，然後逐漸伸入並挑動。A、D兩人皆露出享受的表情。

突然我感受到我的陰莖被一股熱氣包著，把目光向下望，B把我的陰莖放到口中品嚐，而C舔吮著我
的雙丸。

我的手指在A、D二人的小穴上下擺動，而我的陰莖受B那嘴脣的前後擺動刺激。

然後B的口腔離開陰莖，換C為我口交。

待C嚐過我的陰莖後，B、C與A、D對調位置，D先吞下陰莖，過後由A接力。而我也為身穿校裙的B
、C愛撫小穴。

待A也滿足了她的味蕾，把陰莖抽出。我的陰莖已沾上了四種口水，感受過四種不同的舌頭擺動，也
用手指撫摸過四個不同的小穴。

接著，我帶她們到我的睡房，並與她們一起脫掉衣服。

睡房地上有三條校裙、一套運動服和便服，而床上有四個裸著身子的女同學。

由於每個人都想享受被插的滋味，我們便制定了一個遊戲規則。

我先把陰莖放進A的小穴，抽插約一分鐘。

一分鐘後，我把陰莖抽出，放進B的小穴，同樣抽插一分鐘。

然後到C，再輪到D。

每個人都被抽插一分鐘後，我的陰莖也使我得知我快要射了。

接著我把陰莖放進A的小穴，抽插了兩下便拿出。

順著A、B、C、D的次序，每人被抽插了兩下後，便拿出陰莖到下一個。

終於在每個女同學都被抽插過幾輪後，我在C的小穴中感到異常興奮的快感。我的陰莖在C的小穴中
抽插，左手插入A的小穴，右手插入D的小穴。

雙手跟陰莖抽插著三個小穴，然後左手換作B的小穴，我也快要達到高潮！

我在要射精之際，把陰莖抽出，精液射在四個女同學的身上，每個都沾上一定數量的精液。而她們的
表情也顯出她們已高潮了好幾次。

最後我們清潔好後，便趕在開課前回到補習社。



就是這樣，我在這一小時內，得到了四個女同學的第一次。



小六：補習社廁所做愛

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放學後會到補習社去。那裡規模不大，只有十餘人。當時有一個比我小一年
的同校女生，也在那裡補習。可是當時交流甚少，每天見面也不以為然。

就在我升上小五後，那間補習社倒閉了，於是我要另覓一間新的補習社。恰好在家不遠處有一間音樂
教室，同時提供補習服務，我也從小五開始在這補習。

升上小學六年級後，發現那個女生也來到了這間「補習社」。

補習區域分為「外房」和「內房」。我跟她的位置相隔不近，她坐在最裡面的「內房」，而我坐在「
外房」。坐得最接近的一次是，應該是一次我的導師病了，因此她的導師要兼顧我那一組，於是我在
那一天坐在她的對面。

本來我對她的好感不多（但她的確擁有一副美貌，不算很高所以也很可愛！怎麼我之前都不發覺啦！
），但我有時剛好坐在「內房」門外，能偷偷看進去時，她都同時看著我，甚至展現一個微笑。久而
久之，我也漸漸對她產生好感，被她吸引了。

補習社廁所的設計十分特別，首先在外房的盡頭有條長長的走廊，走到盡頭再往右轉才到，就像秘道
一樣。由於廁所只有一個（大概跟家用廁所差不多大小），所以等候的話就在廁所門外的「秘道」排
隊了。

有一天，我做完功課後去洗手間。發現門關上了，如常敲門問了一聲「有人嗎」，但裡面沒有人回應
。我握住手把嘗試開門，卻發現門鎖了。

等了一會，那個女生從廁所走出來。

「怎麼剛才敲門都不回應啦？」我隨口一問。

「呃？」她似乎有點驚慌：「呃……呃……你進來吧！」說罷把我拉進廁所裡，並鎖上門。

「我……我剛在……自慰啦……」她一臉含羞地說著。

「其……其實也不用跟我說啦……」

「你不想知道嗎？」

「嗯？不……不是……」怎麼好像答「是」和「不是」都有點不太對？

「那個……我喜歡你喔！」

「我……我知道啊……」說著說著氣氛變得更尷尬了。

「那麼……你喜歡……我嗎？」

「嗯……喜歡唷。」



「真的嗎？」

「騙妳幹嘛啦！」

「那麼……可以做那個……愛愛的事嗎？」

「呃？不是不行啦，但是……在甚麼時候……」

「現在吧！我們快點做完便沒有人知道了！」

「嘩！這個風險也太大了吧！」這是一個絕不會出現在身為小六生的我腦裡的想法，因此我答應了她
。

她馬上伸手進我的褲子，手握我的陰莖。她另一手伸進自己的褲頭，似乎用手指自慰。

「嗯……嗯！」她緊閉嘴巴，恐防外面聽到叫聲。

「親……親我……」她把小嘴貼近，示意我吻下去。

我雙手抱緊她，低頭與她接吻，並享受著手淫。

「我想……要這個！」說罷她把我的陰莖握得更緊。

「好吧！」

她說罷把短褲和內褲脫下，然後背著我倚在洗手盆，示意我從後插入。

我從洗手盆上的鏡子看著她那期待的可愛臉容，把我的褲子和內褲脫下，準備把陰莖放進小穴。

我才剛把陰莖插進去，頓時被小穴緊緊地吸至深處。

「嗯！比手指……大許多……嗯！」縱使她一直強忍，依然不時發出隱約的嬌喘。

我捉住她的腰，繼續從後抽插她的小穴，透過鏡子看著她享受的容貌。

「不要停……嗯……好舒服！」

「這樣可以嗎？」

「可……可以！但我想……與你……更近！」

我把陰莖拔出來，坐在馬桶上，並示意她「坐」上來。

她把小穴對準我的陰莖，慢慢坐下。龜頭先被包裹，然後連根部都能感受小穴的暖感。

「啊！」她雙手抱緊我，在我耳邊輕聲喘叫。



我手捉她腰部，又開始抽插動作。

她似乎也樂在其中，微弱的嬌喘聲一浪接一浪。

為防外面生疑，抽插的節奏較快，我也很快有要射的感覺。

「我……快要射了！」

「嗯！射……射吧！」突然她把舌頭伸進我的口裡，跟我濕吻。

陰莖進入了最堅挺的狀態，並把精液滿滿地射進她的小穴。

「嘩！好……好爽……」她慢慢站起來，在陰莖離開小穴的一瞬間，小穴裡的精液流到馬桶裡。

待她把小穴抹乾淨後，我們穿上衣服。她先打開門，幸好外面沒有人，她就先出去了。

而我關上門，把馬桶上殘餘的精液抹走，也回到外面繼續補習。



小六：畢業營(一)與女同學共浴

最後一年在小學讀書，學校會為小六學生舉辦兩日一夜的畢業營。

大家都穿著體育服到營地玩。第一天進行了一些定向活動，吃過晚飯後便回到營舍。

一棟營舍有兩層，每層四個房間，每個房間有十個床位。剛好一整班同學分配到一棟營舍。因為男洗
手間和更衣室在下層，男同學的房間在下層。而女同學的就在上層。

大家回到營舍後，整理一下便準備洗澡。但是淋浴間有限，只有十個。因此要每間要分兩批洗澡。

我在洗澡時有想過自慰，難得在家外地方過夜，自慰一下留下精液也很不錯。

但最後由於太過疲倦，所以很快洗完澡便回房間休息。

回房後當然是玩撲克牌這種不可或缺的遊戲。我們房也玩得較狂，輸最多牌的要脫一件衣服。有人只
剩內褲，而我幸運不用脫衣。

可是不用脫衣只是暫時的事。

玩了一個小時，大家一起看電視播映的動漫。到十一時，大家都上床睡覺，我也很快睡著了。

感覺睡了不久，我便從睡夢中醒來。看看床邊的手錶，已經是凌晨一時。

醒了又想去小便，於是自己一個走出房門，走向洗手間。

此時我靈機一觸，想到現在每個人都已入睡，到上層的女洗手間去也不會被人發現。於是，我大膽地
走上樓梯，進入了女洗手間。

我進入其中一個廁格，把尿都排出來後，便沖廁並洗手。

雖然我敢進入女洗手間，但膽子仍沒有大到可以在女洗手間自慰的程度。想法是有的，但萬一留下痕
跡，被人發現便非同小可。

正當我關掉水龍頭，轉身往門口走的時候，一個女同學站在女洗手間門前。

我跟她四目相投，一言不發。在這尷尬的情境，我把視線下移，發現她仍穿著體育服，手上拿著毛巾
及睡衣。

「我剛才太累了，一直睡到現在，所以現在才洗澡……」她把視線向左移，臉頰顯得通紅。

「啊……是嗎？我……」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但是現在深夜了，我不太敢自己……洗澡，你……你來陪我吧！」她打斷了我的話，雙耳已成赤色
。



能獲得如此良機，避過今夜這個大禍，我放下了心頭大石：「好…好呀！我會在淋浴間外陪著你，直
至你洗完之前都不會離開的。」

「不…不是呀，我看不見的話就沒有用了。我想…想要一起洗…」她害羞地邀請我與她一起洗澡。

「咧？呃……你不介意就可以了。」我內心開始興奮，但我並不能在她面前展露出來。

可是陰莖並沒有掩飾它的興奮，短小的睡褲並不能阻擋勃起的陰莖。我的褲襠突起，她也把視線往下
移。

「我……我們快點洗吧。」她說罷走到淋浴間前，我也跟了過去。

「脫……脫衣服啦！」她一邊把上衣脫掉，一邊催促我脫下睡衣。

「好……好吧。」我也把睡衣脫掉，露出挺起了的陰莖。

看看她，她的肌膚嫩白，胸部微微隆起，陰部也有少量稀毛。

「別……別一直看著我！洗……洗澡啦！」

此時我真的想自慰，把積聚的精液解放。不過在女同學面前也不好意思這樣做，只好忍住。

她開始洗澡，洗過頭後，她把沐浴露慢慢抹上身體。看著她撫摸著她自己的胸部和陰部，我的陰莖變
得更堅挺。

「你要抹嗎？」她把沐浴露遞過來。

「好……好呀。」我把沐浴露塗在手上，然後抹在她的腰間，再掃上胸部。

「你……你在做甚麼？」

「不……不是幫你抹嗎？」我馬上把手拿開。

「才不是呢！不過……也可以啦……」

「嗯……」我繼續愛撫著她的身軀，從胸部到乳頭，再下掃到陰部。

我把食指伸入她的小穴，並在裡面挑動。她微微發出嬌喘的聲音，並沒有阻止我。

過了一會，我把沾滿愛液的食指拿出，掃下大腿內側：「好了，抹完了。」

她走到蓮蓬頭下洗乾淨身體，我不自覺看著她的陰部，把手指上的愛液抹在陰莖上。

「我有個請求。」我看著她說：「我想要射精，你可以幫我嗎？」

她呆了一下，然後背貼牆邊，抬起了左腿：「可以是可以啦，不過……不能射在裡面啊。」



此時我也呆了，我只是打算在她面前自慰，最多只是讓她幫我手淫，沒想到她竟誤會了我要跟她做愛
。

既然她也允許，我也不好意思拒絕了。

我也走到蓮蓬頭下，右手擔起她的左腳，把陰莖插入她半開的小穴。

她用雙臂環抱著我的頸背，把我拉前，同時我的陰莖插得更深更入，她露出了享受的容貌。

在一條條水柱下，我開始慢慢抽插，她不斷發出「嗯……嗯」的細微的嬌喘聲，似是在強忍不叫。

我逐漸加快速度，左手揉著她的右胸，並一邊玩弄她的乳頭。她那乳頭已變硬挺，告訴我她樂在這次
性交之中。

她那微小的叫聲變得更頻密，一直在我耳邊傳出。我也用那最硬直的陰莖不停抽插著她的小穴。

「啊……啊！」她已經忍不住，叫了出來！

「我快要射了！」

「要……要拔……出來呀！」

我高速抽插，即將到達高潮，而她的樣子看起來已高潮好幾次了。

「要……要射了！」說罷我把陰莖從小穴拔出。

拔出後的瞬間便射精了，精液隨陰莖拔出時向上射，落在她的胸口及肚子上。

她在大聲呼吸，從興奮巔峰回到現實。

「這……就是精液嗎？」她用手指沾了胸部上的精液，並抹在另一隻手上。

「嗯……還是快點洗乾淨，早點睡吧。」

她把身上的精液洗去，我也再沖洗了身體。由於只有她帶了毛巾，我也只好等她抹乾身子後用她的毛
巾。

最後我們穿好睡衣，各自回到房間睡覺。

畢業營的夜晚就這樣結束，但性愛事件在第二天繼續發生……



小六：畢業營(二)桌球室口交

睡過一覺後，早上六時半便醒來。

大家也差不多時間醒來，刷牙洗面後七時半便去吃早餐。

吃過早餐後，就是萬眾期待的自由活動時間。大家可以在遊玩營地各種設施，大部分球類運動都可供
遊玩。

我當然也十分期待自由活動，但先前並沒有約好其他同學，首一個小時的自由時間卻沒有活動。我只
好在營地周圍逛，欣賞郊區風景。

走著走著，走到鄰班的營舍，有兩個女同學從營舍出來。

「你怎麼自己一個在這裡？」其中一個女同學主動問我。

「我約好朋友在九時半才打網球，現在閒著，周圍逛逛而已。」

「是嗎？那我們一起玩吧。打桌球可以嗎？」她指著營舍旁的桌球室。

「礙著你們一起玩不太好吧？」

「她只是陪我回來取東西，不是一起玩啦。」

「那你們一起玩吧，我要去主要大樓那邊了！」同行的女同學說罷跑去，剩下我與邀我打桌球的女同
學。

這個鄰班的女同學，在之前並未曾與我有任何交流。雖然我有聽過她的名字，也認得她的樣子，但我
敢肯定六年的小學生活中，這回是我倆第一次交談。

我們走到桌球室門前。可能我們小學甚少接觸桌球這項運動，裡面空無一人。

「我其實不懂打桌球……」我輕聲說。

「我教你就可以啦！進去吧！」

我們進了桌球室，到其中一張桌。她把桌球都排好，準備開始。

「我現在先教你拿桿及推球。」她拿了一枝桌球桿給我。

「然後擺出這個姿勢。」她彎下身子，示範推球。

看著她示範同時，我發現她體育服上衣衣領的鈕子沒有扣上，從側面看便能看到她那微粉色的乳頭。

「學懂了吧！我們現在開始比賽啦！」



此時我才回過神：「妳根本就不是想教我，是想打桌球吧！」

雖然我這樣說，但比賽依然繼續進行。

由於我是新手的關係，她讓我先推。

過了幾個回合，球是散開了，但雙方一球也沒有進。

現在是她的回合，她走到我身前，彎下了腰：「這次我一定進了！」

貼身的體育褲突顯出她那細小的臀部，此時我用手上的桌球桿，朝她的下陰輕輕推了一下。

「啊！」她叫了一聲：「你在做甚麼？」

「呃！對不起……太吸引所以忍不住……」

她默不作聲，可是臉上泛起紅光。

「要碰就溫柔點喔。」

她再擺出推球的姿勢，然後把一個球撞入。

她回頭一看，放下桌球桿，一躍坐上桌球桌上。

「你想摸的話，可以喔。不過等價交換，我也要摸你的。」

「呃？」

「我當你答應了喔。」說罷她把褲子拉下，露出粉紅色的內褲。然後再把內褲半脫，無毛的陰部呈現
在我眼前。

既然她都讓我摸，我便摸個夠吧！我把頭伸前，看著那白滑的小穴。

「我是說讓你摸，不是讓你看……啊！」她發出了享受的叫聲。

我舔著她的小穴，再把舌頭伸進，轉動舔著每一個角落。

「你幹甚麼……啊！」

「我用舌頭摸妳喔！」說罷繼續舔吮她的小穴。

「不要……好痕……但……挺舒服……的！」

舔著她的小穴，我的陰莖也慢慢硬起來了！

用舌頭玩弄了幾分鐘，她似乎也滿足了。然後就要「等價交換」了。



「所以現在到妳摸我了嗎？」

「嗯……」她還未回過氣來。

我坐上桌球桌，她還未穿好內褲和褲子，便落地彎下身子，把頭伸過來我鼓起的褲襠前。

「要脫了喔！」

「快點吧！」

我把體育褲和內褲一併拉下，陰莖瞬時直立。

「好直好硬啊！」說罷她用手握住我的陰莖：「很熱呀！」

突然她把頭貼近，我的龜頭被她的口腔吞噬，她用舌頭舔著，模擬著我剛才的行動。

「男孩子的是不同的，用口的話要上下移動喔。」為了讓我更加享受，我指導她口交的技巧。

她放開了手，嘴脣滑下到根部，整條陰莖被她含住。

她再往上移，舌頭觸碰到陰莖各處，並重複著這個動作。

「舒……服……嗎？」

「嗯……很享受呢。」

她習慣後開始加快了速度，我也開始有想射的感覺。

「我快要射了！」

她再移動了兩分鐘，精液從陰莖射到她的口腔裡。精液數量不多，估計是昨夜才剛做過愛的關係吧。

她把陰莖從口中拿開，少量精液從她的口中流出，沾在我的陰莖上。

她把精液吞下，再拿紙巾抹嘴。

「舒服就會射嗎？」

「嗯，對喔。」

快要九時半了，我們把桌球收拾好，便離開桌球室。

與她道別後，我到網球場去。

打過網球後，難忘的小學六年級畢業營便完結了。但更令人期待的活動，在下學期在開始。



小六：台灣交流團(上)4P之夜：浴室篇

小學六年級的下學期，學校舉辦了一個五日四夜的台灣交流團。我有幸能參與，同行的還有不少同班
同學。

白天的行程固然使人興奮，但我更享受晚上的活動。

第一天晚上，我們抵達了南港的麒麟商旅。房間環境舒適，可能是年幼的關係，床鋪和浴室都顯得格
外廣闊。

房間一早也分配好了，我們可以自由選擇同房的同學。我跟我的好朋友男生H早商議好同房了。

我們的房間在3樓，而分配到3樓的房間只有2間，其他同學和老師的房間都在2樓。

我們乘電梯到房間，另外兩個住在3樓的是女同學K和Y。

女同學K是H要好的朋友，而Y正是在畢業營與我共浴的那女同學。

我們的房間就在對方的旁邊，我想晚上或許會一起玩吧。

才剛把日用品從行李箱拿出，便有人按下我們的門鈴。

我和H去應門，一開門便看見K跟Y，她們手上抱住衣服。

「喂喂，今晚要一起玩嗎？反正老師都在2樓，不會上來查我們有沒有進入異性房間吧。」K率先開
口。

「可以啊，洗好澡妳們過來嗎？」H回答。

「不要吧，一起洗澡才好玩呢！」K回應：「你看我和Y都把睡衣拿來，一起洗吧！」

H轉頭看著我，我也看著含羞的Y，答道：「一起洗也可以……啦。」

說罷K拉著Y的手，衝進了我們的房間。

「今天玩得好開心呢！現在也要洗個好澡。Y妳也想跟他們一起洗對吧？」

「嗯……」Y顯得更害羞。

「為甚麼一定要一起洗啦？」H疑惑地說。

「交流團就應有這樣的活動嘛！況且我跟Y都是剛剛完了月經，這樣啪啪啪也沒關係啊！」

然後我們四人走進了浴室，把衣服脫掉。

K跟Y的胴體在我們眼前表露無遺，而我和H的陰莖也變得硬直。



我們走進玻璃淋浴間，開始各自洗澡。

差不多洗完時，K大叫：「我們現在來啪啪啪吧！」

K右手撐著牆，把左腿抬起，小穴面向H的陰莖。

此時Y也有樣學樣，把右腿抬起。

H把他的陰莖插入了K的小穴，我也把我的陰莖放進Y的陰道裡。

「啊！」「嗯！」

K馬上展現放蕩的叫聲，Y跟上次畢業營一樣發出細微嬌喘。

我和H開始前後移動，享受小穴為陰莖帶來的觸感。

K把左手伸出，輕揉著Y那的微突的胸部。Y也不甘示弱，右手摸著K的微乳。

我和H看著這境象，一邊抽插著她們。

過了不久，我們都射在小穴裡面。

完事後她們把精液沖乾淨，抹乾身體後，換過睡衣便回她們的房間。

到了第二晚，她們又到我們的房間洗澡。

這次我們把場地移施到浴缸上，把浴缸儲水至半滿。

這裡浴缸比平常的大，加上我們身型較小，足以容納我們四人。

「Y，這次到H跟你做愛了。」K興致勃勃地說。

Y趴在浴缸裡，在水中半浮半沉。

H也進浴缸裡去，並抓住硬挺的陰莖，說：「要插進去了喔。」

H在水中把陰莖插入Y的小穴，並開始插抽著，Y也發出了輕微的喘叫聲。

我也走到浴缸中，跪坐在Y的頭前。Y張開了口，把我的陰莖吞進口腔。

Y的頭部前後移動，加上跟H做愛的動作，移動幅度更大。

K也走進浴缸，環跨Y的腰部跪著。

K開始與H濕吻，而我的左手指插著K的小穴。



K發出淫蕩的叫聲，享受著指插和濕吻。H一邊濕吻，一邊插抽著Y。Y的小穴正享受H的陰莖，用口
侍奉著我的陰莖。而我在享受Y的口交，也指插著K使她享受。

我們四人互相幫忙，在浴缸中享受著4P的樂趣。

最後H射在Y的小穴裡，K也因我的指插高潮，幾秒後我也把精液灌滿了Y的口腔。

完事後她們換過睡衣，也回到她們的房間去。

第一和第二天的晚上在浴室發生了4P關係，在接下來的第三和第四夜，4P狂歡將會繼續……



小六：台灣交流團(下)4P之夜：睡床篇

到了第三個晚上，我和H帶了睡衣到K跟Y的房間。

「睡衣就放在那張床上吧，我們的睡衣都放在那兒啊！」K指了指較遠的床鋪。

「放這裡洗澡後怎穿呀？」我一邊放下睡衣，一邊問。

「待會你便知道了，現在一起洗澡洗乾淨吧！」K說過便跟我們一起到浴室去。

我們脫掉衣服，到玻璃淋浴間洗澡。

「洗好了嗎？抹乾我們上床玩囉！」K興奮地說，推開淋浴間的門出去了。

我們抹乾身體，也走出了浴室。

我們爬到沒有衣服的床上，K趴了下來，看著我說：「你不要坐著嘛，快躺下！」

我便在床上躺下來，K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的陰莖，說：「H，你要舔我的小穴啊！」

「呃？」H呆了一下，便趴下把頭貼近K的小穴。

突然K張開口，把我的陰莖包裹著，舌頭從不同角度舔著我的龜頭和根部。

Y在我面前趴下，張開雙腿把小穴呈現在我眼前。

Y吞下了H的陰莖，並開始前後移動，為H口交。

同樣為我口交的K也開始增強頭部動作，我的陰莖變得更堅挺。

我把舌頭伸出，舔吮著Y的小穴，品嚐她的愛液。

我們每個人都為一個異性口交，並享受著另一個異性為自己口交。

「嗯！」「嗯！」

K和Y不時發出嬌喘，但正在口交的關係，聲音沒有傳出來。

Y的淫液變得更多，我用舌頭邊舔著，邊吞下流進我口的愛液。

與此同時，K也十分享受H的口交，導致K為我口交的動作變得不規則，令我更享受。

Y的叫聲開始變得頻密，似乎我的舌頭快要讓她高潮了。

「啊！」



Y把H的陰莖拿出，大聲叫了一下。同時H把精液射在Y的面上。

「好……舒服……呀！」Y輕聲的說，我當這是在讚賞我吧。

我也要射了，K繼續不規則地前後移動她的頭部，舌頭觸碰著陰莖底部。

不過十秒，精液從我的陰莖發射，滿滿的精液射在K的口裡。

K坐了起來，含著精液說：「厚……書服……呀！」

K爬到Y身旁：「Y，妳張開口。」

Y一張了口，K伸出舌頭，並把我的精液分到Y的口中。

「我也要嚐嚐H的精液呢！」K說罷便用舌頭在Y面上舔了一下，把H的精液吃掉。

看到這個境象，我和H那射後軟掉的陰莖再次硬起來。

然後我們穿上睡衣，我和H便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在第四晚，我和H同樣到她們的房間去。

我們四人同樣一起洗澡，再裸著到床上去。

「K，這次是我跟妳做愛吧，這幾天都沒有跟妳啪啪啪對吧？」我看著K說。

「好呀！」K說罷在床上站了起來：「我們站著做愛吧！」

我也跟著站起來，在K的身後立即把挺直的陰莖插進K的小穴裡。

「啊……」

K叫了一聲後，我雙手從後撫摸K那微微隆起的胸部。

此時H跟Y都站了起來，用著相同的姿勢做愛。

我們在K和Y的嬌喘聲中互相對望，並慢慢靠近。

我的左手從K的左胸拿開，伸向Y的左胸。

H也把他的左手伸向K的左乳，我們雙手都揉著不同的胸部。

我把頭從左邊伸出，伸出舌頭與Y濕吻。

Y的嬌喘從她的口中傳到我的口裡，我邊享受Y的嬌喘，邊抽插著K的小穴，並愛撫著K和Y二人的胸
部。



H與我一樣，只是與他濕吻的是K，抽插的是Y的小穴。

享受著K、Y兩人的小穴、胸部和舌頭，我和H都差不多要射了。

「嗯……嗯嗯……嗯……嗯！」

Y喘叫得更厲害，似乎已高潮了。

Y的小穴流出白色的黏液，看來H已射在Y裡面。

我再抽插了K十餘下，我也達到高潮，用精液填滿K的小穴。

我和H都射了後，把陰莖拔出。我們四個立即躺在床上，蓋好被子就一起睡。

睡了一晚，我和H睡來便穿好衣服回到房間，收拾好行李便準備回程。



中一：與女同學洗手間自慰

當日我在學校有事要辦，留校到五點半才辦完。

五點半後，絕大部分同學已離校，老師也不再巡邏，校工已經清洗好洗手間。

難得校舍無人，我決定在學校自慰解放一下。為安全起見，我從課室所在的二樓，走到四樓的洗手間
，避免被相熟的同學碰見。

走進洗手間，裡面竟然有人！但我並沒有離開轉移陣地。

我眼前有一個女同學在站在尿兜前尿尿。

她好像感覺到有人進了洗手間，轉頭看了過來。原來她是鄰班的女同學！她好聰明，走上了四樓，但
更大膽，走進男性洗手間。

她的臉紅了，把頭轉過。

「你要我做甚麼都可以，不要跟其他人說這件事！」

「真的甚麼都可以？」

「真的！不要太離譜的都可以，但千萬不要跟其他人說！」

「那麼…妳自慰給我看吧。」

「甚麼…我照著做就是了，你不要跟人提起呀！」

「妳坐上那個壆上吧。」

說罷她坐上了洗手間那個半身高的石壆，慢慢拉高校裙，淺粉紅色的內褲露了出來。然後她把內褲拉
下，掛在左腳上。

此時粉色小穴已無所遁形，周圍只有幾條幼毛。

她用纖細的手指撫摸著小穴外側，面容開始變得欲叫無聲。

過了一陣子，她把手指插得更深，整隻手指都被小穴吞噬。

而我看著看著，也忍不住了。我脫下褲子，擺出已硬直多時的陰莖，開始自慰。

她看到那筆直的陰莖，顯得更加興奮，並用嬌喘的聲線問：

「你…在做…甚麼？」

「怎能讓妳一個獲得快感？我也要享受吧。」



「好…好吧。」

「還有你也經常看A片自慰吧，手勢也不像沒有經驗啊。」

「才…才沒有！只是…試過幾次…而已。」

她自慰時目光沒有離開過我的陰莖，臉上亦已擺出享受的容貌，亦不時發出微弱的嬌喘聲。

我們互相看著對方自慰，享受了超過十分鐘。

「我快要射了，妳要去了嗎？」

「我已經…去了兩次…現在也…要去了！」

我繼續擼著我的陰莖，看著她那淫水泛濫的小穴，射在她的身上，她的校裙、肚子、大腿上都沾上了
我的精液。

射完後，我拿了幾張紙巾讓她抹乾淨身上的精液。

「記住不要跟人說今天的事！」

然後我們一起離開了學校。



中二：放學課室做愛/功課

中國歷史科日前宣佈，兩星期後要提交一份二人一組的小組功課。

就在老師告知全班課業詳情後，坐在我旁邊的女同學一臉含羞地看著我。

她並不單純是我的同學，我和她在中一已有「交流」，她正是當時在男廁內跟我互相看著對方自慰的
那名女同學。今年我們同班，恰巧我跟她一起坐。

「要……一組……嗎？」她輕輕地問。

「嗯……」她這種語氣害我也有點不知所措。

就這樣，我們需要一起完成這份功課。在商討後訂在星期五的教師發展日，利用半天假期在放學後留
校完成。

因為是半天假期的關係，其他同學都回家了，只剩我和她兩個在課室裡。

「那……我們要從哪裡開始？」為免現場氣氛過於尷尬，我問了這個問題。

「你……你想呢？」

「我中史不太好，你決定吧。」

「中史好不好都沒關係啦。那麼……」她突然把手放在我的褲襠上，說：「就從這裡開始吧。」

「甚麼？不……不是做功課嗎？」

「這個待會再做好了，我們……我們現在來做愛吧。」

「怎麼突然……」話未說完，她已拉開我的褲鍊，把手伸進隔著內褲撫摸著我的陰莖。

「嘻嘻，上年我們都是自己來的，今次……不用自己來吧？」

「但是……」

「我昨天月經完了，所以……在裡面……也可以……」

「呃？好……好吧。」

我才剛答應，她已經更進一步，伸進內褲抓緊我勃起的陰莖。

「好暖好硬啊……」

見她這樣玩弄著我的陰莖，我也不能示弱。於是伸手進她校裙裡，正當我打算撥開她的內褲時……



她沒有穿內褲！

我一邊摸著她陰道外側，一邊問：「怎麼你沒有穿內褲啦？」

「被你發現了！我……我讓你方便點嘛！」

「妳可真大膽呢！不怕被發現嗎？」

「你上年……便知道我……有多大膽吧！」她說罷把我褲頭上的鈕扣解開，再把我的內褲拉下，使我
的陰莖在她面前挺起，再抓住上下移動。

「好像……比上年……更大了！」

「是……是嗎？」

我把手指伸進她那早已濕透的小穴，一插入便輕易滑到頂端。

「啊……」她按奈不住發出一聲嬌喘，我也乘勢加速。她露出享受的臉容，繼續為我手淫。

持續了幾分鐘，她似乎想更進一步……

「我下面……都濕透了，用……陰莖……插入吧！」

「嗯……」

她站起來往前趴在桌上，示意我從後面來。於是我也站了起來，脫下我的褲子，掀起她的校裙。她小
穴毛髮比中一時多了些許，外側也全沾濕了，準備迎接我那粗壯的陰莖。

「要進來啦！」說罷我把陰莖插入小穴，由於愛液極多，不過一下便觸及頂峰。

「啊！」她也不再強忍，放聲喘叫起來。

我捉著她的腰部，開始抽插著她的小穴。

「果然……用陰莖……是最棒的！」

我倆身體碰撞的「啪啪」聲，伴隨她的嬌喘聲，使我的陰莖挺得更直，變得更大。

見她如此享受著，我打算令她達到巔峰。

我抬起她的左腳，使她的小穴張得更開，我也能插得更深更入。

「啊！太……太舒服了！」

「舒服便好了，這回你去了多少次了？」

「我也……不知道了！好像……啊……一直都在高潮，沒有停……啊！」



「太誇張了吧！」

「現在……啊……就等你……射在……裡面了！」

「快……快射了喔！」

我保持抽插的速度，每下都插到頂端。過了一會，射的感覺來了。

「要射了！」

「來……來吧！」

我把陰莖插至最深，滿滿地射在她的小穴裡，她一直發出舒服的叫聲。

「終於……在課室裡做愛了。」她似乎期待已久。

「做完愛……那現在真的要開始做功課了。」

「好吧。」

然後我們便認真地把中史功課完成了。



中三：放學與初戀談心做愛

今天放學後在校沒有活動，放學鐘聲一響起，我便揹起書包離校。

回家路上，我看到一個熟悉的臉孔。她正是小四那年，跟我第一次做愛的那個女孩。

我們升上了不同的中學，但中學距離相隔不遠，意外碰面也不算是甚麼難事。

「這麼巧啊？」我主動向她打招呼。

「對啊！很久不見了！」

反正我們住在同一幢大廈，回家的路都是一樣的，理所當然是一起回家吧。

我們邊走邊聊，互相傾訴各自中學的生活。

「你比之前高了很多呢！」

「哈哈，是嗎？」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是好，畢竟她不算高，沒理由跟她說「妳的胸部也成長了不
少」吧。

「妳也比以前更可愛了。」

聊著聊著，很快便回到大廈大堂了。

我們一起走進升降機。此時我鼓起勇氣說：「聊得這麼高興，不如來我家再聊一會吧。」

「可以啊！之前生日會你到我家來，這趟輪到我到你家去吧。」

說罷我們走出升降機，我帶著她回到我家。

穿著校服的我們坐在我的床上，繼續互訴現況。

「你還記得那時，我們在生日會後……做愛……嗎？」

「嗯！那時候妳很享受吧！那是我們的第一次喔。」

「那麼……現在要來第二次嗎？」

「呃？」

她突然靠前，雙手繞著背抱緊我。於是我也同樣抱著她，以作回應。

「我們脫吧！」說罷她的手伸回我的胸口前，從上而下解開我校服襯衣的鈕扣。

我也慢慢拉下她校裙背後的拉鍊，校裙徐徐跌落，胸罩和內褲呈現在我眼前。



她把我的上衣脫掉，再解開褲頭上的皮帶及鈕扣。

把內衣褲都脫光後，我倆凝視著對方的身體。

「你的陰莖比那時更長更粗呢。」她笑著說。

「妳的胸部也比那時更突出喔！」

她把手一伸，握緊我的陰莖，並前後移動著為我手淫。

我也伸出雙手，揉著她那發育中的雙乳。

我們伸出舌頭，一邊撫摸對方，一邊濕吻。

濕吻後，她身子趴下，把陰莖吞到口中。

她一邊為我口交，一邊用手指自慰。我坐在床上，享受著她的口交及微弱的淫叫聲。

「小穴也想嚐嚐陰莖啊。」

「安全嗎？」

「嗯！」

說罷她躺在床上，小穴已開始泛濫。

我把硬直的陰莖插入滿載淫水的小穴，她馬上發出嬌喘聲。

「嗯！」

我開始慢慢抽插，她的小穴比五年前更舒服！

她依舊抓緊床單，露出享受的面容。而我抽插的同時，雙手輕揉著她的胸部。

我加快了抽插的速度，她顯得更享受，叫得更頻繁。

「嗯！很……舒服……啊！」

她的愛液已沾滿了我整個陰囊，想必是很享受吧！

我也逐漸感到高潮的來臨，很快便要射了。

「我……要射了！」

「好……好呀！」



我一直抽插，精液在小穴裡射出。

射精後我把陰莖抽出，滿滿的精液和愛液流出小穴。

「這次……更享受啊！」她躺在床上，擺出十分享受的樣子。

「對呀！今天……真享受呢！」

清潔好後，她也回到樓上的家裡去。



中三：與兩姊妹玩3P

在中三的時候，我和班上結識了一名女生。每天放學回家都在手機上閒聊，漸漸變得要好。她在家舉
行的生日和聖誕派對時都有邀請我出席，我當然每次也有到場。

除了普通朋友間的聊天外，我們也不時裸著視訊通話。每隔幾天，她讓我看著她那微隆的雙乳及濕濕
的洞口，我也讓她看看我那勃得起勁的陰莖。我邊欣賞她可愛的身軀，邊擼著陰莖。她也看著我的陰
莖自慰，至我在鏡頭前射精方止。

在我生日那一天，她邀請我放學後到她家享用她自製的蛋糕。我也不好意思拒絕，所以順理成章便到
她的家去了。

吃過美味的蛋糕後……

「我們……來做……那個……」她含羞地說著。

「嗯？做甚麼？」

「就是那個……那個……羞羞的事啦！」

「呃？現在？」

「不……不然啦？」

「但是妳不怕有人回家嗎？」

「爸媽都在上班啦。」

「還有妳妹妹呢？」

「她今天要留校練習話劇啊。」

「妳根本就計劃好吧！」

「嘻嘻，那要來嗎？」

「好吧！」

我們把衣服脫掉，到她的床上去。

待她全裸地躺在床上，我用手指抹上蛋糕盒裡的忌廉，塗在她的微乳上。

「你在幹嘛？」

「我要好好品嚐！」說罷我開始吸吮她的胸部，再用舌頭玩弄她的乳頭。



「哈……好癢啊。」

忌廉的香味配合胸部的觸感，十分配搭。

「接下來要嚐的就是小穴啦！」

我把舌頭伸進小穴裡，甜甜的淫水流進口裡。

「啊……好棒呀！」

我繼續用舌頭捲動她的陰道，使她不時發出微弱的叫聲。

過了一會，她示意我躺下，然後騎在我的肚子上。

我感覺到濕潤的小穴慢慢滑下，碰到我的陰莖。

「插……插進去吧！」她在說這句話前已經準備好了。

「嗯，來吧！」

她用小穴包裹我的陰莖，騎著我上下移動。

「啊……啊！」

「咚咚。」房間外似乎傳來怪聲。

「那個……妳聽到嗎？是有人回來嗎？」

「不……不會……啊！你……你想太多了！」她沒有被怪聲影響，反而更享受地移動。

此時房門突然打開！

「姐……姐姐？」她的妹妹回來了，並看到姐姐和我做愛：「你不就是晚上跟姐姐色聊的那個男生嘛
！」

「妹妹妳……不是要練習話劇嗎？怎麼……怎麼早了回來？」姐姐停了下來。

「導師今天生病了，所以臨時取消了呀！」

「是這樣嘛，那……你快點出去吧！待會才回來吧！」姐姐似乎想把妹妹趕走。

「姐姐，我都中一了，我知道你們在做甚麼啊！你每晚跟他色聊自慰我都在旁偷偷看著，現在我也要
一起來！」說罷妹妹把校裙脫掉，再脫下胸罩和內褲。

雖然姐姐的胸部只是微隆，但中一生妹妹的更為平坦，似乎只是剛開始發育。

「妹妹妳別鬧了……」



「只有姐姐能做也太過分吧！」妹妹已經爬了上床：「妳懂的我也懂啊！」

「好吧好吧。」姐姐轉為看著我：「那就當是你的生日禮物了。」

「嗯，謝謝……」我話也未說完，妹妹已經把小穴放在我的嘴唇上，姐姐也繼續抖動了。

我把舌頭伸進妹妹的陰道，她的陰道未有如姐姐般濕透，但愛液的味道似乎更香甜。

「嗯……嗯……」妹妹在強忍因小穴舒服而發出的叫聲。

「啊！太……太舒服……了！」姐姐的陰道被我的陰莖不斷磨擦，她也十分享受。

「啊……姐姐……不能讓你……獨佔陰莖……啦……」妹妹好像想更進一步。

「好……好吧！讓你嚐嚐陰莖……的味道吧！」說罷姐姐站起來，我那硬挺的陰莖再次重見天日。

妹妹也往前爬，凝視著我的陰莖。

「陰莖都滿佈著姐姐的淫水啦！」妹妹說罷把我的陰莖含在口裡：「抹乾淨後就到我用啦！」

「喂喂喂，分一半給我啦！」姐姐把頭貼近我的陰莖。

在我眼前的，是姐姐那泛濫的陰唇，和妹妹那稀毛的小穴。相較之下，妹妹的穴縫的確比姐姐的細小
。

她們一左一右，用嘴唇和舌頭舔吮我的陰莖。

此時我用左右手分別指插她們的小穴，使她們發出可愛的嬌喘聲。

「嗯……嗯！」「嗯……啊……嗯！」

妹妹的細小嘴巴突然把陰莖吞下，並開始用舌頭捲動。姐姐轉而吸吮我的睪丸，使我獲得全面享受。

過了一會，妹妹停止為我口交並說：「哥哥……插進來吧！」

所謂「妹妹你做全套，哥哥我硬曬周」，在她們的口交後，我的陰莖勃得更大更硬。

改動過位置後，姐姐躺在床上，妹妹再躺上姐姐的身體，準備把我的陰莖插進去。

「要來囉！」我說一聲示意插入。

妹妹的陰道果然較窄，縱使之前的口交和指插已使大量愛液流出，妹妹的小穴依然緊緊地包著我的陰
莖。

「嗯！好舒……啊……舒服……」



姐姐看著妹妹一副強忍嬌喘的臉，笑道：「怎麼不叫出來……啦？」

我又怎可讓姐姐停下來？我用手指抽插姐姐的陰道，使她同樣能享受。

「你……怎麼……？」

「總不能讓妳只有看的份吧。」

「嗯！哥哥……我……快不……不行了！呼啊！」

「妹妹你……要去……了嗎？」

「不行了！太……太舒服了！哥哥的棒棒……比我的手指……大太多了！嗯啊！」

「我……有點想射了！要……射在誰裡？」

「就……一起來吧！選一個射……啊……太不公平了。」

「要怎樣一起來？」我真的想不通。

「我……我知道！」年紀最小的妹妹竟提出解決方案！

我先把陰莖從妹妹的小穴拔出，再細聽妹妹的提議。

「哈啊……哥哥的陰莖……太厲害了……」說罷妹妹翻身，趴在姐姐的身上：「哥哥你插入我們小穴的
中間，這樣我們的小穴都能碰到陰莖啦！」

然後試試看，果然我的陰莖上下都被小穴淺層裹著，她們的愛液在我的陰莖交融在一起。

「妹妹妳……怎麼……這樣了解？」姐姐似乎也有點驚訝。

「不就……早跟你說……我也懂……啊！」

兩個小穴包裹陰莖的觸感有點新奇，卻又出奇舒服。陰莖在兩個小穴之間抽插，配合姊妹倆的嬌呼，
精液不久便湧至。

「我……我要射啦！」

「嗯！射在……我和姐姐……的身上！」

「來吧！射在我……呀啊……我們上！」

我保持抽插的節奏，在兩姊妹的身體間射精。

精液落在她們身上，上至嘴角，下至小穴，連同胸部都沾上精液。

「哈啊……」「嗯啊……」



「哥哥的陰莖……太棒了！」

「生日……快樂啊！」

與兩姊妹一起洗過澡，清潔好後，我也回家去了。



中三：克羅地亞可愛Alina

暑假期間，我參加了一個七日六夜的交流團，前往克羅地亞。
 第五天的行程主要是在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城內自由觀光，沿途美景實在賞心悅目。
 我到失戀博物館參觀過後，發現一個目測與我年紀相若的當地少女坐在長椅上。她的金色長髮和藍
綠色的眼睛，配上可愛的美貌，實在難以避而不看。
 突然她轉過頭，目光與我接上。她對我展露一個微笑，並揮手打招呼。我見狀揮手回應，並鼓起勇
氣上前進一步了解她。
 「Hello, What's your name?」我主動詢問。
 「Hi! I'm Alina. What about yours?」她笑著回答。
 「You can call me  .」Nepoznato
 「You are a tourist? 」
 「Yes! It's my first time to visit Croatia.」
 「I see. I seldom see Asian in Zagreb.」
 「Well, you're looking at one!」
 「Haha you are funny and cute.」
 「Nope, you are the cute one.」
 「Want to hang out for a while?」
 「Sure!」
 
(中譯對白)
 「妳好，請問你叫甚麼名字？」
 「你好！我是Alina，你呢？」
 「妳可以叫我 」未能顯示
「你是遊客嗎？」
「是呀！這是我第一次遊覽克羅地亞呢！」
「哦，我很少在薩格勒布見到亞洲人呢。」
「妳面前就有一個了！」
「哈哈，你真有趣可愛！」
「妳才是可愛呢！」
「要一起走走嗎？」

 「當然可以啦！」
然後我們一起到一間當地快餐店共晉午餐。實不相瞞，那炸薯條真的使我吃得津津入味，差點忘記眼
前還有一個克羅地亞美少女跟我一起。
「You wanna visit my house? So you can know more about this
place,」Alina 突然主動邀請我前往她家：「and know more about me! Haha!」
認識到這位可愛女生Alina不止，還能到她的家去？我當然二話不說答應：「I see no reason of
saying no!」
 
(中譯對白)
「你想來我家嗎？ 那麼你便能了解更多了，還有了解我更多！哈哈！」
「我可想不到拒絕妳的原因啊！」
 
她的家離餐廳不遠，步行約四五分鐘便到達了。
「How old are you? You are quite tall but seem to be young like me.」Alina 問及我的歲數。
「I'm 15 in fact.」



「Oh really? I am 15 too! I just passed my birthday on the last Monday!」
 
(中譯對白)
「你多大了？ 你蠻高的，但看起來跟我差不多年輕。」
「其實我是15歲啦。」
「真的嗎？我也是15歲呀！上星期一才剛剛過了生日呢！」
 
到了她的家，她打開門邀我入內。
「This is my house and it's kind of small and messy. Please don't mind.」
「No! It's much better than my place. The house in my place is horribly small.」
「Really? I'm going to take a bath. Will you join me?」
「Huh?」
「Of course you can just wait me here!」
「No no no, I'm going to join you!」
 
(中譯對白)
「這裡就是我家了，地方不大，有點凌亂。請不要介意啊！」
「才不是呢！比我那裡好多了！我那裡的房屋簡直小得離譜！」
「真的嗎？ 我要去洗澡了，你要來嗎？」
「呃?」
「當然你可以在這裡等我了！」
「不不不！我可以來啦！」
 
我進了浴室，看著Alina毫無顧忌地把衣服脫掉，我也把身上的衣物脫下。
「It's my first time to see the body of an Asian boy.」
「It's my first time to see the perfect body of the cutest girl in the world.」
她聽到後會心一笑：「Ah, you are good at flirting!」
「With you only.」說罷她與我緊抱在一起，開始接吻。
 
(中譯對白)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亞洲男生的裸體呢。」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世上最可愛女生的完美身體呢。」
「哈，你真懂得調情！」
「只會對妳調情而已。」
 
吻過後，我們走進浴缸，開始淋浴。
她把花灑放在陰部下，花灑水柱刺激著陰部，使她露出享受的臉容。
我伸手撫摸小穴，然後慢慢伸進去。她把花灑舉起，另一手緊握我的陰莖。
她的小穴已濕透，我用手指抽插三四次，已到達頂點。
「Oh my god! Your finger... is much longer than... mine!」
「Yeah? How about the one you are holding?」我問的同時維持手指那溫柔又有力的抽插。
「This...cock... is also... great!」
「Your hand make me comfortable.」說罷我吻了她。
「Oh! I... I must have sex... with you!」
 
(中譯對白)
「啊！你的手指……比我的……大多了！」



「對嗎？那妳手上緊捉著的呢？」
「這……陰莖……也很……棒！」
「妳那小手使我很舒服呢！」
「嗯！我……我一定要跟你……做愛！」
 
互相手淫與沐浴過後，她沒有穿上內褲，就這樣穿了一條透薄的睡裙。
我跟著她到床上去，她躺在床上，拉起睡裙，在我面前張開雙腿並露出小穴。
「Come on... Have sex with me.」她主動要求我跟她做愛。
我見狀爬到她身上，慢慢把陰莖插入她的小穴。小穴緊緻地貼伏陰莖，叫人不得不興奮。
「Oh my god... Yes!」
我見她也享受其中，開始抽插，讓她快感倍增。
「Ah... Ah!」似乎由於母語不同，她的嬌喘聲也略有分別。
我逐漸加快節奏，並用左手撫摸小穴外側。
「Ohhs... I love this! Ahhh!」
聽著與過往截然不同的淫叫聲，加上眼前的Alina顏值甚高，陰莖很快進入最堅挺的形態。
「Hold on! Hold
on!」她示意我停下來。我也把陰莖從小穴中拔出，不少愛液從小穴流出，陰莖也已沾上大量愛液。
她突然轉身，趴跪在床上，朝我拱起臀部，打開小穴，似乎想我從後面來。
我當然馬上滿足她的需求，由於小穴和陰莖沾滿淫液，一插入便滑到頂。
「Aahhhhhhh!」她似乎份外喜歡這個體位，每一次插抽都為她帶來強烈快感。
我也樂在其中，才不過三分鐘，我已有射感。
「Hey, can I cum inside?」我問一下能否射在裡面。
「Why... why not? It's... great!」
既然得到她的准許，我也不吝嗇，繼續抽插，準備把精液滿滿地灌進她的小穴。
「I'm going to... cum!」告知了她我要射後，我射出的精液數量極多。
畢竟這是第一次與外國少女做愛，加上對方的美貌如此可愛，即使在夢中也不會有這種體驗。
Alina在我射精後躺臥在床，剛才高潮次數似乎不少，使得她有點疲倦。
我往房內時鐘一看，驚見集合時間將至。

「Alina, I have to go as I need to move to Plitvice Lake tonight.」
「Okay, Thank you for what you did with me!」
「Oh, I am the one who need to say thanks. I'm sure this is the best part of the trip!」
 
(中譯對白)
「Alina，我現在要走了，今晚要到十六湖那邊去。」
「好吧！今天你跟我做的事……謝謝啊！」
「我才是要說謝謝的人！我肯定這是整個旅程中最好的部分！」
 
交換過社交程式帳號，互相親吻了對方的臉頰後，我便離開Alina的住所，回到交流團集合地點。
 
後記：克羅地亞的確是一個值得遊覽的地方，如果大家有機會，在疫情過後，建議大家可以前往當地
！十六湖國家公園更是絕世美境！



中四：週末課室性體驗

生物科有一份分組功課，要四人一組完成。

隨機分組之下，我與三個女同學一組。在課上商議好要製作一條影片，並約好了在週末回校拍攝。

到了週末，我帶了電腦回校，打算時間充裕的話可以完成後期製作。

花了近兩個小時完成了拍攝工作，有兩個女同學因有事需先行離開，剩下我跟另一個女同學在課室。

把拍好的影片從手機轉移到電腦的過程中，我去了一趟洗手間。

難得學校現在幾乎沒有人，我當然想在學校自慰。但是那個女同學還在，太久不回去而引起嫌疑便尷
尬了。所以還是等她也走了才自慰好了。

從洗手間回到課室，她正在使用我的電腦。

在我開門那一瞬間，她把頭轉過來，以好奇的目光看著我。

我慢慢走到她身旁坐下，一看電腦螢幕。

咦 !? 怎麼是我看H漫的網站!?

而螢幕上顯示的，是一對男女正在69，女上男下。而且是無碼的，男女的性器官都清晰可見。

我看看身旁的女同學，她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我。

「你平常都是看這些嗎？」

「呃，間中而已……」

「真人不是更好嗎？」

「真人是更好啦……」但H漫的女主角都比較年輕嘛，看上去不像18歲，跟自己年齡較相近會更興奮
啊！當然後面的我沒有說出口。

「那麼……我比漫畫更好吧。」

「嗯……是啊。」

「那……你不要看吧，跟我做就好了。」

她在發現我看H漫後，沒有責備之外，還要我跟她發生性行為？

「我……我也想碰一下真的陰莖……」



原來只是碰一下而已，我想多了吧。

「嗯，可以啊，反正現在沒有人就是了。不過我也碰妳的，這樣比較公平吧。」

「好……好啊。」她兩頰通紅，害羞得不得了。

於是我們走到課室較後的位置，她坐下而我站著。

我把褲頭拉下，陰莖露了出來。在跟她那色色的對話後，陰莖也變得堅挺了。

她用手指觸碰我的陰莖，從根部滑動到龜頭。

突然她把頭伸前，把我的陰莖吞進口裡。

「呃？妳在幹嘛？」

她把陰莖從口中拿出，說：「剛才那個女孩都是這樣啊。」

「這個……有點超過……」

「好吧……那輪到你來碰我啦。」

她站了起來。由於她身穿吊帶褲的關係，她要站起來把整條褲子脫掉。

把吊帶褲脫掉後，她身上只剩一件白色T裇和剛好被T裇蓋過的藍色內褲。

我掀起了她的上衣，看見那天藍色的胸罩。平常上課時隔著校服也偷看了不少次，但直接連胸部一併
看卻是第一次。

她把內褲拉下，掛在大腿間。我也開始觸摸她的陰部，先撫摸小穴外圍。她臉容有所轉變，從害羞變
得享受。

看到她顯得更享受，我把手指伸出小穴，開始抽插。

我右手用手指指插她的小穴，左手揉著她的胸部。她閉上了眼，發出嬌喘的叫聲。

她把左手搭上我的肩膀，右手捉住我的陰莖，並開始前後移動。

「這是……剛剛……漫畫中……的動作啊！」

我們一直為對方手淫。我的陰莖變得更粗壯，她的小穴也變得更濕黏。

「好……舒服……啊！」

她露出達到高潮的容貌，左手從我的肩上移到我的頸後，環扣著我的脖子。

「我快要射了！」



「嗯！」

「在妳身上？」

「可以啊！」

她右手一直為我手淫，我也沒有停止手指的抽插。

我感到高潮快要來臨，加快了指插的速度。

精液從陰莖射出，落在她的胸膛和腹部，她的內褲也沾了數滴。

射後我們也停止為對方手淫。她用手指沾了些精液，嚐了一下。

「鹹鹹的。」

我拿紙巾讓她抹乾淨身體及內褲，然後我們都穿好衣服，準備離校。

「謝謝你啊！」

「不是啦，我謝謝妳才對。」

我和她一起離開，送了她回家。



中四：跳舞少女小月──公園邂逅

我家附近有幾個大大小小的公園，不時有小朋友在嬉戲。不過有幾個公園因為建在平台上，去玩的話
都要跑不少樓梯，因此經常空無一人。

我放學時間中會繞遠路，看看能否碰見其他學校的可愛少女，偷瞄一下飽眼福。

其中一次，我剛好看到有個身穿淺藍色校服的少女在平台公園上跳舞。好奇心驅使下，我決定走上樓
梯，一探少女的廬山真面目。

當然我也不能如此張揚，萬一她見有人出現，急忙跑掉的話，我可功虧一簣了。於是我走上另一道較
遠的樓梯，緩緩靠近。

不得不稱讚自己搜索可愛少女的雷達有夠準確，當我再次看見這位少女，她那晶瑩的眼睛以及迷人的
甜笑，剎那已把我的心融化。這女孩，也太可愛了吧！

在我被迷倒的瞬間，理性把我拉回現實，叫我好好匿藏，慢慢觀察這個青春少艾。

她一舉手、一投足，舞動著那剛發育的可愛身體。看似簡單的動作，配合著躍動的節奏，加上可愛的
外表，何其吸引！

她每跳完一節，都會查看她前面的手機，估計她錄下自己的跳舞影片，未知會否上傳至社交平台。

如此可愛的畫面，我也忍不住用手機錄下來，好讓我再三回味。

過了十餘分鐘，我決定見好就收，免得被發現後覆水難收。我沿著遠路回家，當晚再度觀看錄下的珍
貴片段。

如是者，我連續幾天放學都刻意繞去看看，發現她幾乎隔天便會到公園跳舞。

一星期後，我如常到公園偷看她，但這次有點不一樣。

我躲在一旁，陶醉在她的舞蹈中，猜想是看得多的關係，身體不由自主跟著節奏晃動。

突然，我背包上的水瓶掉了出來，鏗鏘落地。

她聽到聲響，立馬轉頭。

我不及躲藏，與她的目光對上了。

此刻我開始慌了，看著可愛的女孩，不知該如何應對這尷尬的場面。於是我決定豁出去賭一把，慢慢
揮手。

她露齒一笑，跟我揮手。那笑容散發的陽光堪比當天的太陽，甜入深心。

見她對我似乎不太抗拒，我慢慢走近她。



「那個……妳好！」

「你好喔！」

「欸……我剛好路過，看見妳跳舞跳得很好，所以看了一會，希望妳不要介意。」

「你上個星期五也有來看吧！」她噗哧一笑。

原來她都知道，早知直接去找她好了！

「哈哈……對呀，其實上個禮拜都有來看妳跳舞。」

「那麼……你覺得怎樣？跳得好嗎？」

「嗯嗯！超可愛的！我是指跳舞啦！妳也很可愛就是了！」

她太可愛了，害我有點手足無措。

「謝謝你喔！那麼……你想要一起跳舞嗎？」

「欸？我……都不懂得跳舞啦！」

「沒關係啦！跳著跳著便學懂了！」

於是我站在她身旁，手忙腳亂地模仿著她擺動四肢。

「妳叫甚麼名字啦？」

「我叫小月，你呢？」

我告訴她我的名字後，繼續搖晃身體。

「妳今年甚麼年級？」

「我只是中一而已，你呢？」

「今年中四了。」

我嘗試跟她跳舞後，她看了看剛才拍攝的影片。

「也不是很差嘛！再來一次試試看！」

這一次我的走位跟不上節奏，不時碰到她的身體。

其中一次揮手，我的手背不小心碰到她的微微隆起的胸部，害我的陰莖變得有點硬了。然後她的一次
轉身，手也撞到我的陰莖。



那一節舞跳完後，我便坐在滑梯上，想不到看似簡單的舞步是如此消耗精力。

「這個……剛才你那裡……是不是挺起了？」

哎喲，她發現了，但這也只是普通生理現象，我也不想的！

「抱歉，因為不小心碰到……」

「所以真的會變大的嗎？」

露出好奇的樣子，還真的可愛。

「嗯……會變大和變硬的。」

「嘩！好神奇呀！我可以看看嗎？」

雖說我早有經驗，但她用那嬌俏的臉孔看著我，我還是會害羞的。

「好……好吧。」我拉下褲鍊，慢慢把陰莖掏出，陰莖已經是粗壯的狀態了。

「嘩……好大呀！還真的蠻硬挺的。」她用指尖夾了一下。

「你們男生真好，我只有一個洞……」

「那個洞也能讓妳好好享受啦。」

「嗯？甚麼意思？」

「那個……妳在這裡扒下一會吧。」

她照做後，我把手伸進她的校裙裡，再慢慢把右手指插進她的小穴。

「嗯……」她發出微弱的叫聲。

我開始慢慢移動我的手指，輕輕抽插，不敢弄傷她那未開發小穴。

「那麼你呢？你要如何……享受？」

「就……這樣移動……」我用左手示範如何自慰。

「讓我試試！」她有樣學樣，用那纖細小手捉緊我的陰莖，開始上下移動。

「這樣……舒服嗎？」她再次露出可愛的甜笑。

「嗯……嗯！很舒服！」



「啊！我也……好舒服……」她輕聲嬌喘。

不好！開始有想射的感覺了！

「那個……就這樣停止好了……」

「怎麼啦？不舒服嗎？」但她依然繼續慢慢移動小手。

「不……只是有點……想射……」

「是射精嗎？我想看我想看！」她捉得更緊，動得更快。

「在這裡嗎？好吧……」我也稍為加快抽插的節奏。

「是……怎麼樣……的呢？」

「妳快要知了，因為我……快射了。」

始終按捺不住，精液澎湃地射出，落在她的校裙以及手指上。

「嘩！好……好神奇！」

「精液沾到妳了。」我馬上用紙巾把她身上的精液抹去。

整理好衣衫後，我們一起離開公園，也交換了社交平台帳戶名稱。

當晚她把我們一起跳舞的影片上傳，看著她那迷人的笑容，使我更傾慕於她。

（有關小月的故事，未完待續）



中四：少女小月──雪條與口交

烈日當空，這個夏天似乎比以往更炎熱。

縱使天氣炎熱，我和小月依舊於放學後相約在平台公園見面。

小月在炎炎夏日，依然投入於舞蹈世界。即使汗流浹背，仍積極拍攝跳舞影片。

「妳都不覺得熱嗎？」

「熱呀，不過跳舞很好玩。你在旁邊看不會很悶嗎？你也來一起跳吧！」

「不用了，這般炎熱還是坐下來吃雪糕比較適合我。對了，妳想吃雪糕嗎？我去買吧。」

「好喔！我想吃XXX雪條！」

「好吧，我應該很快便回來了。」

幸好便利店就在附近，不過五分鐘我已經帶著雪糕回來。

「先吃雪糕休息一下吧，否則雪糕都溶掉了。」

小月在我旁邊坐在，拆開雪條包裝。

她用舌頭輕舔雪條，再把雪條前端放在口中吮吸，享受著雪條帶來的冰涼快感。

我看著小月吃雪條的可愛模樣，不禁幻想她口交的樣子。

「嗯？」她用可愛的眼神看著我的褲襠。

「怎麼了？」

「變硬了！」她突然伸手觸碰我的陰莖。

「這……很正常吧。」

「我知道你在想甚麼啊！」她一邊吃著雪條，一邊摸著陰莖。

「妳……吃雪條的樣子……很可愛嘛！」

小月聽後臉頰變得通紅，露出愉快的笑容。

「那麼……吃過雪條後……再多吃一點吧！」她含蓄地細語。

我已經把雪條吃完，小月仍在慢慢舔吮她的雪條。



我鑽進她的校裙裡，把她的內褲拉下。

「你……你在做甚麼？」小月有點不知所措。

「不可以只讓我一個人舒服吧，所以我也要……幫妳啦。」

說罷我開始舔拭她的小穴外側，愛液開始溢出。

「嗯……」雪條把她的嬌喘堵在口中。

我把舌頭伸進小穴，開始吸吮。

「好……好奇怪的感覺……嗯……有點冰……又有點熱！」

我用舌頭舔吮陰道內側，愛液變得越來越多。

「啊！好了……讓我……把雪條……吃完！」

我慢慢停下來，從校裙中退出。

「哈……」小月頻繁喘氣。

「舒服嗎？」

「嗯……不過下次……先說一聲吧！」

小月把雪條吃完，馬上把我長褲的鈕扣解開並拉下褲鏈。她再把我的底褲拉下，陰莖隨即露出。

「好像……比剛才又硬了。」她緊握著陰莖。

她伸出舌頭，如吃雪條般舔著，幾乎整根陰莖都滿佈小月的口水。

她再含著龜頭，她的口腔仍有雪條遺下的絲絲冰涼，為陰莖帶來冰火二重奏。

「舒服嗎？」

「嗯！超級舒服！」

她再把陰莖放進口中，開始上下移動。

小月可愛的臉蛋，配搭涼快的口腔，帶來視覺與觸覺的極緻享受。

她不時看著我，看到我露出享受的表情時，更會不禁展現笑顏。

受到如此刺激，精液已蓄勢待發。

「我……快要射了！」



「嗯……射吧。」

她把陰莖含進深處，並用舌頭舔吮龜頭。

「要……要射了！」

精液湧至並射在小月的口腔裡，份量幾乎多得溢出來。

「這次比上次多了！」小月把精液吐出。

「因為妳……讓我感到相當舒服嘛！」

「那麼你要報答我啊！下次你要跟我一起拍片！」

「好吧好吧。」



中五：到鄰校少女家中做愛

每個上學天的早上，我都會步行回校。

從中二開始，每個早上都會見到一個可愛並矮小的女生，她以相反方向走著。

我的學校在她的家旁，她的學校也在我的家旁。畢竟一看校服就能知道她的學校，加上兩年多來天天
相見，也見過她從我校旁的大廈走出來，要知道她的家大概在哪也不困難。

三年來每次碰面雙方都四目相投，卻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

我也只在機緣巧合下，在社交平台找到她的帳號，才得悉她的名字，也知道她比我小一年。

在中五的一天放學後，回家路上見到她正在遠處的斜路上。

得知她就在前方的我加快步速，期待著再次搭上她的眼神。

在我跟她的距離慢慢接近之際，一輛單車正高速駛下。

那單車收掣不及，後尾箱撞到她，使她跌在地上。

我馬上跑過去查看她的傷勢，幸好只是輕微擦傷膝蓋。但她的痛感不輕，於是我決定把她扶起她，送
回她家。

把她送回家後，我馬上為她的傷口塗上黃藥水。坐在床上的她似乎沒有大礙，我也打算轉身離開。

突然她抱住我，在我耳邊輕聲說：「謝謝你啊……」

突如其來的擁抱使我嚇了一跳，她的校裙碰著我的校服襯衣，她整個人貼在我身前，我的陰莖不禁徐
徐勃起。

她似乎也發覺有些東酉頂住她，於是她的右手往下移，隔著褲子撫摸我的陰莖。

「這樣……沒問題嗎？」雖然我很享受，但我也要確保這是她的意願。

「可以啊！」

「膝蓋沒有事嗎？」

「我只是那裡傷了，其他地方都沒有事呀！」

「那麼……要來啦。」說罷我把手伸進校裙內，隔著內褲摸著她那濕濕的陰部。

她抬起頭看著我，吻著我的嘴唇說：「明明我們每天相見，與你相關的事我卻一竅不通。」

「是嗎？那我們現在好好認識一下對方吧！」然後我加快撫摸的速度，並慢慢把她的內褲拉下。



此時她把我的褲鍊往下一拉，再把我的陰莖從內褲拿出。她小巧的右手捉緊我硬挺的陰莖，並開始上
下移動。

我見她也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也把手指插入她的陰道，施展抽插攻勢。

她漸漸發出輕微的嬌喘聲，我把舌頭伸進她的嘴裡與她濕吻。她的口水流進我的口腔，我的手指也沾
滿了愛液。

就這樣持續了不久後，我們停了下來。

「舒服嗎？」這其實是明知故問，看她的表情就已經知道答案了。

「唔！不過除了手指……」她指著我的陰莖說：「我也想試試這個。」說罷躺在床上，張開雙腿，等
待我插進陰莖。

既然她都準備就緒，我也不好意思拒絕了。我把褲子和內褲脫掉，堅硬的陰莖才剛碰到她的外陰，下
一剎那而插入頂峰，看來她分泌的愛液不少，一下子便使陰莖滑進。

我開始抽插她的小穴，她似乎也很享受，一邊緊抱著我，一邊「嗯……啊」地叫。

用正常的體位做了一會，我也躺在床上。在她身後環抱著她，並用雙手揉搓著她的胸部，同時繼續用
陰莖抽插她那氾濫的小穴。

她上下半身都被我刺激著，也忍不住露出一副滿足的表情。我從側面看著她那可愛的臉容，配合著她
的嬌喘，使我的陰莖進入最粗壯的形態。

我加快抽插的節奏，使她叫得更頻密，擺出更享受的神情。

「快……快要射了。」

「來……嗯……來吧！」

我保持那抽插的節奏，用精液填滿她的小穴。

「啊……真棒！」

「妳滿足就好了！」我看著她露出微笑，問：「膝蓋沒有問題了嗎？」

「嘻嘻，現在好多了。」

「那麼……我也要回家了。」

「那個……你社交平台的帳號是甚麼？」

「就是 *咇* 啦，一早便跟隨了妳啊！」



「好吧！那……再見了！」

「嗯，再見！」



中六：女同學到家「溫6習9」

中六的文憑試快將開考，今天我回到學校的自修室溫習。

溫習約半小時後，一個女同學進了自修室。

她在我旁邊的桌椅坐下，我看了看，她是在中四分組功課中與我同組的那個女同學。

「你也是回來溫書嗎？」她主動打開了話匣子。

「嗯，這裡比較容易集中精神。」

「我有些不明白的可以問你嗎？」

「可以喔！」

不過十五分鐘，她已經開始問我問題。

「這個DNA跟mRNA要怎樣分……」

「mRNA的排序與DNA相反，不過要謹記在mRNA時T要變成U……」

一直你問我答，直到三時正，學校關門了。

「還有不了解的地方嗎？」

「是少了很多，但還有呢……」

「這樣嗎……妳要來我家一會嗎？可以在今天內解答更多吧。」

「可以嗎？那就好了！」

於是我們一起離開學校，到我家去。

走到一半，突然下起雨來。明明回學校時是晴天的，現在雨勢卻如此洶湧。

幸好我家離學校不遠，跑了一分鐘便回到家樓下，可是我們都已濕透了。

剛進家門，她便問了我一個問題。

「我可以借你家的浴室用嗎？」

「嗯，沒有問題啊。抹身時用藍色浴巾，那才是我的。」

「嗯……好……」



看來我的回應使她害羞了，不過她也只能用我的浴巾啦。

她進了浴室洗澡，我便在客廳脫下濕透的衣服，再用面巾拭乾身體。

換過家中的衣服後，我敲了敲浴室的門。

「妳把衣服放出來，我幫你烘乾吧。」

「哦……謝謝你。」

她從門縫把她的衣服拿出來，然後把門關上。

我把她的衣服拿到乾衣機，發現她真的把所有衣服──連胸罩跟內褲都拿了出來。

我逐一把衣服掛起，看著那淺藍色的胸罩和內褲，心想：不是連內褲也濕透吧。

尷尬地掛起她的衣服後，我登時想起她洗澡後豈不是沒有衣服穿？連內褲也沒有……她可能會用毛巾
包住吧。

她還未洗好，我便收拾一下書本吧。

才剛蹲下把帶回校溫習的書本拿出來，我感到身後有人環抱著我。

「洗好了嗎？」我馬上站起來。

她繼續捉緊我，我也只好捉住她的大腿，整個抬起，就像背起小孩子一樣。

「好啦，下來啦。」我把她放下。

回頭一看，她赤裸裸地站在我面前。

她那適中偏小的胸部，以及被雙腿緊夾的陰部，被我飽覽無遺。

「你都拿走了我的衣服，沒有可以穿的啦！」

「呃……不好意思……那妳要穿我的……」

「所以你都不可以穿啦！」

她拉起我的衣服，把我拉進我的睡房。

我坐在床上，她把頭伸到我的胸前，一邊用舌頭舔著我的乳頭，一邊脫掉我的上衣。

「好啦，把褲子也脫掉吧。」說罷把我的短褲與內褲一起拉下：「現在我們都裸著，不做點甚麼嗎？
」

「不是有問題要問嗎……」



「嗯，我想知道性交時是甚麼感覺，你要答我喔！」

「知道啦。」

她爬上床，仰臥在我的睡枕上，微微張開雙腿。

「要來了喔，只是幾下而已，否則妳可能會懷孕啊。」

「可以啦，只是想體驗一下。」

我慢慢把陰莖插入她的小穴，當整條陰莖被包裹著，我感受到無比舒適。

「好……好有趣啊！」

我慢慢移動，抽插了幾下，享受著那異常舒服的小穴。

抽插約十下後，我便把陰莖拔出。畢竟大家都有了生育能力，再做下去真的可能會使她懷孕。

「很舒服嗎！不過不可以繼續做了……」她的神色帶點失落。

「好吧，我們來讓對方都舒服吧。不過不是性交，是69，可以嗎？」我提出一個可能讓她開心(當然
我也開心)的方案。

「咦？69就是中四那時你電腦……」

「對對對，不要記這麼久嗎，哪妳要來69嗎？」

「舒服的話……當然好啊！」

「所以妳要在上面還是下面？」

「當然是在上面啦，那次見到的都是女孩子在上面。」

「其實也無所謂啦，那妳在上面了喔！」

說罷我臥在床上，她再爬到我身上，胸部貼著我的肚皮。

位置好了，我便開始吸吮著她的小穴，她也把我的陰莖放進口中。

「果然……很舒服呢！」

「對吧？」

我把舌頭伸出，品嚐著小穴內側。小穴裡充滿愛液，源源不絕地流進我的口腔。

我的陰莖也感到十分溫暖，龜頭沾滿她的口水，她的嘴脣和舌頭從頂至根摩擦著把口水塗滿整條陰莖



。

「唔……嗯……」

由於她正細味我的陰莖，嘴巴也不完全合上，不時發出隱約的嬌喘。我一聽到，陰莖變得更硬挺，舌
頭也不自覺移動得更快。

「好……舒……服……」

喝著甜甜的愛液，我也感到快將到達頂峰：「快……快射了喔！」

「嗯……啊……」

她繼續以相同速度品嚐我的陰莖，我也用舌頭舔盡小穴的愛液。

不過十秒，精液從陰莖噴發，射進她的喉嚨。由於太舒服的關係，射出精液數量極多。

「很……很好吃喔！」她居然把精液都吞下去了！

她的嘴角沾了些精液，她伸出舌頭，把那一點點也吃掉。

「69很舒服喔，不過好像性交更好吧！」她從我身上爬下，坐在床邊。

「衣服也差不多乾吧，今天能解答妳所有問題嗎？」

「我還有很多地方不明白呢。」說罷她下了床，走到乾衣機穿回衣服。

我還沒有洗走陰莖上的口水，便穿回褲子，因為今天太舒服，讓她的口水待多一會吧。

她穿好衣服後，外面也已放晴。

時間不早，她也要回家了。我給她開門，與她道別。

*********************************************************

以下為作者的小小說話：

這次故事與文憑試有關，是因為我也真的要考文憑試了，要在考完後才會繼續更新。不過最近更新的
故事都已留下了兩條伏線，大家絕對不用擔心故事就此完結。

最後，祝願各位文憑試考生順順利利、身體健康！



中六：上門補習變3P

考完DSE後，總不能每天都百無聊賴，當下最簡單能做的，就是補習吧。

剛好上年認識、鄰校那個妹妹跟我一樣有修讀會計，她正想找人補習一下。於是她主動找我，我也答
應助她一臂之力。

隔天她告訴我，她的小學同學也想一起補習。我當然不介意，反正話都是說一遍就可。

然而我絕沒料到，一個天大的驚喜即將出現。

過了幾天，我來到了她的家。

「她就是我的小學同學&%#*$了。那我們開始吧！」

我看著那個「小學同學」的臉，怎樣感覺我好像認識她？她也一直看著我，我跟她對視了超過五秒。

嘩！世界真細小！她不就是我小六時，跟我在補習社廁所做愛那個女孩嗎？

「是你嗎？我們已經六年沒有見面了！」她主動跟我說話。

「咦？你兩個認識的嗎？」

「嗯，小學時都到同一間補習社去。」

這真的有點尷尬，我跟她們都做過了，但她們應該都不知道吧。

（下稱小學補習認識的女孩為T，中五認識的鄰校少女為K）

「既然大家都認識就不用這麼拘謹了，那我們開始吧！」K說罷拿出筆記，開始溫習。

「這部分是不是忘記計算Current了？」

「這個Closing Inventory算錯了喔！」

半小時內，我不斷回答她們有關功課的問題。我們都感到累了，便休息一會，我去了一趟洗手間。

「我上年跟他做過了，超爽的！」K跟T竊竊私語，但我隱約聽到。

「哈哈，我小五便讓他破處了，比妳早了足足六年喔！」T似乎對此感到驕傲。

「那要不要現在來比試一番？讓他射了就贏！」K提出了一個奇怪的比試。

「好呀！我必定會勝出的！」

我從洗手間出來，二人臉上掛著不懷好意的笑容看著我。突然，她們一左一右，把我的褲子和內褲脫



掉。陰莖在兩個女生面前露出，並迅速勃起。

「嘩！比之前大了許多啊！」T見到我的陰莖，不禁驚嘆。

K乘T驚嘆之際，一把吞下我的陰莖。

「妳偷步！陰莖上都是妳的口水了！」T大叫，並從側面舔吮陰莖。

「妳兩個在幹嘛！」

「我們在比試啦，反正你和我們都做過了，現在一起來也沒關係喔！」K停止口交，轉移吸吮我的陰
囊。

T的舌頭捲動，不斷刺激陰莖右側。K有樣學樣，使陰莖左側同樣舒適。

「妳兩個不是來補習的嗎……」

「偶然也要休息一下嘛！」說罷她們開始脫衣，並到床上去，我見狀也把衣物脫掉。

才剛上床，K推我一下使我躺在床上，並說：「T妳先跟他做愛吧！」

「怎麼突然變好人了？」T邊笑邊爬上來：「那麼我不客氣囉！」

T的陰道慢慢從上而下包緊我的陰莖，相隔多年，她的陰道變得更舒服了。

「你也要幫我喔！」K把她的小穴貼近我的臉，示意我為她口交。

「好……好！」我隨即用舌頭舔舐K的小穴。

「啊……好棒！」K率先喘叫起來。

「嗯……嗯！」T也開始發出輕微嬌喘。

這般光境，不禁使我想起一個急口令：

雙重小穴巨無霸

陰道愛液夾青瓜

下面抽插上面舔

使我搞到笑哈哈

我們的動作漸趨激烈，T移動得更快，我的舌頭亦以更大幅度轉動，使K叫得更陶醉。

「T，該……該換我啦，妳也享受夠吧！」



「啊……才沒有呢！不過……先讓妳吧！」

說罷T把陰莖拔出，跟K換位。

「陰莖上滿滿都是妳的愛液，該換一下我的了！」K說罷馬上把陰莖擺進小穴，動起來了。

T也慢慢把小穴對準我的嘴巴，我再把舌頭伸進去，並喝掉泛濫的淫液。

「啊……果然是陰……陰莖最棒！」

「舌頭……嗯……也不賴……」

「我……快要射了！」可能是兩個小穴都太舒服的關係，不消一會便想射。

「好！就射在……我的小穴……裡面吧！」K加強動作，刺激著我的陰莖。

「妳……耍賴！」T一邊喘叫一邊說話。

「射了！」我用精液填滿K的小穴，並用舌頭頂到T的小穴深處。

「嘻嘻！我……我贏了！」K擺出勝利手勢。

對了，她們好像在比試誰能讓我射吧。

K把陰莖拔出，部分精液流出，K開心地說：「射了很多喔！」

T似乎帶點不忿，說：「要不是你讓我先來，他就射在我裡面了！」

「這是策略的一部分喔！」

看著兩個女生做愛後的胴體，我的陰莖似乎再次蠢蠢欲動。

「T，我好像還可以再來一次喔。」

T聽到我的話後，隨即笑逐顏開。

我的陰莖再次硬挺，T已跪趴在床上，用小穴對著我。

「要插進來囉。」說罷我從後把陰莖插入。

「啊……」

我開始慢慢抽插，再次感受被T那陰道包裹的觸感。

「你們都自己開始做愛了，誰幫我啦？」K笑道。

「我……幫妳舔……啊……我要……嘗嘗他的精液！」T一邊嬌喘一邊說，她似乎很舒服。



此時K躺下，並把留有精液的小穴對著T，T二話不說開始吸吮。我邊抽插邊看著這美景，陰莖變得更
硬。

「嗯！好……好味道……啊！」

「啊！爽……爽死了！」

我加強插抽力度和速度，陰莖抵達小穴頂端。

「陰莖……果然……好棒！」

「不就……告訴你了……啊！」

「我要……再一次射了！」

「嗯……來……來吧！」

我把陰莖頂至巔峰，把精液灌進T的小穴。

「哈……口腔跟小穴……都是精液……」

「這妳可滿足了！」K看著T的面容，說了這句。

「那妳們是平手了吧，一人射了一次喔。」

時間不早，這次補習就這樣結束。



為新鄰居免費「補習」

最近隔壁單位剛裝修好，新的住戶搬進來。

出於好奇的我也不時從窗戶看看鄰家，了解一下新的鄰居是甚麼人。

一天下午，門外走廊傳出開門聲，新鄰居似乎回家了。我馬上探頭出窗，往鄰家窗內一看，竟是一個
身穿校裙、戴著一副大圓框眼鏡的女生。

她似乎累透了，直接躺在梳化上睡著了，她睡著的樣子還挺可愛的。

換個角度再看，竟能看到她的內褲！她的睡姿使我能透過窗戶看到她那淺綠色的內褲，我馬上掏出手
機，拍下幾張珍貴的照片，這片美景纏繞在我的腦海裡良久方去。

過了數天，我在出門時碰見她，於是聊了幾句。

「哈囉！妳是新搬來的吧？現在中幾啦？」我見她身穿校服，問了一些初次見面的基本問題。

「哈囉！我現在中四了。」

「喔！那麼選修了哪幾科？」

「就生物和物理這兩科，不過生物也不太好就是了……」

「我也有修讀生物，如果妳有甚麼疑問，可以問我的！我會盡量幫妳的，不收費喔！」

「好喔，謝謝你！」

然後電梯到了，我們的對話亦告一段落。

兩星期過去，期間我跟她也沒太大交流，直到某一天下午……

「叮噹！」門鈴響起。

「哈囉！」站在門外的正是她。

「是有甚麼事嗎？」

「之前你說過有不懂的話可以找你，所以看看你現在有沒有空……」

「嗯，現在可以啊！」

於是她踏進我的家裡，在我的書桌前坐下。

「不要怕麻煩，有甚麼問題儘管問吧」



「好……首先我想問……」她開始問一些學術問題，我也盡我所能解答她，半小時就這樣過去了。

「妳等我一下，我去喝口水。」

「嗯，好啊。」

喝了水回來後，我站在她的身後。往下一看，竟從衣領看到她那雙可愛的微乳。

從這視角欣賞她可愛的臉蛋和胸部，使我看得入了神。

突然她用雙手封好衣領，並抬頭看著我。

這次糟糕了，我竟看得太入神被發現！過往與眾多女生「交流」，使我差點忘記不是每個女生都是這
樣。

「對……對不起！我……我不是有心的……」

但她依然默不作聲，只是呆呆坐在桌前。

我只好不停道歉，但她依然沒有作任何回應。

突然她臉朝桌面趴在桌上，嚇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是不是害這個可愛的女生哭了？

我把紙巾遞給她，她慢慢抬起頭並看著我。

「我……我沒有哭喔！只是……是害羞而已……」

「呃？」

「就……你突然這樣看著我，我……我會害羞啦……」

「對不起……」

「那麼……既然你都看到了，可以……跟……跟……跟我……做愛嗎……」

原來不是在哭，而是在害羞呀……

「可……可以，但妳不要這樣吧，我剛才以為妳被我弄哭了……」

「我……我差點便要哭了！我害……害羞得快要哭了……」

現在她滿面通紅，不敢直視我，間中接上了目光又再閃避，真可愛呢。

「那麼……來我房吧。」

我們脫下身上衣物，她一絲不掛躺在床上，用手遮蓋著胸部和陰部，但依然不減可愛程度。



「不用遮蓋啦，這樣如何做愛啦。」

「我……我害羞嘛……」說罷她緩緩放鬆雙手。

我把手指放進她的小穴裡，開始慢慢插抽。

「你在幹……嘛？」

「要先把小穴弄濕才可以開始做愛啊！」

「但這樣……好舒服……啊！」她一邊說話，一邊露出既享受又好奇的表情，我也忍不住手握陰莖，
為自己自慰。

「你……又在幹嘛？」

「我……忍不住而已。」

「讓……讓我……來幫你……」她的小手握緊我的陰莖，開始模仿我剛才的動作。

「嘩……好硬……啊！」

「因為妳……很可愛嘛……」

她聽到後用枕頭掩蓋了面，似乎再一次害羞了。

「嗯……嗯……」

「似乎差不多了，陰莖應該可以插進去了。」

「那麼……來吧……」

我慢慢把陰莖插進小穴，直至小穴完全包裹陰莖。

因為她是第一次做愛的關係，小穴依然十分緊。

「啊！好……好熱……好大……啊！」

「會痛嗎？」

「有……一點點……嗯……但是……很舒服！」

「那麼我開始動了。」我慢慢抽插，避免她感到太痛。

「啊！啊！」她突然大叫兩聲！

「怎麼了？」



「沒有……只是……太舒服……了！」

見狀我加強動作，抽插得更快。

「啊！太……太棒了！」

見她如此樂在其中，我突然忽發奇想，於是我抱起了她。

「做……做甚麼？」她有點不知所措，緊緊地環抱著我。

我慢慢從床上站起來，走出客廳。

「你……嗯……幹嘛……走出來……」

我抱著她在梳化坐下，梳化後的窗外正是她的家。

「妳家……沒有人……對吧？」

「啊……才……不是！我妹……她在……啊……在家裡！」

「她應該……不會……看出窗外啦！」

「我不知道……呀……你快點……回去！」

「不要吧……我們就……在這裡……做愛吧！」

「啊！被其他人……見到……怎麼辦？」

「不會啦！這樣……不是……很刺激嗎？」

「但這樣……啊！啊！好舒服……呀！」

 她抱我抱得更緊，並享受地叫喊。

「這感覺……好……好棒……啊！」

「我也……快要射了！」

「啊！好爽……」她似乎聽不到我的話。

我嘗試拔出陰莖，但她的動作以及緊緊的小穴把陰莖再次吞噬。

「真的……要射了！」

精液滿滿地灌進她的小穴裡。

「啊……在裡面射了……」



我把陰莖拔出，精液從小穴中流出來。

「對不起……」

「應該……沒有事吧！」

清潔好後，她也回家去了。

「如果再有甚麼問題，可以隨時來找我喔！」

「好的！謝謝你喔！」

在她開門之際，我聽到以下的對話。

「姐姐，妳剛才在隔壁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嗎？」

「嗯？沒有啊。」

「剛才好像有個人在不停大叫呢！」

「可能是有小朋友在玩遊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