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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之人

咬着麵包當作晚餐的我一邊拖拉着那細小的行李箱一邊前往我即將用極度便宜的租金租來的住處。
雖然事先知道要與人合租，但這個價錢竟然可以有自己的房間簡直是天大的奇蹟，而且附近有大型超
市和車站，自己居住也十分方便，所以我二話不說立刻聯絡了屋主並成功約了在五分鐘後簽合同。
雖然我不知道租金是否已經將雜項計算在內，也不知道房間的環境如何，但所有事情都無法改變我最
終在那個房間內生活的結果，我是不會放棄那個房間的。
除非出現了更有性價比的屋子。

站在目的地前的我已經不知道可以作出甚麼反應好了，我再次確定簽合同的地點，沒有錯，地點是這
裡，簽合同的地點是我將要住的房子內，但為甚麼在我面前會出現兩座如此高級的大廈?
正常只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我被騙了，如果是那麼也沒有辦法，這麼便宜的租金可以租到住的地
方是我想太多了，只能偷偷留下負評。另一種是屋主給了我錯誤的地點，因此我再一次向屋主確認了
地點。
(電話訊息)
我:我想問一下地點是XX街XX號嗎? 我已經到了
屋主:是的，你是第一次來的吧? 不好意思(。﹏。) 可以等我一下嗎? 我現在來接你(´･_･`)
我:好的

看來是沒有去錯地方了，而且屋主應該是年紀比較大的人，現在的年輕人應該不太會用表情符號。但
是這裡真的是那麼便宜的租金可以租到的地方嗎?現在街上一個人都沒有，噹、噹、噹，路邊鐵罐被
風吹動後發出噹噹的聲音，是我錯覺嗎?八月有這麼冷嗎?而且為甚麼這條街會這麼黑?噹、噹、噹，(
這些像敲鑼的聲音是甚麼啦!)，沒事的，只不過是鐵罐的聲音罷了，哈，只有弱者才會害怕。

「你好，就是你嗎」
「啊!!!!!!!!你不要過來啊!」
我身後出現了一把男性的聲線，而地上屬於他的影子亦不斷接近。
我立刻拉開距離轉身並擺出迎擊的姿勢。
「先生你在做甚麼？你不是黃生嗎？我們約了現在簽合同的」
「。。。。。。」
「是不是我認錯人了?」
「。。。不是」
「那請跟我來吧」
聽到他對我說的話後，我的身體出現了抗拒反應。
我面前出現了一個只能用變態來形容的可疑大叔，單從上半身開始看就知道他不是甚麼小角色，那不
正是櫻木花道的紅色飛機頭嗎？，而且臉上那條由右眼上方到鼻梁的疤痕是怎樣一回事？那緊身衣上
的粉紅小背心是。。。(他是不是會大叫變身然後進入天使模式？)
為了我的生命安全還是不要過問吧。我在電話輸入了求助熱線後跟著大叔前往目的地。

果然不出我所料，這才是便宜的房子應該有的樣子。
在穿過那兩座大廈後步行兩分鐘後，一間外表有點破損的三層公寓出現在我面前，而我之後的家在二
樓的位置。
一進門就見到整屋都是箱子。
就這樣看來客廳面積並不算少，作為公共空間是絕對足夠的。而房間總共有三間，看來有獨立房間並
不是騙人的，浴室、廚房這些必要的東西全部都一應俱全。
「你的合租人是今天搬來的，這些都是她的行李」



「哦～我簽完合同後才和她打個招呼吧」
「好的， 沒問題」
大叔將合同放到我地面前
(合同條款如下)
1.如閣下的行為騷擾到其他住戶，閣下的下場將會很慘痛。
2.如閣下未能如期繳付租金，閣下的下場將會很慘痛。
3.如房間出現損壞，閣下的下場將會很慘痛
。 。。。。。。
從大叔的黑超眼鏡中可以看到我徬徨的表情，這真的是合同嗎，雖然這是我第一次租房子，對於正確
的合同內容我並不是十分清楚，但這份合同也太簡短了吧！而且下場很慘痛是甚麼回事，但為了我目
前的安全着想我還是不要過問了。

。。。。。。
在這沉默的空間中有一股無形的壓力產生了出來，在我思考的期間大叔一直在直視我，雖然看不到他
的眼睛，但卻有一種我不立刻簽下這份合同會有慘痛下場的感覺。
「有什麼問題嗎？」
「並。並沒有」
「很好，你可以即時入住了」
「我還未說要。。。」
「你說什麼？」
「沒。沒甚麼」
我就這樣順利地簽下合同，並在今天起在這裏居住。
「真是不好意思，還不知道怎樣稱呼你」我禮貌上詢問了大叔的名字
「你叫我做誠叔就行了」
「嗯，好的誠叔」
「忘了跟你說，我並不是在這住的，這裡只有你和另一位住客居住。」 誠叔在大門回頭說到
「哦，好的沒有問題」
「再見」
我在走廊目送大叔離開後鬆了一口氣。
「。。。。。。終於走了！！！」 在大叔走後我忍不住大叫了起來，下一秒大門卻又再開啟。
「我忘了跟你說，我每個月會來檢查一次，如果被我發現有什麼異常情況出現，你知有什麼後果吧？
」
「當然，完全明白，沒有問題，謝謝你的關心，晚安」
「好吧，真的再見了」
大門再一次關上後，我像失去了靈魂一樣坐在地上。他可以一次過說完他要說的話嗎！在大叔回來的
那一刻我懷疑自己的心臟是否還會跳動，總之現在是解決了住屋問題了，去自己的房間看看吧。
突然，我身後有一扇門打開了，有一個女孩子走出來。
「你好，我也是這裏的租客，你可以叫我做周芷怡」
聽到那年輕的聲音就能猜到應該和我一樣是個學生，看到她的樣子後我的眼睛卻模糊起來。
「。。。。。。」
「。。。。。。」
「。。。。。。」
「你有甚麼問」
她沒有再說下去，為甚麼她沒有再說下去呢？我也不知道。但我的臉旁有點濕潤的感覺。
「你沒事吧？」
「。。。。。。？」
水點從我的臉掉落到地上



「不好意思，明天再說好嗎？」
「好。」
之後我便進入到房間內，我坐在床邊從行李箱中拿出一個相框，
躺在床上看着那張相，我的眼淚再也停不下來。
「為什麼會那麼相似啊。」
 



我和她的第一天

「可嵐，你在做甚麼?」
「哥哥，我」她面向我，而她臉上流着淚。
「有甚麼事情先下來再說好不好?」我慌張地說到。
「哥哥，謝謝你，但對不起了，請你好好活下去。」
我立刻衝向妹妹，但依然是太遲了，妹妹從我的眼前一躍而下。

原來已經早上了，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發這個夢，我如常地拿出紙巾抹一抹濕潤的眼睛和枕頭套，然
後便走出房間。
客廳並沒有出現其他人，不過這應該算是正常的，我想不會有人會好像我一樣星期日都這麼早起床。
我純熟地準備好早餐，在我準備品嚐的時候，另一個住客的門打開了。
「你好，昨晚的事不好意思。」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沒甚麼，那麼再說一次吧，我叫周芷怡，之後的日子請多多指教。」
她對於昨晚的事隻字不提，而且談吐十分有禮，和她應該十分易相處，起碼她給我的的第一印象是這
樣。
而且她真的和妹妹十分相似，只是她的身形比較豐滿，看外表的話有一種十分沉穩的感覺，而她的馬
尾上有一條白色而末端有紅色的飾物，十分配合她的黑色長髮。
「我叫黃文軒，我都要請你多多指教。」
我不知道她平常習慣怎樣和其他人相處，以免失禮，因此我用上相同態度回應她。
「你是那一間學校的學生?」她說
「我是XX中學的學生。」
「原來你都是XX中學的學生，我剛好轉到那個學校。」
「那麼今年我們可能會是同班同學喔。」我笑着說
「可能是吧。」
「我先提醒一下，如果你不想有甚麼麻煩，在學校還是當作不要認識我為妙，這是可是為你好。」我
是真心這樣說的。
她呆了一呆，不知怎樣回應我，氣氛因為沉默而顯得有點尷尬。
「我先去洗碗碟，有甚麼晚點再說吧，明天就開學了，你應該也有不少東西要準備。」
「好吧。」她便轉身進入房間了
她真是溫柔啊，看着她回到房間的我心想着。
她沒有過問我昨晚的事，而且沒有在初見面時就裝得很熟絡。看來我之後的生活應該可以過得較為輕
鬆了。

洗完碗碟後，我也回到房間去做一些預習，我不算很聰明，但我相信中四的課程不需要很聰明才有好
成績，既然我不夠聰明那樣就用努力補救吧。
而且也為了能好好活下去，但究竟怎樣才算好好活下去，妹妹你回答我吧，我看着床前妹妹的照片問
道。

不知不覺已經到晚上了，我拿出昨天買好的材料去準備晚餐。
她吃了晚餐了嗎?我下午沒聽到她有離開過房間的聲音，我沒有多想便準備了她的晚餐，希望她會喜
歡吧。
突然，她的房門打開了。
「你吃過晚飯了嗎?我多煮了你那份，要吃嗎?」問完後我就知有問題了，才第一天合租就幫對方煮晚
餐，好像有點自來熟，只能希望她不會討厭了。
「麻煩你了，那我們一起吃吧。」她平靜地回答道



他是怎麼回事?有人會為初次見面的人煮晚餐嗎?
「好吃嗎?」她吃了一口餸菜後我問道
「你還挺擅長做菜的。」
甚麼回事，這也太好吃了吧。
「算不上擅長，只不過以前有苦練過。」
以前為了讓妹妹喜歡吃我煮的餸菜用了很多時間練習，而且這些餸菜她也喜歡真是太好了。
「你想的話我可以每天都煮你的份喔。」
她的筷子掉落到地上
「不好意思，我去換一雙筷子。」她依然平靜地回答道
他究竟是甚麼意思啊!!!我們今天才算是第一次見面吧?
「是找不到筷子嗎?要我幫忙嗎?」
「不用，我找到了。」
她回來的時候頭髮好像亂了些，她在廚房做了甚麼呢?我用有點好奇的眼神看向她。
「我們繼續吃吧。」她無視我的眼神說道
吃完飯後我們便回到自己房間了。
「她也喜歡這些餸菜真的是太好了。」我對着妹妹的相片說
我和她正式相遇的第一天在我翻開書本的聲音下結束了。

(周芷怡視覺)同一天早上 那個人有點奇怪，為甚麼昨晚會突然哭起上來?
他看起來和我年紀差不多，有可能和我是同一間學校的學生，而且他是這裹的住客，還是有了解一下
他的需要。 突然有一股香味傳入我的房間，看來他都是這麼早起的人。出去看看吧。
。。。。。。

轉到新的學校真的很麻煩，校服書本很多東西要準備，在準備期間我一直在想當作不認識他是甚麼意
思？看他的語氣不像是開玩笑的，究竟是甚麼意思?還是小心一點為妙。
再一次一股香味傳入我的房間，原來不知不覺已經到晚上了，我也有點餓了，今晚就出去吃飯吧
。 。。。。。。

「沒想到他還挺好人的，而且他廚藝也太好了吧，以後能天天吃到這樣的餸菜真是太好了。」我沒有
察覺我這時正露出幸福的表情。
而且他好、好像，他是對我有意恩，吧?下一秒我用冷靜的表情說道:「不行不行，一定不會是這樣，
明天到學校時一定要小心點。」



他是甚麼人

今天是我成為中四第一天，我如常地準備好自己的早餐和午餐，今天有不同點不同的是我要額外準備
她的早餐，而我還沒有膽量為她準備午餐。
她的房門打開了。
「你連早餐都準備了嗎?」
「是啊，只是順手做了你的份。」
「那謝謝你了。」
經過昨晚後，我相信他做的早餐不會差到那裡去。

她一言不發地吃我做的早餐
「味道還好嗎?」我有點擔心地問道
「沒有喔，味道很不錯。」她依然十分平靜地說道
果然沒有猜錯，這太好吃了吧。
「但天天都要你幫我預備早晚餐這樣不太好吧，不如我付一半開支吧?」
我放棄了抵抗，而且可以吃這麼好吃的餸菜也沒有抵抗的必要。
「那麼真是太好了，說真的這真是幫了我很大的忙。」
我並不是很富有，她可以付一半飯錢是最好不過了。
「那就這樣決定吧。」
「那吃完早飯後你先出門吧，被人看見我們一起走的話應該不太好。」
「好吧。」

在她離開後，我坐在沙發上等待時間的流逝。
「我有給她好的印象嗎?」「她會和我是同班同學嗎?」「她為什麼會自己一個搬出來住呢?」。。。
。。。
我心裏有很多問題，但我最想知道的是，
「過了今天後，她會怎樣看待我呢。」

(周芷怡視覺)
吃完早餐後我就先出門了，第一天就遲到給人的印象好像不太好，而且我也想早點回去看看學校的環
境。
我從4樓大堂的告示版上得知這一年我是4D班的學生後便起行前往課室，跟着學號坐下後我便開始觀
察班上的情況。
我的視線正看向被多人包圍的一對男女，男的樣子有點不良的感覺，女的看上去有點做作。
「天佑，放學後我們要不要那裡逛逛?」那個女的用雙手放在身後，然後身體微微向前傾地問道。
「要不就去那個新開張的商埸看看吧?你們想去嗎?」那個男坐在枱上說道
「好吧。」「去吧。」其他人回應道
「我。我今天有點事，可能去不了。」有一個人這樣說道
「第一天就不來太沒有意思了，再想想吧。」那個男的拍一拍不去的人的肩膀說道
「是啊，再想想吧，我也想和天佑，和大家一起去玩呢。」
「好。好吧，我去吧。」
這班的中心人物應該是他們兩個吧，而我完全沒有想要接近他們的感覺。
下一秒，黃文軒打開了班房門走了進來，而我也明白了為甚麼要當作不認識他。
班房立刻靜了下來，就連那群人都沒有再出聲，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他從我的身邊經過，只是短短的一秒，我便感受到那種那人窒息的壓力。
在他坐下後，課室恢復了一點生氣，但明顯地氣氛已經有所不同了，而且由於他坐在我身後的關係，



我可以感覺到不時有人偷偷的看過來。
他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在禮堂聽完無關痛癢的開學禮後學生便回到課室，我在回去的途中偷聽着同班同學的對話。
「沒想到今年竟然要和黃文軒同班，要是不小心得罪他會不會被他殺掉啊。」那個男同學裝作很害怕
的樣子說道
「有可能喔。」他身邊的兩個人大笑起來
回到班房後老師已經到了並且在和一些比較早回來的學生不知道說甚麼，這個老師看起來十分年輕，
一頭棕色的及肩短髮加上恰到好處的妝容，真是配合得非常好，而且看她和同學有講有笑，應該也是
個較為友善的老師。

「各位同學回到坐位囉。」老師說道
她在黑板上寫上李楚琳
「我叫李楚琳，之後三年也請各位多多指教了。」老師笑着說
「那麼開始新學期的自我介紹吧，順著學號開始吧。」
「大家好，我叫林倩怡，好開心之後三年可以和你們同學，我相信很多人都認識我，但並不是很多人
和我很熟絡，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和各位成為朋友。」那個女的中心人物說完後露出了陽光的笑容。
「好啊，當然沒問題」「今年請多多指教」
果然是中心人物，同學都給了很大的反應。
「大家好，我是梁凱瑤。」
那個女生是在說給誰聽啊?聲音也太小了吧。
不知不覺就到我了
「大家好，我是周芷怡，我剛剛轉校，很多事情都不清楚，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照顧我。」我微笑地說
道
應該說得還不錯吧?沒有林倩怡那麼做作，也不像梁凱瑤那麼不起眼。
「當然沒問題」「周同學要不要我之後帶你在學校走走?」
看來是沒有問題了。
到黃文軒了
「你們應該沒有人不認識我，但有轉校生來到我便循例說一下吧，我叫黃文軒，希望沒有興趣認識我
的人不要來煩我，也不要期望可以從我身上打聽到甚麼事情，謝謝。」
所有人再一次沉默起來，就連老師都呆了一呆。



傳聞中的他

做完自我介紹後我便趴在枱上等待着班主任時間結束，相比自我介紹，我更期待之後的午飯時間。
可能有人會覺得我很囂張吧?但我相信這樣可以令大部分的人對我沒有興趣，我很討厭那些只是想知
道那件事的經過就裝作跟我很要好的人，為了滿足自己所謂的「求知慾」，其實只是為了在自己的朋
友圈子當中有主導的位置，能夠知道別人不知道的秘密，便可以展示出自己較為特別的感覺，卻沒有
理會過當時人的感受，當時人的死活根本沒有人會在乎，這些垃圾真的令我感到很噁心。
很快就到了午飯的時間，我拿出我自備的飯盒，前往我平常吃飯的地方。
到了那個原本只屬於我的天台後，我發現有一個女孩子在這裡，她是我的同班同學，但我剛剛睡着了
，不知道她叫甚麼名字。但看上去她的身材高挑，黑色頭髮上有一個紅色的蝴蝶結，而她用發夾夾好
了她的前陰，她整個形象就像是動畫裡的學生會長，但唯一不同的是她正在雙手抱頭，露出十分苦惱
的樣子，沒有學生會長那種強勢的感覺。
我沒有理會她，並在平日那個靠近欄桿的長椅上準備吃我的午餐，這裡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所以我
很喜歡在這裡吃飯。
「你是黃文軒吧，我可以問你點問題嗎?」
身後傳來一把女性的聲音，但聲音也太小了吧?
「我是，你想問甚麼?」我轉身對着她說
她好像被我嚇到了，她雙手抱胸退後了兩步。
「所以有甚麼事嗎?」
我見她那麼害怕，所以便用較為溫和的態度再問一次。
「我希望你可以幫我做對話練習!」她雙手合十放在頭上，然後用鞠躬的姿勢說道。
我無法作出反應，我的腦還在處理她的話，她到底在說甚麼?
「對不起，對不起，我說了些奇怪的話，你當沒有聽過吧，再見了。」
她看我沒有回應便說了這句話，留下了一臉問號的我急忙地跑走了。
所以到最後我還是不知道她的名字是甚麼?

(周芷怡視覺)
令人尷尬的自我介紹時間終於完了，他是怎麼回事?
「周芷怡，午餐我們可以和你一起吃嗎?」有一對女孩子拿着飯盒在我面前問道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左邊這位較為矮小，而且樣子十分可愛的是陳妍婷，而另一位身材比較高大，而
且膚色較黑的是陳妍玲。
「如果可以的話真的是太好了，但我沒有帶飯盒，可以等一等我到飯堂買飯嗎?」
「當然沒有問題。」陳妍婷開心地回答着，而她頭上的雙馬尾不斷在跳動，真的是太可愛了。
「那我們在這裡等你吧。」陳妍玲一邊搬動着座位一邊回答道，她好像有點強壯喔。
在我打開班房門準備出去的時候，有一個女孩子迎面和我相撞在一起。
「對不起，對不起，我沒有留意，真是非常對不起。」她鞠躬的姿勢說道。
「沒事，下次小心點吧。」我微笑着說道
我拍了拍校裙後，看了看她，原來是梁凱瑤，不知道她為甚麼這麼慌張，而她聽到我的話後鬆了口氣
，快速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伏在枱上就再沒有動靜了。
我買了幾個飯糰後，便回到班房中。
「芷怡回來了。」陳妍婷說道
「不好意思，等了很久吧?。」
「沒有喔，我們快點開始吧。」
「我可以問些問題嗎?」我坐下並問道
「可以哦。」「當然沒有問題。」
「你們兩個是姊妹嗎?」



「雖然有點遺憾，但這個是事實。」陳妍玲一邊拍着自己那不知道能不能叫胸部的東西，一邊用怨恨
的眼神看向陳妍婷。
身為女生的我都為她感到有點可憐，而且她的目光好像有轉向我胸口的跡象。
「這間學校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學會?」以防她會情緒失控我強行改變了話題
「如果你是運動派的話就有很多的選擇，女子足球、籃球學會，還有很多很多，但不是運動類的學會
我就不太清楚了。」陳妍玲回復平靜地說道
「又或者可以做回家學會的成員喔，我們學校沒有學生一定要參加學會的規矩。」陳妍婷開心地說道
所以她為甚麼可以無時無刻都這麼興奮?不過算了，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我想問那個黃文軒是怎麼回事?有人會這樣說話的嗎?」
「如果你想認識那個人的話我勸你要小心一點喔。」陳妍婷十分冷靜地說道，明顯她是認真的
「為甚麼呢?」
「雖然我不清楚事情的全部，但我可以挺肯定他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人。」
「會不會是有誤會?因為你說你不清楚事情的全部，不如你說他做了甚麼，讓我了解一下也好。」
「我來說吧，我當時在現埸。你知道誰是周天佑吧?」
「是那個像不良的男生對吧。」
「就是他，雖然有傳聞說他真的是不良，但先不理會吧，黃文軒將他打傷了，而且傷勢十分嚴重，好
像要立即送進醫院，而且我永遠不會忘記。。。」
陳妍玲說到這裡停了下來，而且她的樣子好像不想再提起那件事。
「如果不想說就算了吧，抱歉，這應該不是甚麼好的回憶。」
「我可以繼續的，我當時在現場，我看見他打周天佑時露出了極不尋常的笑容，真的是會令人心寒，
而且他好像聽不到其他人叫停手，他坐在周天佑的身上一直出拳打他的頭，就算周天佑流了很多血都
不願停手，到最後是體育老師強行拉走他才完結了這件事，而且他被拉走後坐在一旁一邊哭一邊笑，
像個瘋子一樣，所以我都認為你最好不要和他有任何關係。」
「那麼發生這件的原因呢?」
如果我不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就麻煩了，畢竟我還和那個人住在一起，但他給我的感覺不像是這樣
的人啊。
「那我就不清楚了，黃文軒和周天佑經過幾個月的時間後回到學校，而他們之間就像沒有發生過事情
一樣，但明顯地所有人都不願再和黃文軒有任何接觸，而且大量的謠言開始傳出，像他是個不良少年
呀，他會調戲女生，甚至連他殺過人都有傳出過，而他又沒有為自己說過甚麼，然後就一直到現在了
。」
所以並不知道他做這件事的原因，但不論原因是什麼都好，也無法改變他做過這些事情的事實。
我應該做才好呢?可以肯定的事一定不能直接問他，雖然他應該不會對女性出手，但我也不知道他會
做出甚麼事情來。
還是先裝作不知道這件事慢慢觀察吧。



即將成為夥伴的他和她

由於是開學的第一天，下午的時間都用來作處理雜務的時間，也就是選班上的職務、派通告等，正常
來說這是個很有趣的時間，因為可以推薦那些去了廁所的人做沒有人願意擔任的職位，又可以推薦一
對緋聞男女做同一個職位，而且這時候一定會有來自其他同學的歡呼聲，但這些事情都與我無關，因
為在那件事後，極少有人會想和我有交流。所以，午飯時那個女孩是甚麼意思呢?

放學的鐘聲終於響起了，很多人都相約在放學後繼續去玩，而我放學後也有必須要做的事。
就是去找工作了，雖然我的母親會準時給我每個月的零用錢，而且金額完全足夠讓我在這裡租住和生
活，但我完全不想用那個女入的錢。

由於我不想影響到成績的關係，因此我選擇在我家附近看看有什麼兼職可以做，找了一段時間後，我
發現在我家對面街的一間餐廳好像很不錯。
(招聘人手海報)
招見習侍應兩名
1.可自己選擇上班日子和時數，但最少要有三小時的工作時間。
2.無需學歷和經驗，歡迎任何人前來嘗試。
3.薪金可高達65元
。。。。。。

這些條件對於我來說是挺吸引的，我本來就打算只做三至四小時，這間餐廳可以接受這個要求真是太
好了，而且薪金也不低，就這間吧。
然而我打開門後看了一眼便把門關上了。
為甚麼我會看見誠叔在裡面，而且他好像不是顧客，他正在放置菜式在其他的顧客枱上，也就是說他
是這裡的員工吧，誠叔是我的房東，也就是那個變態大叔。
我站在海報前嘆了一口氣，想不到會遇到這種事。
「你是來應聘見習侍應的嗎?」一把熟悉的聲音從背後傳出
「是啊。」我沒有為意我在說甚麼
「不是，你聽錯了。」我試著裝傻，希望能騙過他
「正好我們還差一名侍應，你願意來做真是太好了。」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說道
「是啊，真是太~好了。」
就這樣我就成為了這間餐廳的員工，幸好薪金還算不錯，不是被當成廉價勞工真是太好了。
「你明天就可以來是吧?對吧?」
「是、是，當然沒有問題。」
「我想問明天會有多少的工作時間?」
「你不是看了海報才進來的嗎?說好是自己選擇上班日子和時數，最少有三小時就行了。」
還不是你迫我進來的，而且剛才叫我明天上班時明顯就不是自己選擇上班日子了，我還在懷疑如果我
回答不能的話，之後的對話還會出現嗎，只怕我現在是會變成躺著出去了。
「我今晚想好後再和你說吧，反正我也有你的電話號碼。」
「好的，沒有問題。」

我十分疲倦地回到家中，畢竟剛才我才和誠叔展開完激情的對話。
是時候要煮晚飯了，也要和周芷怡說一下之後晚餐的安排。
我快速地完成並擺放好晚飯後便叫她出來。
「今天有點累，所以餸菜款式比較簡單，味道也可能會較平時的差。」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
「沒關係，你要多煮我的份已經很麻煩了，我是很感謝你的。」



「沒有太大分別喔，你不用太擔心。」她吃了一口後說道
「那就太好了，你現在方便聽我說點話嗎?」
「當然沒有問題。」
「我明天開始就要做兼職了，可能會比今天晚一小時回來，因此我想說的是，如果你不習慣這麼遲吃
晚飯的話可以自己先吃喔，但如果你會等的話我會照舊煮你那份晚飯。」
她呆了一呆。
「我沒有所謂，所、所以可以麻、麻煩你照舊煮我那份晚飯嗎?」
「當然沒有問題。」
不知道她為甚麼突然口吃起上來。

吃完晚飯後我如常地去洗碗碟，但不知道為甚麼她今天會留在客廳。
「第一天上學還好嗎?沒有發生甚麼麻煩事吧。」
「沒有喔，同學們都很接受我，而且都很願意照顧我。」
「不過沒想到你會自薦做班長。」
「我也想快點和班上的人熟絡點，而且可以幫到其他人我覺得挺不錯的。」
「沒想到你還挺好人的。」我笑了笑說道
她沒有再回應，然後就回房間了。
回到房間後，我躺在床上想，要是那一天可以有一個人能夠接受這樣的我真是太好了。
這就是你說的好好活下去，對吧?

(周芷怡視覺)
「現在是處理雜務的時間，不如先選班上的職務吧?」李老師說道
「首先是班長，有沒有人要自薦?」
「老師，我想做。」
我立刻舉了手，作為一個轉校生要快速地在班上有一定的地位，成為班長是個不錯的選擇，當然最快
是加入周天佑他們的團體，但我顯然並不想這樣做。
而同時有第二個人舉起了手。
「老師，我也想做。」聲音依舊是小得可憐
「當然沒有問題，還有沒有人想做班長，沒有的話周芷怡和梁凱瑤就會是我們班的班長了。」
「沒有喔老師。」「有人自願做當然是太好了。」「可惡，這樣就沒有辦法投那兩個人了。」
「那麼就這樣決定吧，之後就是。。。。。。」
就這樣今天的課堂順利地結束了。
「芷怡你放學後有事忙嗎?」陳妍婷問道
「沒有喔，怎樣了?」
「那可以和我一起去玩嗎?姐姐她今天有田徑學會的練習，不能和我一起放學。」
「沒有問題，你想去那裡玩?」
「就隨便走走，我沒有特別想去的地方。」
「好的，沒有問題。」
反正我剛搬到這裡也不太清楚附近的環境。
「太好了。」陳妍婷笑着說道
我看得有點發呆，到我回過神來時我發現我的手已經差不多放在她的頭上了。
「喀、喀喀，我們走吧。」我裝作沒有發生過任何事迅速地走向門口。
她真的是太可愛了，如果剛才我沒有反應過來是不是已經把她抱來了，一想到這裡我的臉就變紅了。
「芷怡，你是不舒服嗎，為甚麼臉會變得這樣紅?」
啊!!!!!!!!!!!!!她那個天真的樣子，不行，再這樣下去我就要犯罪了。
「沒事，我們走吧。」



她說的隨便走走也太隨便了吧，公園、商場、泳池、地下商店街，差不多全部的地方都和她走過了。
到我家對面的商店街時，陳妍婷突然拉着我躲在一個轉角處。
「怎樣了?」
「你看，那個不是梁凱瑤嗎?」
梁凱瑤正站在一間餐廳的玻璃前不知道在看甚麼。
突然有個穿著西裝的大叔出現。。。。。。
那不就是誠叔嗎!那個變態大叔在這裏幹甚麼，由於相隔太遠我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但梁凱瑤之後
便跟著大叔着進入餐廳內。
我和陳妍婷走到那面玻璃前，看到上面的招聘海報。
「原來只是想做侍應兼職，我還以為。。。」
「以為甚麼?」
「沒甚麼。」
我差點就衝口而出了，不過中四就做兼職，真是勤力呀。



初步的認識

第二天是半正式的上學日，因為下午的上課時間會給不同的學會作宣傳的時間，一些小學會會在操場
邊擺設攤位，而大型的學會則可以在課室或使用整個球場作宣傳用途。中午時我在欄杆旁的的長椅一
邊吃着午飯一邊看着其他人揮灑汗水，搭設帳篷、張貼海報、搬動所需的用品，那些學會會員正忙着
為下午的宣傳作準備。
「你叫甚麼名字。」我轉身問道那個自己在吃飯的女同學
因為第一天的事，所以我對她有點興趣，但她只是呆呆地看着我。
「唉，對不起，我那時在睡覺聽不到你的自我介紹，你可以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嗎?」
「你知道我都名字後想做甚麼。」
「。。。就是可以用名字叫你啊，還可以做甚麼?」她的問題真的很奇怪
「我為甚麼會被你叫出去，你是想對我做甚麼嗎。」她的雙手抱緊着自己的身軀，而且她整個人在顫
抖着。
唉，為甚麼會這樣啊。
「你不想說算了吧。」我有點無奈地說道
我轉回另一邊繼續吃我的午餐。
「我叫梁凱瑤。」
「雖然你應該認識我，但我還是再說一次吧，我叫黃文軒。」我背著她說道
「那麼梁凱瑤，你有想參加的學會嗎?」
「沒有。」
「那麼你是放學回家學會吧?」
「也不是，因為我放學有事要做所以不能參加學會。」
「這樣好像有點可惜喔。」
。。。。。。

沒想到，她說的有事做竟然就是要做兼職。
「你好。」
「為甚麼你會在這裡?」她露出惶恐不安的表情說道
「你冷靜點，我今天開始在這裡做兼職，我也沒有想過你也會在這裡。」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啦，我騙你做甚麼。」
「你不是為了非禮我才來到這裡?」
「不是啦!要說多少次你才會相信。」我踏前一步，有點激動地說道
「你、你不要過來啊!」她立刻退後了兩步
「你們兩個來了就先換上制服吧。」誠叔突然出現說道
「是。」「好的，沒問題。」

換完制服後我們在走廊碰到。
「想不到你穿制服的樣子還挺好看的。」
但她沒有回應，只是一直在看着我。
「我身上有甚麼奇怪的東西嗎?」
「不是。」
那你為甚麼一直在看我。
「你們兩個有做侍應的經驗嗎?」誠叔突然出現說道
「我有喔。」
「文軒，你不是才中四嗎?你是做童工嗎?」誠叔有點疑惑地問道



「哈哈，當然不是了。」
我為甚麼會說出來啊!
「凱瑤，你呢?」
「我沒有做過，這、這是我、我的第一、一次。」
會感到害羞的話可以不要用這樣的方式說話嗎，我看着她微微泛紅的臉龐想到。
「沒做過沒關係，都是些很簡單的工作，我教你們做一次吧。」
。。。。。。

經過半小時的練習後我大約明白要做的事情，其實不外乎是記着餐牌的內容、枱的號碼，為客人的枱
重新裝填調味料和紙巾等，這些我之前都做過所以並不算難。而她也好像沒有太大問題，我們第一天
的工作也正式開始了。

在放學時間有很多學生會找間餐廳坐下，聊聊當天發生的事情，因此有同班同學來這裡也是有可能的
，雖然我不太在意被同學知道我在這裡做兼職，但我絕對不想看到他們這群人。
周天佑和林倩怡那群人正坐在餐廳內，
「黃文軒原來你在這裡做兼職，是自己一個生活才要這麼辛苦工作嗎?」周天佑笑着說道
「天佑你不要再說了，他也是很慘的，父親已經不在了，母親又離他己去。」
「是啊。」
林倩怡說完後其他人都一起在笑
「是啊，沒辦法，要自己一個生活是會辛苦點，但還算可以啦，請慢用。」我一邊放下他們點的餐點
一說道，然後就離開了他們的座位。

「他們是怎麼回事?雖然我知你同他們發生過一些爭執，但也不用這樣說話吧。」梁凱瑤在我收拾其
他枱說來到我的身邊說道
「你是在擔心我嗎?」我笑着說
「當、當然不是!我只是看不慣有人被這樣對待。」她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少
我呆了一呆，然後轉過身對着她。
「即使是我也是嗎?」
「算、算是吧。」
如果不是因為現在我面對着她，我都不會知道她的臉現在這麼紅。
「那你要代我去服侍他們嗎?」
「如果你想的話，我可以的。」
雖然她這樣說，但明顯她是很害怕的，看來她和他們的關係也不算很好。
「你不也是很害怕嗎，我只是開個玩笑，不要當真，今天是你第一天工作，不用想太多，他們繼續由
我服侍吧」
「嗯，好吧。」

「黃文軒，我們不小心打翻了汽水，你可以幫我們抹一下嗎?」
「好的，請等一下。」
他們又想做甚麼。
我拿着抹布蹲在他們的枱下抹乾淨他們弄污的位置，在清理期間，我感覺到我的衣服被弄濕了。
「哎呀，我又不小心打翻了水，真是不好意思啊。」
「天佑，你小心點啦，不要又麻煩到別人。」
這樣很有趣嗎?我沒有理會他們，繼續清理枱下的污漬。突然，我被周天佑踢了一腳。
「不好意思啊，我沒看到你在這邊。」
「你們夠了!你們真的是很過份。」梁凱瑤出現在我的身邊說道
「想不到連梁凱瑤也在這裡喔，你們是在一起了嗎?不錯喔，陰沉女配暴力男。」周天佑繼續說道



「哈，沒有啦，我和她一起在這裡做兼職只是個巧合。」
「不用掩飾了，難怪我第一天叫她一起來吃午飯時她會拒絕了，原來就是和你在一起，不過想不到她
是個這麼隨便的人喔，像你這樣的瘋子也可以。」
「你這樣說就有點過份了喔。」
梁凱瑤已經眼泛淚光了，我拍一拍她的肩膀示意她不要再留在這裡了，但她沒有跟隨我的指示，儘管
她害怕得身體在不停發抖，但她依舊站在我的身旁。
「唉，不要在這種時候才這麼固執啦，你去叫誠叔出來吧。」我用他們聽不到我聲音對她說道
她明白我的意思後便前往廚房。
「是啦，我是個瘋子，你不是最清楚嗎?還是你想再了解多一次?」我在他的耳邊說道
「各位客人請繼續享用你們的餐點吧。」我說完後便轉身離開
「周天佑你給我站着，上次我只不過是因為被你偷襲才會被打成那樣的，你不要以為你真的可以打贏
我。」
都給了你一個下台階也不滿意，是因為有朋友在旁邊嗎?
「客人，有甚麼問題嗎?」誠叔終於到了
周天佑瞬間呆住了
「誠、誠、誠叔你為甚麼會在這裡?」
「這裡是我的餐廳我當然在這裡，還有你是誰?我認識你嗎?」
「我是周天行的弟弟周天佑。」
「哦~是天行的弟弟啊，那麼在我的地方有甚麼規矩你應該知道吧?」
「知、知道的。」
「我們走吧。」
「為甚麼啊?」
「總之先走吧。」
「好吧。」

看着他們離開後，我鬆了一口氣。
「我離開時我見到你和他說了些話，他就變得有點怕你了，可以告訴我你說了些甚麼嗎?」
「不是甚麼特別的話啦，只是說了他兩句。」
「我也想自己可以有這樣的膽量。」她說完後低下頭，再次露出十分苦惱的樣子。
「剛才你不是很害怕嗎，但你依然沒有選擇逃避。」
「要做的時候不是做得很好嘛」我摸了摸她的頭說道
「還有真的很感謝你，在那時願意站在我的身邊，繼續工作吧，還沒到下班時間。」
。。。。。。

到了下班的時間，換回學服我和她再次在走廊碰到。
「明天見吧，之後請多多指教了。」我說道
「嗯。」
「黃文軒。」
她竟然會叫我。
「甚麼事?」我轉身面對着她問道
「你今天穿制服的樣子也很好看喔，再見了。」她說完後便跑走了。



神秘的誠叔

不知不覺已經到星期六了，由於學校十分看重學生的成績和升學率，因此我們星期六上午都要回校上
課。雖然是上課日，但中四學生的星期六又怎會是用來上課，所以在放學時很多人都已經約好要去那
裡玩。而我當然也有約好的事，每個星期六我都會去見一個重要的人。
我在車站旁的花店買了她最喜歡的百合後便起程前往目的地，我在微微晃動的車廂中用電話查看近來
這附近有什麼新聞，新開的商埸、昨天的大塞車、游泳池經過兩星期的休館後重開，好像都沒有甚麼
大事件，再看下去卻有一單新聞吸引了我的眼球，有消息指我們這區出現了一個可疑人物，多名夜歸
女子向警察表示，一名頭帶鴨仔帽，面帶口罩，身形有點肥胖的男子跟蹤她們回家，請各位女士小心
注意。
(誠叔傳來一則信息)
「文軒，你今天要上班嗎?你昨天還沒有決定喔(°° '')。」
「我今天會來喔，而且應該可以早點來，大約三點左右吧。」
「好的(∩_∩)。」
剛剛開學也沒做過甚麼，應該可以早點去吧，但是知道誠叔的真面目後再看我們的對話訊息令我不論
生理還是心理上都產生強烈的不良反應，那個大叔可以不要再這樣嗎。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附近的車站，而目的地還要走大約十分鐘才能到達。
「妹妹，又一個星期沒見了，你過得還好嗎?」我站在妹妹的墓前說道
「今天是上課後第一個星期六，所以沒有甚麼有趣的事和你分享。」
我一邊用濕毛巾抹她的墓碑一邊和她說一些近來的事情
「哥哥沒有被人欺負，你可以放心喔。」
「而且我還認識了兩個女孩子，一個和我住在同一間房子，她的名字叫周芷怡，她的樣子和你很像喔
，照顧她的時候又有以前照顧你的感覺。另一個是我兼職的同事，叫梁凱瑤，她平時是個有點擔小的
人，但到了危急關頭卻願意為我站出來，是個很不錯的人吧?但是我和她兩個都不算太熟就是了。」
周天佑來了的那天後，梁凱瑤就沒有來天台吃午飯了，不過平時兼職時我和她說話時都沒甚麼問題。
而我和周芷怡也沒有甚麼改變，依然只不過是同住在一間房子，最多可以加上廚師和食客的關係，她
是沒有聽說過我的事情嗎?我和她的相處中沒有察覺到她對我的態度有太大的轉變。
這次的見面在我更換完妹妹面前的百合後就差不多來到尾聲了，原來這麼快就過了一小時。

我很快便到了誠叔的餐廳，一開門就看到梁凱瑤已經在工作了。
「這麼早就開始工作，你放學沒有事情做嗎?」
「沒有喔，有就不會在這裡工作了。」
「嗯。。。」
她現在和我說話時不會再感到害怕了，這算是很大的改變吧。
工作也沒有太多特別的事，應該說因為看過太多特別的事，所以現在已經習慣了，想起來一開始工作
時真的是嚇到我和梁凱瑤了。
那天有一個穿着黑色西裝的中年大叔來到我們的餐廳，而他的身後有三、四個人跟着他。
「小妹妹，可以幫我叫誠叔出來嗎?」
然而他和他身後的人散發出強大的氣場，梁凱瑤當然怕得不敢說話了。
「你是聽不懂我們大哥說的話嗎?」那個中年大叔身後的人說道
「不要這樣，她只是個孩子，那邊那個小哥哥，你可以幫我叫誠叔出來嗎?」
「好的，沒問題。」然後我就拉着發抖的梁凱瑤離開了
「你們兩個可以幫我到廚房整理好昨天來到的貨物嗎?」誠叔出來時和我們說道
「我明白了。」然後我就拉着依然在發抖的梁凱瑤去廚房



「你要抖到甚麼時候?」我有點無奈地說道
「但、但是他真、真的很可、可怕。」我感覺到她快要哭出來了。」
「你在這裡坐坐吧，我來整理貨物就行了。」
「但、但是。」
「不用再說了，你當作是之前幫過我的回報吧，現在好好休息一下。」
「嗯。」
我一邊整理着貨物一邊偷看着誠叔那邊的事情發展。
「誠叔可以請你幫忙嗎?」
「我一早就說過不再理會這些事情了。」
「但是我們真的很需要你的幫忙，拜託了。」那個中年男人低着頭說道
「你還要我多說一次嗎?」
「你怎麼敢這樣跟我們大哥說話?」
「天行，你好像沒有教好你的手下喔。」
「你們給我收聲，對不起，誠叔我們打擾了。」
誠叔果然不是甚麼簡單的人，而且誠叔叫他天行，天行不就是周天佑的哥哥嗎?
然而那時的我還不知道，周天行被拒絕後在出門口後臉色一沉，好像在計劃着做甚麼。

「偷看完了嗎?」
我有點不好意思地從廚房去出來。
「剛才那些事你當作不知道比較好喔。」
「當然，我知道這些事來做甚麼。」
「凱瑤在那裡?」
「她正在廚房裡休息，她好像被剛才那個大叔嚇壞了。」
「真是個膽小的孩子，你要多多照顧她喔。」
我想正常人看到剛剛那個情況都會害怕，雖然她是比較膽小，但這次應該不關她的事吧。
「這些等到她想的時候才說吧。」我苦笑着說道
。。。。。。

今天很順利就到了放工的時間，我換完衣服出來後誠叔拿着一張學生證走過來。
「凱瑤好像漏了東西喔，你可以幫我拿去給她嗎?」
「她應該會自己回來拿吧?」
「你想要一個女孩子這麼晚自己一個回來這裡嗎?」他托起他的黑超眼鏡看着我
「我想去也不知道要去那啊，我又不知道她住在那裡。」
「這個你不用擔心，你出去轉右一直走到街尾就會到她的家了，你跑的話一定可以趕上她的。」
「好吧，我去。」
他這樣不就是一定要我去嗎，不過算了，要女孩子夜晚自己一個回來好像也不太好。
我拿着她的學生證跑了出去，如果路上找不到她的話就打電話給誠叔吧，如果我有她的電話就不用這
麼麻煩了。
突然，在我跑過一個公園時我聽到一把女性的叫聲，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羞辱的她與痛苦的她

「不要、不要過來啊!」
這不是梁凱瑤的聲音嗎?
一想到今天早上看到的新聞我就不能冷靜下來，如果真的遇到的話，就不能打草驚蛇了。
「快、快點停手。」
情況好像有點不妙，我快速地前往剛才發出聲音的地方，但我看到的卻和我想像的完全不同。
我看見梁凱瑤被按在地上，然而在她身上的是一隻黃金獵犬，而且牠一直在舔梁凱瑤的臉。
「不要再舔了，求求你停下吧。」
我一邊笑着一邊從一旁走出來
「黃文軒?你怎樣會在這裡?」
「我有點東西要給你。」我一邊看着被狗舔着的她一邊說道
「其他事情之後再說，你先幫幫我吧。」
我拉開了那隻黃金獵犬並慢慢撫摸牠，在牠冷靜後我便帶梁凱瑤坐在公園的長椅上。
「我、我被沾污了。」她啜泣着說道
「不就是被狗舔了幾下，說得這樣誇張。」我拿出紙巾給她抹乾臉上的口水
「而、而且還要被你、被你看見，還不如死、死了算吧。」
「雖然我知道這樣的事被人看見是很羞恥，但如果我沒有來的話你可能就要被舔上一個小時了。」
「你、你是說得對啦。」她有點小聲地說道
我看她還是沒有冷靜下來，便打算去自動售賣機買點飲品給她。
「你要去那裡?」她拉着我的手說道
「我去買點飲品，你要喝甚麼?」
「我、我和你一起去。」
「好吧。」
在自動售賣機前我還可以看到那隻狗坐在地上，所以也不太擔心牠會不知道去了那。
買完各自的飲品後我們回到剛才的長椅上。
「對了，你忘記拿你的學生證了。」我把她的學生證還給她
「你打電話給我讓我自己回去拿不就行了。」
「你不知道近來有可疑人物跟蹤女性回家嗎?你自己再回來好像不太好，而且我也沒有你的電話號碼
。」
「你、你是在擔心我嗎?」
「算是吧，大家算是相識一場，會擔心也不算太奇怪吧?」
「小白、小白你在那?」
突然有把聲音在附近傳出來，而那隻狗立即有反應了。
「小白原來你在這裡，剛才找不到你真是嚇壞我了，是你們幫我看着小白的嗎?」
「算是吧，雖然剛才，啊!」我的手臂被狠狠地捏了一下，而且梁凱瑤滿臉通紅地看着我。
「下次你記得要看好你的狗了。」
「我會的，謝謝你們。」她露出疑惑的神情，但依然很感謝我們，之後她便帶着她的狗離開了。
「抹乾淨了嗎?抹乾淨了我們就走吧。」
「要去那?」
「你不是要回家嗎?走吧。」
「你要和我一起回家?你想做甚麼。」她露出不信任的眼神看着我
「唉，我沒甚麼意思，只是今天的新聞讓我有點在意，而且你才剛經歷完這種『好事』，我不知道你
的精神狀態怎樣，不過你不想就算了吧，明天見吧。」
雖然我不知道她明天有沒有事做，但是根據她的上班頻率，她應該和我一樣星期日都會上班吧。
「等、等等，要是你想的話，我、我沒有問、問題喔。」



唉，想的話說出來不就行了。
「但是!你不能和我一起走，要是被人看到的話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我明白了。」
一路上我們都沒有交談過，就這樣一直到了她的家前。
「今天謝、謝謝你。」
「快回去吧，明天見了。」
「明天見吧。」
。。。。。。

「周芷怡，我回來了，不好意。。。」
一回到家中我看見周芷怡睡在沙發上。
「周芷怡，周芷怡醒一醒。」我在她耳邊小聲地說
看來她真的很累，還是先準備好晚餐吧。
我很快就煮好晚餐了，而她在這段期間依然沒有醒來。
「周芷怡，周芷怡起來吃晚飯啦。」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說道，而且她的樣子看來有點奇怪
「嗯?」她剛剛睡醒似有點神智不清
「起來吃晚飯啦，還有你去廁所處理一下吧。」
「你在說。。。」
她好像意識到了，沒有錯，整個枕頭都被她的口水弄濕了，她的臉就更不用說了，她立刻地衝進廁所
，經過一段時間後她便出來了。
「你看到了?」
「呃。。。」
「我是說你看到了嗎!」她現在散發出來的氣場甚至比周天行強
「是、是看到了。」
「是嗎。」
接下來的時間我度過了一段十分安靜的晚餐時間，我相信沒有人會願意提及剛才的那種事，而且她的
心情好像不太好，還是少說為妙吧，而她在吃完晚餐後就回到房間去了。
。。。。。。

(周芷怡視覺)
「已經差不多八時半了，平時他這個時間早就回來了啊，他發生甚麼事了?」我在沙發上坐立不安地
看著時鐘。
「不就是晚了一點回來，我為甚麼要這樣擔心他啦。」
我觀看着電視等待時間的流逝，不知不覺我就睡着了。
「為甚麼!為甚麼你們要這樣對我?我們不是朋友嗎?」我聲嘶力竭地叫道
「像你這樣的人怎麼會是我們的朋友?」
「你們不是和我一起做了那件事嗎?」
「但沒有人發現到我們有做啊，怪就怪你被捉到吧，要是我們再和你在一起會被人說閒話吧，就這樣
吧，再見了。」
「為甚麼，為甚麼你們要這樣對我。」
。。。。。。

「周芷怡，周芷怡起來吃晚飯啦。」好像有人在叫我
「你去廁所處理一下吧。」
我撫摸一下我的臉龐，原來早已濕透了，我立刻到廁所抹乾我的淚水。
「真是麻煩，竟然被他看到了，希望我沒有說夢話吧。」
然而他在整頓晚飯的過程中都十分安靜，沒有像平常一樣和我說話，也沒有問我發生甚麼事，我十分



感謝他這樣做，因為此時的我並沒有心情理會他，他好像也沒有傳聞說得那麼差嘛。
回到房間後，我回想起剛才的夢，回想起那段我很想忘記的時間。拜託，不要再想起了，我不想再想
起了。
雖然我現在也有比較要好的朋友，但她們真的就不會離我而去嗎?一想起以前發生過的事我就十分害
怕，如果她們最後不接受我，我又該怎麼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