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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 IG的第一日

IG suppose係用黎做啲咩？

睇下wiki點答，佢就話ig可以俾使用者可以喺呢個平台分享照片同埋影片，同時亦都可以追蹤其他使
用者嘅分享。

講到尾，其實最重要都係—「分享」。

究竟有幾多人係真係用ig黎分享生活？

我肯定我自己唔係。

重度ig上癮嘅我喺呢一日del咗ig，之前嘅post全部archive曬，story highlights
del曬。 淨係留低咗個story。

同其他人講會del ig，要搵我嘅人，就喺whatsapp，tg，一係就signal搵我。

一po完，好多人都睇咗story，好多人即刻unfol咗我，同時間都有好多人reply，問我發生咩事。

好多好多都係之前flirt過嘅囝。

：「姐姐，你發生咩事啊？」

：「咩事咁大鑊？」

：「有咩事都可以同我講㗎靚女！」

我一律淨係答：「有緣再傾啦」

有問我佢哋點樣先搵到我。

：「我冇你signal，咁我點搵你啊？」

：「咁點算，咁我點搵你睇戲食飯？」

我都一律淨係答：「有緣就會搵到」

簡單啲黎講，就係唔想俾你哋再搵到我。

有熟啲嘅朋友喺whatsapp搵我。

：「我哋喺呢度傾！」

有朋友黎dm我，係好耐冇傾計嘅朋友。



：「最近見到你唔同咗，因為以前識嘅你，係會成熟啲，呢排見到你好似收埋咗自己，喺好深好深處
，好似怕受傷嘅小女孩匿埋咗咁，感覺唔同咗好多，好多包袱。」

我知道呢個朋友雖然唔係成日搵大家，但佢絕對係我其中一個真心朋友，佢對住我會有嗰句講嗰句，
唔會講埋啲好假，好客套嘅說話。

：「But want to tell u ,
做翻自己真係好難，但你嘗試過已經好叻叻，十個一定有一個唔鍾意自己，唔好怕會有呢件事發生。
Btw 期待見翻係深處嘅你出翻黎，見翻陽光 be a brighter you  just take your time , things will get
better  」

我睇到喊，因為我真係唔知自己究竟係一個點嘅人。原來自己變成點，其他人係睇到，但係我自己完
全唔知。

又或者係話，其實自己係知自己變咗，但俾ig主導咗我自己。

所以我揀咗「逃避」呢個方法。

望住自己ig個2000幾嘅followers，入面又有幾多個真係愛你嘅人？

就咁一個del ig嘅動作，就分到邊啲係真係關心你嘅人。

夜晚，我約咗個朋友出黎。

：「你今晚得唔得閒啊？」

：「做咩先」

：「我好唔開心」

：「出嚟搵我傾吓計？」

：「嗯，就係咁我先問你夜晚得唔得閒。」

：「我食完din可以啊！」

：「我想食甜水。」

：「今晚食啦！食完開心返！」

我哋喺坑口行去將軍澳，兩個人夜晚又唔認得路，遇到兩條路，佢堅持係直行，我就話係轉右。

：「我認得路啊，係向前直行囉！」

：「咩啊！咁咪要行返轉頭！」

：「我話係就係啦，行錯咪我請你食糖水囉！」



最後，佢請咗我糖水。

：「你又揀唔到食咩啊？」

：「好多都想食嘛」

：「你話9:30後唔食嘢㗎，得返九個字咋你！一係你講三個，我幫你揀」

：「我想食芒果，同凍嘅嘢，唔鐘意食熱嘅糖水！」

 ：「叫你俾三個名我，你就俾三個類別我」

講完之後，佢行去俾錢，我就好下意識拎個電話出黎，開ig黎睇。

唔係啊我del咗啦

最後，我哋行去海旁度食。冇得堂食，係咁撚柒煩。

我冇好似想像中爆喊。只係呻咗兩句。 朋友亦都冇俾建議我，淨係俾我任呻，然後講無聊嘢、鳩up
下。

：「我想食薯條。」

：「我想食雪糕」

：「你啱啱先食完甜嘢咋喎！」

：「咁人哋係鐘意食甜嘢嘛」

：「咁依家去買囉！」

佢就即刻拎個電話出黎落單。

我望下個電話—「11:13」

啊仲有，完全冇任何notification，但我已經幾個鐘冇睇到電話。

比著之前，應該多到冇可能一眼就望曬

：「但係依家過咗9:30啦喎！」

：「食埋先啦，聽日先減啦屌！食咩啊你？」

：「我想食雪糕吓，但真係食啊？」

：「食咩雪糕啊？」



：「你幫我揀埋啦！」

如是者，我破戒了。喺11:25竟然食嘢，仲要食雪糕

佢陪咗我三個鐘，我嘅注意力冇放喺唔開心嘅事上面，淨係聽朋友吹水。

嗰三個鐘，我係不停笑，係開心嘅。

但我未放低



del IG的十四日前

今日晏晝兩點幾嗰陣，啊M send msg嚟。

：「今日有咩做啊？」

：「冇啊，都係返工！」

：「今晚睇唔睇戲？」

：「可以啊，不過我六點半先放工喎」

：「咁睇晏啲囉，我都要夜晚先得」

跟住佢send咗張相俾我，係一張佢影住碼頭嘅相。

：「去邊啊你？」

佢秒睇msg，但係同時已讀咗我

屌啊？問題黎㗎喎，已讀係想點？

我即刻dm我個frd，一個日日傾計嘅frd。

：「屌 佢已讀我個msg囉！」

隔咗兩分鐘，佢就覆咗我。

：「係咪end topic咋？」

：「我係問緊佢嘢囉，佢send相黎，咁我咪佢去邊，佢即刻睇，但又即刻已讀我囉」

：「會唔會係同朋友傾緊計，冇覆到你？等多陣啦～」

等等等，返緊工嘅我，對手都冇離開過部電話。

望望望，都係冇reply，個人開始燥底，對啲細路冇晒耐性，覺得佢哋煩住我。

我一望部電話—「6:29」

有三個notifications。

係啊M終於send msg黎。

「LI」
「Lantau Island」



「依家返緊黎」

我即刻seen咗個msg，但我冇真係放低部電話，繼續mon住個chatbox，睇下佢有冇typing。

過咗五分鐘，佢終於再send msg黎。

「？？」
「已讀我。。？」

本來都仲係燥燥地嘅我，睇到佢話我已讀佢，即刻嬲撚到可以唱返首十幾次「焫焫焫焫焫焫著」。

我就隔咗十分鐘先再覆佢。

「啱先放工」

佢又即刻睇咗msg。

「睇邊場啊咁？」

我send咗兩個場次嘅座位表俾佢，之後乜都冇打。

「你想呢」

「你話事」

「咁呢場囉」

「咩位」

「你揀啦」

我買完飛，同佢講咗一句 「bought」

「你喺邊啊？」

「喺屋企，依家出黎」

「咁你出到黎再話我知」

「嗯」

出到黎，冇尷尬，當啱啱「已讀」嘅事好似冇發生過咁。

「你有冇睇我story，呢個好好飲！」

跟住佢就喺個袋度拎咗支杏仁霜出嚟。



「我唔鐘意杏仁陣味，你唔覺得好奇怪咩？」

「哦咁樣講，啫係要我記住你唔鐘意杏仁啦咁我要記低佢先！」

佢就拎咗部電話出黎，好似諗住真係要jot低咁。

「咪癲啦！我分享下啫！唔係暗示你要記住囉！」

依然揸住電話嘅我，推開咗佢隻手，諗住叫佢收起部電話。

佢就咁笑咗笑，就將個電話擺返落袋。

我望下部電話，依家先8:00，場戲9:00先開場，所以變相我哋就要喺銅鑼灣鳩fing下先。fing
fing下，我哋行咗去American Eagle。

「呢度啲衫你啱㗎咩？」

我望下我哋兩個著嘅衫—我著住件黑底打底加馬甲再加條黑色闊西褲，一個就著白色oversize裇衫加
件黑白拼布褸。兩個人顯然就同amercian eagle賣嘅style完全唔夾。

「你咪一樣唔啱！」

「咁我哋行黎做咩？」

「咁都冇嘢做，又等開場呢件幾靚喎！」

佢望到一件同樣係拼布款嘅褸，就行咗過去睇。

「我好鐘意拼布嘅item！」

「ok，我會記住㗎啦！」

我冇拎部電話出黎，而係真係記住咗。

我哋再行咗去間樓上舖，賣各種相機的。

「你係咪影菲林㗎？」

佢拎咗起部kodak藍色嘅菲林相機，左望右望，就咁樣問我。

「之前有影啊，太懶了，唔想拎部相機出街，依家多數用app影。」

「你ig啲相都係？」

「之前嗰啲真係用菲林，最近嗰啲都係用app影。」

「咁都幾似喎！」「係啊～仲要自從用咗嗰個菲林相機app影相，po出黎嘅相都多人like啲！」



佢又拎起一部白色polaroid。

「呢部靚喎！」

「買啦！」

係，呢句「買啦！」係我嘅口頭禪嚟。

佢又拎起咗另一部，貴少少嘅心polariod。

「兩部都係咁，咁梗係買部貴啲嘅好啦。」

「我想買返部單反就真。」

「點解嘅，你本身有㗎？」

「係啊，嗰陣考dse，諗住唔好分心去追星，就賣咗。好後悔啊！好明顯賣咗都幫唔到我專注喺dse
度」

「啊你追星，咁你之後拍拖，揀男朋友定追星啊？」

我呆咗一呆，完全唔expect佢突然間咁問，明明講緊相機。

「erm我冇經歷過要做呢個選擇喎」

「咁如果你揀追星，你男朋友咪會好sad囉」

「到時再算啦，依家都冇男朋友！」

想你係我男朋友啊

諗下諗下，我不自覺就望住佢個樣發緊呆。

「做咩望住我個樣？」

佢突然問我嘢，我先回過神來。

「咁咪唔望囉！」

跟住我就另轉塊面，真係唔再望佢。

佢做咗個真係打死我都估唔到嘅動作。

佢拉住我個衣袖邊，個樣勁傷心咁。

我嗰下真係睇到眼都突埋



但係我完全唔知點handle，我指住間舖入面嘅figure。

「嘩呢個好靚啊！」

我迴避咗，冇俾反應佢。

佢放開咗我個衣袖。

我呢一刻唔知，佢係放開我個衣袖，定係放開咗我呢個人。

fing fing下，我望一望個電話—「8:50」。

我哋就行去戲院，入場嗰陣佢無端端問我。

「你記唔記得我生日？」

我都未答佢，佢就自己再講。

「實唔記得啦，我就記得你幾時生日啦！4月12啊嘛！」

「我都未答我記唔記得！」

「你白羊座喎，不過唔知你信唔信星座呢啲～」

「唔係好信㗎，不過我記得你係巨蟹座囉！」

佢冇再答我。

但佢輕輕力咁推咗我個頭一下。

我又呆左呆，摸一摸佢啱啱推我個頭嘅嗰個位。

係㗎，靚仔搞你個頭，就會春心蕩漾。樣衰嘅就

都係嗰句啦，樣衰真係原罪黎。

佢見我咁，就笑咗出聲，嗌咗我一聲

「傻仔！」

對於極眼淺嘅人，睇愛情片一定喊到天崩地裂咁。

而我，就係嗰啲極眼淺嘅人。

睇完戲行出去，成個人仲係閪迷緊，眼神喊到放空。

「你要唔要去廁所先？」



我嗰陣已經喊到冇理到自己嘅形象，點咗點頭，就行去廁所。

一行到去廁所，照下塊鏡—好彩啫。

係對眼紅晒，冇溶妝，冇溶妝。

我印一印走啲眼淚，呻走晒啲鼻水

真係極冇形象可言。

跟住我就行出去，就見到啊M企喺門口等我。

佢本來揸住個電話，另轉面錄緊音，一見到我，就放低咗個電話。

「你點啊？唔好喊啦傻！」

我淨係點下頭，唔敢同佢對視。

因為我對眼真係好撚紅啊！！！！！！

仲未平復心情嘅我，搭扶手電梯嗰陣，差啲成個仆向前—佢企喺我前面

啫係我差啲仆落佢度。

好彩我有扶實個扶手。

其實係好彩定唔好彩？

「嘩你跌落黎，我一定會讓開個位俾你㗎！」

我聽到佢咁講，笑咗出聲。

「放心喎，一定唔會擲死你！」

「咁咪好囉，依家笑返！」

我望一望個電話—「00:08」。

佢送我去搭車。

有兩個男人喺我哋前面，肩並肩咁行。

佢哋陣香水味濃撚到，佢哋喺街頭，我喺街尾都聞到。

「好似係Le Labo嗰支香水嚟」



「唔鐘意男仔噴咁濃味嘅香水」

我皺住眉頭咁講。

佢有啲shock咁問望住我。

我就知仆街鳥

跟住我就問佢

「你平日噴好多香水？」

「我有噴啊。」

唉屌講錯嘢了 沿路我哋都冇再提起呢個話題，佢送我去搭車之後，我即刻dm我個frd—啊J。

：「屌！」

未等佢覆，我就一輪嘴自己講。

：「佢啱啱嗲我囉」

：「佢啱啱推我個頭囉」

：「屌！！！！！！！！

：「啱啱佢食雪糕，諗住水我食，但係我堅決唔食，因為要減肥」

：「佢扁咀囉cls…佢話我嫌棄佢啲口水尾囉！屌我先冇嫌棄囉！」

：「啊！個重點係佢好q啊！！！」

：「真係好中我嗰type啊！！！少少fuck但又qq」

：「救命我真係要死了！！！」

搭緊車嗰緊嘅我，打呢啲文字俾啊J嗰陣，都唔知其實係咪周身扭緊。

興奮到控制唔到自己啊！！！！

都未等到啊J覆我，啊M就text我。

：「如果你唔鐘意人哋噴香水，我唔噴都得㗎」

：「返到去話我知啦」

我睇到個msg……完全呆撚咗。



完全冇expect佢會再提起，完全冇expect佢會主動講，完全冇expect佢要對我咁

我冇即刻覆佢。而係cap低咗個notifications send俾啊J。

（notifications screenshot）

：「cls…佢竟然咁同我講」

我同咗啊J講完，先再覆啊M。

：「冇咩所謂啦，都唔覺得你有大陣味～依家陣味啱啱好！」

啊M即刻seen msg。我即刻退出個chatbox。

轉個頭就有兩個notifications。

：「」

：「係咪真㗎？」

我完全唔識覆，點樣覆先顯得我大方啲？點樣覆先顯得我唔太上心，點樣覆先顯得我又有少少著緊？

我冇覆到。 我開咗電話個菲林相機app—「Dazz Cam」。

將啱啱影嘅戲飛convert佢變做一張偽菲林相。

試咗五部相機嘅filter，先終於揀到一張。

嗯，可以po了，po story啫！

開ig，撳左上角，揀啱啱嘅菲林相，諗咗一陣caption。

諗唔到。

跟住我就上網search啱啱套戲有啲咩好深刻嘅台詞，睇咗三個page嘅分享，終於搵到一句。

copy&paste.

paste落去個story度，再揀字體，左撥右撥，眨下眼又揀咗分幾鐘。

嗯，揀好。

再將個caption置中，啱啱好放正喺張戲飛嘅上面。

再拎遠少少部電話睇，張相個構圖又好似有啲怪，zoom埋啲先，再移過左面少少。



嗯，ok！

突然間，我有一個諗法。

我撳開咗個notifications。

：「我po story啦！要唔要tag你啊？」

我一路等一路等，等咗廿分鐘。

本來秒覆緊我嘅佢，隔咗廿分鐘都冇覆我。

越等越心灰

我撳入IG，喺段caption下面tag咗啊M。

然後再退出咗個app，碌下連登等佢覆。

碌完連登，就下意撳開ig，一開就係嗰個ready要po嘅story。

望下電話幾多點—「00:30」，再過多陣就太夜，唔會有人再睇我story啦

view數會好低。

就喺諗住save draft，諗住聽朝再po嘅時候，啊M覆咗我。

：「你估下？」

我即刻覆佢。

：「咁唔tag囉～」

終於收到佢reply嘅我，春笑到成個發情嘅獅子咁，跟住就po咗個story。

一po完，我就不停咁refresh IG個page，望下幾多個人睇咗。

10個一分鐘有10個

算正常。

過多一陣，已經陸陸續續有人reply我story。

：「新囝？」

：「男朋友？」

：「終於拍拖？」



少部份係唔熟嘅人，大部份係flirt過嘅囝。

我淨係覆咗啲仲做到朋友嘅，真係朋友。

：「努力緊，努力緊！」

佢哋大部份都秒覆我。

：「wooooo咁你加油啊！」

：「你咁靚女，實得嘅！」

：「嘩邊個男仔咁好彩，可以俾靚女倒追」

聽到呢啲，讚到你天上有地下無咁嘅說話，內心已經完全冇起伏。

呢個時候，啊J覆咗我。

：「完全係你鐘意嗰type囉！我就唔鐘意啦！」

：「咁最尾點啊，你有冇同佢share個雪糕？」

我覆返佢。

：「屌但其實真係好怕羞！！！」

：「「冇啦，太夜啦，仲要雪糕，肥啊」

如果當初，我食咗佢叫我食嘅雪糕，

個結果會唔會唔一樣？



del IG的第二日

尋晚兩點幾就瞓咗，晏晝喊到好攰。

但我朝早六點都扎醒咗，一擘大眼，成個腦全部都係啊M同我講嘅嘢。

好痛苦好痛苦

我轉一轉個身，拎起咗擺喺枕頭隔離嘅電話。

一開個screen，淨係得廖廖可數嘅notifications，比著之前，碌到我個人醒曬都仲未碌完。

原來，冇咗ig，真係會冇人搵我。

我迫自己再瞓，淨係得瞓覺，我先可以唔駛諗起啊M。

但我唔記得咗自己每一次瞓覺都會發夢

：「一唔一齊食lunch」

我電話個screen著咗，佢喺ig send咗msg嚟。

我心諗做咩咁突然搵我食lunch，雖然好想見到佢，但係唔知點解個心總係一啲好嘅預感都冇。

：「喺邊度食啊？」

佢即刻覆我。

：「我過黎搵你啦，你預1點半？」

：「但係你驚唔驚遠啊～你喺荃灣過嚟康城喎。」

：「唔緊要啦。都唔係真係好遠。」

：「咁你差唔多到就我知啦！」

：「好，食完傾兩句？」

傾兩句屌實冇好嘢啦

咁我可以覆咩啊？

冇啊得一個選擇。

就係屌那媽頂硬上



：「嗯好啊～」

佢like咗msg。

我即刻dm搵啊J。

：「屌！！佢無端端搵我食飯，仲話咩要傾兩句」

啊J隔咗唔夠三分鐘就覆我。

：「特登出黎傾嘢？」

：「係啊damn」

：「無嘢嘅我諗，如果係要一拍兩散就唔駛特登再約出黎講啦！喺ig直接remove你，block9你咪得
！」

：「講就係咁講啫，但唔知點解真係一啲好嘅預感都冇！好唔想出啊依家。」

係啊。我又想逃避。

出到嚟之後，我哋決定唔到食啲咩，就喺個商場度周圍望下食啲咩。

因為佢一句「食完傾兩句」，我個心就已經吊咗喺半空咁，even個電話喺咁喺我個袋入面震，我都
好似sense唔到咁。

今日佢一路都揸住部電話。

個情況好似唔同咗。

行行下，經過一間食日式嘢嘅舖頭，我哋諗住行過去睇下有咩食。

我望下個menu，再遞俾佢睇，之後就問佢。

「你望下menu，呢間你啱唔啱食啊？」

呢個時候，佢開咗電話個screen，並排企嘅我哋，令我望到佢張lockscreen wallpaper。

係佢同一個女仔，頭貼頭，兩個人都笑到瞇埋眼嘅自拍。

我一下子扎醒咗，成個人坐咗起身。

我另轉頭望下鏡入面自己。

我冇喊，但眼神係好空洞。

我拎起擺喺隔離嘅電話，諗住撳開ig，搵人講我啱啱發嘅夢。



因為我有edit自己個home screen，所以有set曬shortcuts嗰啲。

撳一次，冇反應。

撳第二次，都冇反應。

我心諗又lag咗？

啊唔係。

我del咗ig啦嘛我喺度做乜鳩

我撳開whatsapp，同啊J，仲有另一個朋友，啊K講。

：「我又發夢啦」

仲未平復心情嘅我，淨係想講低曬我啱啱發生嘅事，完全係冇諗住要組織自己要講啲咩，完全係諗到
啲咩就打一句。

：「我夢到佢同我出街，我睇到佢個lockscreen wallpaper係佢同佢前女嘅自拍」

：「我唔知點啊」

佢哋兩個都未覆我。

我就轉咗喺signal搵另一個frd，啊W。

：「我都知我犯賤」

：「但我夢到佢，我同佢出街，但俾我睇到佢仲set佢同前女張合照喺lockscreen。」

佢隔咗陣就覆我。

：「今日係新一日。又大個咗啲㗎啦！」

：「你今日要唔要返工啊？」

唔知點解，我冇再想呻落去嘅意欲，就直接答佢問題。

：「要啊。」

：「咁你依家應該起身去食個靚早餐，打返個foodie卡。你唔係最叻影嘢食相㗎咩，雖然依家冇得p
o出嚟，但我相信你影到張靚相都會開心㗎！」

仲係呆滯緊嘅我，完全冇心情去食靚嘅早餐，再講啦，真係完全冇胃口食任何嘢。



：「但我冇胃口食嘢」

：「咁你咪頹頹地碌個杯麵食囉，自己想點就點，亦都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你食得有幾頹。」

又唔知點解我聽咗佢講，碌咗個杯面食。

我有影到相，但不過唔係foodie啲打卡相，係完全冇構圖可言，就咁影低咗個杯麵，然後send俾佢
。

（杯麵相）

：「依家食 真係冇諗過自己會影得出呢張咁核突嘅相 siu4」

：「求撚其啦，你都係想share俾我睇啫，又唔係要營造啲咩」

係囉。呢啲先係真係叫做「分享」。

啊J覆咗我。

：「夢境嚟！！假嘅！！假嘅！！」

啊J份人係咁，唔係啲咩道德撚，唔會成埋講埋啲「老母係女人」嘅道理。安慰人嗰陣當人哋細路仔
咁氹。

我冇再就住個夢境覆佢。

我醒起啱啱張杯面相，我就send咗俾啊J。

（杯麵相）

：「依家冇ig，淨係可以咁樣send俾你！些牙下！」

啊J就send返張相俾我。

（企喺收銀機前面嘅相）

：「唔好虐待未放飯嘅人士」

我笑咗一笑，諗起自己之前成日夜晚嗰啲時間，會周圍forward ig嘢食po俾人哋。

尤其係啊J，兩個人成日send埋啲好西po俾對方，晚晚都睇到叫春，只要對方一講一句肚餓，下一秒
嘢食post就會到。

跟住我錄咗條片，係我夾起啲麵嘅片，然後就send咗俾啊J。

（vdo)



佢秒睇。

：「你睇住黎，陣間我放飯，你準備接招啦！」

跟住再send咗張相黎，低炒嘅角度影住自己對眼—反白眼。

低低能能有陣都唔係壞事，起碼呢一刻係開心嘅。

話晒，啊M都講過，覺得我係低低能能，幾搞笑。

係囉，究竟我係唔係低能呢？

吹下吹下水，我望下個電話—「12:30」。

夠鐘整下我自己個人去返工。

跟住我開apple music，connect埋個speaker，大大聲咁播歌。

我開咗個playlist，諗住播嗰陣，見到playlist第一首歌，我縮一縮，skip咗首歌播下一首。

嗰首歌係我同啊M睇嗰套電影嘅主題曲黎。

我坐咗喺張枱前面，望住眼前面嘅化妝品，醒起啱啱啊W同我講嘅嘢。

「自己想點就點」

只係搽咗防曬同埋畫咗條眉，頭髮就咁求其扎條馬尾，戴咗頂漁夫帽，著啲咩都淨係喺一堆衫入面拎
最面嗰件，求其就get ready完。

我拎起部電話，望下個時間—「1:00」。

只係用咗半個鐘就搞掂好曬所有嘢出得門口，相比起之前起碼要用個半鐘先出得門口。

又要化妝，又要襯衫，又要夾頭髮，又要襯個袋。

依家有成九個字時間俾我hea下。

呢個時候，啊K覆咗我，佢冇覆我有關於啱啱我發夢嘅事。

：「散心gogogo！星期日行山點！」

係喎，上一個星期，啊K就話想去行下山，散下心。

諗下自己對上一次行山，已經係四年前。除咗平日減肥要做下workout，中學grad咗就冇再郁過，
之前都話會去跳舞。依家嘅生活就係用「有得瞓就唔坐，有得坐就唔企」作為宗旨。

上個禮拜嘅我知道啊K極度需要沉澱下自己，所以諗都冇諗就應承咗。



只係冇諗到下個禮拜，啫係依家，需要散心嘅，

係我。

：「好好笑啊可，好彩我哋約行山，打死都冇諗過要散心嘅唔單止係你，仲有我」

：「去望下風景，同我一齊行下，吹下水，分散下注意力！有我陪你～」

比著之前，我同啊K一定不停上ig睇定啲人嘅打卡相，再諗點打卡。

依家del咗ig嘅我，都唔需要驚冇相po，而特登出去影相，而係真係想capture啲我想記住嘅momen
t。

我望下依家幾點—「1:30」。

著件褸就出門口返工。

當我諗住隨手拎起件擺喺最頂嘅呢件褸，我又縮一縮手。

我拎開咗呢件褸，揀咗另一件黎著。

擺喺最頂嘅呢件褸，啊M都有一件

 



del IG的十六日前

sem break緊嘅我，日日都過好無趣。

一係返工，一係就約frd食飯，一係就買嘢洗錢。

今日亦都唔例外，返2:15-6:30，返啊媽間補習社。

唔知係啊媽想虐待我定係太睇得起我，俾咗張最難搞嘅枱我睇，所以我要日日對sen細路，一個老師
對五個學生，五個學生入面得一個係可以唔駛下下照顧住嘅細路。

雖然係體諒，但日日都要體諒，真係會攰。

「Miss，我可唔可以去廁所啊？」

坐我對面嘅呢個細路，話就話係一個小一學生，但實際仲係個bb，返黎補習社嗰段路仲係工人姐姐
抱返黎，返到嚟做功課尤其最鐘意去廁所，兩個鐘可以去三次，但全程冇飲過水。瀨尿亦都係日常事
。

我歎咗口氣，放低手上面對緊嘅功課，望下個電話—「2:25」。

屌！！返咗嚟十分鐘就要去廁所，做功課就求其繚兩個字俾我！！！！

努力忍住唔好燥底嘅我，面帶微笑咁但同時係咬實牙關咁同佢講。

「你去啦～」

佢去廁所之後，我爭取時間快啲對埋手上面啲功課，冇得發牢騷嘅我只可以用text
msg同frd怒屌下。跟住就拎起部電話，撳開ig搵啊K，因為佢都有返開補習，實明我啲把幾火心情。

：「屌嗰個bb又嚟料，又淨係返黎去廁所，功課就求撚其做！！」

：「好撚想真係放下假啊屌！我想要真嘅sem break！！」

隔咗一陣，啊K就send咗張相嚟，佢都補緊習。

（補習相）

：「真係辛鳩苦都係為錢，唯有淨係諗住出糧」

呢個時候我諗起我個銀行戶口唉，真係算鳩數啦

講起錢，我又諗到有嘢想買。

啊K同我著嘅style差唔多，所以我哋成日講買嘢。我就send咗個post俾佢，係件毛毛褸。



：「我勁想買呢件，諗住去買！」

：「屌你又同我睇同一樣嘢，你轉頭去買嗰陣send張上身圖俾我！」

：「我諗緊買綠色定黑色囉，你諗住買咩色？我廢事同你買同色！」

：「唔係啊～我諗住買俾條囝hehe」

啊K早幾日終於拍拖了，作為佢朋友嘅我十分之開心，終於有人要佢了！！但係唔撚好刺激我呢啲仲
追緊囝嘅人好冇？

：「幾時死啫？又點我做嘢，仲要係影俾你買俾條囝！又唔見你影俾我？？？」

「幾時死啫」係我同啊K之間成日講嘅一句說話，係我哋兩個嘅common language?????

都係開下玩笑。

：「試下唔好咁惡先bb～咁惡啲男人好驚㗎！」

我發現大家拍拖之後，講嘢都特別嗲，做咩啫屌！！

我cap低段對話，po咗喺close frd story，我tag咗啊K。

然之後我上賣褸嗰個網，cap低咗其他人試上身嘅圖，然後又po喺close frd，tag咗啊K。

「上身圖啊！望到未啊伸手黨！！」

跟住啊K就reply咗我story，又係鳩up下咁。

我就冇再覆住，仲有其他細路要照顧。

但我仲係下下望住電話個screen，睇下有冇人覆我。

尤其係睇啊M有冇覆我。

因為我知佢喺呢間舖度返工，佢亦都有呢件褸。

不過講明先，戴返十萬個頭盔先。我係啲極貪靚嘅人，唔鐘意嘅嘢，我覺得唔靚嘅嘢我係唔會買。所
以並唔係因為啊M先想買嗰件褸嘅，唔知佢有呢件褸之前我就已經睇中咗呢件褸，諗住入手！

望完一次又一次，電話的確有notifications，但仲係冇佢搵我嘅msg

突然間，我唔敢拎起個電話去check佢有冇睇我個story。

等到我就黎放工—「6:24」。

終於等到我最想收到嘅notification。



佢reply咗我story。

：「搵下我？」

我睇到佢個reply，心諗佢無端端話搵佢做乜，我忍住唔撳入去，起碼都等到我真係放工先覆佢。

俾啲矜持啊！！！！！！

過咗六分鐘，啱啱好到「6:30」，我就撳開咗ig，就見佢到有po story，但我未覆佢，所以唔睇住。

我由chatbox最底嗰啲開始睇，再決定覆唔覆。

覆覆下就十分鐘，都隔咗十六分鐘啦，時間唔長唔短，可以覆啦。

我撳入去個chatbox，就見到佢係reply我第二個msg，啫係cap低人哋啲上身圖嗰個story。

佢話搵下佢？？啫係點？？？

我個腦係跳制定係點？完全get唔到佢想講咩，我就以為佢話搵佢影上身圖，因為佢自己有一件啊嘛
。

：「咁你係咪影俾我睇先～」

：「個網有，你搵下」

我睇到個msg先get到，跟住我就即刻去睇。

啊係喎，啱先點解冇睇到嘅。

睇完之後，我就覆返佢。

：「睇咗啦～」

：「你想買呢件？我可以返去影俾你睇」

cls返去影俾我睇，心入面好似有100隻小鹿跑出黎咁。

我即刻同啊K講。

：「佢話返去影俾我睇 你睇下 你仲點我去影俾你睇啊！」

：「咪煩啦，決定好買咩色未？」

：「我諗緊囉黑色百搭啲，但綠色好似靚啲」

：「我都覺，咁買綠啦～」



：「但係好似好少著綠色，但係買黑色就會同佢撞」

：「咁你問下佢你買咩色囉」

係喎，點解我又冇諗到嘅。

我覆返啊M。

：「係啊，不過未諗到買咩色，買咩色好啊？我轉頭去舖到睇啊，要影俾我個frd睇」

：「你去邊間？旺角？」

：「觀塘嗰間啊」

本來下定決心今日一定要買到呢件褸嘅我，由將軍澳搭車搭到去觀塘，成程車都等緊佢覆我，佢話買
咩色，我就買咩色。

但係佢就冇覆我了。

眨下眼，我去咗嗰間舖，佢都仲係未覆我。

我拎咗兩件褸去試，影低咗上身圖俾啊K睇。

（綠色嗰件嘅相）

（黑色嗰件嘅相）

啊K都冇覆我。

見到冇人幫我話事，我就po咗個story，叫啲followers幫我揀。

又要諗構圖。

就咁用ig個排版，兩張相就勁突兀。

咁用一張做底，然後先再insert另一張落去。

嗯，搞掂！

又要諗caption。

「唔該大家當我之前講嘅嗰句 再買就斬手 係死嘅」

排好個位之後，再加個vote。

搞掂！望下依家幾點先—「7:30」



都應該多人睇嘅po得！

唔駛幾分鐘，已經有好多人幫我揀咗。

有個成日同我傾襯衫嘅frd—啊Z，佢reply我story。

：「綠色啦梗係」

我覆返佢，又重複返同啊K講嘅說話。

：「但好似黑色百搭啲」

：「屌你大把衫啦，都唔會日日都要用呢褸黎襯㗎啦！」

我諗諗下，又好似係。

我再望下個story，揀黑色嘅有60%，揀綠色嘅有40%。

仲要，啊M仲未睇我story。

：「俾我諗埋今晚，聽日買！」

但其實我成晚都冇諗過要買咩色，除咗睇住個story有幾多views，就係望住佢有冇睇我個story。

過咗一個又一個鐘，等到11點，佢睇咗我個story，冇vote，再埋已讀咗我個msg。

又已讀

俾啊M已讀嘅我，去搵啊J。

：「想問其實佢係咪好鐘意已讀人？」

：「做咩事？？？」

：「佢又已讀我，我發覺佢好似有鋪癮咁㗎喎，上次又係傾得好地地，佢就已讀我」 

：「點解呢個人咁奇怪嘅，已讀你，但又唔係唔理你，轉頭又搵返你」

：「都唔知係咪下次會搵返我」

俾佢已讀嘅我，係真係好唔好受，因為我approach緊佢。

佢已讀＝唔想理我＝對我冇feel＝我唔夠好

keep住repeat咗呢個cycle諗嘢，諗諗下就朝早三點幾。



呢個時候佢send咗張相黎，係佢出咗去同friend飲嘢嘅相。

佢send佢自己做緊咩俾我！！啫係唔係對我反感啦！！

啱啱嗰幾個鐘頭嘅自我否定一下子就消失咗。

我覆返佢：「壞啊你！」

我再望下個ig story，都600幾個views。

嗯，ok。

最重要係，佢vote咗「綠色」。

好ok啊！！！！聽日就去買！！！！

突然間，我就好眼瞓。

又或者咁講，本來係因為等msg等到唔捨得去瞓，驚佢會無端端send msg黎我會miss咗。

個心已經定返落黎，我就即刻瞓著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