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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你，侵佔了我的生活

近排忙住趕份project，搞到個人都冇乜朝氣，就好似個活死人一樣，我阿爸阿媽都知我辛苦

，所以佢喺我做完之後果個weekend佢哋帶我去食buffet，因為佢哋知我一見到有咁多甜品食

嘅時候，我就會開心番。到咗果日，我用咗55%嘅胃嚟食正餐，淨低嘅當然係食甜品喇！

我食得好滋味...佢哋望住我食都笑得好開心

佢哋已經食飽，所以喺度傾偈

媽：『係喎，上次我同你講我想幫我個friend嘅事你諗成點呀？』

爸：『我無問題~你話事啦，反正客房都空置咗喺度，而且又有租金收，多個人都係多雙筷

啫，佢個仔咁乖，一齊相處應該冇問題嘅』

我：『咩事呀？』

媽：『啊！無～你仲記得auntie Lorrie 嗎？佢同uncle Ben
會去上海開公司，佢哋會去半年多啲啦！為咗慳番啲錢喺上海買間屋作投資用同埋暫住，佢哋會賣咗
香港果間屋，不過佢哋個仔啱啱同你一樣先喺大學year
one讀緊書，所以賣咗間屋之後佢個仔就無地方住，所以我咪同佢哋講話我果度有間客房囉』

我：『佢哋啲親戚冇地方住咩？』

媽：『你估啲人會好似我哋咁有間房多咗出嚟咩！有都攞嚟擺雜物啦！如果阿婆唔係有時嚟我哋度訓
，我哋根本唔需要整個客房！』

我：『咁你會租幾多錢俾佢？』

 媽：『細路女唔好理，總之係友情價！』

 食完嘢，我哋去咗商場行，我哋去咗一間家品店，媽咪話要買床單，毛巾比果個男仔，佢好 enjoy揀
款式嘅過程，老豆話媽咪之前已經好恨生仔，

   如今人哋個仔住我哋屋企，所以佢好開 心。之後，佢仲買咗件藍色嘅睡衣比佢

 我心諗：睇嚟媽咪已經當咗人哋個仔係佢自己個仔.... 

 一個月後....

果日朝頭早，我媽咪超開心，佢喺間客房鋪完將新床單之後就好齊整擺咗1set新嘅毛巾同新嘅睡衣喺
張床，



 佢又覺得間客房好乏味，所以喺廳揀咗1盆細嘅植物放喺客房嘅書枱。全程 佢有佢忙，我有我專心睇
電視。

 明明講好咗下晝2點佢哋先嚟，媽咪12：30 就已經問佢地出 發未，果刻我真係想話佢使唔使恨仔恨
成咁呀！

 叮噹～

 我媽咪即刻走去開門...

媽：『Hello！你哋嚟啦！咦！你個仔帶咁少嘢咋？嚟吖，入黎坐呀』

 Auntie Lorrie：『Hello！haha真係唔好意思呀！要麻煩你哋添！』

   媽：『唔麻煩，唔麻煩...』

我出咗廳同Auntie Lorrie ＆ Uncle Ben 打招呼，我望住果個男仔都唔知應該俾咩表情佢，而且我又
唔識佢，我尷尷尬尬好細聲同佢say 咗個Hi就算。

    我媽咪同佢哋傾咗一陣，Auntie Lorrie 話佢哋有嘢要做要走...

 Auntie Lorrie：『謙謙，喺人哋屋企住要乖啲呀，知唔知呀！我哋走啦！唔好蝦女仔呀！』

 我見到”謙謙”個樣好無奈咁同佢哋講再見

 媽：『haha你哋放心交個仔畀我啦！你個仔咁乖點會蝦我個女吖！過到去得閒就call我啦！』

 佢哋走咗之後，媽咪已經急不及待帶”謙謙”去佢新嘅房，我就企喺門口睇住佢哋

 媽：『係喎，你哋2個第一次見面，你哋自我介紹下啦，日後大家一齊住就係一家人架啦！』

我同”謙謙”都笑笑口咁，我哋對望咗幾秒，情況有啲尷尬 

 『啊...我叫阿慧』

『um…你叫我阿謙得啦』佢尷尷尬尬笑住黎講

 我間房就喺佢對面，我好客氣咁同佢講如果有咩事就搵我啦，因為平時我媽咪daddy都要返工 ，夜
 晚先返,之後我就番房上網。

 我同佢係唔同學校，但係返學時間都一樣，好多時都一齊出門口，但係始終頭果幾日大家都 唔熟，
我哋都會分開行，或者前後腳，

唔知點解就好似有意無意避開大家咁，不過都係自然反應嚟嘅

 基本上，我同佢都係夜訓嘅人，特別係放假嘅時候。



 有日夜晚嘅凌晨，我上上下網好肚餓，諗住出去煮個麵食，我見到原來佢都仲未訓，間房仲 有光，
 我無理...冇幾耐，佢又出咗嚟

 『咦，你又肚餓呀？』

 『哦，係呀』佢笑笑口咁

 『我煮埋你果份吖』

 『好呀，唔該晒！陣間我洗碗啦！』

 『當然啦！』我又笑笑口咁講

 通常我都係拎番房食，到第二日先拎返出黎洗，不過阿謙喺度，禮貌上都要一齊食嘅

『嗯....好好食』佢食得好滋味

   『haha，公仔麵咋喎』

 『無～禮貌上講句姐...』佢對住我笑

 『大家住埋一齊唔洗咁生外嘅，依啲禮貌唔駛啦！』

 『咁你電話幾多號？你Facebook叫咩名？』佢一路食一路問

 『嘩！乜你咁進取嘅？我有男朋友㗎啦！』

 『你諗咩呀？大家住埋一齊要有雙方嘅電話好正常掛，何況add大家嘅Facebook是常識吧！』

 『haha，你都唔好咁認真啦！講下笑姐！陣間比你，係呢，你有冇女朋友架？』

 『無呀！』

 『你個樣都唔差吖，點會冇呀？咁肯定你實有女仔埋你身啦，係咪？』

 『haha，乜你咁八卦架！』佢怕怕醜醜咁

 『好啦，唔迫你啦，幫我洗埋啦hehe，Good night！』

 『好啦！Good night！』

返到房，我喺張字條寫著我嘅電話同埋我嘅Facebook名，我見佢洗緊嘢，就貼張memo紙

喺佢個門到。



第二章：了解

第二日係星期日，難得我男朋友阿俊約我去睇戲，我當然赴約啦！佢好少會約我出街，佢鍾意打機，
終於約朋友飲嘢，

就係好少會陪我。人哋重色輕友，佢就係重友輕色！不過，佢晚晚都有陪我講電話，咁我就算啦。

我同阿俊睇完戲，我哋去咗行海邊長廊，我同佢講我阿媽朋友個仔搬咗我屋企住，會住一段時間。

『係？咁個男仔點呀？靚唔靚仔架？』

『佢ok架！不過佢話冇女朋友，我都好懷疑』

『益咗你啦，同個靚仔住，得閒撩下佢啦』

『喂！你當我係咩呀？不過...你成日唔理我...我唔排除會咁做架！haha』

『好啊！咁我可以搵第二個lu～』佢講得好滑稽

我即刻打咗佢一下

『算吧啦你！依個世界得我hou你炸，你唔要我，無人要你架啦！』

『唉...依層又係真嘅...』佢個樣好似好失落咁，都唔知係真定係扮出嚟！

『喂！你唉乜嘢呀！你好想揾第2個咩？』

『haha，我愛你呀BB！』

『算你啦！』我即刻由心笑咗出嚟

我同佢一齊嘅時間係最開心，不過佢掛住陪friend或者唔知做啲咩，唔搵我嘅時候，我就會好唔開心
，又會亂諗嘢，

就好似佢曾經試過連續4日都無搵我咁，不過都算啦，佢一搵番我，我就無番事，要怪就怪成日自己
亂諗嘢，

自己唔開心都係自己攞嚟嘅

連放咗3日假，又要開始早起身返學，果日出門口又係咁啱見到阿謙，終於我哋冇再分開行

，我哋好自然咁企埋一齊等lift；平排一齊行去火車站，睇嚟應該係上次我主動煮麵比佢食消

除咗我同佢之間嘅陌生感。



『係呢，你讀咩架？』佢打開咗個話題，望住我

『我讀藝術架』我好友善咁回答佢

『你呢？』

『我讀multimedia架！』

『係你嘅興趣？』

『嗯，唔怕話比你知呀，平時我都有拍片放上youtube架，雖然唔多人subscribe我，但係隨住人數
越嚟越多，就增加我嘅動力去拍更好質素嘅片，從事幕後製作係我嘅夢想』

『估唔到喎，平時見你咁怕醜，咁你嘅youtube channel叫咩名呀，等我subscribe 你吖！』

『him jai』

我哋一路傾計，直到去到九龍塘就分開....

數學堂係我最唔鍾意上嘅科，如果唔係GE堂我一定唔會take，我最驚就係math homework，

總有我唔識計嘅題目，最慘係連fd都唔識，無得可以好似以前咁抄同學，最終每次功課都總係會無做
2－3題，

不過，人！總係有希望！自從阿謙入咗嚟我屋企住，佢就係我救星，話晒佢數學DSE攞5。

返到屋企3點鐘，我即刻嘆喺張床上，我隨即攞起擺喺床頭嘅BL漫畫書，睇到好入神。冇幾耐，我聽
到開門聲，

我諗應該係阿謙返到嚟....睇咗2粒鐘，我先醒起聽日要交數學功課，我拿拿林彈起身從我嘅靚靚書包
攞出一份皺蚊蚊嘅紙，

喺冇乜心情做嘅情況下，腦閉塞，hea做咗3題已經唔識做之後嘅2題。我，諗起阿謙....即刻喺心入面
大叫

『終於有救啦！』

始終係我第一次問佢功課，唔知點解有少少驚嘅感覺，我行到去佢間房門口，控隻耳仔落度門到，

聽下有無聲....係冇嘅。但係我仲係唔敢敲門，唔敢叫佢個名，又怕阻住佢做嘢，最後我唯有寫咗張紙
條

『唔好意思，我唔識做之後果條數，可以幫我嗎？』

我慢慢將張紙條連埋功課攝入門口罅，幾秒後，我見到佢攞起咗，我坐係門口等回覆，4分鐘後我見
到佢攝返份嘢出嚟



我心諗：嘩！好勁！

但佢只係幫我做咗一題，咁我唯有寫過第二張紙條

『唔該晒！但係最後果題我都唔識呀，幫埋我吖』

之後又攝比佢我以一個期待嘅心情跪起地下望住條門罅等份嘢出

突然間，佢開咗門....

我望住佢，嚇到嘩咗一聲，隨即pat pat跌咗落地

『haha 你無事呀嘛？』佢伸隻手出嚟扶起我

『haha我冇事』果刻我勁尷尬

『唔識做未入嚟搵我囉，唔駛怕喎，橫掂我冇嘢做』

『我...ha下次我會架啦！』

我入到佢間房，坐咗佢張凳度，佢就坐喺床頭喺我隔離好俾心機咁教我，解釋俾我聽

嘩，果刻就好似有個阿哥教我做功課咁，好有親切感！可能我本身就渴望想要個阿哥喇！

『呀～』我伸一伸懶腰，打咗個呵欠

『你依家明唔明呀？』

『嗯，明啦，唔該晒！你真係勁！』

『都係啲中學嘅數啫，你肯定上堂無聽書啦haha』

『車！懶醒！不過我認！hehe 好喇，唔該晒！』

好彩有阿謙啫！返到房，我繼續睇我嘅BL

電話響起...

喂，BB？“ ”

“乜你終於搵我啦咩？”

“又做咩呀？”

你成日都係咁！call你又唔聽，又唔call返我“ ”

“咁冇嘢咪無搵你囉！”佢嘅語氣顯得好唔耐煩咁



“........”

“又唔出聲”

“你想我講咩啫？”我講到好震，因為我開始一路講一路滴眼淚

我諗住同你傾計，你而家又咁，好似我錯，你都係冷靜下啦，聽日再搵你，byebye！“ ”

“.......”

好快佢就已經收咗線

我同阿俊好多時都會出現依個情況，我唔知道究竟係我問題定係大家都有問題，總之佢就係

一個好易發脾氣嘅人，而我就係一個成日好多疑嘅人。通常佢肯定無事，但我總會喺佢cut完

我線之後自己一個人唔出聲咁喊

鐘點姨姨：『食得飯啦！』

我即刻抹走啲眼淚，5分鐘之後再出去，由於我無心情睇電視，所以我快快趣食完返入房

whatsapp:

阿謙：
你冇事嗎？頭先食飯見你隻眼紅晒，你唔開心？

－－－－－－－－－－－－－－我冇事 

阿謙：
請你食 :)

我見到門口底下有粒波捧糖
－－－－－－－－－－－－－－多謝 :)

突然間我覺得好窩心，佢比我嘅哥哥感覺又嚟，好快我就無事，之後出咗廳睇電視

基本上，睇完TBB啲劇集，笑笑下，我直情當無事發生過。



第三章：澳門之旅

  星期日，同屋企人飲茶，我永遠都係行得最快果個，快啲攞籌，快啲有位吖嘛

『hi！唔該4位吖！』

『咦！多咗一個人呀？』

『係呀！』

我同依個知客姐姐好熟，因為我阿媽好熱情，佢去到邊都會同人打交道

媽咪佢哋終於慢慢咁行到嚟

知客姐姐：『無見你哋一排喇喎』
一見到我阿媽，佢嘅笑容永遠都咁燦爛，原因係我阿媽新年時錯手比咗封100蚊嘅利是佢

媽：『haha 係呀！之前比較忙』

知客姐姐：『咦，你個仔呀？之前未見過嘅』

媽咪嘅表情變得十分興奮，隨即右手搭住阿謙右邊嘅膊頭

媽：『係呀！靚唔靚仔呀？』

依個時候阿謙顯得有啲尷尬

我：『咪玩啦媽咪！』

媽：『hoho，其實佢係我朋友個仔，佢會暫時同我哋住，所以佢都會同我哋一齊飲茶』

都係因為果100蚊利是嘅緣故，基本上我哋冇乜等過，好快就有位比我哋

媽：『謙謙呀，你鍾意食咩隨便叫啦，唔駛同auntie客氣架』

阿謙：『哦，好呀！』

我：『媽咪呀，我依個禮拜開始放Spring break喇，依個禮拜唔使返學』

媽：『係？謙謙，咁你呢？』

謙：『我都係』

媽：『oh Perfect！不如我哋搵日去澳門玩吖？喂daddy，好嗎？』

爸：『你哋去啦，公司好忙，行唔開』



媽：『謙謙，阿慧 你哋負責plan行程，我book房！』

阿謙：『嗯』

媽咪嘅心情超high，最搞笑係我同阿謙嘅反應都好平靜

我早就已經習慣咗媽咪嘅熱情，而阿謙可能比較緊張第一次同我哋去旅行

最後，我哋已經決定咗星期五出發，星期日返

咯，咯，咯

『阿謙？你得閒嗎？』

果日係星期二......

『ok呀，入嚟吖！』

『咦，你有嘢做呀？唔阻你啦，等陣再搵你啦！』

『啊，唔係呀，我搵緊去澳門有咩地方去炸嘛，jot down啲notes諗住遲啲同你傾』

『啱喇，我都係想搵你傾依樣嘢，你搵到咩地方呀？』

『我搵咗個網站，吃喝玩樂乜都有，我哋可以喺依個網揀』http://www.macautvl.com/

『幾好喎！』

傾咗3粒鐘，終於搞掂。夜晚嘅時候，媽咪返到屋企，我哋就同佢講咗我哋嘅plan，佢好滿意

，佢仲另外買埋水舞間嘅飛.....三日兩夜嘅行程變得非常豐富。果日媽咪比咗$50百佳禮券我哋，

叫我哋去買啲零食......就係咁,第二日我同阿謙落咗街去百佳買零食, 順便睇下有咩要買一次過買埋,

一去到百佳,我哋就即刻行去賣零食果行

謙 ：『你揀啦』

我望嚟望去都唔知揀咩好

我：『不如一人揀2款啦』

我同阿謙企咗喺度, 大家都無出聲, 大家都係上下左右咁望

過咗一陣....

http://macautvl.com/macau/
http://www.macautvl.com/


我：『你鍾意食咩味嘅糖架?』

謙：『橙味』

跟住我就是但攞咗包橙味嘅糖...

謙：『你食開咩味嘅香口膠架』

我：『綠箭果隻』

佢跟住攞咗盒綠箭...

我：『你鐘唔鐘意食棉花糖架？』

謙：『鐘意呀！』

我就揀咗size最大嘅果包棉花糖...

謙：『咁你鍾唔鐘意食朱古力架？』

我：『都ok架』

佢就揀咗薄荷味嘅朱古力...

我哋就係咁嘅情況下每人揀咗2樣零食，情況真係有啲搞笑，因為成個過程我哋都無望住對

方，就好似對住啲零食自言自語咁。揀完之後，我同佢都笑咗一笑，我哋都好似諗緊同一樣

嘢，之後我哋就去俾錢lu

行到去出口，竟然比我撞到阿俊（冇錯，佢同我都係住喺馬鞍山），不過佢望唔到我，之後

我即刻走過去捉住佢隻手

我：『喂！』

俊：『嘩！嚇死人咩！』

我：『無膽鬼！係呢，你嚟百佳買咩呀？』

俊：『親友嚟咗屋企，所以我咪買啲飲品呀壽司呀返去攞』

依個時候，有個人行緊過嚟...

係喎！遺忘咗阿謙！



當我正想介紹阿謙比阿俊嘅時候，阿俊已經開咗聲

俊：『咦！你肯定係阿謙呢！』

謙：『啊，haha係呀，你好！』

我：『你點知佢係阿謙呀？』

俊：『見佢攞住袋嘢行埋嚟，肯定係識你兼同你住果個男仔喇，你話佢個樣都ok架嘛』

阿俊講完，阿謙塊面即刻紅咗，而且搞到我都好尷尬

我：『咩..咩呀？我..乜我有講過咩？..... 阿謙呀，不如你拎啲嘢返屋企先，我遲少少先返』

謙：『OK！冇問題！bye bye』

俊：『bye』

『點呀？你要買啲咩呀？』我一邊講，一邊繞住佢隻手

『我要買3盒壽司，買一箱汽水，買2銅薯片，仲有要買我平時食開果隻薄荷糖』

『嘩，咁多嘢你拎得到架喇？』

『無辦法啦！唔通落嚟再買過咩』

買買下，我就同佢講起後日去澳門嘅事

『後日我同媽咪，阿謙去澳門玩呀』

『咁正？咁我咪唔洗call你囉？等我去搵其他女仔陪我先』

『好呀！咁我哋係咁先啦』我扮嬲咗佢

諗住佢會氹返我，點知俾佢識穿咗

『yeah~我回復單身啦！！』

我即刻睥住佢！

『好啦好啦！BB，講笑啫，快啲行啦！仲要買汽水薯片架！』

買完，我幫佢拎住袋嘢去到佢屋企一半路程嘅時候，就比返佢拎，跟住自己返番屋企

星期五果日，陽光普照，啱晒去旅行嘅天氣！不過晨早7點要起身，執埋啲行李，

趕住搭9：30 果班船。



果時我仲未訓醒，出到廳，一邊合埋隻眼，一邊食早餐

因為我合埋咗隻眼，所以唔知點解摸來摸去都摸唔到個包

謙：『haha，你仲未訓醒呀？你個包喺度呀！』佢遞咗個包比我

我：『啊，唔該！』

媽：『要走喇！攞埋啲嘢上車食，唔係miss咗班船架啦！』

咁我就唯有一手攞住杯橙汁，一手拖住個喼，跟媽咪，阿謙落去停車場

我係媽咪個女，照計當然我坐車頭啦，正當我諗住開門嘅時候......

謙：『不如你坐後面啦，咁你咪可以成個身訓喺張座椅上恰一陣囉，唔係你今日冇精神玩架啦』

我媽咪用好溫柔嘅眼神望住阿謙

『吖，你真係細心....』

我：『係喎，唔該晒！』

心諗：真係咁大個女第一次遇到咁細心嘅男仔，如果佢係阿俊就好

泊完車，去到碼頭已經 9：20am 

     上到船，我哋嘅座位表係 媽咪空位 枱 我阿謙
媽咪話我同阿謙大家同年紀，坐埋一齊多啲交流下喎

不過交流嘅機會往後再搵機會啦，因為開咗船無幾耐我已經開始頭暈所以已經訓咗覺....

我哋出咗氹仔碼頭嘅出口，停咗係度，四周圍望下去威尼斯酒店嘅shuttle bus 喺邊

依個時候，阿謙攞咗佢部camera出嚟影

“早晨呀！我係謙仔！我嚟到澳門啦，今日陽光普照，但我陣間拍多旅程嘅嘢比.......”

媽：『咦！原來謙謙有拍片依個興趣架？ha～同我一樣！』

媽：『佢叫咩名呀，等我又subscribe佢先！』

我：『err...好似係叫him jai』

跟住我阿媽即刻走去阿謙隔離，我就慢慢行過去

媽：『謙謙，介唔介意join 埋auntie 呀？』



謙：『當然冇問題啦！』

之後佢哋以自拍嘅方式錄影緊

“Hi~大家好呀！我係嚟攝鏡架！”
“haha，今次係佢帶我嚟澳門架，我哋依家會去酒店check in！陣間見！”
“陣間見！byebye” 
媽咪竟然做咗個飛吻嘅手勢.....

媽：『好嘢！出發！』

 依三日兩夜嘅行程當然好豐富啦，行街，大三巴，食葡國餐，睇水舞間... 

媽咪仲幫我同謙謙影咗好多相，當然仲有拍片啦，最後我都俾我阿媽迫一齊拍，

就係咁，我相信我個樣好快就會公諸於世，真係可悲.... 

果刻當然希望可以拍得我靚啲啦haha

回程果日，又係咁，唔使多講，一樣喺船上訓足全程

返到屋企，我即刻搶住第一個沖涼。

爸：『點呀？澳門好玩嗎？』

謙：『嗯！水舞間超正！仲有好多好味嘅嘢食』

媽：『haha，daddy你唔去真係可惜lu，我哋仲影咗好多相添。謙謙呀，陣間阿慧沖完你去沖吖，
沖完睇相』

謙：『哦，好呀！』

我沖完涼，即刻whatsapp阿俊，話俾佢知我返咗嚟

－－－－－－－－－阿俊，我返到啦！有無掛住我先？ 8：01pm

俊俊：
有....掛 haha  8：28pm

－－－－－－－－－乜你咁耐先覆我架，打緊機呀？8：29pm

俊俊：同緊女神傾緊計呀！

－－－－－－－－－頂你！邊個女神咁巴閉呀！連自己個女朋友都唔理！

俊俊：



你未來奶奶呀！啱啱比佢話完我間房好臭又好亂喎，之後又鵝咗勁耐！

－－－－－－－－－haha，你啲俊俊味！

媽：『阿慧！謙謙！出嚟睇相喇！』

－－－－－－－－－唔同你講啦！出廳睇相！bye

媽：『嚟嚟嚟！開始啦！』

爸：『嘩，水舞間好似好好睇咁喎！』

媽：『係呀！你無去睇真係可惜！』

我：『嘩，媽咪！依張你影到我咁核突架！』

媽：『我冇影過依張喎！』

我即刻睥住阿謙！點知佢係到奸笑！隨即我打咗佢一下！

之後睇到一張笑死我！果日食早餐，諗住偷影阿謙食嘢個樣，點知比我影到佢擘大個口準備
食嘢個樣，我即刻對住阿謙大笑！

謙：『打和囉！』

媽：『haha，你哋真搞笑！』

我：『都好似差唔多喇喎！之後果啲都係食物相嚟嘅，唔睇啦！我返房！』

媽：『咪咁急住啦！睇埋先！好戲在後頭呀！』

謙：『乜我哋仲有影人照咩？』

媽：『呵呵！睇埋先啦！』



我：『嘩！』 謙：『嘩！』 爸：『嘩！』

媽：『haha！都話好戲在後頭架啦！』

我：『媽咪呀！你有冇搞錯呀！影埋啲咁嘅相！』我細細聲同媽咪講

我望下阿謙，佢dup低咗頭，無出到聲，睇落超尷尬....

只有媽咪喺度傻笑

 我無佢咁好氣，即刻飆入房上高登睇故



第四章：慧俊的感情關係

放完長假後，第一日返學永遠都係最辛苦，所以遲咗起身，以致連出門時間都遲埋，

著完衫，連早餐都無食，就走人

上完堂，我就去咗阿J屋企，因為我約咗阿寶同阿J傾重要事

阿J係讀fashion design，佢早前參加咗學校搞嘅fashion show，佢就搵咗我做佢model，兼叫埋阿
寶一齊整件衫。

時間好趕，聽日就係deadline

阿J：『咁耐架！』

我：『sorry 囉！點呀，條裙整成點呀？』

阿寶：『差唔多啦，縫埋你啲珠就搞掂架喇』

珠？我嘅腦海當時一片空白，個腦停頓咗幾秒先識得反應過嚟

我即刻喺我個袋不斷搵，焦急起嚟將成個袋倒轉，我先醒起今朝趕住出門唔記得咗帶

阿J同阿寶兩個望實住我，我回佢哋一個十分內疚嘅表情

我：『err…. 我...好似唔記得咗帶』

『吓！！』佢哋同時間大大聲嗌咗出嚟

我：『咁...點算呀？

阿J：『點算？返屋企攞啦！番你屋企幾個站咋嘛』

阿寶：『你屋企有冇人呀？叫佢哋攞比你啦』

我：『daddy媽咪都返晒工....啊！阿謙！』

阿J：『好啊，叫佢拎過嚟比你，順便我哋又可以見下佢個樣』佢個樣笑淫淫咁

我：『咪發姣啦你！等我問下佢先啦』

『喂，阿謙？』
『係呀，咩事呀？』
『你...依家得閒嗎？』
『ok吖，我得閒』
『我張枱上面有包珠，我趕住用，唔知你方唔方便拎嚟比我呢？我依家喺大圍朋友嘅屋企到』



『哦，好啊，冇問題！』
『唔該晒呀！我喺大圍火車站等你』
『OK！』

半小時後，我已經喺大圍火車站見到佢

『唔該晒你呀！真係唔該晒！如果唔係急住用，我都唔會麻煩你』

『得啦，你講咗好多次唔該我啦，嗱，你要報答我架haha』

『haha，冇問題！不如你跟埋我去我個fd屋企吖，佢話想見下你喎haha，順便俾下啲意見我哋，好
嗎？』

『吓，見我？haha好啦，橫掂我冇嘢做』

我哋一路行一路傾計，我就話咗俾佢聽我聽日要做model行catwalk

『haha得唔得架你』

『我當玩下嫁咋，啲人都係睇衫啫』

 『你有冇練過行catwalk先？著住高踭鞋行一條直線，因著扑親喎』佢一路講一路噤住個口笑 『車！
你理得我！係喎，我有2張飛，媽咪聽日會嚟睇，你嚟唔嚟呀？晏晝2點鐘開始』

『好呀，聽日得一堂，放咗學嚟睇你行catwalk仆親haha』

『喂！！』之後大大力拍咗佢手臂一下

『痛啊！講笑姐』

『抵死！鬼叫你笑我！』我用兇狠嘅眼神望住佢

『好啦好啦，最多聽日我幫你錄video，得未？』

『好呀！嗱，今晚我哋會出去食，咁我請你啦，當係報答你拎嘢比我』

『好！』

我哋上到阿J屋企，阿J好搞笑咁叉住條腰同阿謙say Hi，相反阿寶就好含蓄咁say Hi

我立即比包珠阿J，佢就用佢嘅一對巧手一粒一粒咁縫落條裙到，阿寶就做佢嘅助手

我冇嘢做，我就陪阿謙坐喺sofa到

阿謙：『你個fd幾搞笑喎haha』

我：『佢係咁架，你悶唔悶呀？不如我哋玩wii？』



阿謙：『但係你個fd縫緊嘢喎，會唔會騷擾到佢架？』

我：『放心啦，佢做art嘅嘢就最專心，你同佢講嘢佢都唔會聽到』

我同阿謙玩咗大半個鐘，阿J好快就完成條裙

阿J伸一伸懶腰：『終於搞掂！阿慧，你快啲去試下，我想睇下著出嚟個效果點呀！』

我：『哦！』

我試完條裙，就從阿J間房慢慢行出嚟



阿寶：『嘩！好靚呀！』

阿J：『咦！OK喎！唔錯吖！』

阿謙仲更加O咗嘴，之後細細聲嘩咗一聲



當時我有種感覺，就好似喺婚紗舖試緊婚紗，而阿謙就係等緊我出嚟嘅未來老公

當時嘅我簡直幻想過頭，口快快向阿謙講：『點呀？你覺得條裙點？好睇嗎？』

我轉咗一圈

阿謙：『好靚呀』

我唔知佢係話緊我定係條裙

自問真係睇得電視劇多，不自覺間好似啲女主角咁好開心笑咗出嚟，就好似有一種幸福嘅感

覺，不過好快我都清醒番，即刻叫阿寶幫我影番張相，之後即刻send比阿俊睇

--------------------------靚唔靚呀？

俊俊：
ok 啦

--------------------------車！無眼光！

俊俊：
無端端做乜鬼model吖

--------------------------你理得我！

send埋個好嬲嘅表情符號我就同佢哋一齊落街食嘢

我哋依啲學生哥，食嘅當然係平民餐，想食得貴啲扮high class啲嘅平民餐廳就當然係去大家樂啦！

我：『點呀，你食咩餐啊？依餐我請你』

謙：『吓，乜你講真架？第一次女仔請食飯，有啲唔好意思添haha』

我：『講啦，男人老狗咪咁婆媽啦』

謙：『咁呀，我要D3 配汽水吖，多謝晒喎』

我：『特登叫你幫我攞嘢過黎，依餐抵請你嘅』

我哋四個買完，食完，就諗住傾聽日fashion show啲細節嘢嘅，點知阿J對阿謙嘅嘢十分之有

興趣，係咁問佢問題，以下係一少段........

阿J：『喂，其實你有冇女朋友架？』

謙：『吓，無呀』



阿J：『竟然冇？睇你個樣，無女朋友都實有大把女痴住你啦，係咪先？』

我：『你都覺呢，曾經我都有同佢咁講過』

謙：『haha，女fans
算唔算呀？得閒我都有upload啲片上youtube，有唔少人話過我係男神嘅，不過依啲都係笑下就算
啦haha』

阿J：『嗱！我話俾你聽啦，做生不如做熟，阿慧我依個朋友呢就唔錯嘅，等佢比佢個Hi
Hi男朋友飛咗之後呢，你記住要安慰佢，之後乘機而入呀，知嗎？見你睇落咁好仔，我先醒你咋』

我：『喂！J！你講乜呀！』

阿J：『我有講錯咩？記得你先搵你，無事就可以幾日都唔搵你嘅，佢依啲咁嘅人邊係講真感情架，
佢隨時搵第二個之後又飛你，跟住又話想同返你一齊，到時你唔好又喊住向我同阿寶訴苦！』

依個時候，阿謙用一個難以形容嘅眼神望住我，而我亦因為阿J講完依番說話之後，亦唔敢直視阿謙
。
我用沈默嚟代表當時阿J的確話得我冇錯

－－－－－－－－－－－－－－－－－－－－－－－－－－－－－－－－－－－－－－－

話說阿俊已經追咗我3次，飛咗我2次，至於真正原因，我唔清楚，因為佢講分手嘅原因

都係好無稽嘅理由。第一次，因為我唔上佢屋企？第二次，因為無講4日電話所以感情變淡？

但係分手之後日日都至少打2次電話俾我。果時我喺度諗，佢究竟對我仲有冇feel？佢當我係咩？朋
友？

分咗手點解仲要日日call我？唔係話感情淡咗咩？佢點解比希望我？當然，佢咁做我當然忘記唔到佢
啦，

當佢又話想我做返佢女朋友嘅時候，當我支支吾吾唔知應唔應

承嘅時候，佢就好無賴咁話『有考慮嘅空間姐係其實仲想同我一齊啦，係咪？我都知架啦,haha』

認真，當時嘅我就真係好想，因為我仲愛佢嘛，不過女仔係咪應該要有返啲矜持先，

所以過多3日，佢再問我時，我就話『是但啦！無所謂！』扮到好唔在意做返佢女朋友。

唔好話我答得好衰咁，事實上我都唔知佢有冇玩嘢，不過之後，見佢對我都唔差，咁以前嘅嘢就算啦

－－－－－－－－－－－－－－－－－－－－－－－－－－－－－－－－－－－－－－－－

阿寶：『唉，做咩無端端講阿慧啲嘢姐，不如講返聽日嘅fashion show 啦』



當時嘅我真係好多謝阿寶幫我解開依個咁尷尬嘅場面走嘅時候已經8：30pm，我就同阿謙一齊返屋
企

其實初頭一路行嘅時候，我哋都冇乜點講嘢，不過我就feel到阿謙耐唔耐都會望下我，見佢一副奇怪
嘅表情，

我就知佢應該有嘢想問我

『做咩呀？係咪有嘢想同我講？』

我估佢應該係想問我關於頭先阿J講嘅嘢

『其實你而家同佢一齊開唔開心？』

依個問題我冇直接答佢，我以微笑嚟回應佢，希望佢明白微笑係一個咩嘅答之後，

我喺個袋攞出餘下僅有嘅fashion show入場票比佢，佢係聰明人，應該估到我喺佢問完問題就比張
入場票佢 同佢問嘅問題有咩關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個禮拜前....

Whatsapp：

---------------------17/3 fashion show 我行catwalk呀！2點鐘！我知你果日冇堂上架！你嚟唔嚟睇
我呀？ 我有飛呀！                         
俊俊：
我果日約咗friend踏單車呀！

----------------------我第一次行catwalk，唔會有下次架啦！你過嚟支持下我啦！你同你啲friend再
約囉！好嗎？                         
俊俊：
我哋都約咗好耐難得果日大家都得閒，你send相比我睇囉！

我無覆佢，因為我好唔開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第二日，正式要行catwalk 嘅日子，我媽咪負責幫我化妝，冇幾耐，阿謙都到咗，我whatsapp佢
叫佢嚟後台搵我哋

喺電視見到fashion show嘅節目，後台嘅人各有各自己嘅崗位，每個人面上掛上一面認真嘅樣子，
要求完美嘅效果，

而且做事效率高，總係會帶比人緊張嘅感覺。但當時嘅我哋，所有



工作人員都唔係專業人士，model都只不過係又矮又冇身材嘅學生妹，相比真正嘅fashion show，
簡直差天共地。

我有依種想法都係全靠阿謙為我錄嘅後台花絮而得出嚟嘅感覺個show完咗，靚相又影完，返到後台
，原來阿J，阿寶，媽咪，阿謙已

經等緊我佢哋一見到我就好興奮咁行埋嚟

『頭先你好有自信呀！』『你好有魅力啊！』
『頭先最靚係你！』
『你頭先有無怯呀？』
頭先呢... 啱啱呢....點解呢.....

佢哋一輪咀咁問我搞到我都唔知應該搭邊個好

我：『haha ok la』

謙：『嗱！頭先幫你影咗好多相啦！』

我：『啊！多謝喎！點呀？頭先我表現成點先？』

謙：『唉，好可惜....仲以為你會仆低添』

我即刻回佢一副非常之不俏嘅眼神

媽：haha 好喇！快啲搞掂埋啲嘢我哋去食tea！

到咗夜晚，我send咗啲相比阿俊睇

俊俊：
幾靚吖！

－－－－－－－－你嘅女朋友我當然靚啦！

俊俊：
今個禮拜六不如我上嚟你屋企，我研究咗啲新菜式，幫我試下味

－－－－－－－－阿謙喺度喎，不如我去你屋企啦

俊俊：
唔得呀，果日屋企有人，唔緊要，叫埋佢一齊試

 －－－－－－－－哦！好啦！



第五章：無你，我的生活便會乏味

門聲響起，我即刻走去開門，阿俊攞住一袋二袋嘅餸上嚟，佢話今日要整西餐

依個時候，阿謙從佢間房出咗嚟

謙：『咦！你黎左呀，我...會唔會阻住你哋？不如我...』

俊：『唔緊要呀，我研究咗啲新菜式，想比你哋試下味，你做自己嘢啦，整完叫你出嚟食』

謙：『洗唔洗我幫手？』

我：『唔駛啦，我幫佢得架啦！』

俊：『都好！阿慧佢實雞手鴨腳，你坐下先啦，唔好阻住我哋』

謙：『haha，你去睇電視啦！』

阿謙推咗我去梳化度，不過我無睇電視，我返房攞咗本BL書出廳睇

佢哋一路整嘢一路傾計，話最近玩開LOL，又問對方用開邊隻英雄，又話咩中路最多敵人呀

，總之就講埋啲我聽唔明嘅嘢。

餐飯就大概整咗成粒鐘，期間我都有行埋去睇下佢哋做緊乜，到佢哋差唔多整完，我就負責開枱，攞
刀刀叉叉果啲啦。

美食當前，兩大男人煮嘅餸，唔好以為只有喺電視劇先會出現，我都估唔到依啲嘢都會喺我身上發生
，不過講咩都係假，

最緊要係醫咗個肚先，兼試下阿俊嘅手勢！

－生菜搽牛油落蒜鹽
－黑椒牛仔骨
－番茄豬肉條義大利粉
－薯仔焗bacon+三色椒

款款都食到我津津有味！

俊：『點呀？好食嗎？』

謙：『嗯！幾好食，唔錯！』

俊：『你呢？你好似食到好開心咁喎』

我：『haha，好食吖嘛』



謙：『如果你平時可以多啲令佢開心咪幾好囉』

俊：『huh？』

我聽完之後擘大咗隻眼

佢講完之後突然間成個氣氛好似停咗咁

haha』謙：『啊！我指美食可以令人開心 

俊：『咁又係呀！你見佢開心到要用手食牛仔骨先滿足就知啦haha』

我：『咩喎！唔用手食邊爽架！』

謙：『身為女仔食嘢食到你咁麻甩我都係第一次見咋！』

我：『你理得我！』

我：『陣間食完邊個洗碗呀？』

俊：『猜包剪揼！』

點知....我輸咗！好彩最後阿俊有幫我抹碗

洗完碗，我同阿俊就返番我間房

嗯，都係果啲嘢啦，攬下錫下，之後我哋就坐喺床上，佢攬住我咁傾計

『呀！係喎！上次我咪同你提過我想去長洲嘅，我琴日上網搵咗啲資料呀，有幾間舖頭好出名架，不
如我哋搵日去試啦！』

隨即我攞起張枱果張琴日抄底咗嘅notes，諗住比阿俊睇

『下，你講真架，長洲咁遠，又要搭船，我會暈船浪架，唔好去果到啦！不如我哋行番科學園，果度
啲風景又靚又靜』

『下....咁好啦....咁我搵我啲friend陪我去長洲喇，科學園我都鍾意嘅，佢夠靜hehe冇乜人』

到咗5點阿俊就要返屋企，佢走咗之後，我就諗住whatsapp我啲friend，問下佢哋去唔去長洲

Whatsapp

-----------------喂喂！你哋有冇人想去長洲呀？

阿欣：
我想去！不過近排好忙，要搞莊務啲嘢呀:(



----------------- ( 其他人呢？:

阿J：
上個禮拜先去完

I甩：
幾時呀？

----------------下個禮拜六？

I甩：
約咗親戚食飯喎，不如星期日？

阿J：
Family Day！要睇周星馳啲戲呀

-----------------咁算啦，遲啲等大家得閒先再約啦咁 :(

notes一邊上網搵資料，點知最後係無人同我唉...望住張紙，諗起當時我有幾咁興奮一邊take 去嘅，

果刻嘅心情當然低落啦！同屋企人去？好無癮啫！

如是者，成晚我帶著失落嘅心情食飯，睇電視，去廁所，連果晚發夢都夢見去咗長洲

（潛意識話俾我聽係長洲，不過夢入面果個地方唔似係，你懂的）

到第二日返學，我已經唔記得想去長洲果件事

不過返到屋企，夜晚做功課時又望到果張紙

即刻冇晒心機做功課，因為我真係好想好想去長洲，自從小學去過果度旅行，我就無再去

應該話，自從我懂事以嚟，都無去過長洲，長洲嘅風土人情，從來只喺電視見過，但無感受過，我卜
喺枱面，喺度發吽哣....

突然有人敲門

『咩事呀？』

『嘩，你做咩呀，無晒精神嘅，你病咗呀？』

原來係阿謙...

『唔係啊，搵我做咩呀？』

『冇呀，比番支筆你囉』



『擺低啦』

『做咩呀你，精神啲啦年青人，阿俊又搞到你唔開心呀？』

『咩叫又啊，今次唔關佢事嘅，只係個個都唔得閒陪我去長洲啫，明明一早plan定晒諗住同阿俊去
長洲玩架嘛，

點知佢驚暈船浪，我啲friend又唔得閒』我一邊講一邊攞住張紙

『乜你好想去長洲咩？咁啱我依個月底會同我啲friend去喎，你join唔join我哋吖？』

『下... 我都唔識你啲friend....跟埋你去咪好怪囉』

『咪當識多啲friend囉，隨得你啦，又係你話想去長洲嘅』

『下.... 我會好驚㗎喎，佢哋nice唔nice架？』

 『nice過你！』

『月底呀？咁好啦... 不如你同佢哋講咗先，咁到時唔駛咁尷尬嘛』

『ok la，係咁啦，詳細資料遲啲再話你聽』

終於有得去長洲，我當然開心返，我即刻收埋好張紙，費事唔見咗佢

咁多年長洲都變晒樣，係時候去多次，重新認識依個地方

阿謙：
下個星期六，11點中環碼頭等，到時我哋10點出門口

－－－－－－－－－－－－－－ohh ok

 我終於明白咩叫現代人嘅溝通方式，明明住埋同一間屋，間房打對面， 都要用電話溝通，不過又真
係幾方便嘅，依啲題外話啦，講返正題，
喺出發前一日，執好第二日要嘅嘢擺落背囊，當然唔少得我準備咗好耐嘅果張紙



第六章：曖昧一日遊

到星期六果日，我同阿謙10點就出咗門口，搭緊地鐵時，我就問佢其實佢啲friend想去邊，

咁佢就答我佢啲friend去長洲係做project，佢只不過係襯下熱鬧，佢啲friend去邊，佢就去邊喎，

我心諗：佢啲friend要做嘢，咁佢都要行埋一邊，唔可以騷擾佢哋架啦

『如果我唔去，佢哋要做project嘅時候，你咪會好悶囉？』

『唔知呀，係掛，所以咪叫你嚟跟我去囉』

『咁啱俾你知我又想去長洲啫，我唔嚟實悶死你呀haha，快啲多謝姐姐啦！』

『你唔好以為大我3個月就可以得戚喎，無我你夠嚟唔到長洲啦』

『你好嘢！咁打和啦，姐姐唔使你講多謝喇』

『原來有人得戚過頭添haha….』

我即刻擰轉面，都費事採佢！

下一站 中環...

『扮咩嬲吖你，落車喇！』

『我無扮，都冇嬲！』

我唔識行，我一路都係跟住阿謙走，出到閘，原來仲要行多一段路...

其實一路上我都係有啲驚，每次知道將會見到同年紀嘅陌生人，心入面都總係有份擔憂

因為唔知佢哋會點諗我

不知不覺間，原來我已經行離阿謙一段路

『做咩行咁慢？你好攰呀？』

『喂也，我真係有啲驚』

『仲細咩，快啲啦，陣間遲到，個個話我哋你仲驚呀』

聽完佢咁講，我即刻跑去佢隔離

『咦！係佢哋喎！』



我承認我怕醜，我即刻行到阿謙後面

『喔！認錯人！』

『嚇死人咩！』

『使乜咁驚喎，唉...睇嚟佢哋應該又遲到，我哋喺度等住先.........嗱，比你食』

『乜你好鐘意食波捧糖架咩？』

『上次買咗一包未食晒，咪攞啲去長洲食囉，波捧糖啱你呀！小朋友！』

『有無橙味？』

『嗱，最後一支俾埋你』

『喂！阿謙！』有2把聲從遠處傳過嚟

經阿謙介紹，一個叫Kelvin，一個叫樂哥

之後仲有個女仔嚟緊

『啊！佢咪係Michelle！』

我同佢係中學同學，佢見到我時都好驚訝

之後我哋就趕去買飛，搭 答半果班船

去到長洲，真係好多人，好熱鬧

由於我同阿謙都冇食早餐，我同佢講不如去食長洲最出名嘅大魚蛋

$10 一串2大粒，真係食過翻尋味，我又忍唔住買多一串，但係又驚飽到陣間食唔到lunch

所以我比咗粒阿謙食

食完魚蛋，我哋就行下長洲嘅內街

到差唔多到1：00 嘅時候，樂哥就話好肚餓

謙：『你之前準備嘅嘢呢？』

我：『咩嘢？啊！係喎！我果張準備好耐嘅紙！』

Michelle：『嘩，你嚟之前做好曬功課添呀？』

謙：『佢一早就想嚟好耐架啦，張紙都準備咗好耐，但係佢男朋友同佢啲friend都嚟唔到，咁我咪叫



佢黎攞！』

我：『um….你哋想食日式小屋，外國餐廳定係普通茶餐廳？日式小屋show學生證有優惠，外國餐
廳靚啲，普通茶餐廳當然就普通啲 啦』

Kelvin：『餐廳靚啲，食慾都多啲啦，不如外國餐廳？』

樂哥：『去日式小屋啦！平啲嘛！』

我心諗：好呀好呀！我就係想去依間！

謙：『但係普通茶餐廳多啲菜式揀喎！』

喺果個時候，我用嚴厲嘅眼神斜望著阿謙，佢見到我都擘大咗隻眼一下，佢都應該估到咩意思

 haha，之後佢都話日式小屋啲嘢食應該會幾好食，Michelle都贊成去日式小屋，咁我就開個 Googl
 e map，打咗個地址就由我帶路 嘻嘻，其實佢哋都幾nice吖，Kelvin同樂哥成日喺度講／做埋啲搞笑

嘢，搞到我同Michelle成日喺度傻笑，

係阿謙比較靜啲啫

去到果間日式小屋，我哋發覺原來間鋪頭係呃人，並無所謂嘅show學生證有優惠，只不過係有學生
證就送一杯豆漿咁解，

不過都好過冇....

食完嘢，我哋傾咗好耐計，搞到差唔多2點幾先走人，其實我哋都覺得唔好意思，拿拿聲俾錢走人。

其實時間真係淨番唔多，Kelvin，Michelle同埋樂哥係時候要做佢哋嘅project，我同阿謙就同佢哋
分道揚鑣

『阿慧姐，咁我哋依家去邊呢？』

『喂！咪叫到我老晒啦！um….根據我嘅行程呢...其實就係去踩單車，不過我哋啱啱食完嘢，不如行
下啲特色小店先？』

『無所謂啦！』

『喂！你想唔想行架？不如算喇！都知你哋啲男人對行街冇乜興趣，咁我哋直接踩單車？』

『嗯！』

之後我哋去咗蕭記單車租單車，我上網格過價，依間最平，$20 一日

話說我都好耐無踩過單車，踩極都平衡唔到，所以我哋去咗一撻冇乜人嘅地方叫阿謙側邊扶住我先，

最終搞咗好耐先平衡到，唉...阿謙好比心機扶住我，都算係咁架啦！比着阿俊，佢依啲單車迷，



肯定自己踩住先，之後等我搞掂佢先會返嚟同我一齊踩

我哋沿著側邊近渡假屋果條路開始踩，之後踩到內街，由於內街嘅人比較多，我就係咁推果個ding 
ding制，

阿謙架單車無果舊嘢，所以當每次我ding ding 完，佢就用口發出嗶嗶聲，我叫佢大聲啲，但係條友
又怕醜，

果刻真係笑死我！冇幾耐，我同阿謙都踩到攰，我哋就踩到沙灘，然後泊架單車喺側邊。

果日好好太陽，好多女仔都著住bikini，喺咁好嘅天氣下，真係人都開心啲

好可惜果日我嚟嘢，又無帶多條褲，所以冇得落水玩。我同阿謙就坐咗喺沙上休息傾計

佢就講下佢點識Michelle，樂哥同埋Kelvin，佢就問下我點識阿俊，其實阿俊係我一個學校同學

嘅friend嚟嘅，果日阿俊喺商場樓下等我個同學，佢哋話去食嘢，仲叫埋我同另一個女仔去，就

喺依個機緣巧合之下，我哋就識咗。我同阿謙傾傾下，竟然傾到去研究邊個女仔著bikini最靚，邊個
最核突。

我哋坐到咁上下，就去還咗部單車，然後食糖水！我上網睇過有幾間糖水舖幾出名，不過最終就是但
搵咗間嚟食，

因為攰， 所以都費事搵。

星期六就例牌多人，入到去間店都已經滿晒座，差唔多等咗5分鐘先有位搵到位之後，

我就二話不說點咗我最鐘意食嘅楊枝甘露，阿謙就點咗雜果涼粉

女人食甜品又點止食一樣就夠候吖，食完個楊枝甘露，即刻嗌多個芒果糯米糍

『喂！乜你唔怕肥咩？』

『乜你覺得我依家好肥咩？』

『係呀！』佢好自然咁答我

『你講多次！』由於佢坐喺我隔離，隻眼向右望都已經影視出尖尖銳眼嘅啤人效果

隨即，即使喺嘈嘈吵吵嘅環境下，我都聽到對面嘅一男一女（應該係情侶）喺度偷笑緊

店員阿嬸：『芒果糯米糍！』

心知情況不妙，睇嚟係頭先我同阿謙嘅對話已經引起陌生人嘅注目



你唔會明白當時嘅我係點樣扮冇事發生，但係心裡面係覺得超級尷尬！尤其係比個男仔話肥

『你食2舊！』我好唔客氣咁講

『你叫架！你食2舊啦，我飽啦』（總共3舊）

『你話我肥呀嘛，你之前話過你食極都唔肥架嘛，咁你食2舊！』

『唉，好啦，你唔好咁嬲啦下』

『haha，鬼叫你話我肥喎！』

我哋約咗Michelle佢哋6：30pm碼頭等，返到去屋企都已經好夜。



第七章：何謂朋友？

其實有咩緊要得過你身邊有個了解你嘅朋友，朋友唔一定要好多，唔一定要認識長，唔一定要成日互
相傾訴。

細心留意對方嘅性格，行為，分析佢嘅人格，一句野都可以唔洗講，往後嘅日子，憑對方嘅行為舉止
，面部表情，你都會知佢諗緊咩

『好悶呀！』我入到阿謙間房

『你無功課要做咩，無書要溫？』

『陪我傾下計啦』

『你男朋友呢？』

『佢成日都唔理我，佢掛住同佢啲friend打機，你係咪忙緊呀，係嘅就唔阻你喇』

『無呀，我幫Kelvin佢地剪緊片咋嘛』

『唉...我發覺我有冇男朋友都無分別』我坐咗喺阿謙張床，一路攬住張被，一路dap低頭

『喂，乜你咁隨便坐上男仔張床架』阿謙整整下片sau一sau我

『有咩所謂喎，我依家好唔開心』我由坐低已經訓咗落去

『我諗你應該想結束依段關係，但又唔捨得，係咪？』

『知我者...』

『張子謙也.....佢唔理你，你咪都唔好理佢囉，平時禮拜六冇嘢做，你可以join我地，Michelle一個女
仔，佢好悶架』

『我要跟你地玩！』即時彈返起身

我嘅一句話，改變咗我嘅生活咁濟，平時留係屋企做宅女多，依家放假多數都有街去，我阿媽不知幾
開心，佢話有阿謙陪就放心。

朋友，的確可以為你生活增添色彩。

每個星期六，我地都會輪流去樂哥，Kelvin同Michelle 屋企，通常佢哋就會傾拍咩片好，我就會坐
埋一邊，間唔中比啲意見佢哋

Michelle：『不如今次夾band拍唱歌片？』

阿謙：『OK 喎，Michelle你唱歌咁好聽』



樂哥：『咪搞我，我負責拍片』

Kelvin：『咁我同Michelle負責唱果part，阿謙彈結他』

我：『咁我呢？樂哥搶咗我個崗位來做呀！』

Michelle：『不如你負責彈琴？』

我：『下，上鏡我怕醜架...』

阿謙：『你點會怕醜喎，嘻嘻』

『哈哈.....』搞到個個都係到笑

Michelle：『咁唱咩好呢？』

我口快快講咗首歌名『不許你注定一人』點知個個都buy

到下個星期，我地去左Michelle屋企，我哋rehersal咗n次，NG咗n次，先有個good take。

自問苦練咗成個禮拜，應該彈得唔差，至於去到某一副歌詞，由於果幾句對我十分之感觸，所以我提
議果part我想solo

（無錯，其實我真係唔怕醜）

  從來不相信一生一愛侶　從來不堪一對
 
  別再等　別再等　是你的聲音給方向感 wo oh～

阿謙：
入黎我間房

－－－－－－－－－ohh ok
『條片我出咗啦，你睇下，今日晏晝出，依家已經有40,328 人睇過』

『緊係啦，有我出馬嘛』

『懶叻啦你，不過，下面d留言的確好多都讚你唱歌好聽，彈琴又叻，想知你係邊個添』

『嘻嘻，等我睇過』

個女仔唱歌唔錯喎，乜唱得果幾句咁晒呀

咦，新成員呀？佢叫咩名呀？

好聽過原唱！



男神好型呀！

果個係阿謙女朋友？

支持Michelle！唔好比人搶走阿謙呀！

『um...佢地係咪誤會咗呢，我唔想比人話呀，快啲澄清啦！』

『算啦，我同Michelle澄清咗幾百萬次佢地都係咁架咋』

  我認得個女仔！佢出現過阿謙上幾條片嘅Vlog架！好似係去澳門果次

 

  無啦無啦，Michelle輸晒，人哋咁靚女，唱歌又好聽 

  第三者！

『死喇，我比人鬧』我用無辜嘅眼神望住阿謙

   阿謙：

   請尊重我地每一個人，唔容許作出侮辱！

   

   男神嬲啦，對唔住

  

   對唔住啊

   

   幫我地同個女仔講Sorry！

『男神嘅威力真大haha』我對住阿謙笑

『人地咁話你仲笑得出？』

『無事啦都』

－－－－－－－阿俊！睇下依條片，有我架
    
阿俊：
幾好呀，人地讚你喎，阿謙女朋友

－－－－－－－痴線，你唔係介意嘛

阿俊：
最緊要你清楚自己喺咩崗位，否則會影響我地嘅關係

－－－－－－－人講你又信

阿俊：



提醒你啫，近排我地的確關係疏落咗

－－－－－－－係你成日唔理我先，cal你又唔應，又唔覆， 我先唔再主動call你

阿俊：
ok，我知我有錯，不過我唔想你同佢地一齊咁多

－－－－－－－佢地係我好好嘅朋友，我有權識朋友，我嘅世界唔只得你

阿俊：
ok，sorry，我唔應該介懷

－－－－－－－嗯

無可否認，阿俊講嘅野的確令我好反感

－－－－－－－阿俊竟然信我同你有野，佢講嘅野令我好反感                          唉....點算

阿謙：
不過你同佢見面時的確會好開心

－－－－－－－無錯

阿謙：
但你值得真正嘅快樂

 睇完阿謙依句，我嘅眼淚慢慢流下一滴又一滴



第八章：依依不捨

同一屋檐下，大家就係自己人，無咗邊個都唔得，無咗邊個都變得唔完整

依半年，我已經習慣有阿謙喺我身邊，得佢明白我，得佢體諒我，得佢安慰我

我對佢已經有一種說不清嘅感覺。離別，究竟是什麼？

一次夜晚，大家一齊食晚飯....

媽：阿謙，其實auntie唔介意你繼續留低，不如我同你媽咪再傾下

謙：Auntie，多謝你，依幾個月真係打搞晒，我相信我自己能夠照顧自己

媽：你走咗，我會好唔捨得你

我：媽咪，你做咩喊呀？有冇人可以話比我知發生咩事？

媽：阿...阿謙佢...要...搬走喇

我即時望住阿謙，隻眼無眨過，凝視著佢一秒一秒咁過，慢慢流下一滴又一滴嘅眼淚

阿謙嘅雙眼亦被眼淚水包住，佢強忍，我知佢好辛苦

依個時候，阿謙攞起佢嘅碗筷放喺廚房，慢慢行返佢間房

而我，成個身體亦保持原狀，無郁過，亦都唔敢郁

突然間好想時間停頓，咁阿謙就唔會離開我地

我安頓咗我阿媽之後，佢再話我知阿謙月底會搬，姐係距離仲有個半星期

果日我咩都唔想做，唔敢入阿謙間房，唔敢whatsapp佢

依個禮拜我幾乎冇乜同佢講過咩，每日一句起，兩句止

直到佢搬走前2日，我攝咗張紙條喺佢房門下

 



『我哋仲會聯絡架可？』

『當然，我搬去你屋企附近咋嘛』

『我係咪隨時都可以搵你？』

『緊係可以啦』

我沉默咗一陣，我即刻攬住阿謙，個身不斷震。依個時候，阿謙用佢雙手攬住我實一實，

佢大概都知道我喊緊，之後佢一句：傻妹，令我喊得更加厲害。

阿謙走果日，我對佢依依不捨，而我阿媽亦顯得悶悶不樂。當我阿爸送佢走時，佢回頭一望我

，就離開咗我屋企。其實我想跟埋去，當係順便幫下佢手執下野都好，但係阿謙唔比我去。講

真，其實我唔需要諗得咁灰，果個一星期一聚依然會繼續，whatsapp仍然可以send message

，想見，亦可以隨時去對方屋企見下面，只係無咁方便，無咁快捷。不過，我嘅心真係好亂。

照道理，我唔應該咁掛住阿謙。儘管我同阿俊嘅關係麻麻，但佢始終先係我男朋友。我對阿謙

嘅感情或者只係一時之間嘅不捨得。無論如何，我實在搞不清現況－－好亂好亂好亂！

至於我同阿俊嘅關係已經去到一個不想再理嘅地步，由每日一電變成3至4日先講一次電話。我

承認我嘅心理已經去到憂鬱咁滯。有時，我不停說服自己唔好諗到咁灰，可能阿俊佢真係唔得

閒，但同時心中嘅魔鬼亦成日話我知：如果佢係緊張我，愛我，就唔會咁耐先搵一次我啦！當

天使與魔鬼鬥決嘅時候，受苦當然係自己。想搵人傾訴，不過家人唔知情，朋友唔會明白，老

師社工更加唔會係我好好嘅傾訴對象，剩下嘅只有阿謙一人。無可否認，每次我到佢樓下搵佢

傾計嘅時候，都係關於我同我嘅男朋友。有次，阿謙終於頂唔順，叫我同阿俊分手。



『你咁樣又何必呢？點解佢咁對你仲要想繼續同佢一齊？』

『我唔知，我真係唔知應該點做！我...我對佢唔知仲有冇愛，但我真係唔敢提出分手，更加唔捨得我
同佢嘅依段關係，因為到依家我仲未知道近排佢究竟
發生咩事，諗緊咩，所以我唔想亂咁嚟，我唔想同佢講分手但原來佢仲愛我，咁到時點算？』

『有人對你好，你忽視，佢對你差，你仍然死心塌地愛佢。我無野好講，或者過一陣會冇事。夜啦，
你返屋企啦，我仲要趕project』

『阿謙啊...』

 『快d返屋企啦，bye bye』



第九章：為何你不聽我解釋？

有時坦白唔係一件好事，因為過份坦白能夠令你認清一個人嘅底細。

我坐咗喺阿謙屋企樓下，坐喺花槽石壆邊，個心亦仍然忐忑緊應唔應該call阿謙。最後，我同自己講
，

今次係我最後一次因為同阿俊嘅事而搵佢，跟住就call咗阿謙落嚟。我眼角已經見到阿謙已經行到我
身邊，

之後好冷淡講咗句：今次又咩事   但係我唔知點開口

『你又同男朋友鬧交？』當時阿謙仲企喺到，未有坐喺我隔離

『今次唔係啦，我...』

『夠啦，你每次因為阿俊而唔開心就嚟搵我，你當我係咩呀？告解員？社工？定係兵？每次有咩事你
都搵我，因為你知道無論點我都會幫你？甚至要幫你男朋友氹返你開心？講真，我對你係點，我知你
係feel到，無可奈何每次你搵我都係關於你男朋友，你有冇理過我感受？我叫你同佢分手，你唔捨得
，你覺得你搵我，我仲可以同你講咩？』

『阿謙呀，真係好對唔住，我真係無當過你係兵，你係我非常好嘅朋友，其實呢，我今次係想同你講
我...』

『得喇，唔駛再講，我明白架喇，係咁先』佢斷絕我嘅說話就已經轉身走人

『阿謙呀，唔係呀，你聽埋我講先啦，好嗎？』我用盡僅有嘅氣力去嘗試大聲講

“gacha” 佢樓下大堂嘅門已經關咗，完全唔比機會我講究竟發生咩事

我同阿謙嘅誤會就一路落去.....

到咗一星期一次嘅聚會，今次喺Michelle屋企，當阿謙到咗嘅時候，我同佢say Hi，但佢無理過我，

當然，依個時候樂哥佢地好似意識到咩事咁，就耍開場面嘅尷尬，話大家一齊食啲野再傾下一次去邊
度玩好。

食完野，Kelvin就提議不如去大嶼山，但係Michelle就話夏天去好辛苦，跟住就提議去歷史博物館同
科學博物館行下，

樂哥同Kelvin都ok，而我就無所謂嘅，但係阿謙話近排學校野忙，話去唔到，叫我地照去就得

Michelle：『咁我地騰遲2個禮拜去吖，我地就你』

謙：『唔駛』



Michelle：『你同阿慧最熟，你喺到佢會安心啲架』

Kelvin：『咪係，你唔喺度我實蝦阿慧架haha

謙：『都係玩下啫，佢唔會介意，何況我』

阿謙講完後，差唔多dead air咗成半分鐘，冇幾耐，阿謙話要返屋企做功課為理由就早走咗

佢走後Michelle佢地都問我究竟同阿謙係咪鬧咗交，但係我同佢地講其實我都唔知發生咩事，應該係
誤會，叫佢地唔駛擔心。

離開時，Michelle見我好似唔開心，就話請我飲野，同時間，我都大概講返果晚同阿謙嘅事比佢聽，
佢應承咗我會保守秘密，

甚至連阿謙都唔會講，唔會提。

之後果2個禮拜，阿謙因忙為理由無嚟聚會。後尾，Kelvin話不如搵日食飯，就大家時間，就決定月
底去沙田果間上海店食。

其實果餐飯真係嚟得奇怪，我大概都知係佢地想我同阿謙和好返，點解我會知？

點菜後，樂哥就打開話題

 樂哥：『係呢，下次活動去邊度好呢？』 Kelvin：『不如去迪士尼吖？』

Michelle：『係喎，阿慧阿謙，你哋之前唔係話想去架咩，依家都放暑假啦，不如我哋下個星期去吖
，你哋話好無？』

我其實知道阿謙想去迪士尼玩好耐，不過如果我話去，佢實話有嘢做唔去，咁我唯有拒絕

我：『唔喇，我...要返暑期工』

Michelle：『吓？無聽你講過嘅？』

Kelvin：『唔會7日都要返掛』

我：『吓...我....』

謙：『你唔係想去好耐架咩？係咪因為我，所以你唔去？』

我：『你講咩呀？』雖然阿謙終於對住我講野，不過佢咁講搞到我好唔開心

謙：『或者你肯定同你男朋友去咗，所以你唔想再去啦』

我：『男朋友？你覺得真係咁咩？明明係你唔想見到我，所以我知如果我去，你可能會話唔去，所以
我咪話唔去囉！』



謙：『我點解要避開你？』

我：『我都想知究竟你嬲我啲咩！點解你要唔睬我?!』

謙：『我無！』

我：『夠啦，真係夠啦，我好攰，我走先，對唔住』

我忍住眼淚，好快就走出餐廳，到度上咗巴士，我先忍唔住喊咗出嚟。某程度上黎講，阿謙對我真係
好重要，

唔係普通朋友咁簡單，但係又唔知自己係咪鍾意咗佢，對佢有好感，定還是真係對佢係朋友嘅感情咁
簡單，

反正我好care佢對我點諗。

落咗車，我唔敢返屋企，我唔想比屋企人見到我咁，唯有一個人坐喺石灘到，等自己個心平復返啲先
返屋企。

海浪聲，帶比我寂寞嘅感覺，同時間，我個心好亂，亦好痛，因為我唔知點解我同阿謙嘅關係會搞成
咁。

 夜晚對住海吹風，身體永遠好誠實，自然會自己縮埋一舊，但係我完全無凍嘅感覺 。不過當我諗返
起頭先同阿謙講嘅野，眼淚自然一滴一滴咁流下，索一索鼻水，個身亦開始有啲震。

果種空虛嘅感覺再次返嚟，就好似世界上無人明白我一樣。已經夜晚10點，個石灘可以話係空無一
人，

但我feel到有人行緊過嚟，我好驚，我唔敢望，當我個心卜卜咁跳嘅時候，有人比咗件褸我摟住，之
後仲坐咗喺我隔離。

果刻我好希望係阿謙，不過我知係無可能，所以我唔敢望果個人係邊個。

『對唔住』

非常熟悉嘅聲，我一眼望過去...

『阿謙？』

 『對唔住，係我誤會你』 聽完佢講對唔住，我又忍唔住喊咗出嚟

『我唔應該咁對你，真係好對唔住，你唔好喊啦』

佢叫我唔好喊，但係我仲喊得犀利啲

『我...我真係無當你係咩架，我有事先搵你，因為...得你先明白...我』喺喊緊嘅同時，我一個一個字
講得好辛苦



『好啦，唔好喊啦，Michelle已經講晒比我知』

『你走咗之後，其實我仲好嬲，樂哥同Kelvin已經比我地嚇到冇聲出，果個時候，Michelle好大聲咁
同我講叫我出去，佢拉住我出餐廳行埋一邊。第一句已經話你同阿俊已經分咗手』

『係你當時唔比機會我講』

『因為當時我好嬲，我唔明點解你唔開心先嚟見我，而且我以為你係想講一路以來我同你都只係普通
朋友，所以為免聽到依番說話，我先至唔比你講落去』

『對唔住，但..但係你真係我好好...好好嘅朋友，我唔搵你我唔知搵邊個』

『Michelle佢鬧醒咗我，我就即刻返嚟搵你，我打過去你屋企，但auntie話你仲未返，咁我知道你一
有唔開心就嚟依度坐，所以我真係喺度搵到你』

我望住阿謙『我今次唔開心，唔係因為阿俊，我係好驚你唔會再理我呀』

『我明白』佢好細心咁用佢隻手幫我抹掉啲眼淚

我個頭擰返埋『你唔好對我咁好啦！如果我....我話如果...如果我咁緊張你係咪嬲咗我，其實係因為我
鍾意咗你，咁你會點呀？』講完之後，我眼角偷望阿謙反應

『傻妹』

我終於笑返，因為我鍾意阿謙叫我傻妹

『咁你想唔想知點解我會同阿俊分手？』

『點解呀？』

『因為你』

『真架？』

『haha講下咋，傻瓜』

『哎吔，叫返你傻妹先』

————————————————————————————

喺我唔清楚明白阿俊諗咩嘅情況底下，我終於決定主動搵佢，佢接電話時依然若無其事，好安然咁問
我搵佢有咩事，

為免同佢再鬧交，我無問佢點解近排對我咁冷淡，只問佢今日做咗啲咩，佢嘅答案令我心情大跌，

再次興起另一場鬧交，甚至...



『無呀，今日自己一個放學時咁啱撞到個ex同佢個friend，佢地話去食飯一唔一齊，咁我咪應承囉！
』

『你明知我唔鍾意佢，點解你仲要應承佢喎！』

『有乜所謂啫！朋友啫！前年聖誕節佢咪又係約我出去食！』

『咪住先！你講咩話？前年聖誕？你唔係話要準備DSE，要留係屋企操數架咩？』

『係呀！我有同你講過啫！佢話想約我聖誕食飯嘛』

『我記得！但我有話唔想你去！』

『咁耐無見，有咩所謂』

『我話想同你聖誕出街食，你就話要操數，佢想約你，你就應承，咁啫係點？』

『過咗去就唔好追究喇，我都同你講咗依件事啦！』

『食完飯之後你哋去邊？你有冇送佢返屋企？』

『咁又無，比咗個goodbye
kiss佢就走咗啦，話你知吖，原來有女朋友但係錫其他女仔嘅感覺又幾爽架喎』

『你爽？咁我呢？我係你女朋友，你仲要話俾我聽你kiss咗你個ex？你當我係咩？朋友開心share？
』

『咁耐啦都，仲嬲咩呢？駛唔駛我比時間你冷靜下』

『我諗我唔需要時間冷靜，我唔會再哂任何時間喺你身上，我同你已經無嘢可以再講』

『過咗啦都，我都講比你聽，仲分咩手呀？』

坦白唔係罪，錯在於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件事的確已經過去，佢亦向我坦白講出事情經過，

我無再嬲佢，我只係喺佢身上失去安全感，所以我無勇氣再同佢一齊。

第二日，我走到屬於我同阿俊曾經擁有共同回憶嘅海濱長廊，由以前嘅2個人變成孤身一個慢慢行，
面對住海風，亦唔會有人幫我阻

擋...

好好分開應要淡忘 你找到你伴侶

重臨舊情景 我卻哭得出眼淚



時常在聯想 你會溫馨的抱我午睡

然而自己現在沒任何權利 再抱怨一句 ---到此為止

—————————————————————————

『早就叫你同佢分手，你又唔聽』

『依家咪分咗囉』

『好啦，要返屋企喇傻妹，我送你返去』

『你比我坐多陣啦，難得你唔再嬲我』

『好啦好啦』

『嘻嘻』

當一切也跌倒了

是你令我再次找到心跳

當一切也失去了

沒有預料　至少都可擁抱你哭笑

偽善的世界　混沌了意義

唯獨你在我身邊

拍掌拍肩直到了最後的一秒 --- Supper Moment 是你令我再次找到心跳

誤會消除咗，迪士尼自然去得成，不過今次只有我同阿謙。

炎熱嘅夏天，為大地帶來....汗水

對於我依啲小女人嚟講，一生只想搵一個對我無微不至嘅男人

果日最難忘嘅並唔係一齊玩機動遊戲，一齊並排企阻擋內地人打尖，一齊影相而係佢帶咗幾包紙巾，

之後親自幫我喺鼻上抹走汗水，再為我遞上面部濕紙巾

而我亦幫佢噴上補濕水，讓佢可以清爽啲

隨後果一日，再次係一星期一次嘅聚會。我去到時，阿謙已經喺度，我嘅眼神仍然避開佢，當我去到
時，



亦只有阿謙一個無同我say Hi。

Michelle眼見情況如此：『不如我地玩個小遊戲？』

Kelvin：『仲細咩，小遊戲，玩就玩大遊戲啦！』

樂哥：『唉，咪鬼理佢，Michelle你講』

Michelle：『嗱，我哋都識咗咁耐啦，應該好清楚大家嘅，我地做個好朋友測試，我呢就做主持 ，
你地就分成2組，um…樂哥Kelvin你地就一組啦，啫係阿慧阿謙就一組』

Kelvin：『下，2條友好gay啫，不如我做主持啦』

樂哥：『咪嘈啦！』

Michelle：『每人一張白紙，我分別問你地問題，2個嘅答案都要同時寫喺張紙架，就問阿謙阿慧你
哋先』

1）阿慧係咩星座

2）阿謙口頭禪係咩

3）阿謙鍾意食咩肉

4）阿慧鍾意睇咩類型漫畫

5）阿慧鍾意咩色

6）阿謙有咩壞習慣





Michelle：『你睇下你地！啲答案係一樣架！你地搞咩呀？仲要唔理對方到幾時？阿謙，我咪同你解
釋咗囉，點解仲要咁對阿慧？』

依個時候，我唔小心笑咗，阿謙亦跟隨住笑

Michelle：『你地笑咩』

我：『其實我地已經好返架啦，我地做戲㗎咋』

謙：『前日我地去埋迪士尼添』

Michelle：『哦！你哋撇甩我哋！』

Kelvin：『樂哥，你知唔知發生緊咩事』

樂哥同Kelvin對望住：『唔知』

 我：『不如我地傾下嚟緊去邊度玩....』



第十章：我會等你...

依個暑假我好充實，慶幸嘅係我有一班好好嘅朋友。行沙灘，去博物館，行山...都有阿謙陪住我，正
所謂習慣成自然，

由有變無嘅感覺，你又試過未？

－－－－－你做緊咩呀？

－－－－－阿謙？

－－－－－點解你電話cut咗嘅？

－－－－－你喺邊呀？

第二日我決定去阿謙屋企搵佢，但係無人應，我好失望咁返番屋企

媽：『阿慧，你做咩呀？個樣咁嘅？』

我：『媽咪，你知唔知阿謙去咗邊？』

媽：『下，乜你唔知咩，佢去咗澳洲讀書嘛，佢冇同你講咩？』

我：『你講咩話？媽咪，你講真架？』

點解，點解阿謙無話過我知，明明前日好地地仲去南丫島玩，大家都無異樣，無講過farewell.....

 點解？點解會咁？明明喺香港好地地會去咗澳洲？我同阿謙咁friend，佢冇可能唔話我知，佢唔 係
鍾意我架咩？點解會咁捨得留低我去澳洲？點解？啊，係，Michelle！Michelle佢可能會知阿謙去咗
邊，

我唔信，我唔信阿謙會走咗去唔理我!

我：『喂Michelle，你話我知，阿謙佢去咗邊，佢仲喺香港架，係咪呀？』

Michelle：『阿慧你知道咗啦？』

我：『你講咩，點解你一早知，我唔知架？Kelvin佢地呢？點解阿謙話比你地知，但係我唔知          
 架？點解明明前日係最後一次見阿謙都冇人話我知架！！』

Michelle：『阿慧，你冷靜啲先，你黎我屋企，我比啲野你』

到達Michelle屋企後....

Michelle：『依封信係阿謙叫我交俾你』



 

不許你註定一人　永遠共你去抱緊

一生中百樣可能　愛上你是種緣份

只想會有日可能　與你共姓的身份

要回望這生　也有你陪襯

不作陌生人　只做你情人　不枉此生

我選擇....等你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