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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晚上9時，辦公室裡。

「鋒，你仲未走得?」她問。
「係丫，仲砌緊個Powerpoint，聽日見客要用。」
「嗯，咁我走先啦 ~ 拜拜」

十五分鐘後，當我對著電腦對得眼也快撐不開時，
我嗅到一鼓很香的咖啡味，是我最愛的cappuccino。
當我抬起頭時，看到她正提著兩杯咖啡回來。

「知你做野好攰，俾心機丫，聽日一定會成功嫁，唔洗擔心。」她說
「嗯，我執埋少少手尾就走得嫁啦，不如送你走啦。」
「唔洗啦，今晚佢黎接我，聽日見。」

說罷她就揹著她的小手袋走出公司門口去，
看著她今天著小背心及短裙的身影，不由得我看得呆了。

她叫做Elsa，是我公司的同事，也是我好朋友的女朋友，
也是，我暗戀的女孩。

當她走了之後，原來兩個人的辦公室，又再只餘下我一個。
原來還暖的cappuccino，也開始變涼。
陪伴我的，就只有Elsa在上個月我生日時送給我的Chopper公仔。

我還記得，兩年前，
當我的好朋友阿杰需要為他剛大學畢業的女朋友找一份工作，
當時，阿杰就要求我作為引薦人，
要我引薦Elsa到我現職的這間廣告公司工作。
因此，係Elsa入職後，我亦順理成章的成為她 teammate 。

我曾經問過阿杰，為甚麼不讓她到他工作的會計師樓跟他一起上班?

當時阿杰只跟我說因為工作上有不便，就將Elsa介紹到跟我工作。

三個月之後，我才在他口中知道答案。
「我間公司個個男同事都係狗公黎既，Elsa又咁純，廢事俾班豹狼搞佢啦。」

老實說，自此之後的每一天，
我每天最期待的九點，最愉快的是下午一點，
最不捨的是晚上七點，最寂寞的是晚上九點。

在這十二個小時的相處中，
我才可以從他手上，
「借」來他的女朋友。



（待續） 



二.

在經過了一晚的辛勞及早上應付那麻煩的Presentation 之後，
我還是要回到公司完成餘下的 follow up。

當我走到公司樓下時，我也為Elsa 買了杯她最愛的 latte,
因為我知道她今天早上都需要見客，想必她一定很累了。

當我回到office 的時候，

「Tony 哥你買左 latte 俾 Elsa 姐呀 ? 但係佢今日唔好惹啊，好似心情唔係幾好咁。」

說話的是Simon，我新請回來的teammate。

「多事啦你 ! 」我揚了手叫 Simon 返位坐。

看到 Elsa 的位子沒有人，我想應該是她剛走開了，於是我便將Latte
放到她的桌面上，再回去清清email 吧 ..... 我想半日不在應該都累積不少要清的email 了。

當我正在聚精會神地「清email」時，MSN 的對話窗口彈出。

或者你會問，到了現在還有人會用MSN這個古代的玩兒嗎?
答案是 ..... 基本上來說是沒有的。

尤其是現在whatsapp ，line ，wechat ，kakao talk，skype ，facebook 都給慢慢的將 msn
慢慢的淘汰掉，情況就好似當你慢慢成長，你會發現身邊的男人／女人原來不止一個，而這些新的人
又可以提供到更好相處體驗的時候，良幣就會慢慢將劣幣(原來的良幣?)驅逐的時候，原有的，就會
慢慢被人忘記，就好似MSN一樣。

但我從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

或者我是念舊吧，所以當MSN再重新推出可以安裝時，我也趕快下載了一個。

而當時，告訴我這個消息的人，正是Elsa。

「喂~多謝你杯 latte ~ 」 
「我好似聞到 d 燶左既味 .... 」 
「你講乜野丫」 
「冇既 .... 行過大小姐你個位個陣好似聞到好燶，睇怕尋晚應該係阿大少激親你啦 ..... 」 
「咁你話佢係唔係衰先，叫左佢 block 左個死姣婆 Janice嫁啦，成日都整到自己個profile pic 都係 d
勁少布，又成日 sd 埋 d 著低胸衫夾曬線咁呀，搭的士個陣翹腳扮曬長腳蟹咁搏咩丫你話啦 !」

「咁冇計喎大小姐，你又唔係唔知Janice是阿杰個大老闆個女兼佢同事，佢都好難做嫁 ..... 」
「難做難做，咁咪唔好做囉，睇住隻姣婆係咁姣我男朋友....真係火都嚟埋，想大巴大巴車死佢!!!!」 
「咁唔通你養阿大少?」 
「佢就想啦 ! 梗係唔得啦，我呢 D 係賢妻良母黎XDXD」



「You sure ? 」 
「喂，你今日係咪五行欠打? :@ 」
「饒命丫女俠，小人不敢了 ..... T.T 」 
「哈，算你啦 =)」

「咁今晚你同佢食飯點算丫?」
「唔食啦 \ _ / 鬼叫佢激到我咁嬲 >///< 」 
「但你唔食飯唔得喎 ......」 
「小鋒子，咁呢個責任就交俾你，我命令你今晚陪我食飯 ! 」
「得得得 ..... 你想去邊度食丫 ? 」 
「我未諗到 wo , 不過你請XD 」

「唉好啦 T.T 」 
「嘻，好嘢  」

面對著這個時而可愛，時而又會粗魯一下的女孩子，
我想這才是Elsa 吸引我的最大原因吧 ....

(待續)



三

晚上七點半，我終於將手上的工作完成。
餘下的 Email 及 follow up， 還是留著等明天處理吧 ....
因為最重要的，都是今天晚上的晚飯。
其他的，留待明天才煩吧。

但 Elsa 似乎未有走的意思，還是給她發一個訊息吧。

「走得未?」
「一早就走得啦，只係有人有野做，做到好似乜都唔記得咋。」
「點會呢大小姐，你諗好食乜未?」
「其實未諗好嫁 ... 行下睇下先算。」

就這樣，我就把電腦關掉，與她一起離開公司了。
由鰂漁涌沿著藍色線一直搭下去，Elsa大多數的時間都是覆whatsapp，
多數都是她在應付著那些在公司想追求她的狗公及一些對她有意思的客戶。
但是她卻對阿杰的訊息一個也沒有回。
搭著地下鐵，一個站又一個站，終於都來到了金鐘，

一直都沒有說話的她忽然開口：
「落車咯。」

到了尖沙咀站，她一直在閒盪著，似乎未有停下吃飯的打算。
我不知道她有多惱火阿杰，只是知道今晚就是盡盡自己能力陪陪她吧。

走著走著，我想起了在尖沙咀的某一棟商廈內有一間不錯的拉麵店，
這間拉麵店不止是拉麵好吃，而且還有是它的裝潢很像傳統日式的居酒屋一樣，很有感覺。

於是我便立即將她拉到拉麵店裡。

「哇，呢度真係好日式feel。」
看著她會微笑的眼睛，我感到心滿意足。
看來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剛打開餐牌的她，雙眼已經閃閃發光，

「唔駛客氣，隨便叫嘢食，反正都係我請 XD」

我的心情也變得輕鬆了起來，說話也變得比較調皮。

「呢個當然，難得鋒少請，我點會客氣呢，哈哈哈…不過呢…」
「不過？」
她突然的欲言又止使我感到很好奇。

「不過我都要講句多謝嘅，多謝你肯陪我食飯。」



「傻啦，講咩多謝咁老土，你諗下食咩啦。」
「係係…我會努力點菜架啦，唔會錫住你個荷包，嘻嘻~ 」

她的孩子氣，又使我更感著迷。
可惜，她才是他的女朋友。

當她仍在點菜的時候，我亦不忘用手機覆客的email ， 忽然她問 ：
「點解你會識黎呢度既?　上次帶女仔黎過丫~ 」
「多事啦你，點好野食未丫？」
「就得啦 ..... 好多野都好似好好食咁 .... 」

沒多久，菜還未上，清酒已經送到，
她很快的便給自己倒了一杯清酒，很豪氣的一口喝下。

「喂，阿鋒呀…」
「做咩？」
「點解你對我咁好嘅？哈哈哈。」

微醺的她，問了一個我很難去回答的問題。

「梗係啦 , 平日係公司你咁幫得我手 .... 」
說畢 ，我倒了一個小杯的清酒，一口喝下。

「咁生外架，我係咪你好朋友先？」
「乜我地只係好同事咋咩？」

她躬身靠過來時，因為她穿小背心的原故，胸罩夾出了少少的「事業線」，加上她那對就好似會說話
的眼睛，我不由得看得痴了。

「喂！又發呆！」
「唔止好同事, 仲係好朋友添 。」
「係咁多？無喇？」

雖然她帶著甜美的笑容，但我也感受到話中那咄咄逼人。
這不像往常的她，是因為喝了酒的緣故嗎？

「如果我唔係你好朋友嘅女朋友，你會唔會鐘意我呀？」
「你丫， 都考慮得過既， 不過 …」
「不過咩丫」
她的聲音，溫柔嬌美中帶著期待，很吸引的一個陷阱啊　！

「似乎隔離枱個女仔吸引 d 喎 XD」
「鋒少你而家擺明hea我，
都唔好玩嘅，我無嘢講 >//<」

我吸了一口氣，凝望著Elsa 的眼睛，
帶著一點戲謔的口吻對她說　：　



「咁你想我對你有幾認真?」

Elsa 也不慌不忙地回應我：
「其實唔係我想你對我有幾認真，而係你心裡覺得我值得你幾多分認真。」

此時，我輕輕的哼了：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情也真，我的愛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Elsa 她仍然帶著迷人的眼神，說：
「鋒少係有返兩度，冧死女啦，唔知真係以為你講真XD」

聽完 Elsa 的說話 , 我又不自主地哼起了 ：
「除非講多變真　明知不可信任
其實你沒有心又憑什麼講信心」

我沒有注意到的是，她的淚水突然無聲無息地落了下來。

「阿鋒，如果我男朋友係你，或者我會開心好多。」

「阿鋒，如果我男朋友係你，或者我會開心好多。」
面對她突然的一句 , 我的腦海閃過了許多許多 , 
是她的男友 , 我的好兄弟對她不好嗎 ?

我收起了笑容 , 正視著她 , 說: 
「冇事嘛 ?」

「無呀，只係一時感觸，哈哈。」

她無力的笑容，使我不知道該怎樣去回話。
應該追問下去嗎？

最後，我們安安靜靜的完成了這頓飯。

在晚飯後，當我正要送Elsa回去的時候，
忽然，她拉著我的手，說：

「喂，我唔想咁早返去住，不如你陪我睇場戲？」

面對她的邀請，我總是不能拒絕。

(待續)



四.

就這樣給Elsa 拉著走著，感受著她溫暖的小手，
這是我認識她這兩年來，第一次牽她的手，
一切就是這樣的夢幻。

由加拿分道，到彌敦道，一直走到廣東道，
望著海港城外的鏡子反映著我倆，
我倆的身影就好似一對戀人一樣。
同一樣的步伐，同一樣的身影，
看著這個畫面，美麗得有點不實在。

「如果，你是我的男朋友就好了。」
我仍然想著這句說話。

「喂！又發呆！」
Elsa 的一句說話，把我拉回現實，
原來我們走著走著，已到了海港城的戲院。

正當我我上前準備購票時，
我千算萬算，還是算漏了這一項，
她站到了一輻海報的旁邊，
正向我傻笑著指住那電影的海報　───　＜＜恐怖在線＞＞。

原來我是打算看謝霆鋒的＜＜一生一世＞＞，
誰知竟然是＜＜恐怖在線＞＞。

「佢同我睇鬼片！」

對於好多男仔來說，應該係開心到不得之了的一件事，
「睇鬼片」的過程中可以展現男人的勇氣，又可以名正言順地去「俾」女仔抽水（又或者係抽女仔水
XD），
尤其以Elsa 真的不算差的身材而言，的確是一種享受，

不過，我有一個死穴，
因為我是很害怕「睇鬼片」的。

就當我「生人唔生膽」吧，由小到大，我一直都很害怕鬼片，
我總是覺得「睇鬼片」的人都是自虐的，都是「貼錢買難受」的事情。

而每次朋友向我提及靈界相關等的話題，我都總是成功可以找到個機會逃避。
認識Elsa 的這兩年間，我都推過了Elsa不下二，三十次看鬼片邀請，但今次，真的逃不了。

看來，我真的要面對的就正正是自己最害怕最害怕的鬼片了！

「喂，我想睇呢套，無問題呀可？」



我心諗：「唔L係掛 …」

口裡仍然說 ：「係 .. 係 ..你中意啦 ..」
仍在天真地傻笑著的她，當然毫不察覺我的冷汗已經在屁股倒流上背脊。

面對心儀女生的邀約，即使再害怕，我也總不能表現出驚慌。
所以我還是硬著頭皮的點了一下頭。

「咁我地去買飛先啦，嘻。」

她再次拉著我的手，走向售票處。
對我來說，就猶如慢慢準備走向刑場，步向地獄一樣　.. .. .. 

這一刻我的心正撲通撲通地跳著，然而，那並不是因為Elsa的舉動，
而是因為將要看恐怖片引致腎上腺素颷升的結果。

看著售票的電腦螢幕，Elsa 大叫了一句 ：
「嘩，居然無咩人，之前多數全院滿座架，真係好彩啦 XD」

看到選擇座位的畫面，只見已售的座位寥寥可數，
在Elsa直呼「好彩」的同時，我心裡不禁暗罵了一句：

「今次真係仆街了。」

買過了爆谷及汽水這些分心分神的事，仍然都停不了我的恐懼，
但她好像很懂我的心意，仍然牽著我的手。

當坐下的時候， 她在牽著我的手，跟安撫的牽手很不同。

安撫的牽手是緊緊握住的，但她的另一隻手一直都在我的手上輕掃，
還有 .... 她那個柔軟的胸部>//<，緊貼著我的手，我不禁起了尷尬的生理反應。

為了不令她發覺，我嘗試跟她說話，
但當我還以為她會一直跟我說話，
而她只是像個小女孩一樣一直把爆谷往咀裡塞。

看著她恐怖片會那樣專心而又沒有大呼小叫，
確實令我有點意外，我彷彿比以前更認識了她多一點。

「如果我男朋友係你，或者我會開心好多。」
Elsa的話，像花火一般掠過我的腦海，揮之不去。
到底，她對我會是怎樣的感覺？

雖然眼球裡，視線中仍然是那些看得令我心裡發毛的景象，
但是，在我的心裡，仍然是暖暖的。

我不認為是我開始適應那些可怕的景象，



從一開始我也會驚叫，被她取笑，到慢慢地開始只是閉上眼睛，
我慢慢察覺得到，只要有她在身邊，我 …… 甚麼也不怕。

經歷1小時34分的驚嚇之後，隨著電影院的燈光回復正常，
我也終於可以回神，但同時也有點失落，
因為始終分別的時候到了。

步出電影院的時候，Elsa 對我說 :
「你個死仔扮曬野，又話好怕鬼，咪又睇得曬成套戲。」

我很想說：
「因為係你。」
不過我還是留著沒有說出口。

回程的時候，我還是送她到巴士站，看到她把手機開了。
難怪她一直也沒有回應任何人，原來，
剛剛在晚飯開始之後，她已經把手機關上了。

這時一開機看到的是阿杰給她的15個新訊息。
這時我應該要高興的是能陪她整晚的人是我？
還是應該為著又要將她還給他而不開心？我不知道。

沒多久，收到阿杰的訊息：
「星期六鬥波丫死仔，記住唔好遲到」
沒心情的我只草草回了一句：「好的。」

看著她在上車之前，開始甜笑著慢慢回覆著阿杰的訊息，
說真的，我的內心極不好受。
也許，這是我們的距離。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