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ay]網絡情人

作者: 半點不由人

Powered by 紙言

https://www.shikoto.com


第一章-《勁＿團》篇

點解會變gay
e個問題其實一直都存在好多member既心入面，但自我真正接觸到男仔，而又有性趣既話，可以話
係細細個中一果時玩《勁＿團》e隻online game入面識既一個男仔。
 
其實一開頭我都係用男角色，咁同d同學玩緊係要用男角色嫁啦，如果唔係會比人話係人妖，其實ga
me入面我估都有唔少人妖，而家唔明白點解d人會咁蠢玩網戀，但係細個既時候應該都有唔少人玩
過啦。
 
回想當年，事關有一日，我有個青梅竹馬既女仔朋友，佢係game度識左個男朋友，條仔送左勁多點
比佢，咁貪心既我照版板煮碗學佢係《勁＿團》開番隻女角招網戀。
 
過左冇耐有個叫呀濤既雞公頭男仔短褲拖鞋走黎hi我，簡直係我飛佛既造型，但係我果時個ac係新手
ac
柒到核爆，唔明點解佢都會走黎hi我，不過佢即刻送左套唔知咩裝比我(動漫節果d唔知咩卡抽番黎)
，成個人即刻冇咁柒，之後就成日同佢玩情侶模式(同時間perfect會有心心好過癮)，又係game度傾
下計咁，日子過得好快。
過左一個星期左右入左同一個團，所以我地一齊開左一個新ac改名，咁佢又送左一套兔女郎既裝同
雞公頭比我，其實當年兔女郎e套裝要抽番黎，好似幾貴下..所以勁開心，玩果時又老公豬老婆豬咁
叫真係有種sweet既感覺，過左冇耐我地仲係game入面結埋婚我地叫d同團既人同佢地d朋友黎觀禮
，點知玩左試左2次我都唔夠perfect數(結婚要雙方都同時perfect好似要係一首歌時間入面夠15個心
先可以結到婚，唯有叫其中一個團友幫手，佢叫小曼，之後佢話叫個朋友入黎觀禮，一入到黎我勁驚
，小曼既朋友係我小學同學黎(升到中學都有keep住聯絡)。
 
網戀左差唔多成個月，佢終於忍唔住問我拎電話sms，其實我細個把聲成日都比人誤會係女仔，所以
我覺得就算佢打黎應該都冇事掛…咁就比左手機佢，sms左幾日佢就打左過黎…第一次同佢傾電話果
種感覺真係好odd…
當時大約情況係咁啦
呀濤:喂?係咪小愛呀
我:係呀…但唔好意思呀其實咁夜媽媽唔比我傾電話…對唔住呀
之後我就收左佢線，成塊面都紅晒，第一次同同學以外既人傾電話真係[bomb] ，佢把聲勁磁性:P
，再過多幾日之後傾電話既次數都慢慢增加，但傾既內容大多數都係佢問我做緊乜野呀，好悶呀之類
，傾到咁上下佢試過約我出街食飯，但我用唔同理由推晒，之後佢就越黎越少搵我。
有一日，我on《勁＿團》舊ac果時，見到佢舊ac
on左，但情侶果欄同我解除左，我問佢咩事，咁佢話佢新ac同我係情侶就夠啦，咁我一查發現佢舊a
c情侶有另外一個女仔好似叫小鬼定唔知乜q，之後我就情聖上身打電話比佢
我:分手啦，你已經唔愛我啦，你有第二個:-[ ！
呀濤:….唔
我:如果我唔on舊ac睇你係咪諗住一世暪住我!!:-[ #fire#
我就收左佢線，再係game度black
list佢，再買左支唔知離婚水咩乜q野離婚(要出點買，e次係我第一次浪費點數係個女角度)，禁落去
果係真係心都碎埋，之後我喊左好多日，應該算係初戀既分手所以咁刻骨銘心，後來我都有對住塊鏡
反省點解我會為左個男仔咁入迷?唔通我係gay?之後我打左個冷震...唔會既![shocking]



果時咁岩隻倉鼠凍死左(凍到僵左:~(
)，媽媽以為我因為隻倉鼠咁傷心，話買多隻比我…我話唔要呀，我淨係要果隻！之後佢都懶得理我…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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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勁＿團》大約離婚後半個月左右啦，我都冇再玩過《勁＿團》，小學同學呀雞（佢成日同我一齊
玩online game）搞左個BBQ，心諗夏天搞BBQ係咪痴撚左線?
之後佢講左句有2條女都會去，咁當時身為直既我就當然狗衝啦，去之前以示gentlemen
我以有限既錢去樓下某間士多買左支唔凍既大支裝可樂去(其實係我負責買野飲，但我唔知，以為有
人買左，所以原本我諗住淨係負責帶錢)
 
咁去到深水灣果然真係熱死辣辣xx( ，而且果班女仔又例牌遲到，果時即刻有種後悔既感覺[sosad]
不過算啦，身為厹既我以示gentlemen，就同我朋友透定個爐等佢地…差唔多透完就見到2個女仔向
我地揮手，其中一個唔差既女仔撓住個男仔，咁我即刻怒啤我個fd，佢又一臉無奈咁…
算！唔緊要仲有另一個…佢地行過黎
呀瑩：hi
我係呀瑩呀！唔好意思呀遲左少少…都係條仆街仔，出門口先黎唔記得帶泳褲，搞到我地要等埋佢先
上車...係呢…加多個人唔介意呀可?佢就係我條仔佢叫呀濤
呀濤：係啦實係咁啦
呀瑩即刻啤住佢，此時此刻佢既形象係我心目中已經破滅左O:-)
呀欣：如啦佢地兩個係咁，我地開始燒烤啦
 
之後就開始左燒烤大會啦…燒到咁上下佢地就話去游水，咁我唔識游水就捉左我朋友留低陪我燒埋淨
低果d番黎等佢地食(心諗我今次仲唔gentlemen爆燈?)燒燒下又冇咩話題，咁我諗起上次係《勁＿團
》見到佢，咁我就隨口問下佢
我：乜你識《勁＿團》game入面小曼嫁咩?
雞：你又知？
我：冇呀…上次係《勁＿團》我同學婚禮見到你
雞：咩呀上次我見唔到你既？
我：（危急生智亂吹）我上次借左佢AC幫佢結婚呀嘛，佢係我同學黎佢叫呀咩囉…呀梓囉
雞：哦…咁有緣既…佢咪係呀瑩囉
我：哦…呀瑩…即係邊個?_?
雞：:-[ 咪頭先果個
我：[shocking]
E個時候，呀濤著住沙灘褲成身濕晒咁番左(佢其實唔算係好靚仔，不過有少少似哈利波特)黎話隻腳
抽根，要抖陣
雞：咁你有呀濤陪我去游水嫁啦
我都未load得切
呀濤：你去啦（揮）
我fd一支箭咁走左
呀濤：係呢，你同呀雞識左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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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諗做乜鳩?3唔識7，兩條麻佬搭乜野爹！不過禮貌我懂的O:-)
）呀瑩冇同你講咩？佢係我小學同學，我識左佢3年幾啦
呀濤：點解3年幾既？
我：因為我係轉校生，之前唔係e度讀書
呀濤：哦…原來係咁，咁你係咪第一次見呀瑩同呀欣？
我：係呀…
Dead air 左陣我又繼續燒…不過我其實係d好驚dead air既人黎
呀濤：話時話你把聲都幾雞仔聲wo…係呢…我睇你個look成個乖乖仔咁，唔似係果d會出黎玩既人w
o
我：（心諗係咪串緊我毒？）冇呀…朋友叫到咪出下黎…
呀濤：咁你平時放假你有d咩做？
我：同呀雞玩下online game咁囉
呀濤：我同呀瑩都有玩wo！平時你玩開咩online game咁嫁？
我：平時有玩開《絕Ｘ武力》呀，《勁＿團》呀，《行路online》呀，《艾Ｘ之光》呀，《童Ｘ》呀
...之類啦
呀濤：咁岩既我同呀瑩都有玩《勁＿團》wo！得閒叫埋呀雞一齊打明星呀
我：（心諗佢又係叫呀濤？世界上會有咁多巧合既O:-) ）好呀…搵日啦
轉個頭成班番晒黎，呀雞換左泳褲但個身乾既，明顯冇落水啦
呀欣：呀瑩話攰wo…所以唔游住啦…咦你地燒好晒野食等我地番黎呀…真係好人呀
呀雞懶委屈咁話：咩呀有一半我燒嫁
我：（心入面擺出勝利勢）哈哈無聊冇野做姐…
食到7788咁佢地就去晒換衫沖涼，咁我就執野啦。番到屋企打比呀雞黎個賽後檢討，呀雞屌鳩我
雞：明明叫你買野飲，點解得支唔凍既大可樂嫁！仲要唔夠飲
我：咩呀…你都冇叫！我以為你地買好晒我去等食嫁咋wo
雞：唉算啦，你覺得呀欣點呀
我：普普通通啦
雞：你唔係諗住食呀瑩嘛，佢有仔嫁wo
我：你都痴線既
雞：係bo，呀瑩話呀濤想同我地一齊玩《勁＿團》wo，一陣11點1號頻等
我：你又唔係唔知我平時10點半要訓
雞：暑假就咪咁早訓啦…
我：唔得呀今日燒烤好攰，一陣玩玩下訓著左點算
雞：:-( 　都唔知你搞乜，算你訓你教，我有同佢地玩898
其實平時既我放假真係會同佢地玩:-(
，但係一諗到入到去《勁＿團》見到呀濤真係呀濤點算…係呢一刻我選擇左逃避;-) 



第四章-《勁＿團》篇完結

係第二日朝早我收到個留言（我以前訓覺果時習慣關機），內容大概係《勁＿團》入面個呀濤好嬲咁
屌鳩我個死人妖呃人感情之類…我聽完成個人勁sad…其實我都知大概發生左咩事，咁我就打比呀雞c
onfirm下啦…
我：尋晚你做左d咩？
呀雞：冇呀…呀濤話想打比你，叫你同我地一齊玩《勁＿團》，咁咪比左你電話佢囉，其實你尋晚同
佢講左d咩？佢打完比你之後就off左…呀瑩都唔知佢發生咩事…
我：我想confirm多一樣野…呀濤個game名係咪叫XXXX濤？
呀雞：係呀咩事？
我：冇呀…我有少少野做…都係唔同你傾住，拜拜
之後我就cut左佢線，估到啦，佢見到我同《勁＿團》呀愛個電話number，咁佢應該都知道左我既
真正身份…成年事都變得合理，跟據我福爾摩斯既推論應該係佢地係果個婚禮度搭上左，果個小鬼就
係呀瑩！
不過佢都算好仔…冇爆到我係人妖比呀雞知，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點面對佢:-(不過都可能係緣份，令
我同佢係現實中相遇，不過佢唔係我要搵既人…唉 半點不由人:-(



第五章《艾＿之光篇》

自從發生左果件事之後我就冇再玩過《勁＿團》，而佢都冇再搵過我，後來發生左少少事，我就同左
呀雞絕左交。
我之前其實呀雞有玩開《三小＿》e隻online
game，咁因為隻game執笠，《艾＿之光》係佢既後續作品，咁係升中四果年既暑假我就開始玩《
艾＿之光》。
一開始《艾＿之光》係得3隻人物比我選擇，而且每個人物都set死左職業，好鐘意玩法師既我就唯有
用愛莎e隻女角，咁女角用男仔名好奇怪嫁嘛…咁順手就用埋個女仔名啦O:)！
其實我係一d唔係好鐘意打打殺殺既人黎，我玩game
通常都係鐘意同人傾計多，因為現實生活中唯一既朋友都冇埋，所以冇地方可以比我發洩。
我玩game另外一個樂趣就係享受虛榮感，所以我好熱衷做奸商，高買低賣炒裝。所以我玩好多gam
e 都有上過財富榜（當然其實要起手都要好多成本，一開頭既付出都幾多下），e隻game
係我玩咁多隻online
game以黎賺得最多真錢既game…咁做開買賣既我，又要儲客仔同搶生意自自然然識落唔少人，其
中一個叫做情信郵＿(簡稱情信)，佢都係愛莎黎，一開我以為佢係女仔黎，個名實在…
我同佢識既原因係因為搶生意而識既，佢都係一個生意佬，見得多就認得佢，點知識落佢份人勁nice
（佢一開頭應該以為我係女仔），對於新仔黎既我唔太清楚市價，好多時都要問佢…
玩左半年左右我都玩到風生水起，情信佢開左個公會吸納隻game入面既上流社會再壟斷個市場（其
實佢從商真係好勁）咁我同佢既關係就更加Close；係公會入面我冇隱瞞我係身仔既身份，其實我仲
玩得好放…成日扮gay，記得有一次佢唔得閒賣裝比個客，咁我代佢交收，果個客以為我係佢女朋友
，自此之後佢就叫我老婆豬，我就叫佢老公豬。
記得果時第一次見面，我見到佢我呆左…真係勁靚仔，成個宥勝咁！佢約左我去megabox睇鬼片，
我係果d勁怕睇鬼片既人黎，所以我睇戲全程捉(攬)實佢隻手，佢全程望住我係度傻笑，佢話我怕鬼
果個樣好搞笑，我都唔知佢係黎睇戲定係睇我:[!不過其實果個感覺真係好sweet，個感覺就好似同人
拍緊拖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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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完戲之後，緊係例牌去食飯啦，食飯果時傾下平時日常生活，原來佢真係好勁…玩e隻online
game竟然可以玩到每個月賺5-6千！之後再傾下讀書經同打機經咁，佢既生活同我一樣咁悶，除左
讀書打機就乜都冇…同樣係一條毒撚:-(。食完飯就去行街，最尾再去食糖水，果一日時間真係過得好
快好似眨一眨眼就過左咁…
番到屋企第一時間打開MSN同佢傾計O:-)
我：你做緊咩呀O:-)
情信：冇呀…同女朋友傾緊計
我：（…）之前冇聽你講過既？
情信：冇呀…最近識既，又唔係咩特別事，所以咪冇同你地講
我：哦咁又係:-(，今日玩到好攰呀…訓先啦…早抖#bye#
情信：好啦　早抖 （錫錫+心心表情）
咁又係…佢咁靚仔又點會冇人mark實…明明有女朋友仲咁樣，算係點wo…我熄左電腦，訓左係張床
度好耐，但完全訓唔著典黎典去，而家咩事姐…我又黎認真？之前明明講過唔會再信網戀e樣野！而
家又…
一定係我太過投入e個人物！我要開過個新角色！就係咁，我係第二日開過隻雷文，我要做番我自己
，所以我決定用真名玩[sosad]！之後係game名果度我打左我真名既short
form。我決定要同佢做好兄弟！所以係game度搵番情信，同佢講我開左隻新角，叫佢帶我去升LV
O:-)，其實我有外掛可以自己一個升，但係同佢一齊玩係一種享受，升LV既時間淨係屬於我地兩個（
忽然覺得自己好似痴漢xx(）
係夜晚，佢又打比我同我傾計
情信：係呢，做咩開個新人物既？
我：冇呀，忽然間好想玩下雷文，佢好有型
情信：佢有型d定我有型d先
我：緊係雷文啦
情信：車:-[
情信：咁做咩改個咁奇怪既名？
我：其實我覺得幾好呀
情信：邊有人用真名玩online game嫁
我：你又知係我真名？
情信：你講過你真名[sosad]
我：@_@short form你都睇得出，你唔比我亂打嫁咩
情信：我叻叻豬囉，抵唔抵錫先
我：唔準講我真名比人知呀…
情信：錫我一野我就唔講比人知
我：你唔怕你條女呷醋嫁咩
情信：佢都知我地兩個咩關係啦
我：下！？咩關係
情信：你係我二奶囉
我：最好係啦（:-(）
情信：咁錫得未呀
我：好啦（啜聲）
我：係wo咁得閒打比我，你唔駛陪你既正印咩？
情信：佢好乖嫁，晨早訓左啦，似你咩成隻夜貓咁
我：（扮打喊露）眼訓啦，我訓先啦



情信：好啦，早抖，整個good bye kiss黎先
我：（啜聲）早抖
 
唉就係咁，我好似又沉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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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同情信住得幾近下，大家都係住港島區，佢成日得閒無事都走上黎我屋企玩，兩條麻甩佬共處
一室:P　但冇事發生…其實我覺得有少少爽，佢得閒既時候陪我都唔陪佢條女，好似有種嬴左既感覺
，但佢上到黎我屋企又成日同我講佢條女點點點，真係會聽到我個心頂住頂住…
其實我屋企冇咩玩，得部PS1同電腦，咁佢理所當然黎到我屋企梗係玩電腦嫁啦，係前果排當時既我
對性有少少好奇，但唔知有咩甜網，咪上PK DOG COM，同YAHOO度SERCH
性同淫亂之類既字眼，諗番起第一日佢上黎我屋企玩果時我真係柒到核爆，佢趁我去廁所睇我電腦hi
story:-(
情信: (淫笑)衰仔你鬼馬啦你，睇甜網呀你[369]！
我:咩呀，都唔係我！前果排呀ＸＸＸ上過黎我屋企，一定係佢啦[sosad]
情信:繼續兜啦！最好係佢啦[369]
我: [bomb] :~(
情信:甜網唔是咁上的#no#，上YOUTUBE8啦
我:都話左唔係我:~(
情信:得啦信晒你啦純情BB豬
後尾有一排電腦壞左，之後我就成日上佢屋企玩，我去佢屋企都係睇戲多(我成日都話睇鬼片)，懶有
氣氛咁熄晒燈，再拎一張大被com住
訓係張床度睇[bomb]，驚果時可以攬實佢抽下水咁，睇戲果時都不忘玩下偷桃，偷到佢硬晒，好鬼
可愛[bomb]
就係咁我同佢快快樂樂咁相處左一年變左老死，我升中五果年佢升中七，為左迎接A
LEVEL，我上佢屋企既時候都冇乜點再玩，通常一齊溫書，一個認真既男人真係非常吸引，所以我成
日溫溫下都偷望佢，但又唔知點解會比佢發現
情信:唉，我咁靚仔，你望我都係人之常情，唔駛怕，即管望啦[369]
我:頂你[sosad]我望你溫緊d咩咋
情信:兜呀！我以後改你個名叫藥師兜先得[369]
我:咁你係咪大蛇丸呀
情信:係呀仲唔叫我主人？
我:你個抖s[sosad]
情信:睇我今晚點係張床度炮製你啦:P
(係呢個moment我聽到硬左)
我:急去廁所先
情信:係咪想係廁所同我玩呀BB豬
我:痴線溫你書啦
情信:（敬禮）Yes！BB豬
 

 
其實係呢一刻之前我一直都以為自己扮gay同埋好enjoy同情信相處，我都未意識到自己真係一個gay
佬，但係經過今次之後，我發現自己對男仔真係有生理反應，係果晚睇完GV之後好似發現左片新大
陸咁，同事都認清左自己係一個gay佬…
經過呀濤事件之後我其實對真gay有少少反感，同時為比佢專心考A
LEVEL，所以我決定開始疏遠佢，放過自己，放過佢。我報好多補習同學下鋼琴避開佢，仲搵各種理
由話自己唔得閒…但佢真係好傻，就算我唔聽佢電話，佢都仍然會留言比我…
冇左情信既世界，一切都變得乏味，就連玩online game都覺得悶…
（半年後）



聖誕前夕，情信叫左我去佢屋企陪佢飲酒，聽到佢把聲好sad咁，唉陪下佢啦，講番少少背景先，佢
條女讀名校女校（雖然唔係見過好多次，但情信成日都話佢港女到爆）一睇就知佢係個流動公廁咁既
樣
我:你地發生左咩事呀?
情信:佢因為我成績差左，話我地唔會有將來，所以要同我分手….
我:（心諗:下…咩理由黎）我肯定佢係識左第二個所以先飛左你嫁姐…
情信:乜我好差咩…點解你地個個都要離開我…你又係咁，佢又係咁，媽媽又係咁！（佢喊左出黎）
我:（佢咁講真係好慘）唔係咁嫁…:-(我應承你，我以後永遠都會係你身邊支持你，陪住你（講完之後
攬住左佢）
情信:屌你好撚gay呀bb豬
我: （唉扯恆晒，唉唔撚驚，順邊掃佢背）明明最gay果個係你，去個廁所先
 
等佢飲晒剩低果d酒之後我就歸家去，係個途中我諗左好多野，例如：點解宇宙會大爆炸?點解世界
上有gay e樣野?點解我唔係女仔?點解我會係gay?我gay左之後條路又會點樣?
最後個結論係：我係gay，我好似真係鐘意左佢，我已經忍唔住啦….
係第二日我買左好多星星紙番屋企，我用左半日既時間黎摺，我係其中三張紅色既星星紙上面寫左我
，愛，你　三隻字，再倒入個樽度撈亂佢，加加埋埋都有成5千顆係入面（其實都冇咩可能睇到，不
過精蟲上腦係蠢d）…係聖誕果日送比佢，當補番生日禮物同聖誕禮物
聖誕果日我同佢去睇燈飾，行下街傾下半年以黎做左d咩咁，漫無目的去到邊傾到邊



第八章

經過左e件事之後我同佢和好如初，其實我依然係唔想阻住佢考A-LEVEL溫書，少上佢屋企玩…不過
我唔上佢屋企，佢又會直接走過黎我屋企，真係冇佢辦法……
 
當佢係我隔離溫緊書既時候我又好難專心做自己野…佢就好似磁石咁吸引住我既光目，搞到我成日都
忍唔住八下佢溫到邊同係咪真係溫緊書，佢又成日聊我傾計…
 
呢個情況持續左一個星期，我真係發火，禁止左佢星期六黎我屋企，諗住騰番一日出黎比佢真係溫下
書，我又可以靜靜地做功課咁…點知第二日佢同《艾＿之光》入面工會d人唔知講左d咩，以為我嬲
左佢搞到佢好sad…工會d人MSN我叫我唔好嬲佢[sosad]，最後佢都係一得閒就上黎我屋企…（果時
其實有少少暗爽，起碼佢好似都幾重視我咁:P）
 
佢上得黎我屋企多，仲同我媽媽熟埋[sosad]，仲成日係我屋企痴餐，佢跟本就係師奶殺手黎既…成
日讚我呀媽，氹到佢鬼死咁開心，食完飯又幫我手洗碗，所以係我呀媽眼中佢係個又叻又乖既靚仔，
成日係我面前話佢幾好幾好，我又蠢又盛:-[聽到我又煩又厭
 
其實同情信fd左之後我既成績升左唔少，以前既我日日打機欠交功課，變到幾乎日日交齊功課。佢係
度既時候我唔會打機影響佢，冇野做之下唯有邊做功課邊偷睇佢，佢見我唔識好苦惱果時又會主動黎
指指點點
情信:乜你咁蠢嫁咁都唔識!
我:我梗係識啦…
情信:搵左e個角先啦
我:我扮考下你咋嘛…
情信:屌下次唔話你知，咁串呀拿
但係每次既下一次佢又會忍唔住黎指指點點[sosad]，我又會話自己識唔駛佢教咁樣無限loop，其實
好似唔駛錢請左個補習老師咁，佢話有句說話係「教人一年仲勝過自己溫三年」
 
有時溫到太夜第二日係星期日既話，佢直情留係度過夜[bomb]（佢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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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算同佢一齊訓都應該唔會有事發生:P　因為我係一個真‧君子！（最多都係扮悶，同佢一齊訓
地下，要佢陪我傾計）佢成日都話我訓果時會打鼻鼾，但我自己都唔覺…　O:-)　算啦反正我都唔會
嘈到自己:o)
 
差唔多到情人節，佢都差唔多要面臨A-Level，少左上黎我屋企hea，冇野做屎忽痕咁就緊係要搵d野
黎做嫁啦，咁岩班上情人節氣氛濃厚，閨蜜們係e個時節都都冇仔，所以提議不如整d情人節朱古力
交換食，係e個時候我忽然醒覺到自己差唔多要學習下點樣做一個「賢妻」，好啦我接受挑戰！
 
放左學我去左ju_co十蚊店買左一包黑朱古力同白古力，仲有買左個靚靚紙盒裝，再去無印買左一包
士多啤利綿花糖，整個簡單又美味既朱古力士多啤利綿花糖拎邊交換（真係簡單[sosad]就咁用熱水
座溶d朱古力，再用牙籤吉住舊綿花糖去浸，最後雪番凍佢就搞掂），「順邊」拎d去情信屋企睇下
佢溫成點。
 
係第二日（情人節當日），我拎左十粒番學校比佢地做白老鼠（其實我自己有試食，真係好好食，食
完冇肚痛O:-)），佢地唔駛幾秒就食晒雖然讚不絕口都幾開心，但到佢地拎出黎就話冇帶唔得閒整:~
(
 
放學之後我特登番屋企拎雪格果d出黎，再去佢屋企（廢是溶左），點知上到去，伯母話佢出左街…
死仔仲咁得閒去街，打比佢又唔聽，放低左d朱古力寫低左張字條講明d朱古力係同閨蜜交換果時整
多左先比佢（好似有少少此地無銀）就歸家去。
 
其實番到屋企我有少少嬲，特登整比佢食，又特登番屋企拎過去，佢竟然唔係屋企，仲唔聽我電話！
去邊度玩要唔聽電話呀…有咩緊要得過同我過情人節呀（開始有少少FF到走火入魔，唔知幾時開始已
經當左自己係佢女朋友咁[sosad] :-(）
 
夜晚佢終於打電話黎
情信: 仍難得這一個知己 從無拖手但有幸福滋味 倘若這時同伴的專利 讓每份好奇 願禮物儲起
 
[sh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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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信:講個好消息比你知呀，我頭先同女神去街呀[bomb]
我:係咩…
情信:佢情人節同我出街，我仲唔上位？
我:實係啦…
情信:拿今次你第一個知，夠兄弟啦掛;-)
我:嗯…
情信:得閒帶佢黎見見你先
我:好…
情信:點呀邊個激嬲你呀…咁既聲既…
我:冇呀…
情信:有人蝦你要同我講呀
我:好…
情信:佢差唔多番到屋企…都係唔同你傾住啦，我打比佢同佢「溝通」多d先:)
我:哦…
咁就收左我線O:-)
如果你問我當時咩心情，真係好複雜…我知道遲早都會咁…只係有少少突然，平常心。
 
第二日，佢又上黎我屋企。
我:唔駛出街咩，咁好死上黎既
情信:十劃都未有一撇啦…
我:哦…
佢打開我雪櫃，比佢發現左整多左既朱古力，之後拎左黎食
情信:話時話你d朱古力幾好食wo，邊個女仔送比你嫁
我:果個女仔咪叫做小傻西囉
情信:邊個小傻西呀[shocking]
我:邊個情人節連街都唔去，一放學就特登拎上你屋企諗住拎比你食，點知onon99咁白行一趟，果個
小傻西囉
情信:哦，有人嬲嬲豬呷醋[369]
我:屌以後唔整野比你食
情信:唔好嬲啦，咁我果d朱古力呢
我:咪叫左你呀媽比你囉
情信:冇比我喎…屌唔通比佢食晒:~(
我:抵死
情信:唔好咁啦，再整d情人朱古力黎啦
我:情你老母，我整多左費事晒先益下你咋
情信:實係整多左啦，仲唔小心整多左咁多[369]，抵錫
我:得，以後冇你份#fire#
尋日原本又嬲又sad，忽然又平靜番晒
佢食飯果時同我媽有講有笑，之後決定佢又留低左係度訓。
差唔多12點，佢忽然鼠左上黎我張床，係我耳仔格離旁邊同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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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信:其實…你覺得我點？
我:咩咩點呀…[shocking](驚到lag一lag
情信:其實你係唔係鐘意我？
我:痴線!(勁大聲
呀媽:呀仔咩事呀
我:冇事，你幻聽
情信:拿你咁緊張仲唔係鐘意我？
對我有感覺
可是你還故意熱烈又冷漠
還是這麼不明確
讓我忐忑我想
我也有感覺難被冷落
我絕對不喜歡錯摸
爭取我來誠實的答我
如果喜愛我
佢摸下我個頭，我成隻耳仔紅晒…氣氛尷尬到爆！係咪夢黎…
情信:其實我唔係基嫁…不過我鐘意你，only you
情信:情人節果日我係用黎試你嫁咋…
情信:出句聲啦喂…
我:星星
情信:唔?
我:生日禮物果盒，自已睇
佢即刻衝左落去撘的士番屋企
呀媽入左黎我房:咩事呀？
我:佢話唔知D咩漏左係屋企唔記得拎
呀媽:咁夜？
我:係囉，唉咪鬼理佢啦訓啦你
呀媽:古古怪怪既你地
之後佢就訓番
 
情信番到屋企就即刻打黎，不過我冇聽，轉震機，訓教
 
其實成件事真係好odd，咁大個仔第一次比人表白…雖然有種鐘終比我恨到既感覺…
 
訓唔著…部電話係咁震…不過又唔想轉靜音
過左半個鐘，門鐘響（應該係凌晨2點左右）心諗唔係呀…咁夜仲番黎
呀媽去左開門
情信:唔好意思呀auntie，咁夜仲打擾你，不過頭先番屋企太緊急，搞到我又漏左個袋係度，聽日要
用呀…呀係呢，我而家番屋企又好夜，今晚可唔可以係番度訓？
呀媽:是但你啦，我去訓啦
情信:早抖auntie
佢入左黎我間房，拎左樽星星出黎
情信:邊粒呀
我扮訓



情信:我知你未訓嫁，再唔起身話我知我就唧你
我:自己搵啦，好眼訓呀
（我又扮訓）
佢坐係地下開始拆d星星，拆左好耐（我估差唔多成樽比佢拆晒
佢係我耳邊講左句 love you
就攬住我背脊訓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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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左第二朝由於我係背對住佢訓(唔知幾時開始訓住左佢隻手)，所以一朝早就比某樣野頂醒左…好尷
尬[bomb]唯有繼續扮訓啦…
過左一陣果個位又有少少唔舒服，搞到好想郁…諗諗下又亂諗野搞到隻耳仔都紅埋就好似咁樣->[bo
mb]
一個鯉魚翻身就整醒左佢
情信:醒啦?
我:唔係呀
情信:係咪要老公比個王子之吻喚醒你
我:慳d啦…
情信擰我個頭過黎啜左我個嘴唇一野
我:頂你未刷牙呀
情信:而家又唔係打車輪#hehe#
我:多細菌「污租」呀
情信:夠你個腦「污租」? [369] 比我啜一野就扯到咁行
我:你夠扯啦…晨勃係好正常既事，仲話讀生物喎
情信:但明明見住你比我錫完之後先扯嫁喎，依個唔係你初吻黎呀嘛[369]
我:刷牙啦你 個口好臭呀[bomb]
情信:有人唔夠我講[369]
我:你唔刷我刷先
情信宅住我唔比我起身
情信:咁你而家都做左我老婆，我既小情信又咁興奮，你係咪應該做番d野呢?
我:痴線呀媽仲係出面嫁，死開
情信:傲嬌我鐘意，得交住利息先，頭先果個唔算係kiss呀，而家法式舌吻做morning
kiss，如果唔係就一直比我壓住你
唉算我瞇埋眼諗住佢自己黎，點知佢又話
情信:自己黎呀
我:咁算(擰轉頭)
情信:我就唔信我馴服唔到你[369]唧唧唧
我:救命呀，錫啦錫啦(輸左)
情信:其實我隻手好痺，可唔可以快少少
之後我就攬住佢條頸，申條利仔過去[bomb]，雖然大家個口都有少少臭，但E個真正既初吻真係畢
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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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盔定:先以下內容純屬虛構,內容可能含有色情場面,未滿18歲者請勿觀看]
 
媽媽一向冇煮早餐既習慣，所以一係就自己煮，一係就唔食或者出街食，咁今日咁高興，我就同佢一
齊出街食早餐^3^
出街之前首先要刷牙，其實佢好耐之前已經放左個專用牙刷係度[sosad]真係當正自己屋企咁…
我:你先定我先
情信:老母豬先啦，我讓你
我:邊個豬
情信:人頭豬腦果個豬
我: :-[我豬!你唔準刷
情信:咁又唔得^3^一齊刷
我:咁麻煩嫁你
情信:我就係鬼，成世煩鬼住你
我:屎忽鬼就有你份
媽起身行出黎，（嚇左嚇，今日咁早起身既…唔會聽到頭先講果d野呀嘛…）
媽:咁早去邊呀
情信:我地去食早餐呀…伯母一齊呀，我請!(其實情信知我呀媽通常咁早起身就係同d同事飲茶)
媽:唔去我同d同事去飲茶呀，你地自己去啦
我:咁你刷先啦
就係咁，我呀媽刷完牙就好快就出左門口，成間屋得番我同情信，刷完牙之後，就換衫，佢光明正大
咁睇我換衫，當我除左件衫既時候，佢就話
情信:脫衣誘惑我? #hehe#
我:唔換衫點食早餐
情信:趁冇人可唔可以比我拮拮呀老婆bb豬
之後情信就開始咬我耳珠，但我推開左佢
我: 做果d野犯法嫁喎…大個先d好唔好…仲有…我睇過d小說話做完菊花會好痛嫁…你捨得我痛嫁啦?
情信:我又點捨得你痛呢…但係小情信已經頂唔順啦…幫下我啦[bomb]

佢當時個樣
 
而我係一個受軟唔受硬既人，咁我最後就用左隻手幫佢。其實佢有少少射左落我個面同頭髮度(覺得
有少少核突)，所以搞到我要洗頭先可以出街，我岩岩開始除褲佢又入左黎
我:出番去:-[
情信:對唔住呀老婆，我幫你洗呀，嗚呀你咁既姿勢係咪想比我拮拮
我:你係度我點除褲呀:-[
情信:唔緊要啦…你都睇左我全相啦，而家比番我睇好合理



我:唔呀出番去:-[
情信:老公睇老婆天經地義嫁喎
我:出番去:-[
情信:一齊沖:P
之後佢就除晒衫褲同我一齊沖，幫我洗頭同刷背，最尾仲過左時間搞到要食lunch[sosad]



第十四章

今集繼續我同情信之日常:
食完lunch之後就去左情信屋企陪佢溫書，廢事番到屋企呀媽又問哩樣問果樣，因為比佢問多兩問尋
日既事可能會露出破綻(我真係唔係好識講大話[sosad]次次講大話都比佢識穿)，上到佢屋企發現伯
母係度[shocking]
其實我同伯母唔太熟，因為佢呀媽成日都要去公幹，佢老豆直請係外國既酒店做廚師，所以次次去情
信屋企佢D今企人都唔係度(今次應該係第三次見佢媽媽)。情信話佢呀媽讚過我好乖仔[bomb]，因為
有一次我上佢屋企溫書，我肚餓想食野，順手煮左個餐蛋麵比情信食，最尾仲幫佢洗碗，所以佢呀媽
一直記住我係一個乖仔[bomb]。其實情信媽媽樣靚得黎又後生，唔講以為3X歲…佢媽媽一第次見我
果時仲特登買左KFC請我食:P(得人恩果千年記就係我#hehe#)
 
我: hello auntie
情信媽:半仔上黎玩呀
我:係呀
情信媽:今日留耐d呀下，我今晚打電話叫Pizza一齊食呀(是咁的，情信媽唔係好識煮飯，以為佢老豆
仲係香港做廚師既時候一般都係佢老豆煮)
我:唔係幾好既…
情信媽:就咁啦
我:咁…多謝伯母
情信:媽呀做咩迫人wo
情信媽:我話咁就咁啦
之後就入左情信房
情信:唉仲諗住今晚同你出街食
我:又出街食…發左達咩你
情信:咁要補番情人節果晚燭光晚餐撑檯腳嫁嘛
我:傻豬，幾時都有得補啦(摸頭
情信:咁又係:)，比住個印你當利息先(蜻蜓點水式錫左我嘴仔一野[bomb]
我:抽我水!
情信:儲夠10個可以換一個願望嫁
我: :O咩都得?
情信:咩都得
我:個願望係第時大個左我做攻都得?
情信:e樣唔得:-[
我:點解呀?
情信:因為你係老婆我係老公! :-[
我:我做老公唔得嫁咩
情信:唔得!我咁Man咁靚仔
我:實係啦[369]
情信:再恥笑我信唔信我推倒你呀拿:-[
我:拿..我哎嫁
情信:夠膽?信唔信我封住你巴嘴丫拿
我:信唔信我用兩隻手加一條利，令到你好開心丫拿
情信: :P



我:

情信:好爛呀你:-[



第十五章

開心既時間過得特別快(唔好問我成日係房度做左d乜#hehe#)
…食完pizza之後佢送左我番屋企，其實佢已經差唔多要考A-Level，我又差唔多考試，但仲成日同迫
我同佢出去玩真係有少少膽心佢，所以到左屋企樓下既時候我同佢約法三章，一星期只可以見一次！
(是咪有似層相識既感覺)，但今次我唔淨係用懲罰制啦，加埋獎勵制，守到既話我就整番情人節果隻
朱古力比佢食，守唔到既話唔準錫錫！
情信:車…你估我好恨同你錫咩
我:唔知成日都主動錫埋黎呢[369]
情信:學識左牙尖嘴利啦啵，串老公豬咁話啦啵
我: [slick]再嘈連朱古力都冇得你食
情信:大膽，區區一個半點竟然夠膽唔聽本王爺既命令?
我:係既老爺
情信:乖啦(摸頭
我:頂你:-[
情信:咁惡既
我:唔同你玩呀快d番屋企溫書啦
情信:good bye kiss呢
我:一個星期後先O:-)
佢一野就嘴左埋黎
我:搞錯呀你咁奸嫁…:-[
情信:咩呀…送個印比你咋…仲唔謝主隆恩
我:我走呀!!!
情信:早抖^3^
我:89078:-[

番到企屋呀媽睇緊電視
媽:係呢，今日去左邊?咁夜番既 :-[
我:冇呀…去左情信屋企溫書咋嘛
媽:做咩溫書溫到兩手空空既:-[
我:冇呀…唔記得左帶囉
媽:咁你溫左d咩?
我: (心諗 溫左生物囉 你懂的#hehe# 好似係) 做左d情信出既練習囉
媽:次次問你野，一有野想隱瞞實會講左"冇呀"先嫁，古古惑惑咁，仲唔快d沖涼訓覺！
我:哦:O
每次番到屋企佢都要我打電話比佢報平安，如果唔係佢就奪命追魂call打到我聽為止…心諗…明明你
已經送到我樓下仲要我打比你報平安，做乜鳩呀…唔通我會係架Lift度比人拐走左咩…係拐都唔拐我
啦[sosad]
我:番到屋企啦
情信:做咩咁耐先打比我嫁:-[
我:都是你的錯~搞到我比呀媽問哩問路
情信:問咩呀:O
我:問我溫乜撚野書，唔帶書都溫到….
情信:有冇同佢講溫仔仔囉
我:食懵你呀！大言不慚
情信:係既老佛爺



我:咩話講多次:-[
情信:係既老婆大人
我:你番到屋企未呀
情信:差唔多啦
我:我要訓啦好眼訓
情信:早抖BB
我:早抖

(待續)



第十六章

自從今次之後我地真係變左一星期見一次，電話都唔係傾好耐...雖然係我自己提出…但成日都好想見
到佢，但係冇計啦…為左佢好真係要恨下心腸，最多去見佢果日整d唔同野食去慰勞下佢啦…

見唔到佢我又冇咩心情溫書，應承左佢會獎佢，所以就煮下野食啦…有時煲椰汁西米露，有時整下日
式溏心蛋，有時整cheesecake，總知次次唔同，係呢排我肥左好多[sosad]，但係佢食極都唔肥(唉
屌諗住養肥佢等佢飛左我都冇人要[sosad]，點知養肥左自己)

佢考AL前一個星期左右我病左，發高燒，呀媽番左大陸，我平時唔捨得睇醫生…一黎覺得好貴，二黎
食完藥又會搞到身體好虛弱，所以我一般都係休息等佢自然好，但係呀媽唔係度我又請唔到假，又唔
想曠課，所以打比情信，叫佢扮我呀叔打去學校幫我請病假，點知佢飛的過黎的左我落街睇醫生，小
弟真係十分之滾動:~(。

睇完醫生送完我入屋之後我叫佢番屋企溫書，唔好理我啦….佢走左我就訓覺啦...點知過左一陣佢買左
舊瘦肉番黎
情信:等我一陣，好快有得食
我:駛咩咁麻煩…買外賣咪得
情信:街外面d野唔乾淨，又多味精，一陣食左仲衰多二錢重呀
我:你走啦…一陣傳染埋你…點考試呀
情信:放心啦!我係無敵既!成五年冇病過啦我…我咁靚仔，d細菌見到我都掉頭走啦
我:收皮啦:o)

煲完之後，佢仲全日留係度照顧我，連書都唔溫:-( 
雖然好滾動，但佢冇落鹽搞到煲瘦肉粥好淡!!!!

隔左一日，我好得7788既時候，點知到佢病…唉叫左佢唔好理我嫁啦…而家傳染左比佢啦:-(而家搞到
我要照顧番佢啦:-[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