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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識(前)

16歲果年，讀緊書而又唔鐘意讀書既我既緊中四，我唔知係咪我唔鐘意D老師定係D老師唔鐘意我，
我永遠都係自已一個坐，而且我無舉手答問題 都要指我出黎答問題果種，可能因為佢知我一定唔識
經過好多次既審問 我已經忍唔住同佢講左一句 "我唔知你有無教過 但我肯定無學過!" 

就係因為呢一句，我比佢罰左 罰左咩?罰左放學留低整壁布呀!
對於我呢種零藝術天份既人黎講，我都唔知自已同一班畢加索門徒女同學留低係度做乜，之但係我又
唔可以企係度乜都唔做，咁唯有問下班畢加索有咩幫手啦

結果我就同其中一個畢加索一齊剪紙，呢個畢加索叫MIKI，MIKI比我印像係平時唔出聲，但係有D
咩要留堂做既話佢係會第一個應承果D傻婆黎既，你讀過書都明壁布係唔會做一日就攪掂，因為等畢
加索設計完，仲要等莎士比亞加返一句相當有意思而凡人係好難理解既說話入去 例:"學校是我家
清潔齊參加"

如是者我同MIKI除左係平時上堂扮唔識之外，仲多左個每星期一日既羅浮宮藝術設計活動，經過幾
個星期既設計，終於完成左個偉大既項目，而我亦都同一眾藝術家混熟，仲約埋聖誕假去長洲玩兩日
..... 

老實講我一開始以為係亂UP，點知差唔多到果日果陣班畢加索真係約晒時間，咁當時既我就覺得一
男三女好似大食左D，就叫埋D睇落算係玩得果D既一齊去 點知......



相識(中)

老實講我一開始以為係亂嗡，點知差唔多到果日果陣班畢加索真係約晒時間，咁當時既我就覺得一男
三女好似大食左D，就叫埋D睇落算係玩得果D既一齊去

原本約埋去食早餐本來相安無事，硬唔知點解塔船果陣氣氛好奇怪，我地6個人一上船一粒聲都無出
過，加上後面有班MK仔MK妹係度喪嘈，仲顯得我地更加奇怪，我心諗 喂!我地去玩喎，唔向左走向
右走係約埋去自殺喎

就係呢個時侯，MIKI終於肯開聲，但係佢講既第一句野係"我地不如一陣放低D野就游水丫"
當時全部人都話好，係得我一個唔出聲
我果陣諗唯一可能性就係得我一個唔識游水，去到之後我地好識揀咁揀左最刺激既自殺聖地"東X"去
住 仲要揀埋對住海既"熱門地點" 

咁順利放低晒D野準備落沙灘游水果陣，我雙手摸住個肚，微微咁灣低個身，用一種好似好心急但又
唔係好急既聲線同佢地講"你地游住先"
我果一刻覺得我係呃到全世界，希望係我扮痾完屎之後出去見倒佢地已經游完，但其實係無可能既事
，我諗住唯有落去沙灘問下佢地不如我地6個人一齊玩堆沙啦咁

不過驚喜既係我出到去之後班人都唔係游水，係好淺水既地方玩沙灘波，我見到咁，緊係扮晒野狗衝
同佢地玩啦，但係唔知點解我果陣發覺沙灘波係一個好神秘既遊戲，大家一路玩就會愈行愈水深既地
方，原本D水到膝頭 變左到條腰，係我開始已經驚驚地果陣一個細浪打埋黎，全部人一齊仆係度，
我當時無好MAN咁捉住MIKI，因為我已經比MIKI捉住左，果陣我都唔覺得無面，因為我已經飲左幾
啖水，無時間理有無面，起返身之後大家都發覺個神秘既沙灘波已經去到水平線既盡頭，之後我就同
大家一樣扮無引咁上返岸。

上返岸之後我唔記得邊個人話踩單車 跟住.....



相識(後)

上返岸之後我唔記得邊個人話踩單車，而我記得自已最後一次踩單車果陣應該讀緊幼稚園果陣，姐係
後面仲有2個輔助轆果D，跟據以前聽過好多人話過細個果陣唔識踩，大個左之後唔知點解會識踩既
邏輯，我自已都呃埋自已係識踩單車

我地一路行去租單車果陣見到D人唔止見到D正常單車，仲有D殘廢車，姐係前面得一個人踩，後面
有兩條蛋散可以坐係到唔洗郁果種 。 

去到租車都無野，我地6個人一樣都租正常單車，好，一齊起步，第一二三四個都已經出發，剩返企
左係度果第五同第六，姐係我同MIKI，我踩左兩步之後已經記得返我唔識踩單車呢個事實，而且証
實話"細個唔識大個識"果D全部都係講大話

跟住我就望一望隔離既MIKI，唔知點解佢果陣已經係地下度，佢起返身果陣我無問佢有無事，我地
兩個互相大笑，好有默契咁同租車老細講我地想換返殘廢車，跟住班友好似知點解我地要踩殘廢車咁
，無問過我地點解之餘仲要提議鬥快

我望下自已咩身世，我係渣住架殘廢車，而且車後面仲載多過人，我知大家都覺得我無可能贏，因為
我都係咁諗，我覺得唯一贏到果0.0001%就係我搵到架殘廢車上面有"狂派"或者"博派"既標誌 

充滿體育精神既我唔會明知輸梗就HEA踩，我出盡力咁去踩，自從幼稚園後都未踩過單車既我一路
踩一路就覺得迎面有風吹埋黎真係好爽，感覺自已好似騎住隻馬係草原奔放緊，我覺得自己愈踩愈快
，直到見到一間餐廳

其實間餐廳無乜特別，同大排檔差唔多咁張D膠檯膠凳放晒係出面，係我經過間餐廳果陣唔知點解聽
到後面好多膠凳既聲，我望一望後面，見到MIKI坐係度好勤力好快手咁將就快撞到自己既膠登移開
，我果一刻瘀到我好想喊，我唔記得左後面係闊過前面，姐係我過到唔代表佢過到，而且係我灰到盡
果陣班友已經離我好遠...



相知(前)

係我灰到盡果陣班友已經離我好遠，之後我同MIKI差唔多係條路既盡頭先搵返佢地部車，發覺原來
仲有一個無乜人既沙灘，我唔係好知點解個沙灘無乜人，但係我見倒沙灘上面幾個有傳說中既"海女"
摸硯

而且班友唔知點解好似撞邪咁又係度摸硯，仲話摸黎今晚燒野食，咁人地"海女"有專業架生，即係細
路仔用黎堆沙果D膠剷同膠筒，而我地6個人就連拖鞋都除埋係D沙度踢下踢下，好多中途經過既人D
眼神都好奇怪，唔知係咪以為我地做緊某個宗教既儀式。

我地一路踢，我諗踢左3個字左右啦，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比我踢到D野，你估下我踢到D咩?我踢
到破璃碎呀!!跟住我隻腳趾公爆晒肛，成隻腳趾打直一條線介開左，最慘都唔算係呢樣野，最慘既係
5個人入面得MIKI唔係淨係識笑，MIKI走黎幫我

當我仲諗緊MIKI好似白衣天使果陣，佢唔知係邊拎左3張好似平時用開果D
SIZE既卡通膠布出黎，佢打算用3張膠布痴埋一齊黎擴大張膠布既面蹟!!果一刻我有感謝上帝，因為
我諗如果我係比人斬一刀既話，佢應該會用粗膠紙幫我痴返好個傷口

咁過一陣我就可以用"腳爭"行路，出返去個沙灘見到部殘廢車就心諗今次仆街了，拿
咁我家陣既情況只係可以坐係架殘廢車既後面，而我又唔想係一個女仔載我返去咁樣衰，如果係男仔
踩呢，咁MIKI就要踩正常單車，但如果MIKI真係踩正常單車呢，我諗返到間屋果陣MIKI既傷應該會
嚴重過我

不過最後決定左都係由MIKI載我，由於受傷既關係啦，佢地送左我返去先，之後佢地再還車同買BB
Q既野食，我就係屋企等。

等緊佢地其實果陣有段小插曲，我親身經歷就覺得好驚既，睇下你地想唔想睇，我記得果陣大約6點
幾7點左右啦，個天已經黑晒架喇，而班仆街都出左發大約一個鍾左右未返，咁我就睇下電視啦，次
後聽倒門口有人敲門，我覺得都奇怪，明知我已經殘廢左仲要我開門，D聲係好實在咁咯咯咯，當我
起身想開門果陣無啦啦廁所入面有人敲門，而我肯定個廁所係一定無人既，於是我企左係度十秒左右
，就到房門有人敲門，再到露台，跟住我就好冷靜咁坐返低睇電視，而等到佢地返黎之前，我既視線
都唔敢移開部電視。 



相知(中)

由於受傷既關係啦，佢地送左我返去先，之後佢地再還車同買BBQ既野食，我就係屋企等。
到佢地返黎果陣唔止買左bbq野食，仲買左幾打啤酒，我地一路燒一路傾計，傾傾下有條蛋散話講鬼
故，你知唔知我果一刻諗起岩岩既事真係嚇到標屎，當我仲考慮緊講唔講果陣，就已經輪到我講 

我最後都有講有人敲門果件事，但係無講只係岩岩發生既事，一來唔想嚇親佢地，二來覺得我地6個
人入面都應該唔會有人識捉鬼 

燒完之後我地就落左沙灘飲酒吹水，到凌晨一點左右，班蛋散未飲晒d啤酒就已經全部訓晒，得返我
同miki仲未訓，就諗住坐遠d繼續傾 

我同佢果日好似傾心事咁乜都講，我有講點解我唔鐘意讀書，佢亦都有講佢點解咁鐘意留係學校，原
來佢出生係一個唔開心既屋企，佢好少見到佢父母，所以寧願留係學校都唔想對住屋企四面牆 

我地亦都有講大家既夢想，不過佢話暫時既夢想只係希望永遠維持我地6個人既關係，而且佢仲提醒
我比心機讀書，因為將來我地6個人要入同一間大學，要係同一間公司工作 

我地果一晚由笑變喊，由喊變笑，再由笑變返喊左唔知幾多次 

而且果一晚係我真真正正第一次望清楚miki個樣，本來帶眼鏡既佢一d都唔出眾，不過可能因為佢講
講下就想喊既原因，佢除低左眼鏡，頭髮長長地配一副憂鬱眼神，比人一個好可憐既感覺 

最後我唔知當時自已係出於可憐定係我由果晚開始已經鐘意左佢，我塔住佢博頭同佢講"唔好唔開心
啦，不如我地一齊睇日出啦" 跟住佢無出聲挨過黎我心口 

果一晚日出之前，我地無再講任何野。



相知(後)

睇完日出之後我同MIKI都訓左係沙灘度，訓左4個鐘左右就比班蛋散嘈醒左，同佢地一齊去飲早茶，
食下小食咁，我一路行一路諗返起尋日我地講過既野，我好驚會令佢覺得有誤會，因為我當時唔知道
自已係咪鐘意佢，果陣我有諗過之後同MIKI相處可能會有D 我就懷住呢種咩都唔知道既心情上尷尬，
船返屋企

到左第二日返學之後，我發覺我諗既野係多餘，因為我地6個人由果日開始日日都一齊食LUNCH，
比起之前我地家陣已經可以無所不談，而我唯一要擔心既野已經唔係同MIKI會唔會覺得尷尬，我要

療之後，我隻腳趾擔心既係我果隻腫到連皮鞋都著唔到既腳趾公，我隻腳趾公經過白衣天使MIKI治
公已經同一隻雞蛋一樣咁大隻，攪到我睇完醫生之後要著幾個星期拖鞋返學

果一年既情人節我地無乜特別點過，因為我同MIKI都無任何表示比對方，果一晚睇既日出就好似係
夢境入面發生咁，情人節果日我地6個人只係每人各買左3盒差唔多樣既朱古力送比大家

日子好快咁過去，今年既畢業典禮好快就會係某個大會堂舉行，雖然畢業既唔係我地級，但係我地都
係要出席同參加

有一日MIKI拎住張申請表既野走黎問我識唔識玩樂器，我開頭以為佢係想學，想搵人陪啦，跟住我
就答左佢我細個有玩過結他，結果佢就係張申請表到填埋我個名，仲拉住我去遞張野，我望清楚佢填

業典禮表演項目！！我好想大叫我所謂既玩結他，係小學雞果陣拎左老豆個結他黎玩果一欄，寫住畢
咁架咋，而且我玩個結他既方法只係將個結他打平放係檯，扮電視劇入面D武俠咁彈古箏

當佢遞張申請表果陣，接野果個人就係我話平時好憎我果個老師，佢見倒我要表演結他果陣，佢個驚
訝既表情係好似一幅梵高既名畫咁，而我當時既表情我諗都應該同佢一樣

果日之後亦都比我知道左MIKI原來彈琴好叻...
 



相親(前)

果日之後比我知道左MIKI原來彈琴好叻，過左幾日後學校就決定比我地參加，表演既時間有5分鐘，
我平時聽果D歌一首都唔過五分鐘，所以都應該無問題既，仲比左4個星期練習時間我地，其實4個星
期係夠架...對正常真係識彈結他既人黎講，第一個星期MIKI每日都約我去音樂室練習我都話有事唔去
得住

知唔知點解我要推左佢呀，因為我第一日就要去書局買結他入門同埋結他譜既書睇呀!老實講我今次
唔想好似上次踩單車同遊水咁比MIKI見到我乜都唔識

跟住我買左書，拎埋個結他比人較正D音之後，日日就拎住個結他十幾個鐘，果一個星期我除左返學
食野同訓教之外就係拎住個結他係咁輪流練入門同樂譜，果陣我練到D手指好痛都唔敢話比白衣天使
MIKI聽..

一個星期之後我覺得自已已經算係"小學雞果陣玩過下結他"
 咁我就約MIKI啦，點知佢話唔好係音樂室練，因為已經得返三個星期唔夠時間，而且學校會關門，
跟住就叫我上佢屋企練習

之前佢講過佢屋企人成日唔係屋企，我一開始果陣都有D驚會唔會有"意外"
，但係我其實又好希望有"意外"，你明唔明果種複雜既心情，但係我最後都有應承佢，如是者我放學
就同佢一齊返屋企啦，咁我地行到去一個比較似豪宅似私人屋苑果度，佢就同我講就快到，我當時天
真咁以為佢係住係棟豪宅隔離既公共屋村果度

然錯左，上左佢個豪華屋企之後我就地就開始JAM歌....咁結果我當
 



相親(中)

結果我上左佢個豪華屋企，佢屋企除左有鋼琴之外仲有個電子琴，睇落去成個屋企都似係音樂世家咁
，咁我知佢唔鐘意屋企亦都無問咁多

好!!咁我地JAM歌啦，其實果幾個星期我地每晚都練到十二點我先走，我地每晚唔係叫外賣就係食杯
麵，我地以為勤力D就可以追返D時間，因為我地知道已經無時間玩玩下

但係頭一個星期我地夾極都唔岩，我諗大家有玩過音樂既人都明白兩個人JAM歌，但係兩個人既音
詣唔同既話，其實係好難夾得埋，夾果陣我一係就彈唔到跟唔切，再唔係就要佢彈D簡單既歌黎樂造

就我，好似幫我練結他咁

我地都試過佢彈我唱，我彈佢唱，但係我地發覺其實大家都一樣唱唔到太高難度既歌，可能只係唱到
開頭，中段或者尾段，我同佢都有諗如果我地揀D簡單既歌黎彈，就咁HEA過果五分鐘，咁但係我地
其實又為乜野上台呢?

我亦都有諗過放棄，如果上台出醜既話，不如直接同老師講我地唔上台，可能咁樣會好D，但係我一
開始好有大志咁諗住唔想比MIKI睇到我乜都唔識，我先決定同佢一齊表演架喎，我今次真係好想認
真咁去做好一件事

過左果一個星期之後MIKI就問我可唔可以將兩首歌MIX埋一齊當一首歌黎彈，佢可以負責難果一部
份，我負責易D果部份，我地大家一齊諗行唔行得通果陣，我已經夠鐘要返屋企

果一晚我返到屋企，我坐係張床度咩都無做，我諗果一次係我成個人生入面第一次認真去諗一件事，
我有諗過如果兩首歌合埋一齊，但兩首歌既故事唔同，會唔會好奇怪，我又有諗過如果將兩首故事差
唔多既歌合埋一齊，有無人會唔明白我想點

就係咁，我成晚都無訓過坐係張床度諗我應該點算，我諗到天光終於諗通左，我將我諗好左既野全部
寫晒係張紙度等返學比MIKI睇

返到去MIKI睇完我寫既野，我係佢眼神度睇得出我今次終於無失敗到，我決定將幾首歌加說話加歌
聲合埋做一個故事...



相親(後)

我決定將幾首歌加說話加歌聲合埋做一個故事，因為電子琴可以模仿到幾十種樂器聲音，所以決定用
電子琴去彌補我無乜音樂細胞果部份

我地用淨低果兩個星期去練去夾，可能因為今次有左個方向，所以我地都順利咁完成左，而我地決定
講既故事叫"人生"

到畢業典禮果日，我同MIKI都想尊重返個場合，我地無著校服，我地兩個都打算著西裝，果日朝早
我無去接埋MIKI，我地各自出發

我一路坐車去既時侯已經好緊張，我係腦入面模擬左好多次個表演，我好驚甩歌詞，驚唔記得對白，
驚甩音，我就係用呢種心情去到大會堂

去到大會堂之後我見到MIKI著西裝個樣好靚，佢化左淡妝，曉起右邊頭髮露出閃爍既耳環，果一刻
好高貴好有氣質

我同MIKI入左後台之後偷偷地望下觀眾席，我地已經好緊張既情緒又再推高一步，因為我地係聯校
畢業典禮，所以會有千幾二千個學生入黎睇，我地除左不停咁深呼吸之外，我真係諗唔到有咩可以做

MC:好!以下既時間交比MIKI同阿PAD

之後個台熄燈，我同MIKI由後台行出去，但係都唔算好黑，跟住我同MIKI坐係台上面已經準備好晒
既樂器前面，坐低果刻有兩盞射燈射住我地，可能因為係咁，所以我已經見唔倒D觀眾係咩表情

MIKI:「阿PAD呀，你知唔知今日係畢業典禮呀?」
PAD:「我緊係知道啦，咁你又知唔知畢業典禮係代表咩丫?」
MIKI:「畢業就係代表人生新既一步」
PAD:「人生新一步?咁你記唔記得你人生既第一步丫?」
MIKI:「我記得呀，係我讀幼稚園果陣係.....(MIKI唱天黑黑:我的小時候，吵鬧任性的時候，我的外婆
，總會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後，老老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這樣唱的，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
，黑黑)
MIKI:「其實幼稚園既時間係過得好快，一唔覺意就已經上到小學喇，你覺唔覺呀?」
PAD:「我覺呀，我仲記得我小學果陣好百厭，我成日都.....(PAD唱SHALL WE TALK:明月光，為何又
照地堂，寧願在公園躲藏，不想喝湯，任由目光，留在漫畫一角，為何望母親一眼就如罰留堂)
MIKI:「嘩，你小學都咁樣，咁你覺得自已岩岩升中一果陣點呀?」

迷途迷途孤燕，PAD:「 未得歸家這小孤燕」(果陣台下開始有笑聲)
MIKI:「唔係喎，我中一已經識你架喇喎，你果陣係.....(MIKI彈活著VIVA既前秦)
PAD:「下，原來我果陣比人感覺係咁架?咁MIKI你覺得自已升中一果陣係點架?」

迷途迷途孤燕」(台下面笑聲愈黎愈大)MIKI:「
PAD:「咁你迷途迷途左幾年之後就應該到左開始有鐘意既人架喇喎，咁MIKI你家陣有無拍拖呀?」
MIKI:「我家陣無拍拖架咁多位老師，不過如果有得拍拖既話，我諗應該會係.....(MIKI唱我的驕傲:Pri
de in your eyes，為我閃爍像最初，唯獨你　欣賞我，比我更多，埋頭做　願你可　能為我驕傲更
多，無論有誰嫌棄我，投入卻無人可阻)」(果陣好似聽到台下有人唱See me fly)
PAD:「MIKI呀，可能大部份人既中學生涯都係咁渡過，唔知我地有一日變成大人之後，會唔會又覺
得中學時代過得好快呢」



MIKI:「可能會架，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珍惜自已既中學生涯」
PAD:「我地應該珍惜既唔止係中學生涯，我怕我地隨住年紀愈黎愈大之後，失去既就唔止係中學生
涯，我希望大家都珍惜身邊既家人，朋友，一切你身邊既所有」

之後我就同MIKI合唱一首慢版單車(難離難捨想抱緊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兒能伏於爸爸的肩
膊，誰要下車，難離難捨總有一些，常情，此不可推卸，任世間怨我壞

畢業典禮前幾個月屋企發生過一D事，我唱呢首歌既時侯係有D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其實
硬咽

表演完畢，個台既燈開始著返，我打算企係身走去MIKI既時侯一開始聽到有D零星既掌聲，一秒後，
台下面傳黎熱烈既掌聲，我望下台下面，好多老師同學生都企係身拍手，老實講我果一刻好感動，D
掌聲維持左十幾秒，我覺得個時間好似好長咁，我從來未諗過盡力去做一件事，我更加無諗過會有回
報，雖然我唔知道D掌聲係比我定係比MIKI，但係企係台上果十幾秒，係我呢生人最精彩果十幾秒

我果陣好自然行埋去MIKI度拖住佢隻手向觀眾鞠躬，直到個布幕關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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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完左之後我地返入去後台，老師同我地講我地超過限定時間差唔多一倍，不過好精彩。不過我地
無乜點理佢講既野，我同MIKI仲陶醉緊岩岩果個環境

典禮完左之後，我送佢返屋企，我地一路行一路傾岩岩表演果陣如果點點點就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地
興奮到送到佢返屋企我地都未講完

果一晚MIKI打比我，問我下次仲會唔會參加，我唔知應該點應佢，我唯有老實咁答佢我係四個星期
前其實一次結他都無彈過，我以為我咁講完之後佢會嬲我，但係當我講完呢句之後反而勾起佢既好奇
心，我地果晚傾左好耐，但係我都無向佢表示我鐘意佢

果一日開始，我放學唔係上佢屋企一齊玩音樂，就係晚晚同佢傾電話，果陣電視播緊一套劇，我地每
晚臨收線之前都會扮晒野講一次套劇入面其中既一句對白..「凍果陣要著多件衫，熱就唔好著咁多喇
，訓教要記得"COM被"，仲要記得掛住我呀。」曖昧既關係其實好甜蜜

就係咁，我地就過左一段咁既日子，時間過得好快，亦都接近MIKI既生日，我果陣諗左好耐我應該
送咩比佢，我諗左好耐，最後決定用左幾百蚊買左一條銀頸鍊，我以為咁樣就已經解決左成件事，但
係我諗諗下我其實想用一個特別D既方法送比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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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想用一個特別D既方法送件生日禮物比佢，我諗左好多方法，但我覺得唯一可行而唔算太複雜既
糕!都係得一個，就係..整!蛋!

我既計劃就係親自整一個蛋糕再係個蛋糕入面收埋盒頸錬，唔知有無人聽過以前有一個廣告係「電飯
煲，焗蛋糕」，而我屋企就有果個電飯煲，我只要照住個步驟整其實都唔算係超高難度，因為味道並
唔係我既主打，我既主打係想係個蛋糕入面放盒頸錬

我諗左好多方法點樣放入去，我最初諗住衛生D成盒頸錬用錫紙包住就掉入個電飯煲度等佢同D材料
纏綿，但我諗到就算衛生，個盒都有可能會溶，都唔係好方法，跟住我就諗起一段新聞，段新聞一齊

就話M記比人告，原因係D熱朱古力摸落去唔熱，但飲落去熱得濟整親個人，我就記得發泡膠可以隔
熱

但係我又覺得用發泡膠既碎好難包圍晒成個盒，又諗過用膠紙痴晒D發泡膠碎先用錫紙包住，但係一
來驚痴唔實，又驚膠紙會溶，如果痴唔實既話我諗我係變左生日逼佢入醫院再係病床上面送生日禮物
咁浪漫

最後我都係整好晒蛋糕先，凍左之後再係上面挖個洞放盒用錫紙包住既頸錬入去，我特登唔係放中間
，因為正常人第一下一定切中間先，咁我放好左之後就落街買左枝噴忌廉士多啤梨，藍苺，大白朱古
力同細黑朱古力，仲有一樽果占

我用噴忌廉補好個洞，再用忌廉"炆"晒成個睇得到既地方，但我唔知自己係咪有柏金遜，我點"炆"都
"炆"唔平，跟住我就用生果鋪晒上上面，中間係心形果占，果占隔離係藍苺，外圍個圓形就用士多啤
梨鋪，再斬細白朱古力，整溶黑朱古力用筷子係白朱古力後面寫Miki happy birthday就差唔多喇

咁個側邊位點算呢??我見過人地D蛋糕既側邊有好多坑紋係度，我有諗過用手指甲，但係我斷估都唔
會成功

點 知 我 係 家 姐 間 房 搵 到 把 未 拆 包 裝 既 梳 ! !

.....我用完之後有幫佢係咁意過一過水咁，再放返入個包裝痴返好，我唔知佢有無發現，我淨係聽倒
有一晚佢係間房大叫，但係全家都無人理佢...

到MIKI生日果日喇，我果日廢事咁多整色整水比佢覺得我有古蠱，我直接同佢講我"買"左個蛋糕放左
係屋企，放學返去佢屋企，我淨係咁講已經睇到佢個樣好似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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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MIKI生日果日喇，我果日廢事咁多整色整水比佢覺得我有古蠱，我直接同佢講我"買"左個蛋糕放左
係屋企，放學果陣叫佢返去佢自已屋企先，咁我就照我計劃拎住個蛋糕上佢屋企喇，上到去佢屋企佢
拆開個蛋糕盒之後，佢好驚喜咁問我個蛋糕係咪自已整，呢個時侯我緊係話係啦

咁佢許完願就開始切蛋糕，第一下佢切中間，如我所願係唔會切得中盒頸錬，點知第二刀，第三刀都
切唔中盒頸錬，呢個時侯我發覺得我唔記得左樣好重要既野，我唔記得把刀同D架生係晒佢度，佢切

佢手度唔中唔緊要，但係連負責分邊件蛋糕比我同邊件比佢呢樣咁重要既環節個話事權都係 ，

我靠個粉碎左既心形果占分辨邊件有涵邊件無涵，結果一開始果兩件都無涵，佢仲話驚食唔晒，連埋
有涵果舊蛋糕放埋入雪櫃，我果陣諗唔緊要!!佢分左6份，我只要每人食多一件，即係食左四件都應
該會中

咁我地開始食個蛋糕，咁我形容下個蛋糕既味，D生果其實都正常，但係D果占就因為我要整個心形
，所以其實放得唔係好多，而且仲好淡，不過最令我驚喜係個蛋糕既內層，我夠膽講我整左個海綿蛋
糕出黎，但唔係個口感似海綿呀，係個味道似海綿呀!!

我唔知自已落少左D咩，攪到家陣我唔知自已係食緊乜野，舊野係完全無味!!跟住我望下MIKI，佢個
樣話比我聽好難食，我明白..所以我無理佢，我好辛苦咁食完第一件，叫佢拎第二件出黎都唔中有涵
果件呀!!我唔知點解好似玩緊俄羅斯輪盤...好似抽獎咁，我唔知自已仲要食多幾多舊先中舊有涵，我
家陣既心情好不安

我食第二件果陣MIKI仲係停留係第一件，我好後悔點解唔整好食D，我有諗過叫MIKI如果唔食既話
可以餵佢隻貓啦，反正個蛋糕同貓糧一樣無味，但係我無咁講到，我覺得如果我用咁既野餵佢隻貓，
佢隻貓應該會同我絕交，係我好辛苦啃完第二件果陣MIKI問我係咪好肚餓，我話係呀

我心諗係我未見到有涵果件之前都要話係架啦，點知佢比埋佢食剩果半舊比我!!我果刻既心情灰到核
爆，我明知無涵都要啃，我寧願難食都好過無味，我果陣好想問MIKI屋企有無豉油比我加埋一齊食

到食完第三件終於到第四件喇，第四件終於有涵喇，跟住我同佢講不如你幫我切開佢，我地一人一半
啦，我講到一人一半果陣我見到佢面有難色....，但係佢都有切，佢發現到盒野果陣佢個樣好感動，而
我都因為唔駛再食蛋糕而好感動...

佢拆開禮物果陣我有留意佢表情，佢果種笑容我諗我以後都唔會係第二個人身上搵得返...

佢背住我示意我幫佢戴起佢，我幫佢戴起條頸錬果陣嗅佢D頭髮好香，我覺得自已好鐘意佢，好想攬
住我住佢，但係我無咁做，戴完之後佢輕輕錫左我塊面一啖，跟 怕醜到講野亂晒龍，無幾耐我就要走

喇

果一晚我成晚都諗住佢錫我一刻，而且我無洗面就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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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晚我成晚都諗住佢錫我一刻，而且我無洗面就訓。題外話，其實一開始唔係諗住將盒頸錬放入蛋
糕度，我果陣係諗住放入個公仔入面，要我劏開隻公仔塞盒野入去都唔係問題，但係我點用針線連返
好佢，整到好似無做過手腳咁呢?而且就算我做得到，我諗MIKI一世都無可能知道個公仔個肚入面係
有"異物"

後來我覺得呢個諗法太瘋狂，我諗如果有套電視劇入面係有呢個橋段既話，塞入公仔果樣野應該唔會
係頸錬，而係炸彈

MIKI生日之後我地好似以前咁都照上佢屋企玩音樂之外，我地仲會一齊溫書，果陣我地既感情真係
好似情侶，差在我地無任何既身體接觸

點解我會溫書呢?因為暑假前既考試就到喇，而且我記得MIKI想我地6個人都一齊入大學，但入大學
之前都要最少過到下年既會考，其實溫書果一度我係有比心機溫，但係用一個月時間比我追返成個學

業期所學既野其實無可能，但係唔知聽邊個講又話中四既畢 前考試好重要，所以我係一路溫書......一
路諗出貓既方法

我覺得人地將D成百個答案重點直接抄係張檯度實在太水皮，我係將重點入面其中可以勾起我記憶果
幾隻字寫係手指"喇"度，有老師經過我就合埋手指，佢走左我就照抄，正所謂進可攻，退可守，例:
明治維新1860年到1880，消滅德川同廢武士，我寫係手指"喇"度會變左:6明8德武，德字同武字都有
個交叉係度，我就係咁，就可以勾返起成個明治維新個故事出黎

經過一番努力，我既成績好到我唔信，但係我諗我會考都未必駛到橫手，都要再努力D

考完試就緊係暑假啦，我地6個人約左去海馬公園，其實我初初係諗住我同MIKI兩個人去，點知MIKI
主動叫埋其餘果4個人，究竟佢係唔係鐘意我，我睇唔透，

好快到去海馬公園果日喇，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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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海馬公園果日喇，跟住我地都照係約埋食完早餐先去，食完就塔車去到大門口喇，排隊果陣已經
覺得好多人，我地之中有條蛋散唔知係咪想睇女仔濕身，一入到去就話第一樣野緊係玩"熱帶激流"，
我心諗點解次次都係要玩水先安樂

咁果個遊戲係幾個人坐晒一個圓形既野度，舊野順水滑落去果陣中間有D
SET好左既水槍會射你咁，水槍果D其實一開始都唔算濕得好誇張，因為都避得到，但唔知邊條仆街
遊戲設計師諗到係段路既中間加幾枝可以比遊客射鳩我地既水槍，仲要D遊客係向住D女仔射，射完
仲要同我地揮手!!

玩完之後我諗我已經係最無乜點濕果個，我廢事D咸濕佬望蝕MIKI，我將我件外套比左佢，我自已就
好MK咁著住底衫繼續玩其他機動遊戲，咁我地咁多人濕晒，我地就去玩剌激D架啦，順便整乾件衫
，我地去玩果個唔知"咩咩太空船"，我唔記得果舊野咩名，我平時叫開果舊野做洗衣機，果樣野我覺
得非玩不可

因為果架機既構造係可以一架太空船入面前後坐兩個人，有D身體接觸咁既，諗起都有少少流鼻血，
然去同一架太空船度，MIKI坐我前面，到個機動遊戲開始，由於衝力到我地排完隊，我同MIKI好自

既問題佢個背脊貼住我心口，我有諗過趁呢個機會攬住佢，但我又好驚佢拒絕，又覺得如果我攬住佢
既話，我用咩黎捉實D扶手呢?我成個遊戲過程又驚又怕醜又緊張又想流鼻血，但係我竟然最後我咩
都無做就玩完個機動遊戲.....

玩完之後我地大家好有默契咁一男一女咁"失散"，我緊係唔會放過呢個機會啦，跟住我同MIKI睇動物
，有D其實都幾得意，例如有金魚個頭兩邊有兩個好似氣球咁既野，我唔知點解一見到呢D我就有種
強迫症咁想用針吉爆佢。

經過水母館果陣MIKI話D水母好靚，佢話想養，問我邊度有得買，老老實實我都未聽過有人養水母，
果陣我地真係好似情侶拍拖咁

我地夜晚先集合返一齊玩灘位遊戲，我贏左好多公仔比MIKI，或者可能我呢世人淨係得呢樣才能啦
，MIKI第一次讚我好叻，我果一刻都唔知應唔應該開心好，到我地走果陣我決定之後開始追MIKI

但係雖然我講就咁講，我覺得自已又無百份百機會成功，而且我地已經成日一齊，我好驚佢當左我係
朋友，雖然之前臨收線有講曖昧野，但好似已經幾個月無講過喇喎，就係我唔知點做既時侯就又就快
到聖誕節

我問過其餘果四個人既意見，個個都叫我去馬，仲比好多信心我，叫我聖誕果陣講係最好，咁我就決
定學校既聖誕聯歡果陣比驚喜佢，同佢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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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決定係學校既聖誕聯歡果陣比驚喜佢，同佢表白，我打算用聖誕聯歡既抽禮物環節比份禮物佢，
我已經一早諗好左點樣做，我打算送花，不過唔係普通既花，係上面有字既花，不過個諗法可能太特
別，我行左好多地方先搵得晒D材料

我買左27枝玫瑰花，不過係假花，唔係淨係因為學生哥無錢所以先要買假花，而係個制作過程一定
唔可以用真花，點解係27枝?因為"Miki i love
you"有12個字，但我唔想咁奇怪送12呢個數字比佢，我就加埋自已署名變14個字，所以27枝玫瑰入
面13係紅玫瑰，14係白玫瑰，而我d字會寫係白玫瑰度，喻意一生一世

買埋包裝紙同絲帶，問超市拎個紙皮箱，之後就係搵熒光漆，果時無"淘x"咁方便上網搵下就有，我
成個深水埗行晒先搵到，我買左紅，白，綠色，我用熒光漆係因為想佢收到第一刻都唔知邊個送，到
返到屋企既夜晚先知道果句I LOVE YOU

返到去之後等聖誕聯歡前一日朝早先整，因為怕熒光漆有時效，但要令佢乾晒係要等24小時，所以
我果日無返學咁整，咁我紅玫瑰就油紅色，花莖同葉油綠色，每枝花都用毛筆好小心好小心咁油，最
後係白玫瑰寫埋字就攪掂喇，跟住我掛晒佢地係露台等佢吸收日月精華一日，跟住聖誕聯歡果日唔洗
咁早返學，我係果日先將d花慢慢砌返好

砌果度我無乜點下過功夫，我主要都係砌返"Miki I Love
You"同自已個署名，將D花砌返個層次等佢睇到，擰返正D字，白玫瑰放中間，紅玫瑰包圍住再用A
A膠痴實唔比佢移位，跟住放埋入箱用花紙包好就真真正正攪掂喇

可能大家都唔知我點樣可以係一個抽獎環節令MIKI 100%抽到我既禮物，比大家估下

個環節係將所有禮物痴晒號碼，出黎既人抽到幾多號就會拎果件禮物，而禮物號碼唔係一定等於自已
既學號

提示:
我地6個人入面其中一個係班會主席，我叫佢幫我手做幾件事，其中一樣係抽獎果陣一定要順學號去
抽
全班有29人，學號果度MIKI係25，我係26，而且我收買左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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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係將所有禮物痴晒號碼，出黎既人抽到幾多號就會拎果件禮物，而禮物號碼唔係一定等於自已既
學號 

我地6個人入面其中一個係班會主席，我叫佢幫我手做幾件事

[抽獎果陣一定要順學號去抽;按排我自已果扎花既號碼係15號]

[用黎抽簽既紙簽都係要佢寫，我叫佢寫號數果陣唔好寫15,11,22]

[而且同大家講話要保持神秘感所以大家唔好即時睇自已抽到咩，到所有人抽晒先睇]

[比24號同比26號(我)抽之前，佢要扮野搖下個抽獎箱，令入面D簽已經集中晒其中一個位到]

我同24號都著一件長袖冷衫，而且我同佢一早各自收埋左預先準備既11同22號既簽，跟住大家都順
學號去抽，到差唔多24號抽果陣我叫24號手渣住4張全部寫晒15號既簽，同入面果D正常既簽調包，
等MIKI無論抽到邊張都係15號簽，MIKI抽完我再同24號溝通換返正常既簽入去再調多一次包

就係咁我就送左份禮物比MIKI，MIKI拆禮物果陣佢見到係扎花佢完全唔知邊個會咁做，正常心態係
唔會覺得有人會咁做，邊個可以係一個抽獎環節度送到自已既禮物比自己既目標

佢拆開禮物之後我就扮一個好唔開心既樣比佢睇，比佢覺得份禮物唔係我送既，到我放學送佢返屋企
，沿途佢都見我唔開心，仲有諗過掉左扎花佢，跟住我同佢講:「如果人地唔係諗住送比你，但你掉
左佢，咁你咪連比返物主既機會都無囉，何況可能真係有人想送比你.....」，果日差唔多天黑我就走
左

但係走左之後我無返屋企，我企左係佢屋企門口個走廊度同佢傾電話，我一路扮唔開心一路到佢傾，
直到我同佢講不如熄燈早D訓啦，佢好聽話熄燈，佢一熄燈就發現左D花其實係我送，我係電話入面
聽到佢係度狂笑，跟住佢問我可唔可以家陣出黎，呢個時侯我就敲門

佢開門比我入去之後我就攬住佢，同佢講我其實由長洲果日開始已經鐘意佢，問佢可唔可以比個機會
我，佢無出聲，我淨係感覺到佢猛點頭.....

就係咁，我同MIKI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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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MIKI正式開始，果一排佢幾乎日日都問我點樣令佢抽到扎花，個傻妹甚至佢有懷疑過我同晒全
班29人一齊夾埋，但係佢每次質問我果陣我都唔會講個秘密佢知，我只係會答佢"可能因為我地係命
中註定呀"

之後果有一段時間我都玩魔術比佢睇，其實我唔係咁鐘意玩魔術，我只係想睇到佢果種....好似話緊比
我聽"無可能"既表情，呢段日子去到中五會考，結果我好好彩都升到中六，點解好好彩?因為我真係

然無問題啦，佢本身其實都好聰明，而且成績一向都唔錯差一分就要同中學生涯講拜拜，而MIKI當
果種人黎

拍拖果陣我地除左行街睇戲食飯之外，MIKI仲會教我彈琴，我唔知點解覺得彈琴好過彈結他，或者
可能係MIKI親自教我既原因，我果陣覺得同佢一齊就已經好開心，我地最鐘意彈情歌，彈琴果陣唔
理彈岩定彈錯，我地都會對望住係度傻笑，其實我都唔知自已笑緊咩，但果陣淨係知好想笑，而且望
住MIKI由心到笑出黎既樣，我覺得好溫暖...

我地仲會一齊行書局，我地會一齊睇書，有一次佢問我想唔想試下學整皮革，我其實心入面係唔想，
但係我覺得如果有一件事可以兩個人一齊整，可以多左樣行街戲睇以外既活動其實都唔錯，我地係書
局買左D書自學，我地一齊傾想整一樣點既銀包，有幾大SIZE，度下尺，計下數，其實都算一係種唔
錯既經歷

我地有時會將整出黎既野放上網賣，其實果陣都賣得算唔錯，可能因為係我地係收好平，我地都賣出
去都只係想有人鐘意我地整既野，無乜點諗過當係一種生意黎做，而且老實講我地整得都幾普通下

因為我對皮革無乜興趣，或者應該話，我係果種對所有野都不感興趣既人，但如果我對一樣野有興趣
，我會盡心盡力去做好佢

其實一路以來我知道我自已之前所做過既野，都話比我聽我唯一感興趣既就係M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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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同MIKI去睇戲，套戲既內容幾特別，個故事係講個男主角本來係17歲果陣係一個學校入面
既藍球精英，佢當時同緊一係女仔一齊，佢地兩個當時都好深愛對方，男主角係某一日要進行一場好
重要既比賽，個比賽贏左既話可以令佢保薦入大學，但係比賽中途個女主角同佢講佢有左小朋友之後
就跑走左，男主角面臨前途同愛情既選擇，佢結果當時放棄比賽去追返佢女朋友

二十年之後，男主角因為事業唔成功，佢每日都埋怨女主角，怨自已當日點解要放棄前途選擇愛情

之後一次巧合，男主角既年紀變返去佢自已17歲果陣，上天比男主角再選擇多一次...

其實套戲有好深既意義，但唔知MIKI係諗唔到定睇唔明，佢覺得套戲好普通，我睇完之後諗緊幾樣
野，我想問大家

1.如果有一日你見到未來，你知道你同你既某一位將來會深愛對方，但係會因為某D原因而一定要傷
心地分開既話，而且唔會忘記對方，比多次機會你地，你會唔會選擇都同果個某一位開始?

我諗咁既情況下大多數人都選擇唔會，理性D諗無人會想選擇錯誤既結果

2.再問多一條問題，如果你家陣既情況係"你"已經"你同你既某一位深愛對方，但係"已經"因為某D原
因而一定要傷心地分開既話，而且唔會忘記對方，比多次機會你地，你會唔會選擇都同果個某一位開
始?

當時已經係度諗，我興幸自已唔識踩單車同遊水，我興幸自己鐘意係MIKI面前認叻扮識彈結他，可
能我少左一樣缺點，我們MIKI都無辦法相愛，我果陣係度諗即使將來會有個咩既結局，我諗我都唔
會後悔，再比我選擇多一次，我仍然想介爆多次腳指，食多次無味既蛋糕，送多次驚喜既花，

而且要再一次擁抱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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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段幸福既日子並唔長久，係MIKI五歲既時侯世伯因為意外過左身，而伯母亦傷心過度，之後可能
伯母想自已唔好諗咁多，所以寄情工作，又或者伯母望到MIKI就會諗返起世伯，所以佢先對MIKI咁
冷漠，無論咩原因都好，我諗伯母家陣都依然好愛世伯

MIKI一路喊一路講佢地既往事，我個內心有一陣刺痛，果陣我係度諗其實我係咪一開始就唔應該追
問，但係我聽完之後我又發覺自已了解得MIKI實在太少，我唔知自已有無做錯，我好愛MIKI，當然
想知道佢既全部，但又好似係傷口上灑鹽，果一刻我除左攬住佢之外已經唔知道點安慰MIKI

過完果日之後其實我自已都好內疚，我有幾日都唔敢搵MIKI，我好驚，但我又唔知自已驚D咩，個感
覺就好似小學生做錯左事驚比人鬧咁，直到幾日之後我收到一個未知來電既訊息，個訊息內容既意思
係問我可唔可以同佢個女分手，MIKI唔需要我

我當時諗左好耐究竟我應該點算，我諗會唔會我同MIKI既學歷問題，定係家底問題相差有段距離，
最後我決定無覆個訊息，甚至無同MIKI講，我覺得MIKI就算幫我，MIKI都會同伯母鬧交，咁做只會
令佢地母女關係再變差，而我唯一可以做既....就係慢慢淡出呢段感情

呢個我呢世人覺得最無助，最諗唔到辦法所得出黎既答案，果一刻我覺得自已好無用，之後係離大學
畢業仲有半年時間入面我都好少搵MIKI，就算MIKI有約過我出黎喊住口問我發生咩事，我都只能夠
沉默，果陣其實我都好想喊，但係我唔可以表現出黎，如果我都忍唔住既話，離開就變得更傷心更困
難，

我明白如果離開係最好既結果，我都會忍痛離開

呢段關係直到大學畢業之後幾日，MIKI打電話比我，喊住向我提出分手，我雖然有晒心理準備，但
我一聽到佢講分手果時，我既眼淚都終於忍唔住，MIKI話伯母要同佢兩個移民，以後都未必再返香
港，我知道我地兩個唔會再見，我同MIKI都一齊喊到收唔到聲

果日夜晚傾左好耐，我地講返我地點樣識，果陣我既傻事，講左我點樣送果扎花比佢，我地邊喊邊笑
咁講左成個夜晚，果陣我地又好似返返去最初一樣，個感覺仍然好溫暖，到收線既時侯，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好愛對方，我地仲可以保持聯絡，個心開始有返少少平靜

就係臨收線前最後一句

MIKI喊喊地咁講:「凍果陣要著多件衫，熱就唔好著咁多喇，訓教要記得"COM被"，仲要記得掛住我
呀。」

聽到呢句野之後，我又再一次喊到收唔到聲，果一刻明白咩叫真愛是苦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