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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五暑假

'屌你係咪痴撚線架！'

老母呆撚左咁望住我

'做咩呀，叫你去呀公度住啫，使唔做咁呀！'

'...'

'嗱，你過去記住要好好照顧表弟表妹呀！'

'...哦...'

我屌。。。又要去果間又細又迫又臭嘅屋度住。

老豆老母同呀哥要去美國住，得返我一個17歲仔係香港，仲要賣左層樓叫我去呀公度住，我屌！

連番學都要早成半粒鐘起身呀仆街！！！

唉。。。help me...

***

佢地已經入哂箱，要掉嘅野掉哂，準備擺我係果間個廁所陣屎味全屋都聞到嘅屋入面，就叫我自己過
去，佢地話有野做唔送我。

叮噹

我㩒落個門鐘度，呢個門鐘其實都一段時間冇㩒過。唔知過左三年，我果兩個麻q煩嘅表弟表妹又變
成點呢？

一個女神級嘅童顏開左門

'呃sorry...我應該㩒錯。。。'

'細~表~哥~!!! 你終於黎喇！！！表弟你睇下邊個黎左？'

'屌你個柒頭咁撚大聲我係屎渠都聽到啦家姐！'

'喂！你唔係話好期待嫁咩？佢黎左喇喎！！！'

'係又點呀！呀爺今朝早已經同我地講佢會黎嫁囉傻閪！'



佢同佢細路拗左大概兩分鐘，先意識到佢未開鐵閘俾我入去。

'哎吔sorry呀表哥，表弟真係好冇禮貌。'佢接住就開左個閘。

我本身想串鳩佢，但係佢一開鐵閘我就呆左係度冇野講。

呢個表妹痴左邊條線呀。。。冇見幾年，生左pair 33C出黎我都唔撚知。。。

佢著住少年軍制服，淺藍色shirt,
深藍色裙，白色長襪，加對黑色步操鞋，我腦裏面lum都嘅野就只有清純兩個字。

已經俾佢吸引左嘅我，只能夠同佢講句'唔緊要。。。'

呢個時候，條仆街表弟行左出黎，串串貢咁同我講

'入黎啦細表哥，望住自己表妹望到咁入神！即係你唔俾我話你淫賤都唔撚得啦on9! '

我屌，阻撚住哂！

不過算啦，我都冇理由咁係望住佢望成年嘅，搬左d野入去先講。

表妹，16歲，同我同年，但係11月生日，活潑開朗，好中意笑，笑個樣真係殺得死人。

表弟，13歲，細我3年，串，爛口，煩到仆街，樣衰，見到佢都唔開胃。

我係呀公度，我同表弟同佢老豆一間房，表妹同佢老母一間，呀公呀婆一間。

表弟成日都串我話係咪想食左佢家姐，而我次次都威脅佢話攞佢手機d search record
佢都豆睇佢先收皮。(條友日日上網睇a片打j, 我訓佢側邊真係想死) 

就係咁，我暗戀表妹嘅事開始左。



1. 就黎捱完漫長嘅暑假

八月三十號

漫長嘅暑假真係好難捱

係屋企度得兩樣野做

1. 打機，仲要係手機果d無鳩聊嘅game, 舅父成鳩日lock左部電腦，冇得打lol

2. Gup我表妹，每晚等佢沖完涼入去扮沖之後攞佢條底褲lup住個頭聞住佢陣體香偷偷打j.

所以每日就係等都夜晚享受呢種高級嘅打j體驗。

前排表妹去左camp, 係屋企悶到喊

今日佢終於出camp喇，佢4點到whatsapp我。

'表哥！我出camp喇！好掛住你地呀！！！'

'我都係呀！快d番黎啦，今晚有好野食。'

'哎吔，我今晚約左fd食飯呀，唔番黎食。'

'下。。。你唔係話掛住我地嫁咩'

'咁我都掛住d fd ga嘛！-3-'

'好啦。。。咁你快d番啦'

'知道表哥！'

***

果晚食完好好味嘅長腳蟹之後，就whatsapp表妹。

'喂你番黎未呀，d蟹腳好好味呀！'

半個鐘後，打完場超地獄之後佢都未覆我。

'快d番黎啦，我好悶呀'

再打多半個鐘，冇哂體力之後再揾佢。

'唔好玩到咁晏啦！好掛住你呀！'



跟住我放低部電話，打左個j.

打完，約莫十一點，佢覆我。

'我e家係mk返緊黎'

'咁你快d啦！'

'嗯！'

一路用温書做藉口，唔沖涼住。

'屌你考完會考仲温乜撚野書呀低q能，一睇就知你又有d唔知乜撚野企圖喇仆街！'

我屌，又係條煩膠表弟係度鳩up.

'屌你班低form識我地呢d讀預科嘅條鐵咩！備課呀仆街！'

其實係人都知我呢d仆街仔係打死都唔會做呢樣野，但係都叫收左佢皮嘅。。。

過左一陣，終於聽到開門聲喇。

我出左廳。

表妹佢著住件粉紅色背心，仲見到佢黃色嘅bra帶，下面著住條牛仔熱褲，踼住對人字拖。唔知係佢
件背心低，定係佢對波真係好大，定係純綷我ff, 我見到佢條乳溝濟左出黎。。。

我當堂呆撚左，呢個表妹真係索到冇朋友！！！

佢見我呆左，叫聲我話'hi! 好掛住你呀！'

'我都係呀！你番黎喇！'

'呃。。。係呀表哥。。。哎攰死我喇，可唔可以幫我拎個背囊入去呀唔該'

'得，冇問題'

稱左佢個重到乜咁嘅背囊入佢房之後，佢訓左係張床度，係咁係度話攰死佢。

佢老母返左大陸做野，其他人訓哂，成間房得番我地兩個。

呢個時候，我真係好撚想食鳩左佢。

但lum lum下，食左自己個表妹真係對唔住自己良心。

冇理由張自己嘅第一次送俾個表妹。



我望多幾眼，張今晚用黎打j嘅影象印哂係個腦入面，就叫佢快d沖涼快d訓。

佢沖完涼出黎，我真係迫不及待入廁所攞佢條新鮮滾熱辣嘅底褲呢聞，嘩！3成體香4成閪味，加上
今日特別多嘅汗味，再lum番起頭先佢訓係張床上面猛話攰果果樣，ff到佢同我高潮完好攰果種，我
頂唔住3分鐘就搞掂左。

呢晚好撚爽，j表妹真係j到我忘記哂前幾日嘅沉悶。

暑假就捱完喇，唔使成鳩日焗住係屋企悶到抽筋喇！！！



2. 茶記下午茶當早餐

八月三十一號

舅父話帶我地去西貢玩。

我住tko, 其實去西貢係好快嘅事黎，所以成日都去。

今朝按例訓到兩點，跟住同佢地落樓下茶記食個靚早餐先。

表弟真係冇陰公，低form仔要八點幾起身趕功課，仲等你平時串我串得咁撚開心吖嗱，你都有今日
呀仆街仔！

舅父冇同我地食早餐，因為佢話要係屋企執野先，所以變左我同表妹撐枱腳。。。wakakakakaka

落到去平時去開嘅荼記，個老闆娘都認得表妹喇，不過我先搬左黎一個月島，都仲有d生臉口，點知
個闆娘話：

 '喂！呀妹妹仔！拍拖呀！'

嘩我屌！不知幾想呢樣係事實呀仆你個街！

'呃。。。佢係我表哥呀。。。'

'唉妹妹仔，我又唔會爆出去嘅，呢d藉口講到爛哂架啦！做得出唔怕應喎！'

'呃。。。佢真係我表哥黎。。。'

'唉你唔認算數，入黎坐入黎坐！'

坐低左，隔離幾張枱嘅人都用奇異嘅目光望住我地

有d想睇我地點放閃

有d唔抵得我同個索女食野

有d直接老實不客氣咁gup住表妹。。。

我有d樣衰，攞張下午茶餐牌遮住塊面。

放暑假下午茶當早餐食係常識啦！

快快脆脆叫左個三文治餐食，而佢就叫左個火腿通粉。

好快，我地嘅'早餐'就黎左。



對我黎講，係茶記冇野好食得過腿蛋治。

屌你老味冇火腿得塊煎蛋嘅。。。

呢個咁火爆嘅時候，就係我醬爆嘅果個moment, 表妹就係呢個千鈞一髮嘅一刻挺身而出。

'表哥，呢塊火腿我唔食喇，俾你吖！'

'下。。。咁你咪冇囉。。。'

'通粉d湯都有味吖嘛，塊包冇味好乾架，你要啦！'

嗚呀~~~甜到溜呀~~~感動x1000

佢夾起塊火腿lum住俾我，點知一個唔覺意塊火腿夾唔實跌番落d都幾滿嘅湯度，濺到佢成日都係。
。。

'哎吔。。。濕哂。。。陣間實俾老豆鬧。。。'

我即刻攞左張紙巾幫佢擦，擦完之後件衫仲有d透透地，見到少少白色bra, 當場扯扯地。。。

呢個場面，唔知係真係肚餓定佢個可愛清純嘅樣太開胃，我食完份三文治佢都未食完個四份一個通粉
。^^



3. 浪漫嘅西貢海旁

'喂！契弟！我地走喇！你自己食野啦！'

同表弟寒喧左幾句，就同舅父同表妹答巴士去左西貢。

今日熱到仆街，個頭煎到蛋，所以舅父提議我地去海灘玩。

***

西貢海旁，當年我嘅初戀就係係呢度同我表白。。。果晚真係好撚浪漫。

依家？屌佢啦，散左兩年喇！

不過今日同我暗戀嘅女神黎，又另一番風味~

***

行左一陣，終於到左目的地--海灘。

奇怪嘅係唔係好多人，可能係因為都已經有d晏掛，定係好多人都好似我表弟咁未做完功課呀哈哈。

除左對鞋，赤住腳踩落d幼沙度，享受斜陽嘅沐浴，温柔嘅海浪聲沙沙咁響，聽住小朋友嘅歡呼聲，
就好似去左一個浪漫嘅天堂一樣。

我地揾左個陰涼嘅樹蔭，放低袋，悠閒咁散左陣步。

冇帶泳衣其實真係有d失策，不過難得個爛口仔唔係度，我地三條柒頭真係要好好享受下呢份寧靜先
得~~

舅父叫我地自己去玩，佢係樹蔭低嘆陣，我心lum真係per9fect喇，終於有得同表妹獨處一下~~(除
左今日係茶記之外)

我地慢慢行出左少少，坐低堆沙。小弟嘅藝術天份係零，而表妹砌沙堡簡直係神乎其技。。。

'嘩，好真呀個沙堡！咁勁嘅你！'

'唔係。。。不知幾核突。。。你果個咩黎架？'

'呃。。。我唔知。。。'

'哈哈！連自己整咩都唔知！傻表哥！'

'你話咩話！！！'

'哈哈！傻表。。。呀！！！'



我係佢講完第二次之前潑左d沙落佢度之後即走。

'以~~~你好賤格！！！'

佢拎起左d沙追住我黎掉。

'你掉我？！未死過！'

我俾佢掉中左，隨手又拎起d沙追住佢黎掉。

我地就係咁係度你追我逐，成個沙灘俾我地走左兩三轉。

走到好攰，兩個大字形咁灘左係地下係度傻笑。

***

話咁快就天黑，舅父叫我地番過去攞野沖身食飯。

沿住果條西貢海旁嘅路，今日日頭行過都唔係好大感覺，依家入左夜增添左浪漫嘅氣氛。明亮嘅月光
，夾雜住幾粒若隱若現嘅星星，即刻為呢個充滿點憶嘅海旁增添左濃厚嘅意境。我擰轉頭，望到呢個
我好似好熟悉嘅表妹，係朦朧嘅燈光之下更加突顯出佢清香純樸嘅一面，心裏面突然間有一團熱火，
係愛情嘅衝擊，令到我如痴如醉咁望住佢。呢個時候，佢都意識到我望緊佢，就有d唔好意思咁話：

'表哥你做咩啫。。。'

'呃。。。聽日番學，有d唔捨得你地'

'哎，你番到屋企咪又係見到我地？做咩啫你。'

''咁冇得好似放假咁見咁耐嘛。。。'

'表哥你係咪熱到傻左呀，做咩好似咁奇怪咁嘅？'

'嗯，可能係啦。。。'

屌你打死都唔會係你老豆面前講真話啦，難得有個著落點，輕輕帶過就算。

表妹，我真係愛上左你呀！



4. 前度往事如煙

九月一號

上網睇過個惡搞圖，係一齣死人冧樓嘅戲，個名叫開學，九月一日，全球學生含淚上映。

的確，漫長嘅暑假過左之後，又要早起身真係好撚唔慣。

仲要因為搬左屋嘅關係，早成半粒鐘起身真係好辛苦。。。

恰住眼訓，wing下wing下咁捱左程迫到嘔泡嘅地鐵。

屌！咁大個仔第一次答地鐵番學囉仆街！

新嘅車程，新嘅班房，新嘅同學(都識嘅，未同過班啫), 最緊要係，新嘅班主任。

佢係點嘅？兩件字，on9.

姓李，教chem, 又係好撚後生又渣渣地但係又講唔出佢有咩廢果種無聊呀sir.

每次開學，都有一大堆通告要我地拎番屋企簽，個呀sir又新黎唔識做，又唔係唔知自己英文唔好，
硬係要嗡哂d通告嘅內客出黎，真係悶到抽筋。面對呢個Mr. Moon Lee,
d同學一係訓覺，一係玩手機，一係睇書，仲有人係櫃桶睇A片。。。而我，唯一一個，係度望住個
窗口發夢ff...

***

尋晚我地係西貢食晚飯。

舅父去左接佢老婆，叫我地自己食野，佢三四點先番。

我同表妹去左間西餐廳度食野。

呢間咁有情調嘅餐廳，其實係我特登揀嘅，因為呢度係我前度表完白之後同我去嘅一間餐廳。

我地又獨處喇，我叫左個fish and chips, 呢樣野食同我嘅往事極有淵源。。。

***

'點解要叫fish and chips嘅？唔肥咩？'我問。

'fish and
chips好有意思架！魚同薯仔冇任何關係，但係兩者之間擁有相同嘅待遇：同樣俾人斬到一條條，同
樣放落d油度炸，仲要放埋係同一隻碟上面俾人食。'

'呃。。。所以呢？'



'所以，無論我地以前點唔了解大家，點疏遠對方都好，都要互相犧牲，互相體諒，一齊面對以後重
重嘅難關，一直相愛。'

'...'我無言，呢個真係ff嘅最高境界，fish and chips都可以lung到呢d野。。。

'知唔知道呀，死傻仔！'

'你話我咩話？！'

'哈哈！死傻。。。呀！'

呢個時候，我塞左條薯條落佢個口度。

'唔唔唔唔！！！(你做咩呀) '

'嗱，講多無謂，你一條薯條我一條魚柳，一齊食哂佢！'

'知道喇BB! '

之後我頂唔順一野錫左落佢塊面度。。。

佢擰一擰塊面錫番我轉頭。

初吻嘅感覺，就係咁完美

我地冇進一步嘅行動，冇伸脷冇盛，只係持續啜住對方嘅嘴唇。

持續半分鐘嘅長吻，最後因為唔夠氣就停止左。

不過，炸魚薯條的約定，係我地中四分左班之後就把持唔住喇。。。

***

呢個分離，到依家已經成兩年幾喇，一直抑壓住係心入面嘅情緒，係呢個故地重遊嘅畫面爆左出黎。
。。

'表哥。。。你做咩喊呀。。。'

'呃。。。你d胡椒粉太勁。。。'

'點會呀，你平時唔係好食得辣架咩？'

'呃。。。我整左d落隻眼度。。。'

'你發咩癲呀，冇理由因為胡椒粉面喊到咁勁架喎。。。'



'嗚呀！！'

頂~係自己暗戀對象面前為自己前度喊。。。我真係仆街到冇朋友！！！



5. 白日夢嘅安慰

話說我係間西餐廳度喊到停唔到。

Lum番起佢温柔嘅手，柔軟嘅頭髮，柔弱嘅心靈

不過我辜負左佢，冇好好照顧佢一生一世。。。

當時因為升上高中，好多野好似學會比賽表演活動云云，完全冇顧及到佢係幾咁掛住我，幾咁想同我
傾計，但係每次佢揾我我都覺得佢有d阻住哂，有時仲叫佢唔好煩我。。。

Lum到呢一點，終於明白佢同我講要分手嘅時候，我係幾咁無知，連犧牲自己少少時間陪下佢都唔
得，而我果陣係完全唔知點解佢無lala會話分手，到左呢一刻回憶番起，終於明白自己有幾黑人憎，
幾咁自私。。。

果晚番到去，表妹叫我沖完涼去佢間房，佢閂埋門，叫我坐上佢張床，將我張所有呢d關於前度嘅後
悔全部講哂俾表妹聽，真係好，有一個願意了解我安慰我嘅女仔。。。

講到一半，我又忍唔住喊左出黎。佢見到我喊得咁淒涼，連佢都喊埋一份。。。

佢攬住我，就好似一個媽媽安慰一個小朋友咁，俾我捱住佢心口，左手輕輕撫摸我嘅頭髮，右手輕輕
拍我背脊。

呢個甜蜜嘅感覺。。。久違喇。。。

我講完之後，成個人輕鬆好多。

我都係捱住佢心口，初初都冇乜野，但係捱捱下醒覺係正我對眼下面嘅，就係我一直夢冧以求嘅33C
...

頂，佢攬住我係想安慰我，而我竟然lum埋哂d咁嘅野，真係豬狗不如！

但係。。。呢個表妹嘅身材。。。真係可遇不可求呀。。。

我有衝動想一下渣住佢，用食指同中指之間嘅空間玩下佢粒lin...

但係。。。呢種舉動。。。未免太下流喇掛。。。

點算？

我真係好中意我表妹。

我將我雙手放係佢膊頭上面，主動攬住佢。

我地互相依偎，大概半個鐘冇講野。



之後佢同我講，'你都攰架喇，聽日仲要番學，好好休息啦，聽日唔好俾我見到你對眼腫晒呀！'

'係。。。知道。。。'

***

'喂！呀宏！放學喇！'

呢句野，將我從白日夢中叫醒。

屌，仲懷念緊尋晚表妹對波架頂你，咁快叫醒我！

咪住，放學？我睇下隻錶，屌！fake鳩我，放小息之嘛頂你！

'屌你條仆街fake鳩我！'

'你望住個窗做乜撚野啫，gup女呀！'

唉算，佢地呢d毒撚唔會明我呢種享受完人間一大福份之後嘅點味架喇。。。



6. 沉悶嘅轉捩點

十一月二號

平凡嘅生活一日一日咁過，日日番學，日日gup女，日日唔聽書，日日keep住打j, 日日如此。

好平凡地，番左兩個月學，上堂唔係發夢同訓覺就係gup女。gup黎其實都冇乜用，又溝唔到，自己
讀書又唔係好，完全係處於一個生命冇希望嘅狀態。

都唔係完全冇希望嘅，返學果陣咪等放學番屋企見表妹囉。。。

係學校，有幾個同form嘅女仔都幾出眾，人稱五朵校花。校花呢個名之所以咁老土都用，因為佢地
嘅英文名係Lily, Daisy, Rose, Jasmine同Violet...個個以花為名，仲唔係校花？

老實講，俾我揀同呢五個玩6p定係同表妹玩，我會揀我表妹。但係係學校點會見到佢吖，咪gup下
呢幾個當係satisfy下囉。。。

好喇，遲d真係gup果陣先慢慢逐個描述，返黎現實先。

所謂多姿多彩嘅校園生活，到呢個時候先正式開始。踏入十一月，又有校際朗誦節，學校運動會，水
運會，足球比賽，好鬼多野做，好正。

不過最重要嘅係，我表妹今日生日。

十一月二嘅呢個日期，你殺左我我都會記得，因為我自己一月十二號。。。

有人話，暗戀時期係一段關係最開心嘅時期，我唔覺囉，成鬼日都咁辛苦，好想講又唔夠膽，好想痴
住佢又唔痴得。

Especially佢係自己骨肉相親嘅表妹。。。

佢嘅生日，同時係可喜可賀，又係可歌可泣。

女神生日故然開心，佢開心我梗係開心格。

面痛苦嘅係，我點同佢慶祝好呀。。。

呢日番學，仍然係心不在焉咁。平時就係因為個李月亮講書太悶，但今日係因為苦惱。。。

'宏b, 今日晏晝一齊食吖！'呀雞同我講。

'哦'

'你想食咩呀？'

'唔'



'我問你呀！'

'好'

'喂！答我啦屌你！'

'下'

'屌！'

'哦'

'頂。。。食屎啦你'

'...'

'做咩呀！gup緊女呀！'

'唔係囉！'

'唉，你冇所謂就m記啦！'

'下。。。'

'咁唔係咩啫！'

'哦。。。'

呀雞，係我嘅好朋友，同時候唯一一個同我一樣升唔到原校而轉過黎我以前讀果間附屬小學嘅中學部
度讀AL嘅人。。。



8. 自彈自唱嘅意外收獲

係m記俾個鹹濕仔揸完，冇哂胃口，索性唔食野。

番學校，繼續聽呀sir講悶書。

其實應該係話，繼續gup女，繼續發夢。

而我，仲未lum到送乜俾我表妹。

送食物？食完就冇左，唔係幾好。。。

送飾物？又唔想用咁多錢，平果d又驚佢話cheap...

送張卡？前面提過，我藝術天份係零。。。

唉。。。送乜撚野好呀。。。

好快地，下晝嘅堂就hea過左，放學。

路過我屋企樓下，有條友彈緊吉他。

無聊冇野做，又唔想番屋企住(因為未買生日禮物唔想俾人插), 停低左聽條友彈吉他。

雖然唔知佢彈乜春，但係聽得好入神，就好似進入左另一個地方咁，飄下飄下，好舒服。

突然間，表弟把聲叫醒左我。

'on9仔，企係度做乜撚野呀！'

'咪聽歌囉屌你'

'聽歌？你都冇帶耳機！聽歌要要企定定係度架咩？'

'屌你睇下先啦！'

條on9仔連前面有條友彈緊吉他都唔撚見到。

'做咩無lala企係度聽人彈吉他呀？'

'Lum唔到買咩俾你家姐，唔想番去lo! '

'你唔係識彈吉他架咩？彈首歌俾佢聽咪得囉！'

係喎，點解我lum唔到嘅。。。



其實我冇學過吉他，不過低form果陣同學教過我㩒幾個chord, 掃幾下嘅。。。

我快快脆脆番到去，上網揾左首eason嘅單車份chord譜，攞起支n年冇掂過又生哂鏽嘅吉他，趁表
妹今日要學野晏d番嘅時間練左兩練。

我都唔知點解揀左呢首歌，可能係因為之前唱過唔算好難掛。。。

***

話說舅父舅母過左去美國同老豆老母住。

果晚食完飯，沖完涼，打完j之後，表弟係房度趕project, 表妹玩緊手機。

我偷偷地攞左支吉他，叫表妹入佢間房度。

閂埋門，坐上佢張床度，佢都坐左上黎。

'嗱，今日你生日，我彈首歌俾你聽當禮物啦！'

'嘩！你仲記得點彈？上次聽你彈係n年前喇喎！'

'係呀！生日快樂呀表妹！'

跟住慢慢唱，從來未試過用一把咁温柔嘅聲唱歌，點唱都一定好聽啦！

入到副歌，我地一齊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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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情如此 不可推卸
任世間再冷酷 想起這單車還有幸福可借'

呢個時候，我同表妹有少少哽咽，lum起老豆老母去左美國，認真有d掛住佢地。。。

忍住眼淚，唱完成首歌。

表妹伏左係我身上喊，係咁話好掛住呀爸呀媽。

死啦。。。生日整喊人地，有d仆街

'對唔住，我唔應該唱呢首歌。。。'

'唔係咁嘅意思。。。多謝你呀表哥！！！我好中意呢份禮物~'

'咁就好喇。。。'我頂唔順，一野攬落佢度一齊喊。



喊左陣，冇乜力嘅時候，我落床，攞左包紙巾幫佢擦乾d眼淚。

'表哥，多謝你。。。你真係好温柔。。。'

'我老豆叫我要好好照顧你地，呢d野做表哥應份嘅！'

'表哥。。。我真係好中意你(唔係果種) '

'唔。。。我都係。'

幫佢擦完眼淚，整番好自己個樣之後，準備拎吉他番入房嘅時候，表妹竟然話：

'表哥，今晚可唔可以陪我訓。。。'



7. 鹹濕仔呀雞

'喂你今日有咩收獲呀！'

'呃。。。我今日冇乜點gup女喎。。。'

'有冇搞錯呀！你真係柒到冇朋友！'呀雞無lala鬧鳩我。

'下。。。做乜撚野啫，唔gup女就柒架喇咩。。。'

'屌你真係on99嘅，今日隔離班果個所謂五朵校花之一嘅Daisy m到，經常出入廁所呀！'

'...下'

'佢每次出黎，塊面紅紅地咁，攬住自己個肚腩仔，好得意，好撚索呀屌！'

'呃。。。我冇興趣。。。'

'下。。。' 輪到佢下番我，'係你介紹五朵校花俾我識架喎！咩料呀！'

講到呢度，我地已經行左去m記，坐低左。

'嗱，見你係fd, 整件正野俾你嘆下啦！'

我打開手機鎖，求其攞張相俾佢睇。

'嘩頂你，咁撚索唔早d sd黎j! 自私食！'

'實不相瞞，呢個係我暗戀對象。'

'我屌，你今次真係自私到佢我唔屌你都唔撚得喇仆街！'跟住伸手過黎揸我。

'我屌！咪屌我住啦！同你講樣野！'

'咩事呀，仆街仔！'

'佢係我表妹黎。'

'下~~~~~~~~~~! '佢第二次下我，之後揸我仲大力。不過揸揸下，又停低左。

'咪住，你唔係話暗戀佢架咩？'

'係呀，我暗戀我表妹。'

'我屌~~~! 亂倫你都啱？你都變態嘅！'



'咁你話佢係咪索先！'

'呃。。。又係嘅。。。'

'嗱，同你講，我老豆老母同呀哥去左美國住吖嘛，叫我讀完書先過去，而我依家。。。同緊佢住！'

'我屌~~~~~~~~! '佢繼續揸我。

佢揸到攰，鬆開手，伏左係張枱度話：

'揾日上你屋企，一定要見到佢真人！'



9. 暗戀我嘅表妹

'呃。。。咁樣好似唔係幾好喎。。。' 我有d躊躇，佢究竟知唔知自己講緊d乜。。。

'嗯。。。你唔想陪我嘅話就算啦。。。'佢有d失望咁望一望我，見我冇乜反應，擰轉面好似想喊咁
。

屌今日佢生日，我竟然夠膽違背佢嘅指示？佢仲要係我暗戀對象喎！！！

Lum左lum, 都係閂番度門，上番佢張床。

我坐係度，佢冇俾任何反應我。

就咁坐左一分鐘，佢都仲係背住我，只係聽到佢若隱若現嘅飲泣聲。。。

我心lum, '唔係下話。。。激嬲左佢？今次仆街了。。。'

跟住二話不說，由後面攬住佢條腰。

佢俾我嚇一嚇，個身一震，定左幾秒，之後好温柔咁挨落黎話：'多謝表哥。。。'

'咁你生日，我梗係聽你話格！'

聽到我咁講，佢本來軟左係我度嘅身體又收緊：'下。。。我生日你先咁關心我咋。。。'
佢傳黎一把好失望嘅聲。

'點會呢，你知我幾時都咁錫你。' 我用力挽回。

'唔。。。咁就好喇。。。'

'唔。。。'

'表哥。。。'

'嗯？'

'我。。。有d野想同你講。。。'

'...嗯' 個心裏面有把聲係度叫 '表白！表白！表白！'

'嗯。。。我。。。好唔開心。。。'

Cher...

'我知，唔好咁唔開心啦，我地考完AL就可以過去同佢地一齊架喇。。。'



'我唔係指呢樣呀！' 佢嘅語調帶有少少怨氣。

'咁。。。你唔開心d咩呀。。。'

'我。。。'

'做咩呀？' 我用我一生人用過最甜最温柔果把聲問佢。

'我。。。嗯。。。都係冇野喇。。。'

'做咩事啫！慢慢講，唔使驚。。。' 我feel到佢其實試探緊我，就當然唔會放過佢啦！點知。。。

'我。。。嗯嗯。。。嗚。。。'

佢突然間擰轉身攬住我條頸大喊。

重點係，佢坐左係我細路上面。。。



10. 甜蜜嘅黑夜

呢個情況，令我有d睱想。。。

如果我地冇著衫，呢個直情係觀音坐蓮嘅姿勢。。。

佢一路攬住我喊嘅感覺，就好似高潮緊咁，個身震下震下，對波係我塊面前面fing下fing下咁。。。

對唔住，唔知ff左去邊。

突然間聽到佢好淒厲咁叫 '表哥！表哥呀！'

應該都唔係突然間嘅，應該係我掛住ff發呆冇聽到佢up乜啦。。。

我一隻手輕輕咁拍住佢背脊，一隻手撫摸住佢嘅頭髮，等佢係我心口度喊。

呢個動作似曾相識。。。好似我上次因為前度而喊嘅時候佢都係咁安慰我嘅。。。

佢喊左好耐，終慢慢咁停低，佢應該好攰，鬆開我，訓左落張床度。

我問佢 '你好d未呀？講得未呀？'

'嗯。。。我。。。'

'唔想講唔緊要，快d訓喇，訓夠聽日先講啦。'

'嗯。。。多謝表哥。。。我最中意表哥。。。'

'唔。快d訓。'

'呃。。。表哥。。。' 佢讓一讓開個枕頭，示意我訓係佢旁邊。

我一訓落去，lum起我之前日日都係聞住呢陣咪黎打j,
e家佢真人訓左係我旁邊，成身都俾呢陣少女嘅香氣包圍住，好爽。

同時又覺得自己有d仆街，點解會攞我呢個咁純真嘅表妹嘅底褲黎聞架。。。

Lum下lum下，見佢都訓著左，慢慢中個頭落佢度。。。

啜~

我錫左落佢塊面豬dun度。

呢個吻，令我決定日後一定要同佢好好咁愛錫佢。

錫完佢之後，我起身，落床，幫佢蓋好張被，熄左佢房燈，輕輕咁閂左門，有人一下拍落我背脊度！





請假通知

各位讀者，好抱歉我打波嘅時候傷左，影響寫故進度，因此決定係5月6-7日暫時終止出稿，吊大家
癮，唔好意思。



11. 仆街仔表弟

我當場嚇到啞左。

條友一野推左我落部牆度，我因為冇心理準備成個頭中左落去。

一野hum左落去，好撚痛。

我慢慢調轉個身，見到我表弟好得戚咁望住我。

'屌你嚇死人咩，我陪表妹都唔洗一野推我落部牆度下話仆街！'

'哼，仲lum住有得捉姦在床，影番張相俾老豆睇tim...'

'我屌你老味！我向我春袋發誓我一d唔見得光嘅野都冇做過！'我地其實好似好惡咁，但係好細聲，
廢事嘈到表妹，畢竟佢都係條仆街嘅家姐，條仆街都唔夠膽激佢，但係我呢個表哥就慘喇。。。

點解話慘？佢一野踼左落我春袋度，我又要忍住唔叫咁大聲。。。

'你條粉腸！仲話向春袋發誓，你肯定你冇做過d唔俾得我知嘅野？'

'我真。。。係冇。。。'忍住痛咁講，佢又再踼多我春袋一腳。

'嗯。。。'

呢種感覺，就係個春袋好似唔屬於自己嘅感覺，應該痛過生仔。。。

你係男人你一定明，你係女人嘅就想像你m痛嘅5倍咁啦

我已經冇哂還擊嘅能力，連講野都講唔到。

佢一野推我入我地房，閂埋門。

佢打開手機，㩒左條片俾我睇，同我講：

'柒頭，你嘅罪證係哂度！'

我見到片入面嘅setting, 當場呆撚左。

呢條仆街竟然玩偷拍！

一路播住，播到我嘴落表妹果一刻，我春袋又傳黎一陣劇痛。

'仲話冇！你自己做過d咩你應該好清楚！'

'屌你！裝個cam係表妹間房度gup佢咁賤！'



呢一刻，我春袋嘅痛楚俾我對表弟嘅怨恨覆蓋左，有力講野。

'咁你又攞佢條底褲黎打j! '

我心lum, 屌你條仆街，成屋都係cam架！

我冇出聲，因為要串一定俾佢串得番轉頭。

但係裝cam係佢嘅錯，我接受唔到一個細路會用呢d方法黎gup自己家姐。

但係lum lum下，我自己咪又係咁。。。

突然間有一個令我好失望嘅念頭出現左係我腦海入面。

我。。。應唔應該放棄追佢？



12. 獨處8個鐘

所謂多姿多采嘅校園生活過左喇。

總括黎講，最令我自豪嘅係我運動會裏面攞到嘅200米冠軍，延續左6年都攞第一嘅神話。

但係，呢d野，有撚用咩。

表妹生日果晚之後，我失去左gup女嘅習慣，無論係表妹定校花都冇gup過。

因為我明白，我嘅女神係需要尊重嘅。

咁樣，我上堂有咩做？

其實我都識死嘅，仲有一個月考試，唔聽下書就堅係仆街喇。。。

***

十二月十號

聽日考數。

我咁多科可以話我得呢科掂，而表妹咁多科可以話得呢科唔掂。

終於有個幾會教佢喇！

今日考完試之後，我地約左大家係佢房度温書。

唔單止可以同佢獨處一室，仲可以證明俾條仆街仔知我唔係d咁下流嘅人。

雖然其實我係。。。

總之，我地今日閉關自修。

就係咁一男一女，訓左係張床度由12點温到8點。

係呢8個鐘頭，我同佢一一講解每課書嘅concept, 再做一大堆練習題，仲逐條逐條同佢對清楚。

我lum, 係另一邊嘅表弟，一定o撚哂咀。

一輪地獄式訓練之後，做左份past paper.

表妹竟然攞到個70分，平時佢40都唔知有冇。。。

我地對完，我講解番佢錯d咩之後，齊齊出房食飯。



'你兩個小鬼搞咩呀，今日咁俾心機讀書，整多碗湯當保充體力啦乖孫！' 我呀公係咁要我地飲湯。

點知個表妹一個唔覺意整瀉左d湯落個身度。

'哎吔衰女包！睇住啦！咁大個人仲倒瀉野！'

露左少少bra...

呢個情況，咁似暑假係茶記發生嘅事嘅。。。

俾著之前，我一定gup住佢gup到眼仔碌碌。

不話為左好好尊重我女神，我選擇唔望。

見到我表弟目不轉睛咁望住佢，我心裏面鬧左佢一句狗公。

餐飯食完，表妹去沖涼先。

我係房度繼續温書，表弟就突然間過黎9up.

'喂仆街仔，俾我踼春袋踼到連男人嘅慾望都冇埋？'

'屌你收皮啦！'

'關心你啫，同佢獨處8個鐘都可以唔gup一眼。。。'

'你再嘈燒春袋呀！'

'你真係燒？' 跟住佢扮除褲。

我得鬼閒理佢。

'喂！講啦！你搞咩呀！'

'你知我聽日要考試架可？你好似都要考架喎！'

'講兩句又唔會死嘅！我聽日考聆聽呀柒頭！'

'我唔係考聆聽吖嘛屌你！'

'咁你都温左好撚耐啦！成鬼日痴住我家姐唔同我講野！都唔知你地平時係去自修室定同個淫娃開房
嘅！'

'嗱，你話我冇所謂，你敢話你家姐係淫娃？' 竟然夠膽誹謗女神，我嬲到啤實佢。

'哼，點知你兩過做過d咩喎！'



'你家姐堂堂大處女，點會係淫娃！'

'你咁維護佢做乜啫！'

'...'

'哈！語塞？我問你，你係咪暗戀我家姐？'

'...係。。。'

可能佢係想串我話如果你唔係佢條仔點解成日痴住佢，點知我答係，佢呆撚左。

呢次係我第一次見到佢呆左個樣，好撚好笑。

'你。。。唔係下話。。。亂倫你都啱。。。'

'我係中意佢，點吖！'

'我。。。屌！我明點解你唔撚gup佢喇！'

'你明？'

'你中意佢。。。你尊重佢。。。唉。。。' 佢突然間勁灰。

'做乜撚野呀你。。。'



13. 番外篇：表弟嘅情史

Katie, 我嘅初戀。

自從升左中一，可能係因為我有d遲熟，成鬼日俾人欺凌。

貪我矮，貪我未轉聲，貪我思考單純，貪我蝦得。

而我果陣好仆街地係一個唔記sau嘅人。

就係因為咁，我日日番學都俾人蝦。

'喂on9仔！過黎啦有野醒你！'

'呃。。。有咩俾我呀？'

'過黎先啦！'

啪啪

'有咩醒你？咪本大爺高枱貴手嘅兩大掌囉柒頭！'

我忍住痛，忍住眼淚，行埋一邊。

冇架喇。。。冇人會肯幫我嘅。。。

'衡仔，做咩事呀？'

突然間有把好温柔嘅聲咁樣問。

我枱起頭，係katie.

單係佢嘅眼神已經醫好左我呢個心傷唔少喇。。。

***

中二，聖誕聯歡會，我鼓起勇氣向katie表白，佢都答應左。

成個中二就係咁同佢開開心心咁度過。

雖然仲係有俾人蝦，但係只要同katie一齊，就咩事都冇喇。

直到。。。

我表哥係我升中三果個暑假黎左。



條鹹濕仔，成鬼日都gup我家姐。

我唔抵得佢，裝左個cam係我家姐房同廁所，一個可以要黎睇佢同家姐做過d咩，一個可以要黎睇佢
係廁所打j.

可能係因為佢，我feel到我開始發育，開始大力，開始高。。。

咁樣，冇理由唔報復。

我用同樣嘅方法對付每一個傷害過我嘅人，總算出一口氣。

但係，katie就係因為咁，疏遠左我。

我果陣都唔知咩事，佢話我果陣我仲發佢脾氣。

到左考試，佢借温書做藉口，block左我。

今日考完試，發現佢冇block到我。

但係佢已經sd左6隻字俾我。

'對唔住。。。分手啦'

我見到呢個msg, 感覺成個人僵住左。

回想番我點樣由好變壞，由天真變邪惡。

我失去左katie, 就等於失去左所有野。。。



14. 考完maths

表弟張佢嘅經歷講左俾我知。

呢條on9仔，真係估唔到佢原來咁有深度。

一直以黎，我都只係取笑佢，冇直係同佢講過幾句直心話。

唔怪得之佢成日都咁臭脾氣，原來係有原因嘅。。。

突然間有仲感覺，我辜負左佢。

我黎到呢度，同呢個roomate跟本冇點好好溝通過，日日掛住表妹。

佢忍住眼淚，同我講佢去沖涼。

我望住佢閂埋門，心裏面好內疚。。。

***

12月11日

尋日一輪苦練之後，我地番學。

我送左表妹番學，再答地鐵番自己學校。

佢間學校其實係屋企對面街，但係佢早我半個鐘打鐘，所以我送左佢之後先答車番學都唔會遲。

'加油喇，我知你得嘅！'

'知道喇表哥，多謝你！'

'唔做多謝我，最緊要你有努力！'

'哈哈。。。唔使咁低調喎大才子！'

'我點會係大才子？'

'嗱，你唔考得一請飲野！'

'下。。。'

'哈哈講笑啫！表哥咁錫我我點會蝦佢！'

'哈哈。。。加油喇！錫哂你！'



送完佢入去，我就番學lu.

***

今日考完，我番屋企。

呀雞話有事，唔同我食。

番到去，表妹興高采烈咁攬住我，話佢終於有一次考完math係笑住出試場嘅又盛。

我梗係開心啦，攬番佢轉頭，但係突然望到坐係梳化嘅表弟，心裏面又沉一沉。。。

慶祝完一輪之後，表妹入房温書，我就入我自己房抖下。

呢個時候，表弟入左黎。

'屌你地兩個可唔可以唔好係我面前放閃呀！你估失戀好好過呀！'

'放咩閃啫，咁佢真係開心架嘛！'

'考完試都唔洗攬住佢下話！'

'我都未表白，點算放閃啫！'

'下。。。'

'你唔係依家先知下話！'

望住佢閂埋門出左去，突然覺得自己好似hurt左佢。。。

算，温書。



15. 表哥嘅威風

個學期試考完喇，表妹嘅maths果然有好大進步，我嘅中英文因為得到表妹悉心嘅教到彌補miss嘅o
n9, 竟然進步左。

但係表弟就。。。

'衰仔！跌左五十幾名咁多，你讀屎片架！'

呀婆係咁勁鬧佢。

當中原因，我lum得我同佢先知。

唉。。。愛情帶黎嘅後遺症真係好恐怖。。。

表妹maths大躍進，一定spot唔到我地兩個唔係幾對路啦。。。

果晚食完飯，我去左沖涼。

沖完番入房，見到表弟係被入面喊，係度自言自語話：

'冇喇。。。冇左佢。。。冇左成績。。。冇左呀嫲。。。有咩用。。。'

的確，呀婆之前未咁樣鬧過佢嘅。。。

我其實本身已經有d同情佢，依家見到佢咁樣，心裏面震一震。

'表弟。。。你冇野下話。。。'

佢俾我嚇到，彈左起身。

'你。。。幾時入左黎架。。。'

'你又做咩喊成咁呀。。。'

''仲洗問嘅。。。'

'唔好咁啦，慢慢放低佢，再努力讀書啦！'

'我唔想放低呀！你估咁易咩！你試下失戀呀！大我3年都仲咁天真！嗚呀。。。'

佢又大喊左場，我完全冇聲出。

等佢心情平伏番少少之後，我同佢講：

'其實我都失過戀。。。拍拖最重要嘅野係要學識點放



低呀。'

表哥嘅身份終於出黎喇。。。

'下。。。你拍拖？'

'喂嗱，我唔同人講你拍過，你都唔可以同同人講我拍過架下。。。'

'哦。。。'

'尤其係佢。'

'佢？'

'你家姐。'

'哦！得啦！冇問題！'

我同佢講左之前同表妹講果段關於前度嘅經歷。

點解唔想佢同表妹講？因為我唔想我表妹覺得我未放低，又浪費時間安慰我囉。。。

'嗱，繼我話，散左就係散左，留戀係好嘅，但係唔好太過火，因為你喊極都冇可能喊得番條女番黎
架嘛。'

'嗯。。。但係我真係仲係好中意佢。。。我係咪做錯左d乜野激嬲左佢呀。。。'

'拍拖係兩個人嘅事，分手都係兩個人嘅責任，唔止係你嘅錯。'

呢句說話，當日出自表妹把口黎安慰我，今日竟然攞黎安慰佢。。。

'我出去先，你自己冷靜下啦。'

終於做到表哥應該做嘅野，唔係只係串佢喇。

Lum到呢點，我心裏面都幾舒服。

我出去，閂埋門，突然間有人拍我背脊。

屌！又黎！



16. 正衰人

不過今之拍我嘅，係表妹。

'表哥。。。我細路做咩事呀。。。'

'呃。。。不如我入你房先'

'做咩啫，唔可以係度講架咩'

'你細路其實唔想俾人知架。。。'

'佢有咩唔俾得我知咁大件事呀？'

'唉。。。總之入你房先啦！'

'哦。。。'

表妹間房，我曾經係度喊住挨落佢度，佢又曾經喊住挨落我度。

E家入去，好多感受爆左出黎。。。

'好啦，入左黎喇，講得未？'

'你細路佢。。。' 我欲言又止。

'佢做咩？'

'好似我之前咁囉。。。'

'哦。。。中左'

'中左？'

'其實佢拍拖我點會唔知吖，中二到e家佢都未喊過，點會因為成績呢d咁唔實左嘅野而喊吖，一定係
俾女飛啦！'

'你。。。點知架'

'我都feel到你黎左之後佢變左好多，唔單止大隻左man左，仲比以前串。。。'
佢講下講下，突然間爆d眼淚出黎，嚇到我呆左。

'喂，做咩事呀你！'

佢一野攬落黎，不過唔係之前果隻，而係好大力，攬到我條腰隱隱作痛。



'喂。。。好。。。好痛呀。。。'

'細路變喇！佢唔再係以前嘅可愛bb...'

'呃。。。' 聽到呢一句，我都唔知俾咩反應佢，又唔知道應該點安慰佢。。。

'嗚。。。俾番個細路我呀。。。表哥。。。'

佢喊左好耐，喊到我俾佢攬到就黎窒息果陣，個同我講左句：

'我生日果陣喊，都係因為呢樣。。。'

我果下心跳停止左。

Lum番起表弟點解會變，點解會串人，點解會俾女飛。

都係因為我。

一種無名嘅罪惡感由心裏面湧出黎。

眼淚留唔住，唯有流出黎。

'對唔住。。。我令到呢一個家唔同哂。。。'

表妹望住我，同我四目交投，之後問：

'我都唔知係咪你嘅錯。。。'

'點會唔係？我黎左先會咁架咋嘛！'

'唉。。。' 佢又有d避我眼神。

'我都唔知呀，人大左始終都會成熟嘅。。。但係我真係好掛住以前嘅細路。。。

其實lum番下，佢成熟左都冇咩唔好，所以我其實都冇乜點唔開心。

但係見到佢咁傷心。。。我。。。' 佢再次低聲飲泣。

'放心，表哥會幫你安慰佢，唔洗擔心佢喎。'

佢再一次抬頭望住我，問我：

'係咪真架？'

'我幾時握過你？'

'咁。。。多謝你呀表哥。。。'



我輕輕攬一攬佢，之後出左房。

今次終於冇人拍我背脊喇。

我番入房，表弟已經訓左。

我上床，hip埋眼，反覆思考住表妹同我講嘅野。

我，係咪真係一個咁嘅衰人？

Lum下lum下就訓著左。



17. 歲月如歌

考完個學期試，開始feel到AL嘅壓力慢慢出緊黎，日日温書嘅生活又再次殺到。

日日温書，日日如此。

冇計，中六七嘅就係咁。

不過呢段時間裏面，點都會有幾日特別d嘅。

好似中六嘅聖誕假，我地好難得係百忙之中抽到d時間去迪迪尼，仲俾表妹發現左我原來好驚玩U形
，俾佢同表弟笑左一大餐。我屌，咁撚大離心力點頂呀！

又好似我生日果日，表妹表弟夾份買左個我最中意食嘅tiramisu蛋糕俾我食，我仲許左個願話我要係
今年將表妹追到手。

又好似上次勞動節放假果日，老豆老母舅父舅母咁啱番左黎探我地，兩家人一齊去西貢玩獨木舟，班
友仔全部都唔識，只係得我同舅父兩個考左3星，仲好記我表妹隻舟沉左，我慢慢幫佢將舟入面嘅水
倒出黎，再扶佢上番隻舟。果日我地又係果間西餐廳食飯，不過我今次冇喊喇，只係全程都含情脈脈
咁望住坐我對面嘅表妹。。。

又好似中七表妹生日，今次我就預早左準備禮物俾佢。我寫左封信，內容係咁嘅：

生日快樂呀！
我搬左黎年幾，你一直都對我好好。
其實我之前中英文好差，成鬼日都唔合格。
好彩有你幫我教我，e家好左好多喇。
初初我同表弟成日都傾唔埋。
中間你會勸我，用淚水教識我，俾我知佢其實唔係咁衰嘅。
E家同佢少左好多磨擦，真係好多謝你。
意想不到嘅係，時間過得好快。
我同你都已經18歲喇。
你仲記唔記得，GEM果首18?
從今天起我真的不撒野~
呀表妹，18歲喇，都仲係咁可愛，咁純真。
表哥

'多謝喎！'

'唔使！嗱你要好小心咁拆，好仔細咁睇呀，我用左好多心機黎寫架！'

'知道喇！錫哂你！'

從呢一日開始，我決定左：

考完AL一定要同佢表白！



從未離開拖緊我 走過黑夜
而使我更學會獨立些



18. 考完試揾呀雞攞料

繼續日日溫書。

每考一份卷，就好似放低一舊石頭咁。

雖然攞住好多舊，但係逐舊逐舊放，終於都放低哂。

無拘無束既生活，久違喇。。。

而我既表白計劃，要開始進行喇。

***

每日嘅日期係咩，星期幾，我都懶得理，總之就係日日係屋企打機食飯沖涼訓覺。

但係今日，要打機食飯沖涼訓覺之外，仲有d好特別嘅野要做。

表白？唔係~邊有咁快吖

老實講，我就算以前拍過拖，都冇表白嘅經驗，因為我根本冇追過女仔，係條女追我之嘛。

所以，我on9到走左去問人攞料。

其實冇乜特別，純綷係約左幾個月冇見嘅呀雞食飯啫。

不過呀雞佢，基本上所有關於女性嘅知識都可以請教佢。

冇計，條友身經百戰，溝女多過我食飯。

我問過佢拍話幾多次拖，佢竟然話多到唔想數。

一齊左最耐果個有年幾，最快嘅只有一個禮拜。。。

總之，溝女嘅野，揾佢冇錯架喇。

我到左我地嘅老地方--M記。

冇錯，就係我俾佢揸果度。

'喂！呀雞！仲未到嘅？'

等左5分鐘，驚佢甩低，打左俾佢。

'喂。。。呃。。。做咩事呀宏！'



佢把聲好沙，好似啱啱訓醒覺咁。

'喂屌！你約左我今日係老地方等架喎！'

'Oh shit! 唔撚記得左。。。得！我e家落黎！'

'痴線，家陣成三點都黎喇，仲未起身！'

'尋晚開完P嘛！屌唔講住！'

跟住佢收左線。

好彩佢住得好近，十分鐘後就落到黎喇。

'屌你尋日又唔撚提我！'

'屌，算，今日約你想講你做老師。'

'認真？我成績差你咁多！最多教你彈吉他啫！'

冇錯，佢彈吉他好撚勁，但都係為左溝女。

Tip1:彈吉他 get!



19. 黎料喇

'你估我真係咁on9考完AL仲讀書咩，我想溝女咋！'

'哦屌！呀宏，大個仔喇喎！'

'妖！我大過你架！'

'好囉！sor囉！咁你溝邊個呀？未有對象嘅我大把好野醒你喎！'

'唔使喇，我保證對象好過哂任何人。'

'真係？'

'咪我表妹囉。。。'

'屌。。。點解我會唔記得架。。。'

'我想同佢表白。'

'下？咁快？做人唔洗咁心急喎！'

'心你條撚！年幾喇！AL都考完喇！'

'係喎。。。屌你咁少提起佢我點知啫！'

'妖！'

'不過又考完AL又放假。。。good timing!'

'我唔會要你讚我呀仆街！'

'哦，咁你想問乜呀？'

'我咪講左囉，表白呀！'

'你同佢住架可？'

'係。'

'即係你地成日見架可？'

'係。'

'嗱，你唔好太平平無奇咁表白，揾d特別d嘅場合講啦！'



Tip2:揾特別嘅場合 get!

特別嘅場合下話。。。就西貢啦，話哂都叫有d往事同情調。。。

'你表妹點架？咩樣咩性格？'

'呃。。。童真心幾大嘅，波唔算好大但係睇落都幾有表感果隻，頭髮唔算短又唔算長，果樣好得意
，清純度爆燈果type囉。。。'

'哇屌，聽你咁講真係女神級喎！'

'你都見過佢果樣啦。。。'

呢種女仔，好難冇第二個追佢架喎。。。佢有冇拍過拖？'

'我問過佢，佢話冇拍過拖，但係推過唔少人。。。'

'咁你一定要記住千祈唔好淆底，好好咁證明你唔係只係貪佢索而溝佢果種狗公。。。就算你係啦。'

'我屌，我真心中意佢架仆街！'

Tip3:證明自己出眾 get!

'屌佢同我住，都知我係好人而唔係狗公啦！'

'得囉！嗱你照住佢喜好，好好談一場轟轟烈烈嘅戀愛啦！'

Tip4:照住佢喜好做野 get!

***

憑住呀雞嘅鼓勵，自己心情又準備好之後，就whatsapp約表妹。

冇計，佢約左同學出街。

'喂表妹！後日禮拜日得唔得閒呀'

'呃。。。得呀，做咩呀？'

'我想約你做d野。'

'好呀，做咩呀'

'唔話你知住'

'以~~~懶神秘嘅'



'哈哈，總之唔講啦'

約完之後，一種無名嘅緊張突然湧上黎。

黎料喇！



20. 滿足感

8月10日

我肯定我永世都記得呢一日。

朝早我一早起身，表弟去左study tour, 呀公呀婆去左晨運未返。

我去左表妹間房，輕輕推開佢道門，望到佢原來仲訓緊。

我偷偷地攞左我係佢生日果陣送俾佢果封信，原來佢一直都好好咁放係我枱面。

攞起左封信，突然間發現係枱上面有一行字，係封信本身遮住左果度，寫住：

攞左你就燒春袋！

我又好氣又好笑，不過話唔定句野係寫俾表哥而唔係寫俾我架呢？

再望向表妹張床，佢仍然熟睡中。

見到呢張床，又lum番去以前發生過嘅事，點樣係俾佢騎住嘅情況下安慰佢，點樣俾佢攬住，點係陪
佢一齊訓。。。

Lum住lum住，忍唔住慢慢上佢張床度，錫左佢塊面一啖。

嗚呀！好柔軟嘅臉頰！

不過。。。

Oh shit!

佢醒左。。。

'嗯。。。' 佢俾我搞到紅都面哂。

'嗯。。。' 我都唔知俾咩反應佢好。

'哈哈。。。多謝你呀男朋友！'

'下！！！我唔係有心。。。'

佢唔俾我講埋個'架'字，一啖錫左過黎我咀唇上面。

我地冇進一步嘅濕吻，只係吸啜住對方嘅咀唇。

維持左廿秒。



錫到冇乜氣，慢慢鬆開。

我其實一路對同佢訓低左，繼續攬住大家條頸，額頭痴住額頭，含情脈脈咁四目交投。

'嗯。。。表妹。。。'

'你仲叫我表妹？'

''唔叫表妹叫。。。'

'我都係你女。。。朋友啦。。。仲叫表妹。。。'

'嗯。。。咁你想我叫咩。。。'

'彤彤啦！'

嘩！李倩彤！你唔好再姣d!

不過又幾好聽喎。。。

'知道未呀宏哥哥！'

'知道喇彤彤。。。'

'唔！咁就乖喇！'

'哈哈。。。'

過左黎住兩年，即係暗戀左佢兩年，終於得到滿足喇。。。

'彤彤。。。'

'唔？'

'你。。。知唔知呢，其實你生日果日我已經表左白架喇。。。'

'哈！你呢d招式我點會拆唔穿呀，大把男仔咁做啦！'

'下。。。'

'雙數行第一隻字嘛！放心，就算幾多男仔追我，我都只係中意宏哥哥你一個！'

'彤彤。。。'

'做咩啫！'



'我。好。中。意。你。呀。'

'哈哈。。。2 4 6 8 10 12! '

'你好低能'

'我係低能呀，你中唔中意我呀？'

'就係中意你低能！'

***

傾左陣，我地起身準備出門口。

呢個衰女包，打破哂我嘅計劃！

不過咁樣，都幾好吖。



21. 夢中的沙灘

Sorry, 呢排比較忙，拖左幾日。

*********************************

哈！

本身約佢去西貢係為左同佢表白，點知係臨去果朝佢識穿左。

不過唔緊要啦，錯有錯著，表白變first date囉！

講真，話我拍過拖有經驗，其實所謂經驗純綷係個女仔帶我去玩，一直都係佢做主導，而家陣要我做
主，都唔知有咩好做。。。

好彩，我表妹。。。唔係，彤彤佢天真得黎，都唔係只係識玩果type,
而係好似我咁，亦都好似米妮老鼠咁，最中意係~~~浪漫~~~

冇錯，我地係浪漫主義者。

都唔明依家d情侶搞乜，當街攬攬錫錫係度哂恩愛。

計我話呢，兩個人好寫意咁訓係一大片沙地上面，雙手枕住個頭，感受住陽光照住同沙地發熱嘅溫暖
，不知幾舒服，幾浪漫。

'宏哥哥！到喇！起身喇！'

一隻好柔軟嘅手輕輕咁搖醒左我。

話說我地係屋企好舒服咁攬住對方訓，訓到9點幾，呀公呀婆番黎，我地就起身梳洗換衫(放心，我番
我房換架), 拎左個背囊就出發lu.

出左門口，落到街，彤彤主動伸隻手過黎俾我拖住，我望一望佢，原來佢都望緊我，之後紅都面哂咁
擰轉頭望地下，我微笑，估唔到呢個彤彤都有咁嬌妙怕醜嘅一刻。

愛情嘅魔力真係好大，我忍唔住埋去錫左佢塊面一啖。

嘴唇碰到佢塊面嘅一刻，感覺就好似觸電咁。

佢擰番過黎，嬌聲嬌氣咁講：'行啦！玩咩啫！'

拖住佢隻柔軟嘅小手，我地上左架巴士。

當年屬去我同前度嘅上層第一行左邊果兩個位，依家係屬於我同彤彤嘅。



可能因為我太早起身，搭果程車果陣全程都訓左係彤彤膀頭上面，陣陣嘅少女香氣，令我好快就進入
左果個沙灘中躺臥嘅夢鄉。。。



22. 巴士上嘅浪漫

'宏哥哥！到喇！起身喇！'

一隻好柔軟嘅手輕輕咁搖醒左我。

到左喇~西貢~~~

本來想圓一圓夢，去沙灘訓下，點知今日禮拜日，多人到嘔泡。

咁，咪行下街囉。

最緊要有彤彤同我係埋一齊，去邊都冇乜所謂喇。

我同表妹，兩個人出街其實已經唔係咩新鮮事，但係今次係第一次以情侶嘅身份拖住佢，仲不時可以
錫下佢塊面豬dun, 好正。

行行下，去到間士多，坐低左。

'彤彤，食咩呀？'

'嗯，我唔係好肚餓，我食d你嘅野啦！'

'呃。。。你知我都係食果樣架咋喎。。。'

'咁我咪食你塊火腿囉！哈哈哈哈。。。'

'以，咪講呢d, 食腿蛋治點可以冇左塊火腿架！'

'哈哈。。。你咪又係食左我果塊！'

'咁係你俾我嘅。。。'

'咁你今次當俾番我啦！'

'咁都得。。。'

雖然我真係一千個不願意，但係彤彤咁嗲我，點拒絕喎。。。

算。

今餐食蛋治。

'兩位食咩？'

'餐蛋治，凍檸水！'



'仲有冇？'

'冇喇！'

彤彤用一個好奇異嘅目光啤我。

'做咩啫。。。'

'餐你個蛋治！我塊火腿呢？'

'我咪lum住俾塊餐。。。哎吔死喇！up錯左！伙記。。。！'

個伙記已經唔撚知去左邊撚度。。。

仆街。。。

'呃。。。sorry呀。。。食餐肉得唔得呀。。。'

我係個腦度lum極都lum唔通點解叫左咁多年嘅腿蛋治會叫錯。。。好似係因為隔離枱條友叫完我不
自覺咁跟左掛。。。

而彤彤就發哂火。。。

'你擺到明就係唔想俾我食而叫第二樣啦！衰人！'

'對唔住呀。。。真係唔小心架咋。。。'

'哼！'

'...一係咁，陣間請你食朱古力補番！'

'...'

'好唔好？'

'好哇！多謝宏哥哥！！！'

哈哈。。。彤彤真係易氹。。。

***

呀公煮左飯，唯有番屋企食。

我地再次擁有左巴士上層第一行左邊果兩個位。

'宏哥哥。。。'



'做咩事？'

'我。。。突然間。。。有d不安。。。'

'點解嘅？'

'我地。。。係表兄妹黎。。。俾人知道我地一齊咁點算。。。'

'呃。。。'

係喎。。。俾人發現實鬧到仆街。。。

'嗱，係人地面前，我係表哥你係表妹，得我地兩個嘅時候，我就係宏哥哥你係彤彤，咁好冇？'

'嗯。。。知道。'

'咁就乖喇！'

'如果。。。真係俾人發現咁點。。。'

'真係俾人發現嘅，我同你私奔！'

'真嘅？'

'冇錯！我永世都咁愛你架！你走唔甩架喇！'

'嗯。。。你係我敢作敢為唔怕醜嘅宏哥哥！'

我伸手攬住佢，攬得好緊，一啖錫埋去。

我慢慢伸條脷出黎舔佢嘅嘴唇。

佢都張開口，用條脷配合我，不時攞個嘴唇包住我果個，我又包番住佢嘴唇，就係咁包黎包去。

打車輪。

我地足足打左成半粒鐘，由新西貢公路打到番將軍澳。

打到夠哂之後，慢慢放開佢，攞紙巾出黎清一清理d口水。

落車，拖住手番屋企食飯。

第一次嘅打車輪，送左俾彤彤。



23. 迪迪尼花花世界

夜晚番到屋企，食飯果陣我地果然變番做表兄妹，佢仲係咁叫我食多d菜。。。

不過係枱底，佢隻腳仍然痴住我果隻唔放。

呢晚，佢過黎我房訓。

佢話上次我係佢度氹佢訓，今次要係佢氹我訓喎。。。

我心裏面好矛盾，佢又係我表妹，又係我女朋友。。。

最大嘅躊躇係，我究竟應唔應該。。。

同佢做愛？

每次想掀起佢件衫，良心又會阻止我咁做。

終究係肉體上，我地係表兄妹。

我唔知佢有冇咁嘅lum法，只係抑壓住自己嘅性慾。。。

所以，我地每晚都一齊訓，就算表弟番左黎我都照個去同佢訓，因為我地獨處嘅時候，係每日嘅呢個
時間之外，都冇乜幾會。

係屋企，呀公呀婆出左去嘅時候，就係我地嘅happy hour. (懶得理表弟) 

呢兩個時間，佢係彤彤。

呀公呀婆係屋企嘅時候，或者一家人出街嘅時候，佢係表妹。

而出奇嘅係，我地咁樣晚晚一齊訓，竟然守身如玉。

初初都會有dd心動，但訓下訓下就連呢少少嘅性慾都冇埋。。。

直到。。。

11月2日

如果你記得，呢日係兩個人嘅生日。

一個叫表妹，一個叫彤彤。

呢日我索性講成日假，同佢出成日街。

我地兩個人，全日冇野做，梗係去下迪迪尼架啦。



係佢嘅堅決底下，我俾佢迫左上u形。。。

玩到差d標尿。。。

仲俾佢笑左一大餐。。。

不過之前為呢樣野俾佢笑，我會覺得佢煩煩地。

或者係愛情嘅滋潤，佢笑我果陣反而覺得温馨。。。

不過全日最開心嘅，一定係放煙花果陣。

我地坐係草叢隔離，互相依偎。

我一隻手攬住佢，一隻手指下呢邊指下果邊，就好似一個老豆同個囡講野咁。

呢d, 可能好平凡，但係對我黎講，

呢個係我一生人經歷過入面，

最浪漫嘅一刻。

煙花放完，我深吻左佢一番。

彤彤，我愛你。

果晚，我將我準備左嘅生日禮物送俾佢。

一條淡黃色嘅長裙。

'嘩！多謝宏哥哥！！！'

'你中唔中意呀？'

'中意！我e家就要著住佢！'

'好呀！'

佢番左佢房換左條裙，之後再過黎我房俾我睇。

'宏哥哥！好唔好睇呀？'

'我梗係好睇格'

'以~~~我講我呀！'



'好！點會唔好吖！'

'宏哥哥。。。'

'做咩事？'

'如果我要求第二樣野，你會唔會送俾我架。。。'

'只要我做到嘅，就算唔係你生日我都會送俾你啦！'

'唔。。。'

佢紅都面哂咁望住我，我心lum佢唔係想。。。

突然間，佢一野推我落床，責係我第上，同我講：

'宏哥哥。。。俾我，我想要。。。'

聽到佢呢句，所有男人都一定抵受唔住。。。

但係。。。佢肉體上終究係我親戚黎架喎。。。



24. 淫娃彤彤

'宏哥哥。。。俾我，我想要。。。'

聽到佢咁講，我唔知點算好。

如果我扑左佢，我真係對得住自己良心？

如果我唔扑佢，佢又會好失望。。。

'彤彤。。。你愛唔愛我？'

'講咩啫快d啦！我好想要。。。'

'如果你愛我。。。就。。。唔好迫我咁做。。。'

'如果你愛我，我又生日，你就應該聽我話。'

'但係。。。'

我啱啱開口講呢句，佢就錫左埋黎。

我成個人俾佢壓住黎強吻。。。

突然lum起，呢樣野唔係應該男女掉轉做架咩。。。

我想住推開佢，因為我一定夠佢大力。

但係推開佢，佢一定會好唔開心。

唯有配合住佢嘅動作，繼續打車輪啦。。。

正係我忐忑緊應該點做嘅時候，佢伸隻手去按摩我封印已久嘅小弟。。。

Shit! 佢咁樣游走法，我15秒內由沉睡中被喚醒左，扯到行一行。

原來俾人地摸嘅感覺係咁嘅。。。唔怪得之d人晚晚都做啦。。。

摸下摸下，我終於頂唔順，一手攞起佢對33C玩弄。

佢。。。竟然冇帶bra?

好！撚！軟！

女人嘅身體，係咪每一片都咁軟綿綿架。。。



'嗯。。。呀。。。'

我用兩隻手指公隔住件衫不停撥弄佢果兩粒lin, 佢都開始俾我玩到呻吟起上黎。

'唔。。。好大。。。好勁。。。'

佢繼續用手隔住條褲摸我嘅小弟，我從來未試過扯到咁鬼行，有種欲生欲死嘅感覺。

突然間，佢將一隻手插入我條底褲入面，起勢chok我嘅小弟。

俾佢無隔膜地摸，我有種怕怕地醜但又好爽嘅感覺，忍唔住又呻吟起黎。

佢嘅另一隻手，撫摸住我塊面，繼續打車輪。

當我正想伸手掀起佢件衫揸佢波嘅時候，突然醒起。。。

我地係表兄妹黎！

呢個念頭一出現，我即刻放低手唔敢揸，小弟都慢慢咁軟落黎。。。

彤彤本身瞇埋左眼享受緊，都打開眼問我

'做咩停呀。。。'

'彤彤。。。我地就算覺得大家係情侶，肉體上都係表兄妹黎架。。。'

'嗯。。。'

'不如。。。唔好咁啦。。。'

'宏哥哥。。。係你同我講過，果一刻我地係咩身份，我地就做咩架嘛。。。'

'唔。。。'

'同你訓左咁奈你都冇食我，連少少便宜都冇沾，我就知你係對我真心，而唔係純綷鹹濕喇。。。'

'嗯。。。'

'咁我宜家同你講：俾我，我想要。'

又係喎，我真係有咁同佢講過喎。。。

佢係我表妹，又係我女朋友。

呢一刻，佢係我女朋友。



只係我女朋友。

所以，我地可以做一d男女朋友會做嘅野。

'好啦。。。彤彤，今晚一齊破處。。。'

佢咩都冇講，落床，番左佢房。

'彤彤！。。。'

死。。。大獲

我唔係激嬲左佢下話

冇理由，我識嘅彤彤冇咁易嬲。

我去佢房，打開門，見到佢訓左係佢張床度。

見到我，同我講

'點呀，俾唔俾我啫！'

'做咩要黎呢邊。。。' 我有d無奈。

'唉！麻鬼煩！'

佢又落床，向我呢個門口方向行。

'哎唔使啦！你中意邊就。。。'

個'邊'字，我講唔出。

點解？

佢過黎，一野推左我埋對門到，含情脈脈咁望住我

呢個。。。係咪就係傳說中嘅。。。

壁咚？！

估唔到，呢個動作係咁誘人嘅。。。

我一野錫左落佢度，瘋狂咁打車輪，d口水流到成個下巴都係。

不斷咁交換對方嘅口水，好爽。



我反客為主，將佢一手推左落床。

二話不說掀起佢件衫，完美嘅33C盡現眼下。

'哈哈。。。咁先係男人架嘛！'

呢句簡直係火上加油，今日我唔屌死你個淫娃都唔得喇！



25. 口技

彤彤嘅乳頭，完全係我之前想像嘅樣，都係咁pink, 咁完美。

我控埋去，用條脷撥弄佢嘅乳頭。

原來一早已經俾我搞到硬哂。

'嗯。。。好舒服。。。'

佢嘅呻吟聲，令我嘅小弟又不受控制咁向前頂，頂到佢大脾。

佢伸手過黎，輕輕放入我條底褲入面摸。

佢隻手掂到我龜頭果下，我成個人好似觸電咁震一震。

啊。。。好舒服。。。

我吸啜住佢嘅乳頭，左右手撫摸住呢對手感勁好嘅胸部，同時佢又幫我chok。

啜左陣，我伸手過去，隔住條底褲一摸。

哇屌，濕鳩哂！

唔好忘記，佢著緊嘅係連身裙，我la高佢件衫嘅時候佢就已經得番條底褲。

我一直定睛望住佢對33C,到依家先發覺佢原來著緊粉紅色果條底褲！

其實彤彤嘅底褲，我有邊條未試過攞黎lup住個頭吖。

但係，望到佢著住，又係另一番風味。

仲要係我最中意嘅粉紅色。

我輕輕咁摸住，佢嘅呻吟聲又大左d, 下面都俾我摸到愈黎愈濕。

唔係，係濕上加濕。

濕到一個點，佢頂唔順自己除左條底褲。

之後又幫我除哂我d衫。

俾自己心愛嘅人除衫，原來係好爽嘅。。。

除左之後，佢二話不說就一野推低我，含住左我條撚。



Holy crap!

佢含住我，一路啜住我龜頭唔放，我feel到有一種俾人吸到條撚已經唔係屬於我嘅感覺。

啜住左廿秒，佢冇哂氣嘅時候，放開左，繼續含住我龜頭幫我打飛機。

等陣。。。點解佢會識d咁嘅技術嘅。。。

'正唔正呀宏哥哥，我係av學番黎架！'

'你睇av?!?!?! '

'唉，為左令你舒服嘛，正唔正啫！'

'唔好講啦！含啦！正到無論呀！'

佢乖乖咁幫我繼續含。

含下含下，感覺到有d唔對路，好似想射tim.

我抽出小弟，將佢推低，論到我幫佢口交。

呢個時候，我終於可以慢慢睇下呢位清純妹嘅下體。

毛唔多，冇乜點突出，但係一線鮑嘅輪廓就好清楚。

睇落d, 竟然。。。連陰部都係粉紅色？

最中意粉紅色嘅我，見到呢個陰唇呆左係度。

呢個。。。就係我夢寐以求嘅閪。。。

'喂。。。點架你！快d啦！'

呢句叫醒左我，我就攞手整開佢嘅外陰，伸條脷出黎由最低果個位好慢好慢咁lam上最高果一點，佢
爽到即刻又濕左一倍。

我呢，第一次品嚐到女人嘅閪水，原來唔係我想像中咁污漕，仲有d甜甜地tim...

我興奮到不得了，接住落黎嘅就冇哂技術可言，只係瘋狂咁鳩lam.

又估唔到，彤彤會俾我lam到愈黎愈high, 愈黎愈濕，愈叫愈高音，去到一果點，高潮左。

而佢高潮嘅一刻，我塊臉痴住佢個閪，感受佢每一下嘅抽搐。

高潮完之後，佢索哂氣，好似好攰咁。



'宏哥哥。。。不如我地沖涼，抖下。。。'



26. 係廁所結婚

廁所入面。

我同彤彤坐係浴缸。

佢係我前面，挨住我。

我攬住佢條纖腰，幾頭放係佢膀頭上面。

'彤彤。。。'

'點呀。'

'我愛你。。。'

'我都係'

'我地第時。。。會唔會結婚架。。。'

'梗係會啦'

'咁我地結婚。。。咪要請人黎囉。。。'

'...'

'咁。。。點算。。。我地一齊唔俾得人知架喎。。。'

'咁。。。我地唔好結婚啦。'

'下？！'

'哈哈。。。唔結婚啫，唔係分手呀傻佬！'

'哦。。。'

'一係咁，今晚當同你結左婚啦！'

'下。。。會唔會快左d...'

'你唔想？'

'唔係。。。'

'洞埋房tim啦，冇得唔結！'



'知道喇老婆仔！'

'...以~~~搞到我好似好老咁。。。'

'咁叫返彤彤囉。。。'

'乖喇老公！'

'以~~~'

'哎吔，好囉宏哥哥！'

'乖喇老婆！'

'喂呀！'

'哈哈，對唔住囉彤彤！'

我又錫左佢塊面一啖。

'宏哥哥。。。你想要未？'

'嗯。。。算啦不如，你都咁攰啦，無謂再做。。。'

'好啦，聽哂宏哥哥話！'

'乖喇！'

'你都要聽彤彤話呀！'

'好，知道！'

'嗱，你依家係我老。。。丈夫黎架喇，俾我發現你有第二個我就。。。'

'哎，我點會啫，邊個夠我老。。。妻子靚女吖！'

'哼，點知你！'

'得啦！我應承你，一生一世只愛你一個！'

'宏哥哥。。。'

'嗯？'

'你講呢句嘅時候。。。好型呀。。。'

'呃。。。'



'可唔可以講多次俾彤彤聽。。。'

'我應承你，一生一世只愛你一個！'

'我愛你呀宏哥哥。。。'

然而。。。呢個承諾。。。



27. 墮落前夕

呢個承諾，講就天下無敵，不過做就。。。

彤彤。。。我對你唔住。

第二晚，我地終於破左處。

佢鬼魅嘅身材，緊緊嘅妹妹，令我好快就射左。

我怕有責任要付，所以冇中出佢，口爆收場。

我地互相倚偎，訓著左。

日子就係咁過，日抖拍拖食飯睇戲，夜晚拍拍拍拍拍拍。

唔洗番學，唔洗番工，舅父每個月寄錢黎。

我地其實可以話比起好多情侶都幸福，因為我地朝夕相對，連錢財都共用。

但係可能就係因為呢一份嘅幸福，令我唔識得珍惜我地之間嘅關係。。。

1月12號

我生日。

彤彤千不該萬不該地，病左。

不過有樣野令我好高興，就係冇見成半年嘅呀雞竟然仲記得我生日，仲係呢日嘅夜晚10點打黎。。
。

'喂！呀宏！生日快樂喎！'

照顧左彤彤成日，頹得好緊要嘅時候，呢句啱聽。

'嘩！呀雞！估唔到你仲記得我生日喎！'

'嗱，有好野益你，要唔要自己揀！'

'有咩好野咁巴閉呀！'

'同左你講咪唔巴閉la! 嗱你自己決定，十一點松記出面！黎就黎唔黎就算！'

之後光速收線。

咩料。。。呀雞又有d咩鬼主意。。。



佢記得我生日，唔知記唔記得我有囡囡要照顧架呢？

'有咩好野咁巴閉呀？' 訓係床上嘅彤彤問我。

'呀雞囉。。。佢又唔講做咩，又叫我落松記揾佢，夜麻麻都唔知佢有咩企圖。。。'

'嗯。。。你去la'

'點解？你唔想我陪你咩？'

'你陪我都陪左半年la, 都冇乜點陪過d fd'

'又係喎。。。'

'咁仲等？落去la, 我訓多陣就冇野架喇！'

'但係。。。你唔覺得佢有d企圖架咩？'

'咩企圖？'

'呃。。。唔知喎。。。'

'上黎。'

'下，做咩'

'上黎la'

'哦。。。'

我上左佢張床。

佢捉住我隻手，將我隻手指放係佢妹妹入面。

'你。。。做咩呀。。。'

'嗱。。。你都係擔心你飲完酒扑左女自己都唔知啫，咁你e家同我做完，陣間咪冇力扑囉。。。'

'下。。。但係你病喎。。。'

'怕咩啫，唔錫咀咪得囉'

'嗯。。。'

我隻手指係妹妹入面開始頑皮，挑逗住佢嘅小豆。



妹妹滲出蜜液，我就除左我地嘅衫。

我慢慢從後插入，驚佢病緊嘅時候受唔住太大衝擊。

'嗯呀。。。'

我地開始呻吟，享受每一下嘅衝擊。

由其係要就住唔好俾佢受太大力果種。

慢慢抽插，令我遲遲未射精。

最後我都係係佢面前自慰，射左落張紙巾度。

不過佢已經好滿足。

'你落去啦，人地等緊你架'

'唔。。。知道喇媳婦！'

'做咩無啦啦叫我媳婦啫！'

'咁你係我老婆吖嘛，又唔叫得老婆，咪叫媳婦囉！'

'...算啦你都係叫我老婆啦。。。'

'係嘅，老婆大人！'

一個goodbye kiss on the face之後，我落去，去到松記門口。

見到一個mk.

佢就係打俾我果個呀雞。

而睇清楚d, 佢旁邊有3個mk妹。

'喂呀宏！有冇帶dom呀！'

仆。。。街。。。



28. 墮落(一)

呀雞，冇見一排，mk到不行。

重點係，佢旁邊果3個mk妹，竟然就係昔日係學校入面嘅五朵校花之中其三：daisy, rose同lily.

我呆左係度，面對呢位mk嘅提問，我冇野好講。

'呀雞。。。'

'睇你條撚樣都冇帶，嗱，攞住。'

佢攞住包condom, 塞俾我。

我呆左，咁大個人第一次攞住包condom.

'行啦壽星仔，呆係度做咩呀！再唔行我燒你春袋架喇！'

'喂，你唔記得左我有女架嗱！'

'屌~~~理撚得佢咩，你唔係lum住真係同你表妹玩亂倫玩成世咩！'

'佢唔係我表妹，佢係我老婆。'

'哇屌，你咪扮野，點解我完全唔知你結左婚架！'

'因為。。。'

'哼，你連我呢個老兄弟都唔俾帖，冇fd做呀！'

'你聽我解釋。。。'

'解釋就等於掩飾，再嘈我唔撚同你客氣架喇！'

'我真係。。。'

'Lily, 同我強姦佢！'

'吓。。。'

跟住我就俾幾隻好冷冰嘅手捉住左，係我未見到人影嘅時候對眼就俾人矇住左，乜都睇唔到，同時個
咀俾人um住左，講唔到野。我不斷爭扎，但係始終唔夠佢地大力。

我感覺到我上左一架私家車上面，行左大概15分鐘，果幾隻冷冰嘅手拉我落車，搭lift上左去一間房
度。



入到間房，我俾人推左落張床度，跟住聽到一把好熟悉嘅聲音話：

'你地出去先，我會搞掂佢。'

之後，我聽到閂門聲，閂窗聲，跟住um住個咀同個口果兩塊布俾人扯開左。

我身處係一間酒店房入面，見到lily用憐憫嘅眼神望住我，而間房冇第二個人。

'你做咩咁望我。。。你想點。。。'

'呀雞叫我搞掂你喎，呀宏。'

'你。。。咪過黎呀。。。我有老婆架喇。。。'

'呀雞叫我就做架喇咩，你都痴線嘅！'

'咁你想點呀。。。'

'唉，都叫左你咪爭扎架啦，搞到成身都係傷。'

'你有叫我？'

'你掛住典黎典去，我叫你都聽唔到啦！'

'咁你想點啫，又要綁架我又要可憐我，有咩企圖呀你！'

'咁你係咪唔想我可憐吖？我隨時可以叫人殺左你架！'

'...'

佢乘機走埋黎，輕聲咁話我：

'你又係衰嘅，結婚都唔同兄弟講！'

'我唔係唔同佢講呀！'

'但係你真係冇同佢講喎！'

'我。。。我。。。'

'點呀'

'唉。。。嗱，我同表妹玩亂倫，係咪唔出得街先。'

'但係佢都知格。'

'即係話，有理由咁高調咁搞婚宴架嘛下話！'



'...'

'我地唔係合法夫婦，只是承認自己係對方嘅終身伴侶啫！'

'即係你地冇搞婚宴。。。唔怪得之佢唔知啦。。。'

'你明喇可！'

'以。。。你咪搞到好似我做錯野咁，我都係聽order架咋！但係你e家行都行唔郁喎，放你走都冇用
啦。。。咁你。。。係度休息下啦。'

雖然呢個女仔樣貌身材都唔及彤彤，但係佢可憐我關心我個樣都可愛。。。

'本身呀雞呢，就叫我今晚同你黎呢度好好咁服侍你呢個壽星仔嘅，但係e家搞成咁，我都唔知有咩好
做。。。'

跟住就坐左埋一邊篤機。

我訓係張床上面，好攰，d傷口仲隱隱作痛，唯有閉目養神。

抖左陣，冇咁攰冇咁痛，就不自覺咁打量下坐埋一邊果位索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