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情・從來只適合旁觀

作者: 阿乙

Powered by 紙言

https://www.shikoto.com


序

大家好，我叫阿乙，一個準備升上大二既美國留學生，我算係一個公認既靚仔，但係唔好以為我係好
受女仔歡迎個類，應該禁講，我係由高中開始先開始受歡迎，剛開始認識我既女仔都會對我表示有好
感，但係一到開始熟落，就每個都會變到對我失去興趣，然後大家就會疏遠，你話呢啲係我性格既問
題？我真係唔知。或者人總係對神袐既野有興趣，一但你弄清佢既全貌，對個樣野既幻想或者期待自
然會消失，情況其實就好似追你個陣當你係寶，追到之後當你係草一樣。以前既我，對愛情一竅不通
，於是跌到滿身傷痕。然後我開始明白到點樣先可以係一段愛情裏面保護好自己，就係永遠唔好做愛
人個個，要做既，就做被愛個個。經歷過一段時期既掙扎之後，我以為我終於揾到一個對既人，但係
後來先發現，原來我地根本就唔應該開始。到左而家，我明白到，大概愛情就像迷幻藥，每個人都它
的藥性而迷失了自己，變得不再像自己，隨著吸食時間越長，吸食既劑量亦越黎越多，因為禁先可以
令你覺得安心，到最後，當你望著塊鏡，你會驚惶禁問一句：鏡裹面那個頹喪既人係邊個？！或者對
我黎講，最適合既位置，就係當一個愛情既旁觀者。呢個故事，其實就係由我升上高一個年開始講起
，如果你對我既故事有興趣，不妨陪我一齊回憶下呢四年發生既事。



高一篇 （一）

而家係9月1號朝早7:45，我企左係塊鏡前面為自己既髮型作最後既整理，今日係高中生涯既第一日
，而我亦唔再係初中個個唔識打扮既我，今日點都要比個好印像班新同學，
阿！都未介紹自己，我叫顧思乙，一個澳門學生。
你話又係用新學期黎做故事開始，然後話自己好興奮既開頭好老土？
頂，禁我個故事真係由呢個moment開始嘛，況且大部分人都會因為就黎要見到一班新同學而覺得
興奮啦，你話啱唔岩先。
其實我由屋企行番學校只需要5分鐘，而開始上堂既時間就係8:05,以前既我總會早15分鐘就番到學校
，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比屋企人教導成一個品學兼優生，所以遲到對以前既我黎講係唔能夠接受既事，
但係自從經歷左我既初中生涯之後，我就明白到一個道理：男不壞 女不愛。
以前
我以為只要夠靚仔，就可以好易溝到女，但係我真係唔明，點解我初中個陣中意過既幾個女仔最後都
係同左啲mk一齊！
由細到大我都比啲長軰讚我靚仔，而我自問個樣亦都唔係差，但係點解會吸引唔到女仔呢？
最後我發現左兩個原因，一來係我既乖乖仔性格，女仔只會當我係on9，莫講話會中意我，二來係我
個頭真係大柒，由細到大我都係去阿媽帶我去既飛髮鋪剪頭髮，所以個頭一直都柒下柒下，就算幾令
仔都冇用，
於是我係升高中既暑假終於去salon做左我人生第一次染髮，之後再剪左個mk頭，再鑽研埋身著配搭
，終於成功由一個毒撚變成一個半mk仔。
但係呢啲都只係外表上既改變，我既內在仍然係一個乖乖仔，咩男不壞女不愛，你估變壞真係禁易咩
。
但係相信大家都知道第一印像既重要性啦，例如一個人第一眼比人既感覺係一個弱不禁風既毒男，禁
你就好大機會成為大家以後既主要抽水對象，相反如果你一開始比人既感覺係一個不良分子，禁大家
都會忌你三分，我想講既係，開學日其實係一個好重要既日子，因為大家係班裏面既位置都係呢一日
初步成形，而呢個位置就會跟著你直至你畢業為止，
所以我決定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壞學生，但係具體要點做呢？
就係要係遲到前1分鐘先入到班房，我計好曬時間，成功係遲到前一分鐘入到課室，呢個時候我望到
成個課室已經坐滿曬人，只係淨番幾個空位，全班新同學都望著我，而我亦都望著佢地，
佢地個樣就好似係度講緊，嘩呢條友番學第一日就差啲遲到，一定唔方係咩好學生啦，呢個momen
t，我就知我係呢個班既位置已經開以成形，唔好誤會，我唔係要做呢個班既大佬，只係經驗話我知
，壞學生溝女，一定比乖學生易得多。
而正當我想揾個位坐低既時候，又有條友衝左入課室，佢係我高中其中一個最friend既人，叫阿明，
我同佢係初中個陣已經同班，亦都算幾friend，佢好鬼靚仔，加上性格又好，又潮，初中個陣已經好
撚受歡迎，有時同佢企埋一齊，都真係會有種自卑感，但而家既我已經唔同左，亦唔會再自卑，呢個
時候班主任已經啤著我地，所以我地就快快脆脆禁坐埋一齊。 
「好，而家就會帶大家上禮堂，校長會同大家演講，然後訓導主任會同大家講下今年要注意既事」班
主任對著全班宣佈 
「但係，根據訓導處既指示，上禮堂之前，我要先檢查一下大家既髮型，髮型不符既我會記低，然後
交比訓導處理」班主任繼續面無表情禁講 
「屌，仆街啦，第一日就搞啲禁既野。」阿俊對我講，
其實我地學校係可以幼稚園一直升到高中，而阿俊由初中開始就已經日日比人捉頭髮禁濟，所以已經
一早比學校點左相，每次要捉髮型不符既學生，一定有佢份。 
「屌，你都預左嫁啦。」其實雖則我初中個頭禁柒，冇比人話過髮型不符，但係我知自己今次實奶野
，因為我個頭係暑假個陣染左啡色之後，就冇染番黑過，而且而家仲已經甩色甩到變左金色。 
「你兩條友真係夠疆，個頭禁都夠膽死番學，擺明叫人捉你地姐。」講野既係一個坐係我地前面既女



仔，佢叫嘉宜，都係由初中開始已經同我地同班 
好快，班主任已經行到過黎我同阿俊身邊 
「你地兩個叫咩名？你地髮型不符，我要落記錄啦。」 然後我地就去左禮堂度聽廢話聽左一個鐘，
開學禮亦正式落下序幕，而我係班裏面既位置，亦已經被初步確立。



高一篇 （二）

第二日番到學校，因為同新同學仲未熟，所以我主要都係同阿俊，嘉宜傾計，
當然，呢個時候我個頭已經變番黑色，因為琴日訓導話如果我唔染番黑就唔會比我番學。
話說我今朝竟然罕有地訓到唔知醒，所以遲曬大到，足足skip左一堂，正式上堂第一日就遲到，
我諗大概我已經比人認定係個壞學生，其實我唔係要禁呀，我只係唔想比人認定係薯仔個類人姐，點
解會搞到而家成個mk壞學生禁。
正當我係度苦腦緊，特然有個男仔行埋黎。 
「喂，你都幾夠疆喎，琴日染到成頭金毛都仲夠膽番學，今日仲要第一日上堂就遲到，琴日個仆街訓
導點鬧你先？」
 「er…冇佢叫我染番黑佢姐」我有啲尷尬禁答佢 
「條仆街又會禁好死既，正常佢應該會煩你好耐，同你講埋曬啲on9野嫁喎，我之前都比佢鬧得多。
」
佢好似好自豪禁講 睇黎呢個野真係壞學生黎，都係唔好同佢禁熟好啲 
「哦，係咩。」
我就求其應佢諗著打發佢走 但係佢唔知點解好似同我懶熟禁，好似想同我做friend,唔通呢啲就係物
以類聚？
佢以為我都係佢個類人所以想我埋堆？我唔要呀，我唔想做佢呢類人，應該話我其實覺得佢呢種人好
扮野，所以一直都冇咩好感，經過一輪奮戰，我終於打發左佢。 
平平安安又過左兩個星期，又到星期一，其實我真係好憎呢間仆街學校，個校長同啲主任鬼死禁自大
，
成日覺得呢間係band1學校就睇唔起其他學校既人，
係，你冇睇錯，係校長同主任睇唔起其他學校既學生，我成日係度諗，你為人師表，連對其他人最基
本既尊重都唔識，你叫我點尊重番你呀。
仲有就係我地學校連星期六既朝早都要番學，所以一星期其實就得星期日係正式放假，真係諗番起都
覺得陰公。
講番我個班先，基本上班上既人都開始熟落，但唔知點解同我熟既都係男仔。。。
除左嘉宜之外，基本上都好少同其他班上面既女仔傾計，或者禁講，佢地見嘉宜同我好熟禁，所以就
以為我同佢係拍緊拖，所以女同學都唔太敢揾我傾計，可能驚比人講閒話啦。事實上我同嘉宜由初中
開始已經比其他人傳我地拍緊拖，但係其實我地私底下根本就冇咩交流，連msn同whatsapp都好少
傾，只不過佢一直係其他人面前成日扮到好似係我女朋友禁，咩都管著曬，又成日發我皮氣，所以先
令其他人誤會，老老柒柒丫，我真係唔撚知佢諗咩。
不過，佢其實都算係令女，所以你問我對佢有冇feel?
其係有既，不過我根本就唔知自己可以做啲咩，又唔夠膽追佢，再加上都已經識左佢幾年，佢其實係
屬於收兵個類女仔黎，而且每段感情維持時間都好短，就算有男朋友，對我都係好似好曖昧禁，大佬
，我眼睇你就淨係同我曖昧姐，我點知你暗地裏仲同幾多隻兵嫁。
不過，當時我仲未認識收兵呢個概念，所以真係成日都比佢搞到茶飯不思。
講番正題先，班上面各人既角色都已經定左落黎，相信大家都明白，每一個群體，都由唔同既人擔任
唔同既角色，所謂既角色，就係例如成日中意搞笑既人會被認為係小丑，有領導才能既人會被大定認
定係大佬之類。
而我同阿俊因為靚仔，就被大家認定為班草，點解我會知我自己係班草？因為由班女仔把口傳出黎，
然後慢慢傳到我隻耳度囉。 
「喂，你琴日做左啲咩呀？」嘉宜笑笑口禁問我 
「冇咩特別呀」我好冷淡禁答佢，
因為其嘉宜都係一直對我都係忽冷忽熱禁，經過幾年既折磨，我悟出左一個道理，對著佢，認真就輸
了。



自從我明白到呢個道理之後，我對著佢就越黎越冷淡。 
「哦～禁你快啲問下我琴日做左啲咩啦～」根據我對佢既瞭解，睇佢個開心樣，琴日應該係識到個靚
仔 
「禁你琴日做左咩丫」我好無奈禁問佢
 「我琴日同班friend出去玩，識左佢靚仔大哥哥，琴晚仲同佢whatsapp到好夜添～」佢好撚興奮禁
講 
「哦，禁咪好囉。」
其實佢知道我講呢句個陣個心會痛嗎... 之後佢就繼續講個男仔既野，但係我根本就唔會有心情聽，而
家我諗番，究竟佢個陣成日做呢啲野係為左令我吃醋，定係佢真係純粹想同我分享呢？
我睇唔通，我諗唔透，但係其實答案係咩，都已經唔重要，因為，或者佢注定係我人生中既一個過客
。
 如事者，又過左兩個星期，我亦開始同班上面既女仔熟落，其實我都算好彩，全級4班，文組兩班，
理組兩班，理組就梗係冇咩靚女啦，因為全部都係讀書樣，而全級黎計，靚女幾乎都集中曬係我個班
，雖然真係算得上女神既都係得兩三個，
而我就同班上面其中一個腐女friend左，佢個名就叫阿樺，
禁話題就梗係圍繞著動漫啦，就係因為禁，我亦都同佢既一個姊妹認識左，就係我地班上面既阿欣。
 
記得個日上完第一課，禁小息我就梗係訓下教啦，點知又比嘉宜嘈鬼醒我 
「喂，我好開心呀，你快啲問下我做咩禁開心啦～」
「有野就講啦。」
我都係想快啲訓教姐，其實或者我可以將你講既野當催眠曲禁聽既
「我就黎同一個男仔一齊啦～你快啲凳下我開心啦」
「……」呢一刻我真係唔想講野
「做咩呀，你唔開心牙....」
「冇呀，禁咪幾好囉，等你唔駛禁dry嘛。」
屌你明知我唔開心嫁啦，其實你根本就知道我對你有feel，你而家算係玩9我？ 諗番起，就係因為呢
次對話，我決定左要快啲揾番個女朋友，而呢個時候，我就認識左一個對我一生有好大影響既人，梓
靈。 



高一篇 （三）

話說高一開學個陣，禁學校就話參加下社團對第時教大學會有幫助，
禁阿俊同嘉宜都㨂左同一個學社參加，（咩學社就唔講啦，因為都無關重要）
雖則我對個社團就冇咩大興趣，但係我個時又驚嘉宜入到社團會比其他人溝左去，所以最後都同佢地
入左同一個學社。
就係因為禁，我識到一個大我兩年既學姐，梓靈。
佢係呢個學會既其中一個幹事，禁個陣學會有活動，唔知點解我就禁唔好彩比人抽中左要出席，於事
乎就開始左我同梓靈學姐既第一次交流。
因為個活動佢有份負責，有啲細節要再同我地講，所以我就比左我facebook佢，我記得佢即晚就加
左我，之後inbox講左一啲關於活動既野
「頭先同你講既野你記得同另外一個組員講喎～」梓靈提醒我
「yes madam」我都唔知點解個陣會禁ON9禁應佢＝＝
「人地仲後生，叫madam好老啊。><」
「禁叫你姐姐law」
「叫我梓靈啦。姐姐5系你D哥哥仔叫ge...」
「yes 梓靈～」
「當堂開心曬~」
「禁易就開心?」
「系啊，點解個個都好奇點解我可以甘易開心ga???」
「估唔到你禁大個人仲成個仔路女禁姐」
「甘人地不嬲都系細路女啊。」
之後我地傾左好耐....好耐
「做咩你禁夜都未訓既？～」佢問我
「因為想學姐你同我傾計～」
其實佢個樣都幾令，禁按照慣例都係要講下呢啲氹下佢既
「口花花，唔驚女朋友嬲咩~仲有 我講過叫我梓靈呀＞＜」
當佢打呢句既時候，我就知佢想試下我有冇女朋友
「我都冇女朋友＝＝」
「下，睇你個樣唔似冇喎」
「呢啲野有樣睇嫁咩＝＝」
「禁你呢，禁得閒同我吹水，唔駛陪男朋友咩？」
我即刻乘勝追擊，其實我知佢冇男朋友，因為佢係學校都算出名，而嘉宜都有同我講過佢既野，話佢
單身左已經一年。
亦因為禁，我一入到個個學社已經開始留意到佢，再加上佢係一個靚女，同埋之前比嘉宜刺激過，所
以我都想同佢有進一步既關係。
「我都冇男朋友，我單身左一年啦」佢仲打左個sad既表情符號，
我一見到呢句，我就知道，佢對我應該都有好感，佢講得呢啲比我聽，都係想我同佢可以曖昧下，之
後我地再繼續傾左好多野，傾到零晨1點。
過左幾日，學社又有新活動，話說呢個學社好麻煩，每星期都有幾日要4個社員去小學部度教啲小學
生普通話，由每個社員都要輪流做，因為社員人數多，所以一個人其實一個學期大約都係做兩至三次
，唔知係同梓靈有緣定係佢特登安排，我同佢被分配左係同一組，
教小學生普通話既過程都冇咩既，因為大部分都唔駛我出聲，都係由其他社員教，我就負責派下啲教
材比啲小學生禁姐，於是又完左一日，
個晚我如常開著冷氣係房間睇卡通，無啦啦見到facebook有人inbox我，一睇，原來係梓靈，
我地已自從個晚傾過計之後，已經幾日冇揾過對方，主要係因為我都唔知有咩可以同佢傾，同埋對佢



又唔係真係好有感覺，所以有時間都寧願睇多兩套卡通。
「今日啲小朋友好得意呀^^」其實佢真係一個幾中意小朋友既人黎
「係阿～我都覺」我本身對小朋友係冇咩好感，因為我好怕麻煩，但係唔通我同佢講我一啲都唔中意
小朋友嫁，佢地好煩嫁禁咩之後講左啲咩我都唔係太記得，總之就佢叫我加左佢msn再傾，個晚我地
傾到零晨2點，最後佢話佢想睇那些年，我就話我已經睇左，但係我覺得好好睇，所以可以陪佢睇多
一次。（我第一次睇那些年係同一個男仔friend去睇，諗番起我同佢個陣真係好friend，只不過佢之
後轉左校，大家雖然仲會聯絡下，得閒出黎聚下，但係已經同以前個種感覺唔同曬，佢之後都應該會
係故事裏面出現），就係禁，我同梓靈開始左我地第一次既約會。 



高一篇（四）

我記得個日係星期六，即係我約左梓靈去睇那些年個日，我個日中午都有同佢msn，
事關我地約左8點半睇戲，佢就話佢訓陣教先，叫我6點打比佢叫醒佢，因為佢驚唔知醒，
禁作為第一次真正單獨同女仔去睇戲，（其實之前同嘉宜都試過一次，之後會係番外篇交代番），我
就梗係要做好準備，
我個日成日都期待著同佢既見面，事關我地屋企其近都相距10分鐘路程，所以我地約左7點係附近既
m記門口等，禁我4點就已經開始坐立不安，
先檢查自己銀包夠唔夠錢，因為小弟之前冇拍過拖，而自己又唔係大洗，所以零用錢草埋草埋都有幾
多，
我記得為左以防萬一，我帶左足足五舊水出街...然後我開始做掌上壓，
個陣受動漫同網絡媒體茶毒既我總覺得瘦就係型，所以個陣真係瘦到得排骨，然後發現到自己有頭大
膀頭窄既現象，所以決心要練番大隻啲，好彩近幾年已回復正常身型，
講番正題先，話説做完掌上壓已經係5點，我就知道，係時候啦，我入左廁所沖涼，之後吹頭換衫，
左避免顯得自己太重視呢個約會，我就只係著左tshirt同7分褲，加埋對個陣覺得好靚既mk粉紅色air
mix....
然後就開始做最花時間既準備功夫－－－gel頭，
個日唔知係手感好定係神眷顧我，個日個頭gel到史無前例禁型，其實講黎講去都係mk頭姐，
搞掂曬啲野之後先5點45分，於是我望著個鐘，一到6點就打比佢，
但係我發覺，原來自己係第一次打比佢，於是超緊張，但係又唔可以比佢察覺到我緊張，於是我同自
己講，連打比佢都淆，點溝佢呀！
我禁左撥出鍵，電話裹面傳黎佢甜美既聲音
「喂」
「喂，夠鐘起身啦」
「我起左啦～」佢把聲都係好好聽～
「禁好啦，陣間見啦」我用左自己覺得最成熟既音調講就係禁，
6點55分，我就到左m記門口，3分鐘之後，佢終於到左，
話說我唔中意人遲到，尤其係第一次出街，所以亦增加左我對佢既好感，
佢著左長袖衛衣加短褲，再帶左副冇鏡片既眼鏡，我見到即刻精神百倍，事關有啲女仔帶左眼鏡之後
會即刻變左讀書樣，有啲女仔帶左之後會即刻增加左種淫底既feel，而佢呢個look禁啱就係後者，亦
係我夢未以求既淫賤大姐姐～
「你禁早到左既＞3＜」佢微笑著禁講
「er…應....應該既」
「禁我地行囉，我想去食野先呀～」
「好呀，你想食咩呀？」
「我想掃街～食牛雜魚蛋個啲」我對於佢呢個答案真係跌眼鏡，仲以為佢一定會話要去食日本野
「好呀，我都想」
行左幾步，佢見到有人拖著隻好大既狗行緊埋黎，佢即刻捉著我彈左去另一邊避開隻狗，
之後佢同我講佢細個比狗追過，所以好驚狗，
我記得自己仲同佢講，唔駛驚喎 我係度嘛，佢笑著禁答我 「嗯～」
之後我地去左掃街，正當我準備比錢個陣，佢就話
「你比我請啦，我琴日先出左零用錢炸～」
禁我就話好啦，之後我地係附近既坐低左，然後我發現左一個好嚴重既問題
「咦，得一支竹簽添，我行番去問佢攞多支啦」我同梓靈講
「唔駛啦～我地兩個用一支咪得囉」
天呀！禁咪即係間接kiss!



佢吉左一舊魚蛋
「拿，餵你食啦～」
好甜！我重來都唔知魚蛋係甜嫁！就係禁，佢餵下我，我餵下佢，好快到左睇戲既時間
套戲開頭就係柯震東準備去陳妍希既婚禮，或者每個人都真係會有一個屬於佢既沈佳宜，呢個人可以
係我地既朋友，知己，甚至係一個連朋友都算唔上既人，但無論係邊個，你，始於係錯過左佢，或者
你有努力過，表白過，付出過，但係有時感情既野就真係好似歌詞禁講：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
時，莫強求。
都係講番我同梓靈先，其實我成程都冇睇過套戲，我只係一直偷望著梓靈，
直到有一幕講到柯震東同陳妍希開始曖昧，我同梓靈係呢個時候禁啱互相望著對方，然後又好尷尬禁
另番轉面，我知道佢應該都對我有feel，我唔知下次冋佢出街仲會唔會出現禁啱feel既場景，我甚至
唔知仲有冇機會再同佢出街，我淨係知我唔想佢成為我既沈佳宜，我想佢做我女朋友，
就算只係可以擁有佢一秒，我都滿足啦。我都唔知那來既勇氣，一野就拖著左佢隻手，但係我視線仲
停留左係電影銀幕度，我唔敢望佢，我個心跳得好快...好快
咦。。。佢冇甩開我隻手。。。禁。。我即係成功左
我地大家再次互相望著對方，佢對著我笑，然後挨左落我膀頭度，一切都好自然，好自然，
而係套戲做到一半個陣，我地就kiss左，
都唔知係巧合定個天幫我，我買飛個陣得番最後個排既位，所以唔怕比人望著，唔會尷尬。
我會記得，我既初吻就係戲院裏面發生。終於到左散場，出黎個陣佢見到我地學校既同學，之就佢同
我講佢唔想禁快比人知，所以就鬆開左我隻手，
你地以為我會覺得唔開心？哈哈，錯曬啦，因為其實我都唔想公開，我覺得係facebook較relations
hip呢啲野好門面，一齊左咪一齊左囉，駛物話比其他人聽，我甚至唔想比其他人當做茶如飯後既討
論對象，所以佢話唔想公開，我一啲都唔mind。
我地由戲院行番屋企，中途經過一個公園，我地座左係遷秋度。
「點解你會中意我既？幾時開始嫁？」佢問我
「呢啲野冇得解嫁喎，中意咪中意囉。幾時開始？em....第一次同你傾計個陣已經有啲feel嫁啦」
「你知唔知幾個月前有幾個人都追過我，我都冇同佢地一齊，而家唔知點解就同左你個衰人一齊＞＜
」
有時愛情就係禁，你付出既時間同你既收獲好多時都唔成正比，例如一個男仔追左一個女仔幾年，個
女仔都可能唔會因為佢既專情或者付出而同佢一齊，相反，最後個女仔可能就會同一個只係出過幾次
街，識左唔夠幾個星期既男仔一齊，
愛情，大概就係禁殘酷既野。
「你真係唔介意唔公開？」佢好緊張禁問我，好似覺得好對我唔著禁
「傻妹，我唔介意喎，只要你係中意我既就夠啦」我微笑著答佢然後，
我地迎來左拍拖之後既第二個吻。我記得，呢個吻係發生係遷秋架前面就係禁，我送左佢番屋企，然
後慢慢禁行番自己屋企。沖完涼，我攤左係張床度，電話響起了，係梓靈。
「我好掛著你呀」呢句係佢係電話既第一句說話
「我都係～」
「不如你聽朝黎我屋企揾我丫，之後我地一齊番學～」
因為佢阿爸阿媽長期係大陸做野，所以呢間屋得佢同佢阿妹住
「好呀～」我記得...我地又傾到唔肯收線，最後佢話眼訓，然後我同佢講聽朝見，然後就收左線了我.
...
第一次知道，原來拍拖既感覺，真係禁甜密。
而家諗番起，如果我個陣唔係第一次拍拖咩都唔識，或者，佢而家仲係我女朋友，
只可以話，我係錯既時間，遇見左對既人
我記得佢問過我：「你覺得我地可以一齊幾耐呀？」
我好堅定禁答佢：「到你唔中意我為止。」
佢話： 「我之前啲男朋友個個都係禁講，但係最後都係佢地飛我」



我話：「我會證明比你睇我同佢地唔同」
我作出既承諾，我做到了，但係你，到底去左邊呢.... 



高一篇（五）

「今日社團活動個陣阿思望著我同你傾計個陣個樣超好笑囉」梓靈inbox我
「係咩？我冇留意到喎」
「仲有呀，今日我班有個野超搞笑囉.....」
自重拍左拖之後，我基本上每朝都會買早餐上梓靈屋企，然後同佢一齊番學，雖然話唔公開，但係我
地都冇話太避忌，係差唔多行到學校先會開始分開行
記得個陣每朝都6點半起身，而家諗番起真係唔明白點解可以禁有毅力，可能呢啲就係所謂愛情既魔
力掛
記得到左學校考試個排，我同梓靈一齊出左去食早餐
「記唔記得我琴晚話去左揾個男仔friend幫我温習呀？」梓靈一路食蔔白糕一路問我
「嗯，記得呀，做咩呀？」
「我...琴晚同佢訓番同一張床」
「哦」我都唔知自己點解可以禁平靜
「但係我地咩都冇做過嫁」
「我都冇講過咩，我信你嘛」
「點解你好似重來都唔會吃醋既？」
「因為我信你囉～」
大概，呢個亦係梓靈同我分手既其中一個原因....
自此我亦都明白到愛情唔係好似電視劇禁講，只要相信對方，就可以一直走落去
「我前度由美國番左黎過聖誕假呀」
「哦」
其實佢成日會同我提起佢啲前度，佢係我之前有7個男朋友，不過佢每次講親呢啲我都冇心情聽，因
為我認為佢地都係過左去既人，而家我點對佢先係最重要佢重會同我講佢仲忘記唔到前度，但每次我
除左講我會一直留係佢身邊之外，都唔知可以比咩反應佢
「我以前應承過要同佢慶祝生日嫁，所以我遲啲會同佢出街」
「下，你同佢兩個人？」
「係阿」
「……」
「仲有呀，我過兩日會過香港揾個男仔friend玩兩日喎」
「55」
其實我成日聽到佢同男仔出去玩，真係成個人都頹曬
兩日後，佢過左香港，我亦好似放監禁，終於有番啲私人時間，可以陪下屋企人同休息下，但係我估
唔到，安隱既時間過得特別快，而緊接著係惡夢既開始。
我記得個日係星期日既夜晚，個晚落緊大雨，凌晨3點，梓靈打比我
「喂」
「…..」梓靈冇出聲
「做咩事呀？唔開心？你唔係啱啱先由香港番黎咩？」
「你覺唔覺得我地之間出左問題呀」佢把聲好認真
「咩呀？無啦啦講啲禁既野」我真係有啲火滾，成日都冇野揾野黎嘈，呢種事其實已經唔係第一次發
生
「我覺得好多野都變左啦，你知唔知我係香港發生過啲咩事呀！我地不如算啦！」
「你唔講我點知姐，你而家講比我聽啦，我慢慢聽你講好唔好？」
「我覺得好對你唔著呀！」
其實，聽到佢呢句，我就知道件事一定同個仆街狗公有關
「我香港個friend個陣病左，跟著我上左佢屋企....跟著」



「得啦！你唔好講呀！」我印像中呢次好似係唯一一次對佢禁大聲講野
我聽得出佢係度喊緊「我覺得好對你唔著呀！我唔知點面對你呀！」
「……..」
個一刻，我咩都唔想理，我唔想出聲，咩都唔想知，我自問已經盡自己既能力去愛你，去照顧你，點
解你要禁對我....點解
「求下你，你出下聲啦，我好驚呀」佢喊著禁同我講
「你唔好喊啦，或者，我地比個機會大家？」我真係唔想失去佢
「 ……」今次輪到梓靈沉默
「之前既事，我地當冇發生過，我地重新開始好嗎？」
「但係我係唔知點面對你呀！我同你一齊好辛苦呀！我好辛苦呀！就算繼續一齊，你都唔會再信我！
你會想揾條鏈鎖著我嫁！」
我瞬間崩潰，原來我一直既付出，只係令佢越黎越辛苦，我一直以為對佢好既，原來不過係自己既一
相情願
「真係唔可以重新黎過？」我作出最後既挽回，而換來既只係電話另一邊既沉默
「禁分手啦....」我忍痛講出口
「咩話？」
「….分手啦」
「你真係捨得？」
又係佢話要分手，而家又反問我捨唔捨得？玩我呀
「係你自己唔要我既 ….」
「你揾到一個好似你對我禁好既人比我，我咪同你分手囉」
「sorry, 我唔會揾到，因為對你最好既得我一個」
「你....真係覺得我地可以繼續？」
「總之我唔想冇左你.....」
最後….最後個晚我地冇分手，我以為經過今次我地可以繼續走落去，但係或者....或者我地著定唔適合
對方



高一篇（六）

「分手啦」
個日係聖誕節，我望著手機裹面既呢個短訊，自己一個係街上面漫無目的禁行，
我以為呢場係一樣夢，不然大家既感情又點會只係用一句說話就可以完完全全禁結束呢？
我發覺個天開始落雨，但係我竟然冇濕到，只係地面不停被水滴沾濕，呢個一定係夢啦，快啲醒啦！
快啲醒啦！
呢個”夢”始終冇醒到，滴濕地面的，原來唔係雨水，而係我既眼淚佢話
分手係因為大家既性格不合，但係其實，真正既原因係因為佢同番美國番黎過聖誕假個前度復合了，
呢樣野我係之後先由佢朋友口中得知既
之後既細節，我已經唔太記得，我只係記得，個晚之後，我就冇再喊過我既生活好快重回正軌，
同佢一齊既日子就好似只係發左一場夢禁，只係我係生活中總會無意中記起佢，
或者....佢已經變成我生活中既習慣
習慣左每日買早餐比佢食，習慣左每日6點半起身，習慣左陪佢訓教
一切好似回復正常，回復到未認識梓靈既時候，但係，我發覺，原來我已經習慣左佢係身邊，有佢係
身邊既日子，先係正常
有時我會係度諗，其實我有冇真正愛過佢呢？ 如果有既，禁點解我之後都冇再覺得傷心既？
不過其實答案已經唔重要，反正，一切都已經過左去，你 已經唔再屬於我，而我
亦唔再想念你有時我會諗，
如果我地再撞番，會唔會有機會復合呢？
不過每次我都得唔出答案，或者，其實我根本唔想知道答案，因為至少而家偶爾諗番起同你一齊渡過
既日子，而少都係快樂既我唔想呢份回憶受到破壞，
所以 我同你既關係，就留係過去啦，至少禁樣，可以令呢段往事永久保存落去.....
係啦梓靈，你知道嗎？我同你分左手之後重新開始左跳街舞，當初只係想消磨下時間，點知而家變左
part
time既dancer，不停禁出show，叫做賺到啲零用錢，比賽仲攞過幾個獎嫁，我係咪好叻呢～有時，
我會想同你講，我又接左幾個show啦，快啲讚下我啦
但係我知道，大概我地呢世都唔會再見到面了劉梓靈   
你   近來好嗎？ 

高一篇 （完）



高二篇開始之前

寫高一篇既時候，無意中揾番同梓靈既對話記錄，勾起番好多回憶，其實我地大部分既聊天記錄已經
冇曬，所以有好多都係我靠記憶寫番出黎，當然我同佢之間既事仲有好多都冇寫出黎，唔係我唔記得
細節，只係我唔想再記番起，或者，或者如果佢機緣巧合睇到呢個故事，佢會知道呢個故事係我寫既
，不過呢個可能性應該低過我中六合彩頭獎～或者當故事完曬，我會再寫下同梓靈既往事，要講既事
差唔多啦，高二篇 不日推出



外傳 顧思乙與嘉宜的往事（一）

話說呢件事發生係我地仲係初中既時候.....
「顧思乙，你今個星期六有咩做呀？」小息既時候嘉宜問我
「冇咩呀，係屋企睇卡通囉」
「我想睇生化危機呀，阿xxx同yyy（兩個同班同學）都會去呀，你去唔去呀？」
「哦，好呀，反正得閒」
其實佢又唔係無啦啦約我既，只不過我個排同xxx
yyy同埋嘉宜唔知點解變到好friend，個排我地4個基本上放學同放假都會一齊玩
時光飛逝 歲月如梭 轉眼間就到左星期六，不過其實我地學校係星期六朝早都要番學，
唔係上咩興趣班，係真係好似平時禁上足5堂我就好似平時禁玩手機玩足5堂，當我見到手機既電量
淨低15%的時候，我就知道 到放學既時候了
「顧思乙，今晚見啦，記得唔好遲到呀，唔係見唔到開場唯你事問呀」
「係啦，我有幾可會遲到丫」
佢冷笑左一聲，之後就黎個華麗轉身，輕輕的步出班房，不帶走一片雲彩
禁我就梗係唔輸洩啦，我都黎番個太空漫步，漫漫行番屋企食完中午飯之後我就一路睇卡通，到左禁
上下時間我就想打比佢地問下佢地準備幾點出門口
點知人算不如天算，係我擺起手機既時候就見到兩個信息
xxx:「我特然間有緊要野做黎唔到啦 sorry呀」
yyy:「我要幫阿媽做啲野，我黎唔到啦 sorry」
今次仆街啦，禁即係得番我同嘉宜去睇？我即刻打比嘉宜
「喂，佢地有冇同你講？」
「講左啦」
「禁點？我地仲睇唔睇好」
「睇囉，費事shy左張飛嘛」
「禁好啦，陣間見啦」
話說套戲8點半開始，我8點3就到左，等左2分鐘 嘉宜就出現了「
你要唔要食爆谷呀？」我問佢
「哦 好呀」
買完爆谷都未開場，我地就一路食一路等，等等先，點解個個人禁熟口面既？佢仲要望實我既？佢仲
同我打招呼喎！
「hi,阿乙
禁啱既？黎睇戲呀？」冇錯，我係撞到我表哥同佢老婆......今鋪真係水洗都唔清，孤男寡女黎睇戲，
就算你地真係冇野，其他人見到都只會覺得你地係情侶....
「唔..唔好誤會」仆街 我仲要講到窒下窒下禁，今次真係仆街啦
「冇呀，冇誤會呀，我地啱啱睇完戲呀，而家走嫁啦，你地玩得開心啲啦」表哥笑笑口禁講，我知佢
而家內心一定係笑9緊我
「哦，好啦 byebye」我唯有用僵硬既笑容回應，然後目送佢地離開
「顧思乙，佢地....邊個黎嫁？」嘉宜忍著笑問我
「我表哥同佢老婆囉.... 」
「禁佢地會唔會同你阿媽講嫁？」佢一路問一路係度喪笑，都唔知佢笑物9
「正路應該唔會既....」
「天呀，點解會發生啲禁既事嫁，我唔想比人誤會我同你拍緊拖呀」佢仲係一路講一路係度喪笑，個
刻我真係想將佢個頭塞落筒爆谷度
就係禁 我地睇完戲之後去左食糖水 然後送左佢番屋企，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其實個晚既細節



我大部分都唔記得了，我甚至唔記得我地睇個套係咩戲，所以生化危機都係我作出黎，因為我真係諗
極都諗唔起究竟睇左啲咩
我只係知道 個次 係我同佢第一次單獨睇戲 亦都係最後一次
後來佢有左男朋友 到而家仲係一齊緊 係拍拖之後我地都出過幾次街，不過唔係單獨 而係double
dating
因為唔知點解我之後個女朋友同嘉宜變到好friend，所以就一齊出過幾次街，不過其實我個人係好唔
中意double dating，原因我自己都唔清楚，但係就係唔中意
嘉宜大一去左葡國exchange一年，而家差唔多番澳門了
不過大家都已經好耐冇聯絡過
睇著佢由以前禁鐘意玩，變到而家禁專一
，其實都幾櫈佢開心既，作為朋友，希望佢同男朋友真係可收成正果啦
岑嘉宜 你幾來好嗎？ 

ps.下一篇應該都會出同嘉宜既另一段往事，件事發生係我分左手之後冇幾耐



高二篇（一）

話說同劉梓靈分左手之後，我就開始頹，其實又唔可以話頹既，只係變番做拍拖之前既狀態即係成日
無所事事禁，
或者係習慣左同佢一齊既時候總係唔會有咩空閒既時間，所以而家變到一無野做就好唔慣所以我決定
去跳街舞，其實我以前都有接觸過，只係冇堅持到，
但係其實都有興趣就係禁，我開始自己一個人去練，每日上網睇教學片，睇完就去出面既公共練舞室
，日日如事，呢種日子其實一直持續到我黎美國讀大學之前
禁話說高一好快就完左，暑假無野做我都係日日去練舞，因為個舞室係公用，所以我亦都識左好多跳
舞既人其中一個就叫阿欣（唔係我學校個個），佢大我兩年，跳開jazz，
我同佢個排成日都會見面，我地會出街食野，睇下戲，出黎吹下水禁不過我地唔會一齊練舞，一來大
家跳既style唔同，二來其實我中意一個人練，會自在好多，吸收得快好多就係禁，基本上我同佢成
個暑假都陪著大家，
或者你會問我同佢係唔係曖昧緊，其實我都唔知，只係我對佢冇個種感覺講明，佢個樣絕對係女神級
，不過我諗大家都會試過，雖然你覺得個個女仔係靚，不過就梗係唔係你中意個類，所以我從來冇諗
過同佢進一步發展話禁快就過左三個月，
我記得臨開學前個晚佢打比我「喂，阿乙，你係邊呀？你可唔可以出黎陪我呀？」電話裏面傳出佢喊
緊既聲
「你係邊呀？我即刻過黎揾你啦」佢份人唔係易喊既人，佢從來都冇試過禁樣，所以我知我應該要即
刻過去揾佢
然後我見到佢個陣，佢一個人坐左係海邊，我行埋去坐左係佢隔離，我冇出聲，只係陪著佢
「我男朋友係出面有第二個呀....佢話唔要我啦」
「嗯，禁起碼你而家睇清楚佢係咩人啦，呢啲人唔值得你為佢喊」其實我係呢刻先知佢有男朋友，不
過我又冇咩感覺，因為我始終對佢冇feel
其實而家諗番，或者佢都係想收我做兵就係禁，我陪佢坐左成晚，然後送左佢番屋企
開左學之後既三個月，雖然我地仲有聯絡，但係已經比暑假個陣少左好多，應該話佢少左揾我其實我
從來都好少主動揾佢，所以佢唔揾我，基本上我就唔會諗起佢
記得有一日嘉宜上完堂走埋黎揾我傾計「喂，暑假成日同你一齊玩個個女仔邊個黎嫁？」點解佢會知
？因為阿欣facebook有tag我囉
「跳舞friend囉」
「個樣幾得喎，同佢有冇發展空間先」我冇答佢，只係笑左一笑，然後繼續訓同以前一樣，
嘉宜一直同我曖曖昧昩禁，只係我冇咩點理佢，除此之外，一切都好似冇變過禁，一切都好似番番去
同梓靈拍拖前禁就係禁，
我繼續日日去練舞，不過阿欣自從暑假之後已經冇出過黎跳，我亦都冇約過佢出黎
話禁快又到左聖誕假，本身諗著都係毒係屋企，點知23號個日阿欣whatsapp我，問我24號晚得唔得
閒出街禁我見無野做，就應承左佢啦
24號晚我地約左係我屋企附近等，佢化左妝，睇得出有悉心打扮過我地去左食野先，
佢擺左部相機出黎，話新買既，之後我地影左好多相，我影下佢，佢影下我，又一齊合照下
之後我地去左睇聖誕燈飾，我地行下行下，有對情侶叫我幫佢地合照
「一，二，三」咔嚓
「唔該曬呀，駛唔駛幫你地影番呀？」個男仔問我我同阿欣有啲尷尬禁對望，跟著異口同聲禁話
「唔駛啦」
之後個男仔行開左，我地就繼續行，然後去左食糖水，然後....然後就冇然後了
 其實個晚冇發生過咩特別野，個晚之後，我地再聯絡，已經係幾月後既事我記得最後一次見你，
係我有左第二個女朋友之後你約我出黎食野，然後食食下野我同你過我又拍拖了，之後我地就冇再見
過



有人話澳門好細，但係其實唔係真係禁細，至少我冇再撞見過佢，
間唔中會係facebook，instagram或者朋友圈見到佢既近況
不過 大家已經冇再聯絡，我只係知佢一年前結左緍，不過當然佢冇請我，我亦都冇去佢既緍禮
或者到第日我放假番到澳門既時候，我地會係街上面偶遇，問下大家既近況，然後再道別
或者我對你既記憶佢慢慢變淡，不過我永遠都記得，個陣我生日前一晚，我地一齊去左舞室，練完舞
過左12點之後，你睇到我facebook顯示我今日生日你話一定要請我食生日蛋糕，但係見周圍間間蛋
糕店都山曬門，我話唔駛啦，最後你衝左係m記買左杯麥旋風逼我食，仲話用支吸管插係上面當生日
蠟燭，再同我講生日快樂然後叫我許願，真係每次諗起都笑死我.....喂，阿欣，好耐冇見啦，你幾好
嘛…..

（本身話會寫同嘉宜既往事，但係我近排又冇心情寫佢，所以我等日有心情既時候再寫啦）



高二篇(二)

基本上我高二既前半段都過得好平淡, 當然間中都有過一啲插曲,但係我個時已經看透世事,
對愛情已經睇化左, 唔會再為感情而煩惱,
大約到左高二既中段, 我開始覺得dry, 然後同左同班既一個平時交流唔太多既同學一齊左,佢叫阿如
我記得我問佢:  喂, 你借借英文筆記比我丫唔該
然後佢話: 好呀, 你測驗合格記得請我食飯喎
然後我地就出左第一次街
第二次,我約左佢去睇戲,然後我地就一齊左
你而家問番我點解會同佢一齊, 我真係答唔到你, 大概係因為佢係對既時間出現左
只係...我估唔到,我地就禁一齊左兩年
不過,大家既性格太唔夾, 佢中意周圍食,我就中意周圍見下呢個世界
佢中意無所事事,我就覺得做人最緊要有目標
佢多愁善感, 我中意平平穏穏
其實大家既性格係南鎱北徹
偏偏我就以為可能再比時間大家, 大家可以揾到適合既相處之道
但係世事又點會禁如意
我陪佢度過左佢人生身體同精神上既低潮
我以為大家經歷過禁多, 感情會好堅固
但係, 大家既性格始終唔夾
成日都冷戰, 我覺得佢無理取鬧, 佢覺得我唔識氹佢
我地既關係一直維持到我去左外國讀事之後半年
然後有一日我地又隔著個螢幕冷戰, 我係度諗
我唔會同呢個女仔結婚, 因為我知我地唔會有好結果
於事我提出左分手
我唔想要佢等我畢業番到去, 先知我唔會同佢有將來
我唔想浪費左佢既青春, 我知道 佢好快會遇到一個比我更好 更珍惜佢既人
女人既青春 永遠比男人既可貴
我甚至呃佢, 我中意左第二個, 因為我知道 我唔禁講, 佢唔會肯同我分手
我甚至呃埋其他人, 我係中意左第二個
我甚至呃埋自己
然後
然後就冇然後了
你問我兩年感情 點解用禁少既篇幅去講
因為, 我突然覺得, 係時候要放低了
當然 我唔係仲愛佢, 只係 真係要釋懷了
阿如   祝你揾到你既mr. right 



大一篇(一)

大家好, 高三篇係冇嫁~或者有,不過會用外轉黎寫
因為我高三都係同阿如一齊
所以呢 故事要由大一開始講啦

話說我由外國番澳門過聖誕既時候, 就係臨番去美國前一日, 我撞番一個女仔,
個個女仔我以前已經中意
只係 同阿如一齊左之後就冇再留意佢, 佢......就叫佢日本妹啦, 因為佢真係好中意日本野
我記得個日我係街度等緊個friend
然後佢特然間拍我: 喂!好耐冇見啦
嗯, 你近排幾好嗎?
然後
然後呢個就成為左我地就開始wechat既契機
我番左美國之後, 我地日日都有keep著傾計
然後慢一開始既朋友, 變左知己, 再開始曖昧 
我會facetime叫醒佢番學 而且每次都要叫幾次佢先會真係起到身
不過佢最後都係會遲到,因為就算佢早起身,佢都會hea到差唔多遲到先出門口
我記得有日我成日冇覆過佢機 ,因為我想睇下佢會有咩反應, 然後佢見我好耐都冇覆,
就繼續問我係唔係有咩事,之後夜晚揾佢個陣
[hello~]
[你做咩唔覆我機...]
呢一刻, 我知自己係佢心目中係有啲地位,起碼佢會為左我而嬲
[唔係呀,你而家得唔得閒facetime呀,我facetime再同你講啦]
[唔得閒!]
之後我即刻照打過去,而佢都接左,不過就見到佢黑曬臉
[我唔係想唔覆你嫁,不過我今日成日都冇帶手機炸]
[下,我仲以為你忙緊跳舞啲野tim]
[唔係囉,我都會掛著某人想揾佢嫁,我番到黎攞番部手機已經即刻揾你嫁啦]
就係禁,我地既關係變得更加親蜜,即係所謂既友達以上,戀人未滿
不過,我慢慢知佢同其他男仔都玩得幾埋,所以我開始諗,其實我係唔係只係一隻兵呢?
於是我開始對佢冷淡,不過佢始終會keep著揾番我,而我都唔忍心唔覆佢機,不過都覆得好冷淡
我記得有次佢兩日冇揾我,我亦冇揾佢,而到左第三日, 佢就揾番我
[做緊咩呀?]
[功課]
[我訓唔著,諗番超多野]
[例如呢?]
[其實..以前你講過既野仲算唔算嫁?]
['禁我應丞過既,一定會做到既]
[例如呢?]
[例如每次見到你都請你飲朱古力奶~仲有一齊過香港行街~仲有一齊食魚湯粉啦,同埋食你最中意食
個間啦,仲有煮野食比你食啦,.................]
[原來你仲記得嫁]
[我記性禁好]
其實我記性一啲都唔好,只係我對於你既野比較上心.....
就係禁,我地既關係回復到好似之前禁



直到有一晚我去完new york番到屋企個陣
[喂,今日係new york見到超多野,超多野想同你講]
[講啦~]
[但係講又好煩,都係唔講啦]
[唔得!]
最後唔知講開咩,講到大家鐘意咩類型既人
[我最緊要啱傾同有feel囉] 我話
[禁好多人都同你啱傾嫁喎] 佢問我
[其實呢, 我都唔會主動去揾其他女仔傾計既,除非佢地揾我嫁姐,同埋我好多時都係hea覆佢地]
[禁你有冇hea覆我先~]
[你覺得呢]
[正路歪路都應該冇~]
[禁你又中意咩煩型既男仔呀?]我反問佢
[咩都就曬我,同佢煮野比我食~]
之後我問佢有冇女仔可以介紹比我,佢話冇
然後我地就話將就下介紹我地自己比對方識啦
[拿,而家就好似相體禁,我比你問我三條問題啦~]我禁同佢講
[禁我地而家係咩關係呀?]
我唔知佢係咩意思,所以我都唔敢亂答
[.....你中意咩關係就咩關係囉]
[禁你中唔中意我呀?]佢禁問我
[...中意]
[禁我問完啦]
[禁到我問啦喎]
[問囉]
[禁日本妹你中唔中意我呀?]
[正路歪路都係中意~]
[禁呢,日本妹你禁大頭蝦,不如以後就比我留係你身邊照顧你啦~]
[禁我又真係需要人照顧既~好啦]
就係禁 我同佢正式一齊左.....

其實我記性一啲都唔好,只係我對於你既野比較上心.....

下一篇,就會係完結啦
 



大一篇(二) (完結)

[我部電話成日都唔夠容量呀,不過我又唔想換機喎] 我同日本妹禁講 個陣我地仲未一齊
[點解呀? 唔夠容量好煩嫁喎]
[因為我唔想冇曬同你既wechat記錄囉...]
[ 同埋個啲記錄好似可以備份番嫁]禁記錄可以再儲過加嘛~我地再可一直傾落去加嘛 

我同日本妹一齊左之後,因為我人仲係美國,所以我地除左多左facetime之外,都冇咩改變
而且佢唔係個種痴身既人,應該話佢太過獨立,令我有時都分唔清自己做佢男朋友同做佢朋友有咩分別
不過我諗著我仲有一個月就番澳門過暑假 到時成日見應該會好啲啦
如事者,就禁過左最難捱既一個月 我終於番左澳門
而番到去個日,係我地一齊一個月既日子
我番到去個陣,係凌晨,我一早同佢講左會去個屋企樓下揾佢
不過佢個晚仲同左friend去睇戲,最後我係佢樓下等左半個鐘
我個陣心都淡曬, 不過我見到佢真係好開心,所以都冇講啲咩,只係送左份禮物比佢當一個月禮物
[你禁大頭蝦,我諗你都唔記得我地今日係一個月嫁啦]
[我記得呀~]
我個下仲心淡,因為我知道 我係佢心裏面 真係冇咩地位
後來我再問番佢點解永遠朋友都比我重要,佢話個日係friend生日,所以推唔到
其實我今次番澳門得三個星期都唔夠,我真係想見佢多啲
不過 我知道 其實佢唔係禁諗...
我成問佢,究竟揾啲咩friend呀?
佢話[咪外國番黎個啲friend囉,佢地就黎走啦,仲早過你走,所要見多啲~]
其實...我都就黎走啦,而且佢地幾個月前就番左黎,你地都見過好多好多次啦
我係你男朋友喎....不過算啦...我都明白...其實佢唔care我,佢對我既野,一向都唔上心
我地曾經因為呢個問題而鬧交
[其實點解你啲朋友永遠都重要過我?我算係咩呀?]
[我真係好重視朋友,可能你會覺得我好自私,不過我希望兩者共存]
最後都係我唔想得番禁少時間仲同佢嘈,所以主動氹番佢....
其實我地既關係一直冇公開過,因為某啲原因...所以其實我一直好冇安全感...
我有一次問佢:[喂,其實係呢幾年生日我都係美國,你會唔會介意我部唔到你過生日嫁?]
[其實都有少少既,不過都冇辦法啦]
[其實我可以走一個星期堂,番黎陪你過嫁喎]我真係覺得呢樣係我一生人最瘋狂既計劃.....
[其實我生日都有中午同夜晚加嘛,到時你陪我食完晚飯,我就可以去揾啲friend飲野啦~]
相信大家睇到呢度,都知道我想講咩啦,真係....心都淡曬
其實我番左黎成二十日,見佢既次數都唔夠6次,而且佢永遠都唔會比曬一日既時間我
因為佢總係之後會約左friend,我就好似係佢攝時間既工具禁.....
我所有知道我拍拖既friend(當然佢地唔識我女朋友啦)
之聽完我地既相處之後都不約而同禁講左一句:[下,禁你即係兵黎炸喎]
我番左黎之後,因為佢之前話想要一條皮做既錶帶,所以我就特登自己去做左一條比佢
由cut皮到縫製,全部都係我一手包辦.....而換黎既,就係一句好平常既多謝
跟著我知佢好中意熊本熊,所以我買左一架同熊本熊cross over既電單車模型
最後花左4晚通霄砌比佢,我一開始以為好似砌高逹禁啦
點知原來又要油油,又要貼水印紙,又要痴膠水,真係砌到我精神崩潰.....
之後我諗著走個日送比佢當係佢既生日禮物...不過...
我問過佢,佢會唔會黎送我船,因為我係搭船去香港機場之後再飛番美國



不過我睇得出其實佢怕煩唔係好想送
我係澳門既子,佢會為左朋友而推左同我既約會
不過就一定唔會為左我而推左同朋友既約定
我每一晚都係度諗,熱戀期都冇,禁我地仲會有將來咩?
上星期...我好難得禁,終於約到佢睇戲...我決定左..睇完戲..食完飯...送到佢番屋企...就同佢講分手
到左睇戲個日,佢因為晏晝同friend出街,所以搞到我地遲左入場
我地去緊戲院個陣...佢同我講
[我今晚睇完戲之後原來要番學校學生會開會呀,我同唔到你食飯啦...]
我原本仲猶豫緊同唔同佢講分手,但係個刻...我決定左同佢講
個次就係我地最後一次出街....為數不多既約會.....
我好珍惜我地最後既時間,因為我知道,可能我同佢以後唔會再見到....
睇完戲....到左停車場..我係車度攞左個熊本熊電單車出黎送比佢,佢知我用左禁多時間黎砌都好感動
仲主動錫左我一啖,個之...亦係我地最後一次kiss.....
[不如我地影相丫?]我想同佢留番一個最後既回憶....
佢攞左我部機求其影左幾張之後...就比番部機我啦
[不如我楂車楂慢啲丫...禁我就可以見你耐啲...]
[但係學生會個邊夠鐘啦....]
我冇理佢,我楂到好慢好慢...因為我想同佢一齊耐啲....
但係唔知點解...望著佢既時間,總係過得特別快.....
[就黎到啦....]我同佢講....其實我個陣流緊眼淚,只係我另轉左面,唔想比佢見到....
最後....到左學校....
[禁我走啦~遲啲再揾你啦]
我捉著左佢隻手
[ 日本妹呀...其實...我真係好中意係嫁....]
佢聽到之後甜甜地禁笑,我真係好中意見到佢笑....
[不過呢...我知道你其實唔係禁中意我...]
[或者...我地都係做番朋友會好啲]
我望到佢個樣有啲錯愕...或者佢冇諗過我會同佢講分手
我既眼睙開始忍唔著.....
[你既生日...我陪唔到你過啦....你以後既日子...我都陪你唔到啦....]
[我知你好緊張朋友,只係....我接受唔到自己係你心目中既位置禁低....]
[你唔覺得..我地做朋友個陣開心啲咩?]
佢猶豫左陣....之後話[我唔識答]
其實佢講得呢句,我已經知道答案啦.....
[唔緊要啦...以後仲有熊本熊陪著你嘛....]
佢攞著熊本熊....講左句多謝....然後就落左車.....
然後....然後就冇然後啦
之後幾日,我不停揾好多唔同既女仔出街想麻醉自己,不過每次一靜落黎既時侯,就會不停諗著佢....
我唔知佢仲會留係我個心裏面幾耐...可能...會係一世....
或者真係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
呢篇小說之所以叫做愛情.從來只適合旁觀,就係因為我覺得我只適合做一個愛情既旁觀者,或者談戀愛.
..真係太辛苦
呢篇小說開始之前....我仲未同日本妹一齊...而家....再一次證明我只係適合做一個旁觀者.....
或者拍拖就係禁,永遠都係痛苦既時間比快樂既時間多....
如果傑克沒有沉入大西洋底
如果英雄沒有捨身炸掉彗星
如果每個故事都像賀歲電影



愛就不會如此刻骨銘心
聽日...我就番美國啦....
我既故事....講完啦

愛情.從來只適合旁觀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