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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renched

　　1. Drenched
　　這是一個真實的愛情故事，是一個屬於我的愛情故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一個人的時候，總喜歡聽著那一首最特別的歌曲，悼念著逝去的時光。
 
　　十八歲，高中畢業。公開試過後、漫長的暑假過後，我們各自展開自己的將來。去到新的環境、
新的地方，沒有一張熟悉的臉孔，從前的摯友竟不再在身旁。我知道自己開始懷緬過去。
 
　　過去最青春的日子裡，到底是因誰、因何事而精彩？
 
　　現在我一個人踏入一個叫作「學校」的地方，但那裡沒有全世界最美味的「撈麫」，沒有同學快
要遲到慌忙地跑回班房的步聲，沒有我最喜歡的你。
 
　　那裡是一個沒了你的地方。
 
　　初中三開學那天，我依舊比平日早十五分鐘回到學校，沒什麼特別的原因，只是習慣。早回校是
有好處的，特別是開學那天，因為你可以先挑課室最隱蔽的位置，又或者不會因為沒位置好挑，而被
逼跟那些很沉悶的同學成為鄰座。
 
　　別以為我喜歡靠後坐而不是個好學生。從來，我都是個很有才華的女學生，我是這麼認為的，所
以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我比較自戀，如果你是認為我很自負的話，那只是因為你看不懂我的幽默。
 
　　大概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不太受（女同學）歡迎。但朋友倒是有的，而且基本上沒什麼人
沒聽過我的名字。這不是因為我做過什麼很出眾的事，只是因為我學校只有什麼學生會、社長、社幹
事和校隊成員等人才有些知名度，以其他方式提高知名度倒是沒有的。顯然，像我如此有才華的人，
當然是因為成了排球校隊的一名「小薯仔」而稍有知名度。
 
　　我的中學時代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是一個由始至終都屬於女神級別的人，在這個故事裡，她叫
丹丹。我們是中一時上家政課被編到同一組而認識，後來中二時同班，再成為好朋友，最後被她親手
帶壞。從此便踏上一條自信結合過分自戀的不歸路。
 
　　我們倆是好友、同班同學和隊友，所以理所當然地成為一對形影不離的「孖公仔」。但中三的時
候丹丹沒跟我一起被派到同一班，所以我一個人在沒有好友陪同、處於劣勢之下踏入中３Ａ班課室，
而我和丹丹在中三時的距離大約相距兩個班房那麼遠。
 
　　進入新班房後，我挑了第四行最後一個位置坐下。這個位置在後排，又在較置中的位置，我心想
這個位置根本跟我一樣完美。十分鐘之後，同學們都漸漸回到課室，怎麼我左手邊的位置還是空著，
難度我真有那麼討厭嗎？真的沒人想成為我的鄰座嗎？正當我自信度不斷下降之際，我突然覺醒，我
班的女生個子都比較嬌小，所以沒人坐最後一排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不必傷感。
　　還未來得及回神，一個在同級中屬於成績不錯、相貌不俗，有潛質成為男神的活躍分子突然猛力
地把他天藍色的fingacross（不能在沒得到允許的情況下登人家品牌的名稱）背包扔在桌上，然後坐
在我身旁的位置。我心裡當然是高興，因為不用跟那些非常極度超級悶的人成為鄰座，我想不到有什
麼不值得高興。就這樣，我便成了俊林的好鄰座了。



 
　　開學第一天，離不開是選科長、行長、開燈關燈管理員、課室垃圾桶位置是否正確管理員、放學
前課室窗戶是否關上檢查員等等，然後放學。像我如此合群的一位，當然成為班會財政。明顯地，這
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崗位，因為課室壁報用的錢、班會費、班會活動的費用都由我去管，所以大家
都叫我親愛的財政。
 
　　今天的我回想當初的我如此自戀，的確有點後悔，因為你長大後再漂亮，也無法成為最standar
d的女神，因為你的「黑歷史」使你沒有形象可言，而且我也自覺那種自戀行為實在討厭，但不要緊
，因為當時班上所有女生基本上跟我的風格都差不多，比我更自戀的更多，所以問題不大了。
 
　　那位坐在我身旁的男神潛力股叫俊林，人如其名，俊林的確是俊俏又玉樹林風的男子。要是他沉
默裝憂鬱的話，的確會出現一度男神光，可惜他沒什麼男神風範，只因他實在太過風趣幽默。沒有距
離感，沒有神秘感，怎樣成為男神？因此並沒有因為坐在他身旁而造到任何羨煞旁人的效果。雖然他
是一個嘴賤又過份幽默的人，但他還挺受女同學歡迎的。對我而言，身邊是多了一個「笑蛋」，同時
也是多一罐蜜糖。喜歡蜜糖的人太多，例如有「Winnie the
Poo」、螞蟻，還有蒼蠅、蟑螂和老鼠。有時候回到班房想坐回自己的位置，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所
以他身邊圍著那麼多女生，如此受歡迎，我倒是有點不高興的。如果你不是我肚子裡的那條幸運的蟲
，你當然不會知道我不高興的原因只是因為你們坐了我的位置，你們只會以為我在吃醋。

　　俊林和丹丹一樣，都因為「鄰座」而成為我的朋友，在我心目中，他們永遠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然而，在你還未成為別人肚裡的可憐蟲之前，你永遠不會知道你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價值。
 
　　在我一個人上學的路上，我又聽著那一首最特別的歌曲，懷緬我們的一點一滴。今天十八歲的我
想你們了，但往事只能回味。
　　
　　你們都在我的回憶之中。

“When minutes become hours
When days become years

And I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Color seems so dull without you

Have we lost our minds?
What have we done?

But it all doesn’t seem to matter anymore….”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PjyWPYP7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PjyWPYP7s


2. 無聊日子

２. 無聊日子
　　開學階段，大多都是忙於（冒）簽回條，其餘時間總是提不起勁上課。本人雖是一名才女，但對
於新環境、新人事、新作風倒是需要時間適應的。面對兩位班主任細心的照料和關懷，我簡直覺得自
己身在福心營當中，心裡經常感到煩厭，我倒是比較喜歡爽直的老師。
 
　　丹丹和我相隔兩個課室之遠，說實話，小息的時候，她也很少像從前一樣，跟我一起打發時間。
我唯有呆在課室，坐一下，又或者伏在桌子上小睡一會兒。學生就是特別喜歡課那特別適合小睡的氛
圍。我漸漸進入我的夢鄉，夢見中二時特別喜歡的人，耀其，我們很高興的在海邊散步，溫馨的走著
走著，夢裡的我笑得很甜，我們的關係似乎很親密。但我的意識感到有一點點哀傷，因為那種不應存
在好感親手埋葬了耀其和我的友誼。夢裡的我蹲下，海水湧到我的腳邊，我和耀其剛走過留下的足印
，被退回的海水帶走了。我用手指劃著水面，耀其又一同劃著。夢裡的我們很無聊，但很高興似的，
但我的意識始終不喜歡這個夢，因為這是一個感覺真實的夢，所有畫面都太過戲劇化、太虛假，所以
我不喜歡。而耀其跟我的距離由原本一個課室之隔，變成超越了一個課室，即是我們的疏遠的關係比
之前還要疏遠，這個夢只是勾起我的傷心事。我輕撫腳邊的海水，我的尾指感到一絲清涼，很真實的
感覺。我清醒的意識感到很奇妙，心想怎麼夢裡碰到清涼的海水，意識也會感到如此真實呢!
 
　　但我心裡感到有點不妥，我像一下被驚醒似的張開眼睛。我大聲喊：「嘩!你在幹什麼？」，俊
林：「你看不見我在幹什麼嗎？」。對於這個孩子的所作所為，只能用無奈二字形容我的心情。俊林
一定是看見我雙手美麗的指甲在呼換他，一定是我的指甲叫他幫忙增添色彩。我無奈地看看自己左手
已發（螢光）黃的指甲，只得苦笑，但心裡總是捨不得生氣似的。俊林真是個叫人可愛可恨的對手。
或許我只是被他氣得只懂發笑，說：「這螢光黃不夠漂亮，還是踏實的白色較漂亮。」只要你在翻一
翻你的筆袋，白色的東西不多，大概只有擦膠、漿糊和塗改液。有腦袋的人都知道擦膠無法為我們的
指甲染色；漿糊、膠水之類的東西乾了後，一大片地撕下來實在痛快，所以用以上兩樣東西造什麼惡
作劇，只會令整作事變成天作的福。而且一般人的筆袋不會有漿糊，傻的嗎？怎會有人帶漿糊上學。
　　
　　在俊林對我作第二次惡作劇之前，我必定要把全世界的塗改藏起來，然後下手要比他快。現在，
我心裡只有「Revenge（復仇）」和快點下課，然後快點把指甲清洗乾淨。
 
　　Miss Kong: “Joshua, don’t disturb your neighbor! Please pay attention. A beautiful lady
is here.” (Translation: 俊林,不要騷擾鄰居!請支付關注。一個美麗的女士在這裡。)
 
看！就連老師也如此自戀，所以我察覺不了自己有何問題。Anyway
我就這樣渡過自己的中三生涯，也是這樣子帶著我的螢光黃指甲上那天的英文作文課。
　　
　　眾所周知（若你已經受到公開試的蠶食你會明白），英文作文卷應考時間長達兩小時，過程中你
會有想上廁所的念頭等等，但大部分時間都白白浪費的，起碼對我這樣有才華的人是很浪費時間的一
回事。由文章開首，你便要開始使用極多英文語彙，而應用得是否accurate是insignificant，the
majority是要令examiner覺得你比其他考生remarkable以及outstanding以及你要「拋很多書包」
。To
conclude，你文章內容是否innovative和inspirational都不重要，因為題目通常都會要求你運用自己
unique creativity和你unconventional
mind去構思。至於其他人是否能夠comprehend你的文章也是無關痛癢的，因為你的文章達不到ma



rking scheme的建議，所以你的文章是劣品。完。
 
　　上一段看不懂嗎？那麼你寫的文章比起我的低質文章更劣質，但請你不要停止寫作，因為好的內
容不需要任何修飾，所以你寫的東西比任何人更高質。還是看不懂？那一定是你太笨看不懂我的幽默
。
 
　　像我這樣等待一鳴驚人的時刻的小女子，在成功前當然昰要吃一點苦頭，我定必逆來順受，所以
我還是作過很多篇低質文章，包括中文和英文。而比起作文更無聊的事莫過於作文後的互評，再無聊
的事是跟我身旁的俊林作互評。劣質替劣質評改到底有何意義？給你高分數是自己沒能力judge的結
果還是你真材實料，我發掘不了互評的真正的意義，對不起。但這類互評勉強是能給你一點好處的。
例如你會被你身旁的俊林發現你寫了「These is」、「She do」、「It
were」之類的低級錯誤，但事實是這些錯誤根本不會發生在我身上。Anyway
俊林在我的互評表上曾經留下這樣的評語，「Words are ugly and what is the meaning of
“Slove”」。我可以肯定是這個不懂用「Handwriting」一字的人孤陋寡聞，才不知道「Slove」的
意思。要是你有一定的英語水平，你一定看得懂以下句子。
 
“ Find your mom to help you slove the problem.”
 
Got it? 看不懂？那一定是你太笨看不懂我的幽默。
 
　　　曾經看過一個謎語，那個謎語大概是這樣的：世界上最長是多少英里？
你們可以猜一下，給你們三秒時間。三！二！一！答案是Smile。因為mile是英里，加了「s」便是
眾數(plural)，所以Smile是最長的英里。理論上，最長的英里應該是「miles」，但反正謎底是Smile
。
 
　　十年前我還是那個八歲的女孩，但我對這個謎語感到極無奈和無言，但這個無聊得難以解釋的謎
語卻一直銘記於心。或者因為太過無聊，所以特別深刻。
 
“Slove”
是愛的眾數(plural)，因為Love是愛,，加了「s」便是眾數(plural)，所以世界上最多的愛是“Slove
”。
 
你還會記得我們一起渡過最無聊的日子嗎？
 
你記得嗎？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L0O9jiB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L0O9jiBPs


3. 習慣有你的時光

　　3. 習慣有你的時光
　　上午七時四十分，我依舊是第一個回到課室。打開課室那破舊的門，有一道難以接受的氣味湧出
（每個課室悶了一夜都會產生的氣味）。我從左至右順序打開四個燈掣。再懶洋洋地走回自己的座位
，擱下我的書包。再走到窗邊，由課室最後的一扇窗順序打開，好讓課室內的空氣流通一番。先推開
右面的，然後是左面的窗戶。右手，左手，重覆數遍。每次打開最後一扇窗，必定會看見俊林下車，
然後走過校門前的斑馬線，再進入校門的樣子。再過兩分鐘，俊林便會出現在我的眼前。日日如是。

　　我依舊會裝作若無其事，然後說一句「早安」，他再回一句「Hey!」。因為時間太早，過度活
躍的俊林還未清醒，所以通常早上見面時，我們的對話僅限兩句。日日如是。但今天俊林把書包擱在
桌子上後，說了第二句話.

Hey! 可以借紙巾給我嗎？
要紙巾幹嘛？自己沒有嗎
我急屎啊！今日忘了帶紙巾！快！

　　Pee and poo
其實很正常的一回事，只是沒想過俊林會如此直接。心想，可惡啊！我是個女孩子啊！我們還未是能
夠討論屎和尿的朋友呢！為什麼要這樣直接跟我談這些事呢？Anyway
我還是把紙巾借給他了，而他沒有歸還借去的紙巾。

　　中學的課堂就是賴在課室的椅桌上，然後聽啊！寫啊！抄啊！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體育課。看我
文筆如此生動，又感不到半點文青的氣息，就知我根本就是個運動天才裝文青，然後亂寫文章。俊林
跟我一樣都是運動天才，而他只是自稱天才，我是真材實料的那一種。（假設事實是如此，不要追求
真相）

　　體育課是男女分開進行的，所以女生是沒有機會向男老師學習如何游泳、如何打排球、如何疊羅
漢等等。如此沒有意義的體育課，怎會有人願意投入，所以大多女生都會在一週兩節課的體育課進行
「營火會」，圍成一個大圈談心，互相了解和認識，再成為義結金蘭的好姐妹。而獨一無二的我又怎
會願意參與那些虛偽又沒意義的交心活動，所以直到畢業我們都只是同學的關係。
 
　　相比女同學，男同學的體育課精彩得多。他們對運動的那份熱誠多麼吸引，他們每一滴汗水，都
散發著無限的青春。寫那麼多廢話，其實只是想帶出我被俊林認真地踢足球的模樣吸引住了。這小子
啊，不戴眼鏡的樣子真的很迷人，就像IQ博士耍帥氣的模樣，如圖所示。

　　

　　呼，差點兒動心了。但我只是很公道地說實話而已，沒有私心的。只要他不戴眼鏡，他也是那種
韓風型男生。
　　Well, My bro is very handsome actually.
 
　　接著，是要忍受著他們下課沐浴更衣後還殘留在身上的「男人味」。說實話，俊林沒有體臭，沐

http://n2.hk/d/attachments/day_120704/20120704_baf9fadcd624b224060fDrKHY5zzfIcf.jpg


浴更衣後散發著沐浴露、洗髮水的氣味，還挺吸引的。不用我的鼻子受罪，便不成問題了。可是班上
還有太多男同學太有男人味，對於這種氣味，大概只能寄望盡快習慣，然後「久而不聞其臭」。
 
　　俊林這個人太有趣了，能成為他的好朋友必定能夠非常快樂，他的確是個很好的朋友。日子久了
，就連我自己也不察覺，自己的心底裡其實早就想要跟他成為很親密、很要好的朋友。看著這個朋友
，跟他聊著、耍著，自己也會不經意地微笑地來，是那一種從心底裡感到很滿足和幸福的感覺。每次
談到一些很無聊，又或者根本不好笑的事情，我們都會一起笑得失控。那種毫無顧忌地相處的日子的
確很自在,也叫人懷念。
 
　　有時候我會呆著，又或者對著俊林傻笑。我知道大家會覺得很奇怪，而且我自己也覺得這種行為
很怪異，但這是我的壞習慣。我會喜歡我的朋友，但不要暗戀那種喜歡，而是朋友那種。所以局外人
都會誤會，把我的喜歡當作了另一回事。
 
　　兩個人相遇的一刻，便決定了兩個人將來的關係。兩個人將只是朋友，還是比朋友更進一步，在
兩人遇見時的第一眼便已決定。每個人都有這麼一段關係，每個人都有這麼一段回憶，每個人都有這
樣一個知己。在每個故事的開端，我們都會有一個知己，就像俊林那個模樣。你知道俊林是你的知己
，你亦認同，然後天天快樂地賴在一起笑過夠。可是長大以後，你們少了見面、少了談心事。你們多
久沒跟對方說「早晨」、「晚安」？
 
　　此時此刻，你想起誰？
 
　　你們永遠都會是最要好的朋友。
 
　　We used to be close friends in the past, we should keep in touch.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Ew-CsTY5d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Ew-CsTY5d0


4. 乾柴烈火之愛在深秋

　　3. 乾柴烈火之愛在深秋
　　當你身邊每天都有著一個令你快樂的人，你便會開始期待與這個人相處的每一秒。數星期過去，
我每分每秒都期待俊林的笑話和毒舌。事實是，發生在學校裡的事都是很無聊的事，俊林的笑話亦根
本不好笑，只是我們都喜歡一起消遣，每天娛樂對方。
 
　　中三的時候，我們的學習生活既忙碌，又優閒。我們雖要學習十幾科科目準備中四選科，但卻沒
有為公開試忙著趕著的生活。總之是理論上很忙，但事實上不忙，而且我們有很多時間flirt仔flirt女
。
 
　　婷：「有異性，無人性喇。」
　　我：「你說什麼啊？」
　　婷：「最近，你跟俊林那麼親密，我覺得他對你有好感啊！」
　　我：「你問我，我問誰啊？我們好朋友而已。」
 
　　其實我心裡是想說，「婷！那麼巧，我也這麼認為。」，但是這樣說未免太自負，而我不是那種
人，所以我還是會裝矜持否認一切。而且，以個人角度出發，我並不太喜歡這個愛逞強的女生，所以
婷每次跟我說話、聊天，我都想盡快將對話完結。婷說話是爽直，可惜有時候她說的話太傷人了，所
以我也要攻擊她。可是她跟我是隊友，也是在班上唯一跟我有些關係的人，所以我通常只好敷衍一下
便算了。
　　
　　要是你暗戀誰，又想全世界知道這個秘密，就定必要讓婷跟你一起保守秘密了。大概，消息能夠
在三天內公諸於世，然後你能在一星期內確認自己的秘密是個家傳戶曉的故事。所以我不希望她到處
散播任何與我和俊林有關的謠言。我試著把她打發走，可是不成功。
 
　　婷：「他之前不是向Lily表白嗎？為何會對你有好感啊？」我心裡極不耐煩，但是又想知道俊林
向Lily表白那件事。可是，我不能表現得我很好奇、很想知道更多有關俊林的事。所以我裝作漠不關
心的模樣說：「是嗎？那應該不會對我有好感了，我想你猜錯了。」婷：「啊！應該是這樣吧！」
 
　　對於婷突然說這些話，的確感到非常不假思索，心裡已送她無數「白眼」。俊林跟Lily表白關我
屁事，你跟我說這些事幹什麼。可是，當我從別人口中得知這個未經證實的傳聞時，我的內心竟然有
一陣刺痛。我心裡只是不斷祈求這個傳聞不是事實。或者婷並非全錯，因為對對方有好感的人是我，
不是俊林。當然，我有著凡人不能理解的魅力，我不能夠確定俊林也對我產生好感，但我能夠肯，我
對這位好朋友產生好感了。
 
　　我和俊林之間的曖昩，其實並沒有一字一句告訴大家，因為那是屬於我們的回憶。而一男一女之
間的曖昧其實都離不開那些無聊的事，那些你們都經歷過的事。
 
　　俊林：「Hey!借擦膠。」正當我伸手到抽屜，準備取出那塊小擦膠給他的時候，他又把手伸進
我的抽屜，然後緊握著我的手，問：「在哪裡，我找不到。在抽屜裡嗎？」我輕輕甩開他的手，動作
不敢太大，怕被發現，說：「別碰（我的手），你碰過的都會貶值。」俊林狡滑地笑著，「恥笑著」
我泛紅的下巴和鼻尖。
 



　　無聊的日子，當然要點活動添一下色彩，班會活動、BBQ當然中學生是最沒新意的例行公事。
活動內容離不開flirting and
flirting，沒其他新鮮的事。我也懶得浪費字數去描述深秋時份「大地回春」的景象。得出結論是，
人類總在深秋乾柴烈火之際擦出愛火花，包括十五歲的我們。
 
　　自從那次在抽屜裡「被過電」以後，我經常叫自己別想太多。可是，我們兩出雙入對，即使我悄
悄地避開俊林，他也習慣了伴隨在我身邊。大地回春之班會活動當天，我這位財政小姐由活動開始到
結束都在忙著收數、點數，連燒烤也沒時間。我知道，由俊林把熱烘烘的食物送到我嘴裡的一刻，我
便與全世界為敵了。我一向視他人眼光如無物，那些以奇異眼光看著我們的女生，都只不過jealous
我而已，管他的。我只知道，我和俊林無比的親密，甚至有一刻我會以為俊林是屬於我的了。但我清
楚知道我們是朋友，而我們沒有想過要跟對方在一起。在我的心底，也是沒有想過要跟俊林在一起。
因為，我們就像關係親密的戀愛，但我們的關係比戀愛更精彩。
 
　　在那些年來，我們都有過一段比戀愛更精彩，但卻不是一場戀愛的關係。你們有著別人無法理解
的恩愛，那種超越表面的恩愛。即使一切已成往事，但直到如今也未有人能取替他那天的位置，和你
表現得如此相愛。對嗎？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4Ue7a8hUE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4Ue7a8hU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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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寒冬裡的蝴蝶雪條
 
　　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又到了早上只想賴在被窩裡、除了睡覺什麼也不想幹的季節。自小我便
埋怨為何人類不用冬眠，又埋怨為何有相對論、進化論，但卻沒有「人類冬眠論」。Anyway，十多
年來我並沒成為第一個發表這個理論的人，而且十多個寒冬裡的每個早上都是鼓起最大的勇氣，開始
我的每一天。但小時候可能實在太不滿冬天上學這個安排，所以我特別喜歡以嘔吐這個形式表示內心
的不滿。
 
　　這個冬天不太冷，因為俊林，我的「Haha
Point（笑點）」更低，所以經常笑到「紅都面晒」，體溫高一點也是很合理，整件事情非常合邏輯
。
 
　　（古語有云）時光飛逝，轉眼間已經來到整個沉悶的學年最精彩的活動–冬季旅行日。其他學校
通常都舉辦秋季旅行，而我們學校都是每年的12月22日或23日舉行。畢業後回憶中學的一切，才明
白學校的苦心。其實這個日子選得實在妙，為什麼？請看下列論述：
 
　　首先，有半點地理知識的人都會知道每年的12月22日或23日是冬至（winter
solstice），也是傳統觀念中「冬至大過年」裡所指的冬至。而12月24日則是平安夜，12月25日是
聖誕節。所以在12月22日或23日舉辦旅行日為我們省下不少慶祝節日的開支，因為我們可以在旅行
日當天預祝平安夜、聖誕節，也可同時為12月份生日的同學慶祝、11月份補祝和1月份預祝生日。而
且也可以跟同學們齊齊整整地和班中兩老「做冬」，一盡孝心。班會亦可考慮把上述活動視作班會活
動，那麼便不用為舉辧什麼活動費心了。加上當天同時是便服日，出外郊遊穿長袖衫褲，再加闊邊帽
是常識吧！N合一活動好處多，何樂而不為？
 
　　這一年的旅行地點是大美督，
Awesome美景加上美人（我），簡直perfect。加上同學們一同建立的回憶，美人、美事、美景三合
一，簡直是最美的那些年。
 
　　那些年，我們班會內閣成員感情特別好，班內同學亦相處融洽。所以我們班會一眾成員便以小圈
子形式自由分組。分組前詢諮同學，分組後經同學們一同通過，非常民主。
 
　　按原本計劃進行的話，本應十人一組，但結果是傾慕我們班會主席的女生的那一組「亂入」，據
稱是全世界花了四十五分鐘生火，但仍然不成功，所以強行加入我們的組別。然後，我們二十人很高
興地用同一個燒烤爐燒烤慶祝冬至。顯然，二十人同時使用同一爐火根本無法令食物熟透，所以我放
棄了。反正所謂燒烤活動，根本就是生火，然後跟好友們拍照，然後滅火，然後打道回府。總之你沒
有燒過任何食物，但你會吃得飽，而且第二天可能會拉肚子。
 
　　中三那年，《那些年，我們乜乜乜》特別流行，所以我們一群亂入的同學們便坐在岸邊石壆上拍
照。走到石壆前要先在少許傾斜的小坡上走過，像我如此嬌巧的女生，當然是要在小坡上裝傷殘，然
後等俊林扶我一把。俊林先為我開路，再小心翼翼地扶著我坐在石壆上。（Yeah!）我成功坐俊林身
旁，並繼續假裝忘記鬆開正緊握他手腕的玉手。俊林在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準備「紅都面晒」、歡
心喜悅之際，俊林一手在我的背後加力，然後我的身驅向眼前的大海傾。在半秒內，我立即「紅都面



晒」，心想，「糟糕！我的手機在身上，我沒錢買新電話。」還未想完這句話，俊林另一隻手在我胸
前接應著我前傾的身驅。（利申：什麼也沒碰到，很純潔的。）
 
　　俊林：「刺激嗎？」
　　我：「一點也不。（Translation: _你個_）」
　　俊林：「姐姐，別生氣啦！請你食雪條，別生氣啊！」
 
　　面對這個可愛可恨的對手，我又心軟了。雖然沒有任何事比起在寒冬裡食雪條更笨，但我還是飛
快地答應了俊林這個「等價交換」的建議。
 
　　「俊林啊，你不是說要請我食雪條嗎？」俊林：「那有這麼講過，那有錢請你食雪條。」，接下
來的工作當然是要運用我驚天地泣鬼神的美貌色誘俊林，加上瘋狂撒嬌（疲勞轟炸）令他請我食雪條
。雪條價值並不高，但俊林買給我的話，意義便價值不菲了。為什麼？俊林那麼多粉絲，要是他給我
買了東西，豈不是告訴全世界「Yeah! I won!」
 
　　我們倆趁沒有人留意之際，偷偷溜到遠處的小賣店。千挑萬選之後，我選了葡萄口味的蝴蝶孖條
，然後一人一半。雖然雪條是冰冷的，但吃下去的時候是溫暖的。俊林摸摸我的頭髮，溫柔地說：「
傻瓜，別生氣啊！無數！」
 
　　原來吃得到的葡萄是甜的。
 
　　我心裡一陣滿足。雖然我深知眼前的一切只是假象，但是這十分鐘的獨處，一個永遠只屬於我們
的十分鐘卻深深記載在我的歷史中。
 
　　快樂就是美人、美事、美景同時存在；滿足就是不理會會否拉肚子吃過不停；盡興就是一大班同
學一起玩「捉依因」；幸福就是半條寒冬裡的蝴蝶雪條可以換到的感覺和回憶。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S8COFsEzFI

給看過我的文章的您：
 
　　感謝一直看到第五章的您們。在我構思發佈這個故事時，我只希望有一個平台給自己內心一個交
代。但當我發現有人正追看著我的爛文章時（即是正看著這一句的您們），我更有動力堅持下去。雖
然懂得欣賞我的故事的人很少，但有了您們成為我的傾聽的對象，令我更有動力準時發佈文章。

　　您們擁有全世界最頂尖的品味，請繼續支持我這位寂寂無名、只渴望有知音人傾聽自己心事的蟻
民。相信我，好戲在後頭，我會盡力用我的爛文筆記錄低這個整個世紀最動人的故事。

　　再次多謝一直追看的您們，希望您們會繼續支持，更歡迎您們留言。但若然是惡意的留言便不要
費力氣了，因為即使您們如何賣力，我的文章仍然永遠是全世界最高質的爛文章。

　　如果您們也有心事，請把您的故事告訴全世界，即使沒有人欣賞，你的故事和文筆也是獨一無二
的。

　　不變的事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S8COFsEzFI


 
Witty Fool
 



6. 我們的秘密

6. 我們的秘密
 
　　冬季旅行結束，意味著我的聖誕假期正式展開。好學生當然是要在假期第一天，便開始展開馬拉
松式溫習，準備一月份的中期考試，但我根本無法接受聖誕假期變成溫習假期，因為這根本是惡夢。
要是你問我，有什麼事情比溫習假期更糟糕，這倒是有的。
 
　　我校排球隊一向是區內名列三甲的常客，也是全港排球精英賽的座上客。要成功便要付出，所以
我們有很多排球訓練。除了平日一星期兩日的一般練習及體能訓練外，我們會在一些學校特定假期，
例如教師發展日，進行額外訓練，從而提升我們的技術和隊員之間的默契。
 
　　哈哈，聖誕假期的第一天，不就是進行訓練的好日子嗎？昨天的冬季旅行精彩嗎？相信大家都已
經養精蓄稅一段時間了，是時候好好為學界比賽做足準備了。
 
　　「嗶！嗶！嗶！」（8:00 am　我的鬧鐘響起）
 
　　噢！我很累，還是裝作肚子痛不去打友誼賽好了，反正去了也是坐冷板櫈。
 
　　（8:30 am）
 
　　我的手機響起，糟糕了，是肥錕。接還是不接這一通電話好呢？在我猶豫不決之際，我還是接了
這一通電話。明顯地，肥錕是受命於教練才打這一通電話的，所以我不忘裝肚痛。（我其實是個挺專
業的演員）
 
　　「喂~」
　　「你在哪啊？」肥錕說。
　　「我肚子痛啊．．．．．．」
　　
　　教練生氣地問肥錕：「Witty怎麼說？」，肥錕如實地告訴他我肚子痛，然後教練更生氣，說：
「你叫她立即來，人家那麼早由沙田專誠來到這裡跟我們打友誼賽，你們全部都『遲到早走』，我不
聽任何解釋，我要見到她本人！」
 
　　大家，我的計劃失敗了，我沉著聲線：「Roger…」。沒法子，那個教練永遠是對的，我唯有以
最快的速度換上球衣，盡量在十分鐘內出門。
 
　　到了運動場，我依然演著「我肚子痛，但仍來打友誼賽，對排球充滿熱誠」的樣子。然後是和我
親愛的隊友們，與對手進行了三小時既精彩又熱血的友誼賽。在檢討時段，我當然是被責罵了一頓，
but I don’t
care，我有我存在的價值，有種你就把我趕離排球隊。說實話，每次放假都要進行訓練，使我生了無
數次離隊的念頭。每次在那個時刻，我都覺得自己是困在籠裡飛不出去的小鳥，但是每次我都選擇留
下，因為她們是我最愛的人。
 
　　肥錕：「丹丹怎麼沒來?」
　　我冷漠的回應：「怎知道。」



 
　　肥錕是個男生，跟我同一個年級。他是我們女排的培訓員，負責協助教練進行訓練。中二的時候
，我們兩個是很要好的朋友。有一天，他在Faithbook
inbox跟我表白，然後我們便絕交了。但是肥錕是個很有義氣的人，有時候我真不忍心要他受到我的
冷待，但我還是選擇冷落他，然後跟他疏遠起來。所以每次跟他對話，都是盡量敷衍，然後希望對話
能夠盡快結束。所以當肥錕問我關於丹丹的事時，我選擇冷淡地回他一句「怎知道。」，可是話說回
來，我真的不知道丹丹缺席的原因，不回應「怎知道。」，我還可以說什麼？
 
　　接下數分鐘，肥錕不斷找話題，離不開都是關心一下為什麼我跟丹丹疏遠了，又為什麼跟俊林那
麼親密之類。我一如既往，敷衍了事。他說過什麼我都聽不進耳去了，因為我從未有用心去聽他跟我
說的每一句話。但今天18歲的我仍記得肥錕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你要小心俊林，當初Christine
也像你一樣。」
 
　　故事是有點複雜的，我嘗試精簡地闡述一下。Christine是俊林的初戀情人，肥錕是Christine的
好朋友，但我更認為他像個「水兵」。根據肥錕口述的版本（一定是Christine自編的版本），俊林
是個負心漢，所以俊林跟Christine的感情告終了。但根據我在路邊社接收到的消息，是Christine自
己搞「情外情」、搞曖昩、勾三搭四，而且我曾不經意地看到俊林手機裡的通訊錄，Christine仍然
在俊林的「我的最愛」列表之上。即使俊林有一個緋聞女友Lily，也有我這個紅顏知己，但我看得出
Christine才是俊林最愛的人。
 
　　對於肥錕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我心裡只想回他一句，「關你屁事」，但我沒有把這句傷人的話
吐出口，因為我明白肥錕的苦心，所以我直接跟他絕交了。雖然直覺告訴我，「這句說話有意思啊！
」，但我花了很長時間仍想不出他的用意，所以我便沒有再花時間去研究了。但直覺告訴我這句話總
有一天用得著，所以我一直沒有忘記這句說話，或許我一直很用心地記著肥錕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冬季旅行後是聖誕假，然後兩星期考試，再直接放農曆年假去了。算起來，也差不多兩個月時間
沒有跟俊林「見面」了。那段日子，我不斷找藉口跟他聯絡，例如借功課給他參考、替他完成網上練
習等等，但我漸漸發覺，這些事情變成我們溝通唯一的原因，我們除了這些事之後，其餘什麼也不談
。
 
　　中三那年，俊林和我最後做的一事是這樣的。春節過後，很久不見的我倆顯然是有點隔膜，俊林
是先想破冰的一位，但他選了最差的方式去打開話匣子，Pranking。最後，我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
，然後成了陌生人。
 
　　有些人一輩子就只能夠是朋友，就是朋友而己。要是你表達了自己的心意，便會損了你們的友誼
。而那個本來最親近的人，會永遠在你的故事裡消失。或許他在你日後的生活裡，只佔一句說話、只
佔半秒。然後沒有原因地在你的世界裡消失得無影無蹤。
 
　　有些感情，你選擇隱藏；有些事情，你選擇不知情。
 
　　對於那些根本存在過的感覺和情愫，你會選擇若無其事嗎？
 
　　別人永遠無法知道演技高的人正在演戲。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XcmT8-ZBy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XcmT8-ZByA




7. 誰是你的初戀情人

7. 誰是你的初戀情人
 
　　兩個月時間沒見面，我和俊林之間的距離不再像從前。我們就像對從前的一舉一動感到尷尬似的
。俊林可能實在是捨不得失去我這位好友，所以決定送我一個完美惡作劇，修補我們之間的裂縫。B
ut sorry, i don't think it was fun.
 
「你在幹什麼？」
「哈哈！」
 
當我看見我書包內所有東西都散落一地時，實在難以冷靜，這次我真的非常生氣。這次我沒有心軟了
，我不再像從前一樣捨不得憎恨這個人。我無奈又帶點失望地對俊林說「哈哈？你不要再這樣幼稚好
嗎？」別以為我這樣贈他一句便罷手了。在每個故事裡，沒有revenge，故事是不會精彩的，所以我
選擇「還手」。我怒氣沖沖地將他的書包扔到垃圾筒裡，然後我因為在做完這件事的下一秒便感到後
悔，所以那種無地置容的感覺逼使我不得不離開那個班房。
 
在我離開俊林的世界前，我沒有跟他說再見。
 
如今經已陷入僵局，大概俊林和我的關係在這一輩子裡也無法挽回了。所以我明智地決定不要再喜歡
俊林了（我認為這是最具建設性的決定）。在學習「不再喜歡俊林」的過程中，當然會覺得很折磨，
但我深信時間能沖淡一切，最終也應該能夠達到對俊林完全死心的效果。
 
要對一個人死心並非一朝一夕能夠達成的事情，我們要循序漸進，讓我們身心漸漸適應你的生活裡再
沒有這個人。總結我的個人經驗，要忘記一個人其實並非想像中那麼困難。首先，你要在心裡記住兩
個或以上的男人。然後，毫無目標地四圍flirt。最後，如果你能夠喜歡路人甲乙丙丁，便代表距離成
功對一個人死心不遠矣。
 
我就是成功的一個例子，在消失在俊林的世界之後的一百天，我戀愛了。雖然俊林未能成功地成為我
的初戀情人，但是一切已不再重要，因為現在我愛的人不是陳俊林，而是林志豪。
 
我和俊林曖昧的故事完結了，故事沒發展到哭哭啼啼的地步，該是很失望吧！接下來是我和志豪「幸
福」的愛情故事，放心，每段愛情故事最甜蜜的時期是曖昧，正式交往後定必會發展到哭哭啼啼的地
步，我和志豪的故事和全球愛侶的故事一樣，也是有笑有淚的。
 
說到我和志豪的相識，也是挺戲劇化的。我們在一次獨自出走的旅程中相遇，然後關係迅速地發展，
並在相識後第十四天正式交往。那時候，志豪說他對我一見鍾情，而我也在看見他的第一眼便對他產
生好感。
 
我們第一次約會那一夜，志豪遲到兩分鐘，我在天后站出口靜靜地等候著志豪，等著他在人海中漸漸
出現。
 
他成了第一個牽著我的手，帶著我在維多利亞公園內遊走的人；他也是第一個在我不經意之際，奪去
我的初吻的人；他是第一個對我說「我愛你」的男生；第一個說「我養你」的人。
 



他是每一次約會，他都會給我買最美味的東西；每一次道別之前，他都會先給我聽一首歌曲才會離開
；每一天，我們都要不斷給對方發無限的短訊；每一夜，我們都要「煲電話粥」兩小時，再花半小時
跟對方說晚安。
 
他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愛我的人，也成為第一個拋棄我的人。他沒有留下什麼訂情信物給我，所以我也
不用花時間去扔掉他送給我的東西。但是他殘留的餘溫，我還記得起。即使不再溫暖，但你會記得那
曾經有過的「溫度」。
 
「親愛的，今夜我送給你這一首歌。」
 
我和志豪的最後一天，在那一首歌的旋律下結束。
 
那一夜，是炎夏裡最冷的雨夜。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9-0AiiOwfg
 
What? Are you kidding me?
這個曾經被我深愛的人，竟然選擇拋棄我！我深信，這必定是他一生中下過最錯的一個決定。像我如
此完美的女子，也不好好珍惜，反而選擇拋棄的人實在有眼不識泰山。可是，若果志豪當初沒有還給
我自由，這個故事根本不會出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9-0AiiOw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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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誰不是個多情的人
　　志豪跟我的霧水情緣成功在兩個月內結束。第一次正式失戀，當然要感受一下失戀的滋味，所以
我讓自己徹底傷心了一整夜。
　　
　　被拋棄的感覺怎會好受，傷心也是必然的，但是我卻不斷強逼自己不要傷心。所以在分手第二天
，我便開始在心裡記住兩個或以上的男人，周圍flirt，總之可以讓我盡快忘記一個人的方法我都用上
了。
 
　　十五歲那年的夏天結束了，我和志豪的感情也結束了。那段感情短得只需用上半章的字數去描述
，多可悲。別以為我是個無情無義的人，我的確傷心了一段時間（大概一百天）。
 
　　每個月的十六日慶祝，我會一個人為平行時空裡的志豪和Witty慶祝紀念日；夜闌人靜的時候，
我也會想起我們溫馨過的時光。在我懷念志豪的同時，我也在學習忘記他。而我忘記一個人的方法包
括了「記住兩個或以上的男人」，所以在夜裡悼念逝去的人和感情時，我也會想起耀其，一個曾經很
喜歡很喜歡的人；我也會想起俊林，一個不應該喜歡卻很喜歡的人。每次一想到俊林，那種莫名的傷
感，比起失去志豪更強烈。
 
　　由始至終，我可能只把志豪當作代替品，或者他只是讓我忘記俊林的方法之一。當我在夜裡懷念
志豪時，我其實也會感到愧疚。但因為我被他拋棄了，所以我決定要憎恨他，直至我不再恨他為止。
（很無聊的方法啊！）
 
　　高中時代要展開了，過去的事就留在過去吧，管他那麼多。高中時代的開展，意味著我們準備要
為公開試而活了，但我又怎會甘心把青春全都浪費在學業之上呢！
 
　　這個新學年，班上有很多同學在初中時期也從未認識過，即使認識也不熟悉。同班的俊林、耀其
、婷和阿熙也算是比較熟悉的人了。雖然我習慣認識陌生人，但是當班上太多三八，的確難以融入。
但我習慣了「獨一無二」，所以我並不介意沒有三八跟我說是道非。
 
　　每個學年的開始，學生總是特別有衝勁做好任何事，包括我們會很天真地認為自己會依著時間表
去溫習。大概我也是這一類學生，但我也未屬於壞透的那一種，所以我仍然會很留心上課，至少我從
未試過在課堂上打瞌睡。
 
　　課室裡的椅桌是兩張拼成一組面向黑板的，因為班主任李sir喜歡同性一組，所以班上的組合都
是hehe、sheshe，但因為女生人數出現單數，所以班上出現了唯一一組「男女組合」。幸運地，我
成了這唯一的組合的幸運兒，而我又更幸運地跟俊林成為鄰座了。這並不是為了劇情發展而出現的設
定，而是我們倆真的那麼有緣份地再次成為鄰座。到底兩個人在同一級180人內再次成為同班同學，
再成為鄰座的機會率是多少？我只能說，老天爺實在太喜歡作弄我了。
 
　　俊林：「Hey!我們又成為鄰座了。」
　　我：「對，沒有人比我更倒霉了。」
 
　　口裡說不，心裡卻很誠實。都說過，多少排列組合只想坐在你「身旁」，現在可算是心想事成了
。俊林跟我沒聯絡一段時間，大家似乎都不再為半年前發生過的事感到尷尬。（實在太好了，至少我



們可以從新成為好同學。）為了掩飾心裡的喜悅，我當然是裝作不在乎，然後裝作失戀、情傷，加上
一副「你快點關心我」的模樣，希望能夠吸引俊林的注意。
 
　　（我的演技應該不錯）經過我數星期賣力地的「情傷」演出，俊林關心我的事了。
 
　　俊林：「喂，你拍拖嗎？」
　　我：「沒有啊，你聽誰說的。」
　　俊林：「他叫什麼名字啊？」
 
　　我心裡一陣喜悅，心想：「woohoo，你去打聽我的消息嗎？你都打聽得挺周詳啊！但為何那麼
笨，不打聽一人我的『情人』叫什麼名字啊？」，我隨意地說了一個名字給他，他再輕描淡寫一番，
便結束了我們的對話。
 
　　2012年特別流行說「世界末日」，同時也有一首歌特別流行（至少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流行的）
。那時候，學校附近的一家麥當勞只會無限循環、不斷重複地播放著一首歌，所以大家對這首歌都非
常耳熟能詳。所以，俊林也理所當然地把這一首歌曲自動新增到他的播放清單當中，然後每天在我身
旁發揮他「人肉MP3」的功能。
 
　　「心灰了還未碎，心死了還在醉......」
　　「求你別不再唱好不好？」
 
　　我真的差點便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再唱這首歌了。雖然我經已開金口苦苦哀求，但他仍然每天
播放著這首歌曲至少一個月。
 
　　俊林問：「你知道《人非草木》有什麼意思嗎？」
 
　　大家不妨幫忙google一下，「人非草木」大概是指人類不是沒有情感的花、草、樹木，人類的
思想感情容易受到外界事物打動之類。但《人非草木》一曲是什麼意思，我卻一直沒有查明，因為我
覺得，你聽到什麼、覺得是什麼，便是什麼啊！會有參考答案的嗎？但俊林這麼問我，我唯有答他：
「喔，我不知道啊！可以告訴我嗎？」這次俊林沒有責備我沒有求知精神，他直接便告訴我答案，說
：「《人非草木》是指，一個人在一段感情結束後，仍然放不低對方。」

心灰了還未碎 心死了還在醉
人難得只因失戀擁抱負累
未會信甚麼擁有等於失去
無情地對世界說他算是誰

不可以沉下去 總可以迷下去
人何苦要抱著清醒進睡

就以血肉之軀去滿足知覺
虔誠地去犯錯 良心 跳得清脆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W7MEHo1aI
 
至今我仍然不明白俊林跟我說這番話的用意。可能他跟我解釋一首歌背後的意思，其實可能他沒有其
他用意。但至少他為我詮釋了人非草木的意思，一個只有我和俊林才明白的解釋。

人非草木的意思是，一個人在一段感情結束後，仍然放不低對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W7MEHo1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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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的世界沒有去Witty化這回事
　　雖然我是個無情的人，但終究是思念了志豪一百幾十天。反正我口裡說沒有傷心，卻花了幾章的
字數去寫志豪。正因為在這一百幾十天都花在思念一個人，到我察覺我身旁的俊林一直很關心我的時
候，都經已是十二月的時候了。
 
　　話說回來，又到十二月了。作為學生，當然是上學等放學；放學等放假。對我而言，十二月的第
一個星期要用作緩衝，以好好迎接冬季；第二個星期才開始進入認真學習的狀態，但同時要開始準備
迎接聖誕假期的來臨；第三個星期通常只要三、四天上課日，當中某些日子要進行聖誕崇拜、聖誕聯
歡，還有一舉多得的冬季旅行。所以對我而言，十二月根本就不用上課。
 
　　十二月的重點活動當然非旅行日莫屬，大概沒有學生會非常喜歡聖誕崇拜。這一年冬季旅行依舊
是以小圈子形式分組。小圈子理應是最理想的分組方式，但當你不是「小圈子」的一份子，你就只能
在局外看著小圈子內的人多高興。通常大喊「我不要小圈子」的人都因為置身局外，無法參與，然後
悶得發瘋才會喊這些話。而我心裡也是喊著這句話。
 
　　曾經身為中學生的你應該知道旅行日、陸運動這一類活動，通常、理應、基本上應以班別作基本
單位進行活動。但可笑是，有一小圈子竟然弄出一個mixture，組內成員來自「五湖四海」，而班會
主席也身在其中。我能說「上樑不正，下樑歪」。起初，我也對班內嚴重分裂的情況而費心，但後來
發現根本不必「著相」。但普通同學又豈能令我對小圈子產生極大不滿呢？顯然是因為俊林，我才會
這麼著緊。與我無關的事，我從來不關心。
 
　　俊林是五湖四海小圈子的核心成員之一，而我明顯地是一個局外人。對，我們倆從此不再屬於同
一個圈子了。其實這個圈子的雛型在中三時經已形成，成員身份的關係大概有情侶、曖昩中的partn
ers等，當上述元素入侵並dominate一個「純粹玩樂」的群組，當中某些成員便會自然地「被離群」
，我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想當年，正直我跟俊林非常親密的年頭，俊林還有另一個被公認似的緋聞女友，Lily。顯然，Lil
y有著強大的姐妹兵團，所以她才有資格成為核心成員。像我這種敏感又身份不明的人，當然要「被
離群」。我知道她們在那些日子費盡心思去推行「去Witty化」(Translation:杯葛)。
 
　　　這年學校特別無聊，特意為我們挑選青水灣做旅行地點。然而，我們的出發地在新界西，所以
旅行日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車程上。因為時間不足，我們班連(無聊的)集體活動也沒有(循例地)進行。
大家到達目的地後，都忙著趕快吃光以噸計的食物，然後忙著跟好同學們拍照留念，而我亦不例外。
　　雖然我對同學們沒太大的好感，但我仍然會象徵式地跟他們合照，若然發覺自己的樣子太醜了，
我便乾脆刪除那些照片罷了。但要我再跟「去Witty化」的那幫女子合照，不如直接了結我的生命吧!
不是因為她們太討厭，也不是她表現得待我太差，而是她們表現得對我過份熱情。你叫我如何接受被
一群「討厭你的人」親著自己的臉，然後要求合照。總結：非常噁心。
 
　　這年旅行日的確非常無聊，因為我跟一群完全不投契的人組成一個完美的「小圈子」，而我們組
因為過份斯文內歛，而被逼使用一個沒有座位的燒烤爐。我只記得自己站了一個早上，然後看到遠處
的俊林和Lily卿卿我我。那時候，我的內心感到一點點折磨。理性告訴我，「你距離完全忘卻林志豪
又進了一大步，加油，你快要成功了。」
 
　　當你將要忘卻一個人，也代表你將要愛上另一個人。若他害你愛他愛到一個永不超生的地步，恭



喜你，你經已忘記了你的「林志豪」了。
 
　　艱苦地捱了一個早上，終於等到打道回府的一刻。我從未試過如此渴望一個活動盡快完結，這次
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既然跟他們如此不投契，我乾脆耍性格不跟他們交際交際。
 
　　學生在旅遊巴的分佈是按以下規則進行的，最活躍的同學在車廂最後的位置；最文靜的在最前的
位置；中段位置我不懂描述。反正我在中段位置找到三個沒有人坐的座位，然後我聲稱自己要小睡一
番，便一頭栽下去了。
 
　　感覺睡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但仍未回到學校。當我正打算坐起來看看窗外風景之際，我感到我的
臉頰被捏了一下。當我一張開雙眼，俊林竟然出現在我的眼前。
 
　　俊林：「怎麼累得在車上也睡著了。」，剛睡醒的我還來不及反應，只說了一個「嗯」字。俊林
說了很多今天早上的事，我也數不了Lily這個名字到底出現過多少次。說實話，當我聽到他說著跟別
人如何溫馨的事，我的內心是淌著淚，也淌著血的。俊林見我沒什麼反應，便說：「你有聽過這首歌
嗎？」，然後他把耳筒遞給我，一起聽著那一首歌。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dMz8RBG7g
 
　　這是屬於我們的三分半鐘。
 
　　三分半鐘後，我們歸於現實，我把耳筒歸還給他。俊林輕輕撫著我的頭髮，一直順著我的臉頰，
直至碰到我的下巴才把他的手收回。他的舉動令我的內心一個「小鹿亂撞」，我慌忙地說：「要到站
了，要下車了。」
 
　　俊林對著我微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dMz8RBG7g


10. 末日之年

10. 末日之年
　　二零一二年最流行的話題是「世界末日」，但今天都已是2012年12月24日，世界末日始終沒有
降臨。其實我是很渴望有世界末日，因為我希望一切可以重來。但既然根本沒有世界末日，那就想些
藉口給自己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When you kiss me on that street, I kiss you back…」（我的電話鈴聲響起）
我拿起手機，瞧一膲手機螢幕，竟然是俊林給我來電！本以為這只是自己太想念俊林而出現的幻覺，
但當我接了這一通電話，俊林的聲線真實地傳達到我的耳朵裡。
 
　　「今晚有空出來吃個便飯嗎？」俊林說。
 
　　兩天前，俊林突然再次接近我，本以為又是自己想多了，但他竟然在平安夜「約會」我。那不是
代表這次不是我想多了嗎？這次俊林可能真的對我有意思呢！老實說，我從來就是一個極度「迷戀」
俊林的人，既然男神親自約我單獨見面，我又怎會拒絕呢！於是我便答應了他。
 
　　十六歲的我，非常非常興奮，好歹也算是我和俊林第一次單獨約會。
 
　　說到第一次單獨約會，不禁令我想起第一次跟男生單獨約會的可怕經歷。那年我十四歲，一天肥
錕說：「不如今個星期日我們一夥人去吃點東西才去看球賽吧！」，那時候我們還是親如兄弟，我只
是聽過一些關於肥錕暗戀我的傳言，而那時候肥錕還未有跟我表白，所以我不相信那些傳言。於是我
便說：「好吧！你去約其他人吧！」。結果，那個星期日只有我和他，而他卻表現得超奇怪、超尷尬
。總之，那天的約會就是很奇怪，感覺非常不好。後來他跟我表白了，然後我們便絕交了。
 
　　我站在港鐵站出口等候著俊林。等了五分鐘，俊林終於在人群中出現。
 
　　我：「喔！你遲到五分鐘，今晚你請客。多謝哥哥！」
　　俊林：「好！你開心就可以啊！」
 
　　我被他這句話嚇壞了，心想，「這句話真是俊林說的嗎？他怎會待我那麼好！他應該是說『哪有
錢』、『你請客不是比較好嗎？』這些話才對啊！真奇怪。」
　　
　　我們在低級西餐廳吃過晚飯以後，便在附近的公園逛一逛、聊一聊，就是簡簡單單地單獨相處了
一會兒。我們比較了那個同學比較帥、那個比較漂亮；又一起研究那些緋聞是真、那些只是傳聞。我
們無所不談，說說笑笑又一夜。有一刻，我真的在想俊林是否對我生了感情，所以我故意裝作不經意
地問他為什麼要在平安夜約會我。
 
　　我：「喔！我也想傳點緋聞什麼的！」
　　俊林：「別惹我發笑好不好，怎會有人想跟你傳緋聞啊！」
　　我：「別這麼說好不好，人家是女生啊！」
　　俊林：「說笑而已，其實你也不錯啊！說真的。」
　　我：「哼！當然啦！」
　　俊林：「嗯…」
　　我：「嗯…但我要保持清醒，要不然我很容易便會迷戀一個人啊！」



　　俊林：「人何苦要抱著清醒進睡…做人啊！有時候不用太清醒啊！」
 
　　我心想，「怎麼俊林好像老了五十歲似的，哈哈，老陳，要是我不夠清醒，我便愛上你了。」
 
　　我：「你怎麼突然會在平安夜約人家啊！有很多人等著要約會我的。」
　　俊林：「多人約會，但是我一約你便約得成了。」
　　我：「我說笑而已，聽不出嗎？」
　　俊林：「我也是在說笑，哈哈。」　
　　我：「那你是為什麼要約我出來呢？」
　　俊林：「沒什麼原因啊！只是Lily沒有空，便約你啊！反正你也閒著。」
　　
　　我明白了，又是我想太多了。因為俊林想約的人沒有空，才找上我這個後備。你知道那句如此傷
人的話是出自一個你非常喜歡的人，是一件多折磨的事情嗎？我知道我不能在他面對哭，所以我把所
有眼淚都吞回肚子裡。我還繼續笑著、繼續跟他聊著一些關於Lily的事。
 
　　結果是，瑪雅文明的預言是正確的，2012年的確是世界末日之年，只是日期錯了，因為我的世
界末日在2012年12月24日降臨了，比預言遲了兩天。
 
　　有時候，有時候，我會相信一切有盡頭。不要緊，大概是時候找個藉口讓自己重新出發。就讓一
切美好的、已逝去的人和感情都留在這末日之年。
 
　　再見了，林志豪。
　　
　　再見了，陳俊林。
 
　　一切到此為止。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mpFlFN-EO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mpFlFN-EOA


11. 純潔的單眼皮

11. 純潔的單眼皮
　　每段曖昩的經歷都只不過是不斷重複著相同的步驟，首先是好感，然後是親密，最後是毫無原因
地變得陌生。我經已數不到我和俊林到底經歷過多少次，大概大家也習慣了這種關係。
 
　　那一次所謂約會之後，俊林成功著我打落地獄，但卻又勾住我的心。所以只要能和俊林有所交流
，我便任勞任怨，更漸漸成為一個能力非常高的slave。大概俊林跟我說得最多的話就是「幫我開loc
ker」、「幫我做功課」，沒有其他。有時候，女生就是這樣犯賤。
 
　　當你跟一個人不再熟悉，你便會很自然地跟另一個人熟悉起來。那時候，我和俊林漸漸疏遠。有
一天，有一個人突然approach 我，那個人是我在中二時很喜歡的一個人，是耀其。
 
　　中二那時候，耀其是公認男神，他是我們所有女生的初戀。總之每個女生都需要喜歡耀其。就像
不喜歡過耀其，不是女生似的。所以我也加入「暗戀」耀其的行列。
 
　　那時候，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小嘍囉，我只是暗地裡很迷戀他的一個小粉絲。其實耀其本應這一輩
子也不會發現我曾經如此暗戀他，可是我被我最好的朋友，丹丹，出賣了。所以，全世界也知道我喜
歡耀其，然後耀其非常討厭我，然後耀其在facelook
封鎖了我。結果，在我和耀其還未成為朋友之前，我們已經絕交了。
 
　　在我還是中三學生的某一天，耀其突然對我解除封鎖。嘩！太高興了。我終於跟他成為facelook
friend了，可惜那時的我喜歡俊林，所以我一點也不在乎能不能跟耀其成為朋友。
 
　　後來在中四那年，我跟耀其成了同班同學，更在我跟俊林非常陌生的時期跟我成為好朋友。我們
無所不談；我們每天一起放學回家；我們一起溫習；我們一起打發時間；我們一起彈結他；我們一起
唱。總之，耀其和我的關係就是我本來希望俊林和我能夠建立到的關係，可是原來耀其才是最適合的
人選。他幾乎完全取替了俊林，但我清楚知道現在的我對耀其的感情並不是那一種愛。總之，耀其是
我的洪永城，而我是他的黃翠如。大概他也會認同這一種說法。
 
　　有一次放學，我和耀其一起走了十五分鐘的路程到車站，結果到了將要入閘的一刻，我才發現我
的八達通不見了。那時候，我緊張得發瘋了，說：「我剛增值了五十元的，為什麼老天爺要這麼對待
我。」，耀其說：「先別要這麼緊張，你喜歡把八達通放在裙袋裡，會不會是在街上掉了？」我繼續
發狂，說：「我要走回頭看看有沒有在街上掉了，你先回去吧！」，耀其說：「不，我陪你。」，我
：「好，走吧！」於是我們走回頭路，但卻沒有任何發現。後來，我在書包裡尋回失物，那種失而復
得的感覺很好，但卻被耀其恥笑了我一段日子。
 
　　有段日子，我和耀其都喜歡躲在音樂室裡彈結他。
 
　　我：「耀其，初中我最大的願望是希望可以跟你參加歌唱比賽、跟你在台上合唱。」
　　耀其：「哈哈，是嗎？那麼我們明年一起參加吧！」
 
　　那段日子，我們班特別喜歡唱「小酒窩」，而我們倆又特別喜歡一起唱這首歌，於是我們便決定
要在歌唱比賽唱「小酒窩」。但其實我們比較喜歡唱「純潔的單眼皮」那一個比較有趣的版本，但是
歌唱比賽還是唱一點比較「正路」的較理想。



 
　　我們從來不會「喜歡」對方，但我們很「愛」對方。我們的友誼不會因為喜歡對方而完結，因為
我們的關係都是純潔得像單眼皮。
 
　　哈哈！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NZMKIxi11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NZMKIxi11k


12. 愚人節快樂

12. 愚人節快樂
　　「耀其啊！我扭傷了。」
　　「為什麼這樣不小心啊？怎樣弄傷的？」
 
　　學界比賽將至，我們排球隊都訓練了一段時間，是時候跟其他隊伍進行友誼賽了。那一天放學後
，我們在學校球場進行友誼賽，但我們表現得特別差，就連發球也做得不好。在這些時刻，你只會更
緊張。當你越是想表現得好，就越是表現得不理想；當你想把握機會，就越是錯失了機會。挫折是每
個運動員都必然會遇到的，但即使情況再壞，平日的我也是笑著面對。所以教練也特別喜歡我這個態
度，但明顯地那天我的表現差得連我的笑容也不見了。
 
　　排球升到半空中，我的雙眼用力盯著，心裡想著：「我一定要把這一球扣得漂漂亮亮！」。我用
盡全身力氣跳到半空中，使盡渾身力氣把球用力扣殺，最後成功在副攻手位置取得分數。當我看到這
一球扣殺著地一刻，心裡極度喜悅。我亦從半空中漸漸降回地面。當我還未完全著地一刻，在我左邊
的主攻手突然跑過來，然後我忘了我是怎樣著地弄傷。總之，著地一刻我的右腳踝「卡」的一聲，然
後我便動彈不得。
 
　　有什麼事情比起在16歲生日前一天扭傷更差？就是扭傷第二天你走不動，痛得走不動去上廁所
。那條壞腿差點害我無法回校參與好友們為我舉辦的生日會，幸好我還是「忍痛」回校才沒有錯過我
的生日會。
 
　　俊林：「傻仔，怎麼弄傷的。」
　　我：「打球弄傷的。」
　　俊林：「走得那麼慢，我揹你吧！」
　　我：「不用了，我有腿，自己走。」
　　俊林：「那麼我陪你走吧！」
　　
　　接下來一個月的時間，我也是走得比平日慢十倍。但原來做個「病人」，也是個搶風頭的好方法
，因為在我腳傷期間，身邊所有人都特別關心我，所以去Witty化那幫人討厭我的程度也大了。Ladi
es，想出風頭？你們可以試試弄傷自己一條腿什麼的，但就我個人而言，我就不太喜歡用這種方式
搶風頭。因為我一搶風頭，你們都要回鄉種田了。
 
　　我的美腿痊癒不久就是愚人節了，為了「應節」，我創作了一些故事騙人。例如：昨天放學乘坐
西鐵回家時，我見到身旁那個女生的胸部上有幾粒塵，然後我忘了那是別人的身體，於是便很「順手
」地拍走她胸部上的塵粒。
 
　　「耀其！這個騙到你嗎？」
　　「耀其！這個好笑嗎？」
　　「耀其，這個我不懂。」
　　「耀其，是這樣的嗎？」
 
　　我不知道俊林是不是因為妒忌耀其和我親密的關係，所以才在我們完全不友好的階段，突然送給
我一個惡作劇。（或者他pranking的動機純粹是因為愚人節）
 



　　這個惡作劇是這樣的，首先是俊林將水倒在我的座椅上，而我又準確地被算到我會毫不留神地坐
下，然後是我的校裙濕透了。明顯地，我又會很憤怒地revenge。
 
　　耀其：「Witty，別那麼衝動。」
　　
　　明顯地，我又沒有聽取耀其的勸告，然後將水弄濕俊林和他座位上的東西。結果是，俊林很生氣
，而我也為我做過的事立即感到非常後悔。
 
　　雖然我覺得「撩人者賤」，但我不想我和俊林再也做不了朋友，又或者連同學也做不成，所以我
決定跟他說對不起。
 
　　放學的時候，我跟俊林道歉。然後他只是簡單地笑一笑，說：「傻妹，怎捨得不理睬你。」
 
　　就因為一句「對不起」，我和俊林的關係比之前良好了一點。甚至有一刻，我、耀其、俊林三人
好像陷入了「三角戀關係」似的。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5aGEtwLJhM
 
　　當你心裡迷戀著一個人，你會很想擁有他。但當你遲遲未能得到他，你會告訴自己，「要是他是
屬於你的，早就屬於你了。」
 
　　有時候你們會親如兄弟，但你們卻會無原無故地陌生起來。
 
　　一天，他跟你說：「如果我說我喜歡你……
」，但你卻沒有勇氣跟他更進一步。你會發現你只希望他成為你身邊最親密的一位；你會發現你只希
望「俊林」是「耀其」；你會發現你只希望「耀其」是「耀其」。原來你只希望他不會離你而去；原
來你不是自己想像中那麼渴望擁有他。或者你只是沒有勇氣，但你依然迷戀他；你依然記住他每一句
說話；你依然記住他每個神態；你依然記住你們每一個相處的時光。
 
　　大概，這個你一直都很喜歡的人跟你說他喜歡你時，你只敢說：「哈哈，我也喜歡你。只是跟你
開玩笑而已。」
 
　　你會先拒絕一切，因為你害怕他比你更快地開口說：「傻仔，開玩笑而已。」；因為你害怕他不
是真的喜歡你；因為你害怕知道真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5aGEtwLJhM


13. 無論你喜歡誰

13. 無論你喜歡誰
 
　　「耀其，放學一起溫習好嗎？」
　　「耀其，小息去吃早餐好嗎？」
　　「耀其，你是不是有什麼少女心事？」
　　「耀其，你是不是有喜歡的女生？」
　　「耀其，你幹嘛不理睬我？」
　　
　　耀其：「看！俊林找你啊！去吧!」
 
　　耀其最近沒有經常跟我黏在一起，但我們依舊友好，只是距離遠了一點點、關係疏遠了一點點而
已。
 
　　「俊林，放學一起溫習好嗎？」
　　「俊林，小息去吃早餐好嗎？」
 
　　俊林：「好啊！你請客！多謝！」
　　我：「有美女相伴共享美食，還要我請客，傻的嗎？」
　　俊林：「還以為中三後的你沒那麼自戀，原來還是沒怎麼改變。」
　　我：「別胡扯，跟我吃早餐，放學教我數學。」
　　俊林：「數學？輕鬆。只有你那麼笨才不懂。」
　　我：「哼！」
　　俊林：「別生氣啊！我跟你開玩笑而己，那一次不是我教你數學呢？你已經很醜了，別再皺眉了
。」
 
　　當你們一再接近，你會以為那個人是屬於自己的，但卻清楚你們只是「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
關係。在這段日子裡，俊林幾乎完全取代了耀其，或者俊林只是奪回他的最佳位置。
 
　　說實話，自從喜歡上他以後，從前的「幽默」、「自戀」和「快樂」都漸漸離我而去。（比較最
近幾章和第一章便知道有何分別了）因為得不到他，所以我傷心、我寂寞、我凍，但當他「屬於我」
的時候，卻又懷念那種「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的滋味。
 
　　俊林：「7月11日有空一起去看電影嗎？」
　　我：「好啊！我想看《怪獸大學》，小時候我特別喜歡看《怪獸公司》，這次一定要到戲院看它
的續集呢！」
　　俊林：「你喜歡，我就喜歡。」
　　我：「真的嗎？哈哈哈！」
　　俊林：「我有騙過你嗎？」
　　
　　俊林，你無時無刻都在欺騙我，我的「心」都給騙走了。
 
　　2012年7月11日，我和俊林第一次去看電影的日子。那一天，我跟平日的樣子沒兩樣，但我特
別緊張。因為我害怕俊林會嘲笑我很醜；我害怕俊林會不喜歡我笑聲太大；我害怕他突然牽著我的手



，然後我招架不住。（雖然我心底裡是很希望他會跟我表白）但事實是俊林沒有碰過我的手、沒有靠
近、沒有親我，我們倆只是安安靜靜地看完整齣戲。
 
　　我發現《怪獸大學》沒我想像中那麼精彩，可能是長大後沒小時候那樣喜歡動畫，但我仍然很喜
歡這一場戲；我更發現自己在約會前的顧慮都是多餘的，俊林根本沒認真看過我的臉；他更沒有碰過
我手上「半條毛」。
 
　　我：「我很喜歡這齣戲。」
　　俊林：「我快要悶瘋了，這是什麼品味啊！竟然喜歡這些東西。」
　　我：「哼！是你不懂欣賞而己。我才不願跟你廢話，我上廁所去。」
　　
　　俊林在女廁門外等待著我，等了很久很久，不是因為我要上大號，只是太多人要上廁所而己。雖
然要他久等，但其實我並沒有半點歉意。嘿，大家都那麼親密、那麼熟了，幹嘛還要這樣客套呢！多
等一會兒而已，俊林是不會介意的。但我當然也會循例說一句「等了很久嗎？」，當然預計俊林會說
「廢話！」的時候，他竟然跟我說：「我們牽著手離開好嗎？」。下意識認為這是幻聽，加上我認為
他根本沒可能跟我說這句話，所以我沒思考過便說：「什麼？」，但其實我也挺肯定自己很清楚聽到
他說了這句話。
 
　　眼前的他「紅都面晒」，但他對我那麼「什麼？」的回應只是「沒什麼，吃東西吧！我們去吃壽
司，我請客。」想不到俊林也有膽小的一面。
 
　　總之短期內，俊林不會正式在屬於我了。老實說，我有點失落、有點傷心，但我深信俊林仍然是
「屬於我」的，加上他罕有地請客，我的心情簡直由谷底升上天堂。
 
　　那年我們十六歲，我們一起吃壽司，俊林請客。那次約會以後，俊林再約會過我三次，但我都拒
絕了。我不是因為想避開俊林，我只是因為要做暑期工、要參加課外活動，又或者因為那些隨行的朋
友不是我熟悉的臉孔，我才拒絕了他。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原因，沒有其他用意。
 
　　自從那次約會以後，我和他沒有更進一步發展。
 
　　俊林，我有一個請求。我希望你看著這篇文章，我希望你看到我的請求。
 
　　俊林，答應我：

「無論你喜歡誰，請你記住留下給我這位置。」
 
　　可以嗎？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sqwwfWJPs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sqwwfWJPso


14. 人群是那麼像羊群

14.  人群是那麼像羊群　
 
　　十六歳的初夏，我和俊林看了第一場戲之後便再也沒有約會過。其實那次約會之後，俊林是有嘗
試過再次約會我。第一次是邀請我和同校的朋友一同到長洲一天遊，俊林那邊是「全男班」，所以他
叫我找些女生一起郊遊一番。可是丹丹和我都害怕無法融入他的朋友，加上我最友好的隊友們都沒有
興趣參與其中，所以我們都拒絕他的邀請了。另外一次是他邀請我一起去食「雞煲」，但不幸地我生
病了，所以又再次爽約了。但這是純屬意外，我不是故意令自己生病的。
 
　　那年暑假我趁尚有點青春可以虛耗，便參加了一個青年什麼什麼培訓計劃之類。光是看那培訓計
劃的名字，就知道那個活動會把你悶得發瘋。但那時年少無知的我為了認識更多朋友和學習更多新事
物，毅然遞交報名表。我沒有邀請丹丹一同參加，因為那時候的我希望尋找新的自我。而建立新形象
的最基本條件是新的環境不能有半個經已認識的人。
 
　　那個暑假之後，身邊很多朋友都說我改變了許多。他們都覺得我參加了那個培訓計劃之後，成長
了許多。言下之意是那個瘋癲的我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個沉默的我。其實那個活動比較像一個中學
版本的O
camp。活動內容離不開是分組改名字；給你們幾個「組爸、組媽」；進行城市追蹤，在街上做一些
很瘋狂的行為之類。只是這個活動的特別之處是多了一些「批鬥」和「傾心事」的元素，還要很認真
地訪問一些名人，再完成一個報告這個環節而已。
 
　　「牛屎妹出城」見識這個大千世界，只要這個生活比原本的日子精彩半點，便遺忘了自己來自那
裡、屬於那裡了。事實是我不是單純地因為貪玩才會忘本，而是那時候的我覺得這個新的地方才是屬
於我的舞台。；那個叫學校的地方，根本就是沒人欣賞我的地方；那個叫學校的地方，根本就是個沒
有機會的地方；那個叫學校的地方，根本就是埋沒人才的地方。在這裡我找到自己的定位；在這裡我
找到我的寄託。我認為自己屬於這裡，所以我幾乎徹底忘記了原本的生活，就連我一直非常非常迷戀
的俊林也幾乎忘記得一乾二淨。
 
　　那個活動每逢星期二、五進行，參加者隔數天便見面。加上通訊的方便，我們的關係發展得一日
千里，光是見面數次，便親如兄弟、情同姊妹。我們組更其他組別更好動、更投入，事實是成員都比
較聰明，所大家都會特別投契。唯一是年紀只有十四歲的Tori比較喜歡分化或者搬弄是非，所以在那
段日子都有發生過一些小插曲，但是被杯葛的人不是我，所以問題便不是問題了，況且問題其實沒有
那麼嚴重，只是為了做到「三正一反」的效果才提出這個論點。整體而言，我們這一組相處融洽得像
一家人。
 
　　夏令營沒有愛情便沒有意義了，所以我也有過一些曖昧的故事。其實我對那個男生是有過好感的
，而且我也覺得他都我有過好感。這次不是我想多了，因為若果他沒有對我有半分好感，又怎會在過
馬路時主動牽我的手、怎會對我特別照顧。我不是那種賤女人，所以我有暗示過其實我不是喜歡他，
例如我會在他牽我的手時立即甩開他的手。其實我可以選擇喜歡他，但當我發現這個人刻意隱瞞他有
女朋友這事實，還對我做出這些曖昧的行徑時，我對他曾經有過的所有好感都消失了。但我卻沒有因
此而拒絕跟他交個朋友，只是心裡已經很清楚這個人的人格。
 
　　十六歲那年的暑假是一個友情滿溢的盛夏，我不需要喜歡男生；我不需要因為我喜歡的男生不喜
歡我而傷心。友誼填滿了我的生活，那份情誼取替了幾乎所有「舊人」。更甚是我連一直很喜歡、很



難得到的俊林也遺忘了。
 
　　那年我們一組十四人在西貢某一個營地裡宿營，通宵增進感情是必然。我們更瘋狂得將房間裡的
床墊和被舖都搬到房間外的空地，然後我們十四人躺在空地上，讓那美麗的星空罩著我們的身軀，笑
著聊著，累了便睡。
 
　　那年十六，我們十四人在星空下對著流星許願。我們希望公開試取得5**；我們希望將來「發達
」；我們希望我們友誼永固。
 
　　我說：「相機留不下這個美麗的星空，真可惜。」
　　他說：「若世上所有美事都能用相機留住，便不值得我們親身經歷了。」
 
Click the link below! Listen to my he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Yw4uH80gc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Yw4uH80gc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