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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度，我又想起你了》

《前度，我又想起你了》

若果時間能重來，你我必定是最登對的那一對，起碼能夠惹人羡慕，嫉妒。

走在擠迫的街頭上，地鐵，商店街上，旅行勝地，我確認我真的不能負荷過來。街裡愛人一對對，互
送鮮花千杯不醉，我就像一個局外人，播著愁人節的歌曲，在冷眼旁觀旁邊的一套套愛情電影上映，
很分明，我不能充當自己是沒有感情的，我不能若無其事的站在兩對情侶中央，仍然低下頭按手機，
我不能無視回憶，因為它是如此活活的生存在我腦海裡，儘管它是鎖得緊緊的。

時間最多可以活埋一個人，登對卻可以一同暪騙二個人。我們相信了，反正已不能夠有任何分開的理
由，我從來不相信距離能阻隔愛情，如果兩個人的磁場相近，無論相隔多遠，一碰，便能感應，但是
……是真的嗎？

我在臉書上翻看你在台灣的生活照，卻在塗鴉牆上寫下了這一句，只要我才能看見的一句句子，對你
最後……最後的問候。
「Hi，你在那邊習慣嗎？還過得好嗎？」

我知道我再沒理由去纏繞你，我和你纏住的就只有，因分開二地而終結的逝去感情，沒有其他。若是
神經混亂，頭腦不清的時候，越是知道自己該是清醒的時候了，他只是一種過去，無論我們曾經有多
登對，也不能成最後的一對，你要走，我不挽留，我只是想知道，近來你還過得好嗎？吃得飽嗎？

前度，
也可以默默的守護著，可以分隔異地，可以彼此各有戀情，卻有著那一種相應，就是還彼此關注著對
方，彼此守護著永遠。

那種感應就像地鐵裡，我站在兩對情侶的中央，不能安然低下頭按手機一樣，那種感覺我不能夠再隱
藏，

因為……前度，我的腦海又想起你了。



《相愛容易，相處難》

愛情遊戲仿佛不用清楚遊戲玩法，就算是三歲小孩也能學懂，就是因為這樣愛情才會在這個世界上泛
濫得很。
愛一個人很容易，如何和一個你愛的人同住，卻是世間上最難學懂的一門學問，去愛，任何人也懂，
但是了解，忍受，體諒一個你愛的人，恐怕你花上了一輩子的時間，也未必全然學懂。

愛是付出和給予，無私奉獻，承諾，著重於言語和感覺上的情感，愛亦都可以是偽裝，虛假，謊言，
這些全都是片面的形容詞，你可以裝，可以暪，可以騙，可以無傷大雅下依然抱著另一個女子。

就以上來說相愛可以很容易，相處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同住於同一屋簷下，所有之前對方的形象
全毁，缺點，性格，完全暴露出來，當時拍拖時的那種愛意，仿佛一下子給現實的生活赤裸裸地揭發
出來。那時不留意對方的小毛病，一下子就被放大了十倍，你再也不會忍耐，忍受她的那暴躁的脾氣
，只可說你都受夠了，她似乎已經融入了你的生活入面。她不再是，你對她單純的一種愛，她威脅到
你的生活了，於是相處就是證明愛情堅固的一種方法，離婚就是相處不來的結果。

結婚能夠體現愛情裡的現實，有人寧願一輩子也不結婚，不面對現實，提著一個單身的名份去玩樂人
間，一輩子也停留在熱戀的階段。畢竟相處依然是極難去學懂的東西，難以參透，唯有多談幾場戀愛
，了解一下彼此的人格，優點，缺點，經歷更多的事，也許你會比只讓無知的愛情沖昏了腦袋，更為
成長，更為成熟，更為懂得與對方相處。



《愛情偶像劇裡的完美暇想》

當你不再需要我的時候，我何必又一再投懷送抱，女孩子是要那兒的勇氣。就是明明知道他不喜歡你
，還是要硬著頭皮的去追著那個男孩不放，我們都不是活在偶像劇裡的男女主角，會有恰巧的機遇和
緣份，我們失去了便是失去了，分手了便是分手了，不愛了便是不愛了。

你和我，可能都沒有偶像劇裡面女主角的那樣窮追不捨的個性，男主角的命中註定。但是我們總是渴
望擁有男女主角般的那段浪漫橋段。該婉惜的是愛情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劇本，沒有該說或不該說的
對白，沒有綵排，沒有預演。

面對突然其來的愛情，我們毫無防備，只能拿出最本來的那個自己去應對，害怕自己個性並不是對方
喜歡的，害怕自己的不夠好會使對方厭惡。轉而後知，我們都習慣使出一副討人愛的臉孔，過份堆砌
出來的完美個性，為求在異性的眼中留下一個完美的形象。

但是，這樣的完美假像，就是你最想要別人對你的印象嗎？很像某個偶像劇裡的那個超完美正女吧！
你覺得自己簡直和她長得一模一樣，每個異性也很喜歡你，他們喜歡你的嬌柔，在某女主角身上你也
有的名牌，整個俗氣的千頌伊妝容，恭喜你！你已經成功地成為了電視瑩幕裡面的那個萬人迷了！

你擁有無限的追求者，
分手的時候可以更加灑脫，「我愛你」，「我不愛你」這些字句已經成為了你的口頭禪，你可以不負
責任，因為你是個大美女，大師哥。
你可以做任何一段婚姻的第三者，而沒有感到愧疚，這些這些也只是你的假想而已，出自於偶像劇裡
面。

真正的愛情何必演得像偶像劇一樣，浪漫蒂克，死去活來，悲痛難耐，最真實的都不需要去演，你想
要知道這是那裡來的灑脫嗎？你最需要的是問問你自己......為何那麼愛幻想。



《跟我來談一場戀愛，好嗎？》

跟我來談一場戀愛好嗎？或許你已經不再懂得談戀愛了，為什麼？試問一個已經飽受過情傷煎熬的人
，如何再能夠重新鼓起勇氣來重新看待拍拖為只是「談一場戀愛」，清醒吧！我們已經再也回不去學
生的時代了。清純，簡單的去談一場戀愛也只是過去完成式。

成就，名利，金錢，高富帥，也成為了現時香港人普遍擇偶的條件，再逐一比較下去，也永遠只能無
止境的比較下去。談一場簡單的戀愛為何也要弄得如此的複雜化，單純的喜歡一個人，何時會被現實
種種的條件限制而規限，我們不是生活在落後國家的機制下，也不是活在以前古代人的「奉子承婚」
，為了父母親而強逼於迎娶一個你不愛的人。

現在種種規範也沒有了，為何你卻要為自己訂下了擇偶條件，就算別人覺得你的伴侶並沒有所謂的「
高富帥」，也不見得你要再找另一個比他還要好，人比人同時，別人也在比較著你，同一個現時普遍
的擇偶標準，不見得你要完成符合。那一點點的不完美，才能造就不一樣的一個「他」，因為他的如
此的獨一無二。

直率，真誠，簡單，就算有那麼小的不完美，我們也能笑著去走完去，我想，談一場戀愛就是如此的
簡單，就算現在已經不能夠再身穿校服，與她再遊走校園，談笑間牽著手，但是儘管脫掉校服，換上
筆挺的西裝後，你還是可以懷著最真的心，猶如穿著那中學白白的恤衫，去談一場戀愛去。



《分手後，我還是愛著你》

可能你不是對我最好的一個， 但你會是我遇到最好......最好的一個。

我對你的好，可能在你眼中，那只是出於友誼上的好，甚至那種好平凡得，只是理想當然的一段曖昧
關係。有時我會覺得自己像一隻只會依附在你身邊的受傷小鳥，
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才會捨得放棄你，返回鳥巢之中，我們的關係越是拖著，我越是覺得變質了，變成
了既曖昧卻無法面對的腐壞品。而最終，它會怎樣，我不會知道，因為我正正緊緊的握在手上。

我對你很好，只是一種一廂情願，
慢慢腐壞着是你的不在乎，我的又一次着緊。認識你之前，我曾經無限次痛過、哭過、累過、厭倦過
、放棄過，然後會康復過，我對每一段戀愛也是認真的對待過，直到分手了，我才會面臨需要下個戀
人到來的需要。

這種康復過程，絕對是需要大量的勇氣附屬著副作用，缺少了任何一樣，就會失去愛的基本作用，所
以，我連對你放手的勇氣也沒有，因為我不想再失去了，我還是這樣的第一次對一個男生這樣耿耿於
懷。

可能，是因為你是在我最苦，最絕望，失戀的時侯出現，我才會這樣的緊抓著一絲光線不放，而你，
就是那一絲光線。

「我很痛，我愛你愛得很累。」

說話甫末道出，一陣劇痛便充斥着我的喉嚨上，眼淚便如泉水般落下，哈，我知道我又想起你了，我
還忘不了你。

淚珠一滴一滴地落在電話鍵上面，我拿起聽筒，想起你，每逢在每個月的十號也會致電給我，問候我
的近況，生活還過得好嗎？對於你的來電紀錄，在今天一直沒有在屏幕顯示過，至今我還末習慣得來
，你是否忘記我了，一個還等著你來電的女生。

還記得，常常聊到天光的你我，彼此呼吸疲倦呵欠的氣息，然後依依不捨地不肯掛上電話，在眾多前
度情人之中，只有你還是依舊會在我的短訊裡出現，

在對面的那間小小的麵包店，我又再一次路過這裡，我會在此地踱步了一次又一次，今天是我們分手
了後第五次，我裝路過買麵包來看看你的，還好，你還是依舊的不喜歡用左手牽著女生的手，

每逢下午的五時正，你也會到家樓下的那間麵包店買早餐吃，站在你身旁的那一個她，一個比一個更
高，比我更瘦，比我更成熟，比我更可愛。

愛一個人，就別談擁不擁有，
只談曾經遇過，沒有遇見你，今天我就不會如此淡然的面對所有已逝去的愛情，包括連失去了你，我
也沒有流過半點眼淚。



我明白這是盲目的，
但是我不能夠哄騙自己，自己已經能夠全然放開你了，所以只好永遠的愛著你。



《當你極度迷戀一個人》

「珍惜這一分這一秒，儘管，我不知道下一秒我們該如何的走下去。」

流逝的是時間，抓緊不住的卻是我和你曾經擁有過的回憶，奪去了的是什麼，就猶如循環播放了十幾
首情歌一樣。曲終時，我還是站在原地上呆呆的問自己，如何才能繼續走下去？

其實我很討厭自己一個人去過生活，但卻由衷地希望自己能夠一直這樣走下去，因為，要適應沒有你
的生活，我願意去適應。

今天我約了你的朋友出外用餐，其實，我約了一大群朋友出外......為的只是想藉著他們去約你出外，
但是你一直苦苦不承認我們，在眾多朋友面前拒絕我們是情侶，然後我只能永遠停留在一處黑暗的地
方，在那裡，我將會無止境的憧憬我們是一對的。

但是，現實中我們只是朋友之間的關係，所有所有的好感全都是我自己一個幻想出來的，只因，我是
一個遇上了好的人以後，便無止境地迷戀下去的人。

人類的感情很脆弱，現實也很喜歡和你玩捉迷藏，只是這個愛情捉迷藏，我輸掉了

我找不到了你，也找不到我自己！

「哈哈，沒有這回事！」
我掩着差點開心得大笑的嘴巴，雙手蓋上嘴唇上，大笑裡帶點荒無。我就是怕被你發現，發現那一點
笑容， 其實一點也不像 ……我在笑着。

「珍惜」帶着什麼，帶着我應該繼續不帶點感情，走下去，沿途想着我一直珍惜的人「你」。

「喂，你那張相.....！」

你拿着那一本我曾經在臉書上post過的一本小說，
我知道，那是我很久之前放上去臉書的一本書。但我不明白的是，你為何那麼留意我的所有動態，我
把一切希望呑回去肚子裡面後，只是板起一副冷冷的尊容說道，

「哦，這是很好看的一本書，你為何會知道的！」

看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還是和你照常的談話了幾句， 但是......我和你都知道的，你沒有回話過來
，都是因為怕尷尬，因為怕誤會，因為怕完結，
那你為什麼要這麼留意我！留意我在臉書上的所有動態，這個問題只能在我的心中纏繞着。那個答案
，想到想得我苦透了， 我只能保留這一個答案的期待， 答案是什麼已經不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還有留意著那一個「我」，
從未給你注視過的我，這一點兒的關心卻教我珍惜一輩子。





《愛情公式化》改版

愛一個人應該要怎樣去愛，愛和付出成正比的嗎？愛情能夠加以量度，計算，再結合成一條數學公式
嗎？
至今這個問題，相信答案比猜燈謎還要更難猜，愛情到底存在公式化嗎？

她看著它，他看著它，手機是它們隔着的一堵牆，連他們的約會也是如此的被公式化，通通拿著各自
的手機，男的在點算用餐時間，女的在計算這一頓餐的平均價格。就連點餐時的待餐時間也不放過，
把各自用來談話的時間全用盡，到底愛情被公式化到什麼地步。

理智與感情，二選一，坦白的說，失去其中一項，就會平衡不了因另一方的離去，而獨自承受著巨大
的疼痛，施矛太多，也只會為雙方帶來的傷害，請記住，拿着這個天秤的人可是你，別被感情麻木，
別被理智困搏，要從兩者之中必須恰到取得好處。說回正題，愛情被公式化，在現今社會裡面，絕對
是有跡可尋，例如是拍拖紀念日，相識紀念日等等，相信大家在拍拖時，也會在手機上算着你們相識
了多久，然後再發文炫耀一番吧，feacebook的關係也可以隨意改變。

Facebook上的貼文讚好也許能夠反映出你和他各自的受歡迎度，一切都十分公式化，那愛情為什麼
也要跟隨著社交那一套。

一對情侶結帳時A：「你俾定我俾？」

B：「你俾，我遲D還番俾你。」

計算分毫依然是都市人的習慣，下次若果B忘記了還錢這件事，

A心裡也會有一定的計算，想法，

「他是刻意忘記了沒有帶銀包吧！那麼愛裝。」

愛情最忌猜疑，總括來說，愛情普遍都存有公式化，這樣的愛情不見得天長地久。



《緣份的雨傘》改版

同一個筒子裡，放著一把彩色的雨傘。

這把傘子的主人卻有二個，在這個人來人往的下雨天，也許緣份會更容易撘上兩個不同方向的陌路人
。一個拿著手提電腦的白領，一個剛下班的基層文員，在同一個時候，步入同一間便利店，白領找尋
著一枝能解渴的飲料，文員正翻閱一本新款的美容雜誌。然後在同一秒鐘，走出門口，在便利店門口
前面的筒子中找尋著屬於自己的可那把傘子，白領黑色的長傘，文員粉紅色的透明長傘，突然，兩個
人的手碰在一同一把傘子的粗柄上。

外面的雨下得像大豆般狂濺，越下越大。
白領和文員都尷尬得把手縮開， 互相點頭表達歉意，氣氛變得逐漸緩和起來。

但是不竟，筒子裡面只有一把彩色的雨傘，沒有他們在尋找的那把傘子，便利店也只冷清得只剩下他
倆人，

「雨下得那麼大，你拿去吧！」白領滿懷仗義的說道，

「你拿著手提電腦，沒有傘子，會弄壞的，你用吧！」文員一臉擔心的說道，

雨聲與他們的談話聲音佊起彼落，偶爾中，他們沒有理會這把傘子到底是屬於誰，也沒有理會雨下得
有多荒唐，只是他們都認為他/她已經找到彼此了，那僅屬他們之間的那一把相同的傘子，

白領看着她一臉擔心的樣子，文員看着他那雙黑色明亮的大眼睛。最後白領撐起了那把彩色的傘子，
撐著弱不襟風的文員先回家。

白領的恤衫有一半濕透了，文員嘴角露出一把尷尬微笑，然後把紙巾遞給他。

一把傘子，一張紙巾，使他們成為了一對戀人，之後，他們每次約會都形影不離，感情發展得比預期
中還要快，也……充滿著彼此的不坦誠，畢竟他們是如此的躲避不及這份突然的緣份。白領每天也收
到文員的甜蜜短訊，心卻緊揪得佷痛，不敢告訴她，他和未婚妻剛剛才分開了，他之前已經結過婚了
，他越是愧疚，隱瞞，越是想起前一段那段不美滿的婚姻。

因為她， 他怕她不會再愛他了，他亦都不想再次傷害她，他不想……
所以為那段突然緣份編一個美好的謊言。

某天，也是滂沱大雨的下雨天，白領相約了她到她家的樓下，話還未說出從口中道出，
他便狠狠的把傘子丟在地上，那把傘子正是之前他們一同在便利店前面，那個筒子緊握著的那把「彩
虹雨傘」，那把本該不屬於他們的一把陌生的傘子，
白領口中吐出一句毫無感情的句子，在雨水不停衝擊著，全身透乾的濕恤衫，更加顯出無情與絕望，

「我從來也沒有愛過你，不要再見面了，好嗎！」

文員一臉蒼白的臉孔，眼淚一滴滴湧入心頭，還伴隨著不解的神情，可惜他倆也是犯著同樣的毛病，



他們都沒有信心去信任這個突然的緣份，白領忍著胸口劇烈的痛楚，
待她默默離去後，白領才蹲下來雙手抱頭放聲痛哭。

一週後，白領再沒有去找她了，
文員也沒有因為他的失蹤而急着找他，因為她已經開展第二段感情。
文員哭了整個晚上，很快的便忘記了他。
白領卻獨自受着傷痛，不時更在下雨天時站在便利店的門外，懷念著一切。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來，但當時一個人在看海，回頭才發現你不在，留下我愚昧的徘徊。」



《我不是雙魚座》

「He，你係唔係雙魚座啊？」

「……」

我同佢淨係識左唔夠二個月，有一日佢wtp問我我係咩星座，如果我唔係知道佢係鐘意雙魚座既女仔
，我可能會乾脆D答佢，

「我係巨蟹座～」

網絡上面經常出現很多的星座配對，什麼星座最適合什麼的星座，偏偏我和他的星座卻不配襯，我不
是雙魚座，不是他理想情人的那一種星座，雙魚座，溫柔，愛幻想，多愁善感，他說我很像雙魚座，
但我基本就不是雙魚座，那我們是否就不是天生的戀人關係。我相信每個人也很迷信，迷星座，生肖
，信仰，等等，我亦都明白，根據匹配的星座去找尋意中人，是多麼的明智，很多人也根據這個標準
去預測對方的性格。

巨蟹座的星座配對是天蠍座，但一旦遇到對的人，我就不會管他是什麼星座，你到底是愛他的人還是
只是愛他的星座，

他：「我覺得你好似雙魚座！」

我：「其實我係巨蟹座」

終於我鼓起了莫大的勇氣，傳出了這句短訊給他，若果他只是喜歡雙魚座的女生，我想我也不必再糾
纏下去了，我不是要只和喜歡我星座的男生結婚，雖然仍有大部份人以星座的某性格特徵去作為擇偶
條件，但每個人擁有的性格是後天所形成的，獨具多變化，假若你相信世界上面就只要雙魚座是溫柔
，愛幻想，那你必然錯失大好的姻緣。

你身邊是否也有很多這樣的朋友，

以配對星座作為擇偶條件。



《成一年都末見過面既同居情侶》

原本，今日我男朋友話同我去食豪D既野，點知就係我啱啱諗住打俾佢，去邊度食野，就收到佢既m
essage。

「Sorry啊！今日要OT啊！」

佢話佢今日走唔到，最晏都要留到去12點，俾個大老細睇住……咁冇計la，工作一路係佢心入面，永
遠都係排第一，唔通要我勉強去佢公司拉佢走咩，如果我咁樣做，同一個港女又有咩分別。

原來，一個人出街食飯真係好悶架，我去左一間快餐店叫左一個焗豬扒飯，平時我同我男朋友啊榮落
街食野，都會叫個火鍋黎食，起碼唔洗又食埋D一式一樣既頹廢餐。依家，唯有一邊食住焗豬，一邊
wtp啊榮，問佢幾時有得收工，順便解下悶。

我自己本身亦都係一個OL，知道加班哩D野，有時真係控制唔黎ge，老闆叫落，誓死追隨。嗱，你
想早D可以收工訓覺，定係冇左份工，有時，真係冇得簡，我地兩個人已經二十幾歲，典型既九十後
同居情侶關係。都算係有間劏房住吓咁，公屋排左二年左右，都仲未上到樓，連兩個人既感情關係都
只係靠表情符號黎keep住，我㩒得最多既表情符號亦都係心心，kisskiss，但係佢真實既表情，我就
從來都唔知道。

我同啊榮既番工時間每日都係朝九晚十，朝夕相對的時間幾乎唔會有咁滯，每次放工cal佢，唔係我
OT就係啊榮OT。我既啊爸同啊媽都洗日叫我同啊榮唔好成日淨係掛住搵錢，我諗佢地係太過想抱孫
，所以一直都冇理過佢地。但係如果唔搏命趁輕生搵多D錢，又點樣養得到佢地，我同啊榮只不過係
唔想將來養唔起佢地姐。

「唔洗等我la，大把野未做，你訓先！」

啊榮send左條message俾我，我回左一個沮喪既表情符號就匆匆忙撘小巴番屋企。原本今日諗住可
以兩人獨光晚餐，食豪佢，睇黎都係冇可能，我地兩個自從搬左出黎住之後，基本連相對既時間都少
之有少，有時，我會好懷疑，我地到底係咪住埋一齊。

連續幾個月都係咁不停工作，依家我剩係希望，番到屋企有覺可以訓，有個安身之所，其他野我已經
別無所求，可能哩D就係明知已經冇可能改變社會現狀，再力求改變，亦都只會係徒勞無功。

至於我地既買樓計劃，我諗好似我地咁輕生就搬出黎住既情侶，講下就好la，香港買樓實在太難了，
何況係上樓。



《為了你，我可以永遠也活在夢境裡面》改編

那種親密感覺比閠蜜更為親密，比起當一名第三者更為容易被接受，容易被形色下去，但願我能夠當
那名的受害者，當一個夢遊人，永遠在沉睡中等待著你。

「愛不愛我？」

再問問，你今天會喜歡誰，是誰個女生令到你如此的動心，你的心意無法猜透，玩着捉迷藏更像是在
獨自一個人遊玩，更令痛愛你的我落得滿地心碎。

但我沒有緊緊的去挽留，因為依附在一個人的身上，只有……在夢裡，我才會重新遇見那個陌生的你
。遇見那個明明可以出現在我生命裡，但卻消失了的那個男人。
那個活在夢裡的男人，連一吻也未親過我的你，打開雙眼便已經消失在夢中了……伸手也觸不及。你
的愛和你的臉孔經常扭曲地出現在我腦海裡，這份愛是熾熱的，沒有末來，過去，也沒有回憶，就好
像啪的一聲就這樣突然進駐入我的腦海裡。我承認我喜歡上夢裡的這一個男人，我甚至買了很多的安
眠藥，為求終一天能與你在夢境裡面，長相廝守。

他的愛比永恆更不會幻滅，他有時會在我耳邊竊竊私語，一股滾燙的熱力侵入了我的腦神經，此刻，
沒有任何的阻力去抗拒你，我們在夢裡相識，在夢裡纏綿，在夢裡結束彼此。

我必須承認我愛上了出現在我夢中的一個男子。

在現實生活中，我從不認識你，連你的名字，興趣，樣貌我也無從得知，擦身而過的只是我和你僅餘
的距離，巨大的身影遮蓋了我們，埋藏起我們曾經在夢裡相愛過的証據。我認得，那個身影……是我
和你的身影。幻滅了，這個夢，本該一早幻滅的。
夢做完以後，我醒來之後，這個夢和你都消失了，消失在我看不見的冰冷空氣裡。

捉也捉不緊，清醒以後，我的愛只是一顆孤獨的塵埃，飄浮在刺骨的空氣中，等待被氧化。

而你，仿佛永遠也不會再次醒來。



聖誕節前鉅獻《我們之間童話的約定》

就係對面，之後我冇再見過你，

就只有一秒，你係果棵聖誕樹既後面，
我就企係你前面，而我地中間竟然隔住……

我同你，

我仲好記得，果一年，果一個月，果一日，
果一個聖誕節，我同你曾經行過尖沙咀既海滂，我好記得，漫天的星海，你就咁樣拖住我隻手坐係露
天既梯級上面肩並肩靠在一起，

「恩，你仲記唔記得哩首歌啊！」我完全沒有半點印象地半搖著頭。

「la la la so la fa ……記唔記得啊」
然後你不停咁係我耳邊哼住哩一句旋律，雖然我仍然會取笑你既音準，但係我一直好記得，記得你既
聲音。

「我終於記得la，係咪童話啊！」

雖然係俾我估中左歌名，但係唱哩首歌既人，並唔係你，而係另一個佢，當時只係你也湊巧地喜歡這
首歌曲。
我唔能夠確定哩個世界有幾多人同樣係仲意哩首歌，成為左幾多對情侶既訂情歌曲。

「忘了有多久，再沒有聽到你，對我說你最愛的故事」

「我想了很久，我開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錯了什麼」

諗唔到，佢竟然會係聖誕節，隔著一棵聖誕樹既距離，係綿綿細雨既夜晚，佢竟然係電話到唱哩首歌
俾我聽，「童話」，明明我唔應該再諗起佢，但我偏偏再阻止唔到自己，我既腦海又再出現起佢既臉
……

「你哭著對我說，童話裡都是騙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當時，我只係太過相信我自己，我認為我同你之間既「童話」只係我同以前另一個佢既回憶，我只係
係度複製另一個佢黎取替一個人，之前一直一直好愛好愛我既另一個男人，而你只係我心目中一首複



製出黎既「童話」。

「恩，你做咩啊，做咩突然之間臉色咁差既。」

涼風大概吹散掉好幾塊落葉，丢落在我身旁，我一直抑壓著內心的掙扎，希望我只係一時諗多左，

「冇野啊……有D凍喳嘛！」

「你要相信，相信我們會像童話故事裡，幸福和快樂是結局」

今日我又再經過尖沙咀海滂，可惜，你唔會再係我身邊，亦都永遠唔會再聽到你唱「童話」，可能你
會唔知點解每次我約你出街，都會去尖沙咀海滂，因為果度有一棵好大好大既聖誕樹，每次我都會約
你去果度等，我希望有一日你會……

「說好的三年不見面，用我們的愛把時間留住，你笑著說，這是我們的考驗，我們的約定」

「就這樣三年又過了，我還是回到這個地方，閉上眼等你出現」

「我還記得我們的約定，一輩子幸福的約定」



《矛盾只因深愛著……你知嗎？》

你有沒有聽見，我的心，是跳著怎樣的頻率。對不起，親愛的，我只是想著我自己，沒有想到你的付
出。

聖誕節己經過去了幾天，是我讓你，是我讓你過著這一個個孤單的夜晚，失約了，我卻是沒有一句合
理的理由去解釋，那只是我是那麼的心亂如麻，另一個原因，是我基本不值得去被人愛。是我，是我
一直沒有信心去愛一個人，我一次又一次去拒絕你，每一次的拒絕我也掙扎了很久，也許我還未學懂
去愛一個人，因為我連自己也不愛，若果你能看見這段自白。我希望，從此以後，你也能幸幸福福的
過日子，不要再花時間去愛一個不愛你的人了，不要再每天傳上十個訊息給我了，因為，你值得更好
的，那個喜歡雙魚座女生的男生。

每次當我失約了的時候，你也沒有發我的脾氣，後天還是如常的發短訊給我，這份心動只是一瞬間，
卻令我感觸良久。明知自己不值得去被愛，但是為何我卻會感到心動，遺憾，矛盾，我附上了千萬個
理由去說服自己，不要再理會他了，付出感情，投入感情不是我現在奮鬥的目標。我最討厭的是情情
愛愛的東西，明明我可以更果斷去處死這段關係，我可以不去想，不去期待。

我手中拿著「小王子」這本書本，
想著你之前和我說的。

「24號你得閒嗎？去唔去睇戲！」

你還沒有問道我想看那一套電影，我已經說道。

「小王子」

原來，你也看過那一本書，但是平安夜那晚，你說，你無論如何也會等我，你想見到我，我卻沒有出
現過在百老匯戲院，

若果你看見這篇文章，我想說……

「對不起！」

我太過習慣了自己一個，習慣到不願接受兩人同行的尷尬，我還末想去愛，是我太怪裡怪氣，思想太
守舊了嗎？還記得那一次你看著我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一直都在看著我，目光一分一秒也沒有離開
過，我只能否認，逃避。

矛盾是因為……可能我的矛盾，我的藉口，我的淩亂，全都是因為我深愛著……你

可不可以，我們從朋友這段關係開始？



《我不是雙魚座》x《矛盾，只因深愛著》效應

(事源)

講真我估唔到個男主角會睇到篇文，係時機完全唔吻合既情況之下，無論點樣都只有0%既機率，於
是我將wtp對話內容放埋上page透過分享再分享，估唔到會引來咁多人既共鳴，一星期之內page竟
然多左90幾個讚，甚至批評……

(連鎖效應)
有人替男主角慘，有人亦都話我好扮嘢，仲意就仲意，係度猶豫D咩，點解我唔仲意佢又要應佢……
咁我打哩兩篇文仲有咩意思……有一刻，我自信心低落，

(於是我灰左成日，完全冇動力再去寫愛情文，原因是，現實中的我就是這樣，愛逃避，難道大家都
唔仲意現實中的我嗎？我係度諗，我係咪唔應該去逃避……但係如果識我耐既人就知道，我好仲意逃
避……我只係如實的去寫這樣的自己，大家都不喜歡這樣的我嗎？太真實嗎，要如何寫才對)

諗唔到之前寫既《我不是雙魚座》可以啟發更多人，今日又收到一位舊朋友send黎既千字文。

佢話佢有睇《我不是雙魚座》同
《矛盾，只因深愛著》哩二部曲文章，佢仲話佢受到哩兩篇文既影響，後尾佢仲發左個夢……夢中佢
同我講。

「只係一句雙魚座，如果你對個男仔有感覺，就唔好再收收埋埋，因為……我應該好了解個男仔既感
覺。」
甚至批評……

直到，收到哩位舊朋友既千字文……
我，覺醒了，

就是因為這件事是真人真事，所以很想將這些一切一切，把真實的這經歷化成一篇故事，若果我寫，
你們會看嗎？

(事源)

講真我估唔到個男主角會睇到篇文，係時機完全唔吻合既情況之下，無論點樣都只有0%既機率，於
是我將wtp對話內容放埋上Facebook
page透過分享再分享，估唔到會引來咁多人既共鳴，一星期之內page竟然多左90幾個讚，甚至批評
……

(連鎖效應)
有人替男主角慘，有人亦都話我好扮嘢，仲意就仲意，係度猶豫D咩，點解我唔仲意佢又要應佢wtp



……問我打哩兩篇文仲有咩意思……有一刻，我自信心低落。

(於是我灰左成日，完全冇動力再去寫愛情文，原因是，現實中的我就是這樣，愛逃避，難道大家都
唔仲意現實中的我嗎？我係度諗，我係咪唔應該去逃避……但係如果識我耐既人就知道，我好仲意逃
避……我只係如實的去寫這樣的自己，大家都不喜歡這樣的我嗎？太真實嗎，要如何寫才對)

諗唔到之前寫既《我不是雙魚座》可以啟發更多人，就係今日31號凌晨2：00我收到一位好耐冇聯絡
既舊朋友send黎既千字文。

佢話佢有睇《我不是雙魚座》同
《矛盾，只因深愛著》哩二部曲文章，佢仲話佢受到哩兩篇文既影響，後尾佢仲發左個夢……夢中佢
同我講。

「只係一句雙魚座姐，如果你對個男仔有感覺，就唔好再收收埋埋，因為……我應該好了解個男仔既
感覺。」

直到，收到哩位舊朋友既千字文……

係哩一刻……
我，覺醒了，佢點解會好清楚男主角哩種感覺，因為我以前都係咁樣對過佢，我一直逃避，逃避，甚
至封鎖埋佢facebook，我唔識點樣去面對，「逃避」就成為左我唯一面對既方法。

中學到依家，已經8年了，
兩個係我人生階段，唔同時期出現既「他」
也只是同一個「他」，同一個「代替品」，我還是依舊的喜歡去逃避。

感謝你，這一位舊朋友，告訴我，

不要再逃避了，
我會去改的，

同埋我會繼續努力寫文的……
不會再如有輕易的說放棄！



《如你一開始，就不應該要喜歡我》

好多人都想快D趕係30歲之前結婚，搵到一個又成功又穩重既另一半，就係因為香港人個個都急著要
結婚......我先會，我先會係冇清楚了解另一半之下，貿然咁急住結婚，開展左一段不清不楚既關係。

你話如果一開始，我就唔應該要接受佢既表白，如果一開始，我唔會主動去問佢借個電話用，可能3
0歲前既我，就唔會後悔依家所做既決定，

「Hi，唔好意思啊！我唔記得帶電話......」

「你係咪啊東既朋友啊？我記得係佢相入面見過你。」

「係啊......我係佢果表妹。」

係果次中學舊生聚會，如果我唔係咁狠狽唔記得帶電話，要借佢既電話黎打俾啊媽，或者我就唔會識
到佢，同佢拍左1年拖，然之後結婚。臨近28歲，仲未搵到心儀對像......已經，已經再唔係一種藉口
，有人認為「荀盤」係哩個歲數上面出現已經係買小見少既事，拍左拖唔夠一年，屋企個個人都催我
快D結婚，然之後快D上車，尤其係佢既條件實在係荀盤之中既荀盤，於是順理成章，我就為左避免
成為「剩女」，而去結婚。

「我愛唔愛佢？」

哩句說話，大概係心入面已經問左自己超過一百次，好多人都被逼同一個自己唔鐘意既人結婚，亦有
好多人只係為結婚而去結婚，以為結左婚就可以塞住父母把口，你有冇諗過，既然一開始，你就唔應
該要去鐘意一個你唔鐘意既人......

你有問過自己，到底你了唔了解佢，愛唔愛佢。

「唔愛......」

係簽離婚書既果一殺那，我承認我好痛恨自己，望住坐係我隔離既佢，我咩都講唔出口，當鉛筆平伏
係桌子上面，我知道，愛一個人係應當要承受責任，彼此建立於信用之上，如我一開始，就不應該去
胡亂去愛一個人。

香港離婚率不斷上升，大概普遍香港人都視婚姻為一紙即撕，不合即分，沒有想過婚姻所承載的承諾
，責任，你又有冇係結婚之前諗諗到底你愛唔愛另一半，



如若沒有「離婚」，
你還會「結婚」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