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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中二話咁快就完啦啵，各位係暑假當然免不了做暑期功課啦!!」班主任李SIR係到笑淫淫地
講。 

李SIR講完呢句，各位同學一邊拍手，一邊喝倒彩。 

突然，有人拍我肩頭，我即刻講﹕「你有問題，我有問題，你做乜撚野挑釁我呀!」 

當然，呢個只係玩笑，豪仔不以為然繼續講﹕「咪玩啦孖撚哥，話說你今年全班第二啵，下年實入到
精英班啦。」 

個陣時既我，就好比一個浪子，就算入到咩班都係一個浪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不過我心入面突然有個諗頭﹕「話就咁話，不過我女神就係精英班到，入到去咪有機會識到女神!?」
 

正當我還沉醉係我個幻想入面，豪仔又拍我肩頭，我即刻擰轉身好惡不過好細聲同佢講﹕「做乜撚野
呀!!」 

突然身後傳出李SIR的聲音﹕「你睇下你講緊咩!不知所謂!」 

在全班的歡笑下，我更心知不妙，不過最後李SIR只係罸我做多樣暑期功課，但係功課呢樣野，做唔
係中二漫漫長既暑假入面，我同大部分毒撚一樣，都係毒係家中，乜都唔想做，一朝做都係一樣。 

到晚除左食飲訓屙，基本上都係唔出街的。 

個陣亦冇WTSAPP，PAD，神魔呢種遊戲，就算有智能電話，我都唔會去買，所以我仲係用緊Sony
Ericsson W995，冇上網，除左打出打入SEND MSG，基本上可以話係廢鐵。 

不過係漫漫暑假有一日我係印象較深刻的，就係公布分班結果，不過我諗果日就太多人上學網，搞到
死左SER，搞到要問我個FRD拎個結果。 

我用一目百行的速度，將中三既分班結果望一次，結果我當然入到精英班3A，但我班老死就係3B到
，所以其實心情都有少少矛盾，開心既係同女神一班，唔開心既當然同老死分開成年。而且，成個精
英班我根本冇乜識幾個，最熟用5隻手指數得哂，所以開心同唔開心得黎又帶得恐懼。 

呢種心情真係唔係單單用文字可以形容，不過有得同女神同一班，已經我同女神既關係又更進一步。
 

呀!!!係!!!我女神中文名係黄本莉，一直唔記得左講，而我當然係人如其名既———孖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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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響亮既鬧鐘係我耳邊叫嚷著。 

「屌你老母，響呀啦，響呀啦，嘈住本大爺訓教?」我一邊拍打著鬧鐘，一邊用粗口問候。 

正當我想繼續訓個陣，我望住天花板，突然諗起我係唔會無源無故咁去SET鬧鐘起身家啵，之後我九
秒九即刻跑出廳望下今日既日子。 

「頂你個肺呀，原來真係九月一，快d刷牙洗面換衫先，唔係唔夠時間。」我心裡面叫嚷著。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既速度，汁好哂畫包，著埋校服，就九秒九跑返學校。 

返學既途中，我遇到同我一樣都係升去3A既老死——肥陳。不過佢完全唔肥，只係小學個陣矮，望
起黎肥到成粒波咁，但呢加同我差唔多高，望上去又有幾分型仔。 

「咦，孖撚，咁岩既!」 

「係呀，真係幾好彩下，不過話事話，你驚唔驚?」 

「驚乜?」 

「新同學，新環境啵，又要重新適應返哂。唉，諗起就煩。」 

「係你呢種毒撚先覺得煩姐，我要去到個到食哂D囡囡佢，你睇撚住。」 

我心裡面突然有點難受，因為佢一針見血，可能真係因為我太毒，所以覺得驚，覺得煩。 

「有咩好驚姐，啦，呢家我同你一齊上班房，多個人多個照應，係唔係咁話先?」 

正當我同肥陳準備步入校門個時，我倆都係校門前深呼吸左一下，彷彿上戰「多謝肥陳大哥照顧!!」 
場既士兵咁，準備為國損軀。 

而係我地後面高FORM既師兄見到我地兩個咁做，就講﹕「你兩個係咪痴撚左線?塞撚住個校門做乜
春呀，唔撚洗行呀呢家?」 

之後唔洗講，我同肥陳當然好尷尬急急腳咁走左去，走個時仲好似隱隱約聽到個師兄講﹕「呢加D低
FORM真係傻傻地....」 

我同肥陳去新班房的途中，都冇點講野，可能係比個高FORM師兄鬧左句，覺得有D委屈。 

新班房係5樓，所以由地上行上去都幾辛苦下，就到4樓個時，肥陳突然講左句令我唔係好明白既野
﹕

「上到新班房時，記住，敵不動，我不動。」 



我心諗佢做乜，係唔係比個師兄鬧到傻左。 

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到左新班房門口，見到班房入面有開燈，就知道有人係入面，我同肥陳對望左眼
，吞左啖口水。 

佢渣住門把，個樣好認真同我講﹕「記住，敵不動，我不動，仔細觀察一下環境先。」 

一打開對門，入到去，見到好多生臉口，起碼十個以上，全部都唔識。 

霎時，熱鬧既班房，瞬間變成一遍死寂。 

我同肥陳比十幾雙眼凝視，心裡極不好受。我倆見到後排有空位，就即刻坐低，相討對策， 

「喂，肥陳，乜野事，個個都啤住我地，我好驚。」 

「無事既無事既，新黎新豬肉，比人望兩眼好正常姐。」 

「咦，阿泰唔係都入左3A咩，點解唔見佢既?」 

話口未完，阿泰就已經入左黎班房。阿泰身高比我同肥陳矮一個頭到，但係同肥陳一樣，係運動型，
不過膚色就好似古天樂咁，都幾型下。 

佢首先打量下個環境，佢打量到班房後面個時，我同肥陳揮手示意佢坐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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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喂，點，呢加咩環境??」阿泰將頭靠過來說。 

肥陳將雙手放係後腦到，一臉無奈的感覺﹕「鬼撚知咩，呢個班房比我一種唔舒服既感覺，不如去個
廁所先??」 

阿泰笑言著﹕「好呀好呀，忍左成朝，總於有暢快既時間啦!!!」 

「喂，孖撚，跟唔跟隊?」 

我揮手示意，因為我真係唔急。 

「咁呀，阿泰我地兩個去。」 

「OK。」 

說罷，佢兩個就走左去。成個班房就剩低我一個陌生人。我突然後悔冇跟佢地一齊去，雖然班房冇左
一班死寂，但係小圈子既問題就好嚴重，好似望住我，討論緊我。 

但我身為一個浪子，點會為小小野而去退縮，感到害怕呢?黎到3A，第一件事當然睇下我女神黃本莉
係唔係到啦。我係每一堆既人群中仔細地打量，都係發現唔到女神既蹤影。 

我心諗﹕「唔係開學第一日就唔返呀，剩低5分鐘就計遲到啦啵，希望女神唔會遲到啦。」 

正當我感到百無聊賴既時候，我見到有人開門，我即刻有一個緊張既心情，諗緊係唔係女神入黎呢? 

屌，原來係肥陳同阿泰佢地兩個。 

佢兩個坐低之後，笑淫淫咁望住我，阿泰講﹕「嘿嘿，點呀，一返黎見到你好似比人屌完屎眼咁，眼
神咁空虛既?一早同我地去廁所咪好囉，咪唔洗戇鳩鳩坐係到比人當花瓶咁睇，嘿嘿抵撚你死!!」 

阿泰把口真係好賤，不過我點都唔會認輸，就講﹕「咩呀，冷氣太凍姐，關咩事!?」 

佢兩個竟然異口同聲講﹕「嘿嘿，扮啦扮啦。」 

見佢兩個咁齊心，我都廢事同佢地嘈。 

突然間，我既第六感有反應，我即刻望住門口，一位留長髮，F奶，42吋長腿，樣好正好PURE既MI
SS入左黎，我即刻同肥陳阿泰講﹕「嘩屌你正呀喂，你地估下佢會唔會係我地班主任呢?」 

肥陳同阿泰色瞇瞇咁望住個MISS，齊聲話﹕「係就好啦，打後真係唔撚洗上堂!」 

個MISS行左入黎班房幾步，忽然一面疑惑，之後走返出去睇個班房個，同我地講﹕「呀，唔好意思



，我入錯班房，SORRY。」 

我同肥陳阿泰即刻低聲屌左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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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燈燈燈....燈燈燈燈....」代表遲到的鐘聲已經響起，我亦十分擔心女神點解遲遲仲未黎，而生面口
既同學已經坐返埋位靜候班主任的來臨。 

在鐘聲最後一秒，電光火石之間，有一間化裝化到成隻鬼咁既MISS(身高同我差不多，不過MISS既
樣子不重要，所以不詳寫)入左黎﹕ 

「各位同學請起立。」繼而，MISS係白板用MARK
PEN寫左幾隻大字——「郭淑琴」，繼續說﹕「呢年我係大家既班主任，亦都同時任教你地英文科
既老師，你地叫我MISS 郭就得啦。」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Miss Kwok!」 

「Please sit down.」 

「好，咁呢加我地就點名先，其實呢到大部人我都識，但我聽講今年有3位新同學，可唔可以舉手比
我睇下你地係邊??」 

我同肥陳，阿泰舉手示意比MISS睇。MISS郭﹕「嗯，好，放低手。」 

「咁我想問下邊個係孖子撚??」 我舉手示意比MISS睇。 「嗯，好，可以放低手。」 

「咁邊個係陳曉東呢?」 肥陳同樣舉手示意。 「嗯，好，都可以放低手。」 

「咁最後皮膚黑黑地個位一定係張文泰啦!」 阿泰講﹕「係呀MISS，叫我阿泰就得啦。」 

「嗯，好，差唔多點哂名，咦，差呀黃本莉啵，有冇人知佢係邊呀?」 

突然門外傳來「咚咚咚」既敲門聲，MISS示意可以入黎，驟眼一看，原來就係我女神黃本莉。 
佢清純既臉上泛起一陣淡紅，那櫻桃小嘴亦不例外，水汪汪而又動人的眼睛，微微伏起的鼻尖，而且
還留有一束長長的馬尾頭，前陰是可愛的73梳法，身高比我矮一個頭，身材亦沒有很好，白白的皮
膚，瘦小的身型，真係令我目不轉晴去望住佢。呢一刻，時間彷彿停止了。 

「做乜事咁遲呀本莉?有冇原因?冇原因我就要填你遲到啵。」 

「MISS郭，我岩岩幫VA室完成埋個設計，所以遲左上黎，我其實7點幾已經返到學校，只係一直留
左係VA房到。」 

「喔，原來係咁，咁你快點搵個位坐低啦。」 

「嗯」 

女神就連嗯一聲都咁動聽，真係迷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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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女神離我坐好遠，所以冇機會同佢傾計，睇黎都係溝女呢家野都係凍過水。 

「好，呢加就點哂名啦，所以同學都到齊，咁第一時間緊係進行下班會事務啦。」 

MISS郭繼續講﹕「不如我地請三位新同學出黎自己介紹一下先?大家話好唔好?」 

我同肥陳，阿泰三個第一時間聽到就即刻愁眉蹙額，心諗﹕「唔係咁大整估呀....」 

話哂我地三個之中，最有急智係阿泰，佢即刻講﹕「MISS，我地冇準備過，恐怕........」 

「唔洗驚啵，介紹下自己姐，比同學認識下你地姐。呀，不如阿泰你出黎講先啦，好唔好?」 

之後全班一遍熱烈既掌聲，令到阿泰冇辦法去拒絕。 

我同肥陳見到阿泰既背影，心情都十分凝重。阿泰企在係白板前面，面對住全班同學，佢吞左啖口水
，就講﹕ 

「唔................咁我呢.......就叫李文泰.......人人都叫我做阿泰..........今年就16歲.......咁就..........咁.........係咁
多啦。」 

講完呢句阿泰望住MISS郭，但MISS郭擺出一副不滿意的樣子，彷似叫阿泰講多D。 

「嗯................嗯...................嗯................我呢就屋企有個阿哥啦，有阿媽，有阿爸啦，我就讀3A班。嗯....
........................係咁多啦。」 

MISS郭聽完雖然都係一副不滿意的樣子，但係都講﹕「算啦算啦，唔難為你地啦，你返埋位坐啦。
」 

阿泰頭dup dup就返左埋位坐。 

MISS郭就繼續講﹕「不如我地換個方式認識對方啦，我地將D枱放埋側邊，將D凳分兩排一字排開，
男仔坐一邊，女仔坐一邊。」 

說罷，我地都聽MISS郭既吩咐，將枱放埋側邊，將凳分兩排排開完後，大家都跟足吩咐，男坐一邊
，女坐一邊。 

正好，女神坐我對面，我可以好清楚望到女神可愛的樣子。而肥陳同阿泰當然坐左係我旁邊啦 

「好，大家都坐好，咁接下來要點做呢?首先，大家都要起身講自己英文名一次，大家講完一次之後
，就由你對面的同學一組，之後起身叫對方既英文名，大家有冇問題??」 

「嗯，冇問題既話就由女同學起身講自己既英文名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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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everyone，my name is xxx.....」 「Hi，my name is xxx.......」 

我根本冇將其他女仔放係心到，因為我知道下一個自我介紹既就係我女神。終於到我女神自我介紹，
 

「Hi，my name is (&^%$@ 」女神說。 

我心諗﹕「屌呀，乜英文黎，未聽過既，今次仆街鳥。」
我即刻問係我旁邊既肥陳同阿泰﹕「喂喂，記唔記得頭先起身個女仔叫乜名?」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唔記得左，等陣MISS問起我，女神叫咩名個時，我就認真柒了，況且，我連
女神既名都記唔住，就真係好無用。

但係天意弄人，肥陳同阿泰又異口同聲﹕「鬼撚知咩。」 

係呢一刻，我已經好似抽離左肉體，我既耳朵容不下任何既聲音，我為我既錯失，感到萬分的後悔。
 

「喂，喂，孖子撚，呢加到你自我介紹啦啵，做咩仲坐係到，快啲企起身啦。」 

「喔....嗯.....係.....」我好不情願地企左起身 

「Hello.....My name is Dick....」之後我又呆呆地坐返低。 

等到所有人都介紹哂自己後，MISS郭就講﹕「好啦，大家都介紹完自己，呢加就好似我之前所講咁
，大家同對面的同學成為一組，之後講對方既英文名出黎啦。孖子撚，不如就由你開始先，同黃本莉
一組做個示範啦!」 

「Hello,Dick.」女神企左起身，用一副可愛我已知道死期而到........雙腳逼於無奈地站了起來............... 
到極，笑嘻嘻既表情望住我。 

「Um........HI.....」因為她真的太可愛，令到我只是簡單單咁去回應。 

「喂喂，孖子撚，你要叫我英文名啵。」女神溫柔咁提示我。 

「呀係啵，HI......um.....um.......um....Hi........」我FEEL到我成塊面紅哂。 

「其實我頭先唔係幾聽得清楚，你可唔可以講多次比我聽?」我講完呢句，全班都開始笑。 

女神亦都笑左兩下，之後講﹕「Hello,my name is Angelica,Angelica Wong.」 

我心諗﹕「原來係叫做Angelica，怪唔知聽唔出，呢個英文名真係少見。」 

我繼續講﹕「I am sorry.Hello, Angelica,nice to meet you.」 



MISS郭﹕「嗯，好好，大家就咁學下Dick同埋Angelica既示範，下一組就係阿泰同埋李永思，請起
身。」 

我已經冇理會接下來發生既事，我彷似一個痴漢，全程望住本莉的表情，但係佢冇留意到我，佢好專
心咁睇接下來其他人的介紹。 

不過我距離成功又走了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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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最痛苦的事不是相愛的人不能在一起，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是誰。 

不過，新入黎3A班，第一次就有得同女神面對面講野，對我黎講，已經十分開心。 

「好啦，各位同學，相信你地經過呢次後，你地對彼此認識一定更加深刻。咁我地將啲枱凳搬返原位
先，之後再處理班會事務啦。」 

說罷，各同學就將啲枱凳搬返原位，而肥陳突然間問我﹕「喂喂，你係唔係鍾意左黃本莉呀，頭先見
你，嘿嘿....」 

阿泰亦都加把口﹕「係囉，成班都見到你塊紅好哂，唔洗唔認啦，不過我地唔會講出去既，嘿嘿.....
」 

我說﹕「啦，係兄弟既就唔好爆出去，邊個爆，邊個死呀!!明唔明?」 

阿泰，肥陳說﹕「收到，孖撚哥。」 

MISS郭﹕「好，大家都坐好哂，我呢加就傳張紙落黎，大家係紙上面寫對今年既期望，或者有咩想
對我講，都可以寫，不過記住要寫名啵，比五分鐘你地應該夠哂。」 

說罷，MISS郭就將紙傳落黎，而我收到張紙都唔知寫乜好，所以是但寫左句野上去， 

〝希望今年事事順利〞 

由於肥陳同阿泰都唔肯比我睇佢地寫咩，所以呢五分鐘都好似過左好耐，而且女神又比人遮住左，所
以冇咩特別可言。 

「好，時間到，仲有冇同學未寫完??」MISS郭一邊望住隻錶一邊講。 

「好，咁就由後面傳上黎啦。」 

「嗯，咁今日大家就係咁多先，大家可以放學啦，聽日就係都係返半日既時間，咁我地會選埋班會職
務。咁就係咁多啦，Stand up。」 

「Goodbye,class.」 

「Goddbye,miss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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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MISS走左之後，我同肥陳阿泰都準備汁野走人個時，肥陳同我講﹕「喂喂，你望下本莉，好似望
住你啵。」 

我即回頭望過去，但係都冇發現到本莉的踪影，阿泰笑住同我講﹕「嘿嘿，今次仲唔FAKE到你??」 

「你兩條仆街唔好撚走!!!!」 

「屌，快啲走呀，戇鳩仔開始發火了。」 

如是者，我就追到佢地去學校門口到，終於捉到佢兩個，佢兩個坐左係地下，扯哂哮咁講﹕「呀....放
過我.....講下笑姐。」 

當然我都知，追下佢地只係嚇下佢地姐，正當我起返身個時，見到本莉企左係個街燈下，好似等緊人
咁，不過我同佢有短暫既四目交投，而且佢仲主動同我揮手，我當然出於禮貌，都對佢揮返手，之後
佢就笑笑口咁樣走左。 

原來佢係見到我，故意停低同我揮手，我真係好開心，因為我知道，這是一個好開始。 

我目不轉晴望住本莉既背影，這令我感到無比既幸福。 

但係幸福既時光仲係過得特別快，因為有肥陳同阿泰係到， 

「喂，點呀，人都走左，你仲想點，走啦，去食LUNCH，我好肚餓。」肥陳按住個餓同我講。 

「係囉，一齊去食少少野啦，反正你都係係屋企毒，一齊去商場食野啦，一於咁話。」阿泰連比我講
話既機會都冇，就拉左我去商場。 

呢一日都冇乜特別，食完飯，我就返屋企繼續上高登，不停F5吹水台，睇下有特別野，呢個就係我
孖撚既一天。 

不過，臨訓前我都回想起今天我唔記得本莉英文名係咩，搞出個大頭佛，諗起自己都會心一笑， 
本莉個可愛既笑容，我諗我呢世都唔會唔記得。 
Angelica，Angelica，呢個名真係好聽，我一定要記住。 

之後我就進入美好的夢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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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有時覺得，我既人生，有可能係接下來既事件做左最錯誤既決定。 

開學九月既時間，都係認識下啲同學仔，基本上已經就混熟哂，(但我唔會逐個人去介紹，有機會係
故事發展下去個時介紹埋)所以就冇乜特別，而且日日都望唔到女神，比人遮住哂，所以自自然然都
搵唔到時間吹水。 

不過係有一日，學校派左張通告比全級，就係十月頭可以去台灣進行呢個遊學團，而且有一半既費用
係可以減免，對於我呢種毒撚，呢個可以話一個好好既出國機會，而且有機會同女神同房，之後就
 

拎到張通告後，我即刻問肥陳阿泰佢兩個去唔去，佢地兩個都係咁講﹕「你係唔係戇鳩左，咁好既機
會點解唔去，順便食台妹，扑台妹，體驗下風土人情。」 

我彩佢地都廢事，咩扑台妹，扑到先算啦。你地可能會問，咁如果唔去既同學會去邊，唔去既，就會
去中國，地點我唔記得左。 

我返到屋企第一時間緊係問老母拎錢啦，老母都好樂意比錢我去，因為出國真係一個好好既回憶，係
我呢一生人，我諗我MISS左個機會，呢加諗返起都  。 

咁第二日返到班上，MISS郭就講﹕「咁呢，尋日我就派左張通告比大家，如果大家係去台灣既，咁
就順住學號出黎交通告，順便交埋錢!」 

說罷，同學們都逐個逐個排隊去交通告，去交錢。而我叫孖子撚，個開頭個英名字係M，女神係W，
自然係我交通告先，之後要默默望住女神，心入面祈禱，佢一定要去。 

咁結果當然唔會事願人違，心愛既女神當然會陪伴我去，佢交完通告之後，仲好似特意望左我一眼，
到底係唔係暗示我啲咩呢?當然呢啲全部都係我小毒撚既一相情願既諗法。 

「嗯，全班冇人唔去，咁就聽日應該有個講座，就講去台灣要注意的地方，咁就務必要留意聽日既情
況。有冇人有問題?」 

「MISS呀，通告派比全級人，如果全級都去哂，咁點算?」一位叫阿發既肥仔問。 

「呢層你地唔洗擔心，當然呢啲野係以成績作優先，詳細既野，相信聰明既你地知點解。」 

我心入面咁諗﹕"咁樣咪出現左一種階級覲念，成績好去台灣，成績差返大陸?" 

學校真係黑暗到極點。 
 



10

到左第二日，學校係禮堂叫哂同學去聽去台灣既講座。坐低左之後，第一時間緊係望下女神係邊啦，
見到女神坐到前排老練咁遠，所以撘爹既時間都冇，所以我都係聽返個講座算。 

當然當中好多廢話啦，台灣十月十一月既氣候係點，要著咩衫，台灣人既早午晚餐食乜，不過精明既
我一睇就知啲資料係由維基copy出黎，所以我都冇聽到關於台灣既資料。呢次去台灣係去5日4夜，
所以出發個日要凌晨摸黑返學校，你都咪話唔辛苦。 

咁之後個阿sir就up左一大輪廢話，我都差唔多就訓著。之後阿sir一句話就驚醒左我，﹕「今次我地
住既酒店係北xx信商務會館，咁呢加講下分房結果先啦，大家係唔係好期待呢。」 

因為我上年又係去遊學團個時，同一位阿sir同房，基本上真係悶到抽筋。 

「其實我地仲未分好，到個陣時先算啦。」阿sir好似開棟篤笑咁， 著我地。 愚弄

同學們當然就個個都喝倒彩，不過我認為咁樣更加有神秘感，如果可以同女神同房，我就可以係夜晚
   ，任我魚肉呀嘩哈哈。 

正當我仲沉醉係我個幻想中，仲諗緊用咩姿勢同女神  個時，突然我聽到肥陳把聲﹕「喂，起身
啦，走得啦。」 

「係咩，嘿，唔好意思。」之後我就痴痴呆呆咁樣企左起身，之後順住人群走。 如是者，話咁快就
到去台灣既前一日，我老母就拎左個行李箱比我，汁齊自己既衫呀，底褲之類既野。當然我帶定我最
鐘意既99%濃度朱古力，出產於明治，因為99%濃度給我苦盡甘來的感覺，所以我每次出門都帶備
幾塊。 

之前我仲特意買左幾件mk衫，因為唔想比人有一種毒既感覺，我亦相信女神唔鐘意咁。當然準備完
啲野，個日既夜晚8點我就早就訓左，因為學校要要求凌晨4點半係學校雨天操場集隊，所以我早訓
養足精神。 

咁如果 過出國既朋友都知道，基本上係訓唔著既，我都係一樣，我係張床到8點hea到10點先有次試
訓得著，在我腦海中，不斷浮現出我同女神係台灣做乜，例如同床共枕，鴛鴦戲水既環節當然少不了
，諗下諗下都扯扯地，所以開thisav打個j降降火。 

如果你真心鐘意一個人，你係好難對佢有性幻想，因為你唔想污辱左佢。所以我上thisav是但搵左套
條降降火之後set埋鬧鐘就去訓了。 

哈姆太郎，今日我地好開心呀，我相信我地聽日一定更開心既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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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鬧鐘又開始響起來。但我今次好平和，就咁起身熄左個鬧鐘，
又再去問候。凌晨4點起身，窗外既境景真係幾好睇，因為有種眾人皆醉我獨醒，見到家家戶戶都熄
哂燈，只有自己係呢個漆黑既亂世中發光發亮，真係幾好FEEL下。 

之後我緊係去左刷牙洗臉，換件冇咁毒既T恤，著條牛仔褲，CON屎鞋，再食幾塊包就出門，老母出
門之前都叫我路上小心，要跟隨老師既指示。我心諗﹕「洗你講咩，我有分數啦。」不過出於孝義，
所以我都同老母講返聲再見先出門。 

如果你未試過係夜晚拎住行李箱，係一個人影都冇既街上行，個感覺真係幾恐怖下。你只係會聽到行
李箱個轆，與地下磨個種聲，真係搞令人有幾分心寒。 

正當我仲係留意住個轆發出既聲音，有人仲係我後面拍我肩頭，屌係嚇死撚我，我回頭一望，原來又
係肥陳條仆街， 

佢話﹕「今次仲嚇你唔到  」 

不過令我在意既係，點解我聽唔佢個轆聲，之後我問返佢，原來佢抬起個行李箱特登行過來嚇我。之
後我地2個就好似開學咁樣一齊行返學校。 

「喂，你食唔食朱古力呀?」 

「乜撚野呀，睇過。」 

「99%濃度朱古力，有冇興趣?」 

「黎，試下。」說罷，我整左一小塊比佢，他二話不說就放左落口。 

佢咬左兩淡，之後就即刻講﹕「嘩屌，咁撚苦既，乜你咁重口味嫁。」 

「吹呀，你有種就唔好撚食囉。」 

「SORRY，孖哥，不過下次唔好搞我。」 

聽到佢咁講，真係傷我心，佢竟然唔知99%濃度既朱古力係最好食既朱古力。 

如是者，我都冇理到佢，我一邊行，一邊繼續品嚐我個99%濃度既朱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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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濃度的明治朱古力在我口腔中左右回蕩，那種感覺真的只有真正對朱古力有愛的人，才會有這
樣的想法。 

係到我可以夠膽講句，食朱古力，唔係食99%濃度既，根本同食糖冇分別。 

但係肥陳望到我好似高潮既眼神，臉上帶點詫異，不過我知道肥陳唔識品嚐呢種只應天上有既美食，
我為佢既眼光感到可憐。 

去學校既路，其實再行多2分鐘就到，但係呢塊朱古力後，對時間既觀念彷彿抽離左，我就好似去左
一個得返我既世界。 

算啦，我講太多關於99%朱古力既野，我唔多講，因為呢種感覺，真係要你本人食過先知。 

咁我同肥陳拖住行李箱黎到學校既保安亭到，可能夜闌人靜，離遠個保安聽到我地既轆聲，就開定門
比我地。 

我同肥陳係保安亭都不約而同地抬頭望向漆黑既校園，我成日都係到諗，如果比你夜晚自己一個訓係
班房到，你係唔係淆到仆街?不過我地見到帶隊的周SIR企左係1樓的走廊到，同我地揮手，仲叫我地
去雨天操場等人齊。 

咁我同肥陳穿過左保安亭，繼續往雨天操場既方向走。但差唔多走到個時，發現雨天操場一個人都冇
，原來我同肥陳係最早返到學校。 

「唉，早知訓多陣先出黎啦，原來啲人咁遲先出黎。真係蠢左。」肥陳坐住係行李箱，拍打自己個頭
。 

我望住肥陳既動作，不禁笑左出黎，因為佢好似事後煙個啲事主咁，真係好滑稽。 我望一望手錶，
呢加都係4點15分，仲有成15鐘。 

之後我就學肥陳，將行李箱靠牆坐上去，決定小休一陣。 

「喂....喂.....孖撚起身集隊啦!!」阿泰一邊輕輕拍打我塊臉，一邊叫醒我。 

我伸一伸懶腰，打左個呵欠，之後望向阿泰講﹕「呢加咩環境?」 

「MISS郭叫我叫你起身集隊呀，要點名。」 

「喔....喔.....原來係咁。」 

我望向我班既同學，第一時間緊係望向女神，我見到女神笑笑口咁望住我，我諗今次係我地第3次既
四目交投，佢仲揮揮手示意我快啲黎排隊。我就做出OK既手勢，之後就走去排隊。我真係好鐘意佢
笑，我覺得佢既笑容能夠治癒我一切的痛苦。 

「好，孖子撚都到左。周SIR，呢加可以開始講解了。」MISS郭講。 



「嗯，好，大家都安靜聽我講先，呢加旅遊巴士都到左。請大家都交出你地既PASSPORT同埋簽證
，因為等陣機場過關個時，我地會一次過去檢查，免得有同學唔小心唔見左簽證之類既野。」 

說罷，我地都將證件交上去，之後見老師將同學既證件用交件袋裝埋一疊。 

之後周sir就講﹕「好，呢加就係大家期待己久既分組結果。今次我地既團就分7組，每組就大約9個
人左右，每組都會有一位老師帶隊，咁以後有咩事，就可以直接搵你帶隊老師。」 

(其實分組名單我早就唔記得，但係劇情入面既主要人物我都記得，往後我會慢慢打埋出黎) 

我睇完周sir講既分組名單後，我心都灰哂，我竟然唔係同女神同組，真係連上帝都唔比呢次機會我
。 

「咁大家都唔洗咁興奮，我仲有分房名單未講，不過呢，去到台灣先啦。」 

呢個周SIR真係好鐘意賣關子，同學們聽完佢咁講之後即刻喝倒彩。不過我聽完之後，我反而覺得有
一絲機會，因為我仲有機會同女神同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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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連肥陳同阿泰都唔同我同組，我真係心都灰哂。之後周SIR講﹕「好，大家都準備好哂既話，就
要上旅遊巴了。」 

我發現呢次既台灣之旅，就好比地獄之旅，又冇得同老死一齊，又冇得同女神一組，人生最痛苦就莫
過於此。 

不過既然交左錢，點都要去家，當去睇下台灣文化都好。 

咁上到旅遊巴士，幸好都有得同肥陳阿泰一齊坐。之後我地就一路吹水，直到去到香港機場。 

一落車，就見到女神企在係一旁烏低身綁身帶，佢身穿一件白色既T恤，再配上一條米灰色既長褲，
由其是佢個件T恤，細心留意既話真係可以用"若隱若現"來形容。 

周SIR﹕「各位同學，請留意，呢加就係7:05分，咁我地呢加就會幫大家辦入機手續，咁大家有15分
鐘去廁所，之後我就會幫大家入機，大家就唔去周圍亂走。」 

如是者，就咁樣就過左15分鐘，因為唔同組既關係，所以冇機會望到女神。而我個組負責既老師就
係我地班主任MISS郭，但佢成日化裝化到成隻鬼咁，所以我有問題都唔係幾想搵佢。 

「各位同學，唔該請過哂黎。咁我地就同機場個邊傾好左，呢到就有機票，等陣間你地會有需要用到
，呀，仲有，你地有帶行李箱既就去拎寄倉申請，而你地既貴重物品就跟身。講就係咁多，呢加派完
機票就可以解散。」周sir手中拿著一疊機票講。 

說罷，不消一會兒就由MISS郭手中取得機票，相信大家第一時間緊係睇自己咩座位啦———73C，
咁我緊係即刻過去隔離組睇下肥陳同阿泰既座位———34D同34E。 

之後阿泰即刻講﹕「嘩哈哈，你睇下你柒到，自己一個去做毒撚啦。」 阿泰把口真係永遠都咁臭。 

我二話不說，dup低頭返自己組，之後睇見自己組員都係30~50左右既位置，唔通連個天都唔鐘意我
?點解個天要咁樣玩鳩我!!!!! 

周sir講﹕「上機既時間到了，睇好自己既財物。」 

如是者，我拎住我既99%濃度朱古力就上機。 

上到機後，我就見到女神坐係23e既位置，佢見到我之後唔知點解好和善笑左一下，之後我停低左同
佢四目交投，我估唔到女神會對住我笑。 

之後我聽到我身後有個阿叔講﹕「喂，細路，唔係阻住條路好啵，快行啦。」女神見到我咁樣又好開
心笑左一下。之後我一邊行，一邊望住女神對我揮手，真係sweet到爆。見到女神咁樣鼓勵自己，坐
73c又有咩所謂。 



不過講就咁講，做起上黎真係有點驚。我行到去73c個時，我見到73a同b都係冇人坐，我成個人鬆
左一口氣。之後我坐低左，正想我拎出個99%朱古力出黎享受個時，我見到有個同我差唔多歲數既
女仔企左係我側邊。 

佢個樣真係同女神同一級別，不過唯一既分別就係佢係短髮(呢加我鐘意短髮多過長髮好多)。佢烏低
身，連個打底衫我都得一清二楚，之後佢輕輕聲問我﹕「請問你左邊既坐位係唔係73b呀?」 

我比佢清純脫俗個樣深深吸引住， 

「喂，喂，你做乜唔答我姐!」 

「喔....唔好意思，一時唔留神，係呀，我左邊係73b，你係唔係坐呢到。」 

「係呀係呀。」 

因為條路有點窄，所以都幾難逼到入去。之後我企左起身讓左條路比佢行，我發現佢既身高同我差不
多，我真係有少少感到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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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入左去之後，將個背囊放左係上面個儲存位。我望住佢個背影真係同女神有幾分相似。 

佢著住黑色既T恤，黑色熱褲，黑色既高筒CON屎鞋。望住佢白雪雪既腳，真係唾涎欲滴。不過好彩
佢背對住我，如果唔係比佢見到我個淫樣，真係印象分大減。 

佢放完個背囊，之後擰返轉身，見到我仲企起到，之後就笑笑口望住我講﹕「你仲咩企唔坐低呀?」 

「係....係，一時望住你太留神添。」 

「吓，點解既??」我地同步坐低，而佢一邊講，一邊係到傻笑。 

之後我貼住佢耳邊輕輕講﹕「因為你好似我認識既一個人。」 

佢聽完我講呢句，之後耳仔同臉都紅哂。我亦覺得自己講得過左火，之後講﹕ 

「SORRY呀，因為你真係太似。」 

「呀，呀，哈哈，唔洗SORRY，係呢，講左咁耐，我連你叫咩名都唔知添，我叫陳欣恩。你呢?」 

「我呀?我叫孖子撚。你叫我孖撚得啦。」 

「HELLO，孖撚。」 

「HELLO，欣恩，咁樣叫你OK?」 

之後佢塊面又有一陣泛紅，講﹕「嗯。」 

「係呢，你自己一個女仔人家去台灣做咩?」 

「喔，我唔係自己一個嫁，因為係台灣既嫲嫲有急病，所以我阿媽同阿爸叫我去跟埋佢地一齊去。」
 

「咁，你屋企人呢??」 

「因為我地尋日先知嫲嫲病左，趕住買機票，所以我同爸爸媽媽個座位隔開幾遠下，爸爸就47E，媽
媽就好似係22F。我不知幾驚自己一個人坐，不過好彩隔離有個同我差唔多年紀既人，所以我都鬆左

「喔，唔好意思。希望你嫲嫲早日康復。」 口氣。嘿嘿~」佢講完之後又傻笑。 

「望就咁望啦。咁你呢，你又自己一個去台灣呀??」 

「唔係呀，我同學校一齊去台灣，話咩遊學團。」 

「嘩，你就好啦，如果學校帶隊去台灣，有機會我都想試下。」 



突然飛機有廣播﹕「請大家綁好安全帶，我們現在即將進行起飛，到達台灣既時間大約係11:15分。
」 

原來唔經唔覺，傾左咁耐，之後我見欣恩企左起身，係個背囊唔知搵咩。咁準備起飛個時當然有空姐
巡現下有冇人係廁所，或是係有冇人冇戴安全帶。 

而咁岩空姐巡到我地個邊，佢見到欣恩企左起身，就用講﹕「小姐，呢加飛機正準備起飛，所以請你
合作，坐低綁返好安全帶佢。」 

「好快，好快，我搵緊朱古力，因為我唔食搭飛機唔食朱古力會好驚。」 

我聽到「朱古力」三個字，我就將目光由空姐轉到欣恩手中的朱古力。 

「哈，搵到啦，唔好意思，我呢加綁返安全帶先。」 

我望朱古力我第一時間唔係望個牌子，而係望個濃度，正好似我之前所講，唔係食99%濃度既朱古
力，就好似食糖咁。 

正當我注意到欣恩手中既朱古力濃度係99%，我既心情真係頓時開心到落淚，因為我終於搵到個知
音人。。我真係即刻dup低頭，強忍我既淚水。 

欣恩見到我咁樣，之後就拍拍我肩頭講﹕「喂，孖撚，你冇野呀，做乜冇啦啦喊，黎啦，我請你食塊
朱古力。乖啦。」 

咁又好難怪欣恩唔明，我起返身後，揩擦去眼淚，我從我褲袋中找出食剩一半的朱古力比欣恩睇睇。
 

欣恩見到就好驚訝咁講﹕「估唔到有人同我一樣口味，識貨啵孖撚!既然你都有，不如交換食呀?明治
我都好耐冇食過了。我個隻係Lindt 99%，有冇興趣?」 

如果大家唔知咩叫LINDT，可以自行上網查下，LINDT可以算係最頂級既朱古力廠。 

我好少食貴野，難得有得食，仲要係由一個唔錯既女女比我食，真係夫復何求。 
 



15(如何品嚐朱古力)

呢篇唔係幾關事，所以真係短寫下算，係講關於點樣去品嚐朱古力。 

朱古力唔係就咁將朱古力放入口就叫食左。 

正確既食法首先用拎一小塊，之後用手指既溫度，將朱古力溶至漿狀，之後再放入口，記住，放到入
口個時唔好吞。要將朱古力漿係口腔停留一陣時間，等舌頭上既味蕾，每一分位置都留有朱古力既蹤
影，先叫真正食朱古力既方法。希望大家下次買朱古力既時候，都可以試下。至於你話咁仲有少少殘
留係指頭上面，點算?奶走埋佢是常識吧? 

但係欣恩見到我咁樣食，個樣即刻變到好似咁樣 
 

不過，識食99%濃度既朱古力仲未夠，仲要學識真正既食法。

http://na.cx/m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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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乜你食得咁核突家，我唔洗食咩。」欣恩嘟起嘴來說。 

「係你唔識食姐，你試下我既方法，包你話好食。」說罷，我又將朱古力放係指頭上待佢溶化，再放
入口。 

「係唔係家?你唔好呃我啵。」欣恩塊臉露出半信半疑既目光。 

「嗯.......嗯.......真係好食，你試下啦。」 

我見欣恩一邊用半信半疑既目光望住我，一邊用手指將我既明治朱古力溶化， 

「係唔係咁呀，我放落口啦。」佢指頭沾滿變了漿既朱古力。 

我捉住佢隻手，講﹕「信我啦，我呢加捉住左你隻手，比信心你，黎啦。」 

佢就將佢個頭慢慢伸前，將係手上既朱古力漿放落口。 

我見佢個表情由半信半懷慢慢轉變成好滿足既樣。 

「嘩，同就咁將朱古力放落口係千完全兩種感覺黎家啵，舌頭上每一分既味蕾，都.....都.....好有滿足
感呀。」 

「都話冇呃你家啦。」 

「嗯嗯。」 

「呀....食哂啦...乜剩低咁少家....」欣恩又嘟起嘴就係咁，我地兩個係短暫既飛機旅途到，有左話題。 
。 

「喔....頭先同個FRD食左好多。係啵....比個排LINDT你先。」說罷我將個朱古力遞返比佢。 

「嗯....不如....不如你餵我呀...食完手指好痴手....」 

我聽完呢句即刻嚇到仆街，我心諗我地只係識左15分鐘都唔夠，冇啦啦行為咁親密既。 

我相信佢都望到我驚訝既表情，之後佢臉都紅哂，從我手中將朱古力接過來之後，就講﹕「冇野啦，
講下笑姐.....」 

但我到呢一刻都相信佢係認真既，不過我心中仲有我女神係到，所以我唔可以隨便亂黎，之後我就呆
呆地望返住前面張凳。到呢加我都係覺得，如果當時我改變下我既想法，呢加既生活會唔會完全唔同
.... 

我相信欣恩見到我個呆呆既樣，就拍左拍我肩頭﹕「喂....喂...我真係講笑渣，我地仲係唔係朋友先??



」 

「朋....朋友??..哈..哈..哈哈哈哈哈!!緊係啦。」我突然好似諗通左啲野，但硬係又講唔出口。 

欣恩見到我咁開心，之後講﹕「係囉，笑返咪好囉，成日黑口黑面。」 

聽欣恩咁講，原來我唔係呆左，而係唔開心。 

突然，飛機開始進入跑道，準備起飛。我感覺到欣恩深呼吸左一下，之後我問佢﹕「乜你好驚搭飛機
咩??」 

「少少啦，細細個搭都唔係幾驚，人大左反而就驚，我都唔知點解。」 

大家如果有搭過飛機既話，知道飛機起飛既沖力係幾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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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沖上雲霄需要既時間需要既時間只要短短1分鐘。 

但係呢1分鐘入面，欣恩緊緊閉上了眼，將臉緊貼著我既胸膛，緊緊攬住我，我比佢攬到我自己都覺
得驚，而且我就感覺到我既細路就到左極限，不過我見欣恩又真係幾驚咁，所以我都冇理會到，就任
由欣恩緊緊地攬緊我。 

係呢一分鐘內，我對欣恩已經產生左一種奇妙的感覺，點解上帝要咁樣捉弄我?明知我有本莉，點解
仲要派個欣恩黎我身邊? 

飛機話咁快就已經上到雲霄，但係欣恩仲係緊緊地攬住我，我就輕輕摸住佢塊臉，細細聲講﹕「喂，
喂，欣恩，起身啦，飛機已經好平穩，唔洗驚啦。」 

佢從攬得緊，變到攬得鬆，雙眼亦慢慢張開，我見到佢眼框仲有少少淚水，佢塊臉由我胸膛慢慢移開
。仲講左句﹕「唔好意思呀，我太緊張啦，仲當左你係我爸爸添。」 

原來係咁，我會錯意添。 

「如果你覺得有安全感，咁我又唔介意既比你攬既。」我摸一摸自己後腦同欣恩講。 

「係咩，多謝你呀孖撚。」說罷，佢訓左係我肩頭上面。 

係呢一刻，我已經忘記左日後同女神既幻想，我只係想呢一刻好好地同欣恩共處3個小時。 

欣恩訓左係我肩頭上，唔知點解我會將佢睇成本莉咁。佢訓左係我肩頭，笑得好滿足。所以搞到我都
唔敢亂咁郁，驚嘈醒佢。如是者我都同佢訓左一訓。 

「先生，先生。」我聽到聲音之後，張開眼，見到一個空姐推住架車，用好溫柔既眼光，望住我。 

「唔好意思嘈醒左你，我想問下你同你女朋友需唔需要早餐呢?」 

我用好奇既眼光望住空姐講﹕「女朋友?」 

空姐捂左嘴笑左笑，講﹕「唔通唔係咩，不過我見你女朋友訓得好舒服咁，都係唔阻住你地啦。」 

之後我呆左呆，出於禮貌講左句﹕「唔該哂。」 

不過我岩岩訓醒，佢訓左係我肩頭姐，點解空姐會誤會我同欣恩係我女朋友呢?原來佢唔只訓左我係
肩頭，佢隻手仲拖住左我隻左手，我仲feel到我隻手肘揩到佢波邊，真係媽呀，快點打救我，我的弟
弟就要爆發了。 

之後我就好似個啲僧侶咁，係心中想「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直到去飛機就到達機場個時。 

因為飛機要降落，所以我就叫醒左佢準備﹕「欣恩，起身啦，呢加飛機要準備降落啦。我幫你綁返好
安全帶。」 



欣恩仲係半清醒狀態下，一邊搓眼，一邊迷迷糊糊咁答我﹕「嗯.........嗯.........」 

之後我呢種正人君子當然唔會乘虛而入，我避開哂所有敏感部位，從而幫佢綁返好安全帶。 

欣恩醒返之後笑笑口同我講﹕「唔該哂你呀。」但係臉上突然出現一剎既哀傷，不過好快又露出返笑
容。但係我同佢都知道，飛機一降落完左之後，大家就要分開。所以大家都有啲唔捨得，雖然只係相
處左3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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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相信呢句野對大家都唔陌生，正當我心入面浮起呢句野個時，欣恩又攬緊我，講﹕「比我再攬多一次
。」 

今次我都攬返住佢，因為我知道今次係最後機會。但佢好驚訝抬頭望返住我，之後我問佢﹕「做咩呀
?」 

「冇，我覺得你對我好好。」佢露出滿足既表情，再次訓在我既胸膛上。 

「唔知我地仲有冇機會見面呢?」 

我冇答佢，因為我相信，如果有機會，上帝一定會安排機會比我地見面。 
(到呢加我都相信) 

飛機降落既沖力，令到我不自覺咁攬實左欣恩，而佢亦到明顯更加痴身，好似唔捨得分開咁。但飛機
降落既時間只需要1分鐘多啲，不消一會兒就已經可以由窗外面望到台灣既機場跑道，不過我冇心情
留意，大家都知道原因。 

如是者，飛機好快就停低左，咁樣意味住我地兩個係時候要分開。 

「我起身幫你拎埋個背囊先。」我微笑著同佢講。 

我企左起身，幫佢拎完背囊後，佢突然間開口﹕「你仲未答我條問題啵....」 

我個心，突然好似開左好大個洞，係呢一刻，我覺得好空虛。我係咁問自己﹕「唔通我真係鍾意上欣
恩?冇可能家，我地先認識三個鐘，有乜可能咁快，錯覺黎既姐。我鍾意既係本莉，而唔係欣恩，係
欣恩一相情願。」 

而我冇理到佢問既野，我將個袋帶左比佢，之後我就好似個浪子講左句﹕「保重。」之後我就轉身就
咁走左。 

我一邊行，我個心入面就一直乸住乸住。睇黎，我真係鍾意上欣恩，但係我唔可能放棄我對女神既堅
持。 

而事實上，我一邊行，我知道欣恩一路跟住黎。直到行到去機場同飛機既通道，我就企左係到，而欣
恩就頭dupdup企左係我隔黎。 

我開口﹕「有必要咁執著咩，欣恩?你都知我地係冇可能。」 

佢抬頭好認真問住我講﹕「點解冇可能呀，你對我都唔係有感覺咩，你唔好同我講，你唔好同我講....
..」說罷，佢既眼淚就由眼框流左出黎，而且眼睛都由白轉紅，但佢冇喊到。 



佢個樣仍然保持住好認真既表情，我用手將佢眼淚擦走，之後緊緊攬住佢，之後佢都第一時間攬返住
我，我地攬左差唔多三十秒左右，不過感覺上好似攬左一個鐘咁，可能我唔捨得欣恩既緣故，之後我
輕輕係佢耳邊講﹕「對唔住呀，欣恩，我估唔到你咁認真。因為我早己有自己鍾意既人，所以....所以
.....對唔住呀。」 

說罷，我都感覺到我既眼水準備流出黎，不過我係男人黎，唔可以係女人面前喊。 

欣恩慢慢放鬆，之後輕輕推開左我，我發現係佢臉上唔再係悲傷，而係一張帶有眼淚的傻笑臉。 

佢輕輕撫摸住我既臉頰，講﹕「原來係咁，哈，咁你可唔可以講你鍾意既人叫咩名?」 

「佢...佢叫黃本莉。」我極力壓制住顫抖既聲音。 

「喔，原來叫黃本莉。孖撚，希望你可以成功追到佢啦。」說罷，欣恩係佢背囊拎出一塊全新既LIN
TD朱古力比我，講﹕「啦，請你食啦，唔好忘記我呀!!!」我從佢手中將朱古力接過來。 

突然佢既手機響起，佢拎出手機黎聽， 

「喂，媽咪?咩事呀?」 

「係係，我呢加過黎啦。」 

「嗯，好，拜拜。」 

欣恩係我面前深呼吸一啖，﹕「再見啦!孖撚!記住唔好追過黎呀!!」 

說罷，佢擰轉身就走左。我連問佢拎電話既時間都冇，但我都冇去挽留佢，而係佢走到通道既盡頭，
我就好大聲咁叫﹕ 

「拜拜啦，欣恩，我愛你呀!!」 

佢聽到之後，即刻擰轉身望住我，佢捂住嘴，看似係太激動，我彷彿見到佢喊，佢對我好大力咁揮手
後，佢就學我好大聲咁講﹕「我都係呀!!!!!拜拜啦，有緣再會啦!!!」 

我連回答既時間都冇，佢就跑走左，而係呢三個鐘，我就好似發左一場好短暫既夢，我既眼淚，終於
可以慢慢流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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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淚逐滴逐滴由我眼框流下來，每滴都往我的鞋上滴去。鞋面上都像沾滿小水花般的，可是有誰
能知這是我的眼淚? 

突然我的前方有一張紙巾遞了上來，心裡面想不會是欣恩吧，我抬頭望了望，原來是肥陳。 

「喂，你有冇事呀，抹走啲眼淚先啦。」說罷我係佢手中拎左張紙巾抹眼淚。之後我平伏左一下心情
，講﹕ 

「點解你仲係到既，你唔係應該去左集隊咩。」 

「冇呀，頭先發先漏低左啲野，所以返轉頭拎返。點知行出黎見你同個女仔係到......」 

「你睇到哂?」 

「嗯.....」 

「咁你睇完有咩感想?」 

佢講左句令我好意外﹕ 

「點解唔追佢?」 

我好詫異咁望住佢講﹕「但你明知我鍾意既係本莉。」 

「咩本莉姐，人地呢加咁鍾意你，點解唔去追人?」 

我心入面比肥陳咁樣講一講，好似諗通左啲野， 

我同肥陳講左句﹕「唔該哂你張紙巾!!!」 

我大步奔向機場大廳之後，我就往辦理入境手續個邊跑，周SIR見到我係我就一枝箭咁沖左出去!!!!! 
機場跑，就大叫﹕「喂喂，孖撚你跑去邊呀喂，機場唔可以亂跑呀!!!」 

我擰轉身望住阿SIR，同一班集哂隊既同學，包括本莉在內，我見到本莉用疑惑既眼光望住我，係本



莉面前我突然感到一陣愧疚。但係我真係唔想放過呢次機會，所以我同周SIR講﹕ 

「SORRY 周SIR，呢次好大件事，我一定要去見一個人，我返黎先向你道歉!!」說罷我繼續跑。 

我的心情十分忐忑不安，在我跑既途中，我既腦海不斷回想起頭先係飛機短短既三小時。諗既佢我在
既懷抱中，我個心就好似比幾萬枝針吉住。我呢加好驚見唔返欣恩，我真係好驚。 

我不斷係心入面祈救上帝比一次機會我，儘管我不是信徙。 

不消一會兒，我已經跑到去入境手續位置，但係無論我再點搵，我始終都係搵唔到欣恩既背影。相信
佢已經離開左機場吧。 

塵世間最痛苦既事，莫過於此。 機會錯失了，不會再多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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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係你生活入面突然消失，這種滋味真係不好受。 

我拖著空白的腦袋，穿了洞的心，疲倦的身軀回到列隊中。 

周SIR見到我即刻行埋黎講﹕「喂，孖撚，你做乜頭先自己一個走左去，你知唔知我地全部人等你一
個?」 

「對唔住周SIR，因為頭先....頭先....」我強忍著我既淚水，發不出任何聲音。 

「阿SIR，你唔好怪佢啦，佢有苦衷，你就無謂逼佢講啦。」肥陳即刻幫我辯護。 

「唉，算啦算啦，你快啲返埋自己組到先，拎返護照，我地呢加準備入閘啦。」 

我已經冇頭緒自己係到做緊咩，返到自己組後，MISS郭就將我個證件遞返比我，就問我﹕「你冇事
呀嘛?」 

我從MISS郭手中拎返我既證件，之後輕輕搖左搖頭回應MISS既問題。 

「嗯，無事就好啦，準備過關啦。開心啲。」之後MISS郭就轉身走左。 

我突然諗起欣恩對我講既說話﹕「孖撚，我望住欣恩比我既朱古力，到底我地何時先可以再見面..... 
希望你可以成功追到佢啦。」 

之後我即刻望向係另一組既本莉，見到佢同個花名叫阿峰既男仔傾計。我望住本莉同阿峰傾計傾得幾
開心，望住本莉既表情，令我又不禁諗起我同欣恩個三小時。 

我心入面諗﹕「算啦，既然欣恩都叫我努力去追本莉，我就做比佢睇，唔好比欣恩失望。」我係咁樣
支持自己。 

阿泰就拍我肩頭講﹕「囡姐，唔見左再搵過囉，唔好咁睇唔透啦。」 

對於阿泰呢種人黎講，女人就真係等於衣服。 

我同佢講﹕「呢啲野，你識條春咩!?」 

「係囉，睇開啲，成個人輕鬆好多。」 

「但係你又點知我同欣恩既事?」 

「屌，咪肥陳咁我講囉，佢個組個老師煩住，所以我咪黎開解下你囉，點，夠唔夠老友先?」 



「係啦係啦，至老友係你啦。」 

唔知點解我既心情又真係開心左好多。呢種朋友真係交得過。 

好啦，要去過關啦，我返自己果組啦，你唔好再亂諗姐就好。」 

「嗯。」 

之後我去運輸帶個到，拎返屬於自己寄左倉既行李。 

我拎住我個護照就順住我個組既人去排隊過關。如是者，過左15分鐘之後，我地全部人就過哂關。
我地出左機場之後，見到有2架旅遊巴等緊我地。 

周SIR就講啦﹕「呢加我地就會安排邊組上邊架車。」 

咁個天又玩鳩我，肥陳同阿泰唔同車都算，竟然連女神都唔同車，呢個機會率就好似1/30咁樣咁撚
神奇呀。 

咁我就就同肥陳同阿泰揮左後，就上左車。上到車之後，我嘗試搵下有冇人係我熟既，起碼坐係熟人
隔黎冇咁悶先。 

我就將目光放到車尾後面，我見到2個我係中二個時玩得好埋既老死，阿達同阿義。 

阿達就介乎係MK同毒撚之間既一個型仔，但係由細到大塊臉都係紅到好似關公，份人又好似關公咁
好有義氣。身高都係同我差唔多，係175左右。 

阿義就係正宗毒撚，矮我一個3/4個頭左右，身高差唔多160左右。好鍾意著格仔衫，拎住部PSP玩
。 

既然我係架車都乜熟人，最FRD就係佢兩個，咁岩佢地坐左3人位，仲有1個位我緊係坐埋去。 

「喂，屌你老母。」阿達講。 

「屌你老母呀。」我回答著。當然呢個真係玩笑，我同阿達既打招呼方式同其他人唔同，我地係用老
母黎當作問候，到呢加為止仲係我地既不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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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近排點呀，好少見你啵，升到3A班唔識人啦。」阿達用開玩笑既口吻同我講。 

我呆左呆，之後答佢﹕「唉，咪一樣。有咩唔同。」 

之後我地係等老師點齊名之前，傾左傾係9月10月發生過既趣閒。 

佢說講﹕「上年係唔係帶我地英文個八婆鄧既，今年做左我地班主任。」 

呢個我早有聽閒過，所以我點頭示意佢繼續講落去。 

「屌佢老味，呢加上堂成日當正自己係大佬咁，有次阿義冇交功課，八婆鄧就開始鬧，但係阿義條友
係到扮佢講野，之後個八婆講"Don't imitate
me"，我地成班聽到之後笑到仆街。打後佢日日上堂我地堂堂都係到講"Don't imitate me""Don't
imitate
me"。條八婆聽到激到仆街，但係又唔敢做咩。真係笑撚死我。」阿達一邊講，一邊用支體動作去扮
演下MISS。 

雖然個故事講唔出咩大道理，但係我聽完之後非常有親切感。 

如是者，我地傾傾傾，傾到當地既導遊上到黎，佢拎住枝咪講﹕「大家好呀，我叫阿MAY，我係你
地既5日4夜既導遊。不如打聲招呼先啦。」 

「阿MAY好。」 

「呀大家都好活潑咁啵，咁跟住落黎呢，我地首先會去左酒店放左行李先，之後我地會去101大樓同
誠品書局旗艦店到遊走下先。」 

說罷，導遊就係車程中，講左關於好多台灣既野。但係我掛住同阿義阿達傾計，所以就冇乜理佢。 

如是者，講講下講講下，就去到酒店樓下。我係旅遊巴係側倉到拎埋我既行李箱，去返我自己個組到
。 

「咳咳，大家期待已久既分房名單終於要黎啦!!」周SIR挺起胸膛，好有自信咁講。 

我就簡略下周SIR既分房名單，唔重要既我就唔講。 
首先，男女一定唔可以同房，所以我同女神既XX幻想就已經幻滅。 

第二，值得開心既，我同阿泰同房，而且加左兩個3A班既同學，一個又係運動型，帶住白色眼鏡既
男仔，高我半個頭左右，就係之前我提及講既阿峰。 
另一個就叫瘦林，經常唔出聲，總持住一款好COOL既表情，但係真係人如其名。矮我半個頭。 

第三，雖然話就話冇得同女神同房，但係佢間房就係隔離，所以應該可以每朝每晚都見到面。都可以



話係不幸之中既大幸。 

「好，每間房都會有一張酒店門卡。大家千奇唔好整唔見，因為我地最後個日我地會CHECKOUT全
部房門，如果整唔見左要賠$50港紙。」 

所以我既房員將門卡交比我保管，阿泰笑住咁講﹕「你咁有責任心，就你黎保管啦。」 

「好，咁大家呢加分批上去啦，由最高樓層既上先，係孖子撚同黃本莉既個組。」周SIR講完之後，
我就即刻望住本莉，可能我地有心靈感應，佢都同樣望住我，我同佢都冇講野，但係大家都用微笑回
應下對方。 

「喂，喂孖子撚，你做乜企定定係到，快啲緊制入電梯啦。」周SIR係我眼前揮一揮手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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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呀，好彩你企定定左係到，我差啲唔記得左講，呢加係12:03分，大家放低行李，休息下就12:3
0係返門口外面等，我地一齊去食午餐。」 

由於本莉得一個同房，所以入升降機既只係得6個人，但係由於每個人都拎住好多行李，所以一個升
降機都好快填滿哂人。入到升降機後，本莉企左係我對面，我見到佢塊臉紅紅地，dup低左頭。唔知
點解我望到本莉咁樣，我又不自覺諗起欣恩追出黎既情形，唉，我都係時候放低欣恩既事。 

我望向樓層制，我唔記得左自己住幾樓，我就問阿泰﹕「喂，幾樓呀?」 

「唔記得啦，頭先掛住同肥陳講野。」 

本莉突然間抬頭望住我講﹕「我記得好似係12樓。」說罷再dup返頭。 

我打左突，冇啦啦女神同我講野，我覺得有點出奇。咁我就順住本莉咁講，就往12樓按左一下。 

係地下上到12樓，其實都係10秒左右，我都冇錯過係呢十秒，我一直望住本莉，佢頭dupdup個樣
真係幾可愛下。 

「燈!!」話咁快就到左12樓。 

電梯門一開，本莉拖住佢個行李箱就一支箭就跑走去。我都未介紹佢個房友，佢個房友係一個混血兒
，叫做零姐，係菲律賓加香港。不過相貌真係幾一般下，而且有極嚴重既公主病，同本莉真係差天共
地， 

佢見到本莉沖左出去之後，就係到叫﹕「本莉，本莉，等埋我呀。」 

我，阿泰，瘦林同埋阿峰都呆左呆，之後我地都冇出聲就咁行左出升降機。我地往我地住既房間行，
我見到佢本莉佢地仲研究緊點樣開對門。 

其實好簡單，只要將酒店門卡插入去對門個智能感應到，又拉返出黎，就可以開門，我地入到去間房
，我只能說用一個字黎形容，「大」!!! 



 

一入到去，左邊就係一個開放式廚房。我只能夠說，佢個廚房，仲大過我屋企個睡房。但係我諗我地
都冇機會用到。而佢地3個第一時間就入睡房到。我放下左行李箱。將個酒店房卡放係個全屋電源位
到，因為呢加好多酒店設計到要將酒店房卡放係個電源位到，先可以著到野。咁我就自自然然插張卡
落去，開哂啲燈呀，冷氣之類既野。 

突然我聽到敲門聲，我打開門，原來係零姐同埋本莉。 

「喂，孖撚，快啲幫我地開門啦!!」零姐一邊將酒店房卡遞比我，一邊對我呼喝。 

我用懷疑既眼光望住零姐，我諗緊﹕「唔撚係掛，好簡單渣啵....」 

我從佢手中將房卡接過來，之後順住個方法將房卡插入去，再掹返出黎。我對零姐擺出"有乜咁難"既
姿勢，再門打開。 

零姐從我身中搶走張房卡，就講﹕「好啦，呢到冇你既事，你可以走啦。」說罷佢仲要做出公主先有
既轉身動作，大步大步咁走入房間，如果你望到真係比佢嚇死，動作真係好浮誇。 

 

http://cdn3.agoda.net/hotelimages/668/66847/66847_1008181054003226399_ST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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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該哂你呀，如果唔係我諗開成世都未開到。」本莉含含羞羞咁同我講。 

之後佢入左間房後就埋閂。我就望住對門呆幾左幾秒。準備返入去我間房，但係我又好似忘記左對佢
地講一啲野，所以我企左係到成分鐘，到底唔記得講咩呢。 

我諗諗下，我記得我未同佢兩個講，要將張房卡插落個電源位到先可以開到燈，開到冷氣。我諗佢兩
個都應該唔知，咁我就諗住開門提醒佢地。 

點知我一開門，見到本莉係廳到換緊條短褲，我同佢四目交投。當然佢既粉紅色喱子內褲被我望得一
清二楚，而零姐就應該係房汁緊行李。我見本莉好快就著返條黑色短褲，臉紅哂，而且準備沖返入房
。 

頓時我就知道今次仆街啦，咩印象分都冇哂，所以我即刻dup低頭，就講﹕「你地要將將卡插係呢到
先可以開到燈，冷氣之類既野。」 

說罷我就閂返門，去返自己間房到。 

入返到我間房之後，訓左係張好大既沙發上面發呆.....腦海不斷浮現本莉著粉紅色喱士底褲既情景..... 

「喂，喂，孖撚，你唔洗汁野咩?」阿泰見到我係沙發上面發呆，不禁問左句。 

我諗左諗，講左句﹕「係啵...」 

「你快啦，得返15分鐘咋。」 

「喔喔....」我慢慢坐返起身，諗緊應該去洗個臉先，定係拎返行李箱既野出黎。 

突然我FEEL到我褲袋有野銀住左，我即刻企起身往褲袋摸左摸。 
原來係欣恩既朱古力。我拎左出黎，望住"LINTD99%"既字樣，我又諗起，又諗起....... 

我即刻打返開行李箱，收返埋排朱古力，免得傷心既事從我腦海中湧現。 

「做乜鬼鬼祟祟呀?收埋啲咩唔見得光呀。」阿泰十分八掛咁樣問我。 

「朱古力，99%濃度，啱唔啱?」我拎返出欣恩比我既朱古力。 

阿泰見到排朱古力好似見到鬼咁﹕「嘩屌，上次肥陳中伏同我講完，呢加你想我中伏，你都幾毒下啵
。」 

我都廢事彩佢，又要睇又要屌，咩心態。我將欣恩比我既朱古力好好地收埋左係行李箱既暗位到，因
為我知道呢個算係幾美好既回憶，只能用美中不足黎形容，我要好好咁珍惜。 

我放完之後，我就仔細打量下環境，發覺呢間房真係好大，對比起本莉間房，起碼大成倍。單係張沙



發都大過我屋企張床，之後我走左入去個睡房到，我見到有2張大床，真係大到你阿媽都唔信，我諗
真係幾百磅既肥婆都訓唔哂一張床。 

我相信有去過酒店既人，對住張床第一時間唔係訓上去，而係跳上去試下個彈力。我跳上去之後，我
就好似席夢思既廣告咁，差啲訓著。 

之後我就起返身去廁所，我入到去第一個感覺，洗唔洗咁大呀，個廁所都好似同我屋企個廳差唔多大
，一個企位，一個浴缸，一個馬桶。只要對住塊鏡企遠少少，就可以望到全身。我就走到洗手盆到，
洗左個臉，發現自己個樣好似老左幾歲咁，可能前幾個小時，我就好似經歷左一件人生大事咁，睇黎
我今晚真係要好好地訓一教。 

出返廳之後，我見到瘦林同阿峰係到開電視睇台灣既節目，不過中午時間都係得台灣新聞，冇乜好睇
。不過我係到諗緊阿泰去左邊，唔通落左去集隊，我望一望個鐘，仲有成10分鐘，唔係咁快落去呀
。 

咁睇完左手邊，就要睇右手邊。你可能問「咩右手邊，咩左手邊」 

咁其實我地一入門口，左手邊就係開放式廚房同埋廳，右手邊就有一間房，同埋一間廁所。 

我見到間房對門閂埋左，咁我先去睇下個廁所。對比起左手邊個廁所，呢邊細左差唔多4倍，不過麻
雀雖小，但五臟俱全。不過令我最好奇既係廁所隔離有個電話之類既野，我都係唔好亂搞，廢事整到
古類精怪既野。 

我走返出廁所，準備打開神秘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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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隻手放左係門把上面，吞左一啖口水，因為我唔知間房有啲咩，我一打開，就發現間房黑到伸手
不見五指。 

我就打開左房燈，發現間房就好似下圖咁(張細圖就係個廳) 

 

原來呢到都有2張床，但係唔知點解呢間房比左一種無型既壓逼感比我，可能因為真係太寂靜，跟住
我就行左過去窗邊，諗住打開窗簾，點知有人冇啦啦拍我肩頭。 

我即刻嚇到轉身，好大力推開我身後既人。我望清楚原來係阿泰條仆街仔，又嚇鳩我，好彩佢踩左落
張床到。 

佢開聲講﹕「嘩屌，嚇下你姐，洗唔洗咁大反應呀仆街。」 

「鬼叫你嚇鳩我先。」 

「嘿嘿，點，過唔過癮??」阿泰邪笑著。 

「過你老母，人嚇人冇藥醫呀!」 

「嘿嘿，玩下姐，不過話是話，頭先我自己企左咁耐，真係有點淆。好彩你好快入左黎開左燈，如果
唔係我真係比自己嚇。」 

阿泰份人真係有啲神經質，我同佢講﹕「就夠鐘落去啦。」 

「你自己落先，我屙篤屎先!!」說罷佢就沖左出去左手邊個大廁所到。 

http://beitou.hotel123.com.tw/images/room_5.jpg


我出返廳後，見到瘦林同阿峰睇電視睇到入哂迷。我就提醒下佢地2個﹕「喂，仲有5分鐘，記得落
樓下集隊。仲有記得落去個時最後個個走要拎埋張酒店房卡。」 

佢兩個講﹕「OK，你落去先。」 

如是者，我就行到電梯口準備搭電梯落樓下，天意弄人，誰會估到本莉又咁啱同一時間等緊。 本身
我諗住即刻轉身走，等本莉自己落左去先。我一行到過去，佢又望到我。咁我冇理由就咁調頭走，姐
係硬著頭皮都要行過去。我見到佢著一件白色T恤，前面就印左隻貓貓。下身就係換左條黑色短褲。 

我企係本莉隔離，之前都有講，女神矮我一個頭，我用我隻眼不經意望下本莉。我發現佢隻耳仔已經
紅哂，我問佢﹕ 

「咦，零姐呢??」我盡量搵話題，令到個氣紛冇咁緊張。 

「吓...零姐??佢仲係間房汁緊野呀。」 。 明顯聽得出本莉既聲音好緊張

「頭先.....頭先...唔好意思呀，我冇敲到門就入黎，所以..SORRY....」我講完之後都顯得有少少唔好意
思。 

佢即刻抬高頭，扮哂好嬲咁，好似啲細路囡，指住我講﹕「啦，唔準同其他人講呀，如果唔係我殺左
你呀!!」 

當然我知道呢個係一個玩笑。 

「YES，MADAM!!」我就好似士兵咁，對住本莉擺出一副敬禮既動作。 

佢見到之後，不禁笑左笑，講﹕「好啦，升降機到啦，希望你忘記頭先既事。」 

「係既係既。」我一邊笑笑口，一邊摸著後腦咁同本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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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電梯後，女神企左係我對面，我往"G"制按下去。升降機門徐徐關掉了，之後我就將目光轉向本
莉，我想睇多眼本莉可愛既表情。我望過去個陣時，發現原來佢一直望住我。 

我心裡面覺得奇怪，所以我用手摸一摸塊臉，因為我驚係唔係塊臉有啲污糟野。佢就笑住同我講﹕「
做咩呀，你塊臉冇野啵。」 

「咁你做乜眼甘甘望住我呀?」 

佢塊臉即刻紅哂，又道﹕「唔知呢....」 

「叮.....」升降機響左一聲。我同本莉不約而同望住呢加電梯去到邊層，原來呢加到左7樓。 

升降機門慢慢打開，我見到一個好面善既人——肥陳。 

肥陳一見到我，再望一望本莉，就講﹕「嘩，乜你咁快手!!」說罷就行左入黎，順手緊制閂門。 

肥陳企左係我隔離，細細聲係我耳邊講﹕「喂，你都幾快手下啵。」 

我細細力推開左佢，講﹕「咪咁GAY啦!」 

「嘿嘿，呢加唔識人啦，唉，重色輕友，有女就唔識兄弟啦。」 

我彩佢都廢事，我繼續望住本莉睇下佢做緊咩，佢dup低頭，又搖搖頭，好左有啲冇眼睇既動作。 

如是者，電梯話咁快就到左地下，門一開，本莉就好快急急腳走左，望住佢個背影，我又諗返起欣恩
同我離別既時候，睇黎我真係好難忘記欣恩。 

「喂，人地走得咁快，你係唔係做左啲咩對人地唔住呀，好似嬲左你啵。」肥陳搭住我肩頭講。 
「半個鐘入面到底發生左咩事，快講。」 

但係本莉千叮萬囑同我講，千奇唔好同其他人講。 

「冇呀，冇野啵。」我一邊行出升降機，一邊回應著肥陳既問題。 

「你個屎忽鬼呀，重色輕友。唉....」佢扮哂楚楚可憐咁同我講。 

「唔好問啦，快啲去集隊啦，就夠鐘。」 

「係啵係啵。」 

說罷我兩個就行去集隊了，不過我仲諗緊本莉係唔係嬲左我....... 

到左12:45分，全部同學都到達，周SIR講﹕「咁呢加酒店餐廳就已經準備好哂午餐比我地，咁人齊



哂，我地呢家就去了。」 

咁入到去餐廳之後，當然又係分組坐，咁本莉又坐到老練咁遠，所以又冇機會搭爹。大家可能覺得食
飯姐，應該可以SKIP左佢啦。但係我仲好記得有2件趣事。 

大家如果有去個酒樓食飯，都會知道有公筷呢樣野，咁我個組有個叫杰杰既人，咁份就就呆呆地，但
係都算飽讀詩書，佢就當正自己係屋企食飯咁，冇用到公筷夾菜餸。之後有個份人把口同阿泰一樣賤
，不過對歷史好有研究既人，叫做賢爺。 

佢就講﹕「喂，屌你咩，用公筷啦，家陣我地唔撚洗食呀，你食哂得啦!!」 

咁杰杰就講﹕「喔..喔...嘿嘿，唔好意思呀」講完之後個樣都係呆下呆下咁。 

呢個就係第一個有趣既事，第二件就唔知算唔算有趣。 

咁我地食食下飯，坐我右手邊就係一個好追求潮流，好鍾意韓國既女仔，樣子真係.... 

佢就諗住倒啲熱水比自己飲，可能酒樓熱水壺太重，佢一渣唔實，成瓶熱水倒左落我隻右腳到，好彩
著左長褲，如果唔係應該  

個時我冇出到聲，我死忍，因為你知道冇啦啦大叫係一件多麼柒的事，個女仔就係咁講唔好意思，唔
好意思，之後拎左毛巾出黎比我抺走啲熱水，我抺走啲熱水之後，就當冇左件事。呢加諗返起我是多
麼的戇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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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閒話講完，飯又食完，咁我地就行程去台北101大樓同誠品書店。 

咁我地上左旅遊巴士之後，我就冇乜同阿達阿義講野。我就留心望住窗外既風景。 

***如果你黎過台灣，你留心下街邊最多既係咩，有人估中我賜酒。*** 

如是者好快黎到101大樓同誠品書店，咁周SIR就講﹕「好，呢加就1:40分，咁我地就係到行到4點左
右，係返呢到集合。」 

101大樓真係好高，不過入面賣既野好多都唔岩年輕人，全部都係來佬貨，遊客可以行既地方得7層
，最低層係賣美食，基本上你唔係有錢人，101既野基本上你買唔起。 

所以我轉左去行誠品書店，101同誠品書店其實都係差一條街左右，而且街上我仲好記得有一個自行
租用單車既設施，我覺得幾有趣，所以都有啲印象。 

全程我就好似獨行俠咁，獨自走去誠品書店。我入到去遊走左一圈，我只能夠說，旗艦店不槐是旗艦
店，咩種類既書都有，雜誌，圖集，寫真，好多古靈精怪既書。 

而我咁岩見到有間CAFE，咁我就冇乜野做，我就去左叫左杯Cappuccino，我係台灣做得最多既野
就係係咁飲咖啡，而且我從此愛上咖啡呢樣野。 

我就飲左杯咖啡，呆下呆下HEA到4點等集隊。 

如是者到左4點，我離開左間CAFE，慢慢步行到集隊既地方。周SIR就講﹕「接下來大家都應該好累
，咁我地呢加返去酒店到食晚飯。等大家有個好既休息。」 

之後我發現阿達阿義大抽細抽咁行埋黎集隊，我就問﹕「嘩你兩條友買咩黎，買到大包細包咁。」 

阿達就講﹕「啦你自己睇下。」說罷我就往佢個袋到望下， 



 

我心諗﹕「咪又係爆谷，但係個外型又幾特別下啵。」 

阿達又講﹕「你試下呢個原味，頭先我同阿義食左一半，真係好正。」 

說罷我就隨手拎左粒放入口，個味道我只能夠說﹕「屌你正呀喂!!」 

「正呀呢，頭先我買左好多種味。朱古力呀，焦糖，今晚返房慢慢食!!!」 

「個價錢幾錢到呀。」我一邊講，一邊再拎多粒食。 

「台幣一桶就120，對返港幣就30蚊左右啦。」阿達拍打著個袋咁樣講。 

我心裡暗罵左自己一句﹕頭先做乜HEA下HEA下呢.......浪費哂時間。 

「咁阿義你買左啲咩呀??」我將目光轉移到去阿義袋到。 

說罷佢從袋中拎左一本漫畫書出黎，講﹕ 

「嘿嘿，龍珠第30集去到34集，已經比我買哂。」佢講完之後一邊邪笑，一邊收返埋本漫畫落個袋
到。不過阿義係一個頂級龍珠迷，我諗佢已經中哂毒。 

如是者我地就上左車，去返酒店，個陣時己經6:00左右，所以食埋個晚飯都係7點多少少，周SIR就
講﹕「啦，咁我就比2個鐘頭你地自由活動下，但係唔好走太遠，係酒店附近行下就好啦。我地會係
11點CHECK房，如果我地發現有人11點打後唔係間房到。我地會有兩個選擇比你地，第一就係第二
日全程跟住我，第二就全日留係酒店既保安房到。收唔收到??」 
 

http://iphoto.ipeen.com.tw/photo/comment/201004/cm20100406cc0336d5472a911fbe1d537a5a9062dd81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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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活動時間就話咁開始，我就返房拎住換對拖鞋出去行下，因為成日著住對CON屎鞋真係幾唔舒
服下，除左對襪，著住對拖鞋，個種透氣度，諗返起真係人生一大樂事。 

係出去之前我見到阿峰同瘦林係到睇緊電視，個啲台灣偶像劇，本身我想問佢地兩個落唔落去酒店下
面個超市行下，不過見佢兩個睇得咁入神，所以廢事打擾到佢地，阻人電視死左會比人燒春袋的。 

跟住我入房，見到阿泰訓左係張床到，我就問佢﹕「喂，落唔落去行下，買個杯麵上黎食，頭先個晚
餐食得唔係好飽。」 

「唉，屌咪煩我，我寧願訓個教仲好。不過如果得既幫我買多個。」阿泰講完之後即刻打左個呵欠，
再繼續訓。見到佢訓到成隻豬咁，我都廢事理佢。 

咁我只好帶著300蚊台幣，落去酒店地下超市到睇下有咩賣。我本身懷住興奮既心情，唔知本莉會唔
會又好似中午咁，咁岩又一齊去超市買野。可惜呢啲只係我小毒撚既幻想。我都係面對現實。 

話咁快就到到左B1個層，一開門我見到個超市大到好似一個標準足球場咁，咁我行左入去睇有乜賣
啦，基本你你諗到既都有得賣，所以生活用品，食物基本上都齊哂，但係我心諗係酒店地下起間咁既
野做乜野.... 

如是者我就行到去賣麵既位，又係咩麵都有，即食麵，杯麵，乜麵都有，真係算幾齊正。咁我見到貨
物價底部有香港賣既合杯道，身為香港人既我，當然支持返本地品牌。我就彎低身去拎左幾杯香辣海

我即刻嚇左嚇，點鮮味，我起返身諗住去比錢啦，我就見到本莉冇啦啦企左係我隔離望住我............ 
解本莉冇啦啦係我身邊出現，我就出於禮貌講﹕「乜咁岩呀。零姐呢?」 

「佢呀，懶到死，佢話想食野但係又想沖涼，所以叫左我落黎幫佢買個麵食。就係咁，又岩見到你。
嘿嘿...」本莉撥弄著佢既頭髮講﹕「咁你呢?」 

「我呀...我頭先食唔飽，順便幫阿泰買埋。」 

說罷我地兩個就往收銀處到行， 

「你仲有冇野買呀?因為呢間野好似收9:30，所以陣間你想買野都買唔到。」我輕聲地問著。 

「呀!!!我仲有少少野買，不如你收電梯門口等我呀。」本莉好似求緊我咁。 

「唉，我陪埋你啦。」因為我都想知佢買啲咩，所以自動請纓跟埋去。 

「唔洗啦，你去排隊比錢先啦。」說罷佢行左去我後面，慢慢推我。佢呢個動作真係好似啲情侶咁，
好可愛。 

我亦無謂強逼佢，所以我就講﹕「咁我係收銀處出口等你啦。」 



「嗯嗯。」說罷佢去搵佢想買既野。 

咁我比完錢，就聽本莉講係出口等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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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一會兒，我就見到本莉係收銀處比緊錢，準備出黎，但係我又冇注意到佢買左啲咩神秘野。 

咁佢出到黎，我眼甘甘望住本莉，佢一邊行過黎又一邊望住我。我就緊定升降機等佢，佢行到過黎同
我講﹕「你做乜眼甘甘望住我呀??」 

「我...覺得你好似一個人，所以望得太入神。」我有點唔好意思咁講。 

佢個樣出現左一瞬疑惑既表情，講﹕「咁我似邊個呀??」 

我呆左呆，我腦海又浮現出欣恩既樣，我突然又沉醉係個三小時既回憶入面。 

可能本莉見到我遲遲未答佢，佢就露出道歉既樣講﹕「唔好意思呀，係唔係唔講得呀。」 

比本莉講左句，我又從回憶中醒返。我呆左呆，先答﹕「唔係...你好似我一個舊情人....但又唔可以用
情人黎形容，唉好難解釋，總之你真好好似樣。」 

「係呀，咁佢靚唔靚女家?」本莉笑住口問我。 

本莉呢條問題真係問黎都多餘，唔通我話唔靚咩，不過我真係好似頂心杉咁，同佢講﹕ 

「唔係呀，佢就大肥婆黎既，又醜樣，又多暗倉，真係幾似你!!」 

當然呢個係玩笑啦，其實本莉同欣恩一樣，都係咁可愛，咁純真。 

不過佢好似當左我講既野係真，耳仔都紅哂，又露出一副扮哂嬲既表情，指住我講﹕ 

「哼，你好野，唔理你了。哼。」 

「喂喂，講笑咋，你唔係咁認真呀...」我扮到楚楚可憐咁款同佢講。 

但係佢又真係唔理我，入到電梯之後我全程望住佢側臉，因為佢一直擰轉個頭，唔比我望到佢正面。
 

如是者去到12樓，升降機發出「叮」既一聲，對門又徐徐打開。佢又急急腳就出就去，我就跟住係
佢後面。 

佢企左係屋門前面按門鐘，等零姐幫佢開門。我都做同樣既野，等入面個3條友幫我開門。 

如是者零姐好快就幫佢開門，佢入再後之後，當然第一時間閂門啦。我就係佢閂門最後一刻頂住左對
門，令到露出左一個空隙，好讓我同本莉講﹕ 

「GOOD NIGHT。」 

不過我以為佢嬲左我就唔會答返我，點答佢開返對門，笑笑口同我一邊揮手一邊講﹕ 



「你都係呀，GOOD NIGHT。」之後佢就怕怕羞羞咁閂左門。 

我心入裡突然覺得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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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望住本莉對房門成分鐘，後面就有把聲同我講﹕ 

「喂，人地入左去啦，仲望，我好肚餓，快啲入黎啦。」原來阿泰開左門，但係個樣死下死下咁同我
講。 

如是者我地就食杯麵，之後沖涼。出到廳都係仲係10:30左右。咁個啲台灣偶像劇呀，綜藝節目都播
完，阿峰同瘦林自自然然去左沖涼。 

我就用個搖控器搵呀搵，睇下有冇啲AV台，點都搵唔到18禁既台，由一就係搵到係啲樣一般既囡囡
係到跳鋼管舞，阿泰見到就即刻笑左出聲講﹕ 

「呢個乜撚野黎，咁豬都出黎跳??轉台啦，望多眼都想嘔。」 

見到阿泰扮哂嘔咁，我就順佢意轉左台，轉轉下，就見到日本既摔角，我仲好記得個個選手好似叫獸
神 



 

我就係比呢套野，搞到呢加都幾鍾意摔角。見到啲選手又過肩摔，又拳拳打到入哂肉，又真幾過癮咁
。 

就係咁我就訓左係沙發到，睇睇下訓著左.............. 

http://the-sun.on.cc/cnt/lifestyle/20130525/photo/0525-00487-001b10.jpg


“「喂喂，起身啦傻豬。」一把我好懷念既聲音係我耳邊，而且我感覺到有人輕輕撫摸著我既臉頰。
 

點下我仲想賴下床既時候，我諗緊邊個會叫我傻豬。我心突然有一道暗湧，我就即刻彈左起身。我望
住叫我起身既人，原來係我一直最想見到既人——欣恩。 

我見到佢對住我微笑，我既眼淚即刻不禁流了下來，但係我又覺得好開心，因為點都估唔到欣恩冇啦
啦出現係我身邊。 

我開心到乜都講唔到，聲音卡住係喉嚨到，我見到欣恩塊臉透出淡紅，好有生氣。我緊緊拖住佢隻手
，之後再抱住佢講﹕「唔好再離開我....」我地互擁左成分鐘之後，佢就輕輕推開我，講﹕「記得開開
心心呀!!」 

說罷佢就轉身走左出去，而我想追出去既時候，我發現我既身體竟然一動也不能動。我哭著大叫，想
要阻止欣恩離開既時候，佢返左轉頭對住我揮手，講﹕「有綠再會啦!!拜拜!!」說罷對我擺了一副幸
福開心既微笑，就走左。 

我望住佢離開既背影，但係我一動也不能動，只能眼白白望住欣恩既離開。我大叫著﹕「唔好離開我
呀!!唔好再離開我呀!!!!」但可惜我叫唔出聲，可能我太過傷心過頭，暈左係張床到。”

「喂屌你起身啦，我肚餓，落去食早餐啦!!!」阿泰一邊推擠正在睡覺的我，一邊說。「快起身啦屌!
」 

我比阿泰條友嘈醒，我發現我郁得返，我就即起身諗住跑出去追返欣恩。阿泰就即刻講﹕「你做乜一
起身就喊呀!!」 

我好激動問﹕「欣恩呢，佢頭先明明叫我起身家!!佢應該走冇遠，呢加追趕得到!!」 

正我諗住著返對鞋追返出去個時，阿泰喝停左我，佢一臉疑惑咁問返我﹕「咩欣恩呀，根本冇可能，
我地對門一直鎖住，況且我晨早就起左身，根本就冇人入過黎，你係唔係發夢咋?」 

我呆左呆，我心裡面諗左諗﹕發夢?? 

我呆左咁樣望住阿泰，阿泰同拍住我肩頭同我講﹕「放鬆下啦孖撚，過去左既野，你就算呢加點挽留
，都係無補於事。」 

我dup低左頭係到諗﹕可能我真係太掛住欣恩，連發夢都掛住。 

「刷牙洗個臉啦，阿SIR尋日派左啲早餐券比我地，我著埋鞋係門口等你。」阿泰安撫著我。 

我望住阿泰講﹕「唔該哂，我呢加去刷。」 

「我呢加著鞋先，你快呀吓。」說罷佢就走左出睡房。 

我望住阿泰，突然諗起監獄風雪入面既一首歌。 

「人生於世上有幾個知己，多少友誼能長存。」 



我一路刷牙一路哼著首歌既節奏，點知比阿泰鬧左句﹕「你快啦仆街，我好肚餓呀!!」 

我心裡不禁笑左笑。呢種朋友真係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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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換左件普普通通既T恤，因為尋日台灣都算幾大風下，我唔想有感冒，所以加返多件風褸。咁就部
左阿泰落去食早餐，咁瘦林同阿峰亦準備出去，咁我就提醒佢地記得拎房卡。 

落到去餐廳到，咁我同阿泰有早餐券，我同阿泰就叫左份蛋包飯，食完之後當然再係準備去遊玩啦，
咁跟住就去左中正紀念堂睇下，不過真係幾撚悶下，又冇乜野睇，見到啲囡囡係咁同個真士兵係到影
相，又攬又YEAH咁，真係睇到都笑撚死，但係唔知點解女神又過埋去影埋一份，睇見都眼怨。 

但係佢又好似見到我好不滿咁，就問我﹕「做咩呀，唔抵得呀。睇黎有人冇得影，妒忌啵。」佢一邊
講，一邊恥笑我。 

我就擰轉身廢事彩佢，佢就講﹕「你唔係嬲呀??」說罷佢拉住我隻手，我驚愕左一下。佢拉左我去左
個士兵到，講﹕「啦，咪話我孤寒，呢加就同你一齊影返張相留為紀念啦!!」 

「唔係掛，要收肖像費啵。」其實本莉肯動拖住我隻手，去一齊影相，我已經開心到爆炸，因為本身
我地又唔同組，有機會一齊己經算好好彩。但係我都扮哂唔願意咁，特登激下佢。 

「喔，咁好啦，要收肖像費就唔影囉。」本莉嘟起嘴咁講。 

「唉好啦好啦，見你咁可憐，唔收你錢啦。」我不知幾想同本莉影相，估唔到佢咁都當認真。 

「好野!!!但係我唔係幾識普通話啵，點搵人幫我地影相呢...」我見到本莉四周咁望，睇下有冇同學。 

「唔洗啦，我識咪得囉。」之後我就用流暢既普通話叫左一個當地人幫我同本莉影相。 

我同佢擺好左個蒲士，當地人往快門按了下去。如是者張相就係本莉部相機到。 

「哈哈，你睇下你個樣幾傻。」本莉仔細望住張相係到傻笑。 

我望住佢傻笑個樣，我覺得呢個MOMENT真係好SWEET...... 

你要知道，快樂既時光總係過得特別快，而呢句野我就呢幾日經歷好多次。當我仲沉醉係佢可愛既樣
上面，佢都望住我，耳仔都紅哂講﹕「你做乜望實人姐....」佢講完呢句之後就DUP低左頭，繼續望
佢部相機，扮哂唔緊張咁，真係    。 

正當我正想諗住戲弄下佢，撥弄佢頭髮。點知零姐咁唔識做，冇啦啦行左過黎拖左走本莉，話咩發現
到有趣野，佢趁本莉望唔到我既時候用十分鄙視既眼神望唔住，可能佢以為我同本莉不懷好意啦。 

咁本莉走左，我緊係跟住去睇下有咩有趣野，原來廣場中間既儀仗隊係到進移交接儀式，我見到我班
同學一邊影住儀仗隊步操，一邊就好似狗仔隊咁。不過都幾有趣，而且又係文化既保留，所以都不妨
多望一眼。 

接著我地就去左中正紀念館呀，台灣故事館。正正唔同組既關係，我又冇機會同本莉傾計，所以呢幾
個鐘入面我感到十分苦悶，但係成程我都同之前有提及過既李永思一齊行，咁我就下稱叫永思啦，永
思就高我半個頭左右，佢都算我地級數一數二樣子唔錯既女仔，但係又唔可以用女神黎形容。高高瘦



瘦，白白雪雪，而且個樣仲要鬼鬼地，都可以一戰。 

但係雖然佢全程同我一齊行，其實有原因，因為佢比個叫做水哥既男仔煩住，咁水哥呢份人都可以算
係MK仔，矮我少少咁多。但你要知道通常MK仔都係特別蠢，所以永思唔想比佢煩住哂，所以就全
程跟住左我，希望水哥自難而退。 

當然永思全程跟住我，水哥唔敢亂咁黎，所以永思都放心左。不過佢有個問題我都呢加都搞唔明，咁
我地去到個台灣故事館到，有間野就賣紅豆冰，佢就坐係我隔離，咁我地自自然然叫左碗紅豆冰。食
食下佢就冇啦啦問我﹕ 

「喂，孖撚，我呢加比個任務你。」 

「係，點。」我放低匙羹望住佢。 

「呢加你同我面對面望住大家既眼三秒。好簡單姐，得唔得??」 

「好呀!」咁我當時又以為真係面對面，望三秒算。點知永思將塊靠到好埋，如果我個頭往前伸一伸
，就真係可以KISS到佢。我望住佢個唇，我緊張到吞左啖口水。 

之後佢提醒我﹕「望住我隻眼。」 

我就慢慢將目光由唇，移到去佢個目光到。如果你試過同女仔近距離對望，你會發現你係會閉上呼吸
，血液好似沸騰咁，身體僵直哂。我從永思既目光好似感覺啲野，但係又硬係講唔出咩感覺。 

之後我只係望左2秒左右，就好緊張DUP返低頭食碗紅豆冰。你要知道，呢2秒真係好似成個鐘咁，
我聽到永思係咁笑，之後佢都繼續食紅豆冰。如是者全如果第時大家有女朋友既時候，不妨試試。 

程我就尷尬到唔敢同佢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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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完碗紅豆冰後，永思就對住我講﹕「唔好意思呀，哈哈，你當冇左件事啦。」 

我心諗﹕好難冇左件事啵，但係我又唔知點解佢會叫我咁做。 

我出於禮貌講左句﹕「唔緊要....。」 

如是者我地就冇左件事，就到5:00點左右，我地就去到西門町，大家都知道，西門町係去台北必去的
地方，而賣既野真係包羅萬有，大家去台灣真係一定要去西門町走一趟，因為真係好多野買。不過我
又冇乜野諗住買，所以我又好似獨行俠咁，之後我見到有間野係賣唔知咩雪糕，15數台幣枝雪糕就
老練咁高，見到啲囡囡買黎食，食到好似含緊野咁。 

但係呢啲都冇乜野，最過癮就係有間咩大便餐廳，阿義同阿達咁岩見到我就拉左我入去，一入到去個
個主題全部都係以廁所為主。啲野都幾好食，不過真係太貴，但係人生難得一次去台灣，咁咪食下囉
。 

接著我地就返左酒店，當然第一時間緊係落去酒店樓下間商店買野啦。今次係我同阿泰一齊去，咁我
地睇下有冇啲野玩。之後我地搵到一套兒童棒球套裝，我地就即刻係酒店房玩，點知本時淨係識睇電
視既瘦林同阿峰，都玩埋一份。 

咁我就玩到好攰，就坐左係門口附近既房門。突然，我聽到門外面傳來一陣敲門，我心諗邊個咁傻唔
識緊門鐘。我就係防盜眼望下外面到底來者何人。 

原來係本莉係門外外面好焦急咁樣等緊開門,,,,,, 

我襯阿泰班友仲打緊棒球個時，我就靜雞雞出左去。我一出到去，本莉冇啦啦緊緊攬住我，我即刻嚇
左嚇，佢用顫抖既聲音同我講﹕「間房...間房...有甴曱...幫我整走佢...」 

我輕輕推開佢，雙手搭住佢肩頭講﹕「冷靜啲先，零姐呢??」 

「佢...佢驚到沖左入房，隻甴曱就係個廳到，但係我都驚驚地，所以過左黎搵你幫手。你快啲入去幫
我手啦。」說罷佢推左我入去佢間房到。 

我就入去拎住左隻拖鞋，搵下隻甴曱係邊，而本莉就一直企係門口到望實我。但係我係個廳到搵左十
分鐘，我連條毛既踪影都見唔到，況且呢間酒店出名衛生超好，所以可能係本莉一時睇錯。 

「本莉，冇野啵，我搵黎搵去都搵唔到啵，會唔會係你睇錯呀....」我用疑惑既目光望住本莉。` 

本莉都可能知道我既意思，就連忙解釋﹕「我見到零姐頭先冇啦啦大叫"甴曱呀!!!"，我見到佢驚到咁
，所以我都比佢嚇左嚇，就搞到出左去搵你幫手。」說罷佢伸一伸舌頭，摸一摸自己後腦，耳仔都紅
哂咁，可愛到極點。 

接著佢閂左對門，行左過黎細細聲同我講﹕「不如今晚你留係到訓呀.....我驚隻甴曱又出返黎...」佢講



完呢句塊臉紅到極點，佢水汪汪既眼睛就好似誘惑緊我咁。 

我即刻呆左望住本莉既雙眼，但係又比唔到任何既反應...... 

我望住本莉愈行愈近，佢每走一步，我既心跳就跳愈快。我心諗﹕唔係呀...我先岩岩過左合法年齡，
唔係咁快就初嚐禁果呀... 

我愈糊亂咁想諗，身體就愈黎愈熱，搞到我連呼吸都有困難。 

本莉慢慢行到去我既面前，佢冇啦啦係到大笑，講﹕「你睇下你緊張到，哈哈..哈哈..講下笑咋!!」說
罷就擰轉身繼續笑 

我聽完之後，我口中就自言自語咁講﹕「哈哈...原來只是個玩笑...」不過我成個人都鬆左一口氣，我
見本莉仲係到笑緊，我就把心一橫，諗住整蠱返佢。 

我從佢身後抱起佢，佢就十分愕然，就係咁往我心口打﹕「你做乜冇啦啦抱起人，放返我落黎呀!!!」
當然我緊係唔會放低佢，因為我話明要整蠱佢。 

我唔理會本莉既拍打，我將佢放到去梳發到，之後我用我既身體壓住佢既身體，而且將返臉愈靠愈近
...就好似下圖咁 

 

佢一路發出「UM....UM...」既呻吟聲，而且又將對眼合到實一實，驚我好似食左佢咁。不過就冇反
抗到我既行為。 

之後我係佢耳邊細細聲講﹕「算啦，放你一條生路，我驚再玩落去，我真係忍唔住。」說罷，本莉慢
慢張返開眼望住我，本身我就想起返身個陣時，點知本莉將用雙手攬住我條頸，好似唔想比我走咁。

http://ent.cqnews.net/yy/hyyt/200809/W020080926370053564634.jpg


正正係咁，我地對望左成半分鐘。 

誰知本莉慢慢攬得愈黎愈實，我既嘴唇距離佢既嘴唇都係得10厘米左右。我就問佢﹕ 

「你唔後悔??我地都唔係男女朋友關係...」 

佢冇答到我，只係慢慢愈攬愈實...愈攬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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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地兩個既呼吸愈來愈凝重，正當我閉上眼，準備往本莉濕潤既嘴唇上面獻上我的初吻。突然我個背
脊比人狠狠地打左一野，我即刻嚇到彈返起身，本莉既手亦自然輕開。 

我擰轉身一望，我發現原來零姐係後面好嬲咁樣望住我，我即刻嚇到從梳發跌左落地，之後我手慌腳
亂咁樣企左起身，好尷尬望住零姐講﹕「你...你好...」 

「你好??如果唔係我及時出到黎，本莉咪比你污辱左?你有冇搞錯呀，女仔都蝦，一啲gentleman風
度都冇囉。」零姐好嬲指住我講。 

我心諗﹕仆街了，比人誤會左，點算好呢。 

我口啞啞咁樣望住零姐，吞左啖口水，因為我都唔知點解釋好。 

「點呀，冇聲出呀??」零姐擺出一副得逞既表情出黎。 

我即刻將目光轉往本莉，本莉即刻笑笑口，擺出一副〝WHO
FUCKIN'CARES?”既動作，而且個樣仲要扮到好無辜咁，之後急急腳走左入睡房。 

「呀.....唔好意思，打搞哂....拜拜...」我DUP低頭就往門口處走。 

「你唔好比我知道你再入黎，如果唔係我叫周SIR鎖你入保安房全日。」零姐臨尾都要整返招將軍抽
車比我嘆。 

我就冇理到佢，接著就返到自己間房到，諗住訓個教先。但係一閉上眼就諗起頭先同本莉近距離既感
覺，成個身體既血液又好似沸騰緊，我就沖個凍水涼，沖左自己既慾火，跟著就好舒服咁訓著左。 

如是者話咁快到左第3日，朝早食早餐既時候完全見唔到本莉既踪影，所以我對全日既行程冇哂寄望
。 

咁今日就全日行走藝術為主，首先鶯歌陶瓷博物館，我只能說我不懂藝術，入面既陶瓷都色彩繽紛。
全程我都HEA下HEA下走哂整個場館。 

之後我地走到另一個以藝術為主——朱銘美術館。朱銘美術館起碼都叫有啲野睇下咁，因為就算唔
識藝術，佢地都整到好吸引。所以我都幾認真咁樣睇，但係睇睇下就有啲口渴，咁岩我見到有間CAF
E附近，心癢癢又走左入去叫左杯Cafe
Mocha，係微微落雨既天氣，坐係露天既CAFE店外面，可以話係品味生活。而對正出面就係一路幾
大既路。 

突然我見到本莉同佢個組既人一齊唔知係地下畫咩，咁我當然驚到躲埋入間CAFE望下佢地做緊咩。
咁我望望下，個CAFE既女職員用普通話同我講﹕「你是不是不知道她們在做什麼呢?」 

「對呀，她們在地下畫什麼呢?不會被罵喔?」 

「不會啦，那是可以的，但是要在限制的框框裡面畫喔。」 



「喔，原來是這樣的，謝謝你的解說喔。」 

說罷佢就繼續調製佢既咖啡。如是者我就係CAFE入面等左幾分鐘，等佢地畫完走左之後先走出去。 

我就走到本莉畫既畫個到睇下佢畫左啲咩，我仔細望，原來佢畫左一隻貓，但係佢單單用左幾分鐘就
畫到好神似，而且仲要只係用粉筆，我只能說佢好有畫畫天份。 

我望向在遠方既本莉，心裡感到一絲安慰，睇黎佢冇因為尋晚既事感到唔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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咁我緊係慢慢跟住佢地組，好似啲特工咁，閃閃縮縮，我見到佢地去左去另一個美術館到，我跟埋佢
地入去。行下行下，我見到本莉企左係一副畫面前，我仔細一望幅畫，原來係貓。 

我慢慢企左係佢身邊，但係佢太專心，冇注意到我係到。我就同本莉講﹕ 

「喂!」我望住幅貓畫同本莉講。 

佢好似比我嚇左嚇，拍一拍自己心口講﹕「嚇死我咩....」 

「你太專心望啦，如果我係色狼，你早就...」我色瞇瞇咁望住佢。 

「可惜你唔係。」佢望一望我，之後再望返幅畫。 

我見佢好認真望幅畫，我就問本莉﹕「乜你好鍾意貓貓咩??」 

佢好激動同我講﹕「係呀係呀...你點知家!?」 

「傻既都知啦，你望住幅畫都可以望咁耐。」 

「又係啵，嘿嘿....」佢對著我傻笑。 

「你有養貓??」我問。 

「有呀，有兩隻，不過我去左台灣，我比左我個朋友照顧住先，我呢加好掛住貓貓呀....」從佢眼神入
面，我感覺到個份對貓貓既愛。 

「係呢，你有冇你貓貓既相呀??」 

「有呀，不過係相機到，但我又冇帶，你想睇呀??」 

難得本莉又比機會我同佢相處，我當然連忙咁樣講﹕「好呀好呀，幾時睇??」 

「今晚囉，你黎我間房到。」 

我一睇到呢句面色沉左落黎，我心諗﹕咁樣你姐係玩我姐....想我死呀 

可能本莉都知道我諗緊咩，就講﹕「你唔洗驚啦，睇下相姐，況且我已經同零姐解釋左。無事既..」 

「咁好啦，今晚我過黎搵你。」 

「嗯，我呢加要返去自己組到啦，拜拜。」說罷佢就轉身走左。 

我係佢身後面揮一揮手，講﹕「拜拜，今晚見。」 



跟住我就返去自己組到，接著我地就去到佢轉擰頭，用微笑回應我，再對我揮揮手，就走左去了。 
台北必去地——淡水老街。不過我就冇把握呢次機會，因為我沉迷成一部遊戲 

 

我就用哂啲時間玩呢部機，不過玩左幾鋪後，就周街行下，因為我都幾肚餓，所以就周圍搵下有乜食
。我就是但搵左碗牛肉麵填一填個肚，之後我見好多人買鐵蛋同鳳梨酥，應該係買返屋企既手信。 

之後行到悶悶下，就去左買杯沙冰飲下。飲完就當然就返返酒店，我已經急不及待準備去本莉個房到
，我沖定涼，整好個LOOK，我就滿懷自信敲門，我見到開門既係零姐，我心入面即刻屌左一聲。 

零姐仍然用不滿既眼神望住我，講﹕「本莉同我講哂啦，佢呢加就沖緊涼，我同你講你咪再亂咁黎呀
!!」 

我對零姐做左個敬禮既動作，講﹕「收到!!」佢先肯比我入去。咁我當然係廳到靜心等待本莉出黎。
而零姐就行返入房到。我等呀等，等呀等，等到訓左落張梳發到。 

突然，有人拍一拍我額頭，講﹕「喂，等左好耐呀??」我慢慢張開眼，見到本莉著住睡衣，手中拎部
相機。 

我見到佢成個出水芙蓉咁，真係可愛。 

http://z.abang.com/d/apple/1/3/i/7/-/-/mofan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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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相機比你先，我去整整野食先，你自己睇住先。」說罷佢將部相機交左比我，之後佢走左去廚
房整左啲野食。 

我就慢慢緊部相機，睇下本莉影既貓貓相，咁我好快說睇完貓貓相，咁我就當然順勢慢慢睇埋其他相
啦。咁就有之前我同本莉係忠烈祠一齊影既相，我ZOOM大左自己個樣，發現自己真係成個傻仔咁
，睇完我個樣，當然睇本莉個樣啦，真係百看不厭。 

本莉係廚房走左出黎問我﹕「喂，孖撚，我煮左啲烏冬，你食唔食呀??」 

「好呀，洗唔洗幫手呀??」 

「唔洗啦，你慢慢睇相啦!!」說罷佢又入返廚房。我係到諗﹕一個女仔，脾氣又好，入得廚房出得廳
堂，真係夫復何求呀!!!!!! 

但係我又衰細膽，我地粗粗先識左2個月，好似又發展得太快，我驚我表白之後衰左，連FRD都冇得
做，就要扮到陌生人咁去面對埋高中，真係如果係過來人一定明白我講乜。所以我都係等到時機成熟
先再出手。 

如是者本莉好快煮完烏冬，我就入去幫佢手拎碗野出黎，咁我地就一邊講下貓貓，一邊食。姐唔多就
食完個陣，零姐冇啦啦行左出黎，望住我同本莉碗烏冬講﹕「你好野本莉，重色輕友，有野食都唔叫
我，哼!!!」之後佢就好似啲大小姐咁走返入房到。 

我呆左咁樣望住本莉，本莉似乎知我諗咩，說講﹕「佢扮下野既姐，唔洗擔心啵!」 

跟住我就拿拿淋食埋碗麵就諗住走人，廢事零姐又唔知痴乜線。我幫本莉洗埋碗，之後諗住走人個時
，本莉突然拖住我隻手，個樣好似唔願我走。 

我就扮傻問下佢﹕「做咩呀....你唔開心呀??」 

佢就好似有野卡住係喉嚨到，張開了口，卻說不出話來。 

我就握緊本莉隻手，好溫柔同佢講﹕「有咩心事，講出來。」 

但係我點都估唔到，佢竟然喊，眼淚好快就由眼框流出來，佢用另一隻手揞住口，我見到佢突然咁樣
我真係比佢嚇一跳。 

我即刻去返廳拎張紙巾幫佢拭去眼淚，佢講﹕ 

「唔好意思呀...我控制唔到我既情緒...對唔住．..」說罷佢就收返起眼淚，但係個樣仲係一面憂愁。 

我就繼續問佢﹕「有咩心事，唔怕講。」 

佢用疲憊而帶有紅絲的眼睛望住我，又想講野，又講唔出口。最後佢講左句﹕「算啦，冇野啦，我攰
啦，你比我休息下。」 



我握緊佢隻手問佢﹕「真係冇野?唔好死頂...」 

本莉點點頭回應我佢冇事。 

「咁你早啲休息啦，記得有咩事即刻搵我，我盡量幫你。」 

本莉亦沒把話說出來，只是微微點頭回應。 

「咁我呢加走啦，拜拜。」說罷我就把手放開，轉身往門口走。在關上門的一刻，我見到本莉又默默
地落淚。但她明顯有心事不想告訴我，所以我沒有再加以理會，只好讓她冷一冷靜。 

我返到自己間房到，見到阿泰，瘦陳同阿峰又玩棒球，阿泰一見到我就講﹕「喂，孖撚，一齊玩啦。
」 

但係頭先見到本莉咁樣，我都冇心情玩，就同阿泰講﹕「我唔係幾舒服，我想訓先。」說罷我就冇將
任何既聲音放在耳內，我腦海不斷浮現本莉喊既情景，呢個情景，一直困擾，直到我熟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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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者，我就訓到第二朝，但唔知點解我唔洗鬧鐘都起到身，可能我想睇下本莉有冇事。我梳洗完之
後，就行左出廳。阿泰見到我，就講﹕「喂孖撚，你尋日咁早訓，本莉黎搵過你喎。」 

我聽到之後我即刻沖左過去阿泰個到，好大力捉實佢個肩頭，問佢﹕「做乜撚野唔叫醒我!!!!!」 

阿泰比我呢加特如其來既動作嚇左嚇，之後講﹕「屌，咁你自己話你唔舒服，我又見到你訓到成隻死
狗咁，咪同本莉講你訓左，之後佢就同我講左聲唔好意思，就走左。」 

我就如熱鍋上的螞蟻，我恨不得沖過去本莉間房到搵佢。因為佢搵得我姐係有緊要事，我換好衫先之
後，就出左去敲本莉間房門。 

我原來諗住開門既係本莉，隔左一陣，發門既又係零姐，零姐就問﹕「咩事呀，晨早就敲人地門口!
」 

對住零姐呢啲港女，我就低聲下氣咁講﹕「我係想黎搵本莉，因為尋晚我訓著左，所以我想搵返本莉
問返佢咩事。」 

「佢呢加唔係到啵，佢應該落左去食早餐。」零姐一副懶懶閒既樣子。 

我第一時間沖到落去酒店「唔該哂你零姐!!」說罷我就沖過去升降機到，焦急地等升降機徐徐上升。 
餐廳位置，我係外面既櫥窗望入去，見到本莉自己一個食緊早餐。 

我既心情又十分矛盾，我想到底我究竟入唔入去同本莉傾返尋晚既事，但又廢事大家見到又尷尬。 

正當我想走轉身走，我見到本莉係到對住我揮手，咁我又冇理由扮睇唔到，咁我就行左入餐廳坐左係
佢對面。 

我地大家都冇出聲，但係我見佢心情幾好，所以我就同侍應叫左個早餐。 

我用硬朗既聲線同本莉講﹕「早晨...本莉。」 

本莉亦同樣講左句：「早晨孖撚。」 

然而大家都沒出到聲，咁我就為免呢種尷尬繼續出現，我就用零姐黎開話題﹕「點解又唔見零姐既，
佢唔係應該同你一齊咩?」 

「唉，佢話無胃口食，所以得我一個落左黎食。」本莉沒精打采地回答我。 

「喔....原來係咁。」之後我懶得再拖，就接著問﹕「阿泰話你尋晚搵過我黎，到底咩事?」 

本莉臉上突然露出一絲既驚異，可能佢估唔到阿泰會同我講。佢呆左呆，之後答我﹕「冇..冇事呀，
原本我有啲野諗唔通，本身諗住搵你傾傾，但係阿泰話你訓左。咁所以我就同零姐傾，呢加無事了。
」 



我用一臉疑惑既表情望住本莉，講﹕「係唔係家，唔好呃我啵!!」 

「係冇野呢，你放心啦，我呢加不知幾開心，哼!!」說罷，佢擺出一副鬼臉對住我。 

見到本莉咁樣，我已經放心哂。我從心底真心希望本莉可以永永遠遠都咁快樂，保持美好既笑容。 

話咁快我既早餐就到了，我準備開始食個陣，本莉已經食完，佢笑住口同我講﹕「乜你咁慢家，唔等
你啦。」說罷佢就準備起身走。 

我就即刻講﹕「你唔係呀，咁樣扔低朋友，咁冇義氣家。」 

本莉聽到我講呢句，面色沉左沉，對住我講﹕「朋友..!?哈哈，朋友..!?」佢不斷自己同自己講野。我
發覺自己好似講錯野。 

她接著說﹕「係囉，朋友應該陪埋你食早餐既，嘿嘿!!」佢臉上露出可愛既笑容。幸好我唔係講錯野
，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點樣補鑊。 

我全程就一邊食早餐，一邊同本莉講下之前3日係台灣發日既有趣事。我同本莉全程有講有笑，我見
到佢笑成笑牙唔見眼，我真係好開心，因為本莉既快樂，便是我的快樂，但係我又細膽，唔夠去追人
。 

有句野講得好岩，人生最痛苦既事，並不是不能和你相戀，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我一路望住本莉，個心就一路UP住UP住，我好怕有一日會失去本莉，不論是戀人關係，或是朋友關
係....... 

「喂，你食快啲啦，夠鐘去集隊啦，你望下隻錶!」本莉指向餐廳個鐘，提示食得慢既我。 

我聽到本莉咁講，我就好快將早餐食哂，本莉見到我狼吞虎嚥咁，就講﹕「咦，乜你食得咁核突家!!
」 

「係家啦，唔滿意呀，唔好同我坐囉。」我架上驕傲既姿態同本莉講。 

「你!!!!」佢好似細路囡扮哂嬲咁同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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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唔理你了，我自己去集隊，拜拜。」說罷佢就企起身走出餐廳外面，我望到佢既背影，不禁覺
得有點好笑。 

我見到本莉都走左，咁就慢慢拎住杯熱朱古力飲，一路望住本莉徐徐地離開。但係唔知我係唔係睇錯
，我竟然見到本莉擰轉頭，望返在餐廳既我大約5秒左右，我係到諗緊到底佢做咩要擰返轉頭，唔通
掛住我?? 

不過呢啲只係我小毒撚既幻想，如是者我就好快飲完杯朱古力。 

正當我想去酒店門口集隊時，我見到本莉企左係個轉角位到DUP低頭望住地下，臉上不再係係餐廳
既笑容，而係昨日夜晚我臨走見到本莉坐係梳發個樣，簡直一模一樣。佢既眼框亦慢慢有眼淚流出來
。 

但係本莉好似唔見到我咁，繼續慢慢流下眼淚。我由口袋中拿出紙巾，遞給本莉。佢好驚愕咁樣望住
紙巾，之後佢慢慢抬起頭，當佢一見到我，就喊住咁講﹕「你做乜....做乜唔追上黎呀!!」說罷佢就係
咁往我心口打，雖然佢打落黎，但係每一下唔係打係我個身到，而係打係我心入面。 

「點解...點解我地只係朋友呀...」佢幾乎傷心到跪了下來，但係我瞬速扶了扶佢。係呢一刻，我個腦
就像空白一遍，完全分不清現況。我只能默默地看著本莉流下傷心既眼淚.... 

「答我呀，衰人!!」佢追問落去，但係我就真係唔知點答。唔通我冇端端講鍾意佢，想佢做我女朋友
咩，但係咁樣太突然我怕連朋友都冇得做。 

「我地唔係朋友，咁可以係咩??」我反問著本莉。 

本莉聽到我咁講，就好大力推開左我，講﹕「係呀係呀，我地呢一世，永遠都係朋友呀!!!!!!」說罷佢
就抿住了嘴，就跑走了。 

我仲比剛場既場面嚇得不能動彈，直到有人係後面拍我肩頭，我成個身放鬆左一下，就即刻擰轉身望
一望係邊個，原來係阿泰，佢一見到我就講﹕「喂，周SIR叫我搵你，要集隊出發啦。」 

「喔...喔....」我還未回過神，迷迷糊糊就回答左阿泰。 

阿泰應該見到我心事重重，就問我﹕「喂，你冇野呀，做乜你個樣好似虛脫咁。」 

我見阿泰好關心我咁，我就將尋晚既事同頭先既事，一五一十咁樣同阿泰講哂。 

佢聽完之後諗唔都唔諗，就講﹕「你做咩唔去馬??人地已經做得好明顯啦，你咁樣拖拖拉拉，仲要係
咁強調大家只係朋友關係，我係佢都傷心啦!!!」 

我聽完佢呢句，我頓時恍然大悟，點解我次次都係咁樣，衰過先知咩叫好。但可惜我正想搵本莉既時
候，佢地個架旅遊車就早而開走左了。 

不過我諗時間多的是，大把時間給本莉解釋清楚返我既原意。所以我就上左車，下一站就係去到台灣



去台灣故宮博物院都幾遠下，所以個導遊講到唔想講，就比時間我地休息下。基本上故官博物館。 
台灣故宮博物館就好似海洋公園咁，遊客真係多撚到，搞到我冇哂心情睇。所以我又去左飲咖啡，我
記得係去左呢間野 

 

真係貴左啲，但係難得清靜，所以貴啲又有乜所謂。突然，我見到零姐同本莉係門口打量一下環境，
本莉一見到我，就即刻拉住零姐急急腳走左。我本身諗住追出去，但係我諗都係等到我同本莉有獨處
的時間先至再同佢傾傾，再鼓起勇氣向佢表白。 

"本莉明顯想避開你啦，仲點會比獨處時間你呀" 

"機會錯失左，就係錯失左，冇家啦，放棄吧啦，人地呢加唔LIKE你呀" 

我心入面不斷浮現消極的想法，難道我真係要就咁放棄對本莉既感情?我為左本莉，放棄左欣恩，呢
加我唔可以再放棄埋本莉。 

我心裡咁樣幫自己打氣，亦不斷回想欣恩同我講要加油。如是者我就好快飲左杯咖啡，幫自己充充電
。希望接下來既行程能有時間跟本莉獨處，同本莉講出我的心聲。 

http://www.npm.gov.tw/hotnews/dining/images/s_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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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者，我地遊走完台灣故宮博物院之後，就去呢個台北花卉展，呢個花卉真係大到你呢。而我就花
中四君子的竹一樣，自成美景，瀟灑處世。基本上台灣行程我就好似浪子咁，四處飄盪。 

呢個花卉展美中不足的地方就係冇咖啡賣，所以我就買左杯唔記得係咩，個名好怪既，但係又幾好飲
既飲品，我坐係個石階上，慢慢...慢慢...等待本莉既出現。 

正當我仲HEAHEA下既時候，望住一大遍既花，有人拍我肩頭，我抬頭一望，原來係永思。佢坐左
係我身邊，笑笑口望住我﹕「你做乜一個人坐係到呀?」 

「我?我呀?哈哈...我冇野做，所以咪坐係到睇下花囉。」我摸著後腦咁講。 

「嘿...你都幾無聊下啵。」永思傻笑著講。 

「咁你呢，你又好無聊?」我反問著永思。 

「冇呀，我等緊彤彤呀，佢話買野飲喎，我見你咁岩又坐左係附近，所以順便過黎睇下你做緊咩。」
 

彤彤係永思既好朋友，同我都OK熟，樣子一般，成績都幾好，不過都係唔夠永思黎，而且永思靚好
多，所以我簡略介紹下就算。 

話咁快彤彤就買完野飲，行左埋黎，就坐左係永思旁邊，永思同彤彤講﹕「整啖黎飲飲先!!」說罷佢
就飲左一兩啖，繼續講﹕「嘩，好飲啵，我呢加去買返杯先，你兩個傾住計先啦!!」 

如是者永思就走左去買野飲，咁得返我同彤彤望住堆花。 

突然佢冇啦啦同我講﹕「喂，孖撚，不如我幫你追永思呀!!」 

我聽到呢句即刻嚇左嚇，之後望住彤彤認真而帶有微笑既表情。 

「孖撚，你諗諗佢啦，永思真係好女仔黎家，而且.....而且....，唉我唔知點講，總之我幫你追永思，
洗唔洗?」彤彤好似媒婆咁，我突然就哈哈大笑左幾聲。 

我心諗﹕唔撚係掛，我呢加比本莉既事仲煩緊，竟然仲整多件永思比我嘆，真係想我以後都冇機會去
追本莉啦。 

「喂喂，孖撚，點姐??」彤彤好心急咁樣問我。 

「你守唔守得秘密家?」我突然咁樣問彤彤一條咁樣既問題。佢思考左片刻，就講左句﹕「你信得過
我就講啦，如果唔係我答你我守得都冇用。」 

彤彤呢份人真係好聰明，咁我就講﹕「其實我鍾意既人係本莉，而唔係永思...」我講完呢句，彤彤個
樣就恍然大悟，講﹕「喔....原來係咁....我明啦，嘿嘿。」 



「見你個樣好似好愁咁，好似仲未一齊啵。」彤彤果然係聰明人，一眼就睇得出我現在既苦況，但係
呢個係事實，我又否認唔到，所以只係點頭回應。 

「哈哈，開心啲啦，咦.....永思買完野飲啦，我過去陪佢，你自己加油啦!!!祝你成功。」說罷佢就企
起身，就咁走左。 

我又係咁獨自坐係石階上，感受微風迎面而吹，細味花兒陣陣發出既幽香。 

「孖撚，拜拜啦!!」我擰轉頭，永思在我身後不遠處對著我揮手，佢再講﹕「仲有15分鐘就要去集隊
啦!!睇時間呀!!」 

「知啦!!拜拜!!」我都一邊揮手，一邊同佢講。之後我呆坐多陣，望住堆花我個腦就一遍空白。接著
我就企起身，走左去集隊。集隊既時刻我都不時留意下本莉，睇下佢到底開唔開心，同緊邊個一齊。
但係本莉似乎係真係唔想理我，佢由頭到尾就同佢個組既女同學傾計，完全無視身邊周圍既人。 

平時佢都會周不時望下周圍，成日同對住我笑。呢加剩下我呢個毒撚係到幻想本莉幾時先望過黎。 

就算上到旅遊巴，我都想本莉同我傾計，對我笑..... 

如是者，我地由花卉，就搭車去到不論係去台北定台中，一定要去既士林夜市..... 

士林夜市，可以話係台灣既美食天堂，每晚基本上都係人山人海，又加上本莉既事困擾著我，我就唔
係幾有食慾，所以我就當旅遊，行一行夜市算。行夜市，真係好多野食賣，你諗到既亞洲美食，小食
都有。 

夜市最出名既商店，真係唔可以唔提豪大大雞排，如果唔係豪大大雞排啲員工做野快，我諗條隊同首
日動漫節排隊既毒撚隊差唔多長。我買左杯西瓜汁，坐左係街邊既石階上，睇住條隊啲人一個一個咁
走。而且我身後有小廣場之類既地方，好多人係個到玩一啲識發光既竹蜻蜓。 

個啲竹蜻蜓就好似天上既星星咁，飛得好高，好耀眼。突然我有一隻竹蜻蜓慢慢降落我到我身後既樹
下，咁我就企左起身行過去汁，順手CHOK一下令佢繼續飛上天，雖然呢個唔係咩流星，許願樹，但
係我都打從心底，許左個願，就係希望同本莉講係我心裡一直想說的事，不論成功或失敗，我都想同
本莉講我鍾意佢。 

我將手中既竹蜻蜓飛左出去之後，我就繼續飲住我既西瓜汁，一路呆呆地望住個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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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回過神來，我突然見到本莉同零姐係隊中間排緊隊。我驚訝到即刻企左起身起身。驚訝既原
因係因為我見到本莉都突然望左過黎，而且我地四目交投左幾秒，我好驚本莉又好似上次係故宮博物
院到咁樣拉住零姐走左去。 

所以我鼓起左勇氣準備行過去，點知個石階原來有凹位，個環境又好黑，因為附近好少街燈之如，又
冇乜高樓大廈廣告板之類，搞到我叉錯腳仆左落去，不過好彩個石階唔高，如果唔係個頭實穿都似。
 

但係個膝頭骨就係落地個下CHOK左CHOK，搞到自己冇力起返身。 
我心諗﹕"唉，柒埋呢次，以後就真係冇啦。" 
我覺得有好多目光凝視住自己，呢種感覺真係唔好受，我好係搵個地洞埋左自己算。 

正當我仲諗緊好唔好爬返起身，我聽到一把好溫柔但係好焦急既聲音，而且係我呢日朝思暮想既聲音
﹕「喂，喂，你冇事呀嘛?你有冇受傷呀，你快啲起返身先，我幫你睇睇!!」 

我一聽到本莉叫我，我就即刻好快爬返起身，之後依靠係一棵樹幹上，來支撐起我整個人。 

我無理會到我身上既所有既傷痛，我將目光放左係本莉既表情上。我見到佢心急如焚個樣，我就好清
楚知道本莉仲好關心我，我個腦都即時將之前所以負面既想法拋諸腦後，原來個啲係我個人既猜疑。
 

我感覺到我既淚水已經不受控制地從眼框中流出，本莉即刻變得好緊張﹕「你做乜喊呀，你有冇事呀
!!」但係我真係激動到想講既都一概卡在喉嚨到，我真係好想講——我愛你。 

「喂喂，你唔好唔應我啦，你係咪真係好痛呀，洗唔洗我幫你叫老師黎幫手??」我見到本莉都眼泛淚
光，我就一直望住本莉替我緊張既表情，但我只可以說我唔係唔想唔應佢，而係我真係太開心，太激
動，一個女仔為我咁緊張，真係除了我老母，我真係諗唔到第二個。

「你企係到先，我呢加去叫零姐搵阿SIR黎，你忍住呀!!」說罷佢就準備轉左身走人。 

但係我一下子握緊佢隻手，佢突然成塊臉紅哂，好驚訝咁望住我。我終於開口說﹕「我冇事，你唔洗
擔心我。」 

我講完呢句佢就即刻FING甩我隻手，接著用扮哂好嬲既表情望住我，慢慢...慢慢...佢就激動到流下了
眼淚。本莉佢突然好緊緊地攬住我，好似唔想比我離開佢咁，我感覺到佢既眼淚沾濕了我既上衣；喊
聲，亦被佢竭力地壓低。 

「衰人...衰人...」佢不斷用臉左右掃擦我的胸膛。睇黎本莉完全唔想我有事咁，如果佢做到我女朋友
，死又何況呢? 

我左手抱緊了本莉，右手則輕撫佢背，放鬆佢緊張激動既心情。我將頭，慢慢，慢慢地貼近佢耳邊講
﹕「對唔住呀本莉，之前對你講左啲唔應該既野。」 

本莉就嗯左一聲，佢好似冇乜反應，咁我接著說﹕「不如我地連朋友都唔好做，我諗咁樣對大家都會



好啲。」 

佢一聽到呢句，就攬得愈黎愈鬆，直到佢放低左手。佢dup低頭，一邊哭泣，一邊講﹕「點...點解...
你要...咁樣對我....點解呀!!!我唔想連朋友都冇得做呀，唔好咁....唔好咁....」 

「本莉，本莉，你望住我先。」說罷本莉徐徐抬高了頭，但係唔敢正視我。佢明亮既眼睛如今都變成
一雙佈滿紅筋既眼睛。 

「不如你做我女朋友呀，好唔好呀?我真係...真係好鍾意你...由FORM1入學見到你個一刻開始，我就
已經愛上左你...但係可惜我地唔同班，我連認識你既機會都無。你可唔可以比個機會我呀，本莉......
」 

我講完呢句，我即刻閉上了眼睛，因為我真係好驚，好驚本莉會拒絕我。突然，本莉抱緊住我條頸，
我頓時打開眼睛，佢慢慢靠近我耳邊講﹕「你個衰人..你個衰人...你知唔知我等左你呢句幾耐...正衰人
...」之後我又聽到佢喊既聲音，我就攬住佢條腰。 

我都安慰返佢﹕「唔好喊啦，本莉。再喊既話就唔靚女啦」佢塊臉慢慢由我耳邊移開，接著我地面對
面，我見到佢塊臉雖然係佈滿著淚水，但係笑得好燦爛，好自然。呢一刻，我感覺到，我已經成為世
界上最幸福既人..... 

"人生最痛苦既事，不是你和不能相愛，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呢句說話，亦都不再存在...... 

我望住本莉水汪汪既眼睛，真係好吸引，令我不自覺慢慢，慢慢地將嘴唇貼近。而本莉見到我咁，當
然好緊張地閉起雙眼。 

我感覺到我個心跳得好快，因為咁大個仔，都係第一次認真同女仔嘴嘴，令我一時不知所措。 

正當我諗緊係正面就咁嘴，頂係側側地頭，免得個鼻擋住個時，突然零姐出現係我手邊，佢拎住兩塊
新鮮出爐既豪大大雞排，講﹕「你想對本莉做啲乜野，難得本莉好心過黎幫你，你竟然咁樣對佢??」
 

睇黎我已經被零姐誤會了，而本莉見到咁既情形，就即刻輕輕力推開左我。「係囉，好心著雷劈，哼
!!」本莉扮出好嬲既樣，我懷疑佢地係唔係玩緊我。 

「我地走囉零姐，唔好理呢啲衰人。」佢就拖住零姐隻手就咁走左去。我望住佢地兩個徐徐離去，走
到不遠處個時本莉突然擰轉頭對住我笑，我就諗佢應該唔想比人地知我地拍拖。咁我就對佢揮手，直
到佢離去。 

我見到佢地兩個離去，我個身體就開始知道痛，我將條褲腳拉高，見到菠蘿蓋個位擦傷哂。我過我都
好感謝呢個傷，令我得到一個對我好好既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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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者，我就拎返起杯西瓜汁，慢慢細味頭先每一分每一秒。好快，我地就遊走完士林夜市，我見到
個個都食到飽一飽咁，而我就淨係拾吓拾吓咁飲左杯西瓜汁，乜野都冇放落口到，就返左酒店。 

返到酒店都已經十點幾，但係我肚餓到成隻狗咁，樓下間超市又閂左，黎黎好好都係得附近間M記。
但係自己一個食M記又覺得好毒，所以就放棄左呢個念頭。我打開旅行箱，見到除左欣恩比我既99
%濃度朱古力，基本上無野可以食。 

台灣之旅最後一晚，阿SIR都講明話唔會CHECK房，但係叫我地唔好嘈到其他住戶同唔好玩到咁夜，
所以瘦林同阿峰都去左另外既房到玩，當然阿泰亦不例外，佢臨走前問我﹕「喂，孖撚，一唔一齊去
肥陳到玩，豪仔阿義同阿達都係個到。」 

我隻腳傷左，加上我又幾肚餓下，所以就同阿泰講唔去。說罷佢說講﹕「咁呀，你留係到睇房啦，你
自己一個人唔驚呀嘛?」 

比阿泰咁講一咁，我就開始就啲驚，話哂間房大咁，自己一個人係到，真係唔係幾慣。但係我為左面
子問題，所以就硬著頭皮講﹕「得啦，你當我孖撚係邊個?」 

阿泰好高興咁講﹕「咁得啦，我諗我應該會玩通宵，你頂唔順覺得悶就過黎搵我地啦，我地係肥陳間
房好似係7樓。」 

「嗯嗯，拜拜。」說罷佢就咁走左去。而呢種孤獨既感覺真係不好受，我盡量打開哂全部燈，將電視
都開埋，因為起碼有聲係到，好似熱鬧啲。我就見到呢加11點左右，我就襯未到12點，就快快手沖
左個涼。因為聽人講12點之後仲沖涼，會洩漏陽氣，有凶兆。 

話口未完，我沖完涼之後聽到門口有人敲門........ 

我小心翼翼地往防盜眼望，見到外面有一個可愛既女仔，手中有個袋，但望唔清楚裝住啲咩。當然呢
個女仔係我最心愛既本莉，我開左對門比佢，講﹕「本莉!!!!」 

「啦，拎住!!」說罷佢比左袋野我，我用疑惑既眼光望住本莉，之後打開個袋一望，原來入面有出前
一丁，仲有消毒藥水，跟住我望返本莉，佢笑笑口同我講﹕「嘿嘿，我呢個女朋友算唔錯啦掛。」 

我好驚奇咁問﹕「有消毒藥水我就明姐，但係點解有出前一丁既??」 

本莉一副無奈既樣，唉左一聲之後講﹕「乜你咁蠢家，我今日唔理你成日，你一定冇心情食野啦。」
 

難得本莉咁明白我，呢個女朋友真係唔話得。之後我問﹕「零姐呢，我驚佢又冇啦啦彈出黎嚇我。」
 

「唉你唔好提佢，佢聽到阿SIR話今日唔CHECK房，即刻走左過去同心穎間房到玩，唔陪我訓呀。所
以咪黎睇下你囉，點，我呢個女朋友，係唔係唔話得呢?」說罷佢笑笑口，好似想我讚佢咁。 

「如果有人幫入黎我擦埋藥水，煮埋野食，咁就真係prefect啦!!」我提高著嗓子，當本莉唔係到咁。



 

「乜你咁對人家.....」本莉既聲音聽起來帶有點傷心。 

「入黎啦，企係門口唔係咁好。」說罷我拖住佢隻手，再將門關上。 

「乜阿泰佢地唔係到咩??」本莉問。 

「佢地去哂玩，好似你咁，得返我一個。」我扮哂可憐咁同本莉講。 

本莉見到我滑稽既表情，就不禁笑了笑，說﹕「係啦係啦，最慘係你啦。」 

我講﹕「嘿，講笑姐，你坐陣先，我拎藥水搽一搽先。」說罷我從袋中拎出棉花棒同消毒藥水，訓左
係梳發上面，就開始痛苦之旅。 

「本莉，不如你幫我搽呀，求下你呀。」我用一種好誘人既聲音同本莉講。 

「唉，你懶到咁家。」本莉好無奈咁樣就坐左過黎梳發到。 

「鬼叫我係傷者咩。」我說。 

我將隻腳放係本莉既大腿上面，好讓佢幫我搽我的傷口。 

「乜你隻腳咁重家...」說罷佢就將沾有消毒藥水既棉花棒搽落去我個傷口到。 

「嗯....呀....喔.....」我不斷發出呻吟聲。 

「好痛呀??哼哼，抵你死，唔睇路就行。」說罷我見到佢竟然一次拎五枝棉花棒一次過搽埋黎。 

我心入面即刻大聲講左句﹕我屌!!!!!!!!!!!!!!!!!!! 
但係我忍住左，本莉見到我咁辛苦既表情，就安慰我﹕「好啦好啦，搽完啦，你訓係到先，我幫你煮

「唔該哂老婆大人!!」我笑笑口說著。 個麵先。」 

「係啦，唔好賣口乖，你訓係到先，我呢加幫你煮。」本莉說。說罷佢就入左個廚房，但係個廚房就
好似之前所講，係開放式，所以我訓係梳發到。 

以下係實景圖 



 

我訓係梳發到，望向廚所中既本莉，令我不禁想起欣恩，我呢加好想第一時間同欣恩講我得左，我終
於得左。我會心微笑，而本莉見到我係到笑，就講﹕「做乜望住我笑笑口咁呀?諗緊衰野呀?」 

「我諗緊一個女仔姐...」我說著。 

「邊個黎??話唔話得比我聽??」本莉問著，本莉就唔似啲港女咁，一聽到男朋友話見到，諗起第二個
女仔，就發哂脾氣個種。 

我長嘆左一聲，就講﹕「已成往事...」 

「個女仔好重要??」本莉邊煮麵邊問。 

「就算幾重要，都唔夠我女朋友重要啦。」我笑著說。 

「又賣口乖，哼，唔理你。」本莉說。 

我發現本莉真係好鍾意講"哼，唔理你"。呢句野由本莉口中講出來，真係幾可愛。 
之後我就走落梳發，打開左部電視，睇我最鍾意既日本摔角! 

隔左一陣，本莉就講﹕「麵煮好啦，過黎拎啦。」 

「哦...」說罷我就起身過去廚房拎。我一入到去，見到本莉煮左兩碗。我就好奇地問﹕「點解有兩碗
既..?」 

「一碗你既，一碗我既，咪兩碗囉。」本莉應該覺得我既問題好幼稚。但係我再問﹕「你唔係食飽左
咩?」 

「唉，尋日咁樣比你激一激，我都冇心情食野啦...」本莉嘟起塊臉講。 

「哈哈!」我笑左幾聲，就幫佢手，拎埋兩碗麵出廳食。 

http://cdn3.agoda.net/hotelimages/668/66847/66847_1008181054003226399_ST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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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人你笑咩，好快啲講啵。」本莉拎起對筷子指向我，架起一副憤怒但亦可愛既樣。 

「啦，你咪亂黎!!會搞出人命家!!」我伸出了手，做出了停止既手勢。說罷，本莉就拎住對筷子追住
我，好似想砍我咁。 

我地追逐左一陣，我個傷口仲未好返，咁又唔小心仆左落地，正當我轉返身個時，本莉就收唔切掣，
就kick到我就隻，順住個勢就仆左落我個身到。我用手拓一拓住佢。 

我心諗﹕乜呢加咁似台灣濕鳩偶像劇啲劇情咁。 

我望住本莉臉上既膚色，慢慢由白轉變為紅。佢即刻起返身，好怕羞咁講﹕「唔..唔好意思。」之後
就拎返起對筷子坐係梳發到，呆呆地但又點緊張望住碗麵。而我就慢慢起返身，講﹕「乜你咁肥家...
差啲壓死我..」當然呢個只係開下玩笑。 

佢乜野都冇講，就拎住碗麵去左廚房對出個坐位到坐低。之後佢隔左陣擰返轉頭，就同我講﹕「哼!!!
!!!!!!!!!我唔會再理你。絕對唔會!!」說罷又擰返轉頭繼續食麵。 

而我就冇理到佢，因為我都好肚餓，之後我就即刻坐係梳發到，食住本莉煮既麵，個感覺真係特別唔
同。有人話過，即食麵幾時最好食?就係你最肚餓既時候食，所以我好快就食哂落肚。正當我坐係本
莉隔離，問﹕「喂，本....」 

如是者，佢都好快食完。我連個莉字都未講，佢望住我答﹕「哼~~~~~!」之後又dup低頭食麵。 
佢望住我一陣，之後將碗推左比我，佢一句聲都冇出，用手指往洗碗盤，意思好明顯就叫我洗左啲碗
佢。 

咁我又冇理由拒絕，因為話哂本莉煮野比我食，所以我洗碗唔算得係咩。但係本莉一句聲都唔出，到
底係玩，定係真係嬲左我呢?我一邊洗碗，一邊望向睇緊電視機既本莉。 

好快我就將碗洗完，我就坐埋梳發到。但係本莉就即刻企起返身，好大聲叫﹕「呀!!!!!!!!」 
我比佢嚇左嚇，問﹕「咩事呀?」 

佢望一望我，好似考慮緊講唔講比我聽。我同佢對問左幾秒，佢長嘆一聲﹕「唉.....我仲未沖涼。」 

「咁咪去沖囉，有咩問題??」 

「我出黎個陣...唔記得拎埋房卡出黎....呢樣先係問題。」本莉好擔心咁著拖住左我隻手咁講。 

我就開始替本莉擔心，我就問佢﹕「沖涼你都唔係大問題，咁你今晚係邊到訓?」 

本莉如夢初醒咁，講﹕「唉....麻煩了。」 

「沖少日涼囉，唔會死掛....」我問著本莉。 



但係本莉搖抱頭答﹕「唔可以唔沖....我唔沖涼周身唔舒服，成晚會訓唔著家....」 

「但係你有冇帶底衫褲黎?」我沖口就問左呢個問題，但係我相信你地都唔會咁直接去問。所以我講
完呢句之後，本莉塊臉紅哂咁講﹕「乜你諗野咁下流家...」 「SORRY，我都係為你著想姐。」 

「嗯....」 

就係咁我地就dead air左1分鐘左右。突然本莉同我講﹕「孖撚你有冇未著過既睡衣呀?」 

我諗左諗就一邊搵我既行李箱，一邊同本莉講﹕「等我搵搵先，我記得我阿媽幫我帶左套睡衣，但係
佢拎左我前幾年唔著個套，個碼細到我著唔到，我諗你著就差唔多。」 

如是者我講完呢句之後就好快搵到，本莉見到套睡衣就即刻笑左，因為上面印有好多花花圖案，佢講
﹕「哈哈，乜你細個就著得咁GAY。」 

「算啦我都係收埋佢算。」 

「呀!呀!唔好!!我對你唔住，嘿嘿。」說罷我見到佢天真無邪既笑容，就將睡衣遞了比佢。 

「啦，我呢加去沖涼，你千奇唔好入黎偷睇呀....」本莉千叮萬囑咁提醒我唔好入去偷睇。我覺得佢會
唔會將我呢個男朋友諗得太過下流，淫穢。 

如是者佢就咁入左去沖涼，我特意將電視聲浪較到好低，之後慢慢聽住本莉沖涼既流水聲，因為咁樣
帶給我好多幻想。話哂我都係一個正值青年既雄性，我驚我今晚會頂唔順，所以我就去左另一個細廁
所閂埋門，當然我入廁所做咩大家都應該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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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者我用左15分鐘完事，當你完事之後，你會發現你對任何的美色都係毫無反應，我就用呢招防
止自己做錯事。 

之後我出到返廳，見到本莉已經沖完涼，身上既睡衣亦十分合身。花花既圖案亦與本莉配搭得十分完
美。如果唔係我岩岩完事，我諗我真係會..... 

本莉見到我由另一個廁所出黎，佢問﹕「咦!乜你都未沖涼咩，仲咩滿頭大汗咁。」 

聽到本莉咁講，我將手放係額頭到，果然係滿頭大汗，我就笑笑口講﹕「嘿嘿，可能太熱。」 

說罷本莉就拎張紙巾，行左黎我面前，幫我擦汗。但係咁樣反而令我更加緊張，喘息亦愈來愈凝重。
 

本莉見到我咁樣，好似有少少吃驚，就問﹕「乜真係咁熱咩??睇過...」說罷將一隻手放在我額頭到，
另一隻手放係佢自己額頭，好似擔心我發燒咁。 

佢摸左一陣，講﹕「又真係幾熱下。我幫你開大啲個冷氣先，你拎住張紙巾擦走啲汗先。」說罷將紙
巾遞給我，我從佢手中接著紙巾後，就望住佢走向張枱到。佢彎低腰去搵放左係邊，屎忽對住我。 

佢一邊搵，一邊撥弄佢既頭髮，媽呀，我就黎頂唔順啦。 

我不禁係腦海中幻想我後入本莉既動作，我彷彿聽到本莉係到呻吟，叫﹕「呀呀...唔好呀....」 

「唔咩好呀??你係唔係想講唔好停呀。」 

「嗯....嗯...」佢就一路呻吟，一路擰轉用一副滿足的表情望住我。 

我一手撫摸著佢剛及手既乳房，另一手拍打著佢充滿肉感的臀部。 

「喂喂，喂喂，你做乜望住我個屎忽咁耐??」本莉既一句說話將我從幻想中拉出來。 

「屎...屎忽?哈哈，你誤會我啦，我望你搵個搖控器咋..」 

「哼，你一定諗緊淫野，快啲講諗緊咩?如果唔係我真係唔理你家....」 

「真係要講??」 

「係呀快啲講，如果唔係唔理你家。」 

我成日都講"好奇心殺死貓"，但係我又唔想本莉唔理我，所以我就照直講﹕「頭先我諗緊...我諗緊...
我望緊...望緊...」我停左陣，我望到本莉期待既眼光，就繼續講落去﹕「我望住...你個屎忽....我諗緊...
拍落去..應該好舒服..」 



佢聽完我呢句之後，塊面真係紅過紅蘋果。佢吞一吞口水，之後佢自己往佢屎忽摸左摸，佢為左緩和
緊張既氣氛，就講﹕「嘿嘿，你講笑咩..」說罷就dup低個頭。 

「係啦係啦，我錯，當我冇講過啦。」我都唔好意思咁同本莉講。我望一望個鍾，就12點半了，我
就問本莉﹕「你訓唔訓教呀，就1點。」 

「吓，邊到訓呀?」 

我往睡房指一指，佢就講﹕「我同你?」 

「仲有第3個?」 

「但係阿泰佢地呢?佢地玩完唔返黎?」本莉似乎擔心會比人誤會。 

「佢地同我講7點幾先返黎。同埋聽日9點先要集隊，所以唔洗驚早啲訓啦。」我解釋著。 

我熄左客廳盞燈，企係睡房門口，對住仲企係廳既本莉講﹕「仲咩仲唔入黎，你唔怕咩?」 

「但係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你做咩呀，驚我食左你呀??」我笑言說著。 

「啦，你發誓先，你發誓唔會蝦我，做唔做到?」本莉好認真咁問我。 

「你係我女朋友，我點會蝦你，邊個蝦你我打死佢。」我拍一拍心口咁講。 

「唔準呃我家!!」 

「是的!!」我做出敬禮既動作。本莉見到我咁就笑笑口入左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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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莉入到間房到，就即刻訓係張床到，嘩，不得了，好似想我上佢咁。但係本莉話唔可以蝦佢，咁我
自然走好另一張床到訓。 

但係我平時習慣同阿泰孖鋪，因為咁大張床，自己一個訓真係好虛無，成個人都好凍。孖鋪起碼比到
安全感我，但係本莉又唔識做，自己一個訓，咁我自自然然問佢﹕「本莉，可唔可以同我孖鋪呀....」
 

「孖...孖鋪?」本莉塊臉紅哂咁反問返我。 

「係呀孖鋪呀....」我扮到好可憐咁求佢。 

「好似唔係咁好啵....」本莉想推辭左我既請求。 

「咁...咁...唉算啦，你當我冇講過。」說罷我就起身將睡房堂熄左，之後繼續訓返係張床到。 

「晚安。」我同本莉說著。 

「嗯嗯，晚安。」 

我訓左係張床到，但係點都訓唔著，冷氣太凍係其中之一，但係我最唔開心就係本莉唔肯同我一齊訓
。雖然呢個要求有少少過份，但係我係咁大張床到，自己一個訓真係訓唔到。 

但係既然本莉都話唔係咁好，所以我就將個身向左打側訓，姐係背對住本莉張床。我望住窗外既景色
，望住街外微微透進來的光，起碼讓我在漆黑中感受到一點溫暖。 

如是者，我就呆呆地望住窗外既景象應該差唔多20分鐘，但係我絲毫睡意都冇，反而感到無盡既恐
懼感，呢種滋味絕不好受。 

但係突然本莉開聲，問﹕「孖撚，你訓著左未?」 

不過我冇答到佢，因為我想知道佢想做咩。之後佢又問多次，同樣都冇都答到佢。隔左一陣，我FEE
L到我張被褥被揭開，之後我感到有野鑽進了我的被窩裡。但係我又唔知係咩，正當我想擰轉頭望下
係邊個。突然我條腰比佢攬住左，，背脊就FEEL到有軟軟既觸感。 

呢個情形搞到我唔敢郁，不過我開口問﹕「喂，本莉，係唔係你呀??」 

我講完呢句佢即刻放開左手，軟軟既觸感都冇左。我擰返轉身，之後佢講﹕ 

「原...原來你個衰人都未訓，係到呃我...」我一聽就知道係本莉把聲，但係環境太黑，我不能好清楚
望到本莉既表情。說罷佢擰轉身打算走個時，我立即攬實佢講﹕「唔好走...陪我一晚咁多呀...」 

隔左一陣，佢開聲講﹕「唉，好啦，陪你訓一晚咁多啦，正衰人。」 

「多謝本莉大人。」說罷我就好似下圖咁攬住佢訓。 



 

我係佢耳邊細細聲講﹕「晚安。」之後順勢吻落去佢後頸位到。 

「你都係呀衰人，早啲訓呀。」 

「嘿嘿收到。」就係咁，我地就一教訓到天光。 

呢一覺真係訓得好舒服，我冇係半夜中突然醒來既情況。我閒住本莉洗髮水味道，真係陣陣幽香直沖
上我既腦袋。但係我見到本莉仲訓緊，所以我冇郁到，免得打擾到佢既睡眠。反正距離阿泰返黎仲有
成個鐘，咁我就繼續享受呢種夢寐以求既感覺。 

但係好景不想，你要知道，每個男仔朝早都會有一個生理現象發生——晨勃。我既下體慢慢勃起，
我心諗﹕仆街了，呢加係嘈醒本莉好，定係快啲去廁所。 

點都估唔到我諗左個好方法，就係將屎忽慢慢拉後，咁樣就唔會掂到本莉。如是者隔左陣，下體就好
快變得無咁脹。 

我就保持呢個姿勢直到本莉起身，本莉慢慢蠕動著身體，本莉說﹕「嗯!!!!!!!!!」之後伸左個大懶腰。
 

「好舒服呀!!」本莉擰轉身對我講。 

我輕輕力摙住佢個面腮問佢﹕「咩舒服??」 

「UM....又蝦我，衰人，唔同你講，哼!!」本莉摙返住我返塊臉，但係佢摙得大力到仆街。我好大聲
叫左聲﹕「屌!!!細力啲，細力啲，投降呀投降呀!!」 

「哼，叫你講粗口，下次再講就摙死你。」本莉得意洋洋咁講。 

「你個衰婆，蝦我??」說罷我就狂向本莉腰間發動抓癢攻勢。 

佢不停地笑，不停地反投，講﹕「呀..呀係我錯...係我錯..哈哈...好癢呀!!」 

http://i1048.photobucket.com/albums/s375/tygsrewo123/ori_4f1df9e167bf1_zpsbecfc013.jpeg


就係咁，我地就由一遍歡笑聲中醒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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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哧...呼哧....呼哧」我同本莉同樣都坐左起身，發出一樣既歎息聲。 

「投降未??呼哧...呼哧...」我問著本莉。 

「投降啦投降啦，成身玩到好熱呀....」本莉用雙手撥弄著，想弄點涼風給自己。 

「咁你入唔返間房咁點算??」 

「呀係啵，你提醒左我，我等陣沖完涼去搵阿SIR幫手開開門。」 

「又沖??唔係掛。」我呆左咁樣望住本莉，心諗洗唔洗咁乾淨。 

「係呀，你快啲出返去啦，唔準入黎呀!!」 

「喔喔...」說罷我聽本莉吩咐就走左出客廳，我望向窗外望，見到好大雾,眼前的景象都模模糊糊。我
往樓下望，都勉強望得清。 

如是者望到悶一悶，之後就打開瘦林同阿峰最鍾意睇既電視機，我就逐個逐個台睇，差唔多大多數都
係新聞報導。咁我之前講我普通話好勁，所以就聽台灣新聞無難度。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台灣既新
聞，其實都幾垃圾下，所以台灣好多網民都成日惡搞新聞界。 

就係本莉沖涼既時間，我就睇左15分鐘新聞，睇完我有一個感覺，就係"廢得黎又可以話正常，正常
得黎又可以話廢。" 

轉眼間本莉就好快沖完涼走出黎出廳，佢用毛巾抹乾淨頭髮，說﹕「等左好耐呀??」 

「唔係呀，睇緊電視就冇乜時間歡念了。」 

「哈哈...你等等我，我換一換衫就一齊落去食早餐。順便叫阿SIR幫我開開門。」本莉說。 

「嗯嗯。」說罷我就望住佢跳跳扎扎咁跳左入房到。 

我突然醒起自己冇刷牙洗臉，就即刻沖入廁所梳洗。我見到我臉上已經無哂個種衰傷感覺，反倒給自
己既感覺係好清新，好平易近人。可能有本莉呢個女朋友，可以令我將傷心既往事都拋諸腦後。 

「喂，孖撚，你去左邊呀??」我聽到本莉係客廳到問我﹕「你去左邊呀，我換好衫啦。」 

我就打開廁所對門，叉住腰跳左出黎，講左句﹕「Surprise?」 

本莉聽到笑左笑講﹕「你好低B呀，哈哈!快點行啦，我好肚餓，記得拎房卡呀。」 

「得啦。長氣，似你咁大頭蝦咩..」我笑言著。 



「呀....你竟然笑我，哼，唔理你啦，拜拜。」說罷佢就走左出房門。我追出去望一望，竟然唔見本莉
既身影，唔通咁快落左去? 

我拎左張房卡，將門關上。之後急急步走向升降機位睇下，我望向上面個顯示燈，"10....9....8....7...6"
 

頂本莉真係唔等我，之後我就慢慢等升降機由地下升返上黎12樓，如是者就好快我都到左地下，我
即刻跑去餐廳到，見到本莉已經食緊早餐，咁我當然行入去坐左去邊對面。 

「點呀??仲敢唔敢話我??」本莉架起一副勝利者既姿態同我講。 

我提高著嗓子講﹕「唔敢啦大人!!我知錯啦。」 

本莉即刻用手掩住我把口，講﹕「你痴線家??講咁大聲!!」說罷佢將手擺返低。 

我就即刻講﹕「SORRY，一時太興奮。嘿嘿...」不過好彩間餐廳好少人，而且冇熟人，所以我都鬆下
一口氣來。 

「我同你拍拖既事，連零姐都唔知，所以你唔好同人亂講。」本莉怕怕羞羞咁講。 

我心諗﹕原來我地玩緊地下情，不過少人知都係好事，廢事謠言滿天飛，一傳十，十傳百，之後係學
校見到大家就好尷尬。 

「嗯嗯，收到!!」 

「快啲叫野食啦，我等埋你啦。」 

「係既!!」 

如是者，我就同本莉係餐廳享用美好既早餐!! 

轉眼間，我將剛剛叫到的蛋包飯很快食哂，再陪同本莉去周SIR既房間，叫周SIR幫手開左對房門佢。
 

周SIR跟左我地上去12樓，係門口講﹕「乜你咁大頭蝦..咁都可以漏低張房卡...記住下次去就無阿SIR
，要叫保安就好衰樣家啦，知唔知...」說罷用萬能房卡將門打開。 

「好啦，無事我落去食早餐，拜拜。」就係咁周SIR就走左。 

「連阿SIR都咁話我，唉......」 

「算啦，我唔介意啵。」我笑笑著說。 

「你唔介意，我介意，哼，唔理你，拜拜。」說罷佢走去入閂左對房門。 

正當我準備走返入我間房時，佢又開返門，同我講﹕「記住我係餐廳同你講過啲野...我唔想比其他人
知。」 



「嗯嗯。」 

「咁好啦，等陣睇下有冇機會見面啦，拜拜。」說罷本莉將門關上。 

如是者我都將門打開，訓係沙發上面等待阿泰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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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呀，開門呀!!」我聽到阿泰係出面好大聲叫嚷著。 

「得啦屌，洗唔洗叫咁大聲。」說罷我將門打開，阿泰亦走了進來。 

「瘦林阿峰呢，你地唔係一齊咩?」 

「佢地去左落去食早餐，我返黎沖個涼先。」 

「喔.....」 

說罷佢就往廁所行，隔左陣出返黎拎衫個時問我﹕「你頭先沖涼黎呀?」 

「冇呀做咩?」 

「咁點解廁所有水蒸氣既?」 

我面色沉左沉，心知自己講錯野，個腦就好快速轉動，諗緊點樣去解釋。 

「呀哈哈，我蠢到自己沖左都唔記得左，哈哈。」我一邊傻笑，一邊講。 

「你都痴痴地線既。」說罷佢冇又理我就入去沖涼。 

我鬆左口氣，因為比阿泰知道左，以佢性格一定會係咁將件事係咁揚出去。 

如是者接下來都無乜特別野，集隊時間又係見唔到本莉。最後一日周SIR就比返我地淡水老街買手信
，咁我就買左盒鳳梨酥同埋阿婆鐵蛋，因為真係幾好食。 

好快，我地就買完手信就好快返返酒店到收拾行李，就去機場準備返香港。我係機場個手信店到買左
幾罐牛肉鬆，最好食都係有埋紫菜個隻。 

轉眼間好快就上左飛機到，而今次我又係冇同熟人一齊坐，我真係懷疑係唔係特登咁樣。上到飛機之
後第一時間掃視下欣恩係唔係到，我慢慢行，每行每行咁樣睇，但係都係冇發現到。我諗欣恩已經同
我緣份已盡，若要相見，我諗個機會率仲大過1/70億。 

我接受左現實，我見到坐我隔離既人應該係母女，但係個女好細個下，應該7,8歲左右。之後我就拿
起聽筒，閉上眼睛係到收聽飛機提供既音樂。 

係飛機上面，我坐窗口位，望住自己係白雲之上，有一種如眾不同的感覺，聽住琅琅上口既音樂，真
係人生一大樂事。但係心中硬係覺得好似缺失左另一種感覺。見到空姐推著午餐，佢用手勢同眼神示
意，問我需唔需要，我揮手示意唔洗。 

如是者飛機好快就返到香港。而學校一早準備旅遊巴係機場，之後我地辦好出境手續後，之後就返返
學校解散。活動左五日，其實都幾辛苦，但係最戇鳩既就係仲要返班房到寫咩去完台灣之後既感想，
之後我是但寫左啲文不對題既內容，想快啲走人算。但係點知Miss郭檢查我寫咩，彈返轉頭叫我重



作。其他人都就做完，而我就開始重做，我為我既行為感到後悔。 

不過我有啲急尿，所以同MISS郭講去個小解先。去完之後，我係返班房既途中見到本莉獨自走，咁
我當然追上去啦。 

「喂，本莉，本莉。」我從佢身後叫佢。佢擰返轉身見到我，就好開心咁笑﹕「咦孖撚??哈哈，抵你
死，叫你亂咁做呀啦。」本莉係到恥笑我亂作文既事。 

「係啦係啦，係我錯。」 

「係啵，你電話幾多呀??我連你電話都唔知，日後點搵你呀??」說罷本莉將手機拎出黎，準備輸入我
既電話號碼。 

「6543 2109。」我將電話說給本莉聽。 

「6...5...4...3...2..1..0...9。得左，咁第時搵你就方便好多了，嘿嘿。」本莉望住電話傻笑著。 

「記得搵我呀，SMS都好，我呢加返入去作埋篇野先走。」 

「咁好啦，拜拜。」 

就係咁本莉就從慢慢往樓梯口走去。我就死氣沉沉入返去作篇文。但係我係台灣除左同本莉之後，真
係冇咩深刻印象野。所以我亂作作左好耐，都係作唔出字數要求。 

跟住MISS郭都等得唔耐煩，同我講﹕「孖撚，不如你聽日先交比我，都就6點了。」 

「好野多謝MISS!!」說罷我就講﹕「GOODBYE MISS KWOK!!」就急急步拉住行李箱返屋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