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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仔，呢個暑假你有咩野做？冇既話我幫你Book左個暑期camp,你唔好又唔去呀！」這是我的慈母
，每次暑假都安排「各式各樣」的活動給我慢慢享受，今次也不例外。

「媽，我都大個啦，咪俾我自己安排囉」我假假地都16歲啦，唔通連呢d野都唔可以比我決定咩

唔得……陣間你跟個堆壞學生玩點算啊！」我媽堅決地否決左我。

「總之唔得，唔好搞咁多野，快速同我沖埋涼，同我去買餸！」媽轉身就走了。

「頂，無得傾！」對着媽，我總是沒有還手之力。

打開個背囊，要帶去Camp的都七七八八。介紹番，我叫程朗軒，通常人地叫我軒仔，普普通通，冇
乜特別。係任行書院讀緊，升中五。所以間房都特別多野。

不過都係題外話，我都要去個個Camp。待一陣口喝了，在枱上拿起杯，喝起水。

「鈴……鈴鈴……」在枱上的電話不停地震動。最討厭電話響鈴，似在逼你接聽，不接聽就繼續大模
大樣地響鈴。

「得啦得啦！唔好響！」拿起手機，按下了接聽。

「喂…係咪軒哥哥呀？寶貝啊！我係婷婷啊！記唔記得我呀！BB~~」電話對頭的那個「婷婷」輕輕
地說道。

「Shit...」剛才喝的水一次過噴出來，害我的床單也全濕了。

「頂你又係你呢個肥婆，點解你樣柒柒都要打過來姐，都話我對你呢個死撚柒婆冇興趣囉！」我一手
捉起電話，一手抹乾我在床單上嘔心的口水。

「妖，咁人地好Dry嘛，軒哥哥陪下人家啦！」佢依然死唔斷氣。

「收皮啦！咁多人唔搞，搞我！」我恕cut了佢線。

呢個「婷婷」係係上個camp識既，呢條野成個撚樣咁，係個180KG既超級肥妹！但係佢自己又飢餓
到周圍食仔，真係唔知有冇人show佢。

個天咁多女係都唔揀揀佢，我真係冇野好講，希望佢唔好再搞我！

反正無事可做，唯有乖乖的陪啊媽去買餸。

望一下個錶，睇嚟就快要去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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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放開所有……～～”我的鬧鐘又在7：00準時響起了。

「呵欠，妖，今日要入Camp！」我手機顯示的日子正正是我要去Camp的那日，7月22日。

「邪惡的7天之旅又要開始了！」快速整理之後，拿起背囊趕趕的上了巴士，通往到集合點去。

今年的集合點是赤柱。巴士轉過幾次彎，依然貼着山邊緩緩地駛去。

我無聊地翻一下Facebook,發現全部都是同學同情侶放閃的貼文，FB真是邪惡，專門和我們這些單身
狗對抗。

我關上手機，別過頭，望着窗外一座座山谷，原來香港也有這樣的地方，無邊無際，早起的睡意全都
谷出來了。眼皮慢慢地垂下……

「先生，先生？呢度係終站，所有乘客都要落車架喎！」司機在我耳邊呼喚我。

「Sorry，唔好意思，唔記得咗！」快速别過司機，狼狽地下車去。

下車才發現，原來自己已經到了炮台，望一下手錶，已經7：45分，8時就要集合，看來自己要跑回
去了。
---------------------------
「到咗，到咗……終於到咗！」我扶着欄杆，不停呼氣。

「軒？你又係度？」我的老死，偉哥。

「係呀，每年風雨不改，都係比啊媽逼過來。」我苦笑攤開手。

「呢度咁多女可以溝，你就成個宅男咁，怪不得你唔鐘意啦。」偉哥撘着我肩頭。「睇下，幾多名校
妹，你一個都唔Show,你係咪真係咁被動姐。溝女要趁早，不然大個回想青春真係好似乜都冇做過。
」

「得啦，你呢，有冇心水呀？」我指着前面那堆女仔。

「呢d野要慢慢睇，再慢慢享受，咁趕做乜姐。」偉哥放下手，向我解釋說。

「真係冇你咁有學問啊！師父。」話剛落，發現前面有個肥婆走過來。「頂你又係佢」我立即縮在偉
哥背後。

點解個乜柒肥婷又係度。正當我抱怨中，偉哥的聲音又起了「喂，呢條女揾你。」偉哥捂著口狂笑着
。

「忍夠你呢個八婆……」我露起頭，一拳揮落去「婷婷」的臉上。

「呀～～」超高音的叫聲在我面前叫起，我即時躲進了廁所。



---------------------------
「今次Camp多謝大家參加，我知道大家準備新一年好辛苦，所以呢個Camp可以比大家放鬆一下心
情。」那個自稱搞手既人廣播。

呢個機構每年都會係暑假搞一次咁樣既Camp,每年的開場白也是一模一樣。

搞手繼續接下去「今次我地去大潭宿營，大家準備好未！」搞手拿着咪大聲地喊。不過我哋的反應剛
好與他形成強烈的對比。

搞手也很無趣。「好！出發！」

大潭營地是在山上，所以我們都要從山下走上去也要費上了幾小時。

「軒仔，你落個拳都幾重架喎！」偉哥指着後面抱着頭慘叫的「肥婷」。

「我仲想打多拳添啦！」我作狀揮一下拳頭。

「各位，到左營地lu~~呢度係大家既宿舍，男A座女B座，放底你哋d野去食飯。」

營友一堆衝上去，互相擠壓下，我都被逼在後面。

分房都好自由，我唯一識既只有偉哥，所以爽快地分好房。

「今晚你早唔早訓？」偉哥一邊拾着野，一邊問我。

我的屁股一下子坐在床上。「唔早呀，所以呢？」認識他多年，鬼唔知佢想點。

「今晚一齊去『爽下』，比偉哥帶你見識一下。」偉哥笑淫淫的望着我。

「唉，成全下你！」每年偉哥都話要一齊去爽下。

趕緊下樓後，我地分好組，就一齊食飯。我係B組，偉哥係E組。

「大家不如介紹下自己，我叫Jessica！」那個自稱Jessica的女仔說。

「我係任天行Jack,大家叫我肥Jack就得」坐係對面既肥仔身先士卒

「李加在。」坐我隔離的男仔一面不願意的說了自己的名字。

「我叫程朗軒，叫我軒仔就得。」我隨便介紹一下。

我介紹完之後，大家的目光都停留在我左邊的那個美人兒。她的美貌甚至不能用文字理解，簡直是女
神級。雖然高度差許，但勝在五官非常整齊。笑起來時眼睛瞇上一條線，簡直是極品之中的極品。

「我係Hendy，多多指教！」她的小口輕輕地吐出說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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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印在我心》-第二章
Hendy的眼瞇成一線，嘴角微微向上揚。那真的太可愛了吧！

「Ok吧，咁大家介紹完之後，食飯lu~」Jessica雙手合着十字，低頭不知說着甚麼話。

「喂巴打，係邊間讀緊？」坐係對面的肥Jack探過頭問我。

「任行，你呢？」係呢一刻，大家彼此都唔熟悉，說話也簡單得很。

「我讀約翰。」肥Jack放回頭，就像甚麼也沒有發生一樣。

這裡的人真怪，我還是對Hendy比較感興趣，吃飯途中，還是靠近她比較好。
---------------------------
「大家食完飯未？食完就快d出來玩下團體遊戲啦！」

我真唔明白點解到到高中也要玩這些低能幼稚的團體遊戲。可能佢地班友覺得呢個係一個機會俾佢地
溝女。唉，真係咁恨有女咩。

我放下刀叉，跟着肥Jack出去了。出面有一個大空地，應該就是活動的地方，真的夠大喎。

Hendy跟那個李加在在空地上一角密密地傾，似乎佢地好Friend,，葡萄Feel又充上到血官裹。

「喂軒！」一隻手重重的打在我的肩膀上。「啊！頂你偉哥做乜9啊！」

「哇頂，sorry囉，哂乜咁大反應啊！」阿偉輕輕推開我。

「喂，你個組個個乜Hendy好正喎！」阿偉指着遠處的Hendy。不過那李加在唔見左既？

「吓，你又知佢叫乜名？」我確實不明白，他不是E組的嗎？怎會知道B組的消息呢？

「消息靈通呀嘛！呢d野緊係要第一時間捕捉啦！」偉哥搭着我肩膀。
「呢條女啱你心水喎，認真問句，有冇興趣姐。」

「唔啱喎，留番比你囉！」我放開他搭着肩膀的手。

「巴打，你唔係放唔低佢呀嘛」

「我講咗幾多次唔好再提佢，如果唔係連Friend都冇得做！」我作狀要打他

「你放係心裏面都冇用架喎，放開懷抱，囡囡自然擁過來，掛住以前都冇用」阿偉拍一拍我膊頭。

「算，唔理你。」我轉身就走了。
-------------------—-------
「係咪…軒仔呀？」一把温柔的聲線在我耳旁響起。



「我係...」我眼前這不就是Hendy...

「軒仔你識唔識整呢個？」Hendy提上一個食譜。

我一看，整蛋糕？「。。我唔識整喎...不如你問吓...其他人？」
一時三刻要我跟這些下凡的天使說話，簡直難過真普選啊！

「啊！那我問一下其他人吧！」Hendy失望地朝着其他人走去了。

我心想怎會有人現在整蛋糕？

那時候，肥Jack在草地中心向我揮手，叫我走去。

「做乜嘢呀肥Jack。」我朝着他揮手的方向走去。

「喂，做Project呀！」肥Jack坐在草地上。

「要做咩呀？」我放眼周圍，看見到成群人已經逐漸分成兩人一組，埋頭在研究甚麼

「頂你冇聽既咩？兩人一組整蛋糕呀！」肥Jack洩氣的向我喊道

那剛才Hendy原來要邀請我一齊做project？那我就放棄了一次絕頂的機會？但現在Hendy已經與李
加在一起了...

我快速地在google找尋了蛋糕簡易制作方法，跟肥Jack快快地做了一個蛋糕，無味的蛋糕。

「是但啦，交到咪得！」我放下蛋糕，拍一拍手。

「你講得啱既，是但啦！」肥Jack將蛋糕捧到蛋糕收集處。

我手插進褲袋，又看到李加在和Hendy在打鬧。

「喂，老兄，頭先連女神都唔Show，咁有性格呀！」一聽又是阿偉

「你咁鐘意咪自己溝囉！」我白了他一眼。「最多我熱心幫吓你。」

「我都係為你好姐，識咗你咁耐，我知你呢d咁長情既人，一時三刻要你放低佢，係好難既，不過你
都唔可以永遠活係佢陰影下架。」阿偉説

「咩陰影姐？放唔低就係放唔低架啦，咁你有冇試過放唔低？」我向他笑一笑「不過你d
EX咁多，都唔會感受得咁深啦。」

「收啦你。」阿偉冷笑一下，走開了。
---------------------------
做完那些無聊至極的團體活動之後，又是吃飯的時候。痴痴呆呆坐埋一枱，跟午餐一樣，都是坐在同
一個位。旁邊的依然是李加在和Hendy。不過坐在他們中間，搞得好像是電燈膽一樣，李加在不時



都走到Hendy旁邊聊天。雖然Hendy不是對他感到興趣，但我不為何都感到很不自然。

在吃飯途中，突然見到阿偉從第二枱走了出來。

「Hendy姐？你係度呀？哈哈哈哈哈，揾咗你好耐呀！」阿偉一手推開李加在，李加在亦很無趣的
走開了。

究竟阿偉想做咩？唔通佢終於出手？

阿偉低頭向Hendy不知說了甚麼，忽然兩人當堂大笑。然後Hendy低聲又向阿偉不知說了甚麼。

阿偉微笑的拍一拍我肩膀，又返回了他座位了。

佢地做咩呢，咁神秘？

如何也好，世界依然繼續，大家亦繼續吃飯，沒有看到甚麽特別之處。
---------------------------
吃畢晚飯後，搞手帶我們去山邊，說要一起玩野外定向。

夜深深的晚上，突然有一隻手穿過我的衣領。

「哇頂！」我即時喊了出來，說真的，荒山夜嶺，忽然間有一隻手穿過，金剛也會被嚇到。

「邊條友...」我低聲咒罵着。我立即捉住那隻手。

「呀！」超高音的叫聲又傳起了。

「妖，又撚係你呢個八婆？」我相信我只會在她出現時才説粗口

「點解你呢個乜柒婷婷係撚野都要跟實住我姐？」我罵道。

「咁人地對你有意思呀嘛...你又唔Show人...」「婷婷」靠着我

「仆街你再來我打撚柒你！」我發怒推開了她。遇着她簡直就是惡夢。
「唔該你離遠我1000公里！」

「婷婷」被我推之後一支箭的飛開了，她自己亦很無面的走了。啊，真是大快人心。

「你女朋友？」Hendy突從前面走過來。

「個條肥婆？WTF....」剛才吃的東西差點全數嘔了出來。
「佢下世減肥加整容都可以考慮一下既...」

「哈哈，我以為你跟佢吵鬧？」Hendy笑的樣子真是可愛，可惜呀...心中永有一條刺...

「吵鬧係真的，不過我跟她是仇人。」我攤開手。
「呢d野真係好容易比人誤會咩...」



在黑夜中，我打開了手機的手電筒，照亮一下周圍，最少也可以給我和Hendy一點的光明。不過周
圍全都是山邊的石頭，看路也要比較小心。

「軒仔？扶我一下好嗎...」Hendy似乎有些失平衡。

「樂意效勞。」我伸手扶一扶Hendy。不過不知原因，我的宅男特性忽然之間沒有了。

「軒？聽阿偉講你係咪有個你忘不了的人係心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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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事呀？」偉哥知道甚麼事呢

「你前度既事...」Hendy説

我跟本不懂得如何處理。這件事始終都是埋葬在心中的一個不好的格印，提出來只是令我更傷心。

「我既野關你叉事咩，我警告你唔好同其他人提及，如果唔係...」我做了一個「殺人」的姿勢。

「Sorry...當我冇講過。」Hendy取出手電筒 往另一邊走去
---------------------------
朝早起身，搞手說今天全日自由活動。跟我同房的肥jack已經一早就飛出去了

反正沒事可做，唯有落去打一下籃球吧。換件衫，就出發了。

「喂，偉哥，你果然係度打波喎。」我跑下去籃球場。

「軒仔，你係度就啱啦，有條友話要揾你。」偉哥攬住一個籃球，指着對面的人。

「李加在？」我驚訝地望著在我前面的李加在。

「係唔係我唔係重點，不過你就係我要揾既人。」李加在將手放入褲袋

「揾我咩事？」我記得我並没有跟他有任何的事。

「我唔知，因為有事要揾你個個唔係我，我只係幫佢揾你。」李加在望了後面一下。

我跟着他的視線又望了一下，卻見到Hendy在他後面。

「要揾你個個係後面。」李加在指一指Hendy，就跑到籃球場打波了。

Hendy跟我就這樣一直對望，但大家卻沒有要說話的意思。

「嗯...我去打波先。。」一直在旁邊的偉哥藉機離開。

不過我也早料到他會這樣做。

我左手拍走他的籃球，再用右手反方向捉實，一腳伸過去他的弟弟

「呀頂你個肺，有咩嘢大家坐低慢慢講呀喂。」阿偉痛苦地捂著自己的「最痛」。

企在我們前面的Hendy已經嚇到目瞪口呆。

「你條粉腸識左你咁耐你竟然出賣我。」我作狀揮拳。



「頂你邊到出賣你呀！」阿偉已經痛得站不起來，只能趴在地上。

我看一看Hendy，發現已經嚇到跑開了。

我扶起偉哥，帶他坐底在旁邊的椅子。

「條囡終於走左。」我撿起那個籃球。

「你做乜9呀...」偉哥已經冇氣。

「秘密...」我說

「Diu唔好玩啦。」偉哥接回籃球。

「秘密呀，本來剩係我地兩個知個個呀！」我大叫出來。就連打波的李加在都望一望我們。

「唉。」偉哥慢慢坐直起身子。「我知，你之前條女同你既事呀嘛。」

「咁你知啦，點解你要同佢講呢？」我問。

「我都係為你好姐，你就算屈係心裹面都唔得既喎，我先爆出來姐。」偉哥拍一拍我。

「咁你為好跟同佢講有咩關係呢？」我再質問他。

「Hendy個阿爸係心理醫生，好似你呢d
case佢阿爸接唔少，呢d係叫做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簡稱PTSD，係要配合治療架。」阿偉說。

「咁你姐係話我有病！」我道。

「你都係去睇下啦！」偉哥極速就消失了。

我見自己也沒有甚麼心情，就回到房坐着床算，究竟我應不應該去睇？我心裏也沒有一個答案，慢慢
...慢慢就在床上睡着了
---------------------------
「喂，軒仔，唔好行咁快啦，等埋我呀！」采兒就是我的女朋友，因為雙方家長都不同意中學拍拖，
所以我們的事只有我們兩個知道。

「得啦，咁你話個間野五點就關門？而加已經四點九啦！」我為她放慢腳步。

「知你乖啦！間野係邊架？」采兒企在馬路邊東張西望

「應該係...」我望一望後面，卻沒有發現有一架車正在衝向企在馬路邊的采兒。

「呀！」我即時在床上彈起。

「又係呢個夢...」我望望周圍，依然是在那間房間裹。



我拿起手機，快速地搜尋了PTSD的資料，發現PTSD是可以醫治。我已經無法接受長久以來的惡夢。

我背起背包，衝了出去

(抱歉今章遲了出文，因為今章節內容被我不停修改，所以文章較短，下章會回復正常。)



第四章

我已經不能再忍受了。一直以為自己可以忘記她，但在最後...還是不行，看來我的病情已經遇來遇嚴
重了。

我跑到了女生宿舍下，打給了Hendy。

「希望Hendy聽啦！！」我口中唸唸有詞。

不過光天化日站在女生宿舍下確實引起了不少女生的目光，但我也不理她們了，反正我又不是做些不
見光的事。

「嘟....」她掛了我線。

不是吧？她不會還嬲我當時語氣太重了吧！但七日之中只有今日和第五日可以出去，而我已經不想再
忍受和逃避了。

我連續打了10幾次電話，但她也是掛了我線，最後還關了機。

Hendy呀！求下你啦，最多我同你道歉啦，我個日可能語氣真係重左。

我問一下在女生宿舍出來的人，Hendy是否在宿舍，她們的答案亦是確定。

「咁我唔理啦！死就死啦！」我從背囊取出鴨舌帽載上，再壓底小許。雖然這樣看好像一個典型的麻
甩佬，但是給了我無限的勇氣，做一件有今生無來世的事：

潛入女生宿舍

我慢慢地移動到門邊的草叢。靜待機會。因為宿舍門需要鎖匙卡才能進去，所以我只可以等。

苦等了五分鐘之後，依然是空無一人。

「唔係掛？」我看一看手錶，如果過了三點，就不可以提交出村表。現在已經一點九了。

再等到兩點，才發現自己原來未吃午餐，不過我已經沒有了飢餓感了。我看一看女生宿舍的外觀，再
用手機拍下

剛巧有一班女生聯群結隊進宿舍，正好是機會，我在草叢邊拾了一根木條。

準備！那群女生有一個準備刷卡開門。

「嘟...」那群女生一個個進去了。我快速地飛了根木條過去門邊。

「夠掂！」周圍並沒有其他人，我極速拉開門，潛了入去。

我先拿走木條，再躲進垃圾桶後。



「呼...」我深呼吸了一口，由於大堂有一個CCTV，所以我必須要小心。

「來啦！唔係唔夠膽呀嘛...」我拿起手機，快速看一看Whatsapp。之前我地group有一個八公，偷
看回來的女生房間號碼。

雖然平時我好討厭啲男仔好八掛，不過今次就...例外吧。

Ok,Hendy住在312號。我打開手機，發現原來有4層。

我小心翼翼地移動到樓梯邊。

唉，如果係男女一棟咪幾好。

我望一望後面，沒有人。我快手快腳跑到1F。

不過在1F的環境就不同了，太多女生了。

剛巧有一個女生往樓梯走去，我看一看周圍，除了女廁已經沒有其他的選擇。

我貼着門邊，見到內面沒有人，立即潛入去。

「呀！邊個去廁所咁古怪？」剛才走去樓梯的女生説。

「Shit，睇來要入廁格了。」我看一看，四格之中只有一格是空的，我立即進去。

我大大力關上廁所門。一切的緊張感一下子消失了。

「佢應該太急掛！」那女生說。然後就聽到她走開了。

我暗呼了一聲，好彩佢冇跟過來。

我看一看手錶，還有45分鐘。

我準備打開廁格門。

「唉...我唔得啦！呀！」一聲超高音的女聲傳入我的耳裹。

這把聲令正在開門的我停下來了。我看一看隔離廁格的底下，四對腳，加兩條底褲，一男一女。

原來有人仲癲過我。

不過我是來做「正事」，那我理他甚麼。

我走出廁格，走到廁所門邊。看一看，沒有人。快快手手走出廁格，躲進對面的雜物房。

雜物房没有其他人，不過我見到了一件工作服。大有所用！我立即穿上了，扮成清潔工，應該沒人懷



疑了吧。

出去之前，換上了一個草帽加口罩，因為主辦單位不准許男清潔員進入女生宿舍清潔，所以我也要一
個假髮。

我翻一翻背囊，記起明天是化妝舞會，偉仔說要扮女人，點我入Camp前幾日幫佢買。依我唔執野的
良好習慣，假髮道具應該還在背囊裹。翻一翻，果然沒有錯。

我戴起假髮，拿起掃吧，將背囊放落垃圾袋，大搖大擺地走出去。

不過其實我也不想太張掦，我小心翼翼低着頭上了一層。

到了第二層，人流更多，剛剛有一個全身赤裸的女生拿着浴巾跑去廁所。

「Oh my god」我盡量壓抑自己的情緒，如果不小心喊了出來就慘了。

不過反正這些只是在女生宿舍很平常的事。

我也不理會太多，還是走上去三樓，原來現在才是真正的難題。

Hendy的房間是312號，從樓梯口數上去還要通過6間房。人來人往，不認出我都難。

我從施故技，進入雜物房再考慮下一步。

我開了小小門邊，進了去，看一看手錶，原來已經兩點八了，時間不多，唯有衝過去吧。

我除下清潔裝，在背囊翻一下，希望可以有些合用...

呀頂，係喎，偉哥之前買Condom，塞左落去我背囊，這個合用。

今日的成功偉哥應記一功！我背起背囊，打開小小門，小心地走了出去。

不過所幸的是剛才的人流散去了，只有幾個人在外面。

一招收你皮...我使勁地扔了condom出外面。

「哇，邊個架？」她們的注意已經落到了那condom中。

不過我知道自己可用時間不多，所以我很快的找到312號房。

唔理咁多，撞入去啦！「Boom!!」震耳的聲音傳入我的耳，我關上門。準備呼一口氣，卻又傳出另
一個高聲。

Hendy用浴巾綁着自己，淘氣的望着我，真是太有仙氣了吧！不過我無暇欣賞，因為一個裝滿衣服
的洗衫袋已經向我這個不速之客飛過來了。

幸好我超神的反應力側身借力安全避過了，不過洗衫袋裹的衣服已經散落一地了。



既然導致的原因是我，所以我也默默地幫她撿回衣服。

「阿軒？做乜來左我地宿舍」Hendy走過來拍一拍我。

「嗯...好對唔住，我知道你爸爸係一個心理醫生，所以我走左上來揾你...」我單腳跪地希望她可以原
諒我，現在除了這個方法已經沒有一個更好的方法解決了。

「個件事...我都想幫你..點解你唔打電話...」Hendy望一望她的手機，「剛才打了我幾十次的就係你?
」

我點點頭。

「Sorry ar ，但係而加已經過左3點，你可以出村咩？」Hendy看一看手錶。

我快看一下手錶，Shit，已經三點二。

「喂，Hendy..訓緊？」門外有一把女聲說。

「我roommate...」Hendy陷入迷思。
「係呀，反正...今日都冇野做，咪繼續訓吓囉！」

我看一看外面，這裡有三層高，如果跳下去...

「軒，上來。」Hendy拉我上床。

「吓」原來女生床褥都幾好訓。不過我也明白她的意思，即時用床鋪掩着自己，她應該見唔到...

開門格擦的聲音亦隨著那開門的動作傳出來。

「軒將就一下。」Hendy揭開床鋪，趴在我的旁邊。

我嚇一跳，Hendy的體香陸續地傳入我的鼻。Hendy跟我已經貼在一起，零距離。試問一個一年沒
有碰過女仔的人怎可以在一刹那之間與一個女神零距離接觸呢？但不知為什麼，我跟她有一種熟悉的
感覺。

Hendy的身材真是極品之中的極品，就算被她緊緊壓住也沒有感到甚麼不舒服。

「Hendy？你仲訓緊呀？」Hendy roommate打開門。

「係呀！」Hendy答。我感覺到Hendy坐直了，我就配合她繼續訓...

「床上面點解好似有第二個人係度既？」那女生問。

難道我跨越千萬難關，攀山涉水就到此失敗！

「我新買個公仔來架。」Hendy輕輕打我一下。



「唔係喎！我約左佢3點半等，我走先。」那女仔匆匆忙忙地離開了。

「Sorry ar ，壓住你...」Hendy放開了我。

「我對唔住先啱，煩到你。」我不知幾爽，不過這不是重點。

「吾...其實我好想知，你點樣入到來架。」Hendy果然很好奇，不過我究竟點答佢呢？

不過既然佢收留我，我就一五一十話哂俾佢聽。

「吓，真係話有人係度...」Hendy望一望廁所，再做一個肢體語言。

「唔知啦！不過睇來我要來的目的失敗了。」我看一看錶，已經3點半了。
「話時話，點解一個男仔衝左入來你間房你又好似冇野咁既？」我問

「因為...個個人係你囉。」Hendy甜蜜地跟我說。

WTF?點解佢咁講。

「係喎，既然你個秘密我都知左，不如全部都話哂俾我聽啦！」Hendy笑着問。

「你...好啦！不過阿偉同你講左d乜先。」

「唔講得！」Hendy輕輕打了我胸膛一下。

「咁我都唔講lu...」我裝着不理會她

其實我們這樣更像一個情侶，可能我們其實跟本就係。

「其實你老豆係咪心理醫生？」我終於入返正題。

「係呀！不過如果你想睇佢就..而加並唔係時候。」Hendy望一望手錶。

「唔緊要，不過我想要佢個地址...」唯有第五日再去啦！我抓一抓頭。

「好，我揾比你，你等陣先吓...」Hendy擰轉頭尋找那一張卡。

望着Hendy的背影，又感覺到一種熟悉的感覺。

不....程朗軒！你咪又係一個小毒撚，你點會識女神姐？

不過話時話，我同佢唔知點解冇咗一種女神同凡人的感覺。

「其實...嗯..點解你會幫我既...」我問。反正這個問題也需一個答案。

「時間真係過得好快，有d野真係會唔記得咗。」Hendy向我報以一個笑容，但我感覺到卻是甜中帶



苦。

吓，真係咩意思？一時三刻，真的猜不到她的意思。

「那！俾你架！仲有，我要同你一齊睇，如果唔係，我阿爸唔俾你睇，同埋會收得好貴。」Hendy
將卡交給我。
「仲有仲有，我唔俾你再問我點解要幫你，你就當我無聊無野做，ok?」Hendy目瞪着我。

「Okok!」頂你玩神秘？

「你留係到咁耐好難唔俾人發現，出左去先傾。」Hendy望一望房門。

我又望一望，原來出去先係最大問題。

(P. S)本人要上機，落機就會post，多謝支持先啦！



第五章

《格印在我心》-第五章
Hendy拉着我的手臂，強行將我拉到門邊。

「喂，陣間我先出去，我拉走哂d人之後，你落去2/F。」Hendy指一指出面。

「嗯！」我唔識路，所以冇乜意見。

Hendy微微地開開門，出面討論中的聲音成功地進了來。

「你知唔知道個套係邊個架？」女生A

「一定係個個肥婆Amy啦！」女生B

「哇，Amy？佢都有仔溝既咩。」女生C

「會唔會係Hendy姐既？」女生D似乎終懷疑係Hendy。

「女神Hen收左咁多兵，又點會唔哂用？」女生E

身為女神的Hendy果然唔受女生歡迎。

「聽講佢個組，連個個乜阿軒條傻仔都做左佢隻兵。」女生F。
「佢唔係毒來既咩？」「好似係...」「最憎偽毒。」女生ABCD....XYZ都開始和應。

「你老豆講我老母？」我在那一刹那很想衝出去打殘佢班友，但係我最後都冇咁樣做，因為會連累到
Hendy。

「吾，你地做咩呀？」Hendy終於出聲。

「Hen姐，直接d啦，呢個係咪你既姐？」女生B問。

我出於好奇心微微探出去望。我剛才那個condom被成羣女生圍着。

「吓，唔係我架喎？我一直係入面訓緊喎。」Hendy撒了一個半謊。

「同男仔訓？哈哈哈哈，又係個個乜李加在？」女生C。
「兵來炸喎？」「你以為？」「Hendy咪扮純真啦，咩仔都被你溝哂。」女生ABCD...XYZ又再次和
應。

「唔好咁啦，陣間女神BB嬲嬲豬呀！」女生K忽然大笑。

Hendy眼淨淨的看着她們。一句話也沒有說到。

老實說，你被人當面踩，點可能Happy姐？



「Hendy姐，直接d啦！呢舊野係咪你既姐，誠實d好喎。」女生L望着Hendy。

「Um..真係唔係我ga wor...」Hendy望着地上的Condom。

「唔係你？咁即係我地屈你啦！」其中一個MK妹大聲喝道。

「唔係咁既意思..不過呢個真係唔係我。」Hendy搖搖頭。大家公認女神竟然連呢d小事都搞唔掂？

「喂，拉佢去審問啦！」MK妹大聲喝道，然後再帶著Hendy及其他起哄的女生下了樓。

原來d女仔都幾霸道ga wor。不過趁而加大好時機，快速地離開了女生宿舍。

「阿軒？嘿嘿，唔哂解釋咁多，明ga la。」偉哥指着我，又指着我身後的女生宿舍。

「嗱，唔好唸歪野..我...」死！我要點講好。
「喂，點解你又係度既。」唸唔到唯有轉移話題。

「男生宿舍個度好大件事呀！成班MK妹大喊叫李加在死出來，仲話唔出就衝入去喎。」偉哥說。

「有冇小學雞d ar...」我說

「唉，總知而加個度亂到乜咁！出來望下呢度有冇人lor。」偉哥指着男生宿舍那方面。

「帶我去睇下。」我說。

「嗯。」偉哥點點頭。
---------------------------
成班女生圍住男生宿舍，的確幾震撼吓。我去到的時候，情況已經明顯地惡化了。

「喂，塔左呀？出來啦！唔出我燒左你條X呀！」整群女生對着男生宿舍喊道。

「而加d女都幾霸道架喎。」我已經歎為觀止。

「唉，都係食吓花生好過啦！」偉哥拉我到草叢後躲着。

「我今次真係累着Hendy...」我喃喃自語。Hendy已經在出面被眾女圍着。

女生們將手上的condom扔了出去，引起不少圍觀男生起哄。

「點解個Condom會係...」偉哥驚訝地望着我。

事到如今，好難唔講事實，唯有一五一十話哂俾佢聽。

「頂，你真係入左去？」偉哥似乎唔多信。「不過認真講句啦！采兒係咪真係死左都唔知，佢撞左車
之後，你當時話佢好似只係昏迷，不過就被救護員抬左上車，咁你又知唔知佢去左醫院之後，佢生唔
生存度？」



我一下子被他問到口啞啞。

「所以你跟本唔需要心理醫生，照我話，采兒仲係世上，你唔哂日唸夜唸啦！」偉哥拍一拍我。

「你咁肯定既...」佢好似講到乜都知咁既。

「唔哂唸咁都，搞掂出面單野先啦！」偉哥笑一笑。

出面女生們的叫喊聲越來越強烈，雖說現在所有Camp管理員都出哂佢姐，唔哂咁誇張嘛。

在男生宿舍的門口，李加在終於出來了。女生們立即將Hendy推上前面。

「睇嚟今次我冇得避啦！」偉哥輕嘆一聲。

「唔通佢...」係我唸緊既時候，偉哥已經飛了出去。

「個Condon我既，成班友同我收皮。」偉哥一手拿走地上的Condom，轉身就走了。

「嘩！」一陣嘩聲響起。偉哥亦在嘩聲背後離開了事發現場。

眾人亦散去，只剩下Hendy一人。我跑過去看看她。

「冇野呀嘛？」我拍一拍她。

「冇事，不過阿偉佢...」Hendy面露擔憂。

「佢...冇野掛，不過係咁多人面前..就.」我都有些擔心。

偉哥，對不起。



第六章

眾人散去，Hendy提議去海邊吹風，我沒有意見，就跟着她到了海邊呆着

「你冇野呀嘛？」Hendy呆着望着我....

「冇...」我半身靠着欄杆，與Hendy站在一邊。

今年Camp設在赤柱，望着赤柱，令我百般滋味，慢慢地，又將我拉到了另一個世界。

我很難解釋那裡是甚麼，只是我感覺到很舒服，很放鬆。

那裡周圍都長滿花，有白色，有紅色，而我，就像站在花園的中間。

微風吹啊吹，在這廣闊的大花園，風越吹越大，越吹越猛烈，頭也被風吹散之際，有一個人出現在我
面前。

她慢慢地步行過來，世界亦好像因她而停止，周圍的強風加上遠方的沙泥，令我周圍的視野只剩下我
面前的她。

她緩緩地走到我面前，讓我能看清了她。

她的輪廓越來越明確，她的樣貌越來越清晰。

是她？

「采兒...」我口結結的望著我前面的那個令我日日思掛，日日掛念着的采兒。

為何她會出現，為何她會在這裡。

我不想太多，只想在此刻緊緊抱着她。

就在此時候，我眼前的采兒忽然變成了Hendy，在這樣的比對下，兩人除了外貌之外，身材，面形
也是一模一樣。

面對的她沒有給我思考的時間，一瞬間，Hendy和采兒的面孔在我面前快速地互相交換，閃來閃去...

「喂，你真係冇野呀嘛...」在現實的Hendy將我拉回現實，我搓一搓眼，發現我面前的Hendy的面孔
，身材，真的是與采兒一樣。

我以為我只是眼花，再搓一搓眼睛，結果的確一樣。

「吓...」我就這樣呆着，我絕不相信我剛才看到的事實。難道我以前沒甚留意？她的面孔真是一模一
樣？

「你係咪有咩事呀？」Hendy掃一掃我眼前。



「冇野...」我的頭轉回去望着大海，海面上的浪花似小孩般嘻笑着，玩弄着，未幾，海面上映照着從
太陽反射着的陽光，整片蔚藍的海面，在一刹那變成泛黃色。
---------------------------
「哇！原來已經五點架啦！」Hendy驚訝地望着手錶。

我望一望手錶，確實四點。

「咁就四點，唉，唔知偉哥點呢？不如我去睇下佢啦！」我隨便找個借口。

「好哇！唔知佢點呢？」Hendy望着大海，又偷偷望着我。「不如我同你一起去？」

「唔哂啦！嗯，呢d野，男人講方便d。」我推卻了她，然後就向着海邊的小道直跑。

其實如果真的要去宿舍找偉哥，應該跑回上山。希望她不會發現。
---------------------------
「呼呼..」跑了大慨半小時，沿著小路直跑，终於到了山腳底。

我靠着山邊，望着前方的大山。這裡，就是我最後一次與采兒去學校旅行的地方。

「喂，行咁慢架，先頭部隊都已經到左山頂啦！」采兒叉着手，似笑似罵的責備着我。

「得啦得啦！」我一手抓住岩石邊，狼狽地爬上去。

「嘻嘻嘻。」采兒跟着我，一步一步接近山頂。

「哎呀！」采兒一不小心，扶錯邊，整個人掉了下去。

「采兒！」我立即跳下去，扶着已經跌傷的采兒。

「我要上去...」采兒仍然望着山頂。

「傻瓜，你咁既樣仲要上去？」我扶起采兒，背着她離開了山邊，趕去救護站。

「咁...你揾一日一定要上去...啊！幫我...完成。」采兒累壞的趴在我背上，讓我能背着她。

「嗯。」我已經沒有多餘的力氣去回應她了。
---------------------------
「來吧！」我看着前面那一座高山，準備登上去。

我扶着一邊的岩石，夾手夾腳開始爬上去。

從山腳要爬到山頂，需要技巧和力氣，還有堅持，耐力。能否單獨捱過一個半小時的登山過程仍然是
未知知數，不過我知道，我要完成采兒交待的遺願。

單單靠着這份堅持，我就可以到達山頂了。



我打開耳機，調了首歌作陪伴，再看看頭頂的高山，我有了一個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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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上空無一人，在細小的山頂上，我站在一舊大石上，我越想越想，越覺得采兒肯定有留過些甚麼
給我。

我翻過很多草叢，爬上了很多樹，每次令我失望之際，又會對別一個地方有盼望。

無奈，我就算翻了幾多草叢，樹木，我也無法找到那個「甚麼」。或許，這只是一個假覺，幻覺。但
當我翻開最後一個草叢後，一封白色信封，貼有Hello Kitty貼紙，寫上To:軒的信出現在我面前。

雖然經過歲月的流逝，雨水的洗禮，就算信封面封滿了不少的草泥，沾濕了多少，我亦小心翼翼地打
開了它。
---------------------------
To：程朗軒
阿軒？你睇度呢封信啦！係呢個時候，應該就係學校旅行lu...唔知到時點呢。
唔哂懷疑啦！呢封信我托表姐係行山時放上去架：)你係咪揾左好耐呢？我應該會見到你係度傻更更
咁揾緊。
呢次旅行之後呢？我要飛去英國讀書啦！我知道你聽完之後會好激動，好想跑過來問我點解。其實我
都唔想，不過我爸爸好似已經發現我同你既關係唔至朋友咁簡單，你都知我屋企人好想我第時嫁去上
流社會架啦！我阿爸又好唔like你，又咁抗拒你，唯有送我去讀書囉！
你唔好傷心啦！我會好好地架啦！
(P. S)記住，有野求救一定要去1001室，個度會一個你好想見到既人，佢會幫你
By:林采兒
17/5/2013
---------------------------
我張大了那個嘴巴，一時三刻太難受。

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我帶着疑問下了山了，我將那封信收好，再趕快跑回宿舍。

采兒本來要去讀書？

當我回到去，已經是7：15了，全部人也去了飯堂，唯有再跑去。

「呼...咳咳...頂，咁遠咩。」我跑了一大段路，仍然看不到飯堂。

不過我沒氣了，我轉跑為走，在夜晚的營地，周圍靜雞雞，沒有其他的聲音，很靜。

我沿著兩旁建築物走，靠着記憶來認路。

「采兒係邊個～～」突然一把異常沉重的聲線在我旁邊跟我說話。

我望一望周圍，靜雞雞除了我没有其他人。



「你係...？」我戰戰兢兢問着他。

「我係12-0004」那把沉重的聲音回應。

「12-0004？？」我問

那把沉重的聲音慢慢演變成人影。中等身材，略胖，男人，20至30歲，雖然好像沒有見過，但也有
一種熟悉的感覺，好像曾經見過面一樣

「你同阿偉執行任務已久，仍未有下文。組織已經下令，召你們回去」12-0004説。

「咩組織，咩任務呀？我同偉哥做乜野呀，你都on99架！作故仔都作好d啦！」我邊說邊退後，就
想着要逃離。

12-0004突然從後拿出一把大刀。

「大佬...唔好亂嚟...呀」我護着面，12-0004一刀斬下來，幸好沒有中

我一轉身就跑，無奈刀也跟着我跑。

從街頭跑到街尾，今天天黑的街道，特別暗。

「呀！」12-0004再一刀斬下來。

我一閃即避開。

再有一刀。

我一拳打向12-0004的手臂，令他把刀脱落。

「你...係咪想違抗指令，像當日采兒一樣...」12-0004目木表情地說。

「咩話，采兒？」我淨大眼望着他。

「俾你三日時間，再會！」

12-0004就幻化回空氣，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就似一棟木企在街角，望着12-0001消失的地方。

我很不願的拉着我的身體，強行拉去飯堂裡。
---------------------------
「你...咁遲既？」飯堂外那個負責點名的人說。

「我...肚痛！」我隨意編了一個藉口。

「定係你遇到...佢地。」那人雙眼突然發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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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發生的事，已經令我心寒，現在又...

「佢地？」我戰戰兢兢地問。

「喔，你入去啦！下次咪再遲到。」剛才雙眼發紅的點名員又回復平常。

「喔...」我點一點頭，快速跑了進去。

老實說，經過剛才的事之後，我已經對驚嚇沒有感覺。

不過，由於要在其他人旁邊扮作平常，我更加不能有反應。

由於我遲到，被罰要與其他組吃飯，大家互不相熟，吃飯途中半句話也沒有説過，只聽着他們在聊八
卦。

「喂，知唔知我地宿舍有個Condom留低左。」同桌女生A聊起了話題。

「吊，點會唔知呀！最後有條7頭77地咁行左出去，拎9左去呀嘛！」一個MK男拍抬說。

「哈哈，都唔知佢同邊個咩咩？」坐着我旁邊的那個人笑說。

我望望旁邊桌的偉哥，他正被眾人圍着，雖然很想為他解圍，不過我沒有這麼大的勇氣。

「你地知唔知，呢排個來左幾條友。」MK男迅速開了新話題。

「吓，個班黑衫男呀？吊，神神秘秘咁，都唔能知做乜9」同桌的MK妹拍抬大罵。

「你地話個個黑衫男係咩？」我一時緊張站起身喝問。

所有人都驚訝地望着我。

我緩緩地坐下來，等待他們的答案。

「...佢....既..」MK男向旁邊一直沒有説話你沉默男打一打眼色。

「唔關你事。」沉默男輕輕説道

「好關我事。」我靠過頭説

「你係咪真係咁想知？」沉默男問

我幾乎沒有考慮，就點下頭。



「咪自己揾答案囉。」沉默男奸笑了一聲。

「佢地係你既同伴。」沉默男說完最後一句話。

「嗯，咁多位同學，你地可以番上去宿舍啦！之後呢就係團體遊戲，分別有...(下刪200字)...好，就係
咁，自己體驗下拉！」搞手在飯堂中間宣佈。

飯堂裡的人開始散去，連沉默男也消失在人群之中。

「啊軒？」Hendy向我揮手問。

她從女生隊偷偷滾入來。

「你有冇唸起d咩啊？」Hendy問。

「冇？唸起咩呀」我雙手放入褲袋中。

「咁冇野啦！」Hendy在眼中閃過失望之情。

Hendy就獨自回到女生隊裏，不發一言。

我望着她的背影...

究竟我要唸起d咩？
---------------------------
我回到房中，趁房友還沒回來的空檔。攤開那一封信研究

我仔細翻看過那封信

除了(P. S)之外

信的背面也有一句：逃亡

我突然記得12-0004説過的話：「你係好想好似采兒一樣？」

頂，咁重要都唔記得。

佢好似又話過我同偉哥一起做唔知乜任務，即是話偉哥都參與呢件事啦。

問佢就掂啦！我當時係咁唸。

我收起信，帶刀偷偷離開房。

我快速找了偉哥的房間：124，撞了進去。

「你老X呀，撞入來？」一個扮MK的MK喝道。



我拿出刀。

「冷靜d冷靜d」MK嚇到立即跑了出去。

MK唔會同搞手講，所以完全不擔心。

我收下刀，看到偉哥。

「哇軒仔，咁大殺氣呀！」偉哥望着我把刀收藏的地方。

「放心，把刀唔係殺你，係..」

窗外有一個人影閃過。

頂，係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