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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兩年》致那個他(1)

「不如我地分手啦。」何傲輝目無表情地對我說。

「...」而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他,只知道眼淚快忍不住流下來。

「同你一齊好辛苦啊,可能係我地見得好少次面啦,搞到我覺得有女朋友同冇無分別咁。」他微微抬高
頭,避開我的眼神。

「加上我又要返工,而你又唔可以成日黎搵我,倒不如分手算啦。」

的確，他也要上班，
而我總不能這麼任性拋下所有工作來找他。

我強忍淚水,裝沒事地說了句。
「嗯,分手啦。」

說完之後,
我頭也不回地離開。
因為我害怕,
再看着他,我會忍不住哭起來。

何傲輝也沒有跟上來。
只剩下我一個,
在街上毫無儀態地哭起來。

我坐上車,
回去屬於我自己的地方。

----------------------------

在分開以後 回到一個人生活

偶爾會難過 在想起你的時候

----------------------------

已經分開了兩年,
彼此也已經有屬於自己的生活。

明明只是一起了兩個月。
為什麼忘不了,
仍然覺得這只是最近的事。

明明已經刪除了所有對話,
為什麼仍然深刻記得。



這種感覺…好難受,
卻找不到人傾訴。

明明想忘記他,
令自己不會這麼痛苦,
但偏偏內心捨不得忘記他。

晚上睡不着的時候,
總會偷看的FB。
看到他已經有一個美滿的家庭…
我是不是應該為你高興？

----------------------------

愛上你如同煙癮般，

戒不掉,也不想戒掉。

-----------------------------

不再聯絡 

也許這樣我們會比較好過

-----------------------------

和他一起的回憶,
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不敢再戀愛,
害怕再次被傷害。

要怎樣做,
才可以變回本來的自己?

我不想再繼續戴着面具過生活。

------------------------------

在分開以後 回憶不停在重播

------------------------------
還記得我們起初認識的地方

啊婷:「不如等等去啊輝嗰邊食糖水(馬嬲掩眼emoji)」



其餘幾個女孩和我:「(ok emoji)」

就是這樣,
我們便約在錦記糖水集合。

大概在門前等了一會兒。

「啊盈入去等啦。」她拍一拍我。

「咁耐先到架你。」我坐在靠牆的椅子。

「Sorry囉。」她說完便站起來。「喂啊輝,整個心太軟黎啊。」在廚房那個窗對啊輝說。

「我又要。」每次到甜品店,我也會吃心太軟,總是吃不厭。

「兩個啊。」啊婷再說一遍。

「係嘅。」啊輝回答她。

另外幾個女孩也到了。
她們坐下來,在考慮選那個甜品比較好。

所有人也決定好了,
不久後,
心太軟也弄好了。

吃起來偏甜,不過並不膩。
感覺還蠻好吃的。

吃完甜品,
聊了一會兒。
便各自回家。

-----------------------------

從來沒停過 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才能夠 不再難過

------------------------------
啊輝:「終於收工啦(黑超emoji)」

啊婷:「恭喜哂喎」

啊輝:「多謝喎,婷姐」

我:「原來你一直響grp入面架(笑喊emoji)」



啊輝:「…」
「我存在感有冇咁低啊(喊emoji)」

我:「有」
「有」
「有」
「絕對有(月亮emoji)」

啊輝:「冇」
「冇」
「冇」
「絕對冇(黑moon emoji)」

啊晴:「要嘈自己私下嘈啦」

啊婷:「係囉」

因為這,
我們開始了第一天的私聊。

-------------------------------
我:「喂,傻仔」

啊輝:「點啊垃圾」

我:「問你啊媽響邊啊」

啊輝:「小學雞??(雞仔emoji)」

我:「係咁架啦」

啊輝:「…」
「話題終結者?」

我:「…」
「唔撚俾??(黑moon emoji)」

啊輝:「ok you win(揮手emoji)」

我:「我聽日再去你果邊食心太軟先(lumlum脷emoji)」

啊輝:「肥死你啊,食咁多」

我:「吃得是福,你識條鐵咩」

啊輝:「係啦係啦,叻啦叻啦」



猜不到,
當天我們竟然聊到天亮。

但現在我們,
竟然沒有任何話題。

變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

從那天開始，
我差不多每個星期也去一次。
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想去見他。

「Hi...」起初去的時候，話説不多。

「小姐食咩啊?」他微笑着地問我。

「心太軟,唔該。」我笑着抬頭說。

「好嘅好嘅。」他把它寫在收據上，呆了一下。

「係喎。」便從口袋裏拿出兩顆草莓味珍寶豬給我。

「請你食啊。」

「好地地,做乜請我食?」我問。

「唔知喎,想俾咪俾。」他說完便進廚房。

-------------------------

當初既見面禮，

２粒糖，甜到心裡頭。

-------------------------

「Hello!」幾次之後，去的時候，會開始跟他聊天。
雖然話題並不多。

「今日食...」啊輝還沒說完，我便說了..

「心太軟~」

説完之後，我們便四目相交笑了。



「係呢，你今日PE堂點啊？」他問我。

「咪好似平時咁，扮M痛囉。」我回答他。

「成日扮M痛,PE不知幾好玩。」他看着我説。

「你又唔洗上PE，緊係囗響。」我踩了他一腳。

「好話啦，網球王子。」他指着自己。

「懶巴閉。」我反了一下白眼。

「唔講住，做野先。」他說完便回去廚房。

-----------------------------
久而久之，我們聊的話題越來越多。
感覺上比手機充實多了。

「喂，啊輝，照舊啊。」我坐在以往的位置。

「你嘅心太軟。」他把它放在桌子上。

正當我以為他準備回廚房的時候，
結果他坐了下來，而且是坐在我的對面。

「做咩啊你。」我被他的舉動嚇到了。

「咁我見得你響到食，冇乜人，無謂入廚房焗啊。」他兩手放在桌上，伏下來。

「...」而我繼續享用我的心太軟。

「你個樣洗唔洗咁誇張啊...有冇咁好食啊。」他抬頭看一看我，兩手仍然保持着同一個動作。

「真係好好食，唔信你試下。」我用我用過的鐵匙挖了一口給他吃。

「我唔食人口水尾架。」他認真地看著我，害我為剛剛的舉動羞愧而臉紅了。

「好囉咁。」我吃了我剛挖一口的心太軟。

「講笑咋，啊。」他張開了口，示意叫我再挖
一口給他吃。

「嗱。」我再挖了一口心太軟給他。

之後兩個人，
一人一口心太軟便吃完了。



---------------------------

【 如果有一台時光機我希望能回到當初，還未放手的時候。】

------------------------------



《分手兩年》致那個他(2)

還有那一次..

我跟往常一樣到他那吃甜品，
一進去，便看到他在坐著玩手機。

而我慢慢走近他坐在他的對面。

「照舊食心太軟啊。」我跟他説完便低頭玩手機。

「不如我地聽日去mk?」他托著頭問我。

「去mk做咩？」我問。

「想約你出街都唔得？」他側目而視我。

「得，實得架。」而我亦答應了他。

「咁聽日1:00美孚等啦。」他站了起來，回到廚房繼續工作。

-------------------------

那時的我，
是多麼的期待那一天。

想不到現在的我，
沒有勇氣找你,
只能夠偷看你的FB。

-------------------------

「呼..仲有五分鐘就遲到..」我一下車便急跑走到約好的地方。

昨晚因為太期待的關係，很晚才睡得著。
結果遲了起床準備。

在遠處看到他了，我加快步速
「剛剛好。」我看一看手錶。

「往香港列車即將到達，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

車到了，
我們也上車了。

途中他一語不發，



令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只好低頭玩手機。

「下一站，太子。」

「其實我地等等要做咩？」我問他。

「等等咪知囉。」他向我微笑。

問了幾遍，他也不告訴我。

「下一站，旺角。」

------------------------

原地 都覺得喘氣 恨難成大器

只有幸運地游離 本質不配被寵愛

------------------------

他把我帶到朗豪坊戲院。

「唔該，我想要1:40果場101次求婚嘅飛。」他跟職員説。

「咩位？」那個職員問他。

「um....G11」他本來已經考慮好坐那一個位置比較好。不過最後還是説了句「你揀啦。」

「咁就G11,12啦。」我看一看螢幕説。

挑好位置後，
我和他便進去了戲院。

--------------------------

明眀你已經挑好了位置，

但最後還是交給我選擇。

--------------------------

默然離站了 

放下你送我慷慨 當我活該



--------------------

「你食唔食爆谷啊？」他問我。

「好啊。」我坐在戲院內的座位。

「咁你響到等我，我去買。」他說完便去買了。

不久後
「呼，終於買完啦。」他拿着一個中爆米花進來。

「咁耐嘅。」我問他。

「係啊，好多人排隊嘛。」他一邊吃爆米花一邊說。

「咁你仲買嘅？」我再問他，然後吃爆米花。

「你要食呀嘛。」他答。

---------------------

你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卻令我開心了一整晚。

---------------------

還記得那一套電影其中一句對白。

「不會再愛了，因為我害怕失去。」

當時的我並不為意，

但現在...

感覺跟現在的我很搭。

-----------------------

看完電影，

四圍逛街。

一杯乳酪兩份吃，

「杯乳酪咁大，兩份食咪得囉。」我拿了兩膠匙。



一人一口很快便吃完了。

-----------------------

橫豎我終須退開 劇都透了哪用篡改

當一邊拖緊一邊鬆開 幾百遍拚命的愛

-----------------------

對了，

最近我收拾東西的時候，

找到了那一張即影即有。

---------------------

「喂,啊輝。陪我影啊。」我拉著他去拍即影即有。

「揹我~」我抬頭跟他説。

「咁麻煩架你。」他雖然這樣説，但他是笑着的。

「上黎啦。」他蹲了下來方便我上去。

「搞掂，輕鬆。」他成功背起了我。

「準備好未？1...2...3..咔嚓。」攝影師也拍好了。

等了一會兒，
相紙上開始出現顔色了。

「影得幾靚啊。」我滿意地看著這張照片。

「記得好好保存佢，唔好唔見啊。」他叮嚀我。

反正現在他已經有她了，
這張照片也不需要了...

我狠下心把它扔到垃圾桶裏。

--------------------------

從未妄想小子可匹配妳大愛。



---------------------

「哇，已經咁夜啦。」我看一看手錶，原來已經十時多了。

「我送你返屋企啦。」他已經很疲累了，所以我拒絕了他，不過他還是堅持送我回家。

「觀塘喎,你確定要送？」我再問他一次。

「嗯。」他仍然要送我回家。

結果途中他因為太累睡了，
我只好到站的時候提醒他。

「好啦，我自己行返去得架啦。」我向他揮手道別。

「好啦咁。」他説完便走到另一邊坐車回天水圍。

-------------------

你明明已經這麼困，

但你依然陪著我到我回家。

-------------------

如若我不肯退開 劇都透了拼命刪改

當一邊攬緊一邊推開幾百遍

還是會有一點期待

---------------

還有一次，

我們坐船到長洲。

而途中我因為暈船而嘔吐。

「有冇事啊你？洗唔洗飲啖水？」他一直掃我的背。

「唔....噁...洗...噁」我拿着膠袋繼續嘔吐。

「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他一邊做動作一邊唱。

「做咩啊你，好低能啊。」我笑着說。



「咁我諗住分散你注意力，等你冇咁幸苦嘛。」他摸着自己頭說。

「噁...」我還是吐了。

「一隻沒有耳朵,一隻沒有尾巴，真奇怪...」他繼續唱。

「哈哈..你個樣好好笑。」...
「不過好似真係有用...」我說，而且我沒有再吐了。

-----------------------

【你是對我特別好，還是你對每個女孩也一樣？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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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麼辛苦的路程，
終於到了長洲。

「舒服哂。」離開船隻的我，仿佛離開了地獄。

「飲啖水先啦。」他遞了一樽水給我。

我喝了一口，
「復活啦。」我向他微笑。

「咁行啦，我地去食野。」他説完便走在我前面。

「好啊，我想食特大魚蛋。」我追上他。

「肥婆。」他笑着説。

「你先肥啊。」我捏了他的手一下。

----------------------
It's disrespectful how you've handled this

Never ending, kinda run around

---------------------

我們走到了一間小食店。

「老闆，要兩串魚蛋啊。」他拿了錢出來給老闆。

然後老闆遞了兩串魚蛋給他。

「嗱，你嘅。」他把其中一串給我。

「好大粒啊。」我看着它並咬了一口，

「呼..好熱啊。」我因為太燙而張開口說。

「吹凍先食呀嘛。」他在笑。

--------------------------

你那個笑容，

深刻印在我腦海裏。



--------------------

I lie to my heart 'cause I thought you felt it

You can't light a fire, if the candle's melted

------------------------------

「不如我地去沙灘咯？」我問他。

「嗯。」他答完我之後我便拉着他到沙灘。

他那天明明穿著新球鞋，
本來以為他會坐在旁邊看，
但結果他把鞋和襪脱了然後陪我玩。

「好舒服啊。」我站在海水中。

「我又試下先。」他也下來了。

可是...他不小心滑倒。
結果差不多全身也濕透了。

「哈哈..笑死我，邊有人會咁架。」我在旁邊笑他。

「快啲拉起我啦。」他笑着抬頭説，我聽到後便拉他起來。

「啊...」本來打算拉他起來的我被他扯了下去。

結果因為兩個人全身濕透了，
去了一間店買衣服。

「件衫好似幾襯你喎，換黎睇下。」我拿了給他。

「喂，條裙唔錯喎。」他也挑了一條裙給我。

「掂！」我很滿意自己的眼光。

「你都唔差啊。」他說。

---------------------------

當初我很任性，

你卻一直在寵我。



---------------------

買完衣服後，

「跟我黎啦。」

他牽著我手走到一個掛情侶鎖的地方...

---------------------

No you don't have to love me

If you don't wanna

----------------------------

他停了下來。

「盈，你估你可唔可以俾一次機會我，同我一齊。」他看著我説。

「嗯！」我答應了他。

他很高興並抱緊我。

「行啦我地。」他拉著我走。

「又去邊啊。」我問他。

「去買情侶鎖囉。」他耳朵紅了而且避開了我的眼神。

那時候的我們是多麼幸福。

還記得鎖上的文字，

「盈with輝 26/3/2013」

--------------------------

Don't act like I mean nothing

But if you're gonna

Well, when you're better off

--------------------------

「輝，好肚餓啊我。」我跟他説。



「你坐響到等我一陣。」他説完便跑走了。

大概等了十幾分鐘，
他拿着兩份燒餅回來。

他把兩個燒餅也分開一半，
一個是奶黃味，另一個是紅豆。

「咁咪可以同時試哂兩隻味囉。」然後他把兩款口味也給我一件。

「好味。」我咬了一口紅豆燒餅。

「食完我地再去食芒果糯米糍。」他説。

「嗯！」我答他。

過了不久，
我們便吃完了。
開始四處找吃的。

巨薯棒、
水果冰、
炸雪糕、
平安馬卡龍等....

最後走前在碼頭附近的糯米糍店,
買了四個芒果糯米糍。
超好吃。

最後也沒有再吐了，
因為太累睡着了。
-----------------------------

Unkiss me, untouch me.

Untake this heart.

And I'm missing,Just one thing.

A brand new star.

-------------------------

【到底你是我的遺憾﹑是我未完的夢，還是真的愛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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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014

我無聊想試做一下心太軟。

我：「輝，我想試下整心太軟(魔鬼微笑emoji)」

輝：「好啊 依加？」

我：「嗯」

輝：「咁你黎我返工果邊(馬嬲掩眼emoji)」

我：「(ok emoji）」

輝：「不過廚房淨係借到兩個鐘俾我地用咋」

我:「Yes sir!」

換好衣服，
我便出門了。
由觀塘出發到天水圍。

------------------------

明知你要上班，

我卻賴著你。

------------------------

以前說的不是這種以後

快樂不該變得像彩虹

都要讓大雨淋過 才短暫擁有

-------------------

「下一站，天水圍。」

很長很長的車程，

終於到了。



我：「輝 我到左啦 依加搭輕鐵(女孩舉手emoji)」

輝：「嗯 等你。」

戴着耳機，
期待等等的見面。

--------------------------

也許和你分開是一件好事，
至少不用每次也坐這麼久車程來找你。

同時卻也換來了一種空虛感。

希望找到下一個他，
一個令我能夠解脫的他。

----------------------------

以前要的不是這種以後

感動被生活輾過

愛情 就磨成了寂寞

---------------------

下車走到了錦記糖水那邊，

看到你已經在門前等我。

「輝~」我向他揮手。

「你等左我好耐？」我繞著他手問他。

「唔係好耐啫，入去啦。」他帶我進去廚房。

進去後，看到他已經準備好所有材料。

「䌫左圍裙先啦。」他遞給我。

我䌫上圍裙，他便開始教我。

----------------------

「首先要預熱焗爐。180度啱啱好。」他調焗爐至180度。



我把它記下來。「之後呢?」我問。

「用牛油搽焗杯底同埋側邊，再灑少少可可粉落去。之後再響焗杯底鋪上烘培紙,方便焗完脫模。」
他示範一次。

「你試一次俾我睇。」他看著我。

我拿起焗杯，「搽少少牛油」我提醒自己。「之後...灑少少可可粉」我用手拿起一些可可粉灑下去。
「再加一塊烘培紙，搞掂！」

「嗯嗯。」他滿意地點頭。

「之後你負責整，我響側邊教你。」他遞了一個大盤給我。

「加朱古力同牛油落去。盤放響熱水上面。」他一邊說，我一邊跟著做。

「用細火隔水蒸盤底，時不時搞一下。」他抓住我手教我如何搞拌。

我跟著他教我的方法搞拌。

「直到朱古力同牛油溶得七七八八就熄火，放響側邊攤凍。」他說。

-------------------

以前說的不是這種以後

心事不該窒息的鎖著

------------------------

「將雞蛋同糖放響盤入面,用呢個搞，打到顏色變白同俾原本嘅大一倍就得架啦。」他遞了一個盤和
電動搞拌器給我。

我一邊搞拌一邊問他「咁樣得未？」
可是好幾次他都答我「未，再搞多一陣。」

「之後將啱先整好嘅朱古力漿倒入去，再用膠刮拌勻。」他再遞一個膠刮給我。

當我拌到差不多的時候，他再教我「要慢慢篩入麵粉,之後臨尾啲麵粉粒就用手或是鐵匙壓落去，再
繼續搞拌。」

最後我把混合物分別倒進焗杯中,放入已預熱的焗爐中，焗約 9分鐘。

完成。

------------------



自從我學會了做心太軟後,

有空的時候我也會自己再做一遍。

但感覺總是跟和你一起做的不一樣。

你知道嗎，

這兩個月對我影響這麼大。

你令我陶醉在這一切當中。

我竟然希望下一個男朋友跟你差不多，

我大概是瘋了吧。

----------------------

待我到長髮及腰時,

我便真的去忘記你。

-----------------------

吃完心太軟後，

我便自己坐車回去。

因為他要上班。

「返到去記得wts我。」他再三叮囑我。

「知道啦。」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便離開。

「都係唔好，我陪你。」他說。

再當我以為他打算送我回家，準備拒絕他的時候..

「我陪你傾計，傾到你返去。」他拿出手機。

我向他微笑。再拿着手機向他揮手說再見。

-----------------------

我在街上還未回家，



你就一直陪我聊天。

-----------------------

【明明我們能夠幸福到永遠，你卻放手了。是不是我主動了，就不會放手了。】



《分手兩年》致那個他(終)

有一次，你送我回家。
車程中，我們一人一邊耳機聽歌。

「點解差唔多成排都係五月天嘅歌架。」我一邊看他的手機一邊問他。

「好聽囉。」他微笑。

「唔信你聽下。」他按了其中一首歌。

而那首歌的歌名是《突然好想你》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最怕朋友突然的關心...」音樂開始播放。

我靠着你的肩膀，
聽着那優美的旋律。
每一句歌詞，每一個音符。

----------------------

這是我第一次聽，

而這次也令我愛上五月天。

-------------------------

「下年五月，五月天又黎開演唱會啦。唔理啊，到時我地一齊去睇！」我抬頭跟他說。

「好啊。」他答應了我。

你還記得這個約定嗎？

本來我上年想去的，可是..我怕見到你。

------------------------

突然好想你 你會在哪裡 過得快樂或委屈

突然好想你 突然鋒利的回憶 突然模糊的眼睛

-------------------------

那次之後，



我們見面的次數也因為工作和上課而變少。

結果我們也因為這樣分手了。

你約我到我們起初認識的地方。

那時候我還以為我們要去約會呢。

但沒想到換來的是這句說話。

「不如我地分手啦。」

--------------------------

如果可以我希望那時能夠成熟一點，

令我沒這麼痛苦。

--------------------------

我們像一首最美麗的歌曲 變成兩部悲傷的電影
為什麼你 帶我走過最難忘的旅行 然後留下 最痛的紀念品

---------------------------

我想經過這兩年..
我大概可以面對你了吧。
所以我買了今年演唱會的票。

聽說你也買了同一日的，
看來你的承諾達成了。

-----------------------------

到底你是我的遺憾﹑是我未完的夢，還是真的愛上了。

------------------------------



故事到此為止，
我只是代筆。
不過文中的語錄是故事中的主角作的。

因為他們的經歷只有兩個月，
所以內容比較短。

不過希望大家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