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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黃昏

黃昏時分，正是四時半左右，一般來說這是大學生一天裡面最後一個課堂。

「屌！九筒槓斷了！」向東邊低頭看手機邊埋怨。
向南説：「槓斷又怎地？」
向東大叫：「槓斷做不了十三么啦！」
向西插咀道：「打跑馬仔做什麼十三么？」
向北道：「你又怎知道他不是剛好翻開麻將便有十二隻，偏偏就是沒有九筒？」
向西説：「哪有這麼巧？那我一打開便是大四喜了。」四人説話聲音起落不斷，跟其他同學顯得格格
不入。

安向東、安向南、安向西、安向北正是四兄弟，父親好賭成性，改了四個兒子的名字做麻將的東南西
北，雖然四兄弟好賭，在學習上亦不拙，竟然考入同一大學。

向西問：「你們確定Jackie上這一班？」
向南說：「T20? 錯不了。」
向西急説：「那為什麼她這麼久都還沒來？」
向東説：「對啊。要是她不是上這個session，這個學期我們豈不是白上？」
向北説：「別急了，聽牌還需要耐性，佢的好朋友跟我説Jackie是上T20的。」班上餘人聽到對話，
都在想：Jackie是誰？這是語文課程，每個學生都必修，而每班只有二十人左右，課室不大。

突然門外傳來把清脆的聲音：「真的嗎？真的嗎？我一直都不知道呢？幸好你告訴我呢！
」
向東南西北心想：「Jackie到了！」

倏地門柄一動，房門緩緩打開，走進一個漂亮可人的女生，烏黑長髮，外貌像極了童星黃美棋，身穿
藍色背心，身材凹凸有致，在同年少女中十分突出，看起來都不輸黃美棋。

Jackie見到向東南西北便說：「哈囉！」笑容天真無邪，就如初春開的小花。向東南西北齊聲答：「
哈囉Jackie！」眾人心中恍然大悟：「哦！原來這就是Jackie！」

原來Jackie跟四兄弟是中學同學，當時在中學極受歡迎，Jackie覺得四兄弟一齊升上大學十分有趣，
故對四兄弟有印象。而四兄弟覺得Jackie內外條件兼備，心中十分傾慕。

接著門外走進一個男生，外表俊朗，深啡髮色，一身古銅色肌膚，看起來大約1.8米高，身穿星戰T-s
hirt、Aape短褲，身上肌肉撐起了T-shirt。Jackie似一個小妹妹拉著大哥哥，叫男生坐在班房的第一
行。

向東低聲説：「男朋友？」
向西説：「不像。」
向北説：「不會。Jackie朋友説她還是A0。」
(A0指Available及0次拍拖)

導師到了後，每個學生先出去自我介紹，向東南西北雖然粗魯，英語對話絕不差勁，滑稽幽默的自介
引得眾人嘻哈大笑。Jackie則説得清脆響亮，笑容令各人溶化。到得男生自介，原來他叫Johnson，



Johnson覺得四兄弟率直風趣，做朋友也不錯，所以對他們微笑。

Johnson回到坐位，跟Jackie悄聲交談，説起很多學校的事，Jackie卻所知不多，聽得津津有味。Jo
hnson原來在走廊才跟Jackie認識，但覺此女生漂亮可愛，大有好感。

突然門外咯咯兩響，走進一個遲到女生。

眾人只呆了，不相信眼前所見，兩眼怔怔望得出神。

門外的女生肌膚雪白，若說Jackie很美，這女生比Jackie還美上一倍！最重要的是她胸前一對乳房巨
大非常，坐D望E，身穿紫色背心、黑色胸罩，呼吸時雙球跟着起伏。她跟Jackie差不多都1.65米高
，但骨架比Jackie大，有點像動漫Maggie那一類女生，熱褲下一雙長腿同樣雪白，粗幼適中。

「Sorry I'm
late.」大波妹躬身道歉，背心領口內清楚看見兩團乳房，只未看見乳頭。一眾男生但覺心中一團慾火
，胯下難以自制，竟硬得發疼，有人更心想：「此刻若一擁而上，必將那雙巨乳射滿精液！」

導師未有留意，兀自整理電腦簡報，大學生遲到乃家常便飯，便叫大波妹take a
seat。大波妹取其方便，便在第一行坐下，正是Johnson旁邊。向東南西北心想：「幹！這mk仔怎
地幸運如此，左擁大波妹，右抱Jackie！」

Johnson則是受寵若驚，陣陣少女香味傳來，適才勃起的肉棒現在更如出籠猛獸。雖然自己都會夜蒲
，見過不少惹火女孩，但卻沒有一次像課室般安靜，一言不發，而左右二女外貌都清純得多，怎可以
外面的濃妝豔抹相比？心裡便開始幻想，幻想著大波妹跟Jackie都脱光衣服，大波妹捧起一雙巨乳，
把乳房用力的抹在自己臉上，揉成不同形狀，壓到自己難以呼吸；另一邊廂Jackie則跪地為自己吸啜
肉棒，「波」的一聲放開，然後問：「老公，舒服嗎？」

幻想一閃而過，Johnson便問：「哈囉，你叫什麼名字，我叫Johnson。」大波妹答：「你好啊，我
叫作Maggie。」Maggie便跟Johnson聊起來，也跟Jackie熟絡了，之後他們便開始知道Maggie是
個很乖的女生，常常為中學生補習，父母從小管教甚嚴，放學多數都會留在家中做運動或看書，故此
學會間、宿舍間便不怎麼聽說過有這美女了。

轉眼六時，課堂完畢，Johnson便問Maggie：「我打算組商學院學會內閣啊，未知你有興趣嗎？」
Maggie一頓，説：「學會內閣即上莊嗎？」
Johnson說是，Maggie在這一個半小時已對Johnson甚有好感，但聽說過上莊極花時間，便説：「
唔我想我要先問問我的男朋友。」説著抄寫一下，然後把紙撕下，遞給Johnson，説：「給你。」然
後匆匆離開。

Johnson聽到Maggie說有男友，心頭一酸，不是味兒。然後一個清脆的聲音説：「你怎麼不問我上
不上莊？」

Johnson見Jackie嘻皮笑臉的望著他，便答：「你上不了莊的。」

Jackie説：「為什麼？」

Johnson説：「你是不是商學院的學生？」



Jackie弄個鬼臉説：「我不告訴你。」

忽然四個聲音説：「我們都是商學院的。」
四兄弟向Johnson自介：「安向東。」「安向南。」「安向西。」「安向北。」

Johnson笑説：「哈哈！東南西北！」

向北説：「我們這T20班都是商學院的。」

Johnson説：「可是Jackie一點都沒有商人的樣子啊！整天嘻嘻哈哈的。」

Jackie聽了馬上作勢要打Johnson。眾人談笑間便説跟Johnson一起上莊，四兄弟醉翁之意當然不在
酒。

Maggie匆忙離開，全因收到男朋友一個whatsapp：『快來！203號房，我好想你！』

來到時鐘酒店，半走半跑地趕來使Maggie衣服頭髮頗為凌亂，令酒店內經過的男士無一不望著她，
但她不以為然，因為她從來待人以誠，少有戒心。到達203號房門口，開門的竟是一個油頭亂髮的肥
胖醜男，還脱得一絲不掛的。

這肥胖醜男便是Maggie的男朋友了。

這醜男説：「老婆！我等了你好久啦！」然後一手把Maggie拉進房間，嘭的一聲關了房門。不待M
aggie脱掉鞋襪，便把她壓在床上，用舌頭不停舔著Maggie的臉龐。

Maggie聞得氣味很濃，心想他該沒有洗澡，便說：「我們先洗澡吧。」

哪知醜男捉住她的玉手摸向下體，倒有大半被未有修剪過的陰毛遮蔽著，難看之極。醜男把肉棒伸在
Maggie手心磨蹭，説：「你看！我多想你！」口中未停舔著Maggie臉蛋。

這醜男在Maggie中五時始跟Maggie拍拖，他比Maggie大上一年。當時Maggie樣貌身材未及現在
出眾，加上醜男是Maggie的數學家教，與Maggie家人關係甚好，糊裡糊塗便跟Maggie一起了。但
醜男考不進大學，就讀asso
engine，極之失望，一輪自暴自棄，連身材也不顧了，日趨肥胖。而Maggie則長成美女，身材皎好
，醜男開始打上她的主意，第一、二次還不怎麼樣，但在之後痴漢慾望傾巢而出，令Maggie成了他
發洩性慾的一流工具。

「老婆！你漂亮得很！」

醜男舔得Maggie一臉口水，一邊磨蹭陽具獲得快感，彷彿天下間最味美的佳餚就在眼前，一刻都不
可停下。Maggie給醜男壓得久不能動，心中委屈得快要哭了，卻又不敢大力反抗。醜男看見Maggi
e楚楚可憐的樣子更是獸性大發，一手扯開Maggie的背心和胸圍，舌頭一直舔下去，在碩大的乳房
上游走，舌頭活像一支毛筆在白紙上下左右的亂畫，一個女生怎會接受得如此羞辱？Maggie緊閉雙
眼，祈求時間過得快一點。



「又大又軟如果我早一點見識到你的巨乳唔唔我便會在幫你補習時偷走你的胸圍唔唔射精上去叫你戴
起來！」

醜男吃maggie乳頭吃得習習有聲，下面脱了Maggie兩條褲子，扳起她兩只腳，將陽具一下捅進去
！

「等等等等！好痛啊」
「啊啊啊啊啊！！！本大爺才是真正的三國無雙啊！！」

醜男前後不停抽插。
Maggie雙乳不停搖晃，下面忍受著男友不公平的對待。

「Maggie! 望著我！」

「呀呀呀幹嘛」Maggie勉強睜開眼睛，望著眼前肥大的身體。

「你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嗎？？」

Maggie一驚，從頭至尾想一遍，到底對這段關係有何不足之處，以至令男朋友對自己失望，或許改
過了，男朋友就會溫柔的對自己

「我老公我不知道呀呀對不起呀」

「你這題數學題做錯了！待我體罰你這頑劣的學生妹！！呀呀呀！！」説罷加速猛烈抽插。

Maggie翹起豐滿的屁股，屁股完全吸收了每次撞擊的震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陽具在
陰道內進出，令醜男完美地滿足性愛的快感。

突然醜男將maggie身子翻過來，抽出肉棒，把肉棒在maggie乳房上按壓，射出不少精液，便嘆道
：「好舒服啊。」也不忙將用指尖將精液推勻到乳房的每一處。Maggie頭向側望，呆呆的眐著窗戶
。

「為什麼你不溫柔一點？」
「這樣才舒服啊，老婆，哈哈！哎喲，很累。」
「你可以溫柔一點嗎」
「你的表情在叫我『大力點！粗魯點！』」
「我沒有喔」
「沒有嗎？那就是你的奶了，每次都會叫我狠狠的下重手」
「你」
「説笑而已，我們去找些吃的，現在很餓，對吧？」
「」
「老婆，你怎麼哭了？快笑一個。」
「嗯。」
「那就代表你不怪我啦。」
「沒所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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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聖誕

又過數月，正是十二月中，天氣卻不怎冷，一群大學生在活動室內工作。

「在你的唱機放低唱片是我
算是暗中一起分享過首歌」

一曲愁傷痛心的流行曲正在播放，從手提電腦的揚聲器播出，音質甚差。手提電腦前坐著一個男生，
目無表情，黑色頭髮遮掩半邊臉龐，頗為mk。大學生溫書做莊務，必會有人播歌，黑髮Mk正是播歌
人，每次都由他播，首首都是悲歌，卻引得四個人大為不滿。

「屌，洗唔洗咁sad呀？」發牢騷的正是東南西北的安向東，但黑髮MK似聽不見，冷冷的自有一股
威嚴。

這黑髮mk原來是商學院莊的內務副主席(IVP - Internal Vice
President)。自從數月之前Johnson邀請各人一同上莊，鬥爭排斥固然不少，過後東南西北竟然盡皆
留下，東是財務(Fin Sec)，南是總務(Gen Sec)，西北則市場秘書(Mark Sec)。

IVP黑髮mk名叫賢風，做事沉穩果斷，但説話甚少，成為大家心目中IVP人選。IVP亦須處理莊內人
事，但賢風寡言，最後大家決定內務秘書(In
Sec)由人見人愛的Jackie出任，兩人合作處理內務，東南西北當時大為失望，均覺賢風幸運之極。

一個女生「啊」的一聲，説：「poster design好啦！」

東南西北蜂擁而至女生那邊，左邊兩個，右面兩個，那個女生被圍在中間，按著滑鼠修改海報。東南
西北哪裡是在欣賞海報？只見那個女生身穿純白U領T-shirt，外穿一件很薄的格子襯衫，沒有扣上鈕
扣，下半身穿起居短褲。東南西北居高臨下，那個女生穿的T-shirt低得露出了一半酥胸，四人邊看
電腦，邊看酥胸。

那女生叫做詩惠，正是莊內美術設計(Promotion
Sec)，她樣子一般，身材卻不差，是那種肉肉的女孩，手腳都比一般女生粗，但胸部發育也有一定份
量，動輒露出事業線，可她不以為然，別人提醒她時她便哭訴自己肥胖，這可一路大大滿足了東南西
北的偷窺慾。

猛地四人背心各中一拳，四拳連發，四人齊聲「哎呀」叫痛，但聽得一把女聲背後：「行開啦，阻住
哂！」一個身高1.7米的短髮女生前來跟詩惠評價討論，樣子平平，身材也平平，正是莊內另一美術
設計麥兒，麥兒的男仔頭性格倒可說是東南西北的剋星。

「超！貪你好睇咩！」東南西北也看夠了詩惠走光，溜之大吉。

他們走到活動室另一角落，一堆人圍了圈，圈內坐有五六個人，正在做些手工，便問：「有冇野幫手
？」

圈內六人便是Johnson、Jackie、Maggie、一對情侶，以及一個穿黑色絲襪的女生。Maggie因為姿
色絕倫，善解人意，被推舉為外務副主席(EVP - External Vice
President)。而Johnson正正就是商學院學生會主席(P -



President)了，大學莊內主席一職，有謂「唔打得都要睇得」，Johnson外貌俊朗，親和力強，簡直
是不二之選。另一對情侶分別是體育秘書(sport Sec)和外務秘書(E Sec)，黑絲女也是Sport Sec。
黑絲女「唉」一聲，説：「心淡啦，依家先黎。返去打牌啦你地。」

那知東南西北真的一下子溜走了。其實四人自認識莊員，便把肉肉女詩惠、TB麥兒、黑絲女稱作「
港女軍團」，因為詩惠愛煲美劇，麥兒不似女生，黑絲女對外國肌肉男星著迷，在她們身上完全沒些
好事，怎能跟女神Maggie、Jackie相比？所以經常要跟她們作對。

黑絲女説：「哼，走咪走，有Johnson陪我(地)咪得囉！」「地」字説得尤其低聲，Johnson報以苦
笑，像個大哥哥被捉弄；小情侶面面相覷，Jackie聽得哈哈大笑，Jackie就像個小天使，黑絲女就似
小妖精。

只Maggie心裡酸酸的，不是味兒。

Maggie自決定上莊，相見男友機會漸少，而Johnson是叫她上莊的人，莊內除了Jackie便跟Johnso
n最為熟悉；而3P(三主席)更要經常開會作策，三人中她倒顯得不夠Johnson、賢風成熟，數月間對J
ohnson的親近，漸漸變為依賴了，只是一直藏於心底，絕不提起。

自「成莊」後，Johnson、賢風、Maggie、Jackie、東南西北、港女軍團、小情侶，一十三人便要
埋首，準備下學期的Promotion Period攤位。大學Pro
P百花齊放，每支莊會新舊交替，嗚天震地，聲勢浩大，完了Pro
P就似打過少林十八銅人，方可上莊。

賢風決定12月24-26日給莊員過聖誕，不用趕莊務，而各有各慶祝活動。

這天是平安夜，Maggie男友醜男三番四次叫Maggie聖誕外出，都被拒絕了。

Maggie心想：「約會是假，到酒店是真，難道我每次都要給她欺負？父母供我上大學，想我開心，
日後靠自己過活，他們如果見到我跟一個欺負我的男人結婚，他們會開心嗎？難道我這一輩子都要給
他侮辱？可是可是我沒有他又怎樣？又會有人愛我嗎？」驀然心裡出現的，是Johnson的影子。

「我又怎可能吸引到他？説到可愛，Jackie比我可愛得多，就連詩惠麥兒她們，都比我率直敢言，假
如他肯對我説半句甜言蜜語」想著突然眼角流下一滴滴淚水，只覺世界像剩下獨自一人，沒有人明白
自己心事。

16:40 Maggie：
分手吧，我不想拖泥帶水。

16:48 醜男：
You kid me? 你嬲呀老婆？

16:50 Maggie：
請不要再找我，我們從來沒有了解過。

Maggie放下電話，合上眼睡了。

Maggie睡醒了，已是夜上7時。她打開手機，按入whatsapp --> 莊group



18:40
向南：仆街啦！今日贊助商比200包糖我地唔記得拎呀！
黑絲女：你4個去拎啦(嬲)(嬲)
向西：我地4個忙緊呀！
Johnson：我去拎啦 
Johnson：但係放係邊？
Jackie：活動室？？
賢風：活動室人多易唔見，有冇人有hall？
Johnson：得 放係我度
黑絲女：Thx Johnson (親)

Maggie的心噗通噗通地跳，立即穿起soc tee從家出發返U。

8時半，Maggie在hall門口，望著Johnson左右臂上擔著兩大箱貨。

Johnson見到Maggie，又驚又喜，説：「點解點解你係度既？你唔係去街咩？」

Maggie：「冇啊我爸媽同細佬去左旅行，得返我一個。我以為你平安夜有人約咋跟住咪見到whatsa
pp囉，跟住咪」Maggie但覺用詞艱難，心跳得越來越快。

Johnson：「你男朋友呢？」

Maggie：「我我冇見佢好耐。」

Johnson「哦」了一聲，似放下心頭大石，便走入hall內。

Maggie站在原地呆了，心想是否要幫他提貨。Johnson回頭，説：「你等我，我轉頭落黎。」

五分鐘後，只見Johnson拿著一支日本清酒，兩個玻璃杯，説：「賞面嗎？」Maggie點頭，便跟Jo
hnson到海邊，兩人坐在石堤上。

「有靚女EVP陪我過平安夜，飲下酒，呢兩箱貨算冇白拎。」
「你好想同我飲酒咩？」
「平時都冇乜機會同你傾計」
「我都好想同你傾計」

Johnson把臉靠近，Maggie心如鹿撞，臉蛋燒紅似的，Johnson伸出右手，來把酒杯取來。

「你冇酒了。」Maggie登時把頭側過，把剛倒的酒喝下去。Johnson從未見過Maggie如此可愛，
臉色紅潤的她比平常更添嬌媚，其實從第一天遇見便對她心動，但一直知道她有男朋友便死心，現在
她卻與男友分開了

Johnson突然摟抱著Maggie，Maggie身子一震，便聽得：「不如你做我女朋友吖」



如此喜從天降的事Maggie怎能相信，胡思亂想之際聽到：

「我同你飲酒唔係想灌醉你，我冇諗過傷害你。我叫你上莊，因為我想見你多啲，我唔想到左落莊先
後悔冇同你發生過莊內戀。」

Johnson一口氣説完，Maggie便用力的攬住他，像怕他會突然消失，然後哭了起來。Johnson摸摸
她的頭，往她小咀吻了一下。

「跟我回hall，好嗎？」

平安夜Hall裡沒什麼人，Johnson搬完貨要洗澡，Maggie躺在床上，心跳加速。Johnson出來穿著
底衫、沙灘褲。

Maggie緊閉雙眼，Johnson吻了她額頭一下，説：「睡罷，你睏了。」便躺在身旁，二人蓋一被子
。這下倒出乎Maggie意料，她一直想著的事沒有發生，就説：「我還以為你想」

Johnson答：「愛一朵花，不在於摘下，而在於灌溉、成長。有些事，不用一晚做完的。」

Maggie默然不語，覺得自己很幸運，但眼前男生睡在身旁，一股男子氣息傳來，只覺得一顆心越跳
越快。不久她脱下了soc
tee，只剩貼身背心和內衣，然後一個轉身，靠著Johnson，Maggie一驚，發現自己碰到他半軟半
硬的下體，便不再動。

Maggie的下面濕了少許，她慢慢地爬上Johnson身上，跟他四目交投，感覺從未試過這樣望他，身
子慢慢向下，一對巨乳壓在Johnson胸肌之上，忍不住吻下去。

他們吻著對方，不放過對方嘴上任何位置，用舌頭舔著對方兩片嘴唇，吻得雪雪有聲，Maggie貌美
清純，身上陣陣幽香，Johnson心神醉盪，閉上雙眼享受她主動濕吻。只見Maggie閉眼伸手往後，
從背後解開胸罩扣子，再從前面把胸罩取出，一雙巨乳得到解放，兩顆乳頭貼在薄薄的貼身背心上，
凸了出來。

Maggie左手把胸罩放到枕邊，右手捉住Johnson手掌往胸口摸去。Johnson掌心感受到Maggie的
乳房，又大又軟，發覺一隻手掌竟不能把乳肉盡握手中，實在受寵若驚，亦感到掌心有一粒硬物，自
是Maggie的乳頭了。他伸出另一手掌，抓住另一顆大奶，手指頭按壓乳肉，而Maggie也停了舌吻
，坐在Johnson身上，坐直了身體，讓Johnson雙手在心口劃圈。

此情此景可説是十分淫亂，兩個初進大學的大學生，在宿舍床上，女的坐上男的身上，身穿白色背心
，像引誘著男的揉著胸部。
Johnson以前知道Maggie外有男友，待她有如朋友、莊員，可是平常相處也總會有一次兩次被她身
材曲線吸引到，她穿起衣服總會把心口隆起，讓人看上一兩眼，今天可以落入雙手之中，Johnson不
禁興奮，雙手越揉越用力，聽得Maggie「啊」的一聲，喘氣伏在Johnson胸肌之上。

「Maggie」



Johnson把Maggie放在床上，二人位置交換，Johnson一邊親她的嘴一邊玩弄乳房，然後慢慢往她
頸上吻下去，換掌為指，雙指來來回回撩起兩粒乳頭，「啊啊啊啊啊」Maggie馬上嬌喘不已，聽得
聲音Johnson便知道Maggie乳頭特別敏感，嬌喘聲更異常刺激起男生性慾，Johnson的肉棒硬得要
緊，一直貼住Maggie肚上。

Johnson脱掉底衫，讓Maggie看到自己陽光古銅的肌肉，然後掀起Maggie僅有的背心，露出胸部
，只見一對乳房渾圓飽滿，份量驚人，兩顆可愛的乳頭有能得利軟糖般大小，呈淺啡色，心無雜念，
便低頭吸啜。

Johnson一時像嬰孩食乳一樣，口裡不停地吸，一時只用舌頭，代替手指，來來回回把乳頭推去，乳
頭硬到極點，啡中帶有深紅色。Maggie可沒試過如此舒服，直想把胸部主動放入眼前男人口中，腰
往上昇，身子給他也沒所謂。

Johnson嚐夠奶子，一路吻下去，吻過了腰間，直到蕾絲內褲面前。Maggie眼睛半合，半咬手指，
腦裡一片空白，突然Johnson手口兩招齊到，兩隻手指輕輕按摩Maggie下體，同時回去吻著Maggi
e朱唇。下體早已濕透，蕾絲內褲也濕了大半，按摩快感陣陣傳來，Maggie也忍不住：「唔唔唔唔
唔唔唔」

Johnson想脱下Maggie內褲，伸手把內褲接下小半，溫柔的問：「可以嗎？」Maggie又喜又羞，
一顆心都給他了，怎會不可？她微微把腰挺高，這下子內褲就易脱了。Johnson把內褲脱過，摸向M
aggie私處，摸到陰部的毛又短又齊，有修剪過，之後用手指輕輕撩撥陰部的肉。

「ah ah ah」

初時陰部濕潤，後來從洞口沾來的西水越來越多，每撩一圈都夾雜著「習習」聲。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呻吟的跟聽的都越來越興奮。

Johnson把頭移向雙腿之間，親了陰部一下，只見粉紅色的長的很美，陰唇也沒有反出來。他伸出舌
頭，挑逗著每一個位置，也聞不到難聞的味道，偶爾輕輕的舔幾下上高的小豆豆，偶爾在小洞口徘徊
。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Maggie哪裡試過這樣的服務，以往醜男只會自己享樂，絲毫不懂女生喜愛的溫柔。

Johnson問：「舒服嗎？」

Maggie説：「啊啊唔好停」在心上人面前暗示了「不要停止搞我」、「我好爽」等等可是已經超越
了自己內斂的性格。

「如果咁呢？」Johnson口舔著一粒小豆豆，一根手指慢慢伸入肉洞，然後直入至沒，再猛地抽出，
再直入至沒，再猛地抽出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唔好唔好停」



突然肉洞一緊，Johnson馬上抽出手指，因為他料到Maggie快要高潮。

Maggie失神説：「做咩ah？」

Johnson站起來，説：「我想我想」

Maggie喘氣説：「我幫你吖！」便馬上把Johnson的沙灘褲脱下，原來裡面還有一條內褲，也即脱
下，卻嚇得Maggie一驚！

被內褲拉下、再從下彈上，一條肉棒硬梆梆的彈上Maggie眼前，跟醜男相比起更粗更長，像司華力
腸，有18公分，Maggie目瞪口呆，説：「你你」

Johnson説：「我岩岩想講『我想訓la』，你做咩除我條褲呀？」

Maggie心知Johnson在捉弄她，可是下體痕癢難受，別無它法，唯有順著Johnson意思走，便站起
用胸口貼住Johnson胸膛，嬌聲軟語説：「對唔住啊除左你條褲，不如等我幫下你吖，舒唔舒服呀？
」一邊用手上下套弄著Johnson的肉棒。Johnson也沒想到她居然這樣挑逗，身子貼著自己，火熱的
肉棒被冰冷的小手握著，單是氣氛也夠淫亂，這是何等刺激。

Maggie的手只能把Johnson的肉棒勉強包住，心中暗暗驚嘆，她用姆指按摩龜頭，把陰莖的液體抹
在周圍，這都是以前醜男逼她做的，現在訓練有素，手法純熟。抬頭望向Johnson，見他正閉著眼，
似在享受突然一股孩子氣，把陰莖放入口中，Johnson「啊」的一聲，然後見Maggie對自己甜笑，
肉棒在Maggie口腔內，被舌頭攪動著，同時頭部亦忙著前後移動。

「含得舒唔舒服呀？」Maggie嗲聲嗲氣説著，把肉棒吐出了再含回。

Johnson摸摸她頭，示意叫她躺下，Maggie「波」的一聲完成一下吸啜，躺在床上。兩人一絲不掛
，Johnson慢慢地扳開Maggie雙腿，成M字型，説：「我冇套。」

Maggie羞澀的説：「唔洗我安全期」

Johnson大喜，把肉棒緩緩推進肉洞，Maggie下體濕得要緊，但經驗算少，肉洞仍很窄，Maggie
「啊」的一聲，原來龜頭進入了，然後Johnson溫柔地説：「我要食EVP啦！」便開始抽插Maggie
。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對Maggie來說Johnson的肉棒真的很大，脹脹的塞滿了Maggie陰道，但抽插的感覺十分舒服，一
下一下盡力配合Johnson的節奏。不消兩分鐘，剛才的感覺重來，下體突然抽搐數下，腦袋完全空白
，達到最舒服的感覺，正是被插得高潮了。

Johnson怎會不知，更加快速度，一條大肉棒插得一些潮水都濺了出來，Maggie也忍耐不住，高叫
：「AH！！！！！！呀呀」

這卻是Maggie第一次高潮，可從來沒有感受過，因為醜男做愛毫無舒服可言，跟Johnson一起既甜



蜜，又刺激，從小只覺得男女之事十分羞恥，現在嚐過這種無可取代的高潮感覺後，只想與Johnson
的肉棒連成一體，每一刻都被快速抽插，不停進入高潮。

Johnson低下頭跟Maggie濕吻，肉棒停留在陰道內，隨後雙手捉住Maggie纖腰，九淺一深抽插，
Maggie一對碩大乳房上下搖晃，不停亂跑，這是屌大波妹其中一個最佳畫面，Johnson見狀，想起
Maggie穿soc
tee的樣子、著suit激凸的樣子、身穿背心走光的樣子，便忍不住猛烈抽插，發洩性慾，腹肌下的肉
棒就像鐵板上的棍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落Maggie身上。

過了一會，Johnson停了下來，抽出肉棒，説：「不如你企落地。」

Maggie有氣無力的落床，Johnson扶著她，打開床尾一個衣櫃，櫃子原本向右，但櫃門打開後成90
度，門內有面鏡子對著房內。

Johnson叫她扶著櫃門彎腰，Maggie從鏡內看到自己和Johnson赤條條的，不禁羞起來，然後慢慢
感到肉棒從後而入，慢慢進行活塞運動。Johnson扶住她的腰，開始加快，Maggie在鏡內看著自己
被Johnson屌，別有一番又甜又羞的感覺，而且特別感到做愛的地點是在大學宿舍，莊內戀、平安夜
、主席、EVP、比人屌緊，種種感覺湧入腦海，格外興奮。

「啊啊啊啊啊啊啊」

Johnson越屌越快，腹肌重重拍打著Maggie，意外地後入時Maggie的屁股把撞力吸收了，令兩個
圓圓的屁股震盪。Johnson望著鏡子，見速度快得令Maggie一對乳房猛烈搖動，乳房受地心吸力下
垂，搖的幅度大出許多，只見Maggie白眼一反，「啊」的高叫一聲，被屌得來了第二次高潮。

「啊~~~~~~~~~~」這一聲拉得很長，聲音奇高，潮水插得噠噠幾聲散落地上。

「呀！」這次卻是Johnson低聲喊了一下，攬住了Maggie整條腰，胸膛貼著她的背脊，盡數把精液
射進了Maggie體內，Maggie感到陰道裡的肉棒似有生命，一跳一跳，體內便多了一些東西，自是
精液，一共跳了一十四下，才拔出來。

其實Maggie並不知道計算安全期的方法，也不知道今天是否自己的安全期，只是她想讓Johnson完
完全全的享受自己，留下美好回憶，才説謊讓他無後顧之憂，大不了到家計會買些事後丸，只是不知
家計會在聖誕會否休息。

Maggie夾起胸部，端向Johnson陰莖，抹起精漿，也是一個她以前會做的動作。

他們稍為清理，穿上內褲，躺回床上，這次真的是休息了。Johnson拿起Maggie的胸罩，上面寫著
「34D」，Johnson問：「可以送比我嗎？」Maggie説：「可以，咁我聽日著咩ar?」Johnson説：
「嗯我聽日送你返屋企先啦」Maggie説：「我屋企有啲亂嘻嘻」

良久，Johnson説：「咁我地講唔講比莊員知？」
「我我唔知呀，你想呢？」
「我想私底下拍住先，可能遲早都知，但係人地問到先講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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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後梯

Johnson悠悠醒轉，睡了一覺感到身心舒暢，然後聞到一陣少女身體香味，只見Maggie仍在睡夢之
中。

Johnson睜眼見她，只覺幸福無邊，Johnson有氣無力地單手撐起床，打算出去沐浴，但見Maggie
只穿純白背心、蕾絲內褲，側睡在旁，緩緩呼吸，睡得樣子好甜，背心薄薄貼胸，突出兩粒能得利軟
糖大小的乳頭，嬌媚無限。

Johnson輕輕摸摸Maggie臉蛋，掃了一下她白滑的手臂，Johnson見無反應，慢慢拉起她的背心，
兩個乳房便跑了出來，側睡時兩團肉一同傾下。

Johnson以緩慢的節奏一下一下捏著柔軟的胸部，感受著乳肉的觸感，然後把頭緩緩向胸部靠去，伸
出尖舌，使出「蜻蜓點水」，點了乳頭一下。

其實Maggie卻是那種「打鑼都不醒」的女孩，要不是鬧鐘連續響鬧，或是有人不停叫她名字，她都
不會輕易醒來，更何況Johnson靜得針掉下來都聽到，Maggie又怎會知道？之後Johnson舔得興奮
，孩子氣起，更把頭堆入兩個奶子間，自己就像三明治的餡料。

玩了一會，Johnson把背心拉好，便去洗澡。

浴室就在房外，這層宿舍較遲落成，每兩個雙人房間外便有一個浴室和洗手間，十分潔淨。而這宿舍
沒有hall莊，一天到晚都很寧靜，有hall莊的宿舍分別叫做「黑鑽」、「瑪瑙」、「藍寶」、「翡翠
」、「琥珀」，從前五舍平起平坐，現在「翡翠」聲勢最大，它的資金、運動成績、人數遠遠超過其
他hall莊。

Johnson拉動開關，熱水嘩啦拍打臉上，水蒸氣隨隨升起，充斥著淋浴的企缸。

Johnson中學時拍過幾次拖，最後一次的是中五時，女友因移民不得不分開，中學生不能挽留什麼，
自己要應付公開試，無疾而終。Johnson洗澡時想起許多舊事，像溫習自己的青春，入大學前希望可
以上莊、有個人品好的女朋友、努力讀書，想到現在的女朋友不但性格良好，而且臉蛋漂亮，也是莊
員，便閉上眼會心一笑，覺得天大地大，胸襟廣闊，享受人生新的一頁。

同時又想，莊內女孩很多，卻好像還是Maggie最好。小情侶不管了，詩惠、麥兒樣子不差，可是欠
缺溫柔，而Jackie和黑絲女無論樣貌身材都是這大學的一流角色，兩人嬌柔但是性格截然相反，就像
一白一黑的小天使與小惡魔，Johnson心問：「如果她們同時跟我表白，我會選擇誰呢？」黑絲女和
Jackie都好像沒有Maggie漂亮誘人，黑絲女也太造作了，哪知道她哪一天會對著其他男生嗲聲嗲氣
？還是Maggie最為可愛，連表白也不會，只會依著自己。

Maggie揉揉眼睛，緩緩醒來，發覺摟住自己睡覺的臂彎不見了。她整夜被Johnson摟著，雖說他們
是對情侶，可是她怎會試過被人抱著一晚？一顆心撲撲亂跳，面紅耳赤，但歷兩次高潮，最後還是不
支睡去。

Maggie聽到浴室水聲，起了床，刷過牙，站在浴室門口，心裡十分掛住Johnson，七上八落。她緩
緩打開門，聽得Johnson在唱"Fly me to the
moon"，用忍者的動作靠門偷看，但見Johnson雙手放頭，滿髮泡泡，正在閉眼洗頭。一路下望，



是Johnson招牌的古銅色肌肉，兩件鼓脹胸肌及一組八件腹肌加人魚線，Maggie心也醉了，再向下
望，只見Johnson陰莖昂首而立，半空硬挺，熱水偶而打上，濺起水花。

Maggie臉蛋燒得通紅，但眼睛離不開這副似雕塑藝術品的身體，只覺自己全身越來越熱。過了一會
，水聲沒了，Maggie恐怕被見，迅速回到房間。等Johnson出來後他們就收拾行裝回家。

過了好幾星期，已是二月，ProP已開始了一個禮拜，商學院學生會在一眾莊會中跑出，知名度奇高
，九間院校皆聞其名，原因有二：一是莊員美女如雲，貌美如花，如煙如霧；二是IVP賢風屢出良策
，邀請一眾商學院教授在攤位前品酒，教大收宣傳之效。

到得週末，Johnson跟眾莊員在活動室準備餘下三星期的宣傳活動。

「Johnson！你睇下！個uni secret page有人擺你幅相上去呀！」肉肉女詩惠大聲叫道。

東南西北馬上接腫擁去，你一句我一句「咩呀？」、「睇過」、「行開啦，睇唔到呀」，餘人有些也
用電腦瀏覽secret page。

『商學院180男神』
『#校草』『#好charm』

詩惠説：「佢地話你係校草~」短髮麥兒問：「之前邊個係校草呀？」詩惠説：「呢度都有commen
t問呀，下面有人覆『who fucking
care』喎。」黑絲女「唉」的一聲，嬌聲説：「Johnson你做左校草都唔可以唔理人地架~你要陪我(
地)繼續食lunch啦、去街啦、拎sponsor啦、執紙皮架~」

Johnson微微一眐，見Maggie嘟起小嘴，只在發呆，莫不關心的樣子。然後左邊遞來一玻璃杯，裝
有白酒，聽得：「恭喜哂喎Johnson！」，Johnson抬頭望見一個男生溫暖笑容，那男生叫歐克朗，
就是小情侶中的男生，神情舉止極有風度。向南説：「哦！你偷白酒！」那些白酒是招待教授剩下的
，東南西北早就打了飲酒主意，但是怕被賢風責備，久久無人夠膽開口。

歐克朗風度翩翩拿起另一個酒杯，倒下白酒，微笑著遞給安向南，然後給東西北，再給其他莊員，賢
風取杯時仍望著電腦，説聲「唔該」。歐克朗舉起杯笑説：「To our
Johnson!」大家咕嚕喝下，暢快無比。

Jackie説：「咦？咁邊個係校花呀？」凱汶説：「梗係Maggie啦，邊個靚得過EVP呀？」凱汶就是
歐克朗的女友，Maggie向她溫柔微笑，心裡卻想：「他是校草，我是校花就是一對，嘻嘻。」但聽
得Jackie説：「咁點解冇人話Maggie係校花既？」賢風眉頭一皺，心想這內務秘書真蠢得緊要，出
口便傷了人。

詩惠説：「其實呢，我地U不嬲有校花既，不過佢好少出現姐，而且係佢身上冇乜good
news。」Jackie問：「下？佢邊個呀？」歐克朗説：「Jackie你應該見過架噃。」Jackie不知，賢風
開口：「每一次咁多個soc開大會，有邊支莊個會長一次都未黎過？」Jackie驚訝地説：「啊！係可
純！係『翡翠』既可純！」詩惠説：「冇錯！就係佢，佢同Maggie邊個靚啲我就唔知la，不過呢個
叫可純既女仔一啲都唔單純，聽講佢同好多U既男神都有關係。」Johnson説：「我都聽人講佢Oca
mp房game玩得幾癲，間房特別多男仔。」賢風説：「嗯，佢仲搞到Marketing
Department個TA(教務助理)同女朋友分手。」



「仲有佢搭上左個警察啊！」「仲有佢補習老師啊！」「仲有佢姐夫啊！」「仲有你老豆啊」「屌你
你老豆咪即係我老豆！」麥兒各打一拳，説：「收皮啦你四個！」

歐克朗説：「其實我地未見過佢...好多流言蜚語唔好盡信，咁會好傷害一個人...」眾人覺得甚有道理
，根本誰也沒有見過這個可純，道聽途說之事一起討論，實非有識之士所為，心裡暗暗讚嘆歐克朗果
真是一個君子。

凱汶望著歐克朗神情認真，正氣凜然，暗地為這男友傾心。

Jackie説：「好啦，夠鐘『傾心事』啦。」「傾心事」指莊員要跟Jackie單對單聊一聊天。賢風處理
內務得心應手，根本不需要Jackie這內務秘書，但他素知莊內人際關係重要，每人都是齒輪，他便指
派Jackie定時與各莊員談天，讓他們訴説意見，當然，這單對單對話不會有第三者在場，而其他人都
不會對Jackie存有戒心。

Jackie便拉了安向南到活動室外的後樓梯，安向南便哭訴他們想喝剩下的酒，又吵又鬧，反正再吵都
沒有人聽見，Jackie聽後便安慰他。

過了半個小時，Jackie和向南回到活動室，然後輪到歐克朗的「傾心事」時間了。

「我想quit莊。」歐克朗説。
「咩哇？！」Jackie叫得比剛才安向南還要大聲，這消息就像一個雷劈在頭上，繼道：「做咩呀？係
咪你係莊入面唔開心呀？」Jackie説後快要哭了，心想自己一直都有留意大家，但歐克朗出名是個謙
謙君子，絕非説笑。

歐克朗説：「唔係你唔好問啦，我真係好大壓力。」
Jackie問：「你有冇同凱汶傾過ar？」
歐克朗「唉」了一聲，説：「其實係我想同凱汶分手。」

Jackie嚇了一驚，心想這一切便有道理了，她知莊內情侶分手是件大事，不但會令氣氛低落，相見尷
尬，處理得不好或會令兩個莊員不再出現，離開所有事務，而歐克朗這樣做就想把傷害降到最低，好
顧及凱汶的面子。

Jackie既知壓力來源，便主動問：「你同凱汶係咪發生左啲咩事ar？點解我冇聽凱汶講起既？」
歐克朗説：「實不相瞞，係我地每一次sex佢都唔肯幫我用手同用口，佢自然唔會同人提起呢啲野啦
。」
Jackie問：「咩係用手同用口呀？」歐克朗見她不避諱，説了大概。

Jackie聽過，反而越覺好奇，她只知男性下面是根長條狀東西，心裡考究到底如何「手握」？放進口
內還有空間剩下嗎？歐克朗繼續説：「用手同口舒服好多架，我以前個女朋友都會咁做，偏偏凱汶唔
會。」
Jackie越聽越不明白，不再集中在凱汶上，便開始問「咩係莖部？」、「咩係含住舔個頭？」、「精
乜唔係『乜野』果陣先有架咩？」、「個頭咩樣架？」、「個頭有冇毛架？」

歐克朗説：「一係咁啦，我都仲未quit莊，算係你既莊員，莊員就好似兄弟姊妹咁，如果你唔介意既
話，我比你摸一下咁多啦，一下咋，你唔好同人講呀。」
Jackie想了一想，歐克朗説：「同埋我唔想尷尬呀，如果你摸我，我對眼會望向另一邊，我唔想見到
你既表情。」



Jackie向外望望，問道：「會唔會有人黎架？」
歐克朗説：「唔知架，呢度你熟過我架嘛，不過我諗傾緊心事，佢地有咩會打比你掛。」

Jackie説：「好啦。」
歐克朗説：「一下架咋。」
一手拉起少少短褲邊緣，一手拉住Jackie冰冷小手前往褲內。Jackie未及反應，手便摸到小撮毛髮，
繼而是條半軟肉棒，捏上手肉感十足。她四根手指搭上肉棒，歐克朗緩緩移動她的手，她便驚覺肉棒
變得又熱又硬，還變得又長又大。

「點解會咁既？」
「我都唔知呀，不過有啲舒服。」

歐克朗鬆開了捉住她的手，Jackie的小手已在自己搖動了，冰冷的小手和灼熱的肉棒兀自交鋒，陣陣
快感傳來。Jackie一邊搖動，一邊瞧著歐克朗的反應，見他低頭緊閉雙目，偶然皺一皺眉。

Jackie問：「你呢個樣係舒服定辛苦呀？」
歐克朗冷靜説：「唔知呀，你有咩感覺呀？」

Jackie倒答不上什麼，只覺從來未見過歐克朗這個表情，十分滑稽。

Jackie想到歐克朗剛才說起的性事，一男一女坐在後梯，伸手褲內，已不知不覺間為他打起槍，每當
速度加快，歐克朗眉頭便緊皺一下，就像拿著對方把柄一樣，手中事物極為重要。

歐克朗説：「你唔介意我拉開條褲吖嘛？」

Jackie摸也摸了，倒不介意看上兩眼。褲子拉下，一條陰莖完整呈現Jackie眼前，大概十二三公分長
，Jackie終於看得清楚，什麼是頭，什麼是莖，之後每一下上落都用手指圈套過龜頭，讓歐克朗刺激
得很，Jackie見到揉搓皮膚便有些透明汁液走出來，她便努力搖動，看看會不會有更多跑出來。

歐克朗把頭轉過來，見她看著自己下體看得入神，陰莖變得極硬，又從她吊帶背心領口看下去，兩團
C奶撐起背心，看上去又白又嫩，靠一對淺藍色乳罩托住，有意無意擠起，深不見底。Jackie也不是
第一次走光，歐克朗卻是第一次居高臨下觀賞Jackie毫無防備的北半球，聞著她的香味。

歐克朗説：「估唔到我地唔係戀人，你都會幫我打飛機你仲識得打到咁舒服。」

Jackie聽他在讚自己，意氣風發，馬上來回轉換不同手勢，刺激歐克朗的陰莖，讓他十分受用。

Jackie問：「係咪會射架？」
歐克朗説：「係呀，但係你可唔可以用口呀？」
Jackie：「下但係上面有啲有啲」
歐克朗説：「哦！果啲唔係尿黎架，一係你就咁舔一下個頭吖，一下咁多，我就會射架啦。」

Jackie鬆開了手，撥起一把頭髮，彎下腰把頭緩緩移向歐克朗雙腿之間，歐克朗單手扶著肉棒，等待
Jackie。Jackie面前就是一條陰莖，一跳一跳的，距離近得呼一口氣都會讓敏感的陰莖感受到，陰莖
上有種獨特的味道，Jackie用欣賞的眼光打量著它，然後伸出少許舌頭，輕輕往龜頭一舔。

「呀！！」



Jackie被歐克朗誇張的呻吟聲嚇到，只見歐克朗已躺在後面的樓梯級，看似虛脱的樣子，已閉上眼，
口中念念有詞的説：「嘩點解舒服過用手咁多既」Jackie被這麼大的效果嚇呆了，剛才一舔入口無味
，反感已去了大半。

「喂真係咁舒服咩？」
「係呀用口舒服過用手好多。」
「我幫你用口好唔好？」

説著歐克朗坐起身，圈圈畫畫指點了Jackie幾下，避免牙齒刮傷，然後Jackie趴下他雙腿間，含住了
陰莖，上下移動著，沒有任何技巧，留意藏好牙齒。歐克朗感受著Jackie小咀的服務，心想胯下低頭
幫自己含棒的可是內務秘書，人見人愛的她是萬人迷，現在是一隻聽自己話的小貓，口中是自己的肉
棒。

「呀你個口好暖。」歐克朗説。
「你條野都好暖。」Jackie口齒不清地説。

Jackie只上上下下地低頭含住肉棒，肉棒磨擦著她口內，她都不知要「用口」到何時，只好不斷重覆
，讓肉棒塞滿自己小咀。歐克朗享受著每一下進出，看著自己的身體和Jackie相連起來，相連的位置
就是陰莖插入了小咀，自己的前列腺液將留在她咀部內，雖説Jackie在做主動，歐克朗也會偶爾挺起
腰，把整根肉棒插進Jackie口內，頂到盡頭快感十足。

歐克朗説：「我想射啦。」
Jackie口齒不清地説：「咁點呀？」
歐克朗説：「因為精同尿唔同，精對人體冇害既，正常情況個女仔會含實，然後等佢射哂先，不過如
果你接受唔到就唔洗啦，唔係個個女仔都接受到，好似凱汶咁。」

Jackie聽後「嗯」的一聲，努力含了幾下，歐克朗説：「呀Jackie，我射啦。」

精子從肉棒中噴出，全部射進Jackie口內，肉棒在咀內感到整個口裡變得十分熱。Jackie以為射精一
下而盡，想不到肉棒又跳幾下，又有新精湧進口內，所以遲遲不敢吐出肉棒。

歐克朗説：「射完架啦」

Jackie吸啜幾下，雪雪幾聲，唯恐漏出精液，讓把肉棒抽出咀巴，歐克朗見她喉頭一動，呑下全部精
液。

歐克朗穿回褲子，拉起Jackie手掌，説：「唔該你吖Jackie。」
Jackie説：「你依家覺得點ar？」
歐克朗説：「我好好多，我完全冇諗過你咁好，又咁叻，呢個問題我真係屈左係心好耐。」
Jackie説：「咁今日既事你唔可以同人講ar，如果唔係如果唔係」
歐克朗説：「得，冇問題，我唔會同人講。」

Jackie與歐克朗一同回到活動室，過後想起，Jackie也説不出有什麼感覺，覺得自己像完成了一件秘
事，又覺得對兩人感情無害，因為她不愛歐克朗，而自己看過碰過歐克朗最重要的部位，自己全身卻
沒有給他佔過丁點便宜。



*圖片與本文絕無關係 請絕對唔好用黎想像Jackie

*圖片與文章絕無關係

*圖片與文章絕無關係







四. 更衣

呢篇真係不得了
越寫越血脈沸騰

Johnson(會長P) 賢風(內副IVP) Maggie(外副EVP)
Jackie(內秘In Sec) 歐克朗條女凱汶(外秘E Sec)
安向東南西北(財務 總務 市場 市場)
肉肉女詩惠 TB麥兒 (宣傳x2 Pro Sec)
歐克朗 黑絲女雨希 (體育 Sports Sec x2) 

四. 更衣

歐克朗和Jackie齊回到活動室，若無其事。

Johnson電話震了一下，收到whatsapp。

16:37 賢風：
你打算幾時公開？（奸笑）

16:37 Johnson：
what?! 你幾時知架？

16:37 賢風：
一個月前啦，開3P會果陣留意到

16:37 Johnson：
頂，仲以為瞞到埋你添（失望）

手機又震一下。

16:38 Maggie：
「圖片」

只見Maggie拍了一張Johnson專心用手機的照片。

Johnson心想剛剛開sem，若經常與Maggie出相入對總會惹人注目，公開有何不可？

正當大家低頭工作，便朗聲説：「咁多位，我同一個莊員有野想宣布。」望向Maggie，見她低頭不
語，其實Maggie面紅耳熱，緊張得很。

「Maggie同我一齊左兩個月啦！」

賢風一早知道，所以依舊目無表情，但大半數人都驚訝不已，霎時人聲沸騰，你一句、我一句過問他
們，Maggie登時羞得無地自容，很快他們拍拖一事傳遍校園。



Pro-P第二星期，Johnson拖著Maggie的手走在橋上，同返宿舍。

自從他們拍拖，Maggie很多時間留宿Johnson房間，跟家人交代申請了入住宿舍，家人忙於工作，
心想女兒大了，放手允許。新一學期Johnson打通人脈，買了兩個床位，跟Maggie住在同一房間。

Maggie説：「唉，好大霧啊，返去要開冷氣。」

Johnson説：「係囉，仲著住suit，成身痴笠笠。」

到了房間，二人放下行裝，Maggie關好了窗，踮著腳尖開了冷氣。

突然Johnson從後環抱著她的腰，兩人面對窗外霧茫景色。

Johnson説：「你著suit好靚。」

Maggie甜笑説：「你都唔係第一次見」

Johnson聞著她長髮的香味，説：「你岩岩present果陣個個都望住你，你個心口凸到件裇衫逼爆啦
，啲鈕要飛出黎啦。」

Maggie説：「係咩？我中意你望我。」

Maggie回頭望著Johnson，嬌美柔情，Johnson輕輕吻下她的咀唇，兩人閉上了眼，濕潤的咀唇緊
貼著對方，Maggie轉過了身，Johnson雙手放在Maggie行政黑裙外的屁股，輕輕揉著，Maggie的
呼吸聲越來越重，Johnson伸手解開Maggie白色裇衫最高一顆鈕扣。

Maggie説：「唔唔沖涼先哪。」

Johnson説：「我中意你著住suit。」

Maggie説：「好la，你坐低。」

Johnson坐上了床，一張放衣服的，另一張平時二人同睡的。

Maggie羞澀的站立在Johnson前面，緩緩解開第二粒、第三粒鈕子，Johnson驚覺衫下沒有穿著打
底背心！

Maggie只解到第五顆，餘下裇衫沒有從裙子內拉出，兩邊白色裇衫開成V字領口，只見裡面戴著紫
色胸圍，緊緊承載一對豐滿34D
cup乳房，兩個圓球中間擠出深溝，乳罩顯得一身專業打扮更加高貴優雅。

Maggie説：「你好衰呀，掛住望人個胸，唔聽人present。」

Maggie把Johnson一擁入懷，胸口按壓他的臉孔，Johnson毫無反抗之力，眼前漆黑一片，全是柔
軟乳肉，只能在乳溝中找到空間呼吸，越想離開，Maggie越會出力收緊擠壓。



Maggie頑皮地説：「壓死你！壓死你！嘻嘻。」Johnson難以回答，只能「嗚嗚」作聲，似是求饒
。

胸圍扣子在前，並不在後，Maggie解開胸圍扣子，一對肉球蹦跳出來，即見兩顆能得利糖大小的深
紅乳頭，胸圍只是掛在兩邊，沒有掉下。Johnson當時心想：這生可難找到如此美的一對奶了！

Johnson閉上眼睛，伸出舌頭，想也不想張口便舔。Johnson舌頭碰上乳頭，便發瘋似的來回撥動它
，就像開了機器一樣。Maggie被舔得好不舒服，主動捧起雙乳，將乳頭端過去。

Maggie卻説：「Ahhhhh~ 你好猴擒！」

乳頭隨著Johnson的挑動不住改變方向，Johnson只舔乳頭，不碰乳頭全力令到乳頭變濕變硬，弄得
Maggie渾身騷癢。可是Maggie心底裡卻很喜歡被玩弄乳房，越是挑逗，越是激起性慾，覺得旁人
越是玩弄，便會越是顯得自己被動、被玩弄，也是代表別人很是喜歡自己雙乳。而且眼前玩弄自己的
是朝思暮想的男朋友，榮升校草，教她怎能不心動？

Maggie下體已然全濕，説：「好舒服ar揸我，揸我，ahh~」

Johnson聽見女友叫得銷魂，覺得她既主動，又是淫蕩，立即使出「雙龍出海」，雙手抓向乳房，盡
情搓揉，D
cup乳房馬上揉成不同形狀。然後使出「撩雲撥霧」，雙掌平按乳房，不住打圈按摩，按得Maggie
嬌喘連連。

「Ah唔好停你揸夠姐姐未ar」

Johnson心中忍笑，知道Maggie每當興奮便愛自稱「姐姐」。Maggie比Johnson小上數月，但她
覺得自稱「姐姐」便不輸給Johnson，免得Johnson欺負。

Johnson童心忽起，挑逗説：「姐姐你知唔知？每次我揸你心口，你個樣都好relax，好似唔識反抗
，心口兩舊肉比人任玩，我好中意見到你咁enjoy既呢一面。」

Maggie聽到Johnson像在表白心事，羞得想掩過面，女生接受性愛之事，並不代表承受得了語言挑
逗，平常別人待她如女神，Johnson如是，想不到兩人共處一室時自己便受羞辱，可是卻被羞辱得興
奮不已。

Maggie呼吸沉重，一喘一喘，乳頭上還跟舌頭連著一絲口水。

喜歡巨乳的Johnson一早興奮起來，西褲支起帳篷，粗壯的大肉棒頂得辛苦，根本無法藏住。Maggi
e剛好碰到，臉上一紅，馬上避開。

Johnson笑説：「做咩咁怕醜？」

Maggie臉上紅如冰糖葫蘆，Johnson禁不住吻上她，拉她小手摸著肉棒，一手仍在揉乳。Maggie
不是初碰肉棒，但每次摸上Johnson都説不出的害羞，只覺真的很大。

Maggie輕輕拉開褲鍊，解開褲鈕，掏出肉棒，輕輕的套弄著。



Johnson很喜歡Maggie的柔情似水，忍不住呻吟：「啊啊好舒服啊，姐姐。」

這話令Maggie精神大振，馬上變回主動，Maggie大著膽子，便説：「會長人地好想做EVP我為你
做乜都得架」

聽後Maggie感到手中肉棒硬了少許，甚是得意，再嗲聲嗲氣説：「會長，你咁好收留我比我係你宿
舍住，你中唔中意我咁樣報答你？」

再説：「你覺得唔夠可以等人地訓左跟住偷偷地『咩』我架人地可以比你架」

Johnson只覺Maggie攻勢來得凶猛，只能閉眼忍住，雙手撐在床上，感受肉棒被套弄著。

Maggie又説：「如果你要完人地都覺得唔夠我仲有好多莊員，有一個秘書叫Jackie，又靚女身材又
好，仲要冇拍過拖架！仲有一個叫雨希
(黑絲女)，佢成日姣我地會長架！如果你想試下想食埋佢地我可以幫你安排下既佢地一定會好好服侍
你~」

Johnson暗叫不好，肉棒馬上硬如鋼鐵！此時Maggie已經含住肉棒，大力吸吮，咀上功夫勉強應付
得了粗長巨物，只覺龜頭滲出許多液體，一一用舌頭舔去，低頭埋在Johnson雙腿之間，就像一隻小
貓乖巧地吞吐著陰莖。Johnson未知Maggie剛才是諷是探、玩笑還是認真，只覺Maggie還是在意
黑絲女的，但越聽越慾火焚身，吸吮了十餘下，便抬起Maggie，背對自己，脱下絲襪和內褲，從後
插入！

Maggie穿著一身行政裝束被插入，一條巨物在身體內進出，好不舒服。雙手被Johnson從後拉住，
完全不受控制，只有被插的份兒，一雙碩大乳房不住搖動，垂向地上，顯得乳量倍增，每一下插進來
都覺轟天動地，屁股不住吸收震盪，快感從穴洞中傳來，身體以源源不絕的泉水回應。Maggie知Jo
hnson又忘了戴套，但心中卻因他狂野感到幸福。

Johnson猛叫：「屌！屌！屌你！EVP咁淫！！」

室內「啪啪」作響，Maggie忍不住淫叫著。

「啊啊會會會長啊啊老老公唔唔唔你你條你條好好大啊啊啊唔唔好停入面好好舒服啊啊」

突然「咔嚓」一下聲響，電子匙卡插入，Maggie鬆手捂住了口，知道隔壁同學回來。宿舍兩間房間
各一扇門，外面再有一門，兩門中間是四人分享的獨立浴室廁所，所以剛才發出聲響的是外面的門。
之後另一下的「咔嚓」，應該就是兩人進入房間。

Johnson抱住了腰，繼續抽插，Maggie緊緊捂口，生怕鄰房聽見。其實香港人不似外國，聽到隔壁
做愛都不會走過來拍門投訴，最多寫上臉書、寫上大學secret專頁。

Maggie忍不住聲，小聲「呀呀」叫著，Johnson在旁耳語：「叫出黎啦，佢地唔理架喎。」Maggi
e背著搖頭。

「隔離果兩個engine仔毒撚黎咋，聽左都唔敢笑你啦，最多一路聽一路J姐」



Johnson見Maggie聽得有反應，加快抽插，馬上低聲説：「你知唔知佢地出入成日望住你對大胸？
佢地成日都偷睇你沖涼、換衫架！佢地話成層樓你對波最大，問我你訓教戴唔戴bra喎，我話：『唔
戴架，條女成日引我屌佢，最中意人地粒聲唔出揸落佢度，佢唔會反抗架！你地下次可以試下喎！』
兩條友聽到下面扯哂，佢地仲偷左你一set under，一個要bra，一個要褲仔，夜晚攬住黎訓。」

Maggie啼笑皆非，心想Johnson連他們名字都不知，不要臉地吹噓，但自己卻越聽越興奮，下體流
水淙淙，抽插有聲，彷彿自己全身被隔壁兩個engine同學摸遍，騷麻感覺不絕。突然感覺來到，再
也忍不住

「Ahhhhhhhh！！！！」

這下子隔壁肯定聽到了，只覺快感通透全身，已然達到頂點！

Johnson料想不到陰道突然收緊，插起來特別舒服，再大力插五下，便把陰莖抽出，一股濃精射向M
aggie的屁股和大腿，舒服得虛脱似，這便不會弄髒Maggie身上服裝。

Maggie仍是一個穿著行政服裝的大學生，只是腳上少了絲襪，多了一些濃白精液，性愛過後十分好
看，專業打扮下沒有穿內褲。

有些女生討厭射精射在身上，認為那是男生的殘餘物，但是Maggie中學交往就接受了，全都是給醜
男硬上，沒有感覺。今天卻是意外覺得這是Johnson深愛自己的證據，無論肉身還是心靈，都會甜蜜
回味跟這伴侶一起快樂。

Maggie伸指沾起腿上濃精，一放入口。

Johnson忙説：「很髒的！」

Maggie笑説：「我中意你啲精。」然後蹲下身子，溫柔的含住了陰莖，饒舌清潔。

Johnson心下感動，暗為剛才做愛所説的話感到一絲內疚。又想起Maggie一句話，説：「對唔住啊
，我唔知你介意雨希(黑絲女)」

Maggie説：「其實我真係冇介意架！我我中意你我一直覺得你條件好好，你唔會留意我。但當我地
一齊，我知道有好多女仔會繼續埋你身，我真係唔會介意你對其他女仔有反應，男仔好中意『咩咩』
，但係我唔想你中意左第個，我想你」

Johnson把她擁抱入懷，説：「咁你中唔中意同人『咩咩』？」

Maggie説：「我我我唔中意比第個搞，我淨係我」

Johnson猛地想起一事，驚説：「我地miss左去睇同天文學會場波啊！」

「Ah！快啲換衫落去！」

*圖片與文章絕無關係





晚上，商學院學生會對上天文學會的足球隊，商學院勝，今年的足球隊人才濟濟，因為Sport
Sec是黑絲女雨希，大多球員因而加入，即使追不了手，也可建立關係，亦可認識學生會內其他女生
；而歐克朗又是球員，又是另一Sport Sec。

賽後球員正在圍圈討論，汗臭交雜，幸好身處室外球場，時有晚風。

「估唔到！雨希係度！Jackie都黎埋！」
「你岩岩見唔見到？」
「__見到咩我企咁遠！」
「岩岩入波，佢件soc tee跟住佢跳起！裡面冇戴胸圍架！」
眾人低吟：「哇屌！真架？！」問：「咩色架？」
「著左sports bra囉」説話那人便被眾人打上後腦。

歐克朗説：「Maggie都有黎喎。」
餘人説：「頂你地個P就正啦，食EVP」
歐克朗陪笑説：「咁你地追Jackie囉。」然後站起離開，眾人知他要做莊務，經常來去，顧不多理。

歐克朗有禮貌地跟Johnson等打招呼，便去觀眾席下的更衣室洗澡，這便不需要跟眾人爭奪洗澡位置
。

歐克朗想眾人打著Jackie主意，笑而不語，回想Jackie在後梯跟自己快活，便關上花灑，用肥皂清潔
下體。

突然洗澡間的塑膠簾子被人一個打開，竟是Jackie！

二人驚魂未定，歐克朗一個虎爪伸出，電光火石將Jackie拉進，關起簾子！

Jackie大驚，説：「你做咩呀！」
歐克朗「噓」的一聲，説：「咪嘈！你聽下。」

Jackie只自望著歐克朗裸露的驅體，心跳加速，雖然見過他的下體，但看全身裸露站在面前又是另一
回事。同時聽到真的許多男生進入，是天文學會足球隊，心想自己竟然錯進男廁！

Jackie説：「我唔知係男廁架！我仲以為點解女廁會有一個個尿兜！」



歐克朗低聲叫道：「你細聲啲！出面咁多人你岩岩如果出去，點解釋你係男廁呀？」

Jackie急説：「你掩護我出去啦！」
歐克朗説：「出面咁多人，我仲要成身泡泡，你等我沖身先，再幫你諗辦法，好冇？」
Jackie低聲説：「你快啲沖完著衫！」
歐克朗説：「好啦，你比我望一望出面。」

歐克朗跟Jackie前後對調位置，洗澡間只能容納兩人，走過時陰莖有意無意的掃過Jackie手腕，陰莖
肥皂滑不溜手，一掃即過。Jackie面紅了紅，已站在花灑下。

歐克朗看過外面，想再調位，Jackie怕再碰到他的陰莖，便説不用。

歐克朗問：「你sure？」
Jackie點了點頭，歐克朗説：「咁我沖啦」。

一開花灑，小半水花打在Jackie上，Jackie便覺決定錯了，只見歐克朗閉眼沖身，雙手半舉，有意無
意伸展身體，Jackie見到泡泡沖去，望上了他全身，待他閉眼時，望著他下體，只因Jackie未曾見過
全裸男子。

歐克朗發現了她，叫她背向自己，不准偷望，Jackie就像做錯了事，十分聽話。

歐克朗説：「Jackie，你擋住左啲水呀，你彎低啲啦。」

Jackie背對著她，胸口貼牆，向下彎腰。

「再彎低啲吖。」

「再彎低少少吖唔該。」

Jackie已彎得很低，臀部翹起，小小的屁股穿了熱褲對著歐克朗。

Jackie問：「得未ar？」

歐克朗説：「就黎得啦。」右手快速套弄著陰莖，望著眼前誘人曲線。

一槍精液射出，隨著水花落在Jackie腳腕，Jackie以為是花灑水，便不發覺。

「得啦」

「咁你著衫啦！」
「我啲衫係出面」
「你出去攞la」
「咁有人入黎點算呀？」

Jackie左右為難，只想一瞬閃光帶走自己。

歐克朗説：「一係你沖埋啦。」



Jackie驚訝説：「點得啊！」
歐克朗溫柔説：「我地莊員黎架嘛，係close啲架啦。陣間唔開花灑又會有人好似你咁衝入黎架啦！
最多我另轉面，唔偷睇你，呢件事我唔會同人講，您放心。」

Jackie想了一會，説：「你另轉面先」

歐克朗心裡拍掌，説：「快啲開花灑啦。」

Jackie急得快要哭了，説：「我唔除衫點開花灑ah。」

歐克朗聽得下體又再充血，Jackie又説：「揸住。」歐克朗心裡奇怪：拿著什麼？他伸手向後，接過
的竟是Jackie的soc tee和熱褲！這下大喜過望，但聽花灑開了，沒有其他衣服。

歐克朗問：「冇啦？」
Jackie説：「梗係有la，果啲點除啊」
歐克朗説：「啲衫咁污糟，你沖左咪等如冇沖，我都另轉面啦，你都另埋轉面咪得囉！」

Jackie覺得有理，也相信歐克朗，便轉過身面對花灑，脱下內衣，想了一想就交給他。歐克朗手中得
了sports
bra和粉紅色內褲，偷偷回頭一瞥，見到Jackie全裸背面沖身，皮膚光滑。偷偷聞過手中衣物，才掛
上牆上鈎子。

歐克朗再三偷望，終被Jackie發現，Jackie扁起咀説：「衰人，裝我。」
歐克朗説：「你都睇過我啦，我咪蝕哂。」
Jackie説：「咩喎人地都唔係專登要睇你。」
歐克朗説：「我之前夠冇諗過你咁靚囉，所以先望多左兩眼之嘛。」

Jackie心中一喜，沒想到竟被讚。

歐克朗突然説：「我幫你刷背吖。」

Jackie未及反應，歐克朗已沾上肥皂，塗上Jackie玉背，Jackie本能地一縮身，歐克朗卻抓住她的肩
膀，邊塗邊為她按摩，按得Jackie舒服起來，閉眼放鬆。只覺歐克朗把肥皂塗上自己屁股，有點尷尬
，但是他手指尚在用力按摩，出於好意。

歐克朗邊按摩邊塗肥皂，把Jackie手臂、大腿、小腿、腰間塗得均勻，Jackie只覺他碰到自己少許胸
口、下乳，過程害羞但他算是十分守禮，心裡暗暗稱許。

突然，歐克朗説：「Jackie，可唔可以幫我用手打個飛機ar？」

Jackie愕然，轉過身來驚覺歐克朗下體已昂首挺立，跟上次無異，歐克朗繼續解釋：「唔知點解呢排
好易有需要可能做得運動多」再說：「你上次搓得我好舒服，可唔可以幫多我一次ar？」

Jackie想了一會，想起他quit莊一事，又覺這裡甚是方便，便伸出手握住了歐克朗的肉棒，慢慢套弄
。

歐克朗表現得肉緊，一臉暢快，好像忍不住的搭上Jackie膊頭，低聲説：「啊啊係呢種感覺啦好似上



次咁咁咁舒服。」

歐克朗像站不住腳，向前一摔，Jackie急忙扶住了他，兩人互相扶著對方腰間，全裸並肩而立，歐克
朗低頭便飽覽雙乳。只見兩顆乳頭微微突出，少許淺紅，不偏不倚構成一對完美的C罩杯。

歐克朗呼吸沉重，大口喘氣，身高百七公分的他高Jackie少許，Jackie感覺得到呼吸，呼氣時而走進
耳裡，被歐克朗摟著，身體漸熱。

歐克朗説：「你咁熱既？我幫你搽番皂。」

Jackie「嗯」的一聲，頭腦好像不大靈活，這次歐克朗按上自己乳房，也像不停按摩，但是自己明知
不對卻又不想反抗，偶而掃過乳頭，十分舒服，自己的手也想加快套弄。

歐克朗低聲説：「原來你心口咁軟架？我幫你按摩好舒服喔，你戴住Sports
bra咪包得好緊囉？如果唔戴佢地會唔會彈下彈下架？你可唔可以chok快啲呀？」

歐克朗雙指挑撥乳頭，已然硬直。

Jackie説：「唔唔知呀你好硬呀」

歐克朗已射一次，第二次忍得很久，雙手落下，一前一後向著Jackie陰部塗上肥皂，Jackie已是不會
反抗，快感連連。

歐克朗大吃一驚，低聲問：「點解你下面冇毛既？你睇下我下面有毛架。你之前啲男朋友知唔知？佢
地係咪好中意你呀？冇毛既女仔服侍人好舒服架！」

Jackie信以為真，問：「我我都冇男朋友咩咩係服侍ar？」

歐克朗繼續説：「即係幫人打飛機呀、口交呀、同人做愛呀，會令個男仔特別舒服，特別易射得多架
bor。」

Jackie只覺肥皂越塗得快，自己越是舒服，吸口氣説：「我我我都冇幫過其他淨幫過你」

兩人互相為對方手淫，歐克朗甚至把手指放進肉洞，四處攪動，入侵Jackie最私人的地方，用以陰力
按摩內裡肉壁，時而打圈，時而刮動，Jackie人生第一次被入侵，完全不會防備。

突然聽到商學球員討論：
「聽講Jackie有C cup喎！」
「好想擺條野入佢個口啊！」

歐克朗聽得血脈沸騰，改為從後攬住Jackie，把她推到牆壁，把硬直的肉棒放在她雙腿間，不停進出
，肥皂令Jackie大腿間滑不溜手，肉棒同時摩擦陰户。之後出來走上股間磨蹭，終於忍無可忍，噴出
大量精液。

「你射左啦？」
「係呀，我地等佢地走埋，我地就走。」



兩人互相清潔一下，Jackie還喘著氣，心裡説不出的難受，好想跟他再洗一遍。

(待續)

*如果大家有意見請講低
*諗諗下點解開sem第二個禮拜就要present
*作完好嬲，當左Jackie係半個親生女
*下一篇希望係PUB night



*圖片與文章絕無關係









五. 校花

呢篇寫得普普通通，好唔開心

Johnson(會長P) 賢風(內副IVP) Maggie(外副EVP)
Jackie(內秘In Sec) 歐克朗條女凱汶(外秘E Sec)
安向東南西北(財務 總務 市場 市場)
肉肉女詩惠 TB麥兒 (宣傳x2 Pro Sec)
歐克朗 黑絲女雨希 (體育 Sports Sec x2) 

五. 校花

春意盎然，已是三月，四星期的Pro-P完滿結束，所有人都回復正常生活，不再漏夜趕備物資。

下午一時左右，宿舍水盡鵝飛，學生不是上課就是外出吃飯。走廊盡頭突然傳來巨響，升降機門走出
一人，沿著走廊飛奔跑往房間，一臉著急。

「發生咩事呀？！」話語聲中驚訝無比，説話之人卻是Johnson，房間內站著三人，分別是Maggie
、賢風、一個清潔工人。

賢風手指清潔工人，説：「呢個人，想搞Maggie！」

Johnson馬上拖著Maggie的手問她：「你冇事嘛？」Maggie強忍淚水，賢風説：「Johnson，你
出common room同Maggie慢慢講。」

Maggie跟Johnson出去，賢風從外套裡拿出一根棍子，朝著清潔工人肚子狠狠捅了一下。

「你冇事吖嘛？件事係點架？你有冇受傷呀？」

Maggie説：「果個人果個人跟住我入房，嗚嗚~」

説著哭泣起來，躺進Johnson懷中，繼續解釋。

當時Maggie出房斟水，清潔工人緊隨其後，Maggie進房覺得不妥，一個轉身，清潔工人馬上撲上
，手在Maggie身上四處亂摸。



Maggie大叫：「救命呀！你係邊個呀！」

清潔工人手掩其口，關上房門，説：『你個死妹釘，我都昅得你耐啦，夠膽屈蛇屈男層，你信唔信我
爆比學校知吖？』

清潔工人胸襲Maggie，摸著衣服摸上34D巨乳，用力揸捏，捏得Maggie十分疼痛。Maggie連連爭
扎，大叫救命卻又無人聽到。

清潔工人説：「你嗌啦！你條大波妹，咁撚大對，我第一次見到你，你眼尾都冇望過我，你老板，阿
叔唔係見你索索地、對波大大地，阿叔都唔得閒理你啲廢青！佔中吖嗱！搞事吖嗱！你爭完一大輪，
咪又係要比啲老板除你個bra！」

語畢Maggie打了他一巴掌，清潔工人馬上發狂，推了Maggie到床上，伸手入衫，大力手抓乳房，
Maggie極力爭扎亦未能夠甩開胸上手掌，卻令清潔工人扯開她的衣服，工人眼前是個19歲的女大學
生，只剩胸罩包住34D巨乳，擠出深長乳溝，隨著呼吸起伏。

清潔工人手握巨乳，説：『冇用架啦！你呢啲後生女！我個女又係咁，成日唔睇唔起人！你生到對波
咁大咪又係比我揸！你對波咁柔軟，你老豆有冇吮你粒lin呀？你老豆有冇見過你戴bra呀？定係你係
屋企剝光豬走黎走去架？咁佢咪對住你扯哂旗囉？哈哈！』」

Maggie驚惶失措，卻是不想在那工人面前哭泣。

突然陣風吹過，竟是賢風破門而入，清潔工人未及反應，一腿一頸，經已各遭一下劈擊，乏力倒地。

賢風回頭顧盼Maggie，只見Maggie頭髮凌亂，只穿乳罩，一對巨乳又白又滑，乳溝也是極深。賢
風馬上避開視線，忙叫Maggie找衣服穿，兩人尷尬萬分。

清潔工人痛得站不起來，賢風按下手機一會，然後遞到清潔工人眼前。

賢風說：「你好錫佢地架呵？」

清潔工人嚇到呆在當場，賢風説：「我希望你有幫佢地買保險。」

Maggie不明其意，但是清潔工友嚇得六神無主，跪地求饒，不久Johnson便來。

Johnson説：「原本我見你自己一個冇約，係我叫賢風上黎陪你食飯，估唔到估唔到！」

Johnson説：「唔洗驚，我地入返去搞掂佢。」

兩人進房，只見清潔工人已經臉頰腫脹，多處瘀腫。



賢風説：「你唔配同呢位小姐講對唔住，唔好再比我見到你。」

賢風作勢一拳打下，清潔工人仆地逃走，似是斷了腿子。

Maggie説不出的感激，説：「多謝你！賢風」Maggie平時覺得賢風冷酷無情，想不到他出手相救
。

賢風説：「你係EVP，我係IVP，我諗唔到唔救你既理由。」

Maggie想起賢風破門制敵，猶有餘悸，但是想起不妥之處，便問：「點解度門閂左你都入到黎架？
果個賤果個衰人點解聽你話既？」

賢風和Johnson相對而視，面色尷尬。

賢風叫Johnson：「你講。」

Johnson一臉為難，説：「Maggie，以下落黎既野可能你唔會信，但係無論如何你唔可以同人講。
」

「賢風係一個業餘駭客，但技術比職業更強。」

賢風説：「我好耐之前已經可以用手機解到電子鎖了，岩岩個衰人閂左房門我都能夠入到黎。我岩岩
亦係用手機駭入佢手機，搵佢屋企人既相，佢就係驚我會害佢老婆同個女。哼今時今日個個都用手機
，反而越會比人知道你一舉一動。」

Maggie不語，想起上個學期選修電腦學科，賢風的確經常和教授來往。

賢風説：「Maggie，有啲事你可能接受唔到，但係我好清楚我做緊既事，今日既事唔可以傳出去，
你老公知唔少我既事，你可以問佢。」説罷賢風離去。

房內只剩Maggie跟Johnson，Maggie問：「點解你會返黎既？」

Johnson把電話遞過去，上面寫著：

13:18 賢風：
『Emergency back to your hall』

Johnson説：「賢風係好人，我好祟拜佢，幾時都咁冷靜，佢都好祟拜我。」

Maggie問：「佢都祟拜你？！」

Johnson「嗯」了一聲，説：「佢祟拜我用情專一。」

Maggie呸了數下，説：「嘻！唔知醜！」

Johnson説：「上個sem我個econ course咪差啲fail既，係果陣賢風幫我駭入電腦，比份試卷我」



Maggie晴天霹靂，罵道：「咩哇？！你偷試卷？你你」Maggie既憤怒又傷心，哭了出來：「你唔
識我地可以一齊溫吖我可以盡力解釋比你聽架嘛」

Johnson知道Maggie讀書勤力，那科Econ終也A-，立即擁緊她，説：「我都未講完！佢幫我攞個pr
ofessor啲past paper咋，果陣時我地都未一齊，點搵姐姐幫我補習啊」

Maggie憶起當時未跟Johnson拍拖，如有機會補習獨處，兩人會守禮相處麼？想起立即怦然心動。J
ohnson只見Maggie不語，一雙巨乳壓著自己胸膛，只道她相信了這個謊話。

Maggie想起賢風看過自己胸部，羞愧難當，但賢風卻馬上不看，心裡暗暗稱讚。

Maggie問：「賢風有冇拍過拖架？」

Johnson笑説：「有啊，仲hurt得好深添。」

説著Maggie聽了賢風的事，大概是中學時賢風與青梅竹馬的鄰居曖昧、相戀，鄰居初時十分清純，
但中五時被發掘當平面模特，變得拜金，而最痛心就是賢風一天探她，卻發現她正為男生跪地口交，
射進口裡還用咀巴清理，那男生身穿A&F上衣，是為她補習英文的名牌大學生。聽後Maggie十分同
情賢風，好像多少理解他的不近人情。

「呀呀呀好舒服啊你下面好粗好勁呀」

「唔得啦Jackie你下面好窄呀仲窄過Maggie」

Jackie雙手環抱Johnson頸子，下體被他火熱肉棒一插一插衝擊著，一個「火車便當」的架式。

「Johnson插快啲快啲人地好舒服啊頂死我啦啊啊快啲快啲」

「JackieJackie呀你有冇中意過我呀？」

Jackie向前吻上Johnson，兩人閉眼濕吻，卻沒停下活塞運動。

「我幾時呀都中意你架會長唔唔得啦我唔得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頂到入啦」

「Jackie您再叫我真係忍唔住射架」

「啊啊啊啊唔好唔好射入黎唔？喂！喂！你做咩吖！！吖！！！！！」

Johnson緊抱Jackie身體，吻住Jackie可愛小咀，已把全部精液射進Jackie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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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醒來，Maggie睡在其旁。

「頂點解會發啲咁既夢」

Johnson説：「起身la，我地要落去打比賽啦。」

「唔得喎，同學，你冇病喎。」

醫生望見同學短裙長腿，白滑無比，吞呑口水。

「我唔可以開假紙比你喎。」

長腿女生一轉坐姿，醫生看到雙腿間的白色內褲，長腿女生，説：「做咩喎係咁望人對腳」

醫生再呑口水，這雙長腿少説也有42寸，完美無瑕。

長腿女生站起，慢慢拉起「褸屌裙」邊緣，雙腿越露越多，最後拉到內褲高度，清楚看見中間縫隙。
醫生不敢反應。

長腿女生左腳一步，右腳一步，行近醫生，每行一步gap位便越近坐下的醫生，望著眼前雙腿，彷彿
一個model走近。

長髮女生躬身靠前，面孔距離不過三寸，可以互相感到對方氣息。

長腿女生説：「醫生，我好耐同男人冇做啦好辛苦之前啲男仔都比唔到我，人地話成熟既男人特別勁
，醫生你勁唔勁架？」

説著長腿女生已經手放醫生褲上，一搓一搓醫生腫脹下體，醫生被美女玩弄，難以抗拒，快要爆了。

長腿女生解開褲鏈，陰莖彈出，大概十一公分，長腿女生説：「嘩咁大既，我好中意喔。」已在單手
搓弄陰莖。

長腿女生站到醫生面前，手放在前，手裡絲毫沒有放鬆，身子向前假裝要吻醫生。

長腿女生説：「好硬ar之前啲男仔都冇你咁硬架，你快啲la，快啲變硬佢，我好想試下比你條野插啊
」



「醫生~我好辛苦啊可唔可以比我啊？」

「你快啲寫醫生紙哪，我比你插完陣間要去睇球賽啊」

「你寫哪」

「寫哪你睇下咩黎？我套都準備好啦，等你插我啊。」

醫生寫好假紙，長腿女生為他戴安全套，然後解開醫生裇衫，舔著醫生乳頭。

「醫生個個都話呢間學校啲醫生係『獸醫』，只係有功能性、開假紙。醫生~你可唔可以比我試下你
下面既功能ar？如果你係獸醫，我地就係美女與野獸la，我既功能就係令野獸變硬，比野獸出盡力屌
我，屌我，吖吖您中唔中意聽我叫吖？野獸醫生你粒Lin好好味啊！」

醫生呻吟幾聲，長腿女生加快手速，讓他全射出來。

長腿女生馬上拉好裙子，拿去假紙離開診房，醫生還沒脱下套子。

「車On99，抵你係度做獸醫。」醫生聽不見她低聲説甚。

室內球場人聲轟動，擠滿一二百人，籃球比賽進入最後讀秒階段。

商學院打進八強賽，對手卻是上屆冠軍經濟學社。商學院隊今年實力大強，情況跟足球隊相似，就連
Johnson一百八十公分都只是打得分後衛。

「十！九！八！七」

Johnson猛烈向左切入，眼前盡是敵人包夾，盡封去路，突然Johnson雙手持球，使出「270度轉身
」上籃兩步，面向右邊完全無人，突見隊友空檔，一傳一射，絕殺對方。

眾人轟動，沒承想商學院如此強勁。

對方有人大喊：「喂走步喎球証！」

TB麥兒也在側邊大叫：「走你老味啊！」

眾人起哄一輪，開始靜了下來，只見場外一名女生踱步走來，一副外貌、一雙長腿吸引了百餘人目光
。

商學院眾人也朝那邊望去，只見長腿女生越走越近，當中也有人認識她，卻無人敢出聲。



長腿女生走到Johnson面前，Johnson呑呑口水，全場百雙眼睛望住他們。

長腿女生先開口，説：「你好，我係『翡翠綠社』既會長，可純。」

眾人大吃一驚，原來她就是校花可純！五社中最大的翡翠就是由她出任會長，只是她經常蹺課，沒多
少人真的見過。

「岩岩你地真係打得好好，我係上面看台由頭睇落尾，絕殺果球真係冇走步。」籃球隊聽得她出言相
助，甚是高興。

「呢條毛巾比你既，會長，就當係我地既見面禮。」

Maggie見她把綠色毛巾送給Johnson，心中急得哭出夾了，因為中學聽說男女校的女生往往都用毛
巾表白，那豈不是

Maggie走了上前，聽得Johnson禮貌收下。

可純説：「呢位梗係Johnson既女朋友啦，又靚女又好身材，真係羨慕死人la。不過如果識得多啲同
人social既話，就唔會成日要Johnson同賢風執手尾la。」

Maggie強忍淚水，Johnson説：「我諗冇人一上莊就識咩都做哂，每個人都係keep住學野、成長。
」

可純説：「都係。咁唔知可純幾時可以同會長你學下野，打返場友誼波呢？」

Johnson説：「如果商學院可以同翡翠打友誼賽既話，固然求之不得，等我同你介紹我地sports
sec。」

可純見了歐克朗和黑絲女雨希，便説：「原來你地支莊啲人都幾得意架喎，得會長你有180。」

眾人聽得不爽，突然聽得賢風説：「李可純，我地個soc冇人希罕同你做朋友。」

可純突然板起口面，説：「收皮啦，Asso仔。」

賢風可是因為沉迷電腦，荒廢學業，高考落第，但是家人必定要他考進商科，決不能讀電腦，才會走
上Asso之路。賢風現在已是讀書之才，卻從不想提起這段黑歷史。

話一説完，全埸寂靜，卻無人明白當中意思。賢風身子在震，突然Johnson拉住賢風，説：「賢風係
我最好既兄弟！你食屎啦八婆！我唔係唔妥綠社！我依家唔妥你！」

説完便把綠色毛巾用力扔走，可純沒趣，「哼」的一聲離開。

*如果大家有意見請講低
*多謝"coolshit"同"哈哈哈..."師兄提供意見



*希望supra師兄仲追緊
*鋪耐啲先PUB night，Pub night係最世界做錯事既一刻



六. 亂性

終於入pub night, 希望大家中意
詩惠唔係肥底，大概係咁：





2樓最底有幾張唔關事既相都可以睇下

Johnson(會長P) 賢風(內副IVP) Maggie(外副EVP)
Jackie(內秘In Sec) 歐克朗條女凱汶(外秘E Sec)
安向東南西北(財務 總務 市場 市場)
肉肉女詩惠 TB麥兒 (宣傳x2 Pro Sec)
歐克朗 黑絲女雨希 (體育 Sports Sec x2) 

*校花 = 可純

六. 亂性

球場一時鴉雀無聲，無人知道此事應該如何收尾。

Johnson朗聲説：「喂！咁多位，今日多謝黎幫我地打氣既會員，聽晚pub
night記住黎，約定大家！」

一輪起哄圓場，但是經過可純一事，莊員還未平，大家各自返回宿舍、回家休息，服心情。東南西北
比賽期間還在打牌，沒有到場，所以還在whatsapp group吵吵嚷嚷，事後才從詩惠那裡了解事情。

Johnson也沒跟我籃球隊到更衣室，與Maggie同回宿舍。

Maggie問：「你唔去睇下賢風點？」

Johnson説：「如果佢肯聽，就唔係賢風啦。」

回到宿舍，Johnson先去洗澡，Maggie在common room一個人呆坐著。

Maggie在想：「原來校花可純真的那麼漂亮，連自己都比下去了可純説得對的，我辦的事的確常要J
ohnson和賢風善後。」又在想：「Johnson那麼完美，為什麼會選擇了我？因為我是莊員嗎？如果



可純主動追求Johnson，那我便不再是他的女朋友了。」

想了一會，小咀都扁起來，突然電梯走出一人，便説：

「咦？歐克朗？你黎搵Johnson？」
「我黎搵你架。Johnson呢？」
「搵我？Johnson沖緊涼ar」
「係呀。你點呀？岩岩可純無啦啦鬧你。」
「冇野既佢都無啦啦話你la，我係唔明點解佢要搵Johnson姐」
「係囉，你小心啲個衰人校花想搶你條仔呀。」

此話正中Maggie下懷，聽到心痛，歐克朗繼續説：「唉，男人好易變心架，你有乜唔開心唔好收埋
收埋啦，我一定會支持你架。」說著手搭上了Maggie的肩膀。

Maggie想哭，馬上鬆開了歐克朗的手，「嗯」了一聲，回到房間。

Johnson洗過了澡，格外精神，裹著浴布，回到房間，見到Maggie怔怔出神。Johnson關心地問：
「嗯？做咩呀？」

Maggie突然撲向Johnson，瘋狂地跟他濕吻，Johnson只覺從未見過Maggie這個樣子，但是Magg
ie舌頭追著他的咀唇，不讓他説話。Johnson望著Maggie，見她緊閉雙眼，十分陶醉，咀上沒有停
過。

Maggie拍拖次數不多，不諳愛情，只知好想擁緊對方。Johnson被女朋友吻得神迷，漸漸只聞得到
女朋友的香味。

Maggie拉起Johnson的手伸入自己衣服，輕輕去揉自己一對巨乳，Johnson只覺乳房十分柔軟，聽
得Maggie説：「老公我個胸係屬於你。」

Johnson並不大力抓捏，只是輕輕按住Maggie乳肉打圈。Maggie也是同樣按住Johnson胸肌，慢
慢揉了起來，Johnson胯下一柱擎天，頂起浴巾。

Maggie低頭，靠在Johnson胸前，用舌頭輕輕舔Johnson的乳頭。

Johnson説：「啊啊我果到好敏感你點解？」

Maggie説：「之前之前你叫我幫你舔Lin，我唔肯我覺得好羞，我依家先覺得，我好中意你。」

Johnson拉住Maggie的手，來回套弄火熱肉棒，Maggie一邊快速套弄，一邊含啜Johnson乳頭。J
ohnson未試過這樣享受，Maggie的細小舌頭像在跟自己乳頭玩耍，快感傳到肉棒之上。

「喔老婆你條脷好尖啊」



Johnson摸摸Maggie下陰，感覺水份充足，把她放在床上，張開雙腿，便要上甲前行。

Maggie流下眼淚，説：「如果你唔愛我唔好插我」

Johnson一怔，向前吻上Maggie，雙手撥動34D乳房上的乳頭，説：「我愛你，幾時都愛。」

「Ahhhhh....」Maggie嬌喘一聲，Johnson龜頭已經進入Maggie陰道。

Maggie説：「好大好大慢慢黎」

Johnson説：「你愛我嗎？」

Maggie流淚説：「我愛！」

「Ahhhhhh!!」Johnson整根肉棒沒入Maggie體内，抽插起來。

這次抽插比起平時極為緩慢，Johnson深情地望住Maggie，令Maggie面紅耳熱，也讓Maggie感受
到一整根肉棒脹在陰道之下，又感受到那一整條抽出。Maggie只覺Johnson十分關心自己，不用激
烈抽插，不用言語調情，只需一個剩下兩人的宿舍房間。

Johnson把她的腳撐成M字，雙指按摩Maggie的小陰蒂，只聽得：

「Ahhhhhhhhh黎啦黎啦細力啲唔好唔好咁大力」

過了一會，Johnson換了五、六個姿勢，躺著站著，慢慢地幹Maggie，就算不怎激烈，Maggie都
漸漸被幹得氣喘連連，也最喜歡被推到牆壁幹，讓她臉紅如火。

Johnson説：「老婆老婆呀我想射啦你想我射邊呀」

Maggie想了一想，面紅地説：「射射我個胸」

Johnson抽出肉棒，拔走套子，把精液射到Maggie胸上，34D一雙奶子佈滿一滴一滴熱辣辣的白色
精液。

Johnson用紙巾清理掉，手隔著紙巾都能感受到乳房的柔軟。Johnson説：「我陪你沖涼吖。」

Maggie平時一定拒絕，因為害羞，但是今天意外地點點頭，獻出了鴛鴦浴給男朋友Johnson。



同一時間，兩人隔壁的兩位Engine同學，正在各自面向手提電腦上網。

「嘩屌~ 呢個淫西又有新po啦！」
「睇過~」
「我send條link比你」

『小淫詩詩想比Ching欣賞(20/3更新p.199)』

「咦？成人吹水區喎，條女幾多肉喎，對波仲好大喎！」

『

#1 Hello，小妹19歲，叫詩詩，岩岩入大學，好中意比人睇，有冇師兄陪我傾偈？

#35
係呀，我好中意著低胸衫架，每日搭車返學都比人望，我咪扮睇唔到囉，ching中意我著背心定soc
tee？

#146 都試過，有時逼巴士啲地盤佬借啲依用手背"銀"我心口，"銀"到人濕哂咁返學。

#278
今日電腦堂個助教係咁望我個胸，我仲叫左佢埋黎教我，我扮專心，比佢望我事業線，落左堂我要入
洗手間自慰，我真係好想比人插啊！！

#399 我終於上莊啦！唔知上莊係咪好淫亂架呢？

#434
真係好辛苦我成日用電腦，都有4個莊員走埋黎扮睇電腦，其實偷睇我個胸，唔知佢地有冇偷偷地打
飛機呢？詩詩比佢地望到濕哂啦！

#698
原來係大學著得少真係好多人會望，都有好多女仔朋友叫我小心啲，但係詩詩真係好中意比人望啊！

#1013 果4個人好中意打麻雀架，如果佢地叫我，唔知會唔會係脱衣麻雀呢？

#1480 中意比人睇唔代表識追人吖嘛，我都想有男朋友，插完我逼我露出:(

#1759 原來搞promotion擺counter會比好多人望架~~~救命啊，好痕啊！
.
.
.
#2971 聽日我地莊搞飲酒function啦，唔知有冇人灌醉我呢？ching們想詩詩著咩去？』



第二天，全莊準備Pub
night。由於規模頗大，所以除了莊員，還有許多會員幫忙，參予工作。入場人數大約二百多人，佔
用其中一個宿舍的大型活動室，因為這活動室接近其他宿舍，好讓人們醉了可以速回房間。

肉肉女詩惠身穿背心，東南西北走近，齊聲問：

「詩惠，有冇野幫手？我地力大無窮！」
「有呀，呢箱。」

詩惠俯身拾起箱子，衣領寬鬆，中門大開。東南西北晃身走近，一同飽覽裡面光景。



突然四人背心各中一拳，聽得：「行開呀你四個！唔好搞住詩惠。」

東南西北見到TB麥兒阻頭阻勢，無名火起，爭論説：

「幫呢，係唔同搞既，我地係幫緊佢。」
「搞呢，即係伸手去搞，你邊隻眼見到我地伸手？」
「就算伸手，都只係『搞一下』，就唔係『搞住』。」
「如果『搞住』，佢依家就搬唔到野啦。」

突然賢風怒叫：「做野啦！」眾人一哄而散。

Pub night不久開始，先是幾個飲酒遊戲，又有Band
show，又有danso跳舞，然後播著音樂，大家一支一支啤酒灌進肚子。

所有學生亂成一片，一邊飲酒，一邊聽著吵鬧的背景音樂，瘋狂起舞。

到了大學，一有飲酒活動，燈光暗黑，每一個人都會忘了自己是誰，可能不想記起自己是誰。平時文
靜的人，今晚可能會在人群中心跳舞；平時斯文內歛的人，今晚可能會在角落跟人擁吻，甚至連對方
是誰都不知，因為黑暗中，沒有寂寞，只有快樂。

詩惠早已喝得半醉，在出面跟不認識的人貼身起舞，雙乳不時壓向對方，掃過別人。歐克朗則不停向
Maggie灌酒，Johnson忙著處理物資，Jackie和黑絲女不知所蹤，東南西北和TB麥兒好像千杯不醉
，四處玩樂。

詩惠越跳越瘋，身旁的男生們見她挺起一對巨乳，一跳一跳，彷彿就要從衣服裡彈跳出來。男生們雙
手越來越不規矩，偶爾抓了一下詩惠屁股，偶爾貼身摟腰，令到詩惠呼吸越來越急，在人圈中，默默
接受眾人挑逗，每下肌膚接觸都有觸電感覺。

一人從後推了詩惠一下，詩惠向前一仆，前面那人雙手胸襲詩惠，雙手剛好托住兩個罩杯，隔著鋼絲
胸圍捧著巨乳，詩惠不由自主，身向前傾，兩團乳肉壓向對方雙手，完全包住。那人大喜過望，一兩
小時之前大家早已大了這雙巨乳主意，現在握在手中，手感一流，雖然詩惠完全不是其他女莊員的級
數，但是cup數卻是完全不輸，整體來說也是高於平均大學女生，今晚自然成了許多人的獵物。

詩惠已被摸得快感連連，心中又是興奮，又是緊張，心想再跳下去早晚控制不了自己，自己身為莊員
，不能出醜，突然一個踏步，走出人群，也有一兩個人拉住了她，都給詩惠掙脫了手。

也不知走了多少步，已經走出了活動室，走在走廊，沿途燈光全關，每個角落都有一對兩對醉酒男女
在擁吻愛撫，只令詩惠望得格外興奮。



突然，一隻手爪逆風襲來，這力度跟剛才人群的手截然不同，緊緊鎖住詩惠，詩惠才剛反應，馬上被
人捂住了咀，那人快步帶同詩惠走入傷殘廁所。

那人把詩惠推到牆邊，詩惠吃痛，「啊」了一聲，然後抬頭一看，那人竟是賢風。

「賢風，唔好呀！你做咩呀唔唔放開我呀唔唔」

賢風臉上極紅，顯然喝了不少，雙手輪流搓揉詩惠一對乳房，左右開弓，把她按得貼住牆壁，無法彈
動。賢風就像失去理智，不停吻著詩惠，但是之後又不怎樣強吻，只是唇上有節奏地吻下，就似等著
詩惠回應。

「放手唔好咁做呀我求下你唔唔呀唔唔好咁大力求下你你醉啦」

詩惠吻得興奮莫名，一雙乳房被揉，十分舒服，下體早已濕透，但是雙手竟在用力推開賢風，不停反
抗，好像反抗的過程更為刺激，所以不停大叫。

「唔好咁啦唔好呀呀！唔好扯呀爛啦爛啦呀呀個bra新買架」

賢風卻無視著一切，依然一言不發，手口侵犯詩惠，猛地用力拉高她的背心，露出鋼絲胸圍，以及一
對碩大乳房，最後賢風連乳罩都拉起，兩顆肉球應聲彈出，賢風也呆一呆，欣賞一下裸露的巨乳。詩
惠無從反抗，羞恥地被賢風直接摸著胸部，咀上不得不跟賢風濕吻，然後賢風不想浪費一分一秒，伸
手隔著熱褲，挖掘詩惠早已淫水氾濫的陰部。

「唔好呀賢風唔唔放放手唔唔呀下面下面我會支持唔住啊支持唔住架」

突然賢風用力壓住詩惠，詩惠肩上如揹百斤重擔，不得不跪地上。賢風脱下褲子，露出一條長長肉棒
，比起正常男生粗了少許，但有十五六公分長，懸在雙腿之間。詩惠跪在地上，肉棒就在眼前，令她
心裡「啊」的一聲，心想似乎比以前的男友更大。

「賢風你想點呀！！！」

賢風一把扯住詩惠頭髮，把她的臉拉來，握住肉棒向著詩惠小咀塞去，但是詩惠竭力把頭轉過開去，
緊閉雙唇，小咀合成一線。賢風把她的頭扭了過來，用充血的陽具像鞭子般拍打在詩惠的臉上。

「唔！！！！！！」

詩惠久未碰過男生肉棒，早已十分興奮，一邊臉被抽打，一邊悄悄聞著賢風肉棒的味道。而且她見賢
風平常冷酷嚴肅，怎會想到他用陰莖來懲罰自己，每下拍打自己都是受盡屈辱，可是下體體內的水卻
是源源不絕的滲出，濕上加濕。

「呀呀呀！！！！！」

賢風竟然打了詩惠一個巴掌，但是巴掌並不打在臉上，而是打在胸上，打得乳房互相碰撞，蕩來蕩去
。詩惠痛苦無比，然後咀巴又給肉棒頂著，誓要進入，然而詩惠堅拒開口，賢風又打了她一下，打得
數下，詩惠的慘叫聲已經變成一陣陣銷魂的叫聲。

賢風決定使出絕招，不停捽捏詩惠兩邊乳頭，讓她痕癢難當，然後用力夾住兩顆乳頭，往外猛拉，拉



得一對乳房長長的，都變了型，痛得詩惠大叫：

「呀！！！！！！！放手！放手！唔好唔好搣我Lin頭！！」

「掹大口。」

詩惠收起了強硬的態度，乖乖張開咀巴，讓賢風的陰莖插了進去。腎風只覺陽具被詩惠軟綿綿、熱辣
辣的口腔裹住，詩惠就似要把龜頭頂出，三番四次舔到肉棒頂端，令賢風十分舒服。賢風肉棒此時大
半塞進詩惠咀內，抽動腰腹，慢慢在她口中來回抽送，詩惠剛還以為他會快速抽插。

「唔唔唔唔唔」

賢風沒預警地停了下來，低頭看著詩惠以口相就，平常兩人穿著soc
tee共事，今天她的臉孔就在下面吞吐著自己的肉棒，成了一幅少女吹簫的畫面。

賢風一手推開詩惠，詩惠心想「那個」終於來了，心裡萬馬奔騰，可是抬頭一看，只見賢風滿面淚水
，步履蹣跚，一步一步往後，最後跌坐在殘廁的另一角落。

「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詩惠」

詩惠還未抽離被凌虐的場景，説：「我你做咩呀？」

賢風哭著説：「對唔住我真係好掛住佢我好想放低」

詩惠走過去，考慮了好久，要不要安慰他，自己兩顆乳頭仍然暴露在外，兩人都沒為意。

詩惠説：「你掛住邊個？」

賢風已然酒醉，邊哭邊説：「我個ex」

詩惠只覺下體騷麻，快要忍不住了，説：「你掛住佢點解你又搞我」

賢風沒有氣力地説：「對唔住對唔住」

詩惠説：「點解你要搞我turn on哂人地」

詩惠跪在地上，四足著地，兩團乳肉在衣服外，乳頭向著地面垂下，就像一個寫真女星，扮演一隻貓
子爬到賢風面前，然後在賢風面前用手指玩弄自己兩粒乳頭，不住挑動兩顆葡萄，刺激乳尖獲得快感
。詩惠一臉陶醉，魂魄似已飛到九霄雲外，無疑她在挑逗自己，也要逼迫賢風觀看。

「啊啊賢風賢風」

只見賢風咬緊牙關不看，可是下體不爭氣的硬了起來，陣陣詩惠的呻吟聲傳入耳中。賢風此時卻想奪
門而出，離開殘廁，卻被詩惠拉住，兩人又再擁吻，賢風單手用力抓住詩惠巨乳，詩惠單手撫摸他的
肉棒，酒精不斷刺激兩人，兩人要從對方身體得到慰藉。



詩惠邊吻邊説：「IVP求下你屌埋我先走」

兩人都沒有安全套，賢風把詩惠的熱褲和內衣脱去，裡面竟是T-back，詩惠上身只剩下真空的背心
，兩粒乳頭貼衫突出。賢風專心一致，扳高詩惠一隻大腿，兩人性器官一硬一濕，互相等待對方，賢
風握住陽具，磨蹭陰道，尋找入口，然後慢慢插入

「啊慢啲！唔好唔好啊你條野好長」

詩惠一直配合賢風，自己屢加對白，多數都是求饒、抗拒，就像自己毫不情願被上，可是身體卻誠實
地吃著肉棒，因為賢風肉棒很長，每下都會頂進詩惠深處，讓詩惠欲仙欲死。

「啊啊賢風啊啊好正好正啊啊」

賢風卻是於心有愧，只是肉體戰勝理智。

「啊啊你你頂到入啦啊啊我個西啊啊好入啊我個西」

兩人結合了身體，不停地移動，每一下磨擦，都沒有感情，但卻能令兩人感到舒服，追逐彼此的身體
。

賢風肉棒拔出，放下詩惠的腳，然後從後面再插入，這次賢風從後摟著詩惠，兩人仍然站著，一下一
下插進陰道，詩惠的肉不少，所以屁股撞擊得令人很舒服。

啪！啪！啪！啪！啪！啪！啪！

「啊啊賢風賢風罰我罰我啊啊」

賢風抓住詩惠胸前一對巨大乳房，不斷搓揉，同時用它借力抽插，加快速度。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啊啊唔好我求下你求下你啊啊我我唔得喇我啊我會我忍唔住要黎喇啊啊啊啊」

詩惠抽搐起來，賢風連續三十秒的極快抽插，令詩惠升上了天，登上高峰。

「賢風賢風你好勁呀你條野頂到入哂」

賢風開了金口，説：「但係我仲未得你比我插。」

賢風拔出肉棒，把詩惠放在殘廁上，然後用「正常體位」插進詩惠。

「啊啊唔得唔得慢啲慢啲」

賢風甫插入便極快進進出出，以消心中慾火，詩惠卻在正常體位連連被碰到了G點，快感連連倍增，
理智全被擊潰，口中只能「啊啊」作聲。

「啊啊又黎又黎喇」



第二次高潮很快到來，詩惠真不相信能在pub
night給幹得來了兩次，進入身體的人是賢風。賢風沙啞的叫了聲，然後把精射在陰道外面，不知多
久沒有做愛，射得很多。

兩人愛後相對無言，根本不知該說什麼，便各自用廁所紙巾清理下體。賢風酒後亂性，犯下大錯，不
斷自責；詩惠卻想若不是他強吻自己，自己就不會露出發情的一面了，可是該當如何了事？

詩惠説：「你仲掛住個ex呀？」

賢風冷冷的説：「唔關你事。」

詩惠只覺十分委屈，淚水馬上要湧出來，然後嚎啕大哭，説：「又係你搞人先！扯人入黎！搞完人又
要鬧人！又唔理人！你走吖！莊員最易落手架啦！玩完人又唔洗比錢！仲要人係殘廁比你！嗚嗚！」

賢風怎料到她大發脾氣，以往的威嚴在此時此地竟無用武之地，説起來自己都有錯，便説：「冇啦，
得未呀？」

「點解冇呀？」
「你同佢好唔同。」

「咁點解點解你要咁做」
「」

「算啦，你同你個ex點識架？」
「梁詩惠！！你好啦喎！！」
「okokok，咁你淨係講個名比我聽吖。」
「哼。」
「你講左，我地當今晚咩都唔記得哂，好冇？」
「我個ex其實係」
.
.
.
.
.
「李可純。」

*如果大家有意見請講低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
*今集原本唔止咁短，但係我驚太多會有人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