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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零)

男人，個個都係咁。

我會變成咁，都係因為一個男人。

我叫陳靜彤，啲人都叫我Ceci。

呢個，係我既故事。

因為不被愛惜，所以變得墮落；因為變得墮落，所以不再被愛惜



一

(一)

我叫陳靜彤，十七歲，今年中五。

平時我係學校既形象都係離不開乖，好學生同埋女神呢幾個形容詞，所以我好得老師同埋同學既歡心
。

但其實，我既內心同我既形象可以話係完全相反。

我好鍾意挑引啲有女朋友既男仔。尤其係個啲望落好專一，好愛佢女朋友既男仔。

我最鍾意就係同佢地扑完之後訓係佢地隔離，然後打開佢地既ig
facebook，睇住佢地動態caption個啲打俾女朋友既愛的宣言，山盟海誓啊咁，我就好有成功感。

日日po相咁曬又點？你男朋友依家訓緊係我隔離啊。

我要令到佢地變心，我要令到佢地鍾意我。我要係佢地開始愛上我既時候就一百八十度態度轉變，然
後令佢地活係糾結之中。

每一個男人都係用條撚黎諗野。

就算佢有幾愛你都好，只要一有誘惑，而且個誘惑不斷纏繞佢既話，根本唔會抵擋得住。

同埋，越有難度越有挑戰既，我就越鍾意。

你可能會話，周圍搞人男朋友，小心俾人爆出黎，小心有報應啊，死臭雞！

我話你知，一定唔會。點解？因為如果爆左出黎佢地仲驚囉。佢地有女朋友架嘛！

報應啦喎，呢個世界係咁架啦，賤過我既人周街都係，排隊都未輪到我啦！

你話我係雞？隨得你地點講啦。啲仔受唔住我既引誘，就係佢地問題啦。我都無男朋友既，關我咩事
？

你條仔係屌過我，點都改變唔到架啦。唔鋸啊，分手囉，唔好話我勾引佢呀，一隻手掌邊拍得響架？

總之呢個世界，夠淫夠姣引到仔就係贏。話知你係佢條女定佢老婆，十年感情分分鐘敵不過嗰一晚幾
個鐘架咋。我有講錯咩？

感情係咁脆弱架啦，你話我破壞人地幸福？都係個句啦，對方唔受落，我做啲乜都破壞唔到架。唔好
將責任推曬落我度。



因為男人，都係咁膚淺。

「靜彤呢次又係考全級第一啦，我地俾啲掌聲！」班主任係課室宣揚我既名次。我微微笑住咁企起身
然後出去拎我份成績表。

「要繼續加油呀！」

「嘩Ceci你真係好勁，第一名又係你拎」

「溫書架嘛，你都要加油呀」我微微一笑

「吱～」

『放左學得唔得閒啊？』係我呀哥個朋友，呀豪。

『做咩呀，掛住我呀？』

『係啊，咁耐無見，掛住妳... 把口』

『好衰架你，人地都好掛住你呀』

『等陣上我度』

『好呀』

放學之後，我好快手執好書包就準備去呀豪屋企。

點知行到校門，我先醒起電話漏左係櫃桶，於是我唯有拿拿聲上番課室拎。

當我跑到二樓既時候，我無留意迎面有個拎住一大疊file既男仔行緊落樓梯。

一個不留神，我成個人撞左落佢度，佢手上既文件全部散落一地。

「對、對唔住呀！」我即刻踎低身幫佢執番個啲紙。

「唔緊要」佢都踎低一齊執

「拿」

「唔該... 呃」呢個時候個男仔擘大個口得個窿咁望住我



「嗯？」我好疑惑咁望番住佢

「妳係4d嗰個陳靜彤？」佢真係眼都唔眨下

「係... 係啊，做咩？」我俾佢望到有啲唔自在

「無啊，成日聽人講話4d個陳靜彤女神黎，依家終於見識到」佢講完就揚起嘴角露出雪白既牙齒「
妳混血兒黎架？」。

「邊、邊係呀...
我香港人黎架」我懶係怕醜咁將耳仔邊啲頭髮輕輕撥去耳仔後，同時露出一個好靦腆既笑容。

丫你又幾識講野喎，雖然你唔係第一個話我似abc。

「我係今年先轉過黎架，今年中六」

「喔... 你好呀，我班fd都係嗌我Ceci」我都對住佢笑左一笑

「我叫游灝謙，個個都叫我Alex。」

望真啲，呢個Alex都唔錯，望落斯斯文文咁，但都幾charm幾陽光。

「我趕時間呀，遲啲再傾啦」我醒起我要去拎番電話，於是就同佢講左再見就拿拿聲番班房。

我同呀豪住得好近，佢同我呀哥係中學同學，由中一識到依家架啦，今年二十歲，有個拍左幾年拖既
女朋友。

佢之前成日都黎我屋企同我呀哥打機，而我都feel到佢成日扮曬野偷望我。

於是每次佢一上黎，我都特登唔著bra，然後著啲好薄岩岩遮過patpat既連身tee。有時仲會故意係
佢面前行黎行去，或者坐係梳化係咁玩對腳。

吸引到佢目光我覺得好有成功感。

終於有一日，呀豪走個陣漏左條鎖匙係我地度，我個好呀哥就叫我追落去俾番呀豪。

我追到佢出我屋企樓下個公園，離遠見到呀豪講緊電話。

我行近去偷聽，原來佢同佢女朋友嗌緊交。

就係呀豪cut左線之際，我就行上前從後一下攬住佢。佢嚇左一嚇。

之後，我就跟左佢番屋企。



啊係啦，我有今日既技術，都係因為呀豪。

「叮噹」

一開門，就見到淨係著住條孖煙筒既呀豪。

「我好掛住妳啊」佢將我拉入屋，然後攬住我，隻手開始係我身上游走。

我件校服係兩件頭，藍色格仔裙白色衫，應該係好多女仔都羨慕既水手服。

呀豪解鬆我校服背部既鈕，然後一下解開我bra扣，再伸手去揸我對波。

我雙手攬實佢條腰，下身不斷主動摩擦佢。

佢將我件衫同個bra除左落黎，然後一路用手指玩我粒lin，一路鍚我耳仔。

「呀... 唔好... 」

呀豪一路鍚落去，鍚到落我胸個陣係咁吮我乳頭。佢一隻手繼續大力揸我另一邊胸，另一隻手慢慢向
下移，來回咁輕掃我大力脾。

「做咩今日咁心急啊，嗯？」我好姣咁講

「因為...
我好掛住妳，我想要妳」呀豪既內褲已經撐起一個小帳篷，我都忍唔住烏低身將佢條孖煙通除左落黎
。

「啊...」

我用脷尖輕輕由佢龜頭奶落去，一直奶到底然後奶番上黎，再一下含曬落去。

我含實佢龜頭再用條脷不斷打轉，然後一下下含到最入。

呀豪雙手捉住我個頭，然後不自覺擺動條腰。我捉住佢對腳，佢條扯到恆曬既野下下都頂到落我喉嚨
，但我好鍾意呢種感覺。

「Ceci啊，妳個口好似又勁左... 」呀豪一路呻吟一路用佢條野填滿我個口。

口水聲同吮吸聲不斷發出，呀豪幫我將啲頭髮撥去頸後面，然後不斷抽插我個口。

「嗯... 嗯」我feel到佢越郁越快，碌野都變得更大更硬，我知佢就黎要射。

臨射個刻呀豪本身想口爆我，但我用佢大脾借力，將佢碌野抆出黎然後合買眼對住我自己塊面係咁c



hok。呀豪一下射曬落我塊面度。

射完之後，我慢慢擘番大眼，然後將佢條撚上面殘餘既精奶乾淨。

「無搵妳一排，妳勁左好多喎衰妹」清潔過後呀豪環抱住我，而我坐係佢大脾上面。

「緊係啦，我掛住你呀嘛」我摸住佢隻手「咁你鍾唔鍾意呀」

「妳講咩先」佢隻手開始摸我條腰

「我講... 岩岩」我捉佢隻手向上掃

「妳係聽我上次講話女朋友唔俾我顏射，所以妳先特登咁做」佢係我耳邊笑住咁講

「係呀，咁你鍾唔鍾意先」

「妳話呢？」佢示意我另過去面對住佢，然後攬住我黎鍚。

好快我地就黎第二round。

「今日又咁夜番」媽咪係廚房煮緊飯

「係呀，我去左圖書館溫書呀」我放低個書包，然後就番入房。

「喂咁早既你今日」一入房就見到我呀哥係床度上緊網

「今日無番啊，趕project」佢既目光無離開過電腦mon。

我呀哥叫陳卓楠，大我兩年，依家讀緊year one，不過係I大 year
one。呀哥同我唔一樣，佢成績差到爆，dse考六科得嗰10分，五條2，科physics U左。

不過佢個樣就同我一樣遺傳左我老豆老母既優良基因，身高又有米八，中學個陣已經有唔少女自動獻
身。舊年暑假搵part time去in hollister結果一遞form就請左。

當然，呀哥唔知我同呀豪既關係。

「吱吱～」

「喂bb？係啊我做緊project啊。夜啲過黎陪妳食糖水啦好無？聽日交啦...
嗯好啦byebye，掛住妳呀。」

「新女朋友呀又？」



「咩又啊，講到我咁濫」

「你唔係咩」

「仲係嗰個呀」我呀哥無我好氣咁講「妳呢衰妹，仲未拍拖咩」

「... 無呀」

「唉」呀哥停低打緊字既動作「過左去啦，要放低架啦傻妹」佢望住我

「放、放低左啦！但仲係未搵到呀嘛」我夾硬笑住咁講

「係至好講！」

「係啦係啦，出去食飯啦嘩好香」我搵藉口行出房。

一年前

「嘩Ceci洗咪著到咁靚呀！」

「係喎，同我地出街咋嘛」

「我今晚要去搵kingsley呀嘛」我拎一拎高手上面個個紙袋「今日兩週年」

「唔怪得啦，你睇下你笑到！」

「喂如果呢，我話如果咋，你男朋友偷食你會點」

「傻啦，點會呀，我地咁恩愛」我飲左啖珍珠奶茶

「我話如果！」

「我會擰甩佢個死人頭！」我笑住咁講

「你... 睇下個度...」

「有咩好睇呀」

一另轉面，我見到Kingsley同一個啡色波浪曲髮既女仔坐左係我地後面接近門口個枱，Kingsley仲好
sweet咁餵個女仔食意粉。佢兩個都露出好甜蜜既笑容。

「點... 點會咁架，係咪我睇錯野咋」我個心好痛好痛



「Ceci呀...」

「我無野呀，食... 食野啦」我夾硬露出笑容，但眼角已經忍唔住滴出眼淚。

嗰日我同兩個由小學識到依家既fd去左銅鑼灣一間樓上cafe度食野傾計，呢度亦都係我同Kingsley認
識既地方。

估唔到，兩年後既嗰一日，我會係度撞到佢同第二條女一齊。

我曾經以為當我目擊我男朋友偷食既話，我會即場走去摑佢幾巴。

但係我無。

原來個場面係咁震撼。

個一晚，Kingsley居然拖埋個條女黎搵我。

「Ceci呀，我地分手啦」

我呆左咁企左係度，手上面既蛋糕連同我個心一齊跌左落地。

原本諗住扮咩都唔知，扮傻就可以一直同你繼續一齊。

「點解... 點解呀，我唔想分手呀」

「我已經同左Candy一齊啦，妳以後唔好再煩我啦！」

「我有咩唔夠佢好呀？」

「妳係好好啊，又靚又有身材對腳又正，我最鍾意妳個輪廓夠深成個鬼妹咁，但衰在唔夠淫呢。喂大
佬同親妳扑野都呢樣個樣，又唔肯含又唔俾中出，又唔俾反應喎，喂妳假假地好都叫下啊起碼有feel
啲，咁樣邊有癮姐。但Candy就唔同啦。」

「就係因為咁... 所以你就要同我分手？你一直瞞住我同佢...」

「係呀，Candy淫過妳好多，波又大過妳，就係咁簡單。妳以後唔好再搵我啦。」

條女對住我露出勝利既笑容，佢嗰個淫到仆街既眼神我到今日依然歷歷在目。

我望住佢兩個既背影由近而遠咁離去，漸漸消失係我視線之內，我既眼淚亦都隨之模糊左我雙眼。

我既初戀就咁就無左。



原來要得到一個男人，只要夠姣夠淫就可以架啦。

是你令我變得墮落



二

(二)

「Ceci呀！份art sba你搞掂曬啦？」 

「呃... 我、我差少少，諗住今日留底做埋佢呀。」

係喎，依家先醒起份sba今日deadline。琴日去左呀豪度，原本諗住琴晚搞掂埋啲手尾，點知夜晚攰
得濟無左件事。

放學之後，我執好曬野就即刻落去art room。教我art既Miss Wong今日要帶比賽，所以佢俾左art
room條鎖匙俾我之後就走左。

「Ceci啊，你走之前鎖番間房再去教員室是但叫個老師將條鎖匙放係我櫃桶，啲sba等陣幫我點齊放
係簿架就ok架啦。」Miss Wong臨走之前拋低左呢句。

唔記得講，我係art科長，每次要交功課個啲日子既放學，Miss Wong都會俾條鎖匙我叫我開放art
room俾啲同學趕。

我拎住條鎖匙同埋本sba簿就落去art room。

「嘩咦，高材生都要留底趕sba啊？」我望一望，係隔離班既余家偉。

余家偉係學校泳隊隊長同埋籃球隊既副隊長。雖然佢唔係話好靚仔，但佢黑黑實實既肌肉同埋米八既
身高都吸引到唔少女同學(粉絲)。

運動方面佢真係幾叻，但art呢一科佢就真係有待改善。平時啲功課已經成日拖，考試呀個啲全部都
勉強pass既。

所以好多時趕功課都會有佢份。

「咩高材生呀，講呢啲」我笑住咁講

佢好自然咁坐左係我隔離，然後我地兩個一齊埋首為份sba拼搏。

「好攰呀！」我伸左個懶腰。望一望個鐘，原來都成六點幾。

呢個時候我見到家偉目不轉睛咁望住我心口。我下意識望一望自己，原來今日我著左個熒光粉紅bra
透曬出黎。

「喂你都望左好耐啦喎」我成個人另過去望住佢



「呃... 唔、唔係啊，我...」佢好尷尬咁唔知講咩好，同時即刻將目光放番係份sba度。

我笑左一笑，然後特登坐近啲佢，成個人挨落佢度。

家偉俾我呢個舉動嚇左一嚇，佢定一定神然後望住我。

「做咩又望住我呀，快啲畫啦鹹濕仔」我拎番起直筆係份野度開始畫，但不斷有意無意咁用個胸撞佢
手臂。

其實我個胸唔大，只係得b cup。但因為我好鍾意買啲push up
bra，所以個胸啲肉會好集中，望落都起碼大左成個cup。

對唔住囉，欺騙左你地既感情，但我已經好努力豐胸架啦。

家偉俾我撞多兩撞，就忍唔住停曬手放低左支筆。

「做咩停曬手呀，再唔做就無時間架啦喎」我控個頭埋佢度講，將我大脾貼實佢大脾。

「喂... 妳想點...」家偉既呼吸變得好沉重

「我想點？咪想你快啲做囉，係咪想俾Miss Wong扣分呀？」我係佢耳邊輕輕吹左一口氣。

我放低支素描筆，然後將手慢慢移落佢下面，掂到佢拉鍊位已經硬曬既野。

家偉無出聲，但我知道佢依家個心好亂，佢好努力咁壓抑自己。

我咁講，係因為余家偉有女朋友。而佢女朋友係中三既一個級花。

「聽人講呢，游開水既都勁啲架喎，係咪真架」我係咁引佢。

「妳講邊方面先...」佢把聲都變埋

「你話呢？」我已經開始變得大膽，將對腳浪係佢大脾。本身條校裙已經俾我改短到去膝頭對上，依
家坐低左仲要俾我整多兩整，直頭成對大脾露曬出黎。

雖然我對波唔夠大，但我對自己對白滑長腿絕對自豪。

「妳... 夠啦... 妳再係咁我會忍唔住」

忍唔住就岩曬我心意！

「乜你唔覺art
room張枱個高度岩岩好架咩？」我一路摸住佢條野一路望下張枱「唔知係度做係咩感覺呢」

「... 試下咪知」終於，佢忍唔住。家偉一手將我抱左上枱，佢自己都企左起身。



佢攬住我黎鍚，隻手好熟練咁解開我件校服同埋bra扣。哈，佢同佢女朋友一定成日放學就番去扑啦
！

我feel到佢下身已經頂住我，於是我用雙腳繞住佢條腰。

「做唔曬份sba，大家一齊扣分架咋...」我咬住唇咁講

「高材生擔心啊？」佢一手揸落我個波度

「我？我大把quota俾佢扣啦...」我講完呢句，佢就用個口封實我雙唇，對手不斷搓我粒lin。

「嗯...」

我伸手落去解開佢皮帶，再拉開埋褲鏈，佢堅挺既下體已經隨時準備好咁。

家偉掀起我條校裙再拉開我條底褲，我下面一早已經濕曬。

「妳曳啊妳」佢除埋自己條底褲，然後捉住我條腰一下插左入去。

因為我已經濕曬，所以一下已經好順咁入左去。

「呀... 」我忍唔住發出呻吟聲

家偉即刻嘴落黎，下身開始抽插。

「啪 啪 啪 啪...」

星期五既六點半，學校大部分既課室一早已經無曬人。但二樓既art
room仲係著住燈，入面傳出一陣陣啪啪聲。

「呀...快啲呀... 」家偉抱住我然後不斷抽插。我雙手圍繞住佢後頸，雙腳亦都繞住佢條腰。

家偉有操開，大大隻既佢要抱住我黎屌根本唔難。

插左無幾耐，佢放低左我

「另轉面爬係度」

我爬係我兩個本sba隔離，然後翹起patpat。家偉打左我patpat一下，然後用力一頂，碌野再次滑番
入我陰道。

「呀...！」我一路呻吟一路揸住自己個胸「點解你咁勁既...」

家偉捉實我條腰然後下下頂到最入「妳好正...」



「呀... 我正啲定周潔兒正啲呀」周潔兒係佢條女

「妳正好撚多」家偉邊講，我feel到佢越插越快。無幾耐，佢就將條野抆左出黎然後射曬係我patpat
。

「咚咚——」

「咦你地仲未走呀？」校工英姐探頭入黎見到仲努力緊既我地。

「係呀英姐，好快得架啦」我回答。同家偉執好野，就一齊落教員室交埋份野。一路上我地都無講野
。

「bb！」出到學校門口就見到周潔兒係校門等緊佢

「咦妳放左啦？」家偉行過去一手搭住佢膊頭

「係呀，補個半鐘咋嘛。本身諗住走架啦你又無覆我wtsapp」

「我岩岩同高材生一齊趕sba啊嘛，嘩壓力幾大緊係唔敢玩電話」

嘩你呢個藉口都唔錯喎。

「邊係，我走先啦，byebye」我對住佢兩個笑左一笑，就轉身離開校門。

中四個年

個陣我岩岩同Kingsley分左手。

個排我成個人完全好似無左個靈魂咁，番學無黎精神，放學番到屋企就剩係困自己係房，飯又唔食街
又唔出。

我daddy自己有盤生意要打理，所以成日好忙；mammy就掛住照顧我同呀哥，又要打理屋企，所以
佢地都無咩點留意到我既變化，可能剩係覺得我升左上中四開始有壓力掛。

相反呀哥就注意到我既唔同。

本身我同呀哥由中二三開始就少左交流，我都唔知點解。但分手個排得佢安慰我，所以關係又close
番。

「呢啲賤男就唔好為左佢傷心啦」佢坐係我張床隔離



「其實係咪個個男人都係咁」

「又唔好一竹竿打一船人，個個男人都係鹹濕係淫賤架啦，但又唔係個個都咁仆街出去偷食既」

「但就算你幾愛你女朋友都好，有條女係你面前唔著衫你都會想上啦。」

「咁如果你真係好鍾意你女朋友，就會諗埋佢感受啦，點會咁易話有女就上。」呀哥輕聲咁講

「乜真係咩」我個腦不期然諗番起分手個陣佢隔離條女個仆街眼神「唔親身試過真係唔知」呢一刻，
我決定要去證明自己諗既係岩既，所有男人都係仆街。

「唉，知妳承受左好多啦傻妹」呀哥搭住我膊頭，再輕輕咁摸住我個頭。

「吱吱～」

「喂媽咪？我番緊黎啦，今日學校有野做呀嘛，好啦好啦，我好快番到架啦」

岩岩收左線就有巴士。

放工時間，巴士企滿曬人。好唔容易先逼左入中間既通道。

突然之間，企係我隔離個個西裝友係咁有意無意咁逼埋黎。開頭我都無為意，但佢真係太明顯，隻手
仲係咁掂到我個胸。

我抬高頭係咁啤住佢，但佢就扮曬野咁周圍望避開我目光。

無幾耐巴士埋站，我附近有好多人都要落車。呢個時候個條西裝友乘機痴埋黎，手肘一直掂住我個波
。臨尾有個行動不便既婆婆要落車，條友就更加大膽，成個身另過黎用個心口貼識我個身，係差在未
攬落黎。但我feel到佢條褲有啲硬硬地既野掂住我條腰對落個位。

「先生，你抽完水未？你再係咁我報警架啦。」呢個時候我身後有一把男仔聲傳黎。佢一講完，差唔
多全車既人既目光都放左係我地呢邊。

「我望左你好耐架啦，你係咁掂呢個女仔個胸」我一另轉頭，係上次我係樓梯位撞到嗰個男仔。

「你... 你有咩證據話我非禮佢啊！」條西裝友聲大夾惡咁講

「咁我依家報警，再將呢條證據交俾警察」佢fing一fing佢部手機

條友淆左一淆，然後就係咁對住我地道歉「對、對唔住啊，我下次唔敢啦，俾次機會我啊」

「你又話你無做過？」Alex輕挑咁講

「對唔住啊，求下你地唔好報警...」驚到賴屎既表情原來係咁



「算啦Alex，我諗佢都係一時諗歪先咁姐」我拉一拉佢手臂「下次唔好咪得囉」我笑左一笑

Alex望一望我，然後對住個男人講「唔好再有下次，你唔會咁好彩」

「知、知道啦」講完佢就即刻係下個站落左車

「唔該曬你呀」個男人落左車之後，我抬高頭望住佢講

「傻啦，就算唔識妳都會出聲啦，唔通見到個女仔俾人搞都唔出聲咩」佢話「不過妳做咩放佢走，呢
啲人應該要俾啲教訓佢先識驚」

「可能佢都係唔小心姐，費事搞大件事啦」我話「你真係拍左佢片？」

「妳真係好傻仔，警訊都教過幾廿萬次啦，要大叫唔好呀嘛」佢話「其實無啊，嚇佢架咋」佢攤大部
電話俾我睇。

「係啦係啦」我忍唔住笑左出黎「唔該曬你」

「唔好客氣，妳自己一個女仔記住小心啲呀。我到啦，再見」

「byebye」



三

(三)

「游灝謙... 呢度！」我係facebook度search Alex個account。 

「嘩... 原來條友係之前間學校係男神黎...」我一路碌佢啲相，見到閒閒地都幾百個like。

「條女又幾靚喎... 」我撳左入同佢交往中嗰個女仔個facebook度睇。

「Jessica Koo... 讀隔離校架喎」我見到個女仔著校服啲相。

成個facebook page都充滿住佢地啲sweet相。情侶私影、迪士尼、韓國旅行...
嘩，佢地都一齊左兩年啦喎原來。

好sweet。

曾幾何時我同Kingsley既facebook都係咁sweet。

「食飯啦彤彤！」daddy係出面叫我

「哦！」

『聽日得唔得閒？』呀豪搵我

『晏就ok呀』

『陪我』

『上你度？』

『嗯』

『唔開心呢？』

『少少啦』

『估到你啦豪少。聽日再講』

『如果佢好似妳咁了解我就好』

我望住呢個wtsapp，無奈咁笑左一笑，就將電話放係床頭差電。



嗰一晚我跟左呀豪番屋企。

「點解啲女人咁撚煩，我真係好大壓力呀屌」

可能我同佢唔係好熟啦，呀豪平時俾我既形象都係好cool好成熟，同我呀哥完全唔同。所以先咁吸
引我，搞得我成日想引佢。

個一次係我第一次見佢發曬脾氣咁。

佢應該壓抑左好耐。

「你想既，可以講俾我聽架」我行埋去攬住佢。

呀豪呆左一秒，之後就話「佢明知我辛辛苦苦搵錢為左我地將來既生活，但都仲係咁大洗。又要換電
話又要買名牌，跟住又話我唔儲錢。大佬，啲錢係個天跌落黎架咩，屌！」

「唔好嬲啦，佢仲細姐」我攬實佢

唔知點解見到佢嬲我更加想聊起佢搞我。於是我用對波壓住佢，下身都貼實佢。

我抬高頭用個好天真無辜既眼神望住佢，佢同我對望左一陣，我感覺到佢身體開始有變化。

「你... 頂到我呀」我用把好爹既聲講

「... 妳平時係屋企... 都成日引我」

「姐係你有望啦」

「妳咁樣行黎行去，我好難唔望」 佢將手慢慢伸入我衫入面。

「你依家搞我既話，呀哥知道左你實死緊」我兩隻手纏住佢條頸。

「妳個淫娃」佢烏低身嘴左落黎，一手攬住我條腰，一手伸入去係我胸前輕輕力咁摸。

「妳... 第一次？」

「唔...
唔係啊」我dup低頭「乜我真係好差咩」我又諗番起Kingsley同我分手個陣個段說話「我已經好努力
架啦！」眼淚開始係眼眶打轉。

係，我係唔甘心。

呀豪坐番直個人，然後攬實我「放鬆啲，我帶住妳教妳，好無？」佢好溫柔咁講



我抬頭望住佢，眼淚終於滴左落黎。我點一點頭「嗯」

我同呀豪既第一次就咁樣發生左。

「呀豪呀... 咁我地依家算係咩關係」我訓係佢隔離問

「妳係我好兄弟個妹，我係妳呀哥個死黨」佢話

「但你屌左你好兄弟個妹」

「咁啊，sp囉」佢笑左笑

「好呀，但係你唔可以再搵第二個sp」

「好啊，除左條女之外，剩係要妳一個」佢好溫柔咁笑住講。

「勾手指尾」我伸左隻手指尾出黎，呀豪望左一秒，就勾實左我隻尾指。

「不過呢個關系，係妳搵到男朋友之後就要結束，好無？」

我呆左呆，然後笑住咁點頭。

由嗰日起，我同呀豪就確認左既第二種關係。亦都因為咁，無論我同幾多男仔搞都好，我只會當呀豪
係我sp。

佢亦都知道我既野，甚至知道得俾我呀哥更多。而佢都會同我講曬佢同女朋友啲野。

嗯，我唔係鐘意佢，但係佢俾到一種好特別既感覺我。我唔鍾意佢，但我想霸住佢，應該係咁。所以
想係我心目中俾個名分佢。

「Ceci！秋季旅行你同我地一組定嵐嵐佢地一組啊？」同我好fd既Apple問。

「嵐嵐都同左Anson個堆一組啦，咁多人邊有位俾我呀」我醒起前兩日佢地fb已經公開左關係，我仲
係咁抽佢水。

Anson係我地班黎講算係幾靚仔，白白淨淨咁，唯獨係矮左啲，應該得米七左右。

「咁分組名單我填埋你架啦」Apple講完就出左去。

「各位同學，今年既旅行我地同班中六撞左地點，不過都無咩關係既，同以往一樣啦，唔可以落水...



」

「下，同班中六一齊，實佢地玩曬啦」Apple係隔離扁嘴咁講。

因為呢一屆既中六比以往既特別。AB班呢兩班精英班出曬名好多讀書叻得黎但平時日日去夜蒲既mk
仔mk妹；而CD班呢兩班就好多男女神同埋屋企有背景既人，讀書唔太掂但就幫學校拎得最多校外比
賽獎。

「算啦，咪又係咁，就算同級都係分曬堆各有各玩架啦」

「叮」

Alex Yau sent you a friend request

前兩日先睇完佢facebook，今日就add左我？我撳左確認。

「傻仔，知唔知我係邊個啊？」佢inbox我

「咁大張icon好難唔知架喎」

「咁岩係friend recommend見到妳」

「以為你咁勁咁都搵到我」

之後我同Alex都有繼續傾計，之後交換埋wtsapp。

好快就到左旅行嗰日。其實都無咩特別，年年都係咁，bbq自由活動，我諗學校旅行其實都係用黎俾
我地同班老師增進感情同埋同班同學hea一日架姐。

「Ceci啊！我地去個邊坐啊，一唔一齊？」Apple指一指係沙灘最右邊個個石壆位。

「我想係度吹陣風先，等陣過黎搵你地呀」前一晚聽呀豪呻搞到夜一夜先訓，攰到我岩岩成程車都訓
著咁濟，就諗住自己係度休息陣。

「做咩自己一個咁悶啊？」有把男聲係後面傳黎

「做咩成日緊貼我既行踪先Alex哥」我笑住咁另轉面

「咁靚女緊係要留意多啲架啦」佢行左埋黎挨左係個欄杆度

「嘩，flirt我？」

「妳講野都幾直接架喎」佢托一托眼鏡



「係架」

「妳模範生黎喎，唔係應該好乖架咩，咁鬼串」

「有關係架咩，咁你做咩走過黎呢邊既，你個級啲人係個邊喎。」

「都話我今年先轉過黎，無朋友啊唉好慘」

「你搞笑呀？咁靚仔照計應該好易埋堆就真」

「但我想同妳吹水喎」佢揚起嘴角「係喇，妳有無去過個邊？」佢舉起手指住沙灘盡頭一個暗角位，
嗰度有間幾有樹屋feel既木屋，屋隔離仲要有兩棵椰子樹形既樹。

「無喎，做咩？」

「係嗰個位望出去個海超級靚，去唔去睇下？」佢望住我笑左笑

反正無野做，呢邊又咁嘈「又好姐」

我同Alex幾經辛苦兜左去間屋後面

「嘩，點解會咁既」我呆左咁望住屋後面個片海，真係好靚好清。加上太陽直射落海面，藍綠色既海
面不斷泛起閃爍既波浪。媽啊好似去左泰國咁！

「靚呀呢」Alex話「其實我同女朋友岩岩一齊個陣成日都去呢度，日落個陣仲靚呀」

姐係嗰個Jessica Koo？

「你成日帶女仔黎架？」我講笑咁問

「都係架，呢個位做咩都無人見到阿嘛」佢對住我做左個鹹濕佬樣。

聽到佢講佢女朋友個一刻，其實我個腦已經自動將自己同佢條女比較緊。

我笑左一笑，然後越挨越近佢。

係喇我承認，我依家好像聊佢一獲。 

「做咩啊，凍啊？」佢feel到我挨埋去佢度

「如果我話係你係咪會攬住我？」我微微抬高頭，係佢耳仔邊吹左口氣。

「妳... 做咩啊」佢怔左一怔

我攬住佢條腰「我想要...



你」我微微扭動我個身。我只係著左件好薄既白色tee同埋牛仔裙，Alex用個好驚訝既樣望住我。佢
應該估唔到我會有呢個舉動。

「喂，妳...」

「你唔係話過我靚女架咩，老實講你想唔想扑我呀，嗯？」我好挑逗咁問佢。

其實我知佢係驚訝緊一個高材生居然係度引佢，仲要引佢扑野。

「我... 等陣，我... 我有女朋友架妳唔好...」佢未講完我已經踮起腳尖鍚左落佢個嘴度。

今日我噴左呀哥送俾我做生日禮物既Hollister香水，但之前搵呀豪個陣佢幫我落左啲催情劑落我支香
水度，話有情趣喎。

Alex同我舌吻左一陣，佢已經自動波嘴落我鎖骨，一路鍚落我心口。

「嗯... 」我一路攬實佢，不斷輕聲呻吟。

我好想要！

Alex嗰度一早已經硬曬，不斷頂到我大脾。

我伸手落去摸住佢條野。佢終於忍唔住，將我成個人另轉背對住佢，再一手拉高我條裙，隔住我條底
褲係咁捽我陰蒂。

「呀... 唔好...
咁快」佢扯起我條底褲，然後用手指不斷來回咁掃我下面。好快我已經濕曬，佢慢慢將兩隻手指插左
入去，然後開始抽送。

「嗯... 呀... ！」

Alex將佢另一隻手掩住我個口「妳咁大聲，會俾人聽到架喎，模範生」佢將兩隻手指放左落我個口
入面，我係咁吮吸佢既手指。

佢越插越快，我feel到自己就黎要高潮喇... 

「妳夾到好緊喎，手指都feel到」佢係我耳邊笑住咁講

佢將兩隻濕到反曬光既手指拎番出黎擺係我面前揮左兩揮。

我塊面紅曬咁望住佢。好怕醜呀... 明明係我引佢先架喎。

我烏低身，解開左佢條褲鏈。我抬頭望住佢微微一笑，然後就將佢條一早扯到爆既野一口含住。

我用個口包實佢龜頭，條脷就不斷打轉。我一隻手捉實佢條jer，一手按摩住佢下面個兩粒蛋。

「啊... 」Alex低聲發出呻吟



我將碌野一下含到底，之後又係咁啜佢龜頭，我feel到佢變得更粗更硬。

我將成條野抆番出黎，然後用脷尖由龜頭奶落底，再含住佢兩粒龍珠。

我一路奶一路抬高頭望住Alex，佢合埋眼雙手支撐住後面既欄杆，見到佢個樣我就好興奮。

我加快手既速度，同時個口亦都不斷咁刺激佢龜頭。

好快佢就射曬出黎。

我用口接住曬佢啲精，之後奶乾淨佢條野，將啲精吞曬落肚。

「真係睇唔出妳咁... 」Alex望住我

「人不可貌相未聽過？」我咁樣答佢「喂，你有女朋友架喎」我挨住係欄杆講

「係啊」

「咁你之前有無試過」

「無」

「你岩岩... 又肯？」

「... 唔知點解... 對住妳無曬抵抗力」

我笑左一笑無應佢。

男人始終都係抵受唔住誘惑既生物，只係時間同對象既問題。

「吱吱～」

「喂Ceci你去左邊呀？我地要影相呀！」係Apple

「喔好呀，我依家番黎啦」

「嘩你居然拋棄我地同個靚仔走左去！」嵐嵐一見到我同Alex一齊番黎就咁講

「咩呀，你睇下你先啦」我指住佢同Anson拖住既手

「咩喎，快啲啦！個度影相超靚！」佢塊面紅左一紅，就拉住我就跑過去石壆嗰邊。



Alex微微一笑對住我揮左揮手，就走番去佢地班個邊。



四

(四)

通常旅行完第二日都會放假，我地學校都唔例外。

今日係星期五，而星期一我地教師發展日，姐係我地連續放四日假，yeah！

「喂Ceci，不如呢兩日過長洲玩囉」岩岩同呀哥食完早餐就收到Apple電話「差你一個咋，你得我地
就入去架啦！」

「有邊個去呀」

「我啦嵐嵐啦同埋Anson咋嘛」

「喔好呀」

Apple個呀爸係長洲原居民，所以我地去親長洲玩都唔洗租屋。加上佢呀爸因為做野都搬左出黎，佢
地間屋長期無人住。

一個鐘之後我地已經去到中環碼頭。離遠已經見到佢地。

入到長洲，都係不外乎食下野踩單車咁。

第一晚玩到八點幾，就諗住番去hea一陣夜啲出黎掃街。Anson一番到去就走左入去沖涼。

「喂陪我去買薯片呀！」Apple拉住我同嵐嵐

「唔去啊岩岩單車全程我踩，腳都斷！」我推開Apple「食薯片因住肥死你呀！」

「咁我唔識踩單車啊嘛」佢又扁嘴「嵐嵐陪我去呀！」

「怕左你，行啦行啦」嵐嵐本身都攤左係梳化，但見到Apple俾我推開就笑住咁同佢出去。

「咦佢兩個呢」岩岩沖完涼既Anson出到黎見到得番我一個。

「出去買野呀」我攤左係度玩電話，Anson就坐左係我隔離。

Anson坐左係度好專注咁玩電話，我望一望佢，佢完全無望過我。



我著住件Hollister小背心，下身沙灘褲露曬成對腳出黎，正常都應該會望下我掛！

我翹起對腳然後係咁輕輕fing，但Anson依然無望過我一眼。

於是我扮曬野坐埋啲，將對腳貼近Anson。但佢目光依然停留係個電話mon度。

「Anson呀，你可唔可以幫我搽藥膏呀，好似俾蚊咬」

「喔好呀」佢一手接過我手上面既蚊膏「邊度呀」

我拉高左啲啲我條沙灘褲，然後拮起patpat指住大脾近patpat個位「呢度呀，但我自己睇唔到」

我望住Anson，佢個樣明顯有啲淆，又有啲怕醜咁。

佢將支藥膏好輕力咁搽落我隻腳「呢度？」

「係呀」其實我根本無俾蚊咬

我將對腳微微咁郁左兩下，掂住佢大脾。我feel到佢震左一震。

「咁細力架你，大力啲啦」

Anson dup低頭然後加大左力度，佢好快手咁搽完就俾番支野我。

「唔該曬」我接過支藥膏然後就坐番正扮自然。

丫怕怕醜醜咁又幾cute喎。見你係嵐嵐男朋友，最多剩係引下你唔搞你啦。話曬同嵐嵐姐妹一場。

「好熱呀」門口傳黎嵐嵐把聲，佢地番黎lu。見無無聊聊無野做我地就坐低吹下水。

「喂係啦我聽講英文科遲啲會有個聯校oral訓練，係同band1個幾間至top男校一齊搞喎」Apple挨
住我講

「咁所以呢」

「個間St Prince College都有份呀，我fd話啲Form5 Form6好多都好正架」Apple發曬姣咁

「妳好樣衰呀姣婆」嵐嵐係隔離推左Apple一下

「都岩既，去媾下仔啦蔡思蘋」我笑笑口咁講

「喂高材生，一齊參加啦，你個混血樣可以嚇窒下佢地啊嘛」Apple係度奸笑

「邊係，嵐嵐英文仲好啦」



「嘩我得英文拎第一咋，你係得英文第二呀Ceci姐」嵐嵐叉住腰咁講

「唔好講咁多，一於一齊參加」Apple搭住我地膊頭「你兩個去串下班名校生，我就去媾仔，完，哈
哈」

「真係頂妳唔順」嵐嵐忍唔住笑左出黎

「我番黎啦」我打開屋企鐵閘「咦呀豪？」

「你呀哥落左去買野」佢目光停留係部ps4度

「咁老豆老媽子呢」我放低個手袋

「你呀哥話佢地去左拍拖喎」

「好耐無上黎啦喎你」我行去佢隔離坐低

「但都成日見，唔緊要啦」佢笑左一笑

呀豪好鍾意好溫柔咁笑，講真，佢既笑容真係瞬間將我融化。

我挨係佢身邊，然後將對腳放上佢大脾。

「你呀哥就黎番架啦」

「你驚呀」我撳低佢隻打緊機既手。

佢望一望我對腳，隨即放低手制另左過黎同我打茄輪。

「嗯...」口水聲同埋我既呻吟聲不斷交織住，我伸手落去佢下面，好快呀豪就硬曬，仲要扯得好勁。

呀豪一手將我抱到佢身上，然後繼續同我濕吻。佢一隻手摸住我patpat，另一隻手攬住我條腰。

我雙手搭住佢膊頭，下半身係咁係佢身上摩擦。我已經濕曬。

呀豪好似知我諗緊咩咁，佢將手伸落我條底褲入面，啲淫水整到佢一手都係。

「做咩今日咁濕啊妳」佢笑左笑

「掛住你囉」我咬左一咬唇

其實，我對住呀豪先會特別淫特別主動(雖然我好似對個個都係咁姣)。因為...
係呀豪令我由一個乜鳩都唔識唔鍾意既女仔變成一個淫娃。



無錯，之前同Kingsley一齊個陣我真係懷疑過自己係性冷感。我唔知係咪因為佢破我處個陣夾硬黎無
就過我，令我好討厭做愛。

我唔鍾意含我唔鍾意做。但佢一想要就會死氹難氹咁求我。個陣我好鍾意佢，所以俾佢氹多兩氹就心
軟。但無論點都好我都係投入唔到。

係呀豪令我學識點樣去享受扑野，知道點樣令一個男人覺得舒服，係佢教我點樣爹人會有反應。係佢
... 將我變成Kingsley鍾意個類女人。

呀豪無講野，佢將兩隻手指插左落我下面。

「呀...！」我下面濕到好似水浸咁款，呀豪用手指已經可以整到有好大水聲。

過左無耐，佢已經頂唔順除左拉鍊拎出佢條巨龍。

我捉住佢條硬曬既肉棒，然後一下坐左落去。

我攬住佢，自己係度un。呀豪解開我心口既鈕扣揸落我胸口個兩舊肉度。

佢用手指係咁撩我lin頭，好快我就俾佢整到個乳頭硬曬。我成個人軟曬伏係佢心口，佢攬住我然後
下下頂入我子宮。

「啪 啪 啪 啪 啪 —」

好大聲好大聲既啪啪聲係客廳不斷傳出黎。我知道如果呀哥依家企係屋企門口一定聽得一清二楚，但
呢一刻我已經唔得閒去理。

「呀... 呀豪呀，你插到好入...」我係咁發出呻吟聲

「嗄... Ceci妳好濕」呀豪一路捉住我patpat一路向上頂

「丫... 呀哥應該就黎番到啦」我一路講一路un，同時間呀豪既速度都加快左

「我想射...」佢抱住我然後下下都好快咁插落黎

「嗯... 我今日安全期... 」我鍚左落佢度

「射喇...」

「妳越黎越勁喎o靚妹」佢係廁所出番黎

「係咪要多謝你教導有方？」我笑左一笑

「想點報答我？」



「俾你砌左咁多獲咩都夠皮啦下話？」我拍左佢一野

「咔嚓 —」

「咦衰妹番左黎啦？」呀哥手拎住幾袋野

「係呀，嘩買咩呀你咁多野既」

「今晚同呀豪睇波啊嘛」

「daddy mammy呢？」

「佢地過澳門拍拖後日先番喎」呀哥望一望我，同時個眼神話俾我知呢兩日放縱啦！

「你唔好帶條女上黎就得啦」

我好唔鍾意呀哥女朋友，條八婆正一死港女黎，成個公主咁要人服侍，又唔係特別索特別靚喎，都唔
明我呀哥鍾意佢啲乜。

上次以為呀哥甩左佢拖啦，原來仲係同緊佢一齊喎。

呀哥之前三日唔埋兩日就會換女，但呢條女唔知俾左啲咩迷藥佢食，食到呀哥竟然會同佢一齊左都好
似幾耐下。

愛情呢樣野... 唉。

「得啦，知妳唔鍾意都無再帶過啦」呀哥淡淡咁講

「咁姐係今晚我要食自己啦」我望住個幾袋花生啤酒

「諗住今晚煮好野妳食架喎」佢fing一fing手上面個包意粉「陳卓楠大廚出馬」

「唔該曬喎」我望一望個鐘「喂我好眼訓，玩左幾日好攰，我眠一眠先」講完我就諗住去沖涼訓教。

搞掂曬啲野攤到上床，無啦啦又唔覺得眼訓。望下個鬧鐘，橫掂依家先三點幾，上youtube睇下片先
！

「吱吱～」Alex？

『我岩岩先訓醒咋，番緊屋企』

『你訓街？』



『岩岩係女朋友度呀嘛』

『哦，所以就唔理我喇』

『sorry呀』

『鍚番我先啦』

『咁都得架咩』

『係架，你後日放學得唔得閒呀』

呢條友，我呢幾日係咁係wtsapp度flirt佢但佢都無動於衷又轉移話題咁。咁樣更加令我想再次挑起
佢把火！

『後日？得既，做咩？』

『不如我地去做埋上次未做完既事囉』

藍剔

咩話？藍剔？？？竟然藍剔我！

『喂呀你又唔理人地』語音佢一獲先！

『上次我真係唔想架... sorry呀』

？？？！

『扮咩野』

『我有女朋友架啦』

『射個陣又唔見你咁講』

唔知點解，我對呢個Alex都幾有興趣。可能佢救過我，又好神秘，幾特別咁。

『我地都係保持番朋友關係啦』

『朋友都可以偷偷地玩架嘛』

『咁樣唔係咁好』

『車，上次係沙灘明明係你flirt我先既』

『嗰下我玩下架咋』



『咁我依家都係同你玩下咋嘛，你唔想搞我咩』

『... 妳女仔黎架，咁既說話都講得出口架』

『咁係呀嘛，你唔想屌我咩』

藍剔

一秒，兩秒，三秒，typing... 

『唔想。』

擺明就想啦！諗左成三秒。唔緊要，大把時間俾我玩。

『車，算。咁後日陪我留底做功課』

『做功課？』

『我日日都留校做功課溫書架啦，你估高材生易做呀？』

『做咩要搵我陪？』

『你唔係就黎DSE啦咩，岩曬啦溫下書呀嘛』

『咁呀，妳又岩，好喇。』



五

(五)

唔係嘛，咁既大話你都信。擺明想襯嗰陣搞我，一定係！游灝謙到時我實引死你！

「呀妹，食野啦！」

「哦！」

「喂係喎，你同條女點啊？」食食下野呀哥無啦啦問呀豪。

「咪又係咁，無咩特別啊」呀豪頭都無抬起「佢忙考dse啊嘛」

「諗住同你考埋同一間？」

「係呀，話怕我走去食女喎」呀豪好自然咁講，我瞄一瞄佢。

「呢啲野，隱藏得好既話就算日日痴埋一齊都唔會俾你發現，但一個唔小心呢，就可能一個禮拜見兩
日個啲都會發現」呀哥食左啖意粉

「咪就係，所以我都唔明啲女人驚乜」呀豪繼續係度碌ig

「咁呀哥你有無背住個八婆食女先！」我扮天真咁問

「我緊係無啦！」呀哥好堅決咁講

「係咩係咩」我笑笑口咁講

越有難度既野我越鍾意挑戰。

喂咪住，陳靜彤你係咪痴撚左線呀，唔係諗住呀哥都搞呀嘛on9。

我見到呀豪望一望我。

好快呢個諗法就俾我拋諸腦後。

話咁快就到星期二，今日啲堂無咩特別。

「Ceci放學陪我去買野呀！」lunch個陣嵐嵐走過黎搵我



「我今日唔得閒呀」我搵緊銀包

「下，有咩做先」嵐嵐嘟嘴

「溫書呀，Anson唔得閒陪你咩」

「我就係去買野送俾佢呀」一講起Anson就係度甜笑

「Apple呢？」

「佢後日朗誦啊嘛呢兩日係咁練，溫少日啦黎啦黎啦」佢係咁抆住我

「我約左人留底呀」我話

「哦原來約左人，早講呀嘛」佢陰陰嘴笑「邊個黎架，我識唔識架，同Form架？隔離班？」

「唔係呀唔係呀」我拉住佢走出班房

「咁係邊個姐，fd喎！係咪唔講先！」

「咦Ceci」Alex迎面行緊過黎「係啦等陣邊度等？」

「圖書館呀」我笑左一笑

「咁我放左黎搵妳啦」佢講完就同個fd走左

「哦！！！原來約左上次個高Form靚仔！！！」嵐嵐批我肘

「咩事呀你，溫書呀佢都dse，同埋佢有女朋友架！」

「做咩會同個中六咁fd架你？」

「無呀上次我係巴士俾人非禮，佢救過我一次，咪識左囉」我話

「嘩咁man！WOW WOW WOW 咁你有無對佢有好感先」

「乜事呀你，識個fd就有好感咁我咪好唔得閒」我好無奈咁講

但諗諗下，我又好似真係幾care佢... 我居然會主動走去search佢facebook？...
唉無野既無野既，想flirt下佢姐，男人個個都係仆街！

嵐嵐一直lur住我講Alex啲野，我就成程lunch都係度回應佢既八卦問題。

話咁快就放學，上堂既時間過得真係快。

我以旁人唔係好覺既神速執好野，就飛落學校圖書館。係門口就撞到Alex。



「咁準時落堂既你」

「係啊，依家啲堂都係操paper咋嘛又唔洗教書」

我地一齊行入圖書館。

其實學校個圖書館都幾大，同埋有好多死角自修位。我一入到去就環顧四周環境，咦今日無乜人得個
小貓三四隻，仲要有兩個望落係F1仔。

我拉左Alex去個無人注意既死角位坐低，然後就好自然咁拎啲書出黎。Alex不虞有詐，跟住我坐低
做paper。

六點半，全個圖書館只係剩低我同Alex，個圖書館管理員又走左去偷懶。

呢故時候我將隻手放左係Alex大脾上面。Alex呆左一秒，就另過黎同我對望。

我用個好淫既樣望住佢笑左一笑，然後隻手開始向上移。

Alex一手捉住我隻手「妳唔好咁」佢一路做口型一路搖頭。

我企左起身然後成個人正面對住佢咁坐左係佢大脾上面，佢一臉錯愕咁望住我。

「游灝謙，你唔想要咩」我係佢耳仔邊好嬌爹咁講

我夾緊我對腳，然後隻手開始解開佢恤衫既鈕扣。佢無反抗我，視線一直停留係地板。

嗰個Jessica
Koo，睇佢啲相得個米五五，俾到盡米六喇，但一睇就知都無長腿；見到佢之前去ball啲相，ipad黎
既，仲衰過我。唯獨係個樣真係幾女神幾韓妹囉。但我就唔信你忍到！

我感覺到Alex既身體開始有變化「你頂到我喇」

我拎起佢隻手放係我自己對腳上面，一路沿住大脾摸上去。

佢扯得仲勁。

我將佢隻手放左係裙入面摸住我patpat，我同佢隻手既距離只係差條底底。

Alex隻手震左一震，想縮番走。我即刻撳住佢隻手同時嘴左落佢度。

Alex個嘴好軟好軟。佢開頭諗住一下推開我，但我繞住佢條頸，下身係咁隔住條褲un佢，佢好快就
屈服左。我將條脷伸左入去佢個口，我地兩個就係咁交換口水。我好鍾意濕吻，我覺得成件事都好有
feel。



我好想要，好想...

正當我諗住除佢褲個陣，佢一野捉住左我「去我屋企」

我呆左一下，然後笑住咁執野。

話左架！

「你屋企無人咩」我同佢並肩行入lift。

「無呀，屋企人不嬲夜番」

我跟住佢行入屋。

「我去換件衫先，妳坐陣啦。」

Alex住私樓，雖然屋企唔係話好大間，應該得八百零尺左右，但真係好撚高檔。

係我仲視姦緊佢間屋既時候，Alex已經係廁所出番黎。除左校服既佢根本無換衫，因為佢直頭除曬
所有衫得番條孖煙通。

佢企係我面前望住我，我又望住佢，我地兩個都無出聲咁對望左一陣。突然佢行近我然後將我抱起身
。

我俾佢呢下嚇親

「卜卜，卜卜」

屌陳靜彤你唔係呀嘛，搞過咁多男仔都唔知個醜字點寫，依家你居然俾呢個靚仔過方力申少少既Ale
x搞到心跳加速仲紅都面曬？

我望住佢，佢一路行左入房。痴線，Alex間房好整齊，仲整齊過我間房。

佢放左我落床，然後咩都無講就壓住左我。

「等、等陣」做乜事呀，我無啦啦勁緊張喎

佢無理我，反而用雙手撳住我對手唔俾我郁，然後係咁鍚我。

「嗯...」Alex好似強姦我咁壓實曬我成個人又唔俾我出聲唔俾我反抗，唔洗兩分鐘佢已經扯到頂住我
下面。

我想推開佢，但佢捉得我更實「係妳引我架」佢露出左個好奸但又好迷人既笑容，呢一下將我成個人
既靈魂吸引住。



我呆左係度。

佢繼續鍚落黎，佢個嘴真係好軟，好好鍚，我成個人都酥軟曬。佢一路鍚落去我條頸，係我鎖骨對上
個位整左達咖哩雞。

「你、你做咩呀」

「後悔喇？」佢笑住咁問我

我塊面紅曬咁無出聲，佢又繼續嘴我。

「呀...」

Alex伸手入去我校服，然後隔住個bra咁摸我個胸。我雙腳係咁夾住佢，我感覺到自己已經濕曬。

Alex見到我咁樣，跟住就加大力度揸我個胸，同時同下面頂住我陰唇。

「嗯... 我、我想要...」我好想要！

佢除左我條底褲，然後用手指係外面係咁捽。我本身已經濕左，俾佢咁整法啲水係咁漏出黎。

「妳都幾好水架喎」佢笑笑口咁講

「快啲呀...」

佢將手指慢慢插入去，但插左少少又抆番出黎係咁引我。

「喂呀快啲... 我想要... 」我頂唔順喇，我依家個樣一定淫到仆街。

「妳求我啊」佢係咁引我

「快啲... 俾我」

「快啲咩啊？」

「插我...」

「幫我」佢示意我幫佢除褲。佢胯下既硬物一下彈左出黎，好硬好粗。

佢係褲袋拎左個dom出黎，然後戴左。之後佢即刻烏低身繼續同我打茄輪。

鍚鍚下佢就一下插左入去。

「嗯... 丫！」



Alex趴係我身上然後係咁抽插。佢攬住我下下都插到最入。

「丫！快、快啲呀...」我攬住佢一路淫叫

Alex聽到我咁講之後無加速，反而慢左落黎仲插得淺左

「好想要啊？」佢一路屌一路好輕挑咁問

「係...」屌同佢對望住好怕醜呀！

「想我點插妳啊？嗯？」

「大力啲... 下下頂到最入... 丫！」我岩岩講完，佢就挺腰一下插到最入

「係咪咁啊？」佢又變番細幅度咁插我

救命呀我就黎癲喇！

「係呀... 我想要... 快啲呀...」我不自覺扭動條腰

「妳好撚淫啊妳知唔知啊？」Alex笑住咁講，同時開始加快速度

「啪 啪 啪 啪 啪 — 」

「丫我唔得喇... 停、停呀...」我就黎頂唔順喇

「嗄... 岩岩又話好想要？等我屌死妳個淫娃」Alex喘住氣咁講，同時不斷大大力咁插落黎

「啪 啪 啪 啪 啪 —」我真係頂唔順喇

「高潮啊？」佢雙手捉住我對波係咁揸「妳真係好緊」佢一路講一路加快抽插速度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啪 —」

「我要射啦」我聽到佢咁講即刻用對腳夾住佢條腰。

「嗄... 嗄... 」

冷靜過後，我同佢雙雙訓係佢張床度。

「你又搞左我喇」我話

「其實做咩要係咁挑引我」

「鍾意囉」



「鍾意挑引我？」

「係呀，我成日引啲仔架喎。唔通鍾意你呀？」我笑住咁講，但下一秒，我個腦浮現左佢抱我嗰幕，
我既笑容定格左

「鍾意做專挑引人地既淫娃」Alex有意無意咁講「應該都經歷過啲野喎，唔好同我講貪玩呀」

「做咩咁想了解我？你鍾意左我？」

「我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又點，都可以鍾意第二個都可以同第二個上床」

「我剩係愛佢一個」

「你係愛佢就唔會忍唔住屌左我」

「係妳不斷引我」

「真係愛佢唔會忍唔住囉」

「咁男人性慾意識強都好正常」

「就算係咁既話呢個講法都只係夠勉強合理化耶撚既男朋友無得屌女朋友而去偷食呢個情況，唔適用
係你身上」

「妳唔俾我女朋友係耶撚？」

「Jessica Koo橫睇掂睇都唔似耶撚」

「我條女係邊個都知？做咩咁留意我」

「都話我鍾意落」

「鍾意我？」

「我無」

「妳有」佢望住我

我同佢對望左兩秒

「我會引你係因為要證明世界上所有男人都係仆街」我吸左一口氣跟住話

「點解要用自己身體去試？」



「關你咩事？」

「因為我鍾意」

「... 總之唔關你事」我避開佢眼神「係喇」我轉移話題「如果你有咩唔開心... 搵我傾都得架」

「姐係我一唔開心就可以搵妳屌妳？」

「交流下姐，我好唔好屌呀咁」我用隻腳撩佢

佢無出聲

「既然你條女都唔知架啦，嗯？」我好姣咁笑左一笑，變番係其他男人前既Ceci。

「我要走啦，聽日學校見啦」

當我轉身踏出佢屋企門口個陣，Alex一手捉我，我一另轉面佢就鍚左落黎。

「聽日見」佢講完就露出一個好溫柔既笑容。

我呆左係度「哦... 拜、拜拜」



六

(六)

呢一晚，我不斷諗Alex既野。佢做乜無啦啦鍚我？挑，佢又話好愛佢女朋友講到自己咁專一，扮乜
呀。但我頭先... 好似有種觸電既感覺？

「喂我已經幫你兩個填曬名，唔洗唔該我！」Apple拎住張唔知咩既報名表格fing下fing下咁對住我
同嵐嵐講。

「咩黎架？」

「聯校oral呀！」

「車，以為係啲咩要多謝你添」我好無奈咁話

「幾時呀」

「星期四，放學之後！」Apple指住個日期

「嗰日你應該會係咁俾人捉架啦」我低頭執等陣要用既數學書。

「why why tell me why？」Apple好風騷咁講，唔洗問佢依家個心已經飛左去媾仔度。

「下我諗住你嗰日會化行妝改曬裙咁番學架喎姣婆」

「頂你啦」佢笑住咁講「名校仔唔會咁膚淺既，我有既係內在美！」

其實Apple個樣唔差，仲拍過幾次拖添！但就皮膚黑左啲，同埋番學副娘爆眼鏡累事囉，所以係學校
都無乜人留意。

無驚無險又到放學。

『Ceci，你今晚得唔得閒！』一開wtsapp，係之前同我一齊撞破Kingsley有第二個既小學同學一號
Abby。

『得呀，做咩無啦啦咁好死搵我？』

『Eva失戀呀！』

『下，唔係好地地架咩！』Eva係小學同學二號。記得佢同佢男朋友識左好耐，一齊既話就一齊左一
年左右啦，初戀黎，個男仔追左佢好耐。



『佢話今晚要單拖去蒲，我怕佢有事，諗住跟埋去呀！』

『無問題，今晚見』

Eva同Abby係我小學最最最好既朋友，我地到依家都間唔中會出黎見面吹水傾心事。

夜晚十一點半

『喂我到左啦你係邊』

「喂！」Abby係後邊拍左我一野

「點呀搞咩」

「佢條仔囉，前幾日仲好地地好sweet，琴晚無啦啦同佢講分手，仲要唔講原因」我地狗衝緊去老蘭

「點解會咁架，唉Eva實好hurt啦」

「喂嗰個咪Eva！」Abby指住個俾個gel行頭既男人攬住既女仔

「Eva！」我地衝過去「喂你邊位呀？」Abby好凶狠咁推開個男仔

「喂你兩個八婆做乜呀？」個男仔同Abby開拖

我唔得閒理佢兩個「Eva你做咩要咁樣呀，我好心痛」我攬住佢

「佢唔愛我啦，我岩岩扮醉sd左張係bar入面既相俾佢，佢都藍剔我呀」Eva攬住我放聲咁喊「點解
呀，點解要離開我呀，點解連理由都唔俾我知呀？我到底做錯左啲咩呀？」

每一個字都直插我心坎。眼前既Eva就好似當年既我咁。

同Kingsley分左手，晚晚都自虐。

有人話過，受過傷之後，就會更加成熟，更加識去珍惜識去愛。但事實更多既係，受傷過後，變得墮
落。

我唔想Eva變成第二個我。

「傻妹，失戀咋嘛！我同Abby今晚同你飲到夠！要喊既，盡情喊曬佢，之後就要企番起身架啦」呢
個時候Abby都打發走左個男人行番埋黎「無錯！我地去飲」

「其實我真係好鍾意佢，當初係佢追我先架，點解可以話分手就分手？唔通我地之間既感情真係一吹



就無左？」Eva伏係枱就訓著咁講

「男人係咁架！食屎啦！」Abby都醉醉地

「喂番去啦不如，我聽日要考試呀」我望一望電話時間作左個大話

「我唔走！唔走啊... 」講完呢句Eva就進入昏睡狀態

「點算呀咁」Abb勉強起身問

「一齊送去番去囉可以點呀」我拎起手袋

我地兩個夾手夾腳抬左佢番屋企。由細玩到大，Eva媽咪都知我地兩個同Eva好fd，佢都知Eva呢排失
戀。送完佢番去之後我同Abby都各自番屋企。

凌晨兩點

「咔嚓 —」

「衰妹，依家先番，去左邊啊？岩岩打俾妳又唔聽，我求其同老豆講話妳啲fd生日去左唱k先過到骨
咋」一入房呀哥已經屌鳩我「喂妳飲完酒黎？塊面紅到咁」

其實我都有啲暈，加上岩岩用埋剩低既精神送Eva番去，搞到我依家好攰。

「嗯，好眼訓」我衫都未換就爬左上床

「喂，妳上番去訓呀」呀哥係咁拉起我

「... 」我已經攰到唔想郁喇，借住張床黎訓一晚先啦陳卓楠！

最後呀哥應該係好無奈咁屈服左，走左出去做廳長。

「嗶嗶嗶、嗶嗶嗶」

嘩個頭痛到on9，但好彩高材生訓練有素，就算點都起到身，唯獨係個頭痛到痴線。

食完個早晨就拿拿聲出門口。

「高材生」

我另轉面，心跳不自覺加速「咁、咁岩既」

佢托一托副眼鏡「我不嬲呢個鐘數番到架啦」



「係咩，之前都唔見你」

「今日放學得唔得閒？」

「做咩？」

「幫我整啲野啊，妳好似修art架嘛」佢笑左一笑

「整咩呀？」

「等陣話妳知」佢係校門轉角位摸左我塊面一下「唔該曬」

我呆左一下，好快就擺出一個姣笑「哦定係你想要咋，嗯？」

我見到佢窒左0.01秒「總之放左學art room等」佢講完就轉身行入學校。

好唔容易到左放學，我撇開左Apple同埋嵐嵐黎到art room。

「我女朋友就黎生日，佢又係好鍾意啲藝術野，我想送幅雕刻畫俾佢。」佢望住我笑住咁講

「哦... 好呀」

原來係為左佢女朋友。

其實我應該一早知啦，佢點會無啦啦約我黎aet room啊，唔通真係因為我咩。

之但係明明一早就知道，但個心唔知點解仲係有啲唔舒服...

我同Alex係art
room努力左差唔多兩個幾鐘。由畫草圖，不斷改改改，到印落塊雕刻版度已經搞左勁耐。

「其實呢，妳認真做野個樣幾吸引，吸引過姣個陣」Alex無啦啦好認真咁講

「嘩你無啦啦講呢啲？」我乾笑左一聲「吸引到你呀？鍾意我呢？」

「唔係sor」

「挑」我目光無離開過眼前既雕刻版「喂你想條邊係有角定係圓邊？」

「妳幫我揀啦」

「做咩係咁望住我呀你？」我feel到佢不斷注視住我



「我講真架喎，妳咁樣吸引好多。」

「... 關、關你咩事姐，你又唔係鍾意我，你理得我？」

「姐係妳鍾意我啦？」

「收皮啦，係咪咁唔知醜呀？」我即刻另番轉面扮認真

「妳咩都俾我睇過曬啦，扮乜」佢好壞咁笑左一笑，之後佢用好輕鬆既語氣咁講「不過妳都係唔好鍾
意我」

「？？」

「唔好鍾意我，唔好愛上我」

我怔左一怔，佢咁樣係咩意思？

「其實都大致上搞掂架啦，係差顏色姐」我望一望個鐘，七點正。

「唔該曬妳」佢笑住咁正視我

「呢啲小意思啦」

「咁我走先啦」Alex講完就轉身離去

「叮噹叮噹」

門打開左，呀豪剩係下半身包住條毛巾咁企左係度。佢咩都無講，就拉左我入屋攬住我。

緊緊咁攬實我。

「做咩呀」我爹佢

「我覺得拍拖好攰」

「嗯？」

「我唔想再咁樣落去喇，真係好攰」呀豪嘆左口氣

其實呀豪對佢女朋友真係好好，個女仔想要既，佢都盡量滿足。但係...
佢女朋友就成日嫌佢未夠好。佢想呀豪成為一個有齊所有優點既男人，但試問有乜可能？



「我覺得妳應該會係最明白我」佢攬實我係我耳邊講

一個受過情傷，一個受緊情困。

或者，我地都係用呢個咁既關係去令自己好過啲；或者，我地都催眠緊自己依家做緊既係岩既。

「嘩Apple今日容光煥發喎，仲要戴con」我笑笑口咁串佢，因為唔經唔覺已經到星期四，今日放左
學就要去St Prince College。

「咩喎」佢陰陰嘴係度笑

『喂高材生，今日放學得唔得閒』唔洗講都知係Alex

『我今日去SPC Oral喎，做咩？掛住我？』

『無啊，幅畫差少少嘛，諗住睇妳得唔得閒，我女朋友後日生日』

佢講起我先醒起之前個排都忙放學幫老師手，唔得閒同Alex搞埋啲手尾。

『我練完oral ok呀，但學校七點幾八點就閂門架啦喎』

『去我度咪得』

性暗示？

『好呀，咁我完左打俾你』

「嘩第四組嗰個男仔好正！」Apple瘋狂拉住我同嵐嵐

「邊個呀... 」

「嗰個呀，gel曬頭嗰個呢... 嘩佢望左我一秒！」

「你唔好成個變態婆咁好無呀？」眼見四周圍既人都望住我地咁濟，我好無奈咁講

基本上個Oral都無咩特別，但band1 top名校真係勁啲，唔知以為同緊幾個鬼佬做緊speaking。

個活動六點就完左，比想像中快好多。

臨走之前，嗰個gel頭仔仔居然走過黎問Apple拎電話。我更加肯定岩岩Apple(單方面)係咁同個男仔
眉來眼去。救命。



「我走先啦，屋企等我食飯」我講左個大話就同嵐嵐佢地分道揚鑣。

『我過緊黎喇』

上到去，佢屋企依舊無人。

「其實仲差少少咋，但我怕我會一下毀左成幅野」佢坐係我隔離講。

我無出聲好專心咁幫佢上緊色。

「搞掂！」

「修art果然唔同啲」佢將幅野收好左，然後佢另左過黎摸住我個頭「唔該曬」佢好溫柔咁笑左笑。

我呆左一呆，然後我隨即露出好淫既笑容「想多謝我呀？」

「係啊」講完佢就鍚左落黎。

我攬實佢，然後拮高腳迎接佢個吻。

Alex越鍚越激動，佢好粗暴咁捉住我對手，然後推左我個人落梳化再係咁鍚我。

「嗯... 」Alex一路鍚下半身一路頂住我，我雙腳交叉環繞住佢條腰「我想要... 」

佢一下拉高我條裙，然後扯開左我條底褲。佢笑左一笑，然後將個頭移去我下面。

「丫唔好... 」佢用條脷係咁奶我陰蒂，雙手不斷來回撫摸我大脾。

好舒服... 真係好舒服，我忍唔住夾緊對腳，而佢都奶得越黎越快。

「停、停丫... 我唔得喇... 」但佢無停低，反而越來越加速。佢一邊用口，一邊用手指係咁指插我。

「妳睇下妳，好多水」

我好怕醜咁望住佢，佢企番起身，然後除左條褲，就一下插左入黎。

「啪 啪 啪 啪 啪 — 」

我並無因為Alex毫無先兆既插入而覺得痛，因為我已經濕得好緊要。



Alex雙手隔住校服揸住我對波，下身不斷用力抽插。

「呀... 大力啲呀... 你好勁呀」我雙手纏住Alex，一路發出一啲好淫既叫聲。

「... 妳真係好正」佢不斷抽插，一邊揸我個胸一邊發出低沉既呻吟聲。

「我要射啦」

「妳真係好正」Alex笑住咁望住我講

「得閒咪約下我打番場友誼賽囉」我用隻腳慢慢掃上佢大脾內側，然後咬住唇咁同佢講。

「不如... 下次直接係學校做」佢坐係我隔離伸手去揸我個胸

「呀... 」我挨落佢手臂「好啊，我想試下係lab做... 上次圖書館咪諗住囉你又話走...
」我係佢耳仔邊噴氣。

然後我feel到佢條孖煙筒又開始凸起。

我伸左隻手入去然後上下套弄佢條休息過後再次甦醒既巨龍。

「啊...」

「吱吱～」

「bb你係邊呀？」

「我過緊黎架啦，妳係m記等我一陣呀」Alex接完個電話就收左線。

「要走啦？」我伸左落佢條褲個隻手輕輕摙左一下。

「唔記得女朋友今日收早」Alex攬住我條腰「下次同妳玩過」

「但係我好想要喎」我爬上佢身上然後壓住佢

「最多下次餵飽妳」佢抬高我下巴鍚左我一啖

「好啦」我好姣咁笑左一笑，然後開始著番啲衫。

離開左佢屋企之後，突然之間覺得好空虛。行下行下，眼淚居然係眼角滴左落黎。

游灝謙到底你諗緊乜，你忽冷忽熱咁真係好難捉摸。



點解你無啦啦又肯主動搞我，明明前兩日先係咁拒絕我。

點解見到你會特別緊張，點解同你搞野會特別有feel。點解一聽到你提起你女朋友我個心就咁唔舒服
？

我地... 依家姐係算係點？



七

(七)

我又諗起Kingsley。諗起佢點傷害我，諗起佢當日點樣同條女走左去，諗起佢...
唔係，係幻想到佢點樣同條女搞野。

個個男人都係咁，個個都係。

包括Kingsley，包括余家偉，包括呀豪，包括... 游灝謙。

... 佢真係... 會鍾意我咩，算把啦陳靜彤。

『不如聽日我地去行下街丫』嵐嵐wtsapp我同Apple，我地三個有個group，平時用黎傾八婆野同
埋開心share(我)啲功課答案。

『好喎，唔洗陪Anson咩你』Apple秒回

『佢同啲fd去釣魚呀，無節目(笑喊)』

『唔怪得約我地啦(戴黑超符號)』

『咩喎！Ceci得唔得呀』

『嵐姐約到，我緊得架(笑喊)』

「做咩啊妳，好似有心事喎」呀豪訓係我隔離望住我碇開部電話

「睇黎我既偽裝功力有待改善」我笑左一笑

「想講我會聽」

「好似鍾意左個唔應該鍾意既人」

呀豪點點頭

「佢有女朋友，但佢又對我幾好」諗番起Alex成日對住我好溫柔咁笑，又摸我塊面摸「不過其實可
能係我多心姐」係囉，可能佢對每個女仔都係咁。

「妳確定妳真係鍾意佢？」

我諗起勾引佢同佢搞野既畫面，我... 好似係真心想同佢做，係鍾意佢個隻想獻身俾佢。



「係... 掛」

「放手啦靜彤」呀豪攬住我條腰「妳會hurt多次」

我望住呀豪，佢眼神好認真。

我唔想再hurt多次... 就算要都係要我玩你。

「唔好鍾意我，唔好愛上我」

『我到左啦，你地係邊呀』

『轉埋個彎到，好快好快！』

『我塞車呀下個站到，sorry兩位大佬』我望一望外面條完全唔郁既車龍

『喂Ceci，我見到你嗰個中六靚仔拖住條女係天橋個邊喎！』嵐嵐岩岩sd出黎一秒，Apple已經緊接
佢覆『真係架？喂你地有野咩做咩我唔知架！』

我未黎得切覆，嵐嵐已經sd左個過黎語音『你之前個排練oral唔得閒啊嘛，喂唔好講咁多，我跟下佢
地先！』

我心諗，咩事呀你兩條友。

『我落左車啦，你兩個係邊呀』

『匯豐個邊間商務！快啲過黎！』

一過到去，就見到佢兩個係商務門口好highhigh咁等緊我

「乜你咁耐架！佢岩岩走左啦！」

「你兩個係咪痴線架，我同佢無野架囉」

「咩姐！岩岩諗住你早啲到就推你出去同個條女示下威架嘛」嵐嵐係度ff

「咪係囉！喂呀搞錯呀咁大件事都無話我知！」

「嗰個佢女朋友黎架頂」我真係頂佢兩個唔順，係都要逼我講出黎！「人地拍左兩年拖啦，做乜鳩呀
你兩個！」

佢兩個見到我咁樣，嚇到呆左一呆即刻唔出曬，我就知我激動左



「對唔住囉bb，我地都係講下咋，唔好嬲唔好嬲」Apple即刻say sorry。

其實我都唔知自己點解會咁嬲。我根本唔需要咁激動，嵐嵐同Apple都係好似平時咁串下我講下笑咋
嘛。

「係、係囉，唔講唔講，我地去行街街呀下」嵐嵐都即刻q住我同Apple走。

「食咩好呢，茄汁海鮮意粉好似好好食咁... 但我又想食白汁雞肉焗飯喎，死啦點算... 」

我地揀左間餐廳就諗住食左野先。

「好啦我諗好啦」

落完單，我地就係度吹水

「兩位呀？呢邊呀」

「咦Ceci」我抬起頭，見到Alex，同埋佢女朋友

「咁、咁岩既」我即刻露出笑容

「係啊，同女朋友拍拖」

「嘩你想曬我地？」我笑住講，但個心好唔知想點

「講呢啲」佢都笑左笑「咁我地過去先」佢指一指個侍應

我點左點頭，望住佢同佢女朋友行左過去。我望住佢地坐低，佢俾左件嬲佢女朋友著住，佢女朋友挨
係佢身邊，佢地一齊睇緊餐牌，佢女朋友唔知講咩咁笑住拍左佢一下。

「喂Ceci你唔食既」Apple飲緊佢杯凍啡

「食、食呀，咩唔食，岩岩碟野熱呀嘛」我即刻回過神夾左啖意粉

「係呢岩岩講到... 」

我既目光又放番係Alex身上。佢幫佢女朋友洗餐具，切份多士，再餵埋佢食。佢女朋友臉上面掛住
好幸福好滿足既表情。

點解呢種幸福並唔係屬於我？



Apple同嵐嵐仲係度傾緊啲八婆野，我就飲緊我杯檸茶。

「我地走先啦，byebye」Alex拖住女朋友行出門口個陣同我講

「嗯byebye」我見到佢女朋友都對住我好甜咁笑左一笑。

佢兩個拖住手並肩走左出餐廳。

望住佢地既背影，唔知點解眼淚好想流落黎。

我明明只係識左佢無幾耐，我明明開頭只係想勾引佢玩佢，但點解...
我望到佢同佢女朋友一齊，我個心會痛？

「你地話黑色定粉紅色靚呀」嵐嵐拎住兩條百摺裙

「粉紅襯你啲，其實白色都ok喎 」

「但我好多白色衫啦」嵐嵐話

「始終粉色岩你多啲姐」Apple一臉認真咁講「Ceci你話呢」

或者，我可以試下好似Candy咁，將Alex由Jessica身邊搶過黎？

「嗯？」

但係咁樣... 好似好賤格

「Ceci？」

呢個世界就係咁！賤既唔係我，係班男人！

「喂陳靜彤！聾左呀？！」Apple兜野拍落我手臂

「下？」我嚇一嚇即刻回神「咩呀」

「叫左你好多次啦頂你，諗緊乜呀」Apple舉起手上面個兩條裙「邊條襯嵐嵐啲呀？」

「喔... 粉、粉紅色靚呀」



「都話架啦！」

「好啦好啦，我買粉紅色啦」嵐嵐嘟起個嘴

「喂Ceci呀」嵐嵐同我地唔同路，所以係Sogo門口我地就分道揚鑣。我同Apple一齊行去車站

「嗯？」

「你... 無野呀嘛？」

「我？無呀，做咩呀」我有啲心虛

「你今日全日都神不守舍咁，係咪關嗰個F6事... 」

Apple就係咁，有咩都瞞唔過佢。我地F1識到依家，佢真係好了解我。

「唔係呀，琴晚溫書溫到好夜有啲眼訓咋嘛我」我講左個大話「係啦岩岩晏就sorry呀，我費事你地
誤會我同佢咋，人地有女朋友唔係咁好呀嘛」

「我地都係講笑咋，點知你咁大反應」Apple頂一頂我「以為你真係嬲呀死人頭」

「我點會咁小氣」我笑住咁打左佢一下「係喎你同個st prince仔點呀」

「無咩點，佢乖仔黎」Apple係度甜笑

「下，成個mk樣咁」

「佢成績好好架，平時好少同fd出去，除左打波，放假多數溫書或者留係屋企，仲有！佢唔打機！」

「嘩岩曬你啦，悶到死」因為Apple係個種覺得拍拖唔洗成日出街，同男朋友係屋企攬住睇戲已經幸
福死既人黎。

「係架，嘻嘻」

「你笑得好樣衰呀死姣婆，喂有車啦」

「bb，岩岩嗰個係你同學黎架？」

「係啊，佢F5」我拖住Jessica

「佢好靚女」



「聽聞校花黎」我諗起我班班男仔成日講起Ceci「但唔夠我女朋友靚」我對住Jessica露出個好char
m既笑容

「口花花呀你」佢挨係我膊頭甜笑住咁講

無論我同Ceci上幾多次床，或者同幾多女人上床都好，我愛既只係得顧曉欣一個。由我愛上曉欣嗰一
刻，我已經將性同愛分得好清楚。

「下！你真係同佢分左手？」我放低書包坐係呀豪隔離

「其實預左」呀豪好似無感覺咁，無咩太大既情緒變化

其實我諗過好多次，如果我有個好似呀豪咁既男朋友，我一定好好珍惜唔會放手。

或者佢係出面有搞第二個女人，或者佢係肉體上有對我唔住，但佢真係... 好好，對佢女朋友好好。

我記得佢同我講過，佢女朋友想要既，佢都一定去滿足佢。

今年只係Year1既佢，已經請過佢女朋友去幾次旅行。日本、韓國、泰國、新加玻，甚至巴黎同埋瑞
士佢地都去過。

可能你會話，挑，有咩咁威威。但唔好唔記得，佢一邊要返工賺錢一邊要番學，仲要夠請埋女朋友去
shopping去吃喝玩樂。個女仔自從同左佢一齊之後幾乎所有野都唔洗洗自己錢咁濟。

放工放學之後就去接女朋友放學，送佢番屋企，差唔多每日如是。

但佢條女，一到放假有時間就會搵班最佳損友去玩，朋友既地位絕對比男朋友高。

就算個男仔幾大方幾成熟都好，我諗都會唔開心會心淡掛。

「真係諗住就咁就玩完？」我望住呀豪

「我可以做既都做曬，佢話拍拖都係唔岩佢喎」佢慫一慫膊

「你有無唔開心」

「我話無就一定係呃妳架啦」佢苦笑左一下「點解我為左佢咁努力去付出，到頭來原來所有野都係廢
，所有野都係無用。」呀豪呷左一啖啤酒「其實佢當我係乜，人肉提款機？」佢搖左一搖頭，然後又
飲左啖酒「其實佢有無愛過我」

「或者佢未知咩叫愛啦」



「算啦，或者... 」佢挨係沙發「有時啲野真係無得勉強」

「唔好唔開心啦豪少」我將頭依靠係佢膊頭「下一個一定會更好既」

「嗯... 我地一齊加油喇」佢輕輕咁撫摸我既頭髮

我地... 一齊加油喇。



八

(八)

「就黎到考試啦，我希望你地可以好地地考好個試，下年就DSE架啦，努力埋呢一年知道嗎？」

『又操paper，悶死』每次到數學堂既時候，Alex都會「咁岩」wtsapp我。

『係喎你地係咪二月二十二號study leave？』

『係啊，就黎到』

『DSE加油呀』

『濕濕碎啦，放榜嗰日記得睇新聞呀』

『點解？』

『StX狀元游灝謙』

『收皮啦你』

『嘩妳咁講野，今日放學得唔得閒』

『又掛住我？』

『係啊，記唔記得上次我地講過啲咩』

『講咩？』

『放學chem lab等』

『好呀，鹹濕仔』

其實我今日約左呀豪同埋呀哥，但係Alex一約我，唔知點解我就即刻應承...
我好想見到佢，我唔想佢去搵佢女朋友... 

「點解你有鎖匙既」我係chem lab門口問Alex

「我話要借lab黎操paper」佢笑左一笑

「黃sir有無咁on居呀，去圖書館唔好？」



「你唔明架啦，環境對溫習都好有影響，你身邊周圍都係bunsen burner阿test
tube咁，會認真啲架」

「下話」

「拿黃sir就深明呢個道理啦」佢fing一fing條鎖匙就推開lab門

一入到去，門都未閂好我就一下攬住佢。

我將佢成個壓係lab枱度，然後開始鍚佢。我都唔知點解會咁心急，我剩係知我呢一刻好想佔有佢。

我個腦唔知點解係咁諗到佢條女個樣，佢嗰個好甜既笑容，佢望住Alex嗰個好幸福既樣。

我係度ff佢地拖住手，好sweet咁擁吻，甚至上床既情節。

我成個人騎係Alex身上，佢好似都覺得我有啲唔對路，想推一推開我。但我無理佢，只係係咁攬住
佢黎嘴。

「滴 —」

眼淚沿住我臉龐由眼角滴左落Alex塊面。我終於忍唔住。

Alex用力將我推開，然後好溫柔咁幫我抹走啲眼淚。

「傻妹，做咩啊？」

游灝謙，我鍾意你啊。

「我... 壓力好大，就黎考試啦，我怕我啲成績會跌我好驚」

Alex笑左一笑「傻妹，我可以幫妳補習架」

我選擇左講大話，我唔可以俾佢知道我鍾意左佢。

「你都就考試喇」

「咪當自己溫書」佢話「唔好喊喇，唔靚女架啦」佢真係好溫柔。

我望住佢雙眼，真係好似吸引住我咁。

「咁咪可以上我屋企囉」佢好壞咁笑左一下

「其實我地依家咁樣... 係咩關係呀」



「... 妳想我地係咩關係？」

「... 朋友... 囉」真係朋友咁簡單？

「咪朋友」佢摸左我個頭一下「好朋友，好無？」

好朋友... 好啊，好朋友。

你有沒有對我一點點心動...？

Alex攬住我輕輕摸我個頭，好溫暖。我微微抬高頭望住佢，帶淚光既雙眼好無助咁望住佢。呢一刻
，我感覺到佢有生理變化。

我伸手去佢頸後面將佢個頭撳到我面前，然後伸前個頭一下鍚落佢度。

Alex合埋雙眼配合我個吻。

「嗯...
」我地兩個既口水聲不斷交織住。Alex一路鍚我，攬住我既手亦都開始唔安份咁係我身上遊走。

佢掀起我條校裙，雙手揸住我patpat。佢不斷頂我，我都feel到佢已經硬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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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我伸手落去想解開佢既皮帶個陣，佢一手制止左我。「等陣」我好疑惑咁望住佢，佢將我抱左上
lab枱。

佢幫我除左件校服，然後鬆左條校裙，宜家既我身上面剩係得番底衫褲。

「伸手出黎」佢自己解開左皮帶，然後將條皮帶綁住我對手。依家我對手鎖緊左郁唔到。

佢笑左笑，再係書包拎左條唔知係邊度搵既黑色繩出黎。

「做、做咩呀」

佢笑左笑，然後開始係我身上面綁繩。

雖然之前口爆顏射乜都試過曬咁濟，但咁樣真係未試過...

「妳依家係屬於我既」佢好壞咁笑左一下。

佢分開我對腳，然後一手係咁揸我個胸，另一隻手輕力捽我下面。

「呀... 嗯...」我忍唔住叫左出黎，Alex即刻用嘴封實我唔俾我出聲。

我全個身除左對腳之外都俾佢控制住，唔得喇好舒服...



我雙腳夾緊，佢將手指拎上黎然後塞落我個嘴度「妳睇妳，咁快就濕曬」

佢再次將我對腳擘番大，然後鬆開褲頭鈕，將龜頭對準我穴口一下頂左入去。

「啪 啪 啪 啪 —」

Alex大大力咁插落黎，佢一路抽插一路揸我個胸。

「啊... Ceci啊... 」Alex一路鍚我，鍚到耳仔邊仲不斷吹氣。

我依家呢個pose真係好淫。我望住Alex不斷進出我既身體，同埋佢不斷刺激我個胸既敏感帶，我就
黎唔得喇...

「嗄... 妳夾到我好實」

Alex將兩隻手指塞落我口入面，我都好主動咁吸吮佢既手指。

「我無戴套喎，妳唔怕架咩？嗯？」佢喘住氣咁問我

「我岩岩先黎完m，射曬俾我呀... 」我咬一咬唇

Alex聽到我咁講，即刻加快速度。無幾耐佢就射曬係我度。

佢幫我清潔乾淨，著番啲衫再打開本數學「黎啦，等數神教妳，包妳下年爆星」佢露出好charm既笑
容。

「daddy，我今晚去Apple度訓呀，就黎考試諗住努力啲溫書」

呢晚我自己一個去左酒吧飲酒，我真係不斷諗起Alex，我都唔知我發生乜事。

「點解我次次都會鍾意啲唔應該鍾意既人」已經唔知飲左幾多酒，唔知流左幾多眼淚，我終於伏低左
係枱度大喊

「妳... 無事呀嘛？」有個男仔坐左埋黎

「嗚嗚... 點解我會鍾意你... 」我個頭好暈，我挨左係嗰個人身上

「喂... 喂，妳、妳點呀」佢托一托住我條腰

落得呢啲地方，都係搵食架啦，扮咩正人君子呀。



「你地啲男人全部衰人黎架！」我另過去望實嗰個男仔。

我依家先見到佢個樣。雖然個頭好wing環境又好暗，但佢望落應該廿四五歲左右，個樣斯斯文文咁
，個輪廓好深好靚。

「o靚妹，妳飲醉喇。自己係呢啲地方好危險」

「我無醉！收皮啦，你都係黎搵食咋嘛，扮咩呀」我挨住佢細細聲係佢耳邊講，講完就訓左係佢大脾
。

「妳叫妳啲朋友黎接妳先啦」佢無視我既發姣，同時望一望我部電話。

「咁你送我番去咪得囉」我一手攬住佢

「一係你就由得我係度俾人執屍囉」我見到佢有疑似拒絕既動作，就拉高自己條裙，露出對雪白既大
脾。

我個樣望落都係似十七、八歲，呢啲廿幾歲既哥哥仔應該會幾鍾意我既。

果然，佢個樣猶豫左兩秒，就扶起我。

「你怕我俾人搞呀？」酒精關係，我對住眼前呢個我連佢咩名都唔知既人不斷作出挑逗。

「... 起身先啦」

既然我都唔值得再俾人愛惜架啦，既然Alex都唔會鍾意我架啦，既然...
所有男人都係仆街。係囉，就算我俾人搞，佢都唔會心痛架啦。

「喂妳住邊架... 」個男人將我推左上的士

「你屋企...」我係咁挨住佢一路講野一路傻笑

「咪玩啦，喂...」

我合埋眼，已經攰到唔想講野。

「喂睇唔出妳咁重」

個頭好痛，我feel到有人孭緊我唔知去邊，但呢個肩膀好溫暖好舒服好有安全感。我攬實呢個孭住我
既人。

佢將我放左係張床上面，但我唔想放開。唔好... 唔好離開我，我唔想自己一個。

「喂...」我拉住左佢，佢失重心跌左落我身上面



酒精作用下，眼前呢個人... 戴眼鏡，斜陰，面尖尖咁... Alex？

「Alex，唔好走，求下你唔好走... 」眼淚不受控制咁係眼角流出黎。

呢個人無講野，只係攬住我。我埋首係佢個好溫暖既胸膛不斷抽搐。

佢一直輕輕咁撫摸我個頭，我好想呢一刻永遠停落黎。

呢一刻，你心裡面有無諗起過我？

「bb呀，考完試之後不如我地去旅行呀！」曉欣訓係我隔離search緊旅行既野

「睇下」我開左個email俾佢睇。我一早已經訂左機票六月個陣同佢飛台灣，七月中再飛韓國。

「丫，點解既！」

我望著雙眼發曬光既曉欣，忍唔住笑左一笑「有個傻妹話想去台灣食好野去韓國掃貨呀嘛」我鍚左佢
額頭一下。

「咁我要努力啲番工先得！」曉欣好甜咁笑

我打開左我ebank個account俾佢睇「唔得，妳同我好好地去溫書呀，我一直都儲緊錢既」

曉欣望住我，然後雙眼慢慢變紅「傻佬，你對我真係好好」

「唔對妳好對邊個好啊？第時仲要娶妳架喎對妳唔好俾人搶左去我點算？」

「我唔會離開你架」

我攬住曉欣，將我既嘴唇貼去佢雙唇。

窗外面熾熱既陽光直射我塊面，整醒左我。救命，我個頭好痛...

「好痛... 」我擘大眼，咦喂，呢度邊度黎？shit，隔離條友係邊位？

我隔離訓左個目測廿幾歲既男人，佢隻手攬住我，而我身上面剩係著住件白色背心底衫。

咁我件面衫呢？？

咪住先，我琴晚自己去左賣醉，我唔會係同呢個人... 



「喂！！」我大大力拍落隔離個男人度

「嗯... 」

「喂你係邊個，呢度係邊度黎？你琴晚做過啲咩？！」雖然就話成日聊啲仔，但起碼都要知對方咩料
先呀。依家眼前呢個人，我連佢名都唔知喎...

個男人諗左一諗，然後坐左起身「o靚妹，妳琴晚自己飲醉左，逼我帶妳番我屋企架喎，唔係斷左片
就想屈好人啊嘛？」佢微微一笑

「...
真係？」諗諗下，個腦有啲片段閃過，上的士，我主動攬住條友，我拉左佢落床？「咁、咁你有無做
啲咩！」

「妳醉到咁，仲要喊苦喊窟咁，我可以做啲咩呀」佢攤一攤大手板，露出潔白既牙齒「無男仔鍾意屌
死魚架」

「...」俾佢串親添。

「咁... 唔該曬你，我走先」落左床先醒起我件衫無左「喂我件衫呢」

佢用手指一指書枱前個張櫈背「放心喎，係妳自己除，我無搞過妳啊。如果我無撳住妳，妳可能bra
都除埋啦」佢依舊坐係床邊講「仲有琴晚係妳拉我落床，我走唔到先逼於無奈同妳訓咋」

「唔該曬囉... 琴晚sorry...」我走去著番件衫

「諗住點多謝我啊？唔係我你分分鐘俾人執左屍啦」佢又笑左笑

「咁你想點呀，咪洗旨意肉償呀」我抬頭望住佢

「陪我去食個lunch」佢戴番副眼鏡「因為妳啊我今朝起唔到身返工」佢舉一舉起俾我壓住個隻手

「係喎訓左晚都未知妳叫咩名」

「Ceci，你呢」

「我叫呀耀。」

「喂你覺唔覺嵐嵐呢排怪怪地？」lunch time個陣Apple壓低聲線問我。

「... 」我地兩個望住坐係對面發緊呆既嵐嵐，佢完全無視我同Apple。

我同Apple你眼望我眼，係咁示意對方打破僵局。



「... 嵐、嵐嵐呀，做咩唔食野呀」Apple係咁揑我手臂最終令我屈服。

「... 下？食呀食呀」佢回一回神應我然後拎起隻羹，但下一秒又呆左係度。

「喂唔係，真係有唔妥」Apple又壓低聲線咁講

「嵐嵐，你做咩呀」我放低對筷子

「下？無、無野呀... 」

「係咪連我地都唔講先」我扮嬲咁講

「唔係呀唔係呀，我... 唉... 」

「係咪Anson蝦你？」Apple拍曬枱咁問

「唔係呀唔係呀，我... 遲左兩個禮拜仲未黎m呀... 」佢越講越細聲

「下，你咁快就同佢... 」Apple不自覺將聲線提高

「殊！細聲啲呀... 」嵐嵐好緊張咁講「點算呀我好驚...」

「無事既... 你地無戴套咩」我問

「無呀... 個陣攬攬下鍚鍚下... 有feel就... 」嵐嵐好苦惱咁講「死啦唔會真係有左呀... 」

「咪驚住，你有無check過呀，可能無事呢」

「未呀，點算呀... 」

「可能荷爾蒙失調姐，無事既唔洗驚，放學陪你去驗左先啦」我不斷安慰佢「你驚會影響分泌，會影
響黎m架」

「你冷靜啲先，放左學我地陪你去check！」Apple都係咁安慰佢。

「好啦...」



九

(九)

「喂陳靜彤，有野問妳。」一番到屋企，呀哥就拉左我入房。

「咩事呀」我好唔耐煩咁問。我仲煩緊嵐嵐單野，岩岩放學個陣同左佢去買驗孕棒，check到出黎係
兩條線。

「妳同呀豪咩關係？」

「下？」我好真誠咁下左出聲，然後心跳開始加速。

「你地係咪上過床？」佢斬釘截鐵咁問我

我個心離一離「講、講咩呀你，你痴左線咩陳卓楠」

「呀豪條女話曬我知啦」呀哥另轉面，我feel到佢依家好嬲「佢話同呀豪分手既最主要原因，係見到
呀豪唔記得del，同妳既wtsapp對話」呀哥手上面張紙俾佢既拳頭握成一個波。

「我... 佢條女係咪睇錯，我點會同呀豪...
」我好心虛咁講「何況呀豪話佢地分手係因為條女唔想拍拖咋喎... 」

「妳自己睇」佢碇左部電話過黎「妳唔係想話佢條女偷到妳同呀豪部電話作假對話屈妳地啊？」

我窒左兩秒，然後拎起呀哥部電話。我見到呀豪條女wtsapp左幾張對話俾呀哥，係我同呀豪係wtsa
pp個啲好曖昧好淫賤既對話。

「點解... 點解偏偏要係妳同呀豪？」

『放左學得唔得閒啊？』

『做咩呀，掛住我呀？』

『係啊，咁耐無見，掛住妳... 把口』

『好衰架你，人地都好掛住你呀』

『等陣上我度』

『好呀』



『好耐無見妳啦』

『係呀，有無性趣見下先』

『一陣我條女返工，妳得？』

『豪少叫到，我實得架』

『好耐無屌過妳』

『一陣咪有囉』

『屌但我無曬dom』

『我安全期』

『聽日得唔得閒？』

『晏就ok呀』

『陪我』

『上你度？』

『嗯』

望住呢堆我兜都兜唔到既對話，我個腦空白一片。

「... 仲有咩解釋呀？」呀哥輕聲咁問。

佢另轉面，然後過黎攬住我「傻妹，點解妳要咁做」佢摸住我個頭「係咪因為個Kingsley？妳咁樣真
係值得咩？」

我無出聲，但雙眼已經開始泛起眼淚，不斷係眼眶打轉。

的確，我係因為Kingsley先會變成今日咁樣既我。如果唔係Kingsley，我唔會勾引呀豪，我唔會走去
聊人地啲男朋友，我唔會同Alex發展成咁樣既關係，我唔會... 變成咁。

但男人唔係鍾意女人夠淫夠open架咩？當初佢都係因為咁樣而飛我架咋！

越諗番起我既眼淚就越唔受控制，我攬住呀哥放聲大喊。

曾幾何時我都係個好純潔好自愛既女仔，但係呢啲已經係過去，已經番唔到轉頭。

至少，依家既我係床上面可以滿足到唔同既男人；因為呢班人，我已經唔知點樣再去相信一個男人。



我鍾意Alex，我好想將佢係顧曉欣度搶過黎。但即使我成功左，Alex又會真係愛我咩？又或者，依
家既佢咁愛顧曉欣，佢地真係可以一直永遠都咁恩愛？

「我已經唔知點樣再去信愛情」我攬實呀哥係咁喊「就算有女朋友，都會背住佢地同我上床。其實係
咪正常架？點解男仔咁做就正常，我地女仔咁做就係賤格係雞係公廁？」

我真係唔明，男仔食得多女代表有經驗，值得自豪。而女仔只會被當作係雞係公廁。

「如果係咁既話，係咪多過兩個人既愛情其實先係正常？」我既眼淚已經沾濕左呀哥件衫「我已經無
辦法再去相信一個男人，然後拍一次真係只有兩個人既拖，我會成日覺得佢地出面會有第二個，然後
某一日就拖住佢走過黎同我講，我地分手啦。」

「連妳自己都唔愛惜自己，咁仲點會有人愛惜妳啊？妳係咪打算一世都活係嗰條賤人既陰影裡面啊？
」

「假架！唔會有，因為我已經錯左啦，無得番轉頭。係呀，我好污糟，我俾呀豪上過，我俾好多男仔
搞過，但我之所以會變得污糟，都係由你班男人造成架！真愛？嗰個人會接受到咩？佢仲會愛我咩？
」

「妳點可以因為一次既失敗就打定輸數？妳依家咁樣做同破壞人地既幸福有咩分別？妳咁樣做只係一
直傷害緊自己同人地呀」呀哥都忍唔住激動起黎「呀豪同Chole因為妳而分手，三個人既愛情，到頭
黎兩敗俱傷，咁樣好玩咩？」

「咁都係呀豪抵受唔住誘惑，先會背住Chole同我上床姐，我有咩錯？我無男朋友，我無出軌，我無
偷食喎，我無錯！」

「妳個價值觀已經完全扭曲曬...
其實妳應該最清楚，自己男朋友出去搞其他女人既感受係點。或者個第三者可以叫無錯既，佢都只係
去爭取自己想得到既野姐。但係，你咁做同Candy有咩分別？」

「但愛情本來就係咁可笑咁諷刺架啦。」

「唔係，愛情唔應該係咁。咁樣既話，不斷受傷既只會係妳自己，妳永遠都唔會得到真正既愛。妳咁
樣，開心咩？」

我咁樣，會開心咩？

呢一刻，我諗起Alex。

『我諗我地呢排都係唔好見住啦，靜彤，對唔住。』呀豪wtsapp我

『呀哥搵過你？』



『係，嘈左一獲』

『對唔住』

『傻啦，係我問題，邊關妳事』佢繼續輸入『妳同妳呀哥點』

『都係嘈左獲，但好快無事啦，由細嘈到大』

『我同Chole劃清左界線啦，件事其實唔可以怪妳，我同佢之間本身已經有好大問題...
妳唔好放係心』

『我無野喎』

呀豪話過，我地呢段關係要係我拍拖之後就結束。估唔到，我仲未搵到男朋友，但我同佢就已經到此
為止。

第二個對話欄傳黎訊息『嵐嵐，你打算點呀』

『我唔知... 我好驚... 我應該點算... 』

『你有無同Anson講？』

『我唔知點講呀，點算呀，我唔想有左呀...』

『但妳一定要同左佢講先架喎』

『無錯，佢係經手人佢一定要知！放心，萬大事仲有我地兩個！』

終於，嵐嵐同左Anson講。仲讀緊書，落仔係佢地唯一既選擇。

雖然就黎Final
Exam，但我同Apple都堅持陪嵐嵐去家計會約時間做檢查做墮胎。好彩Anson條友都好著緊，全程
都陪實嵐嵐。

嵐嵐年頭生日，所以已經過左十八歲生日，唔洗經家長同意都可以做墮胎。

一開波要見社工醫生同護士，嵐嵐同Anson話俾個醫生同護士鬧左一獲，就約時間等排期。

因為早檢查，所以個b可以食藥跟著就咁等佢屙出黎，唔洗做刮宮。

Anson亦都好後悔，我見住佢一直陪著嵐嵐，同埋佢發自內心好緊張既樣個陣，好彩Anson無中出即
飛。



「呢張係你個bb既X光相。」事後個護士拎住張X光俾嵐嵐「妳地想要既可以自己keep番，唔洗既話
我地可以幫你處理。」

「... 」我同Apple望住嵐嵐。

「唔該姑娘」嵐嵐將份X光相收入file，然後好好咁袋住。

「嵐嵐，你要留？」Apple追問

「嗯，我會好好keep住」

「點解...？」

「因為...
我要我自己呢世都記得，我曾經辜負過呢個bb，我要提醒自己，我好對佢唔住。」嵐嵐將目光放係
地下，然後輕聲咁講。

Anson係隔離攬住嵐嵐，休息室入面好靜好靜。

「唉就黎又放暑假啦」Apple坐係我同嵐嵐中間。

係喎，原來咁快又過左一年。

「你是咪唔記得左個考試呢」

「講呢啲，dse先係重點，F5成績，人地大學睇條春咩！」Apple笑住咁搭住我同嵐嵐膊頭。

「係喎，你同個乖乖St prince仔點，無聽你提過既」

「下，無左好耐啦，條友同左第二個一齊啦」Apple話

「下，咁快」

「當初佢去聯校Oral原來都係為媾女，食屎」

「話左架啦，唔通真係佢練習咩頂你」

「哈哈，是但啦，其實都預左架啦」Apple微微一笑

「吱～」

『呢排點呀』同Apple佢地吹緊水之際，收到Alex既wtsapp。望下我地個對話，原來都幾耐無搵佢
。



自從上次呀哥同我講個番說話，唔知點解覺得我同Alex既關係好似已經去到無得再前進既感覺，可
能佢同顧曉欣實在太sweet，我... 應該點努力都只係落得後備掛。

不得不承認，我係鍾意左Alex，到依家仲係鍾意。

係啊，係好唔甘心，好鍾意佢，好想佔有佢，好想將佢搶左過黎。但Alex俾我好忽冷忽熱既感覺，
我覺得如果我再盅個頭埋去，受傷既... 終究會係我自己。

點解我唔早啲識到佢？點解我當初會同左Kingsley呢個賤男一齊。

其實呢排我都有同余家偉係art
room打過幾場友誼賽。條友都唔知係咪特登，個次之後每次都扮遲交sba，但明明落到黎art
room個陣份野已經做好曬。

我唔鍾意佢啊，但我好enjoy佢背住佢條女黎搵我嗰個感覺，仲要係佢主動黎搵我。

睇佢ig，佢同佢條女，好似感情仲係幾好。可惜佢條女睇唔到佢地幸福背後既黑暗面。

『o靚妹，得唔得閒食個飯？』我望一望電話，係呀耀，上次帶左我番屋企嗰個男人。

自從同呀豪少左聯絡之後，我同呢個呀耀多左交流。可能我當左佢係呀豪掛，所以我將呀豪既影子投
射左係佢身上，將所有唔同得人講既秘密都話曬俾佢知。

唔同既係，呀耀從來都無受到我既引誘，佢約親我都真係剩係食飯睇戲吹下水，就算上去佢屋企，坐
係床邊，佢都係無任何越軌行為。

「喂其實點解你成日都唔show我既」食食下野我終於忍唔住問佢。

「咩唔show妳啊，我成日搵妳吹水架喎」佢爬左啖飯。

「我話點解你唔搞我既，我唔索咩」唔知醜已經唔係第一日既事「何況你又無女朋友」

其實呀耀個樣唔差，正常偏靚仔咁，典型廿四五歲既上班族樣。其實佢呢type哥哥都幾吸引，但唔
知點解無拍拖。

「無女朋友都唔代表可以周圍搵食架」佢話「同埋我呢啲呀叔妳都岩呀o靚妹」

「下，你收皮啦，嗰日又落bar」

佢放低手上面既餐具「是咁的，嗰日其實我本身約左個同事，點知佢臨時臨急同女朋友嘈交，所以就
無黎，咁岩又俾我見到妳」



「俾人放飛機咁慘豬」

「係啊。喂妳成日問問問，到我問妳啦」佢托一托眼鏡「其實... 妳咁樣真係開心咩？」

「講咩呀... 」

「其實唔係全世界既男仔都係衰人黎架。只不過妳依家未遇岩人姐。o靚妹，妳咁後生，仲大把世界
啦。」

「嘩講到你看破紅塵經歷好多咁喎o靚仔，做咩呀，想兜個圈讚自己？」

「咁我又無話過自己係好男仔」佢話「但起碼我覺得要尊重女仔係基本囉，同埋唔係鍾意人，就唔好
搞人地喇。我只係覺得，同非女朋友以外既人上床，好自私好唔尊重。」

我諗左一諗

「所以我搞唔搞你同我有無女朋友都係兩回事，學好多賤男話齋，無衝突架。哈哈，老啦真係，同妳
啲o靚妹有代溝」

「但我自願喎，咁都唔食？我自願唔叫唔尊重啦掛」

「但妳真心想咁咩」佢答我「咪死頂啦。真心西痕搏屌個啲，同埋背後有經歷有故事個啲，唔同架」
佢望住我

「車，懶深奧，唔明呀咪一樣。唉唔講呢樣啦。」我將目光移開，拎起杯檸水。

「今次第一名都係靜彤，我地俾啲掌聲！」又係拎成績表既時候。我地學校比較特別既係，成績表上
堂派，而家長日係多數講下學生係學校既表現。

「大家俾啲心機，挨埋呢半年佢呀！」班主任好勵志咁講

就係咁，又到暑假啦。呢個暑假咪又係番黎補課補課補課，溫書溫書溫書，悶到。不過要拎好成績入
U就要付出架啦。

呀爸呀媽一直都知我成績好但好鍾意藝術，佢地無反對過我將來向藝術方面發展，其實呢一點我真係
好感激佢地。

暑假眨下眼就放到一半。呢晚我又瘋狂做數，做到攰，就望住個窗外面發呆。

呢排發生既野實在太多喇。係喎...
Alex應該放緊假，前排見到佢同條女fb啲相，一齊去旅行，真係好sweet。



唔知... 佢有無諗起過我呢。

我無覆佢之後，佢都無再搵我。大概，由頭到尾佢都無鍾意過我。

我應該就只係... 好似佢fb入面個堆花痴既其中一個咁渺小。

我攤落床戴起耳機，播放器咁岩播到觸不到的戀人。

我想問 我們有愛過嗎
你一笑 我又講了別的話
老是拿你沒辦法 想太多嗎
我要維持我的懂事吧 不要太傻

「我講真架喎，妳咁樣吸引好多。」

「... 關、關你咩事姐，你又唔係鍾意我，你理得我？」

「姐係妳鍾意我啦？」

「收皮啦，係咪咁唔知醜呀？」

「妳咩都俾我睇過曬啦，扮乜。不過妳都係唔好鍾意我」

「？？」

「唔好鍾意我，唔好愛上我」

老實說算好朋友 對嗎　
但事實有時讓人害怕
如果亮燈之後 結果空白
讓夢留在黑暗 再開花 好嗎

「咁咪可以上我屋企囉」

「其實我地依家咁樣... 係咩關係呀」

「... 妳想我地係咩關係？」

「... 朋友... 囉」

「咪朋友。好朋友，好無？」

那麼我有必要為你哭嗎
還是說我就認了呢



我感動了自己 也感動不了你
是殘酷的 但真的

點解我偏偏鍾意親既都係啲唔應該鍾意既人？



十

(十)

「恭喜曬！」

「嘩男神威威啦，UST喎」

「欣欣可以放心啦，UST都無女既哈哈！」

今日係dse放榜。溫書溫到攰，百無聊賴打開fb，就見到一大堆講放榜既資訊。碌碌下，就見到佢fb
。

望住張icon，好熟悉既樣，好熟悉既笑容。

『恭喜你喎UST男神，入到U都唔講聲，仲話fd喎』拎起電話打開wtsapp同佢既對話欄，終於都係忍
唔住搵左佢。

望住佢一路on住，但係個灰剔終究無變成藍剔。足足十分鐘之後，個兩個剔先肯變色。

『多謝曬喎，仲好講，咁耐唔搵我』

搵你，仲搵你做咩？

『費事阻你同條女嘆世界呀嘛，加上我又考試』

『嘩妳竟然講呢啲，唔再姣仔啦？(奸笑)』

係喎，我好似... 無再係咁周圍聊人上床啦喎。

『我剩係姣你架咋嘛，得閒咪打番場友誼波囉』

佢輸入中，然後又停左，再次變輸入中，最後變成離線。

望住個offline，鼻頭一酸，視線又開始模糊起黎。

中學生涯最後一個暑假，就係一大堆書陪伴之下渡過左。

再次坐係班房入面，感覺好似唔知想點咁。大概係知道就黎要離開呢間學校，好唔捨得呢度既人同事
。



唔知舊年Alex有無唔捨得過我呢？

「喂Anson，借份數學MC黎呀，你數學咁勁」

「喂～呀～有無人知phy最尾個兩條點計呀，完全睇唔明囉！」

「嵐嵐呀！Ms Lam話你文學應該爆到星，借啲作文黎睇下啊！」

「救命呀，我啲Notes唔見曬既！！」

終於，今年就到我地考DSE。半年其實過得好快，過埋呢個星期我地就Study Leave喇。

每日都重覆做住無盡既past
paper，成個班房都充滿住溫書既氣息，就連平時班上最hea嗰幾個都頂唔順呢個咁認真既氣氛而瘋
狂溫書。

「Ceci嵐嵐，今晚一齊去食飯呀」放左學係M記溫溫下書，Apple條友問我地

「好呀無問題」

「ok！」

「吱～」

『靚女，今晚有無空啊』有wtsapp彈出黎。我望一望，係Alex。

半年無聯絡，搵我... 做乜？

『做咩呀』

『上唔上黎我度？』

...

...

...



明明我努力緊唔搵你，做咩無啦啦又搵番我？我壓抑住自己唔好搵你唔好諗你，點解你又要無啦啦搵
番我？

『做咩無啦啦...』

但係... 我好想... 見到佢。

『妳唔係話過，我唔開心，就可以搵妳架啦咩？我剩係... 諗起妳一個。』

我呆左望住個mon，個心... 百感交集。

「Apple嵐嵐，我今晚都係唔同你地食啦，我呀哥話老豆番左黎，所以要番去食。」

「喔，咁好啦，聽日先一齊食啦」Apple轉左兩下支筆，又繼續做數。

「叮噹叮噹 —」

大門打開，一個熟悉既面孔。

Alex揚起嘴角「我地好耐無見啦」講完，佢就伸手拖左我入屋。

佢屋企無人，剩係得佢間房有開燈，全間屋都好黑好暗，單靠窗外好微弱就黎日落既光線照射住。

「做乜無啦啦咁好死搵我？」我扮到好無野咁問

「無呀，女朋友去camp，悶啊」

我個心，係一瞬間完全粉碎。乜原來，連岩岩所講既唔開心都係呃我。

我強忍住我既情緒，然後另轉面用個望住佢「掛住我啦咩終於」

但就算係咁，我都唔介意。

「係啊，好鬼掛住妳」Alex行過黎抱起我，然後將我帶左入房。

好快我又已經同Alex係張床度。只不過今次，我個腦不斷係度諗，到底我同Alex既關係，仲會維持
到幾耐。

... 不如，呢次就當最後一次，我地就用今次黎做結束喇，好無？



泥足這麼深 何不早一秒來解困

我騎係Alex身上，佢好心急咁一下扯開我啲衫dum埋一邊。

「嗯... 」佢一路鍚我鎖骨，一路不斷用手掃我背脊，因為背脊好多神經線，佢掃到我好痕。

佢越鍚越落，去到心口，再到個胸。我攬實佢個頭，佢大大力咁吮吸我乳頭。

我個胸好敏感，好快我就濕左，下半身不自覺前後磨動。

「幫我除」佢向後挨，牛仔褲明顯見到一早已經凸起曬既硬物。

我解開佢褲鍊，然後拎出佢粗壯既肉棒，一口含落去。

「啊... 」Alex發出低沉既呻吟聲。

我輕輕用脷尖刺激佢龜頭，然後慢慢奶落去再奶番上黎，再不停用條脷係龜頭打轉，同時用手不斷玩
弄佢粒蛋。

我feel到佢扯得再勁左。我啜住佢碌野，條脷係咁郁，然後一下含到最盡，佢既肉棒直頂我喉嚨。而
我隻手亦都無停落黎，不斷chok。我不斷重覆呢個動作，佢條野變得更粗更大，龜頭亦都變得好硬
好硬。

「停啦，再咁落去我頂唔順」Alex捉實我。我含住佢條野，然後抬高頭望住佢。Alex見狀忍唔住話
「妳個樣真係好撚淫」

我最後黎多次深喉，然後就將碌野抆番出黎。

Alex係床頭櫃拎左個dom出黎「幫我戴」

我望左個dom一眼，然後烏前個人係佢耳仔邊話「不如唔好戴囉」然後好姣咁咬左下唇。

Alex笑左笑，放番低個dom。

因為... 我唔想連最後一次都有野阻隔住。

「自己un」佢好壞咁笑住講

我將佢條野對準自己下面，然後慢慢放入去。

我成條隊左落去，然後係咁un佢。



「啊... 妳好似又緊左」

係啊，我都無再同人上過床。

「啪 啪 啪 啪 啪 —」

我一路un，佢就一路用手玩我粒lin。佢用手指夾住我lin頭然後不斷搓。

我越un越快，Alex撐起身然後攬住我，然後用口輕輕咬我lin頭。我雙手夾住佢條頸，佢都開始郁動
條腰係咁頂上黎。

「呀... Alex呀...」佢下下插到盡，太耐無搞野，我好敏感...

房入面不斷迴盪住喘氣呻吟聲同埋啪啪聲。

佢伸手捉住我patpat，然後加快速度「嗄... 我可唔可以射入去」

「嗯... 」

佢插到最入然後射曬入去。

我趴係佢身上面，佢攬實我，我地兩個都無講到野。

回氣之後，佢訓左係我隔離玩電話。

「喂，你咁多女，做咩仲搵我既」

「妳特別囉」佢笑左一下「妳正啊嘛」

「挑，咁開頭你又懶怕醜懶係野咁女朋友前女朋友後」

「開頭真係嚇親架」佢抬高頭諗左一諗「但後來好似有啲鍾意左妳」

呢一刻，我個心跳得好快，四周圍既空氣好似瞬間凝結左咁。

佢有啲鍾意我？

「我、我話左你鍾意我架」

「哈哈，拿，我就係驚妳誤會啊嘛」佢另過黎同我對視「我真係幾鍾意妳呢個好朋友」然後補上微笑
。



...

游灝謙，你到底想點。

我叫游灝謙，啲人叫我Alex。顧曉欣係我女朋友，我好愛佢，因為佢好單純好善良。

我享受做男神既感覺，我享受俾好多女仔鍾意既感覺，個種優越感遠遠超越你考到入bandA1，因為
係你揀人，唔係人揀你。

而我都深信每個男仔都鍾意呢種感覺，除非你係gay。我同Ceci既相識其實可以話係個安排，係我自
己既安排。

轉去呢間之前，我已經略略聽過陳靜彤呢個人。成績優異又幫學校拎過咁多校外學科獎項既靚女，附
近既中學都應該會傳出好多傳聞。

初初入到去，早會個陣見佢出黎宣佈，就已經覺得呢個女仔幾吸引。眼大大，輪廓深，鼻高高成個外
國人咁。

原本諗住加入英文學會先出手，點知開學無耐就發生左樓梯上既小插曲。

姣婆我遇得多，懶清高既都見唔少，唯獨係好似佢咁有份神秘感既就真係無乜見過。

我feel到佢係有啲鍾意我既。不過既然佢唔認，我又有另一半，大家維持住咁樣，咪幾好。

妳鍾意我，我又對妳好啲，妳想要，我俾你，咁樣大家都開心呀。

有事就互相幫下手，妳幫我畫畫，我教妳數學，好公平姐。得閒打場友誼賽，呢種關係，唔錯啊。

我知你諗緊咩。無錯，其實講咁多都不過係床上發生關係既伴侶。但好朋友呢個名，起碼好聽過SP
，好聽過FWB啊，聽落唔係剩係得sexy，唔係咩？

何況就算唔再搵對方，大家都會好快將對方遺忘。Ceci亦都好快會搵到第二個。

好快，段關係就會自自然淡去，自自然消失。大家都好似無存在過係對方既生活入面咁，好似...
發左場夢咁。

至少我係咁認為。

「妳Jupas BandA排左咩呀」Alex一路玩電話一路問



「Art囉」我話「A1放左X大Fine Art」

「仲諗住你會揀我個間添」佢話

「點解要揀你個間？」

「因為驚妳會掛住我」佢笑笑口咁講

清醒啲呀陳靜彤！

「你想我俾咩反應你？」

「係喎好快到妳考試啦喎」佢無理我

「係呀」

「點呀，洗咪數神出手幫妳補習先」

「係咪包5**先」我數學係咁多科之中最差

「哈，呢啲野好難講架，都要計一計probability」

「車，數神喎，收皮啦你」

「嘩，妳依家係唔相信我既專業」

「擺明啦，你都好似得5*咋喎」我瞄一瞄佢

「咁如果最後我幫妳拎到5**咁點先？」

「點都得」因為我預左數學最多得個4

「下話？」佢好認真咁望住我

「... 」我同佢對望「你想點？」

「到時話妳知」佢揚起嘴角「敢唔敢同我賭？」

「車，我有無星關你咩事姐」我另埋一邊

「當係... 我想為妳而做既一件事」佢哄埋我度好溫柔咁笑住講

「呯呯、呯呯 —」



今日係dse既第一日，考中文Oral。去到考場見到周圍啲人都拎住本林場X備，都咪話唔緊張。

『今日加油呀o靚妹』打開wtsapp，係呀耀。係呢段日子裡面，除左嵐嵐Apple佢地之外，最常聯絡
既人一定非佢莫屬。我覺得佢真係好鬼成熟，成個大哥哥咁，所以我都幾enjoy同佢相處。

『知啦，好緊張』

『考個5**番黎請妳食飯下』

『次次都係你請我既，拿如果我真係考到5**，到我呢個o靚妹請番你個呀叔食飯啦哈哈』

『哈，咁妳等陣考完陪我去食飯，我今日收早，下就腦細唔係度』

『好呀，我熄機先啦』

「第三組，一號，158670930，二號，158455087，三號，157884706，四號，158231009，五號
，157642876」

我拎住張准考證同手袋，就跟住老師指示出去備試室。出到門口，行係旁邊同組既其中一個女仔，竟
然係Jessica。

佢應該認得我，對住我笑左笑。

「你係Ceci呀可？」考完出黎，Jessica係後面拍左我一拍「記唔記得我呀」佢個笑容好天真好甜。

「Alex女朋友嘛，靚女點會唔記得」我都對番住佢笑

「邊會呀」佢dup低頭「其實呢，我覺得你好靚，我岩岩都諗左好耐叫唔叫你架」

望住佢個對好靚好大既眼，我呆左一呆。真係唔好講話男仔，連我都有一霎那俾佢吸引住。我終於知
點解Alex會咁鍾意佢。佢既笑容，真係好似要將你既靈魂吸走左咁。

「傻既，我只不過係個偽abc咋哈哈」

「bb！」呢把咁熟悉既聲，係Alex。我同Jessica一齊望出校門，雖然門口好多人堆積係度，但佢就
好似發緊光咁，好charm，好陽光。

「咁岩既」Alex對住我揮左揮手，然後好順手咁拖起Jessica隻手。

「係呀，我地仲要同組添呀，你話幾有緣！」Jessica一路笑一路不自覺咁挨落Alex度。成個動作，
好自然。

「o靚妹！」



我同Alex、Jessica一齊另轉面

「考成點啊？」呀耀笑住咁行過黎。雖然佢無Alex咁青春無敵，但佢米七八左右既身高同埋深輪廓
完美凸顯出佢既成熟。

「易啦，說話點會難到我」我抬高頭望住佢笑

「係囉係囉唔知邊個岩岩係度話好緊張好緊張」佢笑笑口咁話

我頂左佢一下，呢個時候我先醒起Alex佢地係度

「咁... 我地走先啦，再見」佢遲疑左一秒，然後同Jessica一樣笑住咁同我講再見

「... byebye」我目送佢地既背影離開

「行啦」

「嗯。」

街上面既行人好多好多，身邊更加有呀耀陪著，但呢刻係我心裡面，就只係得一個人。

愛情就是，拿著自己的心，去盛載另一個人的東西



十一

(十一)

因為考試，所以我同Apple佢地都少左見面。除左係wtsapp互相支持同埋share考題之外都無咩傾計
。

大概係大家都知dse既重要性。學校測考就算衰幾多次都好，你都仲有時間追，仲有班同學撐你，仲
有機會補救。

而dse，就係你經過無數次測考之後，出去考中學生涯入面最後一個試。食粥定食飯，就係睇呢鋪。

「小心啲呀！」係我狂奔出去個陣媽咪係我身後大叫。今日考數學，我居然唔知醒，媽啊求神拜佛樓
下有的士啦。

「吱～」岩岩上到的士電話就響起，我頂唔撚係漏左準考證呀嘛？

我來電顯示都未黎得切睇「做咩呀我漏左野呀？？」

「下，我諗住打黎叫妳加油咋喎」我未黎得切反應，就有第二把女聲「我好緊張呀，一齊加油呀Ceci
！！」

「... 知道啦」我呆左一呆「幫我叫Jessica都加油呀」

「我係咪阻住妳啊？唔好意思啊Jessica一定要我打黎同妳講加油」佢壓低左把聲話

連加油都係佢條女要佢講，哈。

「係呀，遲啲再講啦，我就黎遲到」佢未反應我就收左線。

陳靜彤，依家唔係唔開心既時候，千祈唔好俾佢影響你心情！一定要考好個數學佢！

「咁如果最後我幫妳拎到5**咁點先？」

「點都得」

「下話？」

「... 你想點？」

「到時話妳知，敢唔敢同我賭？」



「車，我有無星關你咩事姐」

「當係... 我想為妳而做既一件事」

...

「講呢啲呀你？死開啦」

「嘩，我想幫妳咋喎」

「...咁你敢唔敢同我賭，我唔洗你幫你教，都可以考到5**？」

「哈哈，妳個數學白痴，有咩可能」

「咁我地賭，如果我數學考到5**，你要應承我一樣野」

「哈，好啊，拿唔洗兩粒星，考到5*，乜都得！」

「乜都得？你話架，好呀」

「係，我游灝謙話既」

我一定會考好個數學。就算我知你句乜都得並唔包括我心裡面既願望，我都會... 考好佢。

「嘩終於考完啦！」話咁快就到考英文Oral既日子。我係三個之中最後一個考完既，所以Apple同嵐
嵐陪我黎等我考完去玩。

「喂今晚去我度打邊爐呀不如！」嵐嵐屋企人好nice，好鍾意叫佢地fd上佢屋企。可能因為佢地好多
時唔係屋企，所以想有人陪下嵐嵐掛。

「好呀！」

『終於考完啦，恭喜曬』wtsapp傳黎對話

『係呀，放縱啦哈哈』

我望著呢個對話，突然諗到啲野

「嵐嵐，我今晚帶個fd一齊上黎俾你地識，得唔得呀」



「緊係得啦，唔得啦我好開心哈哈哈，終於考完啦yo！不如去買左野先...
」嵐嵐已經好興奮咁行左去，我同Apple就跟住佢。

『今晚得唔得閒呀』我繼續打字

『都得既，想約我？』

『係呀，咁你放左工過黎柴灣呀，我介紹我啲fd你識』

『一班o靚妹？』

『係呀，到時唔好擺個淫樣出黎嚇人』

『正人君子表示淫樣都正直過人，唔洗驚』

『可唔可以唔好幾廿歲人都仲係咁唔知醜？』

「喂Ceci你個『fd』幾時到呀」嵐嵐一路切蘿蔔一路陰陰嘴咁笑住問，條友肯定諗緊衰野。

「唔係男朋友」我無佢咁好氣

「係既係既，朋友呀嘛」

「我岩岩sd左你地址俾佢，佢話上緊黎—」

「叮噹 —」

「等我黎！！」本身係廳玩緊電話既Anson諗住去開門，但嵐嵐即刻狗衝出去。方死唔係想抽我水咩
。

一開門，佢成個呆左一呆「你搵邊個？」

我行去門口「入黎啦，咁鬼遲架你」我揮手叫佢入黎。

嵐嵐同Apple都呆左咁望住我，我用眼神示意叫佢地冷靜。估到佢兩條友啦，實以為係Alex。

「呢個我個fd，佢叫呀耀」

「hi」呀耀對住佢兩個微微笑左一笑，然後另過黎講笑咁講「o靚妹你係咪特登想我睇清自己有幾老
先？」

「咁諗我既，呢兩個係我好姐妹，呢個叫嵐嵐，呢個叫Apple，個個係嵐嵐男朋友Anson」

「hi」



「hello」

我同呀耀坐左係廳吹水。因為呀耀之前都係有讀大學，所以Anson都加入左我地，係度講下升學啲野
咁。嵐嵐同Apple就係廚房搞掂埋啲手尾，好快就食野喇。

「Ceci原來你鍾意成熟架」嵐嵐一路淫笑咁望住我同呀耀一路講

「講咩呀你又」我翻佢白眼

呀耀就係隔離笑住咁話「拿我就真係鍾意成熟既」佢望住我「但Ceci點睇都未成熟啦係咪」然後望左
我心口一眼。

「話你平呀哈哈哈！」Apple係隔離好無形象咁指住我黎笑，真係好柒。

「喂，想死呀呀叔」

「講下笑姐」

之後佢兩個係咁串我，呀耀又肯陪佢地癲，Anson條死人頭仲要係隔離陪笑，有時仲加多兩腳，激死
我。

或者因為係呢段時間，呀耀真係一直陪住我。可能佢會覺得係我陪緊佢，陪佢食飯，陪佢飲野。但係
，其實係佢陪緊我。

同Alex發生啲咁既事，我真係無人可以講。Apple咁灑脫火爆既性格一定會鬧鳩我，嵐嵐咁天真一定
唔會明。呀哥更加無可能，我唔可以再要佢擔心，呀豪又走埋，剩底我一個。

而呀耀係呢個時候出現，對我黎講佢佔左個好重要地位。我好想佢同我既生活圈子有關連，所以，我
先想介紹佢俾嵐嵐Apple識。

原來不知不覺間，我對呀耀既依賴同埋信任已經去到頂點。

我好想呢個人可以以後都陪住我，永遠都當我好似o靚妹咁約我，氹我，安慰我，開解我。就算他日
佢拍拖，我都想同佢維持呢個關係。無鍾意既感覺，無心跳既感覺，好似個大哥哥咁保護我，但又唔
係兄妹既感覺。呢個叫咩關係呢？我都唔知，亦都無問呀耀。

唔知呀耀會唔會都有離開我既一日？

「做咩無啦啦帶我識妳啲fd先」我同呀耀離開左嵐嵐屋企，行到去海旁。

「其實我都唔知，我覺得我地都幾好傾呀」



「唔會奇怪咩，我大你成七年喎」

「唔會呀，你咁on9，同我地差唔多」

「配合番妳啊嘛。」

「喂呀叔」我停左落黎

「點啊o靚妹」佢跟住我停低

「其實講真，你個日做咩要執我番屋企姐」

「都話妳一個女仔，唔睇住妳真係俾人溶左都唔知咩事啊」佢好認真咁講「其實...
為左一個男仔咁樣，唔值得架...
」佢話「唔講既都講埋喇，妳個晚伏係枱係咁喊，又無啦啦傻笑，又唔俾我走，又係咁叫住A字頭個
個男仔個名，點會放心就咁走左去呀」

「你都唔識我，咁好心做乜」

「妳當我多事囉」佢笑左笑「唔好為左一個唔值得既人而浪費自己既青春，知唔知啊o靚妹。」佢行
前左慢慢繼續向前行「如果唔係... 妳遲啲一定會後悔。時間過左就無架啦」

依家既我係佢身後，我同佢都無講野。呢一刻，氣氛突然靜止左。

呀耀都有... 佢既故事？

「叮！」facebook有提示「Today is Alex Yau's birthday」

8月16號。係喎，都好耐... 無搵過佢喇。唔知佢最近點呢。

「生日快樂」我將fb頁面轉去wtsapp。但打好之後，我望一望佢icon同Jessica情深一吻既合照...
最尾我撳左刪除。算啦，都係... 算啦。

我無謂，再咁唔知醜。

一個月前

「陳靜彤！」聲音劃破禮堂。我企起身，行出去接過成績單。

呢一日係放榜。



收到張成績單個陣，我唔敢睇，我好緊張。

「我數三聲就打開，三，二，一！」我同Apple、嵐嵐互相交換左份成績表，就打開黎睇。

「屌你屈機啦Ceci！兩個5**一個5*兩個5一個4」

我一手搶過成績表，中文5，英文5**，數學... 5*

數學5*？我數學真係有星！

「我數學有星呀」我開心到攬住嵐嵐，我連對我黎講最緊要既Art拎咩grade都未睇。

我真係因為佢... 而將我最弱個科考得好好。

我拎左電話出黎打俾Alex。

「喂游灝謙，我數學5*喎，之前講過既野算數呀！」我已經掩飾唔到我既興奮。

我原本既願望，係想要佢同我一齊，做我男朋友。但係我知道根本無可能，所以，我將個願望改左... 

「喂Ceci？」女仔黎？

「呃... 」我一時間反應唔黎

「係咪Ceci呀？我係Jessica呀！你考成點呀！」

我個心情仲未平復到「點解打左俾你既，哈哈哈...」我自己都覺得好假

「個傻佬琴晚同我去山頂睇日出，依家仲係屋企訓緊，飛左線俾我呀。呀！你有緊要野搵Alex？我
俾佢屋企電話你呀... 」

「... 唔洗喇，我考得ok呀，你呢」

「我都應該夠分入BandA」Jessica笑得好開心「太好啦，我地都考得唔錯！」

「哈哈係呀... 恭喜你呀」

「你都係呀！係啦我打俾我屋企人先，我地遲啲傾啦！」

「byebye」

收左線。呢個電話，將我既心情由山頂拉落谷底。



嗰次係Alex屋企。

「哈，好啊，拿唔洗兩粒星，考到5*，乜都得！」

「乜都得？你話架，好呀」

「係，我游灝謙話既」

「係喇你同你女朋友有咩地方未去過？」

「妳指香港？嗯... 都無乜喎... 」佢諗左一諗「啊！山頂」

「竟然？」

「係啊，正確啲黎講係未去過山頂睇日出」佢話

山頂睇日出...

咁我既願望，就係如果我考得好，你陪我去山頂睇日出... 得唔得？

完了吧 如無意外。



十二

(十二)

八月中，Jupas都放左榜喇。我順利入到X大Fine
Art，而嵐嵐都入到佢想讀既翻譯。但Apple就因為屋企問題，要去英國個邊讀。令佢放棄左原先係
香港既Offer。

因為Apple要飛英國讀書既關係，呢一日，我同Apple、嵐嵐佢地番左去中學，諗住將我地笑過喊過
既片段全部重新回憶一次... 將我同Alex既野，重新回憶一次，然後，就當做發左場夢，重新開始。

原來上堂時分，無人操場係咁舒服咁寧靜。

「咦，英姐！」行到校務處，英姐迎面行出黎

閒談之間知道，原來英姐做埋呢年就退休。六年喇，佢陪伴左我地六年，陪伴左呢間學校十幾年。

「老啦老啦，退休啦」英姐笑住咁講「黎啦，英姐請你地飲野」佢示意我地去小食部。

「我一陣過黎呀，我想自己行陣先」我對住佢地講，之後就向佢地既相反方向行。

「噠、噠、噠 —」我一步一步慢慢行上樓梯，好快就到二樓。

二樓既樓梯，係我同Alex相識既地方。

當日既畫面依然好清晰咁係腦海入面盤旋。如果當時我有睇路，我地係咪就唔會發生咁多野？

二樓Art
room，我同余家偉係呢度講過啲咩，我做咩要勾引佢，我已經唔記得曬啦。但我依然好記得，Alex
話過我認真個樣好吸引。

如果真係咁吸引，咁點解你唔鍾意我？

<4D>

班房空無一人，我望一望壁佈既時間表，依家係Bio堂，係lab上堂。

我行去自己以前既位坐低左，望出走廊。



年半喇，游灝謙，原來我一直咁鍾意你，鍾意左你一年幾，但我始終都係得唔到你。

係呀，我後悔喇，我真係後悔。只係，即使我後悔，都已經番唔到轉頭。

「滴 —」

如果第一次我就承認我係鍾意你，你會唔會或者可能有機會會俾個地位我？

未抱緊已想藉口又醞釀放手

我會放手架啦。

游灝謙，多謝你。

放不低還是應該放低

一個月後

「Ceci！聽日O camp喇喎」嵐嵐話。我同嵐嵐傾緊電話，無錯，聽日就係我O camp啦。

新學校新環境，我應該好快就可以忘記到Alex。

「係呀，點呀，你同Anson點呀」

「無呀，我地都無去O camp」嵐嵐話「有男女朋友是唔應該去O camp的，哈哈」

我笑左笑「你又岩喎」

「喂都一點喇，你快啲訓啦」

「好啦好啦，聽晚得閒既話再打俾你」

新既開始，加油呀，陳靜彤！大學生涯我一定要過得俾中學精彩！

一大早，我就去到集合地點，旺角地鐵站。一去到E出口就見到幾個同我一樣著住粉紅色tee既人係



度等人咁，於是我就行左過去。

「喂hello靚女！」有個幾靚仔既男仔主動同我say
hi，而佢隔離既女仔都笑住咁講「喂獸父唔係想yo組女呀？」之後佢轉過黎同我講「我係組媽我叫A
ngle，而佢就係組爸呀峰，你好呀」

「喔，我叫Ceci」

「咪住，等我估下先，你係... 睇下先... 呢個，李穎熙？」

「我唔係呀」我笑左一笑

「咁一定係陳靜...
」佢未講完，組爸就對住後面係咁揮手，我地下意識望去後面，當刻，我成個人呆左係度。

Alex... 呢個男仔... 好似Alex... 真係好似。

「你一定係藍嘉浩喇！」個男仔行到過黎，組爸就隨即咁講。

「係啊」佢托一托眼鏡，揚起嘴角

真係好似... 就連個笑容都好似...

原來故事現在才開始

「係呀」個男仔露出一個好charm既笑容「叫我嘉浩得啦」。我定左格咁望住佢。

「好喇我地仲差一個，你唔係李穎熙，姐係你叫陳靜彤？」組爸望一望份名單問我

「係呀」我即刻回神微微一笑。

「小熙話佢黎緊架啦，我地可以上去上面等佢」嘉浩望一望wtsapp，然後對住組爸講

「咁我地係朗豪坊等佢喇！」

我地一行八人就上左朗豪坊。

一路上組爸組媽同埋個個聽人講應該係OC既肥仔帶頭，佢地邊行邊拎住啲文件係度傾緊野；後面有
兩個男仔係度傾緊計；再後面就有冬菇頭既女仔低頭玩緊wtsapp；而我同嗰個叫嘉浩既翻版Alex就
自自然然行左係最後。



點解... 點解可以似到咁。企係佢隔離，就好似企係Alex隔離咁。

「哎呀！」可能我無心裝載，一個唔小心kick左一kick。

「妳有無事啊？」嘉浩係隔離即刻伸手扶一扶我。

「無、無事。唔該」我好緊張咁懶自然咁撥左下頭髮「係呢，你叫嘉浩呀？」

「係啊，大眾名，係街求其執到幾件」佢笑左笑

我都笑左出黎「邊係，嘉浩都唔算普遍啦」我抬高頭，第一次同佢對視「你好，我叫Ceci」

「喔... 你好呀，我班fd都係嗌我Ceci」

「我叫游灝謙，個個都叫我Alex。」

呢一瞬間，四周圍既人同物都好似停左咁，眼前呢一幕，恍惚同當日同Alex相遇既畫面重疊左。

我同嘉浩開始傾計。一路上到朗豪坊，就停低係度等剩底嗰個女仔。

「哈哈係呀，我讀Art架，乜唔似咩」

「睇唔出，我以為妳係英文系或者BBA個啲」

「你係咪又想講我個樣似鬼妹？」我笑左笑「我真係純正香港人」

「其一啦，同埋聽妳講野個音都幾偏向講開英文」

「因為讀國際學校架嘛」頂，up乜呀我，係鬼呀

「唔怪得啦」佢又拎電話出黎

「係喎，你識未黎個個女仔？」

「係啊，中同黎，識左好耐架啦」佢笑左笑

「小熙！呢邊啊！」嘉浩對住扶手電梯個邊揮左兩下手。我望一望，係同樣著住camp
tee既女仔。條女望落幾可愛，有啲韓妹feel。

佢行左去嘉浩隔離望住我，唔知係咪因為佢一黎到就scan我，仲要遲到，我都只係機械式咁對佢點
左下頭以示禮貌。



「好喇，終於齊曬6個組仔女喇！到我地啲組仔女介紹自己喇！」組媽Angel見齊人，就帶領住成個
氣氛，而組爸同oc都即刻附和。

「我係啊朗，讀BBA Year 1」講野既係一個偽韓feel既男仔，同嗰個小熙都幾襯。

「Leo PE Year 1」另一個係個肌肉型既男仔，嗯... 我諗同余家偉差唔多咁啦。

「Ceci，Year 1 Art」 我簡單咁講

「Hi，我叫Rainbow，讀Environment year 1」呢個係嗰個冬菇頭女仔

「我同佢係中學同學黎，就唔洗自介喇」
嘉浩講完打左小熙一下，而小熙都好自然咁笑住打返佢手臂。

呢個情景，就好似Alex搭住Jessica膊頭，而Jessica好自然咁挨係Alex度咁。

都係... 咁自然。

「姐係妳鍾意我啦？」

「收皮啦，係咪咁唔知醜呀？」

「不過妳都係唔好鍾意我。唔好鍾意我，唔好愛上我」

我望住變左同小熙並肩而行既嘉浩。

我唔要再錯過，唔要再後悔。就算搶，都要搶到過黎。

「下，乜你地唔係情侶黎架」

「係囉，仲以為你地兩個咁sweet咁一齊入黎添」

我望住嘉浩同小熙

「我好姐妹先係嘉浩女朋友呀，我係黎睇實佢架咋」小熙話

唔係情侶，咁就更加易搞啦。



「點呀Ceci，O camp好無玩啊？」完左呢日既活動，我見得閒無咩野做就打俾嵐嵐吹水

「ok啦，無咩野」我一路拎啲衫出黎「都幾悶下其實。但啲人都唔錯既，ookk咁啦」我諗起嘉浩同
埋小熙。

「咁咪好囉，喂快啲識番個男朋友啦」嵐嵐笑騎騎咁講「你咁索，啲仔一知你係Avaliable實狗衝你
啦」

「威啦威啦，依家有拖拍係威啲架係咁串我」

「Ceci小熙，過唔過去隔離綠組房玩呀？有條組仔同個組爸極正！」個個Rainbow狂奔過黎好興奮
咁同我同埋岩岩沖完涼既小熙講。

「快啲去玩啦，媾綠組組仔呀哈哈哈」嵐嵐又串我

收左線之後，我就諗住同Rainbow去隔離房。

「小熙呢，你唔去呀？」Rainbow問

「我吹埋頭先，你同Ceci去先啦」

我同Rainbow過到去，就見到佢所講個個好正既組仔同組爸。經過介紹之後，個個組仔叫浩然。唔
知係咪我錯覺，我一行入去個陣去就已經不停望住我。

「妳粉紅組架？點叫妳呀」一坐低，個個浩然就自動坐左埋黎，咦望真啲，係幾靚仔喎。

Rainbow已經成個人飛左去組爸度。

「我叫Ceci」我露出笑容。

「妳咩系架」

「我Art呀」

「咦我同妳差唔多，我Design架」佢係咁借啲意掂我

Art同Design差唔多，咁既說話你都講得出，呢兩科有幾大差別你知唔知？居然咁樣侮辱我神聖既Ar
t。

「哈哈，真係架，咁岩既」我扮曬野咁笑住講，同時都學佢咁挨下佢掂下佢。幾靚仔，咪當益你。

「吱～」



『今日好無玩呀o靚妹』

『都幾好呀』

『小心啲啊，唔好俾獸父食左』

『你就黎可以升呢做我老豆啦呀叔』其實望到呢個msg，講真，真係開心既。

「同男朋友報平安啊？」浩然係隔離問

想套我？「唔係呀，我無男朋友架」講完呢句，我更加主動將手臂貼住佢。

「咁靚女... 都無男朋友？」浩然都將隻手放左係我大脾，慢慢掃上去咁。

我撳住佢隻手「鹹濕呀你」我係佢耳仔邊細細聲咁講。

浩然好淫咁望住我，好似話俾我知佢食硬我咁。我都對住佢姣笑左一下，我係話佢知，我最多只會引
到你頂唔順，但我絕對唔會俾你上。

同Alex既最後一次之後，我無再同其他人上過床。我仲會黎引下你係因為我自豪我既吸引力，但我
唔會再俾你班賤男上。

除左... 藍嘉浩。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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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左一陣之後，小熙佢地過左黎，嘉浩都係度。個陣我同緊綠組一個女仔傾計。我望過去見到嘉浩咁
岩望住我，於是都對住佢笑左一笑。

跟住我地都係玩下O camp必玩既國王遊戲，First Impression呀咁。

國王遊戲個陣，有一round抽到嘉浩同我。雖然我好緊張同暗爽，但都係要擺個自然樣出黎。

「嘉浩抱住Ceci原地轉啦！」

我望左小熙一眼，見到佢好猶豫咁望實嘉浩。我即刻笑住咁企左起身，然後攬住嘉浩一下跳左上佢度
。

係啊，特登做俾你睇，吹咩，你又唔係佢條女。

之後既First Impression，要每人輪流問一條問題。到我既時候，我見到浩然係咁望住我。

於是我特登問左條好over既問題「最想同邊個發展成sp關係？」我問完之後，見到浩然即刻望住我
笑到好撚淫咁；同時我望左嘉浩一眼，佢有意無意咁避開我目光。

上次係嵐嵐屋企個陣，呀耀同過我講大學O
Camp好淫亂。話就話係迎新識fd，但其實就係俾班獸父食組女，組仔抽水。

既然係咁，大家都無謂扮純情啦。呢度個個都成年人，扮咩姐。之前中學就話校規多多，拍個拖都唔
可以俾人知姐。再者，好似我咁索既偽abc，話我係純情處女都無人信啦。

O
camp其實都無咩野，只係我不斷搵機會同嘉浩交流，想姣下佢引下佢咁。但係條李穎熙就成日係度
阻住曬。妖。

出camp個日，佢地成班提議去party room食飯。

「嘉浩你去唔去呀」我見小熙同組媽傾緊計，即刻走去拉走嘉浩。

「諗緊呀，睇下小熙去唔...」

「一齊去啦」我笑住咁講「其實我同佢地唔係好熟，第一個識既又係你，所以...」我擺出一個尷尬樣
。



「咁啊，好啊，一齊去」嘉浩露出好charm既笑容。

「喂藍嘉浩，你打左俾雪琪未？」李熙穎又行過黎阻住曬，望乜呀又。

「打左啦，個衰妹今晚唔得閒呀。」雪琪唔通係佢女朋友？

「呀賢有無搵你呀」小熙一臉擔憂咁望住電話

「未呀」

「邊個係呀賢呀」我見佢咁既樣，唔通係做緊男神bb既兵仔？

「佢男朋友」

「下乜你有拍拖架」仲唔俾我串番你一獲？係度啤啤啤！

『O camp小心啲呀』呀哥

『wow wow綠組組仔！』嵐嵐

『終於得閒搵你地啦！我下星期開學啦唉』Apple

『出左camp啦？』呀耀

我撳左落呀耀既對話『係呀，依家同佢地去食飯』

『我都同個客食飯先，一陣再搵你』

去到個度，都係不外乎食下野吹下水咁。

之後大家開始分堆玩，我俾一班望落似出去蒲開既男仔拉左去猜枚飲酒，咁岩嘉浩就坐係我隔離。

但係個小熙就全程坐係嘉浩隔離，搞到我完全做唔到啲乜。

「黎啦小熙，一齊玩啦！」我笑住咁拉住小熙

小熙望一望嘉浩「唔喇，我唔飲得架」

「怕咩姐！醉左咪叫嘉浩送你番去囉」

終於小熙係半推半就之下終於加入我地。

等陣你飲醉左咪無人阻住曬囉！



過左無耐，小熙已經成個訓左係度，呀朗抱左佢去沙發上面；而嘉浩塊面都紅曬神志唔係好清醒咁。

我自己都wing wing地，個身無咩力咁咁挨住嘉浩，但仲有啲啲意識，不過好攰好暈。

迷糊間我見到門口打開左，有個男仔行左入黎。但我個頭好痛，所以我無理到就繼續合番埋眼挨住嘉
浩。

「Ceci妳無事呀嘛，不如去洗個臉先啦」唔知邊個扶起左我，佢把聲好溫柔。

我個腦即刻浮現出呀耀個樣，因為得佢一個對我咁好。所以我無反抗，由得佢帶我行出Party
Room。

佢帶住我行，我就全程合埋眼成條死屍咁由得佢托住我。Party
Room裡面既吵鬧聲越黎越細，到最後完全消失曬，剩底我同佢既腳步聲同呼吸聲不斷迴盪係個好空
曠既地方。

「廁所... 係咁遠架咩... 」我微微擘開眼，見到我依家身處係一個類似防煙門既地方「呢...
呢度邊度黎架」我既意識清醒左一半，我另轉面，見到岩岩扶我走既人，係浩然。

浩然咩都無講就將我推左埋牆係咁鍚我塊面、條頸。

「喂... 你做咩呀！」我好想反抗，但係飲醉酒既我就算雙手出盡力但係都係對佢毫無威脅。

「唔好嘈啊」佢一下嘴左落我度，阻止我出聲

「嗯... 唔....」

浩然將手伸入我件衫入邊，扯高我個bra係咁揸我個胸。

我係咁推開佢，甚至打落佢度，但對佢黎講根本毫無殺傷力。

佢兩手捉實我手臂，然後係咁鍚我，我感覺到佢下半身係咁頂住我。

好驚... 真係好驚。我係咁諗番起當初Kingsly夾硬逼我做既畫面。好痛，第一次... 好痛....
邊個可以救我...

浩然用個身壓住我，一手捉住我隻手，另一隻手解開我褲頭鈕。佢好粗暴咁將我條褲同底褲拉左左落
黎，然後再解開自己條褲，跨下硬物好快就凸左出黎。

「唔好... 唔... 」

「妳嗌都無用架啦，呢度無人會經過架」佢係外套袋拎左條手巾出黎，然後塞左落我個口度。



「妳自己岩岩都係度姣我啦，依家想扮純情啊？」浩然將我成個人另轉身貼住牆，然後捉實我兩手手
臂，下身係毫無潤滑劑既幫助下一野隊入去。

「唔！！！」好痛，真係好痛，痛到眼淚不自覺咁流出黎。

浩然夾住我對手然後伸手去我胸前係咁揸我個胸，同時係咁係我耳邊吹氣。

「唔... 唔唔... 」我出唔到聲... 唔好，唔好搞我...

浩然無理到，不斷用力插入去。無潤滑劑，極其量都淨係隊到個頭，但我真係好痛好痛。

唔知係咪佢啲前列腺液既輔助之下，最後佢都係插左入去。但我剩係feel到好痛。

「啪 啪 啪 啪 啪 —」

後樓梯傳出陣陣啪啪聲同埋一把低沉既呻吟聲，仲有... 幾乎細到聽唔到既哭泣聲。

「啊... 妳身材真係好正，睇唔出妳咁緊...」

救命...

「點啊淫娃，舒唔舒服啊？」

好痛... 下面好似裂開左咁... 

「做咩唔叫啊，妳唔係好想嗌架咩下？」

快啲停... 求下你...

「妳睇下妳，屌兩屌就濕曬」

「啪 啪 啪 啪 啪 —」浩然加快左速度，呼吸聲都急促左好多

唔好... 唔好射入去



我係咁想推開佢，但背對住佢既我要反抗根本無可能。

「我要射喇」佢係千鈞一發之間將條野抆左出黎，隨之我feel到patpat有一股暖流。

佢終於放開左我，我成個人無曬力咁坐左落地下。點解... 點解要咁做。

浩然整理番自己條褲，準備離去之際，佢另轉面同我講「啊係啦，唔好話俾人知今日既事，如果唔係
X大secret見啦」佢笑左笑，同時將手上既iphone袋番落袋。

我抬高頭呆左咁望住佢，個腦空白一片，眼角既眼淚仲未流完。

「得閒上黎我hall」佢好衰咁笑左笑，就轉身離開，剩底我一個。

「呯 — 」

「吱～」

過左唔知幾耐，電話震動將我思緒拉番現實。我慢慢拎起電話，係呀耀。

『搞掂，傾掂左個大客』

呢一刻我好想佢係我身邊。我毫無猶豫咁打左俾佢

「喂o靚妹，做咩打俾我啊，忍唔住要親口恭喜我啊？」呀耀輕鬆既語氣話俾我知佢傾掂單大生意依
家心情唔錯。

「我... 」我做咩要打俾佢？我要講咩？「我想... 你依家得唔得閒呀」

「依家？ok既，做咩先？」

「我... 我想見你... 」一諗番起岩岩浩然咁對我，我既眼淚又忍唔住開始流。

「做、做咩事啊？妳係邊啊？」呀耀聽到我變得抖顫既聲音，即刻緊張起上黎。

但唔知點解，佢越係緊張，我就越喊得勁

「Ceci？妳無野啊嘛？妳依家係邊啊？我過來接妳」

「我依家過黎，十五分鐘到。」我講左個地址佢聽之後，佢就拋低呢句然後cut左我線。

收左線之後，我企起身，著番好啲衫。我去廁所洗左個面，然後冷靜落黎之後，就番番間房。



大家既吵鬧聲開始慢慢逐漸變番大。

「Ceci妳去廁所咁耐架！」有個男仔問我

但我明明岩岩係俾浩然抬走架？我好努力咁用盡全身既氣力環顧四周，浩然已經唔見左。

「係呀... 岩岩wing wing地，去左嘔」我求其答完佢，就執野落去等呀耀。

我望一望岩岩飲酒個堆，小熙嘉浩佢地已經走左。我拎起手袋，就向門口個邊行。

「我走先啦」我一拐一拐咁行出門口。

「o靚妹！」落到樓下，呀耀已經係度等緊我。佢即刻過黎我隔離，然後扶我上車。

好攰，好辛苦。

「妳點啊」上到車之後佢好溫柔咁講。

我望住呀耀個樣，又忍唔住想喊。呀耀哄左埋黎，然後輕輕攬住我，輕撫我既頭髮「喊啦傻妹，喊曬
出黎舒服啲」

我緊緊咁攬實呀耀放聲大喊，浩然既面孔同埋岩岩既畫面係個腦度揮之不去。呀耀無講野，只係一直
攬住我，直到我喊住咁係佢懷裡訓著左。

「Ceci？妳點啊？」係Alex

「Alex？點解... 」我望一望四周圍，呢度係... Alex屋企？

「妳無事啊嘛？知唔知我會好擔心妳」Alex坐左係我隔離攬住我「我好掛住妳啊」

「我... 我都好掛住你」我攬實佢

「喀嚓 —」房門自己打開左

Alex突然推開我然後企左起身徑自行出房門。

「Alex？唔好走呀」

佢無理我直接行出門口。我想起身，但對腳好似斷左咁起唔到。



「唔好走呀」

「呯 —」

「唔好... 唔好走呀！」

「乖，無事無事」一個熟悉而且溫暖既懷抱。我擘大眼，見係呀耀。

發夢... ？個夢... 好真實。

「嗚嗚...」我又忍唔住係咁喊，呀耀一直都係隔離陪住我。

過左唔知幾耐，我心情終於平復落黎。

「唔該曬你，我又搞到你無番工」

佢笑左一笑「傻啦，一日半日，好閒姐」

點解佢會咁好，點解每次我有事個陣佢都一定會出現。

「妳琴日... 」呀耀應該係唔知點開口

「無、無呀，琴日只不過係飲多左先咁... 我都唔記得我琴日做過啲咩」就算我話左俾佢知，有用咩？

「... 唔飲得就唔好飲咁多啦o靚妹，我唔係次次咁好彩係妳旁邊。」

「喂浩然！睇咩睇到笑淫淫咁啊」

「琴晚砌左件Ceci一獲，屌你真係好撚正」

「有圖有真相，係咪fd先」

「點啊，係咪好撚淫先」

「對腳好撚嬲屌。嘩屌你老母有片添啊，無講咁多，seed呢」

「緊係唔益你，有本事自己去屌」

「正仆街黎睇到我扯曬旗」



十四

(十四)

好快就到開學既日子。

開左學之後，我同浩然都無乜見過面，佢亦都無搵過我。雖然我仲係好不安，但呀耀成日都會陪住我
。因為呀耀係自己一個住，所以有時我一覺得唔開心或者好想要人陪個陣，就會上佢度訓。

可能我太信佢，又可能係佢真係太好。就算我有好幾次沖完涼出黎剩係著住個bra同under，佢第一
個反應都會係即刻幫我熄冷氣然後叫我著番衫，怕我病。

就算同佢訓埋一齊，佢連掂都唔會掂下我。有時我叫佢攬住我，佢會將我個頭攬落佢好溫暖既胸口，
然後輕輕摸住啲頭髮。

呀耀好少同我講佢自己既野，就算我問，佢都總有方法去帶過。就好似...
我點都拆唔開佢最外面個一層，但自己就反而將自己最真實個面赤裸裸咁表露係佢面前。

「學校無人追妳咩o靚妹」呀耀坐係我隔離問。

「無呀」我諗起嘉浩，於是好自然咁加左句「我都想佢追我」

呀耀停低手上既動作「佢唔追妳咪妳追佢囉」佢話「有啲野係要自己爭取架」

岩呀，我知道，所以我打算搶「咁你話我應該點做好？」

「妳應該好有經驗架」佢笑笑口咁講「但總之點都好，要愛惜自己，咪再好似之前咁喇」

愛惜自己... 有用咩。我一早已經唔值得俾人愛惜架啦。

係我既腦海裡面不斷諗起同Alex呀豪家偉上床既畫面，又諗起Kingaley，然後又諗起浩然。

係得你一個仲對我咁好咋嘛。

「你呢呀叔，又一年架啦，仲唔拍拖，好快變呀伯」

「妳識乜，男人三十先最有魅力我同妳講」

「係係係」佢又兜到個話題。我拎起手機『嘉浩，今晚得唔得閒啊？O



Camp完左都無聚過，不如出黎食個飯？』

過左無耐就收到嘉浩覆我『哦好啊，呀朗小熙都得閒，我叫埋佢地。』

我頂，又係個李穎熙。唔得，我今晚一定要令到嘉浩對我有性趣！

我一番到hall即刻化妝襯衫。因為我今日個bra係鮮紅色，所以我特登揀左件白色透曬底既背心黎著

「嘩Ceci，著到咁索今晚去邊蒲呀」我既同學加Roomate Winnie問。

「約左人咋嘛」我笑住咁講「喂係呢你覺得我這A字裙定短褲好」

「你著乜都咁正架啦」Winnie笑笑口咁推左我一野「不過男仔好似對A字裙有多啲ff咁囉」佢係度奸
笑

「諗埋曬啲衰野」

藍嘉浩，我就唔信你唔望我。

「吱～」

唔經唔覺就搞左個幾鐘。wtsapp響起我先知道原來就黎遲到。

『我依家出門口啦』覆完嘉浩我就九秒九衝出去。

「Sorry呀我遲左」上到去板長就見到嘉浩佢地「小熙呀我地一齊坐呀」

本身坐小熙隔離既呀朗讓左個位俾我，依家我對面係嘉浩。我就係想咁。

我一坐低就即刻除左件外套「真係好熱呀，香港夏天真係熱死人」

我見到嘉浩同目不轉睛咁望住我個胸，但又發覺好尷尬係咁望其他地方，之後又偷偷望下。丫藍嘉浩
又幾可愛喎你。

「Ceci啊，你啲汗搞到個妝有啲溶啊，不如你去廁所補下？」小熙遞左張紙巾俾我。

「係咩？好呀我去一去廁所先」

入到廁所，我對住塊鏡係咁望，明明我個妝都無溶，咩事。當我諗住出番去個陣，無啦啦有人打黎，
係呀耀。



「喂o靚妹，得唔得閒出黎先」

「但係我約左人食緊野喎，點算先」

「咁啊，我自己食自己啦唯有」佢笑左笑

「sorry呀，你做咩唔約d fd既」我終於忍唔住問

「妳第時出黎做野就會發現，原來要約到d fd出黎食飯仲難過拎A」

「言下之意姐係話我好得閒啦」我笑住咁話

「妳依家咪忙囉，仲諗住同妳去食牛角」

「一句講曬，就聽日！」媽啊佢個個泡菜牛肉飯真係十級好食！

「聽日見啦o靚妹」呀耀笑左一下，然後就收左線。

同小熙佢地食呢餐飯真係好鬼麻煩，佢同呀朗一定係夾埋係咁叫我著番衫又乜又物。但我又費事做到
咁明顯，所以... 算！我仲有好多機會！

食完飯，小熙同呀朗順路，所以佢地就一齊落左地鐵站。嘉浩同我一樣搭巴士，雖然唔同路，但終於
難得可以剩番我同佢兩個人，一定要把握。

「咁我走先啦，聽日見啦」

「呃... 你知唔知1A巴士站係邊呀？我好少黎呢頭所以唔係好知」我望一望四周既巴士

嘉浩托一托眼鏡，然後對住我話「我知啊，我帶妳去喇」

「我對腳好痛，我可唔可以借你隻手黎扶下」

「啊，好啊」

我借啲意成個人挨埋佢度，搵個波貼住佢手臂。嘉浩應該feel到，所以佢都縮縮地咁。

我扮曬野微微抬高頭想偷睇下佢個表情。一望上去，呢個角度，個輪廓，有一霎那我真係以為我旁邊
呢個係Alex。

「Ceci啊，其實我有女朋友，妳唔好咁」嘉浩感覺到我既舉動，終於忍唔住停低落黎同我講。佢既眼
睛同我對上左。

點解，你係要係呢個時候同我講呢句說話。



「你唔係話過我靚女架咩，老實講你想唔想扑我呀，嗯？」

「我... 等陣，我... 我有女朋友架妳唔好...」

Alex既面孔又出現係我腦海入面。其實我係咪已經將Alex投放左係嘉浩身上？

我鍾意既唔係藍嘉浩而係游灝謙。但我根本無辦法擁有佢，所以我唯有將我既感情轉移去呢個咁似佢
既人身上。

「其... 其實我知，但係... 我真係好似...
鐘意左你...」我feel到我既視線開始變得模糊。唔係因為要令嘉浩相信，只係因為我放低唔到我對Ale
x既感情。

曾經有人話過，得唔得自己最愛既人，咁就揀個最愛自己既人；但係我寧願揀個似佢既人，即使佢有
另一半。

「我...
其實唔係你諗咁，有車喇，對唔...」未等到嘉浩講完，我已經一下鍚左落佢度，然後轉身上左巴士。

有女朋友。我知呀，我知你有女朋友呀，咁又點呀？當年Kingsley都有女朋友架...
但最後咪一樣俾Candy搶走左。

番到hall，我沖完涼就攤左上床。好攰，真係好攰。聽日早八堂，Roomate
Winnie一早已經訓左。我將自己收埋係被窩入面，眼淚沾濕曬我既頭髮同埋枕頭。

『 sorry，我有女朋友，我唔會鍾意妳。 』

一早起身就收到嘉浩既wtsapp。我知啊，我知。但乜我真係咁討厭咩，完全吸引唔到你？

你愛你女朋友，但都可以鍾意我掛？分少少俾我，係咪唔得...？

『我明啦... 對唔住呀嘉浩，我個日都係壓抑唔到個感覺先會一時衝動... 我唔會再煩住你架啦。』

『sorry，妳咁好，一定大把好男仔鍾意』

又係呢句。咁點解你唔鍾意我？



『thankyou，不過... 等陣落堂之後可唔可以見一見你呀，我有啲野想俾你呀。』

我唔信，我唔信你真係咁專一。

我約左嘉浩四點係我hall等。我話就話有野俾佢，事情係要得到佢。而我事先同左Winnie講我要帶仔
仔上黎，佢即刻笑得好衰咁話讓間房俾我。

「入黎先啦」我開左門

「妳地女仔房係唔同啲，我地啲房真係亂到仆街。」佢笑左一笑

「哈哈，我去一去洗手間先。」

廁所入面，我好快就換左件小背心。

既然你咁快就拒絕我，咁我就用當初對待Alex既方法黎對你。

「做咩啊，凍啊？」

「如果我話係你係咪會攬住我？」

「妳... 做咩啊」

「我想要... 你」

我打開廁所門，嘉浩咁岩望左過黎。佢既表情話俾我知，佢好緊張。

「做咩係度罰企呀，坐啦」我行埋去輕輕推佢落張櫈度。

「係啦，我約左女朋友，你快啲俾埋啲野我我要走先...」佢口都窒曬咁講。

「... 點解... 乜你女朋友真係好靚架咩，我唔夠佢正咩？」我無理佢，直接騎左落佢大脾上面。

「喂妳...」佢想將我推開，但係我一下嘴左落佢度。

我知你想講咩。可唔可以唔好再講？

用我手撓住佢條頸，然後不斷用個胸壓落佢心口。終於，我feel到下身有野頂左我。

藍嘉浩，你又話你唔鍾意我既。咁你又對我有反應？

「... 你明明就想」我係佢耳仔邊好姣咁講。一路講我隻手一路由佢胸膛向下游。



「妳... 妳起身啦，我唔會鍾意妳架...」佢用把就黎忍唔住既聲同我講。

「係咩」我對住佢咬左咬唇，然後一邊引領住佢隻手去揸我個胸。我一路鍚落佢度，下身夾緊佢。

面對我既挑引，終於，嘉浩既反抗變為主動。佢一下攬住我條腰然後主動鍚我。佢一手抱住我，然後
另一隻手隔住我件背心同個bra揸我。

「嗯...」呻吟聲因為個兩個嘴都被封實而變得特別姣特別淫。我伸手落去嘉浩既褲頭解開拉鍊，解放
一早已經堅挺直立既小嘉浩。

我用手捉住佢碌野慢慢chok，嘉浩將手伸入我背心入面，然後解開個bra扣。

我忍唔住，我落番地下然後跪左係佢兩腿之間。我一路輕輕套弄佢條硬一硬既巨龍，然後好淫咁望住
佢。

嘉浩同我對視左唔夠兩秒，就將我個頭撳落佢條野度。

我擘大口用溫暖既口腔含住佢既巨物，不斷來回咁吞吐。

「呯
—」房門無啦啦打開左，我同嘉浩不約而同一齊望向門口。企係我地眼前既，係小熙，同埋佢身後
既Winnie。

「藍、藍嘉浩... 」我仲未黎得切反應，我地四個就咁定左格係度。

Winnie首先回神，然後即刻走左出去。

「小熙我... 」

「我真係... 」

小熙同嘉浩就咁對恃左幾秒

「sorry啊我都唔想...」

「我今次一定會同雪琪講」小熙斬釘截鐵咁講，然後佢另轉面對住我話「死八婆，你真係好撚cheap
啊！你咁撚鍾意含撚啊嘛，做雞啦！」

我cheap？係呀，我好cheap呀。但我cheap得黎我吸引到人。我之所以變到咁都係因為班男人咋。

我無出聲，望住嘉浩俾小熙拉走左。



「呯 —！」房門再次關上。

男人都不喜歡骯髒的女人，但卻都喜歡把乾淨的女人弄髒



十五

(十五)

「有心事？」我雙眼放空咁望住兜飯，聽到呀耀既問題即刻回神「無呀，做咩？」

「係我面前就唔洗扮啦」佢望住我

「你真係識讀心架喎」我苦笑左一下，然後又唔知點解講曬俾佢知「我鍾意左個男仔，佢同Alex好
似，所以我都唔知自己其實係咪鍾意佢」我停左一停「但我好想擁有佢。我唔想再失去多次。當初我
錯過左Alex，我唔想再後悔多次」

「如果妳覺得岩既話，咪去做」呀耀放低隻叉「後悔過，就唔好再俾自己後悔落去。」

但係佢有女朋友。

呢句，我無講出口。

或者我知道，我咁做根本係唔岩，或者我知道，我一直都做錯緊；只係我唔想面對呢個事實。

我係咪應該俾段時間自己冷靜下？

「喂呀叔，你做咩唔拍拖姐？」

「又問，妳問過好多次啦喎o靚妹，妳好想我拍拖咩？」佢反問我

「好似我成日搵你煩住你搞到你無得識女女咁」

「講呢啲」

「咁你幾時拍拖姐」

「識到個靚女咪拍囉」

「哈，靚女，show你都偷笑啦」

「妳係咪咁講野」

其實我一啲都唔想呀耀拍拖，因為我知道到時候佢就唔會咁多時間陪我。係，我係好自私...
但人就係自私架啦。



「喂o靚妹」

「做咩呀」

「遲啲妳拍拖，就唔好再成日搵我喇」

「點解呀」我都幾大反應咁問

「妳男朋友都會介意啦下話，等陣誤以為我係怪叔叔咪仆街」佢一路講一路笑

「點會，我地識左都咁耐啦，我唔會重色輕友咁衰女架喎」

「總之... 大個啲妳就明架啦」佢笑左笑

唔知點解，我個心... 好似唔係好舒服咁。

「夜啦，送妳番去啦，聽日要上堂」呀耀企左起身「記得早啲訓」佢另轉面露出好溫柔既笑容。

「Ceci呀，你聽日得唔得閒呀，不如我地聽日出黎食個飯呀」係嵐嵐

我望一望schedule，話咁快又過左個幾月。雖然Art呢科理論野比其他科少，但啲pj功課就要曬心機
好多，加上又就黎Mid term，好多時我都忙到唔記得邊日打邊日。

原來聽日係星期六，我見好耐無見過嵐嵐，加上份功課又做得七七八八，就應承左「好呀」

我地約左兩點。因為地鐵無塞車既關係，我早左十分鐘到。

『我到左啦』

『你居然早到？唔係呀嘛，轉死性呀』

『作死你呀』雖然我真係成日遲到，但無計啦，我住得遠呀嘛。

『我巴士塞車，三個字內到！』

我係地鐵站出口等緊嵐嵐，無無聊聊係度碌ig。星期六既銅鑼灣真係人山人海。

「呀，sorry」有個人撞親我，我另轉面「唔緊要」

呢一刻我呆左一呆「呀豪？」

「Ceci？喂好耐無見喇」佢都呆左下，然後停落黎笑左一笑



「係呀，估唔到居然撞到你」我都真係... 好耐無見過佢啦。佢個樣好似... 成熟左？

「哈，係囉... 妳點啊，依家讀緊咩」

「咪Art囉，夢想達成」

「咁咪好囉」佢話「好耐無吹水，得閒咪wtsapp下我」

「嗯，係喇... 你同呀哥點呀」

「... 無啊，有時都有成班一齊出黎打下波既」佢尷尬咁笑左笑「無見一排妳靚女左」

「係鬼，咪又係咁」

呢句之後，我地dead左air。

「嗯... 我約左人趕時間，下次再傾啦」佢同我講左聲再見，就走左落去地鐵站，消失係人群之中。

曾經呀豪話過我係最了解佢既人，甚至俾佢女朋友更加了解。但隨住時間既洗滌，段關係之間其實已
經靜悄悄咁形成左一層無形既隔膜，彼此都再番唔到去以前咁樣。

以前同呀豪咁親暱既畫面，呢一刻係個腦度就好似只係一場又一場既夢，好虛幻，但又好真實。

唔知時間，又可唔可以洗走我對Alex既感情？

「喂Ceci！sorry呀」嵐嵐係後面一下搭住我膊頭「好耐無見啦！終於！」

我地兩個去左一蘭。其實我唔明有咩咁好食，但嵐嵐就好鬼鍾意。

「你呢排有無搵Apple呀」叫完野食，嵐嵐問

「無呀，有時差嘛，加上又到考試」

「唔知我地三個幾時可以再坐埋一齊圍威喂呢」佢托住頭

「喂你同Anson點呀」我話

「咪又係咁」佢笑左笑「家長都見埋喇，佢mammy
daddy好鍾意我」佢既笑容掩飾唔到佢既開心。

「咁咪好囉」我會心微笑。

睇住自己好姐妹幸福快樂，係開心過自己幸福。



唔知我幾時先可以得到屬於我既幸福呢。

好快就考完試，又回復日夜趕pj既生活。呢日放左學就諗住番hall補眠，因為夜晚約左呀耀，條友話
請我食壽司hoho！

『嗨淫娃，記唔記得我啊？』岩岩出lift就收到個不知名wtsapp。我放大佢張icon，但因為太黑所以
完全認唔出係乜水。

『你邊位呀』一黎就叫我淫娃，心諗唔係呀豪改左電話號碼呀嘛？

『+852 6824xxxx ：sent you a video』

一撳落去，我既心跳係一秒之間迅速加速。Party Room，後樓梯，係浩然。

『你想點呀』

『無啊，掛住妳啊，好想屌妳』

望住呢堆淫賤msg，我第一次咁反感，忍唔住打左個冷顫。

『條片del左佢...』

『好啊，妳依家即刻黎我hall，俾我砌多獲我即del。』

我猶豫左兩秒，最終轉身落樓去隔離男子宿舍。

除左妥協我已經無其他方法。根本無人幫到我。

「咚咚 —」

開門既係無著衫既浩然。佢係住單人房，所以根本唔洗擔心有人阻住。

佢一見到我就笑左笑「我好掛住妳」佢拖起我隻手，然後拉左我入房。

「del左條片佢... 」我鬆開佢隻手

佢另轉面行近我，然後摸住我塊面用把好溫柔既聲講「不如妳做我女朋友，好無啊」

「我... 唔要」我望住佢搖頭「你del左先」



浩然好順灘咁係電話撳左兩個制del左條片「咁得啦？」

我望住佢撳左刪除，個腦隨即思考緊逃生路線。

「其實我真係鍾意妳喎，同我一齊啦好無啊」浩然話「我會好鍚妳」

「鍾意人係唔會逼佢夾硬做啲自己唔鍾意既野」

「我咁靚仔又有錢」

「咁又點啊，你上次咁對我... 我報警你就玩完」

「妳唔會既」佢笑左笑「無證無據，憑咩話我搞過妳？」我一路退後，佢一路逼近。

「你... 走開啦」

浩然一下攬實我，然後夾硬鍚左落黎。我想推開佢，但佢太大力，我根本唔夠力反抗。

浩然逼左我埋牆，然後伸手去我背脊想解我bra扣。

我唔想同佢做！

情急之下我起飛腳一下頂左落佢下面

「啊！」一聲慘叫伴隨住佢既鬆手，佢雙手掩住下體然後訓左落地。

我即刻乘機跑去門口然後走。

一路跑心跳一路加速，我真係好驚。無留意到前面，一下撞左落前面條友度。

「呀... sorry呀」

「咦？Ceci？」抬頭一望，係呀朗。

「咁、咁岩既」我仲未定神

「係啊，等緊小熙。」佢望一望手錶，然後又望住我「咦妳... 無事啊嘛？」

「吱吱～」

「無、無呀，我走先啦，我趕時間... 」講完我就即刻轉身離開。

「喂？」

「我下就唔洗番，我過緊黎妳學校啦喎」係呀耀「妳幾點放啊？我等妳啊」



呀耀，點解次次當我有咩事，你都好似知道曬咁，都係第一時間係我身邊？

「... 我下就無堂，你過黎我hall得唔得」

時間過得好快，其實眨下眼就已經Final。自從個次之後，浩然無再搵過我，連有時係學校見到面都
無扮睇唔到。開頭我好驚佢會唔會報復，但佢又好似無咩特別舉動，所以... 我都慢慢淡忘左件事。

今日呀耀同我都day off，我去左佢度。

「喂呀叔，我地都識左咁耐落，你知道我咁多野，無理由唔俾我了解下你架喎」

「呀叔都想了解？係啦妳呢排同個男仔點啊？」拿黎啦黎啦，佢又想兜話題，仲要兜得咁自然。

「咪扮野住，今次點都係我問你先架啦」我笑住咁望住佢

「咁妳想知啲咩呀o靚妹」佢放低電話同我對望

「好少聽你講自己啲野咋嘛」我話「起碼都做個自我介紹黎聽下先啦」講真，我真係對呀耀無咩認知
。大大話話差唔多識左成年幾，但我連佢背景都唔知。

「是咁的，小姓陳，名偉耀，今年二十有五，典型打工仔一個。家有一父一母一妹，現獨居，有時會
有個o靚妹上黎訓。完」

「嘩唔該曬你喎，係啦乜你有呀妹架」

「嗯，但... 」佢欲言又止「佢消失左好耐」

「下？」

「...
佢同妳一樣大，細我七年。中四個年開始越黎越曳，又逃學又去蒲，之後仲走左去班損友度訓，離家
出走唔肯番黎。最後先知道，佢俾人搞大左個肚。乜都唔識就生左落黎，依家同個個男仔一齊住，荒
廢埋學業。」呀耀望住天花板「而佢變成咁，最大責任個個係我」

「當時屋企靠我搵食，我一邊番學一邊番工搵錢，好少理屋企野。呀爸呀媽又年紀大先生佢出黎，唔
識教亦都懶得教。而我作為呀哥係最應該教好佢管好佢至係，但係我無。」

「我一直以為佢會好乖好識諗，我一直以為佢中四個陣仲係好似小四小五咁單純聽話。但原來有啲野
真係一直變緊，只係我地一直都唔知。」



「但我一直無發覺。到我醒覺個陣，件事已經變得好嚴重，已經無得再挽救。就好似一件白色衫，你
每著一次，就整污糟少少，但你從來唔拎去洗。直到一日，件衫已經變到又灰又黃有好多污跡，呢個
時候就算你加幾多洗衣粉去洗，用幾多漂白水都好，件衫都無可能回復原來咁雪白。

「有啲野變左就係變左，番唔到轉頭，即使幾後悔都無用。」

我一路聽，開始明白點解呀耀要對我咁好。佢係我身上搵到佢個妹既影子。當日佢係酒吧見到我，就
好似見到佢個妹一樣。佢想用對我好黎彌補佢既過失。

「如果當時我有睇好佢，就唔會變成咁。」

「人生只得一次，而我親手毀左佢一世。」

我坐近呀耀攬住佢「其實唔係你錯，你唔洗攬曬上身架。你都好辛苦架喇」

呢一晚，我覺得我同呀耀之間個幅無形既牆開始慢慢被打破；我好似開始可以走入佢既內心。

無驚無險就到sem
break。呢次係高中之後第一個可以hea下既暑假，而且Apple又會番香港，咁難得緊係要約佢地去
玩啦！

「吱～」

『黎緊Ocamp搵妳做組媽妳o唔ok啊？』原來係舊年既組爸呀峰。

『我ok呀，幾時？』

『八月尾左右，咁我地後日開第一次會妳得唔得？』

『無問題』

『開會地點係嘉浩屋企，妳可以wtsapp佢同佢溝通下先，佢會係組爸。』

『我地後日又見喇』我wtsapp左嘉浩，就出去搵Apple佢地。



十六

(十六)

「拿我地今年都係負責番粉紅組，咁呢度就係啲簡單資料...」

呢一日我地幾個就上左嘉浩屋企傾Ocamp啲野。一路傾我見到組爸都成日偷偷睇望我心口。看，男
人都是這樣的。

「好攰啊！」我伸左個懶腰。望下個鐘，原來都已經八點。

「八點架啦，不如今日就到呢度先啦，我都約左人」組爸望一望手錶。

「好呀，我都趕時間」小熙覆緊wtsapp，咁緊張應該係約左男朋友。

咦，佢兩個都走，咪姐係得番我同嘉浩？

「咁我走先啦」組爸同我地講左聲再見就離開左

「咁我都走啦，Ceci一唔一齊行？」小熙望一望我

我望左佢一眼，然後擺左個辛苦樣出黎「呀... 我個肚好似有啲唔舒服唔知係咪今朝食左杯乳酪... 」

「咁... 你洗唔洗去左廁所先？」嘉浩問

「好呀，唔該曬」我扮曬野咁走左入廁所。

等左十分鐘，我確定小熙已經走左，就出番去。我今日著左件Hollister白色背心，入面係黑色lace
bra。

一出到去，嘉浩就係我前面「妳有無事啊？我有藥...」

「有啊」我笑住咁行過去佢個邊「我唔舒服啊」

「妳... 做乜啊」佢一路向後退，個樣好可愛。

「依家得番我同你咋，唔洗扮啦」佢已經退到埋牆邊，我慢慢伸手落嘉浩褲鏈位，同時咬左下唇咁望
住佢「我想... 食藥」

「妳...
唔好咁」嘉浩輕輕力咁推開我。但我用力壓落佢度「明明你上次都好想要架，你上次扯得好勁架」我
好姣咁講。



依家我成個人挨曬落嘉浩度，我對波壓曬落佢心口。

「我、我唔會鍾意妳架，妳走啦... 」佢甩開我。

藍嘉浩，你叫我行開？如果你真係想我行開既，你就一早走去打開門趕我走啦。你明明就想，你明明
就想搞我，你明明就有反應！

如果，得唔到你個人，或者我得到你個身體... 都唔錯？

我得唔到Alex既心，最後連佢個人都失去埋。所以，我唔想再眼白白望住第二個就咁無左。

我一下攬番住佢「我好鍾意你呀嘉浩，你唔同我一齊唔緊要架，我唔會破壞你同你女朋友架，我可以
做你sp架...
只要得到你個人就夠架啦」我好爹咁講「你女朋友都唔知架啦，你對佢好啲咪得囉。上次都好地地架
，我含得你唔舒服咩，嗯？」我將手移番去佢下面。呢一刻，我feel到嘉浩開始扯。

我笑左笑，然後兜到佢面前「仲諗咩呀，你睇下你，硬曬啦」我跪左落地，然後用口咬開佢褲鏈，佢
胯下既硬物一下就彈左出黎。

我一手捉住佢條野個根部，再用脷尖來回輕輕刺激佢龜頭。我望上去望住嘉浩個樣，然後一口含住佢
條野開始前後郁動，我感覺到佢碌野變得更硬。

我由佢龜頭一下奶落佢袋底，再慢慢奶番上龜頭，然後一下深喉，嘉浩忍唔住叫左出黎。

我feel到有啲咸咸地既野，然後我加快速度，每一下都深喉。依家嘉浩就好似屌緊我個口咁，每下頂
到落喉嚨就會發出滋滋聲既口水聲，佢碌野都變得更粗更硬。

佢都忍唔住擺動佢條腰，然後捉實我個頭。我攬住佢雙腳，下下含到最入。好快，佢就射曬落我個口
度。

我含住佢啲精企番起身，然後好淫咁望住佢係佢面前吞曬。

「你射左好多喎，女朋友餵你唔飽咩，嗯？」我攬住佢

「唉我，我... 唉... 」佢睇黎好苦惱，聖人模式全啟咁款

「得閒咪搵下我囉，我把口唔勁咩，你鐘唔鍾意呀」我係咁引佢。

眼前既畫面，就好似當日我係沙灘勾引Alex，然後佢好怕醜好糾結個樣。

「只要得到你既身體，如果只係得性，我都唔介意架...」



嘉浩無出聲。最尾佢轉身走入廁所「夜啦妳走先啦。」

佢無拒絕我，姐係應承啦。姐係我有機會可以靠sex去將你個人留住？咁你會唔會可能或者有一日會
開始對我有性以外既其他感覺？

我已經唔再係啲咩好女仔，唔再係啲咩女神咩高材生。我唔可以將自己再偽裝成好純潔既女仔，然後
去識另一個男朋友拍拖。因為我好怕某一日佢會發現我既過去，然後狠心離開我。

仍然一錯又錯麼 但我仍想錯。

暑假又係咁過，約下fd開下會咁。自從上次之後我同嘉浩都keep住有聯絡。

上完頭兩堂就已經放學，我醒起嘉浩今日天地堂，中間空左幾個鐘出黎。因為嘉浩無住hall，心血來
潮就諗住上佢屋企搵佢。

「今日得唔得閒呀」其實我已經係佢樓下

「做乜」

「咁cool架，人地掛住你呀嘛，咁你有無掛住我姐」唔知幾時開始，我對住嘉浩開啟左呀豪mode。

「無，妳唔好咁」

「叮噹 —」

一開門，係一臉驚訝既嘉浩。

「咁既樣架，好唔想見到我咩」我好姣咁挨落佢度。

佢迅速望一望走廊，然後將我拉左入屋。

「妳上黎做乜啊」

「都話掛住你落，你唔好咁cool啦」

「妳唔係同個個卓浩然一齊左架咩？仲成日姣我做咩啊？」佢無啦啦問我

浩然？同佢一齊？不安感由心而發。

「邊個話我同佢一齊架？」我瞪大對眼問佢

「下傳到周街都知啦，我地系都知喎」



「緊、緊係唔係啦」

「咁妳又同佢做？」

點、點解佢知？

「我、你點解知我同佢...」我feel到心跳係一秒之內不斷加速

「有人話見到妳去佢hall，然後有啪啪聲同呻吟聲啊嘛」

雖然我未搞清個狀況，但我估係我上次自己去浩然房俾男hall啲人見到再老吹。

「個次... 其實係佢老強我」我都唔知點解我會同嘉浩講出真相。

「老強？妳唔出聲？」

望住嘉浩個緊張樣，唔知點解，我覺得好開心，打從心底既開心「你... 緊張我？」我笑住咁問

嘉浩望住我。

我行埋去想攬住佢。點知嘉浩首先攬住我，抬起我下巴一下鍚左落黎。

你係咪因為同情我，而又知我對你有感覺，所以你肯主動搞我？

「o靚妹，追到個男仔未啊」

「... 未呀，但叫有啲進展咁啦」我支支吾吾咁答佢

呀耀唔知係咪察覺到，佢無再問落去。

「係喎，其實我都剩係知妳同個呀豪同埋Alex既野。識左年幾啦，係時候講我知做咩咁鍾意勾引人
地男朋友喎」呀耀將車上面收音機既音量收細

「咩、咩呀，我咪講過囉，咪話覺得引到啲男仔我覺得好有成功咁，代表我索我正，自豪囉。扮失憶
？」我記得我第一次係咁樣同呀耀解釋。所以其實佢唔知我同Kingsley個段最刻骨銘心既經歷，佢一
直以為係Alex件事先搞到我覺得全世界都係賤男。

「咪扮野啦，呀豪出現先過Alex既，而我同你就因為Alex單野先識。啲時間線會唔會亂左少少？」

「...」我認我無言以對，因為我估唔到呀耀咁細心將我所講過既野排好序。

「拿上次我就講左屋企啲野妳知，今次到妳啦，公平啲好喎」佢笑左笑



「做咩咁想知喎」我係咪要將我心裡面最入最入嗰一層都剝開俾呀耀睇？

「因為其實妳好需要人保護」呀耀用好溫柔既語氣講出呢句「妳就當我係一己私慾將妳當左係我個妹
啦。但我講得有無錯？」

熾熱既眼淚開始係眼眶滾動，原來佢真係好了解我。如果我係曾經最了解呀豪既人，咁呀耀，就係依
家最了解我既人。

如果佢唔講出黎，我都差啲唔記得左原來我都好想俾人保護。但好似我呢個咁差既女仔，我配咩？

夜晚十點半。

呀耀將架車停左係馬路邊。窗外面既環境一早已經黑到乜都睇唔到咁濟，路邊既商舖已經閂曬門。街
上面只係得兩盞昏暗到無著咁濟既街燈。

音樂播放器播到不想再見。首歌唔係講緊我，但唔知點解... 好催淚。

旁邊既佢緩緩拎起紙巾，然後輕輕托起我個下巴，幫我抹走眼角同臉龐既眼淚。

佢知道... 我喊緊。

呢一晚，我終於完完全全真真正正咁將心底最深既自己呈現左係呀耀面前。

點解呀耀呢個咁好既人會出現係我既世界。點解佢對我好到完全唔似對呀妹，點解我鍾意既人唔係佢
而係Alex，點解我有興趣既人唔係佢而係藍嘉浩？

我們總是狠狠地拒絕對自己好的，然後痛苦地愛著不屬於自己的

往後幾日子我都不斷有同嘉浩wtsapp，亦都有搵過佢。但一係wtsapp，佢就會好cool。明明見到面
搞我個陣就攬住我黎鍚。sp係咪永遠都係sp，永遠唔可以突破呢個關係？

正當我上網搵緊資料做research個陣，嘉浩打黎。

「做咩打俾我，掛住我呀？」我一聽電話就爹佢

「Ceci，我有野要同妳講清楚。我地唔可以再咁樣落去。」

「點解呀，你都好開心架」聽到呢一句，我已經開始著急。



「夠啦，妳搵個真心愛你既男仔啦好無啊？」

「就算搵到我都唔知係佢咪真心架啦！咁點解唔搵個我真心鍾意既人喎」我真心鍾意既人？其實真係
嘉浩咩？

「我有女朋友架啦！我同你無可能一世都係咁架！」

「你同佢分手同我一齊咪得囉！」呢一刻我已經成個人亂曬。

「無可能，我唔會鍾意妳架陳靜彤，妳死心啦好無」

「咁點解你唔鍾意我呀？你唔鍾意我你又同我做？上次你又屌我？你又攬我鍚我又咁緊張我？！」我
已經忍唔住想喊。原來男仔真係可以屌完就走，不留一點感情。

一開初我決定要變成一個淫娃，就係要令所有男人都鍾意我，對我有感覺，要食完就走玩殘你地既係
我。但點解每一次係我未得到你地個心之前，就已經失去左我自己。

「上次係妳引我，我從來無鍾意過妳」

「唔好啦... 我真係好鍾意你啊嘉浩」我既態度已經變得軟化

「妳以後唔好再揾我。」

「嘟嘟 —」電話裡頭剩番空洞既cut線聲。



十七

(十七)

好攰，連代替品都要離我而去。

我坐係沙發望住facebook上面幾秒前更新既新動態，一對好熟悉既面孔。好耐無見喇，唔知...
你最近點呢。

差唔多一年啦。我再一次撳落佢wtsapp，原來佢一早已經del左我no。

最後既對話係一年前；無status，無last seen，無icon。

我望住電話，終於忍唔住衝左出去。

「叮噹叮噹 —」

出黎應門既係嘉浩。佢塊面好紅，好似岩岩飲完酒咁。

「嘉浩... 唔好唔要我... 」我攬住佢，心裡面只係諗住岩岩個facebook動態。

Alex... 唔好唔要我... 

「係妳？... 妳走開啦」佢想推開我，但佢腳步有啲輕浮

「你飲左酒啊？」我攬實佢，然後忍住眼淚

「妳又黎做乜啊」

「藍嘉浩你望住我」我哄埋佢度「我唔夠程雪琪索咩？」

游灝謙... 望住我，乜我... 唔夠Jessica好咩。

我未等佢反應，就推左佢落沙發然後鍚左落佢度。

嘉浩成身都散發住酒氣，我同佢一路鍚，佢開始配合。

「雪琪... 唔好離開我」



「個傻佬琴晚陪我去山頂睇日出呀！」

我始終比唔上正室。

我捉住嘉浩隻手摸自己，嘉浩都主動起黎。佢一路鍚我一路摸我，我地慢慢向住佢間房既方向行。

嘉浩將我推左落床，然後係咁鍚我條頸。我攬實佢，雙腳纏住佢條腰。

我同佢一路濕吻，佢好熟手咁伸手去我背部解開我bra扣。我將手放係已經凸起曬既孖煙通上面。

我用腳撩起佢條孖煙通，隻腳一伸就除左落黎。嘉浩即刻用佢硬得好犀利既硬物頂住我下面。我條裙
一早已經戚高曬，我地之間既距離只係得番我條底褲。

嘉浩係咁摩擦我，我已經濕曬。

「插我...
」我一路呻吟一路用手圍住佢條頸。嘉浩一手扯開我條底褲，然後用佢堅硬既肉棒插落我濕曬既洞穴
。

佢一邊玩我個胸，一路鍚我耳仔。佢既呼吸聲同埋喘氣聲就係我耳仔邊不斷發出。

「啪 啪 啪 啪 啪 —」

半掩既房門入面傳出一陣陣交歡既聲音。

「呀... 你好勁」我一邊咬唇一邊呻吟。

我合埋眼，出現係腦海既係Alex既樣。我攬到嘉浩好實，我已經壓抑唔到我對Alex既思念。我唔想
再去諗喇。

「啪
—」門口突然傳黎一聲清脆既聲音。我同嘉浩雙雙望向門口，只係見到一個坐左係地下既女仔。

「雪琪...！」嘉浩一秒之間彈左起身，然後九秒九衝過去個女仔度。

之後發生咩事，我已經唔想知道，唔想記得。因為我知道我今次連Alex既影子都要失去。

我坐係床邊，目無表情咁望住嘉浩緊張慌張既表情。個女仔推開佢就走左。嘉浩一眼都無望過我，佢
好快手求其著番啲衫就追左出去。

今次，真係要完結啦。喊咩啊陳靜彤，你憑咩喊，乜你有資格咩。



未明白麼 在乎什麼 敗在什麼

小西灣海旁

我坐左係度已經兩個幾鐘，但我完全唔想番去。

電話響過無數次，wtsapp收到無數個msg，我完全無心機去睇。

諗番起呢兩年幾以黎，我到底失去左啲咩，又得到過啲咩。

我失去左我既初戀，我失去左最初純潔既身體，我為左墮落、為左報復而不惜一切搞到自己低賤得一
文不值。但到頭黎，我只係不斷加深緊對自己既傷害，我乜都得唔到。

好可笑。當初明明係現實話俾我知，無論要得到一個人抑或要留住一個人，靠住身體就可以。

但點解到最後，受傷既都依然係我。

「o靚妹！」遠處傳黎一把好熟悉既聲線。我微微抬高頭，見到跑緊過黎既呀耀。

「嗄... 」

暗黃既街燈映照住我地兩個。呀耀喘住氣咁企左係我面前。

「妳做咩唔聽電話啊？妳知唔知我好擔心妳架」

我抬高頭，用已經喊到紅透既雙眼望住佢。

呀耀皺住眉咁望住我。我同佢對望左幾秒，佢眉間既皺紋慢慢消失。

佢行到我旁邊坐左係我隔離，然後用手將我個頭輕輕按落佢膊頭。

每次有啲咩事，呀耀都會係度。

「我真係好辛苦，點解佢唔鍾意我」我攬住呀耀係咁喊

「傻妹，妳先十九歲咋，一個佢就一世架啦？」呀耀安慰我「妳要記住，一定要愛惜自己先會有人去



愛妳，唔好再放縱落去啦，夠架啦。」

「真係番到轉頭咩，男仔會接受到一個咁既女朋友咩」

「有邊個無後生過，有邊個無任性過？如果仲有得番轉頭既，就唔好再繼續錯落去。做過既無辦法改
變，唯一可以既就係襯未錯到最後，盡快抽身唔好再跳番落去。」

每個人一生入面，總會有幾個人令你明白愛情原來係好複雜既一回事。無論你幾單純咁愛佢，無論你
幾專一咁對佢，無論你幾忍佢讓佢，無論你幾唔介意，一段關係總係會有無數未知既變數。鬧交，性
格不合，意見分歧。好結局同埋壞結局其實只係差一線。

呢個社會太多誘惑，太多禁果。佢會無形地改變我地既思想，改變我地既價值觀。

你認為岩既野，未必一定係岩到最後。而錯緊既野，都唔係唔可以重新黎過。

「重新黎過，真係可以咩」呀耀件衫已經俾我喊到濕曬。

「重新開始最難既一步就係驚無人支持，無人陪伴。我呢個呀叔唔係一直都係妳身邊咩」佢輕輕拍我
背，係我耳邊好溫柔咁講。

重新黎過？

「連妳自己都唔愛惜自己，咁仲點會有人愛惜妳啊？妳係咪打算一世都活係嗰條賤人既陰影裡面啊？
」

「妳點可以因為一次既失敗就打定輸數？妳依家咁樣做同破壞人地既幸福有咩分別？妳咁樣做只係一
直傷害緊自己同人地呀」呀哥都忍唔住激動起黎「呀豪同Chole因為妳而分手，三個人既愛情，到頭
黎兩敗俱傷，咁樣好玩咩？」

「妳個價值觀已經完全扭曲曬...
其實妳應該最清楚，自己男朋友出去搞其他女人既感受係點。或者個第三者可以叫無錯既，佢都只係
去爭取自己想得到既野姐。但係，你咁做同Candy有咩分別？」

「唔係，愛情唔應該係咁。咁樣既話，不斷受傷既只會係妳自己，妳永遠都唔會得到真正既愛。妳咁
樣，開心咩？」

呀哥既說話係我腦海入面縈繞住。

「帶住面具做人好攰架，做番做真實既自己啦，傻妹。」



呢一晚，呀耀係我已經黯淡無光既內心燃起一點點既火光。

year2過得好快，當時我亦都唔好意思咁推左組爸既O
camp工作人員一職，因為我唔想再見俾自己到嘉浩，佢亦都block左我。之前開會個陣換左小熙做
組媽，所以後尾聽人講話oc轉左搵浩然黎幫手。

卓浩然。一個令我又驚又討厭既名。

Ocamp之後有傳話因為浩然係咁多組入面算最靚仔同埋好識social既關係，所以食到好多組女喎，
直頭食埋過隔離組。

「嗚嗚... 」呢一日我番緊hall，經過後門隱約聽到一陣陣哭泣聲。

「喂喂，我一陣再打俾你呀」本來同緊嵐嵐吹水，但好奇心使我行去聲音傳出既方向。收左線後我行
到黎防煙門面前。

「咔 —」

我輕輕推開木門，見到有個衣衫不整既女仔瑟縮係樓梯既一角不斷咁喊。

「同學，你... 無事呀嘛？」熟悉既畫面勾番起當日浩然係party
room強姦我既情景。內心既不安感不斷上升。

晏就十二點半。正常呢個時候大家都lunch緊，宿舍平時呢個時段都無咩人，而後樓梯更加唔會有人
黎。

個女仔見到有人，即刻好驚咁攬住自己「嗚嗚... 我
... 我好驚... 」

我行去佢隔離坐低，然後輕輕攬住佢膊頭「我係year2架我叫Ceci，放心啦呢度得我同你，你...
可以話俾我知咩事架」我好溫柔咁同佢講，同時遞左張紙巾俾佢。

個女仔聽到之後攬住我一直喊一直喊，就好似我攬住呀耀一直大喊咁。

過左唔知幾耐，佢心情開始平復。

「我... 我...」佢唔知點開口咁，於是我就輕聲咁問「係咪卓浩然」

個女仔呆左一呆，然後眼淚又開始流「佢頭先將我...」

我攬實佢阻止佢繼續講「我知，我知佢做過啲咩。」我一路講，心情百感交集「因為我都曾經係受害
者」



卓浩然，你真係好過份。你到底傷害左幾多個女仔，你知唔知咁樣做個陰影有幾大？「唔洗驚，我同
你去報警」我越諗越嬲，然後拉個女仔起身。

「唔好啊」佢拉住我「我唔可以俾屋企人知架，佢威脅我，佢話如果我報警，佢會將我啲相擺上secr
et呀」佢又開始喊「我男朋友一定會好嬲... 我本身諗住下個月生日... 就將個處俾佢，依家... 嗚嗚... 」

我呆左係度唔識反應。好嬲，真係好嬲。點解男人都係咁賤。

「我唔可以再俾佢咁樣... 放心，呢件事俾我解決啦」我對住個女仔講。



十八 完

(十八)

「三樓，third floor」lift門打開，我再一次自己黎到男子宿舍。

「咚咚 —」走廊一個人都無，但間唔中聽到其他房傳黎男仔講野聲。

「咔
—」浩然打開左門。佢一見到我，先係呆一呆，然後露出個好輕佻既笑容「做咩啊，掛住我啊？上
次個腳我仲未同妳計啊。」

我忍住我既情緒「卓浩然，你真係好過分」

「我過分？做咩啊」佢想伸手摸我塊面

「點解你要係咁搞人地呀！」我打開佢隻手。浩然隨即一手捉住我，然後一手將我拉左入佢房，一個
反手lock埋道門。

「妳講咩啊妳」佢將我逼埋道門

「你扮咩呀！點解你要強姦人地呀，點解你要搞其他女仔呀，啲女仔無辜架，你知唔知咁樣對佢地傷
害幾大呀！」我好激動。呢個世界就係因為咁多你呢啲為左屌西而不擇手段既賤男，先會出現咁多自
甘墮落既女仔。

岩岩個女仔一心諗住將自己既第一次俾自己男朋友，但就因為卓浩然，第一次就咁就無左。

有啲野無左就係無左，無得番轉頭。

「女人生出黎就係俾人屌架啦，妳地除左個西有啲用之外仲做得啲咩啊？」

「你講咩呀！」

「啪！」

我兜巴車左埋浩然度。佢望住我，下一秒，佢捉住我「八婆，咪以為我唔打女人啊！」佢舉高手正要
打落黎。

「咚咚 —」出面有人敲門

浩然一手推開我，然後打開門

「喂死仔，得未啊，差你一個」有個男仔係門口笑笑口咁講。佢望到隔離既我「哦，原來...



唔怪得啦」佢笑淫淫咁講

我襯呢個機會推開佢個fd，然後衝左出去。一路跑，眼淚一路跌落黎。我喊唔係因為啲咩，而係因為
當初Ocamp工作人員我無啦啦話唔做，先會搵浩然黎頂我，先會陸續有受害者。

係我間接害到個女仔，我到底應該點做先可以幫到佢。

「Ceci！！！！大獲啦，你起身先啦，快啲起身呀！！！」今日星期六，因為做功課搞到琴晚通頂咁
濟今朝先訓。朦朧間我聽到Winnie係隔離瘋狂叫醒我。

「做咩呀」我眼都未擘大

「醒呀！！！你上左secret呀！」

我成個人即刻清醒曬，我感覺到我既血液係身體入面高速流動緊。

我依家先發現我既電話mon一直著緊，wtsapp同埋來電不斷。我接過Winnie既電話，映入眼簾既正
正係上次俾浩然強姦既相。

我一路睇，隻手一路震。我啲相... 唔係del左架咩，點解...

「嘩Fine Art女神wo :p」

「好撚索啊」

「嬲屌腳」

「@Ceci Chan be fd ok？」

「平時斯文原來內裡open」

望住啲留言，我覺得真係好恐怖... 相入面既我俾人強姦緊，班花生友居然...

「secret都唔係最嚴重呀...
」Winnie係隔離好小心咁講「有人打包左上高登，仲有片添啊」佢攬住我「Ceci你好傻呀，點解你
唔講出黎呀」

「我... 佢威脅我呀」我攬住Winnie。

個天係咪要玩死我為止。



『Ceci你係邊啊？快啲打俾我啦！！！！』嵐嵐

『呀妹，聽電話好無，呀哥好擔心你』呀哥

『快啲online呀！！陳靜彤你係咪想擔心死我？』Apple

『Ceci妳去左邊？？咪嚇我！』Winnie

『妳點呀？』同學一號

『妳啲相好正(笑喊)』on9同學二號

『o靚妹妳係邊，聽電話好無』呀耀

『唔係咁傻豬以為我無back up啊嘛』浩然

我坐左係天台，眼淚已經乾曬。我襯Winnie入廁所拎毛巾俾我個陣咩都唔理就跑左上天台。

唔知daddy
mammy知道左會點？呀哥依家一定好心痛。我依家已經俾人點曬相，我仲點樣出去見人。Alex呢？
佢有無睇到啲post？呀耀一直咁關心我咁鍚我，如果佢知我瞞住佢咁大件事，佢會唔會好嬲？

如果我依家係度跳左落去，所有事係咪就可以完結？

「吱～」我望一望來電，係呀耀。我無接，過左一陣電話變番黑屏。

呢次係我第一次有心唔接呀耀電話。

一直以黎我都令到好多愛我既人擔心，愛我既人傷心。

我望住腳下渺小既人群，如果我消失左，根本都唔會有人可憐我。

kingsley唔愛我，呀豪離開我，Alex消失左，嘉浩討厭我。我一直都錯緊，原來依家諗起，浩然只係
將我一直做緊既衰野話俾大家知。

其實我何嘗唔係一個勾引人地男朋友既姣婆？其實相入面既淫娃陳靜彤確確實實存在過啊。

「噠 噠 噠 噠 —」

「Ceci！」



急速既跑步聲伴隨住一聲響亮既大叫。

我另轉頭，出現係眼前既係出曬汗而且喘曬氣既呀耀。

「點解... 」我望住呀耀，淚水一秒之間模糊左我雙眼。

無論我有咩事我去邊都好，佢都一定可以搵到我。到底點解... 

「妳落番黎先啦」佢一邊喘住氣，一邊好緊張咁講。我從來未見過佢咁著緊既樣「妳咁樣好危險架，
妳快啲落番黎啦！」

「你... 你係咪睇到曬」

「係，我知道曬，妳落番... 」

「我以後仲點出街呀，我點樣面對啲同學朋友屋企人識我既人呀！」我不受控制咁大嗌

「點解妳唔同我講，妳知唔知我好心痛啊？」呀耀一步步行近我。

「因為我覺得自己好cheap呀！係我自己拎黎架，依家個個都知個個都睇過曬，仲有邊個會鍾意我呀
？無人會再愛我架啦！」

「無人鍾意咪我鍾意囉，無人愛咪我愛囉！」呀耀一聲呟喝令我呆左係度。

佢行埋黎一下將我拉落佢懷裡面「無人要，咪我要妳囉。」佢係我耳仔邊講

溫熱既眼淚一直係眼角沿住臉龐流出黎。呀耀話佢鍾意我？

「記唔記得我話過，妳拍左拖之後就唔好再搵我？記唔記得我話過，無論點都好我都會一直係妳身邊
？記唔記得妳問過我，我做乜一路以黎都唔拍拖？」呀耀一路講，我一路回憶起我同佢既片段。

「我依家認真答妳，因為我等緊一個o靚妹，等緊佢放低佢心入面個個人，等緊佢諗通，好好愛自己
。」佢攬得我好實好實「就算全世界既矛頭都指向妳，就算以後去到邊都俾人指指點點都好，我都會
一直係妳身邊。」佢捉住我既肩膀，然後同我對視。

我呆左咁望住佢，個心呯呯、呯呯咁跳。

第一次，我第一次對住呀耀有呢種心跳既感覺。



「Ceci，你點呀！」好刺眼... 我慢慢擘大眼，見到係我旁邊既係嵐嵐、Anson同埋呀哥。咁...
呀耀呢？

「呢度... 邊度黎架」我周圍望。四圍都俾一片白色既環境圍繞住。

「呢度係醫院呀」嵐嵐好緊張咁講「太好啦你終於醒番」

「傻妹，做咩妳要咁傻？」呀哥係隔離皺住眉一臉擔心咁講

「我... 」我唔知點樣開口講

「係邊個黎架？」嵐嵐好心急咁問「點解你會同佢...」

「佢... 夾硬黎... 架」我望住佢地一臉擔心既樣，個心好痛。

一直以黎，我都忽略曬呢班咁擔心我既人。陳靜彤，你既世界係幾時開始得番愛情呢一樣野？

我將浩然強姦我既野同曬佢地講，我留意到呀哥個樣越黎越嬲。

「卓浩然啊嘛，我一定要佢收皮。」佢拋低呢句，就離開左病房。

「係啦... 我點解係度既」

「醫生話你血糖低所以先會暈低！係上次個呀耀送你過黎架！不過都好彩我咁岩打俾你，佢聽左個電
話」嵐嵐話

我拎起電話，見到呀耀sd左個wtsapp俾我

『o靚妹，我已經叫左嵐嵐通知你呀哥過黎架啦，妳醒番就好好休息下啦。有咩事就打俾我，我點都
即刻到。記住，唔好再咁傻啦，妳睇下妳屋企人同埋朋友幾擔心妳啊。』

望住呢個msg，我個心有種好暖既感覺。

呀耀一直都咁保護我，佢對我既好同埋關心明明一早已經超過左朋友既關係，但我居然咁都察覺唔到
。

「滴 —」

眼淚滴濕左電話mon。

陳靜彤，錯夠喇，唔好再要人擔心你喇，得唔得？



留左一晚院，呀哥就接左我番屋企。學校今朝就sd左email黎話要我自動退學，因為我啲相會影響學
校既聲譽。daddy mammy似乎仲未知咩事，所以呀哥都肯幫我守住秘密先。

「吱～吱～」一訓上床就有電話，無save既電話號碼。

「請問係咪陳靜彤小姐啊？」係一把幾成熟既女聲

「呃... 我係呀」

「呢邊係柴灣警署，我地想請你番黎協助我地調查一件強姦案。」

心跳又開始加速「好、好呀，幾時？」

我係呀哥既陪伴之下一齊去到警署，我亦都同呀耀講左。

「琴日我地接到一個未成年少女既報案，話佢係XX大學既女仔宿舍後樓梯遭受到男子卓浩然強姦。
根據佢既口供指出你曾經都係受害者，係咪？」

未、未成年少女？

「... 係！」

我將浩然當日係party room後樓梯對我做既野講曬出黎。之後個警察同我講佢會向party
room個邊拎cam既錄影帶。

「麻煩曬你地，有咩消息我地會通知你架啦。仲有，之後可能會隨時需要你上庭作證。」個女警對住
我講「加油啊妹妹，呢啲人我地一定唔會放過。」

搞埋啲手尾之後，我同呀哥就離開警署。

「Ceci！呀楠！」踏出警署門口，一把女聲叫停左我。係上次係後樓梯喊個個女仔。

「咦... 」心裡面有太多疑問，我唔知應該點開口好。

佢好似睇穿左我諗咩咁，佢一臉愧疚咁同我講「係我報警架。好對唔住...
你係因為想幫我所以你先會俾卓浩然公開啲相...
我諗左好耐，無理由要你呢個受害者白白咁承受呢啲野，所以我覺得要告佢。」

「咁岩琴日我室友同我講話教務處突然有好多人圍觀，話有人衝左黎學校要搞清楚件事同埋搵卓浩然
。當時我即刻落去睇下咩事，就見到呀楠喇。我見佢真係好嬲，但學校反而維護卓浩然，維護自己聲
譽，因為啲相無任何證明證實個男仔浩然，所以你呀哥就同啲職員嘈起上黎。」



「我覺得實在太過分，所以我就決定去報警。」

我望左一望呀哥，佢一手攬實我膊頭。

「咁... 你男朋友...」雖然我知好似唔應該問

「我男朋友知道左之後佢話佢好心痛，但係佢無因為咁而同我分手呀。佢話，真正愛一個人係唔會介
意，同埋佢話以後要好好保護我，唔會再俾我受到任何傷害。」佢不自覺咁露出好幸福既微笑「其實
我真係好多謝你。如果唔係，我一定會自己諗埋一邊唔會有勇氣企出黎指證佢。亦都唔知原來我男朋
友咁愛我。」

「仲有呀...
其實我係拔尖入大學架，算係資優。我下個月先十六」佢笑左一笑「卓浩然都唔知，所以...
我諗佢今次都真係幾大獲」

「我男朋友一定會好嬲... 我本身諗住下個月生日... 就將個處俾佢，依家... 嗚嗚... 」

原來當初佢話生日送個處俾男朋友，係因為合法搞野。

我望住佢，發自內心咁笑左一笑。我好似... 幫左一個有可能行番我條路既女仔。

「多謝你。」

後來卓浩然被判幾項強姦罪、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同埋恐嚇罪。我同個個資優未成年少女仲有幾
個女仔都要上庭指證佢。而警方亦都係佢部電腦搵到唔同女受害人既淫照同埋短片，同埋好多俾佢威
脅既女仔既對話記錄。所以佢順利一桿入冊。

做過咁多衰野既，始終要還。

「我到左啦」電話傳黎呀耀既聲音

「我落緊黎！」我拿拿聲著埋對鞋就衝落樓。

「想帶我去邊呀」我慣性咁上車然後坐係佢隔離笑笑口咁問

「西貢」

佢泊好車，就拖住我行。



成個動作，好自然。

我無鬆開手，但係個心就呯呯、呯呯咁狂跳。

佢拖住我去左碼頭。

「去邊架？」我未黎過西貢

「我覺得香港最靚既沙灘」佢話

平日既下午，海灘上面根本無咩人，偶爾見到幾個外國人係度曬太陽。我同呀耀沿住海邊慢慢行，海
浪泛起既聲音不斷係耳邊迴盪。

呀耀依舊拖住我，我都無縮開，我地都無出聲。

「做咩今日咁靜？」佢首先開口

「無、無呀」

「個海好靚啊可？」佢無停低腳步

「嗯，啲風好舒服」

「以前我同我ex好鍾意去呢個沙灘。因為佢話行沙灘好浪漫，而且啲海水好乾淨好清徹。」呀耀繼
續講「分手個時，我同過佢講，係放低佢之前，我唔會再黎呢個沙灘。而佢就同我講，當有一日佢放
低左我之後，就以後都唔會再黎呢度。」佢繼續話

呀耀... 同我講緊佢既故事？

「妳鐘唔鍾意呢度？」

「下！鐘、鍾意呀，真係好靚。」

「咁以後就妳陪我行架啦喎。」佢停低左腳步，然後望住我露出好溫柔既笑容。

我呆左咁望住佢，下一秒，佢放開我隻手，然後攬住我烏低身鍚左落我度。

呢一刻，成個世界好似靜止左咁。

過左唔知幾耐，佢雙唇離開左我個嘴「妳無拒絕，我當妳應承架啦」



我仲未黎得切反應，佢就繼續話「無論等幾耐，我都會等，無論發生咩事都好，我都會係妳身邊。」
佢笑左笑，然後重新拖起我隻手。

無論發生咩事都好，我都會... 好好咁愛妳



後續篇

大家好，我叫陳偉耀，今年廿七歲。

初初識Ceci嗰時，我無諗過最後我會鐘意左呢個o靚妹。係酒吧見到佢自己一個女仔係度飲酒，嗰一
剎那我好似見到我個個終日去蒲既呀妹咁。

我留意到有個男仔係bar枱望住靜彤望左好耐，然後同佢個fd講左兩句之後就想行埋去。

嗰一下我都唔知自己做乜，就咁就坐左埋去。最尾仲要帶左佢番屋企。

靜彤嗰一晚醉左。雖然佢不斷姣我勾引我，但佢依然不斷叫住Alex呢個名。我唔知邊個係Alex，但
好多野都係唔洗講出口。

因為愛過，所以先會痛；有幾愛，就有幾痛。記得有人話過，衡量一次分手有幾痛，並唔係睇分手理
由有幾狠，而係大家相愛嗰陣有幾甜蜜。

望住佢為左個個叫Alex既男仔喊到不似人形，淚乾腸斷咁放縱自己，唔知點解，我個心好痛。我好
似感覺到佢既痛，我好似知道佢有幾傷。

回憶係一樣好可怕既野，本來佢可以一直埋藏係你個腦最入最入既地方。但只要觸碰到少少，一幅畫
，一條手鏈，又或者係一隻杯，甚至係相似既情景、畫面，都可以將腦海深處既回憶瞬間激發出黎。

一發，不可收拾；久久不能平息。

每個人，總會係自己最青春最單純既時期毫無條件咁愛上另一個人。呢段愛情可能未必係最完美，呢
段感情可能未必能夠走到最後；但嗰種感覺，一定係最真，最幸福，最簡單。

不知不覺間你會慢慢長大，不知不覺間你既經歷會越寫越厚。然後有一日你會發現，原來經歷得越多
，你已經無辦法可以再好似當初咁單純咁愛上一個人。

夜闌人靜係度諗，我地咁努力就係為左將來可以改變社會；卻不知不覺間俾社會改變左我地。而愛情
，原來都可以係一場交易。

嗰晚，Ceci當左我係Alex，佢醉左，但佢喊住咁攬實我。當我等佢冷靜左再次想起身既時候，佢開
始一路喊一路除衫。

「唔好走，求下你，我咩都可以俾你，你可唔可以唔好唔要我」

愛情到底係由幾時開始變到要用到身體去將對方留住？

要付出身體，先可以得到對方既「愛」？



唔係，愛情根本唔應該係咁樣。

靜彤曾經問過我好多次，點解我要對佢咁好，點解我當日要帶佢番屋企。我最終同佢講，因為佢好似
我個妹。

係，無錯，第一眼我係係佢身上搵到我細妹既影子，所以我先會留意佢。但點解我要對佢咁好，呢個
原因漸漸由主要變為次要。

佢每次問我，我每一次都係話因為見佢自己一個女仔會危險，因為我多事先會去睇住佢。但事實點解
我要一直照顧佢，點解我要對佢咁好咁緊張，呢個問題，我自己都唔知。

或者我知，只係我自己逃避緊呢種感覺，我連自己都呃埋。嗯，因為靜彤似我阿妹，所以我想照顧呢
個女仔，我先對妳咁好，就係咁。

慢慢咁，佢會開始同我分享佢既故事。係個關於一個女仔鍾意用自己身體去滿足一個又一個既男仔既
故事。

如果當日我並無見到飲醉之後最真實既佢，我會信佢係個鍾意拆散人地既公廁。

但事實，佢唔係。笑臉底下埋藏既係一個俾眼淚淹沒住既故事。

我好心痛。

越知得多佢既故事，我就越覺得佢需要人保護。有邊個會唔想俾人珍惜俾人疼愛啊。

佢有提及過呀豪呢個人，我諗佢應該將我當左係呀豪。唔緊要，咁我就做佢心入面既第二個呀豪，做
佢既避風塘，陪佢笑，陪佢喊。唯一唔同既，係我唔會同佢發生關係。

女仔，一定要愛惜自己，先會有人去愛。

係人前佢扮到好開心好自信，但其實我知道佢內心好寂寞好孤獨好怕失去。

受過傷就會幫自己築起一道圍牆，保護自己。呢個係每個人天生既自我保護機制。

或者我係同情緊個傻妹，或者我係唔忍心見到個十八歲條路仲好長既女仔咁樣落去，所以我好想盡少
少能力去幫佢、陪佢。

嗯，「或者」。

慢慢我先發現，我對佢既好，一早已經超出左我應該要做既範圍。



曾經我有個同我拍左七年拖既女朋友，由學生時代一直去到踏入社會。我地既故事並唔轟烈，穩穩定
定咁就過左七年。

本來我以為呢個女人就係陪住我一世既人。但原來當人一離開學校，走入社會呢個咁複雜既世界，諗
既野，就開始唔同。

「你覺唔覺得我地之間好似有啲野唔同左？」

「你之前唔係咁架」

「其實兩個人係埋一齊唔可以淨係睇愛唔愛，仲有好多野要諗」

「我想要既唔係呢啲啊」

「我想要既野你根本俾唔到我」

「或者分開，對你對我都好啲？」

「唔好再糾纏落去啦，一早已經唔同曬，點解你咁唔成熟架」

「原來我地由唔知幾時開始已經行緊唔同既路」

「既然終點已經唔一樣，不如放過大家啦，咁樣落去盞大家辛苦。」

就係咁，七年既感情因為咁而劃上句號。

其實我既終點一直無變過，我既終點就係妳。但變左既，亦都係妳。

嗰一晚，我地係西貢將呢段感情埋左係沙堆入面，任由海水將佢沖散。

我同佢拍拖個時，好鍾意黎呢個沙灘。個陣仲讀緊書，加上屋企負擔重，所以根本無咁多錢額外娛樂
。我同佢都好鍾意海邊，聽住海浪聲漫步，好浪漫，所以沙灘成為左我地既拍拖聖地。而西貢，係佢
話咁多個入面佢最鍾意既一個。

「其實我好愛你，好愛。但條路唔一樣，再繼續行落去無意思。」

既然佢已經決定左，無論我點講，結局都唔會有改變。由妳講出分手個刻開始，其實已經決定左。

好諷刺，兩個人要係埋一齊，要雙方同意先能夠成事；但如果兩個人之中其中一方想分開，只要單方
面作出決定就可以。



我A Level Pure Maths拎A，但愛情呢條方程式，我到依家都唔識計。

「係我放低妳之前，我唔會再黎呢個沙灘。」

「係我放低你之後，我就唔會再黎呢度。」

最後，我地送俾對方最後既禮物，係一個帶住苦笑既擁抱。而我既苦笑入面，仲附送一陣淚光。

就係Ceci出Ocamp個日，我本身已經諗住去接佢。wtsapp佢個陣，我已經由將軍澳揸緊車去旺角。
聽到佢係電話入面不斷喊，我真係好緊張，我好怕佢有事。

嗰一晚，佢再次攬住我喊到訓著。

第一晚，我俾佢攬住，我係好同情佢，想好好照顧呢個o靚妹；嗰一晚，我俾佢攬住，我係好心痛，
我想俾到幸福佢。

我想，俾到幸福佢。

原來我已經對佢產生左更強烈既感情。

佢問我，點解你唔拍拖既？

我話，男人去到三十歲先最有魅力。

我唔知點答佢。連我自己都唔敢講，因為我好似鍾意左妳。

我不斷同自己講，唔會既，我唔會鍾意Ceci，我只係當佢係細妹姐。

但每一次，每一次搵佢唔到，每一次佢有咩事，我都不自覺咁變得緊張。

我唔係唔洗番工，我唔係每次都咁岩得閒。只係比起呢啲野，Ceci對我黎講更加更加重要。

後來先知道，Alex並唔係主因，真正既罪魁禍首係個叫Kingsley既男仔。

我終於走到入佢內心最深處。佢話佢好污糟，佢話佢唔值得俾人愛。但係我眼中，佢永遠都係好純潔



既陳靜彤。

試問有邊個年少無知既時候無做錯過事？有邊個無試過鑽牛角尖？我好希望可以拯救呢個女仔。

「點解妳唔同我講，妳知唔知我好心痛啊？」

「因為我覺得自己好cheap呀！係我自己拎黎架，依家個個都知個個都睇過曬，仲有邊個會鍾意我呀
？無人會再愛我架啦！」

「無人鍾意咪我鍾意囉，無人愛咪我愛囉！」

「無人要，咪我要妳囉。」

每一句，都係我既真心話。我唔知道靜彤要幾耐先諗得通，但無論幾耐都好，我都會一直等佢，係佢
身邊好好咁愛佢，照顧佢。

「呀妹啊，妳真係諗住唔讀？」呀哥坐係我隔離問

「係呀」X大岩岩打黎，話可以考慮將個學位保留番俾我。但發生完啲咁即事，即使啲同學變曬左關
心我，但我都過唔到自己俾佢地乜都睇曬個一關。

「咁妳打算點呀，不如去外國讀啦」

「唔要啊」我一口拒絕，個腦第一時間諗起... 呀耀。

「點解啊，妳英文咁好，外國讀Art好似都威啲啦」呀哥話「唔通依家出黎打工咩」

「... 總之我唔想啦，遲啲再算啦，番工拎下經驗唔好咩」我話「我會唔捨得你地呀」

「扮乜，明明就連搬左入hall都無乜番黎」呀哥翻我白眼。

「係呀係呀，咁依家陪下你地唔好咩」我話

「好好好」呀哥搭住我膊頭笑左笑

經過上次係沙灘之後，我依家見親呀耀都好緊張，個心會不自覺加速咁跳。

「唔讀啦？咁妳諗住點啊o靚妹」係個次之後，呀耀又變番之前咁同我相處，唔知係咪怕我尷尬呢。

「我呢排突然有興趣係廚房搗亂，諗住學下整野食」前幾日係ig見到啲人整啲甜品好鬼靚，搞到我都
想自己玩下。



「其實妳可以係ig招生教人畫畫架，妳咁多作品」呀耀突然咁講

「咦，係喎，咁你都諗到既」我瞪大隻眼望住佢

「再唔係幫人補下習咁囉」

「你好醒呀！」

呀耀笑左一笑，然後繼續打佢份文件。

最後我係ig開左個account，教啲小朋友畫畫同埋教英文。憑住當年dse英文5**同埋Ielts8.5分既成
績，我既生活又開始變得忙碌。

就係咁，好快又過左差唔多一年。

呀耀依舊對我咁好，呢一年黎，我亦都同佢再靠近左唔少。

『請問是Miss Chan嗎？』今日收到個陌生電話既wtsapp。睇落應該係搵補習或者教畫畫。

『您好，我是』

『請問是可以補習嗎？』

呢個家長係想佢個女考Ielts第時可以去外國讀書用，但因為出面啲Ielts班好貴，而且又唔係單對單，
咁岩又搵到我。

傾好時間，咁岩就將我schedule最後一個空位填滿左。

「今日要補習咩」呀耀問

「新學生」我笑左笑「依家full曬schedule，仲忙過讀U個陣救命」

「補完黎接妳，牛角位已訂」

「泡菜牛肉飯！」

我跟住個地址上到去

「叮噹 —」開門既係一個望落幾後生既女人「你係Miss Chan？」

「我係呀，您好」



鐵閘打開左，我行左入去。呢個女仔今年F4，英文成績其實都算唔錯，我直頭可以全程都同佢用英
文傾計。

好快就過左個半鐘，我望一望手錶，都係時候要走。

「咁今日就去到呢度先啦」個女仔俾左錢我之後我就諗住起身走人。

「喀嚓 —」同時間，大門打開左，有人番黎。一望，眼前既係好耐無見既兩張面孔。

我呆左係度。呢一刻我唔識形容自己既感覺。

「咁早既你今日，媽咪落左去買野」個學生話「呢個我家姐黎」

「Ceci」個個女仔首先開口「點解你係度既」佢好驚訝，而佢旁邊既男仔就好詫異咁望住我。

「乜你地識架」我個學生講「Ceci姐姐係我補習miss呀，好眼訓我去沖個涼先」佢講完就走左入房

剩低我地三個企左係度互望，氣氛緊張得令人窒息。

「咁我走先啦」我首先開口對住佢地微微一笑，然後就步向門口。

就係同佢擦身而過個一霎那，我個心，好似放鬆左咁。

入左lift之後，回憶既旋渦將我拉番去中五個年。

眨下眼原來已經過左三年幾喇。我苦笑住咁輕輕搖頭，諗番起呢段經歷，我後悔喇，我真係...
後悔喇。

「好準時喎」落到大堂門口已經見到呀耀

「費事妳等啊嘛」佢話「行喇」講完佢就打開車門。

「多謝你。」

沒有丟不淡的事，沒有放不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