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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    郭家朗

小一    劉振迪

小一    許鈞嵐

小一    林洛鋒

小一    樊偉賢



可愛的動物	 	 	 			小五				雷雅理
有一天，哥哥帶我去動物園，我看到一隻很

可愛的老虎。

老虎的外貌很特別，牠有閃閃發光的眼睛、
嘴巴大、短短的耳朵、毛茸茸的長尾巴。

老虎喜歡在森林上跑，互相追逐像玩捉迷
藏。老虎喜歡吃鮮肉，吃時直著身子坐在地上，
用前爪抓着食物往嘴裏送，然後把骨頭也一一吃
掉。

第一次……					 	 			小六甲				黃駿朗
今年暑假發生了一件令人非常難忘的事情，我

第一次參加宿營，離開父母，自己照顧自己，出發
前，我的心情十分緊張。

當到達目的地後，工作人員先幫我們量體溫，
然後收取我們入宿的費用。家長被安排到禮堂聽講
座，而爸爸聽了一半便走了，因為他要去教手語班。
我們就被安排到一間活動室聽葉老師講解這兩天的
活動程序。我們會分組，每組由不同的老師帶領。
我們先把書包放在禮堂內，然後圍圈坐在椅子上，
做一些活動，例如：玩氣槍。我手持氣槍，感覺十
分刺激。玩具槍跟氣槍的感覺非常不同。玩氣槍須
注意安全：首先戴上眼鏡，然後把彈匣入氣，接著
入子彈插上槍柄。我把自己喝完的飲品盒放在幾米
遠的桌上，當葉老師發司號令：「一、二、三」我
們便開槍。可惜我射不中飲品盒，真的有點失望！

做了兩個活動後，我已經很疲倦了，我拖著疲
倦的身軀進入禮堂，繼續聆聽葉老師講解晚上的活
動，他說：每間課室會放置不同的問題，所以要帶
紙和筆。但是不能帶電筒，若有同學帶電筒，明天
就不能玩集體槍戰。到了晚上六時，同學們陸續出
發到不同的房間去，而我最後也打破了怕鬼、怕黑
的心理障礙，我舉手出發去了。我戰戰兢兢跟著葉
老師走，途中看見一個黑影經過，嚇得我大叫「嘩」
起來。啊！原來不是「鬼」，是老師，嚇了我一跳。
到了三樓，有一間課室開了燈，我走進去，裏面坐
著幾位老師，一起歡呼說：「恭喜你，完成這項活
動了。」我終於可鬆一口氣了！我十分累，全天都
沒有休息。

活動結束，我到禮堂拿衣服，然後去洗澡，我
真有點不習慣，因為我日常用花灑洗澡，現在卻用
一個大水桶洗澡。洗澡完，我還到禮堂吃啫喱，然
後才去睡覺。唉吔！我竟然忘記刷牙，已經十二時
半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八時，我們需要自己起床，換
衣服，穿鞋子和刷牙。我竟然遺失了牙膏，我只好
問鄭嘉豪借牙膏。

終於玩集體槍戰了，開始時，也須要戴上眼罩，
聆聽老師的指示，然後才可以玩。槍戰十分刺激。
我記得第二局，我好像射中敵人的肩部，我很開心。
我玩了兩、三局，家長來觀賞我們的活動。

臨離開時，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向葉老師說：
「再見，後會有期。」今次的活動，令我百感交集，
既興奮又緊張，總而言之，是一個難忘的活動。

電腦對我們有益嗎？							小六甲				余潔儀
你喜歡玩電腦嗎？愛玩什麼遊戲？雙人遊戲

還是單人遊戲？你還喜歡上網嗎？

我很贊成使用電腦。為什麼我贊成？因為電
腦能夠滿足我們很多的需要：它能為我們提供娛
樂；能幫助我們學習；能方便溝通；又能方便購物、
交費及租借服務等。

電腦對人們很重要。有了電腦，我們即使是
坐在家裏，也可以知道全世界發生的大事。電腦
可以提供娛樂給我們，例如：遊戲軟件、短片等。
有些網站可以幫助我們學習，例如：搜尋資料、
電子資源等。我們更可以透過面書、電子郵件等
和親友溝通。再者，電腦可以方便我們租借、購
物及交費等。

當然，不是所有網站都是有益身心的。有些
網站會使人學習不正當的行為，例如：偷竊、色
情及暴力等。此外，長時間使用電腦對身體有害
的，例如引起近視、精神不振等。如果過份沉迷
上網，沒有時間溫習，會令學業成績低落，更甚
是思想遲鈍、胡思亂想等。所以我們要小心作出
取捨。

電腦可以給我們增加知識，但不可以沉迷。

第一次……			 	 			小六甲				鄭嘉豪
上星期一放學後，我乘坐校車回家。回到家後，

因為爸爸工作十分忙碌，所以他沒有時間買東西。
爸爸吩咐我自己去惠康超級市場買點東西回家。我
當時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因為我第一次獨自去惠康
超級市場買東西。

我看到超級市場的貨品琳琅滿目，於是我隨手
取了一輛手推車。突然，我聽到背後有人說：「你
不可以玩手推車，這樣很容易弄壞的。」但我不理
會他，繼續推著手推車緩慢地走著。

我買了很多食物：有可樂、蝦條、薯片、餃子、
朱古力、牛奶、餅乾等。我不知道爸爸想買什麼？
於是我再買了一些麵條，因為他喜歡吃。回家後，
我看到爸爸正在看電視，我把麵條遞給爸爸，他說：
「你做得十分好，看來你已經長大了。」

我真的很開心！因為我長大了，可以自己獨立
處理事情，不用家人操心了。

第一次……			 	 			小六甲				潘宏健
今年暑假第一次出海釣魚，我感到非常興奮。

爸爸帶我坐地鐵到香港碼頭轉乘小艇出海釣
魚。爸爸首先取出魚竿，勾上小蝦，然後放進海裏。
爸爸等了三十分鐘才釣到第一條魚。而我也釣到一
條小魚。可惜一直到傍晚，我什麼魚也釣不到，我
只好一邊喝飲品，一邊玩遊戲等大魚上釣。

到了晚上，我的肚子餓了，要離開棚屋了。

我非常懷念在魚棚釣魚的情形。我雖然只釣到
一條魚，但我學會做事要有耐性。

豌豆的自述	 	 	 			小六甲				吳格欣
今天，我隨風來到一個閣樓的窗邊，我左看看

右看看。

我突然發現一個小女孩躺在床上，我心想：現
在已十二時三十五分了，怎麼她還不起來，難道她
生了病嗎？我問：「你為什麼不開心？」小女孩說：
「我生病了。」

我跟她說我成長的歷程，小女孩聽後露出欣慰
的笑容說：「我也要學你一樣振作起來，做一個健
康的孩子。」我的成長能讓小女孩振作起來。

小女孩感到好了一些，我也感到很開心，小女
孩走過來輕輕地親了我一下。

豌豆的自述	 	 									小六甲				黃駿朗
有一天，我被農夫的兒子摘下來，他用彈弓

把我射到閣樓的窗邊。

我在閣樓的窗邊，發現一個正在床上休息的
小女孩，她似乎患了重病，臉色蒼白，愁眉不展，
好像將死一樣，所以我要想辦法幫助那位小女
孩。

我不斷努力地成長、發芽，然後長出小葉子。
小女孩看見我身上的綠芽，她竟然振作起來，我
也要繼續長大啊！

那位小女孩，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一天，
她竟能下床走到我面前，她不由自主地吻了我一
下，我開心得開花呢！

生日邀請卡	 	 									小六乙				梁展瑋
表弟：

我的爸爸和媽媽將會在麥當勞為我舉行生日
會，請你來參加。

日期：十一月二十八日 ( 星期四 )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地點：天水圍麥當勞快餐店

																																												表哥

																																																	展瑋

十月二十四日

觀察記錄	 	 									小六乙				古志明
大紅花是香港最常見的花，也是香港最美麗

的觀賞植物之一。

大紅花的花是鮮紅色的，由五塊大小不同
的花瓣組成，它的葉子也很特別，葉子的形狀像
一把扇，非常有趣。花蕊是甜的，經常吸引很多
蜜蜂來採蜜。大紅花的枝條長而向外伸展或往下
垂，好像大力士張
開強而有力的膀臂。
此外，大紅花雖然
極少結果，但它的
花和葉都非常茂盛，
怪不得吸引了很多
蝴蝶和蜜蜂呢！



小學初級組 小學高級組

冠 小二    曾常朗

亞小一    許鈞嵐

季 小三    雷莉莎

優小三    馮琨杰

冠 小六甲    余潔儀

亞小六乙    馬如生

季 小六甲   潘宏健

優小六甲    鄭嘉豪

中學初級組 中學高級組

冠 中一乙    李仁泰

亞
中一甲    曹凝

季 中一甲    李燕

優中一乙    徐貴發

冠 中五    曾子建

亞中三高    梁嫚芝

季 中三高    林炳生

優中五    陳曉懿



M3LA    Kate Tse
I think they are well-known hair stylist, because they will teach prisoners 

how to cut hair. It’s really nice for them to take the prisoners to the haircut for 
the elderly. They hope that the prisoners can be accepted by the others in the 
public. Also they can perform this ability in the future. I hope the others would 
accept them but not to refuse or to discriminate them perhaps they have 
advantages.

M3LA    Yvonne Yu
I think the famous hairstylists are kind because they want the others to 

accept the prisoners and would like the prisoners to acquire some skills so 
that they can work later. This is helpful. I hope you can help the elderly haircut.

M5 John
It is a new year! Losing weight, 

eating healthy food and reading more 
English books are all my New Year’s 
resolutions.

I want to read more English book 
so I go to library to borrow English 
books. I want to lose weight so I refuse 
to eat junk food. I want to eat healthy 
food. I can eat more vegetables and 
fruits. I want to lose weight so I will 
practise swimming more often.

M5 Sandy
It is a new year. Everyone has a new start. I have my new year’s 

resolutions. 
I want to sleep early and get up early, so I am going to do all my 

homework as soon as I can. I want to be healthy, so I am going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develop the habit of eating breakfast every day. I am 
going to eat more as I am very thin. Also, I am always hungry. I want to 
eat more fruits instead of eating junk food. I want to improve my Chinese 
and English writing, so I am going to read more books and write more. I 
want to try my best to complete all DSE homework in 2014, so I am going 
to work harder. I want to save money, so I only spend money on useful 
things. I want to be happy with my family every day, so I am going to talk 
with them more often. I want to encourage my classmates to overcome 
their difficulties, so I am going to help them. I wish we can do more 
meaningful things together.

I want to achieve all my resolutions. I am going to wear a happy 
smile for my life and become great.

New Year’s Resolutions

M5  Jason
It is a New Year! Lose weight, 

read more and plan before act are all 
my New Year's resolutions. What are 
your New Year’s resolutions?

I want to lose weight, so I am 
going to do exercise twice a week. 
I want to read more books, so I am 
going to borrow Chinese and English 
books from library more often. I want to 
plan before act.  So I am going to make 
better arrangement for myself. I want to 
achieve all my resolutions. I will not be 
lazy.

M5 Paul
It is a new year!  Losing weight, improving my English and allocating 

my time wisely are all my New Year’s resolutions.
I want to lose weight, so I am going to run more and eat less. I want 

to improve my English, so I am going to read more English books and 
write more. I want to allocate my time wisely, so I will buy a schedule 
book for myself, therefore I can use my time wisely. 

I want to achieve all my resolutions, but they are tough to stick to. I 
will try my best.

小六甲    余潔儀小六乙   古志明 小六甲    吳格欣

小六甲    鄭嘉豪小六乙    馬如生 小六乙    梁展瑋

小五    雷雅理小六甲    黃駿朗 小六甲    潘宏健



今天的事，今天做		 	 	 	 	 	 	 	 	 	中六				馬秀雯
「今天的事，今天做」的解釋是每天的工作或事情都要在當日處理，切勿留到明天才做，否則，今天的

工作推到明天，明天的工作推到後天，一日推一日，最終事情沒有辦好。

「今天的事，今天做」，這是原則！學生不要找藉口等待明天，等等才做事，太遲了！同時，學生要努
力做功課和讀書，事情必須在今天完成做好，因為「今天的事今天做」是很重要的。我提醒學生必須在今天
內完成今天的事。

我支持「今天的事，今天做」，這是一種好習慣。每天老師交給我們的功課，學生別懶惰，要勤力地把
功課在當天內完成，如果學生不喜歡做功課，等待明天才做，老師就會罰學生留堂不准回家，那太慘了！學
生不要懶惰，學生要完成功課，這是良好的習慣。

學生要用功讀書，不要只顧玩耍，今天讀完書，才可玩耍，才可獲得合格的成績。

我即將中六考試，我用功地讀書，我別放棄，我才有機會再升學，也能找到工作賺錢。如果我放棄讀書，
我的成績就不合格。然後我找不到工作，也不能賺錢，這就失敗啊！所以學生要用心地讀書，不要只顧玩耍，
今天讀完書，才可以玩耍啊！最後才得到成功！

「今天的事今天完成」，是十分重要。老師交給我們的功課，我們不要懶惰，應該用功地做好，將來才
有機會成功！如果學生懶惰不做功課，縱然將來找不到工作，最終也會失敗！我希望學生要努力做好今天的
事情，將來才會成功。

告別暑假		重返校園	 	 	 	 	 	 	 	 	 		中五				曾子建
7 月 16 日，媽媽、妹妹、姨媽、小表妹和我乘坐 171 號巴士去紅磡，再轉港鐵到羅湖，之後又坐深圳

火車到廣州。一下車我們便去酒店休息，因為第二天要早起。

第二天，我起床的時候，我聽到淅瀝雨聲。我打開窗，看到豆大的雨點從天空中灑下來，幸好我們早有
準備，帶了兩把雨傘，我們準備由廣州火車站出發到西安。雨實在很大，有傘也沒用，我的衣服濕透了，好
像落湯雞一樣，我脫掉又濕又臭的衣服，拿出乾淨的衣服換上，從廣州火車站出發要坐兩天的火車才到西安，
我進入火車車廂，我看到好多軟軟的卧鋪，我覺得好開心。

兩天後，我們到達西安火車站。我們先去酒店放好行李，跟著去吃飯，吃完飯之後，我們又坐西安火車
到烏魯木齊。但是我不喜歡坐硬座，因為硬座不好坐，又不方便，車廂裏面沒開空調，我渾身不舒服，許多
人擠在一起，感覺不好。

在車廂裏苦忍了兩天之後，我們到達烏魯木齊火車站，我們先坐的士去吃飯，吃完飯之後回家休息，我
覺得好累。

翌日早上，我自己起床，姨媽煮早餐給我吃，吃完之後我乖乖地做功課。下午，我幫姨媽煮午餐，我們
吃得津津有味。我睡了個午覺直到五時才起床，然後出去逛了一逛。天氣很熱，我想去游泳，但是游泳池進
行翻新工程，我於是叫自己忍耐。我買了一樽凍奶茶，這個很便宜，五塊錢而已，若在香港，同樣的凍奶茶
要十五元，我感覺新彊的消費好便宜。

在新彊的第三天，我們去婆婆的家，我敲門，我聽到婆婆的腳步聲，她打開門的時候，我見到婆婆，婆
婆見到我，大家開心不已。婆婆拍拍我的頭，我扶著她的手，扶她到沙發坐下。婆婆走得很慢，我望著婆婆，
我看到她滿頭白髮，臉上有許多皺紋……下午，婆婆煮了很多不同的食物招呼我們吃，我們吃得津津有味。

我知道婆婆煮得很辛苦。我感謝婆婆煮飯給我吃。我想去探望爺爺家，因為我好久沒見爺爺，我知道他
的身體好弱，我要幫他。

8月 23 日，我、媽媽和妹妹坐烏魯木齊火車回香港，臨別時，姨媽說 :「你要加油 !不可放棄。」

9月 2日，我回校，和好久沒見的同學打招呼，我決定在新的學年好好學習，不負家人的期望。

語 文
天 地 壹

中秋節																																			中一乙				陳可瑩
在中秋節，妹妹、弟弟、媽媽、爸爸、姐姐和我

在家玩花燈。藍色的花燈十分美麗。我又玩玩具又畫
畫。

我吃月餅，很美味。我吃蘋果，紅色的蘋果十分
美味。我吃香蕉，黃色的香蕉十分美味。我吃提子，
紫色的提子十分美味。我吃晚飯，真豐富！我看見花
燈和月亮圓圓的，大大的。

自我介紹																							中一乙				余奇隆
我是余奇隆。我今年十五歲。我今年升讀

中一，我很開心。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有好的行為。我幫
同學，我留心上課。但我有時上課談話，也愛
發脾氣。對於不好的行為，我會改善。

在新的學年，我希望和徐貴發一起打羽毛
球。

摩天輪與過山車																																							中五				徐紅
在大家的心目中，大多認同摩天輪是一種安全、緩慢和

輕鬆的理想浪漫機動遊戲，而過山車則是一種危險，快速和刺
激的瘋狂遊戲。有些人喜歡坐過山車，有些人喜歡玩摩天輪。
讓我們看看過山車與摩天輪與我們的生活習慣方式扯上什麼關
係。

每個人的人生當然會有起有跌，但當你跌到絕望的最低
點，內心產生痛意恨意，欲抓碎毀去一切時，就會像十級風暴
過後天空放晴，就會像黑暗的盡處是光明，就會像摩天輪那樣
不會永遠處身低處，總有一日，由低點返回高處。當你經歷失
敗的時候，不應自怨自艾，應該想想摩天輪。

當你跌倒時，你不但要想起摩天輪，也要想起過山車。乘
坐過山車是那麼瘋狂的事，你一直向前衝，你挑戰速度，你挑
戰自己的膽量，刺激急速迎風而上令你拋卻所有傷心的事，你
勇敢面對，不再自暴自棄，你相信所有難關一定會順利地衝過。

生活在忙碌的社會裏，你不懂得享受過程，整天為某些事
情忙碌，你好像過山車一樣衝衝衝，你做事非常焦急，一心只
想快速完成手頭上的工作，生活忙碌令人喘不過氣，你失去了
人生樂趣，你沒法細心欣賞身邊的一切事物，你沒法子慢下來
停下來，這時候，你應該乘坐摩天輪，由低到高處，又由高到
低處，慢慢的用你的心去欣賞眼前的一切事物，學習享受整個
過程，輕鬆過生活，學習如何珍惜每一件事情，珍惜身邊的東
西，不要錯過寶貴的時光。

當你遇到某些事，令你不知道怎麼辦，做還是不做，你決
定不了，你不想如摩天輪般原地踏步，你想向前行多一步，兩
步，你想走遠一點，你覺得自己太安分守已，人生沒有進步，
你就要想想過山車，為自己壯一點膽，憑勇氣面對眼前的事物，
你為了夢想，出國開闊眼界，登上山峰做探索者，行多一步，
也許你的人生、世界會有一點不同，也許會改變了你的人生命
運。

摩天輪令你的人生感到幸福安穩，過山車令你充滿動力，
給你勇氣。

我愛摩天輪，也愛過山車。

雨中友情

中三低甲				陳嘉麗
早上，小明一覺醒來，見時候不早

了，是時候起來上學了，於是他立刻起
來，梳洗完畢，穿好校服，吃完早餐，
拿起做得很精緻的模型，就急急地出門
上學了。

一路上，小明望着立體模型，內
心顯得興奮，嘴邊也露出微笑，就在這
時，天色變得灰暗起來，更不時灑下雨
點，小明這才發覺出門時，他忘記帶雨
具，不禁慌張起來。這時雨愈下愈大，
他唯有低着頭，用手擋着雨，保護着模
型，顯得狼狽不堪，邁開大步拼命向學
校方向跑去，正當他三步併做二步，拼
命向前跑的時候，他的身旁正有人打着
雨傘，亦是向學校的方向走，而這個
人，正是他的同學小美，小明沒有向小
美打招呼，頭也不回繼續向前跑，這
時，小美也看見了小明，她見小明沒有
雨具，連忙快步走上前，撑着雨傘，和
小明一齊保護模型，一會兒，兩人的衣
服被雨淋得濕透了，他們理也不理，繼
續向學校跑去。終於來到學校，他們望
着完好無損的模型，相視而笑，去到教
員室，把模型交給老師，小明才鬆了一
口氣，望着小美濕透的衣服，他心想，
要不是小美幫忙保護模型，恐怕努力要
白費了，他向小美說：「多謝你。」小
美就說：「不用謝，同學之間是要互相
幫助的。」

通過這件事，讓我深深體會到同學
之間的友情，是多麼的來之不易，我們
都應該好好珍惜。

中國畫 ( 水果 )         中一乙    李仁泰 中國畫 ( 魚 )         中一乙    徐貴發 中國畫 ( 魚 )         中一乙    李仁泰



有一天											中五				林万霖
有一天！

我突然想念您！
我從遙遠的地方來見您，

為何您不歡迎我？
是因為我太柔弱？
難道不希望我再來？
我辛苦為您好，
都是白費！
都是徒然！

我傷心！落淚！痛哭！

有一天！
我偷偷思念你！
我買了禮物給您，
為何您不喜歡我？
是因為禮物太少？
難道不希望我再買？
我花盡心思為您好，

都是白費！
都是徒然！

我心粉碎！落淚！痛哭！

有一天！
我驚覺愛上你 !

我買了戒指娶您，
我想和您結婚！
為何不接受我？

是因為我的個人問題？
難道不希望我娶您！
我努力為您好！
都是白費！
都是徒然！

我身心撕裂！落淚！痛哭！
我靈魂已失方向，留下空的軀殼。

崇高皆因堅守原則		 	 	 	 	 	 	 	 	 		中六				林文彬
「崇高皆因堅守原則」是指出了堅定原則的人被世人崇敬，原因在於他們不受世俗的影響，而且無懼困

阻，勇敢面對，故此能獲得崇高的地位。

我支持「崇高皆因堅守原則」的行為。

運動員日夜練習跑步，從不放棄。陸運會當天，一位參賽者喝了禁藥，他想游說別的運動員也喝禁藥參
賽，但運動員堅決絕不違規。之後運動員參加一百米賽跑比賽，結果他獲得冠軍。可是，那位被證實服用禁
藥的參賽者，被大會判罰，他被取消資格，停賽六個月。那位堅持不違規的運動員值得我們尊崇。

老師每天早上返校，依照上課日期教學生學習各種科目，老師從不缺課，這是老師堅守原則的行為，所
以老師得到各人崇敬。

相反，我沒有堅守原則，我應承老師改過，但我沒做好，我仍然打同學，撞老師，這是嚴重的過份行為，
所以沒有同學敬愛我。

經我思考後，我覺得我要堅守原則，我才可以獲得崇高的地位，同學才會喜歡我。

 笑著不知道									中五				冼偉城				
我笑著不知道壓力，
我笑著不知道羞澀，
我笑著不知道辛苦，
我笑著不知道煩惱，
我笑著不知道批評，

我笑著不知道誰是笨蛋，
我笑著不知道誰是傻瓜。

我笑著不知道遇上麻煩，
我笑著不知道心在劇痛，
我笑著不知道被人嘲笑，
我笑著不知道遭人冷待，
我笑著不知道世人冷漠。

我笑著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一直笑著，
我笑著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真不知道，
我笑著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感到幸福。

我笑著哈哈哈！
我笑著嘩嘩嘩！
我笑著呵呵呵！
我笑著嘿嘿嘿！
我笑著嘻嘻嘻！
我笑著啦啦啦！

我笑著不知道什麼是“傻人有傻福”。

我的媽媽			中五				曾子建
媽媽！	媽媽！

我愛你！我真的愛你！
我餓了，你餵我吃東西，

我發燒，你坐在床邊照顧我，
我吃飯，你夾肉夾魚給我，
我發呆，你大聲叫醒我，
我哭了，你安慰我。

媽媽！媽媽！
我長大了！
我六呎高了！

我懂得自己焗蛋糕！
我懂得自己做麵包！
我懂得照顧自己了！

媽媽！媽媽！
我感謝你！

感謝你照顧我！
感謝你幫我改掉壞習慣！
我真的愛你！我真的愛你！

語 文
天 地 貳

吃火鍋	 	 	 	 	 	 	 	 	 	 	 		中五				冼偉城
圍著熱騰騰的火鍋，大家在談著我們曾經做過的夢。

同學們如木頭般看著火鍋，等著熱鍋中的食物。我就主動打開話題：「各位望着我，我想知道你們曾經
做過什麼夢？」

曾子建：「我夢見徐紅被謝老師罰。」徐紅一聽就皺眉頭，我們則捧著肚子大笑不已。徐紅說：「夠了
吧！不要再說了！」

火鍋裏的滾湯沸騰，突然咕嚕咕嚕幾聲，滾湯濺起，濺到余偉凌的身上，余偉凌摸摸臉兒，感覺非常熱，
他就大聲喊，喊聲把劉彩霞嚇得半死，她一個分神，手指觸到熱鍋裏，她就又喊又叫：「啊啊啊！我的手指
疼死啊！」她生氣地用手大力拍打余偉凌的手臂，余偉凌露出好疼的樣子！

雪白的魚丸浮在水面，我們就趕忙撈起。大家繼續取笑余偉凌和劉彩霞。

楊順平問余偉淩和劉彩霞：「你們做過什麼夢？」余偉淩就左搖搖右搖搖點點頭地用手語打了「食」字。
楊順平笑著再問：「食什麼啊？」余偉淩說：「有很多，各種各樣都有，全是美味的食物！」大家不約而同
的做出滴汗的手語，劉彩霞說：「不要管他，他還是老樣子，未長大！」徐紅突然對著冼偉城說：「你的夢
呢？」

「哎呀！真是悲哀啊！昨天我做了一個夢，有人把你們全部殺死了，只剩下我一個生還者，殺手就站在
我的前面，我失控大哭，淚水如暴雨般滾下，我哀求他不要殺我，他冷冷的看了我一眼，然後轉身走了！」
我一邊講述夢境，一邊用筷子捕捉滾在桌子上的魚丸。我把大家嚇壞了。

梁豪賢安慰我，用手拍拍我的背，我突然甩開他的手，我一邊避開他，一邊隔著火鍋蒸騰的霧氣大聲地
對梁豪賢說：「剛才我說在夢中殺了大家的那個人就是你啊！」大家聽了一呆，然後大夥兒哄然大笑，梁豪
賢就汗流如瀑布。

林万霖一看火鍋的貢丸已經完全煮熟就對大家說：「好了！別談這麼無聊的題目，可以開始吃火鍋了！」
李俊暉大動作地拿起筷子想搶鍋裏最大最圓的魚丸，但是他不小心碰倒茶杯，茶濺在坐得最近的林万霖的位
子上，林万霖露出無奈的表情。李俊暉夾魚丸失手後連忙拿衛生紙給林万霖。

我發現剛才李俊暉心急拿筷子夾的魚丸仍在鍋裏，這粒色澤完美的頂級魚蛋，看起來的確誘人，令人食
指大動，我就第一時間夾起這粒魚丸，張開大口把它吞下去！李俊暉回頭發現突然不見了誘人的魚丸，又發
現魚丸正被我吞進肚去，李俊暉便握緊拳頭，瞪大眼睛對我說：「你！你！你……太可惡了！」	我就調皮
一笑！

林世舜想起了我們未試過一起乾杯，就主動地叫我們：「大家來乾杯吧！」我們一邊回答：「好啊！來
吧！」一邊舉起杯子乾杯了！

忍一時之氣風平浪靜	 	 	 	 	 	 	 	 	 		中六				郭德康
「忍一時之氣風平浪靜」是指我們要忍耐不可以憤怒，才不會出現紛爭，得以和平。

人遇到困難的問題，人要忍耐不可以隨便憤怒，冷靜思考才可以解決問題。人遇到挫折時，人要學習控
制自己的情緒。我支持「忍一時之氣風平浪靜」的道理。

我的理據是很多人遇到困難時，要控制情緒，要冷靜思考辦法，才能解決問題。例如文員在辦公室工作，
遇到困難的工作，不可以隨意憤怒，要冷靜思考辦法，思考如何用電腦，才能成功完成文件，老闆才不會解
僱他。如果文員隨意憤怒，老闆看見他行為不好，老闆便會解僱他。

子女常常頑皮，家長要忍耐，思考正確教子女的辦法，子女才能成材。例如子女在家裏常常玩電腦，不
喜歡做功課，不聽父母的話，父母不可以生氣地罵子女，要冷靜地慢慢教導子女，他們才認真地改過。如果
父母隨便憤怒地罵子女，子女會更反叛。

學生常常頑皮不喜歡聽老師的話，老師要忍耐地思考辦法勸學生悔改。例如學生憤怒地打同學，不守校
規，老師要忍耐地教學生不可以再做壞事，要勸學生改過，學生才會服從老師。如果老師罵學生，學生或會
變得憤怒，或打老師，嚴重的事情就會發生。

朋友做了很多錯事，我們不可以憤怒地罵朋友，我們要冷靜勸朋友停止做犯罪的事。朋友常常騙人，隨
地吐痰，我們不可以生氣地打朋友，要忍耐地教朋友不可以做不良的行為，朋友才相信我們。如果我們憤怒
打朋友，朋友會離棄我們，不再與我們做朋友。

結論是我們要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們遇到功課有困難時，要忍耐地思考如何做，要向老師請教，我
們要尋找解決的方法。我希望人們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才不會出現嚴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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