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六愛 楊芷兒 
 

論學習的重要性 

有人提出：「學生只要學習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用

理會。」我並不贊同這個觀點。我認為學習固然很重要，但

其他方面也不可忽視。 

除了學習好之外，學生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學

生只顧着學習，而忽視自己的身體健康和缺少休息，令自己

患上近視，有肥胖問題和頸椎痛的機率大幅上升。其實健康

是人們最大的資本，不管學習有多好，如果沒有一個健康的

身體，也不能有很大的成就。那就像一個點子很多的啞巴，

有能力卻不能展現出來，那不是很可惜嗎？一位美國作家曾

經說：「健康是智慧的條件，是愉快的標誌。」所以，我們

不但要顧及學習好，還要着緊自己的健康，因為健康的身體

是我們學習、生活和事業取得成功的保障。 

 

另外，個人的人際關係也是相當關鍵的。人是需要群體

生活的，所以無可避免地要與別人溝通，而不良的人際關係

會做成許多困擾和麻煩，試想想一個學習好但人際關係不好

的人來到社會工作，他可能一開始就能加入一間不錯的公

司，但由於他不善於溝通，慢慢便會在無意間得罪同事或上

司，甚至錯失發展機遇，也不容易在公司找到朋友，互相幫

忙。相反，一個學習一般但人際關係良好的人到社會工作，

一開始的起步點可能沒有前者好，但他能在公司裏找到不少

的朋友一起努力，共同協助，工作效率自然會更高。此外， 

 

 



 

 

 

會說話還能令上司更器重他，更容易抓住發展的良機。長 

此以往，後者會比前者有更好的發展。人際關係好的人的工

作發展機會不會比學習好的人遜色。因此，我們應該在努力

學習的同時，處理好人際關係，讓自己的成績更上一層樓。 

 

另一方面，良好的品格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品德是

影響一生的。古人將「才勝於德，德勝於才」划分為「小

人」和「君子」如果一個人的品德不行，即使有再高的智

商，會有人重用他嗎？會有人信任他嗎？會有人和他做朋友

嗎？更嚴重的是有些聰明人不把自己的才能用在正當處，反

而走進了歪門邪道，對社會造成威脅。就例如「黑客」，大

家都說「黑客」是智商最高的一群人，電腦技術精湛，但他

們盜取別人的機密，從中牟利，所以沒有人認同他們的做

法。由此可見，品格不好的人是不受歡迎的，我們除了學

習，還要培養良好的品格。 

總括而言，「學生只要學習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用理

會」這觀點是錯誤的。除了學習好之外，我們還要多留意健

康、人際關係和品德等方面，才能做一個各方面都優秀的好

學生。 



 

20-21                               六信   方金游 

 

給蔻莉的一封信 

蔻莉： 

妳好嗎？最近過得怎樣呢？在你的經歷中，你憑着自己

的堅毅、努力，以及不肯向現實妥協的性格，跨越了一個又

一個的人生挑戰。這些都令我感到十分敬佩。 

不久後，我就要進行第三學段考試和中一的分班試，令

我倍感緊張。但想到妳流落寡婦城仍然可以堅定地活下去，

我就安心許多。 

過幾個月，我就要升中了，一想到要和相處六年的學校

離別，心裏就會感到忐忑不安，想着：同學們容不容易相處

呢？老師會不會不善解人意呢？但你在出嫁和離別的時候很

快地作出調整，所以，我想我應該向你學習可以很快適應新

環境的！ 

在人生各方面，我們都需要勇氣，但我總是不敢去嘗

試。然而，看到妳能在「男尊女卑」的枷鎖中擺脫出來，會

讀書寫字，擁有自己的喜好和工作，所以我也會嘗試努力，

邁出第一步。 

最後，妳真的有許多方面都值得我學習！我也希望你和

瑞吉能好好生活。 

祝 

生活愉快 

                                                  方金游上 

五月十六日 



20-21                                              六信 任焯謙 

《暗號》終極篇 

到青島站了，我走下車，希望沒有「接頭人」來接我，讓我獨自體驗

生活。我有點兒餓了，便想吃點方便麪，突然我發現背包裏空空如也，該

死的！那我怎麼樣體驗生活？到底是誰偷走了我的東西？  

一想到這裏，我趕緊去找接頭人救急，但是這裏人山人海，要找到「接

頭人」簡直是大海撈針！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我還是找不到「接頭人」，

我感到非常絕望，心想：這下子完蛋了，我以後都回不了家了，從青島到

北京光是走路就要五天，是五天呀！是五天呀！就在我快要放棄的時候，

一個中年男子迎面走來，問：「小朋友，請問你是夏剛嗎？」我頓時感到

喜出望外，但是我已經疲憊不堪了。我回答他：「是……」然後就應聲倒

下了。 

過了一段時間後，我迷迷糊糊地醒了，我發現之前遇到的那個中年男

子就坐在我身旁，他說：「你終於醒了，這裏有些粥，想吃就吃吧。」我

二話不說就大口大口地猛灌進口裏。我問：「你就是爸爸派來的『接頭人』

嗎？」他回答：「甚麼『接頭人』呀，夏剛。青島國小的戲劇表演節目快

要開始了，你去洗手間為何這麼久啊？還有，你為甚麼突然暈倒了？你的

老師正在趕過來接你呢。」「咔！」一個留大鬍子的叔叔開了門，並跑了

過來，顯得十分急躁，對那個中年男說：「柏克，這個小孩不是夏剛呀，

算了，把他也帶上吧。」 

 就這樣？我就稀里糊塗地坐上一輛麪包車，一路上有很多小朋友，突

然，「嘣――」一個巨響，我醒了，原來這一切都只是一場夢，我仍然在家

中，外面正在打雷，我心想：這場夢真可怕又奇怪！ 



 

20-21                                  六信  李婧恩 

 

童詩創作    雲 

高興時， 

棉花糖躺在藍色的包裝紙上， 

和身旁的大籃球溫柔地打招呼， 

一切顯得格外溫馨。 

 

愁苦時， 

棉花糖皺着眉頭， 

黑着臉， 

誰見了也不高興。 

 

悲傷時， 

棉花糖實在忍不住了， 

眼淚一滴一滴地落下， 

人們便拿着一片片大荷葉在頭上遮擋着。 

 

生氣時， 

棉花糖叫上鼓神， 

一起去討伐那個惹她生氣的傢伙， 

轟隆！轟隆！ 

卻把正在睡覺的人們吵醒了。 



 

20-21                                 六信  葉姿伶 

 

童詩創作    烏雲、彩虹 

 

彩虹姐姐很討厭烏雲弟弟 

討厭他把蔚藍的天空遮擋 

討厭他那吵鬧的哭聲 

討厭他常常不洗澡 

 

烏雲弟弟很羨慕彩虹姐姐 

羨慕她有很多朋友 

羨慕有粉絲和她拍照 

羨慕她那色彩繽紛的衣裳 

 

烏雲的爸爸很兇惡 

烏雲弟弟做錯非常微小的事情 

也會被爸爸責罵 

最後被趕出家門 

獨自哭泣 

 

彩虹姐姐經常 

有意無意地和烏雲弟弟 

玩躲貓貓 

他們何時才能真正一起玩呢？ 



20-21                                   六真 張雅慧 

《給蔻莉的一封信》 

親愛的蔻莉： 

你的生活還好嗎？工作會不會很辛苦？ 

蔻莉，我最近有一個煩惱，就是不知道要如何和父母相處。我和

父母有時候也會因意見不同而吵架了。例如：有一次，我明明約好了

同學一起溫習，可是媽媽卻不同意，因此，我們吵架了。 

我曾記得你因為結婚而感到緊張和擔心，不過你沒有因為不想結

婚而和父母吵架，你只是默默依從父母的安排，沒有讓父母難堪。我

覺得你十分孝順。我十分佩服你，我一定要向你好好學習如何和父母

相處。 

另一方面，其實我在學習上也有困難，我經常遇到功課上的難題。

有一次，我在英文及數學功課上遇到難題，想放棄。那時，我記得你

曾在學習上遇到一些困難，因為婆婆反對你學習，不斷叫你做家務，

而令你沒有時間學習新知識，但你沒有放棄學習，你在洗衣服的時間

「偷偷」閱讀詩集。我一定要以你為榜樣，像你一樣堅持為理想奮鬥、

擁有永不放棄的精神。 

最後，我祝你和瑞吉 

永遠幸福、平安 

                                         朋友 

張雅慧上 

五月十日 

 



20-21                             六愛  楊芷兒 

童詩創作    時間 

四季離了又來 

花兒開了又謝 

太陽升起又落 

時間來了又跑 

到底時間是什麼? 

 

我問媽媽時間是甚麼 

她說時間是蘊藏寶藏的土地 

裏面每一個角落 

都有獨一無二的 

最珍貴的寶藏 

 

我問姐姐時間是甚麼 

她說時間是一個邪惡的巫婆 

嫉妒所有美麗的少女 

在她們臉上畫上醜陋的皺紋 

將她們漂亮的長髮染成白色 

 

我問爺爺時間是甚麼 

他說時間是一個無情的小偷 

偷走了無憂無慮的童年 

偷走了刻骨銘心的回憶 

擄走了伴隨左右的好友 

    

時間到底是甚麼 

是天使？ 

是魔鬼？ 

我想  假以時日 

時間會告訴我答案 



20-21                                     六真  馮玉萍 

孫悟空三借九瓣銅錘 

唐僧四師徒取西經時到達了通天峯，但卻遇上了嚴重的旱災。那裏驕陽

似火，村民缺少了必不可少的水，人們過着艱苦的生活。 

孫悟空經過仔細的打聽後，得知原來通天河的靈感大王有一柄「九瓣銅

錘」，錘頭呈方形，為銀灰色，錘身及柄皆為精鐵鑄成，金燦燦的。它能呼風

喚雨，把酷熱的天氣變成宜人的天氣。 

孫悟空乘着「筋斗雲」到通天河借法寶。一來到通天河，孫悟空便猛敲

門，問：「大王，老孫想問你借『九瓣銅錘』用一用。」靈感大王一向是個暴

躁的人，他心想：那個孫悟空來這兒做甚麼？剛才睡得正香，就被他弄醒了！

真煩！靈感大王不耐煩地打開門，怎料，大王竟把孫悟空打到十萬八千里遠！ 

沒多久，孫悟空決定變成靈感大王最信任的僕人，再次來到了通天河，

在靈感大王準備進入夢鄉的時候，孫悟空就問大王：「大王，剛才那個可惡的

孫悟空過來借你的神器，不知會不會再來，不如讓老孫幫你藏起來吧！」靈

感大王心想：我的僕人從來不會稱呼自己做「老孫」，一定又是那個孫悟空的

鬼計！大王心中有一股怒氣，就說：「我的『九瓣銅錘』可說是天下有名的神

器，我自己藏着就可以了，快滾！」孫悟空這次又失敗了。 

過了一天，孫悟空十分煩惱，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到向靈感大王借「九瓣

銅錘」的方法。他心想：這次唯有賭一次了。孫悟空這次變成了一隻細小的

跳蚤，跳到靈感大王的身上，弄得大王十分癢，他再對大王說：「你不把你的

『九瓣銅錘』交給我，我就一輩子也不從你身上跳出來！」大王只好把「九

瓣銅錘」交給孫悟空，孫悟空便從靈感大王身上跳出來。 

孫悟空用「九瓣銅錘」向地上一錘，天上的大太陽走了，來了一團烏雲，

接着天空就下起大雨，濕潤了乾旱的大地，農作物也逐漸長出來，人們從此

過着幸福的生活，而唐僧四師徒也繼續他們的取西經之路。 



 

20-21                                   六真 潘彥霖 

新詩創作    白天、黑夜 

天亮了，天亮了 

天空出現了一個蛋黃 

天空出現了很多棉花糖 

叫人看見卻嚐不到 

 

天亮了，天亮了 

人們該起床了 

噓！別打擾他們工作 

我們一起創造這美麗的一天吧 

 

天黑了，天黑了 

天空掛着會發亮的香蕉 

天空掛着很多閃閃爍爍的鑽石 

叫人看見卻又摘不到 

 

天黑了，天黑了 

人們都要下班回家休息了 

噓！別打擾他們睡覺 

我們一起為這美麗的一天畫上句號吧 

 



 

20-21                             六真 譚詩敏 

一次印象深刻的比賽 

每當我看到運動場的時候，我就會不禁想起一次印象深刻

的比賽    跑步比賽。 

在小學四年級的遊戲日，我參加了跑步比賽。那天我一到

達運動場，就看見那裏人山人海的，還聽到許多的吶喊聲，令

我感到既興奮又緊張。 

比賽開始了。首先，我做了熱身運動，我的心情變得更加

緊張，心怦怦地跳着，彷彿是一分鐘裡跳了一億次！然後，我

便和我的賽友一起走到賽道上，準備開跑。跟着「呯」的一聲，

我就像一隻狼一樣，不斷地往前跑，拋離了所有對手。我彷彿

看見終點在向我招手。我滿心歡喜的，心想：冠軍應該是我的

了！ 

突然，就在那一刻，我因用力過猛，腿拉傷了！我感到十

分焦急和疼痛！我的腿像灌了鉛似的一步一挪地往前走，可是

我沒有因此而放棄，我忍着疼痛向終點不斷地跑，最後雖然沒

拿到冠軍，但也拿到了季軍。 

這次比賽是我小學六年生活中最難以忘懷的，我體會到遇

到困難的時候，不要輕易放棄，只要堅持，就會成功！希望在

下一次的比賽中，我能取得更好的成績。 

 



20-21                                    六望 李思情 

一次印象深刻的比賽 

 

我看著那張二年級的照片，就想起遊戲日的時光。 

小學二年級，我參加了遊戲日的比賽。那天，我到了九

龍灣運動場。首先，我坐在座位上。楊校長站在運動場上，為

我們喝彩加油，令我感到十分緊張。 

 

比賽開始了，第一組比賽就是我們的組別，這次是二乘

五十米比賽。首先，第一位同學開始，當我聽到老師說：「開

始」，我心裏緊張得好像有隻兔子在跳來跳去。當第一位同學

快要到我身邊的時候，他跌倒了，我不知所措地跑到他身邊，

那一秒，我的世界好像要倒下了。 

 

我立即把接力棒拿起，一口氣向前跑， 一陣涼風吹向我，

老師告訴我們名次的時候，我害怕得很，似乎看見老師站成一

排，每個人都生氣的對我愁眉頭，我仿佛看到他們失望的樣子。

最後，老師對我說:「你們的組別是第一名！」我喜出望外！ 

 
 



20-21                                  六望 胡沁妍 

週記    倒霉的事 

二月十三日至二月十九日 

在這週，我既因在街道上被一隻大狗追而不小心跌倒，又再在朗

誦比賽中遲到了，真是十分倒霉啊！ 

星期六早上，我興高采烈地和媽媽逛街，途中遇到一個男人，他

牽着一隻黑色的大狗。我一邊吃着我手上美味的雞腿，一邊向着牠揮

手。忽然，牠飛快地向我跑來，我不知道牠想做甚麼，所以我便嚇得

一直向前跑。我一直跑，一直跑。忽然，我看到前面有一塊大石頭，

可是我已經停不了下來。最後，我還是被這一塊石頭絆倒了，而那一

隻大狗卻在津津有味地吃着我的雞腿，心想：我不但絆倒了，而且我

的雞腿也沒有了，真是倒霉！ 

星期日，我整天都十分緊張地背着那一篇在翌日要用作比賽的朗

誦文章。到了晚上十一時多，我便去睡覺了，但我忘記了調校鬧鐘。

到了星期一早上，我發現已經十時多了，我一邊怪責自己，一邊衝出

門口。當我到達會場時，朗誦比賽已經結束了。我心想：我這一個月

的努力，都白費了！我真的很倒霉。 

最後，我在當中學會了在街上一定要留意路上的情況和在一些重

要的日子一定要調校好鬧鐘。這一週，我真是倒霉啊！ 

 



   

20-21                                六望 陳淑欣 

週記    倒霉的事 

三月一日至三月七日 

在這個星期中，發生了兩件倒霉的事，我不但因踩到狗

糞而跌倒，還跌在泥水上，真是倒霉極了！ 

 

星期一下午，我在街道上跑步，怎料在途中，我居然踩

到了狗糞。我心想：一會兒我還要到朋友家中玩遊戲機，我

怎能到朋友家中呢？我怎麼會這樣倒霉呢？最後，我只好放

棄到朋友的家。經過這次事件後，我學會在街上走路或跑步

時要觀察周邊的環境，不能心急。希望我下次可以小心點，

不要再踩狗糞了。 

 

星期五放學後，我在回家途中突然下起了傾盆大雨。我

立刻跑到前面的涼亭暫避。怎料我突然跌倒了，還跌在泥水

上！我的衣服全都濕了，還被弄得十分骯髒！經過這次的事

件，我學會了做任何事都要小心，不能放鬆警惕。 

 

在這週中，我倒霉極了，心裏十分難受。經過這週，我

明白做人不能心急，還學會了做任何事都要小心。我希望我

下一次可以牢牢記住這週的教訓。 

 



20-21                                    六望 曾勺暚 

童詩創作    《流星雨》 
 

流星雨， 

是一位漂亮的少女， 

也是懶惰的小豬， 

相隔一百年才來地球一次。 

 

流星雨， 

結合了世界各地的人的夢想和希望， 

人們都會向流星說出自己心裏的真心話。 

 

流星雨， 

有重要的責任， 

它要幫人們實現夢想， 

真是十分偉大！ 

 

流星雨啊！ 

人們都喜歡你！ 

你是我們最燦爛的星星， 

我們愛你！ 



 

20-21                                  六愛  辛紫恩 

日記一則    派成績表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天 

今天是學校派發成績表的日子，我簡直高興得跳了起來，真是

令我欣喜若狂。 

今天早上，我踏着緊張的腳步走進課室，因為老師將要派發成

績表了。好不容易，早讀時間結束了。老師臉上帶着一副沉重的模

樣走了進來。我緊張得心跳加速，好像心裡有個小球在跳來跳去。 

沒多久，老師用嚴肅的聲音順著學號叫同學走上前去拿成績

表，有的同學看到自己的成績表後，露出燦爛的笑容；有的則好像

是從天堂跌入了地獄，久久不能回神。看到他們的表情後，我不禁

有些擔心。我擔心我的成績不夠好，會被媽媽罵，又擔心如果我成

績不好，會被同學取笑。 

突然，老師叫我的學號，我便戰戰兢兢地走出來，雙腳像鐵一

般沉重。我走到老師跟前，接過成績表，我一直用雙手捂著所有成

績，不敢看。我返回座位，打開了令我十分緊張的成績。我定睛一

看，很多科目都得到一百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揉了揉眼睛，我

沒有看錯，成績真是很好。頓時，我像是一下子踏在雲上，飄飄然

了。 

放學時，我的心情格外高興，心裏有說不清的喜悅和自豪。今

天的天空格外藍，朵朵白雲把天空裝點得更加可愛。今天的風格外

輕，就像母親在撫摸嬰兒的臉。媽媽看到我的成績表後，高興得雙

手捂住胸口，一顆心好像綻開了的花朵。她喜出望外地說：「你真

棒！好吧！我送你想要的書吧！」我連忙高興地說：「謝謝！」 

這件使我欣喜若狂的事驅使我以後會更加努力溫習，期望在下

一次考試中再取得佳績。 



20-21                            六愛 張穎銣 

十三歲的我們    給蔻莉的一封信 

親愛的蔻莉： 

你好嗎？你的新生活好嗎？ 

當我得知與我年紀相仿的你所經歷的事後，使我感到驚訝不已。

但你那不放棄的性格，讓我十分佩服，使我從你身上學到不少，給

我很大啟發。 

而我現在也面臨着升中及疫情的困難，使我有些迷茫。因為我

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會升讀到哪一所中學，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適應

到中學的生活，會不會跟現在有很大改變。再加上到了中學後，「人

生地不熟」，不知道能否交到好朋友，老師友善不友善等等的問題，

都困擾着我，我心裏就像有無數隻螞蟻在爬來爬去，怎麼趕也趕不

走；而且在疫情下，大家都不能正常地上學或外出，只能在家中進

行活動，很少到室外放鬆身心，讓我不禁有些煩悶，猶如被困在籠

子中的小鳥一樣，哪都不能去。所以，我對未來沒有抱有太大期望，

好像一切都是未知之數。 

但是，當我了解到你的經歷後，你那堅毅、不屈不撓的性格真

使我獲益良多。在你還居住在梅沙家時，你每天都被婆婆虐待，受

了不少苦；你亦曾經想過逃離婆婆家，但因沒有足夠金錢，所以並

沒有成功。可是你沒有放棄，即使你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如何，也

努力地生活着，讓我佩服不已。哪怕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能夠逃離，

你亦抱着那一絲的希望，終於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因此，我要向你

學習，不被現實打敗。 

最後，希望你能與瑞吉快樂地生活，享受新的生活。 

祝 

生活愉快 

                                              遠方的朋友 

                                                張穎銣上 

五月十二日 



 

可是，現實有想像中那麼美好嗎？並沒有。我看見我很多科目

的分數及總成績都很「平凡」，我不知所措，像是從天堂跌入了

地獄的谷底一般。我彷彿看見老師失望的眼神，聽見父母的責

罵聲。我心想：都怪這次試卷的題目太艱深，導致我沒有考得

理想的成績；不！全不是！都怪我沒有用心溫習，才會考不到

好成績。 

  放學後，天空下起了雨，就像是在為我哭泣。當爸爸媽媽

問我考試的成績時，我低垂着頭，心裏忐忑不安，拿着成績表

的手也不住地顫抖。爸媽接過成績表，並沒有憤怒地責罵我，

反而心平氣和地指出我的問題，安慰我道：「既然你也知道了自

己的問題，那下次就更努力溫習，爭取考得好成績，知道嗎？」

我立刻點點頭，經過爸媽的鼓勵，我也在心裏下了個決定：下

次一定要好好溫習，不要讓爸媽失望。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

付出多少，就會收穫多少。我希望我以後能好好學習，不辜負

爸媽的期望。 

 



20-21                              六愛 張穎銣 

論學習的重要性 

有人說：「學生只要學習就好了，其他的事不用理會。」有不少人

都認為學生只要取得好成績，在未來社會中就能夠出人頭地。我不同意

這個觀點，難道成績就能決定一個人的一切嗎？我並不認同，我認為除

了學習，學生也應兼顧其他方面的發展。 

首先，我認為學生也應學習自理、獨立的能力。自理是生活中必備

的技能，例如：做飯、洗衣等基本的家務。即使小時候有父母照顧，但

長大成人後，誰又能照顧你呢？如果不趁小學習自理，長大後就無法靠

自己生活，成為一個「港孩」，習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

再加上每天都只顧讀書，就會逐漸變成「書呆子」，只懂得死讀書，卻

缺乏實際知識，遇到突發事件而不懂變通。就好像要解決大廈突然停電，

受傷不知如何處理等突發情況，都要憑藉日常生活的經驗，而非單靠書

中的知識。因此，學生學習自理、獨立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品德亦對學生非常重要。所謂：「凡建立功業，以品德為基。」

意思是從來有學問而能擔當大事業者，無不先從品行上立定腳跟。一個

成績再優秀的人，若然沒有良好的品格，也不能為社會作出貢獻，甚至

會濫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識，做出危害社會的事。因此，學生也應兼顧培

養品德這方面。 

再者，學生除了好好學習之外，也要懂得如何紓解壓力。現時學生

的學習壓力大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壓力過大帶來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例如出現情緒不穩定、睡眠質素變差等症狀。倘若長期在持續壓力過大

的狀態，還有可能患上心理疾病，嚴重的更可能會出現輕生的念頭。有

一些心理學家的研究表示，一旦壓力超過了中上水平，就會干擾記憶和

思維活動的進行，使學習效率降低。由此可見，學習如何紓解壓力也很

重要。 

總括而言，學生不僅要認真學習，還要兼顧其他方面的發展，做個

全方面發展的好學生。 



  20-21                          六愛 馮樂遙 

學生怎樣紓緩壓力 

現今的社會分秒必爭，發展迅速，無論是已投身社會工

作的成年人，或者是尚在校園學習的學生，都有一定的壓力。

那麼，我們該如何紓解壓力呢？其實紓解壓力的方法多不勝

數，就讓我從以下的三方面來說明。 

第一，我們要有適當的娛樂，例如：聽音樂、玩遊戲……

有研究指出，人在緊張的情況下，聽音樂可以使神經系統更

容易恢復，不論是節奏緩慢的古典音樂，歌詞扣人心弦的流

行歌曲，還是使人熱血沸騰的搖滾音樂，都是舒緩壓力的管

道。更有物理治療師表示，音樂能以促進平靜的方式，改變

細胞的化學作用。在出門前打開收音機，收聽節奏緩慢的曲

調，就能放鬆身心，減輕壓力。此外，一些心理學家發現，

休閒放鬆類的電子遊戲能提高快樂感，起到減壓的效果。研

究顯示，玩休閒電子遊戲的人能夠在遊戲中更加放鬆、快樂，

能增加更多正面情緒。因此，適當的娛樂能有效地紓解壓力。 

第二，我們要培養規律運動的習慣。每天做一至兩小時

的帶氧運動，例如：跑步、游泳和跳繩等。根據美國哈佛醫

院的研究，放鬆心靈的關鍵是先放鬆身體，因為放鬆的肢體

會散發平靜的信號，幫助減少精神緊張，因此，規律運動是

最有效的放鬆方法。運動時，大腦會釋放腦內啡，讓人感到

快樂，又能加速新陳代謝，就自然能忘掉各種壓力。因此，

規律運動能有效地紓解壓力。 

第三，我們要有適當的發洩方法，例如；畫畫、深呼吸、

打枕頭……根據一些研究發現，藝術治療是一種很有效的放

鬆技巧，這種壓力的釋放方式可以幫助緩和焦躁不安和緊張

的情緒及集中注意力。我們可以使用畫筆天馬行空地勾勒想

像中的世界，從而能療癒壓力造成的創傷。所以，適當的發

洩方法能紓緩壓力。 

總而言之，只要有適當的娛樂、培養規律運動的習慣和

尋找適當發洩壓力的管道，就能有效地紓解壓力。 



20-21                                      六愛 楊芯兒 

日記一則    派發成績表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五      晴 

  今天，老師要派發成績表了！我又期待又緊張，因為這次可是呈分試

呢！ 

  早上我回到課室時，平常充滿歡聲笑語的課室，今天竟變得鴉雀無聲。

同學們都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一言不發，讓課室的氣氛十分沉重。在這

樣的氣氛下，我也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我緊張得心跳加速，心裡好像有

個小球在跳來跳去。我心想：不知道成績如何呢？如果考砸了，媽媽一定

很失望吧！ 

  正當我左思右想、忐忑不安時，老師已經拿着我們班的成績表走進課

室了。課室安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也聽得見。我緊張得全身顫抖，手心

不斷冒汗。老師說：「這次同學進步很大，但也有同學退步了。現在開始

派發成績表……」老師順着學號叫同學去拿成績表。拿到成績表的同學們，

有些高興的嘴就像皮鞋裂了線一樣；相反，有些卻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

垂頭喪氣地回到座位上。 

  過了一會兒，老師叫到了我的學號。我便戰戰兢兢地上前拿成績表。

我回到座位後，心想：不要擔心這麼多了，看看不就知道成績如何了？於

是，我便直截了當把成績表翻過來看。成績令我喜出望外，我高興得像灌

了一瓶蜜，眉角含笑。我考了全級第三呢！老師也稱讚我進步很大，讓我

滿面春風。 

  放學後，我一邊哼着歌，一邊輕快地走回家，路邊的野花都向我展開

燦爛的笑容，大樹也為我唱出動聽的曲子……我一回到家便迫不及待把

「喜訊」分享給家人。他們都笑逐顏開，問我想要甚麼禮物，同時亦提醒

我不可驕傲，要保持謙虛學習的心。 

  我對這次考試成績感到心滿意足，也學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

個道理。我以後也要好好學習，不可驕傲自滿，努力爭取更好的成績。 



20-21                            六愛   楊芯兒 

童詩創作    大海 
 

大海 

是一位盡責的郵遞員 

他用堅實的臂膀 

把一隻隻船托起 

送去遠方 

           

大海 

是一位出色的畫家 

他用畫筆 

塗抹出一幅幅美麗的風景畫 

使人讚嘆 

            

大海 

是一位優秀的演奏家 

指揮海鷗發出高亢嘹亮的歌聲 

他的浪花與巖石合奏成交響樂 

使人陶醉 

            

大海啊！ 

            你是郵遞員，畫家，演奏家…… 

為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你是多麼的重要啊！ 

  



 

 

第三，學生可以向自己的家人或朋友傾訴心中的困難，以釋

放壓力。一些心理學家指出，傾訴可以調整人的情緒，傾訴的主

要目的是宣洩情緒，以得到理解、支持和幫助。舉個例子，當你

在某件事上有很大壓力時，你可以找一個值得信任的朋友，然後

把你的煩惱都說出來，你就會覺得輕鬆了不少。這是因為在你與

別人傾訴的過程中，你實際上是在傾倒「心理垃圾」。傾訴就像

是跑步、大喊、出汗一樣，是發洩情緒的一種好方法。千萬不要

將「情緒垃圾」一直堆在心裏，我們通過向別人傾訴，把煩惱、

怨恨或憤怒發洩出來後，就會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因此，向

家人或朋友傾訴確實是釋放心理壓力的有效辦法。 

  總括而言，學生有壓力是在所難免，重點是我們應該去尋找

紓解壓力的適當方法，而不是一味的逃避。只要我們找到合適的

解壓方法，好好調節自己的情緒，壓力便是我們學習的動力，促

進我們更進一步。 

 



 

20-21                         六愛   簡蔚霖 
 

一次印象深刻的比賽     

每當我看見那張朗誦比賽的成績表，便想起了那次印象

深刻的朗誦比賽。 

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參加了中文朗誦比賽。經過三

個月的刻苦練習，終於到了比賽的日子了。當我踏進會埸

時，我看到許多參賽者已經準備就緖，並顯得非常自信，這

令我壓力倍增，就像是有一塊大石壓在我身上，令我的心情

非常沉重。 

終於輪到我比賽了！當我站在上台上，我看到了評判一

張張嚴肅的面孔，我緊張得像有隻小兔子在心裏跳來跳去。

我鞠躬後，便開始朗誦。可是到了唸第二段時，我突然忘了

內容，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我不但嚇得結巴，腦子更是

一片空白，我羞得無地自容，最後，我只好勉強地朗誦下

去。 

下台後，我衝進媽媽的懷抱裏，然後哭道：「對不起！

對不起！嗚……嗚……」媽媽溫柔地安慰我：「別哭了！事

情已過去，再哭也是無補於事的！」我問：「可……可是，

我不會辜負了你的期望嗎?」媽媽說：「這次就當是累積經驗

吧！下次繼續加油，做得更好吧！」 

最後，在這次使人印象深刻的比賽中，雖然我只拿得良

好獎，不過我明白了「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句話的

道理。我希望我能汲取這次的經驗，以後做得更好。                          

 



 

20-21                           六誠  梁潤斌 

 

童詩創作    秋天 

秋天 

楓葉紅著臉， 

想念熊熊的夏陽。 

 

秋天 

溪水哼著歌， 

想念冷冷的冬月。 

 

秋天 

風箏提起頭， 

想念淡淡的春風。 

 

秋天啊， 

是想念的季節， 

把遙遠的那個人 

緊緊地 

存在我的心裏。 

    



20-21                             六誠  陳凱迪 

《給蔻莉的一封信》 

親愛的蔻莉： 

你好！你最近過得好嗎？ 

我知道你曾面對童婚的問題，雖然我不用面對童婚，但我

卻要面對考試。其實我曾經試過下定決心要努力溫習，可是每

當我看見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就馬上變得力不從心，甚至想

放棄。 

看完你的書後，我發現我以前的想法全都是錯的，原來可

以上學不是理所當然的。雖然你無法上學，但是你卻主動向哈

利的爸爸要求他教你讀書識字，從這一點，我覺得你非常好學，

也是我最欣賞你的地方和最值得我去學習的地方，可是你也付

出了沉重的代價，那代價就是家傳之寶    銀耳環換成了《泰

戈爾詩集》。 

感謝你成為了我人生中的其中一個「小導師」，你教會我可

以學習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希望我以後會珍惜可以學習的機會。

期待你的回信。 

祝你 

身體健康 

你的小讀者 

陳凱迪上 

五月十日 



20-21                                六誠 麥啟聰 

童詩創作    四季 

春， 

一個愛美的姑娘。 

只要她來到， 

便會喚醒大地， 

為大地穿上一件新衣。 

 

夏， 

一個活潑好動的男孩。 

只要他來到， 

太陽就會變得異常熱情， 

歡迎他的到來。 

 

秋， 

一個害羞的姑娘。 

只要她來到， 

人類就會得到飽足， 

樹木都染上了她的紅暈。 

 

冬， 

一個冷酷的惡霸。 

只要他來到， 

樹木會連忙收拾起它們的衣裳， 

連風也會染上他的無情。 
 
 
 
 



 

 

 

20-21                              六誠  溫汝潔 

 

一次印象深刻的比賽 
 

在小學的階段裏，我參加了不同的比賽，但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去

年的田徑比賽！ 

 

當天上午，我很早就回校了，朱老師帶着我們坐旅遊車到將軍澳

運動場參加一年一度的田徑比賽。 

 

我們參加的項目是接力賽。我們到達將軍澳運動場後，看見那兒

比我們練習的地方大多了！更令我震撼的是，我看見來自不同學校的

健兒，他們都長得高大強壯。我不禁有些害怕，但是我對隊友有信

心。大家都在熱身，我也趕快跑去熱身。我是跑第四棒的，看到身邊

的參加者陸續出場，即使練習充足，我還是有點緊張。 

 

終於到了我們出賽的時刻了，隊友一直鼓勵我不要緊張。比賽開

始了，雖然我們暫時落後，但我對隊友非常有信心。我看見隊友一步

一步地向我跑過來，我也一點一點追向領先的參賽者。成功了！成功

了！我開心得像兔子一樣活蹦亂跳。我們坐在座位上，聽到裁判宣佈

結果    我們拿到第三名，我們開心極了！我心裏的大石也放下來

了。 

 

經過這件事，我明白到「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只要大家團結

起來，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 

 



 

 

 

會說話還能令上司更器重他，更容易抓住發展的良機。長 

此以往，後者會比前者有更好的發展。人際關係好的人的工

作發展機會不會比學習好的人遜色。因此，我們應該在努力

學習的同時，處理好人際關係，讓自己的成績更上一層樓。 

 

另一方面，良好的品格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品德是

影響一生的。古人將「才勝於德，德勝於才」划分為「小

人」和「君子」如果一個人的品德不行，即使有再高的智

商，會有人重用他嗎？會有人信任他嗎？會有人和他做朋友

嗎？更嚴重的是有些聰明人不把自己的才能用在正當處，反

而走進了歪門邪道，對社會造成威脅。就例如「黑客」，大

家都說「黑客」是智商最高的一群人，電腦技術精湛，但他

們盜取別人的機密，從中牟利，所以沒有人認同他們的做

法。由此可見，品格不好的人是不受歡迎的，我們除了學

習，還要培養良好的品格。 

總括而言，「學生只要學習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用理

會」這觀點是錯誤的。除了學習好之外，我們還要多留意健

康、人際關係和品德等方面，才能做一個各方面都優秀的好

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