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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胡愷珊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人生是條漫長而曲折的路，人們會遇到不同的失敗，有人選擇逃避，亦有人選擇

勇敢面對，你們會選擇前者還是後者？你嘗過下定決心，但卻不能堅持，最後一無所

有？這些疑問由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但最後又因此事解答了我所有的疑問。  

 

事情發生在一個多星期前的中文測驗前夕，「糟了，手機、電視、電子遊戲

機……我在一個充滿誘惑的空間裏！」我在家一整天，被魔鬼引誘着，雖有着意志去

溫習，但卻提不起勁來。後來，我只是漫不經心地溫習了好一會兒，便胸有成竹認為

能取得合理的成績。結果，在測驗時滿腦子也是遊戲，溫習的卻忘記得一乾二淨，令

我心煩意亂，此刻的我，臉在發燒，暗想：「我後悔，我很懊悔。」我悔恨自己昨天

的所作所為。 

 

最後，在派發測驗時，我已得知成績不及格，眼下該怎樣面對老師？一次偶然的

過失帶給我無比的自責，當我伏在桌上，任由失意圍繞着我的時候，我看見老師帶着

微笑緩緩走來，撫摸着我的肩膀，徐徐坐下，溫柔地說：「愷珊，不要因一次微不足

道的小失敗便傷心欲絕，每一個人成功的路上，必定下了很大的努力。不要放棄，要

繼續努力呀！」她那和藹可親的面容和溫柔的聲線真是很動人，讓我感動極了，她的

教誨，是明朗的陽光，照着我走光明的路。 

 

「要成功，必須花掉畢生的時間。」——列文虎克。成功就比喻為一朵花需要雨、

泥，但仍要經歷暴風雨的挑戰，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背後付出了無數的努力和毅力，

「有志者，事竟成」當我們有了明確志向，必定持之以恆地完成它，認真地做好每件

事。「不經歷風雨，怎麼能見彩虹」可怕的不是失敗，而是我們逃避的心態，因為放

棄就等於放棄所有可能，越是痛苦的經歷，越能讓我們成長。「失敗也是我需要的，

它與勝利對於我同樣有價值」——愛因斯坦，失敗往往能讓我們從中學習，帶給我們

不少的啟發，所以我們經歷的小事也滿有意義，我們可以選擇「不逃避、不放棄」的

心態，為了成功而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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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殷芷頌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正所謂「一根筷子易折斷，十根筷子難折斷。」上星期我就遇到一件事，令我明

白這個道理。 

 

上星期小息時，有的同學在嘻嘻哈哈地聊天；有的同學勤奮用功地坐着做功課、

溫習；有的同學忘我地在課室內追逐。上星期因有「清潔保馬評分」活動，所以領袖

生嚴肅地在課室的門口大喊：「待會兒會有『清潔保馬評分』活動，請清理課室。」

當時班上的同學們都安靜了，大家都環顧四周，發現黑板上還有未擦去的字；地上有

不同類型的垃圾；同學們的桌子也參差不齊。在這個時候，同學們都紛紛幫忙，把課

室變成「學習天堂」。同學們分工合作地把黑板上的字擦得一字不留；把地面收拾妥

當；把桌子排列得整整齊齊。 

 

後來領袖生回來見到煥然一新的景象後大吃一驚。然後他思考了一會兒，說道：

「你們班的評分是甲。」同學們和我都喜出望外，我們臉上都露出像太陽般溫暖的笑

容。 

 

從這件事中我學會了「團結就是力量」，如果沒有同學們的幫忙，我根本沒有充

足的時間收拾課室。我不怕困難多或大，我只怕需要別人幫忙時沒有人幫忙，眾志成

城必定能辦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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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陳可怡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會發生大大小小的事情，有的像過眼雲煙般從未放在心上，

也有的像烙下烙印般深刻難忘……但在科學課上發生的小事，給了我很大的啟示。 

 

       一天的科學課上，老師吩咐我們分析考試問題，並找出重點。話音剛落，同學便

開始了熱切的討論，積極發表自己的看法，而聆聽的同學神情貫注，留心投入，並不

時點頭表示同意或提出疑問。每當此時，熱心的同學便會為一臉迷茫的同學重新講解，

指點迷津。霎時間，課室充滿着同學們的談論聲，像炸開了似的。雖然課室變得吵鬧，

但這是因為大家互助互愛，老師也罕見地沒有責罵同學，反而露出了欣慰的神色。最

後，同學們都在討論中掌握了題目要點，老師也得償所願。 

 

       原來，幫助別人不僅能利人，自身更擁有成就感。在科學課中，我幫助了不少同

學，現在回味起來，仍然心生滿足。而幫助同學更能鞏固自身知識，一舉兩得。從大

家一起討論題目中，我明白到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和別人一起討論交流往往能激

發思考。生活中總會出現我們竭盡全力也無法獨自完成的事情，正所謂眾志成城，眾

人的力量永遠大過獨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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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張子涵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融入保馬這個大家庭，已經半年多了，在這半年的時間裏發生了很多小故事，但

是在這些故事中，卻含有引人深思的大道理。尤其是那一次…… 

 

         記得那次，歷史科有一個立體模型的小組活動。當時我們組要做一個木乃伊，但

是製作木乃伊的工程十分浩大，而且就快到了遞交的時間，加上組員們對這件事情置

身事外，我就想看看自己可否完成這個模型。那天晚上我嘗試了很久，還是沒有完成。 

 

         第二天，我就心急如焚的去找我的組員，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請他們一起完

成這個木乃伊模型。我去邀請他們的時候，以為他們會拒絕我，並推卸責任。但是出

乎意料，她們沒有，有可能是知道我們組跟其他組的差距，也有可能是時間緊迫的原

因。我們分工合作，有的人負責捏黏土，有的人負責綁帶，有的人負責做盒子，木乃

伊模型很快便完成了。我們成功完成了老師交給我們的作業，最開心的是拿到了一個

很好的成績﹗ 

 

        這件事讓我明白，有些事情單靠自己是無法完成的，需要找伙伴合作才可以完成，

因為團結就是力量﹗就如我們平常都能看見的筷子一樣，我們需要兩隻筷子才可以夾

起食物，如果單靠一隻筷子是夾不起來的。又如平常看見的螞蟻一樣，螞蟻們合力搬

運時，可以搬運比自己大十倍的東西，這就是團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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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勞淑勤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轉眼間，在保良局馬錦明中學已經半年了。在這半年中，我經歷了許多大小事，

在這麼多事情中，令我最深刻的小事就是黃老師幫助我和同學們補測，這事實在令我

刻骨銘心！ 

 

        在下測前，有一個文言小測，很多人沒有溫習，當中包括我，大部分人的成績都

很遜色。於是，黃老師便叮囑我和其他同學放學後去溫習及補測。而為甚麼我的小測

成績這麼差呢？那是因為在小測前一晚，我粗心大意的忘記了溫習，我躺在床上玩手

機，導致成績不合格，這事令我有點難過。 

 

        為了大考成績進步，黃老師為我們溫習及測驗。我在這溫習測驗前，腦海中浮現

著黃老師不辭勞苦地幫助我們，鼓勵我們的畫面，她就像母親一樣。她展露那親切的

笑容，笑着跟我們說：「努力，不要放棄，只要有恆心，總會成功的！」於是，我竭

盡所能，努力溫習，經過一番苦戰後，我終於合格了！不只我，我們大部分人的中文

卷都合格了呢！甚至，有人的文言部分進步了二十多分呢！實在是可喜可賀呀！ 

 

        其實，這次事情告訴了我——只要肯努力和有恆心，就一定會成功，就如平常跑

步一樣，不放棄，總會到達終點的；也告訴我「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

如果我們不努力，即使成績不變，就等如退步了。就像我們平日不溫習，考試成績就

會比不上他人一樣。好像我們平日做功課用的原子筆，書寫時停在同一位置太久，會

流出過多墨水，我們要適當控制力道不停書寫，才能寫得流暢。 

 

        我希望以後的我不會遇到逆境就放棄，而且我一定會不斷充實自己。希望以後的

我可以像在海中的孤帆一樣不怕風吹雨打，不要在遇到挫折時變成一個洩氣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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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蒙采悠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三月十五日，是學校下學期統測的最後一天，當然，我也不敢放下戒心，因為這

天要應考通識。 

 

         八時半，是應考通識科的時間，我當時不斷埋怨，暴跳如雷，心想：「為甚麼要

考這科？為甚麼只有四十五分鐘完成考卷？」沒錯，只有四十五分鐘，令當時的我驚

恐不已，因為試卷裏有像鬼火一般恐怖的論述題，這已經把我嚇怕了。 

 

          到我開始寫答案，似乎都是懂得的題目，心裏如釋重負，但是，我還是以膽戰心

驚的心情完成考卷，因為我只剩二十分鐘完成三百字的論述題，所以，我加快了寫字

速度，但題目《塑膠如何破壞了人類的生活素質》，已是我致命一擊了。這是我最不

擅長的題目，讓我的心變成玻璃碎片一般，因為我認為自己不可能考取好成績，但我

還是在高壓的情況下揮筆疾書，完成那份令人惶恐的試卷。四十五分鐘過去了，我像

一隻熱鍋內的螞蟻，心急如焚，只好期待着派卷那天。派卷當天，我大吃一驚，因為

成績合格，分數還進步了，有七十多分呢！ 

 

          這件事讓我知道，人在有壓力底下，只要勇敢面對，便會激發潛能，就像枕頭，

只要一施壓，便會回彈，上述事件，已是最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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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李梓軒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在下學期測驗之前，我們的歷史科老師——麥老師給了我們一乙班一份小組功課，

我們在課堂上暢通無阻的分成了小組。起初，我們都認為只要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做

功課，會做得十全十美，但你認為現實會天隨人願嗎？由我們分工的那一刻開始，便

是噩夢的開始了…… 

 

         當我們在分工各人做甚麼職務時，由於大家都不說出自己想做的職務，我們只好

隨隨便便的分配。但同時，因為職位是隨便分配的，所以大部分人都對自己的職位感

到悶悶不樂，更互相推卸責任。老師看完我們的功課初稿後，更責備我們沒有認真對

待課業。 

 

          經過老師的責備後，我們都各自回家反省。其後，我們不約而同地想通了，就是

大家要有良好的溝通，這樣才能把功課做得十全十美。之後，我們在學校商討了該怎

麼做。這次大家都願意做自己被分配的職位，同時，我們都接納不同的意見。我們完

成後，再把它拿給老師看。這次，老師說：「你們這一次的功課比上一次的功課好多

了，簡直是天淵之別啊！」我們聽到了這句話後都感到洋洋得意。 

 

          經過這件小事後，讓我深刻明白到做事要與人有良好的溝通和合作，這樣才能把

事情做得更好。就如在日常生活中的刀及叉子般，用餐時要好好運用刀和叉才能進食。

假若我們不能好好使用刀和叉，只用其一，便不能應付需要。就像我們沒有良好的溝

通，各有想法，便沒法解決各樣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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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黃嘉兒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考試周來到了，令不少人都提心吊膽的，每個人都在爭分奪秒地溫習，就在這般

忐忑不安的時間裏，發生了一件亳不起眼，就如沙灘裏細微的沙子一樣小的事情，然

而就是這微不足道的小事，讓我深刻地明白到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終

於體會到老師每天不厭其煩地跟我們說的「恰當」，究竟是什麼意思。 

 

又是考試的一天。我一如既往地早早回到學校，我心裏想着：等會一定要溫習一

會兒。我走到二樓的時候，在走廊一邊走，一邊觀察其他班溫習的狀況，只見他們每

一個都目不轉睛地看着各自手上的溫習材料，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專心致志的神情，沒

有一點聲音，為了考試在努力着。 

 

相反，當我走到我們班的時候，可謂是「人未到聲先到」，我皺了一下眉頭，隨

後一步一步慢慢地走進課室，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班裏的嘈吵聲嘰嘰喳喳的，每

個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說着話，班裏的嘈吵聲震耳欲聾，就像菜市場一樣，讓我靜下心

來溫習簡直就是難如登天。後來，我居然也跟着一起聊起天來，現在想想，那時可真

不應該。 

 

過了一會兒，校長來我們這層巡視了。他來到我們這班的時候，我原本以為他定

會怒氣沖沖，箭步如飛地走進來，把我們教訓一頓，結果剛好相反，他嘴角帶着一絲

淡淡地微笑，然後不疾不徐地走進來。校長朝我們微微笑了笑，隨即問到：「什麼叫

做寧靜？」班裏頓時變得鴉雀無聲，所有人都呆呆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彷彿時間被

靜止了似的。我心裏微鬆了一口氣：終於安靜下來了。 

 

看到班裏頓時安靜下來，校長指了指壁報板上的兩個字——「恰當」，又問到：

「上面寫了什麼？」班裏的同學聲若蚊蠅地回答：「恰當……」校長又再次問到：

「恰當是什麼？」班裏再一次陷入沉思，連呼吸聲都聽得一清二楚。校長說完這句話

之後，又問了最後一個問題：「大家想不想溫習？」所有人又繼續柔聲細語地說道：

「想……」校長問完這些問題後就走了，留下我們全部人獨自反思。是啊，我們都想

好好溫習，偏偏就是停不下來，一直在聊天。後來，大家彷彿約定好了似的，都一言

不發的繼續溫習，互不打擾。 

 

經過這件事，我明白到考試前應該好好溫習，不應該浪費時間，不然就功虧一簣。

也明白到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既然自己想要好好溫習，不想要別人吵

著自己，自己就不該跟別人聊天。更加明白到了老師口中的「恰當」究竟是什麼意思，

就是要在恰當的時間、恰當的地點、做恰當的事，就像在快考試的時候，在班裏就應

該好好溫習，才能稱之為「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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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希望我以後能因應時間、地點做適當的事。而且要顧及他人的感受，汲取

這次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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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鄭仲焮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你了解自身的弱點嗎？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吧！而我最致命的弱點是說話

聲量較小。但在那一次劇社練習中，卻因為我這個弱點而讓我明白到「要勇於面對問

題」這道理呢！ 

 

那天是一次恆常的劇社練習，我們需要在禮堂進行說話訓練。我和其他社員一起

站在舞台上等待着，當時我就如坐針毯、坐立不安，我對於自己的聲線並沒有信心，

所以說話練習也是我最討厭、最害怕的環節。 

 

練習時間終究開始了，我因為不想被叫出去，便想着偷偷躲到舞台上的幕布後。

「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句話是對的，我突然被社長叫著，還叫我單獨到舞台上進行練

習，我那時候已經預知到自己的「死刑」到了，也只好無可奈何地接受。 

 

我走到台前，準備與另一位成員對喊台詞。台上的燈光與台下的射燈相較之下，

顯得暗淡無光，像我的心情一樣。在對方喊完台詞後，輪到我喊了，但我知道，我的

聲量可能連對方的一半都不及，即使鼓起勇氣說出台詞，也只是換來社長的一句：

「再喊一遍，喊大聲點！」第二遍說到一半的時候，我已經覺得自己無法做好，開始

眼泛淚光了。再接着，我已感覺眼淚要奪眶而出了，說到一半的台詞也沒有再說下去。

社員以疑惑的眼神看著我，台下社長以嚴厲的眼神看着我，我更加彷徨無措了，眼神

更是失去焦點，我不想再面對了。 

 

突然，在人群中傳來一句：「加油！」旁邊的人也好像察覺到我不對勁，紛紛為

我喊加油，眼中的淚水已分不清是害怕還是感動了，我暗暗地對自己說了一句：「加

油！你能做到的。」最終，我還是通過了這次說話練習。 

 

經過這件事，讓我更清楚明白到自己另一個弱點「不敢面對問題」，也知道我說

話該大聲點了。以後，無論遇到什麼問題，我都應勇敢地面對，不應逃避責任。我也

希望以後不僅在說話方面，在其他方面，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即使問題有多複雜，也

要一一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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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張迦欣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你有沒有試過因為一件小事而體悟到大道理？每天發生的事情多不勝數，但其中

一件發生在保馬的小事，令我明白到「勝不驕，敗不餒」的道理，讓我獲益匪淺。 

 

平日，我的中文科成績不錯，也會付出時間努力溫習，準備充足。但有一次中文

小測，我覺得溫習內容簡單易明，我自以為是地對同桌說：「這次小測一定輕而易舉，

就拿到佳績，你這麼杞人憂天幹嘛？」然後我只瞥一瞥筆記就迎戰小測了。 

 

派小測成績的時刻終於來臨了，我覺得這次小測十拿九穩。但我看到小測成績時，

晴天霹靂，面如土色，眼淚在眼眶中不停地打轉，我萬分懊惱，我竟做出這樣愚不可

及的行為。 

 

經過這件事，我明白了「懂得付出，才有收穫」的道理，其實只有努力不懈地付

出時間和心機去溫習，才會有良好的成績。我承諾以後溫習小測的時間不能少於三十

分鐘，而且「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不能因成功而驕傲自滿，令自己因自負

而失敗，要以不矜不伐的心態去面對成功。 

 

我希望以後凡事要盡己盡能，還有做個謙謙君子，不要高傲自大，要把「虛心使

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道理銘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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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林海源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晴空萬里的一天，是保馬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學校邀請了運動選手為大家助陣、

打氣。大家都興高采烈，為身邊的同伴加油，希望他們能凱旋而歸。 

 

別人總說「學無止境」，而他們所說的「學習」都只是從書中獲得知識，在廣闊

無際的知識海洋中自由自在地遨遊。而我卻認為「學習」是在生活中，我們可以在別

人身上學習他們的優點。就在這一天，我體會到了友誼的可貴。 

 

在社際 4×100 米接力跑時，大家都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希望自己能夠獲勝，為社

爭光。正當比賽快要結束時，紅社的龐文正奮力衝刺。可能是場地充滿雨水，他來了

個驚天驚地的平地摔。而跑在前面的許文翔發現了異樣，立即跑了過來，扶起龐文齊。

龐文齊痛苦地說：「你快走，我會連累你的。」而許文翔卻說：「不，沒有什麼能比

我們之間的友情更重要，來，我扶你起來。」龐文正因此被感染了。 

 

我在這件事中明白了當朋友有困難時，我們要盡力幫忙他。我更明白了友誼的重

要，當你有了朋友，你的朋友定會在困難時幫助你。但重點是結交一些真誠的朋友、

兄弟，而不是為求利益的豬朋狗友。我從這件事明白了「學習」就在生活當中，而不

只是書本上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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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葉楚熙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每一天都會發生很多小事情，但這一件小事情卻令我畢生難忘，同時也令我明白

不要人云亦云，做事前更要「三思而後行」。 

 

在測驗完結後的小息，我和同學一起去到小食部吃薯片，直到還有十分鐘的時候，

我和同學一起上課室溫習。在上樓梯的時候，我順手從薯片罐裏拿了一塊薯片，打算

一邊往上走，一邊偷偷地吃。雖然我知道這樣做是違反校規，但看見別人也曾這樣做，

便心癢癢，想嘗試一下。誰知我竟然與校長撞個正著！ 校長走過來，沒收了我一整罐

的薯片，並且扣了我一分操行分。 

 

校長神情嚴肅地對我說：「這一分不是扣得多與小的問題，而是關乎規矩。」我

回到課室後，悶悶不樂，心想：為什麼其他人犯錯你不捉？偏偏捉我呢？但之後冷靜

下來細想，遵守校規本就是我們責任，而且其他人犯錯不代表我們應該跟着做。這一

次我真的是後悔莫及了！ 

 

凡事沒有僥倖，我們不應人云亦云，其他人做錯事，我們也不應該重蹈覆轍，要

看看事情是否正確才去做。 

 

同時，我也明白到人生中的重要道理——「三思而後行」。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

考慮是非曲直才去做，不能因為一時的衝動而令自己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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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陳珈翹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每天都會發生很多事情，這些事情大多被時間沖淡了，或被我遺忘了。但最近發

生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卻給我很大的啟示。 

 

一個狂風暴雨的早上，我拿著很多東西，而且又忘記帶傘。那時我才剛入學，不

認識其他人，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向其他人借傘，感到很無助。正當我打算冒雨跑回家

時，同班的女同學和藹可親地問我要不要送我回家。我十分驚訝，我連她的名字尚未

記得，她也願意關心我。我欣然地接受了她的好意。 

 

後來我和她成為了最好的朋友，她讓我明白到，即使遇到不認識的人，也應樂於

助人，主動關心身邊的人。 

 

我也明白到，遇到困難並不可怕，可怕我們獨自面對問題，沒有人幫助和關心。

如果在困境中有人陪伴自己、關心自己，事情會更容易處理。我希望自己日後也可做

一個有同理心、有愛心的人，和其他同學互相扶持，一起度過中學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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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洪毅琳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我在保馬已經八個月了，在這不短不長的數個月，我經歷了甜酸苦辣的事，有些

被我遺失在記憶的洪流裡，但有一件事使我記憶猶新。 

 

在保馬的運動會前夕，我懷著雀躍的心情去迎接這中學的第一次運動會。我在小

學時已對徑賽項目情有獨鍾，因此這次我也參加了一百米短跑比賽。 

 

在選手集合時，我仔細地觀察了身邊的對手，心裡一陣暗笑：對手都很瘦弱，肯

定跑不過我。我心裡很是驕傲，盤算著獲勝後的情景。其他選手正爭分奪秒地拉筋、

做伸展運動，而我只是伸了幾下懶腰就打算上「戰場」了。 

 

比賽即將開始。只聽見「嗶」一聲，我和其他選手像離弦的箭一樣，飛奔出去。

我發覺他們漸漸超越了我。我心裡很是焦急，便加快了速度，想要追過她們。結果，

我因為沒有做好熱身運動，我的小腿抽筋了，撕裂的痛楚讓我減慢了腳步。我感到力

不從心，像垂死掙扎的魚，後悔當初要跳出水面。最後，我還是輸了比賽。 

 

這次比賽令我明白到，不要看低對手，有些人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古人云：滿

招損，謙受益。自滿的人常自以為是，不能成功；相反，謙虛的人累積經驗，善於學

習別人的長處，最終能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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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葉家怡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今天，我和小明在課室裏畫畫，我們互相幫助。這件小事，給我了重大啟示：「齊

心的螞蟻吃角鹿，合心的喜鵲捉老虎。」這句話的意思是即使螞蟻的力量很微弱，但

團結起來，連鹿都可以吃到；只要喜鵲合心，也可以捉到「萬獸之王」老虎。我明白

到人與人之間要團結。 

 

        一開始上課時，我找不到調色盤，原來是放在家裏了。我東張西望，心想，不知

有沒有人願意和我共用調色盤呢？附近的小明似乎留意到我的行為，便拍了拍我的肩

膀說：「你在做甚麼？你桌上沒放調色盤，是不是沒帶？我和你共用好嗎？」他毫不

猶豫就將調色盤放在桌上，與我共用。我感到驚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平日我與小

明並不熟絡，沒想到他竟然這樣慷慨。他借給我調色盤，我有禮地對着他笑說﹕「謝

謝」。 

 

         接着，我認真畫畫，四周一切安靜，就連同學的呼吸聲亦可聽到。突然，小明從

後面拍了拍我的背，嚇得我彈了起來，心跳得極快。看到我緩緩平靜下來後，小明輕

聲地問我：「你可以教我畫玫瑰嗎？」我點了點頭，一筆一畫地教他，鼓勵他。小明

也學得很快，一下子功夫就學會了。小明抓住我的手，用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

我，激動地說：「我感謝你教會我畫玫瑰花，不如我們一起努力，完成畫作吧！」我

微微點頭答應了。 

 

         最後，在大家互相幫助和鼓勵下，我們都發揮了自己的優點，而我的畫作更奪冠

了。我把冠軍的獎牌送給小明，因為如果他沒有借我調色盤，我也不能完成畫作。 

 

         我明白到人與人之間互助的重要。幫助就像天秤，如果別人幫助了你，你也要竭

盡全力去幫助別人，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會平衡。多多幫助別人，當你遇到困難

時，別人自然會來幫助你。我也明白到做人要有一顆慷慨大方的心，樂於與別人分享。 

 

         以後，我看見別人需要幫忙，不會袖手旁觀，會以一顆慷慨無私的心對待別人。

例如，看到同學不懂做功課，我會去教導他們、幫助他們，做個慷慨、樂於助人的好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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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廖嘉蕙    保馬中的小故事大道理 

          每天在我身邊都會發生很多事，這些事很容易就被我忘記了，但有件事我想起來

還是歷歷在目，就是我為了取得好成績而作弊了，我感到很後悔。 

 

        那天是星期三，我在學校準備英文課的默書，可是由於我溫習時間不夠，但想拿

到好成績，我就起了一個不好的念頭：作弊。當我把生字抄在默書紙上的時候，很害

怕會被老師或是同學發現，心一直跳得很快，彷彿要跳出來了，結果老師在讀到最後

一個生字的時候突然注意到我，剛好我正注視着筆盒，就這樣被老師發現了。我不知

所措地看着驚訝的老師和同學，我還看到老師失望的樣子，那刻，我很後悔，一直怪

責自己為了分數做出不誠實的行為。 

 

         這件事令我明白到做任何事都沒有捷徑，要有好成果就要努力。沒錯，這次作弊

可以將我所有不懂得的字寫出，可是測驗時我還是不會。老師訓勉我要靠自己努力後，

我明白到「只要努力，鐵杵也能磨成針」，我們想要一個好成果，就一定要付出努力

溫習，就像鐵杵被人慢慢磨成針一樣，學習也是這個道理。我們雖然會遇到很多困難，

但只要肯努力，甚麼都不是問題，例如：學習游泳起初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只要反覆

練習，就一定學會。我相信讀書就像學習游泳一樣，多溫習就能理解那些不明白的生

字。 

 

        我盼望未來的自己是一個誠實的人，不會為求成果而做出埋沒良心的事，也希望

以後做的每件事不會讓自己後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