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的差別

作者: 萌貓神

Powered by 紙言

https://www.shikoto.com


天才波

通常人一到考試或測驗既時候，大多數人都只有一個反應「死啦死啦！今次冇聽過書都唔知講咩！今
次實唔合格啦。。。」

但一到考試(測驗)個日，大多數人就會拎住本書，記住！係拎住本書講「唉！完全唔明本書講咩。。
。點考呀。。。實難到死。。。」

哈哈！最好笑既係咪！？無論成績係好與壞，都會講一句「痴線架。。。今次份卷咁難，實唔合格啦
。。。」又或者「好啦！今次又死啦。。。」

請記住，以上係正常人既反應。。。通常唔正常既人會點講！？

考試(測驗)前夕「你溫唔溫書？」「吓。。。書要溫架。。。」又或者會咁講「那呢！聽日有測驗(要
考試)！？算啦算啦。。。死就死，唔通連個天都唔中意我？」

考試(測驗)當日「你琴日有冇溫書？」「呵呵，我琴日練波。。。」「所以。。。？你冇溫？」「我
有信心！我可以好好咁打『天才波』。。。」

考試(測驗)完「今次點呀？」「仲可以點？死就死，一切已成定局，everything is ok！」

通常你身邊總會有一兩個咁既人，又或者。。。個果就係你本人，不過遇到呢D情況，唔好驚，唔好
荒！因為唔係你唔正常，亦都唔係佢地痴，只係你地唔係係同一個世界啫。。。不過如果真係要講，
呢種情況好少會發生！WHY？因為。。。大多數人一定會擔心自己成績！

我有一個朋友，佢好勁，佢係全級第一，唔係倒轉既全級第一，而係真真正正既全級第一！點解我會
無啦啦講起佢？因為有一次，佢中史唔合格，要知道。。。中史唔合格可能係一件正常既事，但我唸
，如果呢件事係放係一個全級第一既身上呢？！

唔係咁擔心自己既成績，唔係咩都驚，係你地驚之前，要先淡定，正所謂「淡淡定，有錢剩」如果凡
事都咁愁咁悲，咁幸運女神都轉頭走

凡事皆有可能，低處未算低，凡事都要向好既方面唸~！

？上帝公平嗎？
 



星座

星座是占星學中必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之一，也是天上一群群的恆星組合。自從古代起，人類就把三
五成群的恆星與他們神話中的人物或器具聯系。

恆星或星座的起落在古代常常用於導航和時間的確定。雖然星座的重要性在現代已經相對降低，但是
對於天文愛者來說，星座並沒有失去它的魅力。

星座學認為太陽星座代表人的天生個性、意志力、自我表達的方式。通過太陽星座我們可以對一個人
有基本的認識，但要真正完整了解一個人，除了太陽星座外，還要看太陽所落的宮位及其他星體的角
度，就算太陽星座一樣，坐落的宮位及角度不同，受太陽星座的影響亦不同，所以人的個性不只有1
2種分類。。。

對於星座，我們最為熟知的就是︰白羊座、金牛座、雙子座、巨蟹座、獅子座、處女座、天秤座、天
蠍座、的手座、摩蠍座、水瓶座、雙魚座，這12星座。

讀者A：「哎呀！你講得咁複雜做咩。。。入正題啦！」K鹿：「好啦好啦。。。冷靜D，暫時唸唔
到呀麼 」╮（╯＿╰）╭

。。。同學A&同學B既小劇場。。。

同學A：「你咩座架？」同學B：「我？我係你心入面既鄰座！」同學A：「。。。」同學B：「講下
笑啫。。。認真你便輸了呀。。。」

同學A：「如果有人強吻你，你會點？」同學B：「睇人咯。。。」同學A：「睇咩人？」同學B：「
如果係我中意既人，可能會強吻反佢」同學A：「。。。」

同學B：「你有冇中意既人？」同學A：「一鳴驚人呀。。。」同學B：「咩意思。。。？」

同學C：「老師叫你小息去見佢。。。」同學A&B：「。。。」同學C：「？？」同學B：「你。。
。你講我定係同佢講。。。」同學C：「我唔係同你地講。。。」

同學D：「天文地理冇道理，數學通識冇樣識。同學，『鍾定英』？」同學A：「中。。。」同學B
：「你好！中定英同學。。。」同學A：「。。。」

同學B：「我係射手座。。。」同學A：「哈？」同學B：「你係咩座？」同學A：「。。。你既鄰座
。。。」

。。。小劇場完。。。

射手&獅子座

射手座(人馬座)——射手座符號象徵坦誠，進取和知識。射手座具有挑戰，可以像利箭一樣沖進未知
領域，象徵着對人類未知領域的探索。射手座的符號象徵射手的箭，回到象形的簡單形式；由射手座
的神話可以看出射手座的智慧和對人生理想的追求。射手的原型是拿弓箭的人馬，下半身的馬象徵着
對人生理想追求，上半身的人象徵知識和智慧，而手中的箭，則表現出射手在精神層次追求的一面。



射手座的人喜歡看向未來，亦注重情義，這又為其趨和熱情奔放的內心世界埋下伏筆。

獅子座——獅子女生性單純熱情。體力充沛，生命力十足。熱情開朗，有較強的個性，但在有些情
況下卻缺乏堅強的立場。獅子女總是高昂着頭，彷彿不把全天下放在眼裏的樣子。她們不服輸，不認
命，妄想把所有事做得完美且令人崇拜。她們有着大大的虛榮心，她們死要面子活受罪，她們善良熱
情，對待生活總是生活勃勃，雖然有時脾氣有點火爆。

【我更願意相信在某個地方，其實所有你想的人都在一起】



句子集

可無視。﹏。只是打我較喜歡的句子。。。

1. 從頭開始，不忘初心

2. 天空愈黑，星星愈亮

3. 不曾忘記今天，只是不期待明天

4. 在我們等待一條龍的時候，不小心失去了一只鹿

5. 如果連我最喜歡的人也保護不了的話，那我當這個魔君還有何意義

6. 白子畫，你若敢為你門中弟子傷她一分，我便屠你滿門；你若敢為天下人損她一毫，我便殺盡天
下人

7. 這個世界沒有對與錯之分，只有黑與白之差

8. 戀愛的戀，上半部份取自變態的變，下半部份取自變態的態

9. 沒有在一起的，就是不對的人；對的人，你是不會失去他

我10. 我更願意相信在某個地方，其實所有 想的人都在一起

11. 要你等一個人好幾十年。。。你等嗎？

12. 如果人生能夠重來，我還是會這樣做

13. 重要的不是我擁有你，而是擁有和你一起的回憶

彪悍的人生是不需要解释14. 

15. 永遠不要岐視瘋子，他只是和你的世界觀不同而已

16. 人生沒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現場直播

16.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17. 讓暴風雨下得更猛烈吧

18.
再美好的東西也有失去的一天，再深的記憶也有淡忘的一天，再愛的人也有遠走的一天，再美的夢也
有蘇醒的一天

19. 一朝相知，終生知己



20. 曾經的知己，現在的敵人

p.s. 唔係我作，只係我較中意既頭20句而已。。。



同性戀

  之前係YOUTUBE睇到一條片——【想像一個同性戀是多數，異性戀是少數的世界】https://www.y
outube.com/watch?v=ppPRn8eAdMw

我睇完呢條片，感觸好大。。。因為我地宜家呢個世界係屬於「異性戀是多數，同性戀是少數的世界
」

同性戀——好多人都會覺得好噁心、不能理解、難以接受。。。甚至有D人可能連聽都已經覺得接受
唔到，都如果我地係身處係一個同性戀為主既世界呢！？

可能被岐視。。。會係我地呢班『異性戀』，同性戀既人並唔係接受唔到異性戀，佢地只係咁啱中意
咗同自己同一性別既人，唔通咁樣真係有錯！？

亦有父母會用聖經、上帝既說話，黎同自己既兒女證明『同性戀』係錯誤，係一年唔能夠容忍既事，
唔能夠原諒既事，要佢地永遠咁記住唔能夠做「同性戀」，但聖經都

有講過「寬恕別人就等於寬恕自己」同性戀既人。。。有錯咩？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
恕你們的過犯。」(馬 太 福 音 6:14-15)

當我地覺得「異性戀」係正常既時候，係因為我地身處係一個異性戀居多既世界；但如果我地身處係
一個同性戀為主既世界既時候，我地反而係『異類』

上帝教導我地要將心比心，要愛你的鄰舍如同自己。

如果同性戀真係一件可以選擇既事，咁點解呢個世界仲會有人願意成為一個同性戀者！？點解又有咁
人都會誤解同性戀者！？

正所謂：「以訛傳訛」，當有一個人講一D同同性戀有關既衰野，好自然咁，D人就會有一個先入為
主既諗法：哦！佢地係GAY既咁佢地都唔會係D咩好人喇！ or  唉，世風日下。。。

其實同性戀係咪真係罪無可饒呢？

就我個人認為，事實並唔係咁樣。大多數上年紀既人都會反對同性戀，但唔代表同性戀係錯！只係因
為當時同性戀冇宜家咁開明，亦有因為傳宗接代問題而反對同性戀。即使宜家二十一

世紀係一個較開放既世紀，但亦有唔少國家都未承認同性戀。同性戀唔係罪無可饒，只不過唔係好令
人接受到啫。我身邊都有D同學接受唔到同性戀，佢地覺得同性戀好變態，好噁心，

令佢地難以接受，什至連聽到同性戀都已經覺得噁心。可能對於某一D人來講同性戀其實係一件好可
怕好噁心既事，但無人可以阻止同性戀既出現，正如佢地無辦法中意異性一樣，不能

強求，不能強逼。每一年，香港都會有一次關於同性戀既大遊行，但入面並唔係每一個都係同性戀者
，唔單止，咁多個人遊行，異性戀佔有既比例係要比同性戀多，我想講既並唔係想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PRn8eAdM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PRn8eAdMw


較同性戀同異性戀，我只係想表達出﹕即使我地唔係同性戀，我地都可以為佢地出一口氣，爭取佢地
應有既福利。

其實我地可以做既只係好簡單，唔好歧視佢地。。。因為同性戀，真係唔簡單！！！

我係咪同性戀，如果唔係點降我會咁支持同性戀？我唔係同性戀，但我唔知點解我會支持同性戀，我
唔反對同性戀，亦唔反對異性戀~~

無論係同性or異性，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既愛，唔係咩？

 



天堂&地獄

800萬美國公民聲稱他們曾有瀕死經歷，每日美國的瀕死經歷人數，已經有超過600人。。。每日有
接近600人在醫學上被證實死亡，之後復活人間。14位曾有瀕死經歷者，另外加插數
位異像體驗者，講述他們死而復生的真人真事。當中人上過天堂，亦有人下過地獄。。。

耶穌曾向一位韓國女畫家顯現，帶她窺探地獄，並差遣她畫出地獄既真相。在她畫中的地獄，是一個
無邊漆黑、孤獨痛苦、充斥惡臭、極度恐怖的殘酷刑場。人的身體永遠被烈火焚燒、
被魔鬼虐待折磨。因着所犯的不同罪惡，受盡不同的酷刑，包括：火燒、矛插、毒打、刀割、針刺、
蟲咬。。。永無止境地受盡痛楚、煎熬同絕望。。。

天堂——一個光芒萬象，由黃金珠寶所建，有無法形容的美麗景色，充滿愛和歌聲的喜樂之地。香
氣滿溢，天使處處。人會有永遠年青的新身體，感覺極度的快樂甜蜜。清楚意識到的
絕對神聖與愛，完全的平安。沒有眼淚，沒有憂傷，沒有痛苦。

你相信。。。呢個世界有天堂？定係地獄呢。。。？如果天堂係真既。。。你又會做D咩？

地獄——原本並唔係卑人類去，而係神本來要囚禁撒旦同佢既墜天使手下，但好多人跟隨撒旦既擺
佈，而唔服從上帝既教訓，所以就被送到地獄。上帝從來都唔想送人去地獄，對於一
個極端危險同死亡既地方，係為邪惡既魔鬼同跟隨佢既人而設。魔鬼可以假裝成任何形象，任何形態
，而且可以隨時，係任何地方出現。正如聖經所講：魔鬼就是蛇，就是龍。佢地係畸
形、醜陋、扭曲既生物，佢地都有12-13尺高，係爬蟲類，全身都係腫塊同鱗片。

【比起世上任何失望更加可怕，更加恐怖係人類語言冇辦法形容出黎】

死亡就好像係除咗件衫咁樣，將件衫擺埋係一邊，踏出呢個身體，就好像脫去外套一樣。。。

~7+7瀕死經歷~

窺探地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eMRA9sKFn4

遊歷天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g5a6UIXiK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eMRA9sKFn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g5a6UIXiKk


夢想

  係呢個世界上，有幾多人真係為自己既夢想而去奮斗？

每個人都至少有一個夢想，無論係年輕人，小朋友，定係已經成年既人。但當中又有幾多人真係能夠
成功咁實現自己既夢想？

有D人認為，實現夢想並唔難，困難既係點樣可以堅持。。。亦有人認為，夢想只不過係人幻想既美
好世界。。。咁到底，夢想係咩？

如果隨便咁講句『我既夢想係可以執到100蚊！』呢一個都算夢想既話。。。個D『我要做總統！』
算係咩野？夢想之王？不可實現既夢？

夢想，其實係冇定義，如果真係要將『佢』定義——夢中懷想，未來想實現或達到既境況  
 路人甲﹕「複雜！唔明！」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聽過或睇過《海賊王》當中有一句名言﹕『我係要成為海賊王既男人！』耳熟能詳
既一句句子，出自蒙奇 ‧ D ‧ 路飛口中

——一部關於夢想既動漫，內容唔詳講，有興趣既自己上網睇！600多集，即使已《海賊王》
經咁多集，屬於佢地既冒險尚未完結

——又一個眾所周知既明星，佢句句經典，但出自於《少林足球》既一句名言﹐即使冇睇周星馳
過﹐亦都唔會陌生『如果做人冇夢想，同條鹼魚
有咩分別』

句句名言﹐即使係性質唔同既電影，動漫，漫畫，小說都好，大多都係以 為主要內容。『夢想』
。。

我都有夢想，我有唔止一個既夢想，我曾經有唸過好唔好繼續堅持，但我發現我堅持唔到。。。
。。。#我有一個夢一個注定眾叛親離既夢#

我堅持唔到我最想實現既夢，倒不如行唔同路，試唔同野，做唔同事，感受都唔同，擴大視野。。。
實現其他夢想~~

夢想，可以話唔係人人都能夠實現到，但對於佢地黎講，可能佢地既夢想係神聖不可侵犯。佢地從來
冇放棄過自己既夢，只不過係實現唔到！每一個人心中總有一
個夢，一個美好既夢，一個神聖不可侵犯既夢。。。

——睇過呢套野既人，相信都知道大約講咩，已經好耐既一套動漫，但令我心《守護甜心》
有感觸既係佢既開頭『每個小朋友既內心都有心靈之蛋，係肉眼

呢句說話我好中意，即使到宜家我都冇辨法忘記。當心靈之蛋睇唔到，會幫你變成理想中既自己』 
一旦變成惡蛋，就代表個小朋友既夢想被破壞，有時我都係到



唸，我既夢想呢？實現唔到係咪就代表我既

夢想就真係只係一個夢呢？

我有夢想，但我屋企人一直都話不切實際。。。但夢想唔係就係因為不切實際先叫夢想咩？我好傷心
，但每一次我都只係講「咩叫夢想呀！夢入面想呀！唸下唔
得，講下都唔得既！」有時屋企人都話隨我中意，隨我選擇，但最後就事事反對。。。就算有人反對
又如何？呢個係我既夢想，係我永遠既夢想！

唔好隨便放棄自己既夢想，呃到人，但永遠都呃唔到自己。。。！



耽美/腐女(男)

眾所周知，腐女——中意男男既女性，而呢一班腐女亦都係無分年齡階層既一班女性！有腐女自然
會有腐男，但到底係腐男多定係腐女多呢？呢個並唔係我地要討論既話題。。。我今日想講既就係腐
女

我係一個腐女，我相信識我既都知我係一個腐女，但點解腐女（男）既存在，好似令人好討厭咁。。
。？

其實我都唔明，點解中意睇BL 會卑人變態！？我依家睇BL中意BL得罪你呀！有冇阻Q住你先！冇a
ma咁你就同我收聲！唔關你事，嘈咩嘈！唔中意咪閃開lor我又冇逼你睇逼你中意！#@#@#@#2#
2ogjjgd;fierar#*%&237 （眾人：冷靜呀！Σ(ﾟﾟ；≡；ﾟﾟ) 本人：我好冷靜(╯‵□′)╯︵┴─┴
 眾人：(|||ﾟﾟ)

其實要講，中意就係中意，我冇辦法同你解釋點解我會中意，有咩值得你去中意，但唯一可以講既係
『一入腐門深似海，從此節操?是路人』

腐女們知道自己追求D咩，中意D咩，但有腐女唯一唔得就係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幾許有共享
榮華，簷畔水滴不分差～無知井裡蛙，徒望添聲價，空得意目光如麻，誰料金屋變敗瓦。。。（咳咳
，離題了。。。回正題先）有時腐女們不份場合，不份地點咁去FF兩男，但係近年，男男們亦都開
始受關注，係網絡上亦出現一D形容詞——
Hehe。雖說受網民關注既唔只男男，女女亦有，但無論網絡用詞發展速度有幾快，大家都唔會忘記
男男女女男女既統稱。。。

隨住網絡用詞既發展，大家既心態亦都開始有所改變，由以前厭惡同性戀or腐男女們既世界，變到
宜家較以前開放既世界，即使有D國家仲未可以好似美國咁接受同性戀（冇錯，我就係講緊中國）都
好，但都已經開始慢慢咁被改變，了解BL既人亦多（不過將BL扭曲了解既亦多）唔再將腐男女們當
係變態既人亦開始有所收斂

腐男女其實好偉大，不管他人目光，繼續堅持自己所中意既野，繼續支持被眾人所反對既同性戀者，
被人誤解都可以一路堅持，呢個就係腐女（男）

本人｡:.ﾟヽ(*´`)ﾉﾟ.:｡：如覺得與標題不符(´  `)一定係你理解唔到我既標題(*ˇωˇ*人)



考試

好耐冇更新既我。。。有誰掛念？:)掛住我既?都係好人?

考試已到，可能有部分人唔洗考試，可能有部分人只係考試將到，但我都希望大家
可以睇睇。。。

一講起考試，大家第一時間唸到既會係咩？
學霸唸到既可能係：「考試？太好la，證實自己實力時間又到la！」；
學渣唸既可能會係：「考試？溫唔溫成績都係咁架la。。。」；
但有一種人，思維比較特別既佢地，唸到既一定唔會係上面個兩種，因為特別a
ma。。。
但佢地唸到會係：「考試？好嚠！返半日！」定係會唸。。。
「考試？啫係冇功課la。。。太好la！終於自由la！唔洗做功課！！Yes Yes
Yes！」

請問一下閣下，您又會係邊一種？

如果係思維比較特別既個一種，咁，我將會恭喜您，因為您既思維比較特別，重點
往往都同其他人唔同，您可能會係一個比較樂觀或者悲觀既人，反正可能極端既人
。。。間中受到欺壓或經常受到排擠，導致心理扭曲以致心理變態，如果長期係咁
，會變成精神病患者什至係亞斯伯格症候群or 。。。如果講到呢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度您覺得唔係好啱既話，多謝您，聽我老吹咗咁耐(握手握手太感動la！！)但如果您
認為上面個段野好似好啱咁。。。我只能說：真係可憐既人。。。

考試來臨既壓逼感會令你地用唔同既方法去減壓，可能有D人會選擇無視la(我唔知)
。。。雖然對於唔同人黎講，考試有唔同既意義，但多數人都唔會中意考試，點解
？我都唔知，因為我係屬於少數人，對於我黎講我係個種口是心非既人，口講唔重
視，但其實個心會好重視，而且每次考試既結果，我都可以大約估計到，至少唔會
太過高估或者太過低估自己，我咁講，有D人可能會認為好串啫。。。但其實我並
唔係想串任何人，無論係家長定係老師都會咁講：「你放幾多心機落考試到，你就
會得更多分」

我一直都相信呢句說話，但我偏偏就係做唔到100分。。。(這，就是命呀！)如果你
問我信唔信呢個世界係有天才既話——我一定答你：信。
但「天才」都係要靠自身既努力先可以成為天才，愛迪生(應該冇人唔識佢掛)都講過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百分之九九的汗水」



所以名位，唔好妄自菲薄^^相信自己，如果自己都唔相信自己，冇人會相信你
考試，加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