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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像 一 張 郵 票 ， 把 自 己 緊 貼 在 明 信 片 上 ， 直 至 你 去 到 目 的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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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有愛

ReadyReady!!

今期我們集思廣益，收集了一些
「人生體會」與大家分享。當中，
很大部分都是囚友用汗水和淚水換
回來的。請大家好好珍惜！

編輯委員會

重新出發攻略

!!!!GoGo
GoodGood

LuckLuck !!!!
重新出發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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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報

 二零二零年，絕對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對「疫」境，院

所內也不能獨善其身，各類的防疫措施相繼出台，目的只為保

障每個人的安全。縱使可舉辦的活動寥寥可數，話劇班、藝術

班，以至不同的宗教班都相繼停止，在這冷清的日子中，唯一

不變的是溫暖的人心。

 無論來自甚麼地方，不同國籍的在囚人士都紛紛藉著信

件、電話來表達對家人的慰問和關心家人的安全。他們總是小

心翼翼的提醒家人要注意身體健康、勤洗手等。他們雖然身陷

囹圄，但他們跟家人的聯繫並沒有中斷，彼此的心依然連繫在

一起，在「疫」情中互相支持和勉勵。

 今年的彩虹報因疫情關係，較少活動的介紹，然而在囚

人士的每一篇文章卻滿載真摯的感情，當中不只是他們對自己

的期盼，更是對社會和家人衷心的祝願，所有人都是社會的一

份子，雖然身處的地方和角色不                同 ， 但 均 期 待

「疫」境過去，一切可以盡快   回復正常，讓生

活「重新出發」。

赤柱監獄更生事務組

不論在什麼地方，既然活著就應活得有意義！

憤怒和恐懼這兩種情緒，很容易會令您犯錯。小心！

「不停抱怨」是失敗的標記，重要的是從中學習

上當不是別人太狡猾，而是自己太貪

一步一步來，不要跳步！

成功者找原因，失敗者找藉口

人生真的風景如畫，好好欣賞沿途風景

百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

好的問題勝過好的答案

無人可以獨個兒好好的生存，所以要學懂共存

實踐學過的知識才是活讀書

痛苦＋反思＝進步

依然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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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頒發典禮的學員代表阿倫在台上真情剖白。在螢幕

上的相片就是他的女兒，她那天也有到場支持爸爸。

當日的主禮嘉賓王賢訊先生即席高歌一曲      
  

畢業學員與主禮嘉賓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

王賢訊先生拍照留念      
  

赤柱監
獄的「

瑜伽班
」今年

正式開
班，

你看，
同學們

都認真
上課，

努力地
吸收正

能量，

在寧靜
的境界

中表現
放鬆和

專注。

2019年
赤柱監

獄證書
頒發典

禮

由不同國籍的在

囚人士組成的舞

蹈團，在懲教職

員的帶領下，表

演一場充滿節奏

感的精彩舞蹈。

newsSTANLEY

赤柱監獄樂隊Time在
台上真情獻唱。

2 Start Over Again



證書頒發典禮的學員代表阿倫在台上真情剖白。在螢幕

上的相片就是他的女兒，她那天也有到場支持爸爸。

當日的主禮嘉賓王賢訊先生即席高歌一曲      
  

畢業學員與主禮嘉賓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

王賢訊先生拍照留念      
  

赤柱監
獄的「

瑜伽班
」今年

正式開
班，

你看，
同學們

都認真
上課，

努力地
吸收正

能量，

在寧靜
的境界

中表現
放鬆和

專注。

2019年
赤柱監

獄證書
頒發典

禮

由不同國籍的在

囚人士組成的舞

蹈團，在懲教職

員的帶領下，表

演一場充滿節奏

感的精彩舞蹈。

newsSTANLEY

赤柱監獄樂隊Time在
台上真情獻唱。

3重新出發



4

復活節繪畫設計比賽
 Easter Drawing Competition 

2020

亞軍亞軍亞軍 

優異獎優異獎     

季軍季軍
     

優異獎優異獎

俾個
您Like

證書頒發典禮

 赤柱監獄主任教師 彭兆忠

 在本年初舉行的 2019 年度學業證書頒發

典禮上，喜見學業有成的所員與一直默默支持

他們的家人暢聚，禮堂內洋溢著一片歡樂的氣

氛。典禮完畢後，各所員又再專注於學業，努

力進修。隨著疫情年初出現，導致部份公開考

試需要延期甚至取消，大學課程方面除了考試

模式有改變外，遞交作業亦因有限度的郵遞服

務而受到影響，但就我所見，各所員仍然不畏

艱辛地保持一顆堅毅的心，努力進修，為將來

重 投 社 會 作 好 準 備 ， 我 在 此 給 大 家 一 個

「讚」，各位加油！

冠軍冠軍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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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th
day

in prison
 I have recently marked my 500th day in prison ------ a milestone in this most difficult of 
times. As I become inured to the monotony and regimen of life inside these walls, I am also able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Milton in his epic Paradise Lost composed this famous verse:

 “The mind is its own place, and in itself can make a heaven of hell, a hell of heaven.”

 Through this and many teachings, I have learned that it is our mind and not our circum-
stances which determines our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From the teachings of stoicism, I 
learned that life is ephemeral and we should strive to always live in the present. To live in the 
present is to accept, even embrace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Dwelling in the past prevents the heal-
ing of pains of bygone days. Worrying about the future causes unwarranted consternation.

 In the past 500 days, I am naturally aware that our city was first wrought by the convul-
sions of rampant riots and, followed by the shock of this virulent disease of Covid-19. Prison 
being in the hermetic world that it is has shielded us largely from the unrest and the disease. 
Nonetheless, the prison authorities have introduce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hygiene and health 
of the inmates. Meanwhile the virus has transformed into a global pandemic causing most 
people to experience enforced solitude which we inmates have always been going through, 
albeit at a more severe level. Suddenly the entire world is forced to reckon with months without 
liberty to move, to work, to go to school, and worst of all, to experience physical touch with our 
loved ones; something we inmates know all too well.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ooks during the pandemic is Albert Camus’s classic “The 
Plague”. The book is almost a foretelling of our experience in the last months. He wrote about 
this period as a “Shabbat for all mankind”. In the Jewish and Christian faiths, Shabbat (or Sab-
bath) is indeed a perspicacious observation of those who are cooped up in their homes and also 
of my life in incarceration. The resting during Shabbat mandates the deprivation of all electronic 
gadgets which is exactly what the inmates are bereft of. For me it is also the forced departure 
from my daily busy life to do the things I never had the time to do outside such as reading paper 
books. The thinking includes the act of being introspective about my life thus far; the good and 
bad decisions I have made and meditate over what is present and future. For many inside it also 
includes the renewal of faith or the acquisition of a new one. In my case I learned meditation and 
mindfulness and have been a faithful disciple of observing my breath in the present. Finally, the 
sharing is not only the sharing of duties and space with complete strangers and new friends but 
also compassion for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one’s self. Over time we also learn to share our 
knowledge, our sorrow and laughter. Prison is unfortunately filled with those left behind in 
Hong Kong’s brand of merciless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I have endeavored to use this Shabbat to improve myself and acquire new knowledge. As 
I prepared for my upcoming appeal, my fervent wish is not only will I leave prison as a better 
person but also that I will end my sojourn behind bars  before the next 500 days.

Philip
Tong Fuk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The mind is its own place, and in itself can make a heaven of hell, a hell of heaven.
New Beginning

 It’s not easy to be imprisoned for over 
a decade, away from family. But I’m so 
blessed that within a few months I managed 
to accept the reality in which might take years 
for others. Thanks to my good friend who 
encouraged me during those days but most of 
all to my faith that I have. I have truly 
admitted my mistake and I have made a 
commitment with myself for a real change 
and I have started a new life with a new 
mindset. As MARIA ROBINSON said, 
“Nobody can go back and start a new 
beginning, but anyone can start today and 
make a new ending.” This mentality helps 
me because I can always see the good side 
now. That’s why I always feel grateful. As the 
Bible says in Philippians 4:8-9 “Fix your 
thoughts on what is true, and honorable, and 
right. Think about things that are pure and 
lovely and admirable. Keep putting into 
practice all you learned from me and heard 
from me and saw me doing and the God of 
Peace will be with you.” As we can see the 
Bible doesn’t just urge us to focus on what is 
good but encourage us to put thoughts into 
practice in order to get the effect of his word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Everything has 
created twice”. So, if we want to start again 
our life with new mindset but we don’t take 
any action, nothing will change. As they said 
that you can’t be a qualified pilot without 
flying and putting the airplane on the ground 
safely. 

 Now that I have used these Bible 
verses in my life, I have focused my mind on 
what is good in this place. I can study for free, 
I have work, my children were doing well  
and I’m free to put my faith into practice. If 
we don’t change our way of thinking and 
always focus on what is bad, that will lead us 
into anger. Frustration and depression freak 
us out and lead us to be rude to others. Focus-
ing on bad side affects us psychologically. We 
have lost our freedom and we should learn 
these principles --- “it’s not about where we 
are, it’s about how we are going to make use 

of where we are”. Once we  change our mind, 
it will change the way we see and understand 
things. Our daily life will be easier and we 
will be more productive and our life will be 
more meaningful and full of hope. Let us start 
here to live as a wise person, humble 
ourselves and do the right thing. We shouldn’t 
let this situation destroy our entire life. Start 
our life with real faith. A wise person will 
accept the bad situation. Let’s start our life 
with a broad-minded and strong personality 
that not anyone or any unwanted situation can 
discourage us. Let’s start here as a loving and 
caring person because this is what the world 
needs. None of us is exempted. Actually it’s 
not about how small or big problem we have,  
it’s about how we solve the problem in an 
appropriate manner, as every problem has its 
own solution.
 My life here has become meaningful 
and useful for my personal growth especially 
my spiritual life in which I was totally igno-
rant when I was outside. I felt regret for what 
I’ve done as my action has affected other 
people’s lives. Furthermore I need to change 
my way of living. That’s why I have grabbed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more knowl-
edge we have, we became more humble, 
loving and caring. When I look back, I can’t 
believe that I have been here for 8 years. 
There are 5 years more to go. As I’m getting 
closer to the end of my prison journey, I feel 
excited and more confident to live as a free 
man, as I have earned my knowledge without 
serving in vain.
 Let’s forgive ourselves and be free 
from guilt. Let’s correct ourselves and start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be inspired. I strong-
ly encourage everyone to educate yourself, 
always remember knowledge is power. I wish 
and pray that everyone will start again the life 
with right direction. God bless us all always. 

      Lito
Stanley Prison

Start Over Agai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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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ight direction. God bless us all always. 

      Lito
Stanley 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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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d use to see myself as a prisoner, 
being stripped of many choices losing what 
seems to be most precious in life; freedom and 
identity, eating only what I was given, wearing 
what I was handed down. It was painful! Yes, 
very painful. The greatest source of pain and 
suffering however, was not the imprisonment 
but the accompanying feeling of being deserted, 
abandoned, uncared and unloved. For most of 
us, it is much easier to accept the punishment for 
the wrong we have done. We can bear the 
immense deprivation with great steadfastness. 
But when we sense that there is no one out there 
who thinks about us, cares about our needs and 
loves us. We quickly lose the grip on life. My joy 
comes from the sense that there is someone who 
is constantly thinks about me, cares and loves 
me despite my past.
 
 Receiving the tablet device is joyous as I 
get the feeling of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or 
my journey of learning while serving my time in 
prison. I do start to feel left-behind because of 
the period I have been in prison. Even though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on computer in 
Graphic Media Workshop and get to know the 
changes and convenience brought about by tech-
nology, there is a deep yearning and sadnesst 
inside my heart. I remember, few years ago, I 
went to Queen Mary Hospital for medical check-
up and saw how people were connected with 
these digital devices. I thought “when could I get 
connected too.” It seemed impossible. I won-
dered if anyone out there knows my feelings.

 Learning is a life long journey. It never 
ends. There might be a few hurdles though. But 
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of overcom-
ing these barriers. I have seen that the CSD has 
been trying their utmost to turn impossible into 
possible,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broaden 
our knowledge, helping us to be hopeful and 
look at the future positively.

 I have a strong desire to read classic 
books, such as William Shakespeare’s play, 
Victor Hugo’s Les Miserable ; because of the 
wisdom they contain. It is not easy to get a hard 
copy. A Tale of Two Cities by Charles Dickens 
was on top of my bucket list. Its opening tale,  
“The Period” melts my heart. ‘It was the best of 
time.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 thought it was 
impossib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this 
beautiful book and yet, I was wrong.

 The Theory of Eventuality suggests that, 
whatever we think will happen, either good or 
bad. When I got the tablet and browsed through 
the booklist, my spirit was overwhelmed, when I 
came across A Tale of Two Cities, I could hear 
the voice deep inside me assuring me,  
“Yes…there is someone out there who cares 
about my needs.”

 It is funny how events unfold in our life 
and how mysteriously they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While I was browsing through the list, 
unexpectedly, I stumbled on a title “In Search of 
Words”. The story is about a teenage boy, who 
loses four of his life’s precious things in a single 
day; his Mom and Dad, his voice and the ability 
of playing piano. The mysterious connection 
begins to take place when he comes to a school 
that helps him transform. The book helped me to 
reflect on events that unfolded in my own life 
and all the mysterious connection and my trans-
formation.
 When I was about 8 years old, I fell into 
a dry well. The well was deep and dark. I could 

not remember anything about the accident. I lost 
my voice. I suffered frequent nightmares and 
insomnia. Although I have gradually regained 
my voice but I stutter whenever I get nervous. 
The deep scar haunted me for so many years. I 
was suffering from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
der (PTSD).

 Parents should know as much as possible 
about their children’s condition and participate 
in their trauma healing process. Unfortunately, 
my parents did not know about my inner pain 
and suffering and I did not know how to make 
them aware. The only way to let out my pain and 
emotions was through aggressive behavior. I 
began harboring hatred toward everyone around 
me. Eventually, I ended up in prison for the 
offence of murder. This is a place where all the 
events in my life reveal its mysterious connec-
tions. This is a place where I experience trans-
formation and healing. This is a place where I 
discover all the beautiful gifts bestowed to me 
by God, such as music, painting and creativity. 
This is a place, where most importantly, I 
learned how to show my deepest gratitude and 
be thankful that there is someone out there who  
constantly thinks about me, cares about my 
needs and loves me without any condition.

                                 Sunny  
Stanley 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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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經不覺，我在這裏已經度過二十
年了。回想當初犯下謀殺罪，簡直就是
噩耗，只感到人生已經不再有希望，加
上本身性格衝動，常常因很小的事和別
人發生衝突，亦因此多次違反紀律而被
處分，之後還遇上父親的離世，令當時
的我更感雪上加霜，以為已經是谷底的
時候，原來還可以更低。過往和家人相
處都不是很好，自己又非常自我中心，
覺得自己可以處理及解決所有事，又在
意別人的眼光，所以不論和家人或朋
友，在溝通上也存在着一些困難，但當
自己真正面對親人離世的時候，才明白
那種痛是甚麼感受，就是這樣，使我更
不能原諒自己的過去。如是者，我的生
活就如行屍走肉，完全不知方向，只是
等待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
 
 但慶幸在這段期間，身邊還有母親
和朋友對我不離不棄，無論我犯了甚麼
錯，也沒有放棄我，反而更加支持我，
還鼓勵我要好好學習。雖然我很怕讀
書，但為了可以給他們見到我的改變，
於是我報讀了不同的課程，期望自己能
夠出席每年一度的證書頒發典禮，讓他
們分享我努力的成果，同時也可以讓母
親和我，每年都有一次近距離接觸和合
照的機會，也是給支持我的朋友的一種
安慰。

 另外，我亦定期參加宗教聚會，很
感恩在當中，讓我感受到很多愛的存
在，因而令我的內心變得平靜，對反省
自己以往的過錯，起了一定的作用。同
時，我還得到很多職員多年來的教導，
他們對我的包容和體諒，再加上心理專
家給我機會參加心理課程，讓以前總害
怕被揭瘡疤，不願正視自己過去問題，
只顧自怨自艾、暗自內疚地過每一天的
我，得到一次真真正正坦誠面對自己過
去的機會，明白自己犯罪的原因，從而
糾正自己的錯誤。雖然我現在還在努力

中，而且很多問題也未能完全改正，但
現時的我是開心的，因為至少自己已開
始行動，願意作出改變。如果不是得到
一個這樣的機會，我深信自己只會繼續
渾渾噩噩地過日子，與自責做最好的朋
友。

 其實我真正想改過的時候，曾覺得
自己還年輕，還有很多時間慢慢地去
做。但當有一次我翻看一張與母親的合
照時，才突然醒覺世事不如自己想像一
樣，原來母親與自己都已日漸老去，這
時才知自己並不是有很多時間，那些只
不過是自己還想逃避而找的藉口。如果
我可以早一點醒覺就好了，很多事情肯
定會有不同的結果，也少了一份遺憾而
後悔的感覺，但我們都要明白，人生是
沒有如果的，但一次的失敗，並不代表
人生永遠都是失敗，如果不想自己不停
在後悔的感覺中度過，就應該要及早放
下以往的執著，給自己一個機會，「重
新出發」，迎接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現在的我深深明白到，面對所有事
情都要從正面去看，從而提升自己的信
心及勇氣，這樣無論身處任何環境，也
可以安然渡過。最後在此衷心感謝每一
位給予我機會與幫助的人。

赤柱監獄 光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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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安然渡過。

,神奇魔法書目標要高，步驟要細。時期不嫌長，
時間要抓緊。理想要堅持，方法要靈活。

幾十秒，渺小如螞蟻，轉眼爬過了也未曾為意！
然而幾十秒加幾十秒足以構成一個機會，

也可以是一個渴求……

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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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竟然在此時此
地遇上一部「平板電腦」。對於久在獄中
的我來說，電子科技產品就如另一平行時
空的產物，如今有一部在手，如獲至寶的
心情實在非常興奮和雀躍。它的出現，可
以說是令我一見傾心……

	 「知識改變命運」這道理我早已明
白。但很慚愧，在過往的日子，我只會
偶有空閒才看書，也說不上積極，但現在
身邊有了這部平版電腦，可以說是改變了
我的生活習慣。現在每當有空閒，即使是
「細碎的時間」，它都會吸引我進去，挑
選一本喜愛的書本來閱讀。這真是一部「
神奇魔法書」，它只有實體書的大小，卻
珍藏著數百本不同類型的書籍。現在我就
彷彿隨身帶著一座超巨型書架，可隨時隨
地，按著當刻不同的心情和思緒，隨心挑
選一本不同類型的書來看。最特別的還是
平版電腦內還有播放音樂的功能：我可啟
動著喜歡的樂曲，一邊享受著美妙的樂韻
一邊看書。在這枯燥的生活中，這也算
是一種優質享受，就彷彿進了另一個空
間——置身於一個露天茶座中，享受著美
好的閱讀時光。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原來思想上也
可以這樣自由的，原來也可以過得這樣充

實和有趣味的。看書的確是一種不錯的興
趣：能解悶之餘，更能自我增值，擴闊思
想空間。

	 現在我開始了閱讀的習慣，也有了
新的目標：希望能在這年內看完「我的最
愛」內的書。現在，已有三十多本書被
我選進了「我的最愛」名單中，相信還會
持續地增加呢！此外，我更希望能將從書
本上所學到的知識和智慧活用於生活中，
正如我訂立的座右銘：「目標要高，步驟
要細。時期不嫌長，時間要抓緊。理想要
堅持，方法要靈活。」這是對我最好的提
點！

	 另外，又如《螞蟻的時間》一書
中，作者所說：「幾十秒，渺小如螞蟻，
轉眼爬過了也未曾為意！然而幾十秒加幾
十秒足以構成一個機會，也可以是一個渴
求……」這也是對我這個曾數以年計地浪
費時間的人的一個忠告。

	 最後，真的很感恩能夠有機會使用
這部「神奇魔法書」，它打開了我探求知
識和學問之門。在此，衷心感謝有心人捐
贈的心意和署方與時並進的安排。

赤柱監獄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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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一頓飯 

     「聽說這陣子你哭了？」矇面超人這樣問我。

   「是！」我據實回答。事實上，自從肺炎大魔王侵襲地球以來，家人都躲在 

  家裡，沒來探過我了。

 「矇面超人，要拯救地球啊！」我衝口而出。

 「甚麼？」面前戴著口罩的Miss Lee雙眼碌得大大的。

 「Oh,Sorry!」情急之下，竟把我們Stanley的臨床心理學家，當成了矇面超人。

 「家人近來怎麼樣啊？」Miss Lee又好奇問。

 「很掛念他們啊！我打了通電話回家，爸爸正在煮咖喱，媽媽在造茶果⋯」

 「那茶果是客家地道甜品。」原來Miss Lee也是食家。

 「我們是美食世家。」我自豪的說。

 就這樣，遇上了知音，展開了這趟美食研討會。

 由街頭小食談到米芝蓮，再由米芝蓮談回媽媽的茶果。

 「對了，你還記得那茶果是甚麼味道嗎？」Miss Lee好像對此特別感興趣。

 「唔⋯好吃，但都幾乎忘了那滋味。」我慨嘆：「小時候，媽媽經常親手造。」

 然後，話題又由茶果轉到一幕一幕的童年回憶裡。淚水開始噙滿了視線。

 「是人情味。」         笑笑，遞給我紙巾。然後又有感而發的說：「有沒有發覺，

其實我們的人生倒像一頓飯，當中，也有著甜酸苦辣。」

 我把用過的紙巾塞進衫袋。

          呷了一口茶，嗒了一嗒，然後又繼續說：「像這個肺炎大魔頭，雖然給我

們嚐盡了苦頭，但您有沒有發覺⋯」         忽然又舉起一根指頭說：「當您嗒真一點，

裡邊會有一種『 回甘』的滋味。」

 「⋯⋯」我不懂，臉上掛著一個問號。

 「自己好好想想！」Miss Lee 又是笑笑，要我自己找答案。

 我靦腆，尷尬剛才的眼淚。

 「眼淚不是要我們變得脆弱，只會讓我們變得更堅強」這時        又慢條斯理地

說：「其實人生中的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意義，要親身嚐過、試過、嗒真箇中滋味，且能

領悟當中的道理，才算是真正的食家。好吧！好好的去品嚐，就這樣！」

 就這樣！從小到大，矇面超人都是這樣，來匆匆去匆匆的。

 那天，嘴裡，我沒有說甚麼，但整個晚上，一幕一幕久違了的溫馨片段，此  

          刻又再湧上心頭。

   是苦難，讓我想起自己有一個多好的媽媽、讓我想起自己有一個多好的家，此 

   刻我又感受到自己不是孤單的活在這世上。

          我刷了刷眼睛，淚水是暖暖的。我想：大概這就是「回甘」吧！

      仍在努力中的朋友，我想告訴您：吃了這麼多苦頭，就應該要好好領   

         略當中的意義，不要白白的把它浪費。這樣，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食家。

  原來如此。Se Ma Lu⋯Sa Ga!

人生就像一頓飯，當中，也有著甜酸苦辣。

是苦難，讓我們想起這一切美好的東西。

人生中的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意義，

要親身嚐過、試過、嗒真箇中滋味，

且能領悟當中的道理，

才算是真正的食家。

吃了這麼多苦頭，

就應該要好好領略當中的意義，

不要白白的把它浪費。

Tang赤柱監獄

Miss Lee

Miss Lee

Miss Lee

Mis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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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會等你回來出
發 為將來作準備

  成功取得了工商管理會計系學士學位，
 而且還連續三年獲得大學的獎學金，
可以算是在更生路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石壁監獄  軒仔

 以往在家，我媽媽是執政黨，爸爸是在野黨，而我是執政黨的死忠
粉絲，所以與爸爸的關係可想而知。 早陣子，我的鬚刨有點失靈。 「森仔，我個鬚刨窒吓窒吓咁呀！睇吓有冇得整？」我問。

 「好吖！我睇吓先。」然後森仔就拿了我的鬚刨去研究。
 結果，「我諗你要買過個嘞！」森仔出的研究報告。 「好吖！買過個囉！」
 之後，我就去了探訪室，媽媽告訴我爸爸中風了，入了醫院。
 我回到工場後，自己坐在那裡一言不發，也不知呆了多久。
 「森仔，唔得呀！今次一定要整番個鬚刨呀！依家無人幫我買鬚刨
嘞！」然後，就哭起來了。
 我覺得，我和爸爸的關係，就好像我和那個鬚刨的關係：平日當它
操作正常時，感覺沒有甚麼，但一但它不動了，心裡就很不舒服。
 事後，我打了通電話給在醫院的爸爸： 「爸爸呀！你在印度邊個城市出世架？．．．你講乜嘢方言
架？．．．係咪印地語呀?．．． 」 我爸爸是印度華僑，小時候家貧，所以為人沒有媽媽那般豪爽。
 以往，對爸爸的印象就這麼多。 今天，我做了一個詳細的訪問。我怕有一天，如果他真的不在了，
也可以告訴人家我爸爸是個甚麼人，做過什麼事…他是我爸爸。
 從那一刻起，我們都沒有分黨派了。我知道，我們都是這個家裡面
的好市民。

 是苦難，令我們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愛，令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拉
近了。

        赤柱監獄 首良 上

要整番好個鬚刨啊!!!

 我叫軒仔，已經在懲教院所裡生
活了七個年頭。我的媽媽每個月都風雨
不改地來探訪我，並務求用盡每一次見
面的機會。我來自一個單親家庭，父母
在我五歲的時候便分開了。當年，我爸
爸另外組織了家庭，而我媽媽她母兼父
職地養大了我。

 當時，年幼的我其實並不太清楚
父母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我只知道，某
一天媽媽和爸爸激烈的爭吵了一場，然
後爸爸就沒有回家了。在兩個月後的一
個週末，爸爸突然打電話回家，說想跟
我吃晚飯。他帶了我去他的新居，晚餐
則是由第一次見面的「姨姨」下廚。
「天下間沒有免費的午餐」，晚餐亦
然。而這餐晚飯的代價就是，回家後媽
媽大發雷霆地把我罵了一頓。當時懵懵
的我並不知道她為什麼罵我，只莫名其
妙地哭了起來。媽媽回到房間關上了
門，但我卻聽到她的哭聲比我更大、更
慘。自此之後，她的性格變得差勁了，
經常因為一些小事變得暴躁，而且還經
常生病。直到數年後，媽媽開始接觸佛
學，認識了一班新朋友，逐漸地把心結
解開了，變回一位溫柔的媽媽。

 然而，不懂事的我升上中學後便
開始學壞，在學校裡認識了一班壞朋
友。逃學、聯群結黨和打架，當時我做
盡了這些毫無意義的事。正值反叛期的
我覺得甚是威風，但卻令媽媽傷透了
心。情況持續了數年，直到19歲時，我
被一個朋友利用，干犯了「販運危險藥

物條例」，最後被判監禁十年。

 入到懲教所後，開始時我還未能
接受到這個事實。當時，我幾乎每晚都
會發噩夢，而且情緒也比較不穩定。在
那段時期，我媽媽每次來探訪也會開解
和鼓勵我。記得有一次，她說：「兒
子，任何人都有做過錯事，錯了不要
緊，最重要是懂得去改。媽媽會等你回
來，等你重新做人，好嗎？」當時，我
沒有回答她，因為我已經哭到停不了下
來。此後，我開始參加院所裡不同的活
動來充實自己。在多位懲教所職員的支
持和鼓勵下，我更報讀了香港公開大學
的課程，為將來出獄後的生活作準備。
今年，我終於成功取得了工商管理會計
系學士學位，而且還連續三年獲得大學
的獎學金，可以算是在更生路上一個重
要的里程碑。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我相信很
多囚友都曾經走錯過或迷失過。但只要
肯停下來，重新找回方向，最後必定能
走上一條康莊大道。希望大家也可以像
我和媽媽一樣，重新出發﹗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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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餐，宿檐下，付出多，收穫少

兒女債，上下付，鋌走險，監房住

雄心志，無所用，萬事休，心意灰

人生路，甚崎嶇，遭風雨，避暗箭

心身展新生
重新出發

 人生是風雲息變，幻變莫測的。獄
中的人生可以說是人生的最低谷，考驗
著我們的心志。
 我初到荔枝角收押所時，人生由幸
福突然跌入階下囚這人生的最低層次，
徬徨無助，人變得沉默寡言，對將來悲
觀，活在驚恐之中。後來在倉友的鼓勵
下參加了基督教會，在祈禱的盼望中，
在聖經的金句裏，生命的意志得以重
生。有了信仰的扶持，在害怕時就看經
書，查看古人對抗逆境的方法。心中有
陽光，處處是晴天。放下對自己過去的
怪責和對他人的怨恨，將所有的困難都
交給與己同行的神。
 感恩和謙卑是對神的敬意和感激，
也是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尊重。感恩人生
中每個遭遇，因為無論是喜悅的，還是
悲哀的，都是幫助你成長的，是有益
的。心不再有恐懼。在聖經寫道：「患
難生忍耐，忍耐生老鍊，老鍊生盼望，
盼望不至落空。」利用這一段時間看
書，多充實自己，為重新投入社會增添
信心。成事在於信心，而不是憑眼見。
感激自己所擁有的，也感激苦難帶給你
警醒和改變。
 生逢異常路斷絕，𩣑𩣑𩣑𩣑𩣑志
堅，披荊斬棘生不息，殊途同歸達彼
岸。我們要感恩自己還活著，擁有生命
是值得慶幸和珍惜。苦難敲擊著我們的
身體，明亮我們的視野，捱過了，就擁 赤柱監獄 東風

有不再一樣的人生。山不轉路轉，土壤
中沒有種子，就沒有禾苗破土而出；沒
有思想的種子，人就沒有行動的方向。
人生的意義是透過自己的經歷而獲得。
不懂對生命感恩，必會對生活有埋怨。
苦難使我們從新領略生命的價值，也為
我們再一次安排人生的路向。只要肯努
力就有機會找到通向輝煌的坦途。眼前
的利益往往是欲望設下的陷阱，舊路不
可以再走，它只會令你再一次承受痛
苦。心存善念，做事就會向善意而發。
道德是一切行為的規範。行事在道德範
圍裏，必有福來，有云：「具備堅韌性
格的人極易成功。擁有信仰的人，如行
走在黑暗的人有燈塔引導方向。」在暴
燥中得到平靜的力量。讓我們在苦難過
後變得更堅強，閃著金光，重新出發，
重塑美好的人生。附詩一首賀新生命的
開始。
 

 雖然我們仍身處谷底，但憑著新的
信念，在不久的未來，我們仍能努力付
出，回饋社會，回饋給有需要幫助的
人。希望大家在新的人生中共同努力，
相互勉勵，做個對社會有益的人。

 有人說：「錯而能改，善莫大焉！」當初我因一時貪念，
換來了失去自由的結果，開始了一段在囚的生活。相信每個囚犯
最初進入監房時，面對四面圍牆，失去自由的感覺都必定不好
受。那份陌生、孤獨、無助感令到自己頓時陷入了低谷。但經過
一番的反思和頓悟後，我明白到犯過的錯縱然不能改變，反而更
應該負起責任，面對自我。最可幸的是家人的不離不棄，他們的
愛深深感動了我，透過他們的探望與來信，讓我知道我並不孤
單，因為仍然有人會對我有所期望，所以為了回報他們的付出，
我下定決心做些事情努力改變自己。在一次的機遇下，決定了進
修，希望利用學習讓其他人看到自己的改變。
 以往的我對學習興趣不大，但現在從學習的過程中，使我
切實體會到「知識改變命運」的意義，同時令我由失敗中再站起
來，學到的不單是書本上的知識，亦由於知識，令我看到更廣闊
的世界，擴闊了思想空間，而我在待人處事上變得更世故，使我
更懂得與不同的人分享和交流。雖然我的人生仍有一段好漫長的
路要行，但是從家人、職員、囚友及朋友的鼓勵與支持下，讓我
對未來更有盼望和憧憬。
 時至今日，我已完成了一個學位課程，並為我帶來了一個
意想不到的結果，因為最近得悉有公司願意給予我工作機會，待
我出獄後上班，這個獲聘的消息，更加證明到即使是在囚人士，
只要願意踏出一步，你的改變和成長總會被看到，獲得四周的人
認同，實在是最有價值的獎勵。
 因此，我在此希望大家，即使面對困境都不要放棄，不要
失望，亦不要白白浪費時間。只要你懂得在失敗中不斷自我增
值，把握機會努力學習，保持正面心態，深信定會找到自己的方
向和目標，再而重新出發。知識能夠改變了我，亦同樣必定能改
變你的命運。

 彼此努力，共勉之。

石壁監獄 成

錯而能改
善莫大焉

知識改變命運

!!

世事無絕對，能添情趣真。
面面相對真有假，心心相扣亦破碎。
爾虞我詐戲中戲，白紙人生畫自編。
提善隱惡是真道，吃虧避讓退向前。
爭搶豪奪贏也輸，富貴往事硝煙灰。髮膚留痕留心傷。
瀟索昨日去，喜悅𩣑儉來。
生命短暫晃逝過，珍惜此生勿虛度。
心存感恩仁愛活，勤讀謙卑修自身。
能忍方為大丈夫，能苦始為人上人。
洗心革面露歡顏，重新出發展新生。
天地萬物融一體，簡樸自然意舒雲。
心靜之處家自在，善心之事福自來。
同心共勉赴新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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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農曆新年過後，「新冠」疫情蔓
延至香港，以至後期席捲全球，由新年
至今，全港市民也陷入了極度恐慌之
中，人心惶惶，每個人也很害怕不幸被
感染，整個香港也籠罩著這種氣氛，我
也因而非常擔心家人的健康，以及擔心
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口罩使用。

 為着此事，我已三番四次去信家
人，叮囑他們如沒有必要，應盡量減少
出門，即使迫不得已外出買餸回家後，
千萬記緊要徹底消毒，注重個人衞生，
盡可能將感染的風險減至最低。同時，
我亦為了家人的自身安全着想，多次去
信家人，在疫情未有緩和下來之前，他
們不用再千里迢迢前來探訪，以減少外
出的次數，並且安慰他們，即使半年不
前來探訪也沒有問題，我的日用品也足
夠使用，不用為我擔心。況且，我在裡
面反比起外面更加安全，因為每個職員
當值之時也有戴上口罩，署方亦每日供
應口罩給我們作防疫之用，再加上署方
的其它防疫措施，我們身處的地方，實
在是極為安全的，因此不用擔心我會感
染新冠病毒，千叮萬囑他們不用前來探
望！

 類似以上內容的信件，前後已寫了
多封分別寄給家中親人，可是，他們仍
是沒有聽進耳內，仍是沒有聽我的建議

—不用探訪。他們依然故我地，每個月
仍是風雨不改，老遠從新界前來赤柱探
望我，給我日用品。

 當疫後第一次在探訪室見到我八十
七歲年老的媽媽時，我是有點不開心她
為何不聽我的勸告，晚上回到房間再細
想，我設法叫家人不要前來，是為擔心
他們會被感染，反過來，媽媽也是為着
擔憂我而撐著枴杖也要前來，也只是為
了看我一眼，令自己更安心罷了，此乃
父母對子女的一種舐犢之情，對子女的
一種無私的愛，媽媽所付出的一切也是
為了自己更為安心，想到這裡，我也頓
感安然了！

                                                          
赤柱監獄 建新

疫中情
 最近我先後看過幾齣有關穿越時空回到過去的電視劇集。劇中的男女主
角都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回到過去，嘗試去改變自己在人生中經歷過的憾事，
或盡力去阻止某些事情的發生。這令我不其然想到，假若時間真的可以重來，
給我一次機會再次返回犯罪前一刻的話，我的人生是否可以因此而改寫呢？或
許事情真的可以如劇集中的主角般改變過來，令我可以暫時逃離被囚禁的日
子。但假若我們未能真正徹底改變自己固有的歪曲思想，即使我們可以不斷返
回過去，亦未必能帶來預期的效果，反而或會帶來更大的傷害。辜且勿論回到
過去所帶來的最終結局發展如何，這對於我們往後的人生能否帶來正面的改變
呢？這真是一個值得我們去認真反思的地方。

 與其沉醉於虛無漂渺的幻想之中，嘗試借助一些不設實際的方法去改變
自己的命運，我們何不勇敢面對過去，承認自己的過錯和失敗呢？只有徹底除
淨我們心中積存已久的陋習以及歪曲的思想，我們才能將命運真真正正地掌握
在自己的手中。因為那些伴隨著我們成長的經驗和日常觀察所得，而衍生出來
的歪曲思想，會影響我們的情緒、人際關係，甚至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導致自己
犯案。所以唯有完全摒棄這些不對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並重新建立正向的
思想，我們才能重新出發，邁向新的一天。

 可是，我們如何建立正向的思想呢？以下是我的一些個人分享。透過牧
師、義工和心理學家的教導，令我明白到每一個人都是獨特而珍貴的。或許每
一個人的能力會各有不同，但我們同樣都是有價值的人，都是值得被愛的。當
我們擁有健康的自尊時，就自然會培養出正確的價值觀、態度和想法。此外，
由於思想會影響我們的情緒和行為，所以我們在作出決定前，應先作多角度思
考、衡量事情的好與壞，尋找證據，以及易地而處。唯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
跌進思想陷阱，再次陷入犯罪漩渦之中。

 最後，建立健康的生活對我們重投社會和防止重犯有莫大的幫助。我們
要在工作、家人、朋友、興趣與休息之間取得平衡，使我們的身、心、靈都能
健康地發展。因為融洽的家庭生活、正常的社交圈子，以及穩定的工作都有助
我們增加對抗高風險狀況（包括環境、想法、感受、行為）的能力，避免我們
再次迷失，因而犯錯。

 祝願大家能夠放下從前的包袱，努力去裝備自己，使我們能夠重新出
發、開拓更美好的明天。

赤柱監獄 志明

沒有必要，應
盡量減少出門，即

使迫不得已外出買餸回
家後，千萬記緊要徹底
消毒，注重個人衞生，
盡可能將感染的風險

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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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聽進耳內，仍是沒有聽我的建議

—不用探訪。他們依然故我地，每個月
仍是風雨不改，老遠從新界前來赤柱探
望我，給我日用品。

 當疫後第一次在探訪室見到我八十
七歲年老的媽媽時，我是有點不開心她
為何不聽我的勸告，晚上回到房間再細
想，我設法叫家人不要前來，是為擔心
他們會被感染，反過來，媽媽也是為着
擔憂我而撐著枴杖也要前來，也只是為
了看我一眼，令自己更安心罷了，此乃
父母對子女的一種舐犢之情，對子女的
一種無私的愛，媽媽所付出的一切也是
為了自己更為安心，想到這裡，我也頓
感安然了！

                                                          
赤柱監獄 建新

疫中情
 最近我先後看過幾齣有關穿越時空回到過去的電視劇集。劇中的男女主
角都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回到過去，嘗試去改變自己在人生中經歷過的憾事，
或盡力去阻止某些事情的發生。這令我不其然想到，假若時間真的可以重來，
給我一次機會再次返回犯罪前一刻的話，我的人生是否可以因此而改寫呢？或
許事情真的可以如劇集中的主角般改變過來，令我可以暫時逃離被囚禁的日
子。但假若我們未能真正徹底改變自己固有的歪曲思想，即使我們可以不斷返
回過去，亦未必能帶來預期的效果，反而或會帶來更大的傷害。辜且勿論回到
過去所帶來的最終結局發展如何，這對於我們往後的人生能否帶來正面的改變
呢？這真是一個值得我們去認真反思的地方。

 與其沉醉於虛無漂渺的幻想之中，嘗試借助一些不設實際的方法去改變
自己的命運，我們何不勇敢面對過去，承認自己的過錯和失敗呢？只有徹底除
淨我們心中積存已久的陋習以及歪曲的思想，我們才能將命運真真正正地掌握
在自己的手中。因為那些伴隨著我們成長的經驗和日常觀察所得，而衍生出來
的歪曲思想，會影響我們的情緒、人際關係，甚至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導致自己
犯案。所以唯有完全摒棄這些不對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並重新建立正向的
思想，我們才能重新出發，邁向新的一天。

 可是，我們如何建立正向的思想呢？以下是我的一些個人分享。透過牧
師、義工和心理學家的教導，令我明白到每一個人都是獨特而珍貴的。或許每
一個人的能力會各有不同，但我們同樣都是有價值的人，都是值得被愛的。當
我們擁有健康的自尊時，就自然會培養出正確的價值觀、態度和想法。此外，
由於思想會影響我們的情緒和行為，所以我們在作出決定前，應先作多角度思
考、衡量事情的好與壞，尋找證據，以及易地而處。唯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
跌進思想陷阱，再次陷入犯罪漩渦之中。

 最後，建立健康的生活對我們重投社會和防止重犯有莫大的幫助。我們
要在工作、家人、朋友、興趣與休息之間取得平衡，使我們的身、心、靈都能
健康地發展。因為融洽的家庭生活、正常的社交圈子，以及穩定的工作都有助
我們增加對抗高風險狀況（包括環境、想法、感受、行為）的能力，避免我們
再次迷失，因而犯錯。

 祝願大家能夠放下從前的包袱，努力去裝備自己，使我們能夠重新出
發、開拓更美好的明天。

赤柱監獄 志明

沒有必要，應
盡量減少出門，即

使迫不得已外出買餸回
家後，千萬記緊要徹底
消毒，注重個人衞生，
盡可能將感染的風險

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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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福利官問我在羅湖懲教所兩
年有咩得着，當時我用了兩秒時間回答：
「我的得着係尋回初心和真正學識『珍
惜』這兩個字。繼而她問我有無興趣投稿
《彩虹報》與人分享自己嘅心聲，我便一
口答應了！主題「重新出發」。

 夜欄人靜寫「重新出發」這個題
目，真係感觸良多，這令我不禁回想起往
事，一段一段片段像播放器一樣投射在我
腦海中，眼淚流個不停。那刻我閉上眼，
深呼吸三下後，情緒便穩定下來，更開始
動筆！

 記得被判罪成後，我腦袋一片空
白，一滴眼淚都無，那刻眼前係白茫茫一
樣，感覺像無靈魂一樣。之後我只係不停
聽到不同的懲教職員叫我全名，和編排了
一個跟足我一世嘅六位數字號碼比我。直
至被帶到囚室後，我慢摱地坐在床上，獨
自面對四道牆，我簡直崩潰，眼淚終於湧
出來，不斷「痛哭」。那時不停問自己
「究竟發生咩事，我點解會咁，我點解要
坐監，見唔到家人，以後日子點過，我再
唔係以前嘅我，我什麼都不是！」我尤如
顛婆一樣，每日反覆問自己，每日不停
喊，這個情況維持了一個月。

 尋回「初心」，大家肯定會問，點
搵呀？「初戀」就知點搵，哈哈！我認為
世界上係無壞人，甚至無人願意做壞人；
每個人自出娘胎後絕對係一個好人，只係
人大了，踏入社會後被不良知識渲染，被
金錢引誘，被權力蒙蔽，而誤入歧途。大
家因社會變遷，為生活奔波勞碌，而忘記

時光的流逝。人為了安居樂業，便任由自
己隨波逐流，沒有自我思想，甚至遺忘自
我真本性。你認同嗎？古語有云「人之初
性本善」，這古語說明人本性是善良，人
是忠於自己初心，所以「本性」便是等於
「初心」，你現在懂得尋回嗎？

 「珍惜」這組詞語，我相信大家從
小已聽過，甚至每日總會聽到「珍惜食
水」、「珍惜資源」、「珍惜生命」⋯⋯
但你是否真的明自「珍惜」的真諦嗎？從
入獄後，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與家人相
聚的日子，失去了過往擁有的一切，這心
情簡直令我「痛心」。原來人是犯賤的，
親身嘗試過「失去」的滋味，才懂得「珍
惜」。正是這樣，我現在非常珍惜每次探
訪的三十分鐘，珍惜與親人見面的機會，
珍惜任何事物。我除了會寫「珍惜」這兩
個字，我更深深領悟「珍惜」的真諦，再
不是隨口而出的詞語。我不要再讓自己白
過每天，我要「珍惜自己，活在當下」！

 我的「重新出發」正是尋回「初
心」和「珍惜」自己，那你呢？今次透過
《彩虹報》來分享我的心聲之外，更想互
相鼓勵大家，世上沒有壞人，只有做錯事
的人，錯事已過，請不要再往後看，努力
往前走，返回正軌，做一個對的人，讓自
己「重新出發」。

Pain is past , 
believe in yourself

  

尋回初心
 回想昔日，因我年少輕狂，總覺得
自己是優秀的，絕對比別人強，故不會在
乎朋友、家人或長輩等的提點。只覺得自
己絕對有能力獨當一面，能創一番成就，
「想要甚麼，就得到甚麼」，所以在生活
上一定比起他人活得富裕、滿足。因此緣
故，我就以各種手段和方法拼命地要得到
自己所認為的快樂或成就。但事實上，一
切都只是自己一廂情願，因為事實和構想
是兩碼子的事，我反而被日常生活的成敗
和各種不如意的事折騰不休。以違背良心
的手段所換來的快樂，當中會混雜或隱藏
着自私、貪婪、狂妄、苦毒、惱恨、忿
怒、紛爭、污穢、邪蕩、忌恨、嫉妒、虛
謊、詭詐、無愛、無親情、自我中心、無
情無義、違背天理、違背父母、捏造惡
事、傷天害理、不憐憫人，甚至觸犯法
紀，尤其是苦毒和惱恨所展現的，是無法
饒恕和無法忘記，「機心禍更深」，最後
換來牢獄之苦。

 服刑歲月裏，我極之感恩家人和親
友從不間斷的探望我，這份鼓勵和關懷已
融於我的心間，讓我深深感受到親情和友
情的珍貴。同時我非常感恩教會的牧師和
弟兄姊妹恆常的探望，對我支持和鼓勵。
他們每次在團契崇拜中，都不厭其煩由淺
入深向我講解《聖經》真理，讓我認識到
恩主「耶穌基督」，而且又支持我修讀
「神學」，更進一步認識可靠的真理。而
彼此的關係有如親人一樣，一同分享生命
歷程和信仰路途所遇到的苦與樂，讓我對
生命有重新的體會和反思，積極面對過
錯，因而找到正確的人生觀及生命的意
義。而且我還感激此案的主審法官判我有
罪，讓我清楚知道公義、道德和良知的可

貴，社會和諧和安寧的重要。與此同時，
我亦不忘要感激懲教署各組別的職員多年
以來對我的關懷、包容、勸勉、教導和循
循善誘，使我明白到「自由非放縱」，要
有自由就先要懂得自愛、自律及遵守法
紀，否則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現在我已下定決心，無論遇見任何
試探和誘惑，都會堅決脫離罪惡，由罪轉
向公義，以謙卑、積極和踏實的態度去走
更生之路，向基督徒的理想前進。同時會
以「神」的話作為人生指南，作為言語、
行為、態度的標竿，並把所學和所領悟的
褔音真理，在言行上表彰出來，做一個有
責任心和有愛心的良好市民，決不辜負和
枉費恩主「耶穌基督」對我的苦心和愛
心，並為恩主「耶穌基督」作美好的見
證。

 最後，願恩主「耶穌基督」的恩
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您們眾
人同在。

 慈愛的「天父上帝」啊！我要一次
又一次的感謝祢，祢賜給我一本寶貴又可
靠的《聖經》，把我交託給信實的《聖
經》，讓它引領我進入真理。現在我求祢
也讓《聖經》帶領我進入詩歌之中。我從
心底發出真誠的禱告，願祢轉化我的讀經
生活成為敬拜。每當我閱讀祢那滿有生命
的話語，求祢讓它們活起來，好像我從心
底而發的歌曲。願《聖經》真理的旋律透
過我的生命迴盪，時刻銘記恩主「耶穌基
督」的教誨，繼續愛神愛人，覺己覺他。
阿們！

                                                                            
石壁監獄 謝主恩                                                                                羅湖懲教所  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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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福利官問我在羅湖懲教所兩
年有咩得着，當時我用了兩秒時間回答：
「我的得着係尋回初心和真正學識『珍
惜』這兩個字。繼而她問我有無興趣投稿
《彩虹報》與人分享自己嘅心聲，我便一
口答應了！主題「重新出發」。

 夜欄人靜寫「重新出發」這個題
目，真係感觸良多，這令我不禁回想起往
事，一段一段片段像播放器一樣投射在我
腦海中，眼淚流個不停。那刻我閉上眼，
深呼吸三下後，情緒便穩定下來，更開始
動筆！

 記得被判罪成後，我腦袋一片空
白，一滴眼淚都無，那刻眼前係白茫茫一
樣，感覺像無靈魂一樣。之後我只係不停
聽到不同的懲教職員叫我全名，和編排了
一個跟足我一世嘅六位數字號碼比我。直
至被帶到囚室後，我慢摱地坐在床上，獨
自面對四道牆，我簡直崩潰，眼淚終於湧
出來，不斷「痛哭」。那時不停問自己
「究竟發生咩事，我點解會咁，我點解要
坐監，見唔到家人，以後日子點過，我再
唔係以前嘅我，我什麼都不是！」我尤如
顛婆一樣，每日反覆問自己，每日不停
喊，這個情況維持了一個月。

 尋回「初心」，大家肯定會問，點
搵呀？「初戀」就知點搵，哈哈！我認為
世界上係無壞人，甚至無人願意做壞人；
每個人自出娘胎後絕對係一個好人，只係
人大了，踏入社會後被不良知識渲染，被
金錢引誘，被權力蒙蔽，而誤入歧途。大
家因社會變遷，為生活奔波勞碌，而忘記

時光的流逝。人為了安居樂業，便任由自
己隨波逐流，沒有自我思想，甚至遺忘自
我真本性。你認同嗎？古語有云「人之初
性本善」，這古語說明人本性是善良，人
是忠於自己初心，所以「本性」便是等於
「初心」，你現在懂得尋回嗎？

 「珍惜」這組詞語，我相信大家從
小已聽過，甚至每日總會聽到「珍惜食
水」、「珍惜資源」、「珍惜生命」⋯⋯
但你是否真的明自「珍惜」的真諦嗎？從
入獄後，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與家人相
聚的日子，失去了過往擁有的一切，這心
情簡直令我「痛心」。原來人是犯賤的，
親身嘗試過「失去」的滋味，才懂得「珍
惜」。正是這樣，我現在非常珍惜每次探
訪的三十分鐘，珍惜與親人見面的機會，
珍惜任何事物。我除了會寫「珍惜」這兩
個字，我更深深領悟「珍惜」的真諦，再
不是隨口而出的詞語。我不要再讓自己白
過每天，我要「珍惜自己，活在當下」！

 我的「重新出發」正是尋回「初
心」和「珍惜」自己，那你呢？今次透過
《彩虹報》來分享我的心聲之外，更想互
相鼓勵大家，世上沒有壞人，只有做錯事
的人，錯事已過，請不要再往後看，努力
往前走，返回正軌，做一個對的人，讓自
己「重新出發」。

Pain is past , 
believe in yourself

  

尋回初心
 回想昔日，因我年少輕狂，總覺得
自己是優秀的，絕對比別人強，故不會在
乎朋友、家人或長輩等的提點。只覺得自
己絕對有能力獨當一面，能創一番成就，
「想要甚麼，就得到甚麼」，所以在生活
上一定比起他人活得富裕、滿足。因此緣
故，我就以各種手段和方法拼命地要得到
自己所認為的快樂或成就。但事實上，一
切都只是自己一廂情願，因為事實和構想
是兩碼子的事，我反而被日常生活的成敗
和各種不如意的事折騰不休。以違背良心
的手段所換來的快樂，當中會混雜或隱藏
着自私、貪婪、狂妄、苦毒、惱恨、忿
怒、紛爭、污穢、邪蕩、忌恨、嫉妒、虛
謊、詭詐、無愛、無親情、自我中心、無
情無義、違背天理、違背父母、捏造惡
事、傷天害理、不憐憫人，甚至觸犯法
紀，尤其是苦毒和惱恨所展現的，是無法
饒恕和無法忘記，「機心禍更深」，最後
換來牢獄之苦。

 服刑歲月裏，我極之感恩家人和親
友從不間斷的探望我，這份鼓勵和關懷已
融於我的心間，讓我深深感受到親情和友
情的珍貴。同時我非常感恩教會的牧師和
弟兄姊妹恆常的探望，對我支持和鼓勵。
他們每次在團契崇拜中，都不厭其煩由淺
入深向我講解《聖經》真理，讓我認識到
恩主「耶穌基督」，而且又支持我修讀
「神學」，更進一步認識可靠的真理。而
彼此的關係有如親人一樣，一同分享生命
歷程和信仰路途所遇到的苦與樂，讓我對
生命有重新的體會和反思，積極面對過
錯，因而找到正確的人生觀及生命的意
義。而且我還感激此案的主審法官判我有
罪，讓我清楚知道公義、道德和良知的可

貴，社會和諧和安寧的重要。與此同時，
我亦不忘要感激懲教署各組別的職員多年
以來對我的關懷、包容、勸勉、教導和循
循善誘，使我明白到「自由非放縱」，要
有自由就先要懂得自愛、自律及遵守法
紀，否則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現在我已下定決心，無論遇見任何
試探和誘惑，都會堅決脫離罪惡，由罪轉
向公義，以謙卑、積極和踏實的態度去走
更生之路，向基督徒的理想前進。同時會
以「神」的話作為人生指南，作為言語、
行為、態度的標竿，並把所學和所領悟的
褔音真理，在言行上表彰出來，做一個有
責任心和有愛心的良好市民，決不辜負和
枉費恩主「耶穌基督」對我的苦心和愛
心，並為恩主「耶穌基督」作美好的見
證。

 最後，願恩主「耶穌基督」的恩
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您們眾
人同在。

 慈愛的「天父上帝」啊！我要一次
又一次的感謝祢，祢賜給我一本寶貴又可
靠的《聖經》，把我交託給信實的《聖
經》，讓它引領我進入真理。現在我求祢
也讓《聖經》帶領我進入詩歌之中。我從
心底發出真誠的禱告，願祢轉化我的讀經
生活成為敬拜。每當我閱讀祢那滿有生命
的話語，求祢讓它們活起來，好像我從心
底而發的歌曲。願《聖經》真理的旋律透
過我的生命迴盪，時刻銘記恩主「耶穌基
督」的教誨，繼續愛神愛人，覺己覺他。
阿們！

                                                                            
石壁監獄 謝主恩                                                                                羅湖懲教所  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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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Q

Q

Q

1

4

鯨魚難度指數：

刷牙，我們每天都做。
吹口哨，有時啦。
但小明卻能夠同一時間，
一邊刷牙，一邊吹口哨。
請問他是如何辦到的？

有兩間房，一間有３個燈泡，而
燈泡的３個開關掣則在另一間房
，現每間房只准您進去一次，請
問您怎樣去找出哪一個開關掣屬
於哪個燈泡呢？

「卡娃依」熱身題：

鯨魚難度指數：

Q

常識題：

鯨魚難度指數：

中級邏輯題：

有１２個波波，全部一樣size，
其中１１個重量相同，只有一個
重量不一樣。現給您一個天秤，
只准秤３次，問您可怎樣找出那
個重量不同的波波？

鯨魚難度指數：

頂級邏輯題：

Q3

I

Mary和家裡養的一隻貓小花一向
感情要好。但有一天小花卻無緣
無故的離家出走，更奇怪的是，
在７２小時後，小花又無緣無故
的出現在家門前。您估小花跟
Mary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呢？

2

停 停一

答
案
在
後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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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口哨，有時啦。
但小明卻能夠同一時間，
一邊刷牙，一邊吹口哨。
請問他是如何辦到的？

有兩間房，一間有３個燈泡，而
燈泡的３個開關掣則在另一間房
，現每間房只准您進去一次，請
問您怎樣去找出哪一個開關掣屬
於哪個燈泡呢？

「卡娃依」熱身題：

鯨魚難度指數：

Q

常識題：

鯨魚難度指數：

中級邏輯題：

有１２個波波，全部一樣size，
其中１１個重量相同，只有一個
重量不一樣。現給您一個天秤，
只准秤３次，問您可怎樣找出那
個重量不同的波波？

鯨魚難度指數：

頂級邏輯題：

Q3

I

Mary和家裡養的一隻貓小花一向
感情要好。但有一天小花卻無緣
無故的離家出走，更奇怪的是，
在７２小時後，小花又無緣無故
的出現在家門前。您估小花跟
Mary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呢？

2

停 停一

答
案
在
後
頁



Life’s soWonderful Add Oil 

Life’s soWonderful Add Oil !!!!
加油！加油！

IQ題Answers
Q1熱身題 

Q2常識題 

Q
3
中
級
邏
輯
題

Q
4
頂
級
邏
輯
題

knowledge
知識

小明刷的是假牙。

首先進入燈掣房，開著第一個燈掣，開它個多

小時以上，一直開著不要關。然後，再開第二

個燈掣，開它約一分鐘。第三個燈掣就由它一

直關上。好！然後走進那間燈泡房，逐個燈泡

摸一摸，看哪個最熱？哪個暖暖的？哪個冷冰

冰的。明白了吧！

如果天秤移動，而又向左傾的話，得出重要資訊是：秤

上雖然 8 個球都有機會是答案，但左邊的球是答案的話

，答案球應比其他更重。我們叫這組球做H，編碼 H1、

H2、H3、H4 追踪它們方便分析。同理，如右邊那組球其

中一個是答案的話，那球是比其它球更輕。於是叫這組

球 L，編為 L1、L2、L3、L4。到目前為止，H 組和 L 組

都有權是答案。而已知的是那4個未秤的球一定不是答案

，叫它們做 N。

如果天秤左傾，答案是 L2。

如果天秤右傾，答案是 H1。

如果天秤不動，答案是 H2。

喵！

H1 H2 H3 H4 L1 L2 L3 L4 N N N N

N N

H1 H2 H3 H4L1 L2 L3 L4

H1 H2L2

其中一邊抽兩個出來，然後放成這樣：

（如秤不動答案就是 L3 或 L4 任一）

首先把球分為 3 組，每組 4 個球。

在天秤上左右各放4個，另外 4 個不用秤，如下：

N1 N2

N1 N2 N3

N2N1

N3 N4

假設現在秤向左傾，邏輯上，只有三個球是可能答案：

H1、H2 或 L2。

（即如秤向右傾，那 L1、H3 或 H4 就是可能答案。）

下一步，在天秤一邊放 3 個正常球，另一邊放 N1 、 N2

和 N3 。

（如果天秤不動的話，答案就是 N4 。再把 N4 和一

  個正常球一起秤，就知道 N4 比正常球重或輕。）

現在，左邊放 N1 ，右邊放 N2：

如果天秤不移動，答案就是 N3。

如果天秤向左傾，答案就是 N1。

如果天秤向右傾，答案就是 N2。

如果天秤向右傾的話，答案就是 N1 、 N2 或 N3，

而且一定比正常球重。

如果天秤不動，答案就在那 4 個球未秤的球中。

為方便解釋，現將其編碼如下：

BLESSBLESS

!!YOUYOU
ALLALL

 Li fe’s so wonderfu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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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 soWonderful Add Oil !!!!
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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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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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刷的是假牙。

首先進入燈掣房，開著第一個燈掣，開它個多

小時以上，一直開著不要關。然後，再開第二

個燈掣，開它約一分鐘。第三個燈掣就由它一

直關上。好！然後走進那間燈泡房，逐個燈泡

摸一摸，看哪個最熱？哪個暖暖的？哪個冷冰

冰的。明白了吧！

如果天秤移動，而又向左傾的話，得出重要資訊是：秤

上雖然 8 個球都有機會是答案，但左邊的球是答案的話

，答案球應比其他更重。我們叫這組球做H，編碼 H1、

H2、H3、H4 追踪它們方便分析。同理，如右邊那組球其

中一個是答案的話，那球是比其它球更輕。於是叫這組

球 L，編為 L1、L2、L3、L4。到目前為止，H 組和 L 組

都有權是答案。而已知的是那4個未秤的球一定不是答案

，叫它們做 N。

如果天秤左傾，答案是 L2。

如果天秤右傾，答案是 H1。

如果天秤不動，答案是 H2。

喵！

H1 H2 H3 H4 L1 L2 L3 L4 N N N N

N N

H1 H2 H3 H4L1 L2 L3 L4

H1 H2L2

其中一邊抽兩個出來，然後放成這樣：

（如秤不動答案就是 L3 或 L4 任一）

首先把球分為 3 組，每組 4 個球。

在天秤上左右各放4個，另外 4 個不用秤，如下：

N1 N2

N1 N2 N3

N2N1

N3 N4

假設現在秤向左傾，邏輯上，只有三個球是可能答案：

H1、H2 或 L2。

（即如秤向右傾，那 L1、H3 或 H4 就是可能答案。）

下一步，在天秤一邊放 3 個正常球，另一邊放 N1 、 N2

和 N3 。

（如果天秤不動的話，答案就是 N4 。再把 N4 和一

  個正常球一起秤，就知道 N4 比正常球重或輕。）

現在，左邊放 N1 ，右邊放 N2：

如果天秤不移動，答案就是 N3。

如果天秤向左傾，答案就是 N1。

如果天秤向右傾，答案就是 N2。

如果天秤向右傾的話，答案就是 N1 、 N2 或 N3，

而且一定比正常球重。

如果天秤不動，答案就在那 4 個球未秤的球中。

為方便解釋，現將其編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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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赤柱大學堂

郵遞區號

Zip Code

收件人 To :

住址

Address

只要您做一個好
人，

就會有一個豐盛
的人生。

如果您願意付出
努力的話，

更可能見到不可
思議的世界！

太平洋見 !

2020彩虹報

重新重新 發出發出

就 像 一 張 郵 票 ， 把 自 己 緊 貼 在 明 信 片 上 ， 直 至 你 去 到 目 的 地 。  

Like a stamp, stick to a postcard until you ge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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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經不覺，我在這裏已經度過二十年了。回想當初犯下謀殺罪，簡直就是噩耗，只感到人生已經不再有希望，加上本身性格衝動，常常因很小的事和別人發生衝突，亦因此多次違反紀律而被處分，之後還遇上父親的離世，令當時的我更感雪上加霜，以為已經是谷底的時候，原來還可以更低。過往和家人相處都不是很好，自己又非常自我中心，覺得自己可以處理及解決所有事，又在意別人的眼光，所以不論和家人或朋友，在溝通上也存在着一些困難，但當自己真正面對親人離世的時候，才明白那種痛是甚麼感受，就是這樣，使我更不能原諒自己的過去。如是者，我的生活就如行屍走肉，完全不知方向，只是等待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  但慶幸在這段期間，身邊還有母親和朋友對我不離不棄，無論我犯了甚麼錯，也沒有放棄我，反而更加支持我，還鼓勵我要好好學習。雖然我很怕讀書，但為了可以給他們見到我的改變，於是我報讀了不同的課程，期望自己能夠出席每年一度的證書頒發典禮，讓他們分享我努力的成果，同時也可以讓母親和我，每年都有一次近距離接觸和合照的機會，也是給支持我的朋友的一種安慰。 另外，我亦定期參加宗教聚會，很感恩在當中，讓我感受到很多愛的存在，因而令我的內心變得平靜，對反省自己以往的過錯，起了
	.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竟然在此時此
	.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竟然在此時此
	.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竟然在此時此
	地遇上一部「平板電腦」。對於久在獄中
	的我來說，電子科技產品就如另一平行時
	空的產物，如今有一部在手，如獲至寶的
	心情實在非常興奮和雀躍。它的出現，可
	以說是令我一見傾心……

	.「知識改變命運」這道理我早已明
	.「知識改變命運」這道理我早已明
	白。但很慚愧，在過往的日子，我只會
	偶有空閒才看書，也說不上積極，但現在
	身邊有了這部平版電腦，可以說是改變了
	我的生活習慣。現在每當有空閒，即使是
	「細碎的時間」，它都會吸引我進去，挑
	選一本喜愛的書本來閱讀。這真是一部「
	神奇魔法書」，它只有實體書的大小，卻
	珍藏著數百本不同類型的書籍。現在我就
	彷彿隨身帶著一座超巨型書架，可隨時隨
	地，按著當刻不同的心情和思緒，隨心挑
	選一本不同類型的書來看。最特別的還是
	平版電腦內還有播放音樂的功能：我可啟
	動著喜歡的樂曲，一邊享受著美妙的樂韻
	一邊看書。在這枯燥的生活中，這也算
	是一種優質享受，就彷彿進了另一個空
	間——置身於一個露天茶座中，享受著美
	好的閱讀時光。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原來思想上也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原來思想上也
	可以這樣自由的，原來也可以過得這樣充
	實和有趣味的。看書的確是一種不錯的興
	趣：能解悶之餘，更能自我增值，擴闊思
	想空間。

	.現在我開始了閱讀的習慣，也有了
	.現在我開始了閱讀的習慣，也有了
	新的目標：希望能在這年內看完「我的最
	愛」內的書。現在，已有三十多本書被
	我選進了「我的最愛」名單中，相信還會
	持續地增加呢！此外，我更希望能將從書
	本上所學到的知識和智慧活用於生活中，
	正如我訂立的座右銘：「目標要高，步驟
	要細。時期不嫌長，時間要抓緊。理想要
	堅持，方法要靈活。」這是對我最好的提
	點！

	.另外，又如《螞蟻的時間》一書
	.另外，又如《螞蟻的時間》一書
	中，作者所說：「幾十秒，渺小如螞蟻，
	轉眼爬過了也未曾為意！然而幾十秒加幾
	十秒足以構成一個機會，也可以是一個渴
	求……」這也是對我這個曾數以年計地浪
	費時間的人的一個忠告。

	.最後，真的很感恩能夠有機會使用
	.最後，真的很感恩能夠有機會使用
	這部「神奇魔法書」，它打開了我探求知
	識和學問之門。在此，衷心感謝有心人捐
	贈的心意和署方與時並進的安排。

	赤柱監獄.超
	赤柱監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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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就像一頓飯      「聽說這陣子你哭了？」矇面超人這樣問我。   「是！」我據實回答。事實上，自從肺炎大魔王侵襲地球以來，家人都躲在   家裡，沒來探過我了。 「矇面超人，要拯救地球啊！」我衝口而出。 「甚麼？」面前戴著口罩的Miss Lee雙眼碌得大大的。 「Oh,Sorry!」情急之下，竟把我們Stanley的臨床心理學家，當成了矇面超人。 「家人近來怎麼樣啊？」Miss Lee又好奇問。 「很掛念他們啊！我打了通電話回家，爸爸正在煮咖喱，媽媽在造茶果⋯」 「那茶果是客家地道甜品。」原來Miss Lee也是食家。 「我們是美食世家。」我自豪的說。 就這樣，遇上了知音，展開了這趟美食研討會。 由街頭小食談到米芝蓮，再由米芝蓮談回媽媽的茶果。 「對了，你還記得那茶果是甚麼味道嗎？」Miss Lee好像對此特別感興趣。 「唔⋯好吃，但都幾乎忘了那滋味。」我慨嘆：「小時候，媽媽經常親手造。」 然後，話題又由茶果轉到一幕一幕的童年回憶裡。淚水開始噙滿了視線。 「是人情味。」         笑笑，遞給我紙巾。然後又有感而發的說：「有沒有發覺，其實我們的人生倒像一頓飯，當中，也有著甜酸苦辣。」 我把用過的紙巾塞進衫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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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會等你回來出發為將來作準備  成功取得了工商管理會計系學士學位， 而且還連續三年獲得大學的獎學金，可以算是在更生路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石壁監獄  軒仔 以往在家，我媽媽是執政黨，爸爸是在野黨，而我是執政黨的死忠粉絲，所以與爸爸的關係可想而知。 早陣子，我的鬚刨有點失靈。 「森仔，我個鬚刨窒吓窒吓咁呀！睇吓有冇得整？」我問。 「好吖！我睇吓先。」然後森仔就拿了我的鬚刨去研究。 結果，「我諗你要買過個嘞！」森仔出的研究報告。 「好吖！買過個囉！」 之後，我就去了探訪室，媽媽告訴我爸爸中風了，入了醫院。 我回到工場後，自己坐在那裡一言不發，也不知呆了多久。 「森仔，唔得呀！今次一定要整番個鬚刨呀！依家無人幫我買鬚刨嘞！」然後，就哭起來了。 我覺得，我和爸爸的關係，就好像我和那個鬚刨的關係：平日當它操作正常時，感覺沒有甚麼，但一但它不動了，心裡就很不舒服。 事後，我打了通電話給在醫院的爸爸： 「爸爸呀！你在印度邊個城市出世架？．．．你講乜嘢方言架？．．．係咪印地語呀?．．． 」 我爸爸是印度華僑，小時候家貧，所以為人沒有媽媽那般豪爽。 以往，對爸爸的印象就這麼多。 今天，我做了一個詳細的訪問。我怕有一天，如果他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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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農曆新年過後，「新冠」疫情蔓延至香港，以至後期席捲全球，由新年至今，全港市民也陷入了極度恐慌之中，人心惶惶，每個人也很害怕不幸被感染，整個香港也籠罩著這種氣氛，我也因而非常擔心家人的健康，以及擔心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口罩使用。 為着此事，我已三番四次去信家人，叮囑他們如沒有必要，應盡量減少出門，即使迫不得已外出買餸回家後，千萬記緊要徹底消毒，注重個人衞生，盡可能將感染的風險減至最低。同時，我亦為了家人的自身安全着想，多次去信家人，在疫情未有緩和下來之前，他們不用再千里迢迢前來探訪，以減少外出的次數，並且安慰他們，即使半年不前來探訪也沒有問題，我的日用品也足夠使用，不用為我擔心。況且，我在裡面反比起外面更加安全，因為每個職員當值之時也有戴上口罩，署方亦每日供應口罩給我們作防疫之用，再加上署方的其它防疫措施，我們身處的地方，實在是極為安全的，因此不用擔心我會感染新冠病毒，千叮萬囑他們不用前來探望！ 類似以上內容的信件，前後已寫了多封分別寄給家中親人，可是，他們仍是沒有聽進耳內，仍是沒有聽我的建議—不用探訪。他們依然故我地，每個月仍是風雨不改，老遠從新界前來赤柱探望我，給我日用品。 當疫後第一次在探訪室見到我八十七歲
	 今日，福利官問我在羅湖懲教所兩年有咩得着，當時我用了兩秒時間回答：「我的得着係尋回初心和真正學識『珍惜』這兩個字。繼而她問我有無興趣投稿《彩虹報》與人分享自己嘅心聲，我便一口答應了！主題「重新出發」。 夜欄人靜寫「重新出發」這個題目，真係感觸良多，這令我不禁回想起往事，一段一段片段像播放器一樣投射在我腦海中，眼淚流個不停。那刻我閉上眼，深呼吸三下後，情緒便穩定下來，更開始動筆！ 記得被判罪成後，我腦袋一片空白，一滴眼淚都無，那刻眼前係白茫茫一樣，感覺像無靈魂一樣。之後我只係不停聽到不同的懲教職員叫我全名，和編排了一個跟足我一世嘅六位數字號碼比我。直至被帶到囚室後，我慢摱地坐在床上，獨自面對四道牆，我簡直崩潰，眼淚終於湧出來，不斷「痛哭」。那時不停問自己「究竟發生咩事，我點解會咁，我點解要坐監，見唔到家人，以後日子點過，我再唔係以前嘅我，我什麼都不是！」我尤如顛婆一樣，每日反覆問自己，每日不停喊，這個情況維持了一個月。 尋回「初心」，大家肯定會問，點搵呀？「初戀」就知點搵，哈哈！我認為世界上係無壞人，甚至無人願意做壞人；每個人自出娘胎後絕對係一個好人，只係人大了，踏入社會後被不良知識渲染，被金錢引誘，被權力蒙蔽，而誤入歧
	???????QQQ14鯨魚難度指數：刷牙，我們每天都做。吹口哨，有時啦。但小明卻能夠同一時間，一邊刷牙，一邊吹口哨。請問他是如何辦到的？有兩間房，一間有３個燈泡，而燈泡的３個開關掣則在另一間房，現每間房只准您進去一次，請問您怎樣去找出哪一個開關掣屬於哪個燈泡呢？「卡娃依」熱身題：鯨魚難度指數：Q常識題：鯨魚難度指數：中級邏輯題：有１２個波波，全部一樣size，其中１１個重量相同，只有一個重量不一樣。現給您一個天秤，只准秤３次，問您可怎樣找出那個重量不同的波波？鯨魚難度指數：頂級邏輯題：Q3IMary和家裡養的一隻貓小花一向感情要好。但有一天小花卻無緣無故的離家出走，更奇怪的是，在７２小時後，小花又無緣無故的出現在家門前。您估小花跟Mary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呢？2停停一答案在後頁
	Life’s soWonderful Add Oil Life’s soWonderful Add Oil !!!!加油！加油！IQ題AnswersQ1熱身題 Q2常識題 Q3中級邏輯題Q4頂級邏輯題knowledge知識小明刷的是假牙。首先進入燈掣房，開著第一個燈掣，開它個多小時以上，一直開著不要關。然後，再開第二個燈掣，開它約一分鐘。第三個燈掣就由它一直關上。好！然後走進那間燈泡房，逐個燈泡摸一摸，看哪個最熱？哪個暖暖的？哪個冷冰冰的。明白了吧！如果天秤移動，而又向左傾的話，得出重要資訊是：秤上雖然 8 個球都有機會是答案，但左邊的球是答案的話，答案球應比其他更重。我們叫這組球做H，編碼 H1、H2、H3、H4 追踪它們方便分析。同理，如右邊那組球其中一個是答案的話，那球是比其它球更輕。於是叫這組球 L，編為 L1、L2、L3、L4。到目前為止，H 組和 L 組都有權是答案。而已知的是那4個未秤的球一定不是答案，叫它們做 N。如果天秤左傾，答案是 L2。如果天秤右傾，答案是 H1。如果天秤不動，答案是 H2。喵！H1H2H3H4L1L2L3L4NNNNNNH1H2H3H4L1L2L3L4H1H2L2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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