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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在我手2

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
從沒抱怨半句，不去問理由，
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
從沒抱怨半句，不去問理由，
仍踏著前路走，青春走到白頭，
成功只有靠一雙手⋯奮鬥。
仍踏著前路走，青春走到白頭，
成功只有靠一雙手⋯奮鬥。

三十年多前的一齣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的故事》，
還記得那首膾炙人口的主題曲，把它送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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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在我手命運在我手

不經不覺又過了一年，這一年好像世界都已經停

頓了一樣，疫情的陰霾還未過去，然而，個人的成長

與發展卻是永遠不會停步。

對在囚人士來說，疫情期間少了外間團體在院所

舉辦的活動，但他們並沒有自暴自棄，依然努力的學

習，為將來的更生之路奮鬥，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命

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唯有汲取更多知識才可以轉

換人生的跑道，從而改變自己的人生。

將來的事沒有人會知道，所以只有時刻裝備自

己，才能把握未來的機會。

赤柱監獄更生事務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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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繪畫比賽 2020 「
 Christmas Draw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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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在我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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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海報設計比賽 2021
“We Fight the Virus”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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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峰，一覽眾山
小，大地在腳下。

命運在我手
要使自己能掌握命運

記得小時候，媽媽總會牽着我的手，

拖著我走，怕我有意外。有時她也會放手，

在一個安全的範圍內讓我自己走。我會很興

奮的左右搖擺，步履蹣跚走向媽媽。跌倒的

時候，我會看着媽媽，等着她來抱我，見她

不抱，有時會耍賴哭。媽媽總會在前面鼓勵

我：起來、起來，小寶貝，快過來。這話鼓

勵着我慢手慢腳爬起來，跌跌撞撞地奔向媽

媽，撲入媽媽的懷抱，那裏有愛的呵護，有

安全感。

人會長大，在成人的世界裡，沒有了安

全感，所有事都很現實，需要摸索着行走。

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鮮的、好奇的，也是充

滿誘惑的，滿佈陷阱的；有成功的歡喜，也

有失敗的可憐和灰心。小的失敗還可一笑置

之，爬起再重來；但有些大的失敗不止難以

爬起，甚至要承受牢獄的災禍。這些打擊實

在是令人沮喪，即使痛哭也沒有人安慰，也

讓人失去信心。

人不可以孤獨而存在的，我們必須有群

體生活，需要別人的幫助，在失落困難的時

候，要學會向人求助。相信祈禱的力量，祈

禱讓我們得到支持的力量，助我們盡快走出

低谷，跨越坎坷，邁向成功。要相信奇蹟，

在你堅持理想，努力不懈的路上，奇蹟伴着

你同行。

山再高也有頂，堅持努力，只要不放

棄，終會爬到高峰，一覽眾山小，大地在腳

下。回報是對努力的獎勵。

我們常會在是否堅持中動搖，在前進與

退縮間履步不前。相信自己，天生我才必有

所為，憑着對生命的熱情和渴望；不是因為

有希望而堅持，是因為有堅持才有希望。

命運在我手

命運在我手。我們可以選擇去爭取，也

可以選擇樂觀面對，為的都是令自己生命活

得更好。但我們不可以令生命中有後悔，後

悔自己不曾努力，後悔自己當初的退縮。

要使自己能掌握命運，我們必須具有

活力，熱愛生命，不要令自己怠倦，不要令

自己舒適，要充實自己的知識，因為知識可

以改變命運。失敗只因知識的不足。在失

敗時，多些閱讀，重塑信心，重掌自己的命

運。聖經中有一句，「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

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

練。」 不要害怕失敗，你的努力不會白白付

出。要自信和自律，不做犯法的事。

只要生命在，付出莫等待。撒出種子燃

點希望，成功時間賽。目標簡單有，堅持不

放手。心碎破損總會有，永遠向前走。努力

向前走，往事莫回頭，美好固心守，命運在

我手。

你的明天，來自於你今日的努力。為自

己努力，為自己鼓掌 ，命運是由自

己掌控。

赤柱監獄 東風

山 再 高 也 有
頂，堅持努力，只
要不放棄，終會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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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命運如何，我認為是跟個人所作

出的選擇、付出的努力、堅強的信念和意志，以

及不屈不撓的精神有關的，缺一不可。應屆東京

奧運男子花劍金牌得主張家朗，父母皆為八十年

代香港甲一籃球員，而他雖然遺傳了父母的運動

細胞，但卻沒有跟隨父母成為籃球員，反而選擇

了學習劍擊。

經過多年的努力，付出無數汗水，張家朗在世界青年賽中取得冠軍，在

香港獲稱為「少年劍神」；然而在奧運進級的過程中，張家朗也並非一帆風

順，在十六強時曾經以八比十四大幅落後於對手，但他沒有放棄，憑着驚人的

意志和信念，一劍一劍地追趕，最終以十五比十四反勝對手，隨後更越戰越

勇，贏得一面金牌。

在張家朗的成功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何謂命運在我手。假若張家朗沒

有堅持學習劍擊，沒有努力不懈地練習，比賽時沒有頑強的信念和意志，落後

時欠缺不屈不撓的精神，相信他的命運便會完全不同。就如張家朗贏得金牌後

說：「希望這面奧運金牌可以鼓勵香港的年輕人眼光放遠一點 ，放眼世界，只

要努力堅持，不輕言放棄，夢想自會成功」。

我以前一直不明白這個道理，妄想不勞而獲，認為金錢、感情、權力等

一切一切都能輕易獲取，因此鋌而走險犯下大錯；而在入獄後也不懂反省，只

怨命運不公，沒有想過原來命運其實掌握在自己手中。幸好後來得到懲教署心

理專家的引導，以及更生事務分組和不同組別的職員的循循善誘，讓我認識到

自身的錯誤和不足，並教曉我如何訂立目標，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前進。

時至今日，我不斷努力做好自己，為達成早日回家與家人團聚的目標奮

鬥，雖然現在距離目標仍有一段長路，但我相信只要願意付出努力，懷着堅強

的信念和意志，不屈不撓地面對各種困難和挫折，目標終有一日達到。

各位朋友，人生之中難免會遇上逆境，但我們只要積極樂觀地去面對，

努力付出，相信自己，相信命運在我手，黑暗終有一日會過去，未來必然是光

明和美好的。

赤柱監獄 世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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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一家人一起，過著平平安安的日子，相信是很多人的願望，我

很感恩，曾經擁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年輕時我誤入歧途，誤交損

友，沉迷毒海，原本以為我的一生應該就此完結，尤幸上天並沒有放棄

我，讓我遇上我的丈夫，更成為一子兩女之母。得到家庭給予我的動

力，我能夠堅定遠離毒品，與家人共同度過一段平凡但幸福快樂的日

子。

過往我將所有希望都投放在子女的身上，與丈夫盡心盡力為他們提

供一個溫暖健康的成長環境，一家人日子過得幸福踏實。可惜好景不

常，當兒女日漸長大，不再像以往般事事依賴我，我的心靈便開始空

虛，開始尋求不同與更多的刺激，與昔日損友再次聯絡，尋求毒品帶來

的短暫感觀刺激。

因為毒品，我失去自由，我開始後悔過去所做的一切。在服刑期

間，我反醒自己過去的自私及不當行為，我明白到毒品只能帶來一刻舒

適，並不可以醫治我的心靈空虛，我希望往後的日子能與毒品脫離一切

關係。

我希望在離所後，可以覓得穩定的工作，融入社會，盼望像其他人

一樣，與家人過著平靜安穩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快快樂樂地

過每一天，不再在罪中之樂、在罪中行走。對於父母，我會在有生之年

報答他們的養育之恩，雖然是遲了點，但這是我的心願，希望能盡子女

的責任，孝順父母，讓他們安享晚年。對於子女，我現在報讀了幼兒教

育課程，希望將來能夠學以致用，協助子女照顧他們的下一代，為自己

的家庭及社會出一分力。

阿恩

羅湖懲教所

平淡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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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希望
進入高牆的那一年，正值我最好的年華，如今已過而立之年的我，縱使依然還

在高牆內為餘下的刑期奮力前行，不同的是我的內心，對於未知的前路，多了份肯

定，充滿了期待。

回望已走過的這九載有餘的征程，從最初對自己的自責，對父母的愧疚，對現

狀的不憤與無奈，以及對未來的迷茫與絕望，到現在對自己的肯定和對未來的盼

望，這是一次重新認識自己，重新定位自己和重新修煉自己的蛻變過程，也是一次

重新發現愛、感受愛、表述愛和傳遞愛的過程。是愛和自身的改變，讓我重建自

信，重拾希望。

1. 重新認識：修煉、定位自己

年少時的我，桀驁不馴，總以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直到自己陷入他人的勾

當，被捲入一單販毒案件時，才驚覺自己的無知與幼稚。在哭了整整3年之後，我意

識到真正斷送自己青春的不是那些惡人，而是自己的無知。我堅信「唯有知識才可

以改變命運」。於是我報讀了香港公開大學的學位課程，以備在他日重獲自由時，

可以獨力、堅定地過好自己的人生。透過這些年的學習，我獲得知識和學位證書，

更可貴的是，在這過程中，我重新認識了自己-----一個有目標導向且有恆心的自己。

於我而言，獲取的學位證書是給我這些年辛苦付出的最好嘉獎，然而，比這更珍貴

的是在這過程中對自己的重新認識，修煉和定位，這讓我對於未來多了份自信和盼

望。

2. 發現愛、感受愛、表述愛與傳遞愛

身陷囹圄的這些年，父母對自己一如既往地愛護、支持與鼓勵，讓我切身地感

受到偉大的父母之愛，因為他們的愛，我多了份義無反顧向前衝的勇氣。除了父

母，還有身邊的朋友，以及那些對自己的背景一無所知，卻無條件地給予支持與鼓

勵的義工們，多年來，他們風雨無阻的來訪與書信聯絡，給了我巨大的勇氣和力量

面對茫茫前路。因為有愛，無論未來有多少險阻，我依然能勇往直前，因為希望不

斷地努力做更好的自己，無論未來充滿多少挑戰，我依然無懼。

後記：

1.我的希望源於兌現對Daddy的承諾：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一個可以幫助他人

時，不會拒絕施援的人；一個時刻保持謙卑的人。

2.我的希望源於為女兒做個好榜樣：做個不輕言放棄，勇於承擔責任以及不斷提升

自己的人。

3.我的希望源於那些無條件地愛我的同行者（義工）：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影響了我

的生命，因此我渴望用自己的生命影響他人的生命。

羅湖懲教所 阿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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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命運，但我更相信自己能掌握命運。但如何能掌握自己的

命運呢？那就要從改變你的思想，改變你的行為，改變你的性格開始。

入獄初期，我常埋怨命運，為何這樣對待我？為何自己沒有運？

自己不能接受現實，沒有方向，只想找方法逃避現實，能過一日算一

日，沒有未來的計劃。之後我慢慢接受現實，開始清醒的時候，我終於

明白到已成事實是不能改變的，但我可以改變我的未來嗎？因此我出現

了一顆不想再安於現狀的心，我渴望去改變，有很多人、事、物會出現

並幫助你。我開始踏上改變的路，我也知道我想掌握命運，就是為了達

致「成功」。每個人對「成功」的定義都不同，可能有些人的「成功」

就是賺大錢、名氣、權力、地位……但我想達致的「成功」是能自由地

做自己想做的事，這就是我的目標！

人要改變自己，首先要有想改變的心，肯改變的信念，跳出舒適

圈，維持原狀只會令自己退步，改變現狀向目標前進，才是「成功」的

第一步。

如果放棄改變，甚至害怕、恐懼、退縮，就沒有人可以幫到你，

命運之門的鑰匙永遠在你手中，只要你肯主動打開阻礙你的門，就是脫

變的開始，你才能改變人生，掌握命運。

在監獄中最多的就是時間，有時間就能思考，思考是「成功」的

燃料，所以你要肯思考、懂思考、勤思考。我以前不敢思考未來的路，

也因為沒有目標，沒有信心，只會逃避思考，盡量令自己不去想太多，

釋懷不了過去的失敗。只有接受自己失敗的現實，並想摸索「成功」的

道路，才能進入肯思考的階段，只有肯思考，才能面對自己，計劃未

來。但肯思考不代表我懂思考，那如何才能懂思考？方法有很多種，

可以向成功人士學習，可以從偉人傳記學習，可以請專家教導，也可以

從書中學習。但每人都各有自己一套思考模式，誰的才是最好呢？答案

是由自己建立，自己實踐過再加以完善的思考模式最好，這樣才最適合

命運在我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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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只要他是發自內心地渴望，

並且願意為之付出，

就能夠得到他想要的任何東西。

自己，只要你的模式能令你不斷成長，能為你解決問題，令你更接近目

標，這就是你要的思考模式，再不停反思，由反問自己再得出答案，我

要如何思考才令自己成長？如何知道自己的思考是正確？就是以行動去

驗證你的思考，透過行動後得到的反饋去判斷，看看結果是否更接近目

標，還是更遠離目標。有時行動後結果會未如理想甚至失敗，但這才是

令思考模式更完善、更進步的必經階段，你要視之為學習成長的一部

分。勤思考就是不停重覆思考、實踐、回饋、修正這四個步驟，因為有

些人會害怕失敗，沒自信，沉溺在挫折中，而跳離了「成功」的道路，

完全任由命運控制他，自己不敢面對命運。就是因為信念不夠強，當你

慢慢建立並完善自己的思考模式時，你同時在提升自信，加強信念，信

念是達致成功的其中一個關鍵。

你要達致成功，就必須有個終極目標，有個偉大願景，讓你有方

向去前進，你要相信自己會成功，成功就會吸引去你身邊，想像自己會

成功，影像就會轉為現實。將你的終極目標拆開，細分成你的路標，逐

步去完成、去前進，訂立詳細計劃去實行，無論路途中有多少挫折、阻

礙，也要保持堅定不移的信念，用毅力克服難關，有些人覺得賺到大錢

就可以掌握人生，掌握命運，但錢真的是最重要嗎？問清楚你的內心，

可能得出的答案是親情、朋友、健康、平凡、自由……對本人來說，自

由更重要，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更重要，錢只是我達成這目標的工具。由

這刻起開啓你的門，改變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最後成功掌握你的命

運，邁向你成功的目標。

一個人只要他是發自內心地渴望，並且願意為之付出，就能夠得

到他想要的任何東西 。

赤柱監獄 一好望人



 

 

 

 

 

 

 

 

 

 

命運由我不由人
時光荏苒，在「這裡」已吃了三次臘腸，心態亦由最初的迷茫、懊悔、憤怒，漸至現在

的平靜，午夜夢迴，也開始會思考自己的將來。白馬過隙，日子每天都在悄悄地流逝，與其每

天自怨自艾，何不積極籌謀自己的未來。

然而不是每一位倉友均會積極地去考慮自己的未來，甚至他們身旁的親友，都會覺得我

們犯了事，那刑事案底便像刺青一樣，永遠伴隨著我們，不可奢望還有甚麼未來。

難道犯了一次過錯，有案底，便永遠抬不起頭來重新做人？便要認命？NBA史上勝場總

數最多的教練Gregg Popovich曾說：「世界上只有你可以把決定變成好或是壞，根本就沒有所

謂好的決定或是壞的決定。」有一句老掉牙的說話「可以失望，但不可絕望」。誠然，這裡的

倉友都是「曾經滄海」，但難道只是犯過一次錯，只是行錯了一步，便要灰心放棄自己的理

想，甘心渾噩地活一世嗎？

無可否認，犯過事，留有案底，是避免不了在生活上會受到一些無聊人的歧視和嘲諷，

但只要記著我們不是為別人而活，我們是為自己，為自己心愛的人而生存。了解我的人反正會

明白；不了解的，就隨他們怎麼想吧！人生在世，冤屈終歸是難免。我們何不將別人藐視的眼

光和態度，當作一番錘煉，所謂「好漢不怕事來磨」。我們不用為遭到別人歧視而心懷憤怨，

武俠小說家古龍先生曾說：「心懷憤恨的人，是永遠看不見天堂的。」

我們不用蓄意去隱瞞自己的過去，反而應去接受自己的過錯，過去就是過去，接受它，

不否認也不揚棄，我們必須相信，所有事情都會變好。「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倦土重來未可知。」(杜牧《題烏江亭》)。如若遇到別人十分難堪的指罵，

我們何妨學魯迅先生一樣「橫眉冷眼」來嘲笑一番。

一些年長的倉友，常認為自己已一把年紀，已「行將就木」，還有甚麼未來可言，命運

已不由自己掌控。「雖云老耆耄耈，人生還沒到盡頭」年紀再大，一樣有年紀大的生存價值，

一樣可享自己的生存權利，我們何不好好計劃自己的「晚晴」。

只要有夢想，沒有跨不過的高牆。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重要的是，我們要學習面

對現實。日後，可能有很多工作我們不可再擔任，但我們不可因此而灰心，「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滄浪歌》。最重要的是我們應主動去學習，計劃自

己未來，為未來作出準備。條條大道通羅馬，如努力考取的士牌，日後一樣可自力更生，況且

署方在這方面給我們的幫助很多樣化，一定有一種方法，可協助你面對日後的新生活，自己沒

試過的事，千萬別說不可能，日本有句古老諺語：「懷抱希望踏上旅程，要比抵達目的地重

要。」只要我們堅持，不放棄自己，便可以忍受任何活下去的方式和找到活下去的辦法。我們

控制不了自己的命運，但我們可以塑造自己的命運。

生命中，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但一個懂得享受生命的人，總會想法子去改變它。所以

一個人或許可以被摧殘，但他的志氣和信念，卻不可以被擊倒，只要生命還在繼續，這就是堅

決而微小的希望。「心正身自正，哪論出身處」一個人犯了錯誤並不可恥，只要你能知錯，就

沒有甚麼值得羞愧。再踏足社會時，很多新事物我們要去摸索，很多陌生的環境我們要時間去

適應；但只要我們待人處事不亢不卑，我們總可重覓人生的意義，人生本來就是充滿希望。 
“I Do Believe”！只要你相信，你便可做到。生活是由自己過出來；你怎麼過，生活

就會是什麼樣貌。只要你還活著，就會有春天！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最後以兩句說話，送給所有在「這裡」的朋友，

大家互勉。

赤柱監獄 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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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真的
在我手嗎 

「命運真的在我手中嗎？！」我想這是每個人常問自己的問題，尤其當人生陷於

？真
是

的

低潮、沮喪、絕望及悲傷時，這個問題更變了一個質疑自己的煩憂。命運真的在我手？

我是一位基督徒，總相信這個世界、甚至宇宙是有一位創造的主宰在掌權，祂已有一幅

全面而詳細的生命藍圖，已為每個人有了祂的籌算，儘管一切已在這位神手中掌權帶

領，但祂仍給我們自主的自由權利去選擇，容我將題目換個說法，變為「人生在我

手」，因為既然命運有主宰，但另一意念：「命運亦是人生」。

我相信每個曾玩過電子遊戲的人都有經驗接觸過RPG（角色扮演）的遊戲，這類遊

戲往往透過玩家不同的選擇，最終為遊戲帶來不同的結局，雖仍是在遊戲開發商所設計

的多個預設版本的結局範圍，但已為玩家帶來趣味及重玩的衝動，重新在不同遊戲關卡

的選擇，引伸出不同的結局，甚至途中可得到隱藏的珍寶。其實我們的人生就好像一場

RPG遊戲，每一天都有不同選擇在我們面前等着我們作決定，雖然每個人在世上的最終

結局都是難逃一死，但無論年歲長或短，最重要是整個「遊戲」(即人生)過程的意義，

每一天「人生」這場遊戲等着我們作出決定的選擇數之不盡，但我們的選擇往往帶來不

同的效果，引領我們走不同的路線，發展不同的故事情節，故此我誠心地建議每一個人

在自己每做一個決定或選擇時，不妨先做一個深呼吸，讓自己冷靜一至三秒，整理一下

思緒，以個人、家人和家庭的利益去作出選擇，不急於回覆令自己後悔或是傷害到自己

及家人。這些也是我經歷了至今四年多的囹圄時光，省思領受所得，令我明白到即便回

到過去，同一時間、環境等情況下，當時自己學懂這樣作出選擇，三秒鐘而已，已有一

個不同的發展，今天我也不會有被囚禁這一切讓我有遺憾的記憶，但這又引伸一個選

擇：是帶着這遺憾後悔的記憶消極地繼續行這條人生路；或是以此為鑑，積極正面更

生，改變自己、做好自己，過一個有別昔日的人生。

今日，由一早張開眼，我們已有不同選擇等着我們，要習以為常，繼續過如行屍

走肉、蹉跎歲月的日子，或是及時下定決心開始作出小小改變，積極正面地過活，充滿

希望地完成刑期離開這裡，回到外面，與家人相聚，讓他們見到你們的改變而欣慰流

淚，過不一樣的人生，這一切都只差於一線，在乎你三秒鐘的考慮和決定。「命運(人

生)真的在於我們手？」這個問題希望讀完這篇分享後大家再省思一次，好好給自己一

個答案吧，希望你們懂得怎麼去做決定，選擇不再一樣，但卻正面積極的人生！

赤柱監獄 淦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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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讓我聯想起「生命」及「運

氣」，人經常把這兩者互連，覺得生命是靠

運氣，靠彩數而活。如活得不夠順利，不夠

精彩，會不由自主地埋怨自己命運為何那麼

差，跟別人作出比較。如何在順境或逆境中

活得有意義，感受生命中的「甜」、

「酸」、「苦」、「辣」，那就要清晰自己

的方向，追尋生命上真正重要的東西。我們

的「生命」像食品一樣有保存期，想做的事

就應該趁早去做，靠著神處理生活中每一個

問題，活出一個無悔的人生。事實上「命

運」可由我們來掌舵，讓生命上活得有價

值。

順境的「命運」必會得到快樂，但也

很容易變得「以自我為中心」，例如：「命

運」注定我們出生在富裕家庭，沒有什麼缺

乏，讓人羨慕。但不要以為自己有什麼了不

起，不要因此而自豪或炫耀自己的地位，學

習把高高在上的心態放下，才能得到別人的

讚賞和尊重，才能獲得人際交往中的快樂。

也許我們亦會被順境時得到的名利、金錢、

物質迷惑，迷失自己，為了慾望背棄了應有

的原則，更不想捨棄這種虛榮感，漸漸周圍

樹起仇敵，反而產生了矛盾、憂愁及煩惱，

心靈會承受很大壓力，得不到快樂，嚐不到

快樂真正的「甜」味，因此人應要時常警剔

自己，保持善美的心，知足的心，在擁有快

樂的同時，幫助別人尋找快樂，享受到互相



祂的答覆。任何時候都不要看輕自己，勇敢
幫助的快樂。

人在逆境時總會埋怨自己哪一方面做

得不夠好，還不斷反覆問自己為何失敗，只

沉澱在「酸」和「苦」的味道之中，無法抽

身跳出自己的框架去分析及判斷。我們可在

逆境中尋找人生的使命，感受低谷中帶來的

恩典，在困難的境況中鍛鍊自己。當人願意

放下懦弱、失去自信的一面，重新認識自

己，在主內尋找真正的自己，那就可以遇到

更真實的考驗，與真正的自己相遇，並在過

程中尋得快樂。或許人在逆境中缺乏自信，

亦會產生自卑和嫉妒之心，在負面情緒下危

害內在的個人氣質，如不及時清理內在負能

量，像雪一樣越積越厚，最終便會在悲觀怨

恨的深淵不能自拔。我們不妨試試「欣賞」

把自己摔倒的那個坑，接受現實，克服情緒

帶來的困擾，保持樂觀向上的心，遇強越

強。從失敗中學習，便能在絕望中反彈，亦

是我們選擇重新開始的機會，令生命變得有

盼望及鼓勵，掌舵「生命」中的「命運」。

「命運」裡有時順逆境一起來，因而

會嚐到「辣」的滋味，味道會先辣後甜或先

香後澀，令人在順逆境中不斷循環，處於高

低起伏的狀態。人在這情況下，更加要學懂

忍耐及謙卑，接受別人的意見，不斷改進自

己，提升內在質素。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命

運是好的，所以有機會陷入渴求好運氣的迷

陣，追求非分之想的名利，無窮的物慾，令

自己變得邪惡，犯下會後悔的錯誤。其實我

們不要掛念太多不該掛念的事，不要把煩惱

的事情想得太遠，才能心靜，從中得到快樂

命運。

「命運」有過去有現在，但不能代表

將來，應從過去的失敗中學習，把握現在擁

有的，才能活出精彩的未來。嘗試讓自己清

靜下來，聆聽心靈，在主內學習忍耐，等候

地說「我很重要」，快樂和成功便會經常與

我們常伴。「命運」在生命中需定期重塑，

塑造不一樣的生命，塑造過程中，像複雜的

數學題，不會只有一個公式來解決，不要死

鑽牛角尖，那只會離正確答案越來越遠。打

破局限自己的思維，換另一角度思考問題，

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突破，多鍛鍊並牢固自己

的心靈，再困難的題目都能拆解。「命運」

有計劃地進行，自然不會失敗。

每一個人都很需要別人的鼓勵、安慰

或一個擁抱，讓自己感受到被關心、被關

懷，生命就會有陽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這能得到永恒快樂。快樂命運就在眼前，不

用花時間到處尋找，花多點時間回歸自己內

心，重整心靈。

神給予我們一盞愛心燈，永遠給我們

照著前面的路，溫暖著心靈，命運就在我們

手上，愛屬於自己的命運，不要經常與其他

人作比較，輕鬆面對任何境況，懂得滿足現

有生活。神不會給予任何人免費午餐，想要

屬於自己的快樂命運，就要自己親手創造。

這就是「命運在我手」的恩典。

 羅湖懲教所 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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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質 數 素 的 人 生  2 0 2 1 / 2 0 2 2  
A Prime Number Life  2021/2022 

	 「小文，你今年多大？」Miss Lee 邊走路，一邊數數「一 ……二 ……三 ……」
這樣問我。 。 
		 「四十七」我據實回答。 
	 「好！是個質數。」說罷，  Miss 

	 媽媽常說，教會我一步一步走，是她

一生最大的成就。 
Lee又停了下來，半晌，才又開口：「好 	 到會喊「爸爸」，已經是很久以後的

吧！今天我們談質數。」 事了。 
	 談質數？？？ 	 說到這裡，同學們都說我偏心。 
	 好端端的臨床心理學家，怎麼突然搭 	 我就抗議他們不懂多角度思考。 
上跨學科研究呢？有故事…… 
	 話說，今年我們「Stanley大學堂」

	 我爸爸就不同了，他對此又愛又恨。

恨的是，把他放在數字後頭；愛的是，我的

，有幾位優秀的學員被挑選出來，參加一個 數學天賦為他帶來了光榮。 
名為《防止暴力重犯》的心理進階課程，而 	 每當跟親友在一起時，爸爸總會抱著

我，便是其中一位。去片…… 
	 「先來個warm-up！」開學時Miss 
Lee說：「每人都總會有些甚什麼特別才能

我，一臉惆悵的說：「我擔心小文會是個白

痴，他唱歌，一定走音」 (請問哪位六歲人
仔不會走音啊？爸 )B 

呀、人生目標呀……等等，現在，就請大家 	 但隨即，又伸出一根指頭說：「惟獨

暢所欲言，言無不盡，盡情發揮。」 一首九因歌，打從五歲起，他就唱得字正腔

	 幾位同學，你眼望我眼。 圓。」 
	 「小文，聽說當年你會考數學摘了個 
A，就由你先說。」Miss Lee說。 

	 所以，當年朗讀九因歌，就成了我的

招牌表演節目。你問我六乘六是多少？八乘

	 然後，就是差不多半句鐘的獨白。 七又是多少？我一下子就能說出來。 
	 我媽說，我在學爬時已會叫「媽媽」 	 從那時起，等閒的加數，已沒有興

，初時以為我是語言天才。後來，才發現 趣。 
原來我黏著的是數學 DNA。因為在喊「媽 	 想起來也覺好笑。我對數學的迷戀，

媽」之後，就甚麼都不會說了。 在年青時代，簡直到了瘋狂地步 	 	 	 	我連初
	 一直到跌跌碰碰學走路時，居然能一 戀對象也挑了個有數學氣質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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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2 1 / 2 0 2 2
 Prime Number Life  2021/2022 

	 中四那年，與女友躺在維園草坪數星

星，女友說：「一共十七顆……小文，你很

特別，你是個質數。」 
	 我這愛數學的人，首次聽到自己是顆

「質數」，開心得連爸爸姓什麼也忘記了。 
	 出來社會工作後，那股九因歌熱還未

退燒，我希望一下子就能賺得一個天文數

字，好證明自己是顆獨特的「質數」。 
	 可惜，至今仍壯志未酬。 
	 所以，今天Miss Lee為此跨學科翻
案，不是沒端端的。

 Miss Lee說：「這陣子，聽了大家
的前傳，我發現有一個共通點：都要『一下

子』就取得什麼成就。	」 
	 全場靜了下來。

 Miss Lee繼續說：「用數學的語言
來說，就是嘗試用乘法來尋求一個質數。」 
	 然後，Miss Lee又拿起筆來，在白
板寫上質數的定義。 
	 「我不知你們是什麼數學家。」  
Miss Lee皺起眉頭說：「倒轉頭來看，既
然除不盡，哪怎可能乘出來？這才叫多角度

思考。」 
	 幾位同學偷看了我一眼，心想：又關

「我們」事？

 Miss Lee繼續講解：「質數之所以

「

」
美麗，並不因為它是天文數字。」	 
	 我們細心聽著。 
	 「好！是時候做cool down了，靜下
心來，把那些在你一生中，曾經讓你心動的

『小』故事，一個一個的『加』起來，你就

會找到那顆屬於自己的質數，它可以很小，

但一樣動人。好好想想，這就是今天的功

課。」 
	 最後，Miss Lee 語重心長的說，但
說到「小」字和「加」字時，還是用了第八

度女高音。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 
	 我想起了爸爸，有他在，永遠沒有悶

場，幽默感是他珍貴的天賦。 
	 我想起了，一次又一次，不論事情大

小都一直支持我的姨媽、舅父、表姐、表

哥、弟弟…… 
	 我想起媽媽，我辜負了她，是她教會

我一步一步的走，但我卻忘記了。 
	 我在想，其實每一個人的一生，總有

幾個人，幾分鐘，幾段場景，你都願意用

全部的力量去記著。這些東西，明明一文

不值，但你卻捨不得丟掉，一直放在心底某

處，像一部屬於你自己的電影，每次重看，

都令你有一種溫暖的感受。 
	 此刻，我恍然大悟，原來，讓我們活

得有意義的，就是這些一件一件「加」起來

的「小」片段，而乘法只會使我們白走一

趟。 
	 我寄望，有一天，到來「學堂」寄宿

的每位同學，最終，都能做好自己的加數，

拖著自己媽媽的手，一步一步的走，過回真

正有質素的生活。

赤柱監獄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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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
「童年時話過，一生到盡頭，也願意拖著你的手……」電影《龍的心》的主題曲，三十多年前的作品，每次聽都依然被感動。
童年時，每當見到親戚、朋友、同學或鄰居，家裡有兄弟姊妹的，我都羨慕得

咬牙切齒。求父母給我一個弟弟或妹妹也好，由小一求到中一，終於，如願以償。

記得弟弟出生那天，開心得我不知連翻了多少個筋斗，害婆婆笑得反肚、眼水

直流。

沒辦法，弟弟晚我十年才來地球報到，孤獨了整整一個 ，才有個兄

弟，豈能不興奮。
但年紀相差一大截，有好、也有不好。不好的是，兩個不能並肩作戰、有商

有量。好的是，可以玩騎膊馬、騎牛牛，給他說故事，甚至「肉緊」起來錫他一下

面頰。

也可以，偶爾逗弄一下他。
有一次，帶弟弟到公園玩，明明到了晚飯時候，他還是賴著不走。
我拿他沒辦法，心生一計，躲起來嚇一嚇他。到小弟發現哥哥不在了，便到處找，待他急得快哭出來時，我才走出來，拖

著他的小手領他回家。
「不要走失啊……我哋」弟弟擦著眼晴說。聽到這些，做哥哥的，哪有不心軟：「待會回家，哥哥給您雪糕吃。」
然後，又做回他的牛牛。
半生過去了，昨天的小弟，今天已成家立室，家裡兩位女兒可愛得不得了。

弟弟每次探我，每次都帶來兩位小公主的最新趣聞。這個弟弟，由當年會考只拿得3分，到處找不到工作，到後來找到一位好太

太，結婚生孩子，現在還有自己的事業。廿多年了，我這個在「赤柱大學」寄宿的

哥哥，從來，沒能力幫過一點點忙。「哥呀！」最近弟弟一家剛從東方夏威夷旅遊回來：「現在一切都好，待你

回家，我帶你去海南島，那裡有你喜歡吃的。」那一刻，我又想起那齣電影，想起成龍拖著他那個需要照顧的哥哥洪金寶，

想起那首主題曲……
「……從來無後悔，不管笑或愁，也沒有考慮分開走。」
今天重溫此曲，感慨萬千。
我以為，是我拖著他的手，原來，是他拖著我的手。不要走失啊……我哋。 

赤柱監獄 首良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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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試過這麼激動，拍手掌拍到手痛。一金、兩銀、三銅，真
是發夢也發不到。

香港，一個我們長大的地方，國際金融中心，美食天堂，人家稱
我們為東方之珠，在這裡，每天都有人白手興家，這全是我們的驕
傲。

但在奧運場上跟人「拗手瓜」爭李靜告訴你：「結果話咗俾你知啦！」

獎牌，我們「夠班」嗎？
好！香港精神，一句講晒。
李靜又說：「你企中間吖嘛，佢開個長嘅，你咪拉佢囉。」
拼博、靈活多變，間中有點小激動，也是香港精神，我們全都

buy。

兩年來，香港像罩了一層烏雲，今天，真有一種煙消雲散，振奮
人心的感覺。

蘇慧音每抽一球，我們都歡呼一次。李慧詩從後追上，我們的
心，就跟著她一起卜卜跳。每當聽到台上奏起了國歌，我們都會一起
眼濕濕。同一時間，幾百萬人，一種心情，感覺真的很奇妙，比屯馬
開通更興奮。

記得當年，友人賣掉生意，到外國走了一圈，身家又打了一個
折，之後，才又意興闌珊的回來香港，感慨的說：「月還是故鄉的
圓。」

我，這個老友，即從「博物館」那裡，找回那首塵封多年，被大
家遺忘已久的經典歌曲，歡迎他回歸：Kong.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

Hong Kong. Kowloon Hong 
朋友，我們一起歡呼，一起心跳，一起眼濕濕，好嗎？That’s 

the place for you.

赤柱監獄    SL 鄧 

真的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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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藏於困難之中

想改變世界，先改變自己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相信大家一定聽過「一

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

書」，由此看來，中國人十分看

重「命運」這回事。有些人會認

為他們的人生已被上天所安排，

什麼紫微斗數、批命、算命，甚

至是星座運程那麼大受歡迎也可

見一斑。

沒有人可以否定命運的存

在，因為從出生開始，已不是我

們可以做的選擇，不能選擇出生

在哪個家庭、哪個地方和誰是父

母。既然出生不能選擇，我們當

然也沒有辦法選擇生命的長短。

那些我們控制不到，或者可以說

是與生俱來的客觀條件及因素， 
18 命運在我手

智慧才是改變
自己的最好方法

我會歸納為「命運」的其中一部

分。你可能會問：「既然我們已

被安排了既定的命運，我們是否

應該聽天由命？」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的人生充滿了選擇，雖然

「命運」讓你遇上了不同的人、

經歷一些際遇，面對重重的難

關，但決定怎樣去對待那些人，

處理那些事，是由你自己選擇

的。或者有人會覺得他的人生並

沒有「選擇」，他甚至連最基本

溫飽也滿足不到的時候，何來有

「選擇」的權利？這樣其實就是

心態的問題。就如我之前所說，

既然改變不了客觀事實，就可以

選擇改變自己。正如古希臘哲學

家蘇格拉底的哲學名言「想改變

世界，先改變自己」。雖然對現

存的環境不滿，但你愈是用力想

改變它，反而愈是感到無力，繼

而覺得自己別無選擇，甘心接受



 

 

               

我們控制
不了生命

的長短，

但我們能
控制我們

生命的深
度與質素

。

智慧才是改變
自己的最好方法

所謂命運的安排。大家有沒有想

過，其實我們可以先改變自己然

後改變環境呢？有人說「知識改

變命運」，我就覺得增進自己的

知識，眼界與及智慧，才是改變

自己的最好方法。在任何情況下

都要好好裝備自己，提升自己的

知識、發掘自己的才能，以及擴

闊自己的眼界才是改變自己、改

變命運的良方。

知識不單單是學會書本上

的知識，學習知識的過程中往往

能訓練我們的邏輯思維以及批判

性思考。古語云「天生我才必有

用」，努力發掘自己的才能與天

份，選擇自己認同的人生，而不

是任由命運擺布。至於眼界方

面，嘗試接觸不同的新事物，了

解及接納其他人不同的文化和背

景。眼界開了，不再是井底之

蛙，就自然會發現自己的「選

擇」其實很多。提升自己的智慧

來分析自己的煩惱，自然能明白

煩惱的根源，從而可以對症下

葯。有很多人遇上困難而覺得解

決不了的時候，總會自我安慰說

是「命運的安排」。「命運」成

為了不少人逃避問題的擋箭牌。

愛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機會藏於

困難之中」，如果我們遇到困難

只懂逃避，那麼機會便會白白流

走了。正所謂「有危就有機」，

懂得從困難中尋找及把握機會的

人，必定是個不認命，善於扭轉

困局的人。

最後，雖然我們不能否定

及預測命運，我們亦控制不了生

命的長短，但我們能控制生命的

深度與質素。人生的成功與失

敗，不是在於命運，而是把握在

自己的手中。

羅湖懲教所 阿欣 
Destiny is in our hands 19 



 

 

 

 

好好選擇自己的路
掌握自己的命運

你相信命運嗎？地球上有

超過七十億人，每個人的命運是

否早已被安排好呢？有些人無論

發生了什麼事都會說，我的命運

就是這樣命中注定，改變不了，

認命吧！命運真的是早已經注定

好？真的不可改變？這可能是大

部分人既有的想法。

法國小說家及哲學家卡繆

的名句：「Life is the sum of 

all your choices」，人生是由

無數細微的決定和選擇所組成，

一次大意的決定，一個錯誤的選

擇，足以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我的人生就是被自己愚莽

的決定，不負責任的選擇而徹底

改變了。從前的我，在很多人眼

中，算是一個過得還不錯的人，

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在銀行任職

管理層多年，管理過百下屬，業

績理想，收入可觀，常代表公司

出外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獲獎 
20 命運在我手

無數，有車，有樓，有愛情，有

事業，理應是前途一片光明。可

惜因為自己太過自以為是，自視

過高，覺得當天的順境都是理所

當然，加上自己的好勝心，喜愛

追求贏和輸之間的刺激感覺，選

擇了用賭博來滿足自己的情感和

慾望，結果沉迷賭博，不能自

拔，更為此欠下巨債，無力償

還，為了逃避責任，不肯面對現

實，自欺欺人，選擇了違反誠

信，背棄自己的專業操守，利用

工作之便，進行詐騙，當然最後

結果就是被繩之以法，鋃鐺入

獄。

被捕之後，我不斷地反

思，為何會落得如此下場呢？是

什麼令到自己一步一步自毀前程

呢？是命中注定？我不相信，問

題定必是發生在自己的身上，沒

有人可以強迫一個人去做決定

的，怎樣才可避免不再犯下愚蠢



 

 

 

 

 

命運不是
只有一個

方向的，

每一個細
微的決定

都可以

改變命運
的軌跡。

好好選擇自己的路
掌握自己的命運 

的錯呢？以後要怎樣做才可改變

自己的人生呢？

古 語 有 云 「 三 思 而 後

行」，就是做任何決定之前都要

思前想後，心思熟慮，謹慎地作

出每一個決定，我明白到自己就

是沒有三思而後行，沒有想清楚

自己的選擇會帶來什麼樣的後

果，所作出的決定是對是錯，會

否對自己，對其他人有所影響，

自己又能否承擔後果。

從前有兩個農夫兄弟，他

們在自己田中掘到了一大袋金

幣，他們十分高興，二人平分了

金幣，哥哥分到金幣後，就把田

送給了弟弟，然後就進了城，大

吃大喝，晚晚花天酒地，沒多

久，就把所有的錢花光了，最後

更成了乞丐。但弟弟得到了金幣

後，繼續努力種田，同時用金幣

買了更多的田地，還請了其他農

夫幫他耕種。之後，弟弟的田地

越來越多，最後更成為當地最大

的地主，衣食無憂。

這故事告訴我們，就算大

家的起點是一樣，如果你消極懶

散，沒有目標，放任自己，最後

只會一無所有，但如果你積極向

上，認真努力，珍惜機會，前途

必定會一片光明。

命運不是只有一個方向

的，每一個細微的決定都可以改

變命運的軌跡，是向壞的方向

走，還是向好的方向前進，全都

是自己所選擇，所以一定要切記

下每個決定之前都要三思而後

行，謹慎地思考才作出最後的決

定，好好選擇自己的路，掌握自

己的命運。

因為命運在我手，Desti-

ny is in our hands。 

塘福懲教所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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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 love drawing. I 
have never learned drawing but whenever I 
drew, my pictures surprised the others. In 
80s, the economy of my country, Peru, was 
not good. We had to work since we were 
children. So, it was impossible for me to 
enroll into expensive drawing course. 

I went to primary schoo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were mostly very strict. Whenever, 
I gave my drawings as schoolwork, my 
teacher always used to frown and thought 
that those were drawn by my brother. 
Actually, she never had enough time for 
drawing lessons. One day, I drew a picture 
of my father, and gave it to her as 
schoolwork, she couldn’t hide her anger and 
told me that I should have made my own 
drawings and rejected it. My parents came 
to school, but she didn’t listen to them, this 
incident discouraged me from drawing. 
22 命運在我手

The situation didn’t change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either. I was told the same thing that 
I should have done the drawings by myself. 
I really didn’t know if my drawings were 
good or not. Once I drew a portrait of my 
sister, at first she laughed, but when she saw 
her face on the paper, she smiled and said 
“it’s good enough”, and took her portrait. 

When I finished secondary school, my 
country was still in deep economic crisis. I 
had to forget colours and my dreams 
because I had to work. Poor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technology further disheartened 
me, so I thought, “This is definitely not for 
me.” But the power of destiny would put 
colours pencils and technology in my hands 
because I had some designer friends and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m making many 
amazing artistic designs on computers. I 
have never taken computer drawing lessons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 and also 
my childhood experience. 

When I was arrested in 2015, I thought I was 
finished. My long sentence caused deep 
sorrow. I asked God to give me peace so that 



my prison time would not be too hard. God 
always listen, all we need is to have faith 
and follow the signs. I took colours and 
pencils again. A note of peace rested in my 
soul. It is a miracle, as if I have woken up 
from a deep sleep with a desire burning 
inside me. Would it be my destiny? I asked 
myself and thought, “If I don’t have any 
obstacle here, why not I follow?” So, I 
decided to take part in the drawing 
competition held by CSD which promotes 
rehabilitation for prisoners. My drawings 
skills has improved. I practiced every day, 
experimenting with colours. I read books for 
inspiration and also the Holy Bible. But I 
faced another problem Language!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mainly used to 
communicate in prison. I felt frustrated 
again because I am a Spanish-speaker, my 
English was very poor. But thanks to CSD 
that sponsors English courses for the 
prisoners like me. I studied English and 
managed to overcome this obstacle. 

With these two skills in my hands, I would 
have no impediment to win the drawing 

competition. Besides, having this form 
overcame the horrible frustration that 
haunted my life. The drawing competition 
would be a real challenge because prisoner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would participate. 
Every day I had to practice this discipline, 
finding how wonderful God’s creation is; all 
is perfectly symmetric, geometric and how 
the colors mixes into one another to create a 
beautiful rainbow shade. I remembered my 
father used to say, “One learns so much by 
observing”. I look to my surroundings, 
magazines, newspapers, books, etc. All 
these stirred my inspiration and creativity. 
When I heard that I won the drawing 
competition, all my frustration disappeared 
immediately. At last, I got the answer.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 I met my destiny. I 
believe there’s some force guiding us – call 
it God, destiny or fate. 

Reflecting back and looking at my 
certificates of drawing competition and 
English courses, I understand that, “THE 
DESTINY IS ALWAYS IN MY HANDS”. 

Stanley Prison 

Benites Cerna Anibal R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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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Y 
is in our HANDS 

What a fantastic statement asserted by 
CSD, Rehabilitation Unit to write on it. 
It is utterly attention grabbing and 
philosophically rhetoric in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 must know in 
its core to cope with the unnecessary 
traps that our vulnerable mentality 
brings along–when unfortunate incidents 
occur in our lives. 

During the course ‘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Drama and Poetry ’, I went 
through a similar question in “ Oedipus 
the King ”, a milestone drama in the 
whole drama history which is from 
Sophocles 495 – 406 BC. Is life based on 
fate and destiny or crime and 
punishment ? The question is sensible 
asking whether we have any power to 
execute our free-will (voluntary choice 
or decision making) against destiny 
(which is from God). 

In the context of ‘Oedipus the King’, 
God Apollo curses the father of Oedipus 
and destines Oedipus to kill his own 

24 命運在我手

father and later on marries his own 
mother. Oedipus is cursed for these 
crime written for him before his birth. 

Having said that, the question being 
raised as an affirmative statement to 
write upon is hugely interpreted by 
utopian scholars and philosophers of all 
times. Be assured that this drama I am 
talking about is based entirely on a 
mythology (myth). So myths and 
religions, the ones which give us certain 
impression, somewhat, that our destiny 
is not in our hands, as at least I was told. 

Meanwhile, society, government and 
CSD promulgate that no one should 
commit crime. Which means we can be 
good and have power to avoid 
commiting crime. In this sense, our 
destiny must be in our hands; that is the 
reason we are being punished. Yet I 
queried whether our luck and karma is 
written before our existence as in the 
case of Oedipus. 



              

    

HANDS 
“We can adapt any good habitanytime, and we can breakany bad habit anytime” 

Well, I have been hearing from my 
parents that, God has written everything 
already. On the other hand, you ought 
not to do bad things as they will come 
back to you. And after many years, I 
realized that they were half right. The 
karma part is right, ‘ought not to do bad 
thing, it will come back to you’. So, now 
I honor their instruction and guidance 
on this aspect. I believe if I had followed 
this guidance, I would not have come in 
prison. 

Notwithstanding, now I am certain our 
destiny is in our hands. And if we listen 
to CSD staff as our mentors, we will not 
fall into the dark web of crimes.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aim to train us 
to live by law and order and shall not 
commit crime. So I would be 
rehabilitated and do not recividate once I 
get a chance and go out. 

Since I believe our destiny is in our 
hands, I can give my life a right 
direction. By studying (education 

changes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learning 
painting (it is a trend in its peak), I get 
what humans need   recognition and 
importance to feel great. As Sigmund 
Freud said, “We can learn many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here, to apply 
equilibrium in our personality”. My 
mother always says, “We can adapt any 
good habit anytime, and we can break 
any bad habit anytime”. Her words of 
wisdom now I realized are true. CSD 
assertion to follow law and order is also 
full of wisdom. The motto, “Our destiny 
is in our hands” now sounds vivid and 
powerful. 

Stanley Prison 

Tahir Na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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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案

IQ
啟
發 

Q1 

Q2

首先舉個例子，有3粒豆豉，問你如何放置它們，才使
每粒豆豉之間的距離都一樣？這題答案很容易。

現在問題來了，今次有4粒豆豉，請問如何放置，才使
每粒豆鼓之間的距離都一樣？

有一天，生物學博士小明駕著他的法拉利來上堂，同
學們都以為他在Show Quali，怎料他說：「我這輛跑
車能在高速駕駛和轉彎都如此穩定，都是因為模仿
了鯊魚的結構。」

請問跑車模仿了鯊魚身上的哪個部分呢？

熱身啟發題

啟發度：

跨學科啟發題

啟發度：

IQ題就IQ題，甚麼IQ「啟發」題呢？問得好，普
通的IQ題，你猜對好，猜不對好，得啖笑。
但「啟發」題呢？在你細心思考，慢慢咀嚼以後，
能夠從中開啟閣下的智慧。
那甚麼是智慧呢，又？就是運用知識的能力。
歡迎來到智慧啟發之旅！

答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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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發
題 

Q3 

Q4
籃球隊來了 5位新隊員
平排站在操場
他們穿著不同顏色的T恤
有著不同的籍貫
分別來自不同的學校
喜歡不同的飲品
及喜歡不同的食物

福建人穿紅色T恤
潮州人喜歡吃梅菜扣肉
杭州人喝王老吉
緣色T恤的人喝星巴克，在白色T恤的左邊
就讀拔水那位喜歡吃漢堡包
穿橙色T恤的就讀赤柱官立
中間那一位喝瑞幸咖啡
上海人排在最左邊
就讀喇叭的站在喜歡吃鹽焗雞的人旁邊
喜歡吃p izza的人站在就讀赤柱官立的人旁邊
就讀鷹華那位喝奈雪的茶
客家人就讀聖菠蘿
上海人站在籃色T恤旁邊
就讀喇叭的站在喝益力多的人旁邊

請問那個籍貫的隊員愛吃燒排骨？ 

1 , 3 , 5 , 7 , 11 , 13 , 17 , 19 .. . . . .

請問下一個數字是甚麼？ 

*（ 欲知詳情，請看 p.14 - 15 《有質素的人生》）

愛因斯坦式啟發題

啟發度：

質素」

啟發度：

有「

答
案

在
後
頁

啟發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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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wisdomIQ啟發題Answers 

1
熱
身
題 

Q
4
愛
因
斯
坦
式
題

Q
左手邊是一幅3D圖，在原本的三粒豆豉平面上，凌空

加一多粒。這樣，四粒豆豉就會距離相等。

這問題看似簡單，重要的是你得學懂「跳出框框」來

思考——Think out of the box！ 

Q2跨學科題

跑車借用了「鯊魚鰓」排氣口。話說，汽車工程師長久以來千方

百計，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既穩定又低風阻的方法，最終答案就是

「鯊魚鰓」。這個問題的啓發性在於說出用「跨學科、跨界別」

結合的威力。 

Q3有質素題

答案是 23。

有沒有留意，所有數字都是質數。

( 這個問題之所以有質素，請看 p.14 - 15《有質數素的人生》)

客家人吃燒排骨。

籍貫 ： 上海人 杭州人 福建人 客家人 潮州人 

T恤顏色： 橙色 藍色 紅色 綠色 白色

喜歡食物： 鹽焗雞 pizza 漢堡包 燒排骨 梅菜扣肉

喜歡飲料： 益力多 王老吉 瑞幸咖啡 星巴克 奈雪的茶

學校 ： 赤柱官立 喇叭 拔水 聖菠蘿 鷹華

這類問題的始祖是愛因斯坦，旨在告訴我們，這世界上充斥著很

多看似不相關的資訊，但只要你有邏輯地整理一下，就能找出蘊

藏在當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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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著目標進發

不要被別人干擾



RAINBOW 2021 我國一個
「命運在我手」

的故事

  雜 交 水 稻 之 父 袁 隆 平  
(1930-2021)，窮一生精力研究雜交
水稻，成功大大提高了水稻的質量
和產量，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
人類的溫飽問題。
  在此，我們以唐代詩人李紳的
一首〈憫農〉向袁隆平院士致敬。

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飧，
粒粒皆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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