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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卓琳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題 目

智 慧 生活 ─ 走出迷宮

你的乳酪在哪裏？

繼而，需要學會平衡，在作出決定前，必須平衡各方利益和影響，避免造成衝
突。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乳酪？，乳酪在哪裏，誰也不知道，只有自己才能找到，找
到屬於自己的乳酪……
這本書以兩個小矮人－猶豫和哈哈，以及兩隻小老鼠－好鼻鼠和飛腿鼠為主
角，他們每天早上都會花許多時間在迷宮裏尋找自己喜歡的乳酪。期間，這些主角
面臨突如其來的變化－乳酪不見了！當中，他們作出了應對的措施，並在牆上寫
上自己的歷程和感受。
這裏的「乳酪」，是每一個人在生命中最想得到的東西，它可能是工作、財產、
健康，甚至是心靈上的慰藉。然而，每一個人的「乳酪」都不同，會因時空而改
變：高中生的「乳酪」是在文憑試中取得佳績，順利入讀大學；在職人士的「乳酪」
是年年升職加薪；退休人士的「乳酪」則是安享晚年。
這裏的「迷宮」則是一個讓你尋獲心中想要的地方，它可能是學校、家庭、甚
至是人生。
人類要智慧地生活，每一個階段都必須要尋找新的「乳酪」，勇氣、平衡、取捨
及毅力，四項缺一不可。

再來，需要學會取捨，爭取是易事，相反放棄卻是難事，要捨棄一樣物件，心
臟便猶如剖腹般疼痛，要克服困難並非易事，但是在適當時機取捨，例如拋開過去
悲傷的事情是十分重要的。
最後，需要的是毅力，在改變的過程中，我們會面對阻撓、挫折，以及浮現放
棄的念頭，要成功改變，那就要看你自己，是堅持到底還是半途而廢呢？
只要你有勇氣踏出第一步，懂得平衡和取捨，努力不懈，堅持下去，康莊大道
便在前方等著，人生也會變得更充實、更積極、更多姿多采，機會亦隨之而來。
然而，人卻是一種愚蠢的動物，想安穩，又怕改變；想擁有，又怕失去；想成
功，又怕失敗。
其實，乳酪就在你觸手可及的地方！
你看！
你的乳酪在這裏！

首先，需要的是勇氣，因為你願意嘗試新的事物，能讓生活更美好，同時亦有
可能要冒風險，那就要看你的意願，是否承擔風險和挑戰？

閱讀書籍
書名：誰搬走了我的乳酪？ = Who moved my cheese?
作者：史賓賽．強森 著；遊羽蓁 譯
出版：台北：奧林文化，1999。

的
評判

話
． 欣賞創新的想法，有意思！(HKTLA)

岑翠 莹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題 目

慧 與 智的延伸

人類的科技越來越進步，大大地提高了人類的生活素質。但現時的天然資源已
經為數不多，人類是否仍然可以因為科技的進步而不斷浪費地球資源，毫不珍惜，
毫不明智地使用地球資源呢？這是我在看完由陳曉蕾小姐所寫的《剩食》後的反思。
廚餘－顧名思義，就是剩下來的食物渣宰。香港每天需要處理一萬八千公噸
廢物，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廚餘。但廚餘從哪裡來？大多都是酒店自助餐多出來，還
有超級市場不要的食物。根據地球之友的調查，食客製造的廚餘只有百分之五，但
由廚房產生的廚餘足足有百分之七十，結論就是廚房廚餘遠比客人吃剩的多。儘管
許多餐廳老闆和廚師都想減少食物的浪費，但因為食客的喜好的關係，還是無可避
免地產生了大量廚餘。如果沒有人願意減少食物的浪費，無論是食物還是廚餘，最
後還是要丟掉，載往堆填區。
有見及此，作者在書中舉出不少熱心環保、不忍心浪費大量食物的人士的做
法。例如書中提及的倫國輝先生，他在新界租了一塊農地，還有魚塘。倫先生會向
茶餐廳拿麵包皮餵魚，去沙田某間酒店收集水果部的廚餘製作堆肥，以此種植健康
的有機菜，在茶餐廳出售。利用人類浪費了的食物，回收再用，以回饋社會、造福
人群，這是智慧！

作者建議一眾廚師及餐廳酒店應善用食材，物盡其用；避免客人浪費食物，寧
願一碟菜足夠或剛剛好，也不要多；以及減少食物腐壞。作為一名食客、一名香港
人，我們是否應該深思自己對待珍貴食物的適當做法，而並非浪費呢？雖然我還未
能不浪費食物。但我做到了減少浪費食物，午餐只帶足夠，不帶多。
人類，之所以是擁有最高文明的生物，就是因為人有智慧。但要「智得其所，
慧得其意」。不但要將自己的智慧用在科技進步，提高生活素質上；還要用在保護地
球，珍惜地球資源上。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溫飽，珍惜我們擁有的正是我
們應該做的。中國人的傳統智慧正是在於他們懂得如何把橙皮變成果醬，如何把不
要的食材變成上湯，這也是我們這些新人類所不懂的，也確實應該借鏡的。

的
評判

話
． 同學在閱讀《剩食》一書後，對地球資源的課題有

深刻的認識，並能體會珍惜地球資源的重要性。
(EDB)

閱讀書籍

． 能實際地寫出改善現代人生活的方法，亦對文明生

書名：剩食
作者：陳曉蕾 著
出版：香港：三聯，2011。

活有反思。(HKPTU)

李麗瑩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題 目

用 樂 觀打造智慧生活

何謂智慧，又如何將智慧融入生活？
我認為，智慧沒有預設的定義。能讓自己和身邊的人感到幸福快樂，那便是智
慧。而智慧生活所指的，則是用那一份智慧去取得的幸福快樂的生活，不被煩惱困
擾、不與憂愁作伴。然而，如何運用這份智慧，才能達到智慧生活？答案就像沈依
潔小姐所說，也像我想的一樣，是知足。
知足是種心態，也是種生活方式。「如果我們僅僅想獲得幸福，那很容易實
現。但，我們希望比別人更幸福，就會感到很難實現，因為我們對於別人幸福的想
像總是超過實際情形。」往往我們過得不快樂，都是因為我們不懂享受現在擁有的。
拿自己所擁有的跟擁有得更多的人比較，總忽略自己其實早比很多人擁有得多，終
令自己鬱鬱寡歡。
跟其他的小故事大道理相同，《知足篇》內含多篇傳遞知足心理和品德道理的小
故事。其中第19篇〈五十萬元的彩票〉讓人印象頗為深刻。故事講述一位藝術學院
小提琴學生，預定了將出國進修。卻因在街頭賣藝賺學費時，無意中拿到了對方遺
下的一張剛中了巨額獎金的彩票。他為了把此獎券交還那人不惜退掉機票，隔日

到街頭尋回那個物主。小提琴手這舉動是最使我感慨的。試問，有多少人拾獲一張
達五十萬元的彩票，會堅持物歸原主？他表示，現在快樂的自己，若拾而不還，將
為自己失去誠信而不快樂。知足，不把他人的財產據為己有。為他人的幸福著想，
讓自己內心坦蕩得快樂下去。
智慧生活，追求的不一定是驚世駭俗的電燈泡發明，也不必是一些能飛黃騰達
的方法。因若它連快樂、輕鬆的感覺都無法給你，那生活又有什麼意義呢？知足，
是最簡單直接的智慧生活。用「知足」的心態面對生活。你會發現，你擁有的是有那
麼的多，那麼值得珍惜。忘掉你心中的那些比較，你就會變得輕鬆而快樂、幸福和
無慮。
所謂智慧生活，不過如此。

的
評判

話
． 同學能用平順的文筆，清楚道出知足和智慧生活的

閱讀書籍
書名：小故事大道理．知足篇 = Stories about happiness
作者：沈依潔 編著
出版：新北市：培育文化，2012。

關係。同學也運用了首尾呼應的手法，文章結構更
見完整。(EDB)
． 欣賞引言部分，帶出主題，能透過報告抒發己見！

(HKTLA)

作品排名不分先後，以獲獎者姓名排序。
Works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the winner’s names.
EDB：
HKPTU：
HKRA：
HKTLA：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香港閱讀學會 Hong Kong Reading Association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 Hong Kong Teacher-Librarian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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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迪 嘉
李求恩紀念中學
題 目

心 寬 等於路寬 ─ 讀《如果生命重來我會這樣做》有感

我曾經常常怨天尤人，躲起來唉聲嘆氣，對生活心灰意冷。我嫉妒頒獎典禮上
的領獎者；羨慕運動會上運動過人的最佳運動員；仰慕在表演舞台上的同學，但
《如果生命重來過我會這樣做》一書卻讓我自我反省。
人生只有一次，並掌握在你的手中，成功與失敗在於你的選擇與心態。讀這本
書之前，我問過自己：「如果人生讓你重來，你還會堅持做現在的自己嗎？」在這十
幾年裏，往往都有讓自己後悔的事，但何曾不是太多的錯過才會換來今天學會珍惜
的我嗎？重新來過的你將會一切歸零，變回一張毫無痕跡的白紙，讓你重新繪畫自
己的世界。但即使讓我知道重頭來過的結果比現在的好，我也不會這樣決定，因為
我相信繼續往前將會得到更多。

石最後卻成為你的絆腳石。這一章中（你是老鼠，還是老虎？）的故事記述一隻小老
鼠整天在家愁眉苦臉的不敢出去，是因為牠害怕天敵一貓。天神於是幫老鼠把他變
成貓，牠卻因為狗是它的天敵依然足不出戶，變成狗又因害怕老虎，最後即使牠成
為動物界之王卻也害怕手槍，最後天神氣得把牠打回原形。老鼠因膽小而不敢外
闖，所以選擇了一條被小看被欺負的路。對自己沒有足夠的信心，做事畏縮，又如
何幹出一番成就出來？
曾經我一心只是羨慕與嫉妒別人有才華有能力，卻沒想到他們的信心、勇氣與
努力，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何曾不是老鼠呢？「心有多寬，路就
有多寬」，我不想像牠般懦弱，我定要把自己變成心目中的王，讓自己學會更多。

這本書共分為四章，而我最喜歡的是「心有多寬，人生路就會有多寬」。它讓我
明白人生好壞決定在於態度，它決定你所遇到的是挑戰還是挫折。你樂觀會把困難
當作挑戰，即使最後你輸了，卻從中學到經驗；你消極地把困難當作挫折，解決不
了，埋怨上天給你不夠多，待你不好。其實什麼都不是，只在於你是否把機會抓好
並做好。消極想法緊緊影響你，不會再有勇氣去解決困難。原本上天賜予你的墊腳

的
評判

閱讀書籍
書名：如果人生重來過，我會這樣做：讓你不管人生順逆都無所懼的55個寓言
小故事
作者：白帆、西武 著
出版：台北：沙發書坊，2010。

話
． 舉例生動，文筆活潑。(HKPTU)
． 能籍著書本內容，分享自己見解。(HKTLA)

林瑋韜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題 目

在 失 敗中遇見真正的自己

在我們的一生中，總不免會遇到一些挫折。這些挫折，像生命中的傷疤，永遠
提醒著我們的不足。然而當你清醒過來，痛定思痛的時候，才會恍然大悟，正是這
些傷疤才教會了我們和自己的心靈對話。因此我們必須學會在失敗中遇見真正的自
己。
我最近看的一本書，恰好以此為題，講述了七十個人生故事，每一個都深深打
動人心，令我們反思自己的一生。此書秉持著「沒有失敗就沒有自我」的理念，告訴
讀者不要永遠沉浸在失敗的世界中，而是要從失敗中走出來，樹立樂觀的態度，面
對真正的自己而作出改變。七十個故事，七十個失敗，但也是七十個光輝的未來。
其中一個關於英國著名物理學家威廉．湯姆遜的故事尤為令我印象深刻。他要
建造世界第一條大西洋海底電纜，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被世人所嘲笑的他，並
沒有選擇放棄，他在挫折中仔細反省，認清自己的內心，深深明白自己的目標就是
要修建海底電纜，於是他下定決心，再接再厲，背負「傻瓜」之名，為世界奮鬥，
最終取得成功。如果那天他沒有遇見真正的自己，恐怕今天沒有大西洋海底電纜，
只有威廉失敗的笑柄。

在我看完這本書後，我認為要把失敗反轉為成功其實十分簡單，最重要的就是
要有做出選擇的勇氣和認清自己的決心，每一個人面對失敗的第一個反應都可能是消
沉、沮喪，甚至羞恥，可是，偏偏這些心情和反應抹殺了我們反敗為勝的機會。那
些在不同方面獲得金碧輝煌的成就的偉人，哪一個不曾在人生的道路上跌倒過？我
想正是因為跌倒了，我們才會感覺到疼痛，才會鞭策自己，避免再次墮入失敗的深
淵。
什麼因素成就了我們人類這種奇特而且含有豐富感情的生物？如果硬要回答的
話，我覺得一定少不了「失敗」。正因為我們能在失敗中換個角度去看事情，我們才
會走出困境，遇見自己。日常的小小迷茫、失敗、挫折，只要能克服，必能將失敗
轉為成功。正所謂「人無完人」，古人想必也是經歷了無數的挫折才能得出如此結
論。這本《在失敗中遇見真正的自己》，是抵抗失敗的言語，是打開成功大門的鑰
匙，是啟發智慧生活的第一步。

的
評判

話

閱讀書籍

． 文中對「失敗」的解說頗深入、細緻。如能加入個

書名：在失敗中遇見真正的自己
作者：魏娜 著
出版：新北市：采竹文化，2011。

． 緊扣主題，扼要帶出書籍內容，很好。(HKTLA)

人經歷的例子更佳。(HKPTU)

林穎 欣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題 目

我 的 生命課

米奇在大學時最敬佩、最親近的是墨瑞教授。那時候米奇對人生充滿憧憬和夢
想；然而進入社會後的挫敗使他的心靈凍結。十六年後，墨瑞上了一個電視節目，
米奇因而再和他聯繫上。此時的墨瑞患了絕症，他的生命正在一天一天的邁向終
結。老教授和米奇約定每個星期二見面，開展了教授生命中最後的課堂。

一些磕磕碰碰－成績不理想、自信心下降、對未來一片渺茫等。這些都是我的絆
腳石。用墨瑞的方法，我要接納它們，然後把它們放下，不讓這些跌宕模糊了我的
目標。很少人能上大學？那我便加倍努力。
墨瑞和米奇談得最多的是生命中最為珍貴的事物。那我最珍惜的又是什麼呢？

他們上的是生命教育。米奇在一次又一次的拜訪中，從老教授身上看見生命的
凋零衰敗。可是即使這麼近距離面對死亡，老教授卻和他談該如何活，討論什麼是
生命中值得珍惜的事物。
老教授以他樂觀的態度和平靜的心，度過病魔摧殘的每一天。墨瑞怕死嗎?他
坦言他恐懼，只是他接納這個感覺後，很快將它放下。他讚揚生命，讚揚生命讓他
的智慧多了挑戰與歷練。墨瑞提醒我們不要放太多注意力在與我們本身無關的事情
上，而忽略生命中更重要的東西。他和米奇談到「夢想」。我想每個人都是懷抱夢想
而活，渴望一天我們的夢想能夠實現。然而，哪會這麼容易。米奇不就是離開校園
後便被迫放棄夢想，只顧追逐名利嗎？

偶像？金錢？還是成就？我想都不是，家人和朋友才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金
錢和名利這些外在的東西，即使擁有了也可以瞬間消失。但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卻永
遠是陪伴著我、支持著我的人。他們給我的不是其他物質可替代。
對於我死亡也許太遙遠；但生命的結束可以是全無預告的。我想最聰明的生活
態度是認真的過每一天，認真的對待每一件事物，認真去愛身邊的家人朋友。這本
「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讓我和米奇一起上了老教授最後的一堂生命課。

我今年十三歲，一直以來的夢想是上大學。身處香港，這可不容易；因為香港的
學位緊張，每年只有五分之一的學生能上大學。我想在我邁向夢想的路上，難免有

閱讀書籍
書名：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 = Tuesdays with Morrie
作者：艾爾邦 著；白裕承 譯
出版：台北：大塊文化，1998。

的
評判

話
． 緊扣題旨，文筆精煉，能在介紹書籍之餘聯繫個人

經歷，情理兼備。(HKPTU)

作品排名不分先後，以獲獎者姓名排序。
Works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the winner’s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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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 Hong Kong Teacher-Librarian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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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鈺輝
北角協同中學
題 目

樂 ─ 讀《荷蘭式快 樂》有感

香港，是一個物慾橫流的城市。都市人每天為工作疲於奔命，逐漸地，似乎淡
忘了一切，什麼自然風光，什麼詩情畫意，都似是浮雲般，可有可無。也逐漸地，
人們拋離了一切，自私和貪婪蔓延在每個人的腦海之中，不知不覺地跌入金錢的苦
海深淵。
難道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多的金錢去填補自己的生活麼?
偶然一次，在千千萬萬中尋得這本不顯眼的書，我隨意翻閱，並不用心地看了
起來。只是書中的字眼不斷地觸動著我，讓我無法捨掉它而離去。就這樣，沉浸在
書海之中，不斷細味品讀……
此書講述的是一位長居荷蘭的華人所體驗到的樸素風情，繼而與老鄉－台灣
作比較，抒發對荷蘭純樸生活的嚮往。
書中有句話一直徘徊在我的腦海中：「習慣不夜城的我，無法理解荷蘭的商店
夜間關門。後來才明白，除了物質性的享樂外，夏天的湖邊野餐，冬天的滑冰，春
天美不勝收的花，秋天採之不竭的野果。」

與其喝下一杯杯苦澀的咖啡去解悶，倒不如敞開心扉，投入自然風光的懷抱
裡。
荷蘭人便是這樣，他們視金錢淡如水，去追求自己想過的生活。只要陽光普
照，即便是馬路，他們也能席地而坐、野餐，享受令人羨慕的生活。只要是法定休
息日，就算有忙不完的應酬，荷蘭人都會躋身出來陪伴家庭，共度幸福美好的時
光。對於他們來說，金錢的地位是顯得如此微不足道，珍貴而又無價的正正是快樂
和幸福。
人生好似一支彩色畫筆，倘若我們能夠調節好時間的比例，在春天到來之際去聞
撲鼻而來的花香，在夏末之時採摘粉妝玉砌的荷花，在秋風吹過之際拾起霜葉火紅
的楓葉，在白雪飄來之時欣賞落寞淒涼的雪景。倘若如此，我們定能勾勒出一幅五
光十色的人生美景圖。
就讓這支彩色畫筆去描繪屬於我們的美好人生吧。

這不正啟示著我們麼？
我們總愛奔波來回，卻沒有欣賞過身邊的一點一滴；我們總嚮往蘭桂坊的熱
鬧，但忘卻了大自然的清幽；我們不斷地膜拜在金錢的世界裡，卻不懂得如何享受
應有的生活，只是一味著眼金錢為一切的觀念，虛度著光陰。

的
評判

閱讀書籍

話
． 能從欣賞其他國家的生活文化，反思生活態度，選

書名：荷蘭式快樂：做自己，不需要說對不起的人生觀
作者：陳宛萱 著
出版：台北：啟動文化，2014。

材頗特別。(HKPTU)

柯家 洛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題 目

智 慧 生活

書，像是一杯陳年佳釀；知識的累積，就像酒的發酵過程；閱讀，像是味蕾，
讓美酒在口中裏慢慢品嚐
《智慧故事一百則》搜羅了不同的故事，這些故事啟發了我，令我的處世態度
有了一個嶄新的轉變。
在〈驕兵必敗〉的故事中，君主苻堅有一位得力的助手－王猛，王猛不但本領
高強，而且才智過人，令國家慢慢富強起來。後來，堅治理的國家成為一大強國。
自此，他逐漸忽視其他小國。可惜王猛去世後，堅自恃國勢強盛、兵馬眾多，竟去
吞併鄰近國家。結果，被鄰國將領謝玄所擊敗。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驕傲自大、看小對手，往往會造成失敗。這種很多人都犯
過的錯誤，我也曾犯過 。

地把頭微微垂下。天上飛的白鴿看到了，笑得掉下了井中，白鴿舉頭一望，說道：
「原來你看的世界是這樣的！你的生活不沉悶嗎？」青蛙說：「我的生活才快活，井
裏的一切，都是我的天地。」白鴿聽了後，抓住青蛙，飛上天空，讓牠看到天的長，
地的闊，海的深，山的高。
自大只會把自己的無知顯露出來，是取笑別人，還是被人恥笑？眼前所見的就
是快活生活的全部？還是有非我能想像的世界？這些故事啟發了我要多聽別人的
話，多留意時事，多接觸新事物，多從別人的角度思考，才能擴大自己的識見，獲
得更大的滿足和喜悅 。
這本書還有幾則令我再三回味的故事，我推薦大家在煩惱時看看〈愛煩惱的
人〉，在悲傷時看看〈不擇手段的吳起〉，在沉悶時看看〈模稜兩可〉、在心情好的時
候看看〈努力的代價〉……抱着不同的心情閱讀不同的小故事，定能體會到智慧生
活的精華。

有一次，我在區際比賽獲得卓越的成績。因而驕傲起來，疏於練習。在一次學
界越野賽比賽中，我以為自己穩操勝券，結果我被對手拋離；最後，我以八秒之差
屈居第二。比賽後，我反省自己，若當時沒有因驕傲自滿而疏於練習，我們一定能
上演一場精彩的賽事。
在〈井底之蛙〉的故事中，青蛙居住在一口廢井裏。牠的生活圈子很小，一次，
河水泛濫把魚兒衝到井中，青蛙高傲地說：「還不趕快向本王請安！」魚兒戰戰兢兢

的
評判

話
． 內容所舉之例未至深奧，卻能寫出深刻的個人見

解，此舉不俗。(HKPTU)

閱讀書籍

． 貼題，報告精簡，既能帶出書籍內容，又能抒發己

書名：智慧故事100則
作者：黃汶如 著
出版：新北市：華文網，2001。

見！(HKTLA)

高燕
李求恩紀念中學
題 目

懂 得 捨棄消極情緒 ─ 感 悟《世界上最簡單的智慧書》

我曾經對生活迷惘過，覺得活着只是一直在滿足父母對自己的期望，卻從未想
過自己的人生，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應該用怎樣的態度面對生活？《世界上最簡單的
智慧書》這本書，在我情緒最低落的時候伸出了援手，啟發我用心去思考這個容易
令人迷路的人生課題，引導我正面地面對生活，有智慧地生活。
書中共有六十七個小故事，每個小故事所帶出的人生哲理都發人深省，而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拋棄的水池〉，它講述一個得了難治之症的人，日日為病愁苦，看
了很多個醫生，試了很多辦法都沒有用，直到有一天，他夢見了一個精靈，告訴他
到一個名為「拋棄」的水池裹泡澡，就能藥到病除，結果真如此，後來他領悟到這是
自己任意放縱情緒才惡疾纏身，於是戒掉惡習，苦惱消失了，病自然就好了。作者
對這個故事的解讀是「人之所以有很多難纏的情感，就是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捨不
得放棄。把消極扔掉，讓積極代替，就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了。」是呀，情緒可以影響
人的生活態度，我們往往在意自己肉體的健康，卻忽視自己的心靈健康。很多因素
可以影響到心情，要是我們給困住了，誰都很難拯救你。然而當你懂得放下，往往

面對同一個問題便能有新的體會。我們時常聽過一些新聞，關於一些名校學生因為
學業問題的困擾而輕生，還有關於患上憂鬱症逐漸年輕化的新聞。可見消極的情緒
不但影響我們的生活，還影響着我們的健康。怎樣才能算是有智慧地生活
呢？讀了這篇故事，我想我知道了。「捨棄消極情緒，樂觀地面對生活」，才是有智
慧地生活。
每個人總有情緒低落的時候－也許是一個人，也許是一件事，生活不停的重
複着發生類似的事情，讓人久久難以釋懷。因此，我們面對生活中的種種難題時，
千萬不要鑽牛角尖，只要換個角度思考問題，捨棄消極，要樂觀生活。就像作者說
的：「行為的改變來自心中所想，換一種態度對待生活，便能獲得一次心靈的『涅
槃』。」

的
評判

話

閱讀書籍

． 內容中所帶出的道理頗深刻，如分段更細緻，整體

書名：世界上最簡單的智慧書
作者：黎明 主編
出版：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10。

． 大致配合主題，可加強前後呼應。(HKTLA)

表現可更好。(HKPTU)

作品排名不分先後，以獲獎者姓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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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 Hong Kong Teacher-Librarian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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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 晉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題 目

智 慧 生活

究竟甚麼是「智慧生活」？如何才稱得上「智慧生活」呢？我相信很多人也不知如
何回答我的問題，但看完《小王子》之後，我終於明白「智慧生活」的意思。
《小王子》這一本書記述了一個來自某顆小行星的小王子。因為一朵玫瑰花的
傷害而離開了家，在各星球間遊歷，遇見了國王、自負的人、酒鬼、商人、點燈人
和地理學家。最後，他降臨地球，遇到飛行時因飛機故障而被迫降到了沙漠的作
者。作者通過與小王子的相處，重新找回了年幼時的夢想與單純的快樂。

《小王子》的故事主題富有哲理，他從人的成長產生的變異裡，抒發出人生的
生活真理，不要生活在空無中，不要生活在物慾的表面光環中，要生活在真正的價
值裡。其實，每個人看《小王子》都會有不同的體驗，在於你以哪一個角度，以哪一
種心態、心情去看待書中的內容。還有甚麼是「智慧生活」呢？不如就留給讀者去看
《小王子》去領悟吧！

看完這本書後，我改變了對「智慧生活」的想法。本來，我一直認為「智慧生
活」的意思是用智慧使生活更加方便，使生活得到提升。看完書後，我改變了這個
想法，我覺得「智慧生活」的意思是指生活中的快樂無處不在，人們只要不捨本逐
末，為追求某些外在的價值，而忘記了生活真正的價值－擁有一顆純潔的童心。
看完《小王子》之後，我終於明白「智慧生活」的意思－不要斤斤計較，為了
一點小小的利益而去吵架、憤怒、不快。在生活中，我明白做人不應該計較利益而
失去快樂，應該保持童心，做到「智慧生活」。

的
評判

話
． 文筆平順，鋪排亦具心思。(EDB)
． 內容精簡，文筆亦佳，若加長篇幅，現有內容會變

得更細膩。(HKPTU)

閱讀書籍

． 貼題，取裁恰當，能抒發己見及扼要敍述書籍內

書名：小王子
作者：聖埃克蘇佩里 著；馬振騁 譯
出版：香港：商務，2008。

容。(HKTLA)

許家瑜
聖公會諸聖中學
題 目

智 慧 生活 ─ 煩惱轉化為快樂

我們生活在這個紅燈酒綠的城市裡，所有東西都開始變得城市化、商業化，隨
著現代科技越來越發達，我們實現了古人一直夢寐以求的飛天夢想。那麼，在這個
城市裡生活的人們，每天都為一日三餐而忙碌，連睡覺和休息的時間都沒有的時
候，你是否記得：你今天微笑了嗎？

猴子捉緊的拳頭，換來了一生失去自由。很多時候，我們也有太多捉緊而不肯
放手的事情，例如感情上的「不放手」，人際關係的「不放心」，某些事情的「不原
諒」。當我們捉得越緊，最痛的就是自己，也就是把自己推向窒息的邊緣。這是一個
讓我學懂放下，才能重新擁有的故事。

為了生計而忙碌的人，漸漸地用「煩惱」取代了「快樂」，漸漸用物質取代了你的
快樂。蔣慧瑜是一名心靈勵志書作家，我看過她的一本書《多一分鐘樂觀，少60秒
煩惱》，裡面有許多個不同的小故事，卻都包含著大大的道理。讓我學會用不同的角
度去看待事物，學會樂觀地去面對每一件事情，樂觀地面對生活。裡面有個小故
事，讓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大都是在一念之間，如果放不下那口氣的人，便要
學習走出去尋找新天地，如果能放得下那口氣的人，便學習沉著應戰，笑罵由人。
快樂源頭是來自你自己，我們要欣賞及感激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酸甜苦辣和柴米油
鹽就是生活，學會品味和欣賞，學會將煩惱轉化為快樂，這才是智慧生活！

傳說在很久以前，東南亞有一種很獨特的捕捉猴子方法，那裡的土人先在樹上
摘下椰子，在椰子上鑽個洞，那個洞剛剛可以讓猴子把手伸進去，但是猴子必須把
手指伸直及靠攏起來，變成尖尖的形狀才可以通過。當猴子被香味吸引，便會急不
及待伸手穿過小孔，拼命地去抓裡面的椰肉，抓得一大團椰肉，手也握成了拳頭，
猴子的手便拔不出來，於是只好大聲叫嚷。土人聽到叫聲，便知道有猴子中伏，就
可以輕易地抓到那隻掙扎得筋疲力竭的猴子。

的
評判

話
． 思路清晰，中心思想明確。(EDB)
． 能從書中詳細舉出一例，並結合個人見解，頗見心

思。(HKPTU)

閱讀書籍

． 貼題，取裁恰當，能抒發己見及扼要敍述書籍內

書名：多1分鐘樂觀，少60秒煩惱
作者：蔣慧瑜 著
出版：香港：青源，2012。

容。(HKTLA)

陳智 慧
李求恩紀念中學
題 目

傾 聽 自己的聲音 ─ 讀《細數那些叫思念的羊》有感

我曾經覺得我正邁往真正屬於我的人生的道路。我對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信心
十足。然而，讀過《細數那些叫思念的羊》，卻使我對以往的生活方式感到疑惑。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張曉風的作品。在她的文章裡，我感覺她十分熱愛生活，是
把生活觀察得極其仔細的一個人。她的文字非常平淡，但在平淡的文字中，卻能實
實在在的感覺到她對生活的那份深情是多麼的真切。她用簡短的文章向讀者闡述人
生哲理，探討為何人們越是深入探索生命，越是對生命感到疑惑。讀此書之前我曾
問自己：「當下的生活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嗎？還是純粹是隨波逐流？」
作者在寫這份稿子的時候，正逢父親逝世，面對親人永別，作者含著淚，將稿
子寫完。其中一篇〈不識〉寫道：「父母能賜你以相似的骨肉與血脈，卻從不與你一
顆真正解讀他們的心。」是啊，世間萬物有多少我們真正熟識的？就算是自己身邊
最親近的親人，也不敢說真正的彼此了解，更何況是對未來生活的意見？他們真有
足夠的智慧理解我的需要嗎？

閱讀書籍
書名：細數那些叫思念的羊
作者：張曉風 著
出版：青島：青島出版社，2013。

文章〈浪擲〉給了我一個人生方向，作者曾問大學一年級學生最令自己後悔的
事。一類學生說之前太用功，現在要開始好好玩樂，一類學生說之前太貪玩，現在
得好好學習。我覺得作者寫得好：「青春太好，好到你怎麼過都覺浪擲，回頭一看，
都要生悔。」青春實在是太過美好珍貴了。正值青春期的我們，為何不好好想想，
如何過才不會讓自己生悔？人常會在人生道路上遇到難以抉擇的十字路口。我也曾
為尋找學習的意義而苦惱過。父母曾對我說他讀書是為了將來日子過得更好。但我
對此感到疑惑。我覺得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沒有錯。但假若將這個視為學習的唯一
目的，那過程豈不是很痛苦？老之將至時豈不是會使自己對青春時做出的決定後
悔？何不將學習看成自己認識世界的窗口，把學習中充實自己，尋找快樂的過程？
讀完這本書，我明白了：想要將來不後悔浪擲了青春年華，那就要傾聽自己內
心最真實的聲音，這才能過智慧生活。

評判

的話
． 文筆流暢，措辭誠摯，鋪排具心思。(EDB)

作品排名不分先後，以獲獎者姓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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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PTU：
HKRA：
HKTLA：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香港閱讀學會 Hong Kong Reading Association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 Hong Kong Teacher-Librarian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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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儀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題 目

足 以 自豪

什麼是智慧生活？大家想到的可能是科技產品如何為人類帶來方便。其實智慧
生活的範圍可以很廣泛，並非只是花錢購買科技產品去改善我們的物質生活，也可
以是一種生活態度，由處理日常生活的小智慧，到支撐我們努力生存的大智慧。
讀過這本書後，我想為大家介紹一位快樂小天使－楊小芳。每次看見小芳的
相片，我都會被她燦爛的笑容吸引，但再往下看，那雙空蕩蕩的衣袖卻告訴了我小
芳的路一點也不好走。她九歲時因一場嚴重的觸電意外而失去了雙臂，那時她還沒
移民到香港。有一天，她在路上被掉下來的高壓電線嚴重灼傷，經歷了十多次大大
小小的手術，最終小芳的雙臂被切除了！

小芳也讓我明白「逆境自強」的重要。儘管缺少了雙臂為小芳的生活帶來許多
不便，但樂觀的她卻視之為生命的挑戰。憑著小小的聰明與智慧，她發明了一些方
法和輔助工具來協助自己的日常生活。例如乘坐港鐵，她會帶上一個由自己研發專
為「咄」八達通卡而設計的小袋子，再把八達通卡放在胳膊處；上洗手間和換衣服
時，她會利用一個附有吸盤的毛巾架，釘在牆上去協助自己。除了這些生活小智
慧，她還憑著堅韌的意志，艱苦的鍛鍊，而成為一位出色的運動員和畫家。她不但
擅長游泳和長跑，還能以足代手繪畫出一幅幅美麗和富有人生哲理的畫作。
小芳，她為其生命創造出一個接一個的奇蹟，也為他人帶來希望的訊息：「珍
惜生命，相信前方會有更美好的日子！」

面對這樣不幸的遭遇，我和很多人一樣難免會對自身不足之處耿耿於懷，會變
得憤怒或悲哀，會害怕他人的目光，甚至會失去生存的勇氣！小芳卻讓我明白到即
使面對艱難時刻，也不要放棄，要堅強、勇敢地活下去。我看到小芳雖然躺在醫院
裏，但她不覺其苦，她感恩自己的心臟仍在跳動，而且還有一雙健全的腿，可以讓
她笑著繼續往前走。這讓我深深感受到「活著」的可貴，我希望年輕人不要因為現
實中的挫折便輕言放棄生命。當你覺得自已很糟，心裏憂傷難過時，請你想想小
芳，你會發現在悲慟的另一邊，會有一條不同的出路。

的
評判

話

閱讀書籍

． 能藉著一個勵志經歷反省人的生活態度，內容寫得

書名：足以自豪 = Stand tall
作者：楊小芳 著
出版：香港：新雅文化，2014。

． 貼題，行文通順，具體表達感受！(HKTLA)

深入。(HKPTU)

薛曉 藍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題 目

《 我 們仨》

智慧的花朵，常常開放在痛苦思索的枝頭上……
生活的智慧不僅可以從日常點滴中發掘，也可以從一個人的生活態度來反映。
修養豁達的心靈境界，用積極樂觀的心態生活，這也是一種生活智慧的體現。我理
解的生活智慧，從《我們仨》這本書談起，從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中得以體驗……
作者楊絳先以夢境為開頭，敘述與丈夫及女兒「失散」的情景，再運用倒敘記敘
與錢鍾書先生相遇相知的生活。兩人都是知識份子，相處融合，年青時在清華大學
畢業後到英國牛津和巴黎留學。不久，家庭裡誕生了一位新成員－錢瑗。可是，
幾十年後，女兒和丈夫先後因病離世。因此，楊絳於九十高齡時寫了《我們仨》，把
三個人淒苦卻甜蜜的歲月一點一滴記錄下來。
「世間好物不固牢，彩雲易散琉璃脆。」作者說得沒錯，因為世界上美好的東西
或時刻的確不可以永遠停留，它總會很快的消失。可是，現今社會有多少人能意識
到這一點？我們總會感到快樂的一秒如走馬觀花般的閃逝，最後留下的卻是一抹淡
淡的憂傷或遺憾。但，我們仍然願意沉澱在美好的時光中，白白地看著它漸漸流
逝。「珍惜」就是《我們仨》蘊含的人生智慧。作者曾說：「時間不是金錢，時間是生
命。」他們「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錢家三人最珍惜的

是－愛和時間。法國著名物理學家帕卡爾曾比喻人是「會思想的葦草」，生命就宛
如葦草般脆弱。所謂人間沒有永遠，要愛惜眼前人，現今科技發達，可是家庭相聚
反而還比以前少，猶如隔了一層厚厚的屏障和高牆。其實能珍惜「時間」和付出
「愛」，人生將充滿快樂。
快樂，何謂快樂？從《我們仨》，我領會到世界上沒有單純的快樂。錢家三人
已過著顛沛流離的一生，再加上受到政治運動的折磨，他們仍然堅毅不拔，患難與
共、相伴相助。「不論什麼苦澀艱辛的事，都能變得甜潤」，三人的生活總夾帶著憂
慮、煩惱和苦難，但他們沒有埋怨，也沒有消極地看待人生。反觀我們，生活是幸
福的，沒有戰亂，也沒有飢餓，那就更不應抱怨什麼人生「不幸」，因為快樂的獲得
在於是我們看待人生的態度－這就是「生活的智慧」！

的
評判

話
． 通篇自然流暢，能有條不紊地帶出觀點。文章以名

句「智慧的花朵，常常開放在痛苦思索的枝頭上」
作開端，引用宜加引號。(EDB)

閱讀書籍
書名：我們仨
作者：楊絳 著
出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

． 切題，能抒己見，分享書籍內容。(HKTLA)

鍾麗瑩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題 目

《幸 福 就是老天給什麼，都 是享受》閱讀報告

朱自清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文章的其中一句是這樣的：「我赤裸裸來到這世
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人，原本就是身無分文地來到這世界，也要不
帶走任何物件嗎？
幸好，我遇見了它。黃桐先生寫了一本書－「幸福就是老天給什麼，都是享
受。」這本書圍繞著「幸福」二字，分享五十五則智慧生活的小故事，從故事中講解
道理，學懂智慧生活的秘訣，就是幸福。
閱讀完這本圖書後，印象最深刻的是「你以前怎麼活?」故事中，一名男子遇
上公司裁員而失去工作，又碰上金融風暴而賠盡積蓄，甚至與交往多年的女友分手
而傷心。事業、金錢、愛情，同時失去，令男子心灰意冷，當他想出家時，住持卻
告訴他：「當你的事業、金錢、愛情未曾擁有過的時候，你是如何生存下去的？」
是啊！當人從未擁有過自認為重要的物件時，都能一切如常地生活，何況是現
在？從前和現在，不就是一樣嗎?

閱讀書籍
書名：幸福就是老天給什麼，都是享受
作者：黃桐 著
出版：台北：沙發書坊，2010。

後來，那名男子醒悟了。我，也醒悟了。人出生前，從未擁有過任何物件，也
能隨時間流逝長大，等到年老時或死亡之後，也失去了一切曾所擁有的，這不就和
人原本的一樣嗎？一時的失去帶來的痛苦，就是源於人的不甘心，只有接受失去，
努力奮鬥，才能獲得成功！
什麼是幸福？幸福就是享受。什麼是享受？享受就是生活。什麼是生活？生活
需要智慧。什麼是智慧？智慧就是從身邊的一點一滴中獲得靈感。智慧生活是什
麼？在我看來，懂得幸福的人，才能擁有智慧的生活。故事中的男子與很多都市人
一樣，他們以為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足夠的積蓄和羨煞旁人的愛情就是幸福，而
我認為懂得享受生活中的快樂、喜訊或是困難、噩耗，才是真正的幸福。只有懂得
幸福地生活下去的人，才能令生活變得有意義，是智慧生活的最佳答案。
我可以拿著這本書，給自己一個答案：人，原本就是身無分文地來到這世界，
能帶走的還有失去後的瀟灑……

的
評判

話
． 結構井然有序，起結互相呼應。文筆亦平順。(EDB)
． 貼題，既能分享書本內容，也能抒發己見！(HKT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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