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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泳琪

明愛馬鞍山中學
題 目

傅「碌」傳奇

逆境清袋

傅家俊，職業桌球員，他曾三奪世界排名賽冠軍，現今世界排名第五，
創下個人最高排名記錄。我讀畢他的傳記《147人生傅家俊》，感觸頗深，
十分欽佩傅先生的三種人生態度。
「我只想分享一下那些難過的難關，希望大家關關難過關關過。」─ 傅

第二，是面對金錢誘惑，安然而不為所動。從希堅斯和李爾的虛假球賽，
加上父親嚴格的訓誨叮囑，傅先生不斷自我警醒：「人不是為生活而存，而是
為尊嚴而存」，物質生活不能滿足精神尊嚴，一個專業球手可以在球桌上輸掉
一生，但不可以在球桌上輸掉尊嚴。在球桌上贏得成就，卻因而輸盡聲名，這
是人生的倒退。不因「一CUE清袋」，卻換來「一舖清袋」而抱憾終生。

家俊
第一，是他能以一顆平常心來面對逆境。傅先生在英國錦標賽32強止
步，與往績相差甚遠，正常人往往蹙額頓足，一蹶不振。可是，傅先生不以
環境的順逆而悲喜，每次駢指握桿，心無旁鶩，天地雖大，而唯球與袋之
知。心之所向，早已超越勝負，更不會因一時失手而影響自己往後表現。神
勇之時，人們常把「偶像」二字掛在口邊；但當黯然失落，低迴惆悵，那些
人表面堆歡，「偶像」二字卻反成諷刺，明搗暗抑。傅先生「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超然於勝負與褒貶之外。兵家得失常事，「平常」之道，從球技
昇華至人生，變得兩面堅韌，所向披靡，三屆冠軍，名不虛傳，使我肅然起
敬，心中佩服這位人生「偶像」。

第三，是真誠的待人處事之道。只要認定是朋友，便會打開心扉，無所保
留。傅先生善於欣賞別人的每一個優點，即使在賽場上是比拼激烈的對手，但
賽場下卻是私交甚篤的「鐵哥們」。從決賽對手Ronnie為他琢磨桿頭一幕，足
見球逢敵手，情義至深。
傅先生說道：桌球，從來沒有easy shot，人生也沒有「符碌」僥倖。樂觀
面對逆境，堅定戰勝誘惑，交友以誠，自創傳奇。勇闖人生的高峰，沐浴天地
的光輝。球桿自握在手，認清球與袋的方向，一步一步，打下佳績。

閱讀書籍
書名：
147人生傅家俊
作者：
傅家俊 作
出版社： 香港：知出版社，2017。

評判的話
·文章語言簡潔，敘事抒情，均頗貼切。

李曉敏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題 目

讀《人生不設限》後感

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當我們遇上挫折時，總是在一個消極狀態。但
曾否想過，有些人面對著比我們更嚴峻的挫折時，和我們不同，他們會坦然面
對，就像力克•胡哲ー樣。在我小時候，我一直認為不會做功課已經是一樣十
分大的挫折。我經常將功課帶回學校做，令我欠交了許多功課。但我在唸中一
時看到一本書，令我對挫折的看法改變了不少，那就是《人生不設限》，力克
•胡哲的作品。
這本書概括了力克一生的挫折、成功以及與家人相處的點點滴滴。他是一
位殘疾人，天生沒有四肢，只有一隻在下身的小腳丫，他戲稱這是他的「小雞
腿」。他永不言棄，他曾說：「告訴自己再多撑一天、一個月、一年，你會發
現拒絕退場的結果令人驚訝。」這鼓勵我遇上困難時迎難而上。但力克也曾想
過放棄，他在書上這樣寫：「我十歲時，假如我的頭再往水下沉十厘米，我就
可能感受不到世界的美麗。」但他最後沒有放棄，他雖沒有四肢，但卻學會衝
浪、游泳、騎馬，他毅然接受了生活的挑戰，創造了生命的奇蹟。
這本書不僅傳遞給我們樂觀向上的精神和堅毅成功的信念，也給我們的心
靈注入了強大的力量。遇困難時，想想力克是怎樣戰勝身體的殘障；想放棄
時，想想力克是付出了多少汗水才成功；悲傷失落時，想想力克燦爛的笑容和
他的樂觀精神。在我們抱怨世界不公時，為何不能像力克一樣感恩，珍惜我們
所擁有的一切呢？

不要給自己的人生定下任何限制，因為人生有著無限的可能。你的夢想有
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態度決定高度，認為自己不夠好，是最大的謊言！認為
自己沒價值，是最大的欺騙！
人生不設限，每一次的閱讀，給人學會了許多，讀書可以把人從黑暗引向
光明。力克•胡哲給所有心中有夢想的人一個精神動力，他告訴你：「做最好
的自己，我能！」

閱讀書籍
書名：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作者：
力克•胡哲 著
出版社： 台北市：方智出版社，2010。

評判的話
·能把書中的道理應用於生活，主題明確。

卓婧怡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題 目

武則天的一生傳奇

每每閱讀傳記時，我感覺自己除了是一位讀者，更是一名歷史的旁觀者。
近日再讀《武則天》，在作者那富有感情的娓娓道來下，武則天鮮活的形象躍
於我眼前。我從她偉大而傳奇的一生中，縱觀了將近半世紀的唐室興衰，十分
暢快！
武則天原只是一個木材商人的女兒，因她貌美，在機緣巧合下成為了唐太
宗的才人，然而她的命運可謂大起大落：她曾當過唐太宗的愛妃、曾被困於冷
宮、被迫當過尼姑，歷過低谷後又重新成為唐高宗的正室，最後更成為女皇
帝！輾轉中，她的權力在宮中一步步強化，後來透過「垂簾聽政」，朝中不少
大臣都聽命於她。最後，終於如她所願，成為了中國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
雖然有不少人認為武則天太有手段，然而看完她的一生後，我對她的聰穎
才智、運籌帷幄，卻不禁萬分佩服！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時代，女子在家族中也
無地位可言，武則天卻能在一國之中當上皇帝，背後的付出是毋庸置疑的！她
的聰明睿智、雄心萬丈、有勇有謀、堅毅過人，絕對勝過男子。除了天資和性
格使然，她也勤批奏章，勤於政務，努力治國，廣施德政，令人民的生活變得
安康，這都是值得我們欣賞的。

評判的話

不過，武則天實在有些罔顧常理的事，值得我們反思。難道權力和慾望真
的比親情、比情義重要嗎？歷史上都認為她曾親手殺死兒女，令人心寒。俗話
說：「虎毒不吃兒。」天下父母心不是人皆有之嗎？到底如此狠心，換來的權
力能作出抵償？此外，她對付朝臣亦十分心狠手辣，她對宦官採取了兩面的手
法，用得着的時候，就籠絡之；用不着的時候，就變通利用，把他們變為代罪
羔羊；與她意見不和的，便清除異己，例子比比皆是。難道權力、慾望和情
義、仁德真的不可共存？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之下，我認為還是應選擇孟
子所言之「正道」為宜啊！
的確，武則天的人生有輝煌成就、權力滿載的一面。然而，她心中的孤獨
又有誰可以分憂呢？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她希望人們以「皇后」的身份祭祀
她，而非「皇帝」。當中隱含她堅強臉孔的背後，心中還是那個初入宮的單純
少女而已，人在宮中，身不由己矣！這實在意味深長啊！
一生傳奇的武則天讓人心寒，也讓人敬佩；一生成就輝煌，卻也內心孤
寂。擁有這獨特人生的，便是中國唯一一位女皇帝 ─ 武則天！

閱讀書籍
書名：
武則天
作者：
李俊秀、王菊英、王登鈺 著
出版社： 台北：牛頓，2005。

·文章段落分明, 結構完整, 語言簡潔, 論點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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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詩敏

迦密主恩中學
題 目

為自己開拓幸福之門

海倫•凱勒出生於一八八零年，她出生時本來一切正常，後來因患上急性腦炎而
喪失視力及聽力，成為一位失明、失聰及無法說話的重度障礙者。

施雅雯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幸運的是她沒有被大病一擊而潰，反而越挫越勇，憑著驚人的毅力學會了流暢的
發音與表達。成年後，繼續廣泛閱讀，刻苦學習，成為了掌握五種語言的作家和教育
者。她同時致力於殘疾人事業，組織海倫凱勒基金會，四處奔波募捐以改善殘疾人士
的生活環境及教育水平。
「雖然這個世界充滿苦難，但是也有很多解決、克服的方法。」這句話出自於海
倫•凱勒口中。海倫•凱勒的一生注定不平凡，雖荊棘滿佈，但總遇到能幫助她的
人，就好比她的恩師蘇莉文老師。蘇莉文老師是海倫•凱勒與外界溝通的橋樑，教會
她溝通，帶領她走出困境，面向一個樂觀、正面的人生。所以，當我們覺得所有事情
都事與願違，內心忐忑不安時，要相信情況或許沒有想像中那般悲哀，或許為你雪中
送炭、給予溫暖的人正迎面向你走來。
「當一扇幸福的門關上了，另一扇幸福的窗會因此而開啟。」相比海倫•凱勒，
凡事一帆風順的我們，人生中或許沒有經歷太多風雨，也沒有什麼值得慶幸的事。以
海倫•凱勒為例，她雖然不能擁有完整的視力，但卻擁有超乎常人的毅力與口才。其
實，在這個世界上不少人是生活在漆黑當中，故此我們不是應為能看見一個充滿顏
色、美輪美奐的世界而感恩嗎？
海倫•凱勒雖然生活在一片漆黑中，卻因著個人的毅力及愛心，能發光發熱，感
染他人。彩色和黑白於自己眼中只有一念之差，既然無法改變，何不坦然接受？從海
倫•凱勒身上，我體會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每個人都應靠著信念活出豐盛人
生。

閱讀書籍
書名：
海倫凱勒自傳
作者：
海倫凱勒 著
出版社： 台南：綜合，1975。

評判的話

題 目

截肢的天使：楊小芳的生命故事

有沒有想像過，有一天你會突然失去了雙臂？那時你的心情會怎樣？要是我突然
失去雙臂，我會感到落魄，因為我沒法想像往後的生活，我要依靠別人幫我完成任何
事。這不是說笑。現實中，真的有人因為一次意外而失去雙手，然而她的態度及積極
思想，卻與我有很大分別。
《足以自豪》是楊小芳的自傳，我們同樣是青年人，可是她的生命卻流露一份光
采。九歲時，她因為誤觸高壓電纜而燒傷雙臂，因此必須截除雙臂。由於她後天失去
雙手，因此她需重新學習沒有雙手的自理方式。此外，她很多願望未完成，例如未盡
孝、未追夢、未建家 …… 楊小芳沒有感到灰心失意。她能跨過面前的逆境，因為楊
小芳身邊有一個一直支持她的媽媽，而且她本身是一個性格樂觀的女孩，每次遇上困
境都往好一面想。
楊小芳曾言：「我頓時感受到生命來得不容易，相比起醫院內其他病人，我的情
況其實不是最糟糕的，因為自己的心臟仍在跳動，而且還剩下一對健全的腳，感覺已
經很好。我只要堅持活下去，一定可以活得精彩。」這句話不單是對自己的肯定，也
是對我輩重要的提醒。我們雖然肢體健全，可是在成長同樣面對不少困境。有些年輕
人經不起社會的考驗，選擇了結自己的生命。2011年，一名工程學院的大三女生因
求職壓力過大而自殺；這兩年，一個接一個學生因學業壓力而輕生。這些新聞屢見不
鮮。我們在責備社會施予青年人壓力，又有沒有想過青年本擁有大好年華，肢體健
全，為什麼卻心灰意冷、脆弱如絲，經不起生命小小的困境？他們如果面對楊小芳，
能不自慚嗎？
同樣，我也面對成長的難關。例如我現在英語成績不那麼理想，但是我會每天背
20個英文詞語，豐富我的詞彙。有時我也有心灰意冷的時候，甚至希望放棄。可是楊
小芳的故事再次提醒我，無論面對甚麼困難，都應樂觀、勇敢地面對，不應退縮。學
習英語只是人生中小小的難關，可是只要我不放棄，我一定能學好英文的。

·能帶出書中的主旨，每個人都應靠著信念
活出豐盛人生。

文中一句「機會不是你想要就能有，別人不給你機會，你就不會有機會。」這句
話出自生命勇士楊小芳的口中，確實擲地有聲。機會不會偏待人，不會因為自身的殘
缺而減少，更不會自動送至自己手中，而要自己爭取。只有突破自我，作好迎接機會
的預備，才能把握每個機會，成功更上一層樓。
看了《足以自豪》後，從楊小芳身上我學到樂觀面對自己生活，不論遇上甚麽挫
折，都要往好的方向想。作為青年，我們要珍惜本身的年華，不應因為小小的挫折就
想着結束自己的生命，要相信方法總比挫折多。

閱讀書籍
書名：
足以自豪
作者：
楊小芳 著
出版社： 香港：新雅文化，2014。

許登源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題 目

永不褪色的傳奇：生命鬥士海倫•凱勒

評判的話
·文筆順暢，並加入自己面對難關的經歷，
令內容更見充實。

在閱讀《假如給我三天光明》的這幾天裡，我的心始終猶如洶湧翻滾的大海，久
久無法平靜下來。
我試圖體會海倫的世界，雙手捂著耳朵，閉上眼睛，感受黑暗和無聲的世界。起
初這似乎是一種有趣的體驗，原本喧鬧的世界變得清淨了。但是當我慢慢地向前走，
沒走幾步不是撞到一棵樹，就是撞到人，要不就是摔倒，結果頭上是包，腳上是傷，
而且一路走來心裡很怕，好沒有安全感。
有過這樣的體驗，我才知道海倫的世界有多麼的可怕。雖然她生活在一個沒有光
明、沒有聲音的世界裡，卻始終保持著樂觀和堅強，再加上她遇到了一位可敬的老
師。在老師的幫助和自己的不屈不撓、堅持到底的心和行動下，海倫以常人百倍的勇
氣和決心，以常人千倍的艱辛和努力，以常人萬倍的毅力和堅持，考進了我們夢寐以
求的哈佛大學，連一個常人都很難做到的一件事，她卻做到了，想想都不可思議。
海倫曾說：「如果我僅僅憑藉觸覺就能得到那麼多的快樂，那麼憑藉視覺將會有
多少美展現出來啊！可是，那些有眼睛的人顯然看得很少。」黃昏紅透半邊天的雲
霞、晴空萬里時湛藍的天空、青蔥嫩綠的草地 …… 對失明的海倫來說，這都是夢中
的殘影，或要憑空想像它們美好的模樣。要是你問我，說來慚愧，我連樓下公園花圃
有甚麼顏色的花，都毫無印象。
就拿我自己來說，從小被爸爸媽媽愛護著，整天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上課下課
還要爸爸媽媽接送。遇到一點兒困難和失敗就會失去信心、不願堅持。或許這就是因
為很多美好的東西在我們看來太過平凡而不懂珍惜，或許只有失去以後才會追悔莫
及。
每個人都應該讀一下《假如給我三天光明》，聽聽這個永遠生活在黑暗和無聲的
世界裡的柔弱女子所發出的驚天動地最強音，她會讓我們懂得珍惜我們一切的美好，
乃至這個世界一切被我們視為平凡甚至恐懼的東西。就算這個世界有很多的不如意，
在海倫曾經遭受過的痛苦面前也算不上什麼，讓我們永遠保持著一份感恩的心和堅持
的勇氣。

閱讀書籍
書名：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作者：
海倫•凱勒 著
出版社： 台北：風車圖書，2007。

評判的話
·取材有心思，能聯繫自己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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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哲

拔萃男書院
題 目

陳思悅

愛因斯坦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題 目

屠呦呦 ─ 抗擊瘧疾，永不言敗

相信不少人都聽過愛因斯坦這個名字，他是世界公認的天才！令他一炮而紅的相
對論，推翻了牛頓所提出的定理，令愛因斯坦一夜間成為科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但
是許多人都不知道，除了物理學方面，他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愛因斯坦成名後，到處演說。有一次，他被問到關於聲速的問題，他坦然回答：
「我一下子很難回答出來，需要查查辭典。他被追問：那你頭腦都記些甚麼呢？」他
說：「我記書本上還沒有的東西！」這證明了他並不死記硬背，用腦袋做最有益的
事，亦留空間予自由想像，發揮它最大功效。愛因斯坦又曾說過，想像力比知識更重
要。這些也許就是他的成功秘技吧！
這位天才在小時候竟然因為孤僻和沉默寡言的性格，而被認為是笨小孩，他在學
校亦不受歡迎，因為他經常問一些老師不懂回答的問題。他曾經問過：「如果我以光
速飛行，會怎麼呢？」老師只當他在發瘋，怎料這就是相對論衍生的源頭。從中他證
明了自己所說的話：我並非特別聰明，我只是比常人願意花更多時間去解決問題而
已。
愛因斯坦認為學校的數學和物理科，只是浪費時間。幸而在叔叔的鼓勵下，他自
學深奧難懂的公式、定理，朝著知識海洋進發。他深信，自己能夠揭開世上奧秘的面
紗。由此可見，我們必須擁有信念，才有成功的機會。
愛因斯坦因為演說時用德語，不時會惹來仇視的目光，然而他從容地說：「我堅
信，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但科學是沒有國界的；牛頓是英國人，但他的科學成就屬
於全世界。」他的熱情感動了很多人，獲得無數的掌聲。
你也許想成為愛因斯坦這樣傳奇、成功的人，但他卻提醒我們，不需做成功的
人，但要做有價值的人。別讓成功的光環拘束自己，我們應活在當下，活出自我價
值！
愛因斯坦無疑在科學領域上為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鍥而不捨的探究精神、
豐富的想像力，以及善用思考的方法，更值得我們學習。你若想多認識這位科學巨
人，不妨看看此書，說不定你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呢！

閱讀書籍
書名：
愛因斯坦
作者：
饒遠 編著
出版社： 香港 ：新雅文化，2000。

屠呦呦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她在2015年得到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她是首
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裔女科學家。她早於2012年獲得美國拉斯克臨床醫學研究獎，
表彰她研究開發青蒿素及其應用於治療瘧疾的傑出貢獻，為世界提供了過去半個世紀
最重要的藥物干預方案，挽救了全球數以百萬計瘧疾患者的生命。
青蒿的青蒿素含量只有萬分之一，提取青蒿素難度頗高，而提取物中有效成份濃
度過低會令瘧疾抑制率偏低。屠呦呦並未因困難而卻步，她其後用沸點較低的乙醚提
取青蒿提取物，提取物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達到了100%。屠呦呦在測試青蒿素樣本期
間，不惜以身試藥，令自己得了中毒性肝炎。另外，由於研究過程使用的設備過於簡
陋，沒有通風系統，更沒有實驗防護，研發團隊紛紛出現了頭暈腦脹、鼻子出血、皮
膚過敏等反應。其後她帶着她的團隊跋山涉水，克服酷暑，終於來到了海南昌江瘧區
進行實地驗證提取物的安全性。經過臨床實驗，病人的情況好轉，終於證明青蒿素治
療瘧疾非常成功。
此書令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是屠呦呦以身試藥。六、七十年代，科學設備不及現代
先進，最好的實驗方法便是臨床測試，而藥物的副作用誰都說不準。屠呦呦毅然試
藥，為的是早日研發出治療瘧疾的藥物，從而造福人類。她展現了一種大無畏的獻身
精神，而這種精神對現今的青少年極為重要，因為現今社會的人大多是以個人利益為
先，再考慮他人。要是每個人都像屠呦呦以社會及他人為先，我相信社會會變得更和
諧和友愛。
其次，中國一直沒得到肯定屠呦呦的貢獻，但她並未在意，只是繼續其研究工
作，從未間斷。她不追求名利的良好品格也值得時下青少年學習。現時的青少年努力
拼搏，為的只是貪圖享受。人不一定需要奢華的生活，只要有明確目標，懂得知足，
人生也可以很美好。
從屠呦呦身上，我認為「成功」要訣在於堅毅和不斷的付出，她失敗了189次，
但她仍沒有放棄。要是想成功，就一定要為目標奮鬥，努力讀書，為未來打下基礎；
同時不要害怕失敗，不然你永遠不會知道成功其實離你很近。

閱讀書籍
書名：
屠呦呦傳
作者：
屠呦呦傳編寫組 編著
出版社： 香港：三聯書店，2016。

評判的話
評判的話

·能從生活中的事例，細緻地刻劃出愛因斯坦的真性情；
指出他成功的原因和生活的價值。

·主題明確，能帶出堅毅和不怕失敗的重要性。
·文章以「永不言敗」作為主題，貫穿全文，舉例說
明屠
的成功關鍵。

陶樂 彤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題 目

魯迅與我

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的文學家是誰？就
是偉大的文學戰士 ─ 魯迅。
我跟魯迅不是生活在同一個年代，我無法真正切身處地明白他那時的感
受。在那個守舊的年代，對很多人來說，魯迅的行為是不正確、不正常的，但
現在看來卻很普通。所以，說實話，閱讀這本書不是令我更加認識魯迅，也不
是讓我知道更多那個年頭的歷史。或許你會問，那樣的話，讀這本書對你有甚
麼用？我可以告訴你，這本書給我的知識，可能是微不足道，毫不重要，但魯
迅的人格卻使我對人性有不少反思。
魯迅在日本時剪了辮子。為了避免被人指責，回國後他裝上假辮子，但一
個月後，他沒有再裝了，亦因此經常被別人嘲笑。大多數人因為守舊、保守，
都認為他這行為有問題。這讓我想起《狂泉》一文。整個國家的人都因喝了泉
水而瘋了，正常的國王卻因沒喝泉水而被認為有問題，最終在瘋了的人民逼迫
下喝了泉水。魯迅讓我想到，在我們眼中奇怪、不正常的人是否真有問題？普
遍就等於正常嗎？當所有人都做出同一樣的事情，不做的人就會讓人覺得怪
異、不合群。特殊算是一種病嗎？人們為甚麼就喜歡把一切都劃一化？

當周圍都充斥著反對的聲音時，魯迅仍然堅持他的決定，「橫眉冷對千夫
指」，對白話文的堅持、對吃人禮教的聲討。魯迅為甚麼能堅持己見，而我卻
經常質疑自己所下的決定呢？就以日常生活為例，上課時最常出現的是，老師
問：「你真的確定這是對？」這時，我瞬間會變得疑惑，然後改掉答案，之後
才發現最初的答案才正確。這類事情已經發生了不少次，而且仍然發生。我不
禁問自己，不能自信一點嗎？
或許再過幾天，書中內容會在我腦海中消失。不過不要緊，因為閱讀後的
反思已經銘刻在我心中。我肯定，從今以後我的行事為人也會有改變。這就是
閱讀的驚人力量。

閱讀書籍
書名：
魯迅
作者：
黃若萍 編著
出版社： 香港：教育出版社，2001。

評判的話
·文筆流暢，連繫個人經驗，具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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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澄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題 目

德蕾莎修女 ─ 我們的榜樣

德蕾莎修女─人所共知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她有很多值得我學習的地
方。而此書就透過德蕾莎修女的種種言語和行為，突顯她充滿愛心。從她剛
發誓成為修女，乃至獲世界公認為傳奇修女，當中的艱苦過程，表露了她堅
定的意志力和對天主的信任。從她的經歷，我學會了以下三項幫助別人時所
需的條件。
首先，要幫助別人，必先對自己有信心。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幫助別
人，才能堅守自己的初衷和信念。而且，我們要相信個人的力量，不可認為
自己微不足道。要記著，沒有那微小的力量，就沒有人能得到協助。就和德
蕾莎修女的情況一樣，如果沒有她帶頭以己身的行動救濟窮人，仁愛傳教修
女會就不會創立，亦沒有其他修女會走上德蕾莎的道路，那就沒有人能得到
協助。正如現今的環保團體所說，「你的一小步，世界的一大步。」就說明
此道理。
其次，幫助別人需要樂於奉獻的精神，這在全書中都能夠見證得到。正
如德蕾莎修女以往的一篇講詞中所道：「基督教是付出。」全書中，她不斷
協助社會中的窮人，卻堅決不收一分一毫。她一直堅守同情不等於愛的原
則，與窮人一起捱苦，於是她和窮人就可以互相體諒包容，達至愛的效果。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又能否無私奉獻，放棄自己的一切利益，和別人共患
難？我不敢肯定。也許我們可以拋下私心，奉獻出一點時間和金錢，如賣
旗，捐款，已能扶助別人。

最後，幫助別人時要活在當下和對身邊一切有愛心。德蕾莎修女對所有生
命都有愛心，尊重每一個生命、每一個人。要有這一個觀念，我們才不會看不
起窮人和病人。與此同時，我們幫助別人時要活在當下。不要想未來會怎樣，
只要現今能做到甚麼就做甚麼；亦不要滿足於過去幫助了甚麼人，因為現在依
然有許多人需要幫助。正如德蕾莎修女曾經說過：「明天還沒有來，昨天已經
過去，我們活在今天。」由於幫助別人沒有成功可言，我們能做的就是幫助更
多的人，令世界更多人受惠。
總括而言，我十分敬佩德蕾莎修女待人處事的方式和堅毅不屈的性格，是
我們年輕人的榜樣。

閱讀書籍
書名：
仁愛不死：德蕾莎修女的一生
作者：
費德曼 著
出版社： 香港：雪谷，1999。

評判的話
·結構井然有序，能以具體事例說明道理，
中心思想明確。

黃美嫻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題 目

《衝破黑暗的「摘星」少年》觀後感

踏入圖書館，我走進700的區域，打算找一本參賽書籍，但全都是一些家
傳戶曉的人物，《愛迪生》、《伽利略》…… 相信這些外國大人物，大家都耳
熟能詳！到底有沒有一個本地名人值得介紹呢？我突現靈光一閃，他，雖然自
小失去視力，但仍然仔細聆聽、感受這個世界，勇於挑戰和突破，令他能活出
多姿多彩的人生。
他就是《衝破黑暗的「摘星」少年》的主角─楊展匡。在書中，他的名字
為麥沛朗，雖然名字不同，但這本書是通過採訪楊展匡而寫成，描寫了他出生
至今的經歷，所以也算傳記，更是一本與眾不同的自傳。
他在嬰兒時期，不幸患上惡疾，最初只是一隻眼睛被移除，後因再度病
發，無奈之下，另一隻眼睛亦要失去。但他沒有自暴自棄，樂觀面對，並入讀
一間寄宿學校 ─ 心光學校，努力學習點字，成為名列前茅的高材生。可是當他
升回主流中學時，成績卻一落千丈。雖然成績突然下滑，但是他憑著永不放
棄、努力不懈的精神，成績終於有起色，更因黑白棋和辯論而認識了不少志同
道合、互相勉勵的朋友，最終也在文憑試考獲四科五星的佳績，獲首志願香港
中文大學中文系取錄。

我不禁反思一下自己，我們平時常常埋怨父母給零用錢比別人少、埋怨功
課和測驗比別班多、老師偏心其他同學 …… 但我們這些幸運的人卻不懂得感
恩。「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們其實已比別人幸福很多，那就應更加珍惜，保
護自己的眼睛。
最後，不妨試想想，如果有失明的插班生成為你的同班同學，我們會否幫
助他？還是不管他、甚至刻意避開他呢？這本書除了教導我們永不放棄的道
理，亦帶出失明人士的困境，所以我們不應再歧視他們，反而應幫助他們去接
觸這世界！

閱讀書籍
書名：
衝破黑暗的「摘星」少年
作者：
君比 著、步葵 繪圖
出版社： 香港：山邊社，2017。

看畢這本書，我馬上想到他在中文大學成功進入辯論隊，參加了不少賽
事。我曾在網絡上看過他的參賽片段，在副辯位置。因沒可能看講稿，他只能
兩手空空，十分考驗清晰的思維，但他仍然能流暢地表達並作反駁。雖然他的
障礙比平常人都要大，但正因為他勇敢面對重重障礙，衝破黑暗，最終達到成
功的彼岸。

評判的話
·能把書中的道理應用於生活，主題明確。

黃煒茵
華英中學
題 目

宮崎駿動畫世界的愛與夢

此書是講述《龍貓》、《螢火蟲之墓》、《千與千尋》等多部燴炙人口電影的導演─
宮崎駿的故事。作者將宮崎駿的成長故事呈現在讀者面前，並記述了這位家傳戶曉的
動畫創作家背後，他付出的努力以及他發奮向上，最終能排解萬難，實現夢想的勵志
故事。
宮崎駿能夠成為跨越國界的世界級動畫大師，路途必然不是暢通無阻。在他追隨
自己的夢想，成為專業動畫大師的過程中遇上了不少阻撓。起初他在動畫公司「東
映」工作的時候，每天營營役役，常常加班。儘管宮崎駿的表現漸漸受肯定，但他依
然沒有獨當一面的機會，企劃案也持續被退回來，加上當時他薪水十分微薄，生活上
的困窘和工作所遇到的困難一直考驗宮崎駿，但他完全沒有退縮的念頭，反而堅定了
日後前進的方向。每天忙碌的工作他都樂在其中，並不是將它視作負擔，因為宮崎駿
十分了解自己，心裏一直最想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我覺得宮崎駿這種為了實現夢想
而不怕艱苦、勇於面對困難的恆心毅力十分值得我學習。雖然他的天賦曾一度被埋
沒，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追夢和受到打擊，反而另找出路，更換過好幾間公司後，
他最終成立了自己的「吉卜力工作室」。由此看，面對逆境只會埋怨是不管用的，倒
不如另找辦法解決，也許會比之前的狀況還要好呢？此外，宮崎駿驕人的成績背後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要素是他做事精益求精的態度，在尚未成立個人工作室時，他在其他
公司工作時常抱着一顆願意學習的上進心，學會更多，不斷進步，又朝夢想邁進了一
大步，不驕傲自滿，為做到最好而努力，這個心態是非常值得我仿效。另外，我很欣
賞他想以作品影響世界的理念，他希望每個人都可從他的電影看到他想尋找的東西，
得到他傳遞的訊息。他渴望世界和平，於是特別把希望的種子散播在後世的泥土裏，
盼望能為孩子們留住一塊最乾淨、最自由之地，將那份最純粹、美好的愛存在各位心
目中。

閱讀書籍
書名：
宮崎駿動畫世界的愛與夢
作者：
凌明玉 著
出版社： 香港：突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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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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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or Secondary
中一 (S1)

中三 (S3)

鄭子穎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題 目

名人軼事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這本書的作者是力克•胡哲。
1982年，力克生於澳洲，他一出生便患了海豹肢症，即是一出生就沒有了四肢，因
此他曾三次想自殺。他亦曾經於一天之內被12人嘲笑，但是最後他重新振奮，不再想
自殺也不再自怨自艾。他是進入主流學校的身障兒童之一，更是第一位競選學生會主
席的身障者，並獲得壓倒勝利。他16歲開始分享自己的故事，並以激勵他人為生命目
標，至今已在五大洲舉辦過1,500多場演講。他21歲大學畢業，取得會計及財務規劃
雙學位，亦擁有自己的公司，並於2005年被提名為澳洲年度青年楷模。
力克是一個思想正面和積極樂觀的人，他說：「我是個失能者，但實際上，我因
為沒有四肢而擁有能力。個人的獨特挑戰為我開啓了獨一無二的出口，讓我可以接觸
到許多有需要的人。」他並不覺得自己身體的缺陷是一個障礙，反之他身體上的缺陷
令他能接觸更多不同的人。15歲那年，他遇見了一個同樣沒手沒腳的小男孩，一開
始，他對這位男孩和他的家人心生憐憫，因為那個男孩喚起了他自己在那個年紀所感
受到的一切，力克不但激勵了那個男孩並給他勇氣去面對將來。力克是一名基督徒，
他的宗教信仰使他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人，亦使他逐漸成為一個成功的演說家。
書中提到一些人生道理，對我們十分受用：力克講到我們要信任他人，又教導我
們如何跟別人相處。他叫我們要為自己製造機會，盡全力在工作或玩樂上探索自己的
極限，於他看來人活著除了是為自己，也要為他人付出，因為他認為小小善行可以改
變一個人的生命。最後，他也提醒我們要不設限地活出自己的人生。
當我看完這本書，我覺得力克可以勇敢面對自己的人生，為何我們這些健全的人
卻不能呢？現今的年青人，遇到什麼挫折就只會想到要死，力克雖然是一名身障人
士，但他卻比任何人都要勇敢，就算面對難以做到的事情，他都會努力並堅持到最
後，希望自己能夠成功。反而我們面對應可做到的事，卻常常對自己說做不到。既然
力克也做得到，為什麼我們不能呢？

鄭曉陽
華英中學
題 目

愛因斯坦 ─ 他的人生、他的宇宙

愛因斯坦，一個現代物理的先驅者，甚至被某些人奉為神的人物，究竟他是一個
怎樣的人？這本書就讓我有莫大的興趣去閱讀。
這本書詳細地描繪了愛因斯坦的一生：自由發展興趣的童年、輕視權威的叛逆歲
月、戀愛的生活、構想相對論、一直到飄泊的日子、獲諾貝爾獎以及死前的掙扎。書
中更描寫出愛因斯坦一生的苦難，以及他人性化的一面。在書中，我感受到他原來也
有情緒化、失望、憂愁以至無力的時刻。作為一個尊敬愛因斯坦的人，這本書無疑是
一個很大的震撼。
在這本書裏，我也看到關於愛因斯坦學習時期一個有趣的小故事。一天晚上，愛
因斯坦在家中聽到有人在彈莫札特的鋼琴奏鳴曲。愛音樂的他連領子也沒扣就闖進別
人家裏。正在彈鋼琴的老師大驚，愛因斯坦連忙求她繼續彈下去。這個故事使我們明
白，原來愛因斯坦也是一個「頑童」。雖然我們不能學習闖進別人家的行為，但我認
為，愛因斯坦這種自由、不顧一切的性格，正是我們在創新、研究時應有的態度。
看過這本書後，我發現愛因斯坦能成功，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就是自由、佻脫
的思維。以上段的小故事作例子，正因愛因斯坦有着佻脫、不顧一切的特質，他才能
超脫經典力學，建立一個「離經叛道」的相對論。另外，他對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的
好奇心，在書中，我發現他的想法都是來自源源不絕的問題。因此，好奇心是十分重
要的，好奇心和自由的思維正是創新的偉大原則。

閱讀書籍
書名：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作者：
力克•胡哲 著
出版社： 台北市 : 方智出版社，2010。

此書可說是對愛因斯坦一個全新而全面的演繹。在讀完這本書後，我可以在一個
個小故事中了解到他的魅力，而他創新的精神也將由他的人生、他的故事繼續傳承下
去。

閱讀書籍
書名：
愛因斯坦：他的人生、他的宇宙
作者：
華特•艾薩克森 著
出版社： 台北市 : 時報文化，2009。

評判的話
·結構清晰，能帶出書中主題及人生道理。

評判的話
·思路清晰，能歸納書中人物成功的原因。

黎沛儀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題 目

史懷哲蠻荒中的愛與醫治

大家心目中的非洲是怎樣的？乾旱炎熱、黃沙萬里、荒漠曠野，就算有寥寥部
落，也物資貧乏？對吧！就有一個人願意到這個「人間地獄」服務，他就是一九五二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 阿爾伯特•史懷哲。
一八七五年，史懷哲出生於法國一個牧師家庭。年幼時，他便對神學有獨特興
趣，奠定日後有「以尊重生命為基礎」的世界觀。他努力研究神學，二十多歲便拿得
神學博士學位，並完成《歷史耶穌的探索》；在音樂方面，他又付印了《巴哈》。對
真理的追求、知識的嚮往，驅使史懷哲走上學術研究之路，成為一位受人尊崇的教
授。但他還是覺得欠了甚麼。
於是，史懷哲立志要在三十歲開始服務人羣。一天，他讀到一篇報道，知道非洲
的加蓬地區非常缺乏醫護人員，便決定要到那兒去。可是，身邊人都勸他放棄，當中
更包括虔誠的基督徒！史懷哲發現，雖然每個人都認同聖經上的教訓，但要拋棄一切
來跟隨主，真正去實踐時，卻很少人做到。
我很佩服史懷哲的勤奮好學，堅毅不屈。由於決心要到非洲當醫生，他就必須要
學醫。儘管一把年紀才開始，但他卻克服困難，真的令人讚歎！同時，他放棄高薪厚
職，勇於到非洲展開服務生涯；他又義無反顧的轉攻醫學，到蠻荒之地設立醫院，面
對嚴酷環境、奇難雜症、物資短缺，以至土著們頑固的錯誤醫療觀念、難以想像的文
化差異，他還是一一克服過去，救治了無數病人，令我感動不已，對他萬分敬重！
而且，我更加敬佩史懷哲那捨己為人的精神和盡心盡力服務社羣的行動，所謂
「知易行難」，他能把信念確切地實踐出來，我認為最是難能可貴！書中提及他忍受
艷陽炙人的天氣和髒亂不堪的沙漠，長期過著刻苦的生活；但他卻沒有抱怨，反而
說：「我們要勇於挑戰，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啊！」教我忘不了他的話。
現在這個功利的社會，會有像史懷哲醫生般不顧自己、只求利人的人物嗎？我常
以史懷哲醫生作榜樣，事事反思，是否也能像他般奉獻自己呢？儘管現在的我很渺
少，但我會向著相同的方向邁進人生路，服務社羣！

閱讀書籍
書名：
史懷哲：蠻荒中的愛與醫治
作者：
陳月文 著
出版社： 香港：突破，2008。

評判的話
·具個人見解，表達有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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