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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社會愈趨先進，人類亦要更迅速地學習更多的事物，需要記憶的事 

情亦不斷增多。今期圕快訊將會介紹各種記憶思考方法，使各位同學能善 

用大腦的記憶思考能力，以更少時間去記憶更多的事物。 

聯想法 

互相關連的資料較零碎的資料 

容易記憶。比如要記著中史的 

個別事件，許多同學都感到困 

難，但若你先找出個別史實的 

相互關係，加以串連，記憶便 

容易許多。 

比如可以這樣聯想： 

「今天早上醒來，看看『手 

錶』，發覺已八時多了！於是便 

匆忙喝杯『鮮奶』，穿上『校 

服』，飛奔往巴士站乘『巴士』。 

當巴士駛到『北角』時，突然 

失去控制，衝入『街市』，很久 

才停下，但四個『車輪』也給 

飛脫了！車上的乘客都沒有受 

傷。附近的『警察』全都跑來 

看看究竟。我因趕時間上學， 

沒有停下來湊熱鬧，祇是急急 

轉乘『電車』，在電車上，我回 

憶剛才的意外，不禁『汗水』 

也冒了出來。」 

現在你可閉上眼睛，將上述的 

經歷在腦海中重現一次，並嘗 

試感受故事中的感情，如焦 

急、驚慌、害怕等等。這有助 

加深對故事的記憶。 

一旦記憶了這個故事，祇要我 

們將故事憶述一次，並抽出有 

關的十樣東西，那十件瑣事資 

料亦會被記下。 

謝家安《有效發揮大腦潛能》 

數形記憶技巧 

數形記憶技巧（NumberShape 
Memory Technique），可助你短 

時間內記憶數項零碎的資料。 

或許在介紹這個方法之前，讓 

我們試試下面的練習：嘗試在 

五十秒內，記下以下的資料─ 

─ 一、豬；二、報紙；三、 

電視機；四、火；五、汽車； 

六、樹葉；七、螞蟻；八、酒； 

九、雞蛋；十、草地。跟著嘗 

試默寫剛才的十件 

東西（須順著號數次序）一般 

人在這類練習的平均得分，約 

介乎二至五分。但若你懂得數 

形記憶技巧，則每次必可全取 

十分。數形記憶技巧將物件和 

數字的形狀聯繫起來。甚麼是 

數字的形狀呢？在幼稚園時， 

我們學過鉛筆 1、鴨子 2、耳朵 
3、交通 4、稱鈎 5、煙斗 6、拐 

杖 7、葫蘆 8、魚網 9 等等，這 

些就是數字的形狀了。數形記 

憶技巧，就是將要記的事物， 

聯到這些數字形狀去，構成一幅 

腦海中的圖畫，方便記憶──我 

們記圖畫的能力，是遠超記瑣碎 

資料的能力。比如在上例中，要 

記住是一是豬，你可想像一枝鉛 

筆插在一隻肥豬身上。二是報 

紙，你可想像一隻黃色的小鴨， 

在陽光下閱讀報紙。三是電視 

機，你可想像一部電視長出了一 

隻大耳朵。，如此類推，將十樣 

東西都轉化成有趣的圖畫，要記 

住便容易許多了。這技巧可訓練



我們的想像力，是開拓右腦潛 

能的有效方法。 

謝家安《有效發揮大腦潛能》 

索書號：176.3/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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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聲音記憶法 

數字聲音記憶法（Numbersound System）和形記憶技巧有點相似，都是利用聯想和「掛鈎」 

的技巧，幫助記憶一系列瑣碎的事物。相信大家對一至十的英語發音都很熟悉，即  one， 
two，three……，ten。我們嘗試找一些和這些數字諧音（即押韻）相似的英文字，例如 onesun， 
twoshoe。 

跟著你便可記下你想記住的東西。比 

如要記下這條購物單：1 鉛筆；2 筆記簿；……； 10 報紙。 

要記住一是鉛筆，你可想像一支大鉛筆插在太陽處。二是 

筆記簿，你可想像你用鞋底來做筆記簿（或其他趣怪 圖 

畫）。 

一旦要回憶購物單時，祇要順序將一至十所代表的東西回 

想一次便行。 

比如一（one）代表太陽（sun），而太陽有什麼呢？原來太陽給鉛筆插著！故一是鉛筆。鞋 
(shoes)又怎樣呢？鞋底用來做筆記簿！如此類推。 

謝家安《有效發揮大腦潛能》 

索書號：176.3/0460 

連鎖記憶法 

連鎖記憶法（Chain  Method），就是將要記的資料，像鎖鏈般串連起來。比如，要記下 

以下的購物單：1.  鉛筆；2.  雞蛋；3.  鮮花；4.  手錶；5.  錄音機；6.  膠水；7.  打字紙； 
8.  花生；9.  豬排；10.  報紙。 

先將 1.  鉛筆和 2.  雞蛋串連起來，可在腦海想像一枝紅色的鉛筆插在一隻雞蛋處。 

跟著將 2.  雞蛋和 3.  鮮花串連。可想像一隻雞蛋生了一朵鮮花出來。 
3.  鮮花和 4.  手錶。可想像一支鮮花給一隻手錶圍著，像是鮮花也戴手錶似的。 

如此類推，直至像要記的東西全部串連起來為止。到要回憶時，祇需由第一項東西開始 

聯想便行。 

第一項是鉛筆，鉛筆和什麼東西連起來呢？鉛筆插在一隻大雞蛋處，雞蛋怎樣呢？ 

雞蛋上生了鮮花，鮮花怎樣呢？鮮花給手錶為著，如此類推。 

怎樣記起第一項東西是鉛筆呢？筆者建議你可每次都將第一項東西和自己聯起 

來。比如第一項東西是鉛筆，可想像一支鉛筆插在自己肚子裡。到要憶述時，記起 

自己便記起鉛筆；記起鉛筆便記起雞蛋／記起雞蛋便記起鮮花；如此類推。 

謝家安《有效發揮大腦潛能》 

索書號：176.3/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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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是記憶的好幫手 

夜裡仰視天際，看到閃耀的星空非常清澈美麗，但如果要記住那麼多星星的名稱， 

可真是件難事！不過，假如我們用線把它們連結起來做成心像圖的話，記憶起來就 

變得容易多了。例如半人馬座、南十字座、豹狼座等三個星座，我們可以將它看成 

被人頭馬身一槍刺倒仰臥在地的豺狼座，加上在馬腳附近閃爍不停的南十字座，這 

樣將三個星座構成一幅想像關係圖，彼此的相關位置也可以確定下來，幫助記憶。 

然而視覺化並非必須繒圖。如記憶約會時間可如前所述記憶腕表指針上面針的關係 

位置；或者當你準備記憶每個月的開銷，你也可以縮製曲線幫助記憶。否則要說明 

每個因素的相互關係有時不免非常囉嗦，倒不如一張圖表來得一目了然。 

為了使事物間的關係在記憶時能夠單純一些，若情況許可還是盡可能予以視覺化； 

當然，假如能把聽覺、觸覺或嗅覺一併利用，自是最好不過。 

南博《最新科學記憶法》 

索書號：176.338/4022 

記憶英文文法以必要為度 

如果你拿來幾本英文文法課本做比較的話，可能會發現一項有趣的事實，那就是目 

錄的內容幾乎大同小異，一般都從名詞開始，然後冠詞、形容詞的一系列而下。 

這樣的編排當然有它的道理。假如不了解名詞的功能就先學不定詞的名詞用法，弄 

了半天結果還是搞不清楚。你必須先了解名詞可以當主詞或受詞使用才可能知道不 

定名詞的使用法。 

一個人或許不能把整本厚厚的文法書背下來，但設若對文法有一些基本知識，他同 

樣也能讀、能講。 

學習英文文法最好備妥兩本教科書，一薄一厚；薄的用來暗記並求其對全部內容的 

了解；厚的那本則用來查一些不太了解的疑點。 

南博《最新科學記憶法》 

索書號：176.338/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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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因果關係就能記住法則和公式 

化學裡面有很多法則與定理，其名稱和內容甚易混淆，因此，討厭化學的人可說 

為數不少。假如我們對產生各種法則的背景有所了解，即必須探索原因、調查結 

果，其實不難分辨出其間差異之處。 

各個定律、法則彼此間都有非常密切的關係。我們可以依照「定律產生的年代」 

以及「定律產生的理由和彼此間的關係」做出關係圖。依時代和它們間的因果關 

係，以箭頭把各定律連結起來做成分類圖，於是彼此間的關係即可明確化，且定 

律的內容也更易於記憶。還有，因為各定律相互間的影響，所以能接二連三的逐 

個記憶。 

這種方法類似製作家譜，不但適用於化學，在其他面亦可應用，例如歷史事件的 

因果關係。 

南博《最新科學記憶法》 

索書號：176.338/4022 

心像記憶法 

常聽人家說「百聞不如一見」，不過，我們也不能能每樣事情都親身體驗。幸好人 

類具有想像力這個潛能，這樣的工作通稱為視覺化，將資料圖示之後，既好懂又 

易記。 

例如背誦英語單字通常不出三種方式，即「注意傾聽老師的發音」、「拼寫單字」、 

「聽聽自己的發音」。不用說，如能將拼字、發音和字的意思連結起來予以視覺化， 

在視覺化之外再加上其他的感覺，那麼記憶效果理當更佳。 

下面有十個單字，盡可能把它們的意思做成鮮明的心像圖。 
1. threshold（門檻）2. vestibule（玄關）3. shoecase（鞋箱）  4. casement（玻璃窗） 
5. desk（桌子）6. booksheft（書架）  7. mirror（鏡子）8. television（電視機）9. wardrobe 
（衣櫃）10. closet（壁櫥） 

腦子裡造出這些影像來，所形成的心像一定要非常清晰才行，如不夠清楚的話， 

不妨再次將意識集中去擬想它真正的樣子試試。 

後面將介紹一種所謂的掛釘（peg）法來表現上面列舉單字的影象。譬如我們可以 

想像遠眺一座公寓裡某個房間的情形，從門檻開始捕捉一連串的影像而不須逐一 

去單獨記憶，只要緊緊抓住彼此間的關係，你的記憶就能更加強化。 

南博《最新科學記憶法》 

索書號：176.338/4022



A5  圕快訊 二零零八年二月十九日 港聞版 

英語單字的聽覺化 

關於記憶英文單字， 有效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使之「聽覺化」。不管是記憶單字或背誦例 

句，聽覺化與否影響記憶效果很大。 

聽覺化方式有二，其實是將他人的聲音聽覺化。譬如看電影；老師講的話都能記住。以上情 

況都是把他人的聲音聽覺化而產生的學習效果。 

第二種是一個人就能辦到的學習方法，也就是乾脆聽自己的聲音來學習。可以把自己的聲音 

錄在匣式卡帶上，自聽自學或邊閱讀邊朗誦教科書也能提高學習效果。 

根據美國心理學家巴德及貝克所做的實驗顯示，背單字時出聲與不出聲兩種方式，前者的記 

憶效果約較後者高百分之三十四。 

你傾聽自己的聲音時，你會覺得好像另外還有一個你存在似的感覺，如果你是一個人默讀的 

話，則信號便無法透過空間傳達，所以如果一個人唸書時應該出聲朗讀才對。 

南博《最新科學記憶法》 

索書號：176.338/4022 

利用押韻或諧音來記憶 

生活離不開數字，不管是住址、電話號碼、投保號碼、銀行的自動提款卡密碼，抑或是生日、 

結婚紀念日等，在在都與數字有關。 

但是最難記的恐怕也正是數字。因為數字原來就是一個沒有什麼意義的東西，例如以 1 這個 

數字來講，充其量不過是一個自然數而已，然而我們如果在 1 字後面加上名詞變成一個蘋果、 

一個小孩，這樣就能表現出某種意義來了。 

押韻可說是記憶一個數字的好辦法，例如「一四九二哥倫布」就是考生常用以記憶歷史年代 

的例子。 

南博《最新科學記憶法》 

索書號：176.338/4022 

按鍵電話式的記憶法 

按鍵式電話的優點之一是可以縮短撥號時間。很長的電話號碼便可以縮成二位或三位數，這 

樣可省卻原本必須把全體號碼撥完的麻煩而且容易記憶。記憶電話號碼我們有一套辦法，就 

是利用按鍵電話上鍵盤排列的記憶法。 

一般按鍵電話和鍵盤上的數字排列均如下：1、2、3 在最 1 上面一排，4、5、6 居中，7、8、 

9 列在第三排，0 則位在最下排的當中，這樣記起來比較簡單。 

再留意一下它的縱三列、橫三排或斜向的 1、5、9 及 3、5、7 排列，你一定會發現比 1 到 0 

成圓狀的舊式撥號盤更具規則性。 

你現在把常用電話拿來對照一下，相信一定可以在鍵盤上找到某一程度的規則性，即使有些 

號碼在鍵盤上實在看不出有什麼規則，但是憑著按鈕的排列來記憶總比光背數字要有效果。 

這個道理很簡單，因為指頭的觸感也會幫助你記憶哩！ 

南博《最新科學記憶法》 

索書號：176.338/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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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圖表化有利視覺記憶 

假如你想做一些長度或面積數值的比較，或者要記住數值如何隨 

時間改變的狀況，你不妨把前者用柱形圖表或圓形圖表，而後者 

則使用曲線圖來表示，視覺化的結果記起來十分簡便。把數字圖 

表化至少有兩個優點： 

1. 可以了解整體關係 

2. 將資料編在一張圖表上有利全部一次記憶完成 

南博《最新科學記憶法》 

索書號：176.338/4022 

利用時鐘的指針記憶時刻表 

每天必須乘搭公車或火車上班或者上學的人大多能把班次時刻表記得滾瓜爛熟， 

但是如果是新搬到一個地方，或是旅行、出差等特殊情況時，恐怕就沒有這麼簡 

單了。 

這裡要介紹的是利用時鐘指針做相似型（analog）記憶法以代替如開車時刻為（10： 

24）的數字顯示（digital）記憶法。假如說，十點照理是不需要再費心神去記憶的， 

那你就可以只看長針的位置做視覺記憶即可。再假定十點一共有四個班次，分別 

為十二分、二十四分、四十三分以及五十九分，則你只需記住長針的四個位置就 

能解決記憶問題了。利用類似型記憶法的最大優點是可以同時記住幾個時刻。例 

如十時十二分、十時二十四分、十時四十三分，以及十時五十九分這樣的四個時 

刻要利用數字顯示法來記憶實在不易，但如果利用類似型，你可以毫無困離地記 

住長針的四個位置；而且，你還能同時把步行到車站所需的時間列入考慮，然後 

把應該離家出門的時間也一拼納入記憶的範疇內。 

此外，指針盤還可用來記憶每天的預定工作進度，一般的白領階級或許也有少數 

人必須分秒不差地從事他們的工作，但絕大多數的人所訂的預定時間表則以一小 

時或半小時為單位，因此，利用時鐘指針盤的短針便已足夠。 

要習慣 analog 型指針盤記憶法，首先你可以利用十元或一元的硬幣在記事本上畫 

很多圓圈，慢慢地你的腦子就能經常留有圓圈的影像，日後就很自然地熟悉此種 

記憶方式。 

不過，要注意一點，鐘錶的指針盤沒有上、下午之分。 

南博《最新科學記憶法》 

索書號：176.338/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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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理念：有沒有試過，思考一件事情的解決方法時，思緒變得如一團飯，甚麼也黏在一起，不知 

從何開始？ 

這是由於在思考時，我們往往同時兼顧許多事情：要照顧事實，又要建立其中的邏輯關係，同時又 

不能忽視感情因素，結果造成思考障礙，影響我們作出最佳的判斷或選擇。 
de Bono 提出六頂思考帽，第一步就是要將思考過程有系統地分類，資訊歸資訊，主觀情緒屬於主觀 

情緒，創意是創意。 

什麼是思考帽？ 

就是將思考方向分成六種，分別由六頂不同顏色的帽子代表。不同時間戴上不同的帽子，每次只用 

該頂帽子代表的那種方式進行思考，以便更有系統地對任何問題作出更全面的分析。六種思考帽用 

法簡單，近年已成為主流水平的思考方法。 

簡單來說，六頂思考帽分別代表了六種不同的思考角度 

白色帽子： 事實與數字，中立客觀。 

藍色帽子： 宏觀考慮、組織協調。 

黃色帽子： 前景和利益，樂觀、正面地分析評價。 

綠色帽子： 創意。 

黑色帽子： 陰沉和戒心，發掘潛在危機。 

紅色帽子： 情緒，正面或負面感覺均可。 

使用要訣：  1.  先記清楚六頂帽子各自的特點和功用。 
2.  每次只戴上一頂顏色的帽子。 
3.  戴上之後只使用這種帽子所屬的方法來思考。 
4.  用完脫下即可換上另一頂。 
5.  沒有硬性的次序規定，也沒有時間限制。 
6.  可以重覆戴上，或者交替使用，使用十分自由。 

練習久了，就可以跳入進階級，將不同顏色的帽因應需要交替戴上，或者按次序輪流使用， 

達至預期效果。不過在最初還未熟練時，還是不要想得這麼複雜，集中訓練只戴一頂帽來思 

考，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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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Call Number  CheckOuts 
Dino's day in London / Stephen Rabley.  F RAB  10 
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 / Carol Barnett.  F BAR  8 
Money for a motorbike / John Milne.  F MIL  8 
Foul play / L.G. Alexander.  F ALE  8 
The long tunnel / John Milne.  F MIL  7 
Rapunzel / by Brother Grimm.  F GRI  7 
Journey to universe city / Leslie Dunkling.  F DUN  7 
Fastline UK / Jane Howeshaw.  F HOW  7 
The four musicians / Brothers Grimm.  F GRI  6 
The smiling Buddha / Michael Palmer.  F PAL  6 
The rabbit and the tortoise / Carol Barnett.  F BAR  6 
The milkmaid and her milk / Carol Barnett.  F BAR  6 
Puss in boots / by Charles Perrault.  F PER  6 
Rich man poor man / T.C. Jupp  F JUP  6 

Title  Call Number  CheckOuts 
Q 版特工 16:迷城毒蹤/梁科慶著.  857 3390  6 
餐餐有餸加  /  阿拔.  947.41 7122  5 
一年甲班 34 號  /  恩佐著.  857 6033  5 
叛逆歲月:三個邊緣少年的故事/君比.  857 1760  5 
9 個少年的心事  /  君比.  857 1760  4 
被遺忘了的生命力  /  曾繁光.  857.1 8060  4 
請不要愛我  /  君比.  857 1760  4 
怪醫秦博士  /  手塚治虫.  861 2047  4 
記者阿男 1 :  神犬出洞  /  陳守賢著.  857 7529  4 
嘩嘩嘩校園  /  君比.  857 176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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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你的邏輯思維！ 

遊戲區： 

如何可以在圖書館內尋找有關數獨的書？ 
1)  數獨入門 

索書號：997.6/2024 
作者： 愛因思數 

出版社：中華科技出版社 
2)  數獨 1 /  數獨 2 

索書號：997.6/4060 
作者：書恩．古德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若大家想參與是次圕快訊遊戲，請把數獨答案寫好後剪下然 

後投入圖書館內的收集袋，就會有機會得到精美禮物乙份。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學號：______ 

1  6  7 

2  8  7 

3  1  6 

4  7  9 

5  8  9  7 

6  4  3 

7  3  5 

6  8  2  1 
9  4 

歷史： 

相傳數獨源起於拉丁方陣（Latin Square），1970 年代在美國發展，改名為數字拼 

圖（Number Place）、之後流傳至日本並發揚光大，以數學智力遊戲智力拼圖遊 

戲發表。在  1984  年一本遊戲雜誌正式把它命名為數獨，意思是在每一格只有 

一個數字。後來一位前任香港高等法院的紐西蘭籍法官高樂德（Wayne Gould） 

在 1997 年 3 月到日本東京旅遊時，無意中發現了。他首先在英國的《泰晤士報》 

上發表，不久其他報紙也發表，很快便風靡全英國，之後他用了 6 年時間編寫 

了電腦程式，並將它放在網站上，使這個遊戲很快在全世界流行。香港是在 2005 
年 7 月 30 日由《AM730》引入數獨。 

遊戲玩法： 

在 9 格寬×9 格高的大九宮格中有 9 個 3 格寬×3 格高的小九宮格，已經有一些數字 

在裡面了，根據這些數字，運用你的邏輯和推理,在其他的空格上填入 1 到 9 的數 

字，每個數字在每個小九宮格內不能重複，每個數字在每行、每列也不能出現一 

樣的數字。這種遊戲只需要邏輯思維能力，與數字運算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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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小明，過呢條馬路要望住右邊呀。 

小明：望左。 

媽媽：你聽唔到我叫你望住右邊咩？ 

小明：都話望左囉！（結果小明臉上留下一個無辜既掌印） 

有一天，有一個人出車禍了，他就跑去找醫生。 

醫生幫他看完之後，就對他說：「你的脖子骨頭脫 

臼，你暫時不能動脖子，否則你就會死」 

那人就點頭，結果他就他就死了。 

一架飛機剛抵達某機場，機上的空服員立刻將一個 

可疑的罐子交給當地的航警。航警打開一看是粉狀 

的物質，於此把手伸進去沾了一點放在舌尖測試。 

「嗯，不知道是什麼東西？我知道不是毒品，可是 

也不是糖?」正當空服員和航警在狐疑之際，一位 

老太太慌慌張張的跑過來。「我上飛機時帶的一個 

罐子不見了，請問你們有沒有看到？裡面裝的是我 

先生的骨灰！」 

有一天，雯雯突然想買一頂帽子，便走到街上去逛了。 

後來在一家店舖裡試戴一頂帽子，在鏡子前照了很久。 

這時，在一旁的店員開口說話了:「小姐，你戴上這頂帽子 

實在太美了，一下子好像年輕了十歲了!」 

這時雯雯說:「我不想買了。」 

店員:「為什麼呢?  這頂帽子很漂亮哦。」 

雯雯:「因為我無法忍受脫下帽子後，突然衰老了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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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亞洲車神」之稱的黃金寶，於2006 

年多哈亞運勇奪金牌，一吐上屆被前 

蘇聯車手圍攻而失金的烏氣！港隊 

總教練沈金康認為他堅毅不屈的鬥 

志實在是香港運動員最佳的典範：阿 

寶屬土生土長的本地運動員，一向以 

刻苦耐勞見稱，他不受年齡的限制， 

以  33 歲之齡仍保持良好狀態，在車 

壇上奪得佳績，這絕對是港人的驕 

傲，更是年青人學習的好榜樣。 

「邊緣少年」從嗜好中找到目標 

黃金寶在公共屋村長大，閒時與一群 

在住處附近所結交的街童，無所事事 

地閒蕩，經常逃學。初中還沒有畢 

業，便與一眾「兄弟」騎著單車，到 

處「飛車」。輟學後便當上廚房學徒， 

所賺到的金錢大多花在單車上，皆因 

他愛騎單車的速度感，享受那份自由 

與刺激。他沒有想過要當正式的單車 

手，直至有一次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八 

十年代香港單車名將洪松蔭奪得國 

際獎項，十分羨慕並視他為偶像。18 
歲 時 他 用 自 己 辛 苦 賺 回 來 的 工 資 
(6,000  元)買了一輛他夢寐以求的單 

車。這位「邊緣少年」便開始有了一 

個目標－ 在自己喜愛的運動上取得 

滿意的成績。 

從亢奮中跌至人生低谷 

在 1991 年，18 歲的黃金寶憑著天賦 

和努力，被選為北京亞洲青少年單車 

錦標賽的港隊參賽成員之一，並取得 

個人公路賽冠軍，轟動當時的體壇。 

他亦正式參加了香港體育學院獎學 

金運動員計畫，走上了專業運動員的 

路。正當他沉醉在勝利的喜悅中， 

對單車運動充滿了無限的憧憬和 

夢想，並為著下一年的奧運會作準 

備的時候，卻遇上了他單車事業的 

一次沉重的打擊，1992 年，阿寶 

已順利入選香港奧運代表隊。在一 

次歐洲巡迴比賽中，由於香港單車 

奧運代表隊的隊員，在奧運集訓期 

間發生毆鬥事件，因而被香港有關 

方面取消了奧運參賽資格。阿寶當 

時身在加拿大探望姐姐，並沒有參 

與該次毆鬥事件，卻無辜受到牽 

連，被罰停賽一年，不得參加任何 

本地及外國的賽事。他的情緒一下 

子由高峰滑至深淵，對單車運動已 

死心，當了音響售貨員。 

遇上恩師 重尋人生方向 

1994 年，黃金寶在偶然的機會 

下，遇上了「伯樂」－ 前中國國 

家教練沈金康。沈教練看見「肥寶」 

停止訓練，十分心痛惋惜，並歡迎 

他到內地受訓，但他因經濟負擔而 

迫 不 得 已 想 過 放棄 這 珍 貴 的機 

會，幸好他得到香港單車總會的支 

持和資助，讓他解決了經濟問題。 

刻苦鍛煉 屢創佳績 不忘感恩 

阿寶接受著「殘忍」(是沈教練所 

形容的)的訓練 － 天未亮便起床 

練習，生活全是單車，休息後再訓 

練，全年無休，遇上備戰的日子， 

訓練更加刻苦。多年南征北戰，與 

家人聚少離多，沒有假期，也沒有 

娛樂和社交生活，但他已經習慣 

了，也沒有半句言苦。沈教練也承 

認在執教幾十年間，很少看到黃 

金寶這樣投入；執著的運動員。 

1997 年，阿寶在上海參加第 8 屆 

全國運動會，面對路面濕滑的情 

況，輕微壓倒勁敵衝過終點，成 

功為香港取得歷史上第一面全運 

會金牌。他告訴記者：「衝刺後第 

一時間想多謝沈教練」阿寶亦不 

忘隊友掩護的功勞，他謙虛地 

說：「我很感謝隊友在比賽中的協 

助，否則我也未必可以贏得冠 

軍。」 

捨己精神 為人稱道 

2001 年的第 9 屆全運會，阿寶本 

應有機會取得獎牌，但他為了讓 

當時處於較佳形勢的何兆麟保持 

爭勝的機會，竟願意犧牲自己勝 

出的機會，替隊友阻截其他具威 

脅的對手，他這種犧牲自己而顧 

全大局的精神，獲得了中外車壇 

和傳媒的讚賞。 

重拾書包 計畫將來 

2004 年阿寶已計畫進修，希望能 

提高個人的知識水平，他說：「雖 

然熱愛單車運動，但這不再是我 

的全部。「我本身學歷不足，如果 

不再讀多些書，便會跟社會脫 

節。」他考慮出國留學，為日後 

當教練而作準備。阿寶現在上海 

體育運動技術學院主修體育，比 

賽以外的日子，他會留在上海受 

訓，同時兼顧訓練和讀書。他另 

一 個 心 願 便 是 準 備 參 加 北 京 

2008 奧運，盼能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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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成功？ 

歷史上所有偉大的想法和發明，很明顯地有一個共同點：都來 

自人類的大腦。大腦有５昔不可思議的儲存信息的能力，同時， 

它亦可以將已儲存在腦中的信息重組，創造新思想。 

簡單來說，創意是舊成分的新組合。把這句話記下來，在底下 

劃線，牢記它。它應該是你曾經記下來的最重要的句子。它是 

開啟創意大門的鑰匙：沒有新的成分，只有新的組合。 

創意改變世界。 

創意決定了每間公司的成敗，以及每個國家人們的生活方式。事實上，幾乎每個曾 

經領導世界的國家都是憑藉著其出色的創意，以及把創意付諸實行的能力是稱冠全 

球的。印度、波斯、中國、埃及、美索不達米亞（今伊拉克）、希臘、意大利、英國、 

荷蘭、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祕魯、美國等國家，都是因為擁有強大的創造力， 

而得到燦爛的文明。 

當雷．克洛克（Ray Krok）第一次光顧麥當勞兄弟（Dick and Maurice McDonald） 

在加洲的漢堡包酒吧時，還只是一個中年的牛奶攪拌機銷售商，他將麥當勞兄弟的 

基本概念與其他概念結合，結果創造了世界上最大的連鎖快餐店。 

在歐洲，兩個最富有的人的成功應歸功於他們的父親理查德．勞辛（Richard 
Rausing）。當他留心看著他的妻子做香腸時，他對他如何將腸衣剝開加入配料感到 

很有興趣，由此想出了用紙盒裝牛奶的方法。直至今天，他的繼承者每天還在收取 

數百萬個牛奶包裝盒的專利使用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