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愛人的人是幸福人能愛人的人是幸福人能愛人的人是幸福人能愛人的人是幸福人; ; ; ;     

能容忍的人是快樂人能容忍的人是快樂人能容忍的人是快樂人能容忍的人是快樂人; ; ; ;     

    能施捨的人是富貴人能施捨的人是富貴人能施捨的人是富貴人能施捨的人是富貴人; ; ; ;     

能吃虧的人是有福人能吃虧的人是有福人能吃虧的人是有福人能吃虧的人是有福人; ; ; ;     

                能看破放下是有智慧人能看破放下是有智慧人能看破放下是有智慧人能看破放下是有智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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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1932 年      出生地點出生地點出生地點出生地點：香港 

    

眼中的自己眼中的自己眼中的自己眼中的自己：：：：    

自覺有些微好勝、人緣好，喜歡自由、獨立、四處闖！ 

    

人生信念人生信念人生信念人生信念．．．．座右銘座右銘座右銘座右銘：：：：    

� 不要謀人、貪人、阿諛奉承 

� 為人者「知足常樂」也！ 

� 「恕己之心需恕人，責人之心需責己」 

� 「不要以說話羞辱別人，因為實際上是先污其口」(羞辱自己) 

� 「心清過得海、浪大打唔沉」 

� 「天有涯、海有涯，學海無涯」、「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 

� 「凡事留一線」 

� 「幫人要自量」 

 

 

我我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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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媽媽我的爸爸媽媽我的爸爸媽媽我的爸爸媽媽     

 

 

爸爸是一名官，於慈禧太后時被封官，但事實上他從未親

身晉見過慈禧太后。爸爸共有八名妻妾，我的生母排行最

後。爸爸和多名媽媽共育有八子四女，我是家中孻女。 

 

我媽媽是一名吸煙、賭博、又飲酒的人，我卻天性不喜歡，

媽媽的陋習，我丁點兒不沾！雖然我只入學兩年，但我喜

執筆學寫信、查字典，故總出口成文，亦明道理，辨事非！ 

 

爸爸晚年在世時，家中已起爭產風波。爭產過後七位妻妾

先後離開了。1933 年爸爸離世，舉家往拜「新山」(即首

次拜祭)當時只有八個月大的我竟發起燒來，那次大病令

我不能步行，當時人們非常迷信，竟認定我是撞邪了！ 

 

之後媽媽找到一位姓朱的醫生，經他治療後，我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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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痊癒，能坐、能行，至今不少人都不相信我曾患上小兒

痲痺症。 

 

9 歲時，日軍侵華，我被媽媽要求外出打工，反而家中兄

長卻可以留家。當年媽媽曾提出將我賣出，但我堅持不

從，故提出自給自足，自行養活自己，不費家中分文，懇

請媽媽讓我留下來，至此她才放棄賣掉我的念頭，由此可

見媽媽重男輕女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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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婚姻婚姻婚姻     

 

 

14 歲那年媽媽告訴我，出生於三月的我屬「楊柳命」，她

曾告誡我，於感情事上不宜投放太多，以免晚年時被情所

困。16 歲我開始拍拖了，我對白淨、斯文、有禮的人較易

生好感，男女如是。少女時期於拍拖生涯中，我沒有失戀

煩惱，因每當我與現任男友分開，總會有另一人補上。 

 

我於 23 歲結婚，丈夫是個目不識丁的人，我倆共育有兩

子一女。27 歲女兒出生同年，丈夫明確地表示不喜歡承擔

養家的責任，當初結婚只想有一個固定伴侶，日後只會負

責付房租。我為了使子女擁有一個完整的家，亦好向家中

的老父母有個交待，只好啞忍，和丈夫維持著有名無實的

夫妻關係，默默地母兼父職。 

 

兩子長大成人，初嚐自立生活，他們不明父母實況，假設

「家中老父母定必互相照料對方」，故明言暫未能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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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於過往我一直竭力掩飾名存實亡的夫妻關係，故要

向兒子道出自己無依無靠的情況，實在難以啟齒！ 

 

幸而女兒心思細密，孝順、勤力、生性，一直照顧我、支

撐我。直到晚年子女更掌握實況後，對我亦加倍關心，令

我晚年得享子女孫兒的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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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之道教子之道教子之道教子之道     

 

 

我的學問都是靠一點一滴累積得來，我教兒子為人要「頂

天立地」，千萬不可貪婪，結果兒子不負所托，不論在職

業上、言行舉止上都一一實踐出男兒應有的男子氣慨。 

 

為了子女有更穩健的前景，我會鼓勵子女從事政府工作。

以女兒為例，她本從事製衣工作，但憑藉個人毅力及拼

勁，逐步走向更平坦的人生康莊大道。 

 

照顧孫女時，我會引導她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我

擅用「實地教材」，例如新聞、時事，與她分享和交流，

令她逐步學習道德，明是非、懂批判，因為我相信「富不

過三代」，但憑藉智慧的承傳，子女孫兒卻終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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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洗禮生命的洗禮生命的洗禮生命的洗禮     

 

 

婚後丈夫抱「愛理不理」的態度，我一直默默地堅持支撐

起整個家，我努力工作，照顧子女。因為家貧，我曾受過

不少白眼，那些白眼和羞辱白眼和羞辱白眼和羞辱白眼和羞辱，，，，卻令我變得更堅強卻令我變得更堅強卻令我變得更堅強卻令我變得更堅強：：：：    

    

堂姑的婚宴堂姑的婚宴堂姑的婚宴堂姑的婚宴    

1958 年幼女出生不久，當時我於九龍城租住板間房。當日

我應親友邀請到山東街江蘇酒家出席堂姑的婚宴，鄰居好

意代為照顧料兩名幼兒，我帶同四歲長子出席。 

 

當日由於經濟能力有限，我只能奉上三元作禮金。臨行前

媽媽將兩毫子交給兒子作路費，千叮萬囑不要把路費作新

人敬茶利事，否則母子倆便需由旺角步行返回九龍城的家

中。 

 

等待良久，終於入席了！我看到那些姐妹們拿着大袋細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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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燒肉，由於想子女可飽吃一頓，有云「人在屋簷下，不

能不低頭」，故我不理面子問姑奶可否分一袋給我，怎料

一位姐妹突然嘲諷地指我只付三元禮金，又衣衫襤褸，不

該出席婚宴「失禮」一對新人，我無言以對，只好啞忍！ 

 

入席了，姐妹們紛紛指責我，並要求我或兒子其中一人不

能入席用膳，我只好一直站於兒子背後，兒子見狀顯露出

有些害怕，我安慰他並想挾餸予他，在旁的姐妹突然拍打

我手，大聲地說會監視著我，不可取吃丁點兒食物，那刻

真是眼淚在心裡流！一頓喜宴，我滴水不沾，更感覺不到

半點歡欣。 

 

新人敬酒了，我未能給予利事，姐妹們見狀，又要求我散

席時攜帶兒子從廚房的後門離開，期間眾人爭相加入指

罵。十一時多，終於散席了，母子倆無奈地經後門離開，

十月晚上乍暖還寒，我倆衣衫單薄，正想乘車返家。此時

一位表少(丈夫親戚)用手攔截我們，威嚇我們不要與他們

同乘一車，否則會揍我們一頓云云。兒子驚慌不已，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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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淚水、強作鎮定，安撫着兒子。 

 

回家後兒子倦極入睡，而我從鄰居手上接回子女，正要空

著肚子入睡。鄰人陳太好意慰問婚宴詳情，我強忍多時的

淚水，即時奪眶而出，陳太不但安慰我，更為我奉上一碗

白飯，她充分體現出雪中送炭的美德，我承諾日後有機

會，必報「一飯之恩」， 結果日後我真的達成「報恩」

承諾！ 

 

狗肉慶壽狗肉慶壽狗肉慶壽狗肉慶壽    

1959 年我當時於鴨寮街居住。我年輕，閱歷淺，對人缺乏

戒心，易誤信別人，我曾因此受了一次教訓： 

那次一位工友指大姑(即丈夫的堂姐)煲狗肉慶壽，邀請我

同行。大姑於上水居住，我請媽媽代為照顧子女，我只帶

長子同行。臨行前媽媽特意叮囑我帶些狗肉給她吃。 

 

由於是替大姑慶壽，賓客必須做禮，我能力有限又不懂禮

數，故請教工友應付多少禮金，再考慮是否應約。工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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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借我十元，並指會幫我處理回程路費，之後她又再三游

說指大姑會「回禮」，可將十元全部放入利事封中，我誤

信為真而照辦，稍後才知道其他的賓客只花了三、數元買

兩支酒、一打西餅等禮物。 

 

去程時，適逢遇上丈夫一名舊工友，她替我帶兒子入閘乘

車，令我省下了一些路費，而我則自行買了一張一毫半子

的車票。入席用膳時，眼看幼犬可愛又可憐，不忍吃之。

付禮後，我久候多時仍未見大姑「回禮」，方心知不妙，

原來大姑完全沒有「回禮」的想法，我深明已出之物不能

收回，亦因此欠下了十元債務。 

 

散席了，大姑將餘下的狗肉分成一碗碗給賓客們帶走，獨

獨我沒有，向姑奶了解，她說沒有我的份兒，我只好光着

雙手前往買票，前往媽媽家中接回子女。之後我向媽媽道

明原委，媽媽沒有怪責，反倒過來安慰我，但她表明無力

代還款項。一家大小前往乘巴士，人頭湧湧，擠擁非常，

賣飛工人見我「拖男帶女」，竟接連將我兩名子女拉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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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借故讓我上車。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天無絕人之路天無絕人之路天無絕人之路天無絕人之路」」」」，，，，回顧我的人回顧我的人回顧我的人回顧我的人

生路上生路上生路上生路上，，，，總有外人扶持總有外人扶持總有外人扶持總有外人扶持，，，，助我一把助我一把助我一把助我一把，，，，越過人生的障礙越過人生的障礙越過人生的障礙越過人生的障礙。。。。 

 

翌日上班，管工亞賜見我心緒不靈，我和盤托出，他得知

事件始末後，代籌款還債，東拼西湊只得五元，他慷慨地

立即借出餘額「應急的五元」助我還債。多年後我偶然地

遇上亞賜太太，她指丈夫剛離世，我立即送上百元帛金，

其妻多次道謝，我心裡感到釋放，因為當年亞賜借予我「應

急的五元」他那份心意，今日我終於還清了！ 

    

陰壽齌宴陰壽齌宴陰壽齌宴陰壽齌宴    

有一次我應姪抱之邀請，到沙田出席一位已離世長輩的陰

壽齌宴，長子陪同我出席。由於當時家境清貧，只能奉上

十元禮金，午膳後賓客開始打麻雀，我正想請辭時，姪抱

好意慰問我為何不帶其餘子女出席，怎料她的女兒突然大

聲公開羞辱我們，指禮金數目小，並對兒子說：「走啦！

窮鬼！」云云，她的言行指責，令我倆非常難堪，我只好

急步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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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倆正踏出齌宴場外，一名師姑拉着我們，並問我們是否

看到樹上果實—「三念」(外貌如楊桃，經烹調後可作餸

菜食用)，之後她用叉將十多個「三念」從樹上摘下來交

給我們帶回家，由於沒有膠袋，兒子只好脫下上身衫載

着，並催促我快點回家，以免弟妹捱餓，結果我們滿載而

歸。 

 

那名師姑曾預言我的晚福好，並奉勸我多捐獻，捐給任何

團體均可。我當時仍未有信仰，直至 1964 年認識了一名

紮腳婆婆，她教導我背誦佛經，我感覺內心有寄托、平靜，

此後我有了自己的心靈依靠，為人更堅強，亦覺凡事順利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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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果報我信果報我信果報我信果報．．．．更喜助人更喜助人更喜助人更喜助人     

 

 

幫人的時候，我從未有想過會有甚麼回報…… 

    

「「「「孤兒寡婦孤兒寡婦孤兒寡婦孤兒寡婦」：」：」：」：    

1960 年我當時在鴨寮街居住及從事製衣工作。毗鄰婦人的

丈夫被泥頭車撞死，遺下寡婦和七名孤兒。那名婦人不知

所措，我基於一片熱心，自告奮勇帶同那位婦人的兒子協

助前往認屍。 

 

之後我知悉死者無留下分文，殯葬費仍未有著落，所以我

請假一天，帶同其中四個孤雛，在街上沿途向路人說明他

們一家的處境，請他們捐贈殯葬費用，踏遍整條街道，只

籌得二百元，不足以應付殯葬費。 

 

我只好帶著他們前往我工作的工廠，請老闆慷慨解囊，老

闆知悉情況，慷慨捐贈二百元。之後我又協助婦人通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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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報社報導，此舉引來外界極大回響，善款達數萬元，婦

人一家突如其來的經濟困境亦得以妥善處理了。 

 

那位婦人對我的所作所為表示感激，並開始與我「交心」，

期望可向我表達其感恩之情，恰巧當時我需要人協助照顧

子女，令我可安心工作，結果她替我妥善照顧子女，令我

可全力在工作上打拼。 

 

「「「「一飯之恩一飯之恩一飯之恩一飯之恩」：」：」：」：    

之前提及，我於堂姑婚宴上，因為只能奉上三元禮金而受

盡奚落。回到家中得鄰居陳太太好言安慰及贈予白飯一

碗，受其「一飯之恩」，當日無以為報，及後我更與子女

搬遷了。 

 

1960 年有一日在街上再遇陳太，她已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

太太，她當時表現彷徨不安，加以慰問下得知陳先生因急

病離世，死前未有安排遺產處理，陳太太生活頓陷入困

境，她望我能協助處理，我欣喜得以報「一飯之恩」，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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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及指導她一起前往辦理殯葬和認領遺產的手續。期間

得知兩老原來只是同居，並無正式註冊，且陳伯伯於國內

尚有髮妻及子女。 

 

成功辦理後，為了顧全陳伯伯於國內遺孤日後的生活，我

建議陳太太將部份遺產寄回鄉給髮妻一家，餘下的方留作

養老之用，她同意及照辦。我不但回報了陳太太的「一飯

之恩」，更安頓了髮妻一家，頓感內心無比平安及喜樂。 

 

「「「「紮腳婆婆紮腳婆婆紮腳婆婆紮腳婆婆」：」：」：」：    

1954 年我與子女搬往石硤尾村的廉租屋居住。1964 年，

當時我除留在家照顧子女外，亦需要接些外發加工工作維

持家計，外發工廠老闆體恤我子女年幼，不便外出收取貨

物的處境，故他會直接將加工貨物運往我家，省卻我舟車

勞動之苦。 

 

有一位紮腳老婆婆和兒子、媳婦及孫兒，與我家居於同一 

層。婆婆終日在屋村內四處游盪，我沒有詳加了解。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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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婆婆呆站走廊一旁，兒子見狀逐慰問一番，得知

婆婆想小解，但家人沒有給予鑰匙(當年在公共屋村，廁

所是共用的，兩戶共用一廁，家家戶戶多會鎖上廁門，以

防他人佔用！)。兒子向我請示，我借了鑰匙給她。 

 

之後婆婆又隔着鐵閘向兒子要求一杯水以緩口渴之苦，我

向她奉上一杯水; 期間她表現飢餓，我關心慰問，婆婆即

淚流滿面表示：「今日未曾吃飯」，安慰期間得知，婆婆沒

有家中鑰匙，每天早上出門後便只可於屋村內四處游盪，

至晚上家人返家，她才可再步入家門。此外媳婦從不留午

飯給婆婆，令婆婆「打飯炮」(即挨餓)，她只好逐家逐戶

地乞討，又或餓至晚飯時間。婆婆的兒子孝順，相信他不

知婆婆的實況！ 

 

我聽到婆婆苦況，便立即花三毫子吩咐兒子買碗魚蛋粉給

婆婆充飢。翌日婆婆又再次出現我家門前，並且飢腸轆轆

似的，我心裡不禁有點戚戚然。此後兩年，每日午膳後，

我會留一碗飯菜給婆婆，叮囑她下午回來用膳，飯後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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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村活動。 

 

農曆新年，婆婆指自己「無錢封利事」，我又準備了共值

二十元的硬幣予婆婆作封利事之用，直至婆婆離世。我為

甚麼要對婆婆好？只因不忍見年邁長者晚年坎坷，我只需

略盡綿力，長者可得溫暖、尊嚴，何樂而不為呢！ 

 

自婆婆死後，其媳婦對外宣稱婆婆枕頭下的數百元現金和

數枚金戒指都不見了，直指婆婆被人欺騙云云，旁人看在

眼裡，流言傳入我耳中，我自覺問心無愧，正所謂「心清

過得海、浪大打唔沉」，我沒有花唇舌辨解，以免越描越

黑。我深信果報，有謂：「善惡有報，若然未報，時辰未

到而已！」 

 

轉眼間，我們都已步入晚年，在昔日鄰人口中得知，那位

婆婆的兒子因病早逝，留下媳婦孤獨一人，她聽力受損，

及後更意外跌斷了腿，而被安排入住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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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見不平路見不平路見不平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拔刀相助拔刀相助拔刀相助」：」：」：」：    

我曾經歷貧困，深明貧窮之苦，所以我不會歧視窮人，只

要我有能力付出的都會盡力幫人，此外我從不會以懷疑的

心態去幫人。偶爾在街上看到一些拾荒者正在垃圾筒中尋

寶，又或飢腸轆轆，我會上前勸說，並轉贈小量金錢以解

其燃眉之急。 

    

「「「「以己之事以己之事以己之事以己之事激勵人激勵人激勵人激勵人」：」：」：」：  

有一次住院期間，我目睹鄰床的年輕病友飲泣，即慰問一

番。及後得知她因婚姻問題而傷心不已，我逐以過來人身

份勸導、安撫她，令她平靜過來。 

 

此外每次住院，當我看到鄰近的病友因病患而自怨自艾

時，我總會分享我多次出入醫院，但總能憑藉堅忍撐過來

的經驗。我明白有時人與人之間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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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巧的子女乖巧的子女乖巧的子女乖巧的子女．．．．孫女孫女孫女孫女     

 

 

孫女尚在襁褓，由於乏人照顧，經與女兒商討後，我便開

始留家照顧孫女，而女兒則外出打工，賺取生活費，支援

母女倆。自此孫女一直與我生活，直至入讀大學，我倆關

係親密。 

 

女兒與孫女孝順，我給予滿分。我素有初一、十五「守齋」

的習慣，有一天孫女特意於上學前買了一些素菜送上我的

家，給我一個驚喜，婆孫倆共聚用膳，令我甜在心頭。 

 

兒子們懂事、易教，自學上進; 女兒自小孝順、勤力、生

性，我一生慶幸有此兒女。我一次我於黃大仙醫院住院，

女兒每天都風雨不改前往探望我。有天掛起三號風球，她

亦堅持前來，鄰床病友見狀，無一不稱讚她的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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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我的自由新生活屬於我的自由新生活屬於我的自由新生活屬於我的自由新生活     

 

 

早在我照顧孫女時，丈夫曾表示不喜歡孫女，常借故挑

剔，曾引發不少爭執。 

 

1996 年已年屆七十九歲的丈夫向我提出離婚，原來早於通

知我前，他已預辦了有關手續。儘管他經濟不俗，但他不

但堅持拒絕付任何贍養費給我，更出言羞辱，明言會另娶

他人。我的想法是「倆人不同心，到老都要分」，故亦沒

有留戀！當日我撐著腰肢，堅強地拒絕申請贍養費，棄取

他分文，同時我自覺慶幸取回了自由我自覺慶幸取回了自由我自覺慶幸取回了自由我自覺慶幸取回了自由！！！！當日我暗地為丈夫

起了個花名—「無望」。 

 

1999 年因為丈夫的煩擾，有一次我稍不留神竟意外跌斷了

腳，但我堅持努力學行，幸運地！又慢慢痊癒過來。 

 

2000 年我搬入白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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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願心願心願心願：：：：我只想身體健康我只想身體健康我只想身體健康我只想身體健康！！！！    

媽媽在世時，偶爾代為照顧子女，母女間總有一份難以言

喻的血脈親情。1961 年媽媽離世，那時我才三十歲。媽媽

臨終前曾叮囑我照顧哥哥，所以儘管哥哥和我自小已不太

親近，我仍盡力照料他。 

 

當年媽媽的離開，對我的打擊頗大，想起日後無人支撐自

己，面對子女的照顧、經濟等重重壓力，又念及自己在婚

姻中的委屈之處，便不禁情緒波動起來。至 1964 年搬入

石硤尾居住，情況更嚴峻了，因此曾被醫生轉介往專科就

診，並建議用藥控制，但我寧可選擇自強、依靠自己的力

量對抗。 

 

長者互勉篇長者互勉篇長者互勉篇長者互勉篇：：：：我成功擊倒自殺念頭我成功擊倒自殺念頭我成功擊倒自殺念頭我成功擊倒自殺念頭！！！！    

有一次施行足部手術，我想到有機會影響日後的步行能

力，「唔開心」又經常攻擊我，令我曾想過結束生命，但

細心想想在醫院內，由醫生以至姐姐們(即病房助理員)，

都竭力盡心地照顧我、鼓勵我，不求回報。回到家中身邊身邊身邊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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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一群亦有一群亦有一群亦有一群街坊關懷街坊關懷街坊關懷街坊關懷着我着我着我着我，，，，不論男女他不論男女他不論男女他不論男女他們們們們都對我很都對我很都對我很都對我很好好好好，，，，曾在曾在曾在曾在

我灰心失意我灰心失意我灰心失意我灰心失意、、、、思想消極時思想消極時思想消極時思想消極時，，，，他們哭著鼓勵我不要放棄自他們哭著鼓勵我不要放棄自他們哭著鼓勵我不要放棄自他們哭著鼓勵我不要放棄自

己己己己，，，，我心裡滿感動我心裡滿感動我心裡滿感動我心裡滿感動，，，，我真的感謝他們的真心真意我真的感謝他們的真心真意我真的感謝他們的真心真意我真的感謝他們的真心真意。。。。當時我當時我當時我當時我

向他們承諾不作他想了向他們承諾不作他想了向他們承諾不作他想了向他們承諾不作他想了; ; ; ; 另一方面女兒及孫女亦一直另一方面女兒及孫女亦一直另一方面女兒及孫女亦一直另一方面女兒及孫女亦一直支支支支

持持持持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想想想想：「：「：「：「前路係自己選擇前路係自己選擇前路係自己選擇前路係自己選擇……………………點解自己唔嘗試去適點解自己唔嘗試去適點解自己唔嘗試去適點解自己唔嘗試去適

應呢個環境應呢個環境應呢個環境應呢個環境……………………((((以往以往以往以往))))咁艱難的日子都捱咁艱難的日子都捱咁艱難的日子都捱咁艱難的日子都捱((((過過過過))))左左左左，，，，人應該人應該人應該人應該

放開放開放開放開 DDDD，，，，積極人生積極人生積極人生積極人生，，，，天一定會俾一條路我行天一定會俾一條路我行天一定會俾一條路我行天一定會俾一條路我行」」」」我我我我漸漸打消漸漸打消漸漸打消漸漸打消

了負面念頭了負面念頭了負面念頭了負面念頭，，，，再重拾勇氣努力面對生活的挑戰再重拾勇氣努力面對生活的挑戰再重拾勇氣努力面對生活的挑戰再重拾勇氣努力面對生活的挑戰。。。。今日我亦今日我亦今日我亦今日我亦

希望藉自己這希望藉自己這希望藉自己這希望藉自己這個個個個經歷經歷經歷經歷，，，，鼓勵其他長者鼓勵其他長者鼓勵其他長者鼓勵其他長者「「「「從艱難處開放自從艱難處開放自從艱難處開放自從艱難處開放自

己己己己，，，，當唔開心時要幫自己想辦法當唔開心時要幫自己想辦法當唔開心時要幫自己想辦法當唔開心時要幫自己想辦法，，，，令自己開心令自己開心令自己開心令自己開心。。。。」」」」    

    

這次與「抑鬱症」對抗的經歷，令我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

關懷關懷關懷關懷，，，，實在能提供一個無限止境的力量實在能提供一個無限止境的力量實在能提供一個無限止境的力量實在能提供一個無限止境的力量，，，，可令人更堅可令人更堅可令人更堅可令人更堅強及強及強及強及

勇氣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與試煉勇氣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與試煉勇氣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與試煉勇氣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與試煉。。。。所以我現在不時前

往探望體弱的哥哥、關懷一下他，與他聊聊天，令他知道

有家人對他不離不棄，藉此強化他的生存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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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又一村柳暗花明又一村柳暗花明又一村柳暗花明又一村    

晚年我腳板出現骨枯情況，於早前更進行了一次手術，從

腰取一小片骨塊移植至腳底。其實姐姐早年同樣曾進行脊

骨手術，但手術後未能完全根治她的腰脊問題，為此她顯

得心灰意冷。為了激勵姐姐，有一次我借故向她分享，我

施手術後前往探訪哥哥的經過，指出哥哥目睹我手術後步

行情況大大改善，立即大為欣喜。 

 

談及施行手術，我與她分享了自己的信念：「「「「人需要各安人需要各安人需要各安人需要各安

天命天命天命天命，，，，盡力嘗試給自己改變人生的機會盡力嘗試給自己改變人生的機會盡力嘗試給自己改變人生的機會盡力嘗試給自己改變人生的機會，，，，並要信任醫護人並要信任醫護人並要信任醫護人並要信任醫護人

員員員員……………………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康復康復康復康復))))的信心會大大影響治療效果的信心會大大影響治療效果的信心會大大影響治療效果的信心會大大影響治療效果，，，，所以不可所以不可所以不可所以不可

看輕自己對自己看輕自己對自己看輕自己對自己看輕自己對自己((((康復康復康復康復))))的影響力的影響力的影響力的影響力」」」」我的一席話激起了她再

次參與治療的決心，我亦為她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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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今生回首今生回首今生回首今生     

 

 

回首人生，我的「人生五味架」中獨獨沒有了甜味，但對

任何人，我都可以抬起頭說：「「「「我有尊嚴地活過我有尊嚴地活過我有尊嚴地活過我有尊嚴地活過！！！！不論如不論如不論如不論如

何都過去了何都過去了何都過去了何都過去了！！！！」。」。」。」。    

 

「「「「苦苦苦苦」」」」是我前半生的描述是我前半生的描述是我前半生的描述是我前半生的描述，，，，現在的我會過自己喜歡的生現在的我會過自己喜歡的生現在的我會過自己喜歡的生現在的我會過自己喜歡的生

活活活活，，，，珍惜眼前的人和事珍惜眼前的人和事珍惜眼前的人和事珍惜眼前的人和事，，，，會愛自己會愛自己會愛自己會愛自己，，，，錫家人錫家人錫家人錫家人; ; ; ; 我會積極施我會積極施我會積極施我會積極施

福福福福，，，，望可替子女望可替子女望可替子女望可替子女、、、、孫兒積福孫兒積福孫兒積福孫兒積福、、、、積壽積壽積壽積壽！！！！    現時兒女不時致電現時兒女不時致電現時兒女不時致電現時兒女不時致電

慰問我慰問我慰問我慰問我，，，，孫女孫女孫女孫女、、、、女兒定時探望我女兒定時探望我女兒定時探望我女兒定時探望我，，，，與我共聚天倫與我共聚天倫與我共聚天倫與我共聚天倫。。。。我感受我感受我感受我感受

到子女到子女到子女到子女、、、、孫兒的孝順孫兒的孝順孫兒的孝順孫兒的孝順，，，，我心足已我心足已我心足已我心足已！！！！    

 

在人生路上，我因不同病患曾多次進出醫院，醫生及醫護

人員對我每次都「「「「不叫痛不叫痛不叫痛不叫痛、、、、不叫苦不叫苦不叫苦不叫苦、、、、不流淚不流淚不流淚不流淚、、、、不求別人多不求別人多不求別人多不求別人多

關注關注關注關注」」」」的堅忍個性的堅忍個性的堅忍個性的堅忍個性都讚嘆不已！ 

 

在與人交往方面，我不喜歡人虛偽，鍾意真意的人; 我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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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與人保持距離，我想做人做事，凡事應自我檢點，與人

聊天時不應手舞足蹈，令人生厭。晚年我曾認識了一位男

街坊，他是家中獨子，曾入讀中文大學，是位知分寸的人，

他和我是朋友，我倆能「放下世俗的珈瑣」坦承交心，從

不佔對方便宜，大家保持着純潔的友誼。可能基於「一朝

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理由，我和他一直保持距離，但

他不時上門探訪慰問一下我。 

 

有一陣子，我從街坊口中得知那位男街坊變得有點兒抑鬱

和不開心，我逐上門了解一下，希望能助他走出幽暗。言

談間，那位男街坊指出我倆曾一起前往共膳的酒樓內一位

女侍應，對他投懷送抱，他非常抗拒，由於那位女侍應曾

出言試探我倆關係，伯伯生怕她報復，在我的家人面前「亂

說話」，影響我的名譽，令我難堪，所以他感到非常抱歉。 

 

我聽畢後只以平常心對待，其實我曾經向子女及孫兒透露

與那位男街坊的友誼，他們都一致表示「視作平常」，更

鼓勵我與伯伯保持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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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篇感恩篇感恩篇感恩篇    
 

 

((((明愛醫院骨科明愛醫院骨科明愛醫院骨科明愛醫院骨科))))何遠芳醫生何遠芳醫生何遠芳醫生何遠芳醫生：：：：    

多謝你替我進行了一項非常成功的手術多謝你替我進行了一項非常成功的手術多謝你替我進行了一項非常成功的手術多謝你替我進行了一項非常成功的手術，，，，你的仁心仁術改你的仁心仁術改你的仁心仁術改你的仁心仁術改

變了我的人生下半場變了我的人生下半場變了我的人生下半場變了我的人生下半場，，，，我無言感激我無言感激我無言感激我無言感激，，，，只能藉此卡送上祝福只能藉此卡送上祝福只能藉此卡送上祝福只能藉此卡送上祝福。。。。    

祝祝祝祝        合家身體健康合家身體健康合家身體健康合家身體健康    

                平安快樂平安快樂平安快樂平安快樂    

病友病友病友病友        李婆婆李婆婆李婆婆李婆婆    

25.8.201125.8.201125.8.201125.8.2011    

<29.8.2011 寄出感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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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心隨心隨心隨心．．．．回響回響回響回響     

 

 

請寫下…… 

- 你對我最深刻的回憶 

- 你最喜歡跟我在一起的時刻 

- 在我的生命故事中，你欣賞的地方 

- 你閱讀我的故事之得著 

- 觸動你/ 引起共鳴之處 

- 任何你想對我說的話 

 

 

 

 

 

 

 

你留下的點點筆跡，將成為推動我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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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與我們保持聯絡：3124 7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