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命命命命命命命命故故故故故故故故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一生無一生無一生無一生無灰灰灰灰    
 

 

 

 

 

 

 

 

 

 

 

 

 

 

 

區區區區偉賢偉賢偉賢偉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長者綜合服務長者綜合服務長者綜合服務長者綜合服務    生命故事計劃生命故事計劃生命故事計劃生命故事計劃 

由由由由香港公益金資助香港公益金資助香港公益金資助香港公益金資助 



 

 2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童年時母親的關懷及父親的教導，以及母親的離世   p.3 

反叛期對父親的態度及畢業後離家出走      p.6 

幸運地結識到幾位好朋友          p.8 

從朋友身上得到生活體驗          p.10 

太太的支持及對兒子的引導         p.15 

嗜好、才能與音樂                    p.24 

一生無灰                                       p.27 

點滴                p.29 

 

附件： 

2006 年寫給太太的生日卡             p.32 

新聞專訪紀錄             p.33 

義工感想                       p.36 

 

 

 



 

 3 

童年時母親的關懷及父親的教導童年時母親的關懷及父親的教導童年時母親的關懷及父親的教導童年時母親的關懷及父親的教導，，，，以以以以及母親的離世及母親的離世及母親的離世及母親的離世    

小時候我住在旺角的西洋菜街 80 號，那是父親工作的機

器廠地址。記得當時是父親與親友拍擋經營的，而我們一家初

時是住在該舖的閣樓。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及三個弟弟，

由於兒時體弱多病，所以我經常跟著媽媽，以便她照顧我。至

於其他兄弟，因為地方不足以我們一家八口一同居住，所以父

親就在附近租了一個三百多呎的尾房，讓我的兄弟們可以住在

那裡。 

 

猶記得當時的閣樓，一邊是辦公室，另一邊便是父母的睡

房，而下面是一部部的機器。當時工廠裡的工人經常取笑我，

因為我的身體到了約十歲還沒有完全發育好，以致晚上經常撒

尿。那些尿液滴到工廠的機器上，那些工人看見了便不停地取

笑我，令我好不尷尬。由於閣樓日間要用作辦公室，這時我便

會到兄弟那邊的居所與他們相聚，媽媽亦在那裡照顧我們六個

孩子。 

 

記得在小學時，媽媽在早上還未上課時都會教我珠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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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她覺得要子承父業，所以我和兄弟都有這個學習機會。小時

候我是一個頑皮的學生，所以在校內的成績不太好，特別是英

文科，父母為我聘請了補習老師，而這位老師是位退休校長，

即使他多用心教導我，我的成績也只是一般，直到現在我的英

文也不靈光。我轉過好幾間小學，但仍沒太大進步，最後轉到

農圃道官立小學讀書，直至升讀賽馬會實用中學。 

 

不幸地在我就讀中二時，媽媽患病離世，這時一家人都很

難過。後來父親準備再婚，而他在再婚的事情上沒有和我們討

論過，所以我不滿父親下這個決定。或許當時我進入了反叛

期，所以對這個新媽媽一直都採取對抗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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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香港中文大學，拍拖時合照 

 

反叛期對父親的態度反叛期對父親的態度反叛期對父親的態度反叛期對父親的態度及及及及畢業後畢業後畢業後畢業後離家出走離家出走離家出走離家出走    

父親娶了第二名太太，原本我已經不太喜歡她，記得有一

次我作出了一些不當行為。當年我已經不在家居住，但污衣仍

會帶回家清洗。我有一條時款牛仔褲，其特色是褲腳碎口，也

許當時後母不知道這是件時款服裝吧，她竟替我把該條牛仔褲

的褲腳修剪整齊，使其失去特色！這件事激得我火冒三丈，所

以我決定乘她不留神時便回家，將她衣櫃內的衣服弄破以洩

怒。由於當時我與他們不同住，所以不知道父親知悉事件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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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也許他只是替她買過新的衣服便算了。 

 

雖說我與父的關係因著他再婚而沒有諮詢我的意見而變

得緊張，他的確對我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或許我父親是一個比

較傳統的男士，所以他專注於工作上多於與兒女溝通。仍記得

在我大概就讀小學時，父親有一位學徒，他教我製作收音機等

電子玩意，促使我在父親不覺時，從他的案頭上取了些錢，用

作買電子零件製作小玩意。這件事最終被揭發，我被父親責

罵，受了他的管教。因為童年時未能與父親溝通，使我領悟到

將來要對兒女猶如朋友般看待，直至現在我與兒子的關係很

好。 

 

此外我日後的工作態度及管理下屬的方法，亦是從父親身

上學習得來的。我留意到父親對工人很體貼，即使工人有什麼

做得不好，他也不會呼喝工人，只會悉心指導。另外當時普遍

的工廠都要求工人做得多，工資少，但我覺得我父親有企業良

心，那些工人從早上八時工作至晚上九時，若遇上工作量高峰

期更需要工人加班。父親知道工人長時間工作也會感到肚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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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差不多收工的時候每人發五毫，讓他們可買宵夜吃。當時

的五毫已經可以在大排檔吃個飽了。 

 

不經不覺，經過三年的實用中學生活，我升到理工學院讀

工具工模科。讀了一年便畢業，但畢業後不知道可做什麼，而

老師們也沒有介紹我們做什麼。由於我讀書時開始對電子有興

趣，加上當時沒有工作可以選擇，所以我便到了收音機廠工

作。當時我只想碰碰運氣，嘗試去應徵收音機維修員，沒想到

該工廠會聘用我。因為我是一名技術人員，每天可以賺得 8

元。結果我做了這份工作約一年。 

 

其後父親希望我回機器廠幫他忙，替他辦事。因他打算擴

展機器廠的業務，加上西洋菜街的工廠要清拆及搬工廠至長沙

灣，令原本一個工廠單位增加至三個單位。一年多以後，我也

不記得什麼緣故，我便回父親身邊工作。自從回家工作以後，

有一次因為感冒而卧病在牀，後母為了向我表達她對我的關

心，所以她特意煮了一碗河粉給我吃，但當時我十分討厭她，

所以沒有領她的好意。這事使我耿耿於懷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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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地結識到幾位好朋友幸運地結識到幾位好朋友幸運地結識到幾位好朋友幸運地結識到幾位好朋友    

過了一段時間，約一年左右，我又再一次到外面的世界闖

闖，又返回電子廠工作。我在一間名為威電電子廠的公司工

作，在那裡認識了一位我很要好的朋友─伍先生。伍先生是東

主的兒子，自那時開始我便跟他過日子，一同搬出來租單位

住。隨後的日子裡，我們的朋輩圈子越來越大，越來越多人走

在一起玩，大家都是年青人。每次工作加班時，我們一班人便

一同吃夜宵，或時到酒吧喝酒、傾談。當時不論天南地北，男

歡女愛等我們也熱衷地討論。從那一刻起，我覺悟了很多世

情。從前我不論對國事、男女間的感情事等，我一點兒也不懂

得，我很接受他的指引、教導。約一年多後，由於住房的需要，

經伍先生的介紹下認識了李先生，從而入住了藝興大廈內的一

個單位。從那時起，我開始了自己交租，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 

 

之後伍先生、李先生和我決定創業。由於當時香港盛行收

音機生產，加上李先生沒有工作做，而伍先生與父親亦不咬

弦，所以我們決定每人出點本金合辦收音機廠。我們需要的地

方不多，只需要一間房的空間，便可進行收音機的部分加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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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我獨個兒住在那房間，同時也進行收音機加工工作。當時

是收音機工業的黃金時期，當時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山寨

廠」，只要懂得使用電壓計、螺絲批及租一個單位便可以謀生！ 

 

萬事起頭難，而我們的難處是缺乏資本，於是大家便各自

想辦法找本錢，我於是便回家問父親借錢，以購買原材料完成

一張單的工作，我父親最終答應了。其後，我們三人正式成立

一間公司，名為「三寶隆」。公司以此名命名是因為我們三人

一同成立公司，此外從我父親的公司「永安隆」中借用隆字，

加上我們三人便成了「三寶隆」。最初我們的廠房設於荔枝角

道，但不足半年，我們的廠房便由一千多呎擴展至三千呎，同

時我們要搬到通州街工廠工作。而工廠聘請的工人亦由三十多

人增加至七十多人。我親眼目睹自己親手成立的公司不斷擴

大，我也持續在這間公司工作了七、八年，更認識了我的太太。 

 

從朋友身上得從朋友身上得從朋友身上得從朋友身上得到生活體驗到生活體驗到生活體驗到生活體驗    

那時候我負責監察生產線，而當時太太負責調教收音

機。當年在工廠內認識配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很多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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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認識與自己程度差不多的女工。 

 

當時收音機工業已進入夕陽行業，科技越來越進步，收音

機不單漸漸被淘汰，同時工廠也慢慢北移到內地設廠。加上我

知道工廠不能再擴大，這源於我未能應付新技術的要求—既要

懂得製造 FM 收音機，又要使用晶體電路製造收音機等等，這

些都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  

 

 

 

 

 

 

 

 

攝於國際酒樓， 

當晚共擺了廿圍酒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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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緣巧合下，我遇上了我的中學同學。他知道我的境

況，便邀請我跟他學習電鍍工程，此舉可應用到我已有的電子

知識，好幫他忙，故此我決定離開那間我有份成立的公司。我

告訴李生及伍生：「我不會退回公司股份，但也不會留在公司

工作，因我想到外邊闖天下。若你們能賺錢便分我一份，若不

能賺錢也不打緊。」我們仍然保持了朋友關係，同時我又不用

留在公司工作。對我來說，當時的電鍍工程可算是新事物，因

我從沒有接觸過，加上我的技術漸漸變得成熟，有能力為電鍍

公司注入新動力，創新事物。同學的公司由一間千多呎的工廠

轉變為六千多呎的工廠，甚至搬到大埔工業邨買地起廠房。在

這間公司工作的三年，可說是我人生裡其中一段重要的回憶！ 

 

眼看跟同學學習電鍍工程的事物也差不多了，同時他也請

了一些人幫他打理業務。當時有一位同事提議我們一起自設公

司，同樣處理差不多的工作。當時我衡量過各方面的因素：我

覺得自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加上我總不可能一輩子打工吧！

所以我決定與這位同事一起創業，想不到的事，我與那位同事

合作不足兩個月便各奔前程，因為當時我與一個學徒轉到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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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工作。由於開初公司沒有生意，入不敷支。那位同事提議解

僱該學徒；但回想當初是我一手帶他離開公司的，若現在我解

僱了他，這叫我如何面對他呢？所以我選擇公司結業，也堅決

不會解僱他。由於意見分歧，公司正式結業，最終不歡而散。 

 

 

 

    

由供應商贊助，我與太太一同到日本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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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再次回到父親的身邊。由於父親工廠的行業也步向

夕陽，同類型的工廠也漸漸收縮，慢慢搬往內地生產，所以我

可以問我父親借百多呎的空間製作自己的產品。當時我不再打

算與人合作，我嘗試生產一些製成品作銷售。剛巧有一天我閒

逛的時候遇上了我的一位朋友，他提議：「不如你製作一些行

內用的水泵吧，你做生產，我替你推銷！」我贊同他的提議，

所以我以便宜一點的價錢賣給我的朋友，而他則替我推銷。我

見初期的生意額也樂觀，所以我再製造一些整流器托他推銷出

去。如是者做了幾年沒多大起色，但也可生活無憂！ 

 

在偶然的機會下，我遇上了另一位朋友。他告訴我他的公

司需要一名工場管理員。我心想：有這樣難得的機會，只管試

試吧。當時同類型的職位最多只有一千五百多元的工資，但他

問我要多少薪金時，我答他我要六千元。當時我只想著：若成

功便去做，若不成功也不打緊，反正我有正職。意想不到的是

他竟然願意給我這份優厚的人工，即管去做吧！因為那家公司

要開新的生產線，我是負責配合我的日本籍上司看管着一部機

器。工作是跟他學習如何維修這部機器，以便我日後跟進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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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的所有問題。這部機的工作是電鍍銀在一塊底板上，好讓

其他人把晶片連在底板上。而這部機器需要用上很多「山埃」

作材料。 

 

回想起來，其實當時的工作環境頗危險的。當時工廠內的

通風設備還沒有預備好，而機器在運作時會釋出部分「山埃」

氣體。有一次工作時或許吸入過多「山埃」味，我頓時不支倒

地，被送往醫院進行急救。離開醫院後再工作多二、三個月，

越想便覺得越不對勁。那次幸好有人救我一命，但不是每一次

都這麼幸運的。我日後得了腎病，我懷疑是與這段日子的工作

性質有關。最後我決定離開，返回自己的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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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的支持及對兒子的引導太太的支持及對兒子的引導太太的支持及對兒子的引導太太的支持及對兒子的引導    

從工廠裡認識了我的太太，可算是上天給我最好的禮物。

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我開始打算建立自己的家庭。從前我的女

朋友中，多為一些只懂玩樂的女子，所以我決心找一位賢妻良

母型的女子為我的太太。當時我見現任的太太處理娘家的事情

上井然有序，每件事都辦妥，所以我決心追求她，直到她真的

成為我的太太為止。直到後來她成為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伙伴。 

 

 

 

 

 

 

 

 

 

 

我兩個兒子的童年合照，攝於獅子山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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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出外工作，培養了吸煙的習慣。從十六歲開始，單

是煙齡也有七、八年了。有一次我患上肺積水，所以醫生便取

了身體的一些體液去檢驗。醫生發現我得了腫瘤，由於當時的

醫學不像現在般昌明的緣故，所以當時只有化療一個方法。我

身體注射了藥物，而太太也十分緊張。太太見醫生只懂得用化

療的方式替我治療，所以她問醫生取了些肺積水的玻璃片，夜

間乘飛機前往廣州再檢驗。 

 

過程中可算是辛苦的。我與太太到了內地的肺腫瘤專科處

檢驗身體，當時的飛機餐只有一顆糖，所以我倆又餓又寒。入

黑以後，所有的食肆也休息了，而我們又餓又寒，使我倍覺辛

酸。到了酒店，連酒店也沒有東西吃，我不禁自憐起來。由於

當時的內地仍舊貧窮，若要得醫生幫忙最要緊的是送禮金，不

這麼做便沒有人幫忙。我覺得這筆錢是值得花的，因醫生為我

做了較詳盡的檢查，他也考慮到如何醫治我。最後醫生告訴了

我一件事：原來我患的只不過是普通肺炎。雖然玻璃片內的細

胞很像肺癌的細胞，但只要仔細看多幾次便發現這只不過是普

通細胞。我與太太如釋重負，立刻開心起來。為了再確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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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我藉著當時的人脈，再請了一位在瑪麗醫院工作的人士

幫我看看我的玻璃片，再找有名的醫生幫忙，結果也證實我沒

有患上肺癌。我立即叫停化療藥，畢竟化療藥也是毒藥。這事

以後我得了腎病，使我懷疑是否由於曾使用化療藥的緣故。不

管如何，這一關總算跨過了。 

 

回想起來，當時也難怪太太擔心得要命。當時我倆已經結

婚，而且兩個兒子也出世了。假若我先走一步便剩下太太獨自

照顧起整個家。當我與太太上廣州時，便託親戚幫忙照顧，而

我太太也不停地說：「若你走了，他日怎麼辦？若你走了，他

日怎麼辦？如何打算？如何打算？」不過我自己也看得開，安

慰她說：「即使我走了，彌敦道的車也是照樣走，世界也是這

樣運行，算了吧！把自己的命交給醫生，他怎麼醫便怎麼醫。

誰說為何我這麼倒霉？不能怨了。」但我總算幸運地渡過了。 

 

待康復過來後，我再一次全程投入工作。後來我從黃埔新

邨搬到佐敦道吳松街住，我發現自己好像得了第二個大病。自

從「肺癌事件」之後，即約七、八年後，我慢慢地發現身體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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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怕冷，越來越虛弱，連走路也感氣促。起初是以為自己得

了胃出血，經常胃痛。我看西醫，他說我胃下垂；中醫則說我

胃寒。我反覆地看醫生也未能完全根治我的「疾病」。我住在

吳松街一幢大廈的三樓，起初我可以獨力走上三樓，但後來每

上一層便要休息一下，再後來甚至要別人抬我回家，我真的越

來越弱了。 

 

於東莞自設廠房，攝於一九九五年。 

 

隨後我到了醫院檢查，發現原來得了胃癌。到了醫院，護

士先為我量血壓、驗血糖。檢查後，護士發現我的血壓、血糖

數字低，故要在醫院留醫。起初我以為肺癌再來，經醫生照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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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後發現我得了胃癌，這次是真的得了癌症！當時醫生當機立

斷，把我的胃切除了三份之二，只剩下三份之一，而我也得休

養三個月。由於當時我是老闆，即使我不吃，伙計也要養家，

所以也只好繼續接生意，只不過生意足夠生活便算了，工作我

也盡量交給伙計處理。自我得病以後，我立定方向，即使我有

什麼病也交給醫生處理，我只管交托我的生命給他。 

 

經過多個月的留院醫治，回到家中休息過後，我開始故態

復萌，成了工作狂，也使我得了第三個大病─腎病。正如前述，

早年時期我回到電鍍行業工作，而當時朋友的公司正需要一個

生產線的領班。眼看自己公司的生意不是太好，而且只有一、

兩個伙計，當朋友游說後，我只抱着嘗試心態前往見工。原本

我打算開一個比較高的薪酬，估他不會請我工作，想不到最後

他聘請了我管理一條生產線。由於工廠空氣不流通的緣故，我

中了「山埃毒」而入院，我相信是由於這段期間的工作弄垮了

身體，最終使我得了腎病。 

 

自一九八八年起，腎病成了我生活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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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身體有腎病，但我仍然繼續工作。從八八年起，我公

司的業務蒸蒸日上，我甚至開始儲錢回國內買地建立屬於自己

的工廠。在這十九年裡我既要面對洗腎帶來的不便，也要處理

公司的業務發展。直到二零零六年，醫生告訴我若不換腎，身

體也支持不了多久。 

 

 

 

 

 

 

 

於香港辦公室與太太並肩作戰的合照。 

 

其實洗腎的年期也是看個別情況而定，有的人可以洗腎多

年，有的人則洗不了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洗腎時間越長，身

體積聚的鈣質越多，這使我行路越來越困難。到了零六年，我

到了必需換腎的時刻。我回到內地用了二十萬人民幣換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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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過了三天我出現心臟衰竭，我不得不乘救護車由內地回

港。其實當時我是很危險的，因為傷口還沒有癒合，而且不知

道新換回來的腎是否能夠正常運作。 

 

當時有家人陪伴與我渡過難關。我記得當時要緊急運送我

回港，而內地所謂的「救護車」也只不過是一輛殘舊的客貨車，

連運送牀也沒有一張便要我卧在車內的地板上，我當時仍需依

賴氧氣。路途之中，曾出現不夠氧氣供給的情況。雖然同行跟

車的有一名所謂的心臟專科醫生、腎臟科醫生及一名護士護送

我回港，但我對他們沒有什麼把握。幸好當時有太太、兒子、

父親及幾個兄弟等人作陪伴，我們甚至要租兩輛車才可齊人回

港，到了香港邊境我才比較安心。家人電召了香港先進的救護

車，送我到北區醫院。 

 

由於剛換腎，所以我需要吃劑量很重的抗排斥藥，這使我

的神智變得迷迷糊糊。輾轉間，我回到荔枝道的明愛醫院繼續

覆診。在醫院住了三個多月，令我連坐起身的力量也沒有。每

一次坐起身時，也痛得不得了。藉著護士的照顧，我慢慢地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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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了坐立時間。不過我自己是一個樂觀的人，即使不願意的事

情也發生了，我只會想如何盡力補救現在的情況。 

 

換腎以後，我搬到馬鞍山住。期間我仍然要返回荔枝角的

醫院覆診。起初我與太太都支持這個安排，後來因為每一次都

要八時前到達醫院進行抽血檢查，我倆均感吃力，我才申請轉

到「威院」覆診。 

 

二零一零年五月，我與太太一同到美國遊玩了一個月。我

感謝兒子們的孝心，他倆儲錢使我和太太一同到加州，我們去

過大峽谷、拉斯維加斯，又去過加州探我一位朋友。我在長子

家裡住了兩個星期，與孫女一同玩，使我覺得非常開心。回到

香港後，同年 10 月我便跌斷了腳，真是樂極生悲！ 

 

當我回想我的一生時，我的朋友說我是一個戰士，因為我

飽歷難關而一個又勝過一個。有一位研究逆向人生的教授曾經

訪問我，問我如何面對逆境時，我只把我的一生交代一次。我

想病痛只不過是一種常態，我深信上天會給我一條路去讓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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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我的人生。若天要我死，何時也可以死；若不要我死，總有

一條出路等著我。 

 

回想起我與太太結婚後，生了兩個孩子，我們盡了作為父

母的責任，好好的管教他們。記得有一次小兒子放學後看電

視，他用錄影機把卡通錄了後不停重播着同一段內容。太太叫                                                                                                                                                                                               

我提醒小兒子去做功課，由於當時我正在工作，所以我很快取

去錄影帶，用力地把它扔壞，小兒嚇得哭起來。後來看見小兒

子哭得可憐，我便把錄影帶維修好還給他。自此之後他便勤力

讀書，甚至貼上「我要努力」在桌上提醒自己努力讀書。 

 

我與太太合力教育好我們的兩個兒子，使他們成才。由於

我對化工方便有較濃厚的興趣，而太太則在社交方面較具天

份，所以我們的兒子讀大學時都選擇化工及電子工程科，同時

他們亦如太太般愛說話。我一直專注於工作的事情上賺錢養

家，我所有錢也交給她管理，而太太則成了家中的教育大及財

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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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家中．全家福 

嗜好嗜好嗜好嗜好，，，，才能與音樂才能與音樂才能與音樂才能與音樂    

記得在進入社會工作不久，電子廠內有一位同事，他有一

台比賽用的單車，法國製造，白色外觀，很有型。每次那位同

事把它帶回工廠，我都向他借來玩玩，很希望自己亦可擁有一

台。據他說，那台單車價值 1,200 多港元，當時是七十年代初，

我每月人工都大約為二百多元。如果要擁有它，不吃不喝也要

半年時間，簡直是發夢。 

 

不過很幸運，有一天那同事對我說：「喂！你是不是想要

我那單車？」我答：「是啊！」他說：「我快要結婚了，等錢用，

這單車讓給你吧！600 元，你就可以取走(單車)，只需每月給

我 150 元，四個月後，它就是你的啦！」結果經我節衣縮食，

四個月後，我夢想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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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一有空，它就陪伴我到處去，無論新界、港九能去的

地方，我都去。從旺角到西貢，或沿大埔公路直到元朗，在香

港仔都有我的影子。我沒有參加比賽，只是喜歡到處遊玩，看

風景，作為一項健身運動已心滿意足，回想當時騎着單車在公

路上自由奔馳，那種隨風飄逸的感覺，甚麼煩惱的事情都能拋

諸腦後。 

 

 我另一嗜好是電子製作，這和我從事的工作有關。因工作

需要，我要製造及研發一些自動工具，這都離不開製作。於是

我從書局、圖書館找到資料後，就買齊零件，在家中做實驗、

做研究。 

 

 其後，我一手創辦的工廠都生產我研發出來的工具，替我

賺取到不少金錢，兩個兒子日後到外國升學的費用，都是由此

而得。 

 

其實自中二畢業後，讀了一年工具工模班就停下來了。此

後一切都是自學成功，包括：電子工程、電子製作和機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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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受父親的耳濡目染下，我從粗枝大葉的電弧焊、車床、刨

床等一般機械到電子控制電路、積體電路設計(i.c.); 從木工

到膠工(pvc 焊接)都可應付自如，並可作為生財技能，一生受

用無窮。 

 

 此外自小就接觸到粵曲，很多以前的粵曲，我都可以瑯瑯

上口。之後國話流行曲流行，又可自哼一番。60-70 年代西歐

歌曲興起，我又可自我陶醉，喃喃自唱。不論披頭四、民歌、

滾石樂隊和米高積信等，都曾是我的摯愛。不過現在都忘記

了，偶爾聽到都會勾起的當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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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無一生無一生無一生無灰灰灰灰    

偉賢親撰 

其實自輟學到社會工作了一年後，我仍是一個渾渾噩噩的

青少年。直到結識了幾位至今仍是好朋友之後，思想才開始有

所成熟。後來認識到現時的太太認識到現時的太太認識到現時的太太認識到現時的太太，，，，她對我的支持她對我的支持她對我的支持她對我的支持、、、、愛護愛護愛護愛護、、、、鼓勵鼓勵鼓勵鼓勵、、、、

照顧照顧照顧照顧，，，，使性格使性格使性格使性格、、、、思想都大大提升思想都大大提升思想都大大提升思想都大大提升，，，，不再是以前的反叛青年不再是以前的反叛青年不再是以前的反叛青年不再是以前的反叛青年。。。。當當當當

然父親的身教然父親的身教然父親的身教然父親的身教，，，，母親的愛母親的愛母親的愛母親的愛，，，，都是都是都是都是很有力的基石很有力的基石很有力的基石很有力的基石，，，，使我明白到如使我明白到如使我明白到如使我明白到如

何和家人何和家人何和家人何和家人、、、、兒子相處兒子相處兒子相處兒子相處，，，，如何把工作做好如何把工作做好如何把工作做好如何把工作做好，，，，如何面對逆境如何面對逆境如何面對逆境如何面對逆境，，，，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面對人生面對人生面對人生面對人生。。。。    

 

太太和我都未受過高深教育太太和我都未受過高深教育太太和我都未受過高深教育太太和我都未受過高深教育，，，，中三畢業後便中三畢業後便中三畢業後便中三畢業後便投身社會投身社會投身社會投身社會。。。。大大大大

都是從生活中都是從生活中都是從生活中都是從生活中，，，，學習人生學習人生學習人生學習人生。。。。及後她帶給我兩名兒子及後她帶給我兩名兒子及後她帶給我兩名兒子及後她帶給我兩名兒子，，，，她對兒子她對兒子她對兒子她對兒子

的教導的教導的教導的教導，，，，使我十分敬佩使我十分敬佩使我十分敬佩使我十分敬佩，，，，這對日後的事業這對日後的事業這對日後的事業這對日後的事業，，，，有莫大幫助有莫大幫助有莫大幫助有莫大幫助。。。。除了除了除了除了

對家庭無後顧之憂外對家庭無後顧之憂外對家庭無後顧之憂外對家庭無後顧之憂外，，，，還一同並肩作戰是十足十的賢內助還一同並肩作戰是十足十的賢內助還一同並肩作戰是十足十的賢內助還一同並肩作戰是十足十的賢內助。。。。    

 

天生倔強的我天生倔強的我天生倔強的我天生倔強的我，，，，對事物對事物對事物對事物抱有抱有抱有抱有樂觀樂觀樂觀樂觀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認為一切都是美認為一切都是美認為一切都是美認為一切都是美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遇到逆境遇到逆境遇到逆境遇到逆境，，，，覺得一切總會過去覺得一切總會過去覺得一切總會過去覺得一切總會過去，，，，明天會更好明天會更好明天會更好明天會更好，，，，在能力範在能力範在能力範在能力範

圍內圍內圍內圍內，，，，都都都都會會會會盡力去做盡力去做盡力去做盡力去做，，，，做到最好做到最好做到最好做到最好，，，，非不得已非不得已非不得已非不得已，，，，不會放棄不會放棄不會放棄不會放棄。。。。於是於是於是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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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病倒的時候在我病倒的時候在我病倒的時候在我病倒的時候，，，，覺得不是能力所覺得不是能力所覺得不是能力所覺得不是能力所能能能能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便便便便把一把一把一把一切都交給醫切都交給醫切都交給醫切都交給醫

生生生生，，，，隨遇而安隨遇而安隨遇而安隨遇而安，，，，沒有什麼大不了沒有什麼大不了沒有什麼大不了沒有什麼大不了，，，，這都是常態這都是常態這都是常態這都是常態，，，，一切由天一切由天一切由天一切由天，，，，明明明明

天總會來到天總會來到天總會來到天總會來到！！！！    

 

到成家立室後，我又有另一種看法，認為人生中總有自己

的黃金時間，是每個人都有的，但多少不一，只要掌握得好，

金錢是不愁的，用去的，又會再回來，但仍需努力。隨著年紀，

(黃金時間)是會漸漸去，到時後悔莫及。我的黃金時間都用來

替兩個兒子完成碩士，培養他們成為一個有用之人。因為我知

道大富大貴不會是本人，不過我很享受這過程。 

 

今天他們都長大了，各有自己需行的路，太太和我都在退

休狀態。久病的我，身體不太好，自然需太太照顧。除此之外，

太太與一般媽媽無分別，總覺兒子處世不深，還時時施與教

誨，由她吧！ 

 

父親還健在，90 多歲了，希望他能再享天年，兄弟們生

活美好，太太能享晚福。而我活着一天我活着一天我活着一天我活着一天都永不言都永不言都永不言都永不言「「「「灰灰灰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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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後記後記後記．．．．回顧回顧回顧回顧 

2012 年 3 月 27 日 

 

換腎後，身體衰弱不堪，雖然醫院安排了物理治療，做了

3個多月。太太主動聯絡了社會工作者，於是接觸了信義會馬

鞍山分會，進了日間護理中心。每週有三天可以在該會做運動

及結識新朋友，使本來沉默不言的我，開始在生活上有新的寄

託。而且在不斷運動之下，擺脫了原本需要輪椅助行，現只需

借助一支拐杖在太太的陪同下，到處都可以去。同時在日間護

理中心支持下，我亦找到適合我做的嗜好，學會了利用各種廢

置的紙品，做成了一件件可觀可玩的小玩意，有時送給中心的

老人家，有時送給親友，亦有時送了給我的孫女逗她開心。對

於我的太太，對於日間中心，我都很感恩! 

 

人的一生總會有做錯事的時候 

記得 10歲左右，父親和母親每晚 10時許都會去喝夜茶，

而我就會從父親抽屜中，取去遺下之碎銀，跑到附近去遊玩，

有時會吃東西，有時會在街邊看公仔書，總之我會在他們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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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回家睡覺，其實這是「不問自取」。 

我又犯過背叛之罪，那時有一位同學兼好友，賞識我對電

子的知識，招攬我到他家公司工作。給我優厚工資，本來一直

相安無事，但自公司生意蒸蒸日上，變大了，不知何時有了歪

念，眼看此行業仍有發展，於是背叛了他，帶著一些從當時學

到的新技術及知識，自行在外發展。回想，其實我不必如此，

應正當地向他表明，也許他會不介意，到現在有時在同學聚會

時，都覺得對不起他。 

 

有時我會感到在那個年代，大部分的父親都是為生活而

工作，忽略了對孩子的教導，孩子只看到父親不停工作，我也

是其中之一，尤其是我早年喪母，對我日後成長的性格及對事

的態度，都不是受他倆影響的。反之由於我正處於反叛期，離

家出走，於是朋友的影響是肯定的，我從父親身上得到的，是

眼看他對人的態度。此外就是他給我的 D.N.A.，但已很感恩

了。所以我對我的兩個兒子，採取另一態度，除身教外，還會

和他們一同討論一些問題，像朋友一樣，但主要教導都是我太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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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點滴點滴點滴    

 

生老病死，都是常態，我們不必驚訝，一切都會過去，隨

遇而安，明天會更好！ 

 

每人都有自己的黃金時間，必需把握，努力工作，金錢是

不愁的，上天總會使你能過活，但大富是由命運安排的，不可

強求。 

 

有人對我說：「你喜歡什麼顏色？」我想了一會，答道：「你

錯了，顏色不是用來喜歡的，它是需要配襯，配合的。」 

 

其實，婚姻亦有相同之處，不是你喜歡他，她喜歡你，就

可變成婚姻。婚姻必須互相配合、相襯、包容、忍讓，方可長

久。彩虹七色，就是顏色之配合。藍天白雲，就是顏色相襯，

萬綠叢中一點紅，就是包容。日出日落的美麗變化，就是忍讓，

是需夜讓出，旭日切入的情景，叫人回味。上述情境之形容，

都是千古不變的，男女對婚姻之相處，若能如此，必可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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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時的我，十分頑皮。記得有一位女老師，對我已經十分

失望，仍記得她最後對我說一番話，她說：「你是一個學生，

不是學死，你再頑皮，就是學死！」這話到今天仍記在我腦中。

成為我對後輩訓話之一。 

 

 

小時候的小時候的小時候的小時候的兒歌兒歌兒歌兒歌    

偶然記起兒歌一首，特寫下來，以供同好分享！ 

日光日白，鼠摸偷蘿蔔，盲公見到，啞佬喊賊，跛腳佬

追到，無手佬捉到，燈蕊綁住手，香雞 FIT(打)大肶，

豆腐頭 HUM(打)腳眼，無牙婆咬兩啖。 

 

註: 上述所描寫的事情和人物，都是不可能發生的匪夷

所思的，兒時聽到，卻會嘻哈大笑， 大都是由外婆用

鄉下音唱出，倍覺親切。 



 

 33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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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620062006 年寫給太太的生日卡年寫給太太的生日卡年寫給太太的生日卡年寫給太太的生日卡    

老婆： 

首先祝妳生日快樂！ 

這多日來，謝謝妳對我悉心照顧，雖然我說不出

口，但心裏實在感激。 

妳今年這個生日，雖然和以往不同，但仍是這麼開 

心，因我們都是一家人呢。 

希望來年，一切都在美好中。 

老公 

2006 年妳生日那天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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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感想義工感想義工感想義工感想 

  

區偉賢先生： 

 

本人很高興可以與您一同完成您的生命故事，叫我

可以認識到您的一生。在這段日子裡，我感謝您坦誠的

向我傾訴您的過去，不論是家庭往事，還是您人生中的

起跌，都向我一一訴說。我感謝您，因為您豁達的性格

使我了解到即使面對人生的風浪，也可以坦然面對，這

對我的人生有正面的激勵。我感謝您的生命教導我娶妻

求賢內助，讓我看見一名賢妻良母如何燃亮您的人生，

成為您重要的伙伴。區先生，多謝您！ 

祝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陳景科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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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心隨心隨心隨心．．．．回嚮回嚮回嚮回嚮    

 

讀者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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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歡迎與我們保持聯絡：3124 7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