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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3年是唐王鳳儀最傷痛的兩年，因為在這兩年間，

她的兒子及丈夫先後離世。面對這沉重的打擊，唐太墮進哀痛

的深淵。三年過後，她不但從哀傷中逐漸平復，還將這份感受

和經歷跟其他喪親者分享，協助他們放下傷痛，再展歡顏。唐

太說： 「喪親者十分需要過來人的支持，亦只有過來人才能明

白他們的痛苦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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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喪親者走出幽谷

熱心車長
組織義工隊 為長者理髮

以過來人經驗

將心比己 細心關懷

現時互助組每星期聚會一次，家住

沙田的唐太每次都不怕舟車勞頓，到

長沙灣參加聚會；聚會後與會友一起

上酒樓品茗，又或各自帶著自製的美

食到中心一同享用。唐太亦十分細

心，會觀察及發掘會友的喜好，找合

適的活動鼓勵會友參加，甚至為他們

搜集資料，令他們的生活更充實，人

也漸漸開朗起來。

唐太很清楚喪親者在什麼時候和地

方特別容易勾起傷痛回憶。因此，她

平日會致電會友送上慰問，又教他們

如何避免觸景傷情。唐太解釋： 「其
實喪親者遇到的問題都很類似，我只

是將心比己。例如過時過節，會因家

裏少了一個成員而特別傷心，因此我

會在那些日子致電慰問或相約他們出

外飲茶聊天；又會教他們如何紓解懷

念之情，例如在吃飯時多放一個座

位，當作子女依然存在。」

性格開朗成會友榜樣

在她貼心的關懷下，不少會友都因

而釋懷，也愛找她傾訴心事。唐太笑

言： 「是呀。在這裏，我認識了很多

朋友。」 而且，唐太樂觀開朗的性格

更是會友的學習榜樣。經常面帶笑容

的她，輕易地把快樂感染身邊人，會

友都說： 「我真希望能像你一樣樂

觀。」 唐太笑說： 「我見到他們開

心，我就會開心。」
今年61歲的唐太，每天都希望將歡

樂帶給喪親者，她坦言： 「今天的我

已釋懷，不再哀傷，更因為能夠幫助

他人而感到高興。希望自己身體健

康，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喪親者。」
然而，她又不希望有更多人求助，不

希望更多人要經歷喪親之痛。

家人很支持唐太做義工。圖為4名女兒
為她慶祝60歲大壽。

四個考順女兒樂見唐太四個考順女兒樂見唐太
活得快樂。活得快樂。

一個人的成就不一定與名利有關，有時在

無償的工作中默默付出，換來的滿足感和得

著，比起金錢、名譽和地位更加珍貴。兩名

熱心助人的義工——唐王鳳儀和林永樂，視

能帶給別人快樂為人生最大的成就。

唐太與贐明會社工一起幫助喪親者走出
哀傷。

擴展服務隊伍一分為二

義工無償付出
另一種成就

從受助者到義工

當年失去至親，唐太傷心得無法自

拔，甚至說不出話來，更憂慮會

患上抑鬱症，於是主動尋求贐明會的

協助。 「四個女兒已很傷心，還要擔

心我的情緒問題，我不想成為她們的

包袱，希望早日回復堅強。」
2006年，唐太不但走出哀傷，更成

為贐明會喪失兒女組的過來人義工，

以個人經歷陪伴喪親者走出陰霾。她

以過來人身分，在小組中跟組員分享

個人經歷和感受，又會與社工一起登

門探訪喪親者。

唐太深明喪親的傷痛，她坦言：

「喪親者都很敏感，我們不想向沒有

喪親經歷的朋友傾訴，因為覺得他們

根本不明白我們的感受。他們的安慰

說話，有時還會在無意間傷害了我

們，例如他們會說： 『都過了這麼

久，應該沒事了吧。』 其實不論過

了多久，我們始終失去了最親愛的

兒女，不可能會完全沒事的。」

最明喪親者心情

曾有一名婦女自喪子後不願跟任

何人接觸。唐太跟社工一起家訪，

當時那母親依然低頭不語，直至唐

太跟她說： 「我跟你一樣，都是突

然失去了兒子。」 那母親才抬起了

頭，看著唐太，眼神流露一絲光

芒，最後更願意跟她傾訴自己的哀

傷。

因此，唐太很希望能以過來人身

份去安慰喪親者。然而，經常以個

人經歷安慰其他會友，不免會觸動

自己的傷心回憶。唐太坦言： 「最
初回家後也會忍不住哭起來，但慢

慢已能控制情緒，而且我不會放

棄，我會陪伴他們走下去。」

義工無償付出 換心靈富足另一種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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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丈夫和兒子離世，但為免女兒擔
心，唐太最終能走出情緒幽谷，積極面
對人生。

換心靈富足

最明喪親者心情

為長者理髮送關懷

熱心車長組義工隊

需求殷切一日服務百人

（部分相片由被訪者提供）



14 15

題

另一種成就

當年還是髮型屋老闆時，林永樂已動員公

司上下一起為露宿者理髮。後來因髮型屋生

意漸走下坡，他最終轉行任職新巴車長，生

活亦從繽紛奢華變得簡樸。只是，他關心弱

勢人士的心一直沒變。

2002年，他加入母公司新創建集團有限公

司的義工隊 「新創建愛心聯盟」 ，找來兩個

同樣懂得理髮的同事，向公司毛遂自薦成立

理髮義工隊。三人義工隊開始時主要為精神

病患者理髮，後來轉為服務長者，定期到護

老院為長者理髮。而且，他們用的，都是自

己休班的時間，沒有因為參與義務工作而額

外獲得假期。

「以往覺得長者很煩，但接觸後卻發覺他

們跟小孩沒有分別，同樣需要別人照顧，而

且長者曾為社會付出，更應該得到尊重和關

懷。」 他笑言自己也有年老的一天，現在多

做點服務，期望日後也可受人尊重和關懷。

以毅力和熱誠打動隊員

義工隊成立初期人手不足，林永樂在招募

義工時經常碰壁。 「嘩！我哪有時間。」 每

次聽到別人抗拒的反應，加上部分同事會嘲

諷他如此賣力只是 「搏攞獎」 、 「擦公司

鞋」 ，他坦言很難受。但過了兩三年後，同

事知道他還繼續做，才體會到他並非三分鐘

熱度，終被他的毅力打動。

林永樂笑言： 「我的優點是面皮厚，終於

感動同事加入義工隊，真的很高興。」 即使

不懂得理髮的同事，他也歡迎他們幫忙清

理。 「長者踏到頭髮碎很容易跌倒，因此幫

忙掃地也很重要。還可以跟長者聊天，他們

會很高興的。」
義工隊規模日漸壯大，成員來自集團轄下

不同公司、部門和職級。林永樂除了為長者

理髮，還要負責招募人手、聯絡院舍和統

籌，以及培訓隊員。不過，支持他的人也不

少，有朋友借出理髮店供隊員練習，也有贊

助電剪、圍布和髮剪等工具。

珍惜與長者共聚時光

義工隊為長者理髮時，不忘跟長者說笑聊

天。跟他們說潮州話、一起唱粵曲，長者都感

到窩心，有的更會要求指定理髮師。林永樂笑

說： 「長者喜歡聊甚麼就跟他們聊，他們大多

喜歡話當年；有長者會唸古文，有長者年輕時

做法官，與他們談天，有助增廣見聞。」 而

且，義工隊員經常帶同家人一起參與服務，自

女兒4歲起，林永樂便帶她一起參與，希望培

養她助人之心。他笑謂，每次活動如同樂日，

長幼同歡。

為長者理髮，林永樂認為是快樂的；但看到

長者的健康每下愈況，亦難免傷感。他無奈地

說： 「有長者最初拿著拐杖跟我們聊天，再見

他時已坐輪椅，之後只能用眼睛做反應。我也

明白這是正常事，惟有盡量珍惜大家一起的時

間。」 遇到這情況，安慰說話或許已沒有多大

作用，但他會跟長者說： 「今日幫你剪靚

些。」 希望能逗他們開心。

擴展服務隊伍一分為二

林永樂強調： 「每遇到身體狀況轉差的長

者，更不可以表現得不開心；即使對方已經插

喉和不能做反應，也要調整

難過的心情為他們理髮，好

讓他們有整潔的外表。」
理髮義工隊現時的服務對

象主要是院舍及日間護理中

心的長者。義工隊的10多名

成員每月一次為大約60名長

者理髮，更曾創下一日服務

逾百人的紀錄。由於需求殷

切，林永樂正計劃將義工隊

分成兩隊，並正招募隊員及

聯絡有需要的機構，期望能

幫助更多長者。

透過為長者理髮，林永樂

學會了珍惜。他表示： 「以
往追求物質生活以作炫耀，但聽過長者吃樹皮

等經歷後，我更懂得珍惜目前所擁有的，包括

家人和每星期的家庭日。」林永樂向理髮隊義工示範理
髮技巧。

「以往覺得長者很煩，但接觸後卻

發覺他們跟小孩沒有分別，同樣需要

別人照顧，而且長者曾為社會付出，

更應該得到尊重和關懷。」 他笑言自

己也有年老的一天，現在多做點服

務，期望日後也可受人尊重和關懷。

以毅力打動隊員

義工隊成立初期人手不足，林永樂

在招募義工時經常碰壁。 「嘩！我哪

有時間。」 每次聽到別人抗拒的反

應，加上部分同事會嘲諷他如此賣力

只是 「搏攞獎」 、 「擦公司鞋」 ，他

坦言很難受。但過了兩三年後，同事

知道他還繼續做，才體會到他並非三

分鐘熱度，終被他的毅力打動。

林永樂笑言： 「我的優點是面皮

厚，終於感動同事加入義工隊，真的

很高興。」 即使不懂得理髮的同事，

他也歡迎他們幫忙清理。 「長者踏到

頭髮碎很容易跌倒，因此幫忙掃地也

很重要。還可以跟長者聊天，他們會

很高興的。」
義工隊規模日漸壯大，成員來自集

團轄下不同公司、部門和職級。林永

樂除了為長者理髮，還要負責招募人

手、聯絡院舍和統籌，以及培訓隊

員。不過，支持他的人也不少，有朋

友借出理髮店供隊員練習，也有贊助

電剪、圍布和髮剪等工具。

珍惜與長者共聚時光

義工隊為長者理髮時，不忘跟長者

說笑聊天。跟他們說潮州話、一起唱

粵曲，長者都感到窩心，有的更會要

求指定理髮師。林永樂笑說： 「長者

喜歡聊什麼就跟他們聊，他們大多喜

歡話當年；有長者會唸古文，有長者

年輕時做法官，與他們談天，有助增

廣見聞。」 而且，義工隊員經常帶同

家人一起參與服務，自女兒4歲起，

林永樂便帶她一起參與，希望培養她

助人之心。他笑謂，每次活動如同樂

日，長幼同歡。

為長者理髮，林永樂認為是快樂

的；但看到長者的健康每下愈況，亦

難免傷感。他無奈地說： 「有長者最

初拿著拐杖跟我們聊天，再見他時已

坐輪椅，之後只能用眼睛做反應。我

也明白這是正常事，惟有盡量珍惜大

家一起的時間。」 遇到這情況，安慰

說話或許已沒有多大作用，但他會跟

長者說： 「今日幫你剪靚些。」 希望

能逗他們開心。

需求殷切一日服務百人

林永樂強調： 「每遇到身體狀況轉

差的長者，更不可以表現得不開心；

即使對方已經插喉和不能做反應，也

要調整難過的心情為他們理髮，好讓

他們有整潔的外表。」
理髮義工隊現時的服務對象主要是

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的長者。義工隊

的10多名成員每月一次為大約60名

長者理髮，更曾創下一日服務逾百人

的紀錄。由於需求殷切，林永樂正計

劃將義工隊分成兩隊，並正招募隊員

及聯絡有需要的機構，期望能幫助更

多長者。

透過理髮學會珍惜

透過為長者理髮，林永樂學會了珍

惜。他表示： 「以往追求物質生活以

作炫耀，但聽過長者吃樹皮等經歷

後，我更懂得珍惜目前所擁有的，包

括家人和每星期的家庭日。」

助喪親者走出幽谷
以過來人經驗

最明喪親者心情

獲公司頒發 「長者理髮義工隊」
核心成員獎。

林永樂認為，為長者理髮不只幫助他們
保持整潔，也可幫他們保持個人尊嚴。

助喪親者走出幽谷
以過來人經驗 需求殷切一日服務百人

20多年前，林永樂手執一

把價值逾萬元的髮剪，剪出

連鎖髮型屋業務；今天，他

以一把二手髮剪，為長者理

髮兼送上關懷。旁人可能會

認為前者的成就較可取，但

林永樂笑言： 「現在的成就

更有意思。以往只求利，現

在追求的是長者的笑聲，這

份滿足感非筆墨能夠形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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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車長組義工隊
為長者理髮送關懷

當年還是髮型屋老闆時，林永樂已

動員公司上下一起為露宿者理

髮。後來因髮型屋生意漸走下坡，他最

終轉行任職新巴車長，生活亦從繽紛奢

華變得簡樸。只是，他關心弱勢人士的

心一直沒變。

毛遂自薦組義工隊

2002年，他加入母公司新創建集團

有限公司的義工隊 「新創建愛心聯

盟」 ，找來兩個同樣懂得理髮的同事，

向公司毛遂自薦成立理髮義工隊。三人

義工隊開始時主要為精神病患者理髮，

後來轉為服務長者，定期到護老院為長

者理髮。而且，他們用的，都是自己休

班的時間，沒有因為參與義務工作而額

外獲得假期。

今年8月獲嘉許為傑出義職人士，與家
人一同分享喜悅。

從被嘲諷到義工隊擴展服務，林永樂坦
言很有滿足感和成就感。

（部分相片由被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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