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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耀祥的兒子今年12歲，吃飯不看電

視，外出亦沒有遊戲機相隨。這個年齡的

孩子開始反叛，黎耀祥的兒子卻分外乖

巧，而且父子關係親密，當中很大部分是

黎耀祥的功勞。

對於現代家庭缺乏親密關係，也缺乏相

聚時間，他有如下見解： 「香港父母總沒

時間給子女，其實他們不是沒有時間，只

是不分給子女。」 這句話由黎耀祥口中吐

出，最有說服力。有哪些父母會比拍劇通

告接通告、日夜顛倒的黎耀祥更忙碌？

「遇上深宵工作，早上下班回家，兒子

正準備上學，我便和他吃早餐，然後送他

回校，跟著才返家休息。晚上工作若有兩

三小時空檔，我也爭取回家吃飯，我們吃

飯不看電視，邊吃邊談天，溝通最重

要。」
事業上，黎耀祥默默耕耘；對於管教兒

子，他同樣覺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能建立一個和諧家庭，黎耀祥自覺是他人

生的成就。事業上他給自己90分，但作

為爸爸，他不作定論： 「不是別人稱許你

稱職，你便是好爸爸，要兒子長大成人

後，由他定奪。」

不以忙作藉口
成就幸福家庭

訪問當天，黎太一直靜靜

地陪伴在側。直至黎耀祥拍

照時，她悄悄透露了一件鮮

為人知的事。 「黎耀祥其實不喜歡

小孩子，只因為我喜歡才決定

生。」 雖然他不喜歡，但願意花上

莫大時間和精神在兒子身上，故令

她十分感動。 「現在兩父子的關

係，比我跟兒子更好更親密。」 她

坦言，能嫁給這丈夫，著實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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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舉家出席《哈利波特
首映》。

在不同人的眼中，人生成就各有不同。

很多人將成就與職業或財富掛鈎，視創一番事業、累積一定財
富為人生的成就。然而，工作之外，子女的幸福人生、不離不棄
的關係、為別人帶來快樂的快樂，原來都可以是人生成就的一部
分。更重要的是，每份成就的背後，還有一些不應被遺忘的人在
默默付出。

成就不分高低，皆因全都是無可替代的。

人
生

成
就

的

黎耀祥經常帶同家人一起出席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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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伯樂實現售樓娛樂化

趙國雄相信成功要靠努力，更相信伯樂的重要性。當他在

1997年遇上長江實業（集團）副主席李澤鉅這位伯樂

時，終能發揮創意，將嚴肅的售樓行業娛樂化，拉近與市民

的距離，為向來保守的地產業添上新氣象，做到 「賣樓也可

深入民心」 。2002年，他開始將售樓娛樂化，在售樓處提供

娛樂活動，令參觀者樂在其中。 「經過的途人無論是否想買

樓，我也會主動與他們打招呼，這招街坊十分受落。」
2003年沙士一役，為廣泛招徠客戶，趙國雄構思由多名經

理穿上不同服飾出席記者會，以增噱頭。最終因眾經理怕尷

尬，他親自粉默登場。趙國雄坦言： 「要令他們突破心理關

口，惟有自己先行一步。」 現時，他屬下的團隊都已接受和

認同了他的一套創新售樓概念，每年一度的樓盤巡禮上，公

司全體高層更會以特色扮相出席記者會。過去，他們曾以粵

劇、唐裝及運動員的打扮亮相，成功成為傳媒的焦點。趙國

雄坦言，感謝公司給予他發揮空間的同時，也高興得到同事

的認同。

走在前線毋懼沙士創佳績

然而，這份認同得來不易。趙國雄從來不會高高在上的發

號令，而是經常走到最前線與銷售團隊一起拼搏。他平日的

工作時間很長，經常從早上八時一直工作至晚上十時，周末

還會到售樓處為同事打氣和聆聽買家意見。即使在沙士期

間，他依然與同事一起留守售樓處並肩作戰，沒有因害怕感

染疾病而躲在後方。在他的帶領下，同事上下一心，令集團

在過去6年皆奪得單位售樓量冠軍的佳積。

他相信，每個人的成功，其實是由背後

很多人的努力促成的。他認為，作為領

袖要有容納別人意見及認同別人努力的

胸襟。 「每次老闆讚樓盤賣得很好，我

總會即時說那是誰的功勞，讓同事能有

成功感，這是領袖必須做的。」

不過，自俊輝入讀特殊小學後，李太認識了不少同路人家長，在互相傾

訴和支持下，鬱結的心情得以紓解。而且，俊輝在學校也顯得較開朗，也

很享受學習的生活。

「他性格樂觀，不會因自己的病而感到自卑和不開心，更懂安慰我說：

『日後可在天堂重聚。』 」 李太坦言，對兒子如此懂事感到很安慰。

壓力大 曾想放棄

事實上，照顧俊輝的確很花精力和耐性。由於他行動不便，說話能力也

稍差，因此簡單如為他搔癢，要準確掌握位置和力度，有時已令李太費煞

思量兼筋疲力竭。李太坦言： 「壓力很大，甚至想過放棄。」 有次，俊輝

堅稱筆記本放在書包內，但李太遍尋不獲，俊輝因而非常生氣，認為媽媽

沒有認真地找，李太當時只感百詞莫辯。她無奈地說： 「那一刻，真的好

想跳樓，覺得很辛苦，很大壓力。」
然而，俊輝始終是李太眼中的寶貝，絕不可能捨下他不顧。2007年退

休後，李太開始全職照顧兒子。當年俊輝正要預備高考，在校內模擬考試

中竟有兩科不及格。 「他其實很聰明，只是有點懶。」 於是她不但諄諄善

誘，鼓勵兒子努力讀書考上大學，更連續三星期，每天花上十小時陪俊輝

溫習，一頁一頁地為他翻書，終於將共逾千頁的書本和筆記，全部從頭到

尾溫習一遍。

以 「特務 007」 姿態
拍攝獨特造型照，為
樓盤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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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照片中的李太抱著
兒子，一臉幸福。

能為兒子帶來幸福
而充實的人生，李
鄺素媚感到自豪。

活在當下 用心創自豪成就用心創自豪成就
說到成就，不少人往往重事業而輕家

庭。其實，不論在事業或家庭，只要盡

心盡力去做，結果都會是無可取代的人

生成就。

長實趙國雄長實趙國雄
忠於自己的一百分人生忠於自己的一百分人生

好學媽媽好學媽媽
為病兒創幸福人生為病兒創幸福人生

好學媽媽
為病兒創幸福人生

長實趙國雄長實趙國雄
忠於自己的一百分人生忠於自己的一百分人生

一般母親對兒子的期
望，可能是出人頭地；
但李鄺素媚多年來，只望
兒子能活過 20歲，並在
有限的人生中活得富足而
充實。因此，多年來，她
努力工作、貼身照顧兒子，
從為他搔癢到陪他上大學皆
親力親為，甚至難得有機會
進修時也是以兒子的需要為
先。這一切看在旁人眼中，可
能是犧牲；但在李太心裏，卻
是她這生無可取代的成就。

李俊輝在兩歲半時被診斷出患有肌肉萎縮症，醫生更認為他

活不過20歲。他11歲開始靠輪椅代步，而且呼吸和吞嚥

能力也受影響。現時22歲卻只有40磅的他，肺功能只剩一成，

要靠呼吸機輔助；同時，由於食道肌肉無力，吃飯時李太要把食

物弄得細碎後再餵他。他身體的活動能力已很有限，一切活動都

需要別人代勞，只是仍能用手指控制電腦滑鼠做事。多年來面對

兒子每下愈況的病情，李太無怨無悔地肩負照顧兒子的責任，而

且更盡力給他幸福和充實的生活。兒子能活到今天，已是她不凡

的成就。

努力工作償兒心願

自獲悉兒子的病況後，李太一直不能釋懷，更曾掙扎該是繼

續工作，還是全職照顧兒子。 「想到自己退休時，他可能已離

開人世，便感到很難過，好想辭掉工作多點時間陪他。但礙

於家庭環境，我必須繼續工作，才能讓他過得舒適和享受豐

富的物質生活。」
最終李太堅持繼續工作，甚至主動要求調往工作量較多

的崗位，以賺取較高薪金，而難得的假期都用來帶兒子覆

診。雖然聘用了家傭分擔家務及照顧俊輝，但每天放工

後，李太還是親力親為，為兒子拍痰、拉筋、餵飯和溫習

功課等。

根據傳媒的統計，在根據傳媒的統計，在20032003年，年，
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的見報率，可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的見報率，可
媲美天后容祖兒。當年雖正值沙士媲美天后容祖兒。當年雖正值沙士
肆虐，但長實樓盤的售樓處依然人肆虐，但長實樓盤的售樓處依然人
頭湧湧，更創下當年最高的頭湧湧，更創下當年最高的6,6006,600
宗交易紀錄。然而，對趙國雄來宗交易紀錄。然而，對趙國雄來
說，最大成就非來自名氣或銷售數說，最大成就非來自名氣或銷售數
字，而是能保持自我的同時，又能字，而是能保持自我的同時，又能
得到別人的認同。得到別人的認同。

根據傳媒的統計，在2003年，
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的見報率，可
媲美天后容祖兒。當年雖正值沙士
肆虐，但長實樓盤的售樓處依然人
頭湧湧，更創下當年最高的6,600
宗交易紀錄。然而，對趙國雄來
說，最大成就非來自名氣或銷售數
字，而是能保持自我的同時，又能
得到別人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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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陪兒子上大學

「我明白即使他大學畢業，也未必能找到工作。我只希望

他能活得充實和快樂，不要因為有病而整天呆在家中，這樣

的生活太沒意義了。」 最後，俊輝亦不負母親所望，考上公

開大學，攻讀他喜愛的電腦榮譽學位課程。

然而，更辛勞的日子還在前面。現時李太每天推著坐輪椅

的兒子，從上環乘巴士到何文田上學。要

在繁忙的街道上，推著輪椅在人群中穿梭

趕路，尤其在風雨的日子，其辛苦程度可

想而知。

俊輝上課時，李太會坐在他身旁幫忙翻

書和抄筆記。不曾讀大學，也不懂電腦的

李太苦笑說： 「筆記要抄得快和清楚已很

困難，到他要交功課時，更要幫他用電腦

繪圖，我完全不懂，只有聽他的說話去

做。但因為他心肺功能差，說話不清，要

聽清楚他的要求也不容易。」
不過，這些困難她都能一一克服。只是有一次，老師要求

全班分組做報告，最初同學各自找組員時，沒有人主動跟俊

輝同組，可能是怕他礙事。李太看著兒子孤單的身影，頓時

感到非常心酸。幸好，最後也有同學主動跟他同組。

忙裏偷閒自我增值

盡自己能力，給兒子最美好和幸福的生活，一直是李太最

大的心願。因此，俊輝從小到大的心願和要求，只要能力所

及，李太都會滿足他，包括每年暑假帶他到不同國家旅行；

給他買喜歡的潮流玩意；為了兒子，李太甚至不介意投入年

趙國雄投入工作，因為他享受工作過程中得到的滿足感。

他表示： 「不是成功才有滿足感，即使失敗了，過程中已賺

了滿足感。工作的滿足感八成來自過程，結果只佔兩成。」
例如他曾多次嘗試在香港推行定息樓按計劃，但都失敗，最

終了解到原來港人不愛 「蝕頭賺尾」 的投資方法。他笑言熱

愛工作，更喜歡尋求突破。 「我的信念是：今次成功，下次

要更成功；今次這個方法可行，下次未必可行。」

活在當下享受每秒鐘快樂

個人成就與性格不無關係。趙國雄自認性格樂天，更被太

太形容為 「沒有過去和未來的人」 。 「我是一個活在當下的

人，從不會回望過去，也不會預想將

來。即使上一秒有多不愉快亦已過去，

未來的事也擔憂不來，所以我不怕受挫

折，亦不會憂慮明天。最重要是每秒鐘

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每秒鐘也感到快

樂。」
趙國雄強烈的存在感和應做就做的性

格，自小已養成。求學時期的他已是校

內 「風頭躉」 ，曾同一時間擔任10多個

學生組織的會長或主席職務。中學畢業後，他留在母校任

教，但因參與社會運動時表現過於 「出位」 ，最終不獲續

約。自加拿大大學畢業回港後，他曾任職燃料供應公司，雖

然是文職工作，但缺人手時他亦不介意幫忙托著石油氣罐走

8層樓梯送貨，然後滿足地一面喝著客人慰勞的汽水，一面

與街坊聊天。後來，他轉投集團的租務部，開展了地產生

涯，更一做便是31年。

忠於自己人生成就

近年，他經常透過捐款或演講支持大學教育。問他是否特

別關心教育問題？他笑言： 「沒有特別偏好，別

人找我，時間容許的便去。反正我不怕辛苦，也

不介意工作時間長。」 對他來說，人生最重要的

不是金錢或名譽，而是在群體中能得到認同。

「做人不能斤斤計較，做事一定要留有餘地，寧

願蝕底也不要佔別人便宜。」 隨和的態度，加上

容人的氣量，正是他成功的關鍵。

請他為自己的人生成就評分，他沒有多想便給

予自己100分。能忠於自己，做好本份，他認

為，這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而他都做到了。

lee01/lee02:能為兒子帶來幸福，李鄺素媚感到自豪。
lee03:
lee04:
lee05:李太把握俊輝坐輪椅前的時光，帶他出國旅遊。
lee06:
lee07:

caption

justin01/justin02:
justin03:
justin04:去年適逢2008年北京奧運，趙國雄與一眾同
事穿上運動服裝推介該年度樓盤。
justin05:
justin06:
justin07:
justin08:
justin09:

趙國雄出名健談，經常應邀到大學、商會
等機構分享經驗。

每年樓盤巡禮，趙國雄（左五） 總會帶領一眾管理層 「扮鬼扮
馬」 。

趙國雄作風親民，經常到旗下樓盤售樓處與參
觀人士接觸，並為同事打氣。

長江集團連續第10年獲公益金三大
最高籌款機構之一，圖為趙國雄代
表公司主持為公益金籌款的活動。趙國雄喜歡刺激的滑翔飛行，在宣

傳樓盤時也寓工作於愛好。

在李太鼓勵及支持下，俊輝升讀大學。旁為俊
輝的大學老師。

在慈善機構幫助下，李太
一家同遊英國，一償俊輝
親睹英國球隊和遊大英博
物館的心願。

．1978年 畢業於加拿大Trent University，擁有社會學學
士及經濟學學士學位。

．1979至1994年 任職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1994至1997年 任職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1997年 加入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2000年 出任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至今

此外，趙國雄現為香港浸會大學基金委員會委員，並曾
任旺角區議會議員、色情刋物審裁署審裁員、旺角少年
警訊會會長等公職。

趙國雄簡歷

不論成敗享受過程感滿足

忙於照顧俊輝之餘，李太不忘進修，自我增值。

輕人的生活，為兒子到潮流商場買遊戲機、電腦、遊戲雜

誌、模型，排隊購買偶像歌手演唱會門票，以至代兒子約網

友見面交收網上拍賣品等。

20年來一直忙於照顧兒子和工作，李太基本上沒有個人生

活。一直喜歡學習新事物的她，在退休後終於能抽空進修。

然而，她的心還是圍繞著兒子的一切。早年，俊輝的一名同

學因吃飯時哽塞失救而去世，這事李太一直記在心上，退休

後要進修，馬上想到報讀急救班，以備不時之需。今年4

月，俊輝在家不小心被食物哽在喉頭，李太即時運用所學，

助兒子脫險。

之後，她又參加了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報讀中醫藥常

識入門和中醫養生食療等課程，以便更好地照顧兒子的飲

食。往後，李太還希望能報讀更多課程，但都限於在暑假俊

輝不用上學時，她才會上課。

母子關係更親密

在旁人眼中，李太為兒子犧牲不少，但李太卻認為： 「我
不覺得是犧性，相反，我的生活圈子因為他而擴大，認識了

許多以前不懂的事物；原本性格內向怕事的我，現在也變得

健談。」 而且，由於兒子需要她貼身照顧，兩人朝夕相對，

母子關係變得更親密。李太笑言： 「我像是他的秘書，也像

他的雙手；他做任何事，有任何喜惡，我也一清二楚，彼此

之間沒有秘密。」
看著今天的俊輝，李太坦言感到自豪。 「他雖然患病，但

幾乎所有要求都得到滿足，生活也比不少人幸福。」 現年57

歲的李太，經常對兒子說： 「不知我倆誰先離開這世界，但

這刻過得開心已足夠，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

的憂慮。一天的難處，擔心一天就夠了。」

（部分相片由被訪者提供）

（部分相片由被訪者提供）



12 1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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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g01/cccg02:唐王鳳儀希望令喪親者得到快樂。
cccg03:
cccg04:
cccg05:
cccg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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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太
的
親
切
笑
容
讓
喪
親
者
感

受
到
溫
暖
和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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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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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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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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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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4歲開始吸毒的Ben，經常犯事，更是拘留所的常客。Ben表

示： 「我經常在家吵吵鬧鬧、偷錢，像冤鬼般向家人拿錢；家人

多次趕我走，又給我多次改過的機會，但每次勸我重新做人時，我都發

脾氣。」 最終家人也心灰意冷將他逐出家門。

背景差異無阻關懷

Ben曾因沒錢買毒品，到美沙酮中心向癮君子索錢，但換來冷眼和

喝罵，他惟有收集別人喝剩的美沙酮來解毒癮。Ben坦言： 「當時覺

得非常羞恥，所以決心賺錢買最好的毒品。」 於是他騙取朋友的錢

開設高利貸公司，收入甚豐卻感覺孤單。

1997年，他重遇年輕時已認識並心儀的鄰居Vicky。Vicky性格純

品、有自己的事業，跟他彷彿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面對她，Ben

竟主動說起加入黑社會及吸毒的事。Vicky回憶說： 「其實那次相

遇時，我見他一人獨行，樣子很不快樂。聽他說完往事，我相信

那些都是過去的事，便希望能幫助他，令他開心點。」

信有天能改變他

Vicky開始帶他返教會，但仍在吸毒的Ben因受毒品影響，

經常在教會內自言自語、走路東歪西倒，甚至說謊騙教友的金

錢。他苦笑著說： 「自從開始拍拖後，教友、家人及朋友都

勸她離開我，令她很為難，也很難受。」 然而，Vicky始終

沒有想過放棄他。 「我好清楚他的優點，亦相信他能改變，

如果我放棄他，他會更加無助，變得更孤單。」

從癮君子到傑青

姜炳耀
姜炳耀（Ben）曾經沉淪毒海，弄至眾叛親離。他吸毒、偷竊、

打架、開高利貸公司，甚至追斬父親。直至多年鄰居、現已成為

他太太的蔡雅儀（Vicky）在他最孤單的時候出現，不離不棄地

付出關懷和接納，終於成為Ben擺脫毒海的最大動力。去年獲

頒傑出義工獎及傑出青年獎的Ben坦言： 「我最大的成就，是

能認識她。沒有她，我現在不是被困在監房，就是躺在殮

房。」

因愛 重生
拍拖初期，Vicky只覺得他的行為怪異，

卻一直相信他已戒除毒癮，直至2001年發

現他在家中吸毒，頓感晴天霹靂。她坦言：

「當時真的很震驚，但我沒有想過離開他，

反而勸他入戒毒中心。」 Ben回應： 「當時

只有她關心我，我很想留住她，所以答應戒

毒。」

代求情入戒毒中心

豈料在Ben入戒毒中心前兩天，他受毒品影響

回家大肆破壞，還提刀追斬父親，幸得Vicky召來

朋友及時制止。他被警察拘捕後有可能要坐牢，但

Vicky依然默默支持他，更向感化官求情讓他入福音

戒毒中心。最終，Ben被判入戒毒中心一年。

期間，二人以書信溝通，他更專誠背誦英語聖經金

句，又學彈結他，以逗來探望他的Vicky 高興。他

說： 「無論戒毒過程如何辛苦，我都堅持，因不想再

令她失望。她這樣對我，我怎可以不爭氣？」

拒不義財免重回舊路

終於戒除毒癮的Ben，在離開戒毒所後身無分文，

當舊日的 「兄弟」 告知他高利貸公司還積存了百多萬

元時，他也曾掙扎過。 「但Vicky堅持不義之財不應

取，而且一但沾染那些錢，我便會走回頭路。所以我最

終都沒有取，那些 『兄弟』 當然也從此失了影踪。」
決心重新做人的Ben，從社會服務中心的雜工做起，後來

為中心建立裝修隊，聘用失業人士，不久更轉投另一慈善機

構，到監獄做輔導工作。同時，他開始參與禁毒處義工團，

協助宣傳禁毒信息，並在不同機構分享自身經歷，幫助他人遠

離毒品。2003年他與Vicky結婚時，父母沒有出席婚禮，只有

姐姐來為他們證婚。但到了今天，Ben已用行動證明自己的決

心，亦早已與家人重修舊好。

自豪詛咒變祝福

2008年，Ben先後獲得香港傑出義工獎及十大傑出青年

獎。他笑說： 「當時收到獲獎信件，我和太太高興得相擁而

泣，上台領獎時感覺更如做夢一樣。」
「這些年來，最自豪的是能把生命的詛咒變成祝福，更能幫

助其他人。」 今天的Ben看到光明的未來，也希望能繼續幫助別

人，但他最大的心願，是能好好照顧太太，讓她往後的日子都能過

得快樂。Vicky也說出她的心願： 「他獲獎我當然高興，也引以為傲。

但我希望他能藉經歷去幫助其他人，讓一些還在困境中的人得到支持

和希望。」2008年獲頒香港傑出義工獎。兩人共同經歷不少艱難後，在2003年步入教堂。

到內地出席惠州
關懷活動。

Vicky 很高興 Ben
能以自身經歷宣
傳毒害信息。

Ben非常感激Vicky的不離不棄，承諾將今後最好的一切都送給她。

到監獄進行禁毒探訪
活動。

Ben去年獲得傑
出青年獎，在晚
宴上與藝人廖啟
智夫婦合照。

（部分相片由被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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