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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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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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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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