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張開雙眼觀賞晨曦，聽着鳥鳴聲，張開雙手迎著清風， 
感受屬於自己的清晨五點鐘開始「做運動」。 
「做運動」這個習慣從不間斷，我的女兒也取笑我說: 
「也許這個世上只有我一個會保持上班前在凌晨五點起床 
做晨運這個習慣，這麼的堅持。」 

現在我退休了，但也不放棄「做運動」， 
我亦嘗試學習太極和硬地滾球活動，體會比較溫和的運動， 
睡前也會保持運動，比較容易入睡。 
 
我坐下來，開始回想起年青時的點點滴滴， 
想當年我的丈夫負責顧家，我則負責出外工作， 
我做過許多工作；洗車，包裝，洗碗等等。 
對我來說，工作沒有喜歡與不喜歡，盼着只要可以維持生活， 
無論做什麼工作也好，因「屋企人」是我的人生意義。 
當時一年 365 日，我只休息 5 日，還獲得許多勤工獎。 
雖然說是辛苦，但我不計較， 
因屋企人就是我努力工作的原動力，做什麼都是值得的。 
 
我站起來，迎着清風深呼吸， 
繼續享受屬於自己的清晨五點鐘。 
 

 

在我整理問題訪問金玉婆婆時， 
我很想知道她在 23 歲的時候， 

都喜歡些什麼，做些什麼。 
然而，在那個年代，那個時期， 
對金玉婆婆來說沒有喜歡些什麼， 
做些什麼比維持生活更重要。 

 
在疫情下，我們隔着螢幕聯繫對著話， 
彷似撥通了過去的時空電話， 

回到她的過去，探索她的時空。 
「$20 蚊一個月工」「上班前擔水」 
對於我來說，簡直是無法想像， 

言談間金玉婆婆不停重複着「不計較」，令我回                           
想到顧嘉輝先生創作的名曲《 獅子山下》 的歌詞 - 
「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我和婆婆雖然相隔 70 載， 

但我們相似的是努力為自己的目標拼搏， 
觸到她那不朽和樂天達觀的精神， 
令我更有動力向目標進發，更不易放棄。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李樂怡同學  



我的人生路 林梓應

人人叫我高佬林，生於中國抗日戰爭年代，十一歲時才開始 
入讀小一，讀到中二後就再沒有上學，我喜愛打籃球，亦曾 
是學校代表隊成員。而我就讀的中學是一所貴族學校，有運 
動場，在學界的運動成績亦是最好的。 
  
工作方面，我曾是油漆工程判頭，起初要自己落手落腳工作， 
後期因員工多達 70多人，所以只負責分配工作，訂購材料和 
監管。入行前，我也曾做過很多辛苦工作，如爬電燈柱進行 
檢查、在糧油店上班，休息時更要睡在米包上。於 1963年來 
港後轉行學做油漆，當時的職位是「小工」，代表作是為北角 
煤氣鼓髹塗油漆。從前的工資以日薪計，一天十元，如是辛 
苦的工作就加兩元。當時師傅一日的工資也只有十六元，兩 
年後便轉到第二間公司工作。一生中總會有無數的起跌，我 
也不例外，由於香港暴動，導致開工不足，幸好經第一個老 
闆介紹到了新加坡工作四年，曾在汶萊國會大廈和皇宮髹塗 
油漆，而且當時的「伙食」不錯，更包來回機票。當年的情 
景仍然歷歷在目。

刻苦耐勞，誠實可靠，對待身
邊人要真誠，互相提點對方。 

訪問者心聲 

透過是次活動，能讓我更明確了解到長輩的生活

處境，更佩服他們刻苦耐勞的性格，使我獲益良

多。讓我可以他們作榜樣，當我想放棄時，便想

想他們的經歷際遇。 

在平常的生活裏，我們很少會主動與長輩傾談了

解他們，但是次活動能讓我更為深切了解到他們

從前的生活苦況。當中他們刻苦耐勞地工作，對

朋友和對工作的無私付出、真誠待人態度，讓我

深深感嘆，相比下現今的社會裏，很多年青人懷

著自私的心來處事待人，也不懂得珍惜光陰和身

邊人，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懂得「吃苦」這道理。

另外，更令我快樂的是林伯的笑容使我充滿了正

能量，再沒有訪問開始時的那份懼怕。

我的生命畫冊

人生苦短 光陰似箭 回望過去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陳 渟同學  

我的人生路 林梓應

人人叫我高佬林，生於中國抗日戰爭年代，十一歲時才開始 
入讀小一，讀到中二後就再沒有上學，我喜愛打籃球，亦曾 
是學校代表隊成員。而我就讀的中學是一所貴族學校，有運 
動場，在學界的運動成績亦是最好的。 
  
工作方面，我曾是油漆工程判頭，起初要自己落手落腳工作， 
後期因員工多達 70多人，所以只負責分配工作，訂購材料和 
監管。入行前，我也曾做過很多辛苦工作，如爬電燈柱進行 
檢查、在糧油店上班，休息時更要睡在米包上。於 1963年來 
港後轉行學做油漆，當時的職位是「小工」，代表作是為北角 
煤氣鼓髹塗油漆。從前的工資以日薪計，一天十元，如是辛 
苦的工作就加兩元。當時師傅一日的工資也只有十六元，兩 
年後便轉到第二間公司工作。一生中總會有無數的起跌，我 
也不例外，由於香港暴動，導致開工不足，幸好經第一個老 
闆介紹到了新加坡工作四年，曾在汶萊國會大廈和皇宮髹塗 
油漆，而且當時的「伙食」不錯，更包來回機票。當年的情 
景仍然歷歷在目。

刻苦耐勞，誠實可靠，對待身
邊人要真誠，互相提點對方。 

訪問者心聲 

透過是次活動，能讓我更明確了解到長輩的生活

處境，更佩服他們刻苦耐勞的性格，使我獲益良

多。讓我可以他們作榜樣，當我想放棄時，便想

想他們的經歷際遇。 

在平常的生活裏，我們很少會主動與長輩傾談了

解他們，但是次活動能讓我更為深切了解到他們

從前的生活苦況。當中他們刻苦耐勞地工作，對

朋友和對工作的無私付出、真誠待人態度，讓我

深深感嘆，相比下現今的社會裏，很多年青人懷

著自私的心來處事待人，也不懂得珍惜光陰和身

邊人，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懂得「吃苦」這道理。

另外，更令我快樂的是林伯的笑容使我充滿了正

能量，再沒有訪問開始時的那份懼怕。

我的生命畫冊

人生苦短 光陰似箭 回望過去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陳 渟同學  



我的生命故事 --- 林順彩 

努力生活，不屈不撓精神 

我在東莞出生，家裡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完
成小學三年級後便在家中幫忙打理家庭。在 17
歲時經媒人介紹，認識了丈夫，婚後相繼育有四
名子女，後來因生活困難，在 1962年決定移居

到香港。  
因為對海產較為熟悉，所以來港後便開始經
營魚檔。為了生計，每天都要凌晨 3點起床
去購貨，直至晚上約 7點下班才可回家休
息。最痛苦莫過於是在冬天的時候，因為水
特別冰冷，令雙手變得麻木，即使是這樣或
是在生病時，我也堅持每天都去工作，直至退休。  

平時因工作忙，我對子女也不會過於管
束，幸好的是他們乖巧孝順，從來沒令自
己擔心，閒時也會在檔裡幫忙。退休後，
早上會去做運動、飲茶，閒時也會幫忙
「湊孫」，但因腰骨痛，所以很多時都會
躺在床上休息。 

現在由於自己的身體機能差，所以住
在院舍，閒時會看電視及聽音樂來打
發時間，也會參與一些活動，如椅子
舞和硬地滾球等，透過活動從中可活
動筋骨。現時，對我最重要的是一家
人齊齊整整及身體健康。而最令我開
心的是可以見到家人及與全家人一起
「食飯」。 

生命大使訪問心聲 

在訪問彩姐的過程當
中，我能從她身上感受到正能量，即使生活上遇到艱難的時候也
不 會消極，而是會更積極努力工作去維持生

計，無論是疲累或是生病也從不間
斷，這種積極樂觀及堅毅的精神是非
常值得我們去學習。另外，在教導子
女方面，她從不過於管束，讓子女從
心、自由發揮，而子女亦十分乖巧孝
順，相比現時的父母教育方式上大大

不同。現今的孩子上學已經佔了他們大部
分時間，放學後又被父母安排上補習班及興趣班，
在求學階段幾乎是由父母掌控，導致他們壓力過大
而出現負面情緒或叛逆行為，更可能影響到將來
在社會上工作的適應能力。所以，彩姐的教育方
式令我有所啟發，教導孩子不能過分管束，要給
予他們適當的空間去領悟及思考。最後，了解到彩

姐踏實平穩地生活，只希望一家人能開開心心及齊齊
整整，這種生活心態讓我體會到「平淡是福」的道理。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胡美安同學  



我叫陳好，人稱「好姐」， 今年 93 歲。我喜歡飲茶，以前我

生活十分貧窮困苦，當時的我只能在上班前買點白粥或炒米粉

做早餐，便宜又簡單，為了養家根本不會去飲茶。我非常節

儉，就連上班都是徙步的，為的是省下幾個錢去買菜。我丈夫

很早便離世，我一個人獨力照顧一對子女，又要上班賺錢養

家，只好拜託附近鄰居幫忙看管。 

每天下班最開心的是打開家門看到子女迎接自己。他們非常乖

巧孝順，從不闖禍，只會自製一些小玩意在家玩一整天。我一

向以身作則，在子女年幼時便教導他們做人最緊要正直，要擁

有良好品格，千萬不可以「貪」，這是我做人的宗旨。 

 

對於我來說，家人

是最重要，我非常

珍惜與他們相處

的時間，奈何我

以前要上班養活

家庭，所以我時

常記掛子女。現在我兒子也

時常帶我外出飲茶，甚至每天都來院舍見我一面。雖然我平淡

地勞碌一生，簡簡單單，但知足常樂，希望可以開開心心，安

享晚年，天主保佑。 

 

簡簡單單 

知足常樂 

珍 惜又有多少人懂得？現今社會很多人都不滿足自己

的生活，透過這次的訪問，我覺得應該珍惜當下，

就像婆婆一樣簡簡單單的生活，也可以非常開心快樂。人總

是在失去後才懂得珍惜，珍惜現在所擁有的，珍惜與家人、

朋友相處的時間。人生苦短，以後的事情，誰也預料不到。 

活在當下，擁有就是最大的幸福。 用最樂觀的態度去面對自

己的人生，知足常樂，活出一個精彩人生。那些珍貴的幸福

和快樂都在你的身邊，不要給人生留下遺憾，學會珍惜，學

會感恩，幸福就在手中。 

訪問員心聲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黃詩惠同學  



我的生命故事：謝凱華 ( 謝伯 ) 

 

格言 { 誠實做人 ‧ 不要太執著 ‧ 不要隨便發脾氣 

‧ 開心就好 } 

我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還有七個孫，當中有二個男孫和五個孫

女。回想在 1998 年跟家人來了香港，初期生活好窮好苦。現在生

活開心，與兒子關係良好。 

我大學畢業，修讀科技，工

作方面也做過多種行業，

例如：修理摩打、水電與

保安。第一份工作是有關

摩打及變壓器的，主要在

研究控制室裡工作，這亦是我工作年資最長的一份，做了十幾年，

這工作非常辛苦，人工卻低微，每小時只有三十多元，每天都要加

班及工作十多個小時，而且這工作亦非常危險，曾有幾個工友因工

作意外死了。後期我也曾在屯門做保安員，也做了幾年。相比之下，

最辛苦的工作仍是那份有關摩打的行業。當時因生活環境所逼，沒

辦法要選擇做這一行，雖然工作辛勞，還好工作上一帆風順。更開

心的是公司老闆非常信任我，他會將艱鉅的工作交托給我，因他覺

得我誠實，負責任，有「擔帶」。 

   

 

 

人生在世要學會感恩，懂得感恩才能做好人，滿有感恩的生

活，可看到很多感人的好人好事。感恩有這個活動，鼓勵我

們年輕一代關愛長者，聽聽他們爽朗的笑聲。 

後輩往往希望努力去令長者生活多一些色彩，其實長者的身

體雖然老邁，有些甚至不能自理，他們卻有著一顆堅強的

心。正如我訪問謝伯時，他面帶快樂而滿足的神情，我深深

體會到長者在晚年時身邊只有親人陪伴，他們就會快樂無

憂，感到溫暖和滿足。謝伯從年青時艱苦工作到如今幸福地

生活，尤其辛勞地長時間做那份有關摩打的工作，每天都要

面對危險。從他的分享我學會正面思考，積極勇敢面對人

生，更使我明白知足常樂，做個快樂的人。最後感恩這個生

命大使計劃活動，

讓我繼續用積極的

生活態度去關心長

者，讓大家多一些

正能量，甚至將能

量傳遞下去，生命

影響生命。 

訪問長者的心聲體會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李小麗同學  



 

        “  珍惜，溝通，樂觀    成就我的人生 ” 
 
我在 1948 年解放時期來港，有 3 名子女，我們

像朋友般相處，丈夫在 2009 年離世。兒子孝順，

他婚後仍定期探望我，可惜最近因疫情而有多個

月未能見面。 

由 1970 年起， 我從事製作唱片和

收音工作， 當年只有兩間大公司，

我在其中一間拼搏了十多年至擔任經理一職。當

時全都是男同事， 所以我更不能在他們面前示

弱。我也會一併去搬貨，貨量或許是男同事的一

半，然而我卻樹立了榜樣；在工作上也曾借貨給

兩位小販，幫助他們維持生計。 而最難忘的經歷就是我首次一手

包辦籌備一班中國音樂家來港演出。當時我也成功遊說中銀出資

贊助宣傳這次活動，初時我的提案遭到反對，但

最終贊助商亦因「說不過我」而給予三萬元贊助。

我亦想多謝曾幫我的兩位記者，他們知道我是首

次舉辦活動而不計酬勞地幫手宣傳。除此之外，

眼見來港的音樂家所用的化妝品是繪畫顏料，會

傷害皮膚，所以我便買了一批便宜質優的化妝品

送給她們，同時亦送了一些仿玉石手鐲，當年她們開心的樣子至

今仍然歷歷在目。  

訪 問 員 心 聲 

我很高興能採訪敏婆婆，分享她的人生故事。在我看來，

她並不是婆婆，她的身體即使會衰老，但她的思想仍可追

上時代，不是「老萌塞」。她與子女的關係是以朋友看待，

這豈不是與現時的親子關係講座所提倡的不謀而合嗎？

另外，她替人設想的心更是恆久不變，開心入住院舍生活

某程度上是為家人設想、在過往工作上幫助一些商販、 以

及在院舍協助加強其他老友記對院舍的歸屬感，這一切都

令她不會變老。同時，敏婆婆的敬業精神也是年輕人的榜

樣。試想想現在有多少年青人像敏婆婆般熱愛自己受僱的

公司和鍾情自己喜歡的行業？現今只需少少的金錢誘惑，

就足夠令他們跳槽了。當然，人生不會沒有不稱心的事，

得知敏婆婆的丈夫較大男人、兒女長大後不能常伴身旁，

甚少能一家人齊齊整整共享晚飯，確實令人惋惜。感激敏

婆婆給我上了這一堂課，在此祝願她身體健康，繼續實踐

她助人的精神，並感染身邊所有人。 

我的生命故事 - 陳敏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李麗萍同學  



我年輕時在一間註守在香港的日本公司

工作，初期做工程師銷售員，巧遇機會被選中去日本受訓兩個

月，較深刻是在大阪上課，期間有機會參觀原子彈爆炸的地

方、豐田氣車車廠及船廠等等。而且培訓亦令我能提升技能，

增值自己，人工更可倍升。原本以為培訓後會留在日本繼續工

作，可惜因簽證的限制，最後都回港了，我心感可惜。回港

後，我很快接到電話被邀請在另一個部門工作，其後便留在原

本的公司繼續工作。回想當時我為了興趣，為了夢想，即使在

工作上面對不同挑戰，但我仍然堅持，繼續奮鬥，向著我的發

財大計進發，幾經艱苦，我終於有錢去開設電

腦公司成為老闆。而最想感謝的人是我自己，

因這一切都來得不

易，我很有滿足感和

成就感。 

謝謝你，過去的自己！   

樂觀   

我常聽說無論遇到任何事情，樂觀是很重要的。感謝

Jim 以自身經歷證明了這個說法，成為事實。前往夢

想的道路上，有些路是不易行的，當遇到樽頸位，你

仍然保持樂觀心態去面對，正如俗語有云：「條條大

路通羅馬」。我同時更明白到「心態能決定一切」這

說法，面對逆境，要以正面思維去應對。感恩有你分

享人生經驗，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我的生命故事 

電腦工程師 

電腦公司老闆 

訪問員心聲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張弦鑫同學  

我年輕時在一間註守在香港的日本公司

工作，初期做工程師銷售員，巧遇機會被選中去日本受訓兩個

月，較深刻是在大阪上課，期間有機會參觀原子彈爆炸的地

方、豐田氣車車廠及船廠等等。而且培訓亦令我能提升技能，

增值自己，人工更可倍升。原本以為培訓後會留在日本繼續工

作，可惜因簽證的限制，最後都回港了，我心感可惜。回港

後，我很快接到電話被邀請在另一個部門工作，其後便留在原

本的公司繼續工作。回想當時我為了興趣，為了夢想，即使在

工作上面對不同挑戰，但我仍然堅持，繼續奮鬥，向著我的發

財大計進發，幾經艱苦，我終於有錢去開設電

腦公司成為老闆。而最想感謝的人是我自己，

因這一切都來得不

易，我很有滿足感和

成就感。 

謝謝你，過去的自己！   

樂觀   

我常聽說無論遇到任何事情，樂觀是很重要的。感謝

Jim 以自身經歷證明了這個說法，成為事實。前往夢

想的道路上，有些路是不易行的，當遇到樽頸位，你

仍然保持樂觀心態去面對，正如俗語有云：「條條大

路通羅馬」。我同時更明白到「心態能決定一切」這

說法，面對逆境，要以正面思維去應對。感恩有你分

享人生經驗，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我的生命故事 

電腦工程師 

電腦公司老闆 

訪問員心聲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張弦鑫同學  



長者昔日的美好回憶 
 
黃錦屏 ( 阿屏 ) 

出生地 : 番禺  

性格 : 隨和友善  

 

豐盛的人生 
我平常喜歡使用平板電腦欣賞粵劇大戲，當中十分喜愛任劍

輝及白雪仙這兩位演員。我也喜歡參與院舍的大型活動。 
 

我生於日本侵華時期，當時就讀一年

級，但因打仗而未能畢業。在退休前，

由於我學歷不足，加上記性不太好，我

選擇在學校小賣部做兼職，一星期只做

一天，幸好很多時都是按照上司的話去

做簡單工作，所以我覺得沒有困難的地 

                                   方。 
 

以前我最喜歡買東西送給家人，以

表達對他們的愛意。我有一個女

兒，與她關係良好，她常常定時來

院舍探望我。加上，我同其他院友

相處亦十分友好，可以說是沒有吵

架問題，因為我認為最緊要是同他    

                                         人和諧共處。 

      訪問員心聲 

我透過錦屏婆婆的分享，從而

體會了不同道理。我覺得她十

分隨和友善，對人生看法也十

分樂觀。 儘管她生於戰亂時期，生

活較為困苦，仍然沒有怨天尤人，

充分表達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

上人」的道理。她更不會因自身條

件不足而自卑，相反努力地生活，

最後她找到自己的幸福，結了婚，誕下女兒，而她的女兒也

十分孝順，我覺得她經歷了「苦盡甘來」的滋味。  

在她退休前，她找到一份較穩定的工

作，維持生計，努力養活家人。從她與

女兒之間的相處，再次提醒我要珍惜及

關心身邊的人。再者，她的經歷啟發了

我要抱著樂觀心態去欣賞世界的缺陷與

美麗，當我年老時，也不會有太多遺憾及失落的感覺，反而

以積極的人生態度面對所有困難挫折。祝老人家生活愉快。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陳兆鋒同學  

長者昔日的美好回憶 
 
黃錦屏 ( 阿屏 ) 

出生地 : 番禺  

性格 : 隨和友善  

 

豐盛的人生 
我平常喜歡使用平板電腦欣賞粵劇大戲，當中十分喜愛任劍

輝及白雪仙這兩位演員。我也喜歡參與院舍的大型活動。 
 

我生於日本侵華時期，當時就讀一年

級，但因打仗而未能畢業。在退休前，

由於我學歷不足，加上記性不太好，我

選擇在學校小賣部做兼職，一星期只做

一天，幸好很多時都是按照上司的話去

做簡單工作，所以我覺得沒有困難的地 

                                   方。 
 

以前我最喜歡買東西送給家人，以

表達對他們的愛意。我有一個女

兒，與她關係良好，她常常定時來

院舍探望我。加上，我同其他院友

相處亦十分友好，可以說是沒有吵

架問題，因為我認為最緊要是同他    

                                         人和諧共處。 

      訪問員心聲 

我透過錦屏婆婆的分享，從而

體會了不同道理。我覺得她十

分隨和友善，對人生看法也十

分樂觀。 儘管她生於戰亂時期，生

活較為困苦，仍然沒有怨天尤人，

充分表達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

上人」的道理。她更不會因自身條

件不足而自卑，相反努力地生活，

最後她找到自己的幸福，結了婚，誕下女兒，而她的女兒也

十分孝順，我覺得她經歷了「苦盡甘來」的滋味。  

在她退休前，她找到一份較穩定的工

作，維持生計，努力養活家人。從她與

女兒之間的相處，再次提醒我要珍惜及

關心身邊的人。再者，她的經歷啟發了

我要抱著樂觀心態去欣賞世界的缺陷與

美麗，當我年老時，也不會有太多遺憾及失落的感覺，反而

以積極的人生態度面對所有困難挫折。祝老人家生活愉快。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陳兆鋒同學  



 

我是劉漢均，今年 89 歲，有兩名兒子和
一名女兒。50 年代，我在內地生活，我 
考入「醫仕」學校，畢業後從事西醫的工
作，我在工作期間也不忘學習中醫，我工
作很認真，認為每一件事都必須做到盡善

盡美，因為我的工作職責是治理病人，而每個人的生命都
是寶貴的。做事必須盡心盡力，要認真對待工作，這些都
是我的座右銘，這有助我在過往的工作發展，因而相對上
較快讓自己由「醫仕」級晉升到醫生級，在工作上也得到
了很多成功感。直至 70 年代，我便來港幫大兒子打理他 
的文具店生意。 

令我難忙的事就是有一位小學生被我發現在店舖內偷取唱
片，我原意希望可以給他改過自身的機會，所以通知他的
家人，並沒有打算報警，讓他的家人好好教導他，可是其
中一名員工堅持要報警處理，最終這位小學生被帶到警署
落案起訴，我心感有點可惜。我認為做人應該多做好事，
認真工作，回饋社會，千萬不要做壞事。我也是以這樣的
觀念教導自己的兒女，他們現在事業有成，令我非常欣慰
和自豪。  

 
我的生命故事 

劉漢均 ‧ 善良 認真 

 

 

 訪問員心聲 

從劉伯的分享中令我明白到生活其實充滿著有意義的事
情，例如：我們不但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學好，亦希望別
人的兒子學好、我們希望自己能夠挑戰難關，向不同的
目標更上一層樓，亦期望子女都能夠做到，繼而事業有
成。 

另外，現今社會，步伐急速，有部分人為了省時，做事
馬虎，而劉伯所提到的一句話「做事要盡心盡力！」劉
伯由「醫仕」級晉升到醫生級的工作際遇，他以身作則
的教導令兒子事業有成，正正說明努力付出是不會白
費，有時會帶來更美好的成果。 

看到劉伯現在很開心快樂，我也希望每個人都能學會他
在工作上的認真態度，生活上簡簡單單，做個活得快樂
的好人。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袁家輝同學  

 

我是劉漢均，今年 89 歲，有兩名兒子和
一名女兒。50 年代，我在內地生活，我 
考入「醫仕」學校，畢業後從事西醫的工
作，我在工作期間也不忘學習中醫，我工
作很認真，認為每一件事都必須做到盡善

盡美，因為我的工作職責是治理病人，而每個人的生命都
是寶貴的。做事必須盡心盡力，要認真對待工作，這些都
是我的座右銘，這有助我在過往的工作發展，因而相對上
較快讓自己由「醫仕」級晉升到醫生級，在工作上也得到
了很多成功感。直至 70 年代，我便來港幫大兒子打理他 
的文具店生意。 

令我難忙的事就是有一位小學生被我發現在店舖內偷取唱
片，我原意希望可以給他改過自身的機會，所以通知他的
家人，並沒有打算報警，讓他的家人好好教導他，可是其
中一名員工堅持要報警處理，最終這位小學生被帶到警署
落案起訴，我心感有點可惜。我認為做人應該多做好事，
認真工作，回饋社會，千萬不要做壞事。我也是以這樣的
觀念教導自己的兒女，他們現在事業有成，令我非常欣慰
和自豪。  

 
我的生命故事 

劉漢均 ‧ 善良 認真 

 

 

 訪問員心聲 

從劉伯的分享中令我明白到生活其實充滿著有意義的事
情，例如：我們不但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學好，亦希望別
人的兒子學好、我們希望自己能夠挑戰難關，向不同的
目標更上一層樓，亦期望子女都能夠做到，繼而事業有
成。 

另外，現今社會，步伐急速，有部分人為了省時，做事
馬虎，而劉伯所提到的一句話「做事要盡心盡力！」劉
伯由「醫仕」級晉升到醫生級的工作際遇，他以身作則
的教導令兒子事業有成，正正說明努力付出是不會白
費，有時會帶來更美好的成果。 

看到劉伯現在很開心快樂，我也希望每個人都能學會他
在工作上的認真態度，生活上簡簡單單，做個活得快樂
的好人。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袁家輝同學  



 

我叫楊三妹，今年 93 歲，來自廣州，讓我今天來説説我的一

生吧！我家族世代都是織籐，我從年少直到退休也從事這種

職業，算算也有數十年了。 

我年幼時，由於父母重男輕女，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

不容許我去書齋讀書，所以令我失去求學的機會。如果可讓

我重來，我一定去上學，去選擇其他行業，選擇其他機會，

讓自己不後悔。儘管我只能在家工作賺錢養活，和靠著母親

取籐料回來加工，賺取生活費，但我並没有因此而氣餒，反

而激勵我正確看待自己的人生，没有因被忽視而難過自卑，

也沒有怨恨父母觀念守舊，反而造就我練

出一身專業本領 - 織籐。 

成年時我也秉持潔身自愛，充滿熱誠，待

人有禮的宗旨做人。即使生活平凡，我也

享受著平凡帶給我的快樂，和家人渡過安

逸的日子。 

時至晚年，我更會看得開放得下。當

經歷了過許多人和事，就會發現之前

的際遇只是小事。現在每天跟其他院

友聊聊天，看看電視，唱唱粵曲，加

上貼心的女兒下班後也常來探望我，

我的日子過得很舒心。 

 

  訪問員的感受 
從這次採訪發現，我真的很感恩能遇見這位友善和藹的三
妹婆婆，她令我感受了平凡的喜樂。人生在世，成長必然
會經歷患難，不管遇上是什麽難關，她都甘心樂意和你分
擔。最好的朋友，是那種不喜歡多言，就能與你默默相
對，而又息息相通的人。她啟發我何謂「專注」？她一輩
子都是專注做好一份工作，從無怨言，從無後悔，相比之
下現時的年輕人三天兩夜就轉換工作，不肯腳踏實地，與
三妹婆婆真的相距甚遠。人生是一條計算題，是比對付出
與穫得後的結果，從而衡量生命的價值，是以思想言行的
多寡，而非以生命的長短，只要能解決衣食住行所需便可
以，其實並不需要不斷地追求無窮名利。相反，如果未能
滿足心靈需要，生活便了無意義和價值，所以不難發現有
錢人的苦惱有時比我們這些普通人還要多呢！就讓我們一
起學習「知足常樂、平淡是福」的心境。  

訪問及撰寫    生命大使 余華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