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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老、病、死」原是自然的定律，但我們從來就缺乏生

死教育，連萬世師表孔子也說：「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學校

老師不教，父母不談，尤其對於「死亡」，人人諱莫如深。人們

總以為自己可以時常擁有絶佳的健康、從不出錯的生活，一切都

順心滿意。一旦死亡來臨，就顯得手足無措，悲苦莫名。由於傳

統的困囿，遭逢不幸喪親的人，不但自己難於接受事實，又得不

到周邊人們的安慰，只可徬徨無助，痛苦迷惘。贐明會就是為了

關懷末期病患及喪親人士而成立。 

 

 是次贐明會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再版一本

由喪親朋友分享心聲的文集。目的是將一些過來人的心情和經

歷為文字，發揮傳遞和交流的作用，向新近喪親者提供支持和

安慰，分享過來人走過的路，讓新朋友明白自己的哀傷反應和

接納自己，從哀慟中成長。每位主角的故事都十分感人，各人

所背負的擔子都不一樣，他們的哀傷表現也各異，但相同的是

他們的鬥志。哀傷過後，可以變得更覺知、更覺醒、更有智

慧。只有懂得生命是多麼脆弱的人，才知道生命有多麼可貴，

要認真看待生命。這也是此書藉着「死亡」，帶給社會人士的

訊息。死亡是反映生命整體意義的一面鏡，我們要接受有生必

有死。要面對死亡，要樂意為今天遭逢不幸的哀傷者提供援

手，共同了悟「生死教育」的真意義。 

 

 我們要衷心多謝一班曾經歷喪親之痛的朋友，願意無私地分

享。由於篇幅所限，本會只能隨機選取幾位過來人的寶貴心聲，

刊印成書。倘將來再獲資金津貼的話，本會定會把其他過來人的

心聲陸續結集，期望這些寶貴的哀傷經歷分享能鼓勵及幫助一些

同路人外，更提醒我們要珍惜眼前的人、事、物，好好把握現在

及善用生命。 



筆錄：吳慧賢 

 

「活著非必然，珍惜每一天」是她的體會。唐太的獨子突

然因意外離世，長期患病的丈夫又無聲逝去。作為人母、

人妻的唐太真的肝腸寸斷，要復原真不容易。幸得細心的

女兒、滿懷愛心的教友和關心她的同路人在她身邊，每一

句窩心的說話，就像一道暖流，支持她生活下去，令她更

可用以自己的經歷去鼓勵別人支持下去。 

 

 

灑落一地的陽光 
唐太 



 灑落一地的陽光，原來是唐太從以色列帶回來的，看她一面神

采飛揚，正侃侃談著以色列之行，慢慢話題轉到談兒女。她有五名

兒女，稍長的四名女兒都努力讀書，並且十分愛護年紀比較幼小的

弟弟。弟弟漸成長，一面從事自己喜愛的電腦行業，一面在進修學

院攻讀高級文憑。由於子女已成長，唐太也就由製衣工作中退下

來，專心地當家庭主婦，一方面幫女兒湊孩子，一方面照顧患有糖

尿病而需洗腎的丈夫。已經 22 歲的兒子十分懂事，明白父親生病情

緒低落，很關心父親，並常加安慰，父子感情很好，一家生活相當

穩定。 

 突然陽光不見了，刮起陣陣狂風，就在 2002 年一個八號風球

高懸的日子裡，小兒子在提早放工回家路上被一輛中型小巴撞倒，

送到威爾斯醫院急救，延至翌日不治。家人在哀傷中同意把他年青

健康的有用器官捐出，遺愛人間。不幸的事太突然了，作為母親接

受不到，唐太曾徘徊天橋，心中只想著幼子孤身上路，沒人照顧的

可憐，真想隨他而去，但轉念想起基督徒不可以自殺，只好重回現

實。幸好丈夫體諒和安慰她，明白她的感受，還吩咐女兒陪她往廣

州娘家走一趟，好找親人傾訴，又陪她往教會。在教會中有一名做

護士的姊妹，很明白喪親者之痛，說話中包含力量，讓唐太的情緒

安定了，以後她常去教會，及參加茶聚活動，能重新開始替女兒湊

孩子，丈夫也放心了。日子像回復以往的寧靜。 

 四個月後，患腎病的丈夫無聲無息地在家中去世了。再受到一

次突然的打擊，唐太初癒的心，又再沉下谷底，四名女兒輪流回家

陪她。那位曾經支持唐太站起來的教會姐妹又再和她傾談，給她安

慰，而且帶來贐明會過來人梅太的第一本書，讓唐太明白世上也有

和她相同遭遇的人，她不幸的路上並不孤單。唐太看過後便和贐明



會聯絡，由女兒陪伴來接受輔導。最初一兩回，唐太一講到傷心處

就哭過不停，後來再參加同路人分享，大家有共鳴，不再感到徬徨

孤單。 

 風雨過後，滿目瘡痍，唐太心靈中的殘破，需靠藉教友和牧者

的關懷、女兒的輪流照顧、贐明會的輔導員及同路人的支持來逐漸

修補。現在唐太和兩名女兒同住沙田，每星期都往教會聚會，自製

精美的扇套，為醫院籌款，而且開始報讀短宣和一些關顧輔導的課

程，充實了不少，也可取用信仰幫助面臨苦難的人。 

 唐太認為在苦難中一句善意的話，便是一道溫暖的陽光。如她

的女兒每一句話都支持她積極活下去，教友們對她的關心和安慰，

也是支持她繼續生存的陽光。當然也有些令她受傷害的人和說話，

就像狂風暴雨一樣，摧毀她生存的意志，令她消沉。如一些坊眾以

打聽及嘲笑別人不幸為樂，也有些不以為意的話，就像刀一樣刺進

苦難人的心。所以唐太要報讀不同的課程，去學習把信任演繹，去

幫助更多人。曾有一名輔導

員說：「與人傾談，也是一

種治療的方式。」到贐明會

去參加哀傷輔導小組，在分

享時，難免勾起傷痛的回

憶，但如果這些傷痛能夠幫

助別人，支持別人減少傷痛

的話，縱有風雨，唐太仍然

堅持發放那絲絲陽光。 

 

看，地上又灑滿了陽光。 



療傷的歷程 
李漢文 

 

 

 

 

撰文：李漢文 

 

 

女兒突然在懷中遽逝，除自己承受喪女之痛外，還要盡心盡

力去照顧及關心太太與兒子如何去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

及悲痛。漢文能夠勇於去接受自己那刻的軟弱，從而願意尋

求幫助，不逃避不退縮，也不怪責埋怨，知道更要在此段艱

難的日子緊靠在太太及兒子身旁，彼此互相關心及扶持，以

愛作力量一起努力攜手走出傷痛的幽谷。 



親人離世，帶給在世者不單止是有許多回憶，其中更有苦澀，

亦有歡樂的一面，相同點是各人心裡都存有一種遺憾，是再也不能

繼續與逝去者共同生活，分享生活上的喜、怒、哀、樂。 

 

以下與大家分享一點感

受。 

 

石頭路：每次經過女兒唸

書的學校，每天在回到家，站

在門口的時候，雙腿已無限沉

重，舉步艱難，真的不想再向

前，原因是少了一個讓你記掛

的人兒，少了一張歡迎你歸家

的笑面。 

 

陌路朋友：親人離去了，家庭亦起了變化，誰知原來連帶朋輩

亦會因這件事，彼此關係也會起了變化，不知是因迷信關係，抑或

什麼原因，大部份同事都沒有來出席女兒的安息禮。朋輩見到面，

只會問句：「女兒都走了一年了，好點嗎？」，大家心裡面都認為

已經一年了，應該可以放得下吧！ 

 

曾經經歷失去親人的同路人，大家都會有同感，對沒有哀傷經

歷的人說自己有多記掛親人的話，也是白説，他們怎會明白那種

痛、那種傷。 

排洪：恩念親人的情緒，猶如洪水，總是一點一滴的積存，也



是一種壓力。積存到某一個階段時，令你有心悸的感覺，更會讓你

萌生輕生的意念。親人的離去對，思念之情只有過來人明白，不能

用年、月、日來計算其輕重。特別是逝者的生辰日、離去日、重大

節日的那天，真不想見人，只想靜靜的渡過。因此在頭三年的農曆

新年，我們去了避年。然而每個傷心人會如何排洪，大家都不盡相

同，反正能令自己開心的事可多做。 

 

捕風捉影：走在街上，會想起女兒今年有多大了。然後會留意

身旁走過的孩子們，腦海中刻劃出今年女兒的形態是如何。比較這

些孩子誰更像女兒，甚至會駐足而看，若不是與太太一同評頭品

足，別人一定以為這人

是傻的。 

 

在不經不覺中，日

子已過了六年，對以往

的生活沒有什麽記憶

了，可是記得最多、最

清楚的，是與女兒生活

那十年多的生活片段，

加上由太太口中轉述女

兒更多的學校生活，還

有女兒離去前，與朋

友、同學、哥哥間的趣

事。 

 



散步：太太在女兒離去後，開始在

晚飯後會獨個兒到住所樓下的公園

散步，每次都滿面淚痕的回家。那

個公園有太多的歡笑、太多歡樂的

回憶。她最怕碰到熟人，不知如何

回答街坊問候有關女兒的事。 

 也不知何時開始，在晚飯後，

我亦陪同太太一同到樓下的公園，

走了一遍又一遍，聽著做母親的訴

說著女兒在學校裡、在街上、家裡

的種種瑣事，大家都不會厭煩，不

會感到乏味。說到傷心處，一同傷

心；説到有趣的事件時，一同笑，

一同唏噓。這個女兒的十年生命

中，讓我們感到滿足，感到做父母

因她得榮耀。不覺地散步六年多

了，相同的內容重覆著，但仍是開

心的。 

 

我思故我做：女兒離開了，有什麼我作爲父親可以做的呢？在

一本書上，我學到了原來可以用寫日記的方法來將思念、傷心、痛

苦的心情寫在簿上，這樣，一本小冊子隨身帶着，隨時隨地候命着

做父親的落筆，直至現在巳經有好幾本簿了，媽媽的也不少。 

有一天，忽然問自己，會不會有一天忘記了女兒的面貌？聲音

呢？忽發奇想，怎樣才可以留著女兒的倩影、聲音呢？ 



家裡的電話錄音是女兒的聲音，立刻用了一盒錄音帶，錄了十

多遍，收藏起來。又將以往拍過的照片，找出底片，從出生到離去

的日子，分開不同年份的，一張一張的放在相片套內。打開相片

套，猶如看著一個偉人的一生。再把學校的照片、旅行的照片，用

專輯方式表達出女兒一生的生活。 

 

 用相同的意念，

將女兒某些照片，安

息禮等的過程，製作

了一張 CD 碟，供自

己及至親友好索取，

當作紀念品收藏。 

 

 在不知不覺中，

原來這個過程是一種

療傷的良藥，今天雖

不能説巳經完全復

原，但，已漸漸走出

了深谷，那個不知有

多深的幽谷。我的一

位同事，很耐心的聽

了我一年的故事，令

我的心情舒暢得很，

傾訴原是良藥。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若家中有兒女先於父母離世的，身為男性

的若不懂表達自己的情感，他能做的只有是默默的守侯在太太身旁，

千萬別互相埋怨，別令家庭氣氛變得更壞。若太太能先走出幽谷，有

所改變，那做丈夫的也會有改變，其實男士們的情感是好脆弱的，他

們是被動的動物。 

 

李漢文(Michael——舒玟父親) 

7-8-2007 



 

撰文：媚媚 

 

媚媚曾因阻止不到丈夫以跳樓結束生命而十分自責及內

疚，直至能接受他是被情緒病所折磨，以至萬般痛苦及在

失控下，才踏上那不歸路，方可釋懷。之後，她以自己的

醫護專業走到海嘯後的災區及國內山區當義工達一年。在

不同地域苦難人的身上，對自己的傷痛及生命有了更深的

反思，今天繼續以愛去關懷喪親同路人，以自己的經歷常

去關懷喪親者。 

花 

媚媚 



 上星期心情無端地有些悶，一天工作上剛好可以補鐘早走，便

提早放工去探老公。我現在多數不乘的士，而是往筲箕灣乘巴士，

便宜一點是重要，但更重要是筲箕灣街市的花又平又新鮮。我不會

選擇貴的花，反而是要每次不同。現在的花顏色很多，五元一札的

小菊花是我的最愛，價錢平顏色又多。今次買的是 peach colour。

順便買了雪梨，一副「拜山款」，其實雪梨是我的，花才是丈夫

的。坐在巴士上，心想，若老公還在，他一定選梨不選花，究竟，

他喜歡我為他買花嗎？ 

 回憶以前，老公送過很多不同的花給我。初轉到灣仔工作時，

他發現灣仔街市的花款比筲箕灣的多，更揚言會逐次給我買不同的

款式。還記得一次我生日，我們拿著一大束花在灣仔街頭遇到他的

同事，老公還給人取笑，但那甜蜜幸福，

我寧願給人笑足一世。看著手中的鮮花，

不禁問他，是否要把他過去送給我的，全

送回給他，我倆便能再遇？若是這樣，我

願意立刻到花墟一次過買回給他。可惜！

愛，無法償還。 

 黃昏的墓園，很寧靜，對老公旁邊的其他相片，我巳很熟悉。

哈，甚至有親切之感。縱使不是春秋二祭，其中一些都常有鮮花插

著。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當中的一些，仍然令地球上的某個人，

在某個角落，夢仍牽掛。若我曾在某人的內心，佔一位置，一個細

小的空間，那麼，我總算活過。 

 

 家中的花瓶巳經兩年多沒有插上鮮花，但它曾經滋潤過的每一

束花，會永留在我心中，陪我繼續前行。 



笑

面

背

後 

葉

周

佩

嫦 

筆錄：吳慧賢 

 

 

 

 

 

 

 

 

 

 

 

 

 

一年內面對三位摯親去世，

葉太曾經精神崩潰，幸好教

會的一首歌：〈誰曾應

許〉、一本書：《喬宏和小

金子》和一間社會服務機

構：贐明會。把她扶起來，

讓她重新思考。現在她有自

己的新路向、新計劃。 



 當 你 第

一眼見到葉太

時，會被她甜

美的笑面、爽

朗的笑聲吸

引，好一個來

自天堂的無愁

使者，又有誰

知道笑面背後，竟然有一個又一個哀傷的故事？ 

 

 葉太結婚十六年，生有一名女兒及一名兒子。女兒現年十五

歲，兒子十一歲，丈夫是一名愛家庭、疼兒女的巴士司機。一家四

口和家姑同住，婆媳兩代人能同住十多年，相信是由於媳婦忍耐能

力高強吧！無論如何這總算是平安的生活，值得感恩。 

 

 幸福不是必然的。突然在去年，葉太七十四歲的母親因腦中風

去世，葉太傷心未完。同住的家姑又因肝病遽然離世，待夫婦倆完

成家姑後事，正式過著一家四口生活不夠兩個月。葉先生因突發心

臟病，立即被送往急症室搶救不治，又告與世長辭。葉太接到通知

往醫院，雖然能見丈夫最後一面，但當時精神崩潰了。人就像發了

瘋一樣，不肯離開漸變冰冷的丈夫，一年內突然死去三位摯親，任

誰也抵受不住。 

 

 去年大部份日子葉太都在醫院、殯儀館往來，人也麻木了。在

抵制受不住的時候，只好主動去教會，由教友開解自己。幸好有許



多朋友主動上葉家來安慰她。憑著〈誰曾應許〉這首歌，陪伴着葉

太渡過不少日子。就在這一段渾渾噩噩的日子裏，葉太偶然看到一

本書描述喬宏和小金子的故事，。小金子在丈夫去世後的堅強表現

喚醒了葉太，令她想起了兒女、想起了家，葉太知道自己不能再渾

噩下去了。 

 

 這時教友提起贐明會，喚起葉太到贐明會找輔導員傾談的心。

隨後，她參加了同路人的分享。在分享的過程中，她哭過，也聽到

別人的哭泣。各人故事不同，傷痛也不一樣，但大家都得到一個宣

洩苦痛的機會，也得到同路人完全的明白和接受。在情緒得到舒緩

的時候，人就開始清醒了。各

人背後仍有不同的責任，仍有

很長的人生路要走。路向分明

了，同路人大家互相扶持着。

走過死亡的幽谷，步向光明的

前路。 

 葉太特別感激在贐明會內

能認識輔導員及過來人義工梅

太，他們一直在指引葉太堅強

地踏上人生另一步。現在，葉

太的生活重新開始，她已申請

了由舊居轉往新居，替鄰人接

了嬰兒回家湊養。既能賺一點錢，又可以照顧家庭。此外，她一有

空就到教會及贐明會做義工，以同路人的經驗去照亮有需要的人，

她希望在笑面的背後仍是一張、一張的笑面。 



 

雲姐 

丈夫因腸癌離世，人生曾陷入萬般無助之中，幸得

身邊家人及朋友支持。開展鼓勵與安慰晚期病患者

和他們親屬的義務工作，從中找到人生另一片天

空。之後，她以過來人義工身份積極協助贐明會哀

傷輔導小組及投入互助組織事務，助己助人。 

往

事

並

不

如

煙 筆錄：吳慧賢 



 居住新界的雲姐，中等身材、面帶笑容、聲音爽朗，令人一見

便有一種親切的感覺，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她曾在一九九七年報

讀神學院開辦的「婦女與家庭」兩年課程。每星期上課兩天，就在

這段日子裏，她經歷了丈夫離世之痛。雖然，這已是距今八年的往

事，但聽她道來當時的境況，仍然歷歷如在目前…… 

 

 雲姐和丈夫在一九六九年結婚，直至丈夫在一九九九年去世為

止，共三十年。丈夫的病是從一九九六年開始，最初一、兩年一直

是疴，到發病情時已是腸癌後期。由於癌細胞已擴散上肺部，不能

做手術，只可以做電療。丈夫一生不吸煙、不飲酒，過著正常生

活，所以家人都不明白他得病的原因。丈夫一直堅持工作至入院診

治才停止，期間病情反覆。到一九九九年正月入院，治療了十天便

離世。 



 由於雲姐是虔誠的基督徒，

又報讀了「婦女與家庭」課程。

其中有些單元正是圍繞家人離世

的情緒處理，對她來說正是「及

時雨」，很有幫助。加上教友為

她祈禱、扶持她，又有成年的兒

女協助打點後事，故此雲姐以為

自己是可以捱得過這次的傷痛。

怎料幾個月後，她開始感到困

擾、情緒抑鬱低落，她明白自己

需要協助。於是她致電贐明會希望能參加同路人小組分享，但當時

贐明會的小組要幾個月才舉辦一次，反而約見輔導員，個別會談可

以快些進行，於是她先約見輔導員傾談，然後參加小組分享。在小

組分享中，她見到不少與自己相同遭遇的人，別人的心情正啟發自

己的心情；別人曾行過的路正指引自己前進，自己漸漸摸索到過渡

的路。更漸變為聆聽別人的人、引領別人的人，開始活出人生意義

來。現時，雲姐常參加贐明會不同的義工活動，又在教會作義工去

探望癌症病人。 

 雲姐以過來人的經驗告訴遇到同樣傷痛的朋友：不論傷痛是新

是舊，都不是人人可以過渡；只要發覺自己不能過渡時，便需尋求

幫助，需要同路人支援、協助。讓自己能認清困難、面對困難，要

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到自己站穩了，力量足夠了，便轉身去幫助

別人，讓別人同樣有能力站起來。不論你到教會，或是贐明會也

好，都會有人聆聽你、協助你，你要用自己做見証，扶持別人在跌

倒中有力量爬起來，往昔的傷痛可能成為今天幫助別人的力量。 



 

男人 最痛 周先生 

周先生遭遇中年喪妻外，還要面對兒女學習和行為

問題，令他情緒跌落谷底，駕駛的士往海邊喝偈油

自殺。幸好在他獲救後，人清醒了，主動去教會找

朋友傾談，還恢復從前逛鴨寮街的興趣，重新找回

自己，儲夠能量去面對今後的大小問題。 

筆錄：吳慧賢 



 男人最痛，莫如中年喪

妻、兒女不孝順。數年前，周

先生正遇上他一生人中最艱難

的日子。究竟他如何渡過，回

復生機和鬥志？頗值得讀者們

好好學習。 

 

 周先生是一名中年發福、

典型的香港的士司機。他雖然

學識不高，卻是一個有情有義

的好丈夫。在二零零零年妻子

被發現患上子宮頸癌至二零零

四年十月去世的一段日子裡，

他每天小心照顧，接送太太往

返醫院覆診。特別在妻子最後

一段留院的日子，每天一早煲粥送往醫院給妻子吃，定時探望三

次，這行為對一位仍在工作中的男士來說，不是太辛苦了嗎？ 

 

 周先生有一子一女，大女兒剛中學畢業，活潑好動，不愛留在

家裡，整天和朋友在街上跑。即使母親病了，也甚少去探望她。小

兒子那時讀中三，和姐姐剛相反，一天到晚都愛留在家中，不肯離

家半步，連上學也不願意。而且沒有好朋友、好同學，性格內向怕

生。他雖然留在家裡，但不做家務，一切買餸煮飯等粗活都要父親

一手包辦，這樣的兒女常令周先生擔心不已。 

 



 太太去世後，周先生和女兒一起去辦理後事。由於火葬排期需

時，需十多天後才可進行有關工作，證件放在女兒處。這時周先生

發覺眼睛出現兩重影像，往醫院看專科，經磁力共振檢驗結果發

現，病因是第四條神經線

壓着，於是休息數天。到

了要為太太辦理領回遺體

及火化手續的那天早上，

才發覺女兒外出，找不著

證件。急召女兒卻沒有回

應，心急如焚的周先生整

個人也崩潰了。最了解自

己、最能幫助自己料理家

務的人，永遠離開自己。

遺留下來的是一個一個頭

痛難解的問題，沒人傾訴、沒法解決，越想越無路可走。終於他把

的士駛往舂坎角海邊一隅，打開車尾箱，取出偈油一飲而盡。 

 

 當周先生恢復知覺後，發現身在東區醫院，立即要求出院去辦

理太太後事。後經醫院通融，由自己兩位姐姐擔保下，步履蹣跚地

回家在女兒房中翻箱倒籠，終於找到證件。在下午三時許完成要辦

的事，到晚上女兒才回家，若無其事，令周先生感慨萬千。 

 

 在周先生喪偶幾年內，兒女問題一直困擾著他。女兒親情淺

薄，令他摸不著頭腦。而兒子不願上學的問題嚴重，經地區家庭服

務社工轉介往醫院需排期一年，因沒有升上中四讀書，現在經社工



介紹担任「青年大使」。希望這任務能令兒子多接觸不同的人物和

事物，讓他從不同角度思考一下自己的前途。周先生和兒子關係不

錯，傾談的話題較多。許多時周先生都帶著兒子見不同社工和參加

不同的活動，希望能找到兒子的興趣，重上人生的軌道。 

 

 由於太太臨終時在醫院領了洗，周先生也跟著信了主。自從上

次自殺不遂之後，周先生主動找朋友傾訴，也常上教會，使自己心

靈上有了寄託。而且開始往昔日最喜歡的鴨寮街上去，找尋自己喜

歡的東西，亦重拾自己的樂趣。在教會中周先生認識了贐明會，於

是了參加哀傷小組的分享活動。周先生是少數願意分享經歷的男

士。他肯主動出來傾談和分享，就表示他能主動面對困難，這顆積

極的心能帶領周先生繼續努力生活。 

 

 周先生認為自己今天能在艱

難的日子中再站起來，最重要的

是自己肯主動找朋友傾訴，和朋

友交談分享中，會令自己的痛苦

減輕，個人會變得較堅強。此

外，從同路人的不同的遭遇，重

新認識自己，面對自己的困難。

別人解決困難的方法，也能成為

自己解決困難的引路明燈。所

以，周先生義不容辭地答應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好讓「有淚不輕

彈」的男子漢明白，當有需要時，記得主動找朋友、找同路人互相

傾訴、互相扶持，發揮人與人之間互助的光芒。 



 

苦

難 
與 

祝

福 
羅麗芳 

撰文：羅麗芳 

剛知悉兒子患上情緒病，

未及覆診，兒子已先選擇

悄悄離家以跳樓自殺，結

束生命。可以想像那種悲

痛及晴天霹靂的打擊有多

大，本來悲傷哀痛的心

情，就是靠著一個轉念便

成為力量。 

只要不定睛於自己的不幸

及放大自己的悲苦時，便

漸漸令自己有力量去關心

別人，把對思念兒子的愛

去祝福有需要的人。 



去年一月三日我的兒子亞樂靜悄悄地離開我們走了。我和丈夫

的心也隨著亞樂的離去而死了，因為亞樂是我和丈夫的生命，我沒

有辦法接受他突然離去。我人生中萬料不到會突然面對這樣的苦

難，往日充滿愛和快樂的家庭，頓時變得愁雲慘霧，往日的笑聲變

成一片悲慘的哭聲。 

 

 我終日像行屍走肉的到處尋找兒子的蹤影，見到穿校服的學

生，就想在他們當中找到亞樂；見到穿運動衣服的青少年，就想在

他們當中找到他。見到往日時常和亞樂在一起的一班教會弟兄，就

立即想找到兒子。但無論我多麽努力尋找，也尋不見。事實上，他

離開了這個世界！我真沒法接受這個事實，痛苦極了。就在這時，

《聖經‧約伯記》在我腦海中出現了一段經文：「賞賜是耶和華，收

取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當時我猛然醒覺了。

真的，亞樂是天父親自賞賜給我的，天父也在亞樂最痛苦的時候把

他接回天家啊！天父的慈愛何等大啊！天父的慈愛和憐憫從來沒有

離開過亞樂，真的！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之後，我少了在人

群中找他，我轉向為人群祈禱，求神祝福他們。以前見到十字車，

我的心就發寒，腳就發軟，但神改變了我的思想，我轉向為十字車

上有需要的人祈禱。這樣，我真的經歷了安慰。 

 

 記得去年八月某日會考放榜日，這是我們一家人和亞樂期待很

久的日子。這本應是個對我們和亞樂滿有意義的日子，但亞樂走

了。這個日子對我們再沒有意義，反而就在這時候勾起我痛苦的回

憶令我再次崩潰。我不敢看電視，不敢到街上去，很怕聽到「會

考」這兩個字，很想逃避。甚至想過逃離這個世界，這感覺很辛



苦！後來，我鼓起勇氣打電話給輔導員。在他的輔導下，我知道不

可以逃避，反而要正視，將本應與自己再沒有關係和再沒有意義的

事，變為有意義。我立刻起來去關心和亞樂一起會考的同學，他們

大約有二十人。我逐個了解他們會考的成績及心情，用心在每一張

卡上寫上勉勵的說話，和送上禮物。同時也為他們祈禱。透過這次

的經歷，深深體會一個事

實，就是在苦難中，最好

的醫治方法是放下自己，

去關心有需要的人。 

 

 我知道對一個背負著

苦難的人來說，要走的每

一步都絕不容易，特別亞

樂是自殺的。作為他的家

人，確實背負著很大的壓力和擔子，別人不容易明白。反而將很多

的責任強加在我和家人身上，例如說：「如果你不是這樣，他怎會

這樣」等等，令我們更加內疚和痛苦。同時，一些字句對於我和家

人是特別敏感的，例如：自殺、跳樓、情緒病等，每次出現這些字

句，就好像一把刀直插入我的心臟一樣。記得有一次我和丈夫還有

三位親友乘坐一部私家車，當經過某明星跳樓自殺的地方時，有位

親友好像發現了甚麽似的說：「嘩，這裡就是某明星跳樓的地

方。」三位親友還為這些事嬉笑起來。唉！我實在不知道該用什麼

字句形容當時痛苦的心情，我好辛苦，好想哭！我只有向神祈禱，

「神呀！我好痛苦，沒有人明白我，但我知你是最明白我的，我不

知怎樣面對這些敏感的問題，求你幫助我，求你使我有面對苦難的



能力，多謝祢。」神透過一段聖經安慰我：「我的恩典夠你用，因

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我相信有些痛可能一生都

隨著我，我也沒有能力改變這些事實、改變環境、改變人來遷就自

己，但神的恩典夠我用！我決定不再掙扎，因為掙扎只會增加痛

苦，我要去接受這個痛，因為每個痛都是催迫我對生命的感激，對

基督再來的渴慕，也是我對亞樂深切懷念的時刻。 

 

 最近我很喜歡用大自然的天氣來形容我的人生。人生有春、

夏、秋、冬；有晴天、陰天；有藍天白雲、有烏雲滿佈；有太陽，

也有狂風雷暴，有突然傾盆大雨。這一切的出現都是自然定律般，

不能改變。但我感謝主！無論我的人生是在甚麼境況，祂的慈愛從

來沒有離開我！也多謝贐明會的輔導，教會弟兄姊妹的關懷和幫

助，親朋戚友

的支持，陪我

走過這段風風

雨雨的日子。

見到那寶貴的

雨後彩虹！ 

 

二零零七年 

八月十二日 



 

給爸爸的信(原文英文) 陳小姐 
          撰文：陳小姐 

          譯寫：吳慧賢 

 

年紀輕輕的她，面對父親因病厭世，最後以自殺走到人生終

點。心中充滿疑惑，背負著沉重的記憶與情感包袱。縱然未能

完全擺脫夢魘，仍希望藉著不同的釋懷方法，盼有一天能夠衝

破內心枷鎖，面對未來生活的挑戰。她相信活得好，就是對父

親十多年養育之恩最大的回饋。 



親愛的爸爸： 

 

也許你會對這封信感到很奇怪，亦不明白我為甚麼寫這信給你。

事實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甚少交談。但這封信代表了一個特殊的

意義，尤其在你離去後，我們已不能再交談，我只好寫出我內心的感

受。 

 

雖然你在二零零五年已經離去了。但那天的情景仍牢牢印在我的

心中。那天正是十二月五日，當我回到家裡，見到你躺在地上，已是氣

息全無。頸上圍著一個圓圓的傷口，滿屋子警察正在忙著調查你的死

因，母親和姐姐已哭得眼已通紅。多殘酷的一幕！它永不會隨著你的離

去而消失。 

 

 我仍然記得我的小時候，你在假期常帶我們去公園或遊樂場玩。

你喜歡看動物，所以你每次去公園都喜歡看看鴨子和金魚，你也愛看電

視中的動物節目。 

 

自從你患了糖尿病後，你失去了所有的興趣，已甚少和我們出外

遊玩，也不再看電視上的動物節目。在你的生命裡，只有工作，你很少

和我們交談。其實你需要我們的支持和鼓勵，但我們並沒有給予任何支

援。你變得失落和疲累，你的工作消耗你太多的精力，有時更是超出你

的能力所能負擔，但你希望我們活得快樂些，不惜透支自己，我們仍視

作理所當然，沒有給你一點慰藉和感謝，對於你的工作過度而透支能

力，令我深感後悔。我不應該無視你的辛苦工作、不應該白白錯過和你

一起的寶貴時光。 

 



你在一九四零年代出生於中國大陸，當時物質缺乏，政治不穩，

我可以想像得到你那時的艱苦歲月。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你甚至連鞋

子也沒有得穿，食的也不足夠。那些年頭不只鬧飢荒還戰爭連連、人心

惶惶，任誰也吃盡不少苦頭。 

 

當你來到香港，生活質素不見得有甚麼改善。經濟環境仍然不

好，你只好當建築工人來謀生。這是消耗大量體力的工作，為了養育我

們五兄弟姊妹，你只好默默捱下去。尤其當一九九九年伙患上糖尿病

後，體力更差，你的生命更因要給我們好的生活及讀書環境，而加倍損

耗。你最後的希望是我們能受到好的教育，將來有一條易行的路。為

此，你甘願獻上你的生命和所有能力。你對我們這份愛，更令我感到內

疚。你貢獻了所有精力和時間給家庭，自己犧牲了一切享樂和休息，一

切都是為了愛我們，但卻沒有從我們身上收回一絲的安慰。即使到你離

去的那一天，雖然這是家庭中基本的愛，但我們仍未知道如何向你表達

我們的關愛和感激。就是在你生病了，或有不開心的時候，我們仍然未

能給你一絲關愛，這也是促使你不能再繼續前行而選擇結束的主因。其

實我們真的要及時向你表達關愛和感激。唉！你對我們的一份愛，我們

已無法向你表達內心的感激了。 

 

我仍然忘不了你在知道我會考成績時的喜悅，為我的考試成績表

現出色而感到自豪。我現在已考進大學，我會努力學習和關愛家人，這

是我可以為你而做的一點工作。 

 

你的離去，對我和家人來說影響很大，尤其令我心碎及內心充滿

歉意。無論如何，你是永遠令我引以為傲的偉大父親。 

永遠憶念你的女兒 



 

給

同

路

人

的

書

簡 
梅林寶貞 

撰文：梅林寶貞 

在前後不到五年，梅太先後失

去摯愛的丈夫和唯一的女兒。

面對巨變後，她努力與處於困

苦中的哀傷者互勉。一同走過

人生幽谷，期盼他們能再看見

人生彩虹。她希望藉着過來人

的體會及分享，與有心人交流

關懷之道。 



親愛的同路人： 

 

很為你感恩，因聽到你說想不到在失去親人落在悲傷哀痛的時

候，竟可認識一些與自己有相同經歷的人。當很想談及心裏想念的

人時，不會被勸說不要去想；傷心流淚的時候，不會被阻止；軟弱

乏力的時候，不會被迫堅強要拿出勇氣。在人生低谷時，你覺得這

些同路人比相識已久的好朋友更能明白瞭解你的心情，願你都懂得

好好珍惜這份特別的友情，在此我與你分享一些經驗，希望可以幫

助你與他們同行時可以相處得更好。 

 

我們要明白及緊記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因著各自不

同的成長背景及過往經歷，造就出我們每個人有其獨特的性格。各

人喪親的情況及經歷也有異，經濟狀況、支援網絡，包括：親友的

支持及關顧是強或弱？面對的問題及處境是否複雜？有沒有兒女，

是成年還是尚年幼？有沒有宗教信仰等。這種種原因也會影響每一

個人在面對喪親時的反應及經歷哀傷的步伐。性格很多時更會主導

一個人如何去處理哀傷，用什麼態度去面對，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適

應也會有所不同，所以不該要求或期望別人要與自己同步或需跟從

自己的方法，不要批評或論斷別人的進度，該學習多些體諒及接

納，不要對人存偏見或指責。 

 

假若發覺自己的步伐真的好像較別人緩慢或感到進度不及別人

時，也不用太責怪自己或感到不安，認為自己有問題或不長進，要

對自己寬容一些。學習接納及原諒自己有軟弱乏力的時候，給自己

多些時間來慢慢去接受及適應沒有了親人在身邊這事實，療傷過程



中其實很多時候要看有沒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或複雜的問題阻延及影

響，所以不需要跟別人作比較。但當發覺情況嚴重，常出現一些負

面的情緒或消極的想法，甚至一些不理性的行為時，便需儘快找專

業的輔導及幫助。 

 

 很感欣慰知道你願意日後也參與一些關懷喪親者的探訪及服

務，這是很值得鼓勵及欣賞的事。不過要緊記自己雖是過來人，但

並不表示便能夠明白所有哀傷的人的心理及情緒，不要把自己看作

是個專家，不要期望去改變別人或替人解決問題。助人最重要的心

態是以真心誠意去對人，讓對方感受到你願意耐心聆聽、精神上獲

支持、感覺被關心，得

安慰已不錯的了。但在

服務期間若發覺自己的

情緒受影響或被別人的

問題困擾，或感到自己

的承載力不夠及感到疲

累時，也需要尋求專業

的協助及諮詢意見，甚

至需停止服務。助人者

首先要照顧好自己的情

緒及問題，也要懂得如

何處理及釋放自己的情

緒。 

 



在哀傷路上能找

到可互相扶持，彼此

關心的同行者，大家

能成為知心好友確是

一件難得的事。但你

不明白為何有些組員

會選擇離開或拒絕跟

同路人做朋友。其實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

擇及想法，只要當事

人覺得那種生活方式

或方法適合自己，本身覺得有能力應付及感到舒服的便沒有問題。

有些人很需要有空間為自己展開新的篇章，為自己的目標及方向去

重建自己的新生活。其實如此也需要很大的勇氣及決心，所以我們

要尊重每個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我們只要送上誠心的祝福便可以

了。 

 

「分享的快樂會加倍，是雙倍的快樂；分擔的好處，則是痛苦

可減半」，希望日後可以多與你談天，盼望為你分憂和把我的一份

關懷送上。 

 

 祝 生活有力量！ 

梅太 

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 



贐明會簡介 
 

贐明會是一間非政府資助的慈善服務機構，自 1987 年服務香港，

幫助離世者得到安慰和支持，有尊嚴地走完人生的旅程；也協助喪

親者安然地與家人道別，在生死離別的體驗中，重拾信心，重整生

活，再活出精彩的未來。贐明會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會員機構，

亦是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和香港公益金的受惠團體。 

 

服務對象 

● 重病／末期病者及其家屬 

● 喪親人士 

 

服務範圍 

● 哀傷輔導服務 

● 殯儀支援服務 

● 義工訓練及招募 

● 家居及醫院探訪 

● 「過來人」義工服務 

● 社區教育及專業訓練 

 

聯絡方法 

電話：(852) 2361 6606  傳真：(852) 2361 6294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荷樓三樓平台 303-305 室 

網址： www.cccg.org.hk  電郵： cccg@ccc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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