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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做錯了事，母親咬
牙切齒地駡：「死仔，
信唔信我打死你！」與小朋
友玩「猜皇帝」，一邊出包
剪鎚，一邊頓着腳喊：「死
未、死未！」頑皮時戲弄小
姐姐，她哭喊道：「睇你幾
時死！」

「幾時死」？我屈指數
數，最年長的爺爺應會最先
死，跟着順序父、母、兄、
姊 ……， 對 呀，「 你 死 時
我 都 未 死， 有 排 都 未 輪 到
我」，我才不怕咧！你呢？

未知死
「死」這個字，從小便植入腦中，只是從來不知道
「死」
是怎樣的。一次父親帶着我們到港島大坑虎豹別墅
玩，內裏有一幅很大的壁畫，繪出了傳說中的
「十八層
地獄」
，父親解說道：一個人生前做了壞事，死後閻王
會跟他算帳，施以懲罰，說謊的會被鈎脷筋，害人的要
落油鍋做油炸鬼……；看着聽着，我嚇得連忙雙手緊緊
掩住咀巴，因為我曾說過不少謊話呢！
「睇你點死」
這話聽得多，有時真的會想，自己將會
怎樣死掉。小學五年班時一位美術老師告訴我們他幼時
的尋死實驗：幾個同學決定先試試上吊，中簽的他以為
若辛苦趕快把繩扯開便可，怎知繩結索在脖子上，手腳
都不聽指揮了，幸得同學趕得及解救，否則一命嗚呼。
於是，我告訴自己，即使要找死，也切勿上吊。

Tomai
死後往哪裏去？今天成年人傾向於保護孩子的情
緒，盡量輕描淡寫地告訴說
「爺爺睡著了」
、
「嫲嫲到很
遠的地方旅行去了」
、
「爸爸飛了去外太空」……小朋友
少有
「落地獄」的想法，年紀較小的會善良地希望死者
會回到身邊，認為
「人死後便到醫院，打針做手術後便
會康復」
；較年長的小朋友則覺得，因為乖便可以
「上
天堂」
，
「上了去就不可以落番嚟」
，若飼養的小動物死
了，除了小龜會到
「海天堂」
外，小朋友希望牠們都可以
「上天國，然後再投胎……有機會變成人」
。
當家長減少了駡子女
「死仔」
，對他們極盡保護的同
時，孩子們卻未懂得珍惜生命，動輒因小事而尋死，令
很多父母不知所措。郭志英姑娘指出：
「兒童接觸死亡
的機會比我們想像還要多，而且他們對死亡充滿想像及
好奇，故我們應正視兒童生死教育。」
今天起，別再讓
小朋友
「未知死」
，正如郭姑娘所言：
「面對逆境，從尊
重生命開始。」

這些都是上世紀的故事，隨著時代的變遷，現今的
小朋友對
「點樣死」
的想法也改變了，
「在好高跳落嚟」
、
「被人用刀插死」
、
「被車車死」
、
「食毒品就會死」
等等，
（部份資料來源：明愛向晴軒危機專線及教育中心兒童
都是日常新聞故事留下的印象。年紀較大的則會明白死
生死教育新聞稿）
亡的內在因素，
「動物、植物、全世界的人都會遇到死
亡」
、
「人老了病了就會死亡」
，
「因為人生是一個歷程」
。
面對死亡，麥康元和張潤衡堅毅地走上豐盛人
吳子樂先生指出，小朋友若明白到，死亡就是所有功能
生路，梅太的小女兒反過來帶給母親正能量；贐明
停止 ( 包括較具體的功能如視覺、聽覺、觸覺，以及較
會和感知花園正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生命教育。我
抽象的功能如思考、感覺等 )，才算真正掌握對死亡現
們一一走訪，希望為這嚴肅的話題，帶出七色的彩
象的認知，但年紀較小的兒童未必能完全明白
「所有功
虹。
能停止」
是甚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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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生命的妙藥
生與死，是否真的是老生
常談？面對死亡，你和我都可
能被殺個措手不及。但如果我
告訴你，有些人自懂事以來已
要和死神搏鬥，你又會否為自
己的無奈與幼稚感到汗顏？
康元只有二十多歲，但他
進出醫院的日子，卻可能比你和我多。十一歲時證實患
上腦癌，直到現在，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手術和復康療
程，造就了今天樂天知命的康元。

Shirley，Ada Tong，Tomai
有把他打殘，他仍存有積極樂觀的心境。媽媽曾對他
說，只要生命仍在，就仍有希望。各種治療為他帶來很
多後遺症，但都被他一一化解：脫髮麼？他干脆剪個陸
軍裝；右肢不協調嘛？他感謝媽媽給他一隻可以做同樣
工作的左手；記憶衰退了？採取今天的事今天做的處事
習慣；要離開棒球隊？他積極地轉打籃球、游泳、行
山……。我們都相信，因為康元有一位正面堅強又樂觀
的媽媽，所以造了一個能在逆境中不屈不撓、力求生存
的兒子。

當初沒有人告訴他患了甚麼病，雖然常嘔吐，但因
為經常發生，早已習以為常。後來住進醫院接受化療
時，目送同房很多病友逐一離開，面對生離死別，他反
而覺得死亡是一樁平常事，媽媽亦常安慰他說︰「十八
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所以，他亦接受自己會有離去的
一天，絲毫不感到害怕。

在康元身上，我們找到現今年輕人少有的積極。康
元現在經常返回醫院當義工。雖然，每次不一定會和小
病友分享自己的經歷，但他樂於
分擔他們的病痛。正因為是過來
人，有時他甚至比親人更了解病
友，有時病者親友也會詢問他各
種病况及用藥反應。這過來人的
出現，正好為病者帶來希望，只
要有信念，肯堅持，定有康復的
一天。康元在探訪病友中，體會
到
「施比受更有福」
的道理，所以
他樂於和別人分享自己的經歷，
也期望能把關懷送給有需要的
人。

眼前的康元可稱得上為陽光少年，愛笑，思想也正
面。閒談中，他多次強調
「樂觀」
二字。我們發覺疾病未

我們深深感受到康元母子擁有
「樂觀」
這妙藥帶出的
力量，祝願他能繼續為患病的小朋友獻出真誠的愛。

十一歲，正值青少年最活躍的發育階段，少年棒球
隊隊員康元卻被證實患上重病。自此之後，進出醫院成
為家常便飯，連最心愛的運動也得放棄，但他沒有氣
餒，也沒有被打敗。樂觀的康元未有怪罪沒跟他一起玩
的同學，更不覺得別人在排斥他，只是自己的確沒有別
人似的精力，可參加那麼多活動。

永不言敗 WHY?
張 潤 衡 先 生
（Stanley）
，十二歲那年
參加八仙嶺遠足活動時
遇上山火，全身六成皮
膚燒傷，右手五根指頭
盡失，右眼及右耳機能
受創，差點喪命。曾經
想過自殺的 Stanley，在
家人、教會弟兄及朋友
的支持和鼓勵下，經過多番努力，克服了種種障礙，終
能在美國三藩市州立大學修畢心理學，並在香港中文大
學完成社會工作系碩士課程，更於 2009 年獲選為香港十
大傑出青年之一。

Ferry，Ada Chan，Stella
同的障礙，如何去破除這些障礙，亦可說是一種智慧。
對他來說，面對人生逆境到完成目標，全憑自己一鼓作
氣的個性。Stanley 認為，人生是要自己主動踏出第一步
去爭取的，只要落實了目標，就會身體力行去完成；即
使是昔日八仙嶺遠足在他身心留下陰影，他也相約老師
同行，跨越以前自己未完成的路程，成就自己。因此，
他秉持著這不屈的精神，幫助其他人訂立目標，以獲豐
盛精彩的人生。
「既然死亡是不能控制的，就要好好的活下去，珍
惜生存的時間。」
Stanley 這種不屈不撓、勇於學習和尋
求解決辦法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仿傚，但願年青人都
能珍惜生命，活出燦爛的人生！

目前，Stanley 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學
（生命教育與
價值教育）
博士研究生，也是一位年青社工，常獲邀到
學校及其他場合，分享自己的見證。因為希望畢業後能
夠幫助更多人，他很重視生命教育，對人生觀也有自己
一套的看法。重傷康復後，只要有空餘時間，他便會想
天想地想人生，並覺得個人應懂得思考自己的存在意義
與價值，才不枉此生；他經常用
「WHY」
去探討人生的
意義和人生何求，透過反思現在的生活尋找答案的過
程，了解世界的真理。
除此之外，Stanley 覺得每個人都應為自己訂立目
標，為了目標去拼搏才算有人生。目標面前會有各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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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我走過哀傷的守護天使
女兒在三歲多便開始看到她
的爸爸因腦癌接受了多次
手術，經常進出醫院，
小小心靈可能也明白病
痛是怎樣折磨傷害爸爸的
健康。
從小便上主日學的她，相
信父親在天堂裡，沒有了病痛，快
樂輕鬆地逍遙過日子，更可以自由自在飛到世界各地的
上空去觀看他喜歡的足球賽，並且已成為一個有翅膀的
天使，在天上守護著她。
平日她會很自然地跟相片中的爸爸傾談，告訴他一
些學校及生活上有趣的開心事，看來爸爸仍然活在她的
生命裡，沒有離開過。不過，在她畫的一家三口樂也融
融的圖畫中，爸爸的頭上已加上了一個光環，又或背上
有一對翅膀，我因此知道女兒是理解及接受父親已離世
這事實。
丈夫去世初期，我少不免也會因思念而哀傷流淚，
只有六歲的女兒會反過來安慰及提醒我，身邊仍有她愛
着我、陪伴我。也許，在她印象中，爸爸是個大忙人，
所以她曾說我們可以假設爸爸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工作
及開會，雖然不能陪伴在我們身旁，但一定仍是十分愛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好好照顧自己，可以開心健康地生
活。

贐明會——讓活的好過
贐明會是一間非政府
資助的慈善服務機構，目
標是讓即將離世者 ( 重病或
末期病患人士 ) 得到安慰和
支持，也協助喪親、處於
哀傷期的人士安然地與家
人道別，在生離死別中重
拾信心，重整生活規律。
從下面統計資料，可略知該會工作情況：
詳 情 可 參 閱 : HYPERLINK "http://www.cccg.org.hk"
http://www.cccg.org.hk
死亡是神秘的，突如其來的轉變，不論成人或小
孩，都會感到不安、徬徨、恐懼和無助。社工戴姑娘以
過來人的身份，細訴兒童面對死亡的感受及價值觀的轉
變，分享該段期間家人的關愛及父母長輩身教之重要。
孩子不似成人般懂得表達自己，若成人不讓他們勇敢地
正面面對死亡，不允許思念，不允許哀傷，他們會感到
無所適從，身心發展亦深受影響；故此，大人們要尊重
孩子的空間，願意聆聽，使之感到被愛和安全。
面對生命的終結，往往觸發起人們尋求生命的意
義，過程中所承受的肉體和心靈上的壓力是沉重的。不
同的思維發展，會影響孩子掌握死亡這個概念與認知，
亦會影響他們怎樣去經歷哀傷。在面對親人死亡時，大
人先要照顧好自己，讓自己先堅強起來，不要老是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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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 梅林寶貞
女兒很有心思，她用手工紙造了一個盒子，她說這
是一個天堂信箱，每當我們想念爸爸時，可以把想說的
話寫下放入箱內，也可以繼續製作一些小手工或心意卡
送給爸爸，女兒這意念也幫助了我，找到宣洩情緒的出
路。
我曾告訴女兒，若思念爸爸時可以哭，這也是正常
表達不開心的表現。但女兒說想起爸爸時，盡是她與爸
爸的快樂片段，這些開心回憶仍令她感到無比溫暖及甜
絲絲，所以她明白爸爸只是身體離開了，但他的愛卻仍
圍繞著她，永遠在她心內。
女兒的表現令我體會到，孩童也有他們個人獨特的
處理哀傷、面對死亡的想法及行為，我們也可從孩子身
上得到啟示，這有賴以往與女兒有很多傾談、溝通和分
享的機會。孩子因為了解父母的心情狀況，所以在我人
生最軟弱傷痛時，她反成為陪伴我走過哀傷的守護天
使，幫助我渡過最困難的日子。
編者：這位可愛的女兒，也在未夠十一歲那年，因突然
感染急性腦炎及併發急性腎衰竭，
入院不足 24 小時便離世，在天家
陪伴她心愛的爸爸了！梅太經歷
這樣沉重的傷痛後，十多年來，
在
「贐明會」擔任義工，決意與
喪親的朋友同行，陪伴他們走
出幽谷，一起活出彩虹。

沙爾，Wendy
感抑壓，而應採取開放態度，直接向孩子解釋死亡，坦
誠傾訴自己的感受，並成為孩子的安全網和支持者，以
及表達情感的學習榜樣，這都有助他們學習如何面對哀
傷。另一方面，成人忌用委婉間接的說法，或嘗試要求
孩子盡快獨立和擔當起離世親人的角色，避免令孩子感
到困惑，承受過大的壓力。戴姑娘認為：
「關懷與扶持
是相輔相承的，孩子往往亦會為家長帶來安慰與力量。」
贐明會的社工，會透過不同
「Art Therapy」或
「Play
Therapy」
等活動，幫助喪親的孩子抒發內心感受，協助
他們渡過傷痛的日子。
「Art Therapy」
透過圖畫表達，讓
孩子感受到被聆聽。
「Play Therapy」
以說故事的形式，
利用植物或小動物的死亡經驗，向孩子解釋人生的生命
圖，又通過不同的角色扮演，根據孩子的反應，引導他
們接受親人離逝的事實，並提供寫信、畫畫等具體方法
助之憶念離去的親人，抒發內心感受。有時，有些孩子
會認為親人是因自己而死亡，感到內疚，社工便會清楚
地解釋事實與他們無關；有些又會認為親人是因某些人
的錯誤而離逝，心內充滿困擾與忿怒，這時，贐明會的
玩偶—「不倒翁」
就慘變成他們發洩情緒的犧牲品。
戴姑娘認為，在現今社會風氣及傳媒渲染下，孩子
不懂如何正確面對死亡，領略生命的意義，故必須加以
引導，讓他們在成長過程不斷的歷練中，發掘生命的意
義，並在心靈裡消化。從事多年社區輔導的她希望向
受助者和大眾宣揚：
「死不重要，讓活的好過，不帶遺
憾，學懂珍惜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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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大自然訴說生命

Rainbow，寶貞，Nada

在一個微雨的下午，我們來到香港盲人輔導會的朝
陽宿舍，在社工陳先生的安排下，訪問了三位年約四十
過外，有視障和輕度智障的學員：阿瑤、Johnny 和佩玲，
了解他們對死亡的看法。

大自然的法則，他們在認識生、老、病、死的歷程中，
漸漸明白珍惜此刻所擁有的道理，並改變了他們對人生
的態度，更積極面對病患和死亡的挑戰；而在飼養小動
物、培植花草植物的時候，更消卻他們對死亡的恐懼。

在和他們一起分享生與死這個看來既嚴肅卻又模糊
的問題的過程中，我們發覺他們是憑感覺看世界，以心
眼觀事情，比我們用眼睛看的更多、更清楚。我們深深
體會到：生命，原來是可以用耳去傾聽，用感動去細訴。

三位學員個性單純和樂觀，對死亡的態度表現豁
達，這與院舍對他們的教育不無關係。每當有學員或親
友離世時，院舍都會輔導他們，也會透過追思會協助學
員釋放他們哀傷的情懷，並提供一個公開的機會向亡者
表達惜別之情。

社工陳先生指出，入住朝陽宿舍的學員都是一群年
滿十五歲或以上而患有視障及智障的人士，而現居的學
員，大多已在中心生活了二十多年。中心除了為學員提
供終老的照顧服務外，也提供不少多元化的生活訓練。
最特別的是，中心為學員設立了一個
「感知花園」
，作為
推行生命教育的題材。
據知，
「感知花園」已成立多年，栽種過不少的花
草，如白蘭花、薄荷葉和九層塔，又飼養過一些小魚和
小龜，在花園裡也可以聽到預錄的鳥鳴聲；這些都是
用來刺激學員的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令他們在體
能、認知、情緒和社交方面都得到鍛煉。
被訪的學員們分享說，他們在飼養小動物和栽種花
草的過程中，慢慢瞭解到生命本質的限制，生死榮衰乃

在宿舍內，職員不時鼓勵學員參與助人的工作，如
售賣小物品予公公、婆婆等，他們亦不忘推動學員參加
區內的表演活動及參加在香港以外舉辦的交流會，並陪
同學員到境外遊覽。這些活動增添了學員對生命的投入
感，讓他們體會到生命的寬闊，從而接受生命的有限，
活在當下。旁人聽到他們講述幫助公公婆婆的經驗，也
不難被他們樂於助人的態度所感染。
學員將自己所學到的技能，去幫助院內有需要的朋
友，此種推己及人的快樂，就好像向我們奏起一曲
「快
樂人生」
的樂章，喚起我們對生命的尊重，珍惜同在的
可貴。我們僅送上一句話：
「生命是會受傷，需要你我
去關愛。」
共勉之。

後記
生與死，是我們真正的經歷，也是一份歷練，更是對生命的一種肯定。生命中難免有困苦的時候，Stanley 能夠衝
破各種障礙，跌倒後堅持再站起來，不會只注視著眼前或以往的痛苦，反而在困苦中積極進取，讓困難推動自己
成長，向著目標前進，終能獲得成功和認同。而康元和他的母親則擁有樂觀開朗的性格，令他們有力量積極面對
困難，走出死亡，並精采地生活至今。突如其來的黑暗縱然使人害怕，但卻更能感受到身旁的所有！他們對生命
的從容和豁達，對你又可有啟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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