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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撒路精神
本著基督的慈愛並永生的盼望，
關顧病危者及其家人，
希望他/她們能得著豐盛生命。
我們相信：

愛在永恒中

Lazarus Spirit
In Christ's compassion and in the hope of eternal life,
To Care terminal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Hope they will receive Abundant Life.
We believe:

Love inEt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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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報告
CEO Report
二零一一年是拉撒路會繁忙的一年，二月舉辦
了全香港中學生「生死教育」徵文比賽，十月舉辦
了以音樂渡過「哀傷過程」的工作坊，十一月舉辦
了紓緩關懷講座及徵文比賽頒獎禮。
「生死教育」徵文比賽是本會第一次新嘗試，
在全港五百五十多間中學，有來自一百一十間中學
的同學參加，是我們意料之外，這引證了這比賽的
認受性。有不少文章是同學們真實的故事，感人肺
腑。今次的比賽讓我們發現在支援青少年面對哀傷
的服務是很缺乏，希望有心人士可以為這些少年人
付出多一點。
承蒙善寧會的協助，我們揀選了二十篇參賽文

馮家柏醫生
Dr. Fung Ka Pak

章編印成書，在今年十月分派全港中學，作為在這
方面的參考資料。

生死教育是紓緩關懷的重要預前工作，能在青少年開始便認識死亡、討論死亡，有助他 / 她們
將來去面對親朋的離世、或甚至是自己的離世，可減輕哀傷所帶來負面的衝擊。若環境許可，我們
希望再舉行類似的活動，希望各位能給予支持。
在今年七月兩位年青人士在沙頭角鹿頸的屏南石澗遇溺死亡，本會為他們舉行了一個追思會，
讓他們的朋友用文字表達他 / 她們的哀傷。
「只要我們彼此相愛，並把它珍藏在心裏，我們即使死了也不會真正地消亡。你創造的愛依然
存在著。所有記憶依然存在著。你仍然活著──活在每一個你觸模過愛撫過的人的心中。 …… 死亡
終結了生命，但沒有終結了感情的連系。」 ～莫里《相約星期二》
今年五月起，本會新的義工隊分別在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葛量洪醫院接觸晚期病人，求
主與她們同在並親自安慰那些病人。

拉撒路會

4

總幹事報告
CEO Report
2011 was a busy year for Lazarus,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in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for all the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was commenced in February. In October, we had the Music
Workshops in Grief. In November, we had the Seminar Series in Palliative Care, and the Award
Presenting Ceremony of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Writing Competition in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was a new trial for us. To our surprise, among
the 550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110 schools participated. This response reflected the
need of the schools. Many of the submitted essays composed of real stories and real feelings of the
students, and were very touching. This competition also revealed the fact that the support for the
teenage grievers was very insufficient. We hoped people with compassion can offer them more
support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Hospice Care, we succeeded to publish
a book from twenty outstanding essays in the competition, which is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all the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regarded to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as a preparation well before death, is very important for Palliative
Care. If people begin to know death and discuss about death in teenage, their grief responds when
facing death in future will be better. If conditions allow and if there are supports, we hope to hold
more of such activities.
In July this year, two young men died in an accident during a mountain trip. We held a memorial
tribute for the friends of the two victims, and encouraged them to use word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memories.
Since May 2012, the new team of our volunteers began their services to contact terminal
patients in Palliative Day Care Centre of the Pamela Youde Nethersole Eastern Hospital, and
Grantham Hospital. May The Lord stay together with them and comfort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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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簡報
Summary of Events
2011-02-14 - 2011-11-19

2011 全香港中學生

『生

死 教育』徵文比賽

主題：

死，離別之痛？ 愛 是 . . . . . . 不 止 息 ？
死

在善終關懷中，病人及家人對死的認識及接
受，會減輕他 / 她們的情緒反應。所以生死教育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預前工作，因此在二零一一年，
我們舉辦了一次全香港中學生「生死教育」徵文
比賽，在全港五百五十多間中學中，有來自一百
一十間中學的同學參加。參賽文章不乏真實故事
及真實感受，感人肺腑。比賽剛開始，便發生了
日本大海嘯，所以比賽便延伸至北京、上海、深
圳及廣州，邀請中學同學作友誼性參與。
在撰寫編者話時，更能感受到每位同學內心
的哀傷，小小的年紀，便要面對生離死別的痛
苦。當看到同學們一段接一段活生生的片段時，
心怎能不酸，淚怎能不流。
這次比賽，讓我們有機會從青少年的內心世
界，深深地體驗生命中「愛」的重要，人是天賦
有「情」的創造物，若果沒有愛，天地何以為
立？
這次比賽亦讓我們知道，社會在處理童年及
青少年哀傷的資源上是非常貧乏，希望政府及各
界人士可以關懷多一點、付出多一點。童年及青
少年時的哀傷，若果得不到妥善的紓緩，會潛伏
很長時間，影響整全健康生命的建立。

最後要鳴謝是次徵文比賽的名譽顧問團、名
譽評判團、義工隊、各中學校長的鼓勵、及同學
的參與，讓比賽得以完成。在香港中學的「生死
教育」路上，寫下一個里程碑。
義工隊：
彭婉儀女士、林鳳琴女士、黃麗嬋女士、周梅玉
女士、劉停女女士、陳慧貞女士、林麗青小姐、
羅少楷先生、柯麗娜女士、區藹鸞女士。
名譽評判團：
王偉明先生、沈茂光醫生、李柏雄校長、周惠賢
博士、胡國賢先生、胡燕青女士、陸亮博士、陳
寶安博士、黃金月教授、劉偉成先生、羅乃萱女
士、關瑞文教授。
名譽顧問團：
王鳴博士、王載寶教授、李石玉如校長、沈茂
光醫生、高永文醫生、陳麗雲教授、 張灼祥校
長、梁智鴻醫生、謝俊仁醫生、羅乃萱女士。
所有參賽作品，已上載到本會網頁：
www.lazarus.hk ，歡迎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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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簡報
Summary of Events
In Palliative Care, knowledge and acceptance of death of both the patients and the family
members will lessen their emotions when facing the truth. Therefore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preparation. So we held a writing competition in 2011, for all the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Out of the total of 550 secondary schools, 110 schools participated. Many of the
submitted papers consisted of real stories and real feelings, and were very touching. Soon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mpetition, the great tsunami happened in Japan, so we extended the
competition to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nd invited some students to join the
competition.
When writing the editor's comments, the inner feelings of the students can be felt more
thoroughly. They have to face the pains of separation when they were children. When reading their life
stories one after the other, it was not possible to read without the feelings of bitterness and without
tears.
Through this competition, we knew more of the inner worlds of the teenagers, and realized the
important of Love. Human is a creature built of sentiment, without Love, how can we survive?
This competition also revealed the fact that the resources in supporting the child and teenage
grievers were very insufficient. We hope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od hearted groups can offer them
more supports. If the grief in young age is not solved properly, it will hide for a very long period and
would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y holistic life.
Finally, we have to acknowledge the following groups of supporters: Honorary Consultants,
Honorary Adjudicators, Volunteer Team, School Principals and Students, without their participations,
the competition cannot be success and cannot be made as a bench mark for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in youth.
Volunteer Team:
Ms. Pang Yuen Yi, Ms. Lam Fung Kam, Ms. Wong Lai Sim, Ms. Chow Muk Yuk, Ms lau Ting Lui, Ms
Chan Wai Ching, Ms. Lam Lai Ching, Mr. Law Siu Kei, Ms. Cecilia Or, Ms. Susana Au.
Honorary Adjudicators:
Mr. Wong Wai Ming, Dr. Michael Shum, Dr. Li Pak Hung, Dr. Chow Wai Yin, Mr. Woo Kwok Yin, Mrs.
Ho Wu Yin Ching, Dr. Luk Leung, Dr. Chan Po On, Professor Wong Kam Yuet, Mr. Lau Wai Shing, Ms.
Shirley Loo, Professor Kwan Shui Man.
Honorary Consultants:
Dr. Rosanna Wong Yick Ming, Professor Paul Wong, Mrs. Ruth Lee, Dr. Michael Shum, Dr. Go Wing
Man, Professor Cecilia Chan Lai Wan, Mr. Terence Chang, Dr. Leong Che Hung, Dr. Tse Chun Yan,
Ms. Shirley Loo.
All the submitted papers were uploaded in our website: www.lazaru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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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簡報
Summary of Events
2011 全香港中學生『

生
死 教育』徵文比賽

《藏在心裏的愛》
死亡說近不近，說遠不遠，因
為它悄悄地溜到我們之間。誰不怕
死亡？但只要與死亡擦身，卻令你
發現有無數的希望和愛因它而來。

得獎作品
中一組冠軍：蔣仁如同學 ( 聖保羅男女中學 )
們不如弄一個歡送派對取代喪禮
吧 ! 」說起來容易，但始於是喪失
至親的家人，難逃切膚之痛。

我在收拾姊姊的遺物時，無意
在前年的春天，萬物充滿生機時，
中發現了她的日記，裏面寫着我和
死亡之神卻臨到我們家中。記得那
姊姊因一些芝麻小事而反目的事
天是個星期一，放學回家後，發現
件，原來她也想跟我和好，可是為
家中的氣氛跟平常不同，平常家裏
了面子，又不敢說出來，這都一一
總是吵吵吵鬧鬧的，現在大家亦神
紀錄在她的日記簿裏。而且還有一
謝俊仁醫生頒發獎杯給蔣仁如同學
色凝重了。我亦不敢多說話，徑自
件事，我發現姊姊對死亡做好準
走到房間裏。我從妹妹口中得知，原來姊姊患上感
備，在別人眼中好像是一件不吉利的事，但她卻覺
冒了 ! 哼 ! 還以為有甚麼大事發生，甚麼破產等，
得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覺得死後與神同在是一件
原來是這雞毛蒜皮的小事，我不屑地想着。
美好的事。
已經是星期三了，我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家，卻發
現家裏並沒有人，感到有點兒奇怪，在書桌上發現
一張便條貼，發現姊姊進了醫院，爸媽正在照顧
她，而妹妹則在隔鄰的張太太家中做功課。我的身
突然一顫，我突然覺得死亡很接近，我卻無能為
力，我覺得很彷徨、無助。不過我和姊姊始終是火
星撞地球，我們之間根本沒有甚麼親情 , 我倆只有
怨恨和憤怒。「怕甚麼，姊姊向來身體都很強壯，
她一定會痊癒的。」我自己安慰自己道。之後，便
埋頭苦幹。
星期五，當我還在上課的時候，班主任羅老師面
色沉重地把我帶到校務處去 , 之後便接到媽媽的電
話說姊姊因為感冒菌擴散到腦部，在今早不敵病
魔，去世了。我拿着已掛線的電話，帶着的呆滯目
光看着羅老師，她走過來安慰我，我卻沒有痛哭，
皆因我腦袋裏是一片空白。
死亡是甚麼來的？我從來沒有跟它打過交道，為
甚麼當我最討厭的人死去，我卻是痛徹心脾。回到
家裏，爸媽和妹妹都在痛哭中，我被他們的哭聲感
染了，也加入一起哭了。當淚水已被我們哭得乾
涸，爸爸強忍着淚水，對我們說：「姊姊被神接回
天家了，我們理應感到高興，而她生前最愛笑，我

到了「歡送派對」的那一天，親朋戚友都強忍着
淚水，唱出一首又一首姊姊生前最愛的詩歌。當我
要上台致詞時，我吞了吞口水，緩緩地說：「因為
經歷過死亡，才會更珍惜眼前所有事物。我之前經
常跟姊姊發生爭執，我恨不得她立即消失，但當她
真 的 消 失 了 ， 我 ...... 我 非 常 想 念 她 ， 自 覺 很 遺
憾，未能好好把握跟她一起生活的日子。」我已忍
不住哭了出來，我帶着內疚和痛心的心情，總算撐
到儀式的最後一刻。
家裏安靜得連一隻蚊子飛過也聽到，大家似乎對
姊姊的死亦耿耿於懷，突然響起「叮噹」的門鈴
聲，爸爸打開門，看到林牧師和幾位教友，他們特
意前來幫助及鼓勵我們。林牧師說的一句話，我現
在也歷歷在目，他告訴我們姊姊曾經與他一起談及
死亡，她毫不避忌地說，若果有一天，天父真的要
接她回天家，她最想與二妹收復好姊妹關係，因為
她一直深愛着你，她希望用愛去感動你，可惜事與
願遺，她這麼年輕就安息主懷。希望你們可以重新
啟航，把姊姊的愛傳揚開去。
現在事隔兩年，傷口依然存在，我們經常會想念
姊姊，但我們知道愛是永恆不變，所以我們忘記背
後，努力向前，過着充實和充滿愛的生活。
(1305 字 )

編者話：珍惜眼前人
如仁如同學所言，在現實中，死亡離我們不遠，
它會靜悄悄地便溜到我們的中間，在我們不為意的
時候，它已握住了我們摯親的人之手。這事實已發
生在四川大地震、東南亞大海潚、日本大地震等，
在瞬刻間，我們便失去了摯愛的人。

在真實中，這篇文章裏的姊姊並沒有離世，她仍
活着，仁如只是用聯想的心態，撰寫這篇文章，假
設若果姊姊真的離世，她內心可能會出現的情緒。
但在撰寫這篇文章時，即使只是面對假設死亡的威
脅，心裏亦已感受那種離別之痛，然後才發現原來
姊姊在她心中的重要，這感受啟迪作者要懂得珍惜
眼前人，最後這篇文章促使兩姐妹坦誠地復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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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簡報
Summary of Events
2011 全香港中學生『

生
死 教育』徵文比賽

得無比。文章內的情是真實的，只要與死亡擦身，
便發現無數的希望和愛會因它而來。
這經歷引證了一句在論語的話，「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每當人面對死亡或死亡的威脅時，總會

《內心的捲軸畫》
人，走到了盡頭便是死亡。雖
說人赤祼祼地來，赤裸裸地走，但
在生與死之間有著美麗又值得回憶
的過程，這個過程雖不是每個人一
樣，但對每一個人都是有著獨特的
意義。「不經歷風雨，怎麼見彩
虹？」人，正是因為失去過、痛
過，才會學懂珍惜，不是嗎？

得獎作品
讓這善心展現，這是人性，這可能是因為人性本
善，或許是在每個人心中早已有一個為善的律。所
以珍惜眼前人，是人生重要的一課。天若有情天亦
老，月如無恨月常圓。

中二組季軍：胡敏儀同學 (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
求可以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洋娃
娃。但是爸爸認為洋娃娃是無聊的
玩意，所以把別人送我的洋娃娃通
通都送去慈善機構。爸爸總不懂
我，我只是一個女孩子，我只想和
別人一樣擁有一個我愛的玩具，要
回我開心的童年。幸好，祖母總會
藏著一個洋娃娃給我，令我開心得
不得了。還是祖母最懂我。

我最後一次看見祖母時，她身
謝俊仁醫生頒發獎杯給胡敏儀同學
穿厚厚的壽衣，安詳地躺在那黃色
現在，沒有人可以把我心愛得
的毛氈上。我第一次看見，原來祖母的眼睫毛是那
東西留給我了，也沒有人真正懂我了。
麼長，卻那麼僵硬。
在我需要她的時候，她的手鬆開了，我就如從雲
雖似在同一世界，我站在祖母面前，伸手上前想
端跌進谷底，遍體鱗傷。更痛的是我的心。我的心
抱抱祖母，但我怎樣也抱不到，甚至連觸碰一下也
承受不了被拋下的感覺，走到那裡都覺得沒有安全
不行。我用盡全力拍打那塊玻璃，只為要抱一下祖
感，甚至痛得快要不能呼吸了，空氣中被誰抽走了
母。淚，一滴滴不停地滴在冰冷的玻璃上，但那塊
氧。
狠心的玻璃卻毫不心軟。雖站在祖母的身邊，可是
世界就像幅缺了角的捲軸畫，不再完整了。
她的世界，我是怎樣也觸不到。不管我跪在旁邊怎
第二天的清晨，窗外的天空下著滂沱大雨，好像
樣嚎聲大哭，祖母只是安靜的躺著，不再有安慰，
也為我感到悲傷。我淋著雨，滴滴答答的打在我身
不再有溫暖的懷抱，不管我怎樣傷心欲絕，她的臉
上。回到學校，校裙溼得滲出水來，濕漉漉的裙子
上總是那麼平靜。
很沉重。用了全身的力氣，好不容易的捱到課室門
祖母不似是這般狠心的。祖母一直都疼我寵我，
口。同學們看見我，一臉愕然，相繼的走到我面
就連在病床上的最後一句話，也是有氣無力的說要
前，輕輕的撫撫背，好讓我安靜下來，溫柔的問：
和我到茶樓喝茶。
「不要哭，發生什麼事了？」一邊說，一邊忙著替
上茶樓喝茶？那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我家不太
我把身擦乾，害怕我著涼。我的心裏雖藏著萬分感
富裕，但只要我開聲要去，祖母都會答允。每次上
動，但提不起分毫力氣來表達。
到茶樓，祖母都會點上我最喜歡吃的「蝦餃」，然
坐在課室，朋友們圍在一起，在我身邊耐心安
後祖母為自己點了最飽肚的包子──但其實她最喜
慰，直到上課的鐘聲響起。各人都依依不捨地從我
歡吃的是「燒賣」。因為我要的點心是「大點」，
身邊離開，回到自己的座位。
大一點，貴一點，祖母滿足了我的要求，自己卻不
今天的課室格外靜謐。茫然呆望前方，朋友們雖
捨得吃其他點心了。然而每次我都在祖母不為意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但眼光卻一直沒有離開。她們
時，在點心紙上剔上「燒賣」。
不時轉過頭來，用著憐憫卻又無奈的眼神看著我，
現在要一家人齊整的上茶樓，不再是一件可能的
明明很想上前安慰，卻又不知該如何開口。大家坐
事；要大家開開心心地上茶樓飲茶，也不是一件容
在座位上，想動又不可，想開口，卻又害怕我再流
易的是；要人為我點上「蝦餃」，也不容易了。
淚。
祖母會把最好的留給我。自小我便與祖母一起生
活，祖母最疼愛我。我最喜歡洋娃娃，一直夢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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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她們的舉動，看見她們的眼神，心裏也感到
不安。心裏突然想：「我是否不應再哭了？令你們
也覺得憂傷了，我不應該讓你們擔心，我也不想你
們為我而感到傷心。」
看見同學們為我擔憂，我想，是時候把自己的淚
收起了。
這也是祖母教我的，祖母教我的一切──就算是
一字一句──我都銘記於心。幼時祖母教我認字，
說每一個字都有著它的意義。祖母在紙上寫了
「孝」和「義」兩字。教我「孝」是要我孝順父
母，善待雙親；「義」從羊字和我字，教我純潔，
要做一個乖小孩，更要懂得知恩圖報，有時候也要
關心身邊的人。

得獎作品
人死不能復生，我還是要繼續我的生活，把我從
祖母身上學到的東西，好好運用出來，把祖母的愛
延續下去。我們悲傷，是因為我們曾經愛過；我們
痛苦，是因為我們曾經擁有過。我們常因失去的事
情而嗟嘆，但往往忘了為現在擁有的而感恩。其實
在我身邊還有很多人關心我，我不應該把失落的氣
氛傳開，我不要再流淚，不能太自我而使朋友們擔
心。
雨停了，風也靜止了，陽光漸漸露出。我拿著祖
母所送的筆，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將每分每刻
開心的時光寫下，把每月每日值得珍惜的人和情記
錄。紙上保存我和祖母的一切，還可跟朋友分享祖
母和我的愛。
就把這幅捲軸展開，讓我一筆一筆的畫下去。
(1802 字 )

參賽後感想：
祖母過世已經一年了，這一年來，都沒什麼特
別，只是每次一間人上茶樓開少了一個位，身邊少
了一個人。
祖母離世後的那幾天，都一個人坐在一個黑漆漆
的房間裏，呆呆的望著窗外的景色，望著天空，
「祖母你現在怎樣了，過的好嗎？我很想你」。身
邊每一個人的嘴角都掛著一絲絲的苦，看見身邊的
人，要怎樣叫自己開心？

編者話：雨滴空階
蝦餃、燒賣，對於很多人而言，是味道上、價錢
上、或喜好上的分別而已。但對於敏儀而言，卻是
一種雨滴空階，點滴在心頭的感覺。
一位十二、三歲的女孩子，仍未可以完全獨立及
自處，正需要別人的愛護及引導。但很不幸，一直
照顧她的人卻離她而去。
一直陪伴敏儀長大的祖母，是敏儀最痛愛的人、
是她的老師、是她的擋箭牌、是最明白她的人。祖
母的離去，使她失去安全感、有被拋下的感覺、甚
至像缺氧那樣無法呼吸、無法活下去。她的內心世
界就像一幅缺了角的畫，不再完整了。

雖然面對親人的離世是一段很苦的日子，可是，
這個世界又會有誰真的能陪伴在自己身邊一輩子
呢？今天，過許我和你還可以聊天，可是明天的我
們會變成怎樣，一切也無法預料。
人，是不可能一輩子的陪伴，可是「愛」是永遠
不變，永遠跟隨。即使人是離去了，可愛永遠在身
邊。想起了祖母教的點點滴滴，人生還有一段的路
程，人是會離去的，就不應該浪費每分每刻，翻開
之前的文章，細以回味，祖母的那份愛，永遠也印
在了我的心上，記在我的文章裏，不自私，把這份
愛，繼續延續吧。
慶幸在家人和同學的關心下，敏儀捱過了最漆黑
的日子。而昔日祖母的教導，亦慢慢地在她心中萌
芽生長，再一次引導敏儀展開她內心世界的畫捲，
一筆一筆的再畫下去，將每分每刻開心的時光寫
下，把每月每日值得珍惜的人和情記錄，把這份愛
繼續延續開去。祖母的精神仍然永存在她的心中，
並沒有離開她。
哀傷處理，最終的關鍵仍是當事人自己的意志，
她需要勇敢地放開過去，才可以重新建立，把精神
重新投放入一些有意義的事上。

拉撒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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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哽咽的愛》
如果將人生看作一條滿是障礙
的跑道，而出生就是起點，是個偶
然。死亡就是終點，是個必然。我
們往往無法決定起點和終點，唯一
能決定的是起點和終點間的這個過
程。

得獎作品
中三組冠軍：徐婷同學 (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 吉利徑 ))
著我這個噩耗，一遍又一遍。我多
麼痛恨那個醉酒的司機奪去了你那
花樣的生命，那時的你該會有多麼
的痛苦？明明前幾日才與你聊著未
來，而如今我們卻分隔在兩個不同
的世界，叫我怎能夠相信？怎樣相
信你已經不在這個世界。我寧願這
一切都是假的，如果這只是別人同
我開的一個玩笑該會有多好呢？

生命充滿著神奇，它為人帶來
喜悅又帶來悲傷。我喜歡新生命的
降臨，但也害怕死亡的來臨。每每
謝俊仁醫生頒發獎杯給徐婷同學
談及死亡這個詞，難免讓人感到有
出席琴的葬禮時，我望著她那
種莫名的恐懼、惆悵和不安，因為它意味著我們將
副冷冰冰的身體是那麼的安靜，一動不動，仿佛睡
失去身邊所有熟悉的一切。仿佛這個詞面目猙獰，
著了，但遲遲沒有醒過來，真的好貪睡，不知道她
在人們心目中顯得那麼可怕，但我們知道生與死原
這一次要睡多久呢？那個朝氣蓬勃的人去了哪裡？
是大自然無可避免的規律。
為何這般沒有生氣？為什麼就這樣靜靜的走了，卻
沒有跟誰道別過？心被揪扯著，泛起陣陣酸痛，是
身邊的知己屈指可數，幸運的是，我認識了一個
那麼的難受。身邊的人為她哭的那麼傷心，那哭泣
叫琴的女孩，雖然已記不清我們初次相見的情景，
聲斷斷續續、起起浮浮，而她卻全然不知，仿若早
但依稀記得那是個晴天。當她從我面前走過，與我
已置身事外，明明她是個那樣乖巧的女孩，正值青
相視而笑的瞬間，覺得是那麼的熟悉。我喜歡她笑
春年華，應該正和我一樣上學和考試，而為什麼現
的時候總會露出小兔牙，讓人覺得她是個特別簡單
在會有這種結局，這對她和她身邊的人來講都太過
可愛的人。
於殘忍，讓誰都沒辦法接受。
我們從同學成為朋友，從朋友成為知己，我們是
生命此時此刻顯得如此的脆弱和渺小。而你以這
那麼的投緣，她的開朗和活潑的性格深深地感染了
種方式，讓我將你深深記住。夢裏的你依然站在我
我，教會我更加勇敢和堅強。她說：「即使開心或
的身旁，仿佛從未沒有離開，不曾和我隔著遙遠的
難過，都要過完一天，而樂觀的心態能讓人快樂每
國度。回想起有關於你的一幕幕，回想我們一起走
一天！」慶幸著身邊有這樣一個形影不離的朋友，
過的點點滴滴，就像是還在昨天，還在眼前。有人
在我生日前一晚，遲遲不肯睡覺，而只是為在淩晨
說人的一生會有很多朋友，從相逢、相識到相守，
時分給予我最早的祝福。願意教我唱歌，儘管我花
而很多人只能做到相逢和相識，我沒辦法與你相
上兩個小時也還是不斷唱走音；願意教我最不擅長
守，但這份友情早已經根深蒂固，我會把這份友誼
的數學，即使一道題要講解三次，一題又一題；總
守在心裏，直到同樣有一天我的離開，因為地久天
會安慰我，即使我哭了半個小時，依然在我身邊為
長的不一定只是愛情和親情，還有我們的友情。
我抹去眼淚；總是無條件的支持我每一個決定，在
我需要幫助的時候，會毫不猶疑地幫我。當我需要
生命像是一個無常的旅程。有些人在活著的時
陪伴的時候，就會在我左右，無論什麼時候，在她
候，總是抱怨和遺憾，抱怨生不逢時，遺憾天不遂
面前我都能找到真實的自己，她讓我明白到卸下自
願。直到死亡來臨，才發覺自己在無休止的抱怨和
己心裏的那道屏障是那麼容易和暢快。
遺憾中錯過了擁抱陽光的溫暖和挑戰暴風驟雨的激
情。總以為自己有無限的時間與精力，而直到她生
即使有時吵鬧或者冷戰，也不會超過二十四小
命的完結，我才真正瞭解到生命是無常的，她讓我
時，只因為我們是朋友，一個算不上理由的理由。
懂得生命的價值在於「活著」，因為我們沒有預知
即使後來我們去了不同的地方，亦還是會電話聯絡
明天的能力，所以好好享受今天，珍惜那些自己現
或上網聊天，感情一如既往。有人說過：「當別人
在擁有的。
問你飛的高不高的時候，朋友卻是唯一一個會問你
累不累的人」，而她就是那唯一的一個。如今我們
琴，我想你就這樣早早離開，還未來得及看完這
亦不再傾心於嬉笑玩樂，開始討論著大學、事業、
個世界的美好事物，而我會好好幫你看看這個世
愛情，計劃自己的將來，心懷憧憬。
界，好好幫你聽聞這個世界和活下去，代替你好好
的活下去！
聽到琴的死訊消息的剎那間，仿若空氣被凝固住
了，我只能傻傻愣住，然後眼淚決堤到泣不成聲，
(1727 字 )
心中那種酸痛的感覺變得越來越清晰，不停地提醒

Annual Report 年報

2011-2012

11

事工簡報
Summary of Events
2011 全香港中學生『

生
死 教育』徵文比賽

參賽後感受：
參加這次「生死教育」徵文比賽不但為了提高自
己的寫作水平，也希望以文字的方式表達對離世之
人的思念。
對於身邊的朋友離去，我感到很無奈也很惋惜，
因此亦讓我重新反思生命的價值，生命如同一架巴
士，中途總會有人上車，也總有人下車。她的離去
編者話：生死有時
生是偶然，沒有選擇，死是必然，亦沒有選擇，
人可以決定的，就是在生與死這兩點的過程中。作
者徐婷一開始便理性地說出生命的定律，雖然她明
白生命的定律，但當對面死亡，她卻有一種莫名的
恐懼、惆悵和不安感覺，它像是面目猙獰，它會奪
走她所擁有的。徐婷這番話也代表了其他人的心
聲，所以很多人都不敢正面談「死」這個字。
在故事中，徐婷認識了一個叫琴的女孩，從同學
成為朋友，從朋友成為知己，是那麼的投緣。這位
女孩更是唯一的一位懂得關心徐婷的人：「當別人
問我飛的高不高的時候，妳卻是唯一一個會問我累
不累的人」。琴懂得關心徐婷、教徐婷唱歌、教她
最不擅長的數學、安慰她、教她卸下心裏的屏障、
當徐婷有需要時便陪伴她、是完全的付出。在這個
現實世界中，很多人只看重的是生活，卻忽略了生
命。生活在於得到甚麼，生命在於給與甚麼、付出
甚麼。琴就是懂得付出的那位。

《遙寄一束康乃馨》
晨光熹微，在這霧濛濛的朝
上，獨自踏上一條崎嶇不平的山
路，不察人影與炊煙。攀越一山又
一山，涉渡一水復一水。顫巍巍的
終至山嶺最深處，雲氣繚繞，與世
隔絕。復行十幾步，一塊滄桑的墓
碑，顯現跟前。

得獎作品
讓我明白生命短暫且無常，我們無法掌控，我知道
只有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那生命的價值才會被
放大。
我相信對於活著的人來說，我們已經很幸運，起
碼我們還擁有這很多，不管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
的，我相信既然活著就必定有活著的意義，我們還
可以做很多事，比如代替你所愛的人好好活著。
但生命是無常，這位懂關心人的女孩，在一次意
外中離世，令人感到無奈及惋惜，生命便是這樣脆
弱。所以琴的離世對徐婷來說是更傷痛。
其實死亡並不是那麼可怕，它是每個生命的自然
結束，當然人在生命最後的幾小時，有些人會出現
掙扎、喘氣、嘔吐、睜大眼、張開口、緊張及一些
恐懼，這是可理解的，因為對他 / 她而言這是第一
次。死亡是身體主要機能逐漸停止運作。而不是像
在一些古老迷信中，由一些面目猙獰的鬼魂把生命
取去。同時死亡是平等的，無分男女老幼、無分貧
賤富貴、無分人種地域，是絕對的平等。相對地，
出生便沒有這份平等。有人含金鑰匙出世、有人出
生時便沒有手腳、有人在馬糟出世。
最後，生命的長短雖不是人可以決定，但生命的
內容卻是自己做決定。正如在一叟在古老的民瑤所
言：「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人的遭遇不一定可以自己作
主，但人的態度和意志便可以由自己做主了。

中四組冠軍：陳文權同學 (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
犬吠虎嘯之路上，你曾告訴我：
「親愛的孩子，你必在我眼看得
到，耳聽得到，手觸得到，愛給得
到的地方，好好地活著。只要你
在，世界就在。」曾經，這樣的語
句，溫馨如冬夜裏的一縷燈光，輕
柔地落入我的視覺，讀懂了，心便
痛。

誰知？那是離我一年之久的母
親呀墓碑猶明的刻銘上她的名，她
陳麗雲教授頒發獎杯給陳文權同學
我，不曾忘懷，孩時多嬴疾的
的姓。碑旁的小草花，迷霧中輕含
我，於某夜燈光黯淡之下，突然
著露珠，若深巷棄嬰，哭求親情，彩晴霞。我此時
的，撲倒在書桌。你揹著迷糊不醒的我，拋下家
跪伏墓前，無端的內感惆悵與遺憾。在這迷霧裏，
務，二話不說地奔下樓梯尋找醫院。隱隱約約的，
在這岩壁下，思忖著淚怦怦的人生與朝露……
一股愛意只湧向心窩。清晰不過的，一聲又一聲的
話語：「孩子，別怕，媽媽在你身邊。」不停地，
生命，一段段不滅的記憶，在時間長河的洗滌
不斷地慰藉我倦眠的靈魂，若涸轍枯魚沐於浩波。
下，猶然煥發出當時的光彩。記得在我滿布荊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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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醒來之時，發現睡躺我床邊的你，依然不忘地撫
摸我的額頭。那刻，我聽見一曲調諧溫馨的母愛之
音籟。
此後漫長的歲月，我都在病床挂着鹽水。而你一
旦做完家務便帶着飯盒趕往醫院，內裝各式各樣我
愛吃的菜。每次你都呼吸急促的來，捧着熱氣騰騰
的飯菜說到∶「孩子，你瘦了。來，多吃點。」暖
暖的，不經意間的，若晚霞溫熱的餘暉，鮮紅我的
心坎；又如歲寒的早春，溫暖我空虛的心靈。這便
是母愛嗎？
夜深了，我三番五次地叫你先回去。你只
說，多待一會兒就回去。然而這一待，便是幾個小
時。臨走時，你還不忘地囑咐護士好好看顧我。我
的心弦，又一次被撩動成溫馨的樂曲。母親呀，你
知道嗎？有你，我便擁有了整個世界。
如若，康乃馨能傳遞愛意。我願擷百花，在墓
前，把遺憾與悔疚鋪成姹紫嫣紅的祝福與歉仄。一
年前，又是這霧濛濛的朝上，未及上學，我坐上出
租車奔赴醫院。來不及，錯過了我見你最後的一
面。目睹你沒有魂魄的軀體，心，迅即破碎成泛濫
的淚水。昨晚，我還堅定的告誡自己∶明天，我要
來醫院探望媽媽。當握住那雙沒溫度的手，無盡的
遺憾與恨意交織成網，是一生一世皆逃不出的心結
你為何忍心輕易地放開我的手？然而我的生命，從
此多了一道既深且重的傷痕。每次觸摸的代價，便
是淚流如注的遺憾。
你在，世界就在。當母親那慈祥的面容，只
能在夢中撫摸之時，我的心，充滿悔疚。我永遠不
會忘懷，在我小三時的新年，你在街上擺賣衣服。
看見後，我不停地罵你，叫你離開。卻不知，那新
年，我們只剩幾角錢。然而在每次的開學日，你總
三更半夜便起床，冒着侵骨的寒冷煮着早餐。當我
醒來，吃着一頓豐富的早餐時，你沒有一點兒的怨
言，有的是充盈的歡悅∶「一條香腸，加上兩只
蛋，考試便考得一百分。」一旦這種種親昵的畫面
只能成為記憶時，我如何再去體會一個完整的世
界？
參賽後感想：
在昨年寫文參加拉撒路會舉辦的生命教育作文比
賽時，由於自己年齡較小，對於自己第一次親人的
離世，所關注的事是如何永遠保溫母親這份愛。而
最近，自己的爺爺也相繼離世，第二次面臨親人的

得獎作品
我知道，我明白，從此，我們就若明月與長江，
只能相念不能相擁，一句「媽媽」，在清風中，在
歲月中顯得如此單薄無力。這又曾否是奢侈的欲
求？傾其一生的淚水祈求過去一瞬的美好。這又曾
否是天真的願望？我願為螢火蟲，燃盡一生，照亮
我生命中，你不死的印痕。母親呀，你我僅維繫了
十幾年的母子情緣，雖短，但你所給予的愛卻要我
用一輩子去感念……
在你的墓前，帶上千絲萬縷的綢繆，獻上一束康
乃馨。終變一顆塵埃，一顆無形的塵埃，長長久久
的，與你長埋黃土。每次的雨打芭蕉，牖外亂紅，
夢中猶見一束牽腸掛肚的康乃馨，在淋漓淒迷的街
道，盡散發最芬芳的馥鬱，蕩漾著無限的溫柔。
親愛的母親，兒子不欲打擾你安息的靈魂。惟有
退到一人的夢境，重溫與你親昵的片段，聆聽你呵
護的疼愛。一年過後，你知否？於你眼中永不成長
的孩子，終於曉會操持家務。你含辛茹苦一生的姐
姐，終於考上了大學。
親愛的母親，你的兒子雖不聰慧。但在你所給予
的愛與你所賜予的生命，並會努力懂得在逆境中成
長，將劈開荊刺，踏平崎嶇，贏得水湍景明，魚躍
鳥鳴。並曉得在既有的幸福中更快樂地微笑。我堅
信，我堅強你一直在天堂微笑地眷顧。
親愛的母親，我會好好澆灌那束康乃馨，在我流
淌的生命永遠珍藏對你的愛。此後，就算我若隨風
而落的葉子，離開，哺育多年的母樹，猶一直帶著
一份懷念與感恩，任狂風暴雨，浪花掀天直敲打，
吹殘我瘦弱的身軀，磨滅我孑然的靈魂。一路的，
跌跌撞撞，風塵僕僕地走來。只要信念不滅，愛一
直存在，我堅信，我會走向更好的明天。
歷經一次精神的洗禮，揩拭淚痕拍乾泥土，走向
回去的道路。此時，遠方的朝暉暖暖升起，照開一
片迷霧，若光明的神駒，奔馳燃燒。循著這光明的
指引，走向鳥語花香的人生。
(1904 字 )

離世，心情除了沉痛，所關注也不是之前的那些，
而是對「珍惜眼前人」這段話更有強烈的共鳴。
逝者已矣，而生者要走的路還長着。天堂的事就
交由主耶穌，地上的人與事才是我們要積極面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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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無處話淒涼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
墳，無處話淒涼。」，相信這首詞正反映了作者文
權的心聲。他站在母親的墓前，心裏浮現出一段接
一段溫馨卻又是傷痛的回憶。
昔日母親送給文權一句本來是用作鼓勵他的話
「 …. 好好地活，只要你在，世界就在」，今日卻成
為一句使他牽腸掛肚的遺言，讓他經歷到陰陽之隔
的空虛。「妳在，世界就在，妳不在，我還可憑甚
麼去體會世界？」這便是文權心靈上的傷口。
母愛之大，在文章的字句中已表露無遺，尤其當
面對兒子生病時，這份愛更是一種願意付上一切的
愛，所以孝順父母是理所當然的，不論甚麼人或甚
麼信仰。
憑藉一串康乃馨，文權把母親的愛永遠收藏在心
底裏，當盡心去澆灌它時，他便可以向母親獻上他
的心意。一串優雅的康乃馨，雖然不會動，卻充滿

《念母親》

着生命力。雖不能說話，卻充滿着感情。它沒有怨
言，也不會畏縮，它只會展示它的燦爛。所以種植
也能紓緩創傷的心靈，是一種靜態的紓緩方法，毋
須其他人的介入，是當事者完全自我主導，較適合
內斂、害羞、不善於表達、或不善於與別人溝通的
人。種植療法是以移情的方法，把部份情感投放在
植物的生命內，轉移內心的壓力，植物不斷的生長
帶來新的希望、喜悅。同時又不會因別人的說說、
安慰、鼓勵、建議等，再次觸及傷痛處。再者別人
不可能完全明白當事者的內心感受，關懷也可能成
為不必要的壓力。而草本植物如仙人掌或萬年青較
適合，因它們可以生長較長的時間及較堅強。但種
植療法的缺欠是沒有人同行，若能二者兼用，會更
理想。
其實文權並不是如他所言是一位不聰慧、永不成
長的孩子。相反，他既聰明又堅強。沒有母親，他
仍可抬起頭來，踏步向前行，仍可憑自己去體會世
界。相信他母親是知道的，亦希望文權也知道。

中五組冠軍及全場總冠軍：李綺澄同學 ( 德愛中學 )

現在的她，定是採摘着鮮艷的
花朵，或是躺在雲端，感受微風吹
拂，在沒有痛楚的國度延續生命。
這刻，我跟自己說：「只要心中仍
感受到她，即使她走遠了，也不要
緊。」
那時的她，躺在病床，緊閉雙
目，全身放鬆，手中的餘溫漸漸消
失。心電機的螢幕上，不再出現高
低起伏的小山，最後卻換成一條伸
長身子，向前爬行的青蛇。

我常常把衣物隨手散置一地，
而媽媽總會喋喋不休地提醒我要收
拾整齊。那時，我就會鬧情緒，自
以為既已盡力辦妥，她為什麼還要
這樣嚕唆。細想起來，我不禁悔恨
那時的無知和任性。其實，媽媽倒
也實在過分愛錫我這個唯一的女
兒，而我又過分依賴她了。
陳麗雲教授頒發獎杯給李綺澄同學

接着，我帶着沉重的腳步，推
着載住她的灰色盒子到冰冷的殮房
外。無情的淚水，模糊了我眼前的
景物。那一刻，我徬徨地問自己：
「前路茫茫，沒有她，往後的日子
可怎樣過？」她，就是我的好媽
媽。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一定會
多抽時間和她談天，不再讓她生
氣。然而，懊悔又有什麼用呢？難
道人總要待失去了寶貴的東西，才
懂得珍惜？

前年八月，媽媽開始感到不
適，後來被診斷患有癌症。但是，
她還是堅持每天親身去市場買菜、
在家裏給萬年青澆水和照顧兔
子……儘管化療使她那頭棕髮一根
張慕皚牧師授頒發獎杯給李綺澄同學
一根地掉下，她卻從來沒有埋怨半
還記得每當我放學回家，媽媽
句，更反過來安慰我和爸爸，勸我們不要緊張。她
總會替我挽着背包，然後捧上熱湯。最難忘的是平
甚至平靜地把患病的過程，一筆、一筆地記錄在記
安夜，她更會喬裝成「聖誕老人」，把禮物放在我
事本上。我和爸爸都很佩服她的堅強，然而，這份
床邊，逗我開心。她認為，我永遠也是一株幼苗，
精神可沒有幫助她戰勝病魔。
一直需要她的呵護。可是，這株幼苗不斷長大，變
成一棵攀藤植物，綑綁着她，使她透不過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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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的十二月，她變得很虛弱，求醫的次數也越
趨頻密。有一次，媽媽更在化療期間暈倒。當時我
一聽到，心情便立即變得很焦急。我怕媽媽會一睡
不起，怕以後再也不能跟她說話。幸好，媽媽最後
還是甦醒過來，但仍然需要住院留醫。那時，我告
訴自己，只要懷着希望，媽媽很快就會康復。然
而，卻萬料不到，天不從人願，事與願違。
一個月後，媽媽仍然臥病在床，但已不能說話。
她勉強地帶著笑容，握着我和爸爸的手。我扶起
她，又把粥吹冷，然後逐少地送進她的口邊，就像
她從前在我生病時，溫柔地給我餵食一樣。
幾日後，我們收到醫院的來電，說她的病情惡
化。我和爸爸立即乘着計程車趕往醫院，但每次當
計程車通過路口時，交通燈總是轉成紅色，就像給
我發出警號一樣。我望向窗外，只見建築物在我身
邊一閃而逝。那時，我害怕得淌下淚來，怕她會這
樣離我而去，心中不斷在想：「等着我，媽媽。」
到達醫院，看見媽媽打着盹，醫生卻說她其實是
昏迷了。看著她，我心裏有說不出的痛楚，同時也
深知不妙。我坐在床邊，緊握她的手，心情高低起
伏。我合上眼睛，不斷祈求媽媽不要離開我。「卜
卜、卜卜」，自己猛烈的心跳，和身邊心電機發出
的聲音，形成了一首沉重的樂曲！突然，那條青色
的橫線無情地劃破黑夜，割碎我的心。我知道，經
過這段漫長與病魔掙扎的日子，媽媽一定倦透了，
再也支持不住，最後，還是選擇一直沉睡下去……
媽媽是這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是一年、
二年，我也不會習慣聽不到媽媽聲音的日子。現在
我放學一踏進家門，只是聽到兔子在籠中移動的聲
音。餘下的，就只有一片死寂和惆悵。家中每一件
東西，也會讓我想起她。清湯的香味，已隨風消
參賽後感想：
大家有看過由游宇明所撰寫的散文：《只能陪你
一程》嗎？作者說 : 「你父母只能撫養你長大，你不
要期望他們是你永遠的拐杖，可以支撐你全部的人
生。」
從前，我只是想着人生漫漫長路，直到我長大，
能自立後，才好好報答父母。怎料世事無常，媽媽
在一次身體檢查中被診斷出患上癌症。半年後，她
更永遠離開了我。一切也來得太突然，而那時我真
的覺得很空虛、孤單、無助，彷彿是世界末日。
我們和自己的親人也曾有過無法替代的回憶。當
回憶往事時，大家或許會禁不往淌淚。要接受最親
近的人離開自己，又談何容易呢？
後來，爸爸讓我明白到：親人是我們生命中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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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充滿關懷的言詞，現在只能銘記心中。一段段
喜樂和悲傷交織的回憶，在腦海中不斷地重現。
分離固然痛苦，但人總要平復下來，學習去接
受。每晚我和爸爸吃飯時，也會擺放媽媽的碗筷，
替她「夾菜」，就像以前一樣，沒有改變。睡覺
前，我也會凝望着天空，默默地告訴媽媽當天發生
的事情。因為，我知道，她必定正在一個遙遠的國
度關懷着她的女兒。
媽媽在日記中，以抖顫的筆跡寫着：「我一向都
不是一個會回頭看的人，既然過去無法改變，我只
會向前望，抱着一顆平常心去坦然面對，日後既不
知會怎麼樣，此刻又何需太過擔心呢？」在我面
前，患病日記和照片都是她的縮影。我和她感覺雖
然很近，事實上卻相隔了很遠。那些字跡，寫出了
她的堅持；溫柔的笑容，早已把從前、現在和未來
永恆地連繫着。那千言萬語，無限的關愛，並不是
一張薄紙就能盛載得起的。
跨越生和死的邊界，就是這份深厚的母愛。長大
的萬年青和兔子，延續了她的愛。人有離合，月有
圓缺。有人認為「合久必分」，我更相信「分久必
合」。因為我知道媽媽會在彩虹橋的另一端凝視着
我。那時，我一定會再次投進她的懷抱，和她說
聲：「對不起。」然後一起躺在姹紫嫣紅的花海
中，看着在蔚藍的天空中翱翔的彩雀，細訴別後的
愁緒。
不過現在，既然已經無法彌補過往的錯誤，對媽
媽最好的回報，或許就是努力活着，開心地度過每
一天。清風，請你在我倆未重逢前，替我把這份思
念輕輕的吹送到她那兒，並給她送一個口訊──你
的女兒，永永遠遠深愛着你……
(1960 字 )
客，不能一生守候在我們身邊。既然，「生老病
死」這個定律是無法改變的，為何我們不快點從陰
霾中走出來，開心地度過每一天，積極地走好人生
的路？
今次參加這個徵文比賽，讓我重新反思生命的意
義。幸福真的不是必然的。「樹欲靜而風不息，子
欲孝而親不在。」各位，請不要等到失去後才懂珍
惜。我們或許會說：「『早知』這樣的話，我就
會… K … K 」若有「早知」，我們何不現在就向關愛
自己的人送上一個慰問、一句「多謝」？
或許，你的親人已離開了你，但請不要悲傷。他
們就活在你心裏，守護着你。因為，愛是超越和永
恆的。最後，希望大家能夠忘記不愉快的事，為你
摯愛的親人好好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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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痛越深、愛越遠
一篇感人肺腑的真實寫作，讓綺澄將一些埋藏在
心中的思念、哀傷、懊悔等，表達出來，那份無窮
盡的母女情，就算用千言萬語也不能寫盡。單是一
她甚至怪責自己，當母親在世時，沒有好好的珍
惜，更悔恨自己往日的無知和任性。她真正感受到
「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孝而親不在。」這句話個
中的味道。
母親的相片、患病日記及昔日的笑容，便成為綺
澄和母親之間的橋樑，把過去、現在和將來，永遠
地連繫着。母親離世前，以抖顫的手所寫下的日
記：「我一向都不是一個會回頭看的人，既然過去
無法改變，我只會向前望，抱着一顆平常心去坦然

《好爸爸，忘不了》

得獎作品
句「等着我，媽媽。」已深深地勾起讀者無窮盡的
回憶。
母親是這個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的離世，
讓綺澄感到「前路茫茫，沒有她，往後的日子可怎
樣過？」，一種徬徨、迷失的感覺。隨後，一段接
面對，日後既不知會怎麼樣，此刻又何需太過擔心
一段喜樂與悲傷的回憶，交織在腦海中不斷重現。
呢？」，就是母親送給乖女綺澄的遺言及遺願，要
她堅強地活下去。
這份深厚的母女情，跨越了生和死的邊界，永不
止息。而心中痛苦的回憶會逐漸轉化，仿如在悉心
澆灌下的萬年青，最終成為綺澄不可缺少的良伴。
並且這份轉化會讓綺澄的生命變得更豐富、更有感
染力，更有心力把這份關懷傳承開去，相信這也是
她母親對她的期望。痛越深、愛越遠。

中六組冠軍：陳綺君同學 ( 迦密愛禮信中學 )

香 橙 味 的 「 Tic Tac 糖 」 叫 我
難以忘懷。一個細小透明的鮮橙色
盒子內有著一粒粒潔白如雪的糖
果。甫打開盒子，把鼻子靠近封
口，濃郁的橙香撲鼻而來，使人無
力招架，巴不得趕快把它放進口
中。「 Tic Tac 糖」給我的不只是
它本身的味道，它還給我一份細水
長流的情。

同到醫院。那一段往醫院的車程，
大家都默然不語。從媽媽的眼神
中，我看見她的恐懼和憂傷。醫生
向我們宣判的一刻，隨即而來的是
嚎哭和咆哮。我的手不停地敲打冰
冷的牆壁，手痛嗎？已經沒有感覺
了！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竟是
如此的接近。媽媽不斷呻吟，她快
要崩潰了！教會的傳道人和團契導
陳麗雲教授頒發獎杯給陳綺君同學
師紛紛趕至醫院給我家支援。他們
以前仍在內地生活的時候，爸
的出現令我感到一絲的安慰。
爸 每 一 次 回 鄉 都 會 帶 給 我 和 哥 哥 數 盒 「 Tic Tac
糖」。不論爸爸的袋子有多重，他每一次都不叫我
和哥哥失望。他看著我們滿足興奮的樣子也不禁會
心微笑。來港定居後，爸爸沒有因此而不給我們買
「 Tic Tac 糖」。考試的前夕，他總會給我們一盒「
Tic Tac 糖 」 ， 以 示 支 持 和 鼓 勵 。 每 次 收 到 「 Tic
Tac 糖」，我們倆兄妹甜在心頭！可惜，在二零一零
年八月六日後，我不能再收到由爸爸親手送上的「
Tic Tac 糖」了。死亡帶走了爸爸。
爸爸死於急性血管瘤病，在病發前毫無徵兆，在
病發至宣佈死亡的一刻，只不過是一個小時內發生
的事！他在家中氣喘倒下，面色突轉蒼白，嘴唇發
紫，我焦急得如熱窩上的螞蟻，以抖震的聲線向救
護員說出住處。那段等候救護員的時間十分漫長，
彷如千萬個黑夜。看見救護員用鋒利的剪刀剪開爸
爸的衣衫，我的心像一個張不開的降落傘，無力與
地心吸力抗衡，高速從高空墜下。哥哥跟隨救護車
到醫院去，而我則等待在附近工作的媽媽回來才一

苦難突然臨到，叫我難以釋懷。我質疑上帝的
愛。衪說衪愛我，但為什麼要拿走我心愛的東西？
爸爸還未見證我們大學畢業、結婚等人生各種重要
的時刻，為何上帝那麼快把他帶走？我們一家人還
未去過旅行，還有很多事未做啊！眼前所見的畫面
很不真實，一切彷彿在造夢。家中每個角落都有爸
爸的影子，我會想起他在廚房燒飯的背影，用心地
烹調一頓豐富味美的飯菜；我會想起他每個早上在
客廳中享受咖啡閱報的時刻，即使帶著一副老花眼
鏡，也堅持閱報；每當我看見洗手間缺少了一個漱
口杯；飯桌上少了一個人，我的心便戚戚然，不禁
悲從中來，心中很想念爸爸，叫我深深地體會到
「悲傷就是愛的代價」。
爸爸留下給我們的，除了銀行的積蓄外，還有無
價的生活回憶。爸爸喜歡吃湯圓，冰箱裡不時也會
看見湯圓的蹤影。冰糖水加上數塊薑成為湯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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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底」，味道清甜帶點微辣。現在，家中已很少
買湯圓了。而我每次吃湯圓時，也會想起大家一同
吃湯圓的快樂時光。爸爸離世後，家裡的咖啡粉一
直原封不動，我還記得咖啡粉那股香氣。爸爸沖製
的咖啡比茶餐廳的還要香醇可口。因為茶餐廳的咖
啡帶點微酸，這是因咖啡不夠新鮮而造成的後果。
我被爸爸感染成為「愛啡之人」，每天總要喝一杯
才舒服。爸爸不在，要喝咖啡不得不光顧超級市場
了。
某一天，天空突然下起雨來，我趕緊走到窗台收
拾衣物，一抬頭，驚見天空上有一道七色橋，劃破
長空。「嘩！好美啊！」我打從心底裡發出由衷的
讚嘆！雨後的彩虹是那樣的燦爛！即使我家正經歷
一埸暴風雨，但相信雨後總會出現彩虹。
那段居於死蔭幽谷的日子，上帝讓我經歷聖經人
物中約伯所說的：「我從前風聞有袮，現在親眼看
見袮」。衪的杖、衪的竿都安慰我和我一家。衪差
派許多天使到我家中，跟我們禱告、跟我們吃飯、
跟我們同行。弟兄姊妹的出現都令我感到無限的溫
暖，叫我振作起來，勇敢和堅強地繼續向前行。我
更發覺與家人的關係比從前更親密。以往的我只顧
學業成績，視「末代會考」比一切重要，經常在自

第一次親眼看見的彩虹，好美。

得獎作品
修室與書本搏鬥至最後一刻才肯離開，經常錯失了
與家人晚膳的機會，與他們相處的時間可算是少之
又少，更遑論關心他們了。現在，即使預科的課程
比從前更繁重，我每天總會回到家中與家人一起晚
飯，而且多抽時間陪伴媽媽，關心她當天工作的情
況，讓她吐吐苦水，抒發心中的鬱結，而我則會分
享學校裡的趣事，大家說說笑笑的吃一頓簡單，但
美味的晚飯。每頓晚飯，不單填飽肚子，也品嚐到
媽媽對我們的關愛。爸爸雖然不能與我們一起生
活，但我感恩生命中有過一位好爸爸！我會永遠懷
念他，繼續與哥哥孝順媽媽，做個好孩子，不叫父
親擔憂。
原來「 Tic Tac 糖」並沒有在我的生命中消失，
教會的弟兄姊妹知道「 Tic Tac 糖」對我有特別的意
義，他們不時也會送我「 Tic Tac 糖」，每次收到的
感覺總是那樣的親切。「 Tic Tac 糖」的味道依舊沒
有改變，正如上帝的愛也一直沒有改變，衪讓我看
見：只要凡事相信、凡事交托、凡事盼望，愛是永
不止息！
我從盒子裡取出一粒「 Tic Tac 糖」，徐徐地細味那
份溫情……
(1865 字 )

這我最喜歡的全家幅。
褪色的全家幅，但不會褪色的親情。

左起 ( 媽媽 我 主內屬靈父母 Grace&Peter)
他們出席了徵文比賽頒獎禮，一同分享喜悅。

（下文寫於父親離世的當晚，並且用作悼文，刊登於安息禮程序表內。）
親愛的爸爸：
您為什麼這麼突然就走了？是什麼奪去您的性
命？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我們每個人都很傷心。我
們的眼淚流不停、心中在淌血……為什麼？為什
麼？為什麼？此刻的我仍不能釋懷！我哭不出來，
眼所見的畫面很不真實，感覺就像在造夢一樣。
爸爸，其實我知道您是很愛我們一家的。以前在
內地生活的時候，您每次放假都會回來探望我們。

而您每一次回來都不叫我和哥哥失望，袋子裡總有
數排益力多和數盒「 Tic Tac 糖」。那份味道，那份
親情，那份愛叫我們一家感到滿足。
爸爸，您每天為口奔馳，早出晚歸，目的也是想
我們有好的生活，不用捱窮，供我們倆兄妹讀書，
參加課外活動。而您的性格比較內向，沉默寡言，
您甚少責罵我們，更遑論打了！我的心仍是十分敬
佩這位偉大的爸爸！您忍耐、溫馴的性格實在值得
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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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您還未見證我和哥哥畢業、結婚、成家立
室啊！我們一家人還未試過一起去旅行呢！爸爸，
不要緊的。您想到那裡遊玩呢？是澳門嗎？縱然您
的肉身不在，但您永遠住在我們心間。
爸爸，您不在我們身邊，其實我很害怕，父親給
人的感覺總是帶著很多的安全感。現在，我的安全
感頓失。但您不用擔心我們啊！我會好好照顧自己
和媽媽。您放心吧！我和哥哥會好好的孝順媽媽，
做個好孩子。您不要掛心家裡的事了，因為我們有
參賽後感想：
回想起當初寫這篇文章時，真的不容易。情緒會
被牽動，因為所寫的全都是我的真實經歷，又生怕
文筆幼嫩的我不能細膩的刻劃出每情每景。幸而，
經過好好整理自己的情緒和思緒，才成了這篇文
章。
不知不覺距離撰寫徵文比賽已經一年了，
2012 年的暑假漸行漸近，爸爸離開我們也快兩年
了。這一年間，我經常與身邊的朋友分享我的經
歷。這篇文章被我放在我的社交網站上分享，有些
朋友看過後會給我回應，謝謝我的經歷成為了他們
的鼓勵，而有些則會有愛心地送我「 Tic Tac 糖」。
記得在過去的一個聖誕節，我收到一份令人震撼的

編者話：吃不完的糖
綺君的父親死於急性血管瘤病，在病發前毫無徵
兆，病發後一小時後便逝世。對家人來說，是一種
極難受的分離。帶來極大恐懼、憂傷、嚎哭、咆
哮。慶幸有教會團契的支援，陪伴他們共渡這一
刻。
突然的離世，連一句再見也說不到，家人沒有任
何心理上的預備，所以每位家人都處在混亂之中，
例如母親不斷呻吟，快要崩潰。而作者則感到憤
怒、麻木、安全感頓失，綺君曾一度懷疑她所信的
上帝。
隨着父親的離去，一家人日常生活習慣也被影
響，因為無論在廚房、客廳、洗手間、飯卓上，父

得獎作品
上帝的幫助啊！我們永遠是一家人！永遠愛您和懷
念您！天家再聚吧！
女兒
妹仔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
(562 字 )

聖 誕 禮 物 ， 有 趣 的 是 我 收 到 一 打 十 二 盒 的 「 Tic
Tac 糖」。
最後，這十二盒「 Tic Tac 糖」被我與別人分享
愛心、分享糖份。感謝弟兄姊妹的愛、上帝的愛。
喪親的哀傷隨著時間的腳步和樂於分享慢慢地減
輕了，感謝主的醫治。衪讓我看見衪是掌管生命的
主、賜平安的主、滿有憐憫醫治的主。我看見「一
宿雖有哭泣，早晨便要歡呼」。媽媽由以前不太熱
衷教會的聚會、活動，到現在的投入積極參與，的
確要向神獻上無限的感恩。我倆已於 2011 年 11 月
27 日受浸加入教會。主總有衪的時間表。感謝衪在
我身上有獨特的計劃和奇妙的作為。
願一切榮耀頌讚單單歸給衪！
親的專用品如咖啡等，都留下他的足跡，現在少了
他，仿如一切都是不完整。讓綺君深深體驗到「悲
傷就是愛的代價」。愛得越深，悲傷便越痛。
感恩的是教會的朋友及聖經的話，一直陪伴着作
者，他們的關懷，聖經的教導及安慰，讓她振作起
來，勇敢和堅強地繼續向前行。
最終綺君的信念，讓她能打開那因痛而萎縮了的
心靈，讓她能看見天上彩虹，原來是多麼燦爛。她
相信代表着父親的「 Tic Tac 糖」並沒有在她的生命
中消失，是吃不完的糖。
所以平時心靈的修養、建立支援系統、及信念，
是很重要，是生命的降落傘，在危急需要時，便會
張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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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
高中一：李江同學 ( 北京市第四中學 )

有車輪與地面的尖銳摩擦聲，劃破午後靜謐的
尖 叫，旋轉顛倒的世界。一切仿佛只是一瞬間，突
然我就躺在地上，動不了身體也發不出聲音。柏油
路面的氣味刺鼻而熟悉，午後的陽光在我的眼裡烙
下發光的黑色印跡。
疼痛是突如其來的；我卻不覺得難受。和腦海
中巨大的空白和心裡無底的恐慌比那都不算什麼。
我驚懼地試圖四下探望，想跳起來罵無良司機兩句
然後瀟灑走開，卻發現力不從心。我曾經毫不在乎
恣意揮霍的身體就以這樣的方式回報了我，似乎它
也沒錯。
我閉上眼。那在我眼前微笑的是誰？許許多多
的 模糊臉孔。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老師同學
，還有那些陌生人。我試圖回憶我與他們任何一個
人的故事。我記得我忽視過一個人，傷害過一個人
，我對不起兩個人；我還記得我被許多人幫助，被
許多人感動，我應 感激許多人。但他們究竟是誰，
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所有那些具體的畫面我都忘了
，留下的只有大概混沌的溫暖。
這些沒有名字的人們，現在你們在做什麼，是
享受這明媚的下午嗎？多麼不公平，我的眼淚突然
就溢出眼眶。我害怕了，我不想死。我想抓住一直
沒有抓住的時間，或者把以前的生命再過一次。我
還有那麼多想讀的書沒讀，那麼多想看的電影沒有
看，那麼多想去的土地沒有駐足。在我活的這短短
的十五年裡，我曾經為成功欣喜過，為感動流淚過
，但那些都多麼少與簡單。我沒有笑出一臉皺紋絮
絮叨叨地與小輩數過當年的故事，我沒能經歷過巨
大的社會變遷，我沒能幾起幾落品嘗人間疾苦與光
明。
我渴望過一直年輕，直到現在才發現我是多麼
想要變老。
死亡於我雖遙遠，卻不是沒想過。我想像自己
許多年以後躺在一個巨大的床上被許許多多的人包

圍著幸福安詳地離開，我想像自己許多年以後在醫
院裡被急救儀器尖叫著宣告逝去，但絕對不是這樣
被車子撞飛躺在路面上滿臉痛苦著就結束。我不甘
心。
我突然就想起前幾天猝逝的那個叔叔。聽說他
是凌晨三點在衛生間的冰涼瓷磚上被發現的，表情
安詳沒有痛苦。沒人知道他離開的時候發生了什麼
，他死前的思緒更無從得知。他會不會像我現在這
樣心不甘情不願地胡思亂想許多事情，或者說他的
襲擊過於猛烈以致於他無暇去想這些？緩慢的蠶食
其實更加令人感到受煎熬。這些思念，後悔和不甘
都閑適地走出，進行他們的狂歡。
我又想起許多年前小時候參加的那個追悼會。
對像我忘記了，記憶中最清晰的竟是我胸前的白花
。人們懷念我的儀式也會是這樣嗎？許許多多模糊
面孔沉默著聽一個人感懷二十分鐘，擁抱一下泣不
成聲的家屬。他們之後會偶爾想起我生前如何如
何，感嘆人生無常，然後再回到各自的軌道。
任何人的一生都不是那短短二十分鐘所能概括
的，我不希望我自己的“活過”只有這樣一個結
果，但是誰又會來聽一場持續三天三夜的追悼會呢
？在旁觀人的耳中我們的所有喜怒哀樂成敗得失都
化為干巴巴的文字，而我們此時的面孔，無論安詳
或痛苦，都毫無生氣地被定格成了最後一刻。
我所一直想要的價值，或許也沒什麼。或許演
戲時是否有觀眾無所謂，有所謂的是演員是否認真
用心地在演。或許生命裡的“未來”不甚重要，更
重要的是“現在”。我懂了，卻是在我只剩下為數
不多的“現在”的時候。
救護車的聲音傳來。幾個人把我抬到擔架上，
為我接上呼吸器。這時一直缺席的疼痛也回來了。
我睜開眼看見陽光，又看著陽光從我眼前消失。車
子開動，我的生命是否會就這樣結束，也不一定。
(1350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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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簡報
Summary of Events
2011 全香港中學生『

生
死 教育』徵文比賽

《永不逝去的星星》
零九年夏天，至今過去了 3 年。像是高高細細
燈杆立在我的記憶裡，頂著玻璃燈罩還有裡面燒壞
的黑色銅燈絲，若隱若現。
外公還未等我長大就離去了，我還沒有告訴他
我可以有什麼作為，我還沒讓他驕傲過有一個好外
孫女。我很內疚很內疚，心髒被長繭的粗糙的手七
零八亂的擰著，蹭破了然後透出那些往身體裡泵血
的動脈滴出了血，為什麼我成長的太慢？
對外公所有的記憶都在那個像貝殼的村莊裡，
他的離開是什麼碾過，碾碎那個村子，那個兩層樓
的老屋子。老屋子前，蹣跚學步時跌倒又被外公抱
起的那個明亮的院子，村子裡，初入學堂時背著書
包牽著外公手走過的那條漆黑的胡同。 "回來好
嗎？牽我的手，不再是只能抓住你一只食指的小小
的手，看看現在的我好嗎？不再是需要被你拍拍腦
袋的說小傻瓜的那個我。 "思念能不能是不斷的
線？把話傳到天國，傳給痛著心去日夜思念的他。
那是還沒長記性的時候，記得的都是瑣碎的小事
情。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開始我就住進了那個屋子，
媽媽總是躲著我回來，偷偷的在牆上的洞裡往裡
探，因為我一見她就會不讓她離開。我總是很難很
難見到她，透過那個洞望見她的一只眸就是安慰。
她有時會溜進院子，躲在門後， " 媽媽。我看見了
媽媽。外公，我見到媽媽。 " 她立刻跑出院子，回
頭一下，走了。眼淚止不住鑽出來，擠痛了眼角，
帶一陣熱，散不去的熱。外公走過來，大大的手掌
上大大的虎口將我托起，舉在高高的他的頭頂。
" 不哭了不哭了。 " 他心疼的把我抱在懷裡，貼近的
抱在懷裡。他是給我好多好多安全感的外公。 " 回
來吧，抱抱我。我長大了，是個大女孩。我要比你
高了！你再抱不動我了，我來保護你吧！ "

得獎作品
中高一：羅紫瑩同學 ( 深圳市美術學院 )
夏天。太陽火辣的烤著。我有一輛三輪的小單
車，我在太陽下，繞著院子外的牆騎著。直到外公
喊我回家吃晚飯，就很快的出現在院門口。笑嘻嘻
的 " 邀功 " ： " 外公，我是不是回來的很快？ "" 對對
對，你騎車越來越快了。累了吧？洗手來吃飯 " 於
是我從來不騎遠，只在院子外面繞圈。於是外公從
不在這時候出門，不碰見我。然後誇我。看我笑
了，他也笑了。
晚飯之後，外公在院子裡鋪上一張涼席，放兩
個枕頭，和我坐在涼席上，教我認院子裡種的植
物。 " 外公，這個好香。有大閘蟹的味道。 "" 紫蘇
葉！做大閘蟹的時候用的！你喜歡吃，外公才種
的。 "" 外公真好！ "" 外公重要嗎？ "" 外公重要！
"" 如果外公變成星星了，不能做大閘蟹給你吃了，
還重要嗎？ "" 還重要！外公變成星星了，我也要變
成星星。我和外公一起亮啊亮的。 " 外公轉身進廚
房端出西瓜，把最紅的一牙給我。我看見外公眼裡
閃著光，像星星，一亮一亮的。
外公走的那天，我不在身邊。外公托媽媽告訴
我他會變成星星。於是每次抬頭，就有很多很多的
星星閃在眼裡，靜靜地慢慢地流出來。曾有一個人
對我說： " 深圳的天空總是只有一顆星星。 " 我抬頭
望天。只有一顆。但是我堅信那就是外公，那一定
就是外公，因為外公從不騙我，因為外公從不讓我
失望。
過去了。回不來的始終停留在他離去那一刻，
不想結束的卻結束的太快。世界在龐大的淚水裡變
得安靜。變得孤單。變得寂寞。變成了一個讓人思
念的星球。
(1254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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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禮 Award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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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簡報
Summary of Events
2011-08-02
第六屆會員大會 The Six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2011-10-25 - 2011-11-29
以音樂渡過「哀傷過程」工作坊 Music Workshops in Grief
Speaker:
Ms. Lam Lai Ching (Registered Music Therapist)
Content Outline:
1. To experience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styles of music at
different Ages
講員：
林麗青小姐 ( 註冊音樂治療師 )
內容簡介：
1. 體驗不同時期、風格及種類的音樂所
產生的效應。
2. 介紹及實習各種音樂活動技巧，如：
放鬆、聆聽、歌唱、創作、演奏等，
以處理哀傷過程中所產生的情緒。哀
傷過程包括：否定、憤怒、討價、憂
鬱、接受等之理論。 ( 參考 Elisabeth
Kubler-Ross 1969)
出席人數：共有二十二人。

2. To introduce and to practic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kills in music activity, e.g.: Relax, Listening, Singing,
Creative Writing, Performance etc. And through such
activities, to manage the grief emotions, i.e. Denial,
Anger, Bargaining, Depression, and Acceptance
(Elisabeth Kubler-Ross 1969)
Total participants: 22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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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簡報
Summary of Events
2011-11-25 - 2012-01- 13
「紓緩關懷」講座 Seminar Series in Palliative Care
分題

講員

Topics

Speakers

1) 紓緩關懷的義工，那些
可做及不可做

溫淑妍女士

1) Do's and Don'ts
in Palliative Care

Ms. Wan Suk Yin

2) 如何藉聖經，靜化心靈

楊錫鏘牧師

2) Spiritual Calming through
Bible

Rev. Philip Yeung

3) 在紓緩關懷中，音樂的
角色

林麗青女士

3) The role of Music
in Palliative care

Ms. Lam Lai Ching

4) 如何讓病者及家人反思
及釋放

林偉廉院牧

Rev. William Lam

5) 認識晚期病人身體上的
不適及如何處理

劉錦城醫生

4) Life Reflection and
Release of Patients and
Family Members
5) Management of Patients'
Discomforts

Dr. Lau Kam Shing

6) 病人離世後的跟進事宜

談雷濤神父

6) After care of the Deceased

Father Tan

7) 哀傷過程及處理

周惠賢博士

7) Greif and its management

Dr. Chow Wai Yin

8) 亂中尋序

馮家柏醫生

8) Order out of Order-less

Dr. Fung Ka Pak

出席人數：共有五十七人。

Total participants: 57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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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撒路會義工申請表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身份證上姓名， ( 中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英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 日 / 月 / 年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 年齡： ______ / ______
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住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願意遵守本會義工守刖，並嚴守病人資料之保密。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日 / 月 / 年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推薦
本人為 ( 教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之牧師、傳道、長執、教會領袖，
現証明申請人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開始參參本教會聚會，及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受水禮
申請人在本教會現時 / 以前參與的事奉包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認為申請人適合參與拉撒路會義工隊。
本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日 / 月 / 年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教會之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請填妥這申請表，並連同以下文件： (1) 4 張護照相片 (2x1.5 吋 ) ， (2) 得救見證、 (3) 事奉專長及 (4) 參與拉撒路會原因，一併寄回
九龍長沙灣元洲街 485-491 號富洲大廈一字樓，拉撒路會收 ( 請註明義工申請 ) ，稍後我們會安排面談，多謝您參與本會，願上帝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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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撒 路 會 有限公司
Hospice and Ministry Limited
(前稱：拉撒路會善終靈養服務有限公司)
(Formerly known as: LAZARUS Hospice Support & Spiritual Nurture Service Limited

關懷病危者及其家人 Care terminal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捐獻表 Donation Form
請以正楷填寫以下資料 ( Fill in BLOCK letter) ：─

捐獻者個人資料 Donor's Personal Details: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FAX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Postal addres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間聯絡電話 Daytime Telephone Number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獻方法 Donation Methods:
1. 劃線支票 Crossed Cheque
請以劃線支票抬頭「拉撒路會有限公司」，連同捐獻表一併寄回本會辦事處。
Please make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Lazarus Hospice and Ministry Limited"
and mail it to us, together with the donation form.

捐獻金額 Donation Amou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Cheque Number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 Bank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現金捐獻 Cash Donation
捐獻亦可直接存入本會在永亨銀行的帳戶，帳戶編號： 035-811-379974-002
請將銀行入數紙連同捐獻表一併寄回本會辦事處。
Donation can also be credited into our bank account in Wing Hang Bank Limited.
Bank Account Number: 035-811-379974-002
Please mail the pay-in slip to us, together with the donation form.

本會乃香港註冊之慈善機構，捐獻金額可申請豁免稅款。

Lazarus is a charity registered in Hong Kong, donations are tax exempted.
地址：
香港九龍長沙灣元洲街 485-491 號富洲大廈一字樓
Address ： 1/F, Fu Chau Building, 485-491 Un Chau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建會基石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 馬太福音 五： 4)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 馬太福音 五： 7)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 約翰福音 十： 10)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 約翰福音 十一： 25)

Foundation Stones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 [Matthew 5:7 (NIV)]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for they shall obtain mercy. [Matthew 5:7 (RSV)]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He who believes in me will live, even though
he dies. [John 11:25 (NIV)]
I ca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abundantly. [John 10:10 (RSV)]

香港九龍長沙灣元洲街 485-491 號富洲大廈一字樓

1/F, Fu Chau Building, 485-491 Un Chau Street,

電話： (852) 2650-6869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傳真： (852) 3013-8663

Tel: (852) 2650-6869
Fax: (852) 3013-8663

電郵： info@lazarus.hk
網址： www.lazarus.hk

Email: info@lazarus.hk
Website: www.lazaru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