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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閠鈞  4B (36) 

近日有數據顯示，去年十至十九歲年齡組別的自殺率有上升趨勢，每十萬人中就有三點四人自殺死亡，數字的上升

實在十分驚人，據瞭解，部分青少年是因為學校的壓力或朋輩的影響而萌生自殺的念頭。在人生路上，有誰是從未遇過

挫折的呢？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嗎？為甚麼你們有能力去生活，卻為了一時的苦痛而放棄呢？這些都是經過參觀

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的義工活動後想對那些自暴自棄的青少年所說的話。 

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是一所專為病童服務的專科醫院，醫院亦附設紅十字會醫院學校，為院內的病童提供教育指

導，讓他們能在日後跟上原校的學習進度。我很佩服那些在醫院學校工作的教職員，他們不僅要營造輕鬆的氣氛來感染

病童，還要承受某些癌症病童離世的傷痛，更要盡量保持樂觀的心境去面對，安慰病童的家屬，這種堅毅不屈的精神實

在值得我們學習。 

那次的參觀除了瞭解醫院學校的運作外，我們還接觸了多位留院的病人，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戴昭農。不知

大家有沒有想過，如果你是個患了先天性疾病的人，需要長期躺在病床上，依賴著呼吸儀器過活，足不出戶，那種與世

隔絕的感覺，你能忍受嗎？戴昭農患了黏多糖症第二型，縱使自己的身體機能逐漸出現問題，他卻以個人帶出了「只要

有夢想，凡事可成真」的香港精神，雖然他只能用一隻手指行動，但他仍努力不懈地向著標杆直跑──完成香港中學會考，

他需要以平常人下多好幾倍功，包括長期使用電腦接受教育，但又要定時休息，而由於他在十多年來都未曾再次出外，

因此修讀商業科的昭農連便利店也不知道是甚麼，他有能力完成會考，實在是人生一大壯舉。 

醫院學校的校長也提到，昭農在小時候是個沒耐性的人，但經過一位基督教朋友的薰陶後，他決意改變自己，信奉

基督教，不但使自己變得開懷，也感染了他身邊的人，包括他母親。昭農的媽媽看到兒子的轉變，也信奉了上帝，心境

也變得開朗，而她澄清自己並不認為兒子是她的負慮，相反，兒子是上帝所給予的禮物，讓她看清楚這世界的美麗之處。

那天認識了戴太太和昭農，他們的故事實在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義工。 

每個人默默耕耘，安守本份，積極地面對人生路上所遇到的事，勇敢地跨過地上的障礙，我們的生活必定能活得十

分精彩，即使跌倒了，只要努力站起來，面前的，永遠都是一幅美麗的圖畫等著我們去填上鮮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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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綺婷  4C (25) 

    這次到根德公爵夫人醫院探訪病人實在是一個讓我重新認識生命的寶貴機會。近日全城熱烈討論 2012 世界末日，很

多人都說不想那麼快便要死。但其實只要活得精彩，便會明白死亡正如校長所說只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階段而已。 

    我們那天與其中一位病人戴昭農和他的媽媽見面。我瞭解昭農的情況後，實在十分佩服他。他需要長期使用呼吸機，

出入很不方便，自己照顧不了日常生活，要靠媽媽的幫助。雖然他 20 多歲，但因為患病，身形都比我們較細小，而且眼

睛和耳朵都不太敏銳，面部都腫了起來。可是，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能克服重重困難，例如他因為不方便外出而

不知道何謂連鎖店、每次開電腦溫習都要花很多時間和工夫等，但最後能成功地考了會考的商業科，而他的成績一點都

不重要了。換了我是昭農，相信我連他一成都達不到。他令我明白到，無論遇到什麼挫折，如像他般患病，都不要放棄

和埋怨，因為上帝總會給予我們每人不同的機會去瞭解衪的旨意。其實昭農他大可以不讀書，放棄自己，但他並沒有，

反而克服困難，活得更精彩，得到的並不是灰暗的人生。他與我們談話時並沒有為自己的身體狀況而傷心或自卑，他更

說出街時，路人都投以奇異的目光。但他沒有因被歧視而不開心，反而對他們說:「望咩望，未見過靚仔咩?」他積極活下

去的態度實在令我佩服。 

    昭農媽媽更厲害，肩負起照顧昭農的責任。因為使用呼吸機，所以媽媽要經常抽走呼吸道內的分泌物。雖然看似簡

單，但我相信當中必定有不少難關。由知道自己的兒子有疾病，克服到心理壓力，接受自己的兒子與別人的不同，到習

慣照顧昭農，一定很辛苦，我相信自己必定會崩潰。她說有一次與昭農外出時找不到電掣為呼吸機充電，心情焦急得很，

最後要乘車到醫院才無事，單看這件事便明白到照顧昭農是如何的辛苦，但昭農和媽媽都一一闖過了，甚至比我們每一

個都更加明白生命的意義和享受它。 

    此外，我們還探訪了其他病人。而我則與其中一個姓楊的小女孩談天。她剛做完手術在醫院休養。她和她的孖生妹

妹感情好得令我很羨慕！在姐姐入院前，妹妹悄悄地造了一張卡給姐姐，希望她早點康復回家。而姐姐更不捨得帶妹妹

送的娃娃到醫院，怕弄污了！一直以我都很希望有個姐姐，當我聽到妹妹那麼疼姐姐實在十分感動!希望她可以快點出院，

與一家人到南生圍玩！ 

    升上中四後，同學都經常埋怨功課多測驗多。但我現在明白到，我們比起很多人幸福多了。有些人在日常生活都有

有困難，遑論讀書。我們要好好珍惜上帝給我們完好無缺的身體，積極地活下去，不要輕易便嚷著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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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灝政  4E (02) 

坦白說，這次是我第一次參觀兒童醫院，亦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一些身體有缺憾的小朋友。他們的身體雖然比我們

弱，但他們的意志力絕不比我們弱。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當我看見戴昭農的時候，他雖然要長期坐在輪椅上，身體只能作

有限度的活動，還要靠機器協助呼吸，甚至只是嘗過幾次逛街的滋味，但他卻不是愁眉苦臉，在探訪的過程中，他全程

都帶著比天上的太陽還燦爛的笑容，他很樂意和我們分享他平時遇到的趣事，又或者生活上的困難，還不時逗他的媽媽

開心，完全沒有自怨自艾。這令我感到很欣慰，亦想到我們平時會遇到各種困難，有時我們會感到灰心、失意、沮喪，

但我們又有沒有想過世界上還有很多人一出世便有一些缺憾，人生路註定比我們難行。他們尚且可以勇敢地生存下去，

更何況是健全的我們？ 

是次活動比我獲益良多，如果下次再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參加類似的探訪活動。 

陳嘉洳  4E (27) 

這次探訪給了我很深的體會和感悟。在這以前，我總覺得我不能幫助別人，自己的力量太微不足道，可是，當我看

到 Stephanie 在跟我們說話時那微笑，我就明白，即使是一點點的力量都足以讓人快樂起來，沒有實際的幫助也不要緊，

因為心靈上的幫助同樣重要。不過，我還是希望自己能給予有需要的人實質的幫助，無論是以什麼崗位、身分也好，我

都希望能幫助他們，我看到陳校長給予病人們很大的鼓勵和協助，護士們亦很照顧他們，我不期然地想，若我也能成為

照顧他們的人的一分子，那就太好了。 

我看到昭農和迪青他們面對這種種的障礙，依然能活得樂觀積極，就不禁地想，現在我面對的困難有算得上什麼？

有甚麼比起身體上的障礙更難克服？我想或許我應該更積極地面對生活，不，應該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笑著面對生活，

畢竟還有比我們更艱難的人在某處努力地想活下去，為何我們不能呢？不只是病人們，家屬亦面對著很多不如意的事，

但他們都能樂觀地生活，就像戴媽媽一樣，我相信只要抱著一顆感恩的心，沒有甚麼障礙是不能跨過的。 

這是一次很難得的經歷，我希望以後能有更多的機會讓我們繼續為這些病人帶來快樂以及學習他們積極的態度，我

亦會鼓勵更多的同學多參加這類活動。 

龍天恩  5C (11) 

這次探訪讓我見證了母親的不離不棄、病人的不屈不撓、護理人員那種對病人無微不至的看顧及愛心；而昭農與我

們分享的會考經歷讓我看到縱使前路有多難行，只要有堅定不移恆心和樂觀的人生態度，便能把生命活得精彩及有意義。

他的說話提醒了我，我今後要更努力去讀書，將來成為一個出色的醫生，讓病人可過更好的生活。另外我亦認識了 14 歲

的 Kenny，言談之間知道他是澳門人，我們也談得頗高興，希望他能夠早日康復回澳門讀書吧。我亦盼望昭農能來到我

們的校舍一同上課，體驗一下校園生活的點滴，加油呀我們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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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然  5C (23) 

當認識了部分院內病童，得知個別的年青人

一生中大多數的時間均要留在院中生活，為他們

的不幸深感難過。他們的遭遇亦令我明白到應因

自己有健康的身體而感到幸運。 

（為院內病童送上作品一幅，望笑納。） 

 

 

陳若琪  5C (24) 

到訪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的一天，令我對於生命和態度有了很大的反思。 

醫院學校對我來說，一開始是個陌生的名詞。但透過短片和陳校長的講解，令我明白到醫院學校的功能，住院兒童

即使身處醫院但仍能學習仍能過充實有意義的生活。醫院中生離死別見怪不怪，難得有有心人願意擔任老師，為病童帶

來歡樂和知識。我覺得這比平常學校的老師更偉大，陳校長亦真的值得我們敬佩。 

陳校長不說病人，稱呼他們為學生，或許在校長的眼中，他們只是在醫院上課的學生而已。與醫院中的學生會面，

起初有些擔心，不知應如何和他們相處。然而，當我看見昭農時，尤其陳校長這麼熱情地迎接他，我知道他並不是因病

而悲傷自卑的人。他甚至比我們健談，說到考會考的一段段經歷，怎麼克服身體上重重的障礙，我發現自己是這麼幸福，

我還能坐在課室上課，還能自己翻開一頁頁書溫習，看見昭農，以後又怎麼好意思不珍惜呢？昭農的媽媽亦令我很佩服，

見證了母愛的偉大，二十年來勞心勞力照顧兒子，想必是有流淚有傷痛，但我看見的是一個臉上掛著笑容，與兒子說笑

調侃的母親，從她身上我學會了抱持樂觀的態度去看待逆境與生命。 

另一群的小孩子也是可愛的，若我看不見他們，我會以為自己到了小學探訪而非醫院。雖然他們都坐著輪椅，有個

小女孩的腳更是鑲了鋼架，但他們的笑聲卻響遍了整個房間，他們都單純可愛－－甚至與其他平常小孩無分別，小小年

紀便要承受這般病痛，他們都很堅強很勇敢，比我更厲害。 

醫院內並不是僅有淚水，我看到的是笑聲、支持、堅強、樂觀、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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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影映  5C (25) 

在出發前往醫院時，我不斷擔心自己會否忍不住哭呢，因為知道自己是個很易就被感動的人，又很迷惑到底我到達

後要做些甚麼呢？我是不是要負責為他們帶來歡樂呢？結果，在見到了醫院裡的朋友們後，這些疑慮都一概消除了。 

我們一開始先和幾位小朋友有個聚會，分別是 Stephanie、Betty、Benedict 和 Kenny。雖然我們都比他們年長，

但竟然都不敢主動跟他們聊天，反而是他們熱情地跟我們介紹自己，還有主動展開話題，真令我們這些哥哥姐姐們感到

羞愧，哈哈！ 

Stephanie 真是一個活潑開朗的女孩，記得她被問到最喜歡的是甚麼事，她很興奮地回答說：「我很喜歡彈鋼琴！」

然而又立刻加上一句「可是我不懂彈琴呢！」，真的很欣賞她的率直純真，還有那自信的笑容。最深刻就是她的聲音，完

全聽不見有憂傷，反而十分響亮、快樂、充滿希望呢！就算我們到了旁邊的房間，仍能聽見她爽脆的大笑聲和暢談的聲

音，真可愛！至於 Betty，第一印象覺得她比較害羞、內向，不過可以看得出她也是個樂觀的可愛女孩，因為臉上總是掛

著笑容，讓人感覺她就像向日葵一樣呢 其實我本來很怕和這些小朋友們聊天，我怕我會說錯話，怕會觸到他們的痛處，

可是我發現原來只要用真心，跟他們聊聊日常生活趣事，他們就已經很開心，也已經能互相認識更多。Betty 的皮膚白白

的，還有那可愛的小辮子，真像個卡通人物啊，而且是個有禮的女孩，希望你能繼續燦爛的笑著:D 

Benedict 真的讓我印象深刻，他的熱情真讓我感動。本來聚會一開始大家都好像很慢熱，又不太敢說話，可是

Benedict 一來到後，氣氛馬上轉變了呢。他爽朗地跟我們打了招呼、介紹自己，也十分主動地跟我們攀談，看來社交能

力十分強呢！真沒想過能跟他們這麼快打成一片，那個時刻真的覺得我之前的顧慮都是多餘的，他們比我們更捧啊 ! 

Kenny 是從澳門來的，說話十分酷，回答問題總不會超過五個字。不過在聊久後，他的話也慢慢的多了，真開心！我們

談了許多關於港澳兩地的差異，也聊到線上遊戲、漫畫等等，真沒想到我們的共同話題也有這麼多呢！最有趣是他還在

我們面前投訴了醫院的膳食，真可愛呢，又是一個坦率的孩子。我真的很能夠感受到他們的那種積極樂觀，希望他們每

天也是一樣的開心^^ 

之後我們到了另一個房間和昭農及佩佩見面。說實話，我當時是真的有點被嚇到，也有想過我們能跟他們好好溝通

嗎，他們還需要依靠呼吸機呢。不過情況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我能清楚地接收昭農傳達的訊息，他說話十分有條理，

也比我們成熟，還不介意自己的病，很開放地跟我們談論他的經歷，包括在街上遭到白眼的經歷，也跟我們分享了許多

自己讀書的心得和所遇到的困難，真是深深地鼓勵了我。我知道自己真的很幸福，我有健康的身體，有很好的環境，我

應該好好珍惜，不應時常埋怨讀書辛苦，那一刻，我真的下定決心要努力，希望能跟昭農一樣成為大學生。還有我覺得

很難得的是，昭農媽媽能在一旁為我們講述了更多關於昭農的事，十分敬佩這位堅強又親切的好媽媽，你們的故事真的

能夠見證神，雖然你們的家人可能還未信主，不過你們的改變而在他們心中播下了種子，有一天他們一定會受神感動，

然後歸信主耶穌:) 我記得昭農還說過很想跟我們講述他的見證，可惜當天時間不足，我很期待你到我們學校體驗校園生

活的那天，到時一定有機會讓你跟我們講見證，可不只是我們了，而是上千名的曾肇添師生！放心吧，我們會檢查好全

校的電掣的了，哈哈哈！還有，我會為你能出外觀賞煙花而去祈禱的，神會祝福你，你要繼續努力，做個出色的商人！ 

總括而言，我覺得整個醫院中的病人都不是病人，他們的心和精神都比我們健康，只是身體比我們軟弱了點，但我

相信這是因為神揀選了他們，要讓他們有所經歷，也要以他們去照亮別人的生命，就像今次的活動一樣，他們就像一盞

燈一樣，把我們的心都點亮了，也照明了我們日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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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美婷  5C (26) 

探訪兒童醫院的經歷給我很深的體會。初到貴院，在探望病人前，陳校長給我們上了寶貴而富啟發性的一節課。瞭

解過醫院教師的工作，知道他們在醫院裡教導患病的小朋友，讓他們持續學習。有時候，他們更要面對一些患上不治之

症的小朋友。 

聽過校長的分享，我很深的感覺到她對於這些小病人的疼惜，她面對可愛的學生死亡時的傷痛，以及本著信仰對病

者的未來充滿盼望，這些實在令我為之動容。我認為他們的工作很有意義，也令人對生命與死亡有更深刻的體會，學習

愛惜生命，尊重生命，勇敢面對死亡。更重要的一點，是讓我領略到在生命中給予愛別人，是多麼有意義的事，這也讓

我更希望投身醫療方面的工作，在別人的生命中也發一點光，照亮身邊的人，這真是十分有價值。 

見過病者的時候，他們跟我們的同學談笑風生，分享自身的經歷，甚至鼓勵我們要努力讀書，我實在十分佩服他們

的堅毅、樂觀和自信。從他們身上我也獲益不少，至起碼提醒了我自己擁有的其實很多，有健康的身體、疼愛我的親人

和朋友、良好的學校教育……其實我真的沒有放棄、不愛惜生命的理由。希望醫院裡的病者都跟我們一樣過著精彩又美好

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有價值、不枉過的。天父祝福你們！加油！ 

鍾皓靈  5C (27) 

經過今天， 我重新思想「快樂」的定義。 

到底什麼是快樂呢？有人認為金錢令人快樂，有人認為吃

喝玩樂令人快樂，有人認為考到成績令人快樂…沒錯，這些事全

都令人快樂；可是，這些快樂卻不是真正的快樂，因為這些快樂

都是附帶條件的。 

今天，我到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探訪。你說要住

在醫院的兒童幸福嗎？說實話，他們的生活比誰都困難、吃力，

可是，他們卻擁有別人都難以擁有的東西---活在當下、知足常樂．唯有這樣的人生態度，才能讓人擁有真正的快樂。 

幸福非必然。所以，我們才要活在當下、知足常樂。藉此，我

希望能祝福今天認識的朋友--比比和昭農，及兒童醫院的所有院友，

希望滿有恩典和憐憫的神常與你們同在，在主裹我們都是一家人啊！

加油！：）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xt7wJLKlghOA04ACEizygt.?ei=UTF-8&meta=rst%3Dhk&fr=fp-handwrite&p=%E5%A4%A7%E5%8F%A3%E7%92%B0%E6%A0%B9%E5%BE%B7%E5%85%AC%E7%88%B5%E5%A4%AB%E4%BA%BA%E5%85%92%E7%AB%A5%E9%86%AB%E9%99%A2&rs=0&fr2=r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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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希  5D (29) 

這天到醫院探訪，是懷著有一點兒沉重的心情，因為我們知道，將要探望的兒童及青少年，大部份都是一些長期病

患者。一踏進醫院，面對著雪白的牆壁、嗅到消毒藥水的氣味，我心裡不禁感受到一種莫名的負能量。但是，經過陳校

長對醫院學校及醫院裡的生活詳盡的介紹，我對醫院學校減少了誤解，原來，醫院學校並不是一個絕望、可怕的地方，

而是一個充滿愛的學習場所。縱然同學們在學習上，可能會比主流學校的學生遇到更多困難，但是，老師們的熱誠使學

生堅強面對，彼此的關係，就如家人一般密切。 

     我第一個接觸的同學是健榮。看到健榮的時候，大家都自然地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因為，雖然健榮暫時行動不便，

可是，他的咀角總是上揚，那陽光般的笑容真是惹人喜愛，亦由此可見，他是一個很開朗的男孩子。與健榮聊天很愉快，

因為他很主動，也非常健談，與我們幾乎無話不談。我忘不了健榮所說的一句話，他說，他的願望是家人開開心心，健

健康康。我心想：我像健榮一樣十一歲時，如果有人問我我的 

願望是甚麼，我肯定會答我想吃一百球雪糕或是坐火箭環遊世界之類之類的答案。我真的很欣賞健榮只得十一嵗就

懂得為家人著想。事實上，我在家的時候，是一個頗自我中心的人，但因為我是妹妹，家人都會盡量遷就我。我想我由

這一刻開始，不能輸給健榮，一定要給家人多一點關心、體諒他們多一點。另外，我記得健榮曾經提過他很想再和家人

一起旅遊，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復，和愛他的家人共聚天倫！ 

   接著，我們認識了一位叫昭農的同學和他的媽媽。他對人生的看法、學習態度實在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例

如，雖然昭農時時刻刻都要使用呼吸機，令他不可以輕易外出，開頭對連鎖店等等的東西都沒有概念，但靠著媽媽、老

師用心的引導，更重要的是他的毅力，使他能夠不斷增值自己，活出豐盛的人生。在這裡，我衷心祝福昭農媽媽和昭農，

亦很希望昭農可以如願以償，再次一睹維港上空放著煙花的璀璨夜景。 

   這一天的探訪也許只是一個花了數小時的活動，但是我對死亡、人生都有了新的看法。雖然人生是短暫，但是只要

我們抱著正面的態度，人生就會很精彩。而死亡不是一件令人可怕的事，只是人生的必經階段。付出了數小時，就使我

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這是一個很寶貴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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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如  5C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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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嘉輝  5D(11) 

這次到香港紅十字會醫院的探訪，是我在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站，它讓我停下來，對人生作出反思。 

工作，一般人會認為它是得到收入的工具，或者是從升職中滿足人虛榮感的踏板。可是，一班香港紅十字會醫院的

老師卻讓我對「工作」一詞有著全新的理解。他們沒有選擇到普通的學校當老師，反而選擇到醫院學校，教導一些患病、

受傷或身心有缺陷的兒童，而他們作出這個決定，背後所包含著的無施奉獻的精神，實在是令人敬佩。勇氣，是擔當醫

院學校的老師必須擁有的。在這次探訪中，我們聽到了不少陳校長的個人工作經歷，她與我們分享了不少自己見證著學

生安祥離去的經歷。這些經歷不但讓人明白到這份富有意義的工作是多麼艱難，所需要的勇氣和魄力亦絕不比任何工作

低。此外，我在這次探訪中，亦感受到這班老師是十分熱愛自己的工作。程 sir 是負責接待我們的其中一位老師，在我和

幾個同學探訪瑩瑩之際，他主動向他的家長查詢瑩瑩的學習情況，更送了她小禮物，但其後瑩瑩的家長竟然告訢我們這

是她第一次看到程 sir，而程 sir 這主動關心病人的舉動，已令我們明白到他是多麼的敬業樂業。 

在上一段提及的瑩瑩，是我們到病房探訪時，遇到的一個可愛小女孩。雖然她不能以言語向我們打招呼，但她燦爛

的笑容絕對是對我們作出的最佳的歡迎。從她的笑容中，你會感覺到這小女孩的純真，更會感受著她愉快的心情。即使

她不能以言語告訢我們她的感受，可是她的笑容已是最佳的答案，告知我們她是一個樂天小女孩。這令我們反思到既然

瑩瑩可以這麼快樂地活著，那麼我們這些健全的普通人還有必要為一些瑣碎事而感到不快樂嗎?瑩瑩燦爛的笑容絕對為我

們增添了不少喜悅，或許這笑容亦是令她的母親能夠撐下去的原動力。 

在這次探訪中，我認為一眾病人和老師的經驗，除了令我們心中有一絲感動和敬佩外，更讓我們對人生有著更深的

體會和思考，改變了對於工作和生活態度的價值觀，讓我們在人生的旅程上繼續出發。我衷心希望瑩瑩和院中病人能夠

繼續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在醫院學校愉快地學習，學到更多知識，亦希望一眾老師能繼續努力工作，讓更多有需要的

小孩子得到教育。 

江詠琳  5D (30) 

學會了為小事而感恩，我們擁有得太多，都寵壞了，都不懂珍惜了。 

這次探訪的小朋友，身體上雖有少少的缺陷，但他們有的，是一顆良善無比的心，比我們在場的任何一位都要完整。 

「生命是禮物，別輕言放棄」這是我在是次探訪中最大的得著，驅使我懂得凡事感恩，也不要輕易放棄。做著瑣碎的事，

有時也是一種幸福。修剪一下指甲，塗護膚霜，看著無謂的肥皂劇，聽到鄰居吵架的噪音，起碼，這是活著的聲音。能

看得到，聴得見，跑得動， 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賜，都是幸福的。人生不滿百卻載千歲憂，該活在當下，為生活中的快

樂喜悅感恩，那怕是小小的零碎的也好。活著，還是好的。 

我現在都懂得了，謝謝你們，仍然在呼吸都應該要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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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熙  5D (35) 

一直以來我都明白自己是幸福的一群，有健康的身體，有完整又快樂的家庭，但或許因為得來實在太容易了，去珍

惜及感謝的心態都一直只佔了很少的地位。經過這一次的參觀，其實應該是學習，我才開始再對生命作出一些的反省。

很多人有健全的身體可以四處遊玩時，他們怕累怕熱怕冷，寧成隠青，宅男宅女，但他們又有否想過有一群人從小便失

去了他們自由遊玩的機會?一直看最多的枇也許是雪白得令人發麻的天花。亦有人討厭學習，工作，寧成為社會上的寄生

蟲，但同時有人不管多困難多艱辛都要繼續學習。更有人面對少許的錯折，放棄自己的生命作為解決方法，無奈的是，

有人為了可得到多一天的生命而要面對多種的治療，各種的痛苦，他們更不知道究竟自己能再活多多少天，他們的心態

也許只盼望可能多活一天得一天。 

生命對於我們來說都真的很無常，我們不知道那一天會得到，又會在那一天失去的。在我而言生命之所以珍貴是因

為每一個生物都有著不同的際遇，不同的期限，不同的故事。我更認為生命是會互相影響互相緊扣的，記得昭農媽媽說

過若果當日的兒子不是現在的這一個，那麼我亦不會是現在的我。我起初都不太明白，但之後開始理解，其實每一個人

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他們的任務，有人的任務看似微不足道，但其實他們對某些人來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角。有人會

認為老弱傷殘是一群很大的負擔，但他們所作出的作用是無法想像的，今次的參觀我所看到的是社會上一群極需要幫助

及關心的人士，但之後我發現到的是他們帶給我的一課比起我那份關心來得重要很多。他們也許是身體上的不健全，而

我們則是心靈上的不完整。 

從小到大我都認為別人說「路是一走出來的，你是可能選擇自己的路。」但經過這一之我瞭解到這話不是絕對的，

因為當你一出生你的起點已經定了，你或許生來的起點就在荒野，或者是平坦的康莊大道，你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亦

沒有改變的力量，你可以選擇的只有你走下去的態度。現在有很多人在走平坦的大路時又怪沒有車子，不夠快，不舒服，

而決定停下來放棄走到終點的機會，然而有一則努力的在走那荊棘滿途更有機會在半路受傷甚至身亡被迫不能走到終點

的路。或許我的一個想法是對的，與其一輩子的無風無浪，不如一輩子的辛酸，因為辛酸的生活會連一件很小的幸福都

不容許自己錯過。 

的確就一次的得著並不是單單用這少少的文字就可以完全表達，有一些東西始終要親身用心去感受，但無論如何都

很感激參觀中為我帶來這麼重要一課的所有病人，老師，家屬，但願所有人都可以繼續勇敢活下去，將你們的經驗經歷

再鼓勵更多的人，令更多人可以活出他們的生命。亦希望病人們可以早日康復，及各位可以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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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穎珊  5D (37) 

今次在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的探訪，實在讓人看到一個很好的見證。 

     記得當初接觸那些小朋友的我，還是很害羞，反而他比我們還要活潑。當我在跟他們聊天的時候，發覺他並不是我

想像中的不開心。他們都十分開朗，還興致勃勃的跟我們聊日常生活的事。最令我感動的是，當問到他們最大的願望，

他回答的竟然不是希望自己快點痊癒，首先想到的而是希望一家人鍵健康康。嘩！這是一個多麼為人設想的小朋友啊！ 

     第二樣讓我感到鼓舞的是看到昭農和他媽媽的見證，昭農分享了他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和他克服它們的過程。最讓

我深刻的是，昭農媽媽分享了被兒子影響信主的過程。這讓我想到，一個身體充滿不方便的人可以在不同領域上有相當

的成就，相比起我自己，身體沒有殘缺的，卻沒有盡用自己的能力，他的作為真令我感到佩服。 

     這是一個多麼活生生的見證呢！神創造每一個人都是可貴的，都有他的作為，定必會造就每一個人。昭農就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他靠主得力，傳福音，勇敢活下去。 

 

陳嘉敏  5E (25) 

經過今次有這麼難得的機會能夠去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探訪，我真是感到非常慶幸而且我從中也獲益良多。這

次的探訪其實除了探訪一些不幸患病的小朋友之外，而且亦能夠讓我有機會去瞭解紅十字會以及醫院的工作。我非常敬

佩在那裏工作的醫生護士以及教師，他們寧願放棄名利也決意協助及關愛這些可能隨時便會離世的癌病小朋友及殘障兒

童，真是非常偉大以及有愛心，這些都很值得我們學習。 

還有，今次我最喜歡的就是能夠與其中小部分的患病的小朋友傾談的時刻，能夠向他們表達我們對他們的關心以及

支持。而且，我也非常佩服昭農和昭農媽媽的毅力以及他們樂觀的人生觀。他們讓我深深的體會到我之前所遇到的難題

根本就不算甚麼，人不應該那麼輕易的就放棄。就像昭農一樣，儘管他未能像我們那樣上課寫字讀書，但是他仍然盡他

的能力想辦法讀書以及非常珍惜讀書的機會，非常難得。而且他還能靠自己的能力以及努力考會考，厲害得很。 

     我非常期望昭農跟他的媽媽能盡快來到我們學校向其他同學分享，以及能讓昭農跟我們到監獄裏與我們上一堂與眾

不同的課以及分享他信主的經過。最後，願主祝福他們以及那些患病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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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天惠  5E (34) 

一般的人每過一天，便代表著生命中的發展更進一步；這些兒童每過的一日，卻意味著其短暫生命的倒數。他們當

中很多都長年住院，儘管如此，他們的思想還是十分積極，他們的說話仍是如此的鼓舞人心。從與他們的對話中，沒有

感受到半點負能量，聽到的，是一般現今「幸運」的兒童及青少年談論的話題：facebook、打機、電視劇、比賽、讀書……

這些都令我驚覺原來他們思想上和「我們」其實距離不遠。更甚的是，他們的人生閱歷比一般同齡的人要多上幾倍，某

程度上比我們知道的更多，思想可能比某些第一組別的學生更要成熟。 

到醫院探訪前，我所抱著的態度本是為那裡的病人帶來快樂，對他們作出鼓勵。但到步後的結果，卻是意想不到的。

在與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我發現得到最大得著的並不是他們，那些對醫院病人鼓舞的說話亦用不著。相反，我們這些身

體健全、擁有幸運生命的學生竟是對話當中獲益最多的人，竟是最被鼓舞的受益者！ 

「施比受更為有福」，這話的確不錯。主動踏出一步，真的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盼望世上有更多的人願意以愛去

愛一些往往被視為「不可愛」的人，得以發掘他們的可愛和藉得欣賞之處。 

 

陳倬銘  6B (01) 

參觀過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我看到各位兒童、少年和青年病人雖然飽受病痛折磨，卻沒有放棄生活，也沒有埋

怨上天的不公平。像凱倫.凱勒一樣，他們時刻緊抱著對生存的熱切和渴望，有的堅持學習，在公開考試中取得令人驕傲

的成績；有的克服重重困難，找到回饋醫院的崗位。生命，可以很短，可以充滿磨難，但也可以活得精彩。現今社會上

很多人四肢、頭腦健全，卻因爲一點點的困難、挫折放棄上天的賜予；青少年吸毒、自殺、加入黑社會時有所聞。讓社

會上更多人認識較不幸的一群，除了讓他們有機會施與援手，更有同情心外，也提供了一個自省的機會，使大家好好珍

惜生命。 

值得稱頌的是，在這些病人他們的背後，有一群默默耕耘、辛苦付出的醫護人員，他們當中有負責照顧起居飲食的

護士，有負責治療給藥的醫生，更有傳授知識的老師。要照顧這些病人並不容易，脆弱的身體、極低的免疫力，令一次

碰傷、細菌病毒感染都足以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傷害，醫護為一絲不苟的工作時刻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還要面對各種生離

死別，他們堅持不懈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我要成爲一個醫生，就是想為病人帶來希望，去延續這種愛，因爲我覺得--施比受更爲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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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熙  6B (03) 

生理缺憾，從來不是缺憾。 

 

即使根德醫院的病人是天生殘缺，身體比我們正常人虛弱，他們的意志力卻是比正常人強勁，人生的態度比我們樂

觀。扭曲的肢體，對呼吸機的依賴或是說話上的不清，這通通不構成他們與正常人溝通的障礙，從來不是二者之間的隔

閡。相反，這些被常人當為殘障的特質反而在兩者之間築成一道堅固的溝通橋樑。 

 

正因為他們的生理上的困難，更叫我們用心聆聽，叫我們用心而非單靠言語去關心他們。這道橋樑同時也鞏固了我

對神及生活上的信心，不但把我們的距離拉近，更擴闊了我的眼界，以一個全新的眼光去看待殘疾人士。他們在行事上

的樂觀更是叫我敬佩，他們從不把怨天尤人，反而把生理缺憾當成上天賜予的禮物，更叫他們積極活下去，化短處為長

處，作為生命的見證。他們的心理質素實在比我們的健康和富足，而他們的信心及毅力更是當今年青人所欠奉的。 

 

或許我以一個小小的比喻談我對人生的看法。生命就好比一場馬拉松比賽，要完成比賽不但講求堅定的決心及無比

的勇氣。殘疾人其實已經輸在起跑線上，在比賽中更只能慢慢前進，甚至要忍受旁人的眼光。不少肢體健全的人卻缺乏

一顆熱誠的心去完成人生的馬拉松；相反，很多殘疾人卻能憑自己的堅毅及百折不撓的精神，一步艱一步難地完成，活

出精采的生命，戴上勝利的桂冠。社會時時傳出自殺及濫藥的新聞，這些都放棄生命的反面教材，突顯殘疾人人性的光

輝。他們都是我們的模範，讓我們生命的色彩，感受生命的真諦。  

 

 

梁顯彰  6C (14) 

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的朋友們，很開心可以跟老師和同學一起探望你們！ 

在紅十字會學校裏，大家都可以談天說地，知道大家生活的情況，真是難忘。儘管學習的路途總是充滿挑戰，但我

會以迪清、昭農和其他朋友堅毅不屈的精神為榜樣，繼續拼搏累積知識。特別祝迪清可多鑽研資訊科技，滿足自己對電

腦的興趣。也期望可以跟昭農在 facebook 保持聯絡，瞭解彼此的近況。 

祝大家生活愉快！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你們可以來到曾肇添一起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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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誠  6C (20) 

醫院學校課室的面積不大，但裏面除放置了上課用的桌椅及教具外，還設有電腦及放映設備，可謂「麻雀雖小，五

臟俱全」。在那兒我們觀賞了一齣電視特輯。 

該特輯介紹醫院學校老師們日常於院內的教學工作，以及為在家休養學童所提供的家居教學服務的情形。當中，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師生生離死別的一幕。雖然病童病情嚴重並已達末期，生命危在旦夕，但是老師們並沒要有放棄，

努力授課至最後一刻。病童求知的慾望並沒有因身體受病魔折磨而有所減退，反而因知道自己生命並不長久而奮發求學，

其積極學習的精神實在令人佩服。反觀部份時下年青人不珍惜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經常曠課、逃學，甚至參與打鬥、

吸毒等傷害自己身體的行為，實為不智，令人痛心。 

人的生命很脆弱，生死決定權往往不在我們手中。生命瞬間即逝，無法挽留，要如何做才不會在將來留下遺憾呢？

「『去者善終，留者善別，能者善生』。」陳校長說。她亦指出自己以往亦為逝世的病童換上校服或童軍服，令他們以最

佳的面目踏上通往天國的道路。可以想像，為病童最後一次更衣的過程溫馨而感人，是一種母性關懷的體現。 

接著，我們探訪了數位留院的病人。首先是戴昭農。不說不知，昭農曾參與中學會考。由於身體容易疲倦，且要用

呼吸機協助呼吸，他每天學習或溫習的時間並不多。在應考時，由於手部不靈活，要口述答案，並由考官筆錄。而且每

隔兩、三小時便要休息一次，過程艱辛而漫長。反觀自己手腳靈活，行動自如，在應付會考時也大喊「辛苦」，可見昭農

的毅力驚人，值得我們學習。期間，昭農的母親不離不棄的照顧昭農，定時為他抽取鼻腔分泌，辛勞而無怨言，確實是

慈母的典範！ 

然後是一班年齡較小的病童。他們年紀雖小，卻十分懂事。在接過我們送贈的小禮物後，不忘說一聲「謝謝」。年

紀小小便身患重疾，受病魔折磨，實在悲慘。但見他們談笑風生，歡笑聲不絕於耳，暫時忘卻疾病的痛苦，我們亦感到

十分欣慰。 

最後，我們在醫院老師的帶領下，分批到病房分發小禮物。由於很多病童正接受手術，我們只能將禮物放在牀邊的

小櫃上。領隊的醫院老師小心翼翼地把一副簇新的 UNO 牌放在其中一小櫃上。我想，病牀的主人定是她最喜愛的學生

之一。 

歴時三小時的探訪很快便結束了。探訪過程雖短，但我從中獲益良多。在此，我祝願病童們能早日康復，昭農及他

的母親則要堅強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至於一班熱衷工作的醫院教師，希望你們能繼續為病童服務。你們敬業樂業的

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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