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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02區詠芝 

  

 如果叫我真心說一句，當我知道這個活動時，我是不願出席的。一來剝奪了

假期，二來不想與老人相處，總覺得他們很嘮叨的！而且老人家們沒有上學讀書，

因此他們也不懂字，製作了生命回憶錄，他們也不會看。儘管當時曾經很不情願，

但仍然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讓我替老人家製作一本生命回憶錄！因為這是一個很

新的挑戰，我從未有這些機會。 

 

 初初進入老人院，看見自己伯伯的名字，開始感到一絲絲的害怕。伯伯叫王

志民，我覺得這個名字好像立法會區議員的名字，所以認為難以相處。「以名取

人」的我慢慢步入老人院，漸漸傳來一股藥油味。開頭很不習慣，但我知道我要

去克服的，後來我便不覺是一回事。 

 

 到我見到了伯伯，害怕的感覺稍稍減少了，因為伯伯

樣子很慈祥，有種溫暖的感覺。在訪談中，察覺到伯伯

的耳朵不靈光，我很怕難以與伯伯溝通。因為伯伯多次

聽不到我的提問，曾經自信心低落，幸好社工的指點和

示範，我才漸漸走入兩人的對話！第一次的面談，我最

深刻的是當我提到他小時候於鄉下的生活，他面上漸漸

掛上了笑容。此時我也感到很開心。 

 

  因為我跟進的伯伯在第二次面談要去覆診，我便與另一個伯伯聊天。他很健

談，人很可愛。與他聊天感覺會很舒服很開心！那個伯伯非常健談，他說了很多

「威水史 」。而且有高學歷的他為了自己的夢想，不顧家人的反對也堅持下去了。

他更環遊世界，跟我們分享了很多經歷！伯伯，真為你感到驕傲！ 

 到第三次的面談，我開始幫他製作紀念冊，我帶着很想令他開心快樂的心情，

認真專注地製作屬於他人生的回憶錄。心情很激動，就算要花很多時間也願意，

因為想他開心，這是我的目的。伯伯的笑容很可愛，希望他可以開開心心，時常

掛起那笑容。 

  

這次的面談，讓我學習到與老友記溝通的技巧，

他們就與小朋友一樣，要慢慢地相處。他們的心情

起伏很大，往往要用一些柔和的態度對待。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使我與他們有相處時間！為他們送上

一本屬於他們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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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16 關嘉琳 

 

早前，我參加了學校的小作家天地中的一個探訪老人活動，為他們寫一本關

於他們一生的書，意義重大。而且，完成這書後還會親手送給他們。讓老人回顧

過去多年的經歷，品嘗過去的喜怒哀樂。一生中的成功、挫敗都令這屬於他的書

更具故事性。 

 

這活動不但幫助他們回想一生走過的路，亦讓我學懂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道

理。活動第一日，首次與老人見面，他們亦是我們做回憶錄的對象。我以燦爛的

笑容向我探訪的老伯介紹自己，伯伯也回了一個慈祥的笑容給我。接著，他也介

紹了自己，我稱他為袁伯伯。雖然那天我們第一次見面，但已被彼此的笑容打破

了隔膜，探訪過程十分順利。 

 

那天，袁伯伯給我第一個印象是非常健談，與他總是有說不完的話題，當中

我也初步了解他基本的背景。長者一向給我拘謹的感覺，但他十分隨和。第二次

探訪時，我們一見如故，一坐下就說個不停。這次他向我說了他兒時的見聞，令

我對他的認識加深。從他口中得知，他小時候日本入侵香港時的景況，令我知道

當時香港市民都過着很艱苦的生活，並教懂我「知足常樂」的道理，因為現在我

所擁有的都不是必然，我們要學會珍惜。而且，我們絕不可因失去才明白珍惜的

真諦。其次，他道出昔日的香港面貌，使我對舊香港有更多的認識。 第三次探

訪，亦是最後一次。他那天告訴我他追求和實現夢想的經過，令我明白到要對夢

想有一種堅持，一份執著才有機會實現。如果連這一點的毅力、勇敢也沒有，就

一絲成功的機會也沒有。 

  

非常感謝袁伯伯在短短三次的探訪中告訴我很多關於他的故事，分享他的喜

與悲。此外，袁伯伯教懂了我不少道理，他亦使我成長了。以前膽小的我，害怕

與陌生人溝通，但這次我知道只要有自信和親切的笑容面對甚麼人都不是難題。

最後，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與袁伯伯見面，但也很高興能認識他，誰說不能

和老人做朋友呢？在此，祝伯伯身體健康，每天都同樣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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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07鄭炫宗 

    小作家閱讀天地的第一個大型活動——生命回顧紀念冊工作坊，讓我們為老

人院的婆婆、伯伯製作一本屬於他們的人生紀念冊。這個活動十分有意義，令我

獲益良多！ 

 

第一次的探訪老人活動，令我非常深

刻。由於我是第一次透過訪問老人而為他們

製作紀念冊，所以顯得戰戰兢兢，當我被編

與高中的同學（何同學）一組訪問，令我安

心樂意。活動中，我認識了林就伯伯，他待

人親切，更教了我們不少做人的道理，包括

勇敢面對現實，刻苦耐勞，努力讀書等。 

 

製作紀念冊活動也令我難以忘懷。我和何同學在學校一起製作紀念冊，一邊

討論，一邊選擇材料。當中，我們認為林就伯伯過往面對不同困難，包括內戰，

戰爭和家計等問題，也沒有放棄，能堅持下去，所以我們希望製作這個紀念冊去

紀錄他過去輝煌的成就。 

 

最後一次的訪談中也使我刻骨銘心，由於早上我需要拜山，所以我未能依時

出席，這使我十分遺憾。但林就伯伯卻沒有怪我，真是一個懂得人情世故的伯伯

呢！我們坐在老人院的大廳中，觀看着社工為我們製作的紀錄片，照片一張又一

張閃過，心裏一股莫名其妙的溫暖湧上心頭，伯伯也眼泛淚光，證明我們的努力

沒有白費。林就伯伯十分喜歡我們為他製作的紀念冊，真是一個深刻的經歷呢！ 

 

經過這幾次的活動，令我對人生的認知多了，林就伯伯待人處事都十分真誠，

我們每個人都應向他學習的，這個活動十分有意義，真是令我獲益良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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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05 何采騫 

今次的義工活動很有意思，令我可以跟林伯伯傾談，並為他製作生命紀念冊。

我之前都有參加過一些義工活動，不過為長者製作生命紀念冊就是第一次。起初

我認為要跟一位長者傾談，又要問他的私人資料是一個難題，但事實上同我想像

的完全不同。林就伯伯為人友善，對我們的所有提問都大方回應，絕無半點隱瞞。

而我的組員亦相當配合，整體來說，整個過程都十分流暢。 

 

經過今次的義工活動，令我明白到長者其實善於分享，並非蠻不講理。而且

導師教曉我很多跟陌生人溝通應有的禮貌，例如要專心聽對方說話、要望著對方

的眼睛，讓對方知道你在留心聽著等。 

 

與林就伯伯交談後，我明白到必須靠自己努力才可以積極生存。而且無論在

任何時間，我們都應該先考慮自己的條件才走下一步，而不要不顧後果便向前進。

此外，我亦從我們的對話中理解到生於現代的我們是一件相當幸福的事，因為林

伯伯於以前因為沒有政府的援助，讀書的機會不多，並不像我們現在如此幸運，

人人有書讀，而且享有十二年的免費教學。 

 

再者，這次義工計劃中，我更學會與陌生人相處，例如跟我的組員鄭炫宗同

學，與他合作製作紀念冊令我輕鬆不少，原來互相合作可以把事情變得更簡單和

效率更快。 

 

總括而言，這次的義工活動令我獲得與人相處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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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13 蔡詠淇 

 

起初，我很討厭這個活動。我認為要利用我的假

期，又要我做生命回憶錄，對我來說很麻煩。但是，

和葉婆婆相處過後，我卻有叧一番體會。首先，我感

到非常榮幸。始終這些機會不是經常有，亦不是所有

人都有。而且婆婆把她的一生都告訴我，給我上了寶

貴的一堂，這是不能透過書本學到的。記得第三次見面，

她竟然記得我，還能說出我的名字，當時的我表現得不知所措，但內心卻非常感

動，亦感到很窩心。正因如此，令我更有動力，更積極參與這個活動。 

 

    每個人的一生各不相同，而這位婆婆的一生比較悲慘。令我最深刻的是其中

一次，她談起自己現時的生活，說著說著便哭了，她對生活感到無助、不滿，但

自己卻沒有能力改變。即使她以前經歷過戰爭、父母離世等等問題，但相比起現

在，原來她更討厭現況。原因是她的子女都不在身邊，很多都去了外國工作，鮮

有時間去探望她，令她感到很孤單。 

  

    還記得最後一次見面，即使她的腳不舒服，但她仍堅持站起來向我道別。看

著她瘦削的身體、佈滿皺紋的臉和依然充滿溫柔的笑容，我向她報以一個笑容，

轉身便離去，儘管內心多麼的不捨。 

 

    從她身上，我學習到獨立。即使自己遇到困難，應

自己想辦法解決，不應事事依賴別人，凡事都要靠自

己。另外，亦令我學習到堅強。婆婆曾經歷日本侵華，

日子非常難捱。與她相比，我遇到的挫折又何足掛齒？

所以，我會忘記所有失敗，努力向自己的目標進發。 

 

    由於婆婆只讀過幾年書，教育水平不高，導致很多工作都做不到。有見及此，

我會更努力讀書，希望能考入大學，為將來作好準備。 

 

    總結整個活動，我感到很開心。能夠開闊眼界，又學習到與人相處的技巧。

我認為付出的時間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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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17 劉天恩 

 

 

  由我知道有這個活動時，我已經十分期待。因為我一直以來都不太懂得如何

與老人家溝通和相處，所以我很希望這一次活動能夠令我改善現時與老人家相處

的方式。其次，因為我希望我未來的工作是一位社工，所以活動一定能夠增加我

的經驗。  

 

  當我第一次去到老人院的時候，我十分好奇。因為我從

來都沒有去過老人院。但同時知道我的受訪者是一位男性，

我比較擔心，因為我不太懂得和男性相處。幸好，安慶古伯

伯十分健談，和他聊天十分愉快。不過，第二次探訪他時，

伯伯外出了，所以我調和另一組，與另一位同學一起採訪她

的受訪者。當我們談到該名婆婆對老人院有何不滿時，她卻

哭起來，實在令我們不知所措。第三次面談時，安慶古伯伯

身體不適，但是由於我手上所得的資料太少，無奈之下要叫

醒他接受我的訪問。這次訪問十分短暫，但他願意分享他昔

日的生活點滴，令我得到足夠的資料製作紀念冊。 

 

  完成訪問後，我覺得他是一個值得我向他學習的榜樣，因為他利用自己的血

汗錢做一些小生意，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能養活自己和女兒是一件十分了不

起的事。除此之外，他一直都有在老人院幫助別人，例如：推伯伯和婆婆出去曬

太陽，這一點是需要我學習的。經過這一次的活動，更加肯定我要做社工的決心，

因為我想幫助更多人，令他們感到快樂，不再沉溺於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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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01 鄭沛珊 

 

  這是生命裡最難忘的感動——親情。 

 

    親情沒有隆重的形式，沒有華麗的包

裝，它逶迤在生活的長卷中，如水一樣浸

滿每一個空隙，無色無味，無香無影，於

是也常常讓我們在擁有時習以為常，在享

受時無動於衷。親情是飯桌窗前的侃侃而

談，是柴米油鹽間的瑣碎細膩；是滿懷愛

意的一個眼神，是求全責備的一聲抱怨；

是離別後輾轉低迴的牽掛，是重逢時相對

無語的瞬間。常常，一個簡單的電話，一

句平常的問候，都是對親情最生動的演繹

和詮釋。沒有蕩氣迴腸的故事，沒有動人

心魄的詩篇，從來不需要費心費力地想起呵護，卻永遠如水般靜靜的流蕩在我們

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悄悄滋養溫暖著我們的身體和心靈 

     

只有他們可以不計得失敞開胸懷的接納我們。親情只不過是一杯純淨平淡的

白開水，雖然無色無味，卻是我們生活中不能須臾離開的。它不會讓我們興奮，

卻能讓我們安靜;它不會給我們刻骨難忘的體驗，卻始終為我們提供著不可或缺

的營養。親情中自有一份純樸和自然，不用刻意的雕琢，在我們意識到時，它早

已悄悄浸潤在我們的指尖脈絡中。 

 

在紛繁的紅塵世界，因為有了那一份親情在，不管距離遠近，無論喧囂寂寞。

我們的心始終是安然從容的。伯伯教會我，人最難忘最應珍惜的是親情。無論如

何，和自己最親近的始終是家人，畢竟血濃於水嘛。親情如水，純淨透明；水如

親情，綿延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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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03陳舒欣 

 

這次的活動是一個讓我對人生有另一種看法的活

動，改變了我對人一生的價值觀。 

 

其實每個人的人生都不一樣，可是我們的人生裏同

樣有甜的，苦的，酸的，淡的和暗的，雖是不同的人生，

可是同樣有高潮的時候有低落的時候，可能有的人會覺

得，我的人生一輩子都很倒楣，我的人生裏永遠只是苦

的，可是會不會只是你把甜的都忘記了，其實一件小事

也是人生中的一點甜。 

   

我只是一個初中生，經歷的不多，可是我也經歷了

人生的一些不同時候，我也有甜的有苦的。 

 

曾經我以為人生就是命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我們任何人都沒有能力

去改變，我們自己的人生，我以為我們本來就只能聽從命運的安排，可是透過這

個活動，瞭解一位伯伯的人生，伯伯是靠著自己的能力，從一個小鄉村來到了香

港，經歷不少的艱辛，來到了香港。他為了來到香港又付出了不少，他的人生故

事是對我的一個教育，人生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而不是任憑命運擺佈的。 

 

伯伯對於我來說是一個人生智者，他經歷的人生，

路途的漫長，艱苦的歷程，他人生中的喜怒哀樂，高

低起伏，還有一些小插曲，都是他人生中深刻的事情，

他努力從一個小小的鄉村走進一個發展中的城市，他

說他是一個不識字，沒文化的人，可是他卻有能力帶

著家人到香港生活，改變子女的生活素質，用自己的

能力改變自己的人生。 

 

我的人生，我還不清楚，可是我知道我有自己的目標，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有能力去改變我的人生。 

 

  



12  

 

5A22 譚樂琳 

 

經過為期大約半個月的老人院探訪後，其實我很大得著的。 

由於家裡從小到現在都沒有老人家，因此這算是我第一次

跟老人家相處。 

 

第一次看見帶娣婆婆，我其實頗驚訝，因為 74 歲的

她看來十分精神，與她詳談後更發現她是我們晚輩的模仿

對象，不僅是她的生活方式，還有她的生活態度。當她年過

60，她依然堅持每天游一小時早水，之後跟友人飲茶，偶

然更會打羽毛球，她其實是位全能運動員，她更教懂孫女

游泳，還在比賽得了獎，對完她來說絕對是自豪的事，我

相信她的體能甚至比我好。相反，我作為都市人，雖然讀書

真的很大壓力，但也成了我不做運動的藉口，以沒有時間作

不做運動的藉口。另外，另一件事令我歎為觀止的是她年過 70，竟然一個「朋

友」都沒來找她，我意思是高血壓、心臟病等等，她非常健康，是難得的一群，

她還告訴我她喜歡吃炸雞呢。 

 

她是一個積極樂觀的女人，以前她會認為開心又一天，不開心又一天，那麼

為什麼不開開心心地過呢?於是她以前的生活非常快樂。不過不幸地去年她跌倒

了，壓住了她的神經線，自此每日都處於暈眩的狀態，非常辛苦，這一跌也把她

的樂觀心態改變了，她覺得生活是痛苦的，其實我也替她感到十分難過，一個好

人實在不應該得到如此下埸的，不過既然不發生也發生了，我希望她能夠積極面

對，帶著歡笑過每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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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18 李嘉儀 

  

經過這幾次探訪老人院的活動，實在是令我獲益良多，讓我留下了，深刻的

回憶。 在第一次探訪老人院時，我難免有點緊張。因為我家中沒有老人，亦很

少有機會與長者交談，因此不清楚現今長者的喜好，我擔心自己是否有可能與長

者順利交談。 

 

我第一次見到黃帶娣婆婆的時候她正躺在床上，需支架輔助才能移動，她吃

力地坐到椅子上。婆婆的態度很友善，我和她有說有笑，雖然說起過去的傷心事，

婆婆會眼泛淚光，我亦會輕輕拍拍婆婆的肩膀安慰她。 其後的兩次探訪有了拍

擋陪同，使我更加有信心。我們透過交談得知了很多婆婆的光榮史，原來婆婆以

前是運動健將， 經常都有做運動， 這實在令課業時間不做運動的我感到慚愧。

雖然婆婆已經 74 歲，但馬上便記得我們的名字，我感到很滿足和快樂。 然後我

們為婆婆製作了一本精美的回憶錄，婆婆亦很喜歡，令我很有成功感。  

 

這次的老人探訪活動令我學到安慰和鼓勵別人的技巧，相信下次我的朋友感

到沮喪時，我亦不會慌張，用說話激勵他。另外，我也知道了長者為家庭和社會

付出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我們很應該愛惜和關懷他們，令他們感到溫暖。婆婆的

座右銘：「開心一天，不開心也一天，為何不開心地過？」亦使我記憶深刻，我

亦會持着樂觀的生活態度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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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02 陳皓琳 

 

在這個復活節假期内，我參加了一個為長者製作的

[生命回顧紀念册]的活動。起初，我真的不想參加，總

覺得這個活動阻礙我的時間。但當我第一次到老人院

探訪那位伯伯時，我改觀了。 

 

我所負責的陳義伯伯，他已八十一歲了。

第一次見面時，伯伯的精神十分好。和我談笑

風生，相處很融洽。但當談及他的亡妻時，伯

伯卻意外地哭了，想必伯伯對亡妻的愛必定很深。我當時有些不知所措，立刻請

求旁邊的義工幫忙，幸好有經驗豐富的義工一邊開導伯伯，一邊引導伯伯到另一

個話題，伯伯的情緖終於平復了。 

 

經過接近一個小時的訪問，我大致上了解了伯伯的情況。育有兩女一子的他，

一生都在努力工作，為子女的將來奮鬥。這讓我想起我的父母，他們和伯伯一樣，

一直努力地為我們的將來打拼，目的只是為我們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其實，天

下的父母皆相同。凡事處處為子女着想。將來長大後，我必定會花多些時間陪伴

他們作為報答。 

 

第二次的訪談因有其它事情我並没有出席。但我卻掛念伯伯，向其他同學打

聽他的情况，了解到伯伯好像有點身體不適，我也頗替他擔憂，希望在下次訪談

時能順順利利吧！ 

 

終於到了最後一次訪談，在前往老人院的路上我也顯得有點緊張。擔心伯伯

忘記我，擔心不知如何打開話題，怎樣和他繼續交談下去。但可惜的是，到逹後

才知伯伯因身體不適不能前來與我們訪談。我和拍擋都顯得很失落，而且我們更

闗心的是伯伯的身體狀况。希望他能早日康復。 

 

通過這樣的探訪課題，使我能真正接觸到社會上非常需要闗注的一羣長者。

雖然這些闗心看來是微不足道，但對於住在這裏的老人家卻是一份很好的禮物。

感謝伯伯教曉我堅毅不屈的精神。從伯伯的對話中更譲我學會如何面對困難。抱

着樂觀的態度面對生活。 

 

希望你能接受我們给你的禮物

------你的回顧册。陳義伯伯，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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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08 霍寶妍 

 

透過這次的老人院探訪並為老人家設計紀念冊的活動，我學會了三樣重要的

價值觀。第一，要珍惜身邊的人。就以我所探訪的陳義伯伯為例，他年輕時在香

港工作，身在佛山的母親卻與世長辭，無法見到母親最後一面，成為了伯伯的遺

憾。我明白賺錢養家固然重要，可是家人是無價之寶，尤其是父母。古語有云：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不要等到「樹欲靜而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時候

才來後悔自己沒有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這樣只會無補於事。 

 

第二，凡事要樂觀面對。第二次與伯伯面談的時候，我問伯伯喜歡吃甚麼東

西，他告訴我，因為牙齒問題，他只能靠吃粥維持三餐所需。雖然現實如此，但

伯伯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念頭，反而堅持「能捱過一天就一天」的理念好好地活下

去，實在令我這年輕人感到慚愧。我們常常認為在遇到逆境時，我們根本找不到

任何解決方法，因此逆境使我們的情緒保持於低下的狀態。可是回頭想想，我們

為何要被逆境弄得如此落魄？我們遇到逆境時，不時更應該改變自己的心情，以

更佳的狀態去對抗逆境嗎？ 

 

    第三，做事時要顧及別人的感受。當與伯伯訪問時，我總是會小心翼翼地向

伯伯提問，因為怕他突然百感交集，哭了出來。但有導師教導我們，當公公或婆

婆哭的時候，我們應安慰他們：「每個人生命中總有一些經歷」，這亦令我明白到

我們不能為了完成紀念冊，而無視公公婆婆的心理狀況，要設身處地為他們想想，

不能落井下石，若公公婆婆傷心流淚的話應先安撫他們的情緒。因此，這活動令

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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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17 蘇頌筠 

 

    說實話，剛剛得知要在復活節假期內做義工真是十萬個不情願呢。可是到了

後來真的與婆婆聊天，才感受到其中的樂趣啊。 

 

    由於與婆婆互不認識，不了解，總覺得陌生，也捧著戰戰兢兢的心打開匣子。

與我聊天的王婆婆，今年經已九十多歲了，她耳朵不靈通，起初由於害怕所以聲

音較小，她卻壓根兒聽不見，於是我便打開嗓子大聲點，跟她說說小時候啊，談

談現在的生活，她也就豁然開朗起來。 

 

    聊天的過程中，除了說話聲線要大聲以便於婆婆外，另外一個難處便是她有

某些地方根本不明白或聽不懂，很多時候她聽不懂的問題只要用「好」一字帶過。

完全是答非所問的呢。因此一定要有耐性，答問題重複幾遍，不能夠草率的去下

一個問題。 

 

    時間共有四十五分鐘，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雖說共同話題不多，但後來完

結的時候才發現時間根本不足夠，才明白那四十分鐘的時間是如此的彌足珍貴

啊！ 

 

活動是意義非凡的，不僅讓自己有機會了解婆婆，也能夠為婆婆製作生命紀

念冊，回顧一生，確實是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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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01 陳楚霖 

 

完成這生命回歸紀念冊後，我可以從這位老人家身上學到不少人生道理。 

她常跟我說：「做人最緊要『行得正企得正』」。每一次當我坐下，與她聊天，她

亦會如此告訴我。她亦是這樣教她的兒女。她不懂文字，很多東西亦不懂，但她

卻懂人情世顧。她做了一個好榜樣，身教。 

 

    我記得有一次到這間老人院，我們一班社工，義工一踏進老人院已聽到一位

老人家很大聲地告訴我們。我們名單上的老人家在哪，在幹什麼。當其時我被她

嚇到了，與她保持一段距離，但我留意到她身上名牌的名字與我手上的老人家名

字是一樣的！當刻我心知不妙，然後社工竟帶我到她面前，叫我找椅子自

行坐下。當我坐下，我隨自我介意，然後開始了我們的話題，但她是這

間老人院的「大家姐」。不論是聲線，行為還是說話的方式，亦可

清晰可知她真是「大家姐」。與她聊天，她總是說所有她的事情

也與她的兒女說，亦說生平沒什麼大事及「威水史」可分享，

所以我不知道很多她的事件。但卻知道她的人際關係十分好，

與好聊天幾次，她身邊都有不少人經過而關心她。她教我做

人要能屈能伸，要多關心他人。她與她已去世我丈夫相處簡

簡單單，即使有不滿亦不罵對方，會和平相處，忍耐對方。我看她像個女強人，

想不到她可這樣丈夫相處 ，可見愛有多偉大。 

她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賤口得人憎，賤力得人敬」。對我來說即「少說

話，多做事」。   

 

    她七十歲才退休，雖然她患上白內障，子宮癌，更曾經中風，但她仍中氣十

足，每次我亦可在老人院門口聽到她的聲音，真是個女強人。 

與她聊天過後，我每次亦會回想她當天說過的話。她與我聊天，大多數亦是說人

生道理及老人院內我事情，所以我未能從她發生過的事件中了解她。一大堆的道

理教我如何吸收呢？但又學到要懂得「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 

 

    感謝天父給我一個機會與一位長者聊天，吸收經驗。雖然她是個只信自己的

人，但希望她亦有機會認識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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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後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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