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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惜 生 命           有 法
天時暑熱，特別在今年間，酷熱天氣警告更是長掛不下，

稍不留神就容易中暑，特別是老友記們。

生命熱線的「冬（Don't）瓜慈善愛心大行動」

除了舉辦慈善午宴外，還在最炎熱的

八月舉行了「消暑打氣冬（Don't）瓜水」探訪活動，

一方面為一眾老友記送上冬瓜水消消暑氣，

另一方面借冬瓜的諧音 —「Don't 瓜」

去支持及關懷受情緒困擾的長者，

當日更有藝人黎芷珊（ 芷珊姐姐 ）

擔當義工嘉賓一起上門探訪，

送冬瓜水為長者解暑愁。

文：馮智誠 
圖：Steve Ng，部分圖片由生命熱線提供，特此鳴謝。

根據「死因裁判官報告」的資料

顯示，60 歲以上長者年齡組群的自

殺率一直高於其他年齡組， 香港平

均每日就有一名長者自殺身亡， 問

題不容忽視。 在生命熱線的義工招

募下， 五湖四海的義工團隊紛紛響

應，成就了當日的探訪活動，出發

前， 芷珊姐姐現身為一眾義工朋友

打氣， 義工們更獲安排參與如何良

好地跟老友記溝通的訓練， 為接下

來的探訪活動做足準備， 給老友記

們消消暑，打打氣。

感恩我所擁有
當天筆者隨義工及芷珊姐姐探

訪了兩位老友記， 第一位是八十三

歲的梁伯。 梁伯應門後， 因料不

到這麼多人來訪，呆了一呆，繼而

笑容滿溢地歡迎義工， 還盛情地招

呼。 安頓一會後，梁伯就跟義工分

享他的種種：「我很感恩， 有瓦遮

頭，床、冰箱、洗衣機等等都是由

我不認識的人給我， 他們不是欠我

的， 每次我坐在這張床時， 我都會

想起他們。 到天氣熱時，有人想幫

我裝冷氣機， 但最後我拒絕了， 想

要的， 個個都想要， 但又要得幾多

呢，有一把風扇就足夠了。」

 梁伯講，一路以來曾幫助過他

的有心人， 他每個都有記在心中，

送床的姓林、常探望他的姓戚、以

前曾教過他文言文的姓馬等等， 而

且每每講到他們， 梁伯口中都離不

開感恩， 身處的居所， 有心人送的

家具，在梁伯心中已是最好的安排。

禮包內容豐富，有主題冬瓜水外，
亦有用冬瓜作為餡料的老婆餅，還
有麥片等，逗老友記們開心不已。

出席活動的義
工都會獲得冬
瓜造型的毛巾
一份，貫徹主
題！

 「 D o n ' t 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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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創自雙手
雖 無 千 呎 寬 敞， 也 無 豪 華 家

具， 但 梁 伯 的 家 依 然 極 具 格 調，

書架上除放有卡通擺設外， 更放滿

各式各樣的相架， 問梁伯相中人是

誰？「這個是我的弟弟、那是送床

給我的好心人的一對女兒 ……」梁伯

雀躍地一一講解， 講到放在角落，

黑白而有些泛黃的一張照片， 他緩

緩地說那是他和媽媽的合照， 這張

照片不期然勾起了梁伯兒時的經歷

回憶，生於戰亂的他，成長路並不

好過， 跟母親失散後幾經波折又重

逢 …… 講起點點滴滴，他不禁感觸

落淚。

不單是相架，牆上更有梁伯自

製的發泡膠裝飾， 割得整整齊齊的

「Home Sweet Home」幾個字。 筆

者發覺第二個Home字塗上了黑色，

問梁伯為什麼？ 他就笑着回覆：

「因為我有一個家，但家出了問題，

所以是黑黑的， 要努力才可以成為

Sweet Home。」原 來， 特 意 塗 黑

是為了提醒自己， 要努力創造一個

Sweet Home， 當林伯講到牆上的

英文字句，琅琅上口，在場義工無

 為了讓大眾可以更仔細的關心身邊老友記，生

命熱線提供了下列秘訣以助了解他們是否受情緒困擾。

生理方面：	失眠、沒胃口、突然消瘦或肥胖、身體

虛弱。

心理方面：	情緒低落、性格突變、悲觀消極、多負

面思想、鬱鬱寡歡。

言語方面： 直接說出自己希望死或在句語中透露自己

厭世如「唔死都無用，唔想連累人」、「唔

知做人仲有咩意思」、「死了好過做人」

等等。

行為方面： 孤立自己、拒絕援助、不尋常地預備身

後事、寫下遺書。

關愛有法

眼到—察覺徵兆

不過說到底，長者需要的，是關懷照顧，多點陪

伴、分享、聆聽，對預防長者輕生已經起了很大的作

用，多一份關愛，添一分溫暖，一句問候，可能已經

挽救了一條生命。

宜
相信及接納自殺意念 否認及批評

忌

耳到—耐心聆聽

傾訴時，需要別人的接納，否則就沒有力量勇氣說下
去，不應以過激的方法企圖打消輕生的念頭，只會令
到老友記感到不被體諒。

宜
建立平等關係 教導的身份

忌

尊重是相處的基本元素，切勿用教導的姿態訓示，否
則只會令到老友記難將心事剖白，增加彼此距離，老
友記亦會覺得不受尊重。

宜
專注聆聽並提供空間 不斷說話發問

忌

耐心的聆聽極其重要，當老友記沉默哭泣時，可能是
不知從何說起，需要慢慢整理紊亂的思想，所以需要空
間及時間，用身體語言表達你的關心及體諒已經足夠。

一不稱讚梁伯英文十分好， 梁伯聽

後靦覥地笑了「我只是讀了三個月小

學，不要誇獎我，會驕傲的！」引得

眾人一笑。

但 原 來 梁 伯 在 數 年 前 曾 受 情

緒困擾兩度輕生， 今天的他憶起當

時，「腦海沒有想過太多， 一心想

了結自己，已經坐了上去，只差一

腳就完事， 到望下去時發覺實在太

高，就害怕起來，一怕，腳就縮回

來。」後來經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

會的義工開解， 梁伯終於打消了念

頭，後來接觸了生命熱線，情況更

穩定下來，義工不時到訪，讓梁伯

知道，人間總有溫暖。

成就不老傳奇
第二位探訪的是一位九十多歲

的婆婆， 以為年已耋耄的婆婆會老

態龍鍾，行動不便，誰知抵達後，

才發現這位婆婆根本與年齡不相

符，與其說不相符，倒不如說是不

相信，無論她的談吐神情，都跟一

位少婦無異，說她是九十多歲，在

場的義工都不相信。

外表看起來是「凍齡」了，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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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卻告訴我們她身體機能跟年齡

絕對相符，血壓高、膽固醇高、心

臟病而且腳痛等等，「好朋友」經常

來找她，所以也是藥不離口。 婆婆

活動多多，亦有不少朋友陪伴，在

朋友圈中更有「小朋友」之稱，皆因

她動靜行為都跟小朋友一樣：貪靚、

喜歡看戲、鍾情自拍， 跟今天的年

輕人一模一樣。

被問到為什麼會受情緒困擾，

婆婆直白說出在她四十多歲時患上

產後抑鬱，那時不懂得處理，慢慢

累積，就變得不快樂了，幸好後來

有了信仰，不單見識廣了，也參加

多了活動，再加上不同義工定時上

門探訪，多了人關心，心境也轉變

了不少，笑容也多了。

  

九十後愛自拍
當日不只有生命熱線的義工

上門來訪婆婆，來訪的還有一名牧

師，每當人一多，婆婆的笑容就更

加燦爛，連她的女兒也同意，覺得

越多人在她身邊，她就會更加開心

可愛，婆婆拿出一本紀念冊跟義工

分享，那是牧師為婆婆製作的過往

回憶，它已經成為了婆婆的寶貝，

每一張相片，都印證着她的光輝歲

月，講到相片，她如數家珍，滔滔不絕，翻到結婚照時更大談自己

跟丈夫相識的情境 …… 講得眉飛色舞，義工也聽得津津樂道。

婆婆提及一直都參與生命熱線的活動，上一次是包餃子，芷珊

姐姐立即回應自己正是那次活動的嘉賓，婆婆還將上次跟芷珊姐姐

的合照設定為手機背景，兩人相視而笑。 臨近探訪尾聲，婆婆主動

提出要跟芷珊姐姐來一張「九十後的自拍」，沒多久，婆婆突然大叫

一聲，以為婆婆身體不適，原來那張自拍拍得不夠好，嚷着要再拍

一張，看來「小朋友」這個稱號婆婆當之無愧。

有些事，遲不得
芷珊姐姐已經擔任生命熱線慈善大使數年了，她主動要求參與

這次探訪活動，跟老友記近距離交流，芷珊姐姐對此探訪活動很感興

趣，她認為多些人上門探訪，對紓緩長者的情緒問題也有幫助。

被問到家中的長者時，芷珊姐姐笑着回答：「我媽媽七十多歲，

有如返老還童一樣，就跟小朋友相處沒有什麼分別，整天要陪她，

要遷就她，所以最重要的是耐性，為人子女的，千萬不要因工作繁

忙，就推說遲點遲點，這些事是等不得的，一定要及時做。」

 「生命熱線」於 1995 年成立，是一間非政府資助的註冊慈善機構，

致力向有自殺傾向、感到絕望及有情緒困擾的人士提供益友及其他

預防自殺服務，使他們情緒得以紓緩，從而積極面對人生，至今協

助逾 56 萬人走出情緒低谷。「生命熱線」 的服務包括：24 小時預

防自殺熱線服務、預防長者自殺服務、自殺者親友支援服務、社區

教育及青少年生命教育。 生命熱線在 8 月 22 日舉行了愛心慈善冬

瓜宴，宴請超過 300 位老友記，除了芷珊姐姐外，更有夏春秋先生

（ 冬叔 ）、 Joe Junior 先生、姜麗文小姐等星級藝人坐陣，為老友

記送上歡樂。

一本人生紀念冊，記的，是婆婆沿路以
來的回憶，婆婆一講起這本紀念冊，就
越講越起勁，一眾義工都感受到這種簡
單直接的喜悅。

當日探訪義工之一的麥潔蓮（Anita），

參與生命熱線義工工作已經十年有多

了，她分享：其實長者自殺的原因，大

多數都是身體上的毛病，尤其是長期病

患，就以梁伯為例，每天要食藥三次，

幾十粒的藥，再加上獨居，就會令到長

者對生活灰心。 金錢亦是一個問題，但

不是最大的，其實長者朋友最需要的是

關心，特別是親人的關心會令到長者們

安心。 義工的角色就是定期探訪， 往

往長者都未必會將他最擔心的事跟親人

說，反而會對外人吐心聲，所以當義工

跟長者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長者會更願

意打開心窗，而不少長者在跟進一年多

後，都可以重新投入社會，所以關懷在

處理長者情緒問題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生命熱線」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