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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第二版的 「一人一故事」 面世了！在
細讀小記者們撰寫的文章中，感覺到他們已
能夠領 會 到 長 者 們 都 是 經 歷 過 打 拼 才 能 養
家 活 兒 ，老 有 所 依 。年 青 人 不 單 要 向 長 者 學
習他們刻苦的精神，還要懂得尊重別人，從
而也學會體量別人。而受訪的長者們也對社
會和年青人目前的現況發表了一些意見，我
希 望 大 家 在 閱 讀 此 書 時 認 真 細 嚼 長 者 的 想
法和小記者的感受。

在此，我衷心感謝所有參與 「一人一故事」 計
劃的人士包括接受訪問的長者，負責採訪的
同 學 們 ，在 周 邊 協 作 的 老 師 ，護 理 人 員 ，社
工，長者家屬等。 我們期待 「一人一故事」 計
劃第三期在2016年底展開！
 

回想匯蝶公益於2015年構思 「一人一故事」 
這個計劃時，目的其一是貫徹我們的社區服
務概念 －  「老有所用，少有所為，起動 為眾，
樂在其中」 ； 其二是讓同學們從訪問長者的
往事和經驗過程中得到啟發，學會主動關心
老人並掌握和他們溝通的技巧。 同時也為同
學們提供機會充當小記者，練習寫作； 其三
是 讓 長 者 在 分 享 他 們 的 故 事 過 程 中 感 受 到
一份榮耀和受到尊重。

第一次的 「一人一故事」 訪問是安排在長者
和小記者共享齋宴期間進行，長者們愉快地
和小記者分享他們的故事，氣份融洽。 其後，
我們把小記者撰寫的故事結集成書於2015
年3月出版，讓所有參與者都感受到那份 「我
能做到！」 的信念，這也是一直支持我投入專
業和公益活動的主要動力。



Back in 2015 when the idea of publishing the 
book “Each Person Has a Story to Tell” was initi-
ated, it aimed at achieving three objectives:

1.  To fulfill the concept of “appreciating” the 
Elderly’s skills; motivating youngsters to contrib-
ute; pooling resources in servicing the commu-
nity and be happy throughout the process” 
promoted by the Butterflyers Association

2.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play the role of young report-
ers in interviewing the elderly. By involving in 
the process, the students may be inspired by 
the stories of the elderly and learn to communi-
cate with them more effectively

3.  To honour and respect  elderly through shar-
ing their personal stories 

The first interviewing session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reporters was conducted 
at a vegetarian luncheon during which the 
elderly happily shared their stories.  The 
exchange has created a sense of harmony 
among the young and old. Interviews recorded 
by the young reporters were later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a book in March 2015. Having com-
pleted the project, everyone involved firmly 
appreciated the ‘I can do it’ spirit.

I am happy that the 2nd edition of the book 
“Each Person Has A Story To Tell” is now pub-
lished.  Authored by the young reporters, the 
articles show their admiration towards the 
elderly in raising their families through hard-
ships living a decent life at an old age.  Young 
people should not only follow the good exam-
ples of the elderly in overcoming obstacles, but 
also learn to be more patient and understand-
ing towards other people.  Apart from telling 
their own life stories during the interviews, the 
elderly had also shared their views on issues 
facing our community and the young genera-
tion today.  I hope we will all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thoughts of the elderly on these matters 
and the after-thoughts of the young reporters.

I fully appreciate the efforts of all parties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very One Has a Story 
to Tell” project, in particular, the elderly, the 
student interviewers.  The teachers, health 
care officers, social workers, and families of the 
elderly are also much appreciated.

This book is a tribute to 43 elderlies who have 
contributed so much to the society. Interviewed 
by students of Ho Fuk Tong Secondary School, 
each elderly tells a hearty tru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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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忘的是當時銀行倒閉了。張玉珍女士
的私人儲蓄沒了，排了三天三夜的隊，只
拿到兩千元。那些儲蓄是她當建築工人時
辛苦地賺來的，有時連飯也沒吃，有時又
沒有工作。她在沒辦法的時候要到福利院
蹭飯，儘管飯多帶沙，她和孩子也只能勉
強吃下。

我的冀望： 
張玉珍女士希望老人家晚年生活安樂一些
，舒服一些。她期望社區舉行多些活動，
例如香港一日遊，給老人家多些福利。



何淑芬女土難忘經歷過共產黨時期，當時

生活窮困、不穩定，沒有漂亮衣服穿，做

事諸多限制，既沒多餘錢，也沒有工作。

她當時負責照顧孩子，生活平淡，但三餐

還是可以的。

何淑芬女土覺得現在的政府沒甚麼要改善

的，挺好的，對老人家也好。政府經常派

生果金，足夠幫補老人家生活。



過著窮人的日子是陳發根婆婆最難忘的。以

前，她在青山教堂做事，和姊妹們經常幫教

堂清潔。她沒有讀過書，是教堂牧師教她認

字寫字，拿起樹枝便在沙灘上練字，學的是

千字文和經文，至今琅琅上口。

希望再沒有「佔中」事件。陳發根婆婆認為

香港是個福地，天災人禍少，「佔中」人士

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應該理性表達訴求，不

宜過於偏激。



以前馮惠芬女士生活窮困，最難忘的事是：

自己窮到沒得吃，也要拼命養活五個子女，

真不知道當時自己是那樣的堅強不屈。相對

現在，以前的物品雖然便宜得很，可是她們

還是買不起，花錢也得斤斤計較。

馮惠芬女士認為現時樓價太高，希望樓價

可以回軟，好讓青年人可以置業，也希望

物價可以符合人民生活水平，好讓人民生

活安定。



沈歡女士最難忘的是自己可以看見子女成家

立室，生兒育女。以前她凡事親力親為，

盡心盡力，家務也不例外。女兒卻不愛讀

書，幸好兒子剛好相反，現在子女都孝順

，生活安定，她也滿懷安慰。

沈歡女士覺得現時政府很好，福利也好。她

希望年青人要徹底真正了解一個問題，才好

作出批評。



鍾觀英婆婆最難忘的是自己是個孤兒。小時

候，她得好心人收養。七歲，她已經會工作

賺錢，最艱難時三天三夜沒飯吃。她後來結

婚了，只可惜丈夫很年輕便去世了，她努力

撫養四個子女。這一切經歷，讓她一輩子深

刻難忘。

鍾觀英婆婆希望年青人懂得尊重、愛護老

人家，尤其在地鐵、巴士上，應該學會主

動讓座，因為老人家不能站太久。



郭瑞芬婆婆最難忘的是自己以往的經歷。她

16歲便開始工作，當時初來乍到，感到吃不

消，一天工作12小時才得2元，拼死拼活的

。她從廣東來到香港，每天用剪刀剪鐵片、

鐵杯，辛苦至極。

郭瑞芬婆婆希望各個區議員可以幫助政府改

善社會狀況，向政府反映意見。以前社會環

境不好，但現時社會好了很多，大家更應

該力求進步。



阮寶珍女士最難忘的是現在子女孝順。她

記得當時養育子女的辛酸苦楚，現在子女

長大成人，母親節時，他們會給她送禮物

，令她感到快樂欣慰。那一刻，她便覺得

以往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阮寶珍女士覺得現在社會很好，老人家的

福利、津貼也不錯。不過，政治氣氛就差

了些。她認為做人最要緊的是開心，更希

望世界和平安定，子女健康幸福。

玲
Ling



昔日，周三妹婆婆在織布廠工作，工作艱
苦，時常七、八個小時不曾停下手上的工
作。她見證了香港製造業的盛衰，也養活
了一代的兒女。她生活雖然平凡，多愛品
茗，也沒有甚麼特別的，但這樣的生活卻
讓她感到無比滿足和幸福。

周三妹婆婆希望日後除了生果金以外，也
能享受其他社會福利。老人家年紀大了以
後，身體行動不便，因此也需要一些便利
行動的配套服務。



黃麗珍女士最難忘的是現在有機會做義工

。她覺得能把幫助別人作為一件事去做，

十分有意義。她在路德會失明人健體會帶

領盲人跑步，她們常到不同地方跑步，例

如將軍澳、大埔、科學園。現在義工的生

活讓她活得更開心，更輕鬆。

黃麗珍女士對現時的社會現狀很滿足，覺

得大家很友愛。人人都互相關心幫助，但

她希望社會上減少一些政治衝突，避免影

響社會和諧。



趙自立婆婆最難忘的事是2012年動手術

一事。當時她在屯門醫院接受關節置換手

術，整個手術前後，得到醫護人員適心護

理，她非常感謝醫院的一班醫護人員。她

十分開心，因為自己最終順利完成手術，

康復健康。

趙自立婆婆希望政府可以改善香港人的居

住問題，並且認為這是一個當前嚴峻極

待跟進的政務。



吳轉娣婆婆沒有甚麼難忘的事，覺得自己一

生平平淡淡的。她以前和同事工作開開心心

的，又同時照顧子女上學，自己上班、生活

則比較辛苦，因為以往沒有太多政府的津貼

補助，所有事情得靠自己努力拼搏。

吳轉娣婆婆希望社會不要有這麼多爭吵，人

人可以安居樂業。她也希望樓價不要再升，

政府應該關注這個問題，因為她覺得現時青

年人的房租負擔太重，太辛苦了。



羅振良伯伯最難忘以前的薪酬制度。他當

時在製衣廠學師，一做就做了五六十年。

以前，他一個月的薪水才5元，而且要工

作16至18個小時，辛苦至極。現在，他慶

幸子女孝順，還暗中給他訂了旅行套餐，

為他帶來驚喜快樂，當然佳節也與他一起

慶祝。

羅振良伯伯認為社會的人情味不足，彼此

應多溝通。區議員不錯，生活和地區治安

也不錯。他覺得政府的管治很好，不希望

有些人故意鬧事和挑事。



李順英女士最難忘的是以往艱難的生活。她

年輕時從事製衣工作，維持生計，養活了一

群子女。她記得當時的薪水只有幾百塊錢，

生活也是捉襟見肘的，幸好她和丈夫一起拼

搏，才撐起了一家人大小的開銷。

李順英女士認為現時的社會很複雜，有些立

法會議員的行為也令她感到不太愉快。她希

望自己和子女都身體健康。



以往工作辛苦，其吳麗霞女士的工作又不

好找。她主要從事「車衣」，後來結了婚

就跟了丈夫，她肩負起家裡的大小事務：

柴米油鹽，專心做一個家庭主婦。夫妻兩

人婚後生活美好，令她一生難忘。

吳麗霞女士希望社區多舉辦老人家聯誼活

動，讓老人家開開心心。她也希望有心人

主動接觸老人家，多作面對面溝通，用電

話聯絡對她們來說有些不方便，有些時候

她們聽不清楚。



譚要女士在二戰時期出生，父母本來要

把她送人，後來奶奶不忍心又把她要回

來了。當時生活窘困，有錢也買不到東

西，大家只能吃樹葉，有點甚麼可吃的

都讓給了孩子。她自己沒怎麼讀過書，

後來就嫁了出去，連讀書的機會讓給了

弟弟。

譚要女士希望年青人要知足常樂，別

老是抱怨社會。現今的社會比以前的

生活好多了，大家都豐衣足食。年青人

要知福知苦，更要愛惜父母、親人。



難忘的事 ：
李趣寛女士出生於一個書香世代的家庭，
她嫁了一位農村出生的俊男何新榮。雙方
見了三次面便決定終身，所以他是她的初
戀情人；在人生路上互相扶持，亦是姻緣
路上的愛情馬拉松伴侶。李女士醉心於幼
兒教育工作，下嫁給丈夫，相夫教子，是
傳統中國婦女，默默地支持丈夫的事業，
當遇上挑戰和人生低潮之時，不離不棄，
勇敢地去面對，以堅毅態度克服困難，教
養七名子女。現時，每天愉快地與一眾兒
、媳及孫共同生活，還有她摯愛的小狗
BABY。她認為人生要有寄望，才有希望，
要有堅強的態度才有光輝的歲月﹗

Memorable experience:
Born in a well off family, Madame Li Chui 
Foon’s first love was her husband, Ho Sun 
Wing, who was a charming young farmer from 
a rural village. Having had three brief dates of 
encounters, they quickly fell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and got married very soon. Along the 
love marathon with her husband, she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man and mother, used 
her best efforts and endurance to nurture the 
children of the family.  What’s more, she also 
supported her husband’s career dutifully. She 
faced much challenges and hardships along 
the way and she courageously battled through 
and eventually led a happy family life with her 
husband at her mid-age. The soul mission of 
raising her seven children was something she 
felt proud of. Now she is contented with her 
new mate, Baby, her beloved toy poodle, 
which gives her much hope to look forward to. 

Her motto is “Never Give Up”

姓名：李趣寬
Name:  Li Chui Foon

記者：何君堯
Reporter: Junius Ho

難忘的事 ：



















































方麗英婆婆與丈夫相處的回憶令她最難
忘。她們是在裁縫店裏認識的，日久生
情，在1962年結婚進入人生新階段。在
五十多年裏，每逢到了生日，丈夫都會
送她一份禮物，在其他特別日子例如結
婚紀念日他們也會一起吃飯慶祝。可惜
，她的丈夫已經走了好幾年，至今她仍
很想念他。



張惠芬婆婆最難忘的是年輕時洗碗的辛酸。
她洗了十多年碗，年輕時每天工作到凌晨
二時，雙手變得粗糙，腰骨痠痛，那種辛
苦是不足為外人道的。現時，當空閒的時
間，她會照顧孫子，她最希望孫子能開開
心心地生活，健康成長。



黃燕怡女士最難忘的事發生在當文員時。
文員這份工作是她做得最久的，主要負責
整理文件，而在新年時等特別節日會接到
比平日多幾倍的訂單，因此每每需要工
作至深夜才下班。雖然工作十分繁重，
但她仍然感到十分快樂，因為可以自力
更生。雖然後來轉換了不少工作，但她
最喜歡的依然是文員這份工作。



梁永尖伯伯曾在內地讀書五年，然後到香
港的金鋪工作，一做便是四十多年。他的
工時很長，而且工作時間不穩定，下班時
間永遠由僱主決定，雖有休息時間，但
也十分辛勞。當時他本來希望能續繼讀
書，但是因工作時間太長，身心疲累，因
此無法繼續升學。不過，他認為現今他們
夫妻二人能生活在一起，已十分開心，
沒有遺憾。希望現今的年輕人，要努力
學習，服務社會。



駱秀英女士跟她的伴侶一起搬到深水埗。
當時很窮，他們的家都是一手一腳自己建
立，從零開始。那時的一點一滴最為難
忘，因為一家人共聚天倫之樂是最開心
的，雖然過得平凡，清茶淡飯，三餐一
宿，但仍感到十分滿足!

今天社會仍然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希
望社會上的人也可以吃得飽和穿得暖，
她不想見到有人吃不飽和穿不暖，她更
希望每個人也開開心心。

她的冀望:



她的冀望:

盧秀芳婆婆的老公腦退化的過程，他慢慢
不能自理，盧秀芳婆婆要常常留在他身
邊細心照顧他，雖然過程辛苦，因我年
紀都慢慢大，身體亦不比從前，但依然
過得開心，從前他們說過要苦一起苦，
享福一起享!



Geng

耿
聯進蓮婆婆最難忘的事情是在小時候發生
的。那是她第一次欣賞舞蹈表演，覺得舞
蹈十分優美。自從那次欣賞完舞蹈表演後
，她就對舞蹈產生濃厚的興趣，開始學習
跳舞。

聯進蓮婆婆希望現時的社會可以教導年輕
一代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亦希望年輕一
代可以了解香港昔日的艱難生活，珍惜現
在所擁有的。最後，她希望自己健健康康
，有更多機會和子孫們用餐相聚。



最令曾東娣女士難忘的事發生在1977年
，當時她居住的木屋將被拆卸，感到很徬
徨和無奈，因為她要帶著四個女兒搬遷到
其他地方，但政府卻沒有安排新的住處
給她，一時間她們一家五口可說是無家
可歸。

她希望日後政府如果要清拆住屋，就必
須先安排一個適合的居所給居民，避免
讓居民流離失所。最後，她希望自己能
身體健康，安享晚年。



梁愛女婆婆最難忘的是當年日本打仗，痛
失爸爸，她時刻記着這件事。她生於富裕
家庭，但並沒有因為生於富裕家庭而無所
事事。她到中環「大快活」工作，由「大
快活」開張開始，一直工作到六十八歲。
從前每逢發工資，她就會立即去買金器。
但自從身邊朋友得知她出生於富裕家庭後
，每當朋友生日時都會叫她送金器。她由
一開始擁有一大瓶金器，到現在只可靠三
千一百元的生果金生活。她希望政府能發
多一點生果金，因為我現在已退休，獨自一
人生活，又要肩負租屋的金額，物價又高
漲，所有東西的價錢都是以前的數十倍，
單單一個早餐，已用去三、四十元，三千
一百元真的不足以應付一個月的開支。



蘇鳳女士從前在紗廠工作，有三名子女，
鄉下位於潮州，一九四九年移民到香港。
令她最難忘的事情就是和子孫一起吃飯，
每逢過時過節或當子孫有空的時候，都會
和她一起吃飯。還有一件令她難忘的事，
就是和朋友一起去旅行，除了香港一日遊
外，還曾到過泰國、北京、新加坡等地方
。她覺得以前賺錢十分辛苦，也十分困難
，因為要不停工作，但即使如此每月工資
也不到一百元，她希望現在的人能懂得珍惜
金錢。



陳潔梅女士曾在工廠工作，主要是管理別人
，令工人分工合作。她出生於香港，鄉下位
於寶安，有兩名兒子。她最難忘的事情就是
和朋友一起去旅行，可以一起尋找美食。平
日空閒時間我會和朋友一起打麻雀、玩電腦
，也會下飛行棋等。電腦遊戲是她的媳婦
幫我下載的，媳婦會教她如何玩。她在香
港住了那麼多年，開始發現這裡的治安一年
比一年差，從新聞上常得知許多盜竊案、拐
帶案、販賣兒童等，她希望香港的罪案可以
減少。



林
劉淑蘭女士三十歲時誕下了第一個兒
子，可惜兒子是中度弱智。他們相依
為命，即使兒子不能工作，她也不會
放棄他。直至二零一一年，兒子患上
了糖尿病，這段時間是最艱苦的，不
但要應付金錢上的壓力，還要應付心
理壓力，比起八十年代的時候苦得多。
兩年後，兒子因為這個病離世，令她
很傷心。作為母親 ,  無論子女如何，
也對他們不離不棄！她希望香港未來
可以憑一人一票選特首，因為香港是
民主之地，沒有一人一票就不算是民
主，她更希望香港人人團結，不應有
對峙和抗爭，因為和平的香港是最好
的！



張新伯伯十二歲就開始工作，十六歲正式
加入建築行業。當十八歲時，因為抗日戰
爭，生活非常艱苦，本來足夠吃三餐的工
資變成饔餐不飽。為了三兒一女的學業，
他努力存的錢全部給了他們，這三年零八
個月的生活只可用「可憐」二字形容。他
希望可以去一次北京旅遊，可是過住忙於
工作沒有時間去，直至現在，因為風濕病
已不能遠遊。如果可以時光倒流，他一定
會抽幾天去一次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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