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形容，人到晚年，暮氣沉沉， 

光輝不再，有人卻認為夕陽餘輝， 

應是一生最燦爛的時光。

有社工說，從事長者服務 

是悲情工作，因為要面對死亡， 

這故事的主人翁卻認為能夠與 

長者在人生最後一段路上 

成為拍擋，是她的福氣。

黎惠子說，是她服務的長者、 

街坊令她體會到社區溫情， 

這種互惠關係， 

是社區的最大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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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由長者起動

溫文爾雅、面上常掛著笑容的黎惠子，深
受長者、家長和年青人的愛戴，她說與老
人家特別投緣：「我很喜歡跟老人家相處，
因為他們待人真誠，對任何事情都認真，
而且有耐性，只要大家真心相待，便可以
建立到互相信任的關係。」

黎姑娘與長者的緣份，從 20 年前第一份
在安老院的工作開始，透過長年累月與
長者的相處，讓她體會到長者「周身刀，
張張利」，長者是很寶貴的社會資本。
於 2004 年，她將這種信念從推行基金
資助的「長者專門店計劃」中加以實踐，	
善用長者的各自優勢，分工合作擔任不
同的崗位，在社區設立一個針對長者需要
的小商店，並將小店發展成為街坊的聚	
腳點。

長者專門店位於長者人口比例相對較高
的黃大仙區，售賣的貨品以長者為對象，
並連結企業及區內商戶以寄賣直銷方式，
為長者提供較市場價格低廉的日常用品。
專門店由一班長者輪流當值擔任售貨員，
當中有些已年屆七十、八十歲，仍然能夠
邊學邊做，有些由對電腦操作毫不認識變
成「電腦通」，有些則由售貨員提升至協
助管理的職務，成為了長者專門店的中堅	
份子。

此外，計劃並沒有局限於專門店的買賣服
務，也因應區內長者日常起居飲食的需要
而主動出擊，提供其他配套服務，例如上
門送湯、代訂物品、家居清潔、家居維修
等。基於提供服務的需求，計劃成功連結
互助委員會，協助招攬區內婦女參與，進
一步集結社區人力，並聯絡商界夥伴，為
婦女安排有關家居清潔技巧的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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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她們的服務能力。黎姑娘不諱言：「有
些婦女在參與服務前的生活圈子比較狹
窄，而且缺乏自信，透過參與培訓及提供
服務，讓她們一步一步踏出社區，提升個
人自信心及價值，為她們帶來少許收入之
餘，又能幫助區內長者，甚至帶動長者重
新投入社區，達至多贏。」

社區服務轉由長者、婦女牽頭，黎姑娘說
他們的強項真的多不勝數：「社區內真的
有很多精靈長者，而且臥虎藏龍，不論是
中心的文書工作、專門店當值、入貨、點
貨、活動統籌、製作物品在年宵攤位擺賣…	
也由長者分工合作承擔，令他們從發揮強
項中建立自信及社區歸屬感。」正如專門
店近大門當眼處的一塊牌匾上寫著，「年
長的有知識，壽高的有智慧」，正是黎姑
娘特別邀請一位擅長書法的伯伯為中心
而寫的，亦道出長者的獨特地位，他們的
生命感染力，更能為社區注入正能量和生
氣，實在是寶貴的社會資本。

現年分別 83 歲 及 77 歲 的 Steven 和
Monica，兩夫婦 13 年前已開始接受東頭
中心的服務，他們雀躍地說：「參與專門
店的工作，讓我們學習到很多新知識，給
予我們很多發揮的機會，最開心是認識到
很多不同年齡的老友記！」Monica 續道：
「最初，我們也沒想過自己有能力幫人，
但想不到透過探訪，自己有能力令一些原
本躲在家的長者變得開朗，亦因彼此的
信任而願意與我們一同服務社區。這份滿
足感，成為大家的推動力，愈做愈起勁！」
難怪他們幾乎每天都到中心幫手，樂此	
不疲。

從破解質疑中建立互信

黎姑娘回想當初推行長者專門店時，也不
是一帆風順，曾惹來街坊質疑為何要收
費，除了令多年來與街坊建立的良好關係
受到衝擊，亦使一班原本雄心勃勃的長者
和婦女義工亦感到洩氣。黎姑娘說時還
帶點激動：「街坊對傳統社會服務有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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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認為福利應該是免費的，因此質疑
我們收費的動機，質疑我們變成牟利機
構。」Monica 曾置身其中亦猶有餘悸，	
她說：「記得曾經有街坊當面指責我們提
供服務為牟取利益，當時真的感到百辭	
莫辯。」

黎姑娘聚集專門店的義工，向他們清楚
講解營運的理念，再由他們向街坊解釋。
Monica 說：「這事件令義工們更明白設
立專門店背後的意義，大家很投入去解決
難題，變得一條心！當時我們花了很多心
機向街坊解釋，幸好不少結織十多年的街
坊也願意開放聆聽，彼此的誤解才逐漸消
除。」值得欣喜的是，街坊對專門店所提
供的服務日漸受落，令義工們振奮，更落
力服務社區，而社區亦因而建立了有商有
量的互諒文化，成為建立社會資本網絡的
關鍵基礎。

社區互動關係

消除誤解後，下一步就是要推廣專門店的
服務。長者、婦女義工會定期上門「洗樓」，
並藉此接觸了解社區長者的服務需要。定
期的探訪，令義工與長者逐漸加深認識，
而義工與被探訪長者亦不是止於助人與
受助者的單向關係，而是一個互惠互利的
過程。黎姑娘說：「老人家心思細密，很多
時候你看不到的東西，他們會察覺到，然
後提醒你。不要以為自己在幫他們，相反，
他們幫忙的都不少。有一位曾患抑鬱想輕
生的婦女，在街坊鼓勵下參與送湯服務，
在一次上門送湯時與婆婆訴說往事，婆婆
聽後鼓勵她說：『我雖然已經九十多歲，
但都沒有想過自殺，你這麼年青又能幹，
又有愛心，願意探望像我一樣的獨居婆婆，
怎可以有這樣的想法，你要好好的活下
去！』」說罷二人便相擁而泣，黎姑娘看在
眼內也十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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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社區人士的參與和支持，長者專門店
的運作漸上軌道及發展成熟，而這種上門
探訪建立社區關係的工作，更引入區內兒
童的加入，組成跨代探訪隊。黎姑娘憶述：
「小朋友參與初期，平時說話多多的，也
會變成低著頭，不敢正視別人，長者便教
導他們如何有禮貌地作回應，讓他們從中
學到一些與人相處的禮貌。」看到小朋友
真誠的領悟，Monica也很滿足及安慰：「家
訪中，小朋友分享感受，說老人家獨居可
憐，所以他想起自己的嫲嫲，也決心會多
照顧她。從他們身上看得到的童真，也令
我保持心境年青呢！」

跨代、跨背景互助精神延續

在「長者專門店」成熟發展後，東頭中心
在 2007年獲基金資助推行「誼家誼室」
計劃，繼續以長者為首，透過課餘托管作
為恆常接觸的平台，促進長者與學童建立

「爺孫」關係，實踐跨代共融，務求將整
個社區營造成一個溫馨的家。	中心的開
放時間除了延長至晚上八時外，更跳出服
務常規開放給學生、小孩、家長和社區人
士，令長者中心成為大人、小朋友的聚腳
點，充滿生氣。

黎姑娘認為社區內不乏教育程度較高的
長者義工，他們有耐性和責任感，應好好
加以發揮他們的優點。黎姑娘邀請他們擔
任「愛心導師」，在課餘托管時教導小朋
友及與青年人分享人生經驗，建立跨代友
誼。參與成為愛心導師的一班有心人當中，
包括退休公務員、中學教師、企業總裁、
不同專業人士等；同時，中心亦聯繫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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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與她分享心事。原來，曉雯一直以來
被同學取笑及排斥，令她自信心低落，每
天回到學校都躲在一旁哭泣，負面情緒更
影響其人際關係及成績。曉雯得到綺嫦的
持續關懷和鼓勵，又跟她理性分析現況，
逐步能夠跳出自己的框框，學懂以友善的
態度與同學相處，亦主動結識新朋友，從
此自信地融入校園生活。

得到悉心關顧，曉雯十分感動地說：「當
時沒想過會有人幫到我，已經打算放棄，
多謝綺嫦姨姨及中心的叔叔、姨姨給我很
多鼓勵和動力，回想當年，我真的很迷惘，
但每次跟他們傾談，聽他們提點及分享人
生經驗，我便安心很多。」這種跨代情誼，
令曉雯很深刻：「我覺得好難得，大家非
親非故，但每個叔叔姨姨也和藹可親，對
待我們猶如親人一般親切，令到我都覺得
有能力就要幫助別人，不要吝嗇，甚至要
主動一點﹗」

的學校，安排學生與長者結伴提供家訪服
務，在過程中除了提升學生的自信和能力
感，也擴濶他們的社會經驗及有助加強與
家人之關係。

綺嫦姨姨與現年就讀中一的曉雯便是相
識於中心的課托班。在訪問當天，曉雯剛
抵步便二話不說，坐在綺嫦身旁，綺嫦輕
輕拍一拍曉雯膊頭作慰問，微妙之情，別
人看在眼裡，準會以為是兩婆孫。綺嫦姨
姨由誼家誼室計劃一開始，已參與擔任課
托愛心導師，她堅持除了溫習功課之外，
最重要是教導小朋友正確人生態度，長大
要對社區有貢獻。曉雯在她小三時加入課
托，認識綺嫦姨姨已有五年，視她為知心
好友。

綺嫦形容當時的曉雯十分害羞及缺乏自
信，不敢正視別人，後來綺嫦用遊戲及有
趣的話題打開話匣子，曉雯才漸漸打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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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姑娘心甜地說：「曉雯是其中一個有很
大進步的例子，家長和學校看見計劃的成
效，更主動請我們繼續做下去。雖然現在
計劃資助期已完結，我們仍然有繼續提供
愛心導師服務，讓這份跨代共融的關係延
續下去。」

互相承托見真情

社區內互信的關係，更能夠在面對朋友
至親死亡感到哀傷時化為承托。面對死
亡，雖說是每個人必經之路，但對一班長
者來說，或多或少都帶有點擔憂及恐懼。
Steven和Monica夫婦卻有另一番體會，
認為在這段「不知何時會歸於塵土」的晚

年，可以結識到一班老友記，享受到這個
社區大家庭的溫暖，繼續積極過著豐盛生
活而感到份外深刻。	Steven 不諱言分享
道：「多年來遇到有中心的老友記過身，
大家都會很傷感，但明白到這些事不可避
免，都會做好心理準備，最難得的是有一
班朋友陪伴左右，互相支持、支援，即使
要面對死亡，也不至於太哀傷。同時，正
因為生命短暫，大家會更珍惜時間，做正
面和有意義的事。」

感動化成漣漪

計劃帶來的成果和影響力，不只限於社區
內散播，更像是一顆種子藏在被觸動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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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心中，把它帶到各自的工作、生
活環境中，感染更多人。黎姑娘憶述兩個
例子：有位課托青年導師，她大學畢業後
在一間測量師行工作，得悉其上司將出版
書籍，並願意將收益捐給慈善團體時，便
主動向她上司介紹東頭中心的工作，將收
益全數捐給中心。黎姑娘感觸地說：「這
個意外驚喜遠超於金錢上的支持，而是這
位年青人的生命在這裡被觸動，她帶著這
份認同繼續生活，並將之感動其他的人。
雖然她工作忙，但也經常在工餘時間回來
服務社區。」

計劃 BOX

計劃於 2004 年在黃大仙東頭邨推行，以長者專門店作為「聚腳點」，動員長者
擔任統籌和推行者，推動不同階層如商界、專業、婦女、中年及年青人的參與，擔
任店員、送湯員、社區大使、家居清潔員等角色，在社區建立互助網絡，實踐「老
有所為」。在長者專門店計劃的基礎上，救世軍於 2007 年推行第二階段的「誼
家誼室計劃」，建立長者與學童的跨代情誼。在社會資本的基礎上，計劃正邁向
社會企業的發展。

又有一位長者，參與中心活動多年，每天
都會到中心看報紙、唱卡拉OK，視中心
為他半個家，他曾經向我打趣說：「如果有
一日見不到我下來，即係我有事。」黎姑娘
形容，長者說時輕描淡寫，顯得豁達，但
聽者難免有一陣心酸。最終，那位長者真
的在某天沒有再在中心出現，他的家人轉
告我其留下的心願，是要把家中所有有用
的東西也奉獻給中心，儘管那些在別人眼
裡看似不貴重的日常家具、電器等，但長
者對中心及一班老友記一份深刻的感情，
令黎姑娘銘記於心。

同樣地，不少參與者都視專門店為自己的
另一個家，Monica 有感而發說：「有人情
味的地方，就會吸引人留下來，並且願意
伸出助人之手。」難怪 Steven、Monica、
綺嫦姨姨、曉雯等，還有數不盡的參與者，
經常掛有嘴邊的一句說話是：「有什麼可
以幫上忙的，我都很樂意、願意幫手。」正
是這種隨時敞開心扉、互相扶持的態度，
令社區充滿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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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影、視、電台主持，家燕媽媽藝術中
心校監。

感想	｜	薛家燕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而且現在一般人60多歲便退休，退休後，或
多或少還有20至 30 年的生活，那麼長的時間，長者可以怎樣打發呢？	

長者專門店的故事，正好給予我們新的啟發。黎姑娘堅信「天生我才必
有用」的信念，我也深表認同，每個人只要能夠發揮專長，自然會感到
滿足，長者亦不例外。長者閱歷豐富，每一位長者都是很寶貴的資源，
能夠加以發揮和善用，以至為社區帶來新動力和得益，實在是一件很
美好的事。

故事中令我感受至深，為之動容的是，長者透過參與基金資助計劃的平
台，建立了跨代互助的網絡，以及互相建立了悲喜與共的關係，他們那
份互助互愛的精神，令社群得以互相扶持和承托，令需要面對死亡的晚
年不再恐懼，反而能夠活得積極和豐盛，這種社區氣氛實在令人鼓舞。

社區關懷，不限於由長者開始，正如故事所描述，是超越年齡界限，有
小朋友、青年人、婦女、長者等加入，大家互
相關懷照顧，人間有愛，令大家樂在其中，
活得開心，這便是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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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看似是老人家的玩意， 

原來，只要適得其法， 

二胡也能拉奏流行曲， 

也能配合現代音樂演繹， 

仍不失優雅本質，展現另一番驚喜。

同樣道理， 

一個二胡，二條弦線， 

便拉出了跨代真摯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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