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健民，原藉廣東省興寧縣，西曆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六日生於香港，家

中五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健民自幼勤奮好學，學業成績優異，完成預科

之後曾任職銀行凡八年，惟一直熱心教育，遂毅然放棄安穩職業重投校園，

獲取教育文憑之後，投身教學工作，矢志作育英才；在繁忙教學工作之餘仍

孜孜不倦完成學位課程。健民臨終前任教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是該校的普

通話科主任和圖書館主任，除教學外，多年來亦任普通話遊學團隨團導師。 

 

    健民為人正直忠誠，誠懇隨和，在家孝順父母、恩愛妻子、和睦兄弟妹，

在外義待友朋；對工作盡忠職守、與同事融洽合作、待學生亦師亦友，深受

師生愛戴。 

 

    健民向來注重健康、生活簡樸有序、熱愛足球運動，曾任暑期足球訓練

導師。他也喜愛旅遊，歷年來足跡遍及祖國神州大地，遠及其他各大洲。惜

今年初診斷罹患腸癌，雖然治療過程痛苦，令人沮喪，然而健民仍堅忍積極

地面對，對生命無怨無懼，堪稱生命鬥士；在病患中，健民亦曾深刻思想生

命與信仰問題，並坦誠分享討論，最終明白上帝珍愛世人，為他預備永生，

在其三妹鼓勵下，健民點頭表示願意接受耶穌拯救，心靈得著安慰，靈魂得

蒙救贖。 

 

    經過半年與癌病糾纏，終於本年十月七日凌晨，健民息了地上的勞苦和

病患的煎熬，平靜地離世，安息主懷。 

 

    簡記健民生平，願眾親友在緬懷哀悼之餘，也效法健民對生命的積極投

入與反省，珍惜健康、親愛家人、努力學習、回饋社會，並接受基督救恩，

享受  神所賜的平安喜樂。 

 

 

 

 

黃健民先生生平黃健民先生生平黃健民先生生平黃健民先生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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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聖經. 以賽亞書 42 章 3 節] 

 



    

    

    

    

    

    

    

    

    

    

    

    

    

 

成長中的健民 

十八歲 



 

 

 

  永念我兒永念我兒永念我兒永念我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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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年底陪伴雙親回鄉探親   

 

 

 

 

 

 

 

 

 



生命，是宇宙的大謎；生命，有如一首樂曲，有高調、有低韻，也

有完結的時候。健民，我的丈夫，匿稱「豬豬」，因生肖屬豬，體形胖胖的。

人如其名，未患病前身體健康，熱愛大自然；遠足、旅遊、攝影，也愛足球

和美食，尤其喜歡上茶樓飲茶食點心。        

 

今年四月因感冒咳嗽入院做檢查，醫生初步診斷其腹腔有腫塊，體積也

不小，像拳頭般大，其後作深入檢驗證實患末期結腸癌並擴散到肝及腸的淋

巴系統。 

 

   當我倆得悉後有如晴天霹靂，因為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這個年紀和身體質

素會患此惡疾，我們還計劃將來提早退休住村屋，過悠閒的生活，因為平時

他喜歡看武俠小說，喜歡書內之大俠闖蕩江湖，無牽無掛鋤強扶弱。 

 

   現實歸現實，接過此「御旨」之後，我們積極地搜羅資訊，得到四方援

助、八方慰問，介紹好醫好藥好書及過來人講述自救之道，我們聽取醫生的

意見，先做化療，待腫瘤縮小再考慮是否可以用外科手術切除。 

 

   健民經過四次化療及學習「郭林氣功」鍛鍊體能，也有家人的關愛，尤

其多謝奶奶不辭勞苦地每天親自烹調湯水，以補充他的營養。雖然經過這幾

方面的治療攻勢，但因病情反覆終敵不過癌魔的吞噬，只是短短半年，健民

由精壯健碩、積極愉快，而一步步萎黃消瘦、體重由 180 磅銳減至 120 磅，

於今年十月七日凌晨 2時 45 分辭世，終年 47歲。 

 

   在此治療期間，有幾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第一，眼見他食不下咽，我

的身體極其疲倦，內心也很痛苦，但他反而安慰我們不要太傷心，因為他抱

著「盡人事聽天命」「與癌共存」的信念，並說只要能活著也會積極過每一

天，更何況現在他真是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呢！ 

 

   第二件事是在暑假前，因他精神還好，曾回校兩天，除了處理他大本營

「圖書館」的事項外，也能與同事們聚聚舊，這令他開心不已，還有校長的

妥善安排也令他感到釋懷，不需過於憂慮工作崗位之事務。在此我代表健民

多謝校長及各位老師的愛心體諒。 

 

   第三件事，我倆彼此關心愛護，也有默契，就是盡量避免出入醫院，因

為他不喜歡醫院的氣氛和環境，所以我們更注意天氣的轉變，讓身體狀態盡

量保持在「病況平穩」的水平，可惜始終不能敵過癌魔，他最終仍是要再度 

懷念摰愛懷念摰愛懷念摰愛懷念摰愛                       蕙英 



 

入院，並渡過他人生的最後幾天。 

 

   雖然這一個生命結束了，但我相信另一篇生命的樂章又重新演奏。 

 

   最後，健民曾提及想藉著自己今次的病，叫大家善待自己，注意身體，

積極做「三好」；即是保持「心境好」，對事對人不要過於執著；注意吸取均

衡營養，保持「腸胃好吸收消化好」；多做運動，接觸大自然，因為郊外「清

新空氣好」。若能注意做到，大家便能擁有更美好的人生。 

 

   健民、我摰愛的丈夫，我懷念您。 

 

 

 

             



 

二弟是我少年時球場上很合拍的伙伴，他是前鋒，我是後防，互相配合

進攻。長大後，我們少了合作的機會，但內心仍是很關心對方，他無奈的離

別，很難過不能與他回憶一起走過的日子。 

 

二弟為人簡樸，如一陣清風給四周的人感覺舒適，他動靜皆宜，讀書運

動都出色，立志作育英才，造福社會，令人尊敬。但生命無常，我們不得不

接受殘酷的現實。 

 

我們永遠懷念這位優秀的家庭成員，希望他的優點，成為我們的下一代

的學習榜樣。 

大哥  偉民 

大嫂曼霞、姪兒倬行 

 

 

 

 

 

 

 

 

 

 

 

 

其實我與二哥的感情並非十分密切，深刻的記憶可算是在小孩時候，二哥與 

大哥與同住在公屋的街坊組織了足球隊，每星期都會到球場與其他球隊比

賽，眼見他們球隊各隊員對每星期比賽的雀躍程度及賽後的激烈討論(包括

互相指責等)，使我非常渴望能參與其中，加入他們的球隊，分享他們的樂

趣，可是這兩位哥哥總是看不起年少的弟弟，就算我堅持要到球場，亦很難

才有機會落場，除非是他們沒有守門員。但是不知為何，當時的我並未有介

意，還非常樂意跟隨，可惜的是我仍無法取得他們的球衣，正式加入他們的

球隊。人生在世，多小都有些遺憾事，無法正式與二哥穿上同樣的球衣並肩

在球場上作賽，這巳是本人生命中的遺憾。 

 

四弟 惠民 

弟婦 萍、姪女娸娸、Be 
 

 



 

親愛的二哥(阿佬)：            

    你的離去，雖然令人傷痛，但想到你已經擺脫肉體的限制煎熬，也實在

替你高興。自你離開的那刻，你健康肥壯的身影和燦爛的笑容又再在我腦中

重現。想像你現在已不再受虛弱的身軀限制而能傲遊天際，相信你已到達了

你最想去的地方，心中也感到安慰。 

 

五兄弟姊妹之中，我和你最「傾得埋」，你將所有老師和同學的花名都

告訴我，也和我對唱革命樣版戲的歌曲，你是我的數學補習老師，但我也可

能是你一生人中最難教的一個學生。 

 

真不想承認你是爸媽心中的寵兒，因為這多少會令我們顯得很糟糕，不

過能夠像你這樣讀書好又聽話的孩子，到了我也做了母親之後才明白是多麼

的難得。在那個仍然鼓吹「棒下出嬌兒」的年代，你和妹妹是家中少有捱打

的孩子，但淚腺發達的你卻常常比我們哭得更厲害！也許就是你這顆同情

心，造就你到中學時對祖國的熱愛和悲憫，<苦難的舊中國>，<抗戰八年>，

是你課餘的閱讀書籍，在殖民地政府教育下，我想沒幾個中學生會有興趣看

這些紙質粗糙、顏色發黃了的書籍，那時我想，若果你早出生幾十年，想必

是五四運動的中堅份子，然而在這和平盛世，改革開放之風亦在不遠處緩緩

吹來，你這種情懷，只得轉化成旅遊探訪，踏足祖國大地，於是早在旅行社

還沒有推出絲路旅行團，喜多朗也還未為此譜上曲調之前，你的足跡，經已

踏遍新彊烏魯木齊，那時真令我既羨慕又欽佩。你對祖國的熱愛和在中文的

造詣，也多少感染了我，使我雖然就讀番書學校，但中文成績也還算過得去。

二哥、多謝你。 

 

癌病對你的摧殘，又急又狠！在你患病的期間，看著你不斷地消瘦至樣

貌好像變了另外一個人，甚至無法安坐在椅子上，我的心裡實在難受，巴不

得能代替你承擔一點痛苦。多謝你在這段日子容讓我有近距離接觸你的機

會，無論是跟你談論天氣、時局、教育、或是回顧童年往事、說說家人是非，

還有討論人生信仰問題，接受我在床邊替你禱告等等，這些都是難得的機

會，畢竟我們都已經成長了很久很久，有些說話總會覺得藏起來比較安全，

感謝神，我們要說的都已把握機會說了，我會緊記你仍然關心的人和事，並

會盡力完成你的遺願，希望你在天上也常常為我祈禱，使我有力量去完成。 

 

二哥，好好安息吧！他日我們在天國再見吧！我永遠懷念你。 

敬愛你的三妹 英 

妹夫 健子、外甥 濂濂 

 



 

給親愛的二哥: 

  

二哥,你在天國過得很好嗎? 現在可以自由自在的過日子了吧 ! 就請你放低

肩膊上的坦子好好地享受天國的生活吧 !  

  

還記得小時候家中事無大小你都一一承担，可真辛苦了你。你是父母的孝須

兒、弟妹的褓母、補習老師、家中的「清潔紏察」、甚至爸媽的「和事佬」、

或是充當「臨時厨師」。 

  

我最難忘的事，便是你常常幫我洗頭，當時的我大慨只有五、六歲，而你也

不過是十三、四歲。因家中的厠所太小不能容納二人一起，你便把熱水倒入

家中唯一一個鐵盆，再放兩張小木櫈，就這樣的坐在廳中心你幫我洗頭。老

實說，真的不太舒服，但感覺很溫暖。試問現在那會有十三、四歲的男孩肯

這樣照顧妺妺呢? 

  

每次遇到功課上的問題，你便是我的好老師。你在我成長的日子裏給我很大

的幫助。 你就是一個這樣熱愛家庭、愛護弟妹的好哥哥。 

  

你永遠活在我的心中。我永遠懷念你。 

  

願你能在主懷裏安息。   

妹 美珍、妹夫 子彬、外甥 任任上 

二 00六年十月十五日 

 

給姐夫的信： 
 

雖然我們只是短短相處了十多年，但是沒法忘記你親切的笑容、關懷的問
候，我們家裏全都是女孩子，我一直都當你是我的哥哥一樣，可惜我們已不
能再見面了。在我家裏，仍然留有一部錄音機，是你借給 Sa Sa 做功課，我
會永遠保留，當作一份珍貴的禮物，最後，我們對您說一聲：珍重，我的姐

夫、民哥，願主保佑您。 

萍、漢明、Vanessa(姨甥女) 

    

    



    

懷念摰友懷念摰友懷念摰友懷念摰友    

 

 

 

 

 

 

 

 

 

 

 

 

我們在世上為失去一位摯友感到痛惜， 

你那爽朗豪邁的笑聲， 

堅持信念的執著， 

將會長留我們心中。 

疲累的身軀須躺下休息， 

疾病的桎梏得解放開來。 

願神祝福你。 

 

黃啓明 

 

 



 

 

 

我的好友黃健民，爽朗和真誠。 

想起以往一起工作、 

旅遊及上夜校的情形和在新彊住院時 

有你和眾好友的照顧，猶如昨天。懷念你。 

 

友  萬治基 

 

我從沒看過民哥發脾氣， 

有時候他也有他意見的的時候， 

但他會尊重別人的看法， 

他，已離開我們，但這份精神， 

會永遠留在我心中。 

 

琴 

 

 

 

 

 

 

 

 

 

 

 

 

 

 

 

 

 

 

 

 

 

 

 

 

 

 

 

民： 

大家相識 28 載。你是一個愛護家

人，關心朋友和関懐學生的好好先

生。你喜歡旅行和大自然，我們幾

人遊遍很多地方，留下很多美好回

憶。你更是一個對生命充滿熱誠和

堅強的人，在病期間，面對病魔，

亳不退縮，坦然面對。你是一個值

得我們敬佩的人。希望你得到安

息。 

我們永遠懷念你，好兄弟。 

麥哥 

 



   悼念悼念悼念悼念 Mr. A. WONG 

黃健民老師於 1992 年加入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先後任教中國語文、中國歷史及普通

話，其後出任圖書館主任、普通話科科主任，並參與家長教師會及學務組工作，因工

作表現良好，於 2002 年晉升為助理教席。 

 

 黃健民老師說得一口流利漂亮的普通話，課餘時不計較花上自己寶貴的時間，為學

生報考及跟進學校沒有開辦的中學會考普通話課程，又在長假期間帶領學生到國內交

流及學習普通話。去年學校重組學務組，學校邀請黃健民老師參予學務組工作，黃老

師爽快地一口答應，並與語文科落實推動為全校學生而設的閱讀獎勵計劃。黃健民老

師不幸離世，著實是學校一個損失，老師們與學生們都會感謝及懷念黃健民老師為學

校作出的貢獻，願他安息主懷。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長  

                                       溫霈國 

                                           2006 年 10月 

不敢相信，突然患病的消息。 

不敢相信，匆匆一別已成追憶。 

 

沒有忘記，在圖書館裏，手指在鍵盤上熟練的翻飛。 

沒有忘記，在早會上，在課室裏，普通話琅琅上口，字正腔圓。 

沒有忘記，在鳳凰山頂，在陰澳山頭，悠然自得，談笑風生。 

沒有忘記，在足球場上，腳法細膩，攻守有據；在網球場上，雄渾有勁。 

還有，在家長教師會的會議、活動…… 

一切一切，仿如昨日。 

 

如今，不再在圖書館裏， 

不再在早會上， 

不再在課室裏……  

因為你已卸下重擔， 

與主耶穌同在樂園裏。 

 

梁廣宏  

 

Dear Tracy, 

I am extremely sad to learn that Mr. A. Wong passed away. I regret to know 

about it. I have just learnt from your e-mail about this. I am now in Vancover, 

Canada for some personal matter. I shall return back to Hong Kong by 26th this 

month, I am not sure that I am able or not to attend his funeral service. Please 

send my comfort to his family on my behalf. Thank you. I shall contact you 

when I am back to Hong Kong. Take care!   

With best regards, 

CHOW Yiu Wing 
 



 

A. Wong： 

 

 在 CMT 與你合作已有八年，我感到自己好幸運。 

 

 有了你處理普通話科的工作，我根本不需考慮太多。每次我跟你討論工作細節時，

你總是從容不迫地說出一句：「放心啦！我會攪掂。」你會為我設想，只需我輕輕地站

在旁邊便足夠，我想向你說聲：「多謝！」 

 

 有了你與我分享你的教學經驗，使我獲益良多。記得你每年觀課時，你都會對我說：

「我坐在課室後面，你當我透明就得了。」你不會給我一點兒壓力，之後你會提點我，

給我讚賞，給我鼓勵。 

 

 有了你跟我談天說地，我的空堂充滿歡樂。今年九月中，我在電話中告訴你我在學

校跣倒，你就問我：「你真係跣倒，定係比人跣呀？」你風趣幽默的話語，一直留在我

的腦海裏，難以忘懷。 

 

 你永遠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普通話科主任，我會懷念你。但願你在遠方繼續快樂地生

活！ 

你唯一的普通話科下屬 

方明欣敬上 

 

A. Wong:  
每天就是這樣的一個簡單而又親切的稱呼、一聲問候，在過往六年來無間斷的重覆

又重覆，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份，一個習慣，你知道嗎？每當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

“AW”這個代號，特別是常見的車牌，我就會第一時間想起你，因為這是你在 CMT 的

專稱。 

 

我們相處的六年間，在 CMT 的點點滴滴我都瀝瀝在目，你的一舉手一投足，以及你

的口頭禪“好簡單啫”都使人難以忘記，只是三言兩語又怎能够代表我們對你的思

念。你處事的認真，對同事的真誠，對學生的愛護，使我們無一不能感覺到。現在由

我告訴你以及在座各位一件事，就是在你過往一年的帶領下，張明添中學的圖書館管

理員，獲得了由特首夫人簽發的“義務工作嘉許銀狀”，這是你的榮耀，是你給了同

學們的一個肯定。  
在工作上，你是我的好上司，多年來你能够營造一個適當的工作環境，讓我自由去

發揮自己的角色；在生活上，你常常用自己過往的經驗教導我如何去解決遇到的問題。

我想告訴你，你的離開是我莫大的損失。今日我的確好痛，痛失我的一位合作無間的

好上司，但我亦在你身上學會堅強，路還是要繼續的，我定會盡力搞好圖書館，請放

心。  
世事的無常，使我體會到珍惜的可貴，在此，我要對你說一聲:“A. Wong 多謝你﹗

願你能去到一個無憂的快樂國度，繼續你的生活。” 

                    永遠敬愛你的 Jessie 敬上 

 



    

我們敬愛的黃健民老師我們敬愛的黃健民老師我們敬愛的黃健民老師我們敬愛的黃健民老師                                            吳振浩吳振浩吳振浩吳振浩    

  十月七日下午接近三時,收到同事來電, 告知一個叫人晴天霹靂的噩耗-----我們的好同事黃健民

老師離去了……. 

 

  那一刻, 腦海中只有空白一片, 時空仿佛停頓了, 空間中只遺下一陣陣沉重的呼吸聲。 良久, 我

才吐出一句: 你是說真的嗎?  

 

  打從 92 年便認識黃健民老師, 我們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大家同在牛津道讀書, 同是愛拍照不愛

被拍, 好玩戶外活動, 又曾同在銀行業工作過, 早餐喜歡吃餐蛋麵和凍飲, 每天愛和同事開早餐例

會……這一切仿如昨日, 叫人如何接受他的離去? 

 

黃健民老師待人友善仗義, 還記得那一年自己走馬上任, 帶領本

校羽毛球校隊参加那一年的校際比賽。在缺經費、缺場地、缺教

練的情況下，往往要勞煩黃老師撥出私人時間一起教導那一班連

開球也不會的校隊。那一年，黃老師自己也得帶足球隊，辛苦之

處自非筆墨所能形容。可是，他就是這樣一個有任俠精神的人！ 

 

黃健民老師為人樂觀、好玩而有分寸。他辦的普通話學會，開宗

明義把學習普通話寄寓於吃喝玩樂之中，比甚麼唱遊普通話的概

念更早，更有先見！ 

 

  遍遊神州祖國大地是黃老師的志向。這多年來，他遊遍大江

南北，每每為大家帶來一張二張美麗的祖國大地的風景照片，部

份更借出給同事作出版書籍之用。 

 

(獲攝影比賽冠軍) 

 

    他堪稱中國通，有兩件事可以証明：一)有一年的試後活動是中一級的國事常識問答比賽，

我因為是主事人之一，不能代表自己班参賽，只好委託黃老師代為参賽。那一役，黃老師獨領風騷，

十題答中九題，第十題他刻意不答，至今和舊生談起這些片段，大家還是佩服萬分！二)同事中，誰

想到中國遊玩，只要在事前請教一下黃老師，所有美食「景點」，絕對不會走漏！   

 

  文藝方面，黃健民老師當然有卓越的造詣；在運動上，他也是陸上霸王。無論籃、足、排、乒、

羽、桌、保齡球無一不精，其中尤精於足球和羽毛球。記得幾年前的師生足球賽，比賽場地是本校的

運動場，場地非常狹窄，可是黃老師一人力壓三個中六的學生，然後再勁射破網！那一番身手，豈不

教人佩服？況且，他並沒有戴上眼鏡呀！ 

 

   工作上，黃健民老師絕對是一個好搭擋。問他的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交給他的事：能力不

及的，絕不浪費雙方時間，能力做得到的，決不推辭。對學生，能力高的，他力加鼓勵，好讓學生能

盡展所長；能力不高的，他不惜時間循循善誘，務求令學生能先打好基礎。 

   

黃健民老師總是為人設想，絕不叫人吃虧或浪費時間。病發初期，大家見他日漸消瘦，他只說有

點不舒服，還安慰大家不用擔心。知道病情後，他叫大家要專心工作，不用花時間去看 

 



 

他，還告誡大家要注意身體，多休息，好像是我們有病似的。每次跟他談電話，從不超過五分鐘，他

還笑說這場仗他一定打到底！八月底的一天，我和一個舊生到醫院看他，他劈頭第一句就是：哈！你

還認得我呀！這何曾像一個病人？   

 

  離世前兩個星期的晚上，我跟他通了一通電話。他淡淡然說自己身體有點不舒服，要隔一星期才

恢復化療，渾然沒半點憂色……那天的我太聰明了，竟然沒想到去探望他, 今天真的後悔莫及…… 

 

  近日翻看以前的照片，看見黃健民老師那招牌笑容，想起他那招牌笑聲，不禁又想起他那笑看人

生的態度。黃健民老師活在世上好像只有四十多年，可是他留下的又豈能用數字去量度？如果每一個

被黃健民老師教過的學生，都牢記著他的教導和教訓，那麼他的精神不是藉著各位同學而重生嗎?他

積極面對癌症，絕不輕言放棄的精神，也會在困難時為我們帶來鼓勵！ 

   

  在此，我衷心希望黃健民老師的家人能放下傷悲，接受黃老師離世的事實，畢竟死者已遠去，在

世的還有許多事情要面對。而且，黃老師在天有靈，也不希望看到大家悲傷過日，他只會教大家四字

真言-----吃喝玩樂！ 

             

      悼文悼文悼文悼文                           倪秀美  

     在我的心目中，A Wong 是一條好漢，正是『仗劍須交天下士，黃金多買百城書』

的人。我喜愛看名人傳記的書，它能激勵人心；而這位好同事兼好上司，正是我們活

生生的好榜樣。他中文根底深厚，思想正面，是一個言行一致的真君子。 

    他曾言，幹過數份職業，最後選擇了這份神聖的教書工作。以人生最光輝的歲月，

投入教學，惠及莘莘的學子。除任教課堂外，他還主管圖書館和編目的工作，又兼顧

課餘的足球隊。這樣多才多藝的人，就這樣輕輕的離別我們，未免令人傷痛和引起串

串的思潮。 

        您    沒有兩手空空而走 

                  卻留下串串的果實   

 

 

 

 

 

 

 

 

 

       

 

 



 

敬愛吾師敬愛吾師敬愛吾師敬愛吾師                 

 

 

親愛的黃老師： 

 

敬愛的老師，你的離去，一個我仍然未能完全接受的事實。知道這個不幸的消息後，

腦海裡一直浮現著我們的片段。從我十年前放學在圖書館當圖書館管理員的回憶，三

年前我在教育學院畢業時回來跟你拍畢業照，二年前在禮堂的臨時圖書館跟你在白紙

上寫寫畫畫地討論香港的教育制度，至今年最後一次在新學樓開幕典禮的新圖書館中

的片段。經過一天來消化這個不幸的消息，我似乎仍未接受到。你跟我分享在沙士時

與家人外遊的經歷，還有與我拍畢業照時的說笑，都彷彿是昨天發生的事。 

 

敬愛的老師，記得我每一次回母校探望老師時，我們碰面都會聊天。每一次都是很親

切的感覺，記得你總會放下工作與我傾天，亦從不會讓我感到自己在阻礙你工作。雖

然我從未有幸地坐在課室中聽你授課，但每次在課堂後的相處都令我獲益，也儘管在

我離開母校的這八年間。 

 

敬愛的老師，最近一次聽到你的消息是三個月前我入醫院接受第一次手術的時候。你

的勇敢也提醒了我要堅強地面對我的病魔。上月，我也接受了第二次的手術，現在正

是休養期間，料不到也在這個時候收到你的離開消息。 

 

敬愛的老師，謝謝你在最後一課裡也教曉我勇敢，雖然也讓我明白生命的無奈。 

 

敬愛的老師，當我翻開我們的舊照片時，想起我們的點滴時，難免也感到心痛和難受。

所以請每一位與黃老師共事十數載的老師們，跟我一樣與黃老師也有著共同回憶的學

兄弟姊妹們，每一位愛黃老師的人，請你們也多多保重，這是我們對黃老師所表達的

最後一份愛。 

 

敬愛的老師，你永遠活在我的心裡，也謝謝你帶給我珍貴的回憶，這是一輩子的感激。 

 

永遠的學生 

卓思  敬上 

 



 
A Wong, 
 
昨天收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我真的不接受，感覺上會相信是有人開一個惡意的玩笑。今天，致電回

校得到證實，我真的是再也管不住我的眼淚了。 

 
為什麼你會在聖誕節時給我一個 SMS，但郤沒有在你走之前給我一個機會去見你一面？是不是你真

的嫌我太吵你了？你讓我覺得多內疚，為什麼這陣子沒有主動去找你吃個飯，就只因為大家的午饍時

間不合。 

 

才記得你告訴我，搬回了黃埔有多好，那是多久之前的事？我真的忘了，只是在感覺之中，那不過是

昨天發生的事。是誰說一定找我吃頓飯，是誰沒有兌現諾言？ 

 

還記得嘛，92 年是你到張明添的第一年，也是我中二的班主任，教我們中文及地理。我們一班絕不

是乖巧的一班，所以花了你不少的時間，就算我們是如何的頑劣，你都從不會放棄我們。 

 

成了一陣子的圖書館管理員，我們也更熟悉了，你亦從不會端出老師的架子來，使大家對你的很親近。

就算是在畢業後，也保持了聯絡，就連早兩年我碩士畢業時，你更不嫌棄的跑到我公司來和我合照，

還要我一定要將合照給你，真的對不起，我沒有做到，因為我真的是太懶了，我食言了，沒有依照你

的指示做，可惜我郤沒有機會再做了。 

 

就在張明添沒有普通話課的時候，我纏著你要你在下課後的時候教我，你沒有推郤我的要求，還很耐

心的教我。這已不是一個教師的責任，已比一個好老師做的更多更多。去年想為公司辦一個普通話課

程時，你也為我四處尋找有關資訊，著實幫了我很大的忙。 

 

十四年的光陰，生活中的點滴，大家一起分享很多如意不如意的事，你會告訴我辦普通話班時的挫折，

我也向你訴說工作上的阻礙，風花雪月一番，只可惜這樣的風光不再。 

 

昨晚拿著手上的電話，那一刹那我真的很想將電話打出，然後你會告訴我是有誰不喜歡你所以有這樣

的惡作劇。但是我又怕那是真的，我會不知道如何安慰你的家人，最後，我沒有打出這通電話，而這

個電話號碼，我再也沒有機會打出了。 

 

千頭萬緒，我真的沒有辦法再組織到我想向你訴說的是什麼。那思念我真的不想說出口，你是我在這

一間中學中，唯一還有聯絡的老師，你待我的好，我沒有辦法忘記，我只想你的太太及其他的親人也

不要太過傷心，因為我堅信，這樣的一位好老師，一定是前往天主的懷抱裡，只希望你不要到了天國

之後，仍忙著教天使們普通話，就讓你好好休息一下好了。 

 

我明白的，你對著太多的學生，一定是太累了，想好好的休息一下，你就睡吧。我相信，也會努力的

做好自己，我想在未來的某天，我們會在天國中再相遇。我也要定下你的下輩子，再追隨你，做你的

學生，你不可以說不啊！ 

 

永別了，我的老師！ 

 

吳詠旋 

 

1998年中七畢業生 

 

12.1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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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ying 的 xanga, 心知不妙 

打給 fe 證實, 心裡在奧悔 : 

我怪自己為何處處顧慮, 遲遲未有問候 

原想讓你好好休息, 卻換來這樣的遺憾 

"A.Wong, 點解今年又係呢件褸架, 快 d換啦~~" 

"A.Wong, 快 d 減肥 la, 唔係你老婆叫您出廳瞓 ga la~~" 

"A.Wong, 慘啦, 我下星期又要交 report la......" 

......... 

 

A.Wong....我還是喜歡這樣叫你, 親切些.... 

雖然只是中一中二時授教於你, 

課堂時間又少, 一週一課; 

我們卻反而亦師亦友, 從不間斷 

我相信那是用普通話, 圖書館來維繫的~~  

(每次我朗誦, 您都陪伴, 口中雖說不介意, 您知我多感動麼?) 

 

坦言, 在教學雖算不上循循善誘, 但卻有份外的親切感~ 
記憶中每日最少都會去圖書館打搞您一次的 

每當我沮喪, 喘不過氣來時,  
您總是最好的傾訴對象 

和您言談之中, 聽不見那一般老師嚴肅冷感的腔調; 
而是朋友間的認知與關懷 

 

老師, 你走了,  

我知道, 隨時間流逝, 我對老師的樣貌, 聲音漸漸會變得模糊 

但八年來的美好回憶: 

空堂閒聊, 放學暢談人生去向, 普通話朗誦, 下午 tea 一 tea, 生日慶祝, 節日短信, 

聚餐, 新年拜訪..... 

點點滴滴在心頭~~ 

A.Wong~ 真的很想您!!  

98-05 年度學生 

張清鑾 , 劉潔塋 , 劉美珊, 

吳秀玲 , 黃鎂圻 , 伍婉華, 

盧鈓玲  

敬上 

 

 



 

敬愛的黃健民老師： 

 

  記得復活節假期前，你跟我們提及假期後需要出外進修，不會回校上課。當時我

們還問你甚麼時候回來，你說期終試後便會回來。終於在結業禮那天，在圖書館見到

你，不禁興奮地走到你面前跟你問好，可惜只跟你談了很短的時間。那時的你明顯消

瘦了不少，但精神還是不錯的，完全沒意識到你已受病魔的折磨，正在努力抗鬥。想

不到這次竟是跟你最後一次見面！ 

 

  九月，新學期開始，圖書館一直沒你的踪影，但Ｊｅｓｓｉｅ說你很快便會回來，

所以便沒有探究你缺席的原因。現在真的很後悔為何不對你多關心一點！ 

 

  十月十日早上，知道你永遠不能再回來，整個人被嚇呆了，眼淚不由自主的掉下，

與你相處的片段一一浮現腦海中。我們最愛到圖書館跟你聊天，嚷着要為圖書館購買

甚麼樣的新書。無論帶給你甚麽麻煩，你也一一為我們解決，從沒有加以責備。中三

及中五的暑假，參加了由你帶領的國內交流團，因你沿途的照顧，令我們擁有快樂的

旅程。 

 

  從此以後，圖書館內再沒有你的出現，不能聽到你的聲音、笑聲，感覺若有所失

似的。但我們不會因此而不到圖書館，因為你曾說過我們是榮譽圖書館管理員，有空

的時候一定要到來幫忙，我們會聽你的。 

 

  心想你必定不願意看見我們為你傷心難過，請放心，我們會好好的收拾心情。 

黃ｓｉｒ，感謝你多年來的照顧、愛護，你永遠是我們最愛的老師，你的一點一滴，

我們決不會忘記。祝福你在遠方能幸福快樂地生活。 

                    應屆中七級學生 

                          沈明儀、曾麗琼敬上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 

 

 

 

 



 

尊敬的黃健民老師： 

  

在我們心目中，你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良師益友。無論在學業上，做人處世上，都

給予鼓勵和指導。在圖書館裡，一起談天說地，你分享多年來旅遊心得，社會時事，

連一些古老傳說都會一一告訴我們，是一部「活動的百科全書」，你廣博的知識，拓闊

我們視野。還記得考 mock 的時候, 你說:「一個錢幣有兩面，正如每一件事情，總有好

與壞, 關鍵在乎你從那個角度去看。」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說話，但教曉我們如何從不

同觀點去看事物，迎接每日的新挑戰。  

 你與其他老師的一大不同之處就是我們只要到圖書館就可以找到你，沒有了教員室

的隔膜。正因為你的與別不同，與學生毫無距離，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和你談話，談笑

間大家流露出朋友般親切的笑容。 

即使你沒有任教我們任何科目，但每當我們請教你別的科目時，你總會毫不猶疑

地幫助， 而且從不嫌棄我們「蠢」; 交 ”唐山大地震”報告時，你用私人時間替我們修

改文章，耐心地講解錯處 ; 遇到難題時，你會與我們一起討論，指導我們思考的方向。

每當遇到不懂的英文生字，你會很放心的借出「私家」發聲字典 ; 做 past paper 時，

你毫不吝嗇地借出耳筒和 CD機，讓我們在有限的時間內盡量練習，爭取好成績 ; 我

們身體不適時，你會主動給予關心和問候，送出你獨有的「漁夫之寶」和「金嗓子」，

雖然佷苦，但你的心意足以令我們甜在心裡。  

 作為你的手下，「賴比利亞人」(librarian)，即使我們遲了當值、放錯書、聊天， 甚

至把櫃台弄得亂七八糟，你也不會對我們大呼小叫，只會笑著嘆氣。校內大部份課餘

時間，我們最喜愛在圖書館這個小天地渡過，享受像大家庭一樣的氣氛，全因為你樂

意與這伙入世未深的學生分享。 

 我們跟你相處的時間有長有短，但共通點是你令我們成長了，獲益良多。我們很慶

幸可以有你這位「良師益友」，在此對你獻上衷心的感謝。在我們心中，你沒有離開，

你教的一切，我們永記於心，希望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成就，為我們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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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瑩 余嘉雯 趙詠敏 敬上 

 



 

「阿 sir走 口左 er」一個突如其來、令人難以接受的消息。心裏忍不住問為甚麼

這麼年輕、這麼好的一位老師突然會離我們而去。 

    黃 sir，與你的種種回憶仍然深刻地記在我們的腦海裏。 

    中一、中二時，你是我們的普通話老師，一口瑯瑯上口的普通話令我們留下深刻

的印象。每次到圖書館都能看到你的影子，每次你都願意聽我們的意見添置新書。也

許我們的聯繫就是這樣建立的。 

    中三時，我們和你一起參加上海、南京五天交流團。那是我們第一次出遠門，你

的陪伴確實令我們安心不少。自由活動時，你帶我們逛街，吃小籠包，更介紹了一些

地道小吃。 

    中五時，我們又一起去了北京。在烈日下的長城、莊嚴的天安門都留下我們的足

跡。在車上，你為我們帶來歡笑，登長城時，你又為我們開路。但萬萬想不到那是我

們最後一次旅行。 

    中六時，我們作為圖書館管理員，能夠兩次和你一起搬遷圖書館。忙碌過後，你

還請我們去飲茶。 

    中七高考時，你為我們打氣。 

    黃 sir，七年來，圖書館的一角已成為我們的天地，也是你長駐的地方，我們已習

慣你那招牌笑容。在你的笑聲中，我們渡過了一個又一個愉快的小息。 

    我們相信學校大部份接觸過黃 sir 的人都會覺得阿 sir 是一位開朗、親切的好老師，

如今阿 sir 的離去可能會令我們感到傷心。但是對阿 sir 來說未必是一件壞事，因為這

或許會停止病魔對黃 sir 的折磨。我們衷心希望黃 sir可以在另一個世界開開心心地繼

續生活，不需要牽掛我們，我們會照顧自己的。同時，希望黃 sir 的家人堅強一點，看

開一點，不要太傷心。珍惜美好的回憶。 

    永遠懷念你這位好老師。 

    世事無常，希望大家珍惜眼前擁有的一切，家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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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佩媚、吳梓雲、張紫霞   敬上 

 

               



 

 主題 :悼黃健民老師 

黃健民老師: 

不幸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七日因病辭世, 

謹致以哀悼！                                           作者 :  kk  

 

黃 SIR...你唔係去左進修咩,做咩一去唔返黎呀!            作者 :  陳冠正                             

 

安息吧!                                              作者 :  3C既人 

 

希望你在他方得到安息快樂。                               作者 :  雯  

 

希望佢早日安息!                                        作者 :  胡略堅                                            

 

我 F1 的時候都是他教我的,他對我們每個學生都好好,真是一個好好的老師,.希望

他在他方得到安息和快樂。.                        作者 :  林杰鵬  

 

黃老師,願你可以得到永生。                           作者 :  文向斌 

 

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作者 :  李同學  

 

聽到呢個消息真係唔敢相信呀,希望你可以在天國安息。  作者 :呀 wing]]磨姑 

 

多謝你的教導,望你安息!                              作者 :  黃祖輝  

 

雖然我只是在中一(98 年)讓您教導過,幾年後先後參加北京交流團,成為普通話

學會職員,才對您有更深的認識,雖然你貴為老師,卻與我們亦師亦友。你的好,用

再多漂亮的辭也已經無法形容了!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師,雖然往後的日子已經

沒法跟您分享，但我們會永遠把您銘記於心的,在我們的生命中,曾經有一位溫文

的老師,陪伴著我們渡過中學生涯。 

最後,希望黃老師可以安息!                     作者 :  05-06 7a 李同學 

 

希望你好好安息,永遠都會記得你教導!                   作者 :  3A 陳嘉欣 

 

好突然,我仲好記得你教我地個年,真係好好,希望你安息!    作者 :  梁潤誼 

 

你在我中一的時候教過我,好掛念你上堂既日子;同埋好掛住考 EXAM既時候,你

讀既普通話呢!真是十分令人懷念, 

希望你在另一地方生活得很好!安息吧!                     作者 :  馮綺婷  

我不會忘記你教過我們那 2 年既普通話,希望你安息!       作者 :  梁襯嫦                                     

 

安息啦阿 sir...f.2 個年既 pth堂...miz =(                   作者 :  Pang de 

老師,今天收到您的死訊,我真不敢相信,感到很震愕。四月時,說您去進修,原來是

騙我們的,您說過六月會回來,.誰知,在學校一直都找不到您的背影,每當我去到圖 

 



 

書館,我都會想起您的,因為您以前就經常在那裏辦公嘛。今年開學了,還以為您會

回來教學的,但還是見不到您,我還以為您向學校辭職了,.誰知....!!回想起過去兩

年,您當時蠻開心的,您教得很好,也令我的普通話大有進步,謝您無私奉獻,雖然老

師您與世長辭,但您在我心中,永遠都是一位好老師。您雖一直抱病在身,但您都沒

向我們表露出來,當時還有說有笑呢!您能做到這樣,我覺得您很了不起了,能做到

像您這樣的,我想平常人是不可以的。一切盡在不言中,老師,我敬愛您,雖然現在

沒有了普通話堂,但我會繼續在這科做到最好的,願老師您在天國永得快樂!永遠

懷念老師您!                                   作者 :  mmm  

 

希望你可以安息啦,阿 sir.....                                  作者 :  昌 

 

老師點解你要咁自私,有病唔同我地講,仲要呃我地話去左進修。連一個俾我地關

心你既機會都冇,大家知道呢個消息真係覺得好遺憾。 

願老師在天國會有更美好的日子..A Man..!                作者 :  德仔 

 

你竟然呃我地話去進修,.點知進到唔返黎,我會記得你教過我。 

希望你安息!                                         作者 :  呀鋒  

 

黃 Sir,點解你要離開我地,我好傷心!希望你可以安息。       作者 :  187  

 

你唔係去左進修咩???我呢一世都唔會忘記你係 F.2 個年教我架。 

你安息啦!                                      作者 :  JOANNE  

 

我會記得你生前說話的每一句話,還記得你稱讚我的普通話有進步。 

安息吧,天使會陪你在另一個世界裡生活 。              作者 :  MARILYN  

 

祝你可以安息吧 !                                    作者 :  左手  

 

不會忘記你的教導,事情有些突然。祝你安息吧!       作者 :  Duncan 

 

I MISS U VERY MUCH,AND FOREVER....-_-     作者 :  MIDDLE TORRES  

 

阿 sir點解要呃我地話去進修,依家你咁樣,都好唔捨得。 

安息啦..>~<"                                           作者 :  yuki  

I am sorry to hear about that -.- 

He is a teacher , he teached me putonghua in F.3 . 

I miss him very much .                               作者 :  ╒Devil╗  

 

黃 sir,你 d 普通話好正,聽到呢個消息好突然,唔敢相信。係你身上學到好多野!! 

希望你係天堂得到快樂!!                             作者 :  DORIS  

 

我會記得你教過我架,好唔捨得你呀,黃 Sir! 

囧！！（Ｔ。Ｔ）                                     作者 :  豪仔 

 



 

阿 sir,你 f. 1 教我普通話,我會記在心中...............         作者 :  軒仔@_@   

 

對於你的離去,我覺得很突然,很難面對一個曾經教導自己的老師,突然去世的事

實,我有點不高興。去年的時侯,你是我普通話科的老師,我很懷念你教我的呢段日

子。但現在,連一句簡單的多謝都沒機會說了,因為你狠心地離開了大家。

however,希望你得到安息,但願你在另一個世界開心、快樂地生活。 

                                                作者 :  左嘉文 

 

我想不到甚麼來代替我現在的心情,雖然你只教授了我一年純正的普通話,但我還

是會記得你------------- 

 

在此送你一首 SAMMI 的.........捨不得你  

 

回頭再看我的最初 尋尋覓覓活在迷惘 

多得您引領我 天天您亦為我 

令我找到片段亮光 

 

＊完全怪我要一試高飛 

 完全是為著令人生更美 

 

 珍惜您愛過您 感激您念掛您 

 無奈到最後要分離 

 過去的絲絲記憶繞困我的心 

 我卻要掙扎離去＊ 

 

＃我捨不得您 yeh yeh 無奈我要創造未來 

 共您普普通通的去愛 未夠我獨個精彩 

 我捨不得您 yeh yeh 無奈我有我的未來 

 願您找到心中最深刻的愛 

 永不更改 全心我祝福您＃ 

 

再見了遠去了 尋求未了願 

愛過了放棄了 全是自己挑選 

過去了我去了 揚翔是我願 

別日日或夜夜亦在為我心酸                       作者 :  懷念你的 JJ  

  

 

希望你永遠保祐我們,祝你在天國永遠幸福。              作者 :  oilin  

但願他安息=(                                       作者 :  komo  

 

希望你會安息啦,,永遠到會記得你...=[                      作者 :  牙森 

老師,謝謝你在 f.2 的教導,雖然不太熟悉你,但心還會痛,你已不在這世上,但我深

信你是找到了新的安樂天地。.假若你突然有機會看到我們同學的留言,你就不要 

 



 

太傷心吧,因為我們心中還有你存在的!!!!            作者 :  <樹熊> Jason  

 

聽到這個消息真的很突然,無論阿 sir 你在那裏我們都會掛念你,一切盡在不言中 

希望你安息,永遠懷念。                                    作者 :  啊 K 

 

希望你好好安息,永遠都會記得你的教導。                    作者 :  J仔 

 

黃健民老師,你教了我兩年普通話,在你細心的教導下,我普通話我成績有所進步,

但是你竟然離開了我們,我希望你能在另一個世界生活下去。  作者 :  翟逸東 

 

知道這消息時,真的感到很愕然!記得我 F.1 時你曾教我普通話,真的教得很棒的,

但我們卻常欠帶課本使你惱怒,真的萬分抱歉!!雖然現在沒了這一科,但我依然是

很喜歡的,特別是希望時間能倒流,回到昔日上你這科的情形。時間能不斷沖淡我

們的回憶,但永遠也沖不淡我對你的懷念。人怎也不能逃掉死亡這關,希望老師的

家人也不要繼續傷心下去了!!                           作者 :  3D03  

 

阿 sir 你又話去進修..點解會咁?我記得你 f.1 個陣教過我,希望你去到第二個地方

會開心喇。                                         作者 :  花灑 

 

多謝你兩年來既教導!!希望你安息啦!!!                    作者 :  (光良) 

 

無見 2 年,就咁走左,漫長人生在黑夜中度過。               作者 :  沉寂  

 

......永遠懷念                                    作者 :  豬屎  

 

希望你可以安息啦,阿 sir!                            作者 :  龍展邦 

 

懷念你,安息吧!                                作者 :  4A Eddie  

 

今天,聽到這個消息,真的有點兒不敢相信。我想起中一上普通話課時,你還是好精

神的教導我們,怎麼會發生這事的,謝謝你的教導! 

願你在天國快快樂樂的生活!!                         作者 :  曾翠柳 

 

R.I.P. =(                                           作者 :  rance.  

 

R.I.P                                       作者 :  Ambrose Tsui  

He teached me putonghua in F2 . After that he went in to the hospital and he 

never came back .I miss him very much . T^T  

係 taught =.=                                           作者 :  Evil  

 

佢平時上堂係串 D~~但係落左堂佢都同你有講有笑既,上次都差唔多 9 個月前,

先比佢罵我唔還書,遲左成 3 個月都唔還,比佢罵到好甘,個時好想佢去........但係

依家好掛住佢,唉............                               作者 :  Lo_NO  

 



 

希望你會安息啦!係天國得到快樂!永遠到會記得你 T_T "        作者 :  蛋蛋 

 

希望你可以安心咁離去,多謝你生前既教導。               作者 :  3c 同學 

黃 sir, 

真的很懷念您!很傷心,你一向熱愛健康,生活作息定時;現在仍不敢相信這個消息,

這個人是您。 

還記得您是我中二年級的班主任,性格和藹可親的你,經常在圖書館耐心聽著我喋

喋不休的嘮叨,中二、中三、中四;中三是我最反叛的一年,很多老師不喜歡我,很

記得你語重心長地對我說:「Yvonne,你的本質根本不壞,我是很清楚。中四了,要

學懂長大!阿 sir支持你!」你的一番話就是我心頭明燈,你的一番話讓我醒覺,你的

一番話一直是我推動自己努力的原動力。 

數月前,妹妹剛與您進餐,還邀請我出席。因工作太忙關係,我婉拒了,以為總會有

下一次。對不起,黃 sir,真的很對不起! 

您放心安息吧,我已長大了,現在有一份很好的職業,還有一個很好的家庭。你永永

遠遠是我最好的老師!永遠懷念您! 

 

慧愉 

敬上  

 

祝你早日安息,在那一個世界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作者:  helenlau  

 

仍記得多年前老師的教導, 雖然有點模糊, 但你確是一位開心樂觀的好老師, 聽

到這個消息真的很突然, 老師請安息, 我們永遠懷念你。   作者 :  何嘉敏 

 

係我印象中我 f.2 or f.3既時候比佢教過,佢成日都好似教 dt 既梁 sir 一樣咁盡量

講 d笑話引我地笑,雖然冇乜邊次成功,但佢依然每堂都想令我地發笑! 

其實佢冇義務咁做,但為了令我地產生上堂既樂趣,佢不辭勞苦咁做同樣既事。 

唉~~還記得去年同前年佢係師生足球賽上落力既表現,好太陽既笑容,一 d力不從

心既樣子都冇,成個汗人咁係球場上跑著。都成了回憶了!雖然同佢唔熟但想到依

度個心總係有 d唔自然同唔開心。 

唉~人既壽命可以好長,,但人既生命更加可以係咁化學既。      作者 :  ar花  

 

永遠記得做 Librarian 兩年的每一刻，永遠記得 2C 的每一件小事，不敢相信這

個事實。您永遠係我地既「黃 Sir」。                作者 :  Melon Lam 

黃老師, 

你自私得很!有病都不說給同學們知道,難道這樣是最好的嗎?不是,我們生在張明

添這個大家庭,就是一家人。有甚麼事不可以讓我們知道?就是一句去"進修",就可

以一去不返?就可以拋下我們這些樹苗,走去天國? 

我會在今年,讀好你曾教過我的科目:地理和 PTH! 

但無論如何,[祝你早日安息]!=}                     作者 :  徐德琦 

 

 

 

 



    

憶健民憶健民憶健民憶健民                            周厚峰 

有一次跟健民談起，為什麼以他出色的升中試成績，會選擇入讀培聖中學。他說當時

見到培聖中學，取得星晨校際杯問答比賽冠軍，擊敗了不少名校，故此便選了培聖。

我們的友誼便在培聖的六年學校生活中建立起來。當時大家很喜愛足球，經常跑到九

龍仔公園和牛津道球場踼球。健民球技精湛，很快便入選校隊，並且擔任隊長，所以

我們當時給他一個暱稱：「captain 民」。我們在讀書時、畢業後，凡有活動，不論是足

球比賽，或是聯誼活動，總是找健民做搞手，因為他是我們的永遠「隊長」。 

 

健民做事，不拘小節，也不介意吃虧；還記得我們唸高中時，很流行拍照，大家一起

興高采烈到不同地方取景，每次總是由健民作攝影師：帶相機，買菲林，全由他一手

包辦。照片曬出來後，我們總是選取自己喜歡的，留下很多無人認領的「玉照」，健民

便負責收藏。這些舊照片中，留下我們一去不返的少年時光。 

 

健民很願意照顧朋友，無論誰人有需要，他總是不辭勞苦，替人解決問題。例如舊同

學的結婚和喜宴照片，他都幫手拍攝，永不推郤。我們當中誰人感情或是生活上遇到

波折，健民也樂於聆聽，替人分憂。他不幸染病，不想大家替他憂心，所以我們未能

在他有需要的時間，給他鼓舞支持，我們也心有歉意。 

 

今天健民離我們遠去，但他樂觀豁達的笑容，勇於助人的性格，令人難忘；失去相識

多年的好朋友，教人心傷。希望健民在天國能永享平安。 

 

2006年 10 月 18 日 

 

 

 

悼黃健民學友 

 

故人馳鶴遠南山， 

春風潤沬青雲間； 

桃李綻開儒林路， 

德澤顯彰耀塵寰。 

 

培聖中學學友 

 

陳全 

敬輓                                                                  

 

 

 



 

 

 

                                                  

 

 

       

 

 

校名：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姓名：  黃耘娸   班別：四A (37) 

十月十八日  我的二伯父 

    我的二伯父是一位好老師。他有

一個尖尖的臉、大大的眼睛、寬寬的

嘴巴和一雙小小的耳朵，個子高大，

衣服整潔。  

 

  可是，二零零六年四月初，他發現

自己患上了癌症。但是他並沒有放

棄，還是愉快地生活，而且常常露出

笑容跟我和妹妹一塊兒玩耍。十月六

日(天晴)，他的健康狀況突然變得很

壞，被送到醫院。最不幸的事就發生

在當日晚上二時三十分，他病逝了。第二天早上，我聽到了這個消息後，立即目瞪口

呆，眼淚差點流出來呢！ 

 

  我覺得他是一個積極面對困難的好老師，我長大以後，也要學習他，作為一個好榜

樣。 

 

 

 

 



 

 

 

 

 

 

 

 

 

 

 

 

雖然我不認識黃健民老師，也從未見過他，但從教會的弟兄姊妹自他一開始患

病起，便不住地為他禱告，健民對我和我們來說已不再是一位陌生的、不關重

要的人了。「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

子粒來。」（約翰福音 12:24 下）經文裡的一粒麥子本是指主耶穌受死救贖世人

的果效；同樣，健民的離世也帶給我們反思，思想生命的盼望，使他的至親和

挈友在體會感到離別和失去時，不再是無助和虛無，反從主耶穌得著安慰和支

持。 

        曾經有一位姊妹在她最深愛弟弟的安息紀念集裡寫道：「身體被病魔摧

毀，但靈魂卻得勝。疾病能摧毀的是如此有限.......它不能使愛殘缺，它不

能粉碎希望，它不能腐蝕信仰，它不能摧毀自信，它不能扼殺親情，它不磨滅

記憶，它不消沉勇氣，它不能入侵靈魂，它不奪走永生，它不能熄滅精神，它

不能削弱救贖。我永遠記念著和您一起的日子。」這種回憶，或許正好可以代

表著我們的心情。 

基督徒聚會中心旺角堂 

馬志明傳道 

(註：馬傳道自 06 年 9 月到任，未有機會認識健民) 



 

各位，我走先， 

天堂見！ 



 

黃 健 民 先 生 喪 事 禮 拜黃 健 民 先 生 喪 事 禮 拜黃 健 民 先 生 喪 事 禮 拜黃 健 民 先 生 喪 事 禮 拜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晚上八時正晚上八時正晚上八時正晚上八時正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鑽石山殯儀館地下鑽石山殯儀館地下鑽石山殯儀館地下鑽石山殯儀館地下                                                                                                        主禮主禮主禮主禮：：：：馬志明傳道馬志明傳道馬志明傳道馬志明傳道    

    

喪喪喪喪    禮禮禮禮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主禮主禮主禮主禮：：：：馬志明傳道馬志明傳道馬志明傳道馬志明傳道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張偉佳弟兄張偉佳弟兄張偉佳弟兄張偉佳弟兄    

慰勉慰勉慰勉慰勉：：：：戴露萍姑娘戴露萍姑娘戴露萍姑娘戴露萍姑娘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陳紹梅姊妹陳紹梅姊妹陳紹梅姊妹陳紹梅姊妹    

    

1.1.1.1.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伯伯伯伯1:211:211:211:21））））                                                                                                    主禮人主禮人主禮人主禮人    

2.唱唱唱唱 詩詩詩詩                 奇異恩典奇異恩典奇異恩典奇異恩典                      眾唱眾唱眾唱眾唱 

3.3.3.3.禱禱禱禱    告告告告                                                                                                                                                                                                                                            主禮人主禮人主禮人主禮人    

4.4.4.4.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張偉佳弟兄張偉佳弟兄張偉佳弟兄張偉佳弟兄    5.5.5.5. 獻詩獻詩獻詩獻詩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23232323篇篇篇篇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6.6.6.6.慰勉慰勉慰勉慰勉                                                                                                                                                                                                                                        露萍姑娘露萍姑娘露萍姑娘露萍姑娘    7.7.7.7. 述史述史述史述史                親人親人親人親人    8.8.8.8. 唱詩唱詩唱詩唱詩                                                                                                                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                                                                                                            眾立眾立眾立眾立    

9.9.9.9.報告及致謝報告及致謝報告及致謝報告及致謝                                                                                                                                                                                                                        主禮人主禮人主禮人主禮人    

10.10.10.10.祝禱祝禱祝禱祝禱            主禮人主禮人主禮人主禮人    

11.11.11.11.瞻仰遺容瞻仰遺容瞻仰遺容瞻仰遺容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12.12.12.12. 禮成禮成禮成禮成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遺體於二遺體於二遺體於二遺體於二00000000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十五分於鑽石山火葬場火化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十五分於鑽石山火葬場火化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十五分於鑽石山火葬場火化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十五分於鑽石山火葬場火化) ) ) )         



 

 

 

 

 

 

 

 

 

 

 

 

永遠懷念永遠懷念永遠懷念永遠懷念    

黃健民黃健民黃健民黃健民    
(1959-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