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企主管提早退休轉做禮儀師 籲⼤眾規劃⼈⽣
最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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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3歲的楊秀蘭決定提早退休，非為享 福，⽽是為他⼈的⼈

⽣「 禮」作禮儀師。7年 間⾒盡⼈⽣無常，她懂 每個⼈都 ⾯

對⾃⼰⼈⽣和最 的最 禮，⼼ 在 「做了」和「做好」的

別。

楊秀蘭⾃⾔是 計劃的⼈，站在⼈⽣交 點，躊躇倒是 ，在轉⾝當殯

禮儀師 ，她也 了陪⽉課程。

「做不到 ，就做⽣吧！當 朋友 ，外國華⼈社 想 ⼈去做陪⽉，

如果這⾏ 的不適合，起碼還 。」給⾃⼰1年的適應期，看看是

否適合這⾏，但⼤可不⽤提早退休／辭職去吧，她坦⾔：「 兩 ⼯

做，收入⼜幾好，但 沒 ⼼機去學，所以要給⾃⼰破釜 ⾈，才知道

正適不適合！」

不 多謝和再⾒的職

1996年開始，她在東華三院 下的三 ⼯場任導師，主要職責是訓練

智障和 神病康 者 開就 ，2005年轉⾄東華旗下社企做 務主

管，2015年決定申 提早退休。

「當 53歲，若到55歲再不轉，就沒機 ！」

⽽，⼈⼈避之則吉之地，因⼯作關係⽽深入認 ，東華⼯場 製作殯

儀相關 刷品，做社企 更需帶適合學員到萬國殯儀館做 潔。「這⾏

比較難 ⼈，很多 外判給社企，既可解決⼈⼿問題，也可提供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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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帶過 神病康 者和智⼒較 ⾊的⼈⼠去殯儀館⼯作，發現 者因容

易產⽣幻覺，更加疑神疑⿁； 者因不理解 亡是⼀件甚 事 ， ⽽

較適合，這 都是管理上的⽇常。

誠 ，適不適合當⼀位禮儀師，是把別⼈的無常，成為⾃⼰⼯作需要⾯

對的⽇常，是如何讓⾃⼰ 不 ⽊卻⼜要 醒的⼼ 。第⼀位讓她覺

適合這 ⼯的，是她第3個客。

「朋友轉介她給我，通常我 先問3個問題：男或女？在哪間醫院走？

幾多歲？答 是男，葵涌醫院，19歲。⼤概 到好⼤機 ⾃殺，因葵涌

醫院多 做 神科。之 她竟問可否⾃⾏上網預約焚 爐，我突 ⼀

，不好意思 問她覺 GoGovan 幫你⾞？她冷冷⼀句『乜唔

㗎？』原來她從內地來，不知道 港法律對 理 是非常嚴謹。 是

問她是否 經 困難，她才開始 ⼝， 來讓她知道哪裏可申 援助基

⾦。最 還是不達 ，因銀⾏簿上限是6千元，介紹她的那位朋友夾了

萬多元帛⾦，她卻全 放到銀⾏……」

最 ，楊秀蘭跟當 司 闆開了⼀個價格相宜（1萬元以下）的殮

套餐。因這 勞⼼勞⼒她知道⾃⼰適合這⾏，⾄ 她懂 怎樣抽離。

「每 我都 檢討可改善的地⽅，個 幾不開⼼，給⾃⼰3⽇，過

要把這件事放低。」

每 完成禮儀，她 以「今⽇ 喪儀功德圓滿，⾝ 健康，萬事順

境」作結。她 這⼀⾏不 講再⾒和多謝，只 受惠，就連完 也好

像不吉利。

做了和做好的 別

理別⼈的⾝ 事，常被問的是如何⾯對哀痛，她的答 是平常⼼，還

附帶了⼀個問題：做了⼀件事，還是做好⼀件事。

28/4/2022 11:55
第2/6⾴



「好像 冠病毒 疫 者，我 建議他們的家⼈ 接到醫院做。好多⼈

接受不到，在醫院 出，但其實 事 可 才做。」

哪怕 ⼈ 針唔拮到⾁⼜怎知痛， ⽽， ⾃為 ⼈做⼈⽣最

禮，楊秀蘭無可避免遇上-她的哥哥因病在醫院離世，⾃細兄妹感 要

好，當收到醫院 話，霎 六神無主的她還 向⺟ 交代。她懂 ⺟

脾性，沒打算瞞 ，回家 ⾔其⼦已走，⼤家要到醫院⾒最 ⼀⾯。

「媽媽⾒到兒⼦即嚎哭：『你咁懶瞓做乜，叫極唔醒！』，跟 視劇對

⽩⼀樣，我走過去跟她 ：『不⽤叫，他是叫不醒，你的兒⼦已經走

了。』 她⼀⼿揮開我：『你亂講』，那⼀刻我要很 晰，不斷告訴

要接受現實！現在你兒⼦走了，你 抱站在那裏，也很傷⼼，但你千祈

不可以 下來，到 我⼀個 理你們3個⼈。你想怎樣 理便要跟我

講，到 搞 不好別怪我，她『哦』了⼀聲，就沒 再喊……往 那幾

天不斷跟我講想怎樣做，幸好阿 也很 恤，永遠都 ：『最緊要你阿

媽覺 ok！』」

她們⼀家⼈需要半年才平 ⼼ ，⽽她也 算學懂平常⼼。在這⼀⾏7

個年頭，收入不算穩定，很多 要好天收埋落雨 。除了 ⼝碑和朋友

轉介，她也希望正⾯推 這⾏ 。她 ⾏頭已予⼈形象不好，⾏內⼈更

要以⾝作則，不要搞到⾃⼰不修 幅。最 筆者問，如可減卻「 神來

了」的不祥，給她更改這 ⼯作稱 ，答 是甚 ？

「最希望職位是⼈⽣規劃 問，既 現在 甚 元宇宙，⼤家對 亡沒

那 忌諱。⽽ 做 耐， 來 多⼈ ⾃⼰的⾒解。他想怎樣規劃，我

可給予意⾒，解釋 同 問，適合稱為consultant多過planner。」

﹏﹏﹏﹏﹏﹏﹏﹏﹏﹏﹏﹏﹏

⽚： 耀輝攝、受訪者提供

作者：⿈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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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輯：張頌婷

▲ 楊秀蘭，今年60歲。過去廿年服務 社 福利界，正式從事殯儀服務7年多，⾒盡

⼈⽣無常最 刻。 參 義⼯服務，發現很多長者在⼈⽣的最 ⼀程⽽ 慮，以

決定投⾝殯儀 ，希望讓長者可籌 ⾃⼰的⼈⽣ 禮，以圓滿他們的⼀⽣。

▲ 楊秀蘭在⼀家  20 ⼈規模的社企當 務主管，主要 ⼯作 ⼒的 殊⼈⼠尋

找職位機 。

▲ 訪問當⽇附近 ⼀所東華三院⼯場，⽽她也 在何⽂⽥⼀間東華三院 下社企當

過 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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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秀蘭的卡⽚上寫上禮儀策劃，⽇常除了 者家⼈從領 、守夜和出殯張羅，

也要提供適合的⽅式辦理⾝ 事。

▲ 她的⼯作 ，離不開殯儀館附近⼀帶的長⽣店和 店。

▲ ⼯作⾯對⽣命無常，除了給⾃⼰ 間抽離，也 跟⼦女⼀起去外地旅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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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秀蘭 ⼼ 益， 參 ⺠安隊服務⼯作達 14 年之久。

▲ 她經常參加義⼯服務， 到國內⼭區探訪 困學童。

退休  ⽣ 教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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