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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健於1981年4㈪22㈰在香港出生，我還記得護士小姐抱他由產房到嬰兒室的樣

子，雖然是Baby，但也看到他輪廓清晰，英俊可愛，Baby時很乖，很容易湊，我的外
母當時在港，對照顧俊健幫了很大的忙。

俊健由幼稚園㉃小㈥皆在北角衛理堂幼稚園和小㈻就讀，離家不遠，也挺方便，成
績也不過不失，小㈻畢業後順利進入了我的母校『佛教黃鳳翎㆗㈻』，修讀了㆗㆒㆗
㆓。㆗㆔當他15歲時便越洋去了加拿大溫哥華島的Shawnigan Lake School繼續他的㈻
業。該校非常英式教育，用餐時也要結領呔穿校服。在該校他㈻懂了尊敬師長，對㆟接
物彬彬㈲禮，他很乖巧，差不多每㆝都致電回港與父母傾談生活瑣事，我們通電話時雖
然不是視像。但聽到他的聲音，也非常欣慰。㈲次在聖誕節時他問我：㈲個洋㊛同㈻在
梯間吻了他，怎麼辦？我回答道：千祈唔好失禮，回敬她，照吻可也。之後他㈲沒㈲做
便不得而知了。

他在加拿大讀書時，我們經常見面的，他回港3次，我去了㈻校5、6次。㈲次他的
校長問我，又見到你，你㈲沒㈲離開過？我乾脆回答：沒㈲，我藏身在㊛生宿舍。俊健
在該校時，樂於服務，樂於助㆟，獲得Citizenship of the House嘉許。無奈我們始終
不能忍受愛別離苦，分隔兩㆞的牽腸掛肚，㆒年後他回港入讀加拿大海外國際㈻校，後
由英基鳳凰㈻校接辦，兩年後㆗㈻畢業，在該校，他又獲頒Student of the Month嘉
許。

                                       生離
㆟的悲哀，莫過於生離死別。當年我送他到加拿大升㈻，送子萬里，終須㆒別，我

和他母親駕車離開㈻校，在倒後鏡看到他不捨我倆離去，從後奔跑追趕我的車子，我忍
心㆞加速離去，但離開㈻校不遠，我已不能把車再開㆘去，因為我的眼睛充滿淚㈬，不
能不停㆘，痛哭㆒頓，稍為收拾心情，才能繼續開車。這是我第㆒次為他流淚，想不到
第㆓次為他流淚就是愛兒永遠離開我們的時候。

我去加拿大探望他時，駕車接他到溫哥華China Town吃喝。因為在校時他只能吃
洋㆟食物，他不喜歡的。尤記得，第㆒次在溫哥華家㆗睡覺時，他睡得很甜，半個身體
睡到我身㆖來，可能他覺得抱着我睡才㈲安全感，我看着他熟睡的樣子，也不忍推開
他，我們就這樣睡到㆝明，那種感覺如今還暖在心頭。還㈲㆒事，我㉃今還甜在心裡，
他幾歲時看牙㊩，㊩生問他怕不怕，他堅定㆞回道：不怕，㈲爸爸在我就什麼也不怕。
仔呀，你離開這世界時，雖然爸爸不在你身旁，但你也不用怕，因為爸爸遲早㈲㆒㆝與
你在你說的㆝家或西方樂㈯重聚，再續父子緣。俊健宅心仁厚，常常行善積德，想不透
為何他那麼年輕便離去，莫非真是前世孽障？或是我的前生孽障？

預科畢業後，他入讀了IVE，㈻習Event Management，畢業後他成立了他㉂己的
制作公司，雖然經驗不足，但倒也接到不少生意，㈲很多是政府的Project，他非常勤
奮，㉂己落手落腳做，親力親為，所以很多時都弄到㉂己受傷，入院治理，爸媽當然心
疼，但他很㈲孝心，不容許我們幫忙。期間他做過的大Project也不少。之後他又修讀
Wedding Management，但好像沒㈲接過收費的Job，找他的都是朋友，他義務幫忙。

這足以証明他是㆒個很努力的㆟，為㉂己的理想付出努力貢獻，在此期間，他認識
了很多歌影視的好朋友，原本在該行業也慢慢發展得很好的，但為了爺爺的生意，他放

俊健簡單的生平與和我相處的點滴



爸爸

棄了他原本已續漸建立起了的本業。
㈩年前，爺爺㆗風了，全身不遂。爺爺的拍檔關蘭清小姐 (後俊健稱她為師父，契

媽的) 要求俊健回爺爺的公司幫忙。俊健出於孝心，為爺爺搞好公司的業務，毅然放㆘
㉂己的生意，回爺爺公司工作，完全改變了行業，是會計及公司㊙書服務，又要重新㈻
習㊜應，但俊健勇敢㆞接受了這㆒全新的挑戰，後來更成立了關蘭清黃俊健事務所。俊
健㆒直幹，直㉃他因行動不便，才不得不慢㆘來，因為身體狀況限制了他的活動，但俊
健的腦袋很靈活的，具㈲很強的分析能力，思路清晰，但行動不便限制了他的活動，痛
苦㉂在心㆗，父母也愛莫能助。

㆔年多前，他很勇敢㆞㆘了㆒個重大的決定，開腦做手術，這是㆒個非常重大的手
術，㈦、㈧個㊩生（包括外國專家）做了㈦、㈧小時。結果手術順利完成。手可以活動
㉂如，說話也可以很清晰，但很可惜，後遺症是雙腳變得無力，要坐輪椅。身體也越來
越肥胖，非常無奈。

我們常常㆒家㆟去旅行，他最享受的㆒次是去年去了杭州參加歌唱比賽，雖然只能
獲得㊝異獎，但他也非常享受比賽過程和與他朋友共渡的時光。原訂今年再去星加坡
的，可惜事與願違。

今年㆓㈪㈤㈰，他因發燒去看私家㊩生，㊩生因為疫情依據政府指示，硬把他送入
律敦治㊩院。早㆖我㆖班時跟他道別時，他還是很精神的，沒㈲病的跡象，沒㈲咳嗽。
㆕點多鐘入了㊩院，照肺後，肺片是清的沒㈲花，但㈲發燒，㈤點多鐘，送㆖隔離病房
觀察，在他入電梯時，我們只能看到他在病牀㆖的頭頂，他不停的叫媽媽，媽媽，我們
告訴他我們不能與他同㆒部電梯的，想不到那是最後㆒眼也是與他最後的對話。約㈨時
半前，我們接到㊩院電話，謂情況突然轉差，叫我們立即去㊩院，我們㈨時㆕㈩㈤分去
到，㊩生話搶救無效，走了。由㆕時多入院㉃㈨時多，沒㈲㊩療，沒㈲葯物，你能接受
嗎？

於㈧時㈤㈩㈥分，他還打電話給工㆟姐姐，投訴還未㈲葯食，工入姐姐在病房外，
當然幫不到他，唯㈲叫他請求護士給葯。但在㈨時零㈤分㊧㊨再打電話給他已沒㈲回
應，以為他睡着了。

我們父子感情很好的，38年來，我只在去年在盛怒㆘打了他㆒記耳光，也不是大力
的。他也沒㈲生氣，只是輕聲的問我為什麼打他，我沒㈲回答，其實我是非常的後悔做
了這愚蠢的行為。仔呀，我當時沒㈲答你，但我想告訴你，當時我也立即非常後悔，對
不起，爸爸不應該欺負你的，爸爸錯了，極為難過。這也是38年來唯㆒的㆒次對我兒動
粗，真不該。其實俊健對爸媽，祖父母是非常孝順的。

                                       死別
想不到，我第㆓次為俊健流淚就是2㈪5號晚他心臟停止的時候。他去得很安詳的，

完全沒㈲痛苦好像睡著㆒樣，是唯㆒的安慰。仔呀，我愛你，永遠愛你，我感覺你沒㈲
離去，你永遠活在我的心坎裡。38年來，你是㆖㆝賜給我的小㆝使，為我們家帶來無限
的歡樂，爸爸是非常享受的。你的笑容，爸爸永遠不會忘記。仔呀，生命的真諦，在於
㆟生厚樸良善，㈲益於世，你都做到了。我堅信，終㈲㆒㆝，在你說的㆝家或西方極樂

世界，我們㆒定會重遇再續父子情緣。兒啊，㆒路好走，『不要怕，㈲爸爸在，什
麼也不怕』。



媽媽

細心、善良、充滿愛心的俊健，㉂小他很逗㆟歡喜。他為㆟率直，單純，
非常關心家㆟及同㈻，樂於助㆟，對㆟完全沒㈲機心。記得㈲㆒次他的同㈻想
買手機，但又沒㈲足夠錢，他懇求爸爸幫忙，爸爸終於答應了。㈲㆒次他去見
皮膚科㊩生，㊩生開了㆒盒暗瘡藥膏給他，他立刻問㊩生他的好同㈻也出暗瘡，
配藥膏需要多少錢，感動到㊩生免費送㆒盒藥膏給他同㈻。這些點滴足以見到
他對㆟關愛和樂於與㆟分享的㆒面。

俊健很崇拜他的父親，從小常隨父親，溶入了父親的公司及㈳交圈子。所以他長
大後，結交了很多朋友，亦能取得他們的幫忙和支持。

俊健很尊敬父母，孝順長輩，亦非常疼愛弟弟。我們㆒家與祖父母同住，他常常
說「㆒家㆟」要坦誠相處，相親相愛。他每晚回家㆒定先會去見祖父母才回㉂已房
間。俊健很關心家㆟和朋友，他們的生㈰他從不忘記。他會用盡心思去安排慶㈷，送
㆖他精心挑選的禮物。

俊健佷喜歡熱鬧，熱愛生命，熱情好客。後期他雖然行動不太方便，他仍堅持每㆝
出街去接觸新事物，回㊢字樓執行㆒些職務。

㆟生無常，從沒想過你會走得這麼突然！
生命雖短，但在過去３８年㆗，健健你是那麼的令媽媽刻骨銘心。真的捨不得你離

開，你仍是永遠活在媽媽的心坎裏！

我的健健

                                      疼愛
我哥哥黃俊健㉂小已㈩分疼愛我，小時候就算我倆吵架或打交，他總會讓我、疼

錫我，不會真的落力㆞打。當他經濟㈲能力的時候，他亦會把最好的留給我，㈲些時
候甚或會物㈾過剩。家㆗各㆟及親朋戚友的生㈰喜慶，他從不會忘記，每次他亦會用
盡心思安排慶㈷活動。

他對家㆟及朋友的愛護，是多麼令㆟敬愛。

                                   不論成果
他不聰明，他從來不是㈴列前茅，求㈻階段亦經常遇㆖挫折；可是他樂㆝的性格

並沒㈲把這些難題使致他氣餒或㉂我放棄。反之，他仍認真努力面對每㆒次考試，不
論成果。

他樂㆝率直的性恪，是多麼可敬。

                                     荊棘
他的職業生涯從亦不是㆒帆風順，甚或可用充滿荊棘來形容。因那時候經常跟隨

著爸爸出入娛樂圈，所以對娛樂圈充滿着濃厚興趣。就這樣，當他完成㈻業後，他便
創立了㉂己的娛樂製作公司。他與㆒般初創不同是，他完全沒㈲行業經驗、沒㈲㆟際
網絡、沒㈲固定客戶群、沒㈲良好關係、沒㈲可以處理㆒些大型的娛樂製作活動的器
材。簡單而言，是沒㈲大型機構或客戶會找他處理㆒些大型活動的娛樂製作。在現今
2020年來說，㆟們會稱讚這些舉動為勇敢，樂於作出嘗試及富冒險精神；可是在17年
前，即約在2003-2004年他剛開始的時候，㆟們會批評這些舉動為魯莽、衝動。可是他
率直的性格，就這樣走㆖他創業之路。

我的哥哥 樂善勇敢



亦正正是因為他開始的時候沒㈲固定機構客戶找他做大型活動，他很多時候亦只
可以競投政府的招標㊠目，例如節㈰嘉年華、開放㈰、㈵定主題㊠目等工作。由於他
沒㈲㉂己的器材及專業㆟員，很多時他也需要外判部份工作給其他行家處理其他部
份，而很多的時候那些行家不會因為政府標而把價格降低，那便只好把他㉂己淨利潤
壓得更低，加㆖政府招標是價低者得的情況㆘，大部分㊠目也不賺錢，甚㉃蝕錢。可
是他每㆒次他也很落力㆞處理這些㊠目，而每㆒個㊠目他也㉂己親㉂參與及處理的。
我記得我曾經問他，既然政府招標是不會令你賺錢，那麼你為什麼還要繼續㆘標書
呢？他告訴我，政府的招標他㆒定要繼續做，哪怕明知是㆒些「陪跑標」或「豬仔
標」，他也要繼續投標，那麼政府才會繼續發標書給他，讓他參與政府投標過程。他

那8-10年期間在娛樂製作行業雖然不是賺了很多錢，可是他賺取對工作的滿足感，這

遠遠比他賺取的㈮錢來得更㈲意義。那份成就感同樣㆞亦令他㆒直感到㉂豪㉃今。
他敬業樂業的精神，是多麼令㆟敬佩。

                                       貢獻
他很年輕的時候便已跟隨爺爺及爸爸開展㈳團工作，㈯瓜灣街坊福利會便是他開

展㆞區工作的㈳團。由籌備街坊活動㉃活動當㈰的安排，他也盡心盡力為街坊、為長
者、為弱勢㈳群服務。雖然㆞區工作令他貢獻了大量時間，但他和善及平易近㆟的性
格使他在㈳團結交不少志同道合的知心好友。

                                     兄弟情
我知道他常以我這個弟弟引以為榮，我記得當年我剛大㈻畢業的時候，他經常在

他的朋友面前介紹我是大㈻生。其實那個年㈹大㈻生已是㈩分普遍的事情，可是他還
要繼續提及，可想而知，他是何等興奮及引以為傲。 及後我第㆒次碩士畢業的時候，
他㆒早便到達典禮會場打點㆒切事宜。畢業公仔、花束、賀咭等等東西當然全沒缺
少，誇張程度可以借給其他畢業生影相的。到我第㆓次碩士畢業的時候，他才剛剛完
成手術不久，畢業典禮那㆝早㆖他還要前往覆診，那㆝他便不能提早到會場給我準備
打點㆒切，可是他最後也能在畢業典禮開始前趕抵會場參加我的畢業典禮。媽媽之後
告訴我，他在覆診的時候不停告訴㊩生須前往我的畢業典禮，催促㊩生快點完成檢查
工作，到㆘次覆診的時候，㊩生還詢問他最後能否準時抵達會場。另外，這次畢業㆗
我亦安排了與大㈻合作的攝影公司，在院校內即場拍攝全家福畢業照留念。攝影師對
我父母的㊞象是沒精打采，感覺㈲點疲累，攝影師還笑言為什麼㉂己孩子畢業也好像
不太興奮，我還記得我媽媽回覆攝影師說我經常畢業，所以沒㈲太大的興奮而已。可
是我哥哥仍是充滿着期待的心情，面帶笑容參與其㆗，表現興奮。到我第㆔次碩士畢
業的時候，他身體變差了，雖然未能作太多安排，可是他仍堅持出席我的畢業典禮。

而當年他得知我專業會計師考試合格的時候，他亦㈲著無比的興奮及喜悅，或許
他比我更高興，或許這是他對弟弟的愛。

㆟生無常，他的離開令我、父母及很多親朋戚友都感到難過及詫異。他在世的時
間雖短，但生命的價值不在於生活多少㆝，而在於如何善用每㆒㆝。他短短的38年時
間，已活出了精彩㆟生。同時，他樂㆝、和善及平易近㆟的性格亦讓每㆒個認識他的
朋友或在他生命出現過的每㆒個㆟將他銘記於心。

希望你在遙遠的他方，延續你的光輝，繼續活出彩虹。

弟弟



「我懷著沉重的心情，悼念英年早逝的黃俊健先生。

俊健性情純良，積極樂觀，並樂於助㆟。他㆒生積極參與㈳會服

務，貢獻力量，服務及關懷㈲需要的㆟。即使他後來行動不便，也不

減服務㈳群的熱誠，是㆒個滿㈲愛心的㈲為青年。

俊健猝然離世，讓㆟痛惜 。但他積極樂觀、勇於助㆟的精神，會

繼續是年青㆟的鼓勵。

望黃龍德兄和家㆟節哀順變！

㈶政司司長  陳茂波太平紳士、GBM，大紫荊勳賢

3㈪7㈰㆘午，收到俊健離世的消息，我感到㈩分難過和婉惜。

我和俊健不是時常接觸，但他給我的㊞象是㆒位㈩分善良、熱

誠和正直的君子。他對香港㈳會㈩分關心，也熱愛公益事務，對㈳

區工作更不遺餘力。俊健對父母的孝順，㆟所共知。在當今㈳會，

㈩分難得。

俊健正值英年，前途無限。他的突然辭世，不單是他家庭的損

失，更是香港的損失。我深信他在㆝之靈，㆒定會㈷福他的家㆟和

所㈲認識他的親友。

香港㈵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陳國基，SBS，IDSM，JP



俊健，與你相識㈩載㈲餘，㆒直㈩分欣賞你竭誠服務㈳會的心志。

你關心香港，熱愛國家，先後出任多㊠公職，更創立青年團體，展

現了卓越的服務精神，委實是青年㆟的良範。 

你突然離去，許多朋友聞訊都悲痛莫㈴，惋惜再㆔，但你積極進取

的㆟生態度、樂善好義的高尚情操，將長留我們心坎，成為珍貴回

憶。 

我們會永遠懷念你！

香港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太平紳士

沉痛悼念黃俊健先生 黃俊健先生英年早逝，令㆟惋惜，我謹以沉

痛的心情悼念，並向他的家㆟致以誠摯慰問。 

俊健開朗、積極的性格，樂於助㆟的精神，認識他的㆟都㆒定㊞象

深刻。他多年來關心㈳區，服務㈳羣，貢獻良多。對於俊健這位㈳會

棟樑的離世，我們㈩分傷痛。 縱然哀傷、不捨，但俊健㆒生活得充

實，他積極服務㆟羣的精神，更會長留在我們心㆗。

俊健，我們會永遠懷念你！願你安息！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



認識你已㈲㆓㈩年，當時你還是個㈲點稚氣的青年。最令我㊞象

深刻是你誠懇、樂觀和友善性格。和你交談時，總覺得你眼裏充滿

動力和憧憬，也看到你身㆖㈲父親長袖善舞的影子。踏進㈳會工作

之餘，你對很多㈳區事務非常熱心，親力親為。好㆒段時間沒見

面，再見面時知道你行動不方便，要用輪椅㈹步，但卻沒㈲影響你

繼續做喜歡和認為㈲意義的事。你那單純和積極的生活態度，實在

令㆟佩服。如今，你在世㆖的旅程雖然告㆒段落，現正安穩在造物

主的懷裏，平靜安息，但你留給家㆟和親友的愛和力量，必永遠陪

伴著他們。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徐德義㊩生太平紳士

保安局副局長  區志光太平紳士

聽到俊健離世的消息感到㈩分難過，我認識的他是㆒位善良、開朗

和幽默的青年，㈲㉂己的事業，殷勤於㆞區事務，服務㈯瓜灣街坊和

幫助㈲需要的㈳群。

俊健是㆒位對生命充滿盼望、對他㆟充滿熱誠和對㈳會充滿抱負的

青年。可惜事與願違，在他還可以幫助更多㈲需要的㆟和為㈳會作出

更大的貢獻之前，便悄悄㆞離開我們，實在令很多認識他的㆟深感婉

惜和難過。

俊健侍親㉃孝；經常陪伴雙親出席活動，言談間經常提起父母對他

無盡的愛；他也對父母的恩慈心存感激，對他們無微不㉃的照顧常掛

嘴邊。

俊健的離去，是很多㆟的損失；縱使我們㈲多大的不捨，但深信他

會在遠方樂㈯摯誠㈷福每位認識他的朋友，我對能認識他引以為榮。



深切悼念：㈯瓜灣街坊福利會副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主席-黃俊健先生
㆔㈪初收到俊健離逝的信息，感到㈩分愕然 及悲痛。我認識俊健於㈯瓜灣街坊福

利會及㈯瓜灣分區委員會㆖，雖然俊健近年行動不便，但沒㈲阻礙他對服務㈳區的熱
誠。

每逢㈲警方舉辦的滅罪、青少年或耆樂活動時，他都會親身出席。 還記得㈲㆒次
少年警訊活動，他㆒早便致電給我希望能夠出席，他的態度與熱誠令我銘記於心。

令我更受感動的，就是俊健的孝心，每每㈲㈳區活動時他都會感謝他的父親及母
親，無忘他們養育及栽培之恩。深受現場嘉賓的感動及對年青㆟作出㆒個良好的榜
樣。

他服務㈳群的熱心及能力，亦令他成為港㈨各區街坊㈿進會㈲史以來最年輕的主
席。他亦曾得到民政事務局局長頒發㈳區嘉許狀，並獲㈨龍城民政事務專員委任為㈯
瓜灣分區委員會委員，其後更擔任副主席㆒職。

俊健，縱然你已離開了我們，但你做㆟的那分堅持、做事的那分毅力、對父母的
那分孝心、對任何㆟的那分熱誠，確實讓我㈻習了許多 。

你將永遠刻在我們各㆟的心㆗，你永遠是父母的驕傲和眾㆟的榜樣，你的精神會
永記在我們心㆗，俊健永遠懷念你 ! ㆒路好走！

香港警務處策劃及發展部  李雅麗總警司

㈨龍城民政事務專員  郭偉勳太平紳士

黃俊健先生於㆓零㆓零年㆓㈪㈤㈰不幸因病離世。噩耗傳來，蘭枝

遽折，凡在同㆟，均感惋惜。

黃先生㆒直熱心於㈳區工作。他是㈯瓜灣街坊福利會執委會主席暨

副理事長，多年來盡心盡力㆞在㈯瓜灣分區服務，竭誠為區內坊眾謀福

祉。因為建樹良多，㉂㆓零㆒㆕年起他獲委任㈨龍城區㈯瓜灣分區委員

會委員，兩年後更獲選出任副主席，任內除積極參與分區委員會會議事

務外，亦經常㈹表委員會出席區內不同類型的活動。㆓零㆒㈦年，黃先

生獲推舉擔任港㈨各區街坊會㈿進會會長，聯同各區首長舉辦多㊠㈳區

活動，盡力㈿建互助互愛㈳會，推動香港穩定發展，成績斐然。

黃先生處事認真，㆒絲不苟。儘管近年身體欠安，仍百折不撓，迎

難而㆖，努力服務坊眾。其堅毅的心志，令㆟敬佩。

對於㈨龍城區失去㆒位如此㊝秀的㈳區服務者，本㆟深感惋惜。黃

先生雖英年早逝，但遺範長存。謹此對黃先生家㆟，致以最深切的慰

問。



立法會議員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SBS太平紳士

驚悉俊健於2㈪5㈰突然辭世，噩耗傳來，心情㈩分沉痛。
最初是在㈯瓜灣街坊福利會的活動㆖認識俊健，轉眼已超過㈩年，期

間彼此㈲很多合作，對俊健的認識亦越來越深。他樂觀開朗，平易近㆟，

對㆟對事都懷著㆒份熱心，尤其對於服務㈳區，更加不離不棄。
㊞象最深是俊健做事的堅持。多年以來，他㆒直默默耕耘，通過港㈨

各區街坊會㈿進會及㈯瓜灣街坊福利會做了大量服務，涵蓋廣泛，由助

弱、扶貧，以㉃賑災等工作。尤其在最近幾年，俊健身體情況較差，但仍

然憑著㆒份堅持，但凡能為街坊帶來溫暖，為㈳區發展作出貢獻，他都義

不容辭、盡心盡力，他的決心和承擔實在難能可貴，令㆟動容。
生命無常，對於這位認識多年的朋友突然離開，令㆟萬分惋惜及不

捨，難以釋懷，唯深信俊健那份關愛老弱、守護㈳區的無私奉獻精神，將

永遠與我們同在。
俊健安息吧！並衷心祈盼其家㆟節哀順變。  

前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高永文㊩生SBS太平紳士

俊健, 

此刻懷著非常沈重和悲痛的心情送別您 !

與您爸爸相識多年，㆒直知道您是㆒個非常㈲孝心及善良的孩子，

我亦曾在多次的㈳區活動㆗，親㉂見到您服務㈳會之心，您那股服務

㈳會的熱心、推動㈳區建設的動力，經常能感染身邊㆟，您㆒直來所

付出的努力亦得到肯定，還記得您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狀的喜悅!

對於您的離世，感到相當突然 ; 對於㈳會失去如此正向的年青

㆟，深感惋惜 !

願您在樂㈯能安息，願您家㆟能好好保重 !



善㈻慈善基㈮創辦㆟  趙曾㈻韞BBS太平紳士

我懷著㈩分悲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俊健, 我親愛的世姪兒!

俊健因發燒, 於㊩院得不到㊜切的照顧，而結束了他短暫的㆒生。願

俊健㆒路好走！每個㆟都無法去體會失去親㆟的痛苦，我們只能在心裡為

亡者默默禱告，希望俊健在㆝堂得以安息!

俊健為㆟生性聰敏﹑孝敬父母﹑ 擁㈲悲㆝憫㆟的性格,他積極致力慈善

工作, 所以我們㈲很多的合作機會, 為㈳會㆖㈲需要的貧苦大眾服務。

俊健歷任㈯瓜灣街坊福利會的副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主席, ㆒直致力

為區內街坊服務，改善民生。他㈵別痛愛區內老㆟家, 每年都會籌辦各類

型的晚會, 讓長者能夠歡渡佳節之餘, 最重要的是感受到外界的愛與關

懷。 俊健還帶領福利會, 進行各㊠慈善㊠目, 包括為樂善堂提供場㆞作

「少數族㈻童課後託管班」等服務。他不遺餘力㆞為貧苦大眾謀福利及服

務㈳群, 深得區內街坊的敬愛。

俊健雖然離我們而去, 他樂於助㆟, 默默奉獻的精神將會長存於我們的

心㆗! 他的生命雖然短暫，但他的㆒生充滿閃耀璀璨的光輝，是㆒眾年青

㆟的㈻習榜樣！希望俊健的家㆟保重身體，節哀順變！

行政會議召集㆟  陳智思GBS太平紳士

得悉俊健不幸英年早逝，深感惋惜。雖然生命短暫，但滿㈲意義，

為家㆟及朋友帶來喜樂，以赤子之心服務㈳群。

㆝妒英才，唯望俊健安息，家㆟保重。



㈾深傳媒㆟  車淑梅㊛士

認識Patrick Jr黃俊健久矣，當年他是個活潑開朗、喜歡音樂、歌也唱得不錯的

小伙子，他走在父親黃龍德先生旁邊氣宇軒昂，我想這小子當會青出于藍勝于

藍……

可是某㆝，我在街㆖見到他舉步維艱的身影，我追㆖前輕輕的問，他沒㈲回

答，面㆖依然是快樂的笑容，我沒㈲擔心，因為我知他是㆒位樂觀的㆝生快活㆟！

他開始事業發展，在大小場合、慈善活動㆗我們總會遇㆖，他也不時邀約我當司

儀。在工作現場，他指揮若定，親力親為，行動不便毫不阻礙他靈活的思維……。

去年4㈪，我參加了他的生㈰派對，席間他口㆗經常掛着㆔位媽媽對他的愛

錫，包括母親大㆟、保姆和契媽，我們渡過了㆒個超級快樂的晚㆖。㊰裡，我向他

發短訊說他不要這樣偏心，只掛著㆔位媽媽而忽略了爸爸，他立即回我 : 知道！我

本以為今年4㈪我們會再在生㈰會重聚……誰知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而是因為

Patrick Jr忽然悄悄離開了……

太突然，㆒時不能接受，我想往後的重要㈰子，再收不到他的㈷福，再聽不到他

快樂的笑聲，再拍不到sel�e 了，但，我希望Patrick Jr依然記著，我很珍惜我們那相知

相交的友誼，多謝你在㆟生路㆖發過的光和熱，Patrick Jr㆒路好走……來生俊朗健

康！

我們認識黃俊健先生是 在㈯瓜灣街坊福利會。

他是㆒位㈾深委員。現任本會副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主席。

專責統籌本會㆒切 (會內，會外) 活動，不遺餘力，出錢出力，冒求㆒切

盡善盡美。 

他曾獲香港㈵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嘉許狀。並且是現任香港江門青年㈿

進會主席。曾任港㈨各區街坊會㈿進會主席，建樹良多，功不可沒。

余等謹向黃俊健副理事長致深切悼念。

㈯瓜灣街坊福利會

何炳昭副理事長

徐霞蘋副理事長

林美嫦副理事長



關蘭清黃俊健事務所合夥㆟ 關蘭清㊛士

"健，是㆒個很細心的㆟，他又㈲堅強的鬥志" 
這是黃俊健的爺爺對我說的。

黃俊健㈻成後，不怕艱難，用他的鬥志創辦
恩典娛樂製作公司。

在2011年黃俊健與我開始合作。㆒齊工作

時，除了感受到他的㉂信，對工作的熱情和執
著，也看到他的隨和的性格，間㆗我們對㆒些事

件的看法㈲異，都能真誠表達，達致共識，他亦
會聽從父親的指導。

黃俊健在時節期間或員工生㈰㆝，喜歡為員

工搞搞氣氛。每㈪出糧後，也多會請員工食飯。
使工作間增添不少歡樂和活力。可見他是多麼細
心的。

黃俊健樂善好施，對於慈善公益，不遺餘
力。他曾多次回國內，幫助弱勢㈳群。

黃俊健對朋友，重情重義。如果他請朋友用

膳，他總是叫些好的食物，但是如果他只是給㉂
己食的話，簡簡單單的㆒個飯盒便算。

黃俊健的離去，使我們失去了㆒個對㆟很細
心和重情重義的朋友。我們也不會忘記他頑強鬥
志的精神。

港㈨各區街坊會㈿進會
主席 溫國雄 MH
副主席 夏德建 顧家彥暨全體同仁

痛悉黃俊健前任主席暨永遠顧問辭世，深感

悲痛和惋惜，謹此㈹表「港㈨各區街坊會㈿進
會」向他的家㆟致以深切慰問。

黃俊健先生，熱心公益，積極參與㈳區活

動，建樹良多，為㈳區公益慈善活動不遺餘力！
曾獲香港民政事務局頒發「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
狀」，表揚他致力推動㈳區服務！

願他離苦得樂，㆒路好走！

願他的家㆟節哀順變， 保重身體！

㈵此敬輓！

江門青年㈿進會副主席  歐陽炳滔

認識黃俊健不知不覺快㆓㈩年，由他成立娛

樂公司時，㆒個剛踏足㈳會的小伙子㉃他創立江
門青年㈿進會，及後他以創會以來最年輕的年齡

接任主席領導港㈨各區街坊會㈿進會。我們㆒直

合作無間。於2012年由俊健發起創立的「香港江
門青年㈿進會」提出了促進香港、內㆞及海外的

青年交流。推廣教育及㈿助青年發展及參與㈳會
慈善公益事務。多㊠活動均深得㈳會各界認同。
遺憾往後身體轉差，行動不便，令㆟惋惜。

俊健為㆟品性敦厚、待㆟㉃誠、敬愛父母、
疼惜弟弟。而對我的尊重關懷㈲如兄弟。今年㆓
㈪㈤㈰，噩耗傳來！他的離去我深表痛心難過。

令我若㈲所失。

㆟的㆒生不在乎活得長短，而在乎活得精
彩！對㈳會付出貢獻！俊健你做到了! 你家㆟會

以你為榮！

在此我謹㈹表本會仝入希望俊健家㆟節哀順
變！俊健早登極樂！

我們㆒群㈲志推廣無煙環境的㆟士於㆒㈨㈨㈥年成
立「清新健康㆟㈿會」時認識了俊健。他是本會的核心
成員，非常積極參與及支持本會所舉辦的每㆒個戒煙活
動。本會簡單的工作如替戒煙班準備用具，繁複的如大
型活動前的籌劃，俊健都會親力親為。尤記得㈲㆒年在
高山劇場舉辦『無煙城音樂會』，他很認真及細緻的
去揀選製作公司，安排表演及分享戒煙經驗的嘉
賓，和制定免費派票及入場觀賞的安排等；並透過
街坊會在活動當㆝提供充足㆟手㈿助。在籌劃過程
㆗，除了定時的會議外，我們很多時都會接到他的
電話跟我們討論相關的安排，可見他工作的認真。
當晚活動完結後，高山劇場職員表示，他們是首次
看見免費派票的節目，可坐滿了觀眾，難得秩序是
那麼井井㈲條。俊健得悉㆖述評價開心了很多㆝，
他就是那位不辭㈸苦及待㆟真誠的孩子。

本會所㈲工作㆟員包括俊健均是義工，大家㈰間是
㈲工作在身，得到俊健那麼投入本會的工作，大大幫輕
了大家的負擔。俊健的離世，大家像是失去了兒子㆒
樣，我們㆓㈩多年來與他合作無間，看着他無私的付
出，感到非常惋惜及難過，我們衷心感謝俊健對本會作
出的貢獻，願平安臨到俊健㆒家！

清新健康㆟㈿會仝㆟



泰寧政㈿ 江門市台港澳事務局

雲南海外聯誼會 嗇色園黃大仙祠



收到悼文繁多，因篇幅所限，未及付梓，留待編㊞黃俊健回憶錄時，
再全部付㊞。謹此向㆘列㆟仕致意：

如㈲錯漏，敬請見諒！（排㈴不分先後）

譚耀㊪太平紳士，㆟大㈹表常委，ＧＢＳ
潘國華太平紳士
林秉恩㊩生ＳＢＳ，太平紳士
梁美芬ＳＢＳ，太平紳士，立法會議員
陳凱欣立法會議員
曾浩輝㊩生，太平紳士
蔡素玉太平紳士，ＢＢＳ
陳鑑林ＳＢＳ，太平紳士
郭晶強ＳＢＳ，ＦＳＤＳＭ，ＣＰＭ
李廣林ＢＢＳ，ＭＨ
盧振雄ＳＢＳ，ＦＳＤＳＭ

張新村㊩生       李豐年先生       冼國林先生
沈安儀㊛士       郝彥光老師       方堃先生
何重恩先生       張耀華先生       王堅英㊛士
曾祥輝先生       石美琪㊛士       袁炳恆先生
陳麗敏㊛士       唐淑敏㊛士       邵亮標先生
蘇慧賢㊛士       梁爛漫㊛士       譚秀明㊛士
曾佩蘭㊛士       馬健恩先生       李周美枝㊛士
陳㊪華先生       駱警長

江門外事僑務局鄺麗萍㊛士
香港㊛童軍總會
福建省泰寧縣統戰部
福建省開善鄉㈯瓜灣街坊會黃龍德小㈻
香港泰寧海外聯誼會
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心及研究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