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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詹婷婷

記得與兒子 Sheldon在西班牙求醫的某天，基督教文藝

出版社編輯 Karen突然透過 Facebook聯絡我，並邀請我將

Sheldon抗癌的經歷記錄下來出版成書，而我就是此書的作

者。當時我知道他們是基督教出版社，二話不說便答應了，

但是我心裏卻感到非常愕然，香港癌病兒童的個案不少，為

何偏偏會選擇為我們出書呢？後來 Karen向我轉達其中一位

出版委員會委員的訊息：「書本的銷量不是最重要，最重要

這本書能作為我們送給你們的禮物，為你們打氣。」我既感

動又感激，所以我告訴自己，即使照顧 Sheldon令我身心有

多疲累，我仍然會努力去完成這份禮物。

好不容易，《神母小戰士 Sheldon》一書真的出版了，

感覺就像發夢一樣。我本來只是一位平凡媽媽，卻因兒子

的經歷，過了一些不平凡的日子。說起來有點慚愧，我自

問文筆不好，不擅寫作，竟然在這一年間寫了此書，可說

是「奇蹟」和「神蹟」。而事實證明天父真的無所不能，藉

着祂的力量，成就了我們，最重要的是，讓我們透過出版

此書見證上帝的榮耀。我希望各位讀者能從此書去體會我

們切切實實的經歷、了解我們內心深處的感受、見證神恆

久大愛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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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兒子患病後，很多人都稱呼我為「Sheldon媽媽」，

我也很喜歡這個親切的稱呼。但這個書名，可能會令人誤

會，我必須在這裏澄清。《神母小戰士 Sheldon》中的「神母」

不是指我，當然，我也承認自己是個神經的母親 ( 詳見本書

第 113頁「神母的兒子，神經的母親」一文 )。而「神母」是

指 Sheldon患上的罕有癌症神經母細胞瘤，同時亦取了同音

「神武」這意思，他也是「屬神的小武士」呢！我想，不論

Sheldon能夠走到多遠，最終能否戰勝病魔，在我心目中他

永遠是最強、最英明神武的小戰士，也是一個屬神的小武士。

我希望他以「神母」為傲，能夠有長大成人的一天，親閱這

本屬於他自己的書。這是我出版這書的最大願望！

2020年疫情反覆肆虐，大家也經歷最艱苦的一年，

對我們一家四口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當年只得三歲的

Sheldon患上罕見癌症神經母細胞瘤第四期，除了原發位腎

上腺外，全身多處骨頭和骨髓也受感染。在兒童醫院接受

了整整一年沒有間斷的治療後，病情一直受到控制，怎料

在 2021年 8月進行最後一次治療時，突然癌症復發，癌細

胞擴散至頭部、脊椎、中樞神經、手骨和腳骨，需即時進

行開腦手術。

我們曾經遠赴西班牙，打算嘗試一項美國新藥，可惜抵

達後壞消息接二連三。當完成當地醫生建議的治療後，癌細

胞不但沒有受到控制，甚至更擴散到多處，亦因為 Sheldon

的身體狀況欠佳，西班牙醫院不容許他嘗試新藥，更建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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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盡快回港。在第五波疫情下，我

們幾經波折終能抵港，可是醫生告

訴我們，倘若 Sheldon的情況仍然沒

有好轉，將打算「停止治療」⋯⋯絕

望的心情令我的人生又再次跌入谷

底，隨後每一次的檢查報告結果，

亦令我徘徊在失落與煎熬之中，面

對一連串看不見的將來，我們一家

能怎樣憑信心去面對呢？

Sheldon於這兩年的抗癌過程

裏，已歷經了 5次手術、37次電療、

21次化療、13次免疫治療、自體骨髓移植⋯⋯還有無數次

大大小小的放射性檢查和治療，我們深信，除了我們一直

陪伴他走過一關又一關，還有神一直在看顧着 Sheldon。

「既然小戰士被挑選了，我們亦得接受，唯有靠主

樂觀地面對，時常懂得感恩。」

這句話一直成為我的座右銘，每當想放棄的時候，我

便會跟自己這樣說。

Sheldon從來沒有埋怨過自己患上這個病，更從不認為

自己會「輸」，他的口頭禪是「我會加油！」，這是他對我

們最大的承諾，而他真的身體力行地實踐了這四個字。因

此我們絕不會放棄他，我們深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

/ 7 /

自序



能」。兒子患病一事也令我反思生命的價值，亦讓我結識

到很多同樣正在面對疾病與苦難的人，我希望藉着分享兒

子患癌的經歷和信仰的體會，為大家帶來支持和鼓勵，亦

盼望大家能把苦難轉化成祝福，重拾盼望、平安與喜樂。

「神母沒有把小戰士打倒，反而讓他的生命更精彩，以

生命影響生命！」我認為，Sheldon 患病的經歷總是帶着一

份使命，影響不同的人。

我希望藉着此書能紀錄和感激大家對我們無私的愛、

關懷和支持。我想，Sheldon究竟是不幸還是幸運？對我而

言，因為他不幸的遭遇，我們才能認識你們，卻因為遇上

你們，他卻變得幸運了！我亦希望能以過來人的身分，喚

起社會對兒童罕見癌病的關注，特別是需要經歷最多治療

過程和花費數百萬港圓自費藥物的神經母細胞瘤，讓更多

人關心、支持和幫助有需要的癌病兒童。即使只是簡單的

問候、一句加油，已令我們作為父母的感到十分安慰。

此書得以順利出版，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太多，首先

感謝編輯 Karen，多得她對我們的信心和肯定，她完全明

白和體諒我照顧孩子的處境，盡量遷就和幫助我，要是沒

有她的耐性、鼓勵和認同，我絕對沒有信心和力量去完成

它。感謝陳傳道、錢總裁、芬姨、美如和 Albert義不容辭

地為此書賜序，感謝翠怡、超級奶爸 Kay、孫博士和廖醫

生從百忙之中抽空為此書寫推薦文，感謝羅姑娘、我的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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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和姊姊各自給 Sheldon 寫了一封充滿愛與感動的信。感

謝兒童醫院的每位醫生、護士和助理一直對 Sheldon 的悉

心醫治和照料。感謝「耶和華是我的牧者」羣組內的組員一

直陪我渡過喜與悲，感謝各位教會的弟兄姊妹不分晝夜為

我們禱告。感謝各方傳媒的報道、訪問和轉載，令更多人

關注我們及罕有病兒童，感謝從各種途徑認識我們、為我

們打氣的每一位支持者。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我丈夫的

幾位妹妹，待他們的姨甥 (Sheldon和妹妹 ) 如同自己的子

女一樣。感謝我的媽媽、老爺和奶奶，你們的心情一定不

會比我好受，但你們仍然默默地支持和守候我們。最後，

感謝我的萬能丈夫和懂事的女兒，你們的支持成為我最大

的力量。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謝神，我希望此書能成

為神的見證。在不知多少個夜深人靜的晚上，我靜靜地坐

在漆黑的房間裏，一邊看着身旁熟睡的 Sheldon，一邊在電

話的熒幕上打下每字每句。然而，我的心從不孤單，因為

我知道主一直與我同在。

我要感謝主，感謝主不離不棄，感謝主無盡的愛，我

一生都擁有！

耶和華—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

喜樂而歡呼。� （西番雅書 3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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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位兒童癌病康復者，一直都

希望以生命影響生命，在一次機緣巧合

下認識了神母小戰士 Sheldon。

第一次見到 Sheldon，只見他活潑可

愛，即使治療帶來種種不適，也不減他

天真的笑容。

與他媽媽見面交談，更感受到這個家

庭的力量，即使面對艱巨的治療，一家人

也能以愛堅持，以愛面對生命的挑戰。

Sheldon 的故事，能讓每一位認識或

不認識他的朋友，記住這個堅強、樂天

的小天使。

余翠怡
（（BBS, MH, BBS, MH, 香港輪椅劍擊運動員）香港輪椅劍擊運動員）

我深信神愛每一個人，每一個生命

在基督的愛中都是祝福的見證。Sheldon

雖然患病，但他與家人沒有放棄生命；

他們靠着創始成終的耶穌、弟兄姊妹的

禱告和扶持，縱然面對各種困難，但仍

然帶着喜樂和平安，一同面對在人、在

醫學和科學上的絕望。我誠意推薦這本

書給正在面對艱難、無力前行、內心感

到絕望的人。感謝神使用 Sheldon 的生命

作見證，激勵我們！

孫嘉俊博士
（中學校長、神經科學家）（中學校長、神經科學家）

聖 經 有 這 樣 的 一 句 話：「 信 就 是

所 望 之 事 的 實 底， 是 未 見 之 事 的 確

據。」（希伯來書 11 : 1）在黑漆漆，好

像看不見盡頭的隧道，小戰士 Sheldon

和家人仍然選擇相信。放棄並不需要理

由，堅持才需要。如果你想放棄，他們

將會給你勇敢走下去的理由！ 不可輕看

這小子裏的一個；Sheldon 堅毅的意志和

頑強的生命力，要告訴你活着多好！

超級奶爸何基佑
（藝人、電視及電台節（藝人、電視及電台節目監製、 目監製、 

家長及幼兒教家長及幼兒教育課程導師）育課程導師）

三歲朗賢患上惡性神經母細胞瘤，

一家面對突如其來的癌症惡耗，還得迎

接一系列的化療、放療、手術和免疫治

療。頑疾帶來身心煎熬，但打擊不到小

小Superman消滅 “Naughty Cells”的決心。

腫瘤復發，由香港遠赴西班牙找尋新的

治療方案的同時，小戰士爸媽決不允許

逆境奪走愛兒的童真。這是抗癌的故事，

也是堅毅信德的見證。心態決定一切，

由我們的小戰士為大家帶來生命中重要

的一課！

廖栢賢醫生
（香港（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助理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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