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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一路走過來是何其辛苦?!我們這一生又何其有幸！

我一直覺得沒有失敗過的人，不會真正懂得成功。人必須經

歷過幾乎一無所有的洗練，才會珍惜身邊的人和事。經歷過「千

金散盡還復來」之後，會產生「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我價值，

於是更有自信，同時更加謙虛，就像松柏歷霜雪而彌堅，那種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毅力，是在人生路上跌

撞出來的永恆智慧，沒有人可以奪走，更無法抄襲。

陳杰先生這本書，便是想透過自身經歷的描述，將這些從人

生經驗中蒸餾出來的智慧，用家書的形式，釀成一杯集酸甜苦辣

於一身的陳年好酒，讓他的子女與年輕朋友們，能在未來的起伏

中，有所參考，有所依據，不會恐慌，更不需抱怨。

未來的世界會怎麼變化，我們無從知曉。但人生的經驗告訴

我們，沒有起伏的波浪，就不可能形成潮流。所以，「變」是未

來世界唯一不變的真理。所有人都必須學會如何在頂峰時克制，

在低潮時堅持，以誠心交友，以仁心處世，為自己，也為社會做

「你以為老套的事，往往就是立身之本、待人處事的根基和

成功的關鍵。」「這個世界有兩樣東西是別人無法從你身上搶走

的，一是藏在心中的夢想，二是腦子裏的學問。」

香港航空總經理、我在北京國家行政學院的同窗學友陳杰先

生出了一本書，原以為會是本歌功頌德的成功範本，豈料讀來令

人眼眶一紅。平淡的文字鋪陳出一生起落，字字血淚；後續的家

書更是字字珠璣，不但是給兒子的勉勵，更值得時下年輕朋友們

捧讀。

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多半經歷過無數的顛沛流離。在我們

成長的那年代，香港並不比「十月圍城」描述孫中山來港時的環

境進步多少！沒有背景、沒有援助的人們，來自四面八方，靠自

己雙手雙腳，流血流汗的活了下來，養大了小孩，小孩們從念書

時開始就得學會自食其力。我們進入社會工作時，幸運的搭上了

全球經濟起飛的順風車，能夠在一生中，從篳路襤縷走到穿金戴

銀。又親身見證了大風大浪，體驗了大起大落，在浪濤中奮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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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意義的貢獻。

年輕朋友們，真正的成功，不會是建立在父母遺留的金山銀

山之上，而是建立在你自己的經歷與視野之上。趁年輕時勇敢去

闖，走出你的習慣領域及舒適環境，向全世界去探險，就算失敗

了，還有個家可以當你的避風港。只要你去闖過，成敗之間的經

驗教訓，便是誰也奪不走的人生智慧，那才是你真正的資產，那

才是你足以述說千遍的故事。

朋友們，這本陳杰先生的書，足以當成傳家之寶。讓你的子

女們瞭解我們這一代所經歷過的甘與苦，吸收我們這一代的經驗

與忠告，作為應對未來世界變與不變的參考。

千金難買早知道，偶而讀讀老人言，也許便能讓您早點聞到

味道，應對無盡的變局。

鄧予立
亨達集團名譽主席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間認識陳杰已經十個年頭，他是我成立

港聯航空（即今天的香港快運航空）首批聘請的員工，是開國元

老之一。當年在企業發展總監的大力推薦下，我大膽起用一名從

來沒有任何航空業經驗的人，以38歲的高齡入行，至今仍然屹立

不倒，還晉升至總經理，實屬難得。

與陳杰共事的時候，甚少聽到他提起以往的種種，只知道

他是個做事認真負責的人，對上司提出的各項要求，總能按時

完成，而且從來不會說個「不」字。對於他在加入港聯前的一些

挫折和奮鬥故事，我也是近兩年在報章上看到他的專訪才略知

一二，難怪當年他有一股比一般人更堅強的毅力和生命力，陳

杰在書中所說的那句「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

練」，也許正是令他能夠在逆境中自強不息的原動力！

閱畢《鹹魚也發夢》一書，不但對陳杰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亦希望他的故事可以勉勵更多的年輕人勇於實踐夢想，不要害怕

眼前的困難，更不要動輒怨天尤人，如果陳杰能以38歲的高齡去

序二：謝天賜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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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夢，那麼年輕的朋友又為甚麼要氣餒和沮喪呢？

本書後半部給兒子的信，不難看出陳杰為人父的心腸，對兒

子的關心和深怕他們重蹈覆轍的關愛，更是感動同為人父的我，

希望這種正能量的愛，能夠洗滌當今充滿爭吵聲的社會。

感謝陳杰讓我成為《鹹魚也發夢》一書的首批讀者，祝願他

尚未成真的夢想，可以在往後的人生路開花結果！

謝天賜
前港聯航空行政總裁

認識威廉（William）是偶然，相交相知卻是必然！因為我看

到許多從小的自我期許在威廉身上被實踐、被持續着身體力行。

雖然我並未如他般堅強、如他般努力，但我仍不揣冒昧，決定在

他大作付梓之前為之作序。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威廉的自傳，我竟然邊閱讀

邊眨眼，想要掩飾不斷湧向眼簾的淚水，原來這是我認識的好友

威廉！我那麼熟悉的好友，我習慣他的光鮮亮麗，佩服他自信後

隱藏的霸氣；我那麼不熟悉的陳杰，小學成績很差，中學開始蛻

變，到臺灣讀大學讓他找到自我，踏入社會時卻在迅速成功的傲

慢下從雲端跌入谷底。噩運並未離開他，結束香港創業的公司舉

家遷往新加坡發展仍是失敗，拾起面對失敗的勇氣，他選擇自幼

嚮往的航空業重新出發，用盡人生的滄桑與上帝賜他的智慧，他

追趕了十四年的航空專業落差，他不但通過試用期、更爬上航空

公司的總經理職位，辛酸的是他竟是一位「破產」總經理！好多

的高潮，太強的起伏，原來威廉你有我非常不清楚的「陳杰」，

序三：吳政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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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驚世人生，讓我好生慚愧。

第二部分就是一本家書，一位孝順兒子在歷經成長風霜後對

他在事業低潮期出生兒子的細心關懷。我看到就好像是我自己在

寫這些信，寫給這幾天便滿十七歲的我兒，他也在成長，我也像

威廉般那麼用心地以父親的角色在關懷他。可是我終究是想着，

我有愛，跟威廉一樣；我能寫，卻跟威廉相差很大！我兒不若安

仔，他的慈愛父親送了他一本成長的書。尤其是我幾度又看到眼

眶濕潤，因為威廉寫進了我的內心，我兒也在成長中，威廉寫出

天下父親都想跟自己安仔說的話！

謹記威廉的殷殷叮囑，在「優質時間」的掌握下，以品味香

醇咖啡的深情，回味曾經是成長中安仔的我，我八七高齡的老父

是否會為我對家的定義按個「讚」？威廉，真心地謝謝你讓我這

麼有感覺！

吳政和教授
台中靜宜大學

欣悉陳杰先生即將出版《鹹魚也發夢》，我很高興向大家推

薦此書。

陳杰是一位出色的航空業管理人員，在繁忙的工作下，仍

然熱心社會公益，身體力行投入社區工作，服務社群。他的人生

絕非一帆風順，當他遇到生命中的幽谷，仍然得勝有餘，憑的是

對航空事業的熱愛，對工作的認真，對理想的追求，勝過許多歷

練。陳杰的經歷，值得成為每位年輕人的生命教練。

千金難買少年窮，為了給家人提供更好的環境，相信知識

改變命運，陳杰努力讀書。少年若得志而變得目中無人，自高自

大，必然自招失敗。陳杰的經驗，正好是活生生的例子，警惕每

一位年青人，知道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常存謙卑的心，求真求善求美，才是通往成功的不二法門。

看畢此書後，我認識到陳杰教導孩子的辦法。他既是益友，

又是良師，利用在機艙裏的時間，為孩子寫家書。每封家書，陳

序四：李慧琼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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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以自身經歷去教導孩子做人的道理，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值

得與每位家長分享。

家長們，若發現孩子做事不夠努力，思想變得偏激，喜歡以

偏激甚至指罵的方式表達意見，願各位與陳杰一起，以愛與關懷

引導孩子走當走的路。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6

李慧琼
行政會議及立法會議員

認識William一家，是因為他小兒子入讀的幼稚園，由我出任

校監。在我印象中，William是位成功人士，是航空公司的高層，

但原來成功背後，有着很多精彩的故事和經歷，他願意將其故事公

開，與讀者分享，勇氣值得敬佩。他坦蕩蕩地告訴讀者，他的成功

與失敗，喜與憂，甚至驕傲變成謙卑的過程，非常值得推薦閱讀！

William寫給大兒子安仔的信，每一封信都是發自心底裏的叮

嚀，語重深長。這26封信，數度使我落淚，太感動了！也使我想起

大兒子今年出來社會工作前，外子凡哥寫了一封信鼓勵他，談論在

社會上如何才可取得成功，大兒子看罷，邊擦眼淚邊說：「我明天

會將這信過膠，作為以後工作的座右銘。謝謝你，爸爸！」

非常欣賞William對兒子的真情流露，沒有半點隱藏，也是兒

子活生生的榜樣，有言教也有身教。最後，祝福William的人生下

半場更加精彩！在職場上更加榮神益人！
胡林鳳娟牧師
基督教儷人會會長

香港新移民服務協會總幹事

序五：胡林鳳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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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百的努力來補償遲入行的損失。他對夢想的執着和付出，是

對年青人，甚至成年人的鼓勵，我們的人生必須要有個讓我們能

投入一生的「主題」，生命該有「夢」去成真！

書中收錄下了26篇給兒子的信，我從來未見過一位父親寫這

麼多信給孩子，安仔真是有福，有父母這樣疼他。我深信很多父

母和年輕人都會在這些信中找到共鳴、與孩子一起成長的智慧，

讓孩子能更健康地創出他們的明天！祝願這書能幫助更多家庭和

職場人士，願William的人生更能服事多人！

胡平凡博士
基督教敬拜會創會長老

「⋯⋯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人生是一場戲，可以曲折離奇，也可以平淡無奇；可以悲劇

收場，也可大團圓結局；不過若沒有上帝的參與，那就缺少了永

恆的意義。《鹹魚也發夢》這本書記錄了陳杰William曲折高低的

人生經歷，本應是慘澹經營，卻因着人生有夢和讓上帝主動的參

與，使William的人生可以再次高飛翱翔！

我是在教會認識William的，他給我的印象是個非常出色能幹

的人。跟他熟稔後，才知他有很多不平凡的經歷，言行間仍能看

出以往的他曾經「意氣風發」，看完了這書你必會更多的認識這

位「奇人」，驚訝他那份經歷「奇事」的超人能耐，同時又看到

一位經歷破碎的人，如何成為謙卑的丈夫和爸爸。

生命是上天所賜給我們的禮物，生命是否豐盛很在乎我們如

何看待它。William在書中坦然道出他初出職場時的拼勁，意氣風

發時那份狂傲，於是也「收穫」了狂傲的果子。但亦由於種種挫

折，使他毅然尋回他的「航天夢」。38歲入行確實神奇，用百分

序六：胡平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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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男人肯悔改，家人脫苦海」的景況！更美麗的，是他的改變

並沒有失去他對事業和家庭的夢想，不同的是今日的陳杰不再單

靠自己的才華，而是用一顆謙卑的心，充滿着生命的熱誠，倚靠

上帝的大能和恩典！

最後祝願這本書能夠以生命影響生命，祝福更多男人都成為

好爸爸！

凌建人
基督教敬拜會（荃灣區）長老

由認識陳杰開始，到見證他出版這本書，體會到要成為妻子

和兒女眼中的好丈夫、好爸爸的確不容易，特別是身處於這被形

容為「沒有父親的一代」中，男人的天職使命好像已經失去；但

這本書帶來很新鮮的啟發，我喜歡這書名《鹹魚也發夢》，因為

很特別而當中的含意非常深厚。

現代的父親在種種忙碌中，已經很少能夠跟自己的孩子傾心

吐意，或許孩子少時還有一些溫馨片段，到孩子開始長大，關係

漸漸疏離時，好像很難溝通，更遑論寄語在書信的字裏行間。陳

杰卻以不一樣的方式，不是用教訓的味道，而是透過內心的分享

與孩子同行，將人生最寶貴的價值觀和信仰，承傳予他所愛的孩

子。

我深信這是因為信仰改變了陳杰的一生，由自以為是、自

高自大、目中無人、態度囂張、死不認錯，到經歷不同的挫折風

波，不但自己受苦，也連累了家人；最終遇到上帝的愛和無條件

接納，加上家人的支持同行，讓這個男人成為新造的人，完全呈

序七：凌建人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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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尤其是那不堪、失落和失敗的片段，把這段失敗經歷公諸於

世，是希望藉着個人奮鬥的小故事，在這缺乏正能量的世代，成

為年輕人不怕失敗和勇於實踐夢想的鼓勵。

再者，作為父親，我有責任把正確的人生觀傳承給下一代，

讓孩子知道如何才能走正直該行的人生路，希望透過書中後半部

〈給安仔的信〉，鼓勵已為人父者，做一個有承擔的好爸爸。天

下間，沒有不成材的孩子，只有不懂教導的父親。就讓我們這群

為人父者，彼此勉勵和努力，成為孩子的榜樣和祝福！

最後，再一次感謝景琳、柏安、柏榮，你們的愛使我有勇氣

面對昨天的失敗，教我可以順利寫完此書。還要多謝出版社編輯

對本書的結構鋪排給予專業的意見和幫助，在她的鞭策下，使本

書可以順利按時面世。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我主耶穌基督！

陳杰

回顧自己的一生，可以用恩典兩字來作總結。我之所以動筆

撰寫《鹹魚也發夢》一書，是因為今年（2014）是我和景琳結婚

20周年的日子，希望藉此紀念我倆那不平凡的歲月。縱使我的一

個錯誤決定，幾乎把這家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但她仍然以愛持

守着相夫教子的角色，使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專心在外打拼事

業，感謝她那不離不棄的愛，讓我可以「鹹魚翻生」。

上帝的作為是我們難以明白和猜透的，年輕時立志要事業

有成，他日站在商會的台上與人分享自己成功之道；萬萬想不到

今時今日，卻是經常站在不同教會的講台上，訴說自己失敗的往

事。寫作本書的目的，不是炫耀自己釜底抽薪的能力，而是透過

回想那段災難歲月，可以讓我更加珍惜此刻的一切，並以感恩的

心領受上帝的供應。

如果光看我目前的景況，相信沒有人會將失敗、落魄、破產

等負面詞彙與我聯想在一起，我不得不說這一切都是恩典。撰寫

此書，使我再次回想起那鮮為人知的「噩夢」，人總害怕面對自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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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好日子。不過，年紀小小的我，想過就算，沒有任何行動來配

合這個想法。

我六歲來港後，就讀一所位於觀塘的幼稚園，插班讀低班下

學期，由於很快適應，新學年直接跳讀高班，沒有讀中班，所以

七歲便升上小一，但仍比一般孩子晚了一年。

該幼稚園是一所基督教學校，離家裏不足三分鐘步程。我

的年齡比同班同學大，塊頭也較大，所以一直被安排坐在最後一

排。保留至今的成績表，有老師對我的八字評語：「活潑好學，

惜多言動」，也許當時的我又多口又坐不定吧。幼兒往事，已經

印象模糊，唯一記得的，是當年坐在隔壁的 「好兄弟」。這位同

學長得有點缺陷，是個兔唇小孩，喜歡與他聊天的同學不多；而

我入學之初，因粵語不靈光，在學校也沒幾個玩伴，因此與這位

同學特別投契，一直把他視作「好兄弟」，直至畢業禮的那天，

我才驚訝地發現這位「兄弟」是穿裙子的。

也許我的遺傳基因已經決定了自己是一個冒險家。祖輩當年

為了改善生活而離開廣東，到南洋一帶討生活，從一無所有的過

客，慢慢成為當地的富裕人家。50年代南洋大規模排華，爺爺和

外公不得不把部分子女送回內地，一方面為了避開政治動亂，另

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後裔能在新中國的建設上有份，我就是在這

樣的大時代，出生在中國的上海市。

60至70年代，內地接二連三出現政治鬥爭運動，父母為了我

的未來，決定離開，家族又一次經歷遷徙。

來到香港，與大部分新移民一樣，一切都要從新開始。父親

在內地所學的專業，在港未能學以致用，只能在工廠做工人，母

親很年輕就患了高血壓，不宜外出工作，只能在家裏幫人家照顧

小孩，幫補家計。

我自小就不喜歡媽媽幫人家帶小孩，更抗拒讓同學知道家裏

要這樣賺取收入，從那時開始，我就告訴自己，長大後要讓媽媽

冒險家族

頑童發憤篇

029028

LE
VELL

IN
G U

P



有一次中文默書不及格，老師罰我把課文抄十遍，第二天

我沒有交，被老師打了十下手心，老師還說：「回去抄一百次，

如果明天還是欠交，就先打手心一百次，另外再把課文抄一千

遍。」這可不得了，「打十下已經痛不欲生，打一百下豈非要我

的命？」我當時根本沒考慮過要抄課文一百遍，於是第二天開始

逃學了。

我一連曠課三天，剛好連接着聖誕長假期，原以為長假後老

師會忘記我逃學的事，怎料在第三天，校長親自給家裏打電話。

當天我回家後，皮肉之苦是難免的，我自知「罪行」嚴重，

也沒閃躲，只希望媽媽快一點疲累而停手。這是媽媽唯一一次含

淚打我。她邊打邊說：「別以為你是家裏的獨生子我就捨不得打

你，與其將來你做壞人，還不如現在把你打死。」儘管被打得死

去活來，但晚上睡覺時，我依稀感覺到媽媽含着淚水地把藥油塗

在我的傷口上。

那一年的聖誕假期，我被關在家裏「反省錯誤」。媽媽與我

小學生活，在我而言是痛苦的回憶。我一共念過三所小學，

第一所是叫花地瑪的天主教小學，不知甚麼原因，學校在我二年

級下學期時倒閉了，母親倉促地為我轉到區內另一所小學，可是

她認為該校的校風和教學水準欠佳，於是在四年級時把我送到家

附近最好的小學，希望讓我有一個良好的基礎教育。

新學校的老師，教學要求非常嚴格，功課多不勝數，默書、

測驗、考試排山倒海，由於之前不斷轉校，加上先前兩所小學的

程度與新學校有一段距離，於是原已追不上的我，成績每況愈

下，更加無心向學，每天上學的唯一樂趣就是打架和打球。

那時我是師長心目中的壞學生，有次在梯間聽到數學老師和

英文老師的對話，說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壞學生，將來不會有前

途，日後準是個黑社會分子。當時我心裏有一殺那感覺羞恥，但

既然沒有辦法改變現狀，倒不如繼續享受不用功的樂趣，於是假

裝沒有聽見，沒有因為這一番話而發憤讀書，而是繼續逃避做功

課和考試。

逃學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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