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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
     勇於向前
方敏生（Christine）與香港復康會的關係，用一篇報導來解說實在不能盡述。既因
為她是已故創會人方心讓教授的女兒，她可以說自出娘胎以來已接觸復康會；亦因
為她是現任社聯行政總裁，而復康會屬其會員機構之一。離任社聯在即，Christine
回復自由身後，會全情投入前線的社會工作，當中不乏復康會的工作。

由協助獻花開始講起
Christine 記憶中她經常在藍田及大口環會址出沒，她笑
說復康會是童年時的遊樂場之一。當時最令她印象深刻
的是那「火鳳凰」的會徽，而她從小已開始服務復康會，
「在開幕禮中，我幫手獻花、遞金剪、做禮儀小姐。」
而她一直以來大部分在復康會中所看到，甚至感受到的
人和事物，都能反映爸爸在復康工作上的熱忱。

Christine 指出，爸爸那種具有遠見的思維以及能影響人
的感染力，對她帶來很大的啟發。她憶述，爸爸開拓社
區復康網絡是相當具前瞻性，由當時社會沒有顧及長期
病患者有可能轉為殘疾的風險，發展至現在有完善及專

業的系統；另外，她早年跟爸爸放假時到加拿大參觀當
地的健康農莊，繼而將這種生活模式注入回鄉養老概念，
慢慢構思到為今時今日的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

她認為，爸爸從服務受眾的需要為出發點，慢慢將概念
轉化為具體的服務。然而，正因為爸爸的感染力，能夠
動員不同人一起支持同一個理念，從而慢慢實踐這個理
念；加上方教授的笑容，絕對能帶動到大家一起去做，
甚至國際性的合作。如 Christine 形容，爸爸這些高瞻遠
矚及動員能力都是「空前絕後」的。



秉承樂觀態度
這些啟蒙仍深深影響 Christine 的處事方式以至在社聯的
工作，最明顯的當然是一個的誠懇笑容。「要學懂樂觀，
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失敗了便再重新來過，以正面、
寬容的態度去看待問題。」而在工作上，Christine 亦致
力帶動跨界別的合作，例如社聯將商界及社福界連繫起
來的「商界展關懷」，以及有關社會貧窮、支持弱勢社
群的倡議工作。她特別提到復康工作的精神在於平等機
會和公義，同時啟發了她去研究貧窮的問題，以至系統
上及資源競爭上的問題，同樣都是解決人們生活是否有
平等機會和待遇。

此外，Christine 亦提到復康會內的人令她感受很深，委
員及同事上下都懷著一份熱誠，例如會長李文彬先生及
義務秘書岑信棠醫生等，他們的參與正好代表了跨界別
的合作，各展所長，一同朝向為殘疾人士服務的信念作
出貢獻。「同事亦存有一種服務人的心，例如阿修（復
康會總裁）、Sheila（國際及中國部總監）等，他們都發
揮自己的專業及熱誠，對復康服務的作出貢獻。」

服務社會不停步

Christine 補充，在社聯的位置去看一間社福機構的成功，
先決是能否貢獻整個業界。故此她寄望復康會要成功，
更要令復康界服務成功，讓知識及服務質素傳授給業界
的專業人員；此外，機構要做到令服務使用者能夠充權，
從而為自己爭取公平機會，生活得以改善。可持續性是
超越一個個別機構，而是整個界別。

今年 11 月，Christine 將會離開工作了 12 年的社聯，但
她說仍然會繼續在前線工作及國際救援工作。香港復康
會亦會是 Christine 參與的機構之一，「我會考慮會否加
入執行委員會，事實上復康會的復康工作現時已做得相
當不錯，亦會先了解哪方面的工作需要我協助，例如帶
動政府及復康業界討論傷殘津貼的問題等倡議的工作等，
不過都要看機緣，現在還是要專注完成手頭的工作。」

也許退休對 Christine 來說，只是角色上的轉變，相信她
日後仍會不言休，在社會工作中繼續努力。

攝影：義工黃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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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訪談

專訪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總幹事孫勵生
走過熙來攘往的尖沙咀嘉連威老道，甫入闊別了三十多
年前，筆者第一次面試的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辦公室。掌
舵人換了，淡化了那種天地在我腳下的皇者之氣，換上
一種給人胸有成竹的智者之風。

筆者在社福界也算是相識不少，但不知道有沒有一位像
孫勵生那樣的專一和長情。他打從大學社工系畢業到今
天，超過 30 年，從未轉過工，也沒想過轉工。不僅是這
樣，孫總原來只申請這一份工，真的信心爆棚，是行內
的稀有品種。縱使過去有獵頭公司向他招手，孫總仍是
心無雜念，專心留在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這條船做好舵手
的工作。

難道他不明白「魚不過塘不肥」這道理嗎？孫總雖有點
無奈但不會帶有鄙視的眼光去看待。現時確實有些 Y 世
代的新人，是抱著這種心態。不過，他亦很明白目前業
界的生態也是導致員工流失和不斷跳槽的原因之一。孫
總憶述他童年時生活很艱苦，他感恩有教會的施惠，讓
他感受到人間有愛，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回饋社會。孫總
分享對他這代人來說，享受工作的意義的是一種綜合的
指標包括人情味、團隊關係和機構文化等等，並不能單
看物質報酬。再者，每轉換一個工作環境，過往所累積

下來的人情味，患難與共等精神都會或多或少被沖洗去。
孫總寄語年青社工朋友們，天秤兩邊，沒有好壞，誰重
誰輕，得由自由判斷和選擇。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只服務一間機構有沒有感到遺憾呢？
孫總很明確地表示他沒有感到不足，因為在他三十年的
工作中曾服務於不同領域和不同崗位，從前線到管理。
他深信走到今天，身為機構掌舵人，如果能做好份工，
發揮槓桿效應，可以支援更多同事。

前任總幹事吳水麗先生（行內人尊稱為水哥），在業界
享有祟高地位，很多人都會拿他兩人來比較。被問及孫
總接任，他有感到壓力嗎？孫總謂水哥是一位睿智兼備，
思考反應敏捷的老板，水哥總比別人走快兩年。孫總透
露水哥早年也會有蝦碌，在後場自己帶波出界。不過，
經過三十年磨練，漸漸成為業界的翹楚。孫總稱讚水哥
很灑脫，他退休後完全不跟服務處沾上任何關係，讓他
有很大自由度去做其管理工作。對孫總而言，水哥在前
只會是他的福氣，他並未感到有很大壓力。

雖然一小時的訪談很快結束，但孫總留給筆者的是一生
受用不了的智慧！

孫總給筆者介紹他珍藏
的一本觀塘職訓中心員
工的攝影紀念冊。無奈職
訓中心已於今年九月完
成歷史任務，光榮結業。
這此可見，孫總是一位極
有人情味的老板。



國際及中國部
 「遊戲與康復」項目在 7 月完成，過去 3
個月來共進行了 3 個跟進探訪，了解學
員的技巧發展情況；並在廣州和石家莊舉
辦自閉症與感覺統合的工作坊，亦出版了
1,000 本《一起快樂地遊戲─殘疾兒童康
復與遊戲項目搜集本》，於全國派發。而
新項目「為農村殘疾兒童服務─施教者項
目」在 6 月開展，3 個項目縣分別是河北
南皮、湖南吉首及安徽金寨。

 「四川社區康復服務網絡建設項目」啟動儀式於7月3至4日在成都舉行，有50名來自全省13個市/縣殘聯的代表出席。
項目由四川省殘疾人聯合會合辦，並由世界宣明會贊助，為期至明年底。

而 7.22 甘肅地震中，物理治療師顧問已於 7 月 29 至 8 月 2 日前往甘肅岷縣跟進地震傷員。

本會於 2007 年首次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合作舉辦相關培訓，今
年五月及六月份自我管理培訓及發展中心再度應邀於廣西北海市及深圳市進行
培訓，全國三十一省慢病中心均有代表參加，冀望日後能在各省市開展慢病自
我管理病人教育，以回應國內龐大及急速上升的需求。

全國性 「慢病自我管理」 組長培訓

研究及倡議中心
為反映長期病患者的醫療支出及失業率皆屬偏高，中心與「關注傷津檢討聯席」
合辦的「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生活狀況和領取傷殘津貼的情況」調查新聞
發佈會已於 6 月 15 日進行，席上促請勞工及福利局檢討傷殘津貼制度及關注
患者之貧窮問題。

另外，中心亦於 7 月 30 日與香港協癇會及香港腦癇學會舉行「香港腦癇症患者
的藥物治療及醫療服務質素調查」傳媒招待會，促請政府改善腦科醫療服務質
素，助患者控制病情。

自強運動 FUN 享日
作為醫院管理局的「病人自強計劃」於新界東、九龍東、九
龍西及港島西四區的夥伴機構，本會在 6 月 29 日舉辦的「自
強運動 FUN 享日」活動，吸引了四區合約 200 位參加者、各
區醫護人員代表及計劃負責職員的參與，氣氛熱鬧。

除此，本會與嶺南大學合作，製作了《病人當自強分享集》，
透過訪問及故事形式，記錄了 8 位病人自強計劃病友及義工
自我管理病患的歷程故事，並有醫護人員執筆分享。分享集
部份內容已上載本會 cde.hk，供有興趣人士參考，亦歡迎大
家到各社區復康網絡中心索取，查詢：2794-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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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康匯」 培訓日
復康部的「復康匯」員工培訓日，於 7 月份的主題設為
「點解仲要做義工？」，讓一群投身義工行列的同事分
享成果與喜悅。同事平日忙於工作，為服務對象提供優
質服務。然而，仍有不少同事在工餘投身義工行列，例
如參與病人組織、環保團體、扶貧團體、家長會、教會
等等義工服務，繼續為社會貢獻。

觀塘適健中心開幕
第三所適健中心「觀塘適健中心」於 7 月 13 日舉行開幕禮，香港復康會委員、
各中心同事及嘉賓共逾 30 人到來支持和指導，氣氛熱鬧。期間主席張偉良致辭
以示祝賀和鼓勵，還有服務使用者分享，讓前線同事得到很大的鼓舞！

曾肇添護老院
三週年茶聚
曾肇添護老院已踏入三週年，並於 7 月 27 日舉行茶聚。活
動當天除了有院友及職員合作拍攝的祝賀短片、頒獎、分
享等環節，一班院友更載歌載舞表演。最後，曾肇添基金
會的代表更向院友送贈愛心禮物，送上心意。

利國偉爵士離世
利 國偉爵士於 8 月 10 日安祥離世。利爵士在過去多年來熱心支持本會，於
2010 年，慷慨贊助本會開設利國偉日間復康護理中心，讓我們能為中風、失智
症及骨科病症患者提供服務，為殘疾人士帶來許多福祉和希望。利爵士的卓越
成就、信念與及無私奉獻的精神，我們將永記於心。我們永遠懷念利爵士。本
會仝人謹向其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富臨集團慨贈月餅
今年中秋節，富臨集團慷慨贈送 3,000 個月餅予本會服務使用者及義工，讓受助
的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及長者在佳節能感受點點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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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至今這中心是夭折腹中，還是重新上路，需要有關當局
進一步的澄清和公佈。最後，我們促請食物及衛生局和
醫管局：

1. 關注香港市民在腦科服務的需要
2. 跟進腦科中心的成立，並作深入諮詢，制定不同合乎

成本效益的長期和短期的方案和模式，切合市民的需
要

3. 與各持份者保持具透明度的溝通和諮詢
4. 在腦科中心未有具體安排時，加撥資源強化現時各區

腦科病人的服務，積極協助難治的腦科病人 
5. 建立具競爭力的健康人口和醫療服務
6. 提昇腦科相關的醫療水平和腦神經科相關的專業培訓
7. 落實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保障殘疾人士的健

康權和生命權。

資料提供：研究及倡議中心
文字整理： 義工黃奕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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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腦神經專科中心
增加腦科服務資源

前特首在 2007 年《施政報告》提出打造本港醫療中心，研究成立兒童專科
和腦神經專科兩個卓越醫療中心。這邊廂，腦神經專科中心了無跟進；那邊廂，政

府卻已選址在啟德發展區興建兒童專科中心，可望於 2017 年完成。腦神經專科中心（簡
稱：腦科中心）的命運，六年後的今日仍難以預計。

回顧發展進程
2007 年《施政報告》曾提及，腦神經專科卓越醫療中心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Neuroscience）的成立，是希望
把腦專科的病人，集中在一個中心處理，提高醫學水平，
為腦科重症或難治的病人提供治療，亦希望能配備先進化
驗儀器，加快診症，讓病人盡早獲得適切的治療；同時加
強醫療人員的臨床研究、教育和培訓工作。可惜，此計劃
一直杳無音訊，甚至有報導指「腦神經醫院或會夭折」。

直至本年中，食物及衛生局及醫管局有關部門，相繼發
表一些看法，亦有報導指出因伊利沙伯醫院的緊急及住
院服務，很可能轉移至啟德發展區，故腦科中心的落成
仍欠缺積極，存在未知之數。

腦科中心的存在價值
腦科中心的功能及重要性，可以從幾個方面了解：

1  腦科中心的需求為全港性，非地區性

成立腦科中心目的是回應全港市民在腦科疾病上的臨
床研究和治療需要，而不是滿足個別地區的市民或個
別醫管局聯網的需要。這個項目的提出，必然是相關
官員、醫療專業人士等經過多重考慮和研究才會在
2007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滿足港人之醫療需要。

2  保持香港的競爭力

我們面對的挑戰是人口老化，以及很多疾病與腦部有
關疾病，如中風、認知障礙症、腦瘤等。故此一個專
門能研究及發展腦神經專科是不可或缺的，既可加強
醫療人員的臨床研究，亦能帶動相關教育和培訓工
作。這項社會性基礎建設，可使本港保持競爭力。

3  兼顧基層至第三層醫療系統 (Primary Care to Tertiary 
Care)，更有效治理難治性的腦科病

一般來說，病情較輕微和穩定的腦科病人在基層醫療
和第二層醫療得到治療，如家庭醫學、兒科、內科、
外科等。可是在醫療人手和設備緊絀的情況下，較複

雜和難治的腦科病人並未得到適切的照顧。同時，醫
療團隊亦難以在診治的過程中累積經驗。如能集中處
理較複雜的個案在第三層醫療，對病人的治療效果將
會更理想，長遠更可對腦科病患作更前瞻性的預測和
預防。

4  腦神經內外科及相關專業培訓和發展

香港醫學會資料顯示，現時有 99 名腦神經科醫生，
其中僅六成在公營醫院服務，另外，腦神經專科的註
冊護士、臨床心理學家等也非常缺乏，故此成立腦科
中心長遠能促進腦科的醫療團隊人手的培訓和發展，
服務香港市民。

5  保障健康權和生命權

綜觀腦科病人的情況，時有街上失救和病者厭世的悲
劇發生。作為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締約成員，
香港有責任保障殘疾人士的健康權和生命權，也須定
期向本港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及國際殘疾人權委員
會相關方面匯報，確保政府有效的醫療政策、資源分
配和措施保障殘疾人士和市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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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筋與減壓

拉筋運動的好處之一是大部分動作都毋須任何輔助工具。
在服裝上，拉筋運動沒有太大的限制，只要舒適寬鬆，
避免牛仔褲等緊身的衣著，不阻礙伸展的動作便可以。

另外，拉筋運動亦有些常見錯誤，例如有人會使用練力
橡筋帶當拉筋。練力橡筋帶能達到練力的效果，而非達
到拉鬆肌肉的目的。如有需要，亦可使用毛巾。

另一個常見的誤解在公園時有發生，有時見到市民使用
公園的設備，如上下拉手、擺腰等設備時，他們用力的
動作及節奏之頻繁，毋疑是能夠帶動身體的各部份作運

動，但並非達到拉筋的效果。如想達至拉鬆
肌肉的效果，動作應該在肌肉有拉扯的感覺
時，停定約 20 秒。

在進行拉筋動作時，感到異常的痛楚，如針
刺、刀割等，應停止拉筋動作，並尋求專業
人士的意見。

溫馨提示

拉筋運動示範
以下動作均適合長者或需要坐輪椅的長期病
患者。每組動作伸展至有拉扯感覺時，每次
保持約 20 秒，之後回復還原位置。左右兩邊
各重複進行 3 次。

1

坐直上身，用手把頭稍微拉往同一邊的肩膊。

頸部

2

坐在有椅背的椅上，眼望前面，緩慢轉腰，視
線盡量以椅背為目標。

腰部

3

坐近椅邊，伸直腰板及膝部，放鬆足踝，緩慢
向前傾。

後大腿肌

拉筋，即伸展肌肉的運動。拉筋又豈止是我們平常運動前後的
熱身運動，它特別是對行動不便的人士，更有莫大幫助。

由於大多數長期病患者均有肩頸腰背痛症，經常長時間處於肌
肉繃緊的狀態，導致血管受壓，影響血液循環。而拉筋是藉由
緩慢的伸展動作而拉鬆肌肉，除了有助提升肌肉和肌腱的柔軟
性，減少受傷，並可改善血液循環，排除有害物質及加速新陳
代謝。故此拉筋能有效地紓緩肌肉痛症上的痛楚，同時令他們
因痛楚帶來的負面情緒得以放鬆，達到減壓的效果。

此外，拉筋運動配合帶氧運動，更對減壓相得益彰。因為帶氧
運動的過程，身體會釋放一種天然的物質「安多酚」，有止痛
及令人興奮的感覺，從而有減壓的效果。故此，對於長者及長
期病患者來說，能夠做到帶氧運動如緩步跑、游泳等當然是好
事，但對行動不便的朋友來說，以下介紹的拉筋運動，希望能
為大家鬆一鬆，減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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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適健中心物理治療師陳子亨
記者：義工曾英琴

1

毛巾繞過頸後，手捉緊毛巾的末端，頭緩慢向
上仰，手同時拖力於頸部。 

頸部

2

毛巾繞過腳板，伸直膝蓋，緩慢拖力於腳板上。

小腿

以下每組毛巾動作，直
至有拉扯感覺時，每
次保持約 20 秒，重複
進行 3 次。

感謝支持
港島區賣旗日
本會 13-14 年度港島區賣旗日在 6 月 22 日早上舉行，為發展中
風及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康復服務籌款。

活動當日雖然天氣時晴時雨，仍不阻近千名社區義工參與，當中
包括公司員工、學生，以及三百多名傷健人士參與，他們不但克
服行動上或健康上的限制，更在不穩定的天氣下積極投入賣旗服
務，實在感激所有參與義工的熱心參與。

除了街頭賣旗籌款，亦有公司及機構以不同形式支持，包括在其
辦公室內傳遞旗袋收集善款、金旗捐款、協助活動宣傳等等，以
行動支持傷健共融。

Intimex Business Solution Company Limited

Island School

South Island School

Ultra Active Technology Limited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赤柱聖士提反書院
聖安多尼學校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香港真光中學
英華女學校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國際英文幼稚園
香港耀能協會
香港遊樂場協會 ( 賽馬會青少年服務中心 )
宏智國際調查顧問有限公司
西區少年警訊
中國銀行
健誼社 
慧進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 耀東服務處
富城集團
佛教聯會

支持機構

港鐵
香港郵政
匯豐銀行
東亞銀行
社會福利署
義務工作發展局

由於版面有限，恕未能盡錄
查詢電話 : 2855 9360

特此感謝以下參與機構及團體 ( 排名不分先後  )

香港復康會互助大使 嚴以敬先生 ( 阿虫 )

賣旗日籌款委員會主席 梁智鴻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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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社工
在人生旅途上，我們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挑戰。能
夠戰勝命運而不做她的俘虜是需要無比的勇氣和
鬥志。在職業復康及再培訓中心當社工的何嘉賢 
 （Truedy）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當中她啟發了我
們永不放棄的奮鬥精神。

天生有玻璃骨的 Truedy 自小學階段就要經常住在醫院。臥床的日子的確不好受，可是因祖母嫌棄她有頑疾在身，覺
得她是個負累，故此醫院總算是個棲息的地方。有幸的是醫院裏有醫護人員及社工的照顧，加上紅十字會的導師悉心
幫助下，Truedy 也可完成小學及中學課程。

至於其後在浸會大學修讀社工課程，可說是 Truedy 人生中十分重要的經歷，亦在這個時候為她日後當社工而舖路。
Truedy 指出當時導師和同學的支持很重要，因為要進出醫院的原故，同學們都把課堂的內容錄音，以方便她在醫院收
聽温習。而當中最具挑戰性的應該是當實習時要外出做家訪的日子，因為交通成了 Truedy 很大的障礙，加上家訪的範
圍包括偏遠的地方，故此她和同學會在每次出訪前做好各樣準備，例如預先查核哪個地鐵出口會最方便。

期間，在 Truedy 修讀副學士的時候，雖然因病而延遲一年才畢業，但因被 Truedy 誠意打動，校方亦體諒她，讓她能
提前與同學一起參加畢業禮，可見 Truedy 對浸大一班同學有深厚的情誼。亦因為至少以來，Truedy 一直得到他人的
支持及幫助，令她堅定地選擇了當社工，視此為回饋他人的最好方法。

復康會是 Truedy 的第一份工作，主要是協助輔導學員的就業服務，轉眼已有兩年了。回想當初畢業時，她寄出超過 60
封求職信，當中只有六個面試機會，可是大部份的環境都不能配合坐輪椅的她。現在於復康會的工作環境及性質都是
Truedy 喜歡和有信心去做的，她指出復康會有著較完善的配套和無障礙辦公室的配合，讓她能輕鬆地勝任她的崗位。

曾是受助者的 Truedy，現在轉變為社工，去協助有需要幫助的人，在這角色轉變上對她帶來一些幫助。她說她能設身
處地明白學員的想法和感受，以同理心去了解他們的心理掙扎。Truedy 憶述自己童年時亦非常悲觀，但是得到護士、
社工及師友的愛護和啟發，加上宗教信仰，令她心存感恩，更積極起來，勉勵身體有缺陷的學員不要氣餒，要爭取和
把握每個機會，適當地調節心境，盡量去配合大環境。她亦提到現今很多人雖然身體健全，但心靈卻不是，所以不論
要克服身體或心靈的缺憾，是需要下一番努力。

面對日後的工作和突破，Truedy 希望自己能夠更加獨立地工作，始終行動上的不方便是一項障礙。但我們相信 Truedy
已經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絕對能向大家證明她是一個很獨立自信的人。祝願她繼續努力！

能夠完成社工課程，Truedy 非常感激得到同學的支持。

記者：義工曾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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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會成立之社會企業「營康薈」於油塘大本型商
場正式開業。我們提供多項購物優惠，現凡登記會員，
即時可享購物折扣，店內更有大量精選健康產品以特價
發售，萬勿錯過。

地址：九龍油塘高超道 38 號大本型 228 號舖

查詢：2717 2727
www.facebook.com/livesmart.hk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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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社企  「營康薈」 現正開幕

社區復康網絡「生死教育」工作小組推出生命論壇系列，與長期病患者及家屬探討「死
而無憾」箇中的智慧和法門及如何為生命作出適當的投資。詳情如下：

論壇 ( 一 )
走出「死而有憾」的陰霾

論壇 ( 二 )
CEO 對談：「生命投資」有價

日期：2013 年 10 月 25 日 ( 星期五 ) 日期：2013 年 11 月 22 日 ( 星期五 )
時間：晚上 7:00 - 9:30 時間：晚上 7:30 - 9:30
嘉賓：潘宗光教授、司徒永富博士、

周燕雯博士
嘉賓：施永青先生、伍杏修先生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一樓禮堂
費用 ( 每場計算 ) ：會員：$10，非會員：$15，綜援人士免費
查詢：23612838 ( 李鄭屋中心 )

生命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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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計劃之安排
頤康院獲社會福利署邀請，讓公眾於院內索取「廣東計劃」申請表和其他資料，歡迎到院
或香港辦事處了解詳情。另外，香港復康會為鼓勵院友更便利回港使用醫療福利，特別津
貼院友使用過境院車，覆診方便又實惠。

查詢：2816 7866

   「長者服務券」
服務開展
九月開展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第一階段」，鄭德炎日
間復康護理中心獲社會福利署列入為其中一間「認可服務提供者」。
中心近日完成內部裝修及系統建立，準備迎接合資格的長者加入，
歡迎服務券持有人免費試用本中心服務或參觀，親身體驗中心的專
業服務和環境設施。

查詢：2816 0899



無障礙
城市定向義工
第八屆「無障礙城市定向」將於本年 11 月 3 日舉行，
來自病人互助小組的王政國及黃桂梅（May）由第一屆
開始參與活動，之後更以義工身份參與，過去多次協助
前期籌備及活動當日的工作，可說是「無障礙城市定向」
義工老臣子。在他們心目中，這並非簡單的義務工作，
背後更肩負著一個重要的使命。

模仿中風人士用一隻手去扣鈕的遊戲、蒙著眼模仿失明人士去
分辨紙幣等等，每個遊戲都要經過重複的嘗試及改良，故此她
覺得自己並不是義工，反而她是抱著一種學習的心態去參與。

政國和 May 都同意這活動已成功地引起政府和議員對殘疾人士
的關注，例如加設斜路、升降機、引導徑、發聲裝置等等，而
且巴士的服務亦改善了很多。對比起第一屆參與的時候，近年
的活動過程中經歷的障礙相對已有改善。他們希望市民察覺到
無障礙設施的存在之餘，使用這些設施時亦應當顧及有需要人
士優先使用。

除了政國和 May 之外，更藉此機會感謝一眾對這活動的貢獻和
爭取無障礙設施的義工所付出的努力。希望義工們繼續持之以
恆為無障礙的設施提出意見，繼續努力！

王政國 （右） 在過去活動中與組員參與中途站的工作

活動簡介
無障礙城市定向目的分別有「硬」和「軟」兩方面，   
 「硬」就是瞭解殘疾人士日常生活的情況後，改善及
增加無障礙設施和道路；而「軟」就是鼓勵市民大
眾以尊重、平等、包容和接納的態度與殘疾人士相
處。今屆將招募 300 個市民，分為 100 隊於香港各
區進行活動。

查詢：2794-3010。

記者：義工何欣諾

政國是活動協辦團體「重症肌無力症互助小組」的組員，他指
最初在社工鼓勵下參加了第一屆活動，當時他以為是比賽，因
為想爭勝，一心只為盡快完成任務，在過程中有不滿意及不公
平的感覺。不過接著的第二屆開始，政國參與籌備工作的義工，
了解到原來籌備工作是很繁複的，亦體會作為活動背後工作人
員的辛勞，領略到之前懷著輸贏的心態是錯的。

作為長期病患者，政國希望參加者不要當活動是一項遊戲或比
賽，最重要是透過體驗去感受殘疾人士的需要，特別是無障礙
交通。令他最難忘就是第一屆活動，當日下著雨，全隊人在巴
士站等候，最終等了 4 架才有 1 架為可提輪椅上落的低地台巴
士。而當義工給政國最大的啟發是，以前得悉患病時，只求得
到別人的幫助；成為義工後，他感到自己有能力去幫助別人，
生活變得有價值，從而建立自信，繼續為社會服務。

而來自肢體傷殘組織「迎風群傲社」的 May 認為，作為輪椅使
用者，她每年都懷著期待的心情迎接活動，因為平時日常生活
中，遇到一些市民不了解使用輪椅的人士的需要，往往受到不
友善的對待。而活動讓她有種「釋懷」的感覺，好想參加者能
夠從中親身體會她面對的困難。她最難忘的是活動中邀請了官
員參加。活動過程中令官員深深感受到社區上有很多障礙，令
輪椅使用者卻步。故此，May 認為這活動作為公民教育是非常
成功的。

May 曾有份籌備中途站體驗遊戲的工作。她謂雖然要到橫頭磡
開會，路途遙遠，而她又很晚才回到屯門家中，但在籌備遊戲
時感到很開心，因為在籌備過程中讓她學到許多新知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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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香港復康會特此鳴謝以下善長及善心機構於 2013 年 5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

期間慷慨捐款，大力支持本會服務。
以下排以下排名不分先後，只按英文名稱譯音順序。

個人（捐款港幣 3,000 元或以上）

Choa Leong Kwai Chiu Peggy Lee Tsung Wen Oliver 

Chong Larry Leung Kit Wah

Chong Sylvia Lo C. W. Victor

Dr & Mrs H K Kong Lo Man Ning Andrew

Eddie Yap Fun Niem Mong Su Chuen

Edgar Cheng Wai Kin Peter & Norma Chan

Ho George Philip, Emily  & Jennifer Lee

Ho T C Shaw Marcus

Hui Sai Fun Sin Wai Kin David

Kan Dione Yee Man Sun Samson

King Cheong Wu Tseng Hon Kwong William

Kwok Chi Hang Lester Wong Shou Yeh David

Kwok Chi Piu Bill Yang Chi Ming Adrian

Lam Wo Hei Hilary Yeung Chiu Wah Richard

Lau Juen Yee Lawrence Yeung Siu Wai Monita

Lee Ingrid Thekla Yue Wai Kwan

Lee Irene Yun Lien

團體（捐款港幣 10,000 元或以上）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Eclipse Management Limited

GlaxoSmithKline Limited

Hysan Development Co. Ltd.

King's View Jewellery Ltd

Lee Hysan Estate Company, Limited

New World Group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Ng Teng Fo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Shanghai Commercial Bank

UBS AG

伍宜孫有限公司
榮興證券有限公司 

無
論
返
工
、
返
學

行
街S

hopping
，

同
家
人
共
享
天
倫

一
年365

天
接
載
乘
客
，
希
望
他

們
外
出
無
障
礙
，
開
心
過
每
天
！

抑
或
去
醫
院
覆
診

睇
醫
生

梁仲豪、梁秀雲、
梁秀芝、梁仲鳴、梁仲偉、
梁仲賢及家人
陳瑞球
陸觀強先生及夫人
黃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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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保密處理，目的是寄發收據及與你通訊的用途。本會或將會使用你的個人資料，進行研究 / 分析 / 統計、籌款、推廣活動 / 訓練課程 / 與本會相關之項目事宜，與及發出相

關邀請 / 宣傳刊物。如你同意上述有關本會使用個人資料的安排，請於下方簽署。

如你反對上述有關本會使用個人資料的安排，請於後方空格加「 」，然後簽署。□我不同意上述有關使用個人資料的安排。如你不在空格加「 」，但在申請表上簽署表示接納上述安排，即表
示不反對 ( 即同意 ) 上述有關本會使用個人資料的安排。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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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藍田復康徑 7 號
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 1 樓

香港公益金會員機構
Member Agency of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更改資料通知

如欲更改郵寄地址、拒收會訊或選擇以電郵方式收取會訊，請電郵
hksr@rehabsociety.org.hk ，註明「索取更改會訊通知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