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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梁智仁教授，無法想像他已年過70，不僅因為他仍在香

港公開大學擔任校長，亦因為他以71歲的高齡，迎接一份極具

挑戰性的工作─於去年12月，接任為醫院管理局主席，負責出

謀獻策，保障全港700多萬市民的健康。能有如此的魄力，教人

佩服不巳！

梁教授在過去三十多年一直在香港復康會執行委員會擔任要職，

直至他被委任為醫院管理局主席，因避免利益衝突而辭退副會

長職位。梁教授對在80年代與香港復康會同寅一起為興建麥理

浩復康院而籌謀，感到特別深刻和興奮，也為復康會往後的發

展奠下重要的里程碑。

專訪醫院管理局主席
梁智仁教授



結緣半百
梁智仁教授與香港復康會的淵源，要由他早年在瑪麗醫院擔

任當值骨科醫生的時候說起。梁教授憶述，當時大概是上世

紀六、七十年代，紅磡海底隧道仍未通車，他需要每個月一、

兩次到觀塘戴麟趾夫人復康院(現址為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

中心會址)應診。他和石膏師傅要從港島乘搭汽車渡輪前往

九龍，去跟進完成骨科手術的病人的康復情況。

梁教授由1981年至2006年擔任為香港復康會的執行委員會成

員，之後於2006年至2013年更上一層樓，被委任為香港復康

會的副會長。然而，梁教授加入香港復康會是源於復康會的

現任會長李文彬先生。梁教授指出，相識李文彬先生多時，

李先生對殘疾人的康復志業非常熱心和積極，同時亦十分支

持香港大學的骨科學系。直至1981年，當時梁教授接任為香

港大學骨科學系系主任，與李文彬先生的接觸和交往越趨頻

密，也看到自己的專業對復康會的工作有幫助，便接受了李

先生的邀請，一做便三十多年。梁教授很謙虛表示在復康會

沒有甚麽了不起的貢獻，只是盡力而為。

「康復網絡」構思
梁教授初接任醫院管理局主席，身處公立醫療架構的核心，

需要面對的問題可不少。他曾經提及過，希望在兩年任期完

成三大任務：一、確保醫院服務水平達致世界級；二、培訓

年輕醫生的技術達國際水平；及三、發展臨床研究及創新。

除此之外，他對復康服務亦有很大的抱負，期望先作深入的

研究，實踐「康復網絡」的構想。

梁教授坦言，醫療體系最主要的資源，無可否認會投放在

急症醫院(Acute hospital)方面，因為急症需要處理不同病科的

病人，病人生死攸關，先進的設備是必須的。但急症過後，問

題便落在復康方面。梁教授沒半點猶疑指出，現時醫療體系

中，復康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關注。現時醫院的復康部

門的運作都相當零散，沒有清楚定位，他很想研究將服務集

中為同一個康復中心，每個康復的單位都能擁有其獨當一面

的位置。故此，他希望日後當聯網醫院處理病人的急症後，

便盡快統一轉介到特定的康復中心。不過，梁教授強調，構

想這個康復網絡，必須要有高質素的醫療隊伍，好讓上游的

醫院能安心及放心將病人交給下游的復康院去處理需時的復

康工作。社區復康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如何有效銜接地區

團體和非政府機構的資源和專長，處理病患者的社會福利服

務需要也是十分重要。

梁教授認為，基於醫療和福利政策屬不同的政策局，需要跨

部門的協調，如何做好醫社合作是十分複雜的事。事實上，

慢性疾病是未來的挑戰，不能單靠醫護人員，還需要其他社

會服務的配合，病人亦需要做好生活模式的轉變。

畢竟現時大部分的精神及焦點都放在急症上，康復的議題屬邊

緣問題。但梁教授期望可以在任內與同事討論有關構思的可行

性。香港復康會在醫社合作及營運復康服務有豐富經驗，梁教

授希望日後在研究及收集意見上，復康會能貢獻所長。

麥理浩復康院─
香港醫療復康服務的icon
梁教授提到，因為麥理浩復康院選址接近瑪麗醫院，而且環

境寬敞，加上當時香港在康復服務方面的發展相對滯後，興

建麥理浩復康院對當時瑪麗醫院的骨科部有很大的幫助。而

最「喜出望外」的是在興建過程中，因為中英就香港前途談

判膠著，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不慎跌倒，連帶香港的股

市樓市都下滑，首當其衝是建築業，復康會算是發了一個小

小的「港難」財。原本只能興建八層的復康院大樓，「無端

端」多了二層，也讓今天的曾肇添護老院有落戶之地。

梁教授最欣賞復康會的委員們齊心合力，沒有半點私心，事事

以殘疾人的福祉出發。他亦十分敬重李文彬先生，無私為復康

會籌款，委身於復康的志業，身為委員的一份子，他也感到都

很開心。雖然近年由於校務繁忙，較少跟復康會接觸，但一談

到復康會的近況，他對藍田會址重建的計劃都非常關注，希望

能善用這片土地資源，服務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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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復康院



衝破難關
現時社會越趨政治化，市民要求官員問責之聲高唱入雲，有

不少人理解醫管局主席一職猶如「壓力煲」，需要承受的壓

力可不少。梁教授認為，主席一職雖然不納入為問責團隊的

範圍，但他個人以及醫管局的董事，需負責制定大方向、政策

的調整、創新思維等，肩負的是大範圍的責任，然而處理運作

上的問題應該交由管理層。他以輪候時間太長來舉例，一方面

是管理層需要檢討人手及資源問題；另一方面是委員會應去探

討政策問題，如引入私家醫生及退休醫生等，想辦法利用更靈

活的機制協助疏導病人，所以要面對的問題是責無旁貸。提到

壓力，梁教授謂自己對壓力看得輕，因為他覺得壓力總會有，

只要所做的事情正確而且得到別人認同便足夠，與其擔心面對

壓力，也是於事無補，倒不如努力做好工作。

相比歷屆主席包括梁教授胞兄梁智鴻醫生以及胡定旭先生，

梁教授一直從事教學和教育工作，不像其他主席涉獵面較廣

泛，故他為人較為低調，擔任主席的處事風格也截然不同。

梁教授認為，行醫30多年，已了解前線的實際情況，故此不

會像胡先生走得那麼前，要盡量交給管理層做事，但如果管

理層有任何要求，他一定會幫手，給予支持，有需要會向局

長反映。梁智仁教授承諾，當他於3月底完成公開大學的校

長工作後，時間會更充裕，一定會多與不同持份者溝通，聽

取大家意見。

後語
甫入梁智仁教授的辦公室，最快走進筆者眼簾的是

一叠一叠的幻燈片。梁教授表示這些是他畢生的智

慧結晶品，他現正忙於將這些過去陪伴他行走江湖

幾十年，但快被淘汰的幻燈片換上數碼新衣。

在梁智仁教授身上體會到何謂「永不言休」，雖然醫管局主

席的任期短短兩年，但相信梁教授在任期內將會經歷充實而

富挑戰的工作。藉此謹祝梁智仁教授事事如意，繼續在醫療

界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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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版面有限，「CEO訪談記」將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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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及中國部
9至12月期間舉行4次培訓班及進行4次學員單位隨訪。在

11月，四川省都江堰舉辦了第三屆無障礙城市定向2013，

活動有60名參加者，當中包括行動不便的朋友及關注殘疾

的社區人士。另外，部門繼續在四川地區推動社區復康工

作，服務範圍覆蓋成都、德陽、綿陽及廣元。而退休資深

物理治療師楊楷於9至10月期間義務走訪了貴陽、四川、

河北南皮及寧波等地的康復機構，進行跟進指導及培訓。

「種豐」復康計劃
由公益金贊助，為非長者

中風人士提供黃金復康服

務的「種豐」復康計劃已

於7月正式啟動。為更了解

計劃的開展情況及服務使

用者的反應，公益金執行

委員及職員於9月18日到

訪鄭德炎日間復康護理中

心，有計劃參加者更分享他們中風患病後的心路歷程及復康

情況。查詢：2816 0899。

研倡中心
10月2日，本會研倡中心及社區復康網絡大興中心，與中文

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合辦「長期病患者及家屬—

情緒健康與經濟狀況調查」新聞發佈會，其後Now新聞台

更就照顧者的辛酸作專題報導。

總監(復康)潘經光及研倡中心經理熊德鳳於10月19日參加

由世界衞生組織於北京舉辦的「國際功能、殘疾與健康分

類」(ICF)國際培訓班，並繼續推動ICF在香港復康服務中的應用。另外，總裁伍杏修及研倡中心經理熊德鳳於12月11日出

席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服務研究的資料及能力拓展：培訓、網絡、研究團體建立」主題討論，分享本會研究及成立研倡

中心的經驗。

頤康院
香港復康會、伸手助人協會、香港老年學會、香

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耆年護理中心及澳門明愛於

11月9至10日舉辦第二屆跨境安老服務研討會，

並以「錢跟人走—跨境安老服務含義與啟示」為

主題，促使香港政府繼續關注跨境養老服務。

12月9至14日，頤康院舉辦廣東省民政行業(深

圳市)養老護理員國家職業技能培訓和鑒定班，

學員通過考試後，可取得國家職業技能鑒定及

證書。另外，頤康院得到萊蒙國際集團有限公

司支持下，更換主樓共約2,200平方米的門窗及

主樓南面5至6樓的約300平方米的玻璃窗。

生命論壇
社區復康網絡在10月及11月分別

舉辦兩場生命論壇，首場名為「走

出『死而有憾』的陰霾」，邀得周

燕雯博士、司徒永富博士及潘宗光

教授，從不同角度與長期病患者分

享面對及處理遺憾的態度及方法，

讓參加者對減少未來人生遺憾有著

不少的啟發。次場由中原集團創辦

人施永青先生與本會總裁伍杏修先

生進行「CEO對談」，誘發參加者

思考人生價值定向的重要性，豐富

了長期病患人士對其生命投資策略

的反思。

開放日
曾肇添護老院及利國偉日間復康護理中心於

11月2日舉行開放日。除了安排訪客參觀兩個

單位，更即場示範使用復康儀器及供訪客試

用，另外廚師亦準備特色小食讓訪客品嚐。

當天共有40位訪客到訪，當中分別有4名申請

入住院舍及3位申請使用日間中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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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觸動社會責任」大獎
本會獲傑出企業公民協會頒

發第一屆「觸動社會責任」

慈善嘉許大獎，並於11月26

日由主席張偉良代表領獎。

是次獎項由香港通用公證行

( S G S ) 為 評 審 機 構 ， 根 據

ISO 26000及相關國際企業

社會責任的標準，以七大範

疇來評審。是次嘉許對本會為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及長者

提供復康服務給予認同。

委任安老大使

榮休
國際及中國部總監貝維斯(Sheila Purves)於本會服務三十年，

並於去年年底榮休。本會於12月13日為她舉行榮休聚會，

近80位同事、委員及嘉賓出席。在此感謝貝女士對本會的

貢獻，並祝願貝女士身心康泰，事事順利。

社企活動薈萃
華康禮品花舍於11月24日參與由民政事務總署、深水埗民

政事務處及深水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合辦的「深水埗社企

活動薈萃暨青年節啟

動禮」。花舍與香島

中學的同學合作佈置

攤位，並一起進行宣

傳活動，氣氛熱烈。

周年大會
第54屆周年大會已於12月6日舉行，有近百位會員、委員和同事參與。會上選

出2013-14年度會長及委員會成員，並在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中選出主席、

副主席及其他理事，會長李文彬和主席張偉良繼續留任，而執行委員會亦加

入方敏生女士和麥建章醫生。大會上更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以「

政府的長者和殘疾人士政策及未來發展的挑戰」為題，分享現時及將來政府

在安老、復康和殘疾人士就業等工作項目和發展。

榮獲就業服務獎研倡中心
職業復康及再培訓中心榮獲第6屆僱員再培訓局「人才發展計劃」，頒發ERB就業服務

獎(特定對象課程組)，中心至今已連續6年獲此殊榮。就著現時殘疾人士就業情況，職

訓中心致力在服務提供上發展及改良，未來亦會繼續加強培訓及就業服務。敬請留意

有關宣傳。

粵劇名伶蓋鳴暉於12月12日率領粉絲到鄭德炎日間復康護理

中心探望長者，並獲委任為本會安老大使，同時宣傳2月23

日舉行的慈善粵劇晚會《新紫釵記》，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服

務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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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病患者的生死教育
死亡是人生的必經階段，沒有人預知它的來臨。而近年所推動的「生死教育」，造就了一個

契機，讓人們去談及這個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下特別忌諱的課題。然而，對大部份長期病患者

來說，死亡更是一個時刻面對的陰影。有見及此，「生死教育」在長期病患者所帶來的影響

及成效，值得我們探討。

何時談死？

談死何易？

談到有關以探討死亡相關的教育，在西方社會已發展了近40

年。可是在香港，談到「生死教育」的發展只是這20多年的

事。起初，社區推廣仍然未算普及，主要以善終服務及專業訓

練為基礎。直到數年前，「生死教育」開始在學校的通識課程

內出現；加上近年有部份社區善終服務機構提供不同形式的活

動，向不同服務受眾帶出有關生死的正確知識及態度。

以香港復康會為例，社區復康網絡在2004年起推行生死教

育，重點是引發參加的長期病患者及家屬，對死亡作出反思

及為死亡準備。當時內容針對後事規劃的實務知識。直至

2007年所推出的「說生談死」生命教育計劃，繼續促進長期

病患者及家屬從正面角度探索死亡之外，同時幫助他們重新

檢視人生，在世時活得更積極，當中包括重整對生命的價值

觀及信念，學懂欣賞自己。

一講死亡，某些人會十分忌諱。然而對於長期病患者，他們的

接受程度較為高。有份籌劃生命教育計劃工作的社區復康網絡

李鄭屋中心經理廖潔嫻表示，始於2007年以來，大部份參加

計劃的長期病患者普遍對談及死亡及身後事的處理，都抱持開

放的態度，亦樂意討論有關的問題，然而部分對觸及死亡的議

題仍有不少忌諱。計劃發展至今已有6年，而值得留意的是，

近年參與計劃的朋友，本身對處理身後事都較以往的多了一些

認識。這一點可能跟政府推廣環保葬禮，已起了一定的迴響，

同時參加者有機會在其他的渠道接觸過生死教育的資訊。

能夠見到長期病患者欣然面對這些令人諱言的話題，固然是好

事，但是廖潔嫻表示，長期病患者的家屬反而較為保守，有參

加者曾表示過，想跟家人傾談自己身後事，即時被家人打斷話

題，還擔心參加者是否身體發生甚麼狀況。家人取態抗拒，某

程度反映普遍人對死亡抱著負面、不吉祥等傳統思想。所以推

動長期病患者的生死教育，照顧者以及家屬的認同及配合亦是

重要的一環。

初見的成效
至於長期病患者從生死教育所得到的成果，社區復康網絡曾在

2008至2009年期間，透過一個名為「真心愛生命」的心理教

育小組，對參加者進行了一項研究。小組的活動包括：講解死

亡的概念、辦理後事的程序及注意事項、臨終治療意願等等。

研究顯示小組能夠幫助長期病患者建立對死亡的正面態度，並

提高他們對規劃後事的動機。值得關注的是，大部份長期病患

者在患病後也會想及身體健康日漸衰退及死亡臨近的問題，但

礙於談論「死亡」仍是中國文化的禁忌，小組給參加者提供一

個開放的平台，讓病患者能分享及交流。

另外，曾參加生死教育的參加者亦表示課程給予幫助。參加了

「真心愛生命」小組的照顧者阿嫦，小組課程除了讓她知道葬

禮儀式、骨灰處理、選擇「車頭相」及壽衣等身後事的安排；

更幫助她進行自我反思，並將一些心結解開，學懂珍惜當下，

不要帶著太多遺憾離去。阿嫦稱她亦已將自己的意願向家人交

代了，感覺輕鬆多了。

社區復康網絡的生命教育計劃透過實地參觀、小

 組分享討論，讓長期病患者能夠了解規劃身後事

  知識，同時引發他們好好計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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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善心演出

香港復康會
慈善粵劇晚會

新紫釵記
日期：2014年2月23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七時十五分

地點：北角新光戲院大劇場

票價：$580 / $300 / $150

門票已於新光戲院、通利琴行及購票通公開發售

網上訂票 www.cityline.com
節目查詢 2855 9360
購票通訂票熱線 2111 5333

(設60歲或以上高齡人士，全日制學生，綜援人士，
殘疾人士及一名照顧者半價優惠，$580門票除外。)

「未知死，焉知生」
廖潔嫻亦表示，近年的工作除了維持現有的後事的實務知識

及引發思考死亡的動機以多作準備之外，亦會著眼於生命的

反思，例如舉辦有關生命投資的論壇；以及鼓勵長期病患者做

好行動計劃，如「心願風箏」活動，著參加者在指定時間內完

成想做的事，以減少遺憾，希望參加者能及時行動，在世時

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將重點放在人生計劃，相信年輕一輩

以及家屬較為接納，有助他們對生死教育有正面的理解。而

對有長期病患的家人來說，家人樂意與他們打開這方面的話

題亦有幫助。

然而，生死教育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以台灣為例，由小學

階段已提供生死教育課程，讓孩子從小學習面對死亡；反觀

本港，沒有具體政策推行生死教育。隨著長期病的年輕化趨

勢，涉及長期病的人及家屬的數目或會增加。單靠社會服務

機構去推動生死教育未必能足夠，若政府多投放政策參與，

推動生死教育，相信能帶出牽頭的作用。

生死教育中經常強調「未知死，焉知生」，長期病患者視死亡

是既遠且近的事，但相信透過認識死亡而讓他們明白到生命的

真正意義，患者能夠活出珍貴而精彩的人生。

記者：義工黃奕龍

參考資料：

無政策推行生死教育 死亡質素排名 香港低過台灣。(2013，11月26日)。蘋果日

報，A14。

生死教育學會(2013)。認識生死教育。2013年12月27日，取自生死教育學會網

址http://www.life-death.org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2011)。「我們的蛻變歷程」長期病患者及家屬心理社

交支援服務服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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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上總是笑容可掬，精神抖擻和充滿正能量的李容而(Yoyo)，於2009年由香港復康會的學員成為活動

助理，負責康樂線的工作，定期策劃及安排每月最少兩次適合輪椅人士的各類戶外文娛康樂活動。至

今服務已超過四個年頭。在人前永遠精神奕奕的Yoyo背後，原來經歷了一場抗癌的鬥爭。

愛子成抗癌最大動力
在1995年，Yoyo懷孕的同時不幸傳來惡耗—患上鼻咽癌第三

期，當時的癌細胞已擴散到頸、肩上的淋巴，必須在生產後

接受治療。醫生顧及到Yoyo的狀況，為減低Yoyo生產後的身

體不適，破例加重電療的劑量及次數。然而因電療後遺症影

響下，耳骨枯、耳積水、耳痛、嚴重耳鳴及頭痛等等的痛症

一直伴隨著Yoyo，亦導致她的聽力受損，現時右邊的聽力只

剩下三成，而左邊更只有一成，需要配帶助聽器才能與人溝

通。她現時亦須定期覆診，以穩定病情。

Yoyo面對癌症，靠的不是宗教，不是別人，而是她內在堅強

的意志及母愛的偉大。而一直支撐著她的最

強信念，就是她兒子。因為自

己於年幼時失去母親的緣故，

她坦言不希望兒子出生後就有

著同樣的遭遇，所以為了兒子

怎樣都要撐下去。憑藉個人的

意志及堅毅信念打敗病魔，她

終捱過患癌的艱難歷程。

2007年，病情受到控制後，Yoyo在職業復康及再培訓中心

(VRRC)接受約一年培訓，後來加入成為職員，全力投身康樂

線服務。每個活動前的籌劃準備功夫確不少，當中包括視察

場地，親身體驗無障礙設施行走路線及傷殘人士專用洗手間

位置是否暢通無阻，場地申請、編排行程、全程安排無障礙

交通接送等，希望每一個活動得以順利，令參加者舒服。她形

容，籌備每次活動猶如「湊BB」一樣，由活動「未出世」，

照顧它至「長大成人」。活動能夠歡樂地圓滿結束，加上活動

後參加者的親切真誠的笑容，Yoyo獲得的那種滿足感是難以

用筆墨形容的，亦增強了她的自信心。

Yoyo酷愛這份富挑戰性的工作。她指工作改變了她以往內

向、多愁善感、不擅辭令的性格，變得開朗和積極。她認為

能投身這份有意義的工作，助己助人，互勉互勵，尤如上天

的安排，從服務使用者中體會到，能夠四肢行動自如，已非

常感恩。有時活動期間，她偶爾感到不適，參加者會給予鼓

勵和關心。透過與參加者互勉支持，簡單的一個溫情握手擁

抱，Yoyo已感到心滿意足和幸福。

工作是靈丹妙藥
因癌症電療及藥物帶來的影響下，引致後遺症經常出現，然而

工作往往成了她的靈丹妙藥，而且是最有效的止痛藥。自認是

工作狂的她，工作可令她全情投入而忘卻病痛。她笑言每逢假

期休息，便會感到頭痛欲裂，辛苦不已。故此她並沒有選擇退

下工作崗位，反而工作成為她的精神寄託。

她憶述去年2月底，病情突然急劇轉差，須留院治療，再次經

歷生死邊緣，至今仍須長期服食類固醇紓緩痛症。但是正因為

早前她答應過參加者和義工，約定一同參與去年3月9日的機構

賣旗日。為了言而有信，她心想無論如何都要熬過去，最終她

在3月5日出院，就如期出席賣旗籌款活動了。

Yoyo雖不幸患上癌症，但她並沒有自怨自艾，反而令她明白

殘障人士的難處，她更樂於分享自己的經歷，鼓勵殘疾人士接

受培訓及參與義工服務，發揮個人才能及服務他人，以生命影

響生命，其積極樂觀的態度和真誠的笑容，感染著復康會身邊

的使用者、義工和同事們。

記者：義工曾英琴

抗癌同工
以生命影響生命  珍惜服務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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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復康及再培訓中心
最新課程推介
職業復康及再培訓中心即將於藍田中心開辦「產品

推廣助理證書」、「數碼攝影及影視製作證書」以

及於3月舉辦「接待員及實用文職工作證書」僱員

再培訓課程。為配合用者需要，中心亦獲勞工及福

利局資助，舉辦成人教育課程。本年度亦新增了兩

個新課程，分別是「Photoshop入門」及「實用普

通話進階」課程。有興趣的肢體傷殘及長期病患人

士，可致電2816-6112向中心職員查詢。

蘋果日報《睡眠解密》專欄
香港復康會由1月15日起於蘋果日報設專欄《睡眠解密》，隔

周三刊登。專欄由適健中心註冊催眠治療師及註冊護士講解睡

眠健康的知識。專欄內容，請留意蘋果日報及香港復康會

facebook專頁。

「回到心靈的家」
沙維雅生命重塑退修營
一提起「家」，你會聯想起什麼？你可曾想起我們每一個人

的心目中，都對家有一份盼望和期待？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將於2014年3月9日 (星期日)，舉辦

名為「回到心靈的家」沙維雅生命重塑退修營，讓參加者透

過活動，檢視病患對生命及人際關係所面臨的挑戰，並且探

索自我和發掘心靈內在資源，重新擁抱生命，回到我們心靈

的家。

是次活動將於藍田復康徑7號藍田綜合中心鄭德炎日間護理

中心舉行，時間為上午10:00 - 下午4:30。如欲報名及查詢，

請致電2361 2838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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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春操
近年，中國傳統武術—詠春，被電影翻起習武熱潮。很多人學習詠春防禦自衛，你又可有想過以此強身健體呢？

詠春是一種以柔制剛，重視拳腿反應，小力勝大力，是運動量較少的運動，適合任何年齡人士，對長者和身體虛弱者更為合適。

加上詠春是講求人體力學和身心意念一致的運動，以接觸點為力度變化，心身合一。先全身放鬆，然後垂臀鬆腰，以意念把脊骨

拉長往上升便能放鬆神經，同時減輕肩頸、腰部和臀部的日常酸痛。由於詠春每一招、一式都要從脊骨升起，由內而外的出招，

更是保養脊骨健康的好運動。

詠春操示範
以下的詠春操以「小念頭」的意念為本，帶動身體做出不同動

作，適合不同年齡人士練習。每天分早、午、晚三次，每次做

十分鐘，由(一)至 (五) 的動作以循環式的訓練方法各動作做五

十下，每天累積三十分鐘運動量，持之以恆，對保健脊骨、肩

頸、腰、臂、腿、手腕及心肺功能等，會有莫大裨益。

二字箝羊馬
基本姿勢1
雙腳橫開兩步，兩膝微曲內扣，雙拳擺旁。注意「小

念頭」必須把全身放鬆，腰背要直、垂臀鬆腰，兩膝

便自然微屈，毋須刻意屈膝蹲下令壓力集中於膝蓋。

日字衝拳 
上肢2
左手輕握拳，肘底發力沿中線打出，右手肘部輕輕略向下沉，以便

左拳順利擊出，當左拳打進的同時，右拳沿中線快速打出。

溫馨提示
對初學者來說，詠春操宜分早午晚三次練習，每次運動十

分鐘，持之以恆便日見功效。運動前，要注意：

    不宜過飽或過餓

    選擇環境寬敞和安全地方

    溫度適宜，人體舒服和適應

    作適度熱身以暖和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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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適健中心健體教練譚美玲

記者：義工邱清攸

裙裡腿
下肢3
腰直、肩挺、雙手攤出以平衡身

體，垂臀鬆腰腳踢起而不過腰。

切記不要用大腿(四頭肌)發力。

尋橋轉馬
      護手膀手

標指開馬
      轉肩屈肘

軀幹及手腕4

紮好馬步，手臂轉出由下向上移

同時轉馬，這樣不僅擋拳，還能

配合步伐順勢接觸對方並反擊。

軀幹及肩肘5

雙手握拳，左拳置於腰間，右拳

略過前額，然後穩定轉馬至左，

同時右手肘跟隨轉身指向左方。

來回中間時，相反動作，右拳置

於腰間，左拳略過前額，轉馬至

右，同時左手肘指向右方。

新手評語
詠春操是種似難非易的運動，簡單的四款招式中看似十分容易，但其講求

的手腳協調，的確令我這個初學者有點手忙腳亂呢！但令我最印象深刻還

是由意念出發的「小念頭」，起初我本著輕率容易的心態就能成功但卻失

敗後，使我有點不忿，後來再聽導師的指點，集中精神，用心感受和放鬆

身體，原來真的能用意念完成整套動作呢！此後我更欣賞這種充滿內涵的

運動，因為身心的滿足感都很大，希望讀者看後不妨試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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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小子木偶劇場（簡稱：街坊小子）成立於1995年，為香港復康會及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合作項目，透過一班街坊

小子的義工到訪不同學校及機構，演出與時下兒童息息相關的劇目，讓學童認識及學習關心社會及接納別人。義工

Janet及阿文分享參與街坊小子服務的點滴，兩人異口同聲地說，參與服務的原因純粹是湊巧而已。

元老義工參與近廿年
Janet自1995年起、街坊小子成

立以來已當義工，至今將近20

年，可說是街坊小子最資深的

義工之一。她指當初沒有想過

當「街坊小子」的義工，只是

為陪朋友，機緣巧合下一起參

加；後來朋友們都漸漸退出，

唯獨Janet「無心插柳」地尋到

令她留下繼續幫手的樂趣。

Janet分享，在參與過程中體

會到街坊小子義工與別不同之

處。在她心目中，這並不像坊間的義工服務，而是一種非一

般的體驗。她指出每次到訪學校或機構進行演出，都帶給她

不同的體會，亦為她帶來不少在日常工作以外的滿足感。

作為街坊小子的元老級義工，Janet持續參與的因素，是當街

坊小子義工那好玩的心態，以及直接與服務受眾的小朋友互

動的方式。正正因為這些因素，她每一次服務都會全程投入

參與，樂在其中，享受表演過程。她指出在義工服務的過程

中，與小觀眾之間的相互交流，亦有不少難忘的地方，特別

是同學們在參與過程中的即時反應，對她的表演感到雀躍。

這些回憶到今仍令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外，Janet表示街坊小子定期舉行不同的義工培訓或交流活

動，讓義工增值自己，從經驗中學習，擴闊眼界。值得一提

的是，於1999年到美國進行一個慶祝千禧年的木偶表演者的

交流活動。那次交流令她大開眼界，增進了有關木偶表演的

知識，對服務有很大的幫助。此外她亦指出，從與小觀眾互

動中，可以提升自己控制情緒的能力，對她個人有不少的好

處。在服務的過程中，她亦樂於與其他義工合作，能夠認識

志同道合的有心人。

女兒陪伴練對白
阿文成為街坊小子的義工亦是一場巧合。身為家庭主婦的阿文

表示，三年前她的子女已長大了，她打算是時候重返社會，便

嘗試找一些義務工作。剛巧在雜誌上看到街坊小子的義工招募

，一看到是「木偶」及「義工」，腦海即時浮現木偶表演的畫

面，頓時感到很有趣，便二話不說報名了。

參加之後，阿文表示原來要控制木偶的動作絕非易事。一來要

背熟對白，二來講對白時又要配合木偶的口型，三來要演繹誇

張的動作，要靠整個身體的配合去控制木偶，這些對阿文來說

都是一種挑戰。每次表演之後，回想自己做到某個動作時，看

到小朋友有特別開心的反應，下一次亦會再做好些，務求更加

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使他們樂意繼續聽，所以每一場演出都

會有發揮和嘗試的機會，從而得到滿足感。此外，與拍檔的合

作都十分重要，不論拍擋曾否有合作過，阿文認為最重要是兩

人要在短短的排練過程之中得到默契及做好溝通。

她回想有一次深刻的經歷，在於考驗她與拍擋的應變能力。那

一次表演之前，學校老師要求她們要盡量縮短表演的時間，省

卻部分的環節。雖然她當時都感到無奈，始終演出之前已花時

間作好排練，但最終都盡量加快節奏，儘管時間有限，都要確

保將每個劇目的主要訊息好好向同學表達。

阿文指出，她亦會將在街坊小子所見所聞帶回家中，與一對

子女分享。有次，阿文跟他們播放一段表演的片段子女雖然

笑說媽媽演出很無聊，但他們

亦了解媽媽當義工為小朋友帶

出正面訊息，故亦十分支持。

所以每當阿文因為做義工而不

能伴他們，他們都不會投訴；

而女兒亦會協助阿文，在家充

當拍檔，協助她對稿。阿文表

示，家人知道她參與這份對社

會有意義的義務工作，無疑為

她帶來強大的支持。

記者：義工梁冠邦

想成為義工木偶師？想成為義工木偶師？
今次能夠看到兩位義工除下在台上帶著的黑色面紗，親切地感受到當街坊小子

義工的喜悅掛在她們的笑臉上。從Janet及阿文口中，可深深體會到街坊小子

義工服務當中吸引之處，在於義工在表演的發揮空間以及從小觀眾反應中獲得

的滿足感。

若果要成為街坊小子義工木偶師，需要完成有關操偶技巧、劇本對講等訓練。

查詢請聯絡：2819 3611或瀏覽網址www.hkkob.org。

歡迎義工木偶師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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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千人 走萬步 數碼港 獻愛心
 健康萬步數碼港          圓滿舉行

「香港復康會」及「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合辦第十屆「健康萬步數碼港」

已於11月10日(星期日)早上舉行，吸引了逾千名來自工商機構、政府部門、學校

及病人組織報名參與，場面十分熱鬧。

「健康萬步數碼港」今年已踏入第十年，一直透過5公里賽跑和4公里步行及1.5

公里傷健步行，為國內及本地的復康工作籌募服務經費，今年活動共籌得港幣75

萬元善款。

活動能夠順利舉行，感謝贊助機構的鼎力支持及呼籲員工組隊參與！更要感謝各

個義工團體的協助，最後要感謝每一位參加者，身體力行支持香港復康會，讓我

們做到「助殘疾 活出豐盛人生」！

衷心感謝下列贊助機構：

中原地產亞太區總裁黃偉雄先生(右)致送

30萬支票，由香港復康會主席張偉良先生

及活動大使蘇樺偉代表接受。

主禮嘉賓及活動主要贊助主持4公里步行

及1.5公里傷健步行起步禮。

施子超以18分42秒得到5公里

賽跑全場男子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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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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間慷慨捐款，

大力支持本會服務。

以下排名不分先後，只按英文名稱譯音順序。

LEE Irene

LEE Wendy

LEUNG Shui-jing

TSENG Hon-kwong William

YUE Wai-kwan

個人 (捐款港幣3,000元或以上)

Abbvie Limited

Celki VitalAire

Hong Kong Parkinson’s Disease Foundation

IBM China / Hong Kong Limited

王祖寶基金會有限公司

團體 (捐款港幣10,000元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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