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忙的下班時間，旺角街道上人群熙來攘往。

鄭啟文(Kevin)說約在旺角做訪問，心中其實掠

過一絲疑慮，在這種喧鬧擠迫的場景，是否合

適。但當到拍照時，Kevin氣定神閒，熟練地從

掛在輪椅後面的背包拿出攝影器材，小心翼翼

地逐件裝好，然後手執照相機，配合著攝影義

工，在不同的位置、角度、距離，讓他拍攝。

過程中Kevin總是不慌不忙，旁邊左穿右插的途

人以及他們好奇的眼光都沒有使他分心。個子

小小的Kevin，顯現出滿滿的自信和歷練。



自學攝影的法門
Kevin高中時開始接觸攝影，自學短短5年，便贏得「香港展能

節」創意攝影比賽冠軍，繼而代表香港奪得「國際展能節」創

意攝影比賽優異獎。Kevin有什麼自學的竅門呢？「其實都

是靠多練習，肯投放時間。我常對攝影班的學員說，真正喜

愛攝影的話，不一定要上課學習。有興趣就自然會上網找尋

有關資料，磨練得一年多便能掌握基本技巧。」Kevin在自

學的過程中，看很多有關攝影的讀物，尤其是外國的技術，

以擴闊視野。之後他會選擇自己喜歡的作品類型，不停地練

習。練習時，先不去翻看原作者用了什麼技巧拍攝，而是自

己去摸索、嘗試，然後才作比較，再去改進。Kevin強調：

「Practice makes perfect，創作是沒有捷徑的。」

Kevin的攝影秘訣還有「三到」：眼到、耳到、口到。身邊的

人和環境是創作靈感的泉源，攝影師必須保持敏銳的觸覺。

Kevin走在街上，喜歡觀察周圍的事物。Kevin亦會對各類聲

音提高警覺，因為聲音的源頭往往可能有值得攝獵的鏡頭和

場景。Kevin更喜歡與人交談，再將他們的故事呈現在畫面

上，為影像注入生命和情感。

創作為社會議題發聲
對藝術和創作早有明顯偏好的Kevin，中學時有選修美術。

可惜發覺自己畫畫的造詣不高，到預科時便再沒有修讀。期

間Kevin開始發展攝影的興趣，希望用光影滿足他對創作的

渴求。對於攝影比賽，Kevin其實並不熱衷。說來很有趣，

那年的「香港展能節」，他原先是報名參加插花比賽的，但

老師知道他愛攝影，便提議他不如順道也參加攝影比賽，結

果贏得冠軍及之後的國際獎項。不過這無心插柳的收穫，對

Kevin別具意義。「在父母眼中，創作只能是興趣，不可以

當職業。我家人大多從事金融業，父親也想我入這行。我雖

然不抗拒，但可以的話我不會揀。得獎讓家人明白『創作』

不是玩意，可以是一項認真的工作。我很慶幸家人最終容許

我選擇這條路。藉此我也想忠告年輕人，若要追求夢想，便

要努力做出成績來，說服家人。」

「創作」一詞往往使人聯想到「浪漫」、「天馬行空」，

Kevin卻以「紀律」和「嚴謹」展現他的創作風格。Kevin認

為令人深刻的作品，不能只流於美觀，更要傳達訊息。他要

求每一個畫面都要有訊息，拍攝前必須想清楚目的、相片要

表達些什麼。所以，Kevin的創作項目，都是經過長時間的

醞釀、構思、設計和資料搜集，就如他早年那輯LegoMan作

品，計劃及籌備用了一年多，拍攝50多張相片用了9個月，

合共整整兩年。Kevin說：「我不讓自己憑衝動或即興去創

作，也不容許自己因懶惰而使作品有瑕疵。」

Kevin不喜歡參加比賽，卻積極參與各類型的攝影展覽。

「展覽是一個很好的平台，讓我能直接與觀眾溝通，以及透過

攝影，為社會議題發聲。」多年來Kevin精心經營的創作，大

都與社會議題有關。他的作品往往引發對社會問題的反思。

他最近一輯展覽作品就是反映母乳餵哺的議題。「政府一直

提倡母乳餵哺，但公眾教育做得不夠。為何在公眾場所不容

許媽咪餵母乳？為何要她們入公廁餵？為何公司要媽咪入廁

所泵奶？這其實很不衛生。我希望那些展品可以喚起人們的

同理心，體會一下易地而處時有什麼感受。」除了攝影，

Kevin亦學習和嘗試結合其他藝術媒體如影片、街頭藝術、

行為藝術和裝置藝術等，以多元化的創作去探索社會議題。



當攝影師的一團火
患有先天性「季肋發育不全症」(屬侏儒症的一種)的

Kevin，自幼雙腿失去活動能力，憑著無比的毅力和堅

持，踏上了一般人都覺得不易走甚至是不可能的創作

路。現在是自由攝影師的他，笑著說：「我不想美化

攝影師的工作，這一行其實好辛苦，日曬雨淋，人工

又不高。若有輪椅朋友跟我說要做攝影師，我一定先

嚇嚇他，叫他想清楚。但如果你有一顆熱切追求理想

的心，這些便微不足道。我們也要經常練習，不是

假日去玩玩，而是每天去拍。你必須心中有一團火

才能做到。」不過，對於輪椅朋友想學習攝影作為興

趣，Kevin卻非常鼓勵。「因為攝影會使人無形中多

走到戶外，多看外面的世界，眼界開闊了，心境也自

然開朗些。」

Kevin的攝影隨身三寶
攝影師隨身最貴重的不是相機、鏡頭和腳架嗎？

原來除了這些標準器材，Kevin還會運用隨身的幾件

寶物，幫助他練習攝影，尋找創作意念。

寶物1  - 手機
Kevin形容智能手機的拍攝功能「快靚正」，有時不

想背著重贅的器材，但又要保持對周圍事物的觀察，

不想錯過任何值得拍攝的畫面，手機便是很好的代

替品。

寶物2 - 萬花筒
這是一件小道具，Kevin利用它作為媒介，嘗試不同

的效果，為畫面曾添美感。

寶物3  -  Lego公仔
Kevin隨身攜帶的兩個Lego公仔有多種用途：可充

當模特兒，用作練習構圖、運用光線技巧，也可為

畫面加入故事。



透過安全而科學的運動及飲食控制方法，改善體型及健康，達致體重控

制效果。一個有效、安全體重控制，不但可改善體態和儀表，更可預防

多種慢性疾病。

對象︰體重過重人士

專業團隊︰註冊護士、專業體重管理導師、專業體適能教練

內容： 全面健康評估(包括血液快速測試、測試血糖及血脂)
 分析個人致肥因素
 建議個人營養餐單及運動處方
 定期監測及調整減肥進度
 減肥運動指導及理論
 教授科學化減肥理論
費用︰$6,000 

詳情︰ 共16節，每節1小時(一對一服務)，

 上課日期及時間可與導師自行安排

查詢及報名：2772 3366 (藍田適健中心)

網址︰www.hkwellness.org

I Fit個人體重管理計劃

由社區復康網絡主辦，瑞銀集團贊助，活動將於11月28日下午

2:30至5:00在理工大學平台舉行，各中心之「才藝小組」組員將

會分享參與「蛻變美麗人生才藝訓練班」的得著。活動並設有才

藝表演及互動攤位活動。費用全免，歡迎到場參與。

查詢：2775-4414。

豐盛生命計劃：藝才大笪地

職業復康及再培訓中心即將於十至十二月，分別於藍田及屯門中心為

殘疾人士開辦再培訓課程，包括「接待員及實用文職工作基礎證書」

(藍田)、「網頁設計及製作基礎證書」(屯門)及「店務及客戶服務基礎

證書」(藍田 / 屯門)等多個課程。有興趣的肢體傷殘及長期病患人士，

可致電2816-6112或2816-6113，與中心職員聯絡。

另外，中心亦於Facebook設立專頁，定期將最新培訓課程、活動資訊、

活 動 花 絮 及 聘 請 殘 疾 人 士 的 職 位 空 缺 ， 於 專 頁 平 台 發 放 。 請 於

Facebook輸入“VRRC”或“職業復康及再培訓中心”搜尋，瀏覽我

們的專頁！

職訓課程推介



為慶祝華康復康用品直銷中心成立三周年，本店樂意為大家提供更全面服務。
全新智能手機訂購系統正式投入服務，客戶可利用手機通訊應用程式進行落單
及查詢產品資料。

由即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凡首次透過WhatsApp、Line或WeChat進行訂購
滿$500，即可享全單95折優惠。

優惠條款:
1. 只限首次以WhatsApp/Line/WeChat進行訂購方可享用優惠
2.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3. 本店保留一切修改或停止本優惠的權利
4. 智能手機訂購功能只接受貨到付款/銀行轉帳及支票之付款方式

網上商店: http://dsc.wahhong.hk
手機號碼: 5109 6509

華康復康用品直銷中心三周年
全新智能手機訂購系統正式投入服務

不少輪椅人士因交通或經濟原因，鮮有參與日常社交活動，甚至十多年沒有到電影院

看戲。於6月27日，易達轎車「八達通復康交通資助計劃」特別資助八名經濟困難的

輪椅使用者及其家屬，到戲院欣賞電影《侏羅紀世界》，讓他們重投社交生活，享受

生活姿采。

參加者黃國華(圖左)表示，基於經濟情況，他與家人以往鮮有機會外出娛樂，但自從

獲八達通資助其乘搭易達轎車後，他多了外出聚會和做義工，令生活更充實。

截至2015年8月，「八達通復康交通資助計劃」已為4,380人次的低收入輪椅使用者提

供逾10,400程點對點的、方便又舒適無障礙交通服務。有關資助計劃的詳情，請致電

熱線8106 8098 或瀏覽該計劃專頁 www.rehabsociety.org.hk/octopus。

外出聯誼更加倍方便

本會今年將首次參與「敬老護老愛心券」慈善籌款運動，為長者復康服務籌募發展

經費，希望大家可以慷慨解囊。活動詳情如下:

「敬老護老愛心券」籌款活動
日期: 10月24日至11月29日
「愛心券」每張定價港幣十元，以慈善券形式發售，歡迎大家慷慨解囊，購買愛心

券，以支持本會長者服務發展。活動詳情請留意日後宣傳或向中心查詢。

「敬老護老愛心券」慈善籌款運動

有見近日本港不少市民受到「食水含鉛」問題困擾，為了讓大家能使用清潔及健康的食水，營
康薈誠意為大家提供英國道爾頓DOULTON濾水器以供選購。

道爾頓濾水器價錢實惠，並符合「NSF #42, #53 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認證」，配合指定型號濾
芯，實證能有效過濾鉛。

現在會員價由HK$399起，如需了解更詳鈿之產品資料或進行訂購，請即致電2717 2727與本店
職員聯絡。

門市地址：九龍油塘高超道38號大本型2樓228號舖 (油塘港鐵站A出口)

關注鉛水問題



新服務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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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時今日的社會，資訊科技與日常生活已密不可分，與此同時，健康管理亦日益重要。

有見及此，最新服務「康程式」(e2Care)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全力支持，已於9月面世，

就讓我們一齊踏上 e2Care的悠然自得健康之道！

生活模式有變
e2Care順應而生
e2Care助理項目總監劉素琼(Jenny)回想，社區復康網絡已

營運了二十年，以往互聯網的應用沒那麼普及，參加者必須

親身來到復康中心取資料和參加服務。但近年參加者的動機

則沒有以前強烈，他們多是退休人士，或是年紀較大的。除

此之外，其實有為數不少的年輕市民，他們雖然也有各種健

康的挑戰或風險，但因習慣了網上找資料、或工作困身等種

種原因，不太願意親身到中心。e2Care便能配合他們的生活

方式，讓他們取得維持健康生活的訊息。

目標對象：都市大忙人
e2Care這免費網上資源，希望吸引大約40-60

歲、在職、平時沒時間管理健康的人士，毋須

親身蒞臨中心，都有另一渠道去認識管理自己疾

病的方法。內容涵蓋的病科，包括糖尿病、高血

壓、肥胖、中風、中風失語症等。而針對某些病

科的患者，需在家治療才達到復康效果，他們的

照顧者 亦順理成章成為e2Care的對象。而

e2Care亦提供社區復康網絡的中心課程的報名

功能。

事實上，健康人士亦可找到健康訊息以促進保健

之效。e2Care內容包羅醫療常識、生活習慣的

調整，所以亦適合健康高危族瀏覽。網上資源亦

突破時空限制，e2Care設有繁、簡體字版，

以及粵語、普通話版本。方便本地人瀏覽之外，

更可讓內地以及海外華人登記成為用戶。除此

之外，網頁更設有論壇，讓使用者討論健康

心得。

服務巡禮
走進復康會，了解不同服務

www.e2Care.hk 即刻行動登入e2Care，一齊踏上悠然自得健康之道！









從殘疾觀點和角度看鉛水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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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七月啟晴邨被驗出有食水樣本含鉛超標，接著不同公共屋邨以及私人屋苑，以至學校亦有超

標情況，令公眾非常擔心。有居民每天買水抬水、有人每天擔心健康、更有受影響孕婦、哺乳

母親、兒童血液含鉛超標。可惜的是，政府的回應被動亦緩慢，未能讓公眾有一個安心的解決問

題藍圖。在事件中，社會一直最關注兒童，我們亦當然同意鉛對兒童的腦部發展有很大影響，對

於兒童的支援，如驗血服務其實已大排長龍、支援血鉛超標及學習遲緩學童上亦未見有政策。更

甚者，在執筆之時，長期病患者和殘疾人士仍未被列入支援之列。

高永文局長曾公開指出，長期病患者如腎病、腎衰竭病人，身體在排走重金屬上有困難，當中

當然包括鉛。我也接觸過腎衰竭患者，他們如過量進食一些鉀質較多的食物，也可能需要服藥

以排走相關殘餘物質，更何況現在談的是鉛或其他有害重金屬？除腎病患者以外，鉛和相關重

金屬對長期病患者及殘疾人士的健康風險也一定較高。可惜的是，政府一直無視病人和殘疾人

士的需要，未有提供相關驗血或支援服務。我們一直要求將相關服務由兒童、孕婦、哺乳母親

擴展至長者、長期病患者、殘疾人士，但未被採納。

除了住屋，有學校亦驗出水樣本鉛超標，令人擔心福利單位如殘疾人士住宿服務或日間護理中

心、有膳食服務的家居照顧服務等，究竟食水會否有問題。我亦已要求勞福局全面檢視這些社

會服務單位的情況及加強支援，可惜政府也是未有正面回應。若找不到「鉛頭」，近十數年間

新建的房屋、學校和福利處所，也會一直面對健康風險，希望政府能盡快有承擔地，解決「鉛

頭」，補救市民健康，也在制訂社會政策時，多一點殘疾觀點和角度。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為什麼要參加比賽？
參加比賽可以成為自己保持操練的動力。精心定下了操練的具體計劃後，便要持續地操練，除此之外，亦可以

和其他志同道合的跑手交流心得並保持友誼，互相鼓勵，才會令跑步這項個人運動不致於枯燥乏味。而參加比

賽的目標可以是志在完成比賽，突破自己的個人最佳成績，亦可以是帶領朋友去完成比賽。嘗試為每次比賽定

下不同的目標，讓操練和比賽的過程互相緊扣，就能使跑步這項運動持續地進行，增添趣味。

到目前為止，我參加了數次的渣打馬拉松和樂施毅行者。重複的參賽不但令我可以累積經驗及突破自己的極限，

還可以鼓勵其他截肢者去嘗試參賽。其實，在最初考慮參加比賽時，我和一般人一樣也曾猶豫，擔心自身的情況

是否可以去跑，因為我已經三十多年沒有跑過， 而且早已過了英勇之年，正在步入老年期。但是，我回心一想，

我成為老人家又如何？我又不是要去和別人一爭長短，只是想要鍛練好自己的身心，增強體能，令身體機能退化

得較緩慢，多活躍幾年就於願已足！ 

因此我當年大著膽子去應戰，由朋友代我報名參加二人隊際十公里賽。雖然我起初時也害怕會在比賽中連累到

朋友落敗，不過幸好有太太鼓勵我：「跑不了便步行回終點，沒有什麽大不了的。」而且，她亦陪我到運動場

操練，令我可以專心跑步，不用理會旁人的目光。

現在回想起當年的大膽舉動，全靠當中經歷了長

年累月的操練，就算在過程中不斷遇到困難，亦苦

煞思量的想盡辦法去克服，才能使我遇強越強。所

以，我今年毫不猶豫地決定挑戰橫越阿塔卡馬沙

漠的比賽！這賽事全長250公里，分6個階段進

行，限時7天，需要參賽者自給自足的徒步完成，

而且所經過的賽道有溪流、黃土沙丘、鬆散鹽地⋯

等等。我但求平安衝線，决不會極速完成。那怕是

成為包尾大幡，也是我的光榮！

香港截肢者體育會
馮錦雄

有好專欄
友好寫的，當然有好專欄！

今年8月為備戰沙漠馬拉松而在大浪灣操練。

鉛



蹤跡易

在說「不可能」之前，先行動吧！
八月二十九日，老戰士之家舉辦「抗戰勝利70周年聯歡聚餐」，出席者包括一位坐輪椅的老戰士。酒樓沒有

電梯，職員不肯把伯伯抬上三樓午宴場地，說：「不可能，萬一有所損傷我擔當不來。」可知道，這次聚會

對伯伯和他的戰友來說，意義多重大！立即號召幾位壯丁襄助，眾人合力把伯伯連人帶輪椅抬上三樓。用餐

完畢，信手拈來一張桌布當安全帶把伯伯繫穩在輪椅上，眾人再次把伯伯抬下樓。伯伯開懷笑了，似乎沒有

擔心過損傷的問題。

固然理解酒樓職員的顧慮，事實上，在現今事事「問責」的社會氣氛之下，這種顧慮心態非常普遍。志願機

構舉辦活動讓殘疾朋友參加，當發現缺乏合規格的設施，或未能按正常程序進行時，大家便猶疑了，說這個

不可能，那個不可行。總之就是資源有限，不可能！一年之中，很多活動都因為太多的「不可能」而被迫取

消，能讓殘疾人士走進社會的活動寥寥可數。然後來到年度總結，大家忙於籌備頒獎典禮和聯歡聚餐，高高

興興頒獎和吃飯，交代了整年「業績」後，再申請來年撥款。

頒獎典禮和聯歡聚餐，花很多錢往機構面上貼金，但對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有甚麼幫助？殘疾人士能受惠多少？為

什麼不把錢花在實際行動上，把「不可能」都變成「可能」，令殘疾人士切切實實得到幫助，令我們的社會變成

真正的無障礙社會！原來資源從來不缺，最缺乏的是行動的勇氣。難道要等所有地方都安裝了電梯，才可以帶輪

椅朋友前往？把花在頒獎禮的錢用在請人抬輪椅，不是立即解決了問題嗎？困難一定有，但不表示「不可能」。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說「不可能」之前，先拿出勇氣來實際行動吧！否則，即使每年再多幾個志願機構成立，

再增加幾百萬元撥款，殘疾朋友仍然只是一年一度嘉許大會上的陪襯品而已。

共融網絡主席
李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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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載行程資料
日期：2015-09-24

上車地點：堅尼地城星星大廈 
時間 07:00

落車地點：鰂魚涌太陽小學 
時間 08:00

乘客：
陳小娟已到達
目的地：太陽小學
時間：2015-09-24 08:01:30

拜拜！
加油呀！

時間 
 啱啱好！

正！

等等！收到司機的短訊，

會遲20分鐘先到呀，

可以慢慢都唔遲。

喂！夠鐘啦，快啲
執好啲嘢，出去等
復康巴士嚟啦！

「蹤跡易」是復康巴士現行的試驗計劃，正進行小規模測試。運用網上平台、衛星定位系統、以及平板電腦應用程式集成

技術，司機隨身備有平板電腦，直接瀏覽車程紀錄及資訊；另外，系統可以向乘客發出SMS訊息，方便乘客掌握車輛到達

時間，讓家人安心，如遇到突發情況，可大大節省他們在街上候車的時間和減低意外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