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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星如 擊出人生座標
自閉童融入主流學校

慈善事業要可持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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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手記
奔向地平線上的亮點
假如美國哈佛的 「商管學大師」 Michael Porter 在香港遇上拳擊手 「神奇小子」 曹星
如，他們倆有沒有共同話題？
Porter 教授上月應馬會邀請，來港出席一個國際慈善論壇，向在場逾千名與會者分享
了他的 「創造共享價值」 理念。69 歲的教授動作矯健、思路清晰，台上台下都不厭其煩
地闡釋是時侯改變 「送支票式的」 傳統捐贈概念，呼籲社會各方以新思維發揚 「共享價
值」 的精神，達致持續發展的目標。
這裡提及的目標、價值，廣義而言，對 「二十連勝」 的香港首位全職西洋拳擊手曹星
如來說，應該體會至深。撥開渾噩看清方向，咬緊牙關、跌倒再站起，然後一次又一
次，在擂台上獲得最後勝利；建立了人生座標，他的 「價值」 在於贏得群眾的認同。
一位大師，一個小子，兩人分別接受今期 「一線人脈」 及 「答客問」 的訪問，在《駿
步人生》這個平台，與讀者分享個人信念，鼓勵大家審視過去，創造價值，用力擁抱並
實踐訂下的目標。
今期 「美藝星評」 的星級作者潘麗瓊還會帶讀者重返本地首個戶外影像節的現場，重
温藝術的多元性。
躍動的都市，光圈愛漫遊，捕捉剎那，留住地平線上一個又一個的亮點。

一線

脈
樂行善行、人生雋智，城中精英傾情對話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
教 授 Michael Porter
認為，現在正是一個上
佳的時機，讓香港社會各
界一同思考，商界、社會服
務機構、慈善基金會和政府
等，面對社會各種挑戰，究竟
應該扮演甚麼角色。而最終改變
的關鍵，在於能否成功令相關人
士和機構，由理解到接納以賺取利
潤為手段，進而發展出長遠可持續的
營運模式。轉變的過程，他認為香港賽
馬會進一步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且聯
繫著公、私、社 （即政府、私人企業、
非牟利機構），透過溝通交流發掘創見
和機會。2016 年 「慈善共創 都市聚
焦」 國際慈善論壇，也許可以視作轉
變的契機之一。

哈佛商管學大師：

慈善事業要可
1

可持續營運
2

「請容許我大膽講句，在座仍然有不少人對賺取利潤

這個概念非常抗拒。不過，我今天來到這裡，就是希望
改變大家這種先入為主的想法。」 在 9 月下旬的 「慈善
共創 都市聚焦」 國際慈善論壇，主講嘉賓、哈佛大學
商學院教授 Michael Porter 在答問環節中的這一句回
應，可以算是對他自己所提倡的 「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留下了一個強而有力的
註解。

純粹捐獻不能持久
「創造共享價值」 顧名思義， 「創造」 、 「共享」 和

「價值」 都是同等重要，Michael Porter 的創見在於將

「創造」 這個元素，帶回公眾的討論當中。傳統的慈

善，主要功能在於資源的再分配，簡而言之就是捐獻。
不過，單純的捐獻，始終及不上有創造價值能力的機構
般可持續發展，這也就是 「創造共享價值」 的精神。
相信出席 「慈善共創 都市聚焦」 國際慈善論壇的與

會者，對 「創造共享價值」 的精神不會感到陌生。畢

竟，社會企業這個概念在香港也開始落地生根，但始終
距離公、私、社緊密結合，應對社會和環境轉變等各種
挑戰，仍然有一段漫長的路。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主辦的 「慈善共創 都市

聚焦」 國際慈善論壇，目標就是要提供交流平台，促進
各方透過溝通建立長遠協作關係，共同面對挑戰，建立
都市的美好將來。事實上，作為香港最大的慈善公益機
構，香港賽馬會在促進這個都市的公益事業的發展，也
有一個極為獨特的地位。

馬會具獨特地位
在 Michael Porter
眼中，香港作為
一個自由市場，
有其獨特的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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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Porter 認為，香港賽馬會在慈善事業上有許
多創舉，扮演著楷模以及促進者的角色；它同時具有獨
特地位，在社會上充當一個聯繫者。

一連兩日的 「慈
善共創 都市聚
焦」 國際慈善論
壇圓滿閉幕，共
吸引逾千人入
場。

馬會在香港提供世界級賽馬娛樂及有節制博彩，回饋社會，
改善民生。在二○一五／一六年度，馬會透過各項博彩稅及利
得稅，為政府庫房帶來破紀錄的二百零九億港元收入，連同十
二億八千萬港元獎券基金撥款，以及刷新紀錄達三十九億港元
的慈善及社區項目捐款，該年度直接回饋香港的金額，高達二

機構成價值創造者
「非牟利機構的管理層除了要提升管理及財務控制的水平，

增加效率，在 『創造共享價值』 的框架下，他們更加可以選擇

設計出新營運模式，或許有部份的收入來自政府以及慈善捐

百六十億九千萬港元，較上年度上升百分之四。而馬會慈善信

贈，但也可以重新定位成價值創造者，與其他商業機構合作，

託基金於 「世界慈善指數 2015」 中名列第六位，更是亞洲慈

賺取利潤。重點是他們要明白，任何機構的最終出路就是要有

善公益機構中排名第一。

能力自負盈虧，不能夠永遠依賴捐獻和補助運作。不少非牟利
機構將大量時間和資源投放在籌款，變相就是減少了它們影響

商界和社會的互動關係，一直在轉變。傳統由商界和企業建

社會，改善別人生活的時間和機會。事實上，我也見到不少非

立的慈善基金會，最主要功能是向不同的社福機構提供撥款。

牟利機構正在轉變，面這種轉變令人感到鼓舞。社企的概念，

到後來，商界漸漸發展出一套將各種企業社會責任

也不再是初創的機構所專有，就連傳統的非牟利機構也會透過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也 一 併 融 入 的 營 運 模

參考社企的營運模式，提升營運能力，加強對社會需求的支

式。 「創造共享價值」 的模式卻更進一步：企業要將解決社會

援。」

問題轉化為商機，透過取得經濟效益建立可持續的營運模式。
另一方面，非牟利機構也可以透過轉型成為服務提供者，取諸
於民，用諸於民。

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右二）聯同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左二）等嘉
賓，為 「香港國際慈善及社企周
2016」 主持聯合開幕禮。 「慈善共
創 都市聚焦」 國際慈善論壇是為
一連七日 「香港國際慈善及社企周
2016」 的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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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 教授趁出席論壇期
間，與馬會主席葉錫安博
士(右四)、副主席周永健
（左三）、馬會董事陳南
祿（右二）、李家祥博士
（左二）、周松崗爵士
（左四）、梁高美懿（右
三）、楊紹信（左一）及
行政總裁應家柏（右一）
會面交流。

然而社會服務，始終不可能完全以商業模式運作，所以
Michael Porter 提出了 「慈善基金會作為積極投資者」 的比

魚與熊掌可兼得

務機構之間的界線，會越來越模糊。話雖如此，但慈善基金會

是誰，他們的需要又是甚麼，怎樣才可以不斷更新和提升服務

的角色仍然存在。作為資源分配的把關者，慈善基金會將會像

的選擇和水平等。簡而言之，認為魚與熊掌可以兼得，賺取利

活躍的投資者般，主動地去尋找項目，發掘和培訓人才，加強

潤和應付社會挑戰，不應該是對立的概念，而是相輔相成的兩

社會企業的管治。」

條支柱；再加上政府作為第三條支柱，社會才可以更平衡穩

喻： 「在一個共享價值的社會，牟利商業機構和非牟利社會服

作為面向社會大眾的機構，責任就是認清和了解所服務的人

定，而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將一些傳統的 「公共產物」

（Public Goods） 變 成 可 以 由 民 間 機 構 以 「 私 有 產 物 」

（Private Goods）的形式提供，一方面減輕政府的負擔，另
一方面也改善使用者的感受和體驗，這正正就是創造價值的過
程。
「慈善共創 都市聚焦」 國際慈善論壇，可被視為連串轉變

的起步點，不過在 Michael Porter 眼中，當中關鍵的轉變仍

然是社會大眾對 「賺取利潤」 要有新的觀感： 「我在哈佛商學

院有不少學生，資質極為優異。雖然有不少人仍然選擇畢業後
加入傳統的商業機構，但他們當中有近乎三分之一選擇投身改
變社會為目標的初創企業。與此同時，教我感到驚訝的是，社
Porter 教授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右）及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
執行總監張亮（左），探討如何將共享價值應用於都市慈善事業。

會上亦有不少人對賺取利潤存有偏見。有時我也不禁反思，為
何會出現這種想法？四、五十年前的世界，公眾不會覺得賺取
利潤有任何問題。本來，任何一間企業或機構，只有在滿足到
社會的需求，而消費者又能夠負擔時，才可以賺取得到利潤，
當中又何錯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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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現場片段，請瀏覽：

重新看待賺取利潤
「大家以為在香港地追求利潤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在過去幾

天已經有不少人告訴我，他們覺得賺取利潤是一種剝削。我相
信這種想法源於經濟結構轉變，不少傳統行業的消失引發出朝
不保夕的不安感，也有不少人擔心，自己在未來是否能夠保持
現在的生活質素，繼而產生了對市場的不信任。事實上，我們
在哈佛商學院，對這種現象是頗令人憂心的。當下的社會面對
各種挑戰，企業如何自處不但影響到他們的形象，也影響到公
眾對利潤這個概念的理解。」

Michael Porter 不但點出了轉

變的關鍵，同時也道盡了當中將會面對的挑戰。
究竟香港有沒有條件轉變成一個共享價值的社會？在
Michael Porter 眼中，香港作為一個自由市場，有獨特的歷
史；政府向來對社會發生的事情，盡量不加干預，也應該算是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優點。在過去廿多年來，這個大都市也
出現了許多新的挑戰；例如市民收入的差距在擴大、人口老
化、公共醫療服務的負擔、甚至氣候環境變化等等。他察覺
到，在自由市場的傳統與各種挑戰之間，香港社會存在著一定
矛盾。雖然政府也推出了像最低工資和交通津貼等具針對性的
政策，嘗試緩和當中的張力，但香港的
企業，因為長期在自由市場的傳統下運
作，所以未見有深度投入參與社會事
務。慈善基金會雖然算是活躍，然而功
能和模式上仍然傾向傳統。

上佳時機反思挑戰
正 因 如 此 Michael Porter 更 加 認
為，現在正是一個上佳的時機，讓社會
各界一同思考，商界、社會服務機構、
慈善基金會和政府等，究竟應該扮演甚
麼角色。甚至可以說，成功過渡到一個
能夠兼容市場運作和應付社會挑戰的共
享價值社會，是處理當前社會面對各種
挑戰，至為關鍵的第一步。
撰文：李兆富

Michael Porter 於主題演講上，與參加者分享共享價值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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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報道

多角度探討焦點議題

跳繩 足毽 冰球

奧運場外發揚 體育

今屆里約熱內盧奧運曲終人散，惟體育精神長存。世界上無數人仍然日
以繼夜努力訓練，為下一次出賽作好準備。那管是熱門項目的頂尖運動
員，抑或是新興項目的業餘參與者，投入運動帶來的樂趣、榮耀、個人
身心提升等優點，驅使他們繼續拚出汗水和淚水，爭取最佳表現。其
實，即使未有機會向奧運 「衝金」 的項目，運動員仍然默默耕耘，向著
更高目標邁進。專題報道今次介紹三個好玩運動，了解這批運動員的心
聲及關注，同時表揚他們一顆顆孜孜不倦的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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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繩
堅持跳出我天地
晚上 7 時，天水圍一間中學的禮堂裏，有數十位青少年正在練習花式
跳繩。別以為只是一般的興趣班，花式跳繩講求的是放柄純熟、轉折流
動、速度轉向、腳步動作，並配合音樂節奏。較早前在瑞典舉行的 「世

界跳繩錦標賽 2016」 中，香港跳繩代表隊勇奪 79 面獎牌，當中三位成
員賴樂賢（17 歲）、林學雅（15 歲）及夏晧輝（19 歲）奪得 「三人交
互繩花式項目」 冠軍，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混合組別奪得金牌。

花式跳繩運動在 90 年代引入香港，自 97 年中國香港跳繩總會成立
後，更多人參與這項運動。參與花式跳繩運動，有的是為了興趣，有的
視作參加課外活動，更有人是為了想增高而參與。最後憑著一條繩，將
他們連繫起來，訓練過後也感受到幾許辛酸。
成員賴樂賢曾在練習期間因轉繩的速度太快，而被繩子打倒。林學雅
則說： 「有時要到不同的場地練習，家人也叫我放棄。」 雖然如此，大

家都沒有放棄，最終在決賽場上零失誤，成功奪
冠。夏晧輝說： 「花式跳繩讓我得到很大的滿足
感，得到自信，也擴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馬會贊助世錦賽

精神

育

香港專業技術跳繩訓練社課程總監鍾綺鋒
教練說，跳繩運動發展最大的困難是尋找練
習場地， 「需要一些樓底較高的工廠大廈，或

需向學校借用場地。」 另外，運動員出外比賽，
鍾綺鋒教練

往往需要支付上萬元旅費，構成一定經濟壓力。

他讚揚馬會於 2014 年贊助舉辦 「世界跳繩錦標賽」 ，說這次比賽在

香港舉辦，許多國際勁旅來港獻技，讓更多人認識跳繩運動。另一方
面，馬會邀請了本地運動員擔任跳繩大使，用一年時間到各學校巡迴宣
傳，吸引更多學生參與。

跳繩隊員經過艱苦訓練，培養
出彼此的默契。

林學雅（左）、賴樂賢（中）及夏晧輝（右）早前在
瑞典奪得 「三人交互繩花式項目」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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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毽
帶多種運動影子
同樣是以足部為主的運動，足毽的參與人數由 2 至 10 人不
等，即使是狹小的空間也可以玩。香港足毽代表隊員韓思明說：
「足毽混合了多種運動的影子，例如與足球一樣，主要運用腳

法、配合羽毛球的場地，以及類似排球的規則（四下傳球）。」

香港足毽總會有限公司（足毽總會）主席郭兆添說： 「早在

80 年代，足毽總會的前身是業餘性質，由舉行訓練班開始，慢
慢建立聯賽制度，現時本地聯賽有甲乙丙組。足毽總會每年也會
進行淘汰賽，挑選成績最好的運動員代表香港。」

（左起）麥國馨、鄧卓堯及韓思明，期望為香港隊爭取佳績。

郭兆添說，以往康文署有場地限制，普通市民不能預約羽毛球
場進行練習；後來政府提出善用資源政策，活化閒置的場地，並
在總會的爭取下，如今任何市民都可預約康文署轄下羽毛球場來
練習足毽。
26 歲的韓思明經常代表香港出賽。 「最難忘是去年到意大利

隊員包括老中青

參加世界錦標賽，在男雙及男子團體項目上奪得銅牌。由於足毽

在比賽場上，足毽同樣劃分多個項目，包括男女單人、男女雙
人、混合賽及團體賽，香港代表隊每月進行三次集訓，老中青隊

運動較冷門，較難引入內地的優秀教練，希望這情況有所改
善。」

員都聚首一堂。19 歲的鄧卓堯經過多次嘗試才晉身港隊，他
說： 「由 2014 年開始，我每年都參與港隊遴選，首兩次失敗而

帶較緊，練習時要花更多時間拉筋；2010 年出現血管增生問

通過遴選。」

題，手術後視力大不如前，要靠身體感覺，彌補視力的不足。」

球員穿著的特製足毽鞋，
需到深圳才購買得到。

足毽集足球、羽毛球及
排球的元素於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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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歲、身兼體育教師及足毽運動員的麥國馨坦言： 「我的韌

回，曾經想過放棄，幸好得到隊友的支持，與我一起練習，最終

Oscar （ 左 ） 及
Wayne 自 小 愛 上
冰球，希望本地
有一個專屬的冰
球場地。
冰球運動緊張刺激，球員全副武裝上陣。

冰球
培養自信堅毅團結
香港冬天不下雪，冰上曲棍球（冰球）在本港不算太流行，
可它具有培養自信、堅毅、團結精神的特質，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今年撥捐 470 萬港元，與香港業餘冰球會
推行 「賽馬會冰球新世代發展計劃」 ，在三年內
為 180 名 13 至 18 歲、具備冰球技術的青少年，
提供每年 9 個月的重點培訓，包括每月兩至三次
的訓練或比賽。
香港冰球學校總教練 Barry
Beck 讚 揚 馬 會 贊 助 ， 推 動
冰球在香港的發展。

香港冰球學校總教練 Barry Beck 說，馬會投放
的資助很有意義，除支持舉行本地冰球聯賽外，也投
放三年時間向青少年推廣冰球，讓更多人認識這項運動。
15 歲的曾慶穎（Wayne）及 16 歲的李翊（Oscar）都被這種
運動深深吸引。Wayne 說： 「我哥哥打冰球，小時候看他比

多次受傷仍然堅持
Wayne 希望有一個專用冰球場： 「現時我們是租借溜冰場練

賽，慢慢愛上這項運動。我在球隊擔任後衛，這位置可以控制比

習及比賽，期望能有一個專屬冰球運動的場地。」 Oscar 則認

賽的節奏。」 擔任前鋒的 Oscar，最初接觸的不是冰球， 「起初

為，冰球運動的裝備費用太高昂： 「一對冰球鞋約 3,500 元、球

我是學習滾軸溜冰，後來經朋友認識冰球，覺得冰球更好玩。」

棒約 1,500 元，若果球員的個人裝備也得到資助，便可以吸引更
多人玩冰球。」

冰球速度快、具碰撞性，運動員受傷在所難免，Wayne 對此
身同感受： 「我練習時曾意外受傷，斷了兩條手筋，要即日進行

萬丈高樓從地起，一個頂級運動員的誕生，必須經過一場又一

手術。但受傷沒有令我放棄冰球，因為自己投放了很多時間，也

場的鍛鍊，跨過一個又一個的挑戰，最後才有機會入圍奧運這類

很熱愛這種運動。我們的教練快 60 歲了，他也曾多次受傷，但

體育界殿堂賽事，攀向運動員的事業高峯。運動員加油，努力是

至今仍投身冰球運動。」

不會白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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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問
創意對談，激發年輕正能量

在香港，拳擊並非最熱門的運動，但這裡卻出現了首位全職
西洋拳擊手曹星如（Rex），憑著不屈的拼勁，十月初更創
出二十連勝驕人成績，讓拳擊運動逐漸為港人所認識。
在成功背後，這位 29 歲的 「神奇小子」 ，也有過迷失的時
期，日子過得渾噩，看不見將來，是拳擊讓他看清方向，找
到認同，為自己豎立了一個人生座標。
「人可以被毀滅，不可以被打敗。」 曹星如的經歷告訴年輕
人，擂台上即使被擊倒，人生路上，鬥志永遠不能被打倒。

曹星如
擊出人生座標
11

記：記者
曹：曹星如
場地提供：DEF Boxing
記：你自言少年時代渾噩度日，甚麼令你
忽然醒覺起來？
曹：我以前很懶散，讀書時期沒有方向
感，個性也較貪玩，喜愛打波、打
機，沒有專心學業，因此早早便出
來工作。曾做過搬貨、跟車、倉
務、派傳單、油漆等工作，當時只
想向家人有個交待，好讓他們不用
為我擔心。
大概 17、18 歲時，拳擊教練邀請我
加入拳館出任助教，這讓我發現了
自己的不足。因為英語欠佳，指導
外國客人時，連最基本的溝通都應
付不了，曾經因此遭對方投以不信
任眼光，這令我開始覺得，應該要
做好自己。
記：生於拳擊世家，當上職業拳手的起步
卻相對較遲，如何後來居上？
曹：我 18 歲做助教，之後轉做業餘運動
員，直至 24 歲轉做全職運動員。與

國際拳擊運動員比較，我的起步算是
很遲。不少外國選手在 15、16 歲已
經成為全職運動員，更有人 18 歲左
右便達到世界級水平。為了追回差
距，我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及努力，投
入更多的訓練。成為全職運動員後，
我每日都用 4 至 6 小時操練。
記：拳擊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難是甚麼？如
何應對？
曹：最大的困難是受傷，因為每一場比賽
之間，往往只相距短短一、兩個月的
時間。當比賽的日子愈近，要在休養
與訓練之間取得平衡，對我來說是很
大的困擾。
面對這些困難，放棄經常出現在我的
腦海，但是我會再細想，在這個行
業，每一個人都在經歷著這些困難及
艱辛，只要堅持，是可以捱得過的，
這些負面情緒也將會成為很好的經
歷，令以後的路更加暢順。
另一方面，我的教練兼經理人 Jay 為
我分擔了不少，例如不時尋求醫生意
見，跟進我的傷勢；又以我手型倒
模，向外國訂造獨有的拳套，將我在
比賽場上受傷的機會，減至最低。
記：你說過，拳擊為你帶來 「存在感」 ，
可否解釋一下？
曹：拳擊帶來的 「存在感」 ，我覺得也是
一種認同感。我讀書成績一向不好，
出來工作又沒有專長或技能，當時不
但沒有人認同我，甚至連我自己也不
認同自己。直至開始專注打拳，付出
努力，打出一定成績，存在感也慢慢
建立起來。

「神奇小子」 曹星如是香港首位全職西洋拳擊
手。

這種感覺在成為全職運動員後愈加強
烈。第一場比賽用了三個月時間訓
練，這短短時間讓我發現，原來自己
能力的界線可以去得如此高，只要咬
緊牙關，竟可以有這麼大的轉變。

曹星如（左四）創下多場連勝紀錄，目標是挑
戰世界冠軍。

記：哪場比賽你印象最深刻？
曹：第一場職業賽事，我體會到自己付出
的努力，最終可得到很大的回報。拳
擊運動以前沒有太多人認識，我第一
次比賽只有 300 人入場觀賞，之後慢
慢提升，到最近一場比賽有 3,000 人
入場，令我很感動。自己的付出，原
來不單改變自己，還可以改變許多人
對拳擊運動的看法。
記：打拳讓你找到方向，而馬會專為青少
年而設的其中一個計劃 「賽馬會鼓掌
．創你程」 ，鼓勵年輕人發掘自我、
尋找出路，你如何評價？
曹：這個計劃對時下年青人尋找自己的方
向很有幫助，提供機會讓他們體驗不
同行業，讓他們認識自己和興趣，更
容易找到目標，有助規劃未來。另
外，我認為年輕人首先要有明確的目
標，才可以堅持自己的路；一旦擁有
目標、方向，即使面對困難，再辛苦
也可以堅持下去。我們也要不斷裝備
自己，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機會何時
出現。

訪問現場片段，
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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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點擊
發掘真實個案，同尋拆解良方

教導自閉症學生一直是學校及家長的挑
戰。兩歲半已確診患有自閉症的蔣傑丰，
上課時經常走到黑板前，引起同學不滿；
也曾經因為考試時的座位與平日不同，感
到不安而大發脾氣。傑丰的問題令母親哭
過無數次， 「平日最怕聽到電話響，每次
都是傑丰在學校闖禍或被同學欺凌。」
讓傑丰母子跨過低谷的轉捩點，正是傑丰
接受了馬會捐助的自閉症兒童綜合服務計
劃提供的全面支援。今年 25 歲的傑丰已
投身社會，擔任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的活動助理，表現更獲上司讚賞。
傑丰透過喜伴同行計劃的支援，現已投身社會。

伴
專家

同行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透過製作圖卡，形象化地教導自閉症學童解決問題。

自閉童融入主流學校
根據教育局的資料，於本港主流中、小學就讀，即接受融合教育的自閉症
學童數目，由 2010/2011 年度的 2,760 人，增至 2015/2016 年度的 6,800
人，五年間大幅攀升逾一倍，預計數字更將持續上升，情況令人關注。
有見及此，香港賽馬會早前撥款 1.6 億港元，聯同香港大學、教育局及六
間非政府機構，推行為期三年的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是全港首個專為

就讀主流學校的自閉症學童及其家長而設的全方位支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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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溝通情緒控制有困難
較早前，香港大學進行了全港歷來最大型、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項目總監
（學校支援）、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
院心理學系助理教授何德芳博士

針對就讀主流學校的自閉症學童調查，以問卷
訪問約 400 名教職員及逾 2,200 名自閉症學童
家長，以了解全港約四成，即約 2,700 名初小
至高中的自閉症學童，就讀主流學校的適應情

與自閉症學童相處之道

況。

陌生人
1）避免以言語批評對方行為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項目總監（學校支援）、香港大

2）勿以皺眉或奇異目光對待

學社會科學學院心理學系助理教授何德芳博士表示，調查顯

3）勿圍觀情緒失控的自閉童

示自閉症學童常見的困難，主要在社交溝通、情緒調控及參

同學

與學習等範圍，他們不單需要外界的支援，尤其需要是個別

1）以說話及行動鼓勵對方

化的考量，計劃正是按自閉症學生年齡、能力等因素，提供

2）透過朋友圈子建立友誼

針對性的支援。

小組訓練與教師並肩
計劃透過 6 間社福機構合作夥伴，派訓練員或導師到參與
計劃的 300 間中、小學進行小組訓練，直接提升自閉症學生

鄰居
1）多用言語作出鼓勵
2）盡量提供協助，如幫忙照顧
學童

的能力。何德芳說，在小組訓練期間，會要求學校教職員與
導師緊密協作，訓練員或導師可以將教導自閉症學生的知
識、方法及技能轉移到教師身上，讓他們日後在課堂上也可
以應用這些技巧。

深入社區支援家庭

小組也特別製造了一些教具，例如圖卡來提示自閉症學生

除了支援自閉症學童，何德芳指出，自閉症學童的家庭承

管理情緒。她說， 「教導自閉症學生解決問題，往往需要將

受巨大壓力，有時候孩子因外來刺激而出現古怪行為，或者

每一個步驟分拆得很細小，或加入一些形象化的圖案，我們

在公眾場合尖叫，家長會感到很尷尬，因而刻意減少正常的

將 『安靜』 、 『安坐』 、 『留心聆聽』 、 『說話前舉手』 等

社交活動。計劃透過社福機構合作夥伴分布在全港各區的網

概念製成圖卡，讓自閉症學生看到這些圖卡，更容易依從老

絡，派出支援人員走訪自閉症學童的家庭，除了解家長照顧

師的指令。」

孩子的能力外，也會進行深入輔導。

何德芳分享了一個小組
訓練的成功個案。小四男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未來將進一步推展至全港 380 間

學校，屆時將覆蓋逾三成的主流學校。

生小焯經常在家裡及學校
大發脾氣，甚至將桌上的
東西掃落地上。他加入小
組初期態度不合作，後來
導師發現他喜愛吃茶點，

教學圖卡詳細解說問題，讓自閉
症學童學習管理情緒。

建議他與組員討論、投票
決定下次吃什麼茶點。小
焯從此漸漸學懂與人相處
之道，發脾氣的次數也大
為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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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緣

老照片、舊情懷，重拾集體回憶

偏遠地區的居民來說，看醫生往往要舟車勞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為了服務這些市民，醫療直升機、醫療船相繼在社區出現。當
時的醫療直升機每月出動兩次，由醫生聯同兩位護士到西貢區內偏

此外，醫療船也應運而生，其中，由馬會捐款、服務離島和水上
居民的醫療船 「慈航」 及 「慈雲」 ，就為這些市民提供了基本健康

護理。兩艘醫療船由海事處人員駕駛，並由醫生、護士、配藥員組
成醫療團隊，過去半世紀猶如離島居民的 「家庭醫生」 。
隨著社會進步，流動服務也變得多元化，例如因應腦退化症個案
持續上升，馬會於 2013 年撥捐購置 「賽馬會高錕腦伴同行」 流動
車，為長者進行測試，提升公眾對腦退化症的認識。

六十年代，醫生需
乘坐直升機，為居
於偏遠地區的居民
提供醫療服務。
圖片由政府新聞處提供

—

遠的村落應診。

流動服務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面對戰後重建及大量內地移民湧入，居住
環境擠迫，傳染病容易擴散，加上交通網絡尚未完善，對於居住在

有一種服務叫做流動服務
它穿梭大街小巷，服務不同階層，由救急扶危
的醫護應診，到增進知識、滋潤心靈的圖書車，甚至性教育宣傳車，對生活
在半世紀前的貧窮香港人來說，它們的出現，填補了正規服務的不足，提升
了生活質素。時至今日，香港某程度上仍保留著這種流動服務模式，並因應
時勢加入了新元素。

直 升機醫療船 應 診

來自海陸空的

集體

馬會捐助的醫療船 「慈航」 ，為離島居民提供
醫療服務。
圖片由政府新聞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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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娛樂不多，圖書
是兒童恩物。
圖片由政府新聞處提供

性 教 育 走 進 社 區
早在 1999 年，家計會已成立全港首間結合性教育活
動及圖書館服務的 「性教育流動圖書館」 ，配合學校及
團體籌辦性教育活動，至今已服務超過二十萬人。流動
圖書車車廂有性教育巨型壁畫，展示人體奧秘及生命的
起源；圖書館藏書近千冊，包括青少年與性、性教育、
家庭生活教育、性與婚姻、性取向等主題，適合不同年
齡人士。
家計會於 2011 年獲馬會捐助，設立 「家計會賽馬會

青春斗教學車」 ，繼續在社區宣傳性教育訊息，從而提
馬會撥款設立流動圖書車，為孩子帶來閱讀的好時光。

移 動的知識 寶 庫

高青少年的學習興趣，並為社工及家長提供性教育支
援。

昔日的娛樂活動不多，閱讀是不少人消磨時間的熱門選
擇。可惜以往公共圖書館多設在市區，居住在其他地區的
居民，多數倚靠流動圖書館來借閱圖書。首間流動圖書館
於七十年代投入服務，初時只惠及港島及九龍區居民。隨
著新市鎮發展，馬會撥款予當時的區域市政局，設立更多
流動圖書館，方便市民使用。
那些年，當一眾身穿背心短褲的小孩，部分人甚至赤腳
走動，在每個週末引頸期待流動圖書館的到來，那份進入
圖書車 「尋寶」 的情懷，已成某代人的共同回憶。

圖片由家計會提供

家 計 會 自 1999 年 成 立 的
「性教育流動圖書館」
（左），至今已演變成
「賽馬會青春斗教學車」
「賽馬會青春斗教學車
（上），繼續在社區推廣
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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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眾席
搜羅城中趣聞逸事

馬會慈善論壇

馬會主席葉錫
安博士（左）
與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為國
際慈善論壇主
持開幕儀式。

樂曲醉財爺

人所共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至愛咖啡
和法國電影，原來音樂同樣也是 「佢杯

茶」 。由馬會主辦的 「慈善共創 都市聚

焦」 國際慈善論壇，於九月廿二至廿三日
在香港圓滿舉行。開幕禮當日，大會安排
了著名小提琴家姚珏演奏幾首著名樂曲，
悠揚樂聲令在場嘉賓聽出耳油，曾俊華也
大為所動，發言時盛讚馬會有關構思了
得，更提議日後所有記者會都應該以迷你
音樂會揭幕。他進一步打趣說，如果可以
邊 咬 牛 角 包 、 邊 呷 cappuccino 就 最 理
想。如此帶動氣氛，難怪引來全場掌聲雷
動。
由馬會主辦的亞太區首個聚焦城市社會
議題的國際慈善論壇，一連兩日雲集約一

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於閉
幕禮致辭時，建議定期舉
辦同類型的國際論壇，提
供更多交流機會。

千名與會者，圍繞五大主題作出交流。會
上有約六十位來自國際及本地的著名講者
發言，包括騰訊董事會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馬化騰。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致辭時指，
舉辦論壇是希望連繫各慈善組織，促進知
識交流，同時就二十一世紀亞洲城市的社
會需要，創建對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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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珏率領香港
弦樂團的小提
琴演奏，令在
場人士聽出耳
油。

二百二十呎火龍

舞動大坑

剛過去的中秋佳節，大坑又重現舞火龍盛會。大
坑舞火龍始於 1880 年，2011 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相傳可以驅走傳染病，為市民祈求平
安幸福，因此該盛會每年都能動員三百多名老中青
街坊，一起舞動全長二百二十呎的火龍，場面熱
鬧。
馬會連續七年贊助這項本地中秋盛事，支持舞火
龍以及相關的教育活動，在繼承傳統習俗之餘，更
發揚中華文化。
大坑數百名街坊出席舞火龍
盛會開幕禮，高舉身長二百
二十呎的火龍。

馬會夥慈善家

佳節送暖

齊心就事成。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早前
趁中秋佳節，夥拍提供免費補習服務的陳葒校長，以及
派發免費飯盒的 「深水埗明哥」 陳灼明一起落區送暖；

同行的還包括馬會義工隊一眾成員。即使當時超強颱風
「莫蘭蒂」 威脅未除，亦不改大家做善事的熱情。

張亮今次相約陳校長一起拜訪明哥，除了身體力行，

到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為有需要的長者，送上熱騰騰的
飯盒及應節月餅外，亦不忘邀請兩位民間慈善家，出席
馬會舉辦的 「慈善共創 都市聚焦」 國際慈善論壇。該論

壇已於九月廿三日圓滿結束。

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左二）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右二）參觀
「恒生管理學院賽馬會住宿書院」 。

馬會撐學生 投入舍堂生活
青蔥的校園歲月總令人緬懷，尤其是當中多姿多采的舍堂生活。
由馬會撥款二億港元支持興建的 「恒生管理學院賽馬會住宿書
院」 ，位於沙田小瀝源，每年提供一千二百個宿位，令學院今後能

夠達到 「四年一宿」 的目標。

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早前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開幕禮。葉

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帶領馬會義工隊成員，與
陳校長和明哥一起製作愛心飯盒，準備落區送暖。

錫安博士提到，啟發青年是馬會的重點策略之一，馬會至今已在本
港各大專院校提供二萬多個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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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天輪 下

美

星評

文化演藝節目觀後感

九月底最後一個周末，在中環海濱摩天輪舉行本地

首 個 戶 外 影 像 藝 術 節 《 賽 馬 會 ifva Everywhere》

師：阮大勇的插畫藝術》，訪問祈文傑、許冠文、鍾
鎮濤等，為阮大勇的藝術地位留下永恆印記。

ifva 影像嘉年華，滙集了過百個藝術創作單位，集電
影、動畫、媒體藝術、音樂、市集於一身。我乘着秋

阮大勇低調害羞，年屆七旬不用再因搵食畫海報

涼的好天氣，和朋友去看了露天放映的《海報師：阮

了，但仍會像小孩子般，枯站在鐵門上畫心愛的偶像

大勇的插畫藝術》，玩了一個晚上的媒體藝術。那種

如李小龍、占士甸、張國榮、樂基兒、安祖蓮娜祖莉

自由奔放的感覺，令我想起海明威描寫上世紀二十年

和馬龍白蘭度……全是桀驁不馴的性感明星，可見溫

代在巴黎浪蕩日子的小書《流動的饗宴》( A

純的阮大勇有一顆野性的心，用畫筆作為飛往夢想的

Moveable Feast )，藝術氣氛瀰漫在空氣之中。

翅膀。
看完電影後，我們隨意逛逛周邊的藝術巿集。現場
有不同類型的創新媒體藝術，我最喜歡朱力行的《影

和阮還在放映前跟觀眾打招呼，令我格外興奮。阮大

子豎琴》。這是一個人人都可以參與創作的藝術品，

勇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流金歲月的海報師，

又可即場 「作曲」 兼 「演奏」 ，千變萬化，十分好

流動的節日

早已從報章讀過許冠文之子許思維尋找阮大勇的故

事。這晚能在涼風習習的露天放映院中免費看戲，許

他畫出了《天才與白痴》、《半斤八兩》、《我愛夜

玩。

來香》等經典海報，以及李小龍、周星馳的造型，是
有份為港片鍍金的傳奇人物。到了九十年代初，阮大
勇隨着港片退潮忽然銷聲匿跡。

《影子豎琴》放在神秘的帳篷中，最多可以六人一
組，踏入漆黑的房間時，只見黑色屏幕上有幾個彩色
人形豎琴，是動畫把我們的投影，幻變成一排橫線條

許思維替父親電影舊作轉換成藍光光碟的過程中，

想以送電影海報招徠。人人指定要阮大勇的海報。但
阮大勇是誰？許思維穿越塵封的歷史，上下求索，像

組成的豎琴。當我們晃動時，竪琴如影隨形地跳舞、
奏樂。我們既是樂器，亦是演奏者，靠 「周身郁」 來

創作意想不到的音樂。

偵探查案般，抽絲剝繭地找線索，終於摸上了阮大勇
的大門。

《影子豎琴》鼓勵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你可以與同
行親人、朋友，甚至旁邊的陌生人合奏。

芝麻開門，腼腆的阮大勇是令人震撼的寶藏，改變

許家包括他自己的一生，觸發許思維把 「尋寶」 過程
拍成紀錄片。

另外一個我喜歡的媒體藝術叫《奔忙》，遠看是一
支光管，近看是電動搖搖板，藉着忽上忽下產生的隨
機運動來吹奏小號。作者黃智銓的靈感，來自在上海

阮大勇一九九二年舉家移民紐西蘭，零七年妻子亡
故與女兒回流，大隱隱於市。當年阮大勇為許氏兄弟
畫出彩虹，許思維就以許家的 「傳家之

寶」 電影，回送阮大勇一份大禮《海報

外灘看過一個出租車司機在等客時，拿出小號吹奏，
忙裏偷閒。
以上的媒體藝術打破了藝術界限，是音樂，也是動
畫；是裝置，也是玩具，創作過程永不止息。
這是第一屆《賽馬會 ifva Everywhere》ifva 影像
嘉年華，我期望有下一屆，流動節日繼續流動下去。

作者簡介
潘麗瓊，資深傳媒人，熱愛藝術。現
為《頭條日報》及《明報》專欄作家、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評論組成員及劇場
空間劇團董事、快樂書房及合拍公關公
司創辦人兼董事總經理。

19

樂活

嚴選社區文娛藝術活動

11月
至
2月

2016
2017

清帝大婚展

重現帝皇式喜宴

清帝大婚禮儀，既沿襲中原婚禮的傳統禮儀，又融合
了滿族的文化習俗。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 「香港賽馬會
呈獻系列：宮囍——清帝大婚慶典」 展覽，透過 153 組

由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大婚文物，讓參觀者深入認識清帝
大婚的禮儀。重點展品包括金龍紐 「皇后之寶」 印章、

光緒皇帝大婚時所穿的雙喜金龍紋袍服、滿族嫁娶時使
用的多穆壺等。當中特別以首次來港展出的兩冊《載湉
大婚典禮全圖冊》最為矚目，展館更以多媒體展示全圖
冊中描繪皇帝大婚的盛況，並透過互動設施，讓市民感
受光緒大婚隆重而熱鬧的氣氛。
「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宮囍——清帝大婚慶典」
日期：2016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7 年 2 月 27 日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
票價：20 元
網址：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zh_TW/web/hm/exhibitions/data/exid239.html

關注海洋問題

大紅色緙絲八團彩
雲蝠八仙雙喜金龍
紋女綿龍袍
圖片由故宮博物院提供

守護家園

全球氣候急速變化，人類必須正視環境問題。保護環
境的第一步是了解地球現況。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與

即日
至
11月

來自紐約的 R.A.R.E.環境藝術工作室和本地環保組織無
塑海洋合辦 「為海洋呼救」 專題展覽，通過藝術品喚醒
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關注，讓參觀者反思人類活動對海洋
的影響。
日期：即日至 2016 年 11 月 29 日
地點：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網址： http://www.gaia.cuhk.edu.hk/index.php/zh-tw/mocc/current-events/
item/themed-exhibition-on-rescue-the-ocean

11月

JCCAC 手作市集

糅合生活創意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手作市集可算
是香港手作市集的始袓。手作市集每季舉行，吸
引過百位手作人銷售自家製產品。另外，市民亦
可免費報名參加露天電影會，並與資深影評人交
流；或在導賞員的帶領下，參觀由舊式工廠大廈
改建的藝術村，一探藝術工作室的真貌。
日期：11 月 26 至 27 日
時間：下午 1 時至晚上 7 時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網址：http://www.jccac.org.hk/?a=doc&id=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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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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