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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來! 我可以…】聽你的 + 都聽你的

任職客戶服務的姚蔚晴(Gigi)先天受聽障影響，無法正常說話，她… 

「什麼？你見過她在打電話，還可以 send voice msg!?」 哦，不用大驚

小怪，她不是在玩電話、電話的另一邊亦不是什麼專業人士，而是她的任 

職消防員的丈夫 – 何前陽 (Benson)。 

一個是聽障的女文員，一個是健聽的消防員。 

這樣的組合難免給人一種前者不停受保護的畫面。首先不管聽障或健聽，

男生對女生有保護欲是理所當然的，除此之外，今次故事的主人翁

Benson 告訴我們，他不止能聽到太太 Gigi 最真切的聲音，生活上還樂意

全聽她的。原因不是因為她是聽障人士、也不是因為她是女生，而是出於

最簡單的基礎，那就是夫妻之間性格上的互補。 

除了生命中多了一個負責 Set Goal 的好夥伴，Benson 更從他們的關係

中得到心靈上和實際工作上的得著，透過與聽障人士生活的經驗幫助更多

有需要的人。 

小編：前輩們常常說，文字是很脆弱、很無力的。今次與 Gigi 和 Benson

對談得到很深的體會。訪問期間，Benson 不止要說自己的，還要兼顧向

Gigi 重覆問題和幫她作答，小編本以為問完問題後還有大把時間做筆記 

(自問打字也挺快的)，結果卻是被他們倆的速度遠遠拋離了。一個眼神、

一個唇型，已包含了內容和情感，希望將之記下來，卻又找不到最恰當的

詞彙，然後無奈地、弱氣地說一句：「不好意思, 等等我…」 

事實證明，聽障只是一種小小的障礙，用心去交流，其訊息量往往比用文

字來得更強、更快。 

-------------------------------------------------------------------------- 

Gigi 是 CareER 的會員，經過我們的工作配對，於 2015 加入了友邦強積

金，任職客戶服務主任至今。 

觀看影片：https://youtu.be/b6xDTZ8N5Hg

https://youtu.be/b6xDTZ8N5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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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來! 我可以…】活在屬於我們的 

        硬滾世界裡 

我叫 Jet - 李榮傑，是一名「茄哩啡」。 

主角永遠是她 – 現時世界排名第四、香港硬地滾球代表何宛淇。 

宛淇患的是脊髓肌肉萎縮症，肌力會持續下降。但她卻是香港硬地滾

球隊的代表，09 年出道戰便拿下了東京青少年殘亞會的個人及雙打金

牌，厲害吧！不過令她成為主角的不是這部份，而是她病情轉差，無

奈要從組別 BC4（用手／腳滾球）轉到組別 BC3 (用管道滑球) 之後才

開始的… 

簡單地說，硬地滾球 BC3 組別的球員因四肢能力有限，需要一名協助

員去執行他/她的指令，將不同的球放到管道(ramp)上，再利用不同的

高度去製造出不同的球速。 

我可以很坦白告訴你：非．常．難 

因為在 BC3 的比賽中，作為協助員的我是不能說話的，而且要背向球

場，完全不知道賽場上的實際情況，靠的全是宛淇的判斷和下達的指

令。因此，我們平日的訓練不但要摸熟毎一個球的球速和特性 (圖

二)，更要培養我倆之間不用言語的默契。

「喂，你做咩整高左我個波啊？」  

想不到率先放棄這份默契的竟然是我… 2014 年仁川亞運，對不起，我

太自以為是了…  

剩下的比賽時間裡，宛淇沒有特別說什麼，我更是愧疚不已。現在回

想起來，發現其實那段沉默的訊息量比千言萬語來得更實在。自那一

次起，我們學會了「默契」之上還有一種更重要的東西叫「信任」。

我們慢慢建立了一個只屬於我們的世界，不會輕易受任何事和物影

響，而我亦開始享受這個「茄哩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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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茄哩啡」，電影中的「茄哩啡」取自英語中的 Carefree (註)，

即閒角、路人。而在世界級硬地滾球舞台上的「茄哩啡」則是 Careful

的代表，皆因我要同時充當宛淇身邊的協助員、教練、照顧者、觀察

(同行)者等多重身份…  

經歷了世界賽的幾面獎牌、出戰里約殘奧後，媒體也注意到宛淇這位

「生命勇士」了：「常人無法想像的困難… 」「重拾對硬滾的熱

愛…」「挑戰生命的期限…」 

報導往往都是正面、正確的，我亦由衷高興宛淇的故事可以感動到更

多的人。只是作為最直接受宛淇影響的閒角，有時候我覺得不用給予

她太多的標籤。誰的生命沒有期限？我們在做的跟其他竭力為港爭光

的運動員無異。這些經歷不用傷健、生死的「光環」來加持。感動人

的，是她作為運動員的堅持和個性；被幫助的，也不是只有她。 

許多人會問我們這對傻子與瘋子想繼續活在自己的世界內多久？我們

壓根兒沒有想過。她，會堅持到不行為止；我，會堅持到她不行為

止。 

註：臨時演員的正式英文翻譯為 Background actor 或 Extra 

---------------------------------------------------------------------- 

宛淇是 CareER2016 年的學生大使，積極參與及籌辦各樣活動給我們

的會員。於大學時期，CareER 曾配對不同的實習機會給宛淇，讓她到

不同的保險公司做暑期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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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來! 我可以…】成為唯才是用的榜樣 

「記得看《復仇者聯盟 3》時等彩蛋的痛苦嗎？那是因為電影是分工

的成果，所以那條 Roller 才這麼長；IT 不一樣，許多時候只有一個人

作戰。」- 陳智銓。 

陳智銓(Arthur)是一位 IT 公司的創辦人。最近，他聘請了一位患有視

障的 programmer 黃宇彤。他表示香港的 IT 業被壓抑了十幾年，現

正處於急起直追的階段，各 IT 公司均可謂求才若渴。 

有人會說：「哦，因為等人用，難怪連視障人士都有機會了」 

錯！ 

求才若渴是指「有才」的人難找，並非像起樓那樣需要大量的「材

料」。回想宇彤來面試的那一天，他嘗試向 Arthur 展示一段由自己製

作，有關視障的簡介短片，藉以表現其「無障礙」的工作能力兼作自

我介紹，是聰明的，不過不到十分鐘就被喊停了。 

從未接觸過視障人士的 Arthur，認識到原來配合放大功能，宇彤是能

夠看到屏幕的，這是該十分鐘內他得到的資訊。「總之能看就可以

了，我更看重的是宇彤夠不夠 solution-oriented (結果為先) 、有沒有

具備 Hacker mind set。」這才是一名 Programmer 最重要的特質。

最後，宇彤總算通過了不同的考驗，正式獲聘並與 Arthur 並肩作戰至

今。 

(突如其來的知識點：原來 Hacker 一詞不一定是指傳說中專門 Hack 

別人電腦的「黑客」，而是真正的「駭客」，即是一群對電腦編程及

設計有高度認識的人。Hacker Mind-set 的定義是要以最短時間找到

解決方案的一種處事態度。) 

有人會說：「講真，視障人士能做到這地步，的確很難得了」   

講真，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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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苦口婆心」，宇彤在大學畢業之前也聽不少，例如：「跟學

校不一樣，外面世界的東西難好多」、「鍾意電腦可以試下做 sales，

寫 Programme 好傷眼」等。Arthur 卻有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角… 

他強調 IT 工作有 90%是講求纙輯思維和想像力，不是用眼去看的，而

是需要閉上眼用心去看，這正是視障人士每日都在鍛練的事情。他更

以電影《復仇者聯盟 3》的片尾工作人員名單去反襯 Programmer 的

「單打獨鬥」和強大專注的需求。 

所以，Arthur 說他不能把宇彤當正常人，因為他有視障是事實，只是

他發現到視障其實可以是一種優勢，然後唯才是用而已。 

正是 Arthur 的這種 solution-oriented 思維，令宇彤的故事不再是老

掉牙式的： 

「…...自小就有視障的宇彤，視力只有別人的一成。經歷過社會上許多

對視障人士的誤解，在良師益友的襄助下，最終找到自己喜歡的工

作，証明視障人士的能力跟正常人無異 – 完。 」 

----------------------------------------------------------------------- 

宇彤是 CareER 的會員，於他讀碩士前，CareER 曾將宇彤配對到

Cherrypicks 任職程式編輯員。此外，宇彤亦熱心參與 CareER 的活

動，更曾擔任 CareER 步行及慈善跑步比賽的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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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來! 我可以…】為殘疾鬆綁．為自己鬆綁 

有沒有想像過自己獲取錄為 PhD 學生的那一刻，父母的反應如何？ 

平常心？還是感動落淚？ 不過，Carmen 得到的卻是：「女兒，你還

想穿畢業袍多少次？」  

我叫陳智達(Chitat)，是一位博士生導師，一個講故事的人。 

目前正接受我「Debug」的學生是一位周遊列國的肌肉委縮症患者 - 

Carmen。 

還是要維基百科上身一下的： 肌肉委縮症患者不但要坐輪椅出入，他

們的體力和身體機能會不斷下降，像 Carmen 自己形容，再過十年可

能變到好似霍金(Stephan Hawking)一樣。 

除了是一名讀到書的殘疾人士，Carmen 更是一個十分「狠心」的

人。她放下了一份堪稱殘疾人士夢寐以求的工作和一個曾給她一生中

最大啟發的老闆，來讀這個 PhD，這才是 Carmen 最不正常、最令父

母擔心的地方。其實，從她選擇的論文題材便可以對她的性格窺探一

二。  

對了！她的題材是跟殘疾人士的性權/ 性教育有關的。(我不喜歡這總

結詞，但這樣會較易理解) 那到底是什麼呢？讓我從頭說起吧。 

回想我和 Carmen 的第一次見面，事前我就知道即將到訪的是一位輪

椅使用者，並已適當地騰出空間，不過最後辦公室還是不夠空間，我

要踩著梳化才能關門。簡簡單單 的對話中，她不光是顛覆了我對殘疾

人士的印象，更衝擊了我對主流纙輯、倫理價值觀上的見解。的確我

們可以說：「能夠過五關、斬六將地讀上 PhD，頭腦靈活思路清晰是

必然的」但 Carmen 還多了一種「開放」。對於生命、兩性和殘疾都

很敢講、毫不忌諱，令我明白到她不是要這個 PhD 來「揾食」的，她

有更大的目標。  

(p.s. 說真的，在香港讀 PhD 對仕途而言未必是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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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她也會像很多學生一樣去嘗試迎合「老闆」的口味。最初，她

提交了一份《殘疾人士的性教育》提綱，跟她以前碩士研究拿 A 的那

份《呼吸機用者的用戶的心態轉變》一樣，都是正路的、正氣的。不

過卻跟我聽到的、認識到的那個她有很大距離，所以我也狠心對她

說：「完全沒有你的影子，再做過吧。」 

她說過：殘疾議題一向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所以研究他們

貼身的就業問題、教育問題已經去到「老土」的地步，而「性需要、

性智識」這個方向，則是黑洞。原因是大眾一向只著眼顯性的問題，

覺得殘疾人士「能好好活著、能好好自理」已是萬幸，加上本來

「性」議題就比較敏感，兩者被綑綁起來，不可觸碰 。 

現在我們談的更是直接了當的「性需要」， 大家彷彿被當頭棒喝：

「係喎，食色性也，殘疾人士也是需要解決的吧」 叻喇叻喇，的而且

確，在日本和台灣有組織會教導，甚至幫忙殘疾人士自慰，但也不要

「叻唔切」，因為還有一種性需要是更急切的，就是對性的自我認

知。 

想不到吧？因為大部份人都對自己的性徵 feel positive，自然可以直

接去關心下一步「需要解決的那些事」，但殘疾人士則不然。說一個

真人真事，有成年的殘疾女士到了 40 歲都未穿過胸圍，當然是因為運

動內衣比較方便，但卻因而慢慢失去了自己作為一個女人的性認知。

亦有人去買內衣時被予以奇怪目光、甚至要大聲叫入店內才有人肯幫

她推過那一級樓梯。在外國，曾有殘疾人士叫了 service 幫她洗澡，

才知道原來自己也有陰道。 

這些故事都令一個人，特別是女人，失去了自己在性別上的認知，長

遠而言影響了她們的自信和自我身份認同。透過這些故事，我們打磨

出了一個關於如何幫助殘疾女性去 express 其 gender identity 的主

題，讓她們感覺到自己是 sexual being。而更值得驚喜的是，我們發

現這命題根本不只適用於殘疾女性，一般人口中所說的「剩女」、

「師奶」也可以從這個研究中受到幫助或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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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我作為她的領航員也十分恩惠和高興。因為不止她找到了題

目，我也找到了一直想跟她合作的理由。看著 Carmen 到處飛，剛去

過北京、上海，這個月又要去京都講講座去幫助世界上不同的人，我

慢慢習慣了這種「理所當然」，學會了共融原來就是不用刻意去隔離

和標籤，而是去做。 

Carmen 說過她想在變成 Stephan Hawking 前做到為殘疾鬆綁，然

而，她也教會了我，健全人士其實也應該為自己鬆綁。 

----------------------------------------------------------------------- 

《原來！我可以...》是一個專題特輯，合共約 20 則。活動將邀請來自

不同背景的殘疾或有特殊需要朋友和他們身邊的朋友，道出共融平等

的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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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來! 我可以…】將好奇心推出去 

編按：這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現代版海倫 ·凱勒(Helen Adams Keller)故

事。「什麼？Margaret 失明而已，怎麼會是海倫凱勒呢？」對，她不

是，因為她是蘇莉文老師。 

「如果要你放棄目前條件不錯的工作，再下大量的籌備工夫，去追一

個別人無法理解的目標， 那到底需要有多大的衝動呢？」 

我是一名追夢的人- Margaret，亦是一個幸運兒。 

很難想像這是一個失明人士所說的話吧？不過真的，我很幸運，因為

我擁有支持我所有決定的家人和帶我走得越來越遠的一份「好奇

心」。 

「跟很多失明人士一樣… 」 

我因早產而被送進氧氣箱，裡面的氧氣濃度太高令視網膜脫落致盲。 

「不同的是… 」 

家人很相信我的能力，堅持讓我接受教育，令我具備更好的條件去走

想走的路。 

「跟很多失明人士一樣… 」 

以前的我不喜歡轉變，難得找到了一份社企的「荀工」後，曾想過一

直做下去。 

「不同的是… 」 

我請辭了，然後踏上了成為音樂治療師的旅途。 

現在我於加拿大修讀第二個學位課程，主科叫 Community Music (群

眾自發音樂)， 放完暑假後便要回去再讀剩下的兩年。 

「WHY」為什麼想做音樂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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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緣起都是該「筍工」的一次出差，我們出席了加拿大舉 

行的 International Mobility Conference (國際上知名的視障資訊博

覽) ，現場有一個關於 Orientation & Mobility (定向行動)的論壇，聽

完之後我簡直是大．開．眼．界！同時驚訝為什麼別人可以在這個領

域先進到如廝地步。當中，音樂治療這一環令我特別感興趣，我不但

發現它非常專業，更了解到這目標並非遙不可及。就是那一點「原來

我也可以」的火花，令我回港做了一年籌備，例如：修讀了一個證書

課程、申請報讀學位課程、準備滿足實習 1000 小時的考牌條件、還

有媽媽訓練我如何自理等等… 隨後便果斷地飛去加拿大了。 

「WHAT」音樂治療師到底是什麼來的？ 

字面上，音樂治療師像是一個不停播歌去「治療病人」的專家。其實

這樣理解還是不太準確，因為音樂治療人人都適用，用了，也不代表

你是病人。而且音樂治療師需要對音樂十分敏感，熟悉和懂得利用各

類型的音樂，例如古典、搖滾、流行，以至粵曲。樂器方面，鋼琴 8

級？不夠的，還要學結他、敲擊樂等等… 所以絕非只是播歌。 

簡單而言，音樂能改變想法，達至放鬆效果。而我想做的是利用合適

的音樂去幫助別人表達，好讓視障、智障、中風人士都能與別人互

動。 

「HOW」 中風都得？如何做到的？ 

其中一位中風 client 是名輪椅使用者，全失明的他一直沒有人跟他聊

天。同為全失明的我試過不同的方法，最後找到了唱歌，唱鄧麗君的

歌，從一開始聽到《何日君再來》會笑，後來他的肢體更能順應節奏

有輕微的活動。這令我得到很大的成功感，亦不禁想：「如果這位中

風的 client 可以如腦神經學的書中所說，透過音樂治療成功站起來便

好了!」 

不過我更想說的，是我另一位 client，給他起個代號做「大大」吧。

大大先天聽障、後天視力退化的他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又盲又聾」，

他的生存方式全靠用手去摸，光是教他上廁所便用了九個月。最初知

道要「治療」他的時候我真的很大壓力，不知如何溝通。但是人的本

能往往就是意料不到的，我們很快便找到了方向。 

像一般人會用文字、手機等工具去溝通一樣，大大和我的溝通是這樣

的： 

識別：一條手繩、一隻腕錶。他摸到了，便知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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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撫：一條毛巾。他摸得多，對毛巾有感情了，便有安撫作用。 

娛樂：食物。味覺給予他觸感以外最大的剌激，所以進食對他而言十

分好玩。 

你可能會問：「那你最擅長的音樂治療不就是沒用了嗎？」 

非也。我們有觸感手語。我一直都有跟大大唱歌，而他也會摸著我的

臉、結他的共鳴箱去「聆聽」。他對樂器充滿了好奇，有時我會讓他

一同掃 chord (和弦)，現在他一碰到結他就會笑了。 

大大所住的中心裡，有一支視障人士組成的樂隊，他們本身已經是一

個很勵志的故事，不過最感動人的事往往發生最尋常的早上，一日，

大大順著牆壁的振動，一步一步走到該支樂隊的「Band 房」裡，十分

高興地跟他們互動。中心的創始人見到後都對我說：「Music is 

amazing, what you are doing is amazing。」 

關於殘障與健全、幸運與不幸，我想說的是： 

不管你的先天條件如何，我們都要有一份「好奇」的心。只要保持好

奇，你總會看到比你想像中更大的世界，認識到更多的人和事，最後

發現的，就是自己其實有多幸運。 

--------------------------------------------------------------------- 

Margaret 是 CareER 的會員，曾參與 CareER 與 VTC 合辦的師友計

劃，擔任導師，幫助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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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來! 我可以…】跟 GPA 爆 4 的人做朋友 

無論是小學也好、中學也好，一堆朋友中，總有幾個成績是特別好，同時

又會有一兩個相對沒那麼好的，因為那時候的友誼最簡單，沒有顧慮其他

東西。入了大學之後，人人都各自參加各式各樣的學會或上莊，課程內除

了功課、考試和 GPA，同學之間好像沒有其他共通點了。結果無奈地就

是成績好的一群，成績沒那好的要「自生自滅」…  

潘景星(Sing)覺得自己就是後者，不過很幸運地，他第一天開學就遇到了

他現在的好朋友，Lance。  

(真實對白)「咁咪得囉」、「好簡單啫」、「咁都諗唔到」…  

聽障人士張勇(Lance) 在修讀 IT 的路上可謂如魚得水、GPA 過 3 爆 4，

但他跟 Sing 的友誼卻好像是回到小學中學時期般的直接 。揾 intern 的路

上，Sing 會替遭人岐視的 Lance 抱不平、Lance 又會在 IT 解題上協助

Sing。訪問期間，更可以聽到他們的對話不乏彼此「互窒」、「互寸」和

拿對方開玩笑。他們衝破的隔膜不僅是 GPA 的高與低，而且是一般人對

聽障人士的誤解。 

有時候，當我們發現長大後交不到知心朋友，往往會歸咎於「太忙了/ 成

熟了 /童真沒了」之類，但 Lance 和 Sing 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肯拿出

真誠去交朋友，時間總會有的、童真會回來的，從對方身上學到的東西，

會讓你更成熟的。 

-------------------------------------------------------------------------- 

Lance 是 CareER 的會員，於 2015 年被配對到 AXA 安盛工作，其後更

獲派到法國 AXA 安盛總部工作。 

觀看影片：https://youtu.be/uoaRigVn6Do?
list=PLRCb62n1An7YP8sCq71ywm-2vZROkS7mV

https://youtu.be/uoaRigVn6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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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來! 我可以…】在寵壞中變成熟 

自幼學校便教導我們「不要戴有色眼鏡」、「要欣賞別人長處」，當

我決定跟一名輪椅使用者拍拖時，朋友們普遍都是支持的，果然我們

思想上好像真的比上一代人更開放呢。那麼下一步，現在我們談婚論

嫁了，各人的立場還會一樣嗎？ 

我叫 Molly (喬恩婷)，是一個喜歡旅行、Superhero 電影、車和「紅

彗星」(馬沙專用渣古)的普通香港女生。我的男朋友 Kevin (高行易)是

一名 EO (二級行政主任)、乒乓球是代表香港出賽的水平、鋼琴八級、

有車，條件不錯吧？其實最重要的，是他讓我學會了很多道理、見識

到很多同齡人不會看到的事。 

看到了這個城市的另一面 

我們打從中學便認識彼此，他是比我大五年的學長，由於年級相隔太

遠，他又是一個很低調的人，所以除了輪椅和成績好之外，我對他幾

乎沒有別的印象。轉眼間，我考完高考，在網上重遇了他，他因為工

作了好幾年的關係變得更成熟了，EQ 特別高的他任何事情都能冷靜處

理，跟好動的我性格上有很多可以互補的地方，慢慢我們便拍拖了。

跟他一起，讓我了解到香港不同的一面，我指無障礙的那一面： 

- 原來，一定要有運輸署的殘疾駕駛者/接載輪椅使用者 permit，才能

泊 disable 車位的。很多人卻以為是主觀因素決定的，當載有老人家

或孕婦時便去泊，結果會被抄牌。 

- 原來，大部份港鐵站的無障礙設施都做得挺足的。(指的是斜路那些

基本設施，不是那些誇張的樓梯機… ) 

- 原來「沒有樓梯」對輪椅使用者真的很重要，每次出行前都一定要查

清楚路線。尤以九龍某商場特別麻煩，要不停轉 lift、轉大樓才能到達

目的地 (不開名，有興趣 PM 吧)  

慢慢，我思考事情變得越來越細心了，連通過的門夠不夠大之類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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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plan 得很仔細。跟以前衝動、火爆的我完全是兩個人，學會了靜下

來去看待事情。 

看到了同一句「你諗清楚未啊」的不同層次 

打從他求婚成功後，我便常常聽到這個問題。當然，毎個人結婚都是

要「諗清楚」的。但我可以把問的人歸納成兩類：一種是出於對殘疾

的迷思，覺得照顧上會很沉重，甚至擔心會影響下一代之類，都是一

些早就不是問題的問題。另一種是有實際了解過後才問的，例如是希

望我想想老了以後的情況之類，確實會讓我有更好的思想準備。我

「諗清楚」了，任何人都會有老的一日，他只是現在早點開始坐輪椅

而已，而且自理得很好，比起老人家突然中風要坐輪椅的情況好太多

了。到我們成老伴了，生理上彼此都會有困難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

最重要的不就是心理上的相互支持嗎？想到這裡我便更覺得他是對的

人。 

看到了屋企人的真正可愛之處 

我的媽媽一直是我和 Kevin 這段關係之間的支柱，她雖然也很擔心，

但卻事事都能問得很尊重；而爸爸的第一反應則是令我最感動的。老

爸是一個第一印象判生死的類型，所以我和我媽一直都不敢隨便讓他

見 Kevin。那天，我們一起去拍我的畢業照片，開車的路上我們戰戰

兢兢地跟他說了 Kevin 的情況，他的回答是：「哦，係吖，最緊要… 

嗯你決定啦」平靜中夾雜著無數複雜情感的回答，讓我覺得我的爸爸

真的很可愛，也很疼我。 

求婚成功之後，爸爸建議我們一起「傾下計」，亦即是我們的第一次

家庭會議。爸爸跟我說 Kevin 是令人放心的、比他以前見過的男孩靠

譜… 而且最令我們安心的是他重視的是我們的家庭規劃、理財能力、

住屋問題，談的都是未來，而不再是他坐著的那兩個輪子。 

----------------------------------------------------------------------- 

Kevin 是 CareER 的會員，經常參與我們舉辦的活動，並以學長的身份

與一眾師弟妹分享他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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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來! 我可以…】與女兒一起並肩作戰 

2016 年平安夜，美國推出了一隻新藥，對治療「脊髓肌肉萎縮症」

(SMA)好有幫助。 

2017 年 1 月公布價錢，天價，香港無人道計劃，病人和家屬𣊬間「天

堂變地獄」… 

2018 年在香港特首林太的支持下，成功將新藥引入香港，改寫病童一

生。 

人人都叫我珊媽，因為我的女兒叫周佩珊 (Josy)。她自幼便患有脊髓

肌肉萎縮症，讓我以媽媽的身份來跟大家說說她的故事，一個分秒必

爭、永不放棄的故事。 

24 年前，女兒出世了，順產。3 個月大的時候我發現她頸部無力、

「成 pat 啫喱咁」，經檢驗後確診脊髓肌肉萎縮症。11 個月大便開始

住院，一住便是 17 年… 目前，她是港大文學院 English Studies 的學

士生，志願是當一名作家，以自己的生命燃亮他人。 

爭分奪秒「回家」 

住院的 17 年裡，我們最大的心願就是回家。由於加護病房有 24 小時

插喉供應氧氣，所以戰勝對氧氣的依賴是首要任務 (突然拔喉的話，身

體會出現像高山症般的徵狀)。期間又做過一次大手術，從頸部開刀至

尾龍骨，拉直脊骨，之後再用三至四年徹底拔掉氧氣，才能離開醫

院。 

爭分奪秒「上課」 

簡單說吧，患有這個病的病人壽命一般都不長，很多孩子兩歲便過身

了。即使受到病魔折磨，亦無阻 Josy 的好奇心。因此住院期間，Josy

也不是就這樣躺著的，而是透過紅十字會在醫院設立的課堂不停學

習。另外也有不少熱心人士，如社會福利署的義工，來替她補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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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抓緊 Josy 健康的瞬間上課，萬一有併發症發作、 肺炎、發燒等

情況時，老師也只能在病房外白等一天。同樣地，考試時，writing 往

往是最難的，因為肌肉無力以致手指不靈活，即使加時一倍也會做不

完。最終皇天不負苦心人，用四年讀完六年的中學，終獲夢想學府

HKU 取錄。 

爭分奪秒「助人」 

Josy 眼見自己的健康每況愈下，不忍心其他患有 SMA 的小朋友遭受

同樣痛苦，決定貢獻自己有限的知識和能力去幫助他們。看著香港的

病童每分每秒與病魔搏鬥，但是外國有很多 SMA 病童使用新藥後，

可以走路和上樓梯！面對這無助的困境，當時我們想到特首林太帶領

的香港政府是唯一的希望。於是，我們連同約 20 個 SMA 家庭到特首

辦請願，遞交 Josy 以兩隻指頭、日以繼夜撰寫近 4 個月的計劃書。這

份計劃書得到很多家長和 HKU 師長及師兄姐的幫忙，寫得很詳細。裡

面引述了逾 34 個國家基於人道立場，引入新藥為 SMA 患者提供新藥

治療的成功案例。 

爭分奪秒的「成果」 

請願當日是星期日，我們最初的計劃是把請願信貼到政府總部門外的

鐡閘上、發新聞稿給傳媒便完成了。不過「生命影響生命」是很微妙

的事情，當天政府總部門外的警衛看見有這麼多小朋友要坐輪椅、帶

著呼吸機在門外等待，被我們感動了。突然之間我們聽到一句畢生難

忘的話，彷彿驟見天空的彩虹： 

「唔好走住，林鄭五分鐘後落嚟」 

林太真的出來親自接過計劃書，並承諾會親自跟進，讓 SMA 的大朋

友、小朋友盡快得到新藥治療。之後，各大傳媒開始追訪我們，政府

亦公布會落實「特別用藥計劃」。今年 5 月開始陸續為患者提供藥

物，實在令人非常鼓舞。 

這就是我和女兒的故事，不過我也想在這裡和大家分享我們的擔憂。 

真正的爭分奪秒才剛開始

在「特別用藥計劃」下，數名病童已經開始接受新藥治療，感恩 Josy

亦是其中一位。讓她可以繼續用愛感染他人，為社會注入正能量。不

過，此新藥的療效對年輕的患者最為顯著，年紀越小開始用藥，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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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越好。以目前的情況來看，輪候時候較長。我們非常擔心其他

SMA 病童會因此錯失治療的黃金期。但是，香港政府一直努力向醫院

增撥資源和人手、製訂時間表、加快輪候時間，讓前線的醫護人員得

以拯救每一位患兒。我們相信就像林太當天會出現一樣，這場與時間

的競賽會有一個完美的結局，所有 SMA 孩子會重獲新生。 

----------------------------------------------------------------------- 

Josy 是 CareER 的會員。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 CareER 第一屈聯校

SEN 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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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來! 我可以…】躁鬱之餘略帶點瀟灑 

「如果我面前有個躁鬱症病人想自殺，我會叫他去游水。」 

我叫 Paul，是一位躁鬱症病人。 

躁鬱症的英文是 Bipolar disorder，直譯為「兩極症」。簡單而言，

患者在性格或行為上會比較極端就是了，千萬不要因為有個「躁」字

就以為患有這個病的人喜歡在街上到處打人，這太卡通、太 FF 了。一

般人在真的很憤怒時不也是有機會動武嗎？那個機率基本上一樣低。 

然而，以前我也是這樣歸類心理病患者的。 

總覺得患者就是在街上大叫、行為異常的人；另一種印象就是「青

山」… 沒辦法，都是電視劇教的。確診自己的症狀是躁鬱之後，才明

白到原來心理病，或者以前常常聽到的精神病，都是非常普遍的，街

上很大部份人都有，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加上最近也有不少名人承認自己患有躁鬱症，令很多人有了契機去認

識這個病。而我的躁鬱故事就是在 18 – 22 歲那段「搏殺期」開始

的。當時第一次考公開試失手，準備重考時發現自己精神很崩緊，無

法放鬆，於是去公立醫院看精神科，那時候一星期要見職業治療師兩

至三次的，後期情況好轉了，便考上了港大，是不是很動人的故事

呢？ 

往往是從「輕視病情」開始的 

入了港大後，自然會做兼職，加上課程內的功課壓力，我變得完全沒

有自己時間。我的「緊張病」有一天突然惡化，情況是要送入急症室

的那種。當時躁鬱症在學術上還未普及，而且當進入「鬱」的狀態

時，患者會避免談及情緒、仰壓著內心感受，所以會常常會被誤診為

思覺失調、開錯一些會令「躁」的狀態加劇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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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和「鬱」的狀態 

點題了吧？兩種極端狀態結合便是躁鬱症。舉個例子，「鬱」的時

候，我試過自己一個在家裡什麼都不做，真的是完全什麼都不做，就

一個字「躺」。到了某個時間點，潛意識告訴自己要出街時，便會為

出而出，忘記了要整理儀容、換上出街的衣服等，發現問題時往往是

途人們都無法遮掩其怪異目光的程度了。 

很廢？我知道的。所以到進入「躁」的狀態時，便會很想補償，變成

不停工作。誇張一點去說，那階段會覺得自己好厲害、自信心爆棚，

覺得這時想到的創意或意念都會成為被偷走的目標，有時會擔心到失

眠，試過連續 40 – 50 小時不睡覺，這就是傳說中躁鬱症病人的「超

人模式」了。 

超人也好、廢躺也好，一但影响到別人就不好了。我試過不停打電話

給別人，又會不停發短訊，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別人，對方不回覆時會

極度失落，嚴重時要 call 白車治理。又試過因為太「鬱」了，亂諗自

己何時會死，甚至立下遺囑，嚇壞家人。

勇於面對 及早求醫 

上一個世代比較忌諱心理病症，去求醫就好像承認自己是「痴線」一

樣，不去正視問題。大部份人都不是 24 小時一直發病的，難道要我因

為該十分之一的發病時間而去放棄生活嗎？就醫的好處不光是藥物帶

來的功效，而是一種心理上的釋放，讓自己更放心去告訴身邊的人：

「我有躁鬱症，不過病情已經控制住了」這樣別人才能去幫助自己。

例如，我試過「超人模式」時不停跟教授說自己的多強多厲害，他知

道我的病情，順應我的說話去發展，然後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也是事

後回想起才發現自己曾經如此「厚面皮」。朋友也是一樣，坦然地公

開病情後，他們但凡發現我的言行有異樣，便會直接說：「你今日食

左藥未啊？」我感覺是十分良好的，因為這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途

徑，讓我可以擁有自己的生活。 

「吖，又真係未喎。」 

----------------------------------------------------------------------

Paul 是 CareER 的會員，十分積極參加 CareER 舉辦的活動，更是我

們的學生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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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原來！我可以… 】一「點點」地學習 

我是 Kana，喜歡小朋友、喜歡日語。於是順利成章地成為了一位教小

朋友日語的導師。今天我要說的是我和我第一位成年人學生兼失明人

士 Bill 的故事。 

雖說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位大人學生，但跟他一起時，我們都會變成小

朋友。Bill 九歲起便失去全部視力，到今天我也不能理解，到底他是如

何兼職攻讀法律課程？還能在國際律師事務所裡實習。 

看不到又如何學日文？ 

起初跟 Bill 上課的時候感覺與過往截然不同。Bill 不能閱讀，所以我不

可以一邊教、一邊寫。而他自己也難以寫筆記，於是我每次下課後也

會寫好筆記，再 WhatsApp 傳給他。可是要學會日文，Bill 始終要懂

得自己寫、讀和說。看不到，就唯有用觸覺吧！日本對視障人士的支

援十分充足。即使是視力健全的學童也會學點字，有關點字的學習工

具並不難找。於是我請朋友在日本買了一大堆學習日文的工具，幫助

Bill 學習日文點字。 

重新學習日語 

五十音是日文初學者必背的，就好像英文字母一樣。而為了教導 Bill，

我必需先重新學習五十音的點字，然後習慣用點字去製作教材。我自

製的那本五十音筆記可是一本度身訂造的視障日語教材呢。每次上課

就讓 Bill 學數個音節，他記住了音節後才去學句子。其實日文和中文

有很多相似之處，加上 Bill 很努力學習，所以我們慢慢便掌握到學習

的方法。 

讓他的日語世界有「色彩」 

雖然 Bill 看不見，但不同顏色的讀音和寫法還是要教的，不會因為視

障的問題而特別去改教學內容或遷就他。這情況就等於平時上課我會

直接在咖啡店等他，讓他自己走路過來上課，不會過去接他、替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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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障礙物之類的。如果太刻意幫助視障人士的話，往往只會好心做壞

事，間接低估了他們的能力。 

要教視障人士日文除了要先學會和他們相處之外，耐性也不可以少。

每次和 Bill 上課也要花時間慢慢感受和學習點字。眨下眼便教了他兩

年，Bill 將會應考日文能力試驗 N5，這是一個初階的考試。說實在

的，有不少人學日文是為了考試，但 Bill 絕對不是為了考試，否則不

可能堅持下去。這個學生，再忙也願意溫習、願意抽空上課、有熱誠

又有野心，這跟他是否視障人士沒有關係，他的學習態度值得人尊

敬。 

在我心中，Bill 是充滿可能的 

雖然有時我們的生活十分忙碌，但還是會堅持下去。而且 Bill 很花

心，學了日文還不夠，還想學吉他、拉丁文、去盲人圍棋學校寄宿… 

我卻欣賞他不怕接觸和學習新事物的生活態度。有時候，我也會遇上

困難，但我會想，Bill 九歲起已經面對著一個巨大的障礙，他仍然努力

奮鬥，不但成功修讀法律。更無懼學習新事物，一直保持好知、好學

的心，這份熱誠相信是很多人沒有的。有時我會覺得，雖然我是他在

日語的範疇上的老師，但生活上，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從 Bill 身上學

習。 

----------------------------------------------------------------------- 

Bill 是 CareER 的會員，CareER 曾配對 Bill 到跨國律師行做實習生。

而且他的第一個日文導師亦是由我們的介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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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原來… 我可以】直接一點 沒有芥蒂 

我是 Jonathan, 是一位高功能自閉症(HFA)人士。簡單說的話就是不太

懂得去表達自己，語言理解方面也略顯遜色。近年更發現我的聽覺原

來也不太好… 不過，跟很多人一樣，我也很怕女士的尖叫聲，甚至更

敏感一點。如果有很多人同時用高頻率的音調說話，我會沒辦法集中

工作。對於我的這些病徵，我會覺得… 嗯，僅此而已。 

我畢業於密德薩斯大學的學士課程，主修新聞及媒體。小時候，我會

在電視機前打躉。跟著主播李燦榮、方東昇報新聞，一字一句地跟著

唸… 到真的成為了新聞系學生，卻因為緊張而經常在鏡頭前「食螺

絲」，但也無阻我的決心。做新聞也不簡單的！身為學生的我們要一

手包辦寫稿、報新聞，在颱風、遊行、集會等的活動都會看見我的身

影。最深刻的一次採訪是福島大地震！雖然到不了現場，但在有片段

提供的情況下出了一個有很高瀏覽率的報道，是很珍貴的經驗。 

「新聞不太適合你」 

畢業後我應徵成為一名雜誌記者，卻換來一句這句殘酷的忠告。幾經

波折下，我發現現時的職業更適合我。跟上司、同事溝通成為我每天

的最大挑戰，有時候我會不明白上司的要求。其實只要他們把所有事

情都說得直接一點，我是可以理解到的。到職場後，我面對了不少困

難，但我很幸運地遇到一位好上司。他會直接罵我，但又會經常鼓勵

我、照顧我，不時向我分享他的經驗。後來他離開了公司，卻還留下

了一段忠告在我心中：「做好每一件事，不要想太多，最重要是問心

無愧。」 

「你講嘢好大聲！」 

說到直接，還有她。Daisy 是我的職業治療師，她對每一個患者也是

同樣直接。她時常告訴我，用真誠待人才是最有效的。其實她直截了

當地告訴患者有何要改善，我們反而更易明白，也知道應如何處理。

以前工作時一旦遇上溝通的難題，我就會致電給她問意見。後來情況

好轉才少了向她傾訴。 



24 | P a g e

除了向人求助之外，我也希望用自己的經驗去幫助別人，所以我決定

以過來人的身份幫助其他病人。我有試過幫助能力稍遜的同路人，但

其實他們跟大部份人也沒什麼太大分別。有時可能他們會較情緒化，

但我們會一起去尋求解決方法，好好地溝通。Daisy 喜歡我主動幫助

其他患者，她覺得病人不應該為自己設限，只要自己選擇過得好一

點、快樂一點，也是可以做到的，不要任何事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當然，我也沒有為自己的人生設限。 

Daisy 的 HFA 人士專用「感囊」Sensory Kit 

不過，身體上的限制卻是很客觀的。有很多高功能自閉症的患者也會

用力在手上揑，有幾處瘀傷也是很常見的。為了不讓這情況發生，

Daisy 給了我一個「感囊」。她建議我不時用智能手錶檢查心跳，如

果發現心跳高，可以離開座位，做一些按壓活動，放鬆一下。我知道

有些同路人會穿「避彈衣」，只要不停按壓氣泵，避彈衣就會充氣，

有適當的壓力加到身上，增加安全感，就像蓋被的效果。放氣的時候

也會令人感覺很爽，好像是紓緩了平時的壓力和緊張感。Daisy 還有

一樣秘密武器，就是音樂。我聽說有些人每次緊張的時候只要聽到音

樂，便可以慢慢地冷靜下來。Daisy 說有人試過聽音樂後說「聽到人

聲」，起初她還擔心是幻聽。原來是因為以前的雜訊太多，導致病者

聽不清楚人聲，但經過音樂的治療後，可以聽到人聲而不覺得煩厭

呢。這些「感囊」對我和同路人來說很重要，不帶手機、銀包也沒關

係，這些「感囊」一定要跟身！ 

`我們平日可能會很緊張，也很難理解複雜的字句。但其實我們和很多

人一樣，還是需要朋友的。我們一樣會有感性的時候。我們也喜歡說

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只是不太會表達… 雖然 Daisy 是與 HFA 人士溝通

的專家，又有辦法又給我們「感囊」，但其實「用心聽、放膽說」，

不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嗎？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放開懷抱，跟我們好好說

話。 

---------------------------------------------------------------------- 

Jonathan 是 CareER 的會員。CareER 認識 Jonathan 後將他配對到

一個合適的職位，他至今一直任職於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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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來! 我可以…】快樂地 DISTRACT 他們 

中五的某一天，時值同學、現為老友的 Frederic 跟我說他「右耳聽力

突然變零」，一直都知道他有聽力障礙，但變零應該是挺嚴重的情況

吧? 相對於安慰他，我和弟弟對他說：「嘻，你仲有一邊吖嘛，非洲

啲人無飯食 ga！」 

不高興的事，分散注意力，一下子就過去了。 

我叫 Blanco，圖中最左那位；最右邊的是我的孖生弟弟 Jackel；中間

笑到抱著肚子的就是有聽障的 Frederic，我們三個由中二開始便經常

一起玩了。玩什麼？拿張 A4 紙，捲成大聲公的形狀，在 Frederic 耳

邊講話，玩玩看、試試看，諸如此類的。 

我覺得那時候交朋友很簡單，在欠缺女性緣的前題下，分組做 project

的「賣凈蔗」自然便會走在一起。加上男生之間相處一向比較輕鬆、

推推碰碰、互相開玩笑，沒什麼好顧忌的。後來才得知，原來

Frederic 覺得我有耐性… 哈哈，我有耐性？可能是因為弟弟有輕度語

言障礙吧。 

雖然我比 Jackel 大僅僅幾分鐘，但作為哥哥的我一直會以幫助的角色

指導弟弟，特別是在發音和咬字上。我注意到他面對熟人時、或者走

路時說話會順暢一點，因為有別的東西分散其注意力，所以我也很樂

意提醒他、distract 他。慢慢我再把這份觀察和同理心放在與

Frederic 相處之中。說了半天，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就是把心靜

下來而已。父親從小就喜歡在家中播放 National Geographic 的節

目，令我兄弟倆都關注保育和喜歡大自然。而我特別喜歡蝴蝶，牠們

教曉我美麗的事物都是值得等待的，節奏太快往往會錯過很多東西的

細節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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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快的可以慢下來，步伐慢的也要積極點 

香港社會生活節奏急促，與人慢下來相處的時間不多。因此，我希望

大眾和殘疾人士能有雙向的溝通和體諒，除了大眾要慢下來了解殘疾

人士的需要外，殘疾人士都要更主動地講出自己的狀況和需要。 

--------------------------------------------------------------------- 

Frederic 是 CareER 第一屆學生大使之一，一直都十分投入 CareER

的活動，熱心幫助我們籌備會員活動，更加向身邊有需要協助的殘疾

朋友推介 CareER，Jackel 便是在他的轉介下認識了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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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來! 我可以…】在不幸與幸運之間作出

          選擇 

近年社會對有特殊學習需要人士 (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的關注已提高了不少，各大院校亦提供了許多新的支援；然而，某些

人的劣勢顯性可能並不大，因而放到同樣條件和要求的競爭中時，往

往便成為「炮灰」。我 - 曾經是其中一位。 

我叫 Allen，理工大學放射治療系學生。所謂「大學五件事」：讀書、

上莊、拍拖、兼職、住 hall，我與身邊這位朋友 Billy 就是「上莊」認

識的。Billy 修讀電腦科學，患有中度至重度聽障。他曾經說過如果一

個正常人日常生活只需要花 5%力氣去聆聽的話，那麼他則需要接近

90%的力氣去聆聽及理解。上課時不但要全神貫注聽教授講課，下課

後更要比其他同學多花時間溫習。 

係「愛」吖？定係「責任」呀？ 

令 Billy 在繁重的學業中堅持「上莊」的原因，是由於他在學時期真的

太難結交到知心好友了，跟所有莊員一樣，他希望儘自己的力量去告

訴其他 SEN 學生，他們並不孤單。所以 Billy 格外珍惜這個凝聚大專

SEN 學生的平台。而我，除了因為「同舟人，誓相隨」，還有別的原

因…  

（訪問途中）Billy：「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你有聽障… 」 

對了！我還沒有交待過呢。其實我有輕度弱視、輕度聽障和輕度語言

障礙。所以 Billy 剛剛認識我時覺得我發音沒問題、溝通沒問題、視力

又好像沒什麼問題，也是後來才知道我患有輕度弱視及輕度語言障

礙，甚至訪問當日仍不知道我是輕度聽障的（笑）。事實上我也不會

覺得自己比別人缺少太多。只是找工作時確實比一般人多了那麼一點

限制而已。 



28 | P a g e

希望成為後來者的前人 

雖說是輕度，但不同的障礙亦是挺困擾的。例如：凡有 Body-check 

(體檢)的工作基本上都考不了，就像當初曾想過加入紀律部隊便因為弱

視而告終了… 又例如放射治療師不能色盲，弱視可不可以？一隻眼看

不到又怎樣？考試是否會「揸得很正」？這些我以前都沒有前人的經

驗借鏡。現在有了這支莊，我們便是年輕 SEN 的前人，分享我們的經

歷。 

幸運 vs 不幸 

話雖如此，Billy 還是拿我的「輕度障礙」來開玩笑： 

「如果一般人在水面的話，我覺得中度至嚴重程度的 SEN 就像置身大

海的深處，而 Allen 你就在浮潛，我們都看不見你。」 

無錯，有時候我的確覺得自己被卡在兩者之間；但換個角度去想，這

也是值得慶幸的優勢，譬如在放射治療實習時曾經遇到過有不同特殊

情況的病人，我發覺我會比其他同學和同事更容易、更快掌握情況。 

正因為夾在中間，所以我能了解兩邊的溝通習慣和異同。 

世界不是只有黑與白，還有很多灰色地帶。當你站在兩岸的中間時，

與其選擇在大海中做一艘浮浮沉沉的小艇，倒不如努力磨練自己做一

道連接兩端的大橋吧。 

---------------------------------------------------------------------- 

Allen 和 Billy 都是 CareER 的學生大使，不但活躍於我們的大小活動

中，更為我們籌辦了不少會員活動，於過程中與一班會員互助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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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原來! 我可以…】為視障人士提供「藝術       

           不求人」 

或者有人會說：「盲的都知《蒙娜麗莎》是名畫啦！」 

你說是，它就是嗎？Rico 要讓視障人士能靠自己的手去接觸藝術。 

Rico 來自馬來西亞，從事設計跟教育行業二十年。11 年前，他考獲

獎學金來香港念碩士，當時參觀了一個從日本機構主辦的攝影展，展

品是由視障人士拍攝的照片。Rico 非常震驚，整個展覽完全顛覆了他

的想象。從此他便開始了一段不一樣的藝術旅程。 

“Sight is not the only way to see the world.” 

當時一個參展的攝影師告訴他：「(譯)視覺，不是看世界的唯一方

法。」他提醒 Rico, 我們每一吋肌膚都在接受外界的訊息，例如你回

想一些毛骨悚然的經歷時候，就可以記起全身的感官被激發的感覺。

於是他不停探索、採集、感受一些觸感性強烈的物料，並發現原來已

經有這麼多關於這方面的東西隱藏在生活的細節之中。 

《Beyond Vision Projects》 

多得那一次經歷，Rico 兩年前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如何改善視障人

士參觀博物館的體驗》(“How to Enhance Museum Experience for 

VI people”)。課程完結之後，與其把論文放在學院一輩子，他希望

做一些真正可以幫到別人和回饋社會的事。於是成立了 Beyond 

Vision Projects (BVP)，一個致力提高視障人士生活質素、為他們提供

接觸藝術文化的平台。「現在社會很多訊息都不只是文字為主導，它

們可能以不同的概念、形態表達。但偏偏傳播媒介都以視覺為主。那

視障人士呢？他們不就被忽略了嗎？」Rico 指出視障人士的就業機會

與生活質素是環環相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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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一點」把城市和我們連接起來 

Rico 希望住在城市的人都應該用不同的方法去「觀看」和感受這個地

方。於是他舉辦了一個展覽，以中環的地標建築為主題，讓受眾透過

手指觸感和聽覺去「欣賞」由結合凸起的線條和口述影像所構成的作

品。「我記得其中一位參觀的視障學生摸著作品跟我說，真的很漂

亮。」這個觸感聽覺互動系統不但讓視障人士參與藝術鑑賞，更開拓

了他們拿起筆去創作的全新概念。 

不光是接納，更要公平 

事業獲得令人鼓舞的開端後，Rico 更進一步，聘用了生命中第一位殘

疾員工 - Ivy。那是一個由 CareER 安排的實習生推薦計劃，第一次面

試時，二人都十分緊張。「那次面試看到 Ivy 給我很大的衝擊，因為

她非常有活力而且充滿正能量。她是個真誠的人，她分享她的故事令

我很感動」Rico 直言 Ivy 讓他見識到生命的強大，甚至那一刻根本不

覺得她是坐在輪椅上的。 

Rico 認為僱主有責任為殘障人士的特定需要而作出調整。例如地上的

電線要收好不能絆倒輪椅，設備的高度要調教到適合在輪椅上操作，

列印機要放低點，但桌子要調高點讓輪椅可以滑進桌下。主要是為了

確保 Ivy 的安全與舒適，僅此而已。餘下的就要靠 Ivy 自己把握機會，

表現自己的價值。 

對 Rico 來說，每個人都有獲得知識、接觸世界的權利。跟殘障人士相

處不是在給予幫助，而是在互相學習。他深信，只要公眾有共識，觀

察更多、關懷更多、我們的大環境一定會變得更美好。 

----------------------------------------------------------------------- 

Ivy 是 CareER 的會員，是透過 CareER 的實習生推薦計劃認識了雇主

Rico。由於 Ivy 於實習時的表現傑出，現己獲 Rico 聘為全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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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原來! 我可以…】做你最強後盾 

早前，印度電影《我的破嗝 Miss》來港上影，掀起了一時熱論。片中講

述了患有妥瑞症的女主角如何克服先天缺憾，實現夢想成為老師。而我身

邊，正有一位患有妥瑞症的朋友。今天，便讓我來分享我與她的故事吧！ 

10 年友情：「溶冰」與「降溫」 

她叫 Veronica，是我的中學同學，為人熱情外向，與慢熱內向的我恰恰

相反。如果要打個比喻的話，她是一壺煮沸的熱水，我是一塊冰冷的冰

塊。因此，我們即使中一時已是同班同學，彼此卻不相熟，有各自的圈

子。 

到了中四，因為我們選了相同的選修課，又常一起返學放學，便發覺大家

有著共同的話題和興趣，不管是我的「冰」被她的「熱」所溶化，還是我

的「冷」令她的「熱」有所降溫，我們每次見面總有說不完的話題。 

「臆、臆、臆...」 

剛開始認識 Veronica 時，發現她經常發出「臆、臆、臆...」的打嗝聲。

我也曾好奇過為甚麼她會這樣，但我也沒有細問，亦沒有因為這些聲音而

不想跟她成為朋友。後來，Veronica 主動向我分享，她發出這些打嗝聲

是因為她患有妥瑞症，肌肉會不由自主地抽動，影響了聲帶和面部肌肉。 

無心的責備 刻意的嘲笑 

當然，並非人人都會包容 Veronica 的打嗝聲。試過一次在安靜的課堂

中，Veronica 不自主地發出了打嗝聲，老師便問：「邊個同學整蠱做

怪？」令 Veronica 十分尷尬，我便挺身而出說那是風扇聲。又試過午膳

時，與我們一起「搭枱」的其他同學模仿 Veronica 的打嗝聲，更「細聲

講大聲笑」，我實在是看不下去，向他們問道：「扮咩姐扮？有咩咁好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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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老師無心的責備，還是同學刻意的嘲笑，都令 Veronica 感到不開

心和委屈，更令她害怕處於安靜的環境。儘管妥瑞症並沒有為 Veronica 

的身體帶來很多的不適，卻常常令她於社交上處於尷尬和不安，不知如何

向人解釋自己的狀況。 

是包容 更是尊重 

我知道現時仍有人會扮 Veronica 的打嗝聲，但隨著身邊人越來越成熟，

而 Veronica 也了解自己的障礙後，她已懂得向別人解釋，身邊人亦懂得

理解和尊重她，漸漸令她不再那麼害怕處於安靜的環境。我經常想：「當

大家在路上遇到盲人時不會扮盲人走路，那為什麼聽到打嗝聲時要取笑和

模仿呢？」我希望將來大家能夠更懂得包容和尊重有不同障礙的人士。 

共同成長，成為彼此的後盾 

縱然中學畢業後我們各自升學，向自己的目標邁進，但我們永遠是彼此的

後盾，有任何大小事都會互相分享。Veronica 曾說：「因為你的接納，

令我更接納自己，認識了更多接納自己的朋友，更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更

多。」 

其實，身邊人的理解和接納正是令人成長和進步的動力。 

-------------------------------------------------------------------------- 

Veronica 是 CareER 的會員，CareER 曾幫她工作配對。她亦是 CareER

第一屆學生大使，協助籌辦會員活動，更時常與會員分享自己的經歷，與

一眾會員同行互勉。 

https://www.facebook.com/careerhk/photos/pcb.2272272432985772/2272271996319149/?type=3&__tn__=HH-R&eid=ARA9XXB5eksqOvSyUiR6QvATU-OHIyIA33Pcc1W5T2lAO-njBp_vAaoEDrmJKMGoPEc_kVg7BBDNxIBF&__xts__%5B0%5D=68.ARAU9F0QJ2jVI-KJA40qMFKb9eBrE3Gi_wKvQqEitDgA7pVJpfeHA-L9XveHo5oyxEAMBP06wnKoyyv6_0EngCqgWBUiXQKgdhlcTWo1Iar_vtTHdAofNCbxr61Ray1vjKDlSn7fu2ebI6nNl_Uf0mROpl-JRAy0HSl12Ld7QluHeXnSzdGoGx2cZDr_AaWeo98qWgW_pWWM9tzd75dN9Hzd-NF92NbWxG835J5tLXKvFPbswGouKeY-1NFSZ6rJ_Koc1QAMO7nh9P1bs984Tlme3UhnQDgwkqooYswjy7TZOJM0lz4fg_H-pMerC9aguLOeiQvIpfF9_hOMMZTlBfdXI2-w
https://www.facebook.com/careerhk/photos/pcb.2272272432985772/2272271996319149/?type=3&__tn__=HH-R&eid=ARA9XXB5eksqOvSyUiR6QvATU-OHIyIA33Pcc1W5T2lAO-njBp_vAaoEDrmJKMGoPEc_kVg7BBDNxIBF&__xts__%5B0%5D=68.ARAU9F0QJ2jVI-KJA40qMFKb9eBrE3Gi_wKvQqEitDgA7pVJpfeHA-L9XveHo5oyxEAMBP06wnKoyyv6_0EngCqgWBUiXQKgdhlcTWo1Iar_vtTHdAofNCbxr61Ray1vjKDlSn7fu2ebI6nNl_Uf0mROpl-JRAy0HSl12Ld7QluHeXnSzdGoGx2cZDr_AaWeo98qWgW_pWWM9tzd75dN9Hzd-NF92NbWxG835J5tLXKvFPbswGouKeY-1NFSZ6rJ_Koc1QAMO7nh9P1bs984Tlme3UhnQDgwkqooYswjy7TZOJM0lz4fg_H-pMerC9aguLOeiQvIpfF9_hOMMZTlBfdXI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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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原來！我可以】充當你的天使 學習你的 

        堅韌 

「慶幸生命中有兩位小天使；一位是我媽媽，一位是我男朋友」

Purple 說。 

我叫 Max，一名普通的白領，想不到我「升呢」變了小天使呢。這段

闗係中，表面上的確是我在照顧她， 但實際上，我從她身上卻學到了

的東西珍貴得多了。 

我的「她」叫 Purple。兩歲便發現有深度聽障，所以自小就要配戴助

聽器。助聽器不是萬能的，它會受聲音來源的遠近和方向等因素影

響，特別是讀書時常常要做的一些小組討論，對她們來說最煩了，因

為很多音源同時進入助聽器基本上就是噪音。種種原因之下，Purple

要花比別人多很多的時間去補習，從她口中得知，那位一直鞭策她的

「補習老師」就是她的媽媽，所以小天使之首她當之無愧。 

「結果會很不一樣」 

聽障人士往往因為聽不到自己的聲音，或者是聆聽別人說話時少了

前、中、後音的其中一環，影響發音和咬字。Purple 亦因此而曾經被

誤以為是內地人，或者是從外國回來的留學生。因此，更加彰顯到

Purple 媽媽安排的「惡補」內容有多重要。小時候，她不光替 Purple 

重温課堂所教的東西，更要求 Purple 每天讀報紙，督促並糾正其發

音，甚至現在令 Purple 仍有讀報的習慣。現在她完成了港大的微生物

學系課程，也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連 Purple 自己也認為，如果當初 

不是媽媽的堅持，她走的路將會截然不同。 

培養出堅忍不拔的性格 

我們相識於 HKU SPACE，最初我對她很好奇，因為覺得會看口型是

很酷的一件事，於是便常常去「考驗」Purple 的讀唇本領，慢慢便發

展成男女朋友了。所以某程度上，要是她不是聽障，可能我們也不會

走在一起呢。跟她相處的這段時間裡，我發現到很多她獨有的優點。

首先，我們會吵架，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一些溝通漏洞而引起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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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畢竟是從小就習慣的跟聽健人士打交道的，所以她對自己說過的

事特別肯定，也絕對不會認輸，雖然吵架時你不會想遇到這種人，但

是我心底裡是很欣賞她這性格的。另外，有次她替一所機構籌辦一個

大型活動，中間遇到很多困難和阻滯，連活動名稱都一改再改，歷時

也特別的長，大部份攪手都萌生放棄的念頭了，唯獨她與少數人從頭

到尾一直沒有這種想法，堅持要做到底，我在旁看著她，十分感動。 

共融 2.0 

在香港像 Purple 這樣的例子很多，她們先天條件可能沒那麼好，但是

只要她們沒有放棄，在進一步和退一步之間，選擇了努力去邁前一

步，社會還是應該給予支持和尊重的，這才是真正的公平和共融。然

而，我個人認為香港人還是不夠了解，不知如何去面對聽障人士，什

至無法分辨「聾」和「聽障」本質上的分別。因此，我覺得共融要進

入 2.0 世代，將不同種類的殘疾都變成常識，有足夠了解後，僱主或

學府便能充份考慮求職者或投考人士的真實情況和他/她的專業與個

性，繼而進行公平的競爭。這是我覺得最理想，而香港亦已經有充份

條件去達到的狀態。 

---------------------------------------------------------------------- 

Purple 是 CareER 的會員，曾被配對到跨國公司實習，完成後更獲聘

為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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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原來! 我可以…】在她的帶領下邁步向前 

「無電視嗰時呢就係日頭，做緊成龍嗰陣時呢就係夜晚...」這一句由視障

小女孩說出的廣告獨白相信很多人都聽過，她的樂觀積極亦鼓勵了不少

人。今天，我也想分享一 個被視障人士鼓勵的故事。 

我叫 KK，現職於心光盲人院暨學校。在這裡工作經常都會接觸到視障人

士，但要說最緊密的必定是我的上司 Shirley。她患有視網膜色素病變，

視力由中二開始急速下降，現在只能分辨白晝黑夜、有燈光或是沒燈光，

看不到任何圖像。 

「其實你係咪睇到嘢嫁？」 

剛開始與 Shirley 合作時，我認為失明人士在閱讀上有很大的困難，曾擔 

心傳電郵給 Shirley 會很慢才得到回覆，但其實她每次都回覆得十分快。

我也曾以為在她面前偷懶一下應該不會被發現，但細心的她每次問及我工

作內容時，便會發現我不在工作狀態。縱然 Shirley 是一位視障人士，她

的工作能力卻猶如常人，千萬不要覺得她是「看不見的」。 

視障與非視障：公平對待 

「除非真係好急啦，如果唔係 Shirley 都會要求視障同事做番自己嘅工

作。」雖然我的同事們大部分是視障人士，但 Shirley 並沒有偏袒他們，

要求非視障同事替他們完成工作。在這裡，我們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工

作範疇，她也給予我們足夠空間和時間去完成任務。 

「係 Shirley 身上我睇到希望！」 

Shirley 是一位投入工作，做事有條不紊的上司，更經常把「沒可能變做

可能」。記得一次，我們於同一日有幾個活動要出席，時間緊湊，同事們

都認為沒可能完成，考慮推掉某些活動。她卻叫我們冷靜下來：「其實都

唔係無可能呀！只要我地規劃好路線，應該可以做到。」在她的鼓勵和帶

領下，我們整隊人跟著她的指示，最後成功完成當日所有活動。 

其實我們在工作上經常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問題，每次想放棄時，Shirley 

都會給予我們意見，循循善誘地帶領我們走出困局。我最欣賞她的便是這

種積極面對困難的態度，同時亦感染了我面對挫折和困難時不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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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一直十分支持 CareER 的工作，更經常與視障人士分享她的經

驗。 

https://www.facebook.com/careerhk/photos/pcb.2276676969211985/2276825572530458/?type=3&__tn__=HH-R&eid=ARDvVXvWM9IAS801aMHo5F0FcSzECMR0f5pgSfLoqiea9gcdwloYxVJGWmRHO0Y107DyLQwCJ3lBM04R&__xts__%5B0%5D=68.ARDLtY0JtURr8Orj1U-yS5upEfC6m1RI1oQTZQVdcQsCG7FDHhZylDozHfNBe9cy2dyYOvdZyYgSG3rRXVaYUnBpR-oIGUsx3ilLFpCcfJKFXlqTPIBtYlVtJPd0Ipuy04RiXKyudkOonYfA7tq8ipVS7xkqiNEhpQ2ciUUzNgayQKUcV7ADaQhGf3xU-d2ek-F4Lw4de9JFJrCxp__bFlnzJUyM3ryoet7zG5QASTGMIMlUQGWO99IzDSNVFIlUJb3OD_Npxi4CGF5NpCsqWahIFguqKXDO5CP6oOMp-wA_9rt8a0Il6SqDVObmAxZwneaHQSLbLd1yaHGfo0WQoBrHrVWi
https://www.facebook.com/careerhk/photos/pcb.2276676969211985/2276825572530458/?type=3&__tn__=HH-R&eid=ARDvVXvWM9IAS801aMHo5F0FcSzECMR0f5pgSfLoqiea9gcdwloYxVJGWmRHO0Y107DyLQwCJ3lBM04R&__xts__%5B0%5D=68.ARDLtY0JtURr8Orj1U-yS5upEfC6m1RI1oQTZQVdcQsCG7FDHhZylDozHfNBe9cy2dyYOvdZyYgSG3rRXVaYUnBpR-oIGUsx3ilLFpCcfJKFXlqTPIBtYlVtJPd0Ipuy04RiXKyudkOonYfA7tq8ipVS7xkqiNEhpQ2ciUUzNgayQKUcV7ADaQhGf3xU-d2ek-F4Lw4de9JFJrCxp__bFlnzJUyM3ryoet7zG5QASTGMIMlUQGWO99IzDSNVFIlUJb3OD_Npxi4CGF5NpCsqWahIFguqKXDO5CP6oOMp-wA_9rt8a0Il6SqDVObmAxZwneaHQSLbLd1yaHGfo0WQoBrHrVWi
https://www.facebook.com/careerhk/photos/pcb.2276676969211985/2276825572530458/?type=3&__tn__=HH-R&eid=ARDvVXvWM9IAS801aMHo5F0FcSzECMR0f5pgSfLoqiea9gcdwloYxVJGWmRHO0Y107DyLQwCJ3lBM04R&__xts__%5B0%5D=68.ARDLtY0JtURr8Orj1U-yS5upEfC6m1RI1oQTZQVdcQsCG7FDHhZylDozHfNBe9cy2dyYOvdZyYgSG3rRXVaYUnBpR-oIGUsx3ilLFpCcfJKFXlqTPIBtYlVtJPd0Ipuy04RiXKyudkOonYfA7tq8ipVS7xkqiNEhpQ2ciUUzNgayQKUcV7ADaQhGf3xU-d2ek-F4Lw4de9JFJrCxp__bFlnzJUyM3ryoet7zG5QASTGMIMlUQGWO99IzDSNVFIlUJb3OD_Npxi4CGF5NpCsqWahIFguqKXDO5CP6oOMp-wA_9rt8a0Il6SqDVObmAxZwneaHQSLbLd1yaHGfo0WQoBrHrVWi
https://www.facebook.com/careerhk/photos/pcb.2276676969211985/2276825572530458/?type=3&__tn__=HH-R&eid=ARDvVXvWM9IAS801aMHo5F0FcSzECMR0f5pgSfLoqiea9gcdwloYxVJGWmRHO0Y107DyLQwCJ3lBM04R&__xts__%5B0%5D=68.ARDLtY0JtURr8Orj1U-yS5upEfC6m1RI1oQTZQVdcQsCG7FDHhZylDozHfNBe9cy2dyYOvdZyYgSG3rRXVaYUnBpR-oIGUsx3ilLFpCcfJKFXlqTPIBtYlVtJPd0Ipuy04RiXKyudkOonYfA7tq8ipVS7xkqiNEhpQ2ciUUzNgayQKUcV7ADaQhGf3xU-d2ek-F4Lw4de9JFJrCxp__bFlnzJUyM3ryoet7zG5QASTGMIMlUQGWO99IzDSNVFIlUJb3OD_Npxi4CGF5NpCsqWahIFguqKXDO5CP6oOMp-wA_9rt8a0Il6SqDVObmAxZwneaHQSLbLd1yaHGfo0WQoBrHrV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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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原來！我可以...】鼓勵她繼續堅持 

我叫 Victoria，是一名心理學系講師，也是 Stephy 的 Academic 

Advisor。 

「佢會唔會需要好多照顧同特別安排嫁？」 

Stephy 是位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學生。在未正式和 Stephy 見面

前，學校的輔導員已通知我，將有一位肌肉萎縮症的學生需要協助，

她要坐輪椅且會有工人姐姐陪她上課。最初聽到這情況時，我並沒有

概念如何去幫助她，又擔心她是否需要很多特別的安排。 

事實並非如此。其實只要輪椅易達的課室，一個較大的空位，Stephy 

便可以如常上課。學期間的功課並不需要特別的待遇，她也可以和其

他同學一樣準時提交。只是她書寫較慢，需要延長考試的作答時間。

所以，除了她需要坐輪椅和去廁所、沖涼等需要別人扶抱外，還有很

多事情是可以自己獨立完成的。 

「如果學生願意分享，我就會花時間聆聽。」 

Academic Advisor 的責任是在選科時給予同學建議，一般只有在學期

開始前的選科期間，他們才會找我諮詢，可說是一年才會見上一兩

回。但 Stephy 卻不同，初相識時，她在學業和個人上都遇到問題，

覺得好惶恐，會主動找我傾訴，甚至會手寫信件給我。我覺得這是她

對我的一種信任，所以我會花時間了解並開導她。 

她的細心亦是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一次與 Stephy 聊天時發現大家

都喜歡「鬆弛熊」，至此她便特別用「鬆弛熊」信紙寫信給我。但細

心亦令她很容易把事情放大，影響情緒，有時我會擔心：「佢會唔會

諗唔開嫁？」 

一次，我打算用塔羅牌作教學工具講解有些人會透過占卜去做抉擇，

但擔心同學們會執著占卜的結果。我問 Stephy ：「如果預測結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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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個學期嘅成續好差，你會點？」意想不到的是她答：「無論好定

壞，我都會堅持努力行落去。」當下，我覺得她其實並非我想像中般

脆弱，而只是需要別人在她信心不足的時候鼓勵自己，遇到迷惘時開

導自己。 

「如果唔係因為殘疾嘅影響，其實佢地都想過常人嘅生活。」 

說實話，在遇到 Stephy 前，我對殘疾人士的認知只限於書本和電視

上，覺得他們是需要被幫助的一群。認識 Stephy 後，我發現他們需

要比常人更努力和花更多的時間去適應日常生活。以 Stephy 為例，

她需要比其他同學多一倍的考試時間才能完成作答、定期要做復康治

療，又要為了避開樓梯而繞路等。因此，我們不應只著眼於他們是被

助的一群，而是要欣賞他們的堅毅，並包容他們的不足，讓他們更融

入社會。 

---------------------------------------------------------------------- 

Stephy 是 CareER 的會員，曾被 CareER 配對到不同企業或機構進行

實習工作，如：市場推廣、青年政策推廣及商業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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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原來! 我可以…】對你有要求、不遷就 

生性樂觀、熱愛潛水的輝教練 (王卓輝) 是一位專業的潛水教練，曾挑戰過

世界各地不同的水域，亦曾獨自面對過登革熱的死亡威脅… 跟他學潛水的

學生來自不同國家和背景，而這次我們便會集中看看，他如何跟肢體有缺

陷的學員 - Jane 一同進行這項高體力消耗的運動。 

Jane 在一歲多的時候因為家居意外 8 成皮膚被燙傷，手骨都變型了，曾

經歷過多場手術，康復後也留下不少疤痕。Jane 對當時的發生的事已經

沒有太大的記憶，但是傷口至今還是會痛癢難耐。「其實你對自己要求不

用如此高的。」曾經有一位游泳教練的話一直令 Jane 耿耿於懷，她要證

明殘障並不是她人生的全部，所以她不停發掘自己的興趣，最近便愛上潛

水，並認識了這位不會給她「特權」的輝教練。 

------------------------------------------------------------------------- 

Jane 於 CareER 初成立時已加入為會員，並在創辦初期給予我們很多建

議，亦一直十分支持我們的活動。 

觀看影片： https://youtu.be/5SLRwvbHTVk?
list=PLRCb62n1An7YP8sCq71ywm-2vZROkS7mV

https://youtu.be/5SLRwvbHT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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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特別篇：【原來！我可以… 】的幕後團隊 

2018 年的夏天，CareER 開展了一個不一樣的共融推廣計劃 - 《原來！我

可以…》。我們找了來自不同背景的殘疾人士，並邀請他們的身邊人以第

一身的角度分享他們的共融故事。 

一年轉眼便過去了，CareER 和製作團隊之間，從最初擬定方案、鎖定受

訪人士，到訪問、撰稿、剪接，再到追稿、趕稿、追稿、趕稿… 彼此已建

立了深厚而「微妙」的合作關係。作為這個季度的最後一集，我們決定以

「自己訪問自己」的方式， 為整個計劃作一個總結。

觀看影片： https://youtu.be/njcEvQWsxV8?
list=PLRCb62n1An7YP8sCq71ywm-2vZROkS7mV

https://youtu.be/njcEvQWsxV8?

	CONTENT
	#1 【原來! 我可以…】聽你的 + 都聽你的
	#2 【原來! 我可以…】活在屬於我們的硬滾世界裡
	#3 【原來! 我可以…】成為唯才是用的榜樣 
	#4 【原來! 我可以…】為殘疾鬆綁．為自己鬆綁
	#5 【原來! 我可以…】將好奇心推出去
	#6 【原來! 我可以…】跟 GPA 爆 4 的人做朋友
	#7【原來! 我可以…】在寵壞中變成熟
	#8 【原來! 我可以…】與女兒一起並肩作戰
	#9 【原來! 我可以…】躁鬱之餘略帶點瀟灑
	#10 【原來！我可以… 】一「點點」地學習
	#11 【原來… 我可以】直接一點 沒有芥蒂
	#12 【原來! 我可以…】快樂地 DISTRACT 他們
	#13 【原來! 我可以…】在不幸與幸運之間作出選擇
	#14 【原來! 我可以…】為視障人士提供「藝術不求人」
	#15 【原來! 我可以…】做你最強後盾
	#16 【原來！我可以】充當你的天使 學習你的堅韌
	#17 【原來! 我可以…】在她的帶領下邁步向前
	#18 【原來！我可以...】鼓勵她繼續堅持
	#19 【原來! 我可以…】對你有要求、不遷就
	#20 特別篇：【原來！我可以… 】的幕後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