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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第14/135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1月25日

頭獎：-
二獎：$932,120 （2.5注中）
三獎：$73,970 （84注中）
多寶：$33,398,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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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者叫停 自殺義工逃「鬼門關」
為社區出力獲嘉許「你幫我我幫你」傳承

社會福利署昨日舉辦「2014香港義工嘉許
典禮」，表揚長期參與義務工作的市民

及團體。有獲嘉許人士做義工已長達40年，
亦有獲獎者年過90歲，仍參與義務工作。

容姨喜聞受助女回饋社會
現年61歲的鍾順容（容姨）1994年開始透
過社署投入義務工作，20年來照顧過幼兒、教
過小朋友讀書、勸導過街上不回家的青年、陪
伴過獨居老人走生命的最後一段路，甚至會主
動向智障人士服務團體叩門，詢問對方是否需
要義工幫忙，連接待員亦感到意外。
提起過去20年經歷，容姨滿足的笑容都寫

在臉上，「今年有好開心的事」，表示以前
曾經教導貧苦小女孩寫字，早前遇到其中一
名家長，對方指女兒如今已中學畢業，還考
獲獎學金，得到往外國做交流生的機會，還
表示要像容姨一樣，用大愛的心回饋社會，
「真的好開心，有人認同自己做的事。」
容姨陽光背後，原來亦曾經歷人生低潮。
2005年，容姨患上一個突如其來的疾病，令
她誤以為自己不久於人世，「那個冬天很寒
冷，有一天我突然萬念俱灰，打算衝出馬
路，自行了結。」往馬路踏出一步後，容姨
突然聽到有人叫她的名字，轉頭一看，是一
對夫婦，「原來我曾經幫過他們，他們認得
我，又說還有很多人需要我幫忙。那時候，

我突然醒了，覺得不需要為小事輕生。」

強哥半生服務聽障人士
同樣做了20多年義工、現年46歲的陳煒強

（強哥），半生都在服務聽障人士，只希望讓
社會了解他們多一點。強哥小學時已接觸聽障
人士，當時對他們感到很好奇，中學參與義工
計劃時選擇學習手語，但純屬玩票性質。
畢業後，他在地區青年中心組織小組，專門
協助聽障人士，正式學習手語。「社會上常說
『聾啞』，但聾不等於啞，社會上亦會有人因
不了解而拒絕與聽障人士接觸，我希望透過擔
任翻譯和推廣角色，例如舉辦嘉年華，讓聽障
和健全人士有接觸和了解的機會。」

工餘做義工「愈做愈不想斷」
強哥本身從事工程行業，每逢工餘時間就會

去做義工，更表示「愈做愈不想斷」。他表
示，即使是簡單的翻譯工作，對聽障人士亦意
義重大，希望社會上有更多人參與義務工作，
「做甚麼、做多久不重要，最重要是有心。」

社署「義工運動」121萬人登記
社會福利署1998年起發起「義工運動」，
截至今年10月，已替121萬人和2,622個團體
登記做義工。過去一年，他們為社會共提供
超過2,252萬小時義務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相信不少人都曾經受過別人恩惠，但是否

已下定決心，把助人自助的義工精神融入生活中，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士帶來

喜樂？有義工20多年來，致力服務聽障人士，還主動學手語，只為讓社會多

一點了解聽障人士。有義工因病厭世想衝出馬路自殺，但曾受幫助的一對夫

婦叫停她，不讓她踏進「鬼門關」，「其實沒有甚麼『做義工』概念，你幫

我，我幫你，總之都是為這社區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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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務工作10多年
間，登記義工人數及團體數目不斷
上升。身兼義工總領袖的行政長官
夫人梁唐青儀昨日讚揚義工的無私
奉獻才是真正的獅子山精神，感謝

他們付出熱誠和愛心，締造和諧共融的社
會。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表示，未來會
鼓勵義工將義務工作融入生活，讓義工不
只是單次或在短時間內持續工作。
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昨日穿上早前

APEC 領導人峰會的特色服裝，出席
「2014香港義工嘉許典禮」。她致辭時笑
言，當日由於身體抱恙，未能與丈夫一起
出席峰會，提醒丈夫一定要把特色服裝帶
回來，讓她在重要場合穿上，「今次是一
個非常有意義的場合，正好適合我穿上這
套衣服。」
梁太表示，在香港現時的環境下，義工
的投入顯得更有價值，因為他們付出熱誠
和愛心，為有需要的社群服務，締造和諧
共融的社會，讚揚義工的無私奉獻才是真
正的獅子山精神。
梁太希望，未來有愈來愈多人投身義

務工作，繼續以正能量感染他人，施比
受更有福，「一個眼神和微笑，例如感
謝店員、讓座，就是義務工作的精
神。」

葉文娟：港每6人有1人做義工
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表示，現時社署

已有121萬人登記做義工，代表本港至少
「每6人中便有1人做義工」，令她感到
很驕傲。她表示，未來會鼓勵義工將義務
工作融入生活，讓義工不只是單次或在短
時間內持續的工作。 ■記者 陳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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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姨和強哥把
助人自助的義工
精神融入生活
中，為身邊有需
要的人士帶來喜
樂。 陳敏婷 攝

▲梁唐青儀(右
二)讚揚義工的
無私奉獻才是真
正的獅子山精
神。左二為葉文
娟。 陳敏婷 攝

大嶼山發展水療 昂坪360延線大澳

「自由野」觀眾參與體驗藝術

為鼓勵殘疾人士在社會上
「尋好工，顯實力」，香港復
康力量昨日舉行第四屆「香港
復康在職達人」選舉啟動禮，
並由本月23日起接受公眾提
名，藉此推動傷健共融。大會
表示，獲提名人士必須是在
職、自僱或企業家，並要具備
熱心助人的態度，於活動中帶
出「殘疾人士並非社會包袱」
的訊息。 文：郭兆東

「復康在職達人」選舉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昨日聯同
過千名中電義工及天水圍居民做刺
繡，仿製成長達22米的《清明上河
圖》。在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的
見證下，打破最多人一起刺繡的健力
士世界紀錄。莊偉茵表示，打破世界
紀錄固然高興，但更有意義的是，能
在今天的香港凝聚社區力量，與超過
千名地區人士一針、一針地合力拼湊
出和諧社會景象，十分有意義。

繡出和諧社會

為提早慶祝聖誕節，荃灣廣場今年將以家喻戶曉的俄羅斯方
塊為主題，把經典的七彩磚塊拼疊成大型互動聖誕樂園，市民
可走進方塊世界，體驗「七彩聖誕」。適逢俄羅斯方塊誕生30
周年，樂園將布置俄羅斯方塊砌出的各種裝置，場內擺設兩棵
逾10呎高的俄羅斯方塊聖誕樹，以及近20呎高的俄羅斯方塊
巨幕。樂園更會有逾10呎高的俄羅斯方塊聖誕老人，駕着鹿車
迎接到場市民。至於純白色的方塊雪人，可成為市民拍照留念
的最佳位置。 文：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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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中線古井擬重置宋皇臺公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對於港鐵沙中線土瓜灣站發現的
古蹟，政府建議大部分原址保
留，較大爭議的一個宋代古井則
未有定案。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
日表示，有關古井本身不太整
存，保育價值未必高，認為可以
考慮拆卸另外覓地重置，與其他
古物一併重置於宋皇臺公園，讓
市民觀賞。他又指，古諮會正檢
討歷史保育政策，考慮引用收回
土地條例，以公共用途為由，收
回具歷史價值的建築，再向業主
發放賠償，但強調需要考慮私人
產權、賠償等問題。
當局建議，原址保留沙中線土
瓜灣站地盤內發現的7處遺蹟，
連同考古成本，共涉及41億元額
外開支。不過，還有一個處於設
計中的車站大堂中間的宋代古井
和旁邊20世紀時建造的引水槽仍
未決定保育方案，如果拆卸另外
覓地重置只需要1,000萬元，原
址保留就要13億元。

古井不太整存 保育價值未必高
陳茂波昨日在電視節目上表
示，有關古井本身不太整存，保
育價值未必高，若易地重置，仿
真度可達八成，亦可考慮與其他

古物一併重置於宋皇臺公園，讓
市民觀賞。若原址保留，工程上
可能有風險，未來展示古井時，
需要另闢道路供市民觀賞。

擬引例收回歷史建築再賠償
另外，政府正檢討私人歷史建

築保育政策，顧問報告建議，動
用9億元成立保育基金，陳茂波認
為做不到，因9億元根本不足以用
作收樓賠償或維修。對於地政總
署前署長劉勵超早前提出，政府
可考慮引用《土地收回條例》作
為「尚方寶劍」，以公共用途為
由，收回具歷史價值的建築，再
向業主發放賠償，陳茂波指，古
諮會正檢討歷史保育政策，有關
建議是其中考慮內容，但需要考
慮私人產權、賠償等問題。
被問到不少私人歷史建築都

由富豪擁有，若因尊重私人產
權而不收回，相反舊樓小業主
物業卻較易被收回，會否導致
不公平情況，陳茂波不同意有
不公平情況，強調市區重建目
標是「市區更新」，涉及公眾
利益取捨及考慮；又說若以市
價收回富豪的歷史建築，單項
賠償可達數十億元，反問這樣
運用公帑是否合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大嶼
山發展諮詢委員會昨日舉行第四次會
議，聽取轄下4個小組的工作匯報以
及確認整合了的綜合工作計劃。委員
會又決定以多管齊下的方法推動大嶼
山發展，包括發展水療及消閑度假設
施、把昂坪360延線至大澳等。身兼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的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在會後表示，委員會會根
據綜合工作計劃，向政府建議一套全
面的大嶼山發展及保育策略，以促進
大嶼山和香港的長遠和可持續發展。
4個小組包括規劃及保育小組、經濟

及社會發展小組、交通及運輸小組和公
眾關係及參與小組，早前討論政府在發
展大嶼山方面的工作，委員會認同以此

為基礎，以建立一套全面的發展策略。

逐步展開大型策略性研究
委員會確認，為大嶼山北岸及鄰近

地區的未來發展逐步展開數個大型的
策略性研究，包括港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上蓋發展、欣澳填海、中部水域人
工島等，以籌劃和評估相關發展方
案，預期約於2016年至2018年間逐
步分階段完成。研究成果將為未來大
嶼山發展提供基礎資料。
委員會又預備開展3個專題研究，

分別涵蓋大嶼山商業用地的整體發展
策略、整體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和建
議，以及在長沙和索罟群島的大鴉洲
發展水療及消閑度假設施和把昂坪

360延線至大澳的建議。3個專題研究
預計約於2016年年初前完成。
另外，為大嶼山全面均衡發展，委

員會同意進行策略性檢討及評估工
作，包括綜合經濟用地使用分析、策
略性交通及基建檢討、策略性環境評
估、空間／區域發展策略、保育計劃
等，預計有關工作將於2016年完成。

進行活化鄉鎮鄉村改善工程
委員會認同要持續有序地進行活化

鄉鎮及鄉村的改善工程，地點包括大
澳、梅窩及馬灣涌；並且積極地分階
段推展建造越野單車徑網絡，改善沿
羗山道及嶼南道的狹窄彎位路段，以
及檢討大嶼山封閉道路及發放通行許

可證的安排，以配合大嶼山規劃，促
進康樂及旅遊發展。
委員會又決定，將以多管齊下的方

法推動大嶼山發展，如製作刊物、短
片等，以及聘請公關顧問公司協助擬
定全面的公關和諮詢策略，以推動公
眾及社區的參與，加強公眾對大嶼山
未來發展的了解和建立共識。
陳茂波會後表示，感謝委員會多個

月來的投入和努力，與當局攜手訂定
全面的工作計劃，並一起推展不同範
疇的建議項目，涵蓋短、中、長和整
體策略，並兼顧地區發展需要。他有
信心在各方支持下，政府能善用大嶼
山這片寶地，為當地社區和香港整體
帶來長遠裨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針織送暖顯溫情，昨
日逾200名香港女童軍齊集ICC環球貿易廣場，將長達
631米的織品覆蓋82層樓的樓梯扶手，為下月舉行的公
益垂直跑選手打氣。所有織品在活動後會改造成愛心頸
巾及披肩，期望把禦寒衣物在今年冬季轉贈予長者及社
會上有需要的基層人士，送暖人間。

婆婆重拾樂趣 母女增進感情
活動中，最年長的82歲婆婆周桂珍表示，加入女童

軍兩年來，昨日的活動可說印象最深刻，因為可與一
班小朋友重拾針織興趣，樂也融融。她又指，總共織
了8個毛冷球，日後再有同類型活動，會繼續參與。
母女檔上場的賴太太亦指，雖然女兒穎潼只得7
歲，但學習針織很快上手，因活動與女兒多作溝通，
更享受親子時間。她指針織需要熟習技巧，故教導過
程中要有相當耐性，直言因今次活動與女兒多了共同
話題，十分值得。

女童軍挺垂直跑織品贈基層

■女童軍為
公益垂直跑
選手打氣。
郭兆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平時少接觸藝術的
人，藝術對他們來說，可
能是「離地」、艱深難懂
的。有見及此，西九管理
局連續3年舉辦戶外藝術
節「自由野」，讓市民與
藝術家零距離互動，親身
感受藝術。第三屆「自由
野」昨日起一連兩天在西
九公園舉行，今年的主打
是「觀眾參與」，市民除
了可觀賞不同節目外，更
可以親身體驗演出。

悉尼藝術家邀觀眾擔任「障礙物」
第三屆「自由野」昨日開始，全日活動非常

豐富，包含各類藝術如音樂、劇場、舞蹈、文
化藝術等。今年「自由野」最大特色是「觀眾
參與」，區內設有「親身參與」節目，讓市民
體驗演出，如來自澳洲悉尼的Branch Nebula昨
日來到「自由野」表演，更邀請觀眾擔任「流
動障礙物」，在「障礙物」上演出一連串令人
驚心動魄的高難度動作。
另外，「自由野」亦是一家大小、與好友聚
會的周末好去處。區內有市集、集體遊戲、合
家歡節目等。社群藝術網絡（CAN）成員昨日

便在區內邀請市民玩「耍盲雞」、「一二三紅
綠燈」、「大風吹」等遊戲，令大人和小朋友
有機會將高科技遊戲統統拋開，一起在翠綠柔
軟的草地上玩樂。

免費穿梭巴渡輪往返多區
「自由野」今日繼續，開放時間為早上11時
至晚上10時，最後入場時間為晚上9時。「自
由野」提供免費穿梭巴士及渡輪服務。免費穿
梭巴士會往返尖沙咀及西九海濱長廊；往返九
龍塘及西九海濱長廊。免費渡輪服務則往返新
渡輪碼頭（鄰近金紫荊廣場）及位於西九文化
區內的油麻地避風塘碼頭；往返尖沙咀天星碼
頭及位於西九文化區內的油麻地避風塘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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