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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馬義工﹕一聲「多謝」抵辛勞
派發組把關防冒領獎牌 治療組「醫心」為跑手打氣

■世界綠色組織與領匯合作，將於農曆新年期間
舉行「開心單車送暖行動」。
鮑旻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一項國際性的賽事能夠順利進行，除
了有多方面的配合，背後亦有賴一班義工的熱心幫助。在渣打馬拉松負

節能電器新春贈貧戶

責獎牌派發的義工看似「手板眼見功夫」，但其實不然，義工們需要
「瞻前顧後」，除了頒發獎牌，亦要留意有無選手出現不適等；更要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不少市民一收
到電費單，就會非常頭痛。有環團聯同私人團
體將於農曆新年期間，向屯門區及天水圍區的
「能源貧窮戶」送出節能電器，約有 40 戶至 50
戶家庭受惠，預計較舊電器可節省一成電力。
此外，又會將「單車行大運」參加者所累積的
單車里數轉化為捐款，以便支援「能源貧窮
戶」。
世界綠色組織與領匯合作，將於農曆新年期
間舉行「開心單車送暖行動」，由 40 名義工向
屯門區及天水圍區的「能源貧窮戶」送出節能
電器，如風筒、暖風機、電飯煲或熱水煲等日
常使用電器，由貧窮戶自行選擇一兩款需要的
電器。

格把關，防止有不合資格的參賽者取走紀念獎牌。物理治療師亦是賽事
的一大重要角色。她們的滿足感源於選手的一聲「多謝」，及與跑手分
享喜悅，希望可以再參與賽事的義工工作，一同見證跑手的創舉。
2010 年開
任民安隊隊員的黃鳳萍在
始，擔任渣打馬拉松的獎牌派發組

義工，到前年，更開始擔任統籌工作。她
指，當義工比較簡單，「到場之後，有心
就可以幫助別人。」但成為統籌角色，責
任更大，在事前需要開會進行準備工作，
包括找其他義工等。

「瞻前顧後」非易事
一般人或會認為獎牌派發工作是「手板
眼見功夫」，黃鳳萍指其實不然，因為作
為一名獎牌派發的義工是需要「瞻前顧
後」，由於有部分跑手未能在 6 小時內完
成全馬賽事，但仍想要得到紀念獎牌，會
用不同藉口想取得獎牌，義工們需要仔細
分辨他們是否有完成賽事，如他們身上的
衣服是乾或濕等。亦有其他賽事的跑手想
「分一杯羹」，希望取得這些獎牌作紀
念。
黃鳳萍強調，面對這種情況絕對不能偏
私，「因為將獎牌給了其中一個人，其他
人知道後，會覺得不公平。」她又指，由
於獎牌派發的位置在終點，義工需做好人
群管理，避免因跑手在終點停留或「自
拍」而引起混亂。急救知識亦是不可或缺
的，義工要留意有無選手出現不適，為他

們提供協助。

重視衣飾 紀律嚴格
黃鳳萍將以往在民安隊的義工經驗帶入
獎牌派發的工作，她非常重視衣飾整齊及
紀律，她要求義工一律穿着黑色長褲，既
方便工作，又給人一種整齊、好看的感
覺；若有義工在當日遲到，下一屆就不會
再找他參與。
黃鳳萍稱，可以在終點線見證跑手完成
賽事的一刻及分享他們的喜悅，「好似見
證到選手們完成一個創舉。」更有不少選
手在完成實事後，主動向她說一聲「多
謝」，令她從中得到滿足感。她期望賽事
當天的天氣好，而且空氣污染少，令跑手
可以發揮所長，表現更佳。
全程約 42 公里的全馬賽事一向被視為
一大挑戰，西隧一段暗斜路更令人聞風喪
膽，甚至有人形容完成賽事是需要「捱回
來」。跑手面對這項挑戰，少不了會出現
抽筋、肌肉酸痛等情況，物理治療師就起
着一個重要的作用。

成參賽者指路「明燈」
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教授楊慧，由第一
屆渣打港深馬拉松已經開始擔任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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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0 家庭受惠 可節電一成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指，「能源貧
窮戶」即是能源開支超出家庭總收入的 10%，
全港約有 144,200 個貧窮戶，透過今次的計劃，
約有 40 戶至 50 戶家庭受惠，而這些家庭都是地
區工作夥伴轉介，預計較舊電器可節省一成電
力。
余遠騁續稱，有部分「能源貧窮戶」居住在
劏房，而劏房內沒有窗，在夏天，室內的氣溫
高達 36 度，他們少不免要開冷氣；另外有些劏
房戶為節能會長期不開電燈；以及他們多使用
二手或三手電器，節能效果不彰。

◀楊慧（穿黃馬甲
者）表示，「見到跑
手可完成賽事，就為
他們感到高興。」
受訪者供圖
重要的是幫助跑手繼續完成賽事，為他們
打打氣。她解釋，有些人首次跑全馬，不
知道餘下 5 公里的路程有多長，或會經過
什麼建築物，信心可能有所影響。楊慧
指，物理治療組的義工這時就發揮最大，
由有經驗的物理治療師為跑手講解仍有幾
遠的路程，以及沿途會見到什麼建築物，
鼓勵他們堅持下去，完成賽事，「令跑手
心裡有底，就會有信心可完成賽事。」

組的義工，並在 2008 年開始擔任統籌一
職，驅使她每年都利用公餘時間參與義工
工作，除了因為渣馬是每一年的本地體壇
盛事，亦與自己的專業有關，當然「見到
跑手可完成賽事，就為他們感到高興。」
在比賽當日，物理治療組會在 37 公里
干諾道西天橋及終點設置攤位協助跑手，
楊慧表示，兩個位置的性質略有不同，前
者不但要為跑手拉筋、包紮支撐帶等，更

單車里數變捐款預籌 10 萬
余遠騁亦提出多項節能的小貼士，包括每月
清潔一次冷氣機隔塵網，每年節省電費200 元；
盡量使用毛巾抹乾頭髮，減少使用風筒 60%的
時間，每年節省電費 200 元；以及改用 1 級能源
標籤洗衣機， 每年節省電費40元。
至於「領匯單車行大運」，領匯會將參加者
所累積的單車里數轉化為捐款，以支持世界綠
色組織購買節能電器轉贈到「能源貧窮戶」的
手上，希望可減低他們的電費負擔，預計活動
有1,200人至1,400人參與，可籌得1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港人
視寵物如親生子女，當寵物生病時，在
動物醫療方面也毫不吝嗇大灑金錢，務
求挽救寵物的小生命。不過隨着愈來愈
多人飼養寵物，有關獸醫的投訴也逐年
遞增，有市民在獸醫誤導下枉花數千元
替愛犬絕育，惟投訴無門無法取回公
義。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建議政府
加強監管獸醫服務，令收費透明化。

愛犬尿道炎 被騙做絕育
李小姐 6 年前曾因愛犬小便帶血，遂
帶牠向附近獸醫診所求診，獸醫指其愛
犬患上尿道炎，治療費用為 3,000 元，
但向李小姐稱因犬隻未做絕育手術，所
以才患上尿道炎，建議她再付 2,000 元
替愛犬絕育。李小姐事後得悉狗隻患尿
道炎跟絕育與否無關係，並得知絕育手
術價格只需數百元，但因不知從何處投
訴，結果放棄追究。
現時獸醫執業資格依賴香港獸醫管理

局監管，但坊間獸醫質素良莠不齊，不
時發生寵物診治過程失當的情況。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透露，獸醫管理局
去年接獲35宗投訴，但首9個月僅完成6
宗投訴的初步調查，其餘全部未處理，
他引述獸醫管理局 2010 至 2012 年數據
指，每宗個案由投訴至結案，平均需時
16個月，批評當局做事毫無效率可言。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建議，當局
應制定處理投訴的服務承諾，及公布實
踐情況促進效率；而寵物主人有詳盡收
費的知情權，當局應強制獸醫一定要主
動提供有關診金、例行化驗、程序、手
術與相關附加費等資料，提高收費透明
度。她指出，政府擬修訂《獸醫註冊
條例》，將管理局原有 10 名成員擴大
至 19 名成員，當中註冊獸醫由 6 人倍
增至 12 人，獸醫與非獸醫比例維持在
2 比 1，她認為管理局應容許動物團體
成員及服務使用者加入，以平衡意
見。

寵物急救課程最快 月推出

獸醫投訴個案趨增 蔣麗芸倡監管從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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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遇上
寵物受傷，應如何處理？因應坊間對
動物權益關注提升，香港聖約翰救傷
隊與香港獸醫學會合作，將推出寵物
急 救 課 程， 提 供 主 人 責 任、 基 本 包
紮、心肺復甦法等動物急救知識，最
快6月推出。
聖約翰救傷會總監鍾展鴻透露，律敦
治醫院急症科訓練中心曾被報道於2010
年與寵物急救培訓機構合辦「寵物證書
課程」，但被轟濫用公帑及不務正業，
草草結束課程。他笑言「你不做不如我
做」，並指坊間對動物的醫療有需求，
會方早年曾打算與愛護動物協會合作開
辦上述課程，不過對方沒有下文事件不
了了之。今次籌備一年多決定再推出寵
物急救課程，「現時的急救課程競爭很
大，我們都希望創先河！」
他表示，會方已辦過兩個導師訓練
班，訓練會內的60多名急救人員，加上
香港獸醫學會提供的獸醫與護士，料可

為每班數十名學員提供約 4 個導師。至
於課程內容方面，包括有寵物主人的基
本責任、寵物福利及健康護理、個人安
全及約束技巧、解剖學及生命表徵、寵
物急救箱等內容，急症評估、傷口處理
和包紮技巧亦會包含在內，該急救班屬
一天制 8 小時課程，隨課程附送一本有
關知識的課本。

8 小時收費 600 起
鍾展鴻直指，課程價錢不能定得過
低，預計是 600 元至 1,000 元，因所有
成本來自聖約翰救傷會，會方出車馬
費邀請香港獸醫學會的獸醫講課，故
香港獸醫學會只提供人才，「3 月才會
確定對方可提供多少人，最快 6 月推
出。」他承認，依賴獸醫學會的人手
的 確 有「 些 少 掣 肘」 ， 如 果 合 作 告
吹，或需要尋找獨立獸醫授課，不過
課本會以聖約翰救傷會及香港獸醫學
會共同分享版權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平等機會委員會就
《歧視條例檢討》諮詢公眾，其主席周一嶽接受港
台專訪時表示，共收到超過 12 萬份意見書，其中將
國籍納入種族歧視條例和涉及事實婚姻的兩個範疇
最受關注。他預料今年底提交報告，期望政府於未
來5年至10年可逐步進行立法工作。
平機會去年推出《歧視條例檢討》，就 4 條性
別、家庭崗位、殘疾及種族反歧視條例，進行公眾
諮詢。當中建議立法保障「事實婚姻」，包括異性
或同性同居伴侶的部分，最惹社會爭議。周一嶽表
示，初步分析其中 8 萬多份內容類似，約 200 份來自
不同機構的意見書，內容較為詳細。

■責任編輯：李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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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運四驅迎
新歲」參加者與
嘉賓合照留念

「鴻運四驅迎新歲」活動成功舉行

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總裁會
促進中港青年交流
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總裁會，接受中國太平
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工商委員會
（CNCPECBF）的指導，作為中國太平洋經
濟 合 作 全 國 委 員 會 （CNCPEC） 搭 建 的 平
台，一直致力於推動地區間的經濟合作。
該會 2015 年度的活動計劃包括：預計 3 月
22 日舉行的《天人合一，上善若水》——亞
太青少年大型書畫攝影展；香港民政事務局及
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的《心連心》國際大型青
少年書畫展；香港特區政府「青年內地實習團
資助計劃 2015-2016」；香港大學生粵北閩南
行等豐富活動。
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總裁會近日更與中國東
方航空達成戰略性合作協議，向師生及其同行
家屬提供特惠機票，使大家有更多機會訪問內
地，增進對國家的了解，促進中港二地的青年
交流。

「得龍大飯店」招牌太爺雞盆菜新登場

農曆新年來臨之際，長江實業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旗下商場舉
行一連串名為「金羊福到賀新禧」的活動，其中於海逸坊舉行
的「鴻運四驅迎新歲」，讓小朋友們於四驅賽道上競賽，爭奪
「最佳車手」稱號。大會邀請到人氣型男陳智燊到場為活動擔
任評判和嘉賓，與現場觀眾迎新春。
陳智燊與嘉賓輪流道出不同的恭賀說話向觀眾拜早年，更即

場許下新一年的願望。陳智燊表示自己亦是近年再次流行的四
驅車迷，更分享兒時與友人一同競賽的片段。活動的高潮當然
是「鴻運四驅迎新歲」比賽，20位參賽小車手在賽道上以速度
競賽，爭奪「最佳車手」殊榮。緊張刺激的場面令現場評判和
觀眾凝神貫注。經過一番比拚，彭卓峰小朋友以最快圈速成為
四驅車手冠軍。

「得龍大飯店」的盆
菜到會每年新春都大受
歡迎。「得龍大飯店」
今年聯手嘉饌有限公司
（Dining
Plus
Limited）推出更高品質
的得龍新春盆菜及賀年
糕點系列，將食物安全
衛生認證 ISO22000 及
HACCP 之衛生安全標 ■城中名廚及嘉賓到場支持得龍新春盆菜
準融合古法配方，製作 及糕點系列
出富傳統風味的「得龍新春系列」。今個農曆年，得龍大飯店重點
推出其得獎名菜－「招牌太爺雞盆菜」，將招牌菜古法太爺雞加入
新春盆菜，讓大家安坐家中便可品嚐到得龍傳統風味。
「得龍新春太爺雞盆菜系列」除了包含創新理念外，亦為忙碌的
顧客準備了貼心的服務，只需提早預訂，熱辣辣的新鮮盆菜將會按
時送到府上。得龍盆菜堅持即日新鮮製作，於香港自設中央廠房製
作，100%香港製造，務求達到量產而不失原有風味。同時，配以玻
璃蓋多功能兩用陶瓷鍋盛載(均適用於電磁爐及明火加熱)，並使用雙
重保溫包裝設計，保證衛生又安全，絕對為家家戶戶賀年必備之
選。

歧視例檢討
國籍婚姻受關注

版面設計：歐鳳仙

三寶中心辦講座
弘揚聖賢之道
■呂明晰
導 演 ( 左)
獲高志光
醫師頒發
紀念品

三寶中心是中醫與「聖賢教育」相結合為一
體的醫館，創辦人中醫師高志光，不但奉

行儒學之道，還在為善行醫同時，推廣「聖賢
教育」。他認為「聖賢教育」是修養性情的根
本。他近年經常舉辦幸福人生講座，以「聖賢
教育」陶冶人們性情，從而幫助人們保持健康
狀態。
三寶中心特從山東邀請到女企業家劉芳和導
演呂明晰來港演講，日前於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舉辦一連兩天的「幸福人生」講座。劉芳以其

成功經驗結合現代社會講新一代「女德」的作
用。呂明晰在 2004 年創辦全國第一個弘揚孝道
的電視節目《天下父母》，並啟動一系列以宣
揚孝義為主題的活動，包括由 2010 年至 2014 年
在全國建造了 17 個「中華孝心示範村」而聲名
大噪。
講座還有三寶中心弟子們的孝恩歌舞表演。
該活動得到孔教學院、國際經典文化協會大力
支持，太平紳士蔡素玉及不少社會知名人士參
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