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大生暖露宿者 風雨不改
阿Ben盼傳人情味 無懼「有味」「有菌」助按摩

繁忙的港人

出 名 「 有 愛

心 ， 無 恆

心」，不介意

掏錢做幾次善事，但要長年付出時間及精神，就

嫌太過奢侈。城巿大學學生唐以行（阿Ben）其

貌不揚，卻有着驚人毅力。4年來，他逢周二就

出動探訪無家者，風雨不改，由起初怕對方「有

味」「有菌」，到今日自若地當街為有傷患的露

宿者按摩減痛。畢業在即，未見他籌謀進軍職

場，卻擬用半年時間到福州的福利院服務殘障青

少年。眼前梳着潮童頭的「死𡃁 仔」表示：「好

想他們知道，世界上仲有人情味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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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正能量界正能量

阿Ben當年完成「末代高考」，不想暑假百無聊賴，
在中學師兄鼓勵下，開始跟隨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

會的義工團隊，探訪散落在深水埗、太子和油麻地的橫
街窄巷、公園和天橋底等的「老友記」。

最凍冬天 攜自家湯赴橋底
今年1月下旬，本港經歷了60年以來最凍的冬天，寒

風刺骨，大家都躲在室內打邊爐、吹着暖風機、蓋着電
熱氈，以各種方法取暖。由於惡劣天氣，當日的義工團
隊探訪活動亦因嚴寒告吹，但阿Ben卻記掛着一班「老
友記」的安危，遂與媽媽準備了快餐和自家製的紅蘿蔔
湯前往大角咀天橋底，希望為他們帶來一點溫暖，另一
方面則是想勸勸他們移師到臨時避寒中心過夜。
母子倆落足「嘴頭」，不過「老友記」不為所動，只

肯接受食物，卻堅持留守自己的小天地，他們也只好無
奈離開。改天阿Ben又再次到天橋底視察，確保「老友
記」無恙，他才放心。
採訪當日是恆常的「星期二的約會」，碰巧也是阿
Ben的生日。他笑言考試期間亦會如常探訪「老友
記」，長年如此，所以生日也沒有什麽大不了。其實，
阿Ben與「老友記」的感情是時間一點一滴累積而來。
初次隨隊探訪時，他毫不諱言自己當時「有點抗
拒」，「怕他們有味、有菌」，也很好奇是什麽令義工
們能堅持下去。眼見義工隊的「老鬼」秋哥會謙卑地為
有傷患的「老友記」按摩，細心地預備涼茶和雞蛋，阿
Ben也備受感動，開始願意打開心扉和「老友記」聊
天，「覺得他們其實沒有惡意」，往後建立了友誼，更
定時前往探望。

修讀精神健康課程 盼助溝通
阿Ben指自己並非社工，不能為無家者提供什麼實質
的幫助，「而且有很多『老友記』會怕麻煩人，或者是
習慣了這種生活模式而不想有人幫。」另一方面，為免
造成依賴，關懷無家者協會不鼓勵派飯。阿Ben認為，
探訪更多是屬於心靈上的幫助，「讓他們知道世界上還
有人願意關心他們，帶給他們溫暖。」
他今年初修讀了由香港心理衛生會和城大協辦的精神
健康課程，希望在探訪「老友記」時，更容易了解他們
的想法，幫助溝通。
本科修讀測量系，畢業在即的阿Ben，並不急於揾
工，反而計劃在今年底到福州的福利院擔任為期半年的
義工，為當地孩子進行基本教學和傳授自理技巧，同時
與當地職員交流，立志為當地的殘障青少年盡一點綿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主辦的「身心健康．孝順父母」全港校際比賽，今年
吸引了來自123所大專院校、中學、小學、幼稚園及
特殊學校的學生參加，部分得獎名單昨日公佈，頒獎
典禮將於7月2日（星期六）上午10時於高街2號西營
盤社區綜合大樓舉行。

是次比賽獲香港文匯報、大公報、高素質潛能研發
中心、國際文化教育協進會、心雨牽聯合協辦，香港
有線電視23台、中國旅遊與經濟電視台作為支持機
構，鄺啟濤博士贊助部分活動費用。

是項活動以推廣傳統中華文化的倫理道德及鼓勵
學生感謝父母養育之恩為目的。

活動包括有標語創作、書法、創意繪畫及填色比
賽等校際比賽。

此外，為讓更多學生及年輕人重視孝順父母的正
面訊息，及多管道表達個人的才華，中心同時主辦
了多項以孝順父母為主題的個人比賽，以下為部分
得獎名單：

「身心健孝父母」7月2日頒獎

中學組─身心健康策略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謝彥文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亞軍 鄭俊凱皇仁舊生會中學

季軍 鄭宜欣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小學初小組─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李嘯涵慈航學校

亞軍 羅樂遙海壩街官立小學

季軍 吳禾仟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小學高小組─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梁芯儀育賢學校

亞軍 譚翊朗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季軍
袁綺敏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個人─國畫比賽

冠軍 張衡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亞軍 岑汭錡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亞軍 李曉欣荃灣官立小學

季軍
甄海情浸大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小學部)

個人─西洋畫比賽

冠軍 孫若彤迦密柏雨中學

亞軍 陳樂融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亞軍 馮兆鋒保良局方譚遠良幼稚園

季軍 陳泳珊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季軍 陳俊熹寶血會思源學校

季軍 李恩曦德望幼稚園

幼稚園組─親子情濃繪畫創意比賽

冠軍 葉晉佑聖母潔心會黃大仙幼稚園

亞軍 葉泓暉保良局張心瑜幼稚園

季軍 賴學而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季軍 吳浩誠元朗東莞同鄉會熊定嘉幼稚園

特殊教育組─身心健康繪畫及填色比賽

冠軍 許佳銘香港心理衛生會—臻和學校

亞軍 Soumyadeep 明愛樂義學校

季軍 葉家康香港心理衛生會—臻和學校

個人─毛筆書法比賽

冠軍 曾靖嘉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亞軍 馬文俊沙田蘇浙公學

季軍 鄭浩然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學文憑試接近尾聲，
考生是時候籌劃各種升學出路。其中毅進課程連續第五
年加價，新學年學費介乎3.5萬元至3.7萬元，加幅最高
3.15%。有家長及升學輔導專家表示，加幅跟通脹接
近，尚算合理。
毅進文憑課程網頁最新資料顯示，開辦毅進文憑課程

的7間院校，新學年均會加學費，其中香港科技專上書
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及明愛社區書院，學費從本學年
3.3萬元增加至3.5萬元，加幅3.15%。
至於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

業進修學院、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及職業訓練局
工商資訊學院，學費則從本學年的3.6萬元上調至3.7萬
元，加幅約3%，兩者加幅均較「財爺」曾俊華預料本年
整體通脹率2.3%稍高，但較本學年學費加幅4.3%為低。

出席率成績達標可發還學費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認為，毅進課程過

去出現過相類似加幅，新學年的3%升幅與通脹相若，加
上毅進設有學費發還制度，讓出席率及成績達標學生可
獲發還部分學費，故加幅其實不算過分。
近年本港學生人數減少，致不少院校收生人數均錄得

下跌，吳寶城認為毅進課程始終有其獨特性，對部分學
生而言是一條出路，「毅進課程資歷等同文憑試5科第
二級水平，符合部分紀律部隊要求及副學士申請資格，
對於學生銜接升學及就業亦有幫助。」
他提醒有志報讀毅進文憑課程學生，選報課程時應多

考慮未來銜接升學及就業狀況，包括職場上的最低要求
及實際要求，確保修讀的課程能學以致用。

毅進學費增3.15%
「跑贏」通脹升幅

未隨義工隊出發探訪露宿
者之前，小記對是次「旅
程」有過一些想像：現場會
不會很糟、很臭？有點潔癖
的我，該如何自處？如果表

現得太小心翼翼，會否被認定是
「港女」？無家者會否抗拒出
鏡，令小記無法「交差」？

結果，小記戰戰兢兢跟着阿
Ben去探訪阿榮，發覺阿榮打扮
整齊，稍稍放心；阿Ben更二話
不說就坐在阿榮的床褥上，小記
只敢蹲在兩人面前搭嘴聊天，沒
幾分鐘已開始「腳痹」，不時要
站起來舒緩不適。阿榮見到這個

「後生細女」腳步不穩，隨即窩
心勸說：「你坐我張輪椅啦！唔
怕喎，個個都係咁坐！」但考慮
到輪椅與他們有些距離，怕聽不
到他們的說話，我猶豫了一會，
沒多想就照樣坐在阿榮的床褥
上，三人一起聊天。

其間，阿Ben向阿榮表露小記和
攝記的身份，估不到阿榮沒有絲毫
抗拒，更笑指自己曾帶團暢遊深水
埗，「成日畀人影相㗎」。當準備
道別之際，阿榮更熱情地向我們握
手道謝，跟小記想像中，露宿者總
是怯生、自我保護的印象迥然不同。

■記者 黎忞

探訪露宿者的義工隊每逢周二
都會出動，本月初的星期二，本
報記者跟隨大隊出發。造訪朋友
當然不能兩手空空，義工們會預
備一壺羅漢果涼茶和幾個紙杯，

在晚上8時從深水埗關懷無家者協會出
發分頭行動，記者與唐以行（阿Ben）
遂步行到大南街公園附近的一條小巷探
訪阿榮。
受腳患困擾、平時靠輪椅代步的阿

榮，年紀約五、六十歲，在街頭露宿多
年，雖然有過3次「上樓」的機會，但
都因單位不適合而放棄。他有不少隨身
家當，包括輪椅、床鋪、衣物、露營
燈、收音機、雨傘和聖經。
探訪當日，阿榮一看到阿Ben，即熱

情向他打招呼，Ben亦熟絡地坐上阿榮
鋪在地面的床褥上，阿榮會談談自己的

近況，Ben就分享自己畢業後的打算，
兩人閒話家常。阿榮向記者表示，「阿
Ben好好呀，咁耐（兩年多）都有來探
我，大家傾偈可以深入啲。」最後阿
Ben邀請他飲涼茶和一起祈禱，但阿榮
婉拒，只是多謝我們的關心。
阿Ben指，不少「老友記」曾有過

「上樓」的機會，但習慣了露宿地點的
生活後，就不想改變，就像阿榮知道哪
裡有便宜的飯盒賣，若上樓又要重新適
應；也有人怕被鄰居知道自己的經歷而
選擇繼續露宿。
探完阿榮後，阿Ben走到附近的公園

探訪睡在長椅上的林先生，然後大概在
9時移師到通州街公園，與一班義工匯
合，為深水埗的「老友記」舉行聚會，
喝喝涼茶、唱唱詩歌。

■記者 黎忞

宿
友
心
聲

憂「上樓」適應難
情願續瞓街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露宿者
探訪隊的老鬼「秋哥」是活動的中堅分
子，與唐以行（Ben）亦師亦友，Ben
很佩服對方可以放下身段替有傷患的露
宿者抹腳、按摩，感情好到「攬頭攬
頸」，「老友記」亦只聽「秋哥」勸
告，可見大家對「秋哥」的信任程度。
凡此種種，引發了Ben的好奇心，「點
解『秋哥』可以咁厲害？」不知不覺，
他也將「秋哥」視為榜樣，並因此更積
極關注無家者的工作。
「秋哥」數年前起，在基督教關懷

無家者協會做義工，其後機構聘請他
擔任兼職的行政工作，數年後轉為全
職僱員。
Ben提到自己起初做探訪時，有時不知

所措，但他細細觀察「秋哥」，「見到
『秋哥』主動托起『老友記』的雙腳幫

他抹腳、按摩，睇到我呆咗！」經過幾
個月的探訪，Ben才總算「開竅」，真正
與「老友記」交上朋友，可以自然地拍
拍肩膀、互相握手道別，「有次『秋哥』
托起一個『老友記』的左腳，我就托起
右腳，一齊為他按摩。」

「秋哥」讚後輩做得好「8分」
至於「秋哥」眼中的阿Ben，「秋

哥」笑言：「10分滿分，我俾 8分
啦！」他認為做義工最緊要「不怕
醜、不怕錯」，阿Ben做了4年義工雖
然仍有改進空間，但其實已經做得好
好。「秋哥」透露，阿Ben曾經幫過
一個婆婆抹屋，「間屋又臭又污糟，
但我同阿 Ben 講，當幫上帝做事
啦！」阿Ben亦欣然接受，努力做好
清潔工作。

佩服熱心前輩
「開竅」積極交友

「旅程」有傾有講 無家者原來如此
記
者
手
記

■Ben計劃在畢業後前往福州的福利
院，為當地殘障青少年服務。

黃偉邦 攝

■Ben(右)
探訪在小
巷露宿的
阿榮，閒
話家常。
黃偉邦 攝

■義工團隊在通州街公園，為露宿者舉行活動。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