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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公益 一齊回憶

相片大募集 ─ 公益金百萬行

集體公益 一齊回憶
—公益金百萬行相片大募集

感謝各界支持！由《心．生活》舉辦的《相片大募集 ─ 公益
金百萬行》已圓滿結束。是次活動收到不少讀者寄來的珍貴相
片和精采文字說明，印證了大眾樂善好施的心。

「一歲我就行百萬行啦！當時我們參加的是
『1996年九龍區獅子山百萬行』 。雖然路程
有較多斜路，但慢慢行都不覺得太辛苦，特別
是我四歲的哥哥，他表現得很興奮，行完全程
都沒有一絲疲倦。由那刻起，他就愛上行 『百
萬行』 了。」

主辦機構： 贊助：

集體公益 一齊回憶
—公益金百萬行相片大募集

得獎名單如下：

優異獎得主：

大獎得主
羅永雄

李偉強
杜美如
易秀鈴

唐兆楷
耿雪松
張淑琼

莊振華
陳美珠
鄧潔玲

「一歲我就行百萬
行啦！當時我們參加的是
『1996 年九龍區獅子山百萬

行』 。雖然路程有較多斜路，但慢
慢行都不覺得太辛苦，特別是我四
歲的哥哥，他表現得很興奮，行完
全程都沒有一絲疲倦。由那刻
起，他就愛上行 『百萬行』

了。」

一般人從20來歲開始工作到60至65歲退休，每天平均工

作8至12小時，那就是說，人生的黃金歲月中，至少有三分

一至一半時間都在工作中度過。問題是，如何度過？

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騎牛搵馬？返工等放工？天天7-11

（早上七時做到晚上十一時）?平衡工作與生活？感恩每個面

對挑戰的機會？但求無風無浪到退休？從工作中尋找自我價

值與滿足感？工作態度未必跟事業成就成正比，卻與人生快

樂指數息息相關。

每人有不同的工作崗位，也有不同的工作目標：為理想？為

名？為利？為造福社會？還是只為換來一餐安樂茶飯？無論

你為自己的工作賦予哪種意義，既已有一份工作，就有努力

的目標，何必視之為苦差？不管工作上面對何等的挑戰與逆

境，只要敬業，自然能從中找到快樂。

祝你工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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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大獎得主可獲Canon IXUS 870 IS數碼輕便相機一部
優異獎得主可獲Canon SELPHY CP770輕巧相片打印機一部
各得獎者已獲專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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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仔能投入工作，可在多方面找到快樂，增廣

見聞是樂趣，交朋結友是樂趣，與人競爭是樂趣，

克服困難也是樂趣；就如牛奶公司集團特項零售業

務董事麥瑞琼、天星小輪總船主陳自榮一樣，從基

層到主管位置，無論面對工作上的各種挑戰，都可

在當中找到樂趣和滿足感。正如梁啟超在《敬業與

樂業》一文中所說： 「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

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

「凡職業 都是有趣味

的，只要你肯繼 續做下去，趣味

自然會發生。」 上世 紀的梁啟超在《敬業

與樂業》一文中如是 說。原來，在今時今日

的香港，只要投入與敬 業，依然可在工作中見樂

趣：增廣見聞是樂趣，交 朋結友是樂趣，競爭求進

步是樂趣，克服困難也是 樂趣。牛奶公司集團特項

零售業務董事麥瑞琼和天 星小輪總船主陳自榮，同

樣已服務同一僱主多年， 同樣是從基層逐步晉升到

主管位置，亦曾面對工 作上的不同挑戰，卻依

然能在當中找到樂趣 和滿足感。而且，兩

人均從未言休。

圖1：麥瑞琼愛上工作，也懂得在工作中尋樂趣。
圖2：麥瑞琼屢創業務佳績，如在擔任萬寧大中華行政
總裁期間，令萬寧於香港市場攀上首位。
圖3：麥瑞琼熱愛工作，更熱愛生活，閒時喜歡四處旅
遊，絕對是調劑身心的良方。
圖4：

麥瑞琼
挑戰中尋樂趣

麥瑞琼被人冠以 「女強人」 、 「女鐵人」 稱號，在職場

上獲得極佳評價。她不僅屢創業務佳績，甚至連續10

多年沒有請過一天病假。認真、盡責，還有嚴於律己，足以

形容麥瑞琼對工作全程投入的態度。不少人覺得她是 「工作

狂」 ，麥瑞琼笑言，這是別人對她的極大誤會。

熱愛工作累積經驗

麥瑞琼享受工作，也懂得在工作中尋樂

趣。 「我非常享受工作中的經歷和

所學，每個步驟、每項細節盡是

寶貴經驗。」 1972年中五畢

業後，她投身社會的第一

份工作是打字員，期間更

不斷進修商科知識，3年後

被晉升為秘書，及後轉投酒

陳自榮1983年來港定居，曾做數份不同類型的工作，直

至加入天星小輪做水手，覺得要安定下來。每天工作8

小時，連續上班4星期便有1星期假期，對他來說是一份優

差。他笑言： 「打工仔比較實際，這份工作的時間和薪酬都

好符合自己要求，加上當年家眷在廣州，假期安排非常適合

自己。」 很多同事都像他一樣喜歡這作息安排，故有三分一

員工的年資超過20年，非常長情。

陳自榮
滿足感源自付出

水手將船纜拋向岸邊，由另一個水手以勾桿接著，再將船纜綑在柱
躉上，整套動作很好看。但想到他們多年來都在同一航道上來來回
回，重複同樣的動作，也許會很沉悶。在天星小輪服務了25年的陳自榮卻
笑說： 「不會悶的，時間過得好快，轉眼便收工；而且這份工作帶給我很大滿足
感，還覺得 『幾威』 。」 由水手開始做起，今天的他已是天星小輪的總船主（即總
船長），管理甲板部約200名員工。

掌舵人

樂

店當市務部秘書。麥瑞琼說： 「當時需要經常隨部門主管到

亞洲各地開商務會議，令我眼界大開。」
「我經常強調要享受工作，因為在過程中往往有意想不到

的收穫。」 例如當年她雖然只是市務部秘書，但由於不斷吸

收市務推廣知識，故成就了她成為八十年代香港首批公關及

宣傳先驅之一。 「不少人工作的焦點只在乎薪酬和餬口，漸

漸養成按本子辦事的態度，加上對工作欠缺熱誠，實在難從

工作中得到樂趣，更遑論增強個人實力。」
由於麥瑞琼肯做肯學，因而累積了豐富的經驗，故當她於

1980年加入Motorola負責推廣及宣傳工作時，一切便來得

駕輕就熟。 「當年香港的公關及宣傳發展才

剛起步，而我因為從酒店職務中累積了

相關的工作經驗，所以比其他人更快

掌握工作技巧。」 但她始終未能 「愛
上」 半導體工業，數年後，坦言

「貪靚」 的她毅然離開Motorola，

轉投化妝品行業。

敬

覓得理想工作，陳自榮跟許多人一樣，都希望往上爬。由

水手起步，他曾任副船主、300噸船主、No.1船主、副總船

主，到今天的總船主。25年歷程可算是平步青雲，但他卻認

為： 「順利歸順利，背後亦要付出很多。」

憑實力自薦升級
任水手期間，他努力考取船牌，順利升任副船主。其後公

司購入新船，卻缺乏持有300噸船牌的船主，他又毛遂自

薦。 「我不斷要求，甚至跑到寫字樓問上級：我有能力，為

何不升我？」 終於公司讓他越過60噸船主一級，跳升為300

噸船主。陳自榮謙稱只是時勢造人才，這些機會現在不會

有。

starferry01:
starferry02:
starferry03:
starferry04:陳自榮（後排中）公餘時常與同事一起做
義工，曾為奧比斯賣旗籌款。
starferry05:行山是陳自榮（左三）的興趣之一，他曾
參與籌建四川地震災區行山籌款活動。

在天星小輪工作25年，陳自榮看盡維港兩岸的變遷。

麥瑞琼屢創業務佳績，如在擔任萬寧大
中華行政總裁期間，令萬寧於香港市場攀

上首位。

陳自榮最愛駕
船，練就得一手
好技術。

「「我享受工作。絕對不是我享受工作。絕對不是 『『捱世捱世
界界』』 。。」」

「「我不喜歡我不喜歡 『『女強人女強人』』 這名稱，這顯這名稱，這顯
得強悍沒感情。對工作百分百投入，是得強悍沒感情。對工作百分百投入，是
因為我愛上它。因為我愛上它。」」

「「記得做打字員的日子，只要文件沒記得做打字員的日子，只要文件沒
丁點錯誤，就滿足不已。用心做，一定丁點錯誤，就滿足不已。用心做，一定
可以獲得滿足感。可以獲得滿足感。」」
以上是牛奶公司集團特項零售業務董以上是牛奶公司集團特項零售業務董

事麥瑞琼的話。事麥瑞琼的話。

「我享受工作。絕對不是 『捱世
界』 。」

「我不喜歡 『女強人』 這名稱，這顯
得強悍沒感情。對工作百分百投入，是
因為我愛上它。」

「記得做打字員的日子，只要文件沒
丁點錯誤，就滿足不已。用心做，一定
可以獲得滿足感。」
以上是牛奶公司集團特項零售業務董

事麥瑞琼的話。

麥瑞琼屢創業務佳績，如在擔
任萬寧大中華行政總裁期間，
令萬寧於香港市場攀上首位。 麥瑞琼感激丈夫的支持，讓她無後顧之憂，

努力為事業打拼。

業 樂

業

敬業樂業

人舵掌

敬業樂業敬業樂業敬業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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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仔能投入工作，可在多方面找到快樂，增廣

見聞是樂趣，交朋結友是樂趣，與人競爭是樂趣，

克服困難也是樂趣；就如牛奶公司集團特項零售業

務董事麥瑞琼、天星小輪總船主陳自榮一樣，從基

層到主管位置，無論面對工作上的各種挑戰，都可

在當中找到樂趣和滿足感。正如梁啟超在《敬業與

樂業》一文中所說： 「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

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

圖1：麥瑞琼愛上工作，也懂得在工作中尋樂趣。
圖2：
圖3：
圖4：麥瑞琼感激丈夫的支持，讓她無後顧之憂，努力
為事業打拼。

等待機遇盡展所長

1985年是麥瑞琼事業的轉捩點。她加入跨國化妝品集團負

責宣傳推廣工作，幫助她進一步掌握品牌定位和了解顧客心

理的技巧。 「沒有人可以預測個人事業成就，惟有在過程中

用心做、用心學，努力爭取每個學習機會。當機遇來臨時，

自然有機會盡展所長。」
有些人經常抱怨時不與我，無人賞識，認為別人的成功是

「好彩」 。麥瑞琼則如此形容自己的際遇： 「其實是我懂得

把握機會。自從加入化妝品零售業後，我對零售推廣行業產

生濃厚興趣，也感謝公司給予的機會。」 在九十年

代初，她曾獲公司批准投放500萬元推廣新香水產

品。當年，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事。然而，若她沒

有努力做好詳盡的推廣計劃書，說服公司高層答

允，又會否取得如此珍貴的機會，成就這個創舉？

麥瑞琼認為，在職場遇到的挑戰千差萬別，只要

用心去做、有信心去做，總會獲得理想成績。享受

工作的麥瑞琼笑說： 「能夠成功推廣產品，獲得顧

客捧場，這種滿足感實在不是金錢回報所能取代

的。」

不斷學習接受挑戰

不論處身哪個行業、擔任甚麼職位，麥瑞琼都在職場上勝

任愉快，箇中有何秘訣？除了機遇外，她不諱言是懂得把握

學習機會。 「當打字員讓我練就良好的記憶力；當酒店市務

秘書令我學懂欣賞美的事物；當半導體公司推廣宣傳人員，

則教我懂得計劃和訂立目標。」
麥瑞琼加入怡和集團至今已20多年。即使在不同崗位都會

遇到新挑戰，但她依舊能在工作中尋到樂趣。例如她曾兩度

被調往掌管宜家傢俬，其中第一次因前任行政總裁突然離

職，她要走馬上任同時兼顧香港及台灣業務。 「當時為了要

重整 IKEA的形象，便在旺角始創中心開設首間 IKEA主題

店，壓力很大，但很難忘。」
2000至2005年，她在牛奶公司擔任萬寧大中華行政總裁

一職，在重重挑戰下令萬寧於香港市場攀上首位。3年前，

她又再次接受新任務，成為牛奶公司董事局成員，並負責開

拓 「自家品牌」 零售業務。麥瑞琼說： 「香港人對 『自家品

牌』 的產品仍未完全接受，所以對我來說，這又是一場新挑

戰。」
麥瑞琼熱愛工作，更熱愛生活，雖然忙碌且工作壓力很

大，但仍堅持要過百分百的優質生活。例如，她十分重視個

人健康，無論案頭累積多少文件，絕不會因工作而熬夜。她

說： 「睡得好，休息夠，腦筋清醒，才有魄力繼續工作。只

要懂得緩急輕重之道，工作絕不會成為人生重擔。」

平衡得宜 活得起勁

無論工作、家庭以至生活，麥瑞琼皆抱著享受心態，即使

擔任多項公職，她依然從容自在。 「我很感激丈夫百分百的

支持，是他讓我無後顧之憂，為自己喜歡的事業打拼。」
打拼了大半生，年過50的麥瑞琼至今未有退休念頭。除日

常工作外，麥瑞琼更擔任不少公職，包括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主席及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等。她不諱言，公職事務涉

及許多人事及政治考慮，不是個人能力可控制和決定的，有

時亦會感到有點無奈，但求做到問心無愧便是，也不會因此

而加添壓力。

麥瑞琼坦言： 「身心健康是互為因果。若厭倦工作，自然

得不到滿足感，加上不懂得平衡生活，自然愈做愈累，也容

易生厭。反之，學懂享受工作，自然活得起勁。」
在事業、丈夫與個人之間，麥瑞琼以4：3：3的比例去分

配時間。她笑言： 「這樣的人生，已算不錯了。」

長時間在一間公司工作而沒有想過轉工，原因是這份工作

帶給他樂趣和滿足感。陳自榮經常說： 「我好喜歡做船

主。」 他自言以個人的知識和經驗，做船主綽綽有餘。 「我
好喜歡開船，如果泊船能夠做到快、靚、正，好有滿足

感。」 同事間都喜歡比較誰的技術較佳，只是沒有宣之於

口。

在風景優美的維港工作亦讓陳自榮感到自豪： 「《國家地

理旅遊雜誌》將乘搭天星小輪橫渡維港，視為人生必到50個

旅遊點之一。這裏的風景真的如一幅畫，以前維港有海豚游

來，英國的潛水艇亦會泊在添馬艦，現在則見港島的新建築

物相繼落成，令維港一日比一日美麗。」 新舊交替，眼見中

環碼頭拆卸，陳自榮坦言： 「雖然依依不捨，但舊的不去新

的不來，新碼頭也很美啊。」

指揮拯救感滿足

任船主期間，陳自榮曾指揮員工有程序地拯救墮海乘客。

「當意外發生後，我即時通知公司，並將船隻開至適合位

置，安排熟水性的水手下水救人，並準備急救程序，迅速泊

岸，將墮海乘客送上救護車。這些程序說來容易，但在當時

環境下要做得又快又好並不容易。」
此外，他於1986年拯救墮海女童，獲海事處特別頒發獎

狀以表讚揚，令他很有滿足感。

曾任不同工作崗位，陳自榮最喜歡當普通船主，認為最辛

苦是當總船主，既要處理員工上班、補假、船隻維修安排等

行政工作，還要在遇上颱風及意外事故時，為安排作出最終

決定。早前搬新碼頭，他要計算碼頭設置位置、帶船員試泊

碼頭，帶領員工面對新挑戰。 「總船主的工作繁瑣，責任重

大，但有挑戰性。這個崗位有如一顆螺絲釘，掉落了會對公

司造成某程度的癱瘓，所以壓力好大，半點也不可以疏

忽。」
陳自榮喜歡以跑步和行山來紓壓，認為這樣能讓自己更有

勇氣面對工作上的挑戰。 「一般工作並不困難，完成後還很

有滿足感，最困難的反而是執行紀律處分。因為我與同事共

事20多年，彼此很有感情，可是違規便是違規，惟有孔明

揮淚斬馬謖。」 陳自榮公正嚴明，因為瞬間的疏忽可造成事

故及船隻的損毀。

酷愛工作不願休

事實上，陳自榮與同事十分老友，經常一起結伴旅遊和做

義工，在 「金星」 輪（出租船）做船主時，他的家人亦常常

上船與他一起吃飯，兩個女兒還會看他駕船。他笑說： 「她
們沒說甚麼，但流露出 『爸爸都幾威』 的眼神。」
陳自榮認為打工仔一定要敬業樂業，不是做生意才有滿足

感。 「這份工作令我很有滿足感，薪酬又能維持生計。以我

一個由內地來港的人，能由水手做到總船主，已經好滿

足。」 將於明年退休的他笑說： 「我愛這份工作，從沒想過

轉工，希望退休後能繼續為公司效力，更希望可以做船主，

服務市民。」 陳自榮從工作中找到快樂和滿足，大家找到

嗎？

麥瑞琼屢創業務佳績，如在擔
任萬寧大中華行政總裁期間，
令萬寧於香港市場攀上首位。

麥瑞琼熱愛工作，
也熱愛生活，閒時
喜歡旅遊以調劑身
心。

starferry01:陳自榮最愛駕船，練就得一手好技術。
starferry02:在天星小輪工作25年，盡看維港兩岸的變
遷。
starferry03:
starferry04:
starferry05:

「船隻很少出意外，但有意外便好嚴
重。」 陳自榮非常重視駕船的安全，
工作認真謹慎。

陳自榮（後排中）公餘時常與同事一起做義工，曾為奧比斯賣旗
籌款。

行山是陳自榮（左三）的興趣之
一，他曾參與籌建四川地震災區行
山籌款活動。

工作中尋樂趣

麥瑞琼感激丈夫的支持，讓她無後
顧之憂，努力為事業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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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工作 不一樣的對象

從事飲食業20年的張志暢（Ken），曾先後在餐

廳、酒店和會所等擔任大廚，兩年前轉到香港聾

人福利促進會社會企業西貢聰鳴茶座當大廚兼分店經

理。工作量多了，收入減少了，但能協助弱勢社群，讓

Ken感受前所未有的喜悅及滿足感。

Ken自 17歲開始投身飲食業，由於喜歡學習不同事

物，曾嘗試不同範疇的工作，由酒店廚房到超級市場管理

等方面都有經驗。對他來說，從商業機構轉到非牟利機構

工作，既是突破，也是童年心願。 「我自小接觸社區中

心，那裏的社工很關心我，讓我很窩心，也令我留下深刻

印象，希望將來有機會在這些機構工作。」
在聰鳴茶座工作，雖然Ken的收入少了，上班路途亦較

從前遠，但心境較前輕鬆，又可幫助聽障人士就業，他坦

言滿足感很大。 「我以前較為現實，工作純粹看生意額，定

下目標拿獎金；現在除看生意額外，更會顧及聽障員工的感

受和發展，希望大家和諧共處。」

學手語助溝通

起初面對新環境，Ken最感頭痛的是溝通的障礙。 「基本

上，除我之外，其他員工均有不同程度的聽障。我從未試過與

聽障人士一起工作，更完全不懂手語，只好以紙筆和身體語言

與他們溝通，或由輕微弱聽的同事翻譯，邊做邊學，加上我修

讀手語課程後，有助與他們溝通。」
由大型百貨公司轉職到小茶座工作，Ken從沒有大材小用之

感。 「大、小公司各有所長。大公司的運作已上軌道，資源充

足，卻須根據指引工作，而且業績壓力較大；小公司的掣肘不

多，但缺乏資源，且公務較繁重，採購、製成、銷售及推廣等

均要 『一腳踢』 。在聰鳴茶座工作，我可以將過往所學的知識

融會貫通並運用出來，挑戰度大大提高，責任也較大。」
Ken身為大廚，同時要兼顧格價、訂貨、品質檢驗等工作，

以確保原材料安全衞生，並親自醃製和烹調。而且，他凡事親

力親為，簡單的維修工作如更換光管、維修水管等，只要能力

所及的都會盡量做，與同事之間無分彼此。

視同事如家人

Ken多次強調視同事如家人，但在上任初期曾遇上溝通困難

和誤會。幸好，他每天努力與員工溝通，最終獲得他們的認

同，成為 「親密戰友」 。Ken愛與員工分享日常生活的點滴，

以及舉行聚會，間中更會在餐廳下廚，以美食慰勞一群好同

事。

「由於他們的收入有限，我會帶他們去看電影、吃飯或邀請

他們到我家作客。現在，他們已跟我的家人非常友好，亦會

教導我的子女手語。家人都為我在社福機構工作而感到高

興，一家人閒時更會以手語溝通，為平淡生活增添情趣。」
日子久了，Ken與員工的關係愈見密切，更感受到聽障人

士的工作能力與一般人無異，只是外界一直忽略他們的能

力。 「其實他們很捧，有些懂得唇讀，明白客人的需要，加

上茶座備有輔助器材如數字屏幕、附有菜式相片及中英對照

的餐牌等，協助他們工作，不會影響餐廳的運作和效

率。」

與弱勢員工一起進步

茶座的食客以旅行團、學生、熟客為主。每到春季及秋季旅

行旺季，都是餐廳最忙碌的時候。Ken說： 「餐廳一天的客人

可能多至千人，但員工只有4至6人，要應付實在不易，合作尤

其重要。我們起初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但彼此很有默契，最

終都能順利完成，更曾試過一天的生意額達萬多二萬元，實在

令人振奮，滿足感極大。」
工作環境改變了，但Ken的目標理想至今不變。 「我對工

作前景充滿信心，仍然希望自己能不斷晉升。社會企業有很

大發展空間，只要我們努力，配合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社會

企業的發展，我就可以與同伴一起晉升，還能讓更多聽障人

士就業。」

工作對不少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每個人心中都有

一把尺，用來量度工作的價值。著名猶太裔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亞

伯拉罕．馬斯洛的 「需求層次理論」 指出，人有不同層次的需

要：有人工作只為薪金，有人卻希望藉工作實現自我價值。

從事飲食業20年的張志暢（Ken），曾先後在餐廳、酒店和會

所等擔任大廚，兩年前轉到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西貢聰鳴茶座當

大廚兼分店經理。工作量多了，收入減少了，但能協助弱勢社

群，讓Ken感受前所未有的喜悅及滿足感。

工作對不少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用來量度工作的價值。著名猶太裔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亞伯拉

罕．馬斯洛的 「需求層次理論」 指出，人有不同層次的需要：有人工作只為薪金，有人卻希望藉工作實現自我價值。

從事飲食業20年的張志暢（Ken），曾先後在餐廳、酒店和會所等擔任大廚，兩年前轉到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社會企業西貢聰鳴

茶座當大廚兼分店經理。工作量多了，收入減少了，但能協助弱勢社群，讓Ken感受前所未有的喜悅及滿足感。

Ken最拿手烹調西菜。

一樣 工作
工作，無疑是大部分人求溫飽的必然途徑，但工作

的收穫，卻絕不能單以金錢來衡量。兩位服務於社福

機構的前綫員工，既不是社工，也不是專業人士，

卻能在看似平凡的工作中，為弱勢社群送上關懷，

從中獲得薪酬以外的滿足感和快樂。

香港聾人福利 促進會大廚

同一雙手
烹調烹調 做手

語做手語烹調 做手
語

香港聾人福利 促進會大廚
無難度

工作，無疑是大部分人求溫飽的必然途

徑，但工作的收穫，卻絕不能單以金錢來

衡量。兩名服務於社福機構的前綫員工，

既不是社工，也不是專業人士，卻能在看

似平凡的工作中，為弱勢社群送上關懷，

從中獲得薪酬以外的滿足感和快樂。

不一樣 收穫

聰鳴茶座大廚

經 過 兩 年 努 力 學 習 ， Ken

（左）現已打破溝通障礙，能

運用手語與同事打成一片。

Ken視同事如家人，間中會在
餐廳下廚，以美食慰勞一群好
同事。

Ken以省錢為大前提，凡事親
力親為，如更換光管、維修水
喉等，只要能力所及的都會盡
量做。

凡事親力親為

工作對不少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每

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用來量度工作的價

值。著名猶太裔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

洛的 「需求層次理論」 指出，人有不同層次的需

要：有人工作只為薪金，有人卻希望藉工作實現自

我價值。

的 的

憑巧手打開共融天空

工作，無疑是大部分人求溫飽的必然

途徑，但工作的收穫，卻絕不能單以金

錢來衡量。兩名服務於社福機構的前綫

員工，既不是社工，也不是專業人士，

卻能在看似平凡的工作中，為弱勢社群

送上關懷，從中獲得薪酬以外的滿足感

和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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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圖2：
圖3：

數年前，記者曾致電某隱形富豪邀約訪

問，怎料電話由他的司機接聽，對方冷冷的

推卻道： 「你跟我們身分不同，走罷。」 同

樣是司機，郭予偉服務的雖然不是達官貴

人，而是老弱長者；駕駛的也不是名貴房

車，但憑著敬業樂業的心，他的表現不但獲

上司讚賞、讓受助者窩心，更令他享受著工

作帶來的滿足感。

數年前，記者曾致電某隱形富豪邀約訪問，怎料電話由

他的司機接聽，對方冷冷的推卻道： 「你跟我們身分

不同，走罷。」 同樣是司機，郭予偉服務的雖然不是達官貴

人，而是老弱長者；駕駛的也不是名貴房車，但憑著敬業樂

業的心，他的表現不但獲上司讚賞、讓受助者窩心，更令他

享受著工作帶來的滿足感。

喜悅來自工作滿足感

50多歲的郭予偉，臉上終日掛著微笑，黝黑皮膚透著健康

的紅光。是甚麼原因令他抱有豁達人生，笑容滿臉？他說：

「我性格天生比較樂觀，縱然遇上不遂心的事，也會盡快忘

掉或尋求解決辦法，我相信人必須時刻充滿正能量才身心健

康。」

學手語助溝通

郭予偉認為，在社福機構工作，人與人之間的感
情來得較簡單真摯，故工作起來也特別愉快和滿
足。

身為車長，郭予偉除要保證行車順外，還對長者照顧入微。

數年前，記者曾致電某

隱形富豪邀約訪問，怎料電話由他

的司機接聽，對方冷冷的推卻道： 「你

跟我們身分不同，走罷。」 同樣是司機，

郭予偉服務的雖然不是達官貴人，而是老弱

長者；駕駛的也不是名貴房車，但憑著敬

業樂業的心，他的表現不但獲上司讚

賞、讓受助者窩心，更令他享受著

工作帶來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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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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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聾人福利 促進會大廚
同一雙手烹調做手語無難度

長者專用車司機
其實，工作滿足感也是令郭予偉喜悅的泉源。他加入基督

教家庭服務中心3年多，現時是綜合家庭醫療健康中心工友

暨司機，主要工作包括駕車接載長者到醫院覆診。雖然照顧

長者不是郭予偉的主要工作，但身為接載專車的 「車長」 ，

他亦經常對長者照顧入微。

關懷長者細心聆聽

不少人覺得服務長者很不容易，因溝通技巧殊不簡單，但

郭予偉與長者相處融洽，並建立深厚感情，更是他工作的滿

足感來源之一。他表示： 「擔任長者使用專車的司機，我不

僅要保證行車順暢，以免長者在車程中有任何損傷，更希望

令他們快樂。在大家相處的過程中，只要做到細心聆聽，適

當時候予以關懷，他們已甚感欣慰。既然我可以成為他們的

傾訴對象，即代表他們信任我。能夠在工作上得到別人的

信任，令別人安心和快樂，這又豈是一般工作所能獲得

的？」

豁達樂天的性格，讓郭予偉的同事或是他接載的長者，均

視之如好友，尤其是長者更喜歡與他分享生活瑣事。他說：

「耳聞目睹不少長者常慨嘆子女不夠體貼，不關心他們。其

實，老人家需要的未必是金錢或物質，只要子女打電話問

候，已足以令長者歡喜。」 跟長者相處，讓他想起自己已過

身的父母，即使現時想多孝順他們，已沒有機會。所以，他

語重深長地寄語年輕人要多關心父母和長輩。同時，日常工

作讓他明白長者需要別人關心，故平日亦樂於用耳、用心去

聆聽，給予他們一點心靈安慰。

令別人快樂是郭予偉的做人宗旨，工作盡責也是他堅持貫

徹的原則。他不諱言，在社福機構工作，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來得較簡單真摯，故工作起來也特別愉快和滿足。然而，郭

予偉背後付出的努力也著實不少。

做人要有責任感

成為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員工前，郭予偉任職廠長，偶爾

兼任送貨司機。他說： 「若客戶急需原材料，而我剛巧有

空，當然以客戶利益為大前提，多做一點也沒關係。」 後來

廠房北移，郭予偉又捨不得離開家人獨自北上發展，毅然離

職，尋覓新工作。

由於懂得駕駛，他最後獲得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聘任為司

機，但不到一個星期，他突然向中心主任請辭。原來郭予偉

不熟悉鄉郊或較偏遠社區的路線，他感覺力有不逮，恐怕未

能達到工作要求，幾經考慮惟有辭職。郭予偉說： 「經討論

後，中心主任覺得我是責任感過高，才有如此顧慮，故勸勉

我留下來繼續嘗試。經過一個星期的努力，多看了幾本香港

地圖，再搜集資料，終於上手。」
然而，工作考驗又豈止於此。他說： 「記得有一次，我從

元朗返九龍，途經屯門公路，怎料，車輛突然失靈。由於停

在快線上，我急忙找個安全地點等待支援到來，並執了一根

樹枝，用來示意其他車輛避開。當時既狼狽又心亂，擔心在

公路上以高速駕駛的司機稍不為意，隨時會發生車禍。」 憑

一件公路小意外，足以證明郭予偉事事顧全大局。郭予偉覺

得，不論對生命、對人、對事，都應該付出誠意。 「既然活

著，就要對萬事萬物負責。」

用心感受工作意義

雖然每次出勤的路線也大致相同，但郭予偉從來不會覺得

沉悶，反而當作與同事一起去郊遊，每次以愉快的心情 「遠
征」 不同地區，包括新界區的小村落。 「做人處事，多向好

處想，不僅是自己，連身邊人都會感到快樂。」
有人覺得司機是卑微的工作；有人卻從中獲得金錢回報以

外的收穫。每份工作，都有其意義，不妨用心去感受。

駛往愉悅人生路

駛往愉悅人生路

郭予偉與同事及接載
的長者成為好友，彼
此分享生活瑣事，釋
放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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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

圖1. 大相
圖2.
圖3.
圖4.
圖5.

接近60歲的黎國英，一生經歷數次起跌。大半生當老闆的他，曾經風光一時，生意卻兩度因經濟不景

被迫結業。在接近退休年齡，他才初嘗打工滋味，然而滿足感卻比做生意東山再起時更大。回顧過去，

他感到世事難測，但憑著堅毅，讓他在每個低潮重生。 「逆境與困難絕不是永恆，定會過去，勇敢面對

未來，快樂會隨之而來。困難正好挑戰自己的能力。」 看過黎國英的一生經歷，便明白箇中道理。

工廠結業前路茫茫

黎國英13歲開始當鑄鐵學徒，其後當上鑄鐵工人後不到

一年，已成為山寨廠老闆。 「當時只要得到生產商的

訂單，就算沒本錢，他們也會給你數千元資金，在山邊租下

地方，設置基本工具投入生產。」 七十及八十年代香港經濟

起飛，黎國英的生意漸入佳境。 「那時很風光，食肆及酒店

對金屬鑄件需求甚殷，生意應接不暇，要外判給其他山寨

廠。」 當時已成家立室的黎國英，開始過著小康家庭的生

活。

好景不常，九十年代初鑄鐵業漸式微，黎國英想盡辦法將

山寨廠轉型，最後仍支持不下去。不過，最令他難受的，不

是一手創立的山寨廠無奈結業，反而是擔心前路。 「當時自

己已40多歲，學歷不高，不知有甚麼作為；更重要是女兒小

學尚未畢業，十分徬徨。」 期間，他太太為此重操故業，在

紡織廠工作幫補家計。

開精品店東山再起

人到中年第一次失業，黎國英失去方向，每日迷迷茫茫在

街上四處遊蕩，最後靈機一觸，決定售賣精品。 「精品來貨

價低，又不用大量入貨，就算虧蝕，數目也不大。」
其實黎國英沒有資金，但為了家計，他透過 「標會」 籌得

數萬元資金，看準在人流集中的屯門市廣場經營首飾精品

店。黎國英眼光獨到，精品店開業不久已上軌道。他太太亦

辭去紡織廠的工作，在收銀機前當老闆娘。 「當時只怕沒貨

源，從不愁客源。每天的營業額，足以繳付三個月的店舖租

金。」 黎國英雄心壯志，相繼在元朗及上水開設分店，生意

同樣滔滔不絕。

可惜，2003年充滿殺傷力的沙士，不但令香港經濟急轉直

下，黎國英的精品店生意亦岌岌可危。 「由於生意額因沙士

關係下跌，而精品店在租約期滿後若再續約，亦存在很多不

明朗因素，故在不願再冒險的情況下，最終只有結束所有精

品店。」
儘管跌入人生谷底，黎國英依然相信困境定會過去，於是

手執剩餘積蓄伺機東山再起。 「每天走遍大小商場，從早到

晚觀察人流、打聽舖租、留意不同區域的消費力、不同貨品

的潛力。但沙士後商舖租金倍升，盤算20個月後，最終也打

消念頭。」

認清方向永不言敗

其實，當時黎國英已50多歲，年屆退休，加

上女兒已投入社會工作，家庭負擔不大，但他

仍希望有一番作為。

既然沒有營商機遇，大半生當老闆的黎國

英，決定找工作，並先選定具潛力的行業。

「行業要興旺，能提供大量職位，我才有機

會。現時大家都希望提升生活質素，對居住環境、物業管理

質素要求愈來愈高，加上舊區不斷重新興建新物業，質與量

均有莫大需求。」 於是黎國英在2005年決定報讀物業及保

安再培訓課程。

物業管理事業新天地

「之前以為做 『看更』 ，到了屋苑實地參觀才發覺原來工

作很專業，保安、客戶服務、管理設施、危機及投訴處理都

要兼顧。」 黎國英覺得工作具挑戰性，加上屋苑環境自成一

角，不怕遇上熟人，便決定應徵。

黎國英在完成課程後加入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當上珀

麗灣的客戶服務助理，然而百般滋味在心頭。 「初期心情複

雜，以往當老闆習慣指點別人，不知自己能否放低、能否勝

任。」 自尊心作崇，使他甚少與親朋聯絡。直至在大廈大堂

實習數個月後，黎國英了解到這是值得尊重的工作。 「這工

作講求專業與技巧，而且內容變化萬千，比當老闆更具挑

戰。」 黎國英為此積極參與公司提供的進修課程，3個月

後，他的工作開始得心應手，公司更不斷派新同事跟隨黎國

英實習。

表現獲認同 升格師傅

可能由於黎國英待人和善，且耐心教導，與新同事甚為投

契，更被尊稱為 「師傳」 。直到現在，全屋苑數百名

同事，包括管理層也這樣稱呼他。 「這是一種壓

力，因師傳不能有半點出錯。其實相比一班

管理級人員，我的物業管理知識只有幼稚園

程度。但得到認同，感到欣喜。」

他的工作表現不但受同事認同，也得到住戶讚賞。因此，

公司晉升黎國英為助理客戶服務督導，委派他一個專責崗

位，讓他盡展所長，負責培訓崗位領袖。他亦不時以過來人

身分，與新同事分享新入職時的心路歷程，了解和關心他們

在工作及生活上的困難。

信任金錢以外收穫

「以往對自己的工作有忌諱，但現在可自信地告訴別人，

自己在珀麗灣做物業管理。昔日當老闆的成敗，只是金錢上

的得失，但別人對你的信任與尊重，是金錢所不能媲美

的。」 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即使學歷低、年紀大，也能在

短時間取得成就。 「最重要用心、投入、堅持。」

作為主管級人員，黎國英每天出值早會，
向數十名同事講解當日的工作情況。

黎國英在2008年獲得 「尤德爵士紀念
基金——在職人士自我增值獎」 。

變
逆境闖新天逆境闖新天逆境闖新天

黎國英（後排右一）與同事關係
良好，公餘時一起消遣。

物業管理員

黎國英坦言： 「初期心情複雜，以往當老闆習慣
指點別人，不知自己能否放低、能否勝任。」



遇上裁員而失業，怎樣才能重新認

清自己，並訂立新目標？香港職

業發展服務處展才事業輔導服務總輔導

主任余栢誠（Patrick）說： 「大家先要

衡量自己手上的 『籌碼』 （即在以往工

作經驗中累積得來的技能），將之轉化

為另一行業的謀生工具，成為新事業的

發展技能。同時，須認清個人的特點，

包括：工作能力、與人溝通相處模式及

思考方式，尋回目標、方向及事業觸

覺，以正面態度面對，並評估工作發展

空間有多大，是否需要再作部署，如修

讀增值課程以鞏固實力等。」

求生為本現實為重

若在原本行業找不到工作的人士，可

以 「求生為本、現實為重」 為準則，考

慮轉業。Patrick解釋： 「部分人未必能

放下以往高薪厚職的想法，期望能重過

昔日生活，不甘降低要求，寧願選擇等

待，結果錯過轉業的好時機。他們應以

自身專長、性格及興趣作職業配對，訂

立正向目標，並開放自我的選擇，把握

機會多作嘗試。」
Patrick指出，失業人士應放下情緒包

袱，設定事業真空期的底線，訂定目標

及時間表，並採取 「轉守為攻」 策略，

如考慮報讀僱員再培訓課程、轉戰內地

市場、出外旅遊等，給自己思考及選擇

的空間。挑選課程時，可選擇自己感興

趣的。修讀課程除可避免因長期失業而

與市場脫節外，還可與同伴互相激勵，

產生心靈動力。

勇於改變迎新挑戰

部分人會依戀或執著過去的薪酬待

遇，因而形成沉重壓力及負面思想，不

想別人看到自己倒霉的一面。轉業者應

放下不必要的自尊包袱，從容以待，且

堅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Patrick 強

調： 「抱怨只會令自己忐忑不安，找工

作時容易變得搖擺不定。他們應學會自

愛、自我欣賞及包容，善用過去累積的

經驗，在未來的工作中繼續發揮所

長。」
在適應全新的工作性質及環境的過程

中，轉業者應客觀評估自己對工作的期

望、要求，是否自己能力所及，並重建

正面的自我價值及目標。工作上遇到問

題時，應請教上級及同事，不要給自己

太大壓力。同時，可透過進修來強化實

力及自信，不要看低自己，以免影響工

作表現。

開放自己解開心結

若曾是老闆或管理層人員，現在卻成

為小職員，往往會因自尊心而自我封

閉、隱藏失落心情，令別人無法親近。

Patrick認為，他們應開放自己，減低對

親友的戒心，多向人傾訴，以解開心

結，尋回安全感及自信。

人生在世，難求事事一帆風順，逆境

來時，只好當作試煉。Patrick建議大家

以輕鬆心情面對轉變，積極面對人生，

閒時可多做有益身心的活動如做運動、

義務工作或曬太陽等，以增強正能量。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本港經濟衰退，裁員、減薪之聲始起彼落，不少市民要面

對如調職、被迫轉職、老闆變小職員、失業等巨變。若個人能摒棄自怨自艾

的負面情緒，積極面對，重新認清自己，訂立新目標，並在能力範圍內作出

一些改變，好好裝備自己，可將逆境轉化為未來的機會。

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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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私人或公司派對，要令參加者玩得開心、盡興而歸，節目豐富之餘，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更是不可

或缺。除了親自炮製可口食物外，到會服務更是輕鬆方便的好選擇。

今次為大家介紹三家提供美食到會服務的社會企業餐廳，並特別請來26名 「商界展關懷」 公司代表試

食，就各食肆招牌菜式的賣相、美味度、創意度及抵吃度評分（5★為最高），以下是平均分數。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百合谷餐廳」

到會美食

大比併

Sherrie
香港上海滙豐銀
行有限公司

好吃，當冷盤吃也
不俗。

Donis
胡關李羅律師行

評判有話說

整體不俗，員工服
務也很好。

另 類 消 費

面對事業

事業輔導服務
機構：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對象：在職及待業人士
服務：個人事業發展規劃、職業取向

評估及諮詢、履歷及面試技巧
諮詢、情緒及壓力處理等（以
個別輔導和小組工作坊形式進
行）

電話：3165 8870
網址：http://www.hkeds.org

失業人士同路抗逆互助輔導熱線
機構：香港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
對象：失業人士
服務：職業導向、曾失業義工求職經

驗分享、情緒紓緩及社區就業
服務轉介

電話：2337 1037

金融海嘯社區支援熱線
機構：香港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
對象：面對突然失業、裁員、減薪、

開工不足、久久未能重新入職
的人士

服務：就業資訊、理財支援及情緒紓
緩等

電話：6593 1491
網址：http://ntkcc.caritas.org.hk

青年就業網絡
機構：香港青年協會
對象：15至35歲人士
服務：針對就業、創業及事業規劃發

展，提供網絡平台、輔導支援
及就業倡議等，幫助年輕人訂
立個人發展目標

電話：3113 7999
網址：http://yen.hkfyg.org.hk

職業輔導服務資料

余栢誠鼓勵大家積極面對事業
轉變，重新認清自己和訂立目
標，並把握機會作不同嘗試。

柚子蜜雞肉串燒
（240元/30人分量）

配搭得宜，柚子醬能中和雞

肉串燒的油膩感，令人再三

回味。

賣相：★★★
美味度：★★★
創意度：★★★
抵吃度：★★★

挪威煙三文魚拼
哈蜜瓜
（300元/25人分量）

厚厚的三文魚肥美甘香，加

上爽甜的哈蜜瓜，讓人感到

很滿足。

賣相：★★★★
美味度：★★★★
創意度：★★★
抵吃度：★★★★

巨變

梁鳳萍
中電控股有限公
司

Catherine
香港電燈集團有
限公司

肉質嫩，牛味香
濃。

一口牛柳粒配薯角
（260元/15人分量）

選用的牛柳很鬆化，配合黑

椒汁或茄茸醬更惹味。

賣相：★★★★
美味度：★★★★
創意度：★★★
抵吃度：★★★★

一口牛柳粒配薯角
（260元/15人分量）

選用的牛柳很鬆化，配合黑

椒汁或茄茸醬更惹味。

賣相：★★★★
美味度：★★★★
創意度：★★★
抵吃度：★★★★

一口牛柳粒配薯角
（260元/15人分量）

選用的牛柳很鬆化，配合黑

椒汁或茄茸醬更惹味。

賣相：★★★★
美味度：★★★★
創意度：★★★
抵吃度：★★★★

一口牛柳粒配薯角
（260元/15人分量）

選用的牛柳很鬆化，配合黑

椒汁或茄茸醬更惹味。

賣相：★★★★
美味度：★★★★
創意度：★★★
抵吃度：★★★★

香鮮蝦雜果沙律
（350元/15人分量）

爽口的鮮蝦，配以香甜的鮮

果及千島醬，令人食欲大

增。

賣相：★★★★
美味度：★★★★
創意度：★★★
抵吃度：★★★

色香味紛陳

賣相及味道俱佳，
可惜創意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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