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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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