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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學會「關心別人」
林世文

「共
融」、「無障礙」、「平等機會」⋯⋯這種種對傷健人士的關注，已在

社會推廣了很多個年頭，但一向不關心別人的我，在數年前才開始學習

這些課題⋯⋯

七年前的某天，我確診患上一種名為「視網膜色素病變」的遺傳眼疾。患者

會漸漸失去視力直至全失明。從這天開始，改寫了我的一生。

我在貧窮家庭長大，小學畢業後便開始工作幫補家計，在工餘時間求學，也

給自己定下了唯一的目標：我不要窮！我要高薪厚職！經過二十多年的拼搏，我

從公司的政治角力中突圍，成功攀上管理層。人也變得現實冷漠，只聚焦在效能、

增長、回報 ......大概已把「關心」兩字從腦袋刪除。那時候，我經常到海外公幹，

很少機會陪伴家人。我那個一歲多的兒子，每當我公幹後回家，總認不出我；我

和太太之間，也好像越來越陌生，但我還以為多花點錢總可以彌補，實在可笑。

2009年 9月，我的視力急速轉壞，被逼辭工。我失業了。身邊的所謂好朋

友相繼捨我而去。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徬徨，自信全失。

慶幸上天待我不薄，太太和兒子卻仍不離不棄，不斷鼓勵我。兒子對我說：

「爸爸可以天天陪我和媽媽，我們都是爸爸最疼的。」太太也鼓勵我：「生活可

以很簡單，孩子可以得回爸爸，我可以得回丈夫，已經非常滿足。其它的已經不

重要。」這些話，我不會忘記。多年來深藏的淚水從眼眶湧出來。我嘗試冷靜下

來，回想昔日我也能夠克服重重困難，難道面對今趟的考驗，我便輕易認輸嗎？

這時，憑着家人給我的動力，我重新振作，立志重返照顧他們的崗位。 

過去的五年多，我靠僅餘的積蓄，做些小投資，維持生計。生活雖然簡單，一家

人的生活反比以前開心了。太太和兒子

也令我重新開始學習如何去關心人。

出現視障後，悶在家兩年多，後

來到了香港盲人輔導會接受復康訓

練，那裡的導師耐心教導和鼓勵每

一位學員，讓我初次學會感受到來

自一群陌生人的關心。我在復康

班裡認識了一位好同學、一位熱

心樂天的家庭主婦。她告訴我她參加了健體會──以學習長跑來協助

視障人士鍛錬身體的一個義工組織。她多次以「好好！」來誇讚這個組織，還極

力推薦我參加。當時我那接近一百九十磅的體重，也常常警告我不可不做運動，

因此，我決定參加 ......

加入健體會已一年多了，我深深體會到它的「好好！」。教練、助教和領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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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全是一群熱心的義工和長跑

愛好者。無論我們是什麼年紀，

懂或不懂得跑的，這群熱心義工

對每一位視障運動員都是悉心

指導和照顧。當我給他們領

著在賽道上奔跑時，我真

正地感受到另類的「無

障礙」。義工與運動員

有不同背景，彼此互相

分享，無所不談。健體會亦經常籌

辦一些如訓練營和慈善跑等活動，促進會員之間的聯繫，協助建立

我們重投社群的信心，這使我對「共融」一辭別有體會。在這裡，

我們視障運動員都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享有「平等機會」。很

多義工為我們領跑，不惜放棄自己參賽的機會，更讓我們感受到這一份關愛。

在健體會這個小小的社群裡，充滿著滿腔熱誠、甘願付出、不求回報的一群

義工朋友，我實在衷心地感謝！我慶幸得到這許多人的關心！不過我仍在努力學

習如何關心別人，希望社會上每一位朋友，也嘗試放下忙碌，嘗試多一點關心身

邊的人，相信世界將會變得不一樣。

向著同一目標進發
姚志偉

還
未加入健體會前，我覺得自己甚麼也做不來，做事只會給別人帶來麻煩，

所以我一直很抗拒和健視人士相處，覺得與他們有很大距離。

自從參加了健體會後，除了較已往開心之外，病痛也少了。曾經有領跑員向

我表示，視障運動員的參與對領跑員是一種鼓勵！他們領著我跑步時，我感到大

家都向著同一目標進發，手上的手繩把我們的距離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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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目失明了二十年的人，竟然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 

如此信任一個人，而且很有安全感地讓他帶著奔跑， 

感覺真的很神奇。現在回想起，那留在手掌上和心裡的溫暖 

至今仍然歷久常新，印象深刻。 

從此，就「唔嚟（跑步）唔舒服」啦！ 

他是一個大富翁，我常常和其他運動員講， 

他給了我們「三千萬」︰「一、千萬健健康康； 

二、千萬平平安安；三、千萬開開心心！」你說是不是？ 

他成立了健體會，有意做到遍地開花， 

在各區設立更多的分隊，方便更多視障人士，有遠見，有抱負。 

這樣又再給我們另「一億（益）──大家得益」。 

你看，我們多富裕，施者和受者都是富貴人。 

你現在知道第一次帶我的人是誰了吧？嗯， 

就是那個昂藏七尺、心慈富貴的林 Sir囉！他⋯⋯（以下省略 500字）

 

L︰每次見到你都好開心，吟詩作歌，為什麼可以這麼樂觀？

YY︰「盲人精神，無所不能。」因為眼睛看不見了﹐所以一切由頭開始，肯學，

試做，就像一個孩子般。也許在學習和實踐的過程中會遇到問題和困難，但是有

「一到禮拜六，唔嚟唔舒服」
受訪者：黎志文

記者：張寒林

 

「一
到禮拜六，唔嚟唔舒服。」這是黎志文（YY）的名句。這句話在健體會

屯門隊無人不知，朗朗傳誦，是大家都認同的。這位運動員給人的印象

非常樂觀，而且隨時可以出口成文，信口成詩，言詞風趣幽默，常常給大家帶來

許多歡樂。為此，記者張寒林（L）與他做了一個專訪。

L︰ YY，你是怎樣認識和參加健體會的？

YY︰大約五、六年前，在一個盲人機構組織裡，我開始了跑步。那時是在九龍

仔公園練習。由於我住天水圍，後來路德會香港失明人健體會在屯門開隊，我就

參加了。這邊實在方便很多。

 

L︰可以分享你在健體會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嗎？

YY︰第一次參加，你猜是誰做我的領跑員？那時還沒有用 

手繩，運動員與領跑員是手拉手跑的。 

那一天，領跑員首先仔細給我講解。他一邊跑，一邊耐心指導， 

不知不覺就跑了三個圈（500米／圈）了。 

不是親身經歷，實在難以相信，像我這樣一個六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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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堅持和虛心改進，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例如失明後，有一天給家人煎雞翼，

吃飯時，十歲的兒子晦氣地吵著說︰「爸爸煎的雞翼都燶了，我不吃啦！」當時，

自己都非常不開心。心想，自己看不到，都盡心盡力去做，只是其中兩隻燒焦了

一點，都不能包容？可是，設身處地想，他只是個小孩，又怎能要求他這般明事

理呢？於是，我用平和的語氣對他說：「燶的那件給爸爸啦。我現在眼睛看不到，

下次會留心，或者找你幫我看看，好不好？」就這樣便化解了一次不開心。我喜

歡說笑，也不怕被人「齒笑」。露齒笑笑，世界多美妙，煩惱通通走掉！

 

L︰你怎樣看「生命影響生命」這個理念？

YY︰在健體會，教練、義工、運動員都像是一家人，大都互相鼓勵、關愛和支持，

互相影響。坦白說，內心深處，我當大家是良朋益友。因為那種溫暖的感覺，在

其他地方領略不到。另外，我曾經參加過路德會的「陽光組」，做過好一些針對

失明後不願意面對現實，不接受自己雙目失明，然後自暴自棄人士的個案。我親

身與他們分享自己的經歷。我說︰「每個人周身都是寶，現在只是失去一件（眼

睛），為何要連其他寶都報廢，全部放棄？」雖然眼睛看不見，但我有健全的雙

腳，只要學會用手杖，就可以上街；有領跑員帶，可以跑步。我有雙手，簡單的

好像洗碗、拖地、做家務，肯學一定會。我在家，買菜煮飯都會做，家務全部都

由我來承包。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心態。凡事換位思考，做到「己之所欲，施之於

人」，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有用、被家人需要的人，生活便會更多色彩。眼睛看

不見，但只要心胸亮（打開），這樣的生活才會開心。有些人被我打動了，振作

起來。他們有疑難，會找我討主意。我想這樣應該是生命影響生命吧！

 

L︰為什麼會「唔嚟唔舒服」？

YY︰「參加健體會，必然添樂趣。」你可能不知道，我平時非常害怕上落樓梯，

不過一想起要去見我們好朋友似的愛心義工、教練、運動員，就會好興奮。如果

訓練取消了，竟然會連蝴蝶邨那三層樓梯都嚮往。那是記憶中通向歡樂的階梯

呀！我說林 Sir有遠見，屯門隊是一個成功例子。在它發展的短短一年多的時間，

已經有三十八位運動員，大約一百位義工。每次練習，對我們來說，除了是健康

運動，還是朋友聚會。歡樂的時光，誰都不願意錯過。我們最擔心的，就是天公

不作美，或者是公眾假期，要取消訓練，頓時變成「長頸鹿」，長⋯⋯長⋯⋯盼

望啦！

整個訪問都在歡笑中完成。 

輕舒一口氣，抹去眼角的溫潤，心情久久不能平伏。 

腦海中閃過曾經讀過這樣的話︰「所謂身殘志堅， 

說的不一定是抗爭，而是生活方式； 

所謂永不言敗，說的也不一定是勝利，而是生活態度。」 

讓我開心笑到流出眼淚的黎志文，就是這樣的一個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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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心扉，重掛笑臉
梁蕙芝

打
球、騎單車，是我自小喜歡的運動，但不知何時開始，做運動時總遇上小

小意外，不是𨄮跤，就是擦傷手足，於是懷疑自己的視力出現問題；經醫

生診斷後，證實雙眼有遺傳性的黃斑點病變。那一刻真的是晴天霹靂。自此，運

動與我無緣了。

在視力日漸轉壞的日子裡，走路也要小心翼翼，提高警覺。現時視力只餘下

一成，人也因此而靜下來，怕與陌生人溝通。幸好得到丈夫的支持、同事的體諒，

生活總算過得去。

作為視障人士，生活的模式改變了不少。當年活潑好動的小女孩，喪失視力

後變得沉默寡言。以前經常帶著笑容，喜歡和朋友高談闊論，這一切一切都隨視

力一併消失了，生活圈子變得越來越狹窄。

一次偶然的機會，朋友介紹我到健體會練習跑步。我心想：沒做運動這麼多年，

還可以跑得動嗎？在存疑下開始嘗試跑步。真要命！在領跑員的引領下，剛跑了一

個圈，就要停下來休息，氣喘得很，雙腿乏力。才練習了不到兩小時的一個晚上，

雙腿的肌肉足足痛了一個星期多。還要繼續嗎？經過一輪的思想掙扎，還是多給自

己一次機會，看看體能的適應和進展吧。慢慢地，在領跑員的悉心指導下，我的肌

肉似乎適應了，呼吸

開始均勻，步履變得

平穩，跑姿也似模

似樣了。

2014年 10月，我勇敢地參加了一項十公里長跑賽事。這

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參賽。在領跑員的鼓勵下，終於以八十四分鐘的時間衝過終

點。事後我丈夫和同事都稱讚我了不起！

自此，我的心扉打開了，我的自信回來了，臉上也開始常常展露燦爛的笑容，

活潑開朗的我，再次展現人前。這裡，要感謝健體會的教練和領跑義工，你們的

關愛，改變了我！

今天，這個健體會的長跑團隊已變成了我的第二個家，教練、領跑員和運動

員都成為我的好朋友，彼此沒有隔膜，非常親近，每星期兩晚的訓練，已成為我

每週必做的事；練習後更結伴到附近的餐廳夜宵，閒話家常，分享個人的生活經

歷，分享對生命的體驗，從此，我的生活添加了不少的色彩。近來朋友都經常問

我一個問題：「蕙芝，你最近開心咗！笑容又多咗！為什麼呢？」聽後，我以一

個微笑作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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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隊成立至今已有兩年了， 

運動員也增至三十多人，訓練也增加到一星期兩次。 

幸得教練及各位義工的協助和照顧， 

無論訓練或管理都已上軌道，多位運動員也能給自己 

交出成績表。有人說過視障人士最缺乏的兩樣東西， 

就是運動和社交。健體會的成立，剛好彌補了我們的不足。 

藉此機會，我感謝各位教練、各位義工的無私奉獻， 

成就了這個愛心團隊。再多的說話，也不能表達我內心的感激， 

只能衷心的說一句：謝謝！

如蝴蝶展翅的屯門隊
麥月萍   

2013年 3月的某天，路德會職員連同健體會教練及運動員出席了屯門復康中

心舉行的簡介會，目的是推動屯門區的視障朋友參加跑步訓練，藉此改善健

康和推廣做運動的好處。

其實，新界區的視障朋友也很想參加在九龍的訓練，但一想到要長途跋涉往

返便會卻步。當我們知道屯門開辦訓練班後，當然十分雀躍。

屯門隊成立初期，有二十多個運動員，每星期只在星期六上午練習。假如因

天氣惡劣而取消練習，當時作為隊長的我，便要逐一致電通知運動員。不講不知，

從元朗乘輕鐵到屯門也需四十多分鐘，因此我必須先通知住得較遠的朋友，免得

他們已出門，有時候卻因時間尚早，很多人還沒有開手提電話。我唯有重複撥打，

單是這樣便已耗上一個小時。隨着智能電話的普及，我們終於可以用WhatsApp

溝通，一次過與多人聯絡，實在方便。

屯門隊選用了「蝴蝶展翅」作為群組的名字，那是我一廂情願的。運動員每次

都會在輕鐵蝴蝶站集合，然後一起步行到起步點湖山公園，我便以蝴蝶作開頭；本

來想用蝴蝶振翅，但想想才剛起步，如何能振翅高飛，因此後來便改用了「蝴蝶展

翅」，表示我們的決心。雖然我們現在才起步，但總有一天我們能跑出成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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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我很害怕他們用歧異的眼光來看我，只想待在家中，總是隱藏自己。

後來，我到香港盲人輔導會學習更多技能後，我才大著膽子接觸社區及其他

人。那裡有著跟我相同遭遇的同路人。他們一言一語都能給我安慰和支持。就在

那時，一個視障朋友邀請我參加健體會的跑步活動。我自知多年來待在家中，弄得

自己體重不斷上升。初時參加跑步練習，覺得很吃力，也曾想過放棄。經過義工及

其他視障運動員的支持和鼓勵，我慢慢地堅持下去，不知不覺間已有三年多了。在

2014年 12月，我終於能在十公里比賽中，堅持沒有停下來，一直一直跑著。我真

的很開心，很滿足！

我覺得健體會屯門分隊就像一個大家庭，每星期兩次的練跑中，都給我很溫

暖的感覺。記得有一次十公里比賽後的第二天，領跑義工打電話問候我有沒有生

病，因他跑後生病了。那慰問電話給我很窩心的感覺，讓我明白到我們不止是一星

期兩次跑步的友伴關係。更有一次領跑義工私下約我外出跑步，在途中

義工遇上自己的朋友。朋友問道：「你們在做甚麽？」義工的回應是

跟「朋友」跑步。我聽著他的回應，內心很舒服、很開心，原來他們

不當我是服務對象，而是把我們當作朋友看待。還有更多更多窩心的事，

例如義工會陪伴我們買新跑鞋，相約一起行山，閒時一起吃飯談天。我真的很開心

能參加健體會的跑步活動，令我多了與人相處的機會，建立自信心，更能強身健體。

昔日內斂的子賢，今天比以往活得開心及健康些呢！

活得更開心、更健康
溫子賢

從
小不喜歡讀書的我，中三畢業後便開始工作賺錢。當初工作的一年多，與朋友

相處開心，又能自給自足，不需再向父母張手領取零用錢，真的一件樂事。

但好景不常，身體向我發出警號，頭暈、頭痛跟我纏繞不休。偶爾眼睛突然漆黑

一片，當時我還不以為然。直至有一次駕車時，被旁邊汽車的強光閃過，頓時視力盡

失，嚇得我立時停車，幸好沒釀成交通意外。我真的

慌了，不得不向眼科醫生求診。醫生診斷後，便立即

將我轉介到腫瘤科檢查。原來我的腦內有一個像橙一

樣大的腫瘤，醫生說情況嚴重，必須第二天進行切

除腫瘤手術。當時只有 18歲的我和家人，對這突如

其來的事情，真的連害怕也沒有。手術前和手術後，

我的視力仍是正常的，以為沒受手術影響⋯⋯

可惜，手術後差不多一個月，腦部積水嚴重，

令腦壓上升，影響了視覺神經。那時開始，雙眼漸漸轉差，

由朦朧不清，到灰白一遍，最後接近完全失明了。我真的很徬徨害怕，每日以淚洗臉，

完全不知所措。幸好得到家人的照顧和後來失明人組織的社工朋友上門教授我一些

生活技能，我才開始習慣自理起居飲食。然而內心仍很自卑，不肯再主動接觸已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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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後，生活更精采
祝宗璧

還
是很小的時候，我已發覺眼睛出現問題，晚上經常看不清事物，於是我便看

醫生去，結果醫生只開了一些魚肝油丸給我。這問題一直持續到二十多歲。

那時候，年紀大了，懂得看眼科專科醫生。經專科醫生診斷後，確診我患上了視網

膜色素病變，視力將會慢慢失去，最後變成完全失明。聽到這診斷後，我很是害怕，

也很憤怒，不明白為何會患上這個病。看不到的未來，令我感到恐懼、不安，經常

鬧情緒，以致和家人發生了不少衝突。自患病以來，母親對我好像是虧欠了我似的，

想方設法為我治病。她經常帶我看不同的醫生，甚至帶我返回內地尋找醫師。母親

對我的這番愛護，那時我還不是太能夠體會，到了後來我才明白她的苦心。

在視力一點一點失去的期間，我感到很徬徨，生活裡沒有其他的節目，空閒

時都將精神放在吸煙、喝酒和賭博上。失明後，我還在工廠裡工作。我的工作是

包裝和做品質檢定，憑著多年經驗和感覺，在規模不大的山寨廠裡，還能應付。

三十多歲的時候，我終於完全失去視力；但卻因為失明，看不到，我沒有再賭博，

後來更成功戒煙。至於喝酒，已變得更有節制，只在高興的場合才會喝上一點。

生活反比以前更正常、更精采。

失明以後，我一直希望通過運動來鍛鍊強健的體魄，減少生活上的醫療開支。

我曾報名參加歷奇輔導、領袖訓練等活動。四十多歲時，在香港失明人協

進會接受訓練時，在十多個視障受訓者中，我獲選參加「毅行者」。

我們的參賽組合是兩個失明的、兩個弱視的。賽道上，我們在健視

的運動員提示和引領下，成功在四十四個小時內完成賽事。這次活

動的另一個收穫，就是我的體重減輕了，並開始感受到運動對健康

的幫助。我們更形成了一個行山小組，與協進會的其他會員定期登山。後來，

我又參加了「微風吹」舞蹈團體，學習跳舞。這一跳便是十年。「微風吹」每一

年都有一次公開的表演。

至於跑步，那是約六、七年前的事。那時在朋友的介紹下，我跟隨了林 Sir

參加跑步訓練。在跑步訓練下，身體變得更加健康，體能好了，精神暢旺了，體

態也變得輕盈了。體重從高峰期的一百六十磅，減至約一百四十磅。後來連外父、

小舅也來參加練習。跑步訓練時，我認識了許多的領跑員，不同的領跑員都會提

供不同的指導，讓我學習當中的技巧。

參加健體會後，我曾經參加過不同的長跑賽事。最難忘的，是數年前到北京

參加長跑比賽。我的項目是半程馬拉松。還記得那時候，在賽前腳部曾經扭傷了，

加上比賽時天氣惡劣，氣溫很低，又下著大雨，手指頭都凍得僵硬了。那時穿著

便利雨衣跑，但卻感到很是局促，於是便脫掉雨衣。可是天氣實在太寒冷，跑到

十多公里時，關閘時間已逼近，只好放棄，跟領跑員一起乘計程車回酒店去。雖

然沒有完成賽事，但我卻沒有放棄跑步，至今我仍參加健體會的常規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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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因為⋯⋯
FLORA

跑
步，豈只是健體運動？

原來竟還是一籃子的

美事樂事！

我初學跑步，是為了纖

體。左腕的玉鐲快要把膨脹

的胖肉擠壓得透不過氣來，

長輩勒令要擊碎玉鐲；我害怕腕骨和玉鐲都一併碎裂，急忙尋找纖體秘訣。

跑步就成為我一時的救星。短短數月，玉鐲和肌肉已不再互相逼壓，兩者重獲自

由空間。長輩不再嘮叨要摔掉玉鐲，我賺回玉鐲和沒有碎裂的腕骨！更可喜的，

是臃腫的體形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輕巧起來。那些從前因變胖而打算扔走的衣物，

現在都為我重投服務。自此，我也不用時刻添置尺碼屢增的衣服，省下不少金錢！

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跑鞋獎勵計畫」，跑步給我的進帳，絕對高度振奮人心！

在運動場上，興高采烈的會員喜歡邊跑邊搭訕；跑著唱著的更非罕有的事情。

路過的跑友，賞面的就會慢下腳步，陪跑一回；被歌聲嚇呆的，多半以為自己誤

進仙境，劈頭拔腳飛奔，愈跑愈遠。會員遇上健談的領跑義工，總是愈談愈起勁，

天南地北的聊著跑著。起跑時，即使心情欠佳，背負壓力，只要跑呀跑呀，一切

的包袱都盡在跑道上丟掉了。日後再回到遇上難題的角色崗位時，往往能夠勇敢

地再次面對矛盾，處事落得客觀平和。就是這樣，跑步給我省下不少轟人的火藥

和傷心的眼淚，複雜糾纏的心結也得以細細解開。

跑呀跑，跑出運動場；跑到街上、跑到將軍澳、跑到馬鞍山⋯⋯甚至跑出香港！

為了比賽達標，我努力改善跑姿。領跑員在長課沿途給我當頭棒喝，囑我戒除跑

姿陋習，他們都是我心目中敬畏的軍官和特遣部隊！每每獨自走路的時候，腦海

也會浮現義工的提點，彷彿仍聽到他們走在我左右及背後，反覆唱唸正確姿勢的

種種口訣，印象之深刻可見一斑！感激之餘，跑姿終於修正了，跑步的速度也顯

著提升。日常的行站姿勢，也隨即豁然一新，感覺精神奕奕的挺有自信！ 

運動場上時常湊在一起的，混熟了就會相約練跑，甚至參與其他活動。投契

的可以結伴逛街購物、吃喝玩樂、訴說心事。藉著跑步，我成長了。我認識到不

同層面的許多朋友，學習了不同社交組合的適應。我的生活圈子，也因為跑步而

擴闊了。我懷念練跑和比賽時的同舟共濟，我懷念把臂同遊的光景，我懷念秉燭

夜談的悄悄心聲⋯⋯我懷念真摯的情誼！也許，沒有跑步，我的生命就會沉埋黑

暗，錯過這許多亮麗的色彩！

多得跑步，也多得健體會，讓我的身心都得到鍛錬和變得更健康。今天，跑步

已成為我日常的嗜好習慣，時刻進佔我生活的每個空間！願我一輩子都能夠繼續跑

下去，就讓跑步伴隨我的生命，直到永遠永遠！矢志不渝的終生相伴──「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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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酒店很特別，各房間的設計也不同，五個「她」住在一個衛生間跟浴室

連在一起的房間，可以想像環境是多麻煩。哈！一個義工帶五個運動員浸溫泉

去。到了溫泉區，一些要「裸湯」，一些說不可能。哈哈！還有，晚間的「鼻鼾

五重奏」。哈哈哈！也有一些運動員和領跑員比賽前後發生了一些摩擦！可能他

們看到我每天都很忙碌地安排行程，我沒有收到任何的投訴。每天大家還開開心

心的度過！還有當我有一些事情應付不了，他們也會自動跳出來幫忙！

我就像家中的媽媽，煮甚麼飯菜，他們都照單全收，還說很好味。感恩！這

次學到的是，在一個團體中，只要大家能信任、包容、合作，甚麼問題也能解決！

我佩服林 Sir的眼光。屯門隊隊員開始時，只是在公園內步行幾個圈，做做

體能！當時，我問林 Sir怎樣改進這情況。他說假以時日，這裡只有一兩個人不

能完成十公里跑步。給說中了！跑鞋贊助計畫，有人認為當他們拿了跑鞋後，便

會遠走高飛。但林 Sir說三個月的訓練後，大部分也會留下來的。又給說中了！

有林 Sir的帶領，有愛心的領跑員，

有互相幫助的運動員，健體會無得輸！

兩次外地旅行及比賽
鬼影

因
認同健體會的理念─運動人人平等，所以從健體會成立時便已參與義

務工作。直到屯門隊成立，眼見林Sir逢星期六早上從西貢到屯門做訓練，

我便問林 Sir有甚麼可以幫忙，他便開始教我如何做教練，然後慢慢放手，讓我

做教練。這樣，我便當了屯門隊的教練！

兩次的外地旅行及比賽，把屯門隊帶進一個新階段！第一次是東莞訓練營，

很多人還以為是技術改良，原來是大吃大喝和進行一些團隊遊戲，但效果真的

十分成功！屯門隊的雛形逐漸成形了。兩天的旅程，運動員與領跑員互相認識

深了，信任多了，合作上也方便了很多！

第二次海外比賽是台北富邦馬拉松比賽，這是屯門隊的重點比賽。因為大

部分運動員都是第一次參加。整年的認真練習彷彿也是為了這次比賽似的！我

自己也是第一次參加，也是第一次帶領他們出賽以及其後三天的旅程。這三天

是苗栗溫泉草莓之旅。我沒有到過這地方，領隊經驗也不多，所有的資料也是

從網上找來的，難免錯漏百出！幸好溫泉酒店及採摘草莓沒有令人失望。最值

得開心的是，大家在旅程上都很合作，一同打造一個開心愉快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