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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你會想起甚麼？ 

於病童而言，是「遙不可及」的奢想。

然而，只要肯踏出一步，世界，可以從此不一樣。

2018年9月21日至25日，Lifewire《護．聯網》將聯同Wheel For Oneness
《極地同行》帶着三位罕見病病童，一同參與「極地同行戈壁沙漠100公里」賽
事。三位孩子，有的坐輪椅、有的不良於行，患的都是難以預測的長期病，跟極地
的氣候一樣，同是難以掌握。但，身體上的不足，也障礙不了夢想的進發。

LIFEWIRE x 極地同行 2018

帶住病童



LIFEWIRE x 極地同行 2018

帶住病童

體驗生命、鍛鍊意志；是三位孩子盼此行所獲的得著，陪着他們同行追夢的，
還有一行四十多人的傷健團隊，包括：截肢跑手、聽障人士、自閉症患者、醫
生、警員、消防員、運動員、藝人、中學生，還有Lifewire團隊……等。我們會
以特製輪椅，推着三位孩子，橫越戈壁沙漠，跑出一場獨特的人生賽事。

透過是次活動，盼連繫社會各界，推動傷建共融理念；並同時為病童籌款。
與我同行，愛遍世界。

我們將為香港跑步界及慈善界

跑沙漠
成就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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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全職賣字賣聲賣…的傳媒工作者(曾經)。 
現職全力賣身於慈善工作(超貼地嗰隻)。是苦，也是甜。
還記得，兩年前Rochelle訪問Steve跑極地的難忘經歷，啟發到他想到不如仿效
法國消防員抬着病童長跑的概念；促成了香港首趟【帶住病童跑沙漠】慈善活動。
「好想俾大家知，雖然病童有不同程度嘅身體不足，但唔代表佢哋嘅能力係不足！
」由2014年為Lifewire開荒迄今，Rochelle與團隊為過不少病童籌募醫療經費、亦
辦過逾百個活動；她盼社會能同時關注病患家庭的心靈健康，全面支援，「錢當然
可幫人，但最好可以身體力行！」經常接觸病童的Rochelle，盼透過是次活動勉勵
他們，「我哋可以同一齊面對唔同嘅挑戰同困境，佢哋嘅世界唔係孤單，佢哋可以
踏出更遠嘅步伐，令佢地嘅世界更闊更靚！」

「救救孩子，你做得到！」Rochelle以此八字總結。

梁劍紅（Rochelle）
Lifewire 《護．聯網》傳訊及業務經理
2017 【愛跑．香港地】創辦者

三年前正式接觸跑步， 
展開「自討苦吃」之路
2017年以48歲之齡， 
完成首個北極馬拉松
積極推動中港青少年發展
2017 Lifewire 【愛跑．香港地】
參加者

香港首位、全中國第4名獲 「世界馬拉松大滿貫殊榮」港人
兩年跑遍七大洲及北極超級馬拉松，極地體驗領悟人生
2017Lifewire【愛跑．香港地】參加者
2018 極地同行加拿大阿拉斯加500參加者

盧俊賢（Steve）

極地同行（Wheel For Oneness） 

主席及創辦人 
 

長跑常客Steve，是香港首位極地馬拉松大滿貫跑手。其後創立慈善組織「極地同行」
，是香港首隊由健全和殘障人士一起組成的慈善隊伍，透過不同的極地長跑來宣揚「
傷健共融」理念，及「放棄不再選擇之列」的人生態度。「真正嘅共融唔係純粹去做
捐獻，係俾機會大家走埋一齊回饋社會，傷殘障人士唔單止係接受幫助，佢哋一樣可
以幫返社會，亦從中令健全人士打開佢地嘅眼界。」是次活動包括了不同界別的人士
參與，兼顧的範疇也很廣；但他斬釘截鐵地揚言：「我感覺唔到有任何困難！反而因
為各界人士走埋一齊，令我地更有力量！」Steve很期待是次跟Lifewire極具意義的合
作，更期待攜手衝線完成的一刻，「我預期到時一定係非常難忘！各界走埋一齊嘅緣
份同堅持，好值得我哋繼續維繫。」

從事設計及市場推廣多年的Donald，三年前才正式接觸跑步，經歷意志及體能與
對抗年紀的挑戰、至克服連綿不絕的傷患，只為帶出永不放棄的正面訊息。某日，
突有所啟發，「同Steve諗，有啲乜嘢可以有意義或可以推動傷健共融呢？諗下諗
下…諗到憑一架車仔，帶住病童去唔同嘅地方，完成大家嘅夢想。」

Donald不諱言：「我諗條路都好長……」他希望向三大層面進發，他認為社會對
殘障人士或聾啞人士都不太理解，也因而產生誤解；所以希望藉着這次活動向大
眾推廣傷健共融訊息。而於商業層面上，他覺得社會上很多活動及政府支援也不足
夠，「點樣透過傷健共融令到好多公司企業、僱員之間知道點樣同啲唔同程度嘅傷
殘人士相處，同埋一齊工作。」是次活動加入了不少學生，「希望學校有多啲學生
能夠理解到，十幾歲嘅時對呢方面有認知，對同理心建立有好大幫助！」 

張國偉 （Donald）
極地同行（Wheel For Oneness）
內務主席兼聯合創辦人



梁諾妍（Inez）
模特兒/健身教練
極地同行加拿大阿拉斯加500參加者

「之前去咗凍嘅地方，今次去個熱嘅，完成埋
之前完成唔到嘅嘢！」二月，Inez參與「極地
同行阿拉斯加500公里冰極長征」，為Lifewire
等五個慈善團體籌款。但因當時天氣惡劣而未
能完成，她希望能於今次炎熱的沙漠賽事彌補
上次的遺憾。

正午太陽高掛，正是Inez出動練跑之時，她笑
言要為適應沙漠天氣作準備，「其實香港都夠
熱，中午出去跑步，真係可以知咁熱要準備啲
咩，身體狀況、皮膚…練多啲，就更加清楚係
咪係要搽多啲防曬、帽、水…所有嘢都可以做
足準備。」

然而，她最希望帶出的訊息還是：「好多小朋
友有好多願望，好想實行，但自己身體實行唔
到，我哋健全人士可以幫佢哋！」

陳小東，陳小南 (孿生兄弟)

屯門可藝中學中一學生

「係值得嘅！」為了這賽事的練習，每次均要乘搭四個多小時
車程來回深圳保安的雙胞胎兄弟陳小東和陳小南，被問及舟車
勞頓來港是否很辛苦時，二人不約而同直言：「有一點！」

雖有點累，但哥哥說：「這次活動對我來說是很好的挑戰，通
過這次考驗來考驗一下自己，和幫助那些有困難的孩子。」而
弟弟則希望獲更多關注，「關心不同階段的孩子，關心有殘疾
的孩子。」

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他們發現更多：「其實殘疾人士跟我們
一般人沒甚麼區別。」
還要這樣練習下去嗎？這對雙胞胎兄弟肯定地點頭，「因為這
活動很有意義！」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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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煜峰 （Tommy） 
香港警務人員
2017 【愛跑．香港地】參加者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渾身肌肉的警員Tommy，練習過程相當
投入，去年於【愛跑．香港地】一起抬着病童賽跑，已覺得十分
有意義，今年決定帶着他們衝出香港，跨進戈壁。

肌肉、跑步...他不斷於體能上操練，但，他覺得最重要的準備是--
----信念。「準備同分享俾戰友嘅係，一個信念，一個堅定嘅信
念！喺學堂時，班主任曾經教過一個重要格言：明知不可為而為
之！我哋要去好遠嘅地方，沙漠跑一百公里，可能自己都未必完
成到，但我哋就要帶住一班病童去完成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最
緊要係有一個堅定嘅信念，即使好困難，可能做唔到嘅，但都會
堅持去完成！」

黃志輝 （Jeff） 
聽障人士
2017 【愛跑．香港地】參加者
2017 幪眼100大挑戰

這是一個無聲的訪問，皆因受訪者是一位先天聾人-------Jeff。他
以手語加少量口型表達：「我名叫黃志輝，我是聾人。」Jeff年
幼時聽不到又不懂看手語，後被安排到聾人學校接受教育，80年
代畢業後開始工作，後轉職到政府部門工作至今。

一身古銅膚色兼健碩身型的他，下班後有空便去健身及跑步，-
Jeff喜歡向他人分享和交流自身經歷，認識新朋友和參與各類型
的團體活動。他常現身於不同類型賽事；大部份都是因慈善而
跑。去年，他更蒙着眼參與【幪眼100大挑戰】，在看不見、聽
不到的情況下，難度比其他參加者更高。他就是要向大家說明，
只要有決心，凡事有可能。

Jeff續以手語表示：「今年9月將參加戈壁沙漠100公里跑步，因
為小朋友行動不便，跑不到，所以我們一起幫他們完成比賽，一
邊作出鼓勵及支持。到沙漠時，我們「極地同行」一班跑手，會
一起努力加油！」



朱逸朗 （9歲）
黏多糖症患者6型

「我驚熱嘅！」答得爽快的逸朗，這句幾乎是不加思索；但他還是
雀躍地堅持要遠赴沙漠，「因為我想見識下，我想同陳梓健、趙玹
晙一齊玩！」逸朗如願以償，三人一起「出戰」，難怪未出發先興
奮！

行程最期待的是甚麼？他即雙眼發亮：「玩沙！仲有駱駝！」他笑
言要找方法適應當地的高溫，「喺香港曬多啲太陽囉！」媽媽感恩
遇上難得機會，「可一齊挑戰，嘗試體驗唔同嘅人生同生活。」媽
媽坦言，想讓逸朗體驗極端環境，鍛鍊堅毅意志，「就算將來人生
點都好，一定要堅持落去，開心咁面對人生。」

「我好有信心可以完成呢次任務，Yeah！」步履略帶不穩的Alex，
眼睛眯成一線的笑容，帶點喜感。「我想去沙漠到玩，玩咩？玩沙
囉！搵沙整沙球嚟掟！」說罷，神氣又率性的笑容再度展現。

被問及事前準備，Alex：「帶啲用冰做嘅衫！」當媽媽問他會否擔
心沙漠的天氣時，他笑言，「唔擔心，香港都夠晒熱啦！」會否擔
心難適應當地溫差，他即斷言不會；還自信的高呼「我好有信心可
以完成呢次任務，Yeah！」最後，更雙手高舉V字勝利手勢以示把
握。是次活動，Alex爸爸媽媽也一起隨行，媽媽表示不大擔心，反
樂於跟兒子一起參與如此難得的活動。

趙玹晙（Alex）（9歲）
運動及感覺神經病

「我覺得呢次好值得，可以探索到沙漠同城市嘅唔同…」坐輪椅的
梓鍵說。身體障礙雖難以騎駱駝，惟梓鍵仍盼跟好友盡情玩個痛
快，「想玩枕頭大戰同玩沙！」練習時他偶也感暈昡及辛苦，但媽
媽反更想他從中學習更多，「學習克服困難，旅程都唔輕鬆，希望
過程可以建立信心。」

是次旅程，她心存感激，「一般人未必有嘅體驗，難得機會去體驗
一下，挑戰自己！」

本刊(頁三至頁六)及網上另載有梓健詳盡的病況，可細閲並了解更多。

陳梓鍵 （9歲）
杜興氏肌肉營養不良症

「杜興氏肌肉營養不良症(DMD)會致肌肉逐漸萎縮壞死，更影響
心肺功能，令患者易累，免疫力越來越差；暫無藥可治。」

黏多醣是構成人體組織和器官的主要成份。患者缺乏分解黏多醣
的酵素，令黏多醣不斷累積，影響細胞的正常功能，破壞多個器
官。隨着年齡增長，影響亦越見明顯。

採訪及撰文：梁劍紅、冼樂怡、張文意
編審：梁劍紅 
攝影：Sea.Pho.Yea
影片製作：Lifewire、Sea.Pho.Yea、陳澤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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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翱翔香港
十多歲已喜歡攝影，最愛菲林機，「鍾意佢夠嘈！」
「我啲相多數係港人常接觸嘅嘢...色彩豐富，希望帶
到歡樂俾人。大家唔好齋買唔掛！」

主題：香港．光‧影．圖案
「由幾歲影到而家」的Alfred，是次題材將圍繞着他的
成長，「有童年回憶嘅地方，如渡海小輪。重點係光影
同圖案間嘅結構，希望大家覺得值得欣賞！ 」他希望多
些人來欣賞，可幫到更多人。

白金贊助 金贊助

主題：香港 ． 隱世
Ambrose是菲林發燒友，他享受影菲林的「思考過程」及特別質感，
他是九人中唯一使用全菲林的一位。「影平常忽略嘅小事物，如小
店、街坊街里......希望自己影得開心，大家又睇得開心。籌款...當然越
多越好啦！」

胡文俊  (Alfred) 
律師      

彭一邦 (Derrick)
工程師、Lifewire創辦人

周智輝  (Adrian) 
建築公司董事

陳浩廷  (Ambrose)
工程師     

主題： 不變．仍未變
「幸運唔係必然，自己可以做多啲就做多啲。」4年前，Derrick
創立了Lifewire， 希望幫人及感染他人。是次邀請朋友發起【我
相港故 】盼將理念宣揚。「會影令大家有共鳴嘅，希望大家會鍾
意！」

我相港
故

攝影 --------- 
是光影的捕捉、
是瞬間的凝聚、
是生命的體會，
更是改變生命的
魔法。

呂耀東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Francis Y.T. Lui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麥偉隆 (Bevis)
土木工程師



Lifewire《護‧聯網》聯同九名來自商界、工程界及法律界等專業人

士，策動【我相港故】慈善攝影展，透過鏡頭下的一點一滴，揭露被

遺忘的生活細節及社會現況。

過去一年，九位有心人，穿梭於大街小巷，以不同視角、不同感

觀……按下快門，留住了當刻光影。他們各訂出以「香港」為核心的

主題，拍攝出一系列涉及街拍、風景等題材，近八十幅的作品；喚醒

被遺忘了的香港情。有關作品將免費展出，並透過拍賣募捐，為Life-

wire的罕見病病童籌募醫療經費，亦藉此喚起公眾對罕見病的關注。

詳文請閱： https://bit.ly/2Kq6tjJ

主題：無 ． 題
唯一的女將，十年攝影路上走走停停，Ivy
始終愛提起相機。「香港唔同時候有唔同
問題，希望帶到啲信息出嚟，鼓勵大家；
希望大家有共鳴。」

主題：香港仔
Victor－徹頭徹尾的「香港仔」：「我喺香港仔漁光邨長
大，以前好多細路玩，今次返去影相一個人都冇，有少少感
觸。」重返舊地，風光變了不少，「影天后廟先發覺咁多人
去拜神，原來香港都幾鼎盛。」

主題：香港 ‧ 人 ‧ 一天
70後阿威揚言「影相年資好
耐，但認真影就好短」。他
慨嘆漸沒落的香港人情味，
「以前鄰里關係好啲，而家
連隔離姓咩我都唔知，每張
相都有個故事，可能係冇人
情味嘅，就可諗下香港爭咗
啲咩！」

採訪及撰文：梁劍紅、黎嘉裕、冼樂怡
編審：梁劍紅

攝影：Sea.Pho.Yea
影片製作：Lifewire、Sea.Pho.Yea、陳澤朗

主題：香港城市夜景
有十年攝影經驗的Chris，今次靈感啓發自以往作品，「再返
去影一次，想俾人知，香港發展得好快，但依舊有好多地方風
情同以往一樣；希望俾港人一啲感覺。」

主題：建設香港
「希望由soft啲嘅角度去人同建築物間嘅過程同連繫
性，唔係冷冰冰嘅建設。曾見畫師畫屋外窗門，意識
到「建設香港」係生活中嘅點點滴滴。」Bevis盼相展
可引起對罕病患者的關注。

鑽威工程有限公司

DRILLCUT LTD.

勞健峰 (Chris) 
業餘攝影師

賴愛慧 (Ivy)
愛好攝影人士

張志剛 (Victor)
工程師

何俊威
地產發展

麥偉隆 (Bevis)
土木工程師

慈善攝影展－ 
【我相港故－Photalkgraphers】
日期：2018年8月17日至19日
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地點：動漫基地（香港灣仔茂蘿街7號）



Lifewire

「護．聯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捐款方式

現金捐款
直接前往東亞銀行各分行：「護．聯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戶口號碼：015-265-68-00457-4。

*捐款港幣$100元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扣稅。
*捐款人如欲索取捐款收據，或捐款予指定籌募個案/籌募活動，請登入http://www.lifewire.hk/，在籌募個案版面內，
下載及填妥「申請捐款收據」表格，並連同銀行入數副本或支票，電郵至info@lifewire.hk或寄回本基金。

郵寄支票
劃線支票抬頭：護．聯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或 Lifewire Foundation Limited
郵寄地址：九龍長沙灣大南西街601至603號香港紗廠大廈一期五樓C座

信封面註明「護．聯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收

網上捐款
進入http://www.lifewire.hk/，選擇「個案及籌募活動」後，透過信用卡捐款。

月供捐款
你可致電3758 8701或電郵至info@lifewire.hk索取每月定期捐款表格。

派發地點

電話：3758 8701 (訂閱 / 廣告 / 查詢)
電郵：info@lifewire.hk
網頁：www.lifewire.hk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大南西街601至603號
            香港紗廠工業大廈一期五樓C座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lifewirehk

*護．聯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由齊助網有限公司營運
Lifewire Foundation Limited operated by iHelp Limited
*鳴謝百本集團代理派發
*平面設計：FOXMOK

Scan Here!

Please 
Donate!

Lifewire facebook!

護．聯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仁安醫院
屯門醫院
北區醫院
東華東院
仁濟醫院
九龍醫院
廣華醫院
播道醫院
養和醫院

寶血醫院
靈實醫院
明愛醫院
聖母醫院
沙田醫院
瑪麗醫院
博愛醫院
嘉諾撒醫院
將軍澳醫院

聖保祿醫院
律敦治醫院
葛量洪醫院
黃竹坑醫院
瑪嘉烈醫院
鄧肇堅醫院
聖德肋撒醫院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港安醫院

華人行 5 間
衡怡大廈 6 間
惠豐中心 10 間
利東大廈 10 間
海富中心 10 間
永安集團大廈 10 間
愛賓大廈 15 間
泛海大廈 15 間
信和中心 15 間
世紀廣場 20 間
太子大廈 20 間
禮頓中心 20 間
希爾頓中心 20 間
恒生旺角大廈 20 間
美麗華大廈 21 間
騏生商業中心 22 間
恩平中心 24 間
新寶廣場 24 間
德成大廈 30 間
京華中心 30 間
海洋中心 35 間
美國銀行中心 35 間
新世界大廈 40 間
萬年大廈 40 間
格蘭中心 40 間
興瑋大廈 40 間
恆隆中心 45 間
東角中心 45 間
恆成大廈 50 間
南豐中心 52 間
卡佛大廈 60 間
彌敦道 26 號 60 間
中建大廈 70 間
雅蘭中心一期 80 間
萬邦行 80 間
嘉賓大廈 80 間
尖沙咀亞太中心 90 間
旺角中心 151 間

長者地區中心 41 間
長者活動中心 57 間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8 間
自負盈虧及合約院舍 64 間
長者鄰舍中心 116 間
津貼及合約院舍 143 間
私營安老院 576 間

The ONE
數碼港商場

滿粥
浚健營養及健康顧問中心
德善醫療集團
俊和發展集團總寫字樓
Genesis
Abey Handmade
Belle
Duke of York
Sum's Cuisine & Restaurant
Shy Dance Cafe
Alive Fitness
Kidztropolis
LaRaine
小公主舞蹈學院  13 間
瑞士畫室 11 間
SHOEBOX 5 間
MG Cafe 5 間
五谷療坊 10 間
上湖 
敍亨軒海鮮火鍋

CUHK EMBA 教學中心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
學院（紅磡灣校園）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圖書館綜合大樓
香港大學明德學院

善寧會
卓越之友
香港哮喘會
乳癌基金會
香港復康力量
勞聯僱員進修中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杏花村耆康學院方樹泉發展中心
愛培自閉症基金
香港循理會
長者安居協會
西貢區社區中心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香港耀能協會（盛康園）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羨蘭醫學美容
灣仔脊醫診所
明德醫療中心
岱磯化學病理
養和醫健專科中心
廣泰中醫診療中心
香港綜合腫瘤中心

嘉賓激光矯視中心
香港視覺護眼中心
健樂伸展治療中心
嘉賓眼科專科中心
保瑞醫療有限公司
健視視光中心（荃灣）
康健中醫診所（屯門）

香港浸信會醫院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

診療機構

診療機構  全港長者服務機構 商場 

商戶 

大專院校及圖書館

機構及團體

佳美肌皮膚外科中心
香港伸展運動治療中心
香港美兆健管中心（診所）
香港精神科及綜合醫療中心
播道醫院社區診所（牛頭角）
仁安醫院分科診所
（將軍澳、尖沙咀、馬鞍山及荃灣）
源旭眼科專科診所
羅宜昌骨科專科診所（旺角、銅鑼灣）
百聖醫坊
脊骨神經科醫生汪家智診所
仁昌堂中醫診所

Cony Mok, Cynthia Cheung, Jenny Sin, Tess L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