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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孩子
你做得到

香港罕見病患者

面對的長久戰

Lifewire《護．聯網》於2014年由俊和發展集團成立，現時獨立運作。我們
親身探訪病童，將其狀況輯錄成文字和短片，真實呈現，為罕見病個案及
家庭紓解困局。

你習慣隱善？不如分享，讓更多人參與，更多病童受惠！
慈善不只「施」，關愛他人的同時，我們同樣「受」到快樂。
歡迎大家直接捐款，或自創籌募活動，分享到 Lifewire 網站，幫助
病童重獲希望。

Contact Us ! 電話：3758 8701
電郵：info@lifewire.hk
網址：www.lifewire.hk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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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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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醫療、康復治療的長遠開支 推廣罕見病，教育及提升大眾認知

活動受惠人數 成立至今籌得善款 受惠個案約25個

逾2000人 逾1000萬港元 逾100個家庭

每分每秒，急需醫療支援
的病童一直遞增！

只需 $30 ！
足以改寫他們命運！

部份患者未必即時面對生命威脅，卻因身

體機能日漸退化，受到長久的煎熬，

及面對長遠治療的重擔。

美國以每 1 萬人少於 7 個個案
歐盟以每 1 萬人少於 5 個個案
台灣以每 1 萬人少於 1 個個案
香港？仍未有定義！
政府未為罕病訂立清晰定義，亦
未制訂相關醫療及支援政策
社會大眾對罕病的認知非常缺乏

資料來源：
Hong Kong Alliance for Rare Diseases 
香港罕見疾病聯盟

如何定義罕見病？

藥物治療：
每年過百萬港元（黏多醣症）
每年約 300 萬港元（結節性硬化症）
手術治療：視乎病症
物理治療：$3600/ 月
水       療：$3200/ 月
音樂治療：$3,000/ 月
中醫及針灸治療：$3,200/ 月
輪椅維修及保養：千多至數萬元不等

* 上述醫療及復康治療收費只供參考，實際收費因個案而異。

香港首個專為病童服務之
慈善眾籌平台

登記做義工月供捐款

了解罕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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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五口，囝囡患惡疾、媽媽抑鬱。

靈魂被囚禁於不能自主的軀體。

兩個只能醫一個，比韓劇來得苦情。

他們卻以笑為艱苦添色彩。

首次探訪這家庭，教小編深刻的，除了

全球僅兩宗的病例機率，還有家中停不了的

笑聲。然而，跟笑臉帶着矛盾的，是兩姊弟

同時患上罕見病「遺傳性痙攣性下身麻痺」

(Hereditary spastic paraplegia, HSP)， 下 肢 因

神經損傷導致無力，需坐輪椅代步。向來樂

天的媽媽抑鬱成疾，需接受精神科及心理治

療。

「世界上得兩個家庭係咁，我哋係第二

個。」比六合彩還要難中的機率，卻降臨這

家人身上。11 年前，陳家第二個小生命嘉華

誕生，可惜幸福很快跨門而去，陳媽媽赫然

發現小妮子狀況有異，「兩歲幾時，發覺佢

行路比較慢，唔穩陣……」3 歲時，一次抽

筋入院，醫生指她有腦癇症。豈料，惡夢更

加持至弟弟宥臻身上。

「點解兩姊弟都係咁？」
「佢一歲都唔識行，我哋覺得係咪同二家

姐一樣呢？於是帶兩姊弟入院做基因檢查。」

經瑪麗醫院診斷，宥臻情況與嘉華相似，但

比二家姐更嚴重，屬非常罕見，但是否基因

突變所致，院方未能確定，當時連病症是甚

麼，亦無從稽考。

「自己都唔相信，好難接受！」兩姊弟出

世時經醫生確認健康狀況良好，誰料伴隨他

們成長的，竟是罕見病。夫婦倆不惜一切東

奔西跑，四出求醫，「人哋話邊度好我就去

邊度，廣州、中山都去過。」更曾向親友籌

錢治病，「搞到同屋企啲關係唔係咁好，冇

人幫我哋，只會調轉頭話我：點解生兩個小

朋友都係咁。」話音未落，一直笑臉盈盈的

媽媽，一下子眼淚緩緩落下。

全球僅兩宗

罕病小姊弟

以笑抗逆

探討罕見病 #feature story探討罕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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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骨移位　恐手術致癱
眼前這對姊弟，猶如一對開心果，常笑至咔咔聲、眼睛

也瞇成一線；誰想到同時患上無法根治的同一頑疾，而宥

臻的情況就更嚴峻，試過入 ICU ( 深切治療部 )，由抽筋到

入院兩日，從未清醒過。「一係我陪佢瞓，一係爸爸陪佢

瞓，一人陪一個。」父母每晚睡在兩姊弟旁，轉身就要「睇

一睇」，「成晚拉住佢哋隻手瞓」。其後獲安排入住宿舍後，

媽媽也常叮囑姑娘巡房時加緊留意，「因為佢哋係瞓覺先

抽筋，仲會冇晒意識。」

常流口水、只懂發出「嗯嗯…呀呀…」音調、需靠特製

木櫈固定身體才能「坐定定」的宥臻，病情較複雜，除痙

攣、癲癇、智能障礙、發展遲緩等，去年開始更因神經線

張力太大出現盤骨移位，左邊移位 20%，右邊移位高達

60%，影響髖關節；醫生建議剪斷脊椎後面的神經線，但

需承擔感染的風險。

「如果唔處理，佢照樣會甩，但又好擔心手術好大風

險。」面對兩難的抉擇，爸媽內心充斥着無限的恐懼與不

安，「驚佢癱埋，日後大小便控制唔到，更加冇機會企返

起身」；最後醫生建議稍後作全面匯診後，再做決定。

雙腳日衰 長期捱幾十針
二家姐嘉華情況雖不及宥臻嚴重，但唸幼稚園時，經常

半夜抽筋，「去醫院去到麻木晒！」嘉華入住宿舍後，媽

媽一樣不好過，「一聽到學校或中心嘅電話，個心就跳㗎

喇，實係出事，真係出事㗎！」一日抽筋兩次，一個月入

瑪麗醫院兩、三次，「面會變紫色，然後抖唔到氣，一定

要 Call 白車。」　

長坐輪椅的嘉華，除洗澡大小便需協助，大致日常尚可

應付，更被媽媽訓練出「好武功」，「大家姐跟住後面，

佢自己坐輪椅落去，識得買餸返嚟！」只是嘉華雙腳已大

不如前，出盡氣力於攙扶下始能勉強踱步片刻；以致終日

坐着，腰背肌日漸無力。

「行路好熱……一行路就會出晒汗！」汗流浹背的嘉華

喊道，為了改善雙腳，必須長期打針，「一對腳要捱幾十

針。」媽媽肉赤道，其實可做「放筋」手術，於體內放置

一個「泵」，每兩、三個月直接注射藥物進泵內作定時輸

送，那便可減少皮肉之苦；可惜…… 

「暫時唔敢去試，唔知得唔得，好似未有小朋友試過。」

風險尚未可知，連醫生也不建議，「等佢大啲先做」。「本

來要帶佢去試針，睇下有冇效，但因為細佬又入咗院，就

冇去了。」

爸媽無奈　兩個只能醫一個
要悉心照顧每況愈下的兩姊弟，媽媽惟有當全職主婦，

做地盤工的爸爸成家中唯一經濟支柱，「都幾辛苦！」

爸爸慨嘆：「有時細佬抽筋入院，起碼請兩日假，有

時工程要趕工就麻煩啲，一請假就炒魷。」既無暇陪

伴，更無法負擔沉重的醫療開支，「賺到嘅錢有幾多

都會盡量去醫佢。」爸爸語帶沮喪：「如果兩個一齊

要睇醫生，我哋肯定負擔唔起，我哋逐個嚟。」

　去年，朋友介紹脊骨療程，對兩姊弟病情似有幫

助，但一個療程 12 次，動輒花費近萬元，對生活拮据

的陳氏一家，談何容易？「做一個先，我哋冇俾家姐

做，因為覺得家姐情況好過細佬，細佬盆骨甩咗，所

以畀細佬先做。」兩個只能醫一個，爸媽無奈，僅能

靠政府醫院醫治嘉華，「或者我哋同佢做，夜晚拉筋、

做分腿。」

 母憂成疾 「驚恐症 + 情緒病」
無盡的疑問、徬徨……樂天的媽媽也得了抑鬱症，

需接受精神科及心理治療。「醫生同我講有驚恐症、

情緒病，我都唔相信。嚿年好辛苦，成日入醫院，

好似抖唔到氣咁，經常想暈，好似容易斷氣，好驚嗰

隻……」眼見媽媽淚流滿面，原本嘻嘻哈哈的嘉華一

下子愣住，雖仍咧嘴而笑，但懂事地為媽媽拍背，稍

撫平了這難以痊癒的傷疤，媽媽頓時笑道：「乖喇！

乖喇！」苦中一點甜，大概如此。

大姊綺琳　爸媽的左右手 
日常出入或醫院檢查，單憑媽媽一臂之力，根本無

法應付；15 歲的大家姐綺琳順理成章擔當舉足輕重的

角色。「如爸爸返工，我哋要出去就要大家姐幫手，

如佢返咗學，我哋就冇辦法出去，一定要留喺屋企。」

照顧弟妹、兼顧學業、更要顧及媽媽的健康，綺琳

坦言壓力不少。「每次見媽媽好辛苦，都會叫佢休息，

休息，同休息。」綺琳咬緊牙關，惟眼淚還是不由自

主的流下。縱使年紀輕輕，她依然堅守重任。「如果

阿媽喺度就負責幫手做阿爸要做嘅嘢；阿爸喺度就負

責幫手做阿媽要做嘅嘢，總之係阿爸阿媽嘅助手。」

每當弟妹周末由宿舍回家，她都盡量陪伴左右，一

字一詞耐心教導。「細佬鍾意聽歌，聽聽吓就好開心；

跟住會同佢哋玩，好多嘢都係我指揮佢隻手，揸住佢

隻手去玩。」周末，一家人就這樣嘻嘻哈哈地度過。

這位大家姐，多了一份同齡少女所缺的穩重及成熟，

爸爸

媽媽

陳綺琳

(15 歲 )

陳嘉華

(11 歲 )

陳宥臻

(8 歲 )

探討罕見病 #featur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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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如廁都不能自理的宥臻，其實有一定的思考及理

解能力，只是說不出語句，如囚禁於軀殼不能自主的靈魂，

更遑論以雙手操控輪椅，職業治療師曾讓他試坐以下巴控

制的輪椅，他如重獲自由的籠中鳥，興奮地「周圍轆」；

但當試畢把他抱回一般輪椅時，宥臻頓時「爆喊」，皆因

軀體又再重返無法自主的狀況。職業治療師指「細佬靠下

巴就控制得好好。」惟此類輪椅需十多萬，爸媽實無法負擔：

「暫時冇辦法了！」冀望有機構贊助或善心人捐款，讓宥

臻尋回該有的尊嚴。

捐款編號
3614

$100 元港幣
或以上捐款
可申請免稅

如何支持嘉華及宥臻？

健康護腳鞋 1 對 
約 $400

脊骨療程共 12 次 
$9,720

特殊電動輪椅 1 架
$130,000 以上

立即捐款！

什麼是
「遺傳性痙攣性下身麻痺」HSP？

遺傳性痙攣性下身麻痺（Hereditary Spastic Paraplegia, HSP）也稱為

家族性痙攣性下肢癱瘓（FSP），是由不同基因變異造成神經及肌肉退

化的疾病，特徵在於腿部無力和痙攣（僵硬）。發病早期可能出現輕

微的步履困難和僵硬，最終可能需要輪椅的幫助。「單純」的 HSP 主

要特徵是下肢痙攣和虛弱；但「複雜」的 HSP 可伴隨其他症狀出現，

包括痙攣、癲癇、小腦萎縮、智能障礙、其他周邊神經元病變，或不

同系統疾病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發展遲緩等。

她是弟弟的翻譯員、也是傳心師，弟

弟的一個小動作，她已完全掌握其所

想，「哦，佢要睇呢個 game 呀！」訪

問途中，大家姐難過落淚時，二妹及

弟弟也會忍不住痛哭；三姊弟同哭同

笑，是血脈相連的心靈感應吧。

縱然困難重重，但這個家依然充滿

歡笑；家訪當天，一家人總是嘻嘻哈

哈，充滿陽光和温暖。即使提及暗黑

歲月會黯然淚下，但家人一句說話，

一個動作，隨即又會破涕為笑，是真

性情的樂天一家。爸媽沒大寄望，「只

希望佢哋開開心心」、「我哋兩個喺

度嗰時開心啲、有啲咩需要我哋都會

滿足佢哋。」

盼獲贊助購新輪椅

探討罕見病 #featur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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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姜皓文做訪問，聽得最多的是 ―「簡單」這兩字，

但放諸於眼前這位從影逾 30 年，嘗過當「跑龍套」、失

業、負面新聞，至近年成電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黃金綠

葉，這位追尋簡單平凡的藝人，其實較其所演角色更為

精彩。

電視劇《鐵探》的 Bingo、電影《奪命金》的凸眼龍、

《風暴》中的慈父、《盲探》的變態殺人犯、《樹大招風》

的黑幫……人稱「黑仔」的姜皓文，由寂寂無名，至踏

上大銀幕，演出逾百部作品。2018年，他憑《拆彈專家》

贏得香港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去年，他擔正演出的《翠絲》

更獲提名最佳男主角；今年則憑《犯罪現場》於美國芝

加哥奪得「傑出演藝獎」。

神奇女俠 vs 愛妻號
昔日的「黑仔」，自言運氣一向不太好；近年，「黑氣」

不再，他感恩遇上許多好人。今天，他「升呢」成了許

多人心中的「黑哥」；踏踏實實走每一步的背後，實有

賴「神奇女俠」為他撐上半邊天。

1986 年，黑哥當選首屆《電視先生選舉》亞軍，其後

結識了 1994 年參選亞洲小姐的殷寧（原名金慧英）；

當年曾以 99 支玫瑰攻陷芳心；迄今結婚逾廿載，他不諱

言近年心態改變了不少，依舊不變的，是在太太生命裏

擔綱「愛妻號」這男主角，同步跨過不少高山低谷。 

成
就

人
生

簡
單
歡
樂

姜皓文與殷寧

曾經暗黑、曾經迷失。

高山低谷，同步跨過。

南轅北轍的共處逾廿載，

如今修煉出「在心中」的默契與安心；

彼此人生中的男女主角，

共同成就他們的幸福歡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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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婆喺到就定啦！」
二十年風風雨雨，倆人已成對方「肚裏面條蟲」，一個眼神、一個動作，都逃

不過彼此的「法眼」。殷寧坦言花上多年時間才揣摩出節奏及磨合，「以前鬧得

好激烈，真係咩都試過。但，你係咪想分開吖？點去包容佢做嘅事，或我做嘅事，

其實真係大家要去學習。」

黑哥隨即緊接：「好煩㗎，唔好分喇！又要由頭適應一個，嘩，邊有咁多時

間？！好攰，諗下都攰，唔好搞！」老是說「唔想煩」的黑哥，大抵是受不了沒

她在旁的日子。無論工作多忙，就算出埠，不管多晚，他寧乘夜機即日來回，只

因返抵家便「成個人安樂晒」。

離港工作，黑哥總想太太同行，「有時（酒店）好多奇怪聲，水喉聲，出面又

有古靈精怪聲……」太太總輕描淡寫：「瞓啦，都唔關你事，聽唔到。」他不諱

言，對着太太就頓時安心下來；「佢叫我陪瞓，話有我喺到瞓得好安樂，鍾意我

把聲嘈吓，下次錄音畀佢！」殷寧洋洋自得：「總之有咩事，有老婆坐喺大廳，

你就定啦 OK ？！」

一凹一凸 互相補足
訪問期間，二人你一言我一語，時而「互窒」，黑哥總笑而不語的樂在其中，

太太更常被逗至笑出淚水。黑哥的風趣幽默，是與生俱來？他卻自爆從小含蓄內

歛：「我由細到大都靜英英，冇乜點 Social，講嘢傾偈我最差。我頂籠出去買支

維他奶買串魚蛋！」

「而家都好悶㗎其實……但而家係多咗歡樂嘅，好多冷笑話，笑到我趴地！」

太太恰恰相反，從小到大屬風頭人物，非常活躍開朗；或

許這就是一凹一凸互相補足的夫妻定律。

殷寧的世界較多樣化，一面忙自己的事業，「嚟緊我會

出檳城旅遊書，又要做資料，又要聯絡各方，度好多行山

行程。」一面忙打點這頭家，「一頭家要令到佢（黑哥）

好舒服嘅話，柴米油鹽，好多嘢要編排同準備。」 

黑哥貫徹「一切從簡」的座右銘，專注投入工作與愛寵―

視如子女的小貓小狗。「我咩都想平凡啲，好簡單就咁處

理咗佢。」吃要清淡、走油走調味料，一句「點解咁好味

㗎？你落咗鹽呀？……」足見太太每天是如何費盡心神鑽

研「冇調味但又要好味」的菜式。

尋找簡單 實不簡單
黑哥曾形容太太為「神奇女俠」，一點也不為過。黑哥

於結婚周年豪花七位數字，送贈愛妻的檳城愛巢，裝潢事

宜也交由她全權負責，光是聯絡裝修師傅已淘盡她的心思，

「神奇女俠」在想盡辦法解決的同時，亦「成就解鎖」。

「好多好簡單嘅嘢，原來內裏真係唔簡單。」看在眼裏

的黑哥也漸有體會，「啱啱屋企整密碼鎖，心諗換鎖啫，

呢個師傅唔得咪搵第二個囉，點知都換咗一日，而且密碼

鎖真係複雜到，有錢都未必請到師傅換。」

除起居飲食，「神奇女俠」還得照顧黑哥的情緒。「佢

有時會諗，啲嘢好簡單佢會解決得到，點知原來唔係咁簡

單，都會影響佢情緒。我哋每一日都去訓練佢呢個情緒。」

獨門減壓 日夜試衫 
遇着事情未能簡單解決、或太入戲而難以抽離，黑哥的

情緒便會來襲，太太的對應方法是，「我成日保持笑容，

你有冇見我成日笑？可以感染。」殷寧不時安撫黑哥，問

題既然一時解決不了，不如暫時拋諸腦後。看到太太的笑

容，黑哥點頭：「停一停、諗一諗，就會叮一聲。」

太太笑着爆料，其實黑哥一直擁有獨門減壓法而不自知，

「佢好鍾意試衫，由朝試，晏晝試，到夜晚都仲係試衫…」

黑哥猛然驚醒，「除咗沖涼就係試衫，啱，俾你提醒咗！」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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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哥夫婦
疫境打打氣

面對武漢肺炎疫情嚴峻，大家無論身心上都承受不少

壓力，黑哥與殷寧也以自身的正能量，為大家打打氣！

關關難過關關過！

船到橋頭自然直，天無絕人之路，
明天會更好！

人生就好似個時鐘咁樣，一定會有高

有低，就算好低你都一定會上返去！

停一停、諗一諗，好煩嘅嘢，我諗一
諗先，寫低佢一陣得閒先再去搞。

殷寧用笑容感染了近年變開朗的黑哥，黑哥隨着人生閱歷也「修煉」有成，

學懂放鬆，「唔想自己有遺憾，諗到真係活在當下就要做嗰樣，唔開心嘅都

開心啲，樂觀啲，時間唔等人。」短短一句老生常談，埋藏着切身體會。 

「你一點一滴咁去改變，就如水一滴一滴到杯裏，過程入面你唔知，當你

滿咗或有半杯水嘅時候睇返，原來你係改變咗好多，大家其實都有改變。」

現在是他負責駕駛，她負責「睇路」；她做資料搜集，他拍板決定。相輔相

成的度過逾廿載，彼此成了對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生活點滴 匯聚信任
近月，二人開始每日齊跳繩 4 分鐘，「呢幾個月我好開心，

有佢（黑哥）陪我一齊運動。兩個人嘅節拍要一樣，有時佢唔

跟人哋拍子，數三、二 …… 一都未到，佢就先開始跳……我哋

所有動作一齊嘅時候，感覺好齊心，節奏好夾，我覺得好開心。」

從前崇尚「佛系溝通法」的黑哥，在多年的磨合中也因太太

而改變。以前不愛交代，現時則事無大小均「自動波」請太太

過目，「返工遇到咩人？開心唔開心？劇本都畀埋我睇。」殷

寧說。這些生活小點滴，正正匯聚成彼此信任的根基，「我個

心真係踏實咗！」

自製歡樂 對抗疫境
黑哥去年前年拍下很多特別題材，本期待今年可跟觀眾分享。

「其實我好多好多嘢都想做，想做好多小人物角色，聾啞人士，

三輪車伕…」提及電影，他還是掩不住那團火；但眼下肆虐全

球的疫症，各行業無不受影響，「係艱難嘅，我覺得係要忍，

要等佢過去。始終實會過去。」雖然很多工作要延遲，甚至取消，

惟他仍存希望，「冇乜嘢難到人類，人類係適應得好好。」

「大聲笑下開心下個心肺都好好多。」殷寧不時在家製造歡

樂，令全屋磁場都改變了，化負為正，她形容屋企是「歡笑樂

園」。訪問前一天，她送了一本「加料」書給黑哥，他打開書本，

突彈出一隻蝴蝶，這個「大整蠱」連在傍看着的家傭姐姐，也「笑

到碌咗喺地下。」

儘管生活在五光十色的娛樂圈，夫妻二人卻嚮往於日常的小確幸，尤其是

小動物及大自然，黑哥看一下松鼠、或麻鷹捉魚，抱着愛貓看街已能樂上一

整天。

為愛寵變怪獸家長
二人向來視貓狗為兒女，對牠們細心呵護。殷寧更大爆黑哥鮮為人知的一

面，「佢抱住隻貓去睇街，嗰種溫柔平時好難睇到。」黑哥還有一隻專屬狗仔，

「佢一手攬住佢周圍去。」還會放在枕邊同睡，連太太也要讓位，「你瞓開

啲啦，會壓住佢！」 

儘管喜好一致，惟二人照顧「子女」的方法也各異；早

前，愛貓不幸患上癌症，肚內腫瘤爆裂，造成傷口，黑哥

盡是不安，全天候百般呵護，太太則傾向豁達及隨遇而安；

被太太譽為「怪獸家長」的黑哥認為，只要見到愛貓躺在

廚房看街便會安心。「一隻寵物，得十幾年命，養得佢一

定要佢開心。」

談起病童感觸落淚
鐵漢柔情，小孩與動物最能觸動黑哥。中學時曾當義工

探訪病童，對方一句「下個禮拜可以出院」，卻成了無法

實現的願望，一星期後已是天人永訣。情深緣淺，談起這

位只有數面之緣病童，黑哥不禁感觸落淚。

「大家諗到就要做，唔好話等下次等下個禮拜！你諗到

要同爸爸媽媽去邊、或給長輩結婚相，你就要做㗎啦。」

黑哥寄語大家，愛要及時，活在當下。

黑哥曾為入戲而喬裝變性人進入餐廳，途人的眼光令他

深明被歧視之苦，而他認為歧視正源於大眾對病患的無知，

「好多病都係因為唔了解先會擔心」。二人希望為病童出

一分力，回饋社會，「希望用自己嘅知名度去幫助同喚醒

多啲人關注病童，或需要幫助嘅人，我覺得呢個比攞獎更

有意義。」 
採訪、撰文：張航溢、梁劍紅

編審：梁劍紅、Avy Ip

拍攝：Sea.Pho.Yea、Aiden Mak

影片製作：Lifewire、Aiden Mak、Sea.Pho.Yea

場地贊助：泰道

部份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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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農曆新年後，「兩盒症候群」蔓延全港，口罩

「赤貧」人士絕對深切體會每天在網絡留言「2 盒，

thx」但得個吉的苦況。不過，能夠撲口罩已很不

錯，一些長期病患者或傷殘人士，出門買口罩並不

容易，卻可能要按時到醫院覆診，口罩需求更為急

切；因此 Lifewire 號召有能力者捐出口罩及消毒用

品，將收集得來的抗疫物資，轉交予病患家庭及有

需要人士。

香港人好有愛
衷心感謝各界踴躍捐獻口罩、天然香薰消毒搓手

噴霧、搓手液等等，抗疫物資陸續送到 Lifewire，我

們即時啟動工廠式加工 mode，加緊處理抗疫物資的

分配，將共收集到近 40,000 個口罩及近 9,000 件

消毒用品，火速分發予近 400 個病患家庭，為無法

「周圍撲」的他們送上溫暖。

感激送暖解困
一個口罩，一份心意，令有需要家庭減少「頻

撲」、安心出門覆診，為病患者送暖解困，更讓他

們感受到大家的關愛！ 不少有需要人士到 Lifewire

領取抗疫物資、部份個案由 Lifewire 團隊速遞上門。

在疫情嚴峻、全城鬧口罩荒之時，能夠收到有心

人的捐獻，受惠人士都深受感動，萬二分感激。

❤ 一杯涼水

❤ 華懋集團

❤ Health Easy

❤ 社福聯合陣線

❤ 古天樂慈善基金

❤ E3 Club Playland

❤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 新世界建築有限公司

❤ 金達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 Okadi (HK)Services Ltd 

❤ 俊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 深水埗浸信會以斯拉團

❤ 微行動 mini movements

❤ 半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 Aroma Synergy 香薰花園

❤ 結好集團 GET NICE GROUP

❤ 標準錶針及配件廠有限公司

❤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太平紳士

❤ Andrew Chau

❤ Susanna Lau

❤ Peggy Wong

❤ Becky Fung

❤ WL Yeung

❤ Ray Ho

❤ Carrie

❤ Tracy

            排名不分先後

感恩有你
感謝各善長人翁、企業及機構無私捐獻：

捐贈物資查詢
Whatsapp：6290 9985
熱線：3758 8701
電郵：info@lifewire.hk

以陳氏一家五口為例，二家姐嘉華和

弟弟宥臻同時患上罕見病「遺傳性痙攣

性下身麻痺」，下肢因神經損傷導致無

力，需坐輪椅代步。抗疫期間因口罩及

消毒液不足，大家都只是窩在家中，如

需買餸也只能重用口罩，把新口罩留給

要上班的陳爸爸使用。Lifewire 即送上

抗疫物資，以解燃眉之急。而不少家庭

都面對類似情況。

愛
同渡疫境

勿忘關心身邊人
疫情稍緩，希望大家不要掉以輕心，繼續實行抗

疫法：出街戴口罩、洗手 20 秒、減少聚會、避免到

人多地方、暫緩出埠。抗疫期間不忘關心身邊人，

更感謝一班醫護人員和清潔哥哥姐姐，竭力不休為

香港人站在抗疫最前線，大家如遇

見他們，不妨講聲：「辛苦晒！」

更可送上口罩支持！　

「疫」境未完，歡迎大家繼續捐

助物資，繼續守望相助，一起撐

過去！



醫生專欄抗疫回顧 

1716

疫情下，大家都要 Stay Home 減少

社交接觸。日日對着四面牆，連小朋

友都「悶到生菇」，點算呀？！半山

區扶輪青年服務團貼心送上 100 份

甜品製作材料，贈予 Lifewire 罕見病

兒 童； 更 邀 得 Alice's Dream Kitchen

導師 Alice，聯同兩位小助手陳嘉華（遺

傳性痙攣性下身麻痺）及陳梓鍵（杜興

氏肌肉營養不良症）示範，為大家提供網上

版甜品工作坊。

安坐家中，輕輕鬆鬆，大人小朋友睇片跟住做，即

可簡單完成自家製木糠布甸，小廚神話咁易誕生！有得玩又有得

食，又多一個親子活動！整完記得 po 張相上網俾大家欣賞下喇！

期望疫情過後，大家可以相約一齊學整其他甜品啦！

 

網上睇

材料：( 約 2 杯 )

200ml 甜忌廉，或淡忌廉加糖

100-120g 瑪莉餅或其他餅乾

朱古力、手指餅、水果 ( 隨自己喜好 )

做法：

1. 先把瑪莉餅壓碎，備用。

2.  用電動打蛋器把甜忌廉打至七成挺

身，呈彎勾狀。

3. 將已打發的甜忌廉放入唧袋。 

4.  先將餅碎放在杯子底層，再加入一

層忌廉及朱古力，重覆一層層舖好。 

5. 放入冰格 1 小時後即可食用。

木糠布甸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廣

大市民除了擔心受感染外，亦

掀起了日用品及防疫物品的搶購

潮，令社會瀰漫着一種緊張及焦

慮的氣氛。造成焦慮的原因並非搶購

行為本身，而是背後隱藏的負面壓力。這

些壓力有機會影響市民的專注能力、胃口及睡眠質素，亦會對其工作能力及

人際關係造成影響。如突如其來的壓力一直累積而又缺乏渠道去抒發，有機

會造成焦慮症及抑鬱症等情緒病。

身處「疫」境，我們有各方面憂慮，擔心受感染、擔憂買不到口

罩、或因不能如常外出悶悶不樂。但凡事亦有正、反兩面，視乎我

們以哪種心態去面對。試試換個正面角度去想，疫情雖然令我們減

少了外出逛街或與朋友見面的機會，但同時讓我們得到更多空餘時

間陪伴父母和子女，這些和家人相處的珍貴時光著實難得。突然減

少外出活動，平日娛樂多多的都市人未必能立即適應，建議可善用

在家的時間，進行一些平日較少機會做的活動，例如閱讀、看電影、

聽音樂或拉筋等，並藉此放鬆心情。

過分擔心對疫情並不會帶來任何幫助，反而令自己及身

邊人倍添壓力。如感到焦慮，可以透過寫下擔心的事項，

從中梳理情緒，寫下來之後或會發現，原以為擔心的事情

很多，但有時或者只是為着相同事件而焦急。社會現時最

需要的是正能量和團結，我們應以正面積極的心態面對疫

情。而當自己已有足夠口罩和日用品時，便可把物資留給

其他有需要的人士，共同努力抗疫之餘，亦可從中感受到

自己的付出，令自己感到快樂。

精神科專科

包始源醫生

珍惜家人共處

寫下擔心事項

面對「疫」境，

  我們應用哪種心態應對？

半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X Lifewire

窩心食材送病童

齊造甜品好 Easy

 

睇片



 

Lifewire《護．聯網》慈善基金
捐款方式

免費索取地點

轉數快 (FPS)
轉數快識別碼 FPS ID: 0176883

現金捐款
直接存款到東亞銀行
東亞銀行戶口號碼：015-265-68-00457-4
戶口名稱：護．聯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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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於 Lifewire 網站下載每月定期捐款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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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封面請註明「護．聯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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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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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訂閱及查詢熱線：3758 8701

* 鳴謝健康教育基金會代理派發
Designer: Sindy Chan

Lifewirehk

Scan Here

醫院 診所 / 化驗所 診療或美容機構 商場

仁安醫院

仁濟醫院

東華東院

港怡醫院

播道醫院

瑪麗醫院

贊育醫院

九龍醫院

聖母醫院

靈實醫院

明愛醫院

葵涌醫院

學校

香港大學明德學院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中大龐萬倫學生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范克廉樓
CUHK EMBA 教學中心

香港理工醫療及社會科學院
香港樹仁大學圖書館綜合大樓
AASFP 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
九龍城浸信會幼稚園

病人組織

互勉會
兒瞳樂
再生會
扶康會
華樂會
善寧會
腎之友
腎康會
智友站
康青會
健樂社
自強協會
育智中心

新心之友
九龍樂善堂
外科妍勵會
痛症紓緩組
乳癌基金會
香港哮喘會
香港強脊會
香港復康會
香港心康會
香港血友病會
香港復康力量
香港腎臟基金會
香港柏金遜症會

香港癌症基金會
香港肌無力協會
香港糖尿互協會
香港銀屑病友會
香港罕見疾病聯盟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香港心臟移植協康會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香港視障視全人仕協會
香港兒童肝臟移植互勵會
香港地中海型貧血病協會

嘉諾撒醫院

聖保祿醫院

律敦治醫院

鄧肇堅醫院

黃竹坑醫院

葛量洪醫院

將軍澳醫院

瑪嘉烈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

北大嶼山醫院

麥理浩復康院

聖德肋撒醫院

寶血醫院 ( 明愛 ) 

香港浸信會醫院

舂磡角慈氏護養院

香港港安醫院 – 荃灣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香港養和醫院有限公司

香港港安醫院 - 司徒拔道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旺角中心 150 間
嘉賓商業 122 間
彌敦道 26 號 103 間
亞太中心 100 間
萬邦行 80 間
東角中心 80 間
恒隆中心 80 間
雅蘭中心 70 間
卡佛大廈 60 間
恆成大廈 50 間 
海洋中心 50 間
南豐中心 50 間
興瑋大廈 43 間
京華中心 40 間 
萬年大廈 38 間
中建大廈 30 間
華人銀行東區大廈 30 間
彌敦道 238 25 間
新寶廣場 24 間 
美國銀行中心 20 間
旺角商業大廈 20 間
禮頓中心 16 間
永安中心 15 間
信和中心 15 間 
美麗華大廈 15 間
彌敦道 335 15 間
九龍行 13 間
彌敦道 168 12 間 
恆生旺角大廈 12 間
海富中心 10 間
利東大廈 10 間
惠豐中心 8 間
華人行 5 間
太子大廈 5 間
明珠大廈 5 間

百聖醫坊
LM SkinCentre
Vitalage 醫美診所
邵致勉牙醫診所
德善堂醫療集團
仁昌堂中醫診療所
源旭眼科專科診所
新都專科醫療中心
香港痛症物理治療中心
浚健營養及健康顧問中心
羅宜昌診所 ( 旺角及銅鑼灣 )
脊骨神經科汪家智醫生診所
精神科專科包始源醫生診所

機構 / 團體 

生命熱線
香港仔坊會
伸手助人協會
西貢區社區中心
婚姻調解服務中心
婚姻及家庭培育中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恩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會所
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親和坊共享親職支援中心
( 九龍東及港島 )
香港中國婦女會總部暨輔導
及培訓中心

商業大廈

Kr Space
The Hive
The Wave
泰達大廈 

興隆大廈 
景隆商業大廈 
裕安商業大廈 
中邦商業大廈 

百營商業大廈
秀平商業大廈 
永吉利商業大廈

The ONE
數碼港商場

商戶

泰道
滿粥
富足來養生堂
黃珍珍 ( 九龍城 )
SFALO 飛龍球衣
豆腐巴克 TofuBaBa
俊和發展集團總寫字樓
小公主舞蹈學院 13 間
瑞士畫室 11 間 
LaRaine 店及專櫃 2 個
殿堂音樂藝術中心 2 間 
MG Cafe 1 間 
Duke of York
Energy fitness
Shy Dance Café
Abey Handmade
B.L.T. Habitat 休点
DK Aromatherapy/DK Cuppa T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