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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明天
「失明」不是活在絕望，
只要您與我擁有一顆追求突破的心，
攜手締造各展所長的社會環境，
「明天」便是充滿希望，
我們將在同一天空下，
享受美妙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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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文：何睿知
俗語說「窮則變，變則通」，由此看來，困境帶來改變的需要，改變又讓人擺脫
困境，繼續前行。本會 54 年來得以持續推動視障人士自助運動，靠的正是不斷
尋求新方法、新策略的變通精神。
今年 10 月 28 日，本會舉辦了「國際白杖日 2018——瞎能動力運動日，以紀念
這個屬於視障人士的大日子。活動邀得政、商、學界共數百人參與。《蒙眼顯潛
能，白杖創紀錄》一文描述了當天的盛況。蒙眼運動項目的舉辦，讓公眾人士
反思平等參與社會的真諦。這種思考，也將會為本會的倡議工作帶來新的擁護
者。
今年 9 月，筆者參與世界盲人聯會亞太區中期會議，並撰寫了《一個都不能少
——21 世紀國際合作的反思》一文。在該文中，大家不難發現視障人士自助運
動的推展和領導模式正在變化。本會相信，增加對資訊科技的應用，加大對年
輕領袖的培育，將是這場自助運動需要朝向的新方向。本會正不遺餘力開展上
述工作，期望為我們注入新動力。
「不變的宗旨，萬變的方法」可說是對本會服務中心的最佳寫照。中心會員代
表李宛茜在《服務中心四十載 回望過去展未來》一文中便回顧了該中心的變
遷。服務中心按照不同時代會員的需要，舉辦迥異的活動與項目，但始終擁抱
著培養和發揮視障人士個人能力的使命。
嘗試，往往帶來驚喜。本會在今年 7 月曾隨電費單向 1%港燈用戶發出捐款表
格，籌得善款 3 萬元以上。本會將由今年 11 月底至 12 月底在太興飲食集團各
門市設立捐款箱。各位在結帳時，別忘記把找贖的零錢放入身旁的捐款箱。你
的一分一毫，將是我們尋求突破以及前進的力量。

蒙眼顯潛能 白杖創紀錄
文: 石建莊
10 月有兩天是有關視覺的日子，分別是 10 月 10 日的國際視力日和 10 月 15 日
的白杖日，前者喚起世人對防盲治盲的關注，後者發揚失明和視障人士「手執
白杖，獨立自強」的精神。今年 10 月 28 日，協進會別開生面，舉辦了「瞎能
動力運動日」，讓視障和健視參加者感受蒙眼後的潛能和白杖帶來的可能性。
「瞎能動力運動日」有六項共融蒙眼運動，包括接力賽、跑道項目、障礙賽、
擲球、足球賽、團體賽，參加者組隊參與，以蒙眼運動體驗視障，並與視障人
士競技。當天風和日麗，我們很高興邀請到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博士和邵家臻先
生、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先生、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副教授雷雄德博
士、「白杖之星」香港跨欄代表呂麗瑤小姐與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先生
一起主持開幕典禮，並玩共融蒙眼運動。
莊陳有先生致辭時說：「活動名稱選用「瞎能」這個詞彙，有人表示「瞎子」帶
貶義，其實我們不介意任何遣詞用語，但最介意的是行為及制度上的歧視，我
認為最重要的是大眾有共融開放的態度，因此我們採用這個名字，接納盲是身
體狀況一部分、人生一部分，我們不是悲劇人物，可以輕鬆面對人生，努力打
破困鎖我們的隔膜。」
今次活動壓軸更有蒙眼慈善白杖行，莊陳有先生用一支白杖帶領 225 名視障人
士及健視人士蒙眼行走 400 米，創造本港首次最多人參與的蒙眼慈善白杖行紀
錄，我們見證了，蒙眼行走的潛能，白杖凝聚的紀錄，大家齊心協力完成創
舉。
是次活動有近 400 人參與，籌得約 15 萬元善款。在此，我們非常感謝所有參與
的個人和企業出錢出力，這些企業包括匯豐銀行、安聯環球亞太有限公司、微
軟香港、Apple Hong Kong 等，還有不少義工團隊，包括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
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Agnès b、港燈、九巴等，我們聲勢浩瀚，協力共
進，走向共融。

一個都不能少——21 世紀國際合作模式的反思
文：何睿知
本年 9 月 10 至 13 日為四年一度的世界盲人聯會亞太區會議。筆者有幸作為本
會 9 人代表團成員之一出席這個在蒙古烏蘭巴托舉行的視障界盛事。在各國代
表發言和交流的同時，也讓筆者反思本次會議的主題——一個盲人都不能少
（Leaving no blind people behind）對本會參與國際盲人事務所起的含義。
進入科技年代，視障人士與外界的距離似乎收窄了。正如本會執委周健圳在會
議的科技研討會上指出，無障礙網頁準則的推行，室內導航系統的裝設，都便
利了視障人士的生活。可是正如世界盲人聯會主席 Fred 在開幕辭的提問，為何
至今還有人只因有視障而被剝奪接受教育的權利？這實在讓筆者明白到，很多
發展中國家的視障人士正等待覺醒和增強個人能力的時刻。資訊科技的應用，
不但是要打造一個資訊通達和環境無障礙的社會，作為有 54 年歷史的自助組
織，本會更應善用通訊的便利，鼓勵和協助這些國家的視障人士投身爭取自身
權益的行列。
自助運動能推廣到每個角落，傳遞給每位視障人士，“能者要多承擔”的理念
不可或缺。正如本會另一位執委何家梁所言，本會創立初期受歐美視障人士自
助運動的啟發，現在是回饋的時刻。因此他身先士卒，出任亞太區的常務秘
書。咋看這是本會的光榮，實際上是任重道遠，要求我們超越香港自身的利益
來看待國際合作——主動維繫亞太區各國視障機構的關係，才有望改善更多視
障人士的處境。連同家梁在內，本會代表中幾乎一半人是 35 歲以下。誠然，國
際合作的持續推進，有賴各地對年輕領袖的栽培，以及增強包括筆者在內一眾
晚輩的責任心和魄力。
會議期間，筆者腦海經常浮現“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這句話。會上聽到的分
享，有令人振奮的例子，也有使人惋惜的故事。但這都提醒在香港的我們，不
應因現在的便利而自滿，反而應時常顧念遠方的視障朋友，以先進的科技和年
輕人的幹勁，不讓世界上任何一個視障人士的需要被忽略。

服務中心四十載 回望過去展未來
文：李宛茜
本會位於愛民邨的服務中心，由 1978 年 5 月 1 日到現在，與會員一起走過四個
小時代，迎向一個大未來。
在第一個小時代，即 1978 年到 1988 年，服務中心那時叫“活動中心”，舉辦
了很多創新活動，包括失明人足球賽、廣播劇創作比賽、騎馬活動、德國橋牌
比賽、派隊參加國際龍舟邀請賽以及組織會員乘坐飛機到北京和內蒙古旅遊。
這麼多的第一次，創新又多元化，實在是值得回味一番的。
在第二個小時代，即 1988 年到 1998 年，是深入面對群眾的開始。在這期間，
活動中心改名為服務中心，在 1991 年 9 月原來舉辦的一個設計比賽，因參賽作
品不足，結果改為舉辦最佳失明人活動中心收集意見的活動。其後，在 1992 年
開始舉辦協進論壇。這樣，面對面與會員交流意見，使我們更加了解和明白不
同年齡和組別的視障人士需要。
到第三個小時代，即 1998 年到 2008 年，是豐收的十年，服務中心推行的項目
得到社會的肯定。例如，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的勵信小組是服務中心《再上
光明路新失明人士支援》服務計劃的前身，到了 2005 年開始得到社會福利署持
續的撥款，直到現在。可見，服務中心的努力是沒有白費，是有意義，並受到
肯定的。
扛過去的一個小時代，即 2008 年到 2018 年，服務中心回應了社會老年化的趨
勢，不但舉辦一些只供長者會員參加的外出活動，而且還在近年推行《與視同
行照顧者支援計劃》，目的是針對提供支援給視障長者的照顧者。而且，服務中
心的職員還會到社區裡的長者地區中心舉辦講座，講解如何協助有視障的長者
的技巧。
在此，祝願服務中心無懼任何挑戰，與香港的視障群體繼續肩並肩，邁步向
前，走向多元共融的大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