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

入 9 月，收到
一些讀者來
電，表現未能按時
收到《松柏之聲》，
經過同工了解，原
來是因著種種不同
情況，沒有進行續
訂手續，然而，透
過主動與編輯部聯
絡，已作出了有關
跟進。
本報除了免費
寄到讀者住所外，
有興趣人士可從民
政事務署、長者健
康中心又或一些長
者中心取索取，有

踏

人物掃描
◆ 吳之瑩

帶動中華養生健體潮流

劉奕熙師傅自少酷愛鑽研中華武藝
及養生健體運動，在成長過程

松柏書廊
◆馮 皓

◆ 李翊駿

近年他又加推深蹲運
動，此功法揉合了東西
方運動學的精粹，鍛練
人體核心機群，快速提
升身體肌能，甚受學員
歡迎。
劉師傅說：「我的學生群主要是
介乎六十至七十歲的退休人士，此時
保持身體的軟柔度和腿部力量十分重
要，而中國傳統拉筋法正是一個很好
的切入點，讓他們從基礎做起，透
過熱身、輔助功和正功十三式，漸
見進步。」
「數年前我注意到人口高齡化，
於是引進適合長者程度的班別，鼓勵
他們循序漸進從拉筋初階學起，再參
與進階班，繼而持續進修，將運動
變成恆常習慣。我特別感欣慰是有高
齡學員多年來從未間斷地上課，其中
印象最深刻是八十六歲的季媽媽，她
形容每次上完拉筋課倍感舒筋活絡，
朋友也盛讚她在同輩中顯得活力充

沛。」
經過二十年的默默耕耘，劉師
傅目睹學員們持續進步，並享受運動
帶來的樂趣，心中倍感欣慰。他目
前每星期上二十多節課外，又培訓了
十位優秀的學生成為獨當一面的導師
和助教，令更多學員受惠。劉師傅
閒來仍抽空與好友切磋，並愛閱讀和
分享養生知識。
劉師傅說：「我在確定目標後，
一直踏實地走這條漫長的路，願景是
儘自己的綿力，將優秀的中國養生運
動延續下去。現時幸已滙聚了一群亦
師亦友的人士，未來繼續同心將健體
運動傳承，讓更多人得享健康生活所
帶來的快樂和滿足。」

•

經劉奕熙師傅多年指導， 季媽媽領略到
•
中國傳統拉筋法舒筋活絡的好處。

中曾隨師傅學習多家武術 - 傅式八卦
拳、高式楊門八卦掌、六合八法拳和
詠春拳等，在傳𠄘方面早已有一定成
就，武藝已成為他的生活重要部份。
早年從事貿易行業的劉奕熙工
餘不忘習武，年輕時並未考慮以此發
展事業，直至 2000 年的一次機遇開
展了健體運動導師的工作。當時四十
歲的他選擇了將傳統健體方式普及
化，帶動中華養生健體潮流！他回
想，相比早已事業有成的同輩，這
工作帶給他的滿足感非物質可比擬。
劉師傅最初在多所大學持續進
修學院任導師，將經脈操、六合八
法拳、養生站樁法和中國傳統拉筋
法等推廣。其後在 2006 年取得世界
功夫武術段位制總會頒授師傅師範
級証書及成就獎。自 2012 年他進一
步在社區大力推動，其中「中國傳
統拉筋法」成為最受歡迎的項目，

短評

區長者最理想的安老生活。 社署
其次為「 最有住院護理需要 」的
申請長者提供院舍服務。 然而因
為在「先到先得 」的特定條件下，
部份「 護理需要相對較低 」的長
者會先獲配置安老院舍服務。 這
是個不合邏輯的政策結果。
輪候擬 二 選一 惹非議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有
見及此，正致力改善這個問題。
其做法是更改健康及家居評估的
評估方法， 使申請者難以同時輪
候社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服務。 羅
致光認為新政策可令具「 最有住
院護理需要 」的申請者早日獲得
院舍照顧服務， 從而消除上述提
及的不合邏輯政策結果 ； 再次
者， 可協助長者繼續留在家園生
活。
這項建議中的改動引來社會
的非議。 有些人士認為社署有意
藉此減少申請院舍服務的人數，
有些人士批評社署藉此減少增建
院舍數目， 有些人士認為這種安
排有剝奪長者社會福利的弊端。
是耶，非耶，還待觀察。

劉奕熙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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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 謝文慧

些老人院舍也有為
讀者訂閱，各位讀
者不妨介紹給身邊
的親友。
在編輯稿件
之時，社會局面仍
是令人擔心，有一
位中學生告訴我，
前幾天他收到祖母
的來電，了解他開
學的情況，因為祖
母在公園做運動
時，聽到有學生被
唆使去集會的消
息，又擔心他會做
這些做那些，那位
年輕人表示在接過
電話時雖然感到有
點不耐煩，但卻又

更新統一評估機制的疑慮

家

港人口老 紀錄由稱為《 長者健康及家居護
化嚴重， 理評估 》（ 健康及家居評估 ）的工
年邁長者需要長期護理照顧服務 具來完成， 以決定申請長者的社
的數字與年俱增， 院舍照顧服務 會及身心健康狀況， 確立其長期
的 需 求 猶 為 殷 切 。 社 會 福 利 署 護理需要的資格。 護理評估結果
（社署 ）提供的社區照顧和院舍照 的有效期長達一年。 申請長者在
顧服務遠追不上需求， 建院計劃 一年後，需要重新接受評估，以
和安老服務人手短缺的問題至今 維持其資格。 申請長者若被評定
為適合接受社區照顧服務者， 社
未能解決。
社署為求應付服務所需 ， 署會將之置於相關服務的輪候隊
自 2003
年 月起， 統籌安排長 伍去，等候安排服務。申請長者
者的長期護理服務事宜。 社署主 若被評為適宜接受院舍照顧服務
要是透過「 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 者， 社署會將之放到院舍輪候冊
央輪候冊 」（ 中央輪候冊 ）和「 安 中等候安置。 申請長者在等候期
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 統評機 間可留在社區接受社署安排的社
制 ）兩者合成的一站式機制來達 區照顧服務， 維持其社會心理和
成。 中央輪候冊採「 先到先得 」 生理福祉。
（ 按長者申請日期編配服務的優
先到先得 忽略需要
先次序 ）的概念， 結合統評機制
上文提及的服務編配機制看
的結果， 為長者分配符合其社會 似具有公正、公平、及公開的政
心理和生理需要的服務。 這套服 策本質， 實際上存在不合理的社
務編配工作適用於政府資助的社 會現象。 其中最具挑戰性者是按
區照顧和院舍照顧服務（ 包括參 「先到先得 」的原則來編配服務。
按社署的政策宗旨， 是發展社區
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院舍 ）。
長者在申請有關服務時 ， 照顧服務， 協助長者留在原來的
需要接受臨床評估。 這項評估 社區生活。 這是東西方國家或地

編者的話

明白祖母是出的擔
心和關心，也欣賞
她主動向他了解，
所以還是一一向她
說明，好讓祖母安
心。
家，是跟自
己最親蜜的人，一
起生活、彼此關
心、互相支持的地
方，讓我們緊記
著，在縱有不同想
法之時，任何時
候，都要好好愛護
守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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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迹》 上冊
如果我
問您

可曾聽過香港業餘話劇社
（下稱「業餘 」），你可能會
搖頭。不過，若我問您是

否認識 King sir 鍾景輝、
「上等人 」梁舜燕、粵語片
小生張清、《小夫妻 》的袁
報華和慧茵、「西太后 」黃
蕙芬、「李蓮英」梁天、「瑾
妃 」朱承彩、「無綫 」第一
代小生陳振華、「佘太君 」
湘漪、《溫故知新 》主持人
殷巧兒、「鬼才」黃霑、「文
景哥」馮淬帆、「蝦醬親家」
鄭少萍，還有譚國始、雷
浩然、陳有后、鄭子敦、
黃宗保、鮑漢琳、駱恭等
多位前輩，您一定會忙不迭
點頭。
原來以上這班赫赫有
名的演藝人士全都是「業餘」

的成員。他們為了推動香港
劇壇和提高舞台劇水準，由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七年，
攜手演出了十六齣舞台劇、
十六齣廣播劇和八十齣電視
劇。相信大家都記得他們在
麗的映聲的《粵語話劇節目》
中的精彩演出吧？甚至可能
曾經欣賞過他們的舞台劇。
可惜當時沒有人將演出錄影
下來，實在非常可惜。
為了保存「業餘」和這
班戲劇前輩的戲劇工作和經
驗，研究香港戲劇的涂小蝶
博士花了三年的時間，訪問
了劇團的二十多位社員，寫
下了劇團的歷史。她力求尋

找各名在世的社員，曾遠赴
北美洲四個城市，拜訪移民
當地的多位前輩。同時，她
亦訪問了多位已故前輩的後
人，將前人的戲劇經驗保存
下來。
最近，由她編撰的《重
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
迹 》的上冊已經出版，主要
內容包括劇社歷史、數十名
在世和已作古的社員的演藝
小傳，以及上演的十六齣舞
台劇和八十齣在麗的映聲播
映的電視劇的演出資料。最
令讀者感到興趣的，應該是
那百多張圖片和劇照，都是
各位前輩數十年來的珍藏，

絕大部份都是從未刊登的照
片。
相信各位在閱讀該書
時，都能立即勾起當年觀看
這些舞台劇和電視劇的回
憶。難怪本書名為《重踏香
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迹 》，
因為它真的可以帶領大家重
踏劇社往昔的足迹哩﹗
本書售價 158 港元，
有興趣的讀者請到各大書店
購買，或直接以 whatsApp
或電郵與出版社聯絡，安排
購 買 手 續（ 電 話 ︰
6 8 9 0 2 2 9 6 ， 電郵地址 ︰
rubycmco@yahoo.com.
hk），本港免收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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