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 年沙士（非典型肺炎）一役， 
香港人經歷了非常艱難的時刻； 
對於一班三行師傅，可說是經歷這一行 
最嚴峻的寒冬，幾個月沒工開的境況 
比比皆是，與 97 年前隨時月入兩、三萬元， 
可說是天淵之別。

徐師傅與伍師傅，從事裝修工作超過四十年， 
可謂見盡這行業的起跌與風浪。 
他們面對沙士帶來的打擊， 
充份發揮逆境互強的獅子山下精神， 
在靜待工作機會的漫長歲月， 
利用閒暇以自身專長幫助別人。

原來不問回報，往往有意外的得著， 
開拓一片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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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基金資助樂群社會服務處
（樂群）推行的「簡單家居維修就業
計劃」的元老級代表，計劃在沙士後
不久便開展，他們在那時經已加入一
直活躍至今，轉瞬間已差不多十載。
年逾七十的徐師傅憶述：「沙士時社
會氣氛低沉，有時幾個月沒有工開，
在家和老婆無言以對，想起都心酸。
那時我學其他行家，考了個保安牌，
打算形勢再無改善便轉行。」在旁的
伍師傅也深有同感：「以前一個月做
十幾日，沙士時只得兩三日，甚至無
工開，經濟壓力大，當時家庭很多怨
氣。」伍師傅那時並沒想過轉行，因

為自覺沒有其他專長，只打算進修其
他裝修手藝，增加求生能力，期待社
會經濟恢復時再大展拳腳。

身為家庭的經濟支柱，兩位師傅	
在生計徬徨下，得悉樂群獲基金資
助，開展「簡單家居維修就業計劃」，
不僅是想幫師傅結成互助網絡，凝
聚力量發揮我們不同的專長，例如
有些專責水電，有些則負責木工，從
而共同合作開拓新的工作機會；同	
時，亦希望運用師傅的專業知識，	
為有需要人士進行義務工程、向長
者及青少年傳授技術等，令師傅們
得以發揮所長，重拾自信，達到互助
自強。

與徐師傅 伍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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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錢能衡量的快樂

最初計劃不為人熟悉，為打出名堂，一班
師傅為長者及殘疾人士義務維修家居，伍
師傅不諱言以前從未做過義工，他說：「未
做義工前真的想像不到，原來香港有許多
長者的家居情況都極需改善，很多地方都
破爛不堪，卻沒有餘錢進行維修，只能默
默忍受，十分淒涼。對於師傅上來義務幫
忙，他們都感激不已，拿出生菓、飲品來
慰勞我們，但眼見他們生活緊絀，我們又
怎好意思接受？有一次我做完工程，一位
老婆婆更把亡夫留下的金錶送給我，以示
報答，我當然不敢收，但已充份感受到婆
婆的感激之情。」

伍師傅續分享說：「工作之餘我們有時要
充當心理醫生，聽老人家跟我們訴心事，
甚至是對兒女的一些不滿，可能平時少人
和他們聊天吧！跟他們說說笑笑，對我們
來說可能不算是什麼，但老人家已樂上半
天。」跟長者相處多了，師傅們彷佛成為了
服務長者的專家。

其後在 2009 年，一班師傅更參與社會褔
利署推出的「長者家居環境改善計劃」，
走遍中西、灣仔、觀塘、西貢、油尖旺及屯
門等各區，為接近 270 戶長者家庭改善
家居環境。此外，他們又應社會福利署的
邀請，義務教授協助牛頭角重建區的義
工鋪設膠地板的技巧。在長者家居環境改
善計劃下，樂群的師傅幫長者維修家居，
可得到數千元津貼，補助了部份成本，雖
然這些津貼談不上什麼利錢，但伍師傅
說最大的推動力是來自幫助長者，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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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到人自己真的很開心，更讓我深深體
會到，三行工作能切身幫助有需要的人」。

徐師傅也有不少幫助長者維修家居的經
歷。他憶述曾接了一位獨居婆婆的裝修工
程，只收二千元，但要先後五次去醫院和
她傾工程、拿鎖匙，後更因婆婆未及出院，
連搬屋也替她辦妥。徐師傅說：「沒辦法，
她沒有親人，說只相信我一個；見她那樣
可憐，只好幫得就幫。雖然只得兩千元，還
要老遠由九龍去到柴灣，真是蝕大本呢！」
說起這件往事，徐師傅笑說很肉痛，但有
能力幫人時，不應斤斤計較。

教出信心  重燃鬥心

開班授徒是師傅們另一新嘗試。計劃初期
他們就與皇仁書院及其他中學合作，教導
學生基本維修技巧，使學生成為社區維

修義工，跟隨師傅去幫長者維修家居。在
過程中，學生自發替師傅設計宣傳單張作
為報答，更教授師傅們一些簡單的英文幫
助接生意，彼此教學相長。此外，師傅們
亦與福建中學合作推行有系統的實踐導
航策略，除課堂指導外，更安排學生參觀
室內裝修公司及到工場實習，既為行業培
育接班人，又令技術得以承傳。另外，師傅
們還會到工聯會、街坊會等擔任裝修班
的義務講師。徐師傅早期負責不少這些
課程，由裝修「師傅」變成徒弟甚多的「師
父」，他笑著表示，聽到有人稱自己為師
父，感覺飄飄然。「原來這門手藝很受歡
迎，很多人都想學習油漆、簡易維修等，	
不用假手於人。我的學生中更包括老人
家，很多婆婆上課很用心，令我很有成功
感。那時覺得兩小時的課很快完，下課後
還會被學生圍著問這問那，要出動職員解	
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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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義工、開班授徒並未即時為師傅們帶來
生意，師傅便走到街上派傳單。伍師傅說：
「最初有點尷尬，但為了生存沒辦法，適
應了便沒問題。」樂群還組織師傅到北角
街頭或社區會堂擺設街站，免費解答街坊
的家居維修問題，藉此建立知名度，同時
訓練師傅的溝通技巧。伍師傅那時一有
時間就去幫手，他說街坊當他是已故的著
名家居萬事通曾 Sir（曾近榮）一樣，關於
家居維修的奇難雜症都會問他。這樣雙	
管齊下，師傅們開始有生意，累積了一些
口碑，漸漸多人光顧。

自強不息  天無絕人之路

談起透過計劃接到的第一單工程，兩位師
傅都記憶猶新，徐師傅接到的是北角城
市花園一單兩、三萬元的小型工程，雖然
金額不算很大，但已解決了當時的燃眉之
急；伍師傅的工程則在太古城，有近十萬、
八萬，令他喜出望外。談起時伍師傅仍笑
不攏嘴：「收到電話時好開心，因為很少
第一次合作就有這麼大的金額。」兩位師
傅都表示，接到工程後家庭氣氛即時得到
改善，自己的壓力也大大舒緩，對前景回
復信心。

自計劃於 2004 年開展，登記的師傅至今
約有 365人，其中 40 名為核心義工。他
們分工合作，主動分擔部份的管理及宣傳
工作。初期，樂群的前線員工接到工程，
就會按地區、工種再分發給不同的師傅，
和以往三行師傅「自己接生意來做」的工
作模式分別頗大。伍師傅坦言很多謝樂
群員工默默耕耘，幫他們處理不少麻煩工
作，如接受客人查詢報價，能有效地減低

師傅和客人之間的磨擦；而計劃亦
設有「師傅當值」的制度，讓師傅
工餘時在辦事處接聽電話，解答客
人查詢，藉此提升他們的溝通能
力。這過程也體現了凹凸互補的精
神，中心職員從師傅身上更了解三
行的工種，掌握報價秘訣；師傅亦
從中心職員身上學會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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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師傅憶述計劃成立最初的五年生意
很不錯，他一年平均可賺取十多二十萬，
生意很穩定。樂群的中心主任 Zoe 分析	
說：「客人會感到比較信得過，我們的師
傅有責任心，彼此有默契，收費亦比較公
道，而且有人監察工程的進行，確保工作
質素，客人普遍都感到滿意。這樣，計劃
的品牌便漸漸建立起來，亦確立了三行師
傅在社區人士心目中的形像。有時客人更
會指定找某一位師傅，只要工種及地域合
適，我們會盡量安排。」在基金資助完結
後，師傅就與樂群商議從工程費中撥取部
份作行政費用，延續計劃的發展及運作
模式，實踐當家作主。計劃在各師傅及夥
伴的積極參與下，有不錯的發展，至 2011
年 9月更正式註冊成為小型工程承辦商，
擴大業務範圍。兩位師傅雖已過花甲之
年，但都表示永不言休，未來希望計劃社
能開拓更多機遇，同時繼續以團隊力量回
饋社會。

能力提升  為組織打拼

師傅從計劃初期各自接單開工，或自組合
作接受裝修工程，到後期卻能發展到合
夥投標較大的工程，為何能有此提升？原
來有賴樂群連結其他界別成為夥伴，和
師傅分享知識，提升師傅在其他方面的能
力。其中，前基金委員會委員關則輝先生，
就曾義務提供品牌建立、市場定位的訓練
予師傅，他更穿針引線，邀請了新創建集
團有限公司營運管理總經理廖國泰先生
與師傅分享風險管理及報價的秘技，例如
怎樣看清標書用語，師傅們都能學以致
用，自身的能力有所提升。

中心主任 Zoe 亦觀察到，師傅在得到真
傳後，在危機管理方面，確實有著明顯的
進步。「有時客人想找些藉口扣減工資，
師傳很精明，在工程進行時已通知我們要
留意，好幾次因而避免了日後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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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經驗  薪火相傳

兩位師傅作為前輩，也很樂意把技術、經
驗和新加入的師傅分享，如在每月的師傅
會上，會揀選一個難搞的工程作個案研
究，由兩位師傅為其他經驗、技巧略遜的
師傅提供意見。Zoe 表示中心會宏觀了	
解師傅的特性，給他們意見，度身幫助他
們提升技術，如有師傅表示想轉型做判
頭，會叫他跟伍師傅偷師；若然有些師傅
的技術未能與時並進，會叫伍師傅或徐師
傅幫手跟去開工，看看在技術上有什麼可
提點。

加入計劃兩年多的梁師傅，和伍師傅相
識十多年，一直跟他開工，從事砌磁磚
工作。後來他看過有關伍師傅和樂群的
報導，覺得這平台很有意義，既可幫師
傅擴濶客源，又有機會做義工，便在伍
師傅介紹下加入樂群。「我本來只抱著
打工心態，但他叫我加入樂群後跟他做
些小工程，學做判頭的技巧，例如怎樣
和客人討價還價、安排工作流程、人手

編排及訂物料等，以前打工不用
顧慮這些。」梁師傅便逐漸轉型
為判頭，他坦言這是意外收獲。現
在，梁師傅接的工程以基層為主，	
工程費不多，需要設法控制材料
及人工成本，盡量幫助客人，但比
從前更加開心又有滿足感，「以前
打工多數幫大公司做工程，哪有這
些機會接觸和幫助其他階層！」他
很感激伍師傅帶領他走上這個平

台，工作上有更大的發展之餘，更找到一
分前所未有的意義！「相信日後我遇到
質素好、信譽好的師傅，都會介紹他們	
進來。」

兄弟班互相關照

為加強師傅之間的連繫，中心每月都會召
開師傅大會，讓大家交流行業資訊；而會
議完結後，師傅們會去附近的茶樓聯誼，
促進大家關係。伍師傅說師傅們就像兄
弟班一樣，大家同舟共濟，好景的師傅幫
助沒工開的，「這一行的網絡、人脈最重	
要，互相扶持、關照，工作機會自然多。」
他強調，為建立良好口碑，無論生意多艱
難，他們都堅持貨真價實，從不開天索價
或偷工減料，每接到工程必四出搜尋供應
商的物料價格，並準時起貨。

伍師傅目前除擔任判頭外，也是組織內的
核心成員，經常參與對外推廣工作。伍師
傅自謙一向不善辭令，最初接受傳媒訪問
時，即使準備充足，仍感到戰戰兢兢，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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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BOX

「簡單家居維修就業計劃」

是項計劃旨在發揮從事家居維修服務的三行師傅這重要的社會資本，透過凝聚一
班師傅的力量，一方面善用三行維修專長改善社區上匱乏家庭的家居環境，並與年
青人發展師徒關係，教授技能及分享生命體驗；另一方面以社會企業方式運作，聯
繫商界及地區團體的力量，建立社區就業支援網絡。

計劃發展到第二階段，樂群在 2011年開展「結出維網 - 社區協作協同夥伴計劃」，
旨在將已建立的社會資本加以深化及提升，一方面鼓勵一班三行師傅提升技能，發
揮長處，參與改善社區的維修工程，另一方面亦擴展策略夥伴的協同效應，連繫學
校、物業管理公司等，為組織開拓更多機遇，以實際行動實踐社會資本的影響力。

怕說錯話，但他把訪問視作口才訓練，現
在已比較鎮定和從容。伍師傅笑著謙稱：
「全靠有基金支持，過去幾年發展得很	
好，並且給予我們很多學習和提升的機
會，向不同界別的人學習，我們很受用。」

兩位師傅做了大半生三行工人，經歷幾許
風雨，低潮逆境最終也捱得過，到今天他

們都以自己是三行師傅而自豪，因為這是
每個社會都需要的手藝，有人的地方就需
要他們；而且自加入計劃之後便經常做義
工，更深切體會到社區的人情味。徐師傅
最後和我們分享一宗令他十分窩心的裝
修工程。「一次替一個家庭裝修，一個六
歲的小朋友希望我設計一張床連書枱，又
可以放雜物的，因他的房不大，我便小心
替他度位，盡量利用每吋空間。完成後，
小朋友開心到不得了，讚我『好犀利』，	
還寫了封感謝信去中心！他至今仍不時打
電話給我，有時還會一起上茶樓。這單工
程令我最開心了！」該工程的僱主阮太說：
「徐師傅很用心，我兒子的房間三尖八角，
他都弄得頭頭是道。我覺得他是個可信
賴的好師傅，還介紹過不少親戚朋友用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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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	斌仔（鄧紹斌）

一點心思，無限空間

回想自己和樂群社會服務處結緣，始於2010年我由醫院搬到公屋居住時，
當時多得許多社會熱心人士幫手，令空空如也的單位變成我的小天地。其
中樂群的劉師傅，就義務替我做了部份裝修工程。

全靠劉師傅的想像力，將大廳的天花板變成蔚藍的天空，浮雲雖則靜止
不動，但那分真實感湧上心頭，然足不出戶，配襯窗外旭光斜照，幾可亂
真，令人陶醉其中。每位初來的訪客，不約而同嘖嘖稱奇，誰不誇讚我的創	
意，可惜臉頰的桃紅胭脂卻掩蓋不了真相。坦白說，當我第一次望著「假天
空」，亦覺劉師傅安排巧妙。一向以來，裝修師傅只跟隨顧客的計劃旁加意
見，而我幸運地得到樂群社會服務處的鼎力幫忙。

文中的伍師傅、徐師傅和劉師傅一樣，做裝修工作
時也懷著一顆善心、愛心，幫助社會上其他有需要
的人，改善他們的家居環境。計劃的成功，讓我們
體現凹凸互補的力量，「一支竹會易折彎，幾支竹會
段折難」就是這個道理。在此我衷心祝願樂群及一
眾師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斌仔1991年因一次意外，導致頸部以
下癱瘓。2003 年因致函香港特首要求
安樂死而為人認識，備受各方關注。
2007 年出版自傳＜我要安樂死＞。
2010 年斌仔終離開住了19 年的醫院，
重返社區，展開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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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紙表面粗糙， 
卻能把器具打磨得光滑細緻。 

三行師傅雖是粗豪的漢子， 

但卻粗中有細，幫助別人 
磨平生活中的棱角， 

活得更快樂、更溫暖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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