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第一代樓長陳志榮， 
人稱「大佬榮」，本身是一位
工程師，日常工作十分繁重 
及勞碌，下班後，他沒有跟 
同事去歡樂時光聚一聚，
反而選擇全心投入第二份 
工作 – 社區工作�，
近至自己居住的漁光�， 
遠至天水圍，他�落力參與 
及關心，他的熱誠，不但感動
了他的家人，更令不少冷漠 
的街坊積極參與社區，
一切付出，只為看到街坊滿足
的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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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內有很多新移民、單親人士、獨	
	 居及雙老長者，網絡互助社的設
立，就是將他們由家裡帶到社區，感受社
區的人情味。」他口中的互助社，位處南區
香港仔的漁光邨，由香港房屋協會（房協）
主動以優惠價租出場地，是街坊和樓長的
聚腳點。「漁光邨裡有不少單親的家庭缺
乏支援，樓長們在家訪中邀請她們來互助
社坐坐，有需要的話可安心把子女留在互
助社，給其他街坊代為照顧；我們同時會
發掘她們的長處，鼓勵她們成為互助社義
工，幫助其他有需要的街坊。」大佬榮以近
乎專業社工的口脗講解樓長及互助社的
工作。

大佬榮參與社區工作可追溯至1984 年。
八十年代初期，漁光邨的治安比較差，眼
見地區內未有人願意正視問題，大佬榮以
居民的身份主動走進互委會反映意見，之
後反被邀請參與互委會的工作，一做便是
20 年。互委會的工作主要是與區議會及
政府部門聯繫，反映地區居民的需要和問
題，進行適當的轉介。大佬榮笑談當年互
委會的工作是「有人投訴便跟進，沒有人
來就算」那形式，而這種社區工作的文化
一直維持了十多年。直至 2003 年，香港仔

「社

坊會及香港南區婦女會有限公司獲基金資
助推行「南區愛心邨計劃」，獲邀參與的
漁光邨互委會從此展開新一頁。

「南區愛心邨計劃」是基金第一個以樓長
策略在社區建立互助網絡的計劃，大佬
榮亦因參與而成為基金第一代樓長。他
細說在一次培訓中得到的啟蒙：「培訓中
首次接觸到阿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個人需求層次理論》，當中
提到每個人均有不同的需要，例如基本所
需、安全感及自尊等。我們的工作就是要
了解有需要的居民，要知道他們所需，才
能針對性地提供有效的支援。」

穿梭社區  栽種人情味
基金計劃的出現，起動社區的義工力量。
大佬榮堅信「遠親不如近鄰」，坐言起行
擔任樓長，實踐信念。大佬榮說：「樓長的
工作就是負責探訪及關心自己居住大廈的

   在九月剛舉行的樓長 
�動人情巡禮，陳志榮 
獲頒榮譽樓長嘉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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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除樓長外，我們亦有層長。無論是
樓長或層長，都會當自己是一班	『探子』，
經常四出了解社區的人和事。」

十年的樓長生涯讓大佬榮體會到點點滴
滴的社區人情味，見證不少街坊由受助變
為助人。他記得曾有一名年輕太太因其丈
夫突然去世，終日悶悶不樂，自困家中。其
後樓長安排婦女義工上門探訪，並鼓勵她
在有需要時可安排子女暫托在互助社，由
街坊義工代為照顧。經過義工們鍥而不
捨的關懷與鼓勵，她現在不但經常到互
助社參與活動，更成為義務導師，為區內
的小朋友教授手工藝。另有一位新移民婦
女，其丈夫怕她被人欺騙，因此不許她經
常外出，使她感到非常孤獨。互助社的義
工獲悉後，上門探訪她，並鼓勵她外出買
餸時，順道到互助社一坐。她現已成為活
躍會員，更感染其丈夫，令他由冷漠變得
主動關心街坊，閒時更會協助邨內的街坊
搬屋呢！

在多年的樓長工作中，大佬榮經歷不少難
忘的事件。他憶述在 2008 年，住在樓上
的一對年老夫婦，男的因年老而失聰，起
居飲食均需要太太照顧。婆婆因一次意外
需要住院，其後病情變得危急，醫院急電
欲通知伯伯與家人盡快趕往醫院。隔鄰
的層長聽到電話響個不停，便去不斷拍打
伯伯的門，他替伯伯接聽電話後發現事態
嚴重，並即時協助聯絡伯伯的家人陪伴趕
往醫院，最終趕及見婆婆最後一面。婆婆
過身後，其子女雖已安排了家庭傭工照顧
老爸，但他始終未能適應沒有老伴在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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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我們一班街坊經常去探望他，鼓
勵他，開解他。現在伯伯會主動來到互助
社。雖然他聽不到，但我們會點頭微笑，
如多日不見，我們會主動上門了解，人情
味就是這樣簡單。」

大家因「你」而改變
不要以為關心人是輕而易舉的事，大佬榮
不只一次碰上一面灰。他記起在互助社剛

成立時，他們這班樓長曾被一位街坊揶揄
「食飽飯，無事搵事做」﹗大佬榮決定動
之以情，每次見到她便跟她說：「不如我
哋一齊參與吓啦，試吓無妨，最後她嫌我
麻煩，勉強參與。開始時她表現冷淡，現
在的她，卻比我還積極參與互助社的活動
呢！」這位曾指責大佬榮麻煩的馮女士，亦
成為樓長的一份子，更是大佬榮的親密戰
友。馮女士憶述，當時的她表現冷漠源於
自己目不識丁，認為沒有能力幫助互委會
及互助社的工作。在大佬榮軟硬兼施下，
她抱著儘管一試的心態。她感激大佬榮令
她體會到生命影響生命的意義：「約兩年
前，住在我家附近的潘太，在家突然因高
血壓暈到被送入院，當時她的家人不在，
我即時聯絡房協及互助社的職員，並陪同
她入院，及至聯絡上其丈夫。馮女士續說：
「大佬榮經常對我說施比受更有福，那一
刻我真正感受到這句說話的意義，我的子
女亦替我高興，鼓勵我繼續參與義務工
作。」馮女士現在幾乎每天也參與互助社
的探訪工作，以及協助有需要居民代購糧
油等日常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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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大佬榮贏盡街坊的讚賞，有時也換
來家人的投訴。「他們說我經常外出八掛
其他人的事，家裡的事卻不理。」及後失
聰伯伯的事件以及一眾街坊的轉變，家人
都看在眼裡，漸漸體會到大佬榮工作的意	
義。「我太太、女兒甚至外孫全都成為互
助社的義工。外孫自小與我們一起家訪，
從探訪中學懂關心別人，這就是最好的家
庭教育。」大佬榮談起家人時，臉上不期
然泛起甜絲絲的笑容。

社區動�來  到處人情在
大佬榮深深明白到要建立鄰里守望相助
的文化，並不能單靠個人的熱心，必須要

   互委會與樓長的工作， 
對我來說，最大分別在於 
前�是等街坊來，後�是 
我主動了解街坊的需要及
提供協助

得到整區的承托。多年的樓長工作，大佬
榮會用心與街坊建立關係、專注鞏固樓長
的參與，以及積極與地區組織建立關係。
說到與街坊建立關係，大佬榮分享他的心
得：「見到街坊說聲『早晨』；遇到搬進社
區的新街坊，我會與太太及孫兒，帶同糖
水去他們的家迎新，讓他們感受到社區的
人情味」。至於鞏居樓長的參與，大佬榮
認為公平分工及互動分享最重要：「樓長
間會獲分配不同的工作，工作完成後，我
會鼓勵大家坐下來嘆嘆茶，互相分享、互
通消息，以不偏不倚態度檢討工作。大家
對工作有了認同，自然會落力。」在連繫地
區組織及地區商店的過程中，大佬榮表示
尊重是有效的催化劑。「在地區舉行活動
前，一定不要忘記以電郵或書信通知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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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如小層長訓練班，又闢出空地建立「漁
樂園」園圃，由居民一起參與栽種植物，
加強居民的凝聚力及歸屬感。鍾女士分享
她的體會說：「管理一個屋邨，職員數目有
限，樓長的介入為我們加添許多耳目手腳，
令我們更有效關顧居民。從屋邨管理的角
度，房協的參與其實是互惠互利的。」房
協亦會動員義工隊「房協之友」為居民舉
辦活動，如節日慶祝、旅行或參觀等，豐富
他們的生活及擴闊社交圈子。辦事處職員
更會聯同層長、樓長定期探訪住戶，以了
解他們的需要。

樓長陳志成在退休前是房協漁光邨大廈
主管，個個街坊稱他為「成哥」，他見證

的房協職員，以示對他們的一份尊重，這
是建立良好合作關係的基礎。」		

現在的漁光邨已變成一條愛心邨，邨內的
保安員遇上年老街坊上落車，會主動幫手；
維修工人看見長者提著大包小包，亦會主
動協助他們拿東西回家。互助社更加成為
邨內的聚腳點，邨內的保安員也會在午飯
時間到互助社與小朋友閒談。這一切的改
變，除了得到一班熱心樓長的推動外，房
協及互委會的參與功不可沒。

房協高級經理鍾麗琼女士憶述，在互助社
成立初期，房協除以優惠租金租出地方予
互助社成立會址外，亦借出閱讀室舉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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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樓長對屋邨所作出的貢獻，更受到大佬
榮及一班樓長熱誠所感染，退休後主動參
與互助社的工作。雖然成哥並非家住漁光	
邨，但基於他曾任職大廈主管，熟悉樓層
需要，因此擔任義務樓長，與大佬榮更成
為一對好拍檔。

成哥憶述去年七月退休前所發生的一次
生死一線的經歷，那天他正在當值，突然
收到街坊慌忙通知，表示伍婆婆暈到在

家。成哥知道伍婆婆已經七十多歲，患有
哮喘，心知情況危急，一邊趕往單位查
看，一邊打電話報警求援，並護送婆婆入
院，幸好及時挽回婆婆的性命。他感觸地	
說：「看到自己能夠救人一命和感染其他
居民發揮互相守望精神，令社區更加多人
情味，我都很滿足！」或許是生命影響生
命吧，康復後的伍婆婆亦投入社區，每次
在屋邨遇上成哥仍不時連聲道謝：「他的
確是我的救命恩人，那次之後我發覺左鄰
右里互相照應很重要，有這樣的熱心街坊
為鄰，大家關係親切有如一家人，我一定
要住在這條邨終老。」	

要數到大佬榮的好拍檔，除馮女士及成哥
外，另外還有漁光邨互助委員會聯合會主
席吳國基，人稱「基哥」。兩人在 2003 年
起積極代表漁光邨互委會參與「南區愛心
邨計劃」，相知相交多年，基哥笑言與大
佬榮是凹凸互補：「大佬榮的強項是維修，

   義工是深層次 
服務，但又很易做到， 
為鄰居開門、讓座已 
是每一個人一�床就 
能做的義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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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BOX

香港仔坊會於 2003-2012 期間，先後與不同的地區組織及機構在港島南區推行
六個社會資本發展計劃。當中，首個獲基金資助的計劃為「南區愛心邨計劃」，是
香港仔坊會聯合南區婦女會聯合推行，計劃以「樓長」為介入模式，在南區設立
愛心邨，網絡居民、商戶、官方及社團，發揮社區力量，從而提升社區的承托力。
其後推展的「家在石排灣」計劃、「活力『華富』是我家」計劃、「漁光網絡互助社」
計劃、「南區愛心邨計劃	—	共建安善利東邨」計劃及「鄰里『心．伙』相傳計劃」，
均以「南區愛心計劃」及樓長制為藍本。

樓長計劃透過有效發掘、發揮、發動居民，成為一層 / 一樓之長，關顧左鄰右里，
對準鄰里需要，提供即時和及時的支援或轉介，達至化解社區危機及提升社區
抗逆力的成效，因此基金認為很值得將這成功策略向大眾分享。2012 年是基金
成立十周年的里程碑，基金藉此推展「樓長運動」以提升公眾人士認識「樓長 /
層長」的社區功能，和傳遞社區人情味信息。

而我就利用自己於邨內廣闊的人際網絡，
辨識到有維修需要的家庭，並通過互助社
轉介給我們這位工程師跟進。」由於基哥
本身是四驅車的發燒友，因此將此興趣專
長轉化為協助互助社推行特別活動，多次
為區內的青少年舉辦四驅車比賽。「今天
的漁光邨雖然是一條長者邨，但通過我們
積極推行樓長制，訓練和組織居民成為樓
長、層長，促進居民互相認識，令社區重
現朝氣。」

薪火相傳
繼「南區愛心邨計劃」後，基金先後在香
港其他地區資助近 40 個以樓長制為主要
介入策略的社會資本發展計劃，將此成功
模式移植生根，大佬榮在過程中從不吝

嗇，答允不同機構的邀請，到不同地區分
享推行樓長制的經驗和心得，更於 2012
年獲基金嘉許為「榮譽樓長」，以表揚大
佬榮的卓越貢獻。大佬榮近年主力擔任培
訓樓長的工作，經他培訓下，部份計劃已
出現由小學生擔任的小樓長，協助家訪及
日常的義務工作。採訪當日，碰巧有街坊
拾獲一張電費單拿到互助社，大佬榮便利
用此機會，指導三名小樓長把電費單放回
所屬單位的信箱。大佬榮笑言：「很開心
樓長的工作得以承傳，令我老懷安慰﹗」

大佬榮身體力行的堅持及毅力，不但影響
了身邊的家庭及朋友，更觸動社區裡的每
一個人，讓我們能充分體現到社會資本的
攝人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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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	李家仁醫生
五十年代我在灣仔長大，那些年，生活不容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普通樓房三四層，一家四五
口住一間房、一張床是常事，但人情味很濃。

小時候我在譚臣道街上玩耍、踢波、打波子、偷偷潛入軒尼詩官立學校打乒乓球，整條街的小朋
友都是好朋友，他們的父母我都認識。我的母親從小就教導我早上見人就叫早晨、乘電車見到
長者就讓座。鄰居一家十二口，吃不飽、穿不暖，媽媽很多時叫我拿餸菜給他們，她自己又會靜
靜地送錢去，令我學習應該幫助有需要的街坊。

拜讀完大佬榮樓長的故事，我非常感動。他主動去了解街坊的需要及提供協助，是以前街坊會很難
做到的事，要有愛心、毅力、勇氣和多年的堅持才可以做到的！我向所有樓長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一個又一個睦鄰的故事，反映出社會上實在很多人需要幫助，但很多家庭都不敢、不會找人幫忙，
生活並不好過。然而，透過熱心公益的樓長、層長，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得以打破，「小
明落社區」歌詞中：「左鄰右里互相守望，人人都好似阿媽同阿仔」就是這個意思，但是如果沒
有樓長主動出擊，找出有需幫助的人，這計劃不會成功。

樓長不計報酬、名利，令人欽佩。事無大小他們都會去助鄰，沒有想及回報，沒有政治背景，用誠
意和堅持去感動有需要的人接受幫助，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更影響到受助者與家人改變態度，
非常難得。

丈夫放工後服務社區，犧牲了與家人共處時間，難得大佬榮的家人從投訴到一齊做義工，難能可
貴。我自己忙於事業及做「小明」義工，對於家人多年的容忍，我實在萬分感恩！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將這樓長精神和模式，從漁
光邨伸延到其他地區，令我深深體會到金錢當
然不可缺少，但是人的互相守望、不分種族、
不分區域的互助精神更加重要。樓長實為香港
社會建立了一個好典範。

兒科醫生、兒歌歌手、電台、電視嘉賓主持、
聖約翰救傷會副總監、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
院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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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是香�一首經典流行曲，當中的歌詞膾炙人口： 
「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 

我�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樓長的工作是關顧左鄰右里， 

促進大家互相守望，共同建立充滿人情味的社區， 
充份實踐「獅子山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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