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氣球扭出
明光 阮文偉

大
使

繽紛 人生

視障，令阿偉的世界欠缺色彩，
但憑著不滅的鬥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身邊一群「生命天使」的幫忙，

他克服了自身的限制，憑著一雙巧手，

扭出無數色彩繽紛，有趣可愛的氣球造型，

為陌生人帶來歡樂，

讓友人感到欣慰，

令家人引以為榮！

阿偉說：「有人形容我扭氣球時會發光！」

相信，這就是生命的色彩，

由他以氣球為自己締造的色彩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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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家人引以為榮！

阿偉說：「有人形容我扭氣球時會發光！」

相信，這就是生命的色彩，

由他以氣球為自己締造的色彩與光明！

氣球對我不是生意或謀生工具，

而是我的興趣，它的意義在於 

令我重拾自信、自尊， 

得到別人的認同。

	 個紅心氣球造型我練了十多二十	
	 次才成功。扭一個大概要十五分
鐘，秘訣是要慢，一扭錯，八條氣球就報
銷！」拿著作品在手，阿偉如數家珍，雀躍
地說。每個複雜的氣球造型，他都視為一
項挑戰，不斷練習、不斷思考，直至成功為
止。他說就是這種硬頸、不服輸的性格，
令他的「氣球之路」可以走出今天的成績。
「氣球對我不是生意或謀生工具，而是我
的興趣，它的意義在於令我重拾自信、自
尊，得到別人的認同。」

「我在 2005 年參加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的『互助網絡展生機』計劃，初次接觸到
扭氣球，當時有個義工和另一位病友都懂
得這門手藝，我便抱著一試無妨的心態學
了一點，沒想過之後會派上用場。」阿偉憶
述當時他除了在計劃中擔任「光明大使」外，
其實亦有想過參與一些幫助視障人士創業
的服務。後來忽發奇想，能否發展扭氣球
成一門事業呢？於是便去朋友介紹的社區
中心正式學習扭氣球的基礎，也因此遇上
了他的恩師─廖師傅。

廖師傅欣賞阿偉學習很專心及投入，儘管
指導他要比健視的學生花更多時間和耐
性。他憶述：「阿偉雖然看不見，但他的腦
筋很清晰，會自己去摸索、思考。當時同學
中雖有兩、三個也很積極上課，但卻不大接
受外出實習；阿偉則比較大膽，願意跟著
我到處跑。」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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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新路靠「火車頭」引領
阿偉說廖師傅是推動他向著扭氣球事業
發展的火車頭，不但無私地把扭氣球技藝
傾囊相授，又讓他參與氣球佈置工作，從
中吸收經驗，並介紹他認識其他氣球師，
擴濶業界的網絡；更重要的是，廖師傅在
背後給他的無限支持。阿偉說：「起步時
是最艱難的，自己經驗又不夠，幸好有師
傅的支持，常說遇到什麼扭氣球的疑難都
可以問他，我才有信心闖這條新路。」

後來阿偉嘗試自己承接工作，廖師傳由衷
希望阿偉成功，除在電話「教路」外，更會
在下班後立刻趕去看他工作是否順利。阿
偉笑說他今天已「有毛有翼」，很少再打
擾廖師傅，但不忘感激，坦言「有恩師的扶
持才有今天」。廖師傅看到阿偉藉著扭氣
球重拾自信，變得開朗，自己也非常開心，
因為這不單令阿偉有一技謀生，心情開朗
更有助減輕他眼疾的惡化。

看得少，做得多
其後，阿偉與六名視障人士合組「扭出彩
虹工作隊」，成為人生其中一個重要的轉
捩點。當時社區中心安排「扭出彩虹工作
隊」參加維園的週日嘉年華、年宵等活動，
讓阿偉與病友可以接觸社群，展示自己的
努力成果，增強自信。後來，香港視網膜病
變協會的理事甘謝璧珠女士，又介紹工作
隊幫忙佈置一家幼稚園的畢業禮。甘太重
提往事，對阿偉的表現仍非常讚歎：「他很
認真地籌備，又親自去和學校開會，面對
大場面也不怯場。校方和家教會都對他們
的工作讚不絕口，之後也介紹了其他工作
給他們呢！」

甘太形容最初認識的阿偉很內向、膽怯，
不敢接觸別人的目光，顯得很沮喪，但自
從參與基金計劃後，由學習扭氣球發展至
成立工作隊，阿偉明顯變得開朗自信。甘
太笑說：「最初開會他也有點不慣，當看見

我不管有沒有生意，

一直不斷學習、磨練扭氣球的技巧。

不理別人的目光和閒言閒語，

相信自己的決定，

這樣才能走到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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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現出有點畏縮，我便立刻拍他膊頭，
跟他說『一定得』！」甘太常鼓勵阿偉和其
他病友，可以『看得少，做得多』。阿偉抱
持積極的人生態度，助他重投社會，找到
自己的位置，形成一股良性循環的推動力，
驅使他更加積極。

天生我才必有用
經過中心的「磨練」後，阿偉在 2008 年踏
出了自僱的第一步，成立「視障人士扭汽球
工作隊」。他第一次接到的工作是為客人佈
置生日會場地，雖然收入微薄，但市場和客
人的接納，對他來說無疑是一支強心針。
阿偉由衷地說：「每次工作我都很珍惜，因
為每次都是我的一次表演機會，可以贏取
口碑與認同。」

他開宗明義叫自己的工作團隊做「視障人
士扭汽球工作隊」，是因為想客人看了便

知道他們視障，不用多作解釋。他和客人
一直合作愉快，更經常受到客人的讚賞，
久不久就有客人介紹生意給他。「最初很
多人潑我冷水，說看不見怎樣扭氣球？即
使有人找我工作，也只是出於同情！但我
相信只要做得好，人家尊敬我的技術就會
找我，而不是出於同情！所以我不管有沒
有生意，一直不斷學習、磨練扭氣球的技
巧。」阿偉選擇不理別人的目光和閒言閒
語，相信自己的決定，這樣才能活出自己
的道路及理想。

最初他們很反對，說我傻，認為我沒可能成功，

我只好用行動去證明。現在扭氣球 

已切實成了我的工作，雖然他們 

口裡沒說，但我已感到他們的支持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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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小朋友圍著，叫他阿 Sir 阿 Sir， 

使阿偉感到很開心，很有滿足感， 

「好像多了一班仔女」！

黑暗中露出曙光
今天的阿偉，談起扭氣球便神
采飛揚，但當中曾經歷的挫敗
與痛苦，卻不是旁人所能體會。
他16 歲時，發現自己患有隔代
遺傳性黃斑點病變，視力不斷退
化，最終會變成「永久失明」。
1998 年全球金融風暴，阿偉失
去了已從事11年的酒店印刷技
師工作，而雪上加霜的是，此時
他雙眼開始嚴重退化。當時，他
幸好得到勞工處協助，總算渡過
了難關，但其後在 2002 年便開始
陷入人生中最大的低潮。

「那時曾找到幾份散工，但都做不長。有
一次被老闆藉故炒掉，我在街上哭得很厲
害，感到前路茫茫，很沮喪、絕望！之後我
一直失業，為怕家人擔心，又不想面對他
們，每天起床就去快餐店呆坐，直到夜晚
才回家睡覺。」

「日復一日，每次和別人談起工作我就很
自卑，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常自問還這麼	
年青，難道這樣就了卻一生嗎？我很不甘
心。」直至氣球飄進阿偉的生命後，黑暗
的世界方露出一線曙光。

要抓緊這點曙光，阿偉坦言殊不容易。因
為他看不見，光是要用氣球扭出大小均一
的「魚蛋」、「香腸」等基本形狀，已需要
比普通人多花幾倍努力和時間。「這是旁
人教不來的，只有靠身邊朋友替我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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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自己不斷練習和摸索，用專注力及其他
觸感和氣球溝通。」阿偉邊示範邊解釋，
兩下子就扭好了幾個大小一樣的「魚蛋」！
看似不費吹灰之力，但這幾顆脹鼓鼓的
「魚蛋」，盛滿阿偉絕不簡單的恆心和頑
強鬥志！

這種艱苦的訓練，阿偉回想起來並不言
苦，也從未想過放棄。他覺得上天賜予這
個機會，就要全力一試，這樣才有機會找
到出路。「中心主任陳國興曾跟我說，自古
成功在嘗試，即使失敗也沒所謂。這句話
我一直銘記於心！」對於有些病友因殘疾
而固步自封、認命，他以過來人的身份寄
語病友不妨放膽去作嘗試，不用害怕別人
的目光，其實社會上有很多支持，前路並
不孤單。

生命影响生命
「光明大使」計劃的口號是生命影響生命，
阿偉對此感受甚深。因為他鍥而不捨和堅

毅的精神，最終打動了家人，改變了他們對
扭氣球的負面看法。「最初他們很反對，
說我傻，認為我沒可能成功，我只好用行
動去證明。現在，扭氣球已切實成為了我
的工作，雖然他們口裡沒說，但我已感到
那份支持和肯定。還記得有一次，我要一大
清早送氣球去佈置，媽媽就晨早起床來幫
我手，送我上車……」提到家人的支持，阿
偉不禁哽咽。有時因工作需要，弄至滿屋
氣球，家人也沒有怨言。一切包容、肯定，
使阿偉覺得努力沒有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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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阿偉亦有在學校教授扭氣球，繼續
實踐生命影響生命的精神。阿偉很享受這
個技藝傳承的過程，滿足地說：「有時我
會乘機教他們人生道理，如他們忘記了怎
樣扭恐龍，我就告訴他們學習時不用心，
到想做的時候就會後悔沒好好記住。」阿
偉自言本身亦是一個活生生的勵志故事，
可以鼓勵學生努力。「我眼睛有毛病都做
得到，他們還有什麼藉口躲懶？」阿偉打
趣說。

去年，他在香港復康力量舉辦的「職極健
行者」選舉中獲獎，表揚其勇敢面對傷殘
逆境的精神。對於現時的成就，阿偉坦言
不敢驕傲，卻充滿感恩。他表示，能成功
創業，除靠個人努力，還得社會人士的無
私協助。「Irene 從 2007年開始幫我做文
書工作及報價；Joyce 則幫我更新網誌、
教我扭氣球，她們都是義務幫我的，可說
沒她們我就沒有今天。還有 Kay 和綽號	
「局長」的老友，兩位都是扭氣球高手，教
我不少技巧。病友月明、卓華則是我的聆
聽者，常會鬧醒我、鼓勵我，當然少不得我
的恩師廖師傳…」阿偉一口氣數出多個生
命天使，充滿感激之情。

阿偉謙稱自己現在亦成了半個火車頭，帶
領著兩個視障人士──亦是他的團隊成
員，試著向氣球之路邁進。其中一位成員
郭仔，可說是由阿偉一手帶入行，是他的首
批學生：「阿偉教得很好，可能大家都是視
障，他知道我有什麼困難，並且毫不吝嗇把
他摸索出來的竅門傳授給我。」到成為阿
偉的助手後，郭仔亦從阿偉身上學到準備
充足，工作就能輕鬆得多的道理；阿偉亦會
把其他氣球師或合作夥伴介紹給郭仔，擴
濶他的支持網絡，二人已成為互訴心事的
好友。郭仔坦言非常佩服阿偉的毅力，能自
己闖出一條路，在視障人士中並不多見。郭
仔說：「阿偉給了我勇氣和信心，敢於實現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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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BOX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於 2005至 2009 年期間，兩度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撥款支
持，先後推行兩個社會資本發展計劃：「互助網絡展生機」及「光明師徒計劃」。首
階段的「互助網絡展生機」計劃一方面透過組織視障人士、家屬及社區人士擔任「光
明大使」，走進學校與師生分享經歷；另一方面連繫不同行業的夥伴，為視障人士
提供技能訓練，提升就業能力。第二階段的「光明師徒計劃」進一步深化前一階段
的「光明師徒」項目，鼓勵由視障人士擔任的「光明大使」與中學生及小學生家庭
進行配對，以講故事及互動分享建立互助網絡。故事主角阿偉均有參與兩個階段
的計劃，擔任「光明大使」之餘，亦同時發展一技之長，為自己及朋輩開創就業和
發展機會。

這個囍字由阿偉原創，足足花了 

13 小時去製作！外國的氣球師 

看見都大為讚嘆呢！

阿偉積極的人生態度，不僅為視障人士闖
出一片新天地，並成為一個很有感染力的
模範。阿偉相信只要積極做下去，無條件付
出，就會有回報，自然能吸引到有正能量的
生命天使，沿途為自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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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	莊陳有

2002 年是阮文偉先生最低潮的時候。因為失去視力，失去工
作的機會，似乎一切都沒有希望。

從這低點開始到今天，阮文偉重拾信心，獨立生活，發展自
己的事業，成立了「視障人士扭汽球工作隊」。他的成就有
幾個因素：第一，個人的努力及身邊家人的支持；第二，自
助團體發揮作用，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透過「互助網絡展	
生機」計劃給他的支援；第三，政府的支援計劃，社區投資
共享基金發揮了作用。個人努力、公民社會的發展，及政府

支援就是令香港之所以能夠經歷種
種困難的力量。

阮文偉的故事絕不是單一的例子，他
的成功就證明失明絕不等於失去一
切，失明的人需要的是機會，不是同
情，遇到困難的人正正就是解決困
難的人。讓我們繼續努力，孕育及體
現夢想。

莊陳有為現任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會長及香港復康聯會副主席，並
於 2012 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
大學院士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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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卜卜的愛心波波， 

看見就令人充滿喜悅和幸福感！ 

它承載著阿偉不屈不撓的「志氣」，

和施比受更有福的「福氣」， 

令它「彈力無窮」， 

能把愛彈得更廣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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