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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民間運動﹣跳皮筋 P.8 生活﹣展示型鬥魚 P.12 人物﹣小丑醫生 

服用中西藥可致假陽性

西藥可致驗毒呈假陽性
結果呈假陽性是指被檢驗者在快速測試中，出現陽

性結果，但在跟進檢驗後發現並沒有吸毒。

香港西醫工會會董歐陽英傑醫生表示，「很多東西
都有可能令驗毒快速測試出現假陽性，例如傷風藥、減
肥藥、抗生素、麵包裡的罌粟籽及火麻仁等。而且食物
的衍生物很難辨認，可能你打邊爐，裡面放了罌粟花籽
也不會知道。」

根據2005年英國的一份報告指出，很多被廣泛服
用的藥物都會被驗毒的快速測試工具檢定為陽性，例如
服用含可待因和罌粟籽的藥物或會導致「鴉片類藥物測
試」呈假陽性反應；治療關節炎的止痛退燒藥或會被檢
驗為曾服用大麻；服用解充血藥(醫治傷風、咳嗽、流鼻
水等症狀)也可能會令「安非他命藥物測試」呈假陽性，
甚至服用中藥也會在測試出現假陽性。

驗毒快速測試結果出現假陽性有三種可能，驗毒的
機制是透過辨認尿液中衍生物的結構，來檢驗曾服用哪
一種毒品，但有很多物質都有類似的結構，因而有機會
出現誤差；其次，有些食物或藥物經消化、新陳代謝後
而產生的衍生物已經與原本的物質不同，就像含有四氫
大麻酚的火麻仁經消化後的衍生物結構像嗎啡，或會導
致快速測試中的大麻測試呈陽性反應；此外，一些藥物
的成份與毒品屬同類，例如某些減肥藥與安非他命便是
同類的藥物，如果有學生服用該減肥藥，同樣可能出現
假陽性結果，導致該學生被懷疑吸毒。

而禁毒處驗毒計劃的附錄，只列明有20至30種西
藥不會出現假陽性，其餘很多西藥都有可能會出現呈假
陽性問題。

中醫：驗毒前應有戒斷期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客席教授孫外主表示，吃

中藥一般不會出現假陽性問題，但是一些受管制的中成
藥，例如，聯邦止咳劑、復方甘草合劑（含有鴉片），
還有一些專治氣喘、咳嗽等症狀的麻醉性藥物，如洋金
花、罌粟殼，及一些專治哮喘、敏感的中藥如麻黃，市
民服用後翌日進行快速測試，亦有機會令快速測試出現
假陽性結果。他亦提到，「有一些甜品裡加了白蘭地，
白蘭地可能含有麻醉成分，學生連續吃了一段時間後，
驗毒時也可能出現假陽性。」

不過，孫外主強調，這些藥是在沒有照著醫生處方
服用的情況下，連續服用至少一周以上，驗尿才會有呈
陽性結果的可能。他亦提醒市民，不按照醫生處方而亂
服該類藥物會造成上癮，也等於吸毒。他建議，為了驗
毒普查達到更準確的結果，應該提前告訴學生在驗尿前
不要服用中藥，最少有72小時的中藥戒斷期。

禁毒處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在驗毒出現陽性後，
護士會詢問學生服藥的情況，但學生可以不回答。而大
埔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何主平認為，社工應該會在驗毒
前了解學生的服藥記錄和吃了甚麼敏感的食物。

學生家長意見不一
在大埔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就讀的

黃同學表示，如果校園驗毒出現假陽性的情況，自己也
不能解釋曾經吃了甚麼東西，擔心被老師誤會吸毒；不
過，大部分受訪的學生均表示不擔心假陽性的問題，因
為自己沒有吸毒，家長也會信任他們。

家長黃太太的兒子在大埔區的中學就讀中二，她
很支持驗毒計劃，認為越早檢驗對子女越好。就算可能
會出現假陽性，她也不擔心，因可以在化驗所進一步檢
驗，當作是身體檢查。

歐陽英傑則認為，驗毒存在的漏洞如假陽性問題，
帶給學生不必要的緊張和壓力；亦會對醫生造成困擾，
「因為出現假陽性的時候，可能要詢問醫生的用藥劑
量、種類等，無形中增加醫生的工作量。」

校園驗毒計劃已率先在大埔區試
行，有醫生及藥劑師表示，服用
某些中成藥如傷風藥、止咳藥或
含有罌粟籽等食物，均會令快速
測試出現假陽性，令原本沒有吸
毒的學生被檢定為吸毒者，在大
埔區就讀的學生表示擔心有關情
況。
記者：李靜雯

編輯：黃橙子

驗毒次數及人數：
每月兩次不定期到訪學校，隨機抽選約5%參與計劃的
學生進行驗毒測試。若曾參加驗毒測試，仍有機會被
抽中進行測試。
快速測試流程：
第一步：在第1次快速測試呈陽性；
第二步：進行第2次測試(用另一牌子的快速測試工具)
，如呈陽性會通知校長、有關學生的班主任、有關學
生建議的其他老師、駐校社工、計劃主任和家長/監護
人，再即場輔導學生；
第三步：尿液樣本送往化驗所做確認測試；而家長可
以自費在另一間合資格化驗所做第2次確認測試。
驗毒濃度分界值：
在驗毒計劃中，陰性和陽性是由尿液中的濃度決定。
呈陽性反應代表的是尿液中的藥物或其代謝物達到指
定濃度或以上；陰性反應代表沒有藥物存在或藥物濃
度在分界值之下。因此，藥物濃度分界值須視乎測試
方法的敏感度而定，測試方法越敏感，陽性結果所需
的濃度越低。
計劃檢驗的毒品：
氯胺酮﹝K仔﹞、搖頭丸、冰、大麻和可卡因均為青
少年吸毒者通常吸食的危害精神毒品_，但會隨時調整
檢驗毒品的種類。▲中藥麻黃，專治咳嗽氣喘等疾病，但學生驗毒前服用，或會出假陽

性情況。

驗毒計劃
小資料

（網上資料圖片）

（網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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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戒毒配套不足
精神科治療欠奉

住院戒毒中心 不設精神科治療
區貴雅修女紀念康復中心是北區其中一

間提供住院戒毒的中心，其副院長李惠儀
稱，不少戒毒人士是在戒毒後幾個月、甚至
半年才會精神科問題的症狀，例如情緒低
落、幻聽、幻覺等等，所以精神科治療絕對
是戒毒療程中重要一環，但該中心並未有提
供精神科治療。

李惠儀認為，獲政府資助的戒毒中心亦
有必要增加精神科醫生。因為在戒毒過程
中，年輕吸毒者對外界人士的信任程度較
低，故多數會先與社工、醫生等建立關係，
直到有安全感才會合作、接受治療。故此，
如能心理及精神上一條龍治療，必定更加有
效。

李惠儀表示，中心的前線職員要應付不
斷增加的個案之餘，還要兼顧部分的精神科
問題，不免感到吃力。就現時情況為例，如
戒毒者在康復中心被發現有精神科問題，只
由醫護人員照料及觀察情況，若要得到精神
科醫生的治療，就必須轉介到一般診所或物
質誤用診所。

大埔無物質誤用診所 
物質誤用診所主要為因濫用物質(包括濫

用藥物)而引發精神健康問題及病症人士提供

治療，服務的包括戒毒治療、輔導及於有需
要時提供心理治療和家庭治療。現時，全港
有七間該類型診所，率先推行校園驗毒的大
埔區則並未設有。

由禁毒處及教育局發出的大埔校園驗毒
試行計劃小冊子中，提到「涉及精神病及其
他醫療問題的個案，可轉介至雅麗氏何妙齡
那打素醫院的身心健康科門診或威爾斯親王
醫院的物質誤用診所，接受專科治療」。然
而，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的身心健康科
門診，並非專職處理精神科及濫用藥物人士
個案，而現時威爾斯親王醫院的物質誤用診
所開放時間亦只有星期二上午及星期五上下
午。

醫院管理局新界東聯網精神科副顧問醫
生鄭嘉林稱，威院的物質誤用診所，只佔十
多間診症房的其中幾間診症室。他更表示，
「同一時間，我要在幾家不同醫院工作，分
別是大埔、北區及沙田威院的物質誤用診所
就診，同時兼顧不同類型的精神病。」 

戒毒中心欠精神科支援
大埔區區議員兼註冊社工譚榮勳表示，

現時大埔區園驗毒計劃的配套，將會把大埔
區的現有資源串連，但政府對大埔區禁毒和
戒毒的資源均是杯水車薪。而在濫藥的精神
科治療方面，大埔區的醫療資源更是嚴重不

物質誤用診所是甚麼﹖
物質誤用診所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因濫用藥

物而引致精神病或精神病併發症的患者，提供
的服務包括物質誤用治療、輔導、心理治療和
家庭治療，而治療時間亦因每個案的臨床情況
而定。求診人士及其家長一般由濫用精神藥物
者輔導中心、志願機構、醫生和其他健康護理
機構轉介，而老師可經學校社工轉介個案。

現時醫管局轄下共有七間物質誤用診所，
分別為威爾斯親王醫院藥物濫用診所、葵涌醫
院藥物誤用評估中心、青山醫院屯門物質濫用
診療所、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藥物誤用診
所、九龍醫院物質誤用診療所，瑪麗醫院精神
科藥物濫用診所及九龍東物質誤用診所。

足。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的身心健康

科，所能提供的門診服務範圍窄，人手亦
少，相比規模完善的精神科醫院如葵涌醫
院，可以分不同步驟診治精神科病人，大埔
區的情況差很多。」譚榮勳亦希望政府能盡
快解決配套問題，因為計劃並非「一步到
位」，必須改善現有問題，學生方能得到適
當的支援。

新的國際貿易競賽項目誕生──「減排溫室氣
體」。1997年各國簽訂「京都議定書」，以「共同
但有區別」的原則為各國因應國情制定不同的減排目
標，惟中、美、印度等大國一直未能就減排目標達成
共識。12年後的哥本哈根會議，以一紙無約束力的協
議草草收場，並伴奏著一片爭拗聲，為各國代表在丹
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將進一
步討論氣候變化和減排溫室氣體，並期望為2012年
「京都議定書」失效前，制定具約束力的減排方案，
而中美兩國則是是次會議的焦點，兩國分別代表「發
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大陣營，世界均期望兩
國能就減排目標有領頭的作用。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氣候項目公眾參與總
策劃何浩賢表示，最新的國際研究顯示，南極和格陵
蘭冰層融化，加上海水受熱膨脹影響，估計於本世紀
末，海平面的升幅將由20至60厘米，增加到一至兩
米。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氣候變化將引致更頻
繁的風暴潮及更多的降雨量，令低窪地區面臨嚴重的
水浸威脅，這有機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損失。

各國領袖在11月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仍未
能就減排目標和各國間的責任問題達成共識，令「聯合
國氣候峰會」增加阻力。奧巴馬上台後，對中國情況明
顯放寬，隨著他11月到訪中國，並與胡錦濤發表聯合聲
明，表示兩方了解各國的能力和國情，致力在哥本哈根
達成最終的法律協議，為會議打開溝通的門檻。加上美
國經歷金融海嘯，為保其國際經濟地位，在減排的議題
上定必希望各國以「公平原則」其「共度時艱」，並以
「環保節能」包裝得冠冕堂皇，圖求以此限制中、印等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相反，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
家為保障其發展速度，亦竭力要求歐美等國承擔更多，
包括訂定明確有效的減排目標和資助發展中國家。

12年前談不攏，12年後依然因同樣的原因談不
攏！根本上，中美兩國一直牢牢的堅持維護自己的利
益，希望在付出「較小」的情況下爭取「較大」的利
益。誠如法國《世界報》所言：「在今天的世界，在類
似氣候這樣規模的問題上，如果中、美兩國未事先達成
協議的話，不會達成任何成果。」 雙方暗自為自己爭取
最大的利益，卻同時打著「人人有責」的無私旗號，令

會議的價值充滿矛盾，大大壓縮各國協商討的空間，
最後草草簽署的備案儼成小圈子文本，難怪有太平洋
國家堅持不簽署備案，拒絕「將國家和人民的將來賤
賣」。

「環保」、「節能」等議題呈遞到大國元首手
中，總會成為商機，以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和
歐洲的碳排放權買賣均可佐証。然而，既然在談判桌
上談不攏，不如充分利用「商業」作為手段，達到最
終「環保」的目的，則未嘗不可，例如利用商業利益
作為誘因，研發可再生能源，長遠亦能達到減排的效
果。下一次的氣候大會將於2010年在墨西哥舉行，
而是次哥本哈根的殘留下來的問題亦會於此次會議討
論，期望中美兩國能打開天窗，既然單純談「環保」
談不了，不如拿出另一個議題──商業，最起碼能為
會議帶來突破。

【本報訊】大埔區中學率先試行校園驗毒計劃，該區的支援配套服務廣受大眾關注。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守
則中指出，被驗出吸毒的學生，可自願參與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計劃。但本報發現，大埔區內只有一間機構提供
住院戒毒治療，而鄰近的北區亦只有三間，兩者亦未有提供精神科治療服務，令人質疑校園驗毒配套不足。

記者：陳倩瑩
編輯：周婷

以商業作誘餌 為溫室減排達共識

黃德正

（網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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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團體名稱類近
市民怕受騙拒捐款

社署賣旗限制多 改賣獎券遭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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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消逝的民間運動

跳
皮
筋

跳
皮
筋

【本報訊】現代社會物質豐富，小孩的娛樂選擇繁
多，相比以前，人們要發揮自己的創意，發明一種
又一種的小玩意：將小小的橡皮筋串起，便成為一
條長長的橡筋繩，這就是曾經風靡香港孩童的跳皮
筋運動了。今天的大街小巷已無孩童跳皮筋的畫
面，但這種成本低、創意高的民間運動，或者不應
該被人遺忘。 

記者、攝影：歐陽文倩
編輯：曾偉龍

跳皮筋玩法簡單，由兩人固定著橡筋繩，其餘玩
家以不同動作跳入繩內，跳躍動作加上跨、踢、踩、
轉等基本動作，可衍生難度更高的花式動作。繩的高
度會隨遊戲進行而增加難度，由腳腕位置向頭頂調
置。它曾在60至90年代在本港流行，因動作輕巧優
雅，特別受女孩子歡迎。隨著科技、生活的發展，人
們有更多娛樂的選擇，跳橡皮筋就在兒童生活中銷聲
匿跡了。

時代發展 橡筋繩漸成回憶
21歲的岑艷欣，小學時十分熱衷跳皮筋，每天上

學都帶著一條橡筋繩，在課餘跟同學跳皮筋，有時也
會和鄰家小孩一起玩。她說那時候玩樂很簡單，小孩
子聚在一處，有一條橡筋繩便可以一起玩。後來升了
中學後，因為身邊的人不再跳皮筋，岑艷欣也就不玩
它了。

當年香港製衣業蓬勃，不少婦女在在製衣廠工
作，間接成了小孩子玩橡筋繩的原因。岑媽媽以前是
製衣工人，以前會在工廠拿橡皮筋織一條長繩給孩子
玩。以前玩具種類不多，加上不是每家每戶都捨得花
錢買玩具，因便成利，跳橡皮筋就在孩子間興旺起
來。「這玩意便宜又有益嘛！小孩子多活動多跳，有
助她們長高啊！」

岑媽媽說起自己小時候跳皮筋的經驗，一條小小
的橡皮筋，把村裡的孩子都連繫起來，「整條村的女
孩子都會一起玩，雖然有時玩輸了會鬧脾性，但過幾
天再把橡筋繩掏出來時，大家也會很有默契地『各就
各位』了。」

橡筋圈裏的感情圈
岑艷欣說一起跳皮筋的經歷加深了她和兩個姐姐

的感情，三人的年齡雖相差五年，興趣不盡相同，但
跳皮筋卻恰巧成了她們的共同嗜好，三姐妹人數也剛
好可以一起玩。有時候，岑媽媽更會跟女兒們一起跳
皮筋，「那時媽媽上半天班，我們下課後，她便會跟
我們三姐妹到公園去跳橡筋繩。」雖然岑媽媽的身手
不及女兒靈巧，但透過運動打破話語隔膜，母女之間
無所不談。

岑媽媽感歎越來越少人懂得跳橡皮筋，「現在的
小孩子太『矜貴』了，已不會去玩這些簡單的活動，
家長只會為自己子女報讀一系列昂貴的興趣班。」岑
艷欣認為，跳皮筋使小朋友多接觸不同的人，而不像
電玩遊戲般只對著一台機器。眼見跳皮筋逐漸沒落，
她也為這種民間運動失去承傳而婉惜，「其實這種
低成本的玩意更能體現創意。現今的玩具雖然品質很

好，但使小朋友失去想
像發揮的空間。」她認
為，橡皮筋材料簡單，
小 孩 子 必 須 構 思 出 不
同的玩法，以增加難度
和趣味，創意就得以培
養；反觀電玩遊戲本身
有完整的遊戲規則，小
朋友動腦筋的空間便會減少。

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導師王莎指，跳皮筋很適
合中小學生參與，這樣的活動要求小朋友多跳躍，又
有不同難易程度，可鍛鍊身體協調能力，使他們更有
爆發力。「你跳進橡皮繩的時候，你要把自己盡量縮
小，跳出來的時候再把身體放鬆，這樣很能夠鍛煉全
身。」

「內地的中小學，每節課後都有十分鐘小息，小
朋友可以隨時拿橡筋繩出來跳跳，舒活一下筋骨；在
香港，小孩在下午可能只有一個小息。」王莎認為，
跳皮筋運動在香港沒落，跟香港學校的上課編排有一
定關係。「上洗手間，喝喝水後根本做不了甚麼，甚
麼活動都是需要時間的，香港的環境不容許這種運動
發展。」

業餘協會  助民間運動發展
與跳皮筋類似，足毽也是一項特色的民間運動，

但它近年能夠在香港足毽總會的推廣下發展得有聲有
色，除了有足毽訓練班外，還舉辦一系列的足毽比
賽。香港足毽總會訓練主任余海傑表示，「要推廣一
項（民間）運動，必先成立一個業餘總會，這樣才
能獲得政府資助，然後才能進一步去聚集志同道合的
人。」他認為，跳皮筋運動很值得推廣的，因為它既
沒有危險性，亦沒有年齡限制，而且可以鍛鍊身體，
不似球類運動只專注訓練某些部位，「看著這運動逐

漸被淘汰，還真有點可惜呢！」

橡筋繩織法

▲雙繩，把橡皮筋對半，一條套住一條，去到
最後才打一個結，更易編織，而且不易斷開，
比單繩更加耐用。

▲單繩，把橡皮筋在相疊位置打結綁住，用料
雖較少，但質地較軟，容易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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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裁判的運動
極限飛盤

【本報訊】這是一項比足球、籃球更簡單的體育活動﹕不用龍門框，也
不用籃框，更不用裁判，這就是極限飛盤爭奪運動。
記者、攝影：關據鈞
編輯：黃健剛

飛盤即港人所認識的飛碟運動，由美國人發明，有傳其概念源自承載餡餅的金屬盤，現在比賽使用的飛盤多以
塑膠製成，直徑20-25公分。玩法主要包括擲準或擲遠、計時賽、花式及極限爭奪(Ultimate)。

極限飛盤爭奪運動屬隊制活動，每隊七人，不分男女，但作賽雙方的性別比例要一致，而且賽例不容許有身
體接觸，常見比例是五男兩女，或四男三女。比賽模式跟手球、足球接近，兩隊分別守衛己方半場，向對方底線進
攻。

飛盤開出後，攻方隊員需在飛盤著地前以手接盤，接盤後只容許約行走兩至三步的減速步。持盤者只可以重心
腳轉身，於十秒內傳出飛盤。守方隊員可以在沒有身體接觸下封阻持盤者的傳送，攻方隊員如在對方底線得分區接
到飛盤便可得分。此外，這項體育活動的最大特色就沒有裁判，由選手自行裁決，若雙方無法達成判決，則會返回
前一次傳盤前的狀況，重新進行比賽。

漸受港人歡迎
飛盤極限爭奪運動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於美國快速發展，及後擴展至歐洲，2001年更被列作世運會項目，本

港飛盤總會早在十多年前成立。
極限飛盤在本港發展初期，逾九成的參與者均為居港的歐美籍人士。現在，本地參與者的比率已由不足一成增

加到超過四成。飛盤總會主席唐麗娟解釋，近年有很多來港工作的人轉到北京及上海發展，因此外籍參與者的人數
減少。她又表示，對於目前港人參與比率已很滿意，但也希望有更多年青人參與活動。「我們正積極向大專院校推
廣活動，但同樣受制於場地。目前只有中文大學成立了飛盤學會。會內有具經濟能力的在職人士，可以負擔出國比
賽的費用，但就算學生無法出國比賽，外地的隊伍亦經常會來港比賽，而且我們亦不時舉行本地比賽，就算經濟能
力有限亦不用擔心。」

飛盤總會的委員Kevin Mulvey介紹，這項運動最吸引人之處，就是背後的體育精神。他說：「這是一項具有
對抗性，卻沒有爭執的比賽，因為我們都以誠為本，能夠在沒有裁判下比賽，就算無法達成共識，亦可返回對上一
個傳盤重新開始比賽。另外，比賽沒有身體接觸，無論男或女也可以參與，包容度很高。」他提到，亞洲區中，極
限飛盤在菲律賓的發展最成熟，其次是內地，但內地的發展步伐很快，相信可以在短時間內爬升至亞洲內高水平位
置。

男女同場競技 擴大社交圈子 
現年28歲的陳先生最先在英國接觸極限飛盤運動，至今已超過十年。「當時我在英國留學，學校的宿舍舉辦

了這體育項目，我就這樣開始認識極限飛盤，並愛上了這運動。返回香港後，我希望可以繼續參與這活動，因此自
己找資料，發現香港也有這項活動，因此加入了飛盤總會。」他表示，直到現在仍然很喜歡這項運動，亦很高興香
港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

來自愛爾蘭的女獸醫，在香港居住超過十年的Shevaun表示，她是經朋友介紹下認識這項運動。「我喜歡運
動，流汗令我感到更精神，不過這並不只是單單一項運動。由於男女可同場作賽，我可以認識更多不同的人，而且
大家亦不時組織社交聚會，令我有更充實的生活。」

場地限制阻普及
雖然本港飛盤總會成立之後不斷推廣活動，但目前本港的飛盤爭奪運動仍在發展階段。唐麗娟表示，場地不足

是發展這個體育活動的最大障礙，「極限飛盤只可在草地或沙灘等地面較軟的場地進行，但香港的草場不多，而且
有其他團體租用；沙灘又禁止擲飛盤，根本不能與足球、籃球等活動（的普及程度）做比較。」她稱，飛盤所需要
的器材及設施其實比上述體育項目還要少，只需一片草地及一只飛盤即可。

很多公共屋邨及私人屋苑都有足球場或籃球場，但卻沒有大面積的草地，即使有亦不會作體育用途。雖然場地
不足，但唐麗娟表示政府亦努力地在有限的場地條件下盡量提供支援，「近年康文署都會為我們預留場地舉辦泛亞
洲賽，令我們不用為場地而擔心，而且我們每周都能安排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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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占卜塔羅牌等。不過，並非每人都深信不疑，看
掌的張先生認為「測得就要信。」相反，黃小姐對占
卜的結果則一笑置之，認為是玩玩而已。
 在廟街擺攤多年的謝師傅認為，玄學非科學，
有些東西是解釋不到，「占卜占卦是信則有，不信則
無。」其實，命運有一半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卜卦看掌尋神明

一命二運三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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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人們對自己的命運、未來仍然充滿疑問，
有些人一生順風順水，有些人卻「頭頭碰著黑」。玄
學有云：一命二運三風水。有時候，香港人總會迷信
一下，以風水填補自己對命運的不安感。
 為找出自己的命運、改變自己的未來，大家可謂
各施各法：走過廟街、黃大仙，總會見到很多人排隊
「占卜睇相」，上香祈求神明庇佑；又或是擺出風水

卜卦看掌尋神明

一命二運三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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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美
鬥心機

【本報訊】千變萬化的顏色和鰭形，令展示型
鬥魚在近兩、三年間越來越流行，成為不少港
人的嗜好甚至專業。以往兩尾鬥魚要互相打鬥
至死，現在則演變成鬥美，為人們帶來視覺享
受。
記者：劉世達
編輯：伍甄琪

鬥魚(Betta)原產於泰國，生長於東南亞的池塘及沼
澤，這些野生鬥魚沒有鮮艷絢麗的外表，但卻擁有好勇
鬥狠的性格，因此成了當地居民的消閒玩意。鬥魚的遊
戲規則就如中國的鬥蟋蟀般，居民將兩尾雄性鬥魚放於
同一器皿內，牠們便會激烈地互相攻擊撕咬，直至另一
方死去。這是當時不少人眼中的一種極佳娛樂，後來更
漸演變成賭博活動，為人們帶來收入。

鬥魚的顏色最初偏向灰暗沉悶，其後流傳到西方，
有歐洲人研究繁殖不同鰭形和顏色的鬥魚，扭轉了牠們
純為戰鬥而生的命運，因此市面上亦出現不少觀賞價值
極高的展示型鬥魚。

花錢花心機　為繁殖完美後代
「中學時一次經過金魚街，看到鬥魚就喜歡上了。

」展示型鬥魚（亦稱『展鬥』）發燒友Also坦言。雖然
Also只有24歲，但已有七年飼養鬥魚的經驗，家中更飼
養了多達數百尾展示型鬥魚。「養展鬥是一種目標的追
求，每一次繁殖計劃都是一個考驗。」繁殖後代是飼養
鬥魚的精髓，加上可塑性很高，因此每次成功繁殖理想
品種時，均令Also感到無比的滿足。

為了可以繁殖更理想的魚種，Also不時到泰國等東
南亞地區搜購新款的魚種，「魚的外表除了取決於基因
外，後天的人為因素也非常重要。只有花過心機照顧牠
們，鬥魚本身最好的一面才會展露於人前。」為向更高
水平進發，Also花在鬥魚的支出更由以往的數十元，到
現在花費100至200美元（約港幣775元至1550元），
「曾經有一段低潮時間，覺得養得太多魚，很累了。但
看見別人繁殖出漂亮的鬥魚時，我又再重拾動力。始終
心繫『展鬥』！」

以魚會友　交流養魚經
飼養鬥魚除了是一種個人嗜好，還為世界各國的

魚友提供一個互相交流和較量的平台。在世界各地，包
括香港在內，每年均會舉行展示型鬥魚比賽，根據其美
態、鰭形、顏色、體質等元素作比較，評審參賽者提交
的「展鬥」。早前在印尼的國際比賽中獲獎的Also，認
為比賽為他帶來成功感。「眼見手上的獎狀和獎牌，心
情真的難以形容，這是一種肯定！」

香港現時有不少討論展示型鬥魚的論壇網站，不少
魚友都會到該站互相交流養魚心得。身為論壇的管理員
的Also稱，不時要解答網友的提問，「養魚令我學懂了
很多，以自己的經驗替別人解惑，慢慢建立出自信。」

「我覺得鬥魚千變萬化，比其他魚類更多變化。
」30多歲的楊先生有兩年飼養鬥魚經驗，他表示在網
上看見鬥魚的圖片時，就被其鮮艷顏色及漂亮鰭形所迷
倒。本身有正職的他，爲了讓更多人認識鬥魚，最近更
自資開店，專門售賣泰國的展示型鬥魚。

「有些人喜歡拿自己的魚到魚店來，跟我和其他魚
友分享！」楊先生笑言，在店內顧客和店主不只有買賣
的關係，因為對鬥魚的熱愛，魚友們更經常互相交流養
魚心得。

粗生粗養 易養難精
跟一般觀賞魚不同，鬥魚較為粗生，數天不換水、

不餵食也沒有問題。而且牠們利用褶鰓呼吸，即使身處
溶氧量極低的水裡，仍可游近水面直接呼吸空氣，維持
新陳代謝。因此家中不需要添至任何的水族器材，簡單
如利用一個洗淨了的玻璃瓶便可飼養鬥魚，而且其價格
亦不高，最便宜的只需十元便可買到。

然而，要令鬥魚長期保持在最佳狀態，也要花上
不少心機。「即使出外旅行數天，只要稍一不理，牠們
就會『燒尾』了。」楊老闆稱，所謂「燒尾」，是指魚
鰭因水質欠佳而出現穿孔或潰爛，是鬥魚身上常見的毛
病。「定時吸走魚糧的殘渣及排洩物，是把『展鬥』養
好的基本工作。」

展示型鬥魚品種
展示型鬥魚的品種五花八門，其中比較流行
的有四種，分別為馬尾 (Veil Tail，VT)、冠
尾 (Crown Tail，CT)、將軍 (Plakat，PK) 
及半月 (Half Moon，HM) ，屬於同一魚科，
惟需透過背鰭、臀鰭及尾鰭的形狀來分辨。
至於鬥魚的顏色，除了一般的單一純色，亦
有大理石 (Marble)、金屬系(Metallic) 及龍鱗 
(Dragon) 等特別色系，一尾鬥魚更有可能同
時具備多種色系配搭的特性，有千萬種組合
可能性。

半月 (Half-Moon, HM)
特徵：魚鰭特大，尾鰭
展開時可達 180 度或以
上。

冠尾 (Crown-Tail, CT)
特徵：魚鰭形狀呈細針

狀，尤如皇冠一樣。

將軍 (Plakat, PK)
特徵：魚身較壯，魚鰭較
細少，惟亦可能具半月的
尾鰭特徵。

▲拿開間板，公魚便會「發怒」，也是牠們展示最美
麗一面的時候。 

（網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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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慢
不一樣的旅遊方式

【本報訊】面對不喜歡的職業，有人一路高呼「生活逼
人」，卻甘於一成不變的生活。也有人希望遠離急促的人
潮，他們對各地文化充滿好奇，選擇駕單車「慢」遊。或
結伴，或獨行，他們體驗著不一樣的生活，點綴人生。

記者﹕馮子彥
編輯﹕林璐菁

圓桌研究及教育協會總幹事林輝，對隻身
的單車旅行情有獨鍾，他認為與朋友把臂同
遊，不但會互相依賴，還難以脫離熟悉已久的
香港文化。談起單車遊的緣由，他說在2007
年10月於雲南巧遇一名從西藏拉薩騎單車而來
的香港人，「他興高采烈地和我分享單車旅遊
的趣事，激起我一嘗單車旅遊的滋味。」

香港人愛把行程安排得緊湊，許多景觀也
只能匆匆而過。林輝表示，單車旅遊的特色在
於『慢』，讓人細味感受與大自然的關係。「
每次單車『慢』遊，你會呼吸著當地的空氣，
感受大自然的變化如落雹，這份感覺實在難以
言喻。」他還希望腳踏車子，遊遍東南亞等地
方，「我對於已發展的國家不感興趣；相反，
我對越南、泰國等地的文化認識不多，因此想
藉單車『慢』遊，體驗當地文化。」

「人需要喘息的空間，去重新思考自己。
以單車旅遊為例，從前我對所有事物抱著三分
鐘的學習態度。不過單車旅遊讓我學會堅持，
進一步認識自己。」林輝還提到，自己前往西
藏，途徑滇、藏交界，遇到了一對從廣西踏單
車過來的老夫婦。「他們跟我一樣，想以單車
前往西藏。他們年紀
老邁，卻有著與我一
樣的決心，實在令我
佩服不已。」

結伴同遊

隨遇而安
與林輝不同，社

民連社區幹事楊國雄
喜歡與同伴踩單車同
遊。「一個人的單車
旅遊會很寂寞，而且
有著許多預計不到的

問題，結伴同遊除了能一起分享旅遊的喜悅，
也能互相照應。」2003年於中文大學畢業
後，楊國雄就帶著背包，乘火車到國內不少地
方遊歷。在成都，他巧遇一名愛爾蘭人。「他
用了九個多月的時間，從愛爾蘭踏單車過來。
」與他閒聊過後，楊國雄便就地開始單車旅遊
的體驗。

楊國雄坦言單車旅遊受到工作的限制。「
一般的長途單車旅遊要花上至少一個月時間。
上班族每年只有十多天假期，要安排長途單
車旅遊又談何容易？」楊國雄享受短線單車旅
遊，在訪問那天的前個星期，他跟隨單車旅遊
會展開了三天的單車旅遊。「我們騎著單車，
由深圳出發，遊歷國內不少地方，例如走訪過
清遠、三水等地。」

楊國雄談及單車旅遊的心態時稱，要抱著
隨遇而安、順其自然的心情享受旅遊。單車「
慢」遊，就是以另一種方式體驗、感受生活。
因此每次單車旅遊，他不愛作深入的事前準備
或計劃。「要完成單車旅遊絕非易事。當你專
注踏單車，不但能拼除心中的雜念，還可以磨
練人的意志。因此任性的人很多時候會選擇放

棄。」

「單車之友」負
責人黃玉成表示單車
旅遊越來越普及。「
近年來，香港單車選
手於比賽項目中接二
連三獲得佳績，不少
人因而開始留意與單
車有關的活動。」

▲林輝往西藏途中的休憩地點雖然簡陋，卻是一次特別體
驗。 【受訪者提供】

▲經歷艱辛終于抵達業拉山口，林輝難掩興奮心情，與
愛車合照。 【受訪者提供】

做足準備
        踏上單車行

單車旅遊是自助旅遊的一種。在踏上充
滿刺激、趣味的旅途前，遊者需要為行程做
足準備。首先，需要認清自己的能力：可以
付出多少時間與金錢、想在旅程得到甚麼，
這些都決定著旅程的長短。接著，需要為目
的地搜集資料，可以從網上地圖找到路線的
長短、交通和地形。另外，單車旅遊者的背
囊裏應該備有地圖、相機、日用品、常用
藥，以及足夠的食物和水，服裝以輕便為
主。由於爆胎、滾軸問題在旅程中很常見，
因此旅行者亦要對單車維修有一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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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教育
    助學生全面發展

【本報訊】為了迎合三三四新高
中學制的全面發展，有學校提供
刺激、有趣的課堂活動，如將學
校天台改建為野戰場地，或增設
海事課程，幫助學生學習書本
以外的知識，但有學校亦表示這
些另類設施開支大，因而難以維
持。
記者：倪敏燕

編輯：葉嘉茵

資金不足 野戰場地荒廢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於1999年以

廢車軚、舊壁報板等材料將學校天台改建成模擬軍
事訓練場，並在天台側面安裝了膠板，防止子彈射
到附近的住宅，或反彈到學生身上。學校也購入一
系列野戰服飾和裝備，如頭盔、槍械等，更讓學生
組成了野戰學會，體驗野戰的樂趣。該校是透過優
質教育基金購入野戰裝備，課外活動主任申玉超指
出，基金只批出兩年撥款，其後的費用需要學校自
行負擔，使場地營運出現問題。「手套壞了，可以
即時更換，但槍械維修需要時間和金錢。加上教改
和新高中為教師帶來很多額外工作，野戰學會每次
活動要花教師三小時，對教師有時亦感到吃力。」

由於教師人手及資金不足問題，該校於今年停
辦野戰學會，只保留班際射擊比賽。曾參與野戰學
會的學生伍德健坦言，對學校今年停辦野戰學會感
到失望，「學校設有野戰場地很特別，活動亦可以
訓練集中力，還引起了我對槍械歷史的興趣。」而
另一名學生梁頌康也對停辦學會感到可惜，他認為
即使保留班際射擊比賽，卻遠不及對戰形式富挑戰

▲以往學生在模擬軍事訓練場，進行隊戰的情況。

性。由於停辦了學會，平日學生是不允許到模擬軍
事訓練場，場地未有任何作用，只有一堆車軚，野
戰用具也被收起。

申玉超更表示，設立模擬軍事訓練場是希望
滿足年青人對刺激的追求。「野戰最主要講求合作
性、互相協調，需要互相補位。同時，學生也可以

訓練個人分析力，提升自律性。而老師與學生在活
動過程中相處時間增加，感情自然有所增長，師生
關係好，學生對學校歸屬感也會相對加強。」

師資支援不足 難吸引教師
有學校以廢料設置野戰場，亦有學校由於鄰

近海灘，故設立水上活動中心。位於赤柱的香港航
海學校，為方便學生進行多種水上活動，如滑浪風

▲水上活動有益身心，使一班學生從中找到真摯的友
誼。

帆、獨木舟、帆船等，故設有水上活動中心。該校
有大量水上活動用品，亦有近400萬的大型船具。
而其初中課程每星期均設有「海事課」，希望學生
透過嘗試不同的水上活動，啟發他們尋找其人生目
標。該校滑浪風帆校隊隊員馮熹樺表示，初入學
時對海事課很反感，但在課堂嘗試過後，現已完全
改觀，他更代表學校甚至香港出外比賽。馮熹樺認
為，「活動不單可以訓練體能，更可以學習團隊精
神。」

香港航海學校水上活動中心經理陳玉華指出，
這些另類活動的師資支援不足夠。「教育局規定老
師最少要持有學士資格，但這類有專業海事教師資
格的導師，在私人機構的工資卻是當教師的三至四
倍，實在難以吸引他們從事中學教育工作。」

而香港航海學校校長夏展信亦指出，雖然教育
局漸漸重視課外活動，但是支援仍然不足。由於活
動器材主要由校董會自行籌款，資金不足至無法支
付大型船隻的維修，亦未有完善的儲藏地，近400
萬的大型船具被放在戶外或舊貨櫃內儲存。

支
援
有
限 

阻
礙
另
類
活
動
發
展

教育局每年向學校發放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但
此項津貼是一筆過的資金，
資助學校學術及課外活動，
由學校自行分配。在「求分
數」的學習氣氛下，大部分
學校都將資源投放於改善學
術，只有少部份用於課外活
動。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副主席馮偉華指出，該會曾
向教育局爭取，讓學校加設
文職人員，以協助處理課外
活動的行政工作，但進展不
大，「老師負責教書，處理
課外活動是額外工作，而教
改和新高中學制的推行更加
重教師負擔。」

教育局則回應，除政府
所提供資助外，學校亦可從
其他途徑獲得活動經費，例
如向學會或活動小組成員收
取會費、接受校外贊助等。
而該局自2005年起，亦先
後向學校發放多項津貼，包
括「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多元學習津貼」等，讓學校
在籌備新高中課程時增聘教
師、教學助理及添置器材。

平凡人   
   說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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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老師
黃霑同門師兄弟

盧振邦自幼跟隨梁日昭老師學習音樂，可
謂黃霑的同門師兄弟。於2002年獨自創立了
良坊音樂學院，教援粵語及國語流行曲的歌唱
技巧，至今累積學生人數約近四百人，不時獲
邀到不同地區演出。

歌唱是盧振邦的「老本行」，他認為看書
有助了解歌曲裡蘊含的情感，「有時候，你未
必經歷過歌詞內所提到的事，但你可以藉著身
邊朋友或者書中的一些類似經歷，來模擬他們
當時的感受，那便較容易掌握歌曲的感情。」
盧振邦喜歡看書，認為可以學到很多道理，「
一個人不可能有這麼多經歷，故此汲取別人經
驗就是最快的學習方法，而其中一個最快的途
徑便是看書。」

「 「

連想也不
敢想，談
何成功？

盧振邦是良坊音樂學院的總監，他一直希望能
將流行曲藝術化，並把學院規模擴大，同時他還嘗
試涉獵其他方面的生意，如製作公司、模特兒公司
等等，希望能創出自己的一片天，將事業推至另一
個高峰。

要成功　先要敢「想」
很多人認為夢想是不切實際的，但盧振邦卻認

為，「想」是達至成功的一個重要階段，如果連「
想」也沒有，便不用奢想能成功了。

「你渴望自己有多少時薪？」他經常問別人，
但得到的答案總是遠遠低於他的想像。「你認為時
薪五千元是很多嗎？想而已，為甚麼連思想也要受
局限？我想將來有一億元時薪，也許你會覺得是天
方夜譚做不到，但只是想而已，或許有天我真的能
做到……」他又引用《富爸爸窮爸爸》一書，「人是
應該要有慾望的，有慾望才會有推動力，慾望是甚
麼？就是剛才所說的『想』，連想也不敢想，談何
成功？」

很多人會認為時薪一億元是奢望，但在盧振邦
看來，只要你去做，那便不是奢想。「本來我也是
零，即使我的慾望達成不了，我也只是零，所以我
是不會輸的，必贏！」他所談的，無非是另一版本
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但他同時認為夢
想與奢想只是一線之差：「只要做任何事前謹慎清
楚，『想』是絕對沒有問題，除非誇張得認為不停
跳就可以飛上天，或者賭錢可以致富，這些才是不
切實際的奢想，已不是單純「欲望」這麼簡單。」

和癌細胞談天
然而，雄心壯志的盧振邦在零八年年尾，發現

自己患上了睪丸癌。長期病患者因病厭世，選擇自
殺了結生命的新聞時有發生，但他不但沒有放棄與
病魔抗戰，更以異於常人的樂觀態度接受治療，更
因不想打亂時間表而堅持上班。「我一星期不上班
會牽連很大，所有學生都會因我缺席而要停課，
加上他們的歌唱技巧大多不穩定，若果停練一段時
期，要再練起來會更費工夫。」

可惜癌症並不是感冒，盧振邦大約每三星期
便需要入院一次，接受每次為期五天的化療。當
時，受病魔折磨的他除了入院的五天及回家休息的
兩、三天外，其餘時間都堅持上班。這種不健康

的 行 為 ，
令 別 人 都
以 為 他 是
瘋 了 ， 但
他 卻 深 信
自 己 能 戰
勝 病 魔 ，
更 認 為 上
班 是 最 正
常 不 過 的
事 ， 自 己
絕 對 承 受
得來。

「 我
躺 在 醫 院

接受化療時，只想著一件事──和癌細胞談天。我
對它們說『走吧！我死了你們也會死，何苦要留在
我的身體內呢？對大家也沒有好處。』」這樣積極
樂觀的心態，最終令他成功「勸走」病魔，康復過
來。

願正面影響世界
「我最希望能夠做到的，就是成為一個對世界

有正面影響力的人。」他認為，只要能夠攀到這一
點，他的事業就可算成功。即使現在，他也堅持對
身邊的學生循循善誘，也藉著讓他們協辦及策劃一
些活動，訓練他們各方面的能力。

一份堅持，加上敢於夢想的態度，能否令盧振
邦實現理想，讓他成為世界上一個有正面影響力的
人？或者看完這篇專訪後，能令人頓時得到一點啟
發，明白一些道理，那麼他已經成功了一大步。

【本報訊】盧振邦，你可能不認識這個人，但一個平
平無奇的名字卻隱藏了無比信心與堅持。他現在是一
間音樂學院裡的總監，擁有強頑鬥志的他戰勝了癌細
胞，更深信自己將有一日能成為跨國集團的總裁。或
許將來真的有一天，全世界也會認識他。

記者：彭家騰
編輯：鄭嘉慧 平凡人   

   說夢想

平凡人   
   說夢想

▲盧振邦於2008年中表演歌唱時相片 。

（網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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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命 
影響生命
【本報訊】在每個星期一的下午，蔡慧煌（Dr. 
Amy）穿上掛有不同的裝飾白袍，手上拿著的一
些變大了的探熱針、針筒、探聽器等玩具，來到廣
華醫院的兒童病房「註診」。小朋友看到這名「醫
生」也不會感到害怕，皆因她是一名小丑醫生，每
星期也為患病兒童帶來無限歡樂。

記者： 李慧怡
編輯： 楊素婷

小丑醫生，雖不是真正的醫生，但亦不是只懂表演雜技的小丑。現時香港共有六
名小丑醫生，而本身任職社工的Dr. Amy就是其中的一位。每逢星期一下午她也會到
廣華醫院的兒童病房義務「註診」，每次大約三小時。Dr. Amy表示，絕不可看輕這
三小時的威力，她會透過不同的方法，如話劇、魔術、講故事等，把快樂帶給住院兒
童，減底他們對治療的恐懼。「我們期望每次可以接觸每位病人五至十分鐘，不論是
聊天、玩遊戲或做小手工，都希望令小朋友感到受重視、受尊重。」

一腔熱誠 兼任兩份工作
Dr. Amy任職社工14年，她表示，社工能夠「以生命影響生命」，一直都喜歡這

份工作，可惜，有時候心惰卻很沉重。「社工要24小時候命，有來電便一定要聽，因
為不知道是甚麼人需要我的協助。」而且，社工的工作需要與時間競賽。「面對一些
年青人，看到他們可能會被拉進黑社會，要長期跟進他們，嘗試拉他們回頭。」她亦
曾經看過有些社工給自己太大壓力，最後放棄當社工。她認為只要自己已經盡力，問
心無愧便可以，「所以要減壓，需要釋放壓力，否則便會有挫敗感，很容易會放棄。
」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Dr. Amy認識了在小丑醫生公關公司任職的朋友，覺得小
丑醫生的理念很有意義，於是參加了面試，經過約一年的實習後，便投入工作。Dr. 
Amy坦言，小丑醫生這份工作確實為她添加不少壓力。「當時剛做小丑醫生時常擔心
表演的魔術、玩意會有用完的一天，害怕小朋友覺得悶。」但當了四、五年小丑醫生
後，其中一位長期病童對她說，「這些玩意其實我都玩過，但不要緊，有你陪我玩就
好了。」她才明白到，用甚麼工具、玩甚麼玩意，其實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令小朋
友開心，減低他們對治療的恐懼，令他們感受到關心。自己最重要是享受過程，而不
是看成一份工作去完成。現在，當小丑醫生反而成為她減壓的方法。「你會感受到，
當面對小朋友時，雖然他們不是你的上司，卻很希望讓他們開心。」

記下每個承諾  把握探訪機會
每位小丑醫生都只會專責到一間醫院服務，跟長期住院兒童建立了朋友的關係。

「雖然小丑可以帶歡樂給別人，但小丑醫生也是人，難免會有傷心的時候。」在九年
的小丑醫生生涯中，Dr. Amy曾經經歷過兩位病童的離逝。最深刻的一次是她收到一
封電郵，一位哥哥希望小丑醫生可以到醫院，探望一下快將18歲生日的妹妹。「當時
覺得這位哥哥對妹妹真的很好，所以我決定到醫院，探望他的妹妹。」想不到，那位
哥哥其後寫信來道謝，他在信中寫道：「妹妹終於笑了，我很久沒有見過她笑，很感
謝你們。」一年後，Dr. Amy寄了一張聖誕卡給那位哥哥，慰問妹妹的情況，而他回
信說妹妹已經離開，「不過他仍然很感謝我曾經來過逗她笑，而且希望小丑醫生的服
務，可以繼續下去。」

這次的經歷令Dr. Amy更了解到自己的角色，「無論是當社工或小丑醫生，做
任何事都要「及時」，因為病人是等不到的。」。Dr. Amy亦表示會記下曾經承諾過
小朋友的每一件事，因為她認為答應了小朋友的事，便一定要辦到，否則便沒有了誠
信。「任何事錯過了，便不能回頭。若今天我不去探訪病童，或許下一次他可能已經
離開了。」

與家長互相支持
由於有些家長不理解他們的服務，加上長期照顧患病的子女，心情會較差，起初

也會很抗拒他們，拒絕小丑醫生與子女聊天。「他們通常都說：你們會嚇到小朋友，
不要行過來，他不會玩的！」。當面對這種情況，Dr. Amy都不會強逼他們，先到其
他病床與小朋友玩遊戲。當家長看到其他小朋友玩得開心，而醫護人員亦幫忙解釋小
丑醫生的工作後，了解到她並沒有惡意，便會放下戒心。

「有次看到有位媽媽，沒精打采似的，應該是很疲累。雖然我幫不上忙，但我仍
衷心地安慰她。」當那位媽媽聽到Dr. Amy的一句﹕「媽媽要照顧小朋友真的很辛苦
呀！」，立即眼泛淚光，差點哭出來，因為她知道有人明白她，大家的關係也因此變
好了。「現在的家長不會拒絕我，還會問候我一句『辛苦嗎？』」短短的一句問候，
對Dr. Amy來說卻是一份支持，也是一份成果，「小丑醫生不需簽約，著重個人奉獻
精神，只是依靠個人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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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醫生服務由瑞士菲奧多拉基金提
供，是兩位兄弟為紀念和延續母親生前致力
推動病童服務的遺願而組織，並於1996年
於香港推廣小丑醫生的服務。小丑醫生屬義
務工作，需每星期定時到負責的醫院服務，
為病童帶來歡笑，減輕他們對治療的恐懼。
該組織希望培訓更多小丑醫生，以協助拓展
服務到其他醫院，然而大部分港人未能抽出
時間擔任這項長期服務，令小丑醫生的招募
工作變得困難。現時，小丑醫生更因豬流感
原故，除了於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的兒童病房「駐診」服務未受影響外，其他
醫院的服務已由本年五月起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