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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香港工業發展蓬勃，當很多香港人都從事藍領工作的時候，Peter
於1972年卻「幸運地」考獲當時被稱為「鐵飯碗」的政府工，於環境保護署
管轄的焚化爐擔任操作員的工作。20年後，隨著焚化爐關閉停用，Peter亦被
轉職至環境保護署其他崗位上工作。

精神病初發向專業人士求助

轉職後，Peter初期不是很適應新的工作，導致與同事在工作上常有磨擦。沉
重的壓力無從舒解，情緒越見底落，對生活、工作以至與家人的關係都有了
莫大的影響。

1995年的平安夜，Peter放工後乘搭巴士回家的途中，眼見聖誕燈飾一閃一閃，
彷彿聽見耳邊不斷有人跟他說聖誕快樂，他也毫無意識地不斷回應著：「多
謝！多謝！多謝！多謝！……」燈光每閃一下，Peter都報以一句「多謝」，
身旁的乘客看見Peter自言自語都投以奇怪的目光，取笑他是「神經病」。

Peter回家後，不斷的耳語讓Peter感到十分驚慌。經過兩天的掙扎，他知道
不能坐視不理，於是決定向專業人士求助。他求診於私家醫生，並轉介至急
症室跟進。Peter被確診患上思覺失調，並被安排入住青山醫院進行治療。經
過約1年時間，Peter的精神狀況終於回復穩定，而醫生報告指他適合離開醫
院，重投社區生活，但須定時覆診。

自己的身心靈、自己主導

離開醫院後，Peter 幸運地能返回原本的工作崗位繼續工作，逐漸地工作成為
Peter的生活動力。他坦言：「患有精神病令我最討厭的是被歧視。眼見同事
避開我，感覺被人看不起，認為有精神病的人都是沒有能力的」。Peter以行
動證明自己的能力，他重返昔日的工作崗位後，不但能跟上工作進度，更主
動支援其他同事，漸漸地他與同事重新建立相互的信任及穩定的友誼， Peter
明白到要別人接受自己的工作能力，而不是自己的患病經歷。



2020年6月號

2

然而，不久後，Peter患上眼疾而不適合在原有的崗位上繼續工作，但Peter
沒有放棄，接受社工轉介至新生會的庇護工場工作。他由最初只是從事一些
簡單的包裝工作，到後來他也有份參與一些軟陶工藝品的製作。Peter看見自
己有份製作的產品在市場上出售，喜悅的心情是不能言喻。Peter認為：「庇
護工場有很多不同的生產工作，讓他學會了其他手藝，而生活亦有所寄托及
變得充實，身心靈平和。」

復元人士的天賦

Peter又留意到在庇護工場有其他很多學員，他們是復元人士。復元人士也能
製作出很多精緻的手工藝品，而當中亦有很多復元人士富有無限創意及藝術
天份。 Peter期望社會大眾能花少少時間了解及接觸復元人士，及欣賞他們不
一樣的天賦。

堅持．不放棄的人生

掃瞄二維碼
瀏覽及訂購庇護工場產品

https://www.nlpra.org.hk/tc/theme/sof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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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紅白藍，讓人想起六、七十年代香港人帶衣服糧油回鄉探親的紅白藍膠
袋，現在已發展為盛載香港的文化傳承的產品，標誌著香港人勤奮向上及靈
活變通的精神。

於2012年，新生會與本地知名設計師及藝術家又一山人（黃炳培先生）合作，
採用紅白藍物料設計成不同的產品，讓位於石硤尾的新生會大樓庇護工場的
復元人士可參與創作。其後，新生會創立330品牌，推廣身(3)、心(3)、靈(0)
整 全 健 康 ， 其 中 包 括 紅 白 藍 330 。 大 眾 可 在 新 生 會 網 上 商 店
(http://rwb330.corecommerce.com)瀏覽及購買紅白藍330產品，讓他們學
習車衣手藝及賺取生活津貼，協助他們融入社會，自力更生。

備受歡迎的紅白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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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歷數月的肺炎疫情，戴口罩已成為香港人的新常態。新生會庇護工場
於5月份逐步恢復運作後，特別利用紅白藍物料製成兩款口罩保護套，一方面
是希望表達新生會與香港人齊心抗疫的心意，另一方面亦希望大眾可以了解
復元人士的能力。

口罩保護套貫徹紅白藍物料耐用易清洗的特性，方便用後清潔，時刻保持衛
生。而紅白藍口罩保護套亦具有另一重意義，就是代表著對復元人士的支持
及鼓勵。我們歡迎企業伙伴訂購紅白藍口罩保護套作為員工禮物，為他們送
上多一份保護。一套兩款的紅白藍口罩保護套訂購價為港幣45元，亦可分開
購買，每個25元。

如欲訂購紅白藍口罩保護套，請聯絡新生會大樓庇護工場。
電郵：nlbsw@nlpra.org.hk
訂購電話：(852) 2778 6023

按此選購其他紅白藍產品

http://rwb330.corecomme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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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在線懷舊小遊戲

行動

認識懷舊小遊戲

抓子、踢毽及彈波子是香港五、六十年代盛極一時的遊戲。當時香港處於
二次大戰後的復原期，百業待興之時又有大量移民湧入，經濟環境較為困
難，大部分家庭為草根階層。當時的童玩價格便宜、製法簡單，有些更是
就地取材或不用道具便能自創有趣的遊戲，抓子、踢毽及彈波子便是其中
幾款受歡迎的遊戲。這些遊戲不但為小朋友帶來樂趣，更有助他們鍛鍊肌
肉及手眼協調、訓練思考及計算力，並可與一班小朋友一起玩，享受群體
生活。

利用科技結合330健康元素，推出在線懷舊小遊戲

「dayday330」行動特別將這些懷舊小遊戲與現代化科技結合，推出抓子、
踢毽及彈波子在線遊戲，令大家重溫這些遊戲。我們更在這些在線遊戲中
注入身、心、靈(330)健康元素，希望大家在玩遊戲時除鍛鍊手眼協調外，
更可放鬆身心，增加關注身、心、靈健康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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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在線懷舊小遊戲

行動

2019年開始，新生精神康復會推廣「dayday330」，希望每個人能養成關
注身(3)、心(3)、靈(0)的習慣，每天做一些自己喜歡的活動，並加入靜觀
元素，專注當下，給自己一個「330小休息」。我們嘗試以現代科技推出
在線懷舊遊戲，一方面希望讓大家認識到我們上一輩的兒時遊戲，另一方
面，在玩遊戲時，可以給自己一個330小休息。遊戲過程中，大家毋需介
意結果，享受遊戲的過程，並邀請家人及朋友參與遊戲，互相交流，分享
快樂，一同關顧自己的身、心、靈(330)健康。完成遊戲後，我們會邀請大
家回答3個簡單問題，瞭解自己在遊戲對身、心、靈的中的體會。

掃瞄二維碼
開始進行
線上遊戲

「dayday330」行動

新生精神康復會(新生會)鼓勵每個人恆常地照顧自己的身(3)、心(3)、靈(0)
健康，並在日常生活中養成330的習慣。新生會2019年初推出dayday330
(https://dayday330.hk )，鼓勵每個人每天抽出至少3分30秒作一個330小
休息。

「330小休息」
有研究顯示，進行「小休息」，可舒緩情緒、減少壓力，促進身、心、靈
健康，並提高每個人關顧自己身、心、靈的意識。新生精神康復會臨床心
理學家凌悅雯提醒我們，無論每天生活多忙碌，都可以用少許時間做一些
自己喜歡做，並且有益身心靈(330)健康的活動，作為一個330小休息。簡
單來說，每日都只需用少少時間進行330小休息，便可提升自己的身心靈
健康。

「330小休息」的三個特色是……
• 做一些自己喜歡做、而且有益身心的活動
• 每日最少進行一次、每次最少3分30秒
• 自己安排時間進行，不會令自己有壓力

https://330gamestation.newlife330.hk/
http://dayday330.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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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最新動向

dayday330 於2019年啟動至今， 已獲得超過90間機構 /學校支持，成為
行動支持機構。 他們除了向員工 /老師 /學生推廣每天進行330小休息的訊
息外，亦會以不同方式協助本會向公眾人士宣傳dayday330行動。其中，
港鐵於6月5日至19日於東鐵綫、港島線、觀塘線及荃灣線為dayday330免
費提供月台廣告宣傳位置, 藉此向更多人推廣330小休息對提昇身心靈健康
的重要性。

如希望成為dayday330行動的支持機構， 與新生會一推廣330小休息， 請
聯絡新生會傳訊部（corporate-affairs@nlpra.org.hk）。

港鐵贊助新生會宣傳dayday330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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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旗下社會企業farmfresh330成為了中電「全心傳電計劃」商戶之
一，中電「全心傳電計劃」的客戶於6月1日至7月31日期間，只需透過其
手機程式內的「幫襯社企換獎賞(網上商店) 」，以智能積分換領優惠，
並於新生會社企eshop330網上商店消費滿$330，輸入指定優惠編碼，即
可獲贈免費禮品乙份。

「全心傳電」客戶於farmfresh330 (大圍店/ 金鐘店) 每次消費滿$50，當
期即可獲賞 500「智能積賞」積分，而於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優惠期內，
每月最高更可獲贈 2500「智能積賞」積分。

新生會最新動向

掃瞄二維碼
了解更多

farmfresh330 x 中電「全心傳電計劃」

https://eshop330.hk/tc/news_detail.php?cid=2&id=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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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幾個月，現在復課，都不知道小朋友的學習進度能否跟上？

小朋友有幾聲咳，是否已感染新冠病毒？

新生會最新動向

掃瞄二維碼
重溫網上講座

「自在親職樂童心」
心理教育講座網上重溫

照顧小朋友從不簡單，不管看了多少有
關親職的書籍，問了多少家長親友們的
意見，甚至諮詢了專家，好像總是有各
式各樣的難題在等著你。疫情爆發下，
停學停工、在家隔離，迫不得已長期留
在家中，形成「困獸鬥」，加劇了家長
和小朋友之間的磨擦。按捺不住的情緒，
更讓不少家長懊惱及感到無奈。新生會
臨床心理學家張敬斯博士與您一同探討
如何透過靜觀學習專注於「此時此刻」，
培養更敏銳的覺察力，繼而減少於面對
親職壓力時出現的「自動化反應」，讓
自己可以選擇更有效的回應方式。

https://youtu.be/y_dt0bWCx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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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將推出「friends330」會員計劃， 匯聚一群關注身心靈(330)健
康的朋友，藉著與大家分享有關身心靈健康的資訊、產品及實證為本的
小工具，讓大家更懂得照顧身心靈，好好享受自在的生活。我們誠邀您
加入「friends330」與我們一起構建330生活模式。

加入「friends330」只需要……

1) 累積捐款或物資捐贈價值達 $1,200或以上
(https://www.nlpra.org.hk/TC/support) (由新生會邀請)；或

2) 於farmfresh330、cafe330或space 330惠顧滿 $60可獲印花一個
(eshop除外)，累積滿 30個印花。

「friends330」禮遇和優惠：

• 可獲「friends330」迎新禮品
• 惠顧全線 farmfresh330、cafe330及參加space 330的工作坊及訓練

課程，均可享95折優惠#
• 以優惠價參加friends330工作坊

#除特別註明外，推廣優惠不可與任何其他折扣或優惠同時使用

新生會最新動向

掃瞄二維碼
了解加入
friends330詳情

即將登場

https://www.nlpra.org.hk/TC/support
https://dayday330.newlife330.hk/friends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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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330」？

新生會在致力倡導「復元為本」服務的同時，亦關注所有人的身、心、靈健康。
新生會於2011年創立「330」品牌， 「330」是「身(3)心(3)靈(0)」的諧音，
我們希望能將關注330健康的訊息融入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及新生會的服務中。

新生會最新動向

本會分別於大圍、屯門及金鐘開設farmresh330，是一間優質健康食品專
門店。farmfresh330提供自家農場「新生農場」所種植的有機蔬菜、時令水
果、素食、和林林種種的健康食品和天然産品。

按此了解更多farmfresh330資料

本會合共有5間cafe330分別位於三間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明愛醫院及廣
華醫院)及兩間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為醫護人員、大學師生及訪
客提供優質的餐飲服務，並持續為康復者創造更多就業及培訓機會。

按此了解cafe330最新資料

newlife·330是新生會旗下自資營運的項目，旨在讓大家用最簡單的方法，
透過持續的靜觀練習，以達至整全身心靈健康。而space330是位於太子花
墟附近的活動空間，用以舉辦各類型結合靜觀及不同興趣活動的工作坊，讓
忙碌的香港人在鬧市中也可享受寧靜一刻。

按此了解更多newlife.330資料

了解更多 farmfresh330，cafe330及 space330

farmfresh330及cafe330是新生會旗下的社會企業分別向顧客提供優質健
康食品並宣揚整全身心靈健康訊息。

即將登場

https://bit.ly/2Yi5b2G
https://bit.ly/2Ujeq18
https://newlife330.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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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最新動向

踏入6月，終於輪到「一家之主」爸爸做「主角」。爸爸為了家庭，忙碌在
外打拚，總是忽略了自己的身心靈健康。作為子女，適逢父親節，是時候
答謝爸爸長久以來的辛勞與付出了。要讓摯愛的爸爸增強活力、重拾強健
體魄，健康食品是您的最佳選擇，既可向爸爸表達謝意，亦可為他的健康
打打氣。

於6月12日至21日期間，新生會旗下社企farmfresh330及新生農社推出父
親節優惠，購買南非國寶赤萁紅茶2.5gX40包 ($128/盒) 或Barlean's有機
冷壓亞麻籽粉454g ($128/罐)，即可免費獲贈dayday330日日花香掛耳式
濾泡咖啡獨立包X2包(送完即止)。

祝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身心靈健康！

詳情：https://www.facebook.com/eshop330.hk/
查詢：2231 7500

社企隆重呈獻
「父親節．獻心意」購物優惠

https://www.facebook.com/eshop330.hk/photos/a.236597946373482/3314244781942101/?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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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校園靜觀計劃」

很多研究指出，靜觀可以有效幫助我們應對壓力，其成效亦見於老師和
家長。為關顧老師和家長的需要，新生會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
捐助下，特別為老師及家長分別設計了21 天靜觀體驗自學課程，讓老師
及家長按照自己合適的時間及地方體驗靜觀，同時學習去照顧自己，跟
自己的身心靈重新連繫。我們並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的
學者為這兩個課程進行研究，瞭解課程的成效。

如果您對這個21天靜觀導航(老師篇)或 (家長篇)有興趣，又願意參與研究，
可以進入以下連結瞭解詳請及報名。如對此項研究有任何疑問，歡迎
WhatsApp 或於辦公時間內致電6624-5372 與本計劃的研究人員聯絡。

21天靜觀導航(老師篇)： https://bit.ly/3eofBEb

21天靜觀導航(家長篇)： https://bit.ly/2M4XgQr

新生會最新動向

m i n d f u l n e s s

https://bit.ly/3eofBEb
https://bit.ly/2M4Xg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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