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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接近兩年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近期雖然已見控制得宜，但情況仍然

嚴峻，不過在適應疫情下社會已續漸恢復正

常，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在疫情的不同時

期，都積極協助政府參與各類防疫工作，同

時亦因應疫情鬆緊調節各類服務，在做好防

疫措施後，救傷會已盡快恢復各項課程，以

應社會需要；救傷隊志願人員亦已恢復為公

眾活動提供駐場急救服務，而緊急救護車服

務更全年無休。隨著本港疫苗注射比例提

升，群體免疫能力提高，期盼香港聖約翰救

護機構的服務早日全面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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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主持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週年大會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o�ciated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週年大會於2021年6月
24日傍晚假香港麥當勞道總部7樓胡文虎禮堂舉
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蒞

臨主禮。身兼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會長的林鄭

月娥女士，在致辭時讚揚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在協助政府抗疫上的努力，感謝聖約翰的醫護

人員協助政府推行新冠病毒普及檢測，林鄭月

娥女士對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因應疫情，靈活

安排網上及面授的「混合教學模式」表示讚

許，她指聖約翰在照顧學員安全的情況下，繼

續提供急救課程，以應社會需要。

林鄭月娥女士在致辭後與理事會全體委員

合照。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理事會主席鍾展鴻

醫生，向參與「2019冠狀病毒病普及社區檢測

計劃」的本機構醫護人員頒發紀念木盾，並與

各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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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互聯網時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大縮

短了，溝通變得更容易及更緊密，但隨著各種通

訊軟件流行，資訊泛濫的時代來臨，讓別有用心

者有機可乘，不負責任的批評及帶有惡意的假信

息充斥，無論是政商界、一些公眾人物，以至以

服務社會為己任的非政府機構，都面臨重大衝

擊，每天都可能因為一些不負責任的虛假消息散

播，導致產生輿論或信心危機。以往「有麝自然

香」的教條已經過時，換來的是隨時「閉門家裡

坐，禍從天上來」，如何化危為機已成為一門學

問，公關工作更成為各類機構的重要一環。

馬清楠暢談聖約翰公關工作心得

馬清楠律師是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理事會轄

下公關委員會主席，負責對整個機構的公關工作

出謀獻策，他接受《聖約翰通訊》訪問，暢談他

在執掌聖約翰救護機構公關工作的心得。

想做好公關先要機構自己有實力

「公共關係工作是機構靈魂之一，很多人誤

以為公關工作只需要靠把口『吹水』就可以，其

實要做好公關工作，首要是先做好自己機構的實

力。」馬清楠律師向《聖約翰通訊》介紹他的經

驗。馬律師指出，商界要做得成功，以達到賺錢

公關委員會主席馬清楠律師專訪
Interview with Mr. Ma Ching Nam, Chairman of 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

的目標，必先要重視顧客的需要，所以與顧客溝

通聽取意見，是至為重要，馬律師認為志願機

構，也應參照商界的做法，不同的是「顧客」變

成使用我們服務的「受眾」，而賺取的是更多的

「受眾」及「受眾」對我們服務的滿意程度。

兩句座右銘成就公關工作守則

馬清楠律師雖然是知名的社會賢達，但對於

公關工作，他有兩句「金句」作座右銘，第一句

是「機構要高調，自己要低調」；第二句是「永

遠都可以再做好些」。以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的

公關工作而言，市民大眾經常可以接觸到香港聖

約翰救護機構的各種資訊，但很少人會知道在幕

後工作的公關大員是誰，他認為如果選擇自己高

調，很容易導致「言多必失」的後果，所以他採

取「全心為受眾」的策略，讓公眾認識更多聖約

翰的服務才是公關工作的本意。至於「永遠都可

以再做好些」這句，馬律師以他過往在保良局服

務期間設立「員工福利基金」的經驗來介紹，馬

律師指這件事表面上是管理層照顧員工的需要，

但換來的效果是員工士氣大增，在工作時更加熱

衷服務「受眾」，達到這樣效果，對機構、對受

眾都是一件好事，所以他認為凡事都可以想多

點，或許改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已可以得到

很大的正面回響。

只有年輕人加入才能充滿活力

馬清楠律師表示，大家都知道香港聖約翰救

護機構是「百年老店」，歷史悠久部門眾多，對

市民提供的服務種類亦多，包括有緊急救護車及

駐場急救服務、提供急救及各類培訓課程、組織

青少年制服團隊及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的牙科服務

等等，作為公關掌舵人很難就每一個部門及每一

種服務制訂一套適合其獨有性質的公關守則。馬

清楠律師指出，要令機構有良好形象，必先要機

構充滿活力，只有年輕人加入才能令有逾百年歷

史的機構充滿活力，所以要吸引年輕人修讀急救

課程及加入聖約翰的服務隊伍，要令年輕人認識

聖約翰的工作，必須要緊貼時代脈搏，所以近年

馬律師力主機構推行IT化(資訊科技)及AI化(人工智

能)，他認為IT、AI及PR是一併不可分割，對香港聖

約翰救護機構而言，缺一不可。

向理事會建議引入

專才監督專項

馬清楠律師表

示，一些NGO由於

主席任期過短難展

抱負，加上行政人

員又不夠主動下，

或許會出現墨守成

規的情況，其實作

為一間服務社會的

志願機構，年年都

應該有新的元素加

入才可以保持活

力，他去年擔任保

良局主席期間，就

馬清楠律師擔任保良局主席時攝

馬清楠律師服務聖約翰貢獻良多，獲頒授聖約翰司令勳銜 (CStJ)

「機構要高調，自己要低調」

他來自積善之家，父親馬錦明是香港上一代慈善家之一，創立了馬錦明慈善基金，父子二人在相隔

60年先後擔任過保良局主席。

他是社會賢達，公私務繁忙，但不減服務社會的熱心，對自己每一項服務社會的義務工作，都會身體

力行，全心投入。

他是知名律師，也是商界專才，對社會各個階層均有深入了解，從生活中累積經驗，成為了一位不折

不扣的公共關係專家。

他就是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理事會公關委員會主席 — 馬清楠律師。

在籌款活動《星光熠熠耀保良》節目中加入「受

眾」意見一環，讓市民更深入了解保良局的工

作，不單只在照顧「局童」方面，保良局已是全

港最大規模「土生土長」的辦學團體之一，更讓

市民認識到保良局的工作已開展到安老服務方面

等等。談到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馬律師指出，

聖約翰救護機構最高權力組織理事會的成員，除

了政府代表、行政人員之外，都是義務提供服務

的社會賢達，隨著聖約翰救護機構日益龐大，近

年他向機構理事會建議注入一些專業人才擔任成

員，以這些專才成員的專門知識，協助理事會監

督各種專項的發展，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中IT及AI方面就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

父子兩人相隔60年同擔任保良局主席

馬清楠律師在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底擔任

保良局主席職位，其父親馬錦明先生則於1960年

至1961年擔任保良局主席，父子兩人在相隔60年

後擔任同一崗位，在保良局成為佳話。回憶童年

時隨父親到保良局辦公時，見到父親十分關心局

內兒童，當時年紀小小的馬清楠律師見到爸爸對

個個小朋友都那麼好，自然感到有點不是味兒，

其父親可能留意到兒子的神情，就開了一個玩笑

逗他：「我就是貪20元，所以帶你返屋企。」到

今天馬律師當然知道當時是被父親「整蠱」，但

亦可見其父親視局內兒童如己出。馬清楠律師其

實亦繼承父親的作風，在任期間經常與局內兒童

打成一片，在籃球場上可以見到他與局童「鬥

波」的蹤影。

馬清楠律師熱心服務公職多

馬清楠律師太平紳士是希仕廷律師行

(HASTINGS & CO.)之合夥人，他曾在香港及英國接

受教育。馬律師於英國赫魯大學以榮譽學位畢

業。馬律師取得英國、香港、澳洲（維多利亞

州）及新加坡的律師資格，他同時擁有經濟學士

榮譽學位。他獲委任為國際公證人，中國委託公

証人及婚姻監禮人。馬律師曾於2007年至2013年

間獲委任為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主席。

獲委任中國農業大學客座教授 

此外，馬律師更被任命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湖南省委員會委員及中國農業大學之客座教

授。他在企業、商業及公司事務都擁有豐富的經

驗。馬律師執業之領域亦包括有關地產和訴訟之

事務及中港商業事務及合併。馬律師也是多間公

司、銀行、機構、慈善團體及商會之董事及／或

法律顧問。他現時亦為多個政府委員會之主席及

成員。

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勳銜

馬律師並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銅紫荊

星章勳銜及被委任為太平紳士。馬律師之先父，

馬錦明先生, MBE，是大生銀行之創辦人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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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互聯網時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大縮

短了，溝通變得更容易及更緊密，但隨著各種通

訊軟件流行，資訊泛濫的時代來臨，讓別有用心

者有機可乘，不負責任的批評及帶有惡意的假信

息充斥，無論是政商界、一些公眾人物，以至以

服務社會為己任的非政府機構，都面臨重大衝

擊，每天都可能因為一些不負責任的虛假消息散

播，導致產生輿論或信心危機。以往「有麝自然

香」的教條已經過時，換來的是隨時「閉門家裡

坐，禍從天上來」，如何化危為機已成為一門學

問，公關工作更成為各類機構的重要一環。

馬清楠暢談聖約翰公關工作心得

馬清楠律師是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理事會轄

下公關委員會主席，負責對整個機構的公關工作

出謀獻策，他接受《聖約翰通訊》訪問，暢談他

在執掌聖約翰救護機構公關工作的心得。

想做好公關先要機構自己有實力

「公共關係工作是機構靈魂之一，很多人誤

以為公關工作只需要靠把口『吹水』就可以，其

實要做好公關工作，首要是先做好自己機構的實

力。」馬清楠律師向《聖約翰通訊》介紹他的經

驗。馬律師指出，商界要做得成功，以達到賺錢

的目標，必先要重視顧客的需要，所以與顧客溝

通聽取意見，是至為重要，馬律師認為志願機

構，也應參照商界的做法，不同的是「顧客」變

成使用我們服務的「受眾」，而賺取的是更多的

「受眾」及「受眾」對我們服務的滿意程度。

兩句座右銘成就公關工作守則

馬清楠律師雖然是知名的社會賢達，但對於

公關工作，他有兩句「金句」作座右銘，第一句

是「機構要高調，自己要低調」；第二句是「永

遠都可以再做好些」。以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的

公關工作而言，市民大眾經常可以接觸到香港聖

約翰救護機構的各種資訊，但很少人會知道在幕

後工作的公關大員是誰，他認為如果選擇自己高

調，很容易導致「言多必失」的後果，所以他採

取「全心為受眾」的策略，讓公眾認識更多聖約

翰的服務才是公關工作的本意。至於「永遠都可

以再做好些」這句，馬律師以他過往在保良局服

務期間設立「員工福利基金」的經驗來介紹，馬

律師指這件事表面上是管理層照顧員工的需要，

但換來的效果是員工士氣大增，在工作時更加熱

衷服務「受眾」，達到這樣效果，對機構、對受

眾都是一件好事，所以他認為凡事都可以想多

點，或許改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已可以得到

很大的正面回響。

只有年輕人加入才能充滿活力

馬清楠律師表示，大家都知道香港聖約翰救

護機構是「百年老店」，歷史悠久部門眾多，對

市民提供的服務種類亦多，包括有緊急救護車及

駐場急救服務、提供急救及各類培訓課程、組織

青少年制服團隊及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的牙科服務

等等，作為公關掌舵人很難就每一個部門及每一

種服務制訂一套適合其獨有性質的公關守則。馬

清楠律師指出，要令機構有良好形象，必先要機

構充滿活力，只有年輕人加入才能令有逾百年歷

史的機構充滿活力，所以要吸引年輕人修讀急救

課程及加入聖約翰的服務隊伍，要令年輕人認識

聖約翰的工作，必須要緊貼時代脈搏，所以近年

馬律師力主機構推行IT化(資訊科技)及AI化(人工智

能)，他認為IT、AI及PR是一併不可分割，對香港聖

約翰救護機構而言，缺一不可。

向理事會建議引入

專才監督專項

馬清楠律師表

示，一些NGO由於

主席任期過短難展

抱負，加上行政人

員又不夠主動下，

或許會出現墨守成

規的情況，其實作

為一間服務社會的

志願機構，年年都

應該有新的元素加

入才可以保持活

力，他去年擔任保

良局主席期間，就馬清楠律師獲頒授十五年長期服務銀劃

在籌款活動《星光熠熠耀保良》節目中加入「受

眾」意見一環，讓市民更深入了解保良局的工

作，不單只在照顧「局童」方面，保良局已是全

港最大規模「土生土長」的辦學團體之一，更讓

市民認識到保良局的工作已開展到安老服務方面

等等。談到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馬律師指出，

聖約翰救護機構最高權力組織理事會的成員，除

了政府代表、行政人員之外，都是義務提供服務

的社會賢達，隨著聖約翰救護機構日益龐大，近

年他向機構理事會建議注入一些專業人才擔任成

員，以這些專才成員的專門知識，協助理事會監

督各種專項的發展，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中IT及AI方面就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

父子兩人相隔60年同擔任保良局主席

馬清楠律師在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底擔任

保良局主席職位，其父親馬錦明先生則於1960年

至1961年擔任保良局主席，父子兩人在相隔60年

後擔任同一崗位，在保良局成為佳話。回憶童年

時隨父親到保良局辦公時，見到父親十分關心局

內兒童，當時年紀小小的馬清楠律師見到爸爸對

個個小朋友都那麼好，自然感到有點不是味兒，

其父親可能留意到兒子的神情，就開了一個玩笑

逗他：「我就是貪20元，所以帶你返屋企。」到

今天馬律師當然知道當時是被父親「整蠱」，但

亦可見其父親視局內兒童如己出。馬清楠律師其

實亦繼承父親的作風，在任期間經常與局內兒童

打成一片，在籃球場上可以見到他與局童「鬥

波」的蹤影。

馬清楠律師熱心服務公職多

馬清楠律師太平紳士是希仕廷律師行

(HASTINGS & CO.)之合夥人，他曾在香港及英國接

受教育。馬律師於英國赫魯大學以榮譽學位畢

業。馬律師取得英國、香港、澳洲（維多利亞

州）及新加坡的律師資格，他同時擁有經濟學士

榮譽學位。他獲委任為國際公證人，中國委託公

証人及婚姻監禮人。馬律師曾於2007年至2013年

間獲委任為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主席。

獲委任中國農業大學客座教授 

此外，馬律師更被任命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湖南省委員會委員及中國農業大學之客座教

授。他在企業、商業及公司事務都擁有豐富的經

驗。馬律師執業之領域亦包括有關地產和訴訟之

事務及中港商業事務及合併。馬律師也是多間公

司、銀行、機構、慈善團體及商會之董事及／或

法律顧問。他現時亦為多個政府委員會之主席及

成員。

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勳銜

馬律師並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銅紫荊

星章勳銜及被委任為太平紳士。馬律師之先父，

馬錦明先生, MBE，是大生銀行之創辦人及主席。

公關委員會舉辦「危機處理」講座，馬清楠律師
向講者時任醫管局公關經理徐國全先生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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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清楠律師在其父親馬錦明先生銅像前留影

進入互聯網時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大縮

短了，溝通變得更容易及更緊密，但隨著各種通

訊軟件流行，資訊泛濫的時代來臨，讓別有用心

者有機可乘，不負責任的批評及帶有惡意的假信

息充斥，無論是政商界、一些公眾人物，以至以

服務社會為己任的非政府機構，都面臨重大衝

擊，每天都可能因為一些不負責任的虛假消息散

播，導致產生輿論或信心危機。以往「有麝自然

香」的教條已經過時，換來的是隨時「閉門家裡

坐，禍從天上來」，如何化危為機已成為一門學

問，公關工作更成為各類機構的重要一環。

馬清楠暢談聖約翰公關工作心得

馬清楠律師是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理事會轄

下公關委員會主席，負責對整個機構的公關工作

出謀獻策，他接受《聖約翰通訊》訪問，暢談他

在執掌聖約翰救護機構公關工作的心得。

想做好公關先要機構自己有實力

「公共關係工作是機構靈魂之一，很多人誤

以為公關工作只需要靠把口『吹水』就可以，其

實要做好公關工作，首要是先做好自己機構的實

力。」馬清楠律師向《聖約翰通訊》介紹他的經

驗。馬律師指出，商界要做得成功，以達到賺錢

的目標，必先要重視顧客的需要，所以與顧客溝

通聽取意見，是至為重要，馬律師認為志願機

構，也應參照商界的做法，不同的是「顧客」變

成使用我們服務的「受眾」，而賺取的是更多的

「受眾」及「受眾」對我們服務的滿意程度。

兩句座右銘成就公關工作守則

馬清楠律師雖然是知名的社會賢達，但對於

公關工作，他有兩句「金句」作座右銘，第一句

是「機構要高調，自己要低調」；第二句是「永

遠都可以再做好些」。以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的

公關工作而言，市民大眾經常可以接觸到香港聖

約翰救護機構的各種資訊，但很少人會知道在幕

後工作的公關大員是誰，他認為如果選擇自己高

調，很容易導致「言多必失」的後果，所以他採

取「全心為受眾」的策略，讓公眾認識更多聖約

翰的服務才是公關工作的本意。至於「永遠都可

以再做好些」這句，馬律師以他過往在保良局服

務期間設立「員工福利基金」的經驗來介紹，馬

律師指這件事表面上是管理層照顧員工的需要，

但換來的效果是員工士氣大增，在工作時更加熱

衷服務「受眾」，達到這樣效果，對機構、對受

眾都是一件好事，所以他認為凡事都可以想多

點，或許改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已可以得到

很大的正面回響。

只有年輕人加入才能充滿活力

馬清楠律師表示，大家都知道香港聖約翰救

護機構是「百年老店」，歷史悠久部門眾多，對

市民提供的服務種類亦多，包括有緊急救護車及

駐場急救服務、提供急救及各類培訓課程、組織

青少年制服團隊及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的牙科服務

等等，作為公關掌舵人很難就每一個部門及每一

種服務制訂一套適合其獨有性質的公關守則。馬

清楠律師指出，要令機構有良好形象，必先要機

構充滿活力，只有年輕人加入才能令有逾百年歷

史的機構充滿活力，所以要吸引年輕人修讀急救

課程及加入聖約翰的服務隊伍，要令年輕人認識

聖約翰的工作，必須要緊貼時代脈搏，所以近年

馬律師力主機構推行IT化(資訊科技)及AI化(人工智

能)，他認為IT、AI及PR是一併不可分割，對香港聖

約翰救護機構而言，缺一不可。

向理事會建議引入

專才監督專項

馬清楠律師表

示，一些NGO由於

主席任期過短難展

抱負，加上行政人

員又不夠主動下，

或許會出現墨守成

規的情況，其實作

為一間服務社會的

志願機構，年年都

應該有新的元素加

入才可以保持活

力，他去年擔任保

良局主席期間，就

在籌款活動《星光熠熠耀保良》節目中加入「受

眾」意見一環，讓市民更深入了解保良局的工

作，不單只在照顧「局童」方面，保良局已是全

港最大規模「土生土長」的辦學團體之一，更讓

市民認識到保良局的工作已開展到安老服務方面

等等。談到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馬律師指出，

聖約翰救護機構最高權力組織理事會的成員，除

了政府代表、行政人員之外，都是義務提供服務

的社會賢達，隨著聖約翰救護機構日益龐大，近

年他向機構理事會建議注入一些專業人才擔任成

員，以這些專才成員的專門知識，協助理事會監

督各種專項的發展，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中IT及AI方面就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

父子兩人相隔60年同擔任保良局主席

馬清楠律師在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底擔任

保良局主席職位，其父親馬錦明先生則於1960年

至1961年擔任保良局主席，父子兩人在相隔60年

後擔任同一崗位，在保良局成為佳話。回憶童年

時隨父親到保良局辦公時，見到父親十分關心局

內兒童，當時年紀小小的馬清楠律師見到爸爸對

個個小朋友都那麼好，自然感到有點不是味兒，

其父親可能留意到兒子的神情，就開了一個玩笑

逗他：「我就是貪20元，所以帶你返屋企。」到

今天馬律師當然知道當時是被父親「整蠱」，但

亦可見其父親視局內兒童如己出。馬清楠律師其

實亦繼承父親的作風，在任期間經常與局內兒童

打成一片，在籃球場上可以見到他與局童「鬥

波」的蹤影。

馬清楠律師熱心服務公職多

馬清楠律師太平紳士是希仕廷律師行

(HASTINGS & CO.)之合夥人，他曾在香港及英國接

受教育。馬律師於英國赫魯大學以榮譽學位畢

業。馬律師取得英國、香港、澳洲（維多利亞

州）及新加坡的律師資格，他同時擁有經濟學士

榮譽學位。他獲委任為國際公證人，中國委託公

証人及婚姻監禮人。馬律師曾於2007年至2013年

間獲委任為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主席。

獲委任中國農業大學客座教授 

此外，馬律師更被任命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湖南省委員會委員及中國農業大學之客座教

授。他在企業、商業及公司事務都擁有豐富的經

驗。馬律師執業之領域亦包括有關地產和訴訟之

事務及中港商業事務及合併。馬律師也是多間公

司、銀行、機構、慈善團體及商會之董事及／或

法律顧問。他現時亦為多個政府委員會之主席及

成員。

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勳銜

馬律師並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銅紫荊

星章勳銜及被委任為太平紳士。馬律師之先父，

馬錦明先生, MBE，是大生銀行之創辦人及主席。

馬清楠律師親自率領參與禁毒活動的聖約翰同寅參觀正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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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互聯網時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大縮

短了，溝通變得更容易及更緊密，但隨著各種通

訊軟件流行，資訊泛濫的時代來臨，讓別有用心

者有機可乘，不負責任的批評及帶有惡意的假信

息充斥，無論是政商界、一些公眾人物，以至以

服務社會為己任的非政府機構，都面臨重大衝

擊，每天都可能因為一些不負責任的虛假消息散

播，導致產生輿論或信心危機。以往「有麝自然

香」的教條已經過時，換來的是隨時「閉門家裡

坐，禍從天上來」，如何化危為機已成為一門學

問，公關工作更成為各類機構的重要一環。

馬清楠暢談聖約翰公關工作心得

馬清楠律師是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理事會轄

下公關委員會主席，負責對整個機構的公關工作

出謀獻策，他接受《聖約翰通訊》訪問，暢談他

在執掌聖約翰救護機構公關工作的心得。

想做好公關先要機構自己有實力

「公共關係工作是機構靈魂之一，很多人誤

以為公關工作只需要靠把口『吹水』就可以，其

實要做好公關工作，首要是先做好自己機構的實

力。」馬清楠律師向《聖約翰通訊》介紹他的經

驗。馬律師指出，商界要做得成功，以達到賺錢

的目標，必先要重視顧客的需要，所以與顧客溝

通聽取意見，是至為重要，馬律師認為志願機

構，也應參照商界的做法，不同的是「顧客」變

成使用我們服務的「受眾」，而賺取的是更多的

「受眾」及「受眾」對我們服務的滿意程度。

兩句座右銘成就公關工作守則

馬清楠律師雖然是知名的社會賢達，但對於

公關工作，他有兩句「金句」作座右銘，第一句

是「機構要高調，自己要低調」；第二句是「永

遠都可以再做好些」。以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的

公關工作而言，市民大眾經常可以接觸到香港聖

約翰救護機構的各種資訊，但很少人會知道在幕

後工作的公關大員是誰，他認為如果選擇自己高

調，很容易導致「言多必失」的後果，所以他採

取「全心為受眾」的策略，讓公眾認識更多聖約

翰的服務才是公關工作的本意。至於「永遠都可

以再做好些」這句，馬律師以他過往在保良局服

務期間設立「員工福利基金」的經驗來介紹，馬

律師指這件事表面上是管理層照顧員工的需要，

但換來的效果是員工士氣大增，在工作時更加熱

衷服務「受眾」，達到這樣效果，對機構、對受

眾都是一件好事，所以他認為凡事都可以想多

點，或許改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已可以得到

很大的正面回響。

只有年輕人加入才能充滿活力

馬清楠律師表示，大家都知道香港聖約翰救

護機構是「百年老店」，歷史悠久部門眾多，對

市民提供的服務種類亦多，包括有緊急救護車及

駐場急救服務、提供急救及各類培訓課程、組織

青少年制服團隊及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的牙科服務

等等，作為公關掌舵人很難就每一個部門及每一

種服務制訂一套適合其獨有性質的公關守則。馬

清楠律師指出，要令機構有良好形象，必先要機

構充滿活力，只有年輕人加入才能令有逾百年歷

史的機構充滿活力，所以要吸引年輕人修讀急救

課程及加入聖約翰的服務隊伍，要令年輕人認識

聖約翰的工作，必須要緊貼時代脈搏，所以近年

馬律師力主機構推行IT化(資訊科技)及AI化(人工智

能)，他認為IT、AI及PR是一併不可分割，對香港聖

約翰救護機構而言，缺一不可。

向理事會建議引入

專才監督專項

馬清楠律師表

示，一些NGO由於

主席任期過短難展

抱負，加上行政人

員又不夠主動下，

或許會出現墨守成

規的情況，其實作

為一間服務社會的

志願機構，年年都

應該有新的元素加

入才可以保持活

力，他去年擔任保

良局主席期間，就

在籌款活動《星光熠熠耀保良》節目中加入「受

眾」意見一環，讓市民更深入了解保良局的工

作，不單只在照顧「局童」方面，保良局已是全

港最大規模「土生土長」的辦學團體之一，更讓

市民認識到保良局的工作已開展到安老服務方面

等等。談到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馬律師指出，

聖約翰救護機構最高權力組織理事會的成員，除

了政府代表、行政人員之外，都是義務提供服務

的社會賢達，隨著聖約翰救護機構日益龐大，近

年他向機構理事會建議注入一些專業人才擔任成

員，以這些專才成員的專門知識，協助理事會監

督各種專項的發展，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中IT及AI方面就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

父子兩人相隔60年同擔任保良局主席

馬清楠律師在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底擔任

保良局主席職位，其父親馬錦明先生則於1960年

至1961年擔任保良局主席，父子兩人在相隔60年

後擔任同一崗位，在保良局成為佳話。回憶童年

時隨父親到保良局辦公時，見到父親十分關心局

內兒童，當時年紀小小的馬清楠律師見到爸爸對

個個小朋友都那麼好，自然感到有點不是味兒，

其父親可能留意到兒子的神情，就開了一個玩笑

逗他：「我就是貪20元，所以帶你返屋企。」到

今天馬律師當然知道當時是被父親「整蠱」，但

亦可見其父親視局內兒童如己出。馬清楠律師其

實亦繼承父親的作風，在任期間經常與局內兒童

打成一片，在籃球場上可以見到他與局童「鬥

波」的蹤影。

馬清楠律師熱心服務公職多

馬清楠律師太平紳士是希仕廷律師行

(HASTINGS & CO.)之合夥人，他曾在香港及英國接

受教育。馬律師於英國赫魯大學以榮譽學位畢

業。馬律師取得英國、香港、澳洲（維多利亞

州）及新加坡的律師資格，他同時擁有經濟學士

榮譽學位。他獲委任為國際公證人，中國委託公

証人及婚姻監禮人。馬律師曾於2007年至2013年

間獲委任為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主席。

獲委任中國農業大學客座教授 

此外，馬律師更被任命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湖南省委員會委員及中國農業大學之客座教

授。他在企業、商業及公司事務都擁有豐富的經

驗。馬律師執業之領域亦包括有關地產和訴訟之

事務及中港商業事務及合併。馬律師也是多間公

司、銀行、機構、慈善團體及商會之董事及／或

法律顧問。他現時亦為多個政府委員會之主席及

成員。

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勳銜

馬律師並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銅紫荊

星章勳銜及被委任為太平紳士。馬律師之先父，

馬錦明先生, MBE，是大生銀行之創辦人及主席。

 

 

 

馬清楠律師於聖約翰勳銜頒授儀式後留影

馬清楠律師在傳媒午餐聚會中致辭

馬清楠律師也有活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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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社會資訊急速發展及香港聖約翰救護機

構會務日益擴展的需要，理事會於2021年3月9日
之會議上通過「資訊科技委員會」的成立。委員

會主要協助機構制定資訊科技政策、維護網絡安

全，監督設計、開發、安裝、部署資訊系統升級

和更新及應用軟體等事項。

資訊科技委員會成立
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ittee

救傷隊
總監評議會

理事會

✤ 麥當勞道貳號管理委員會

✤ 財務委員會

✤ 授勳及嘉獎委員會

✤ 公關委員會　

✤ 物業管理及發展委員會

✤ 大中華事務委員會

✤ 救護服務督導委員會

✤ 資訊科技委員會

同心抗疫
Together, We Fight the Virus!

由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至今已有一年多時
間。作為社會之一份子，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全力配合香港特區政府之抗疫措施。除了嚴格

遵守各抗疫指引外，亦協助政府推行政策，例

如於聖約翰各總部、訓練中心及救護站安裝「安

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目的是為市民提供便利

的數碼工具，記錄自己進出的不同場所及時間。

此外，機構亦鼓勵所有合資格職員

及義工接種新冠疫苗，達至保障公眾健

康，令社會在疫情下逐步恢復正常運

作。

救傷會
總監評議會

聖
約
翰
通
訊

二
十
三
期

8



高級生命支援婦產課程
Advanced Life Support in Obstetrics (ALSO)

聖約翰自2010年起至今，已是第11年應香
港婦產科學院與香港急症科醫學院之邀請，協

助統籌「高級生命支援婦產課程」。

因疫情關係，課程由原定的4月延至9月舉
行。為期兩天的課程分別於2020年9月22至23
日、2 4至2 5日以及2 8至2 9日假聖約翰大廔舉
行，三班共有88位參加者出席。

理論 實習指導

實習指導 實習指導

實習指導 實習指導

實習指導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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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命支援婦產課程
Basic Life Support in Obstetrics (BLSOTM)

在疫情期間，救傷會添置了新的電子板及其

他教學器材以提升教學質素，而首個課程採用電

子板的為「基本生命支援婦產課程」，課程於

2020年9月20日及11月21日假聖約翰大廔舉行，各
導師對新的器材也持有正面意見，令教學更為有

效及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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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嘉許表現持續優異的培訓機構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ERB)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2020-21)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獲僱員再培訓局 (ERB)
頒授嘉許狀，以表揚本機構於課程質素保證工

作表現持續優異。救傷會與僱員再培訓局合辦

的課程，包括綜合急救基礎證書（兼讀制）課

程、保健員證書課程及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

人服務）基礎證書課程，質素備受肯定。

QF 星級培訓機構 
QF Star Training Provider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評為「QF星級培訓機構」，並頒授嘉許
狀，以表揚本機構積極應用資歷架構以提供多元

學習路徑，為學習人士提供更多及更具彈性的進

修機會。日前香港聖約翰救傷會訓練經理鄭錦華

先生代表出席「資歷架構夥伴嘉許典禮」接受嘉

許狀，有關的典禮於2021年3月25日假教育局九龍
塘教育服務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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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人士免費６小時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課程 — 由何東爵士基金贊助(2020)
Free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Automated External De�brillation
Provider Course for the public – The Sir Robert Ho Tung Charitable Fund 2020

香港聖約翰救傷會一向致力向公眾人士推廣

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由2010年至2019年，香港
聖約翰救護機構先後多次獲得何東爵士基金贊

助，為本地過萬名普羅市民提供免費的心肺復甦

法及去顫法課程。計劃的報名情況非常踴躍，大

獲好評。本年度，救傷會再次獲何東爵士基金贊

助，於2020年10月份開始舉行公眾人士免費6小時
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課程予2,500名公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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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社區預防感染證書課程
Workshop on Basic Infection Control in Community

課堂實習

課堂實習

完成穿著個人防護裝備大合照

獲頒證書後大合照

為配合社會的需要及回應疫情持續的情況，

護理學小組委員特別設計了8小時的「基本社區預
防感染證書課程」，首個課程已於2020年11月6日
假聖約翰大廔舉行，除了預防感染的理論外，還

有學習如何正確洗手及穿著個人保護裝備，學員

達課程要求後便可獲頒聽講證書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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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教育計劃2020-2021」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Automated External
De�brillation (AED) Education Project of Rotary (2020-2021)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應香港東北扶輪社之邀

請，聯同香港心臟專科學院協辦「心肺復甦法

及去顫法教育計劃2020-2021」，今年已是扶輪
社第5年贊助教育計劃。過去一年因疫情關係，
只訓練了105位學員。來年的培訓對象也是中學
學生，名額共800名，希望可以加強校園內學生
對使用去顫器的知識及技巧。

計劃的開幕儀式於2020年11月14日假聖約
翰大廔7樓禮堂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衞
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醫生擔任典禮的主禮嘉賓，

並邀請曾經成功施行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拯救

心臟停頓患者的救傷會講師及救傷隊隊員，以

及因獲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拯救的患者分享拯

救過程的經歷。藝人余德丞先生亦親臨現場與

參加者分享急救技術的重要性，讓大家更了解

施行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的功效。

開幕儀式 理事會主席鍾展鴻醫生致辭

主禮嘉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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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頒發

分享拯救過程

大合照

證書頒發 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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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車及運輸總區於疫情下之工作
Deployment of Ambulance & Transport Command
Under Covid-19 Pandemic 

為提高救護車及運輸總區內各長官及隊員之

防感染控制技術，以及應付現今疫情下當值可能

出現的風險，救護車及運輸總區於去年九月至十

一月期間，為總區內人員開辦「防感染控制工作

坊」。工作坊由總區內資深長官及資深護士主

持，內容主要包括疫情期間救護車更當值須知、

接報及處理傷者流程、患者交接、感染控制、穿

卸個人保護裝備技巧，以及針對現時疫情下為無

呼吸脈搏之病人進行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的程序

(防感染程序)，以及解釋疫情下隊員當值保險涵蓋
範圍及所面對的風險。

雖然舉行工作坊期間疫情不穩，但總區內人

員仍踴躍參與訓練，救護車及運輸總區共舉辦了

六節工作坊，共91人出席。此外，在消防處救護
總區協助下，總區大部分人員已完成「N95呼吸器
面型配合測試」，以便隊員當值期間有需要時可

使用合適N95呼吸器，以保障自己及他人健康。

救護車及運輸總區人員積極參與「防感染控制工作坊」

隊員學習穿卸個人保護裝備的技巧 工作坊授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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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之下，救護車及運輸總區義務人員仍

抱著「為人類服務」的宗旨為本港市民提供服

務。在此感謝一直於疫情下(尤其在高峰期間)曾經

出勤之長官及隊員的付出，亦感謝總區安排「防

感染控制工作坊」、「N95呼吸器面型配合測試」

及於後勤默默工作的長官及隊員的支援，為出勤

人員提供適當的安全訓練及測試、整理保護裝備

及一切後勤支援，使出勤人員有足夠的安全知識

及設備應付疫情下的挑戰。

此外，亦感謝各位會長及善心人士之物資捐

贈，為救護車及運輸總區提供物資及防疫用品，

以進行訓練安排。

應政府要求，提供隊員及車輛運送在「受限區域」而需到急症室求醫的人士

於第四波疫情下，香港聖約翰救傷隊應政府

及醫院管理局要求，在「受限區域」因其他健康

原因而需到急症室求醫的人士，提供隊員當值及

車輛運送服務。為應付相關要求，總區安排隊員

及車輛候命及出勤，以協助有關市民需要。

三月下旬至四月初，本港疫情稍為舒緩，救

傷隊亦逐步回復急救值勤服務。救護車及運輸總

區亦同時開始回復部分急救值勤服務，包括在清

明節期間，應食物及環境衞生署邀請，於北區和

合石墳場提供駐場救護車服務當值，與新界總區

同寅一同為有需要之市民提供緊急救護服務。

於清明節期間，派出救護車及人員駐守和合石墳場，為有需要之市民提供緊急救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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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總區「進階急救盃」比賽
First Aid Advance Competition, Hong Kong Island Command

港島總區指官余若星醫生與評判及得獎隊伍合照

2021年度港島總區「進階急救盃」比賽於
2021年4月11日上午假港島總區大坑總部舉行。由
於疫控關係，比賽以閉門形式進行。港島總區東

西分區皆派出精英參賽，香港救護學會(香港分會)
派出多名代表擔任評判工作。比賽分筆試及模擬

案例，案例為人員於新冠肺炎疫情下執行前線救

護任務。經過一輪比拼後，由北角B支隊奪得冠
軍。香港救護學會(香港分會)會長梁德耀先生在總

結時讚揚參賽人員都能按照流程與操作規範完成

每一個環節，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指揮官余若星

醫生亦指出本次比賽為各參與人員提供了一次難

得的學習機會，提升人員在疫症下處理傷病者的

能力。他亦衷心感謝每位工作人員的努力付出，

並感謝港島西分區王聰德分區副會長財務上資助

是次比賽，給大家一個演練的機會。

參賽人員進行模擬案例情況

參賽人員進行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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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者偽裝工作進行中 模擬意外場景

特遣隊隊員在現場護理傷者

迅捷行動 2020
Exercise Quick Skill 2020

隊員為傷者護理

特遣隊全體演習人員

2020年11月13日，香港聖約翰救傷隊應警務
處邀請參與「迅捷行動2020」跨部門演習。目的
為屯門至赤鱲角隧道開通作緊急事故流程測試。

參與單位包括警務處、消防處、飛行服務隊、其

他政府部門及有關私營機構。新界總區除參與這

次聯合演習的統籌工作外，並聯同九龍總區特遣

隊參與救援演習行動。當日救傷隊共派出約50位
長官及隊員參與偽裝傷者扮演、救援演習及觀察

員。演習在各單位通力合作下順利完成，達至預

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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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少青團助理總監許奕先生
（節錄至分享影片）

港島及九龍少青團助理總監王達傳先生
（節錄至分享影片）

總監、助理總監及總區會長與典禮工作人員合照

總監、助理總監及總區會長與獲獎者合照

少青團頒獎典禮
Youth Command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少青團一向感謝一群無私地在少青團付出時

間和努力的義務長官和隊員，以及他們持續地推

動聖約翰青少年服務培訓和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在過去兩年，因應社會事件和2019冠狀病毒病疫
情的情況，聖約翰救傷隊未能一如以往，舉辦大

型的年度頒獎典禮。然而，有見疫情於2021年初
開始有所緩和，少青團於2021年3月21日假聖約翰
九龍總區總部禮堂舉行了「少青團頒獎禮」，以

表揚他們的貢獻，並邀請了總監潘新標先生出席

和擔任主禮嘉賓。在典禮當日共頒發了三類獎項

及委任狀，包括：2018年及2019年長期服務獎章
及勳扣、2019年及2020年總監嘉許狀，以及2019
年及2020年晉升委任狀。潘總監除了在典禮當
日，向所有得獎者作出訓勉和鼓勵外，他並感謝

所有獲獎者多年來向少青團以至聖約翰救傷隊所

付出的努力和貢獻。當日最令人鼓舞的，相信會

是少青團的兩位助理總監王達傳先生及許奕先

生，均獲頒發45年長期服務獎勳扣。他們透過影
片向所有出席者，分享他們由參與成為見習隊隊

員成長至今近半個世紀的點滴及得著；並鼓勵所

有長官及隊員，須繼續堅守少青團的服務目標，

積極訓練青少年，提升他們的個人品格及各項技

能，以貫徹聖約翰「為人類服務」的座右銘。

因應疫情的情況，為了保障參加者的個人健

康，典禮當日實行了一系列的預防措施，包括限

制出席人數及座位安排、要求參加者保持社交距

離等。

聖
約
翰
通
訊

二
十
三
期

20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 2019
Secretary for Home A�airs’ Commendation Scheme 2019

義務領袖 

港島及九龍少青團九龍分區第四聯隊監督  吳梓軒

主要貢獻： 服務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多年，帶領活動成績出眾，對推動青少年發展不遺

餘力。

新界少青團行政分區青少年訓練組監督 凌啟濠

主要貢獻： 負責值勤及急救訓練，致力將救傷隊急救值勤及救護車經驗分享及教授予

救傷隊內有志服務社會之青年人。

青年義務領袖

新界少青團新界東分區第三聯隊

沙田蘇浙混合見習支隊 助理監督  余梓汶

主要貢獻： 致力為隊員的成長作訓練和溝通，希望把自己籌辦活動的經驗帶給隊員，

將所學的知識及能力回饋社會。

港島及九龍少青團港島分區第四聯隊

慈幼救護見習支隊 高級救護主任  梁俊傑

主要貢獻： 以護士專業知識、豐富社會服務及青少年培訓經驗，致力實踐救傷隊座右

銘 －「為人類服務」。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旨在嘉許長期

致力於推動制服團隊服務的青少年培訓及發展、

社區服務，或推廣文化及體育活動的人士。在

2019年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中，香港聖約翰
救傷隊少青團共有4名長官，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嘉

許「義務領袖」及「青年義務領袖」。為隆重其

事，總監潘新標先生在2021年3月20日舉行的「少
青團頒獎禮」中，特意向各獲獎長官致送紀念

品，以作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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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約翰救傷隊百周年獎學金
Brigade Centenary Scholarship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於2017年獲退休長官資
助，成立了「聖約翰救傷隊百周年獎學金」，旨

在向在新學年獲政府認可的本地大專院校取錄修

讀有關醫務／專職醫療學系的全日制本科學士學

位課程、並於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有傑出表

現的隊員，提供現金獎勵，以資助他們第一年入

讀該課程的部份學費和生活費開支。

在2020年，少青團共有10名合資格的隊員申
請「聖約翰救傷隊百周年獎學金」，他們分別就

讀內外全科醫學士、放射學（榮譽）理學士及護

理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因應疫情的最新進

展，有關遴選工作將於稍後安排。

國際及本地青年諮詢架構的最新動向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Youth Advisory System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一向重視青少年在

少青團、以至聖約翰不同層面的參與度，近年更

大力推動青年的參與和諮詢工作，讓年輕一代的

聲音可以帶入管理層，令制訂政策時，更能配合

和滿足他們的需要。事實上，國際聖約翰總部 

(St. John International) 亦同樣地注重青少年的意
見，並於2020年年底正式成立了聖約翰的國際青
年諮詢網絡 (International Youth Advisory Net-
work, IYAN)，透過由全球各個聖約翰議院 (St. John 
Priory) 各挑選並推薦一位不超過24歲的青年代表
參與，就聖約翰於不同地區的青少年工作交換意

見。來自不同聖約翰議院的八名青年代表 (包括香

港聖約翰議院的代表) 先後於2021年年初多次透過
視像會議見面，訂立 IYAN的未來計劃及討論方
向，並在本年五月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並由全

球各個聖約翰議院議長 (Prior) 參與的Grand Council
會議中報告進展。

為了進一步於本地推廣聖約翰的青少年工

作，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亦於2020年，招募聖約
翰救傷隊少青團轄下年齡不超過24歲、有意共同
策劃聖約翰未來發展的隊員，參與聖約翰的香港

青年諮詢網絡 (Hong Kong Youth Advisory Net-
work , HKYAN)。HKYAN由數名曾獲選「少青團最佳
隊員」的長官／隊員擔任核心成員，以帶領一眾

長官及隊員。計劃透過小組會議、走訪隊員及舉

辦座談會等，共同商討並向救傷隊就青少年服務

的發展、以至救傷隊的整體發展方向，以年青一

代的角度，提供意見。同時，為了提升他們的參

與度，少青團管理層亦安排會議主席列席少青團

的常務會議，就不同議題向一眾指揮官及高級長

官，表達年輕人的視野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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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絡進行活動及訓練
Conducting Training/Activities through Virtual Means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情況，以及考慮
教育局暫停所有課外活動的安排，少青團自2020
年初暫停了所有面授課程及活動，以保障各隊員

的健康，並同時配合政府的抗疫工作。然而，為

了保持救傷隊各長官和隊員間的聯繫，少青團轄

下各支隊長官均透過使用不同的網上平台，繼續

舉行各式各樣的活動及訓練。

虛擬實景與急救訓練
Virtual Reality and First Aid Training

虛擬實景 Virtual Reality (VR) 的運用越來越普
及。有見及此，少青團於2019年年底向民政事務
局申請並獲批一次性的撥款，透過應用虛擬實景

的技術，設計一系列的急救訓練教材，以增加隊

員的學習趣味，提升他們對急救訓練的興趣，從

而令少青團的訓練活動更多姿多彩。首階段的設

計是以虛擬的學校場景，讓參與者模擬為人事不

省的傷者施行急救。有關訓練系統日後除了會應

用於內部訓練和招募隊員外，並會用於大型健康

推廣活動場合，讓參加者使用和感受，以引起社

會大眾 (尤其是青少年) 對急救的興趣和提升他們

的急救知識。展望將來，少青團計劃按用家的意

見，發展更多不同的虛擬急救實景供訓練用途，

為隊員提供更多具真實感的訓練機會，以進一步

裝備和熟練他們的急救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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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香港麥當勞道二號聖約翰大廔
St. John Tower, 2 MacDonnell Road, Hong Kong

電話 Tel 2524 4888
傳真 Fax 2515 0205
電郵 Email council@stjohn.org.hk
網址 Website http://www.stjohn.org.hk

免費救護車服務 Free Ambulance Service : 1878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