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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現今在香港, 雖然有很多值得的我們學習或借鏡的人，

但是我們認當中最大公無私，樂於助人和值得我們學習的

正是我們這次訪問的人-張文強先生。 

他是一間位於沙田盛記麵店的老闆。他不是那些只顧著

每月收入的老闆，他非常關心別人，而且他知道沙田區的

人口老化很嚴重而且很多也是基層甚至是貧窮人士。所以

張文強先生想出力減輕他們的負擔，所以他在農曆十六會

派麪給長者。 

我們都很欣賞和支持他的做法而且我們很好奇張文強先

生為甚麼選在初十六派麵。我們很希望張文強先生偉大的

精神可以令現時的年輕人學會分享、捨己為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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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強先生的生平 
盛記麫店老闆 b哥是人稱 B哥的張文強，今年 52歲，大半生於沙田區

打滾。家住禾輋，中三畢業後，因媽媽有病而放棄入讀當年的 Cadet 

School（皇家香港員警少年訓練學校），原本則打算做消防員。最後到

店裏幫爸爸，每天從禾輋往返瀝源，這條路，一走下去，就已經 35 年。 

  以商業利益掛帥的領匯曾把盛記麵店逼上絕路。沙田一間五十年歷

史、並於三十年前遷至瀝源邨經營的老麵店，一直為街坊提供平價粉

麵，在 2012年 9月與領匯商討續約時，不但被大幅加租，還被巧立名

目收取「許可證費」，每月租金變相大增三倍，領匯更要求東主廿萬豪

裝舖面，但承租期只得半年。可是 B 哥無法負擔昂貴租金，面臨結業。

區議員、街坊發起力「撐」行動，麵家門口掛滿千多張心意卡，張張

洋溢不捨之情。座位區則掛有多幅手繪圖畫和手製裝飾品，全部都是

客人為了粉飾店舖送來，牆角還有長期食客「香港之寶」黃金寶贈送

的單車輪，又有不少街坊將家中的盆栽寄居盛記，寓意把根留住。差

不多每位人客的名字和喜好，Ｂ哥都瞭如指掌。 

 

 

 

                          
 

 

 

麵家的牛雜麵多年來從未加價，Ｂ哥指客人大多是公屋居民，生活已

捉襟見肘，寧願賺少些，都不欲加價。張氏六兄弟姊妹中有四人在麵

家幫手，靠小店養活四個家庭，Ｂ哥坦言，麵家一旦關門，四個家庭

生活即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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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議員衞慶祥對領匯無理加租忿忿不平，他指盛記是區內居民聚

腳點，街坊為保留盛記紛紛向領匯求情，但領匯卻不近人情，租約條

款苛刻，他希望可激發社會更大回響，向領匯施壓。 

  領匯提供給盛記麵家的新租約，將食肆的總面積「一分為二」，以兩

款合約形式簽訂，但法律界人士指出，這只是領匯逃避租務條例約束，

變相加租的「花招」而已。 

    在新續約條款之下，其中約一百六十平方呎的廚房位置，是受

「租約」約束，每月支付租金外，還要繳交管理費；而面積約一千四

百方呎的開放式座位區，則需要領取「許可證」，每月要支付許可證的

費用。 

盛記麵家每月的農曆十六都會向一百名長者免費派麵，老闆 B哥慶幸

有機會幫助人。他曾經說過對年老長者，即使一碗雲吞麵都可能令他

們百上加斤。老闆 B哥坦言:每月免費派麵，只是小商戶略盡綿力，卻

沒想到善事成為長者聚首節目，亦吸引眾多義工幫忙，令麵家儼如慈

善中心，B哥卻謙稱，能夠幫助人已經是一種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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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強先生訪問錄音直述 
 

W:我們 

B:張文強先生 

W:首先，我們十分感謝張先生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 現在我們開始訪問吧。 

B:好 

W:我們知道您從前曾有機會入讀皇家香港員警少年學校，但你放棄了這個寶貴的機會，

為什麼呢? 

B:其實也說不上是放棄，只是陰差陽錯。當時我母親剛好生病了，而家中兩位元哥哥都

需要工作，而當時店鋪只是小本經營的小店，店裏需要人手，而當時剛好我還未入學，

於是打理店鋪的工作使落了在我身上。 

W:會否覺得很可惜呢? 

B:不會，任何事也充滿著變化，例如早上你想去哪裏，到了晚上可能會有所改變，只是

視乎我們怎樣面對變化而已。 

W:如果你當時真的順利入讀了這所學校，那你的夢想是成為一位警員嗎? 

B:不，當時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消防員的。我從小的體育成績也頗為優異，而且希望能

對世界、生命的一點奉獻。不敢說拯救別人，而是希望盡我所能有所付出。 

W:從以前的報導中，我們知道您曾面對鋪租和領會的問題，請問您是如何渡過該次難關

的呢? 

B:我十分感謝一些不同的朋友、街坊、甚至一些互不相識卻關心我們的人，都給予了我

們支持和鼓勵，令盛記成功跨過了該次的難關，更知道了生命中並不是只有金錢這麼簡

單，還有朋友、關係、信念都是十分重要的。 

W:那你於這個困難時有否曾想過放棄麵檔呢? 

B:嗯..我們是特別的情況，因為我們並不是一般的麵檔，我們有著五十多年的歷史，盛

記就像圍村村口的一棵大樹，很多居民、訪客經過都會停下暢談、稍作休息，噓寒問暖。

而我就像這棵大樹的守護者，並不是擁有人，只是守護。若然我放棄了盛記，那種失落

感是難以用三言二能表達的。那半年在我的人生中是最大壓力的半年，今日不知明日事，

可能明天隨時都要被逼搬走。這沒有合約的半年中，我既沒有搬走，也沒有對加租妥協，

只是不停在改變這裏，展示我對居民、對盛記、對環保的態度。我們並不是一家只懂賺

錢的店鋪，不是大快活，也不是大家樂。雖說不上獨一無二，但我達到了堅持的效果，

做好本分。雖然這裏是舊的地方，但我希望保持整潔，令人感覺舒服、自在。不要因為

難以達成便放棄自己，做好每天的工作，做好自己的本份。 

W:我們從報章中得知有街坊自願成為義工，您對此事有何感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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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這也是我們繼續維持的動力來源之一，他們理解我們的行動目的，也無聲地默默幫助

我們，他們從來沒有提過自己的身份，他們當中包括有清華大學的碩士生香港科技大學

碩士畢業生，還有現在在店外幫忙的兩人，他們一個是醫生一個是護士。他們都默默地

付出盡好本份、付出。天主是公平的，每個人都一樣，都是一天有二十四小時，有些人

是比較聰明，有些人比較愚鈍，但不用自卑，只需努力、做好本份。而相對的，聰明的

人也不可自大，更應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最好本份、為社會貢獻。 

W:我們曾在一些節目中看見有關你的報導，令麵檔的事宣揚廣大，除了一些朋友、街坊

外，你會否也感謝那些傳媒呢? 

B:是的。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元素。香港和內地有什麼分別呢?有三樣，其中之一是香港

有新聞自由，透明度十分高，這是十分幸運的。雖然我深受到傳媒不同方便的影響，有

負面有正面，但是我堅信，只要你的言行是真的，並不是空談，便可以了。要有腰骨，

有膞頭不是要講，要做出來。講了是對自己的要求。可以不講，但不可亂講。如講了不

可不算數。不可以食言否則會變成壞習慣。 

W: 從店鋪的裝修來看，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你花了很多心思，其中原因是否因為鋪租問題，

希望以特別的裝修吸引顧客？ 

B: 這是一個好問題 

W: 多謝 

B: 面舖有機會結業，但我們不想放棄，不想因這樣而退出，從來不這樣想過。這裡的裝

飾都是不用錢的，用人力供自己的。我們的見識人人不同，所以我做好自己的本分。例

如有人上網、打麻雀...慢慢地會上癮的，影響到身邊的人。（他自己想影響身邊的人，

令他們環保）環保不是只得說。大自然消耗最大的是生命，不只是人，是平均的。如果

只有食肉動物，沒有吃草的動物會令整個系統會變得十分淩亂，因沒有食物供給食肉的

動物。大自然的供應是我們不能夠猜測的，十分特別，誰都不能解釋。生命流逝對我們

是最大影響的事，但是人類能控制，將來尊重自然，應該用的才用，不需要用的少用或

者不用。但不是去改變自然。因自己開始，尊重環保。 

W: 為何你免費派麪的對象只是老人呢? 

B. 因為沙田區老化， 有很多老人的資源不足。每早看到他們不停在垃圾桶找東西。我

覺得這是十分辛苦的事。因為自己都老化，我都想嘗試負擔這責任-幫助老人。從來不講

大，不能做太多，因能力限制加上不是刻意地做。而是因沙田有這種需要，而我盡我能

力做。突然一兩次想做而只做一兩次是不行。做好本分是想令到自己開心。 

W: 為何你會選擇於每月農曆十六派免費麪給長者?是否有何特別的意義? 

B: 因為十六是月亮最圓的日子，最開心。老人家初一到十五吃素食。十六月亮㘣，可和

老人家分享這分感覺。 

W:你真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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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是我，因為我也是為老人，我也老了。這區分人口老化嚴重，希望在年輕時得到的

能與其他人分享。 

W:請你講一段鼓勵寧波第二中學學生的說話。 

B: 不要刻意去做名人，要做好本分。而你們的本分是讀書，要好好裝備自己。將來面對

更特別的挑戰或者幫助其他不同的人和家人。所以做好本分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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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總結 
從張文強先生的訪問中，我們可見張文強先生對他不能順利

入讀皇家香港警察少年學校並沒有感到遺憾或可惜，雖然是在陰

差陽錯的機會下繼丞了家傳的面店，但他不但沒有埋怨落在自己

身上重大的責任，更認為這是他的本份，會努力面對。 

  張文強先生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消防員，立志成為一位消防員

除了源於他於體育科取得佳績外更因為他的理想，他的理想並不

是救人，他認為只要能幫助到別人，為社會作一點的貢獻已心滿

意足。 

 張文強先生曾經歷過一次店鋪租金的危機，但他並沒有因此

而放棄面店，更努力地與領會抗恆到底，他更坦言他並沒有想過

放棄面店，因為面店對四周的街坊而言就像一棵大樹，而他就是

這棵大樹的守護者，可見他對面店的重視和堅毅不屈的精神。 

從訪問內容中，可發現張文強先生對曾於該次鋪租危機中無條件

幫助他的人深感謝意，例如一些不同的朋友、街坊、甚至一些互

不相識卻關心盛記的人。從此可見，人間有愛。 

  於訪問時，張文強先生一再提及做人應做好本份，這也是我

們於是次訪問中最大的得益，透過張文強先生列舉的例子以及他

的往事，給予了我們一個深深的提醒，令我們衷心明白到每個人

也有自己的責任，只要我們做好本份，盡自己所能付出，我們便

會得到一個無愧於心且快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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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坊訪問 

這次訪問我們共訪問了五位街坊。 

1) 大學生：這位街坊已經光顧過盛記兩年了。他認為盛記的環境不錯，裝

修很有特色。而且他認識張文強先生，認為他是一個友善的人。另外，

他知道盛記老闆會在農曆十六免費派麵給長者，他對這件事覺得很有意

義。 

2) 老婆婆：這位街坊已經光顧盛記幾十年了。她知道盛記老闆會在農曆十

六免費派麵給長者，也曾經受惠過，認為十分美味而且感到十分高興和

溫暖。而且她認識盛記的老闆，認為他很有善心，是一個好人。 

3) 保險經紀：這位街坊曾經光顧過盛記，大概幾年兩次。他沒有見過盛記

老闆張文強先生，但知道盛記老闆會在農曆十六免費派麵給長者，他認

為這件事可以惠澤社群。 

4) 家庭主婦：這位街坊已經光顧了盛記很多年了，她曾經見過張文強先生，

而且她知道盛記老闆會在農曆十六免費派麵給長者。她認為這件事十分

有意義，而且認為盛記老闆人品不錯，是個有善心的人。 

5) ☆寧波第二中學張副校長：這位街坊有光顧盛記一次，他沒有見過張

文強先生，並且不知道盛記老闆會在農曆十六免費派麵給長者的事。但

經過我們的解釋後，他認為免費派麵的事可以幫助到老人家，而且認為

盛記老闆是一位有善心的人 
  

總結以上五位街坊的看法，我們可以得知大部分街坊都認

為盛記是一個十分不錯的食肆而且裝修十分特別。在街坊

訪問中大部分人都知道盛記老闆會在農曆十六免費派麵給

長者，更有一個老婆婆曾經受惠。另外，在訪問中他們都

見過張文強先生，認為他是個十分有愛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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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問卷調查 
  

 
性別

男 

女

在是次網上問卷中，有 65%是女性,而男性有 35% 

1. 

 
年齡

<18

18-29 

30-39 

40-49 

50-59 

>60

2. 

訪問中 84%的人年齡低於 18歲 

4%的人年齡是 18-29歲 30-39歲 40-49歲,50-59歲和高於 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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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收入

0-9999 

10000-19999 

20000-29999 

>30000

3. 

受訪者中 96%的人收入是 0-9999元 

有 4%的人收入高於 30000元 

 
你光顧了這間店多少次

0

1

2-5次

5-10次

10-15次

>15

4. 

訪問中 88%的人光顧了這間店 0次 

12%的人光顧了這間店 1次 

 
你有沒有見過老板張文強先生(B哥)?

有 

沒有

5. 

訪問中 100%人過老板張文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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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不知道老闆會在農曆十六會派給長者?

知道 

不知道

6. 

有 73%的人不知道老闆會在農曆十六會派給長者而有 27%的人知道這件

事 

 
你覺得他是一個怎樣的老闆?

有善心 

惠澤社群 

有愛心 

無聊

7. 

38%的覺得他是一個有善心的人,31%的人認為他有愛心,有 19%的人認

為他惠澤社群和有 2%的人認為他無聊 

在次網上問卷中，有 88%的人沒有光顧過盛記，12%的人光顧過盛記一次。另外有 73%的人

不知道盛記老闆會在農曆十六會派給長者，有 27%的人知道這件事。但有 100%的人都有見

過張文強先生，不少人士都認為張文強先生是個有愛心的人，還有 2%的人卻認為他無聊。 

總結以上的結果，雖然在網上問卷中大部分人都沒有光顧過盛記，但卻知道老闆會在農曆十

六會派給長者而且認為他是個有愛心。從社會大眾的角度，他們認為張文強先生免費派麵，

樂於助人的地方值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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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從張文強先生的訪問中，我們可以知道了張文強先生會在農曆初

十六免費派麵給長者，追問下去，才知道張文強先生十分細心，

考慮到農曆初十五吃素，所以才把免費派麵的日子定為農曆初十

六。而且在訪問過程中，張文強先生貼心地送了六罐汽水給我們。 

 

從網上問卷的結果顯示，我們可以得知大部分網民雖然沒有光顧

過盛記，但都知道盛記免費派麵的事情，認為是一件十分有意義

的事情。另外他們大部分都有見過張文強先生，並且認為他是一

位十分有善心的人。 

 

在街坊訪問的結果中顯示，大部分街坊都光顧了盛記幾十年，認

為店鋪裝修十分特別。在訪問中，我們遇到一位曾經受惠於盛記

的老婆婆，她表示吃麵時感到十分溫暖和高興。她認為盛記老闆

張文強先生是一個好人，與其他街坊的看法一致。 

 

從以上兩個調查中顯示，從大眾的角度來看，張文強先生於農曆

初十六免費派麵是一件有意義的事，而且能夠幫助到老人。顯示

出張文強先生是一位有愛心的人。而且他那種捨己為人、不求回

報的精神，更是我們學習。另外，在張文強先生訪問中，我們覺

得他十分不造作、有話直說，而且十分親切。我們認為現時這些

有善心，但不造作的人已經很少了，所以我們認為他那種親切的

態度很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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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譚曉瑩 3A(29) 

 

在這次的專題研習中，我學會了很多東西。除了

學會了專題研習各種的知識外，在這次的研習中

我也學會了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重要性。我們的專

題是要尋找一個名人的優點及值得借鏡的地方，

並向他學習。雖然我在第一次的訪問邀請遭受到

了拒絕，但我們在氣餒過後很快便重新振作起來，

繼續努力尋找我們的第二位訪問對像。 

多次努力後我們終於成功訪問了張文強先生訪問

了張文強先生，他十分親切有禮，從他身上我也

學會了很多，例如人生在世應   該盡好自己本

份，切勿混混噩噩地渡過寶貴的一生，從張文強

先生身上我更學會了堅毅不屈的精神，我會把是

次專題研習中的所學所聞銘記於心，並於日常生

活之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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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陳釔熺 3A (5) 

 

經過今次的專題，我從張文強先生的身上得到了

許多啟發。 

首先，張先生從不會對自己所做的事而自誇，他

會覺得這樣做是應分的。其次，就是他的體貼和

關心。他細心觀察到這區老化及老者在金錢的負

擔有困難，所以就開始派麫的活動；還有在訪問

當日，張先生看到我們遠渡而來就送了幾罐飲品

給我們。 

還有，張先生在接受訪問時，待我們如家人的溫

馨。可以看出他對人的態度是有多親切除此之外，

我們還在這次得到了不少專題的經驗，例如在找

物件時的困難，在街上訪問時被拒絕等。當中我

們可以如何解決。我們可以立刻改變對策，作出

即時的應變，找其他的人作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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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林燕儀 3A (21) 

 

經過這次專題研習，我在學到很多不同的知識，

更加認識到張文強先生，他教導我們要做好本份，

就算遇到困難都不要輕易放棄。我還學到怎樣與

人相處、團隊精神、訪問的技巧等等。 

我們在完成專題研習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例

如我們在進行街頭訪問時不斷受到拒絕，特別是

梁紀昌校長拒絕了我們的訪問，令我們很傷心，

幸好後來成功訪問到張文強先生。 

最後,我很感謝組員一直以來的合作。我特別

感謝梁麗敏老師，多謝梁老師指導我們完成這份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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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蔡穎欣 3A (10) 

 

  我經過這次的專題研習科的專題研習後,我學

到了做專題研習的態度及遇到困難時如何解決。 

  我認為最深刻印象的是當時我們決定了訪問粱

紀昌校長,就馬上設定好訪問的問題,結果我們遭

到粱紀昌校長的拒絕,我們那時十分失望。最後

我們便決定了訪問張文強先生。 

  在訪問的之前,我們做了很多的準備,但原來訪

問別人是一件困難的事,必定要有充足的準備。

但對我來說,最困難的是街頭訪問,因為有些人未

曾吃過或沒有時間而拒絕我們。 

  但經過這次的專題研習科的專題研習後,使我

對專題研習科的專題研習更有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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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吳頌謙 3A(28)  
 

經過這次的專題研習科，我學到了很多做報告

和訪問時的技巧，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難,例如訪

問的準備和進行街頭訪問時被拒絕。但經過我

和組員門不斷努力地嘗試和很多次的開會，也

可以一一克服這些困難並順利地完成這份報告。

此外我們也非常感謝的我們的顧問老師-梁麗敏

老師，因為她會出席我們每次的會議和活動。

和經過訪問張文強先生後我們也學到了很多東

西，他教導我們要做好本份，努力地做好只自

己要做的事，永不放棄。 

此外我們在他的身上學到了樂於助人的精神，

因為他無私我的貢獻而令很多老人家在每個月

也有一份溫暖。所以我認為他是值得我們借鏡

和學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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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我們進入了盛記後,我們都被盛記的裝

飾吸引著,我們認為十分有特色,令我

們目不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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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魚用了汽水蓋整成的,

十分環保。  

我們正在認真地訪問張文

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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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訪問 

致送感謝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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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訪問張文強先生的問題) 

1. 您小時候有機會入讀學皇家香港警察少年學校，但為什麼您要放

棄呢? 

2. 從報導當中，我們得悉您曾面對鋪租急升與及領會公司的問題，

你如何渡過該次的難關? 

3. 當您面臨加租的危機的時間，您有沒有想過放棄麪店? 

4. 從報導中，我們得知一眾街坊都十分支持您，更有街坊自願幫你

派麪。您對此有何感受? 

5. 為什麼您會放那麼多時間，心思落裝修這店? 

6. 為什麼您要派麪?背後是否有一段故事? 

7. 您選擇於每月農曆十六派免費麪給長者，這是否有何特別的意義? 

8. 您免費派麪的對象為何只是老人呢? 

9. 您會否考慮派麪給貧窮家庭/人呢? 

10. 請您講一段激勵的說話給寧波第二中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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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街坊及網上訪問樣本) 

問卷調查 

您好！我是寧波第二中學的學生！我們現正進行一個專題研究，請問您可否抽幾

分鐘時間做一個訪問呢？主題是一位名人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而該名人就

是......的老闆張文強先生 

1. 請問您是否經常光顧這食店? ( 是  / 不是 ) 

2. (1.是) 光顧了多久?對這食店有何看法? 

3. 你早前有沒有見過老闆 B哥? ( 有 / 沒有 )您從那兒看到他

的出現？ 

4. 你知不知老闆會在農曆十六派麪給長者? ( 知  / 不知 ) 

5. 你對這事有何看法? 

6.你覺得他是一個怎樣的老闆？ 

---------------------------------------------------------  

被訪者個人資料： 

性別:  男  /   女 

年齡：  <18    18 -29    30-39    40-49    50-59    >60 

教育程度:   小學未畢業 小學 初中 高中 預科 專上學院 大學或以上 

每月收入($):  0-9999   10000-19999   20000-29999   >30000 

職業:  

居住地方: 

問卷經已完畢，多謝您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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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 
 

張文強先生 

張偉光副校長                                                     

梁麗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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