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1 月  第 7 期2014耀耀能能

專題：

   專注康復工作五十年

專題：

   專注康復工作五十年

非常任務：

   引導式教育會議  德國之旅

非常任務：

   引導式教育會議  德國之旅



編者話
香港耀能協會的金禧誌慶活動終於完滿結束，在過去一年裡，協會上下固然為了慶祝活動而忙碌，同事們還分別參與了國際交流會、舉辦義工服務、為服務使用者推出新計劃和活動等，日子過得相當充實。

在如此精彩的活動中，慶幸《耀能通訊》擁有協會三間學校的小記者幫忙，今期他們兵分三路，其中有同學採訪了 3 位遠赴德國出席「引導式教育會議」的治療師；又有同學前往政府總部，與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女士對話，訪問她對特殊教育的看法；最後，有小記者直闖「金禧才藝大匯演」的後台，追訪一班參與演出的同學。再加上「專題」中的金禧活動回顧和「寫我情心」的動人故事，希望各位可以細心欣賞今期《耀能通訊》的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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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與CEO
去年聖誕節前夕，我們接到社會福利署通知，香港耀能協會將獲委託營辦新界東區域的「嚴

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於 20l0 年初，社會福利署在觀塘／黃大仙、屯門／葵青兩大區域推行「嚴重殘疾人士家居

照顧服務」先導計劃。按社署所述：「計劃是透過提供一系列的綜合到戶服務，滿足正在輪候資

助住宿服務的嚴重肢體傷殘／嚴重弱智人士的個人照顧、護理及康復訓練需要，減輕其家人／照

顧者的壓力，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經兩年多的試驗，社署決定在本年三月開始，在全港施行

這項服務，更將服務對象擴展至非輪候資助住宿服務者。社署把全港分成六大區域，總共提供超

過 3,200 個服務名額。本會負責營辦的新界 (1) 區，包括了沙田、大埔、北區和部份西貢區（市

中心、離島和坑口），每年服務 630 個家庭。

一直以來，有謂家居（或社區）照顧，乃因政府在未能

提供足夠院舍照顧名額而推行的權宜之策。事實上，本會一

向主張院舍照顧與社區照顧雙軌並行。早在 1978 年，本會

已開始了「家居職業治療服務」，支援困於家中的嚴重殘疾

人士。服務經多年發展，成為現時全港唯一的「專職家居訓

練及支援服務」（即本會「家居復康服務」）。

在我們接觸到的家長中，大部份都希望將子女留在家中

由自己照顧，原因很簡單，因為「唔捨得！」這句說話反映

出血濃於水的可貴親情。而嚴重殘疾人士亦大多會表示：「在

家開心啲！」道出了在家千日好的心聲。因此，我們堅信院

舍照顧與社區照顧並非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不同的選擇，以配合其家庭的

情況和實際需要。當然，對於家長來說，家居照顧的最大顧慮，就是在他們百年之後，子女將會

如何呢？這亦是社署和非政府機構必須與家長們攜手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親情最可貴、
               在家千日好

協會擁有逾 30 年的家居康復服務經驗，除上

門提供家居及支援服務，亦會為嚴重殘疾人士

安排外出參與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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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耀能協會於 2013 年 10 月 25 日舉行 2012/13

年度週年大會。當日通過該年度的核數報告，並選出

2013/14 年度董事會成員，名單如下：主席梁乃江教授；

副主席張建標先生、傅劉健瑜女士、林胡秀霞女士及游

寶榮先生；名譽秘書朱何妙馨女士；名譽法律顧問蔡克

昭律師；名譽司庫戴希遠先生；委員陳肖齡女士、張黃

楚沙女士、周李志珊女士、朱國安女士、顧楊彥慈女士、 

高志超先生、梁利劍虹女士、廖潔明博士、呂楊俊婷女

士、呂芝蘭醫生、歐安娜修女、彭準來先生、彭徐美雲

女士、謝俊謙教授及黃錦明先生。

另外，協會委任 2013/14 年的董事會名譽顧問，包括陳志峰教授、陳智軒教授、張勤醫生、

張永明博士、何顯雄博士、熊思方醫生、藍芷芊醫生、劉定宇醫生、李國基先生、馬麗莊教授、吳

章琰先生、伍百祥教授、黃國鍵醫生和蘇洪亮先生。

2 0 1 2 / 1 3年度

協會週年大會

與中港台大學協辦 義工服務計劃

為自閉症兒童 開發「社交故事」程式

協會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的邀請，再度成為大學

生服務體驗計劃「薪火計劃：中大聯合．兩岸清華．

服務學習體驗」的協辦機構。去年 7 月至 8 月期間，

3 間大學（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和台

灣清華大學）合共 30 名大學生，來到本會轄下的

4 個服務單位進行為期 5 天的義工服務，體驗社會

服務的工作。活動希望透過一起籌辦社會服務培訓

及實習計劃，促進兩地文化交流，同時亦鼓勵大學

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從生活實踐中經歷成長。

為了提升自閉症兒童發展社交認知和技

巧，協會去年底成功開發「社交故事一按通」

應用程式。程式收錄了 100 個具本地特色的

社交故事，並可自行編輯故事人物面貌、文字

說明及自製旁白，為有需要的兒童及家長提供

適切支援。該程式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撥款，現可於 iOS 或 Android 平台的智能電話

及平版電腦免費下載。而協會亦於去年 11 月

舉行發佈會向業界及傳媒介紹有關程式的應

用，共有約 350 人出席。（下載方法：於智

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的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的

搜尋功能中輸入「社交故事一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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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耀能協會白田幼兒中心開幕

首兩位殘疾人士考獲跆拳道黑帶

耀能員工顯關懷 

本會的學前服務單位「白田幼兒中心」，

於 2013 年 7 月 12 日正式開幕，成為全港名

額最多的特殊幼兒中心。我們很榮幸邀請了

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女士、平等機會委員

會主席周一嶽醫生、中聯辦社工部副部長李

運福先生，以及本會主席梁乃江教授主持揭

幕儀式，隨後並有幼兒表演助慶，共有 100

多名嘉賓及家長出席，場面熱鬧。同日下午

中心舉行開放日，接待學校、機構及社區人

士，各界對本中心的設施和服務高度讚賞。

香港耀能協會與香港跆拳道東龍會首創專為殘疾人士

而設的「特能跆拳道」，為協會學員提供附考帶制度的跆

拳道課程。在協會接受服務的歐陽俊龍及周漢邦經多年刻

苦鍛鍊後，最終於 2013 年 9 月通過評審程序，成為全港

首兩位考獲跆拳道黑帶的殘疾人士。兩人自 2008 年開始

接受訓練，對考獲黑帶資格感到十分興奮，下一個目標是

考取黑帶中的更高資格，向助教一職邁進。

本 會 再 次 與 耆 康 會 合 作， 於 2013 年

11 月 23 日舉行「耀能員工顯關懷」探訪

獨居長者活動。活動當日，60 多位同事、

家屬及董事會成員顧楊彥慈女士，到訪葵

青及北角共 70 戶長者，與他們閒話家常，

送上關心。是項探訪亦是「家是香港」活

動之一，並得到華永會慈善基金捐款，送

贈棉被及食物給長者。



專題

專注康復工作 50 年
跨越障礙　展耀潛能

2013 年是香港耀能協會的 50 週年金禧誌慶。自從 2012 年底開始，多項慶祝活動接踵而
至，當中包括藝術展覽、學術研討會、有義工參與的大型運動日、學生及服務使用者的表演
等。在籌劃及舉辦各項活動的過程中，我們不期然的回首往昔，亦對現今的康復服務及其發
展有了更深刻的領會，實在得益不淺。

在整年的誌慶活動中，
協會的「週年大會暨答謝晚
宴」可說是最具紀念性的一
項。於 2013 年 10 月 25 日，
協會舉行了週年大會後，於
當天晚上舉辦了晚宴，與來
自各界別的好友一同慶賀。
晚宴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張
局長在致辭時表示，協會的
工作一直得到香港社福界的
肯定，而政府一向重視康復
服務的發展，未來將會增加
殘疾人士的康復服務，當中
很需要與優質的康復機構合
作，以提升殘疾人士的生活
質素。

此外，勞工及福利局康復專員蕭偉強先生、教
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女士、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林
嘉泰先生和助理署長方啟良先生、社福機構、醫療
組織、國內的康復單位包括廣東省殘聯理事長張永
安先生、學術界和商界都有合作多年的夥伴應邀出
席，還有協會的董事會成員、名譽顧問、各委員會
委員、員工、服務使用者、家屬和義工等。協會趁
著這個數百人濟濟一堂的機會，向各個界別的人士
作出感謝。正如協會主席梁乃江教授在晚宴上致辭
時說：「沒有你們的支持，協會就沒有今日的成
就。」

懷念往昔 分享成果
50 年的時間不短，合作多年的夥伴紛紛到賀，

一些更是久別重逢，各人細數前塵往事，分享過往
的成就和點滴，場面既熱鬧又溫馨。當天協會為每位嘉賓送上一本由本會出版的《五十週年紀念特
刊》，書中重溫了 50 年來協會在康復服務中的發展，讓大家可懷緬過往的努力成果。

香港耀能協會於 2013 年 10 月舉行「週年大會暨答謝晚宴」，是協會慶祝金禧
的重要活動，服務協會多年的董事會成員同來參與協會五十週年的慶典。

晚宴的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右
二）與協會主席梁乃江教授（右一）、前主席何顯鴻
博士（左二）和行政總裁方長發先生（左一）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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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教授在晚宴中亦提到，協會創立於 1963 年的時候，由一班腦麻痺兒童學習班，發展至今已成
為具規模的康復機構，而協會現時所提供的服務，已經由基本的照料，提升至專業水平，服務亦趨多
元化。而協會愈益發現到，在現今的社會環境中，若要為殘疾人士提升生活質素，並不能單單依靠機
構本身，我們必須與更多機構和社會大眾合作。故此在今次的金禧活動中，協會積極與不同機構合作，
如金禧活動中的最後一環：「同心共慶賀金禧：迪士尼同樂日」，就是本會與香港迪士尼樂園合作的
大型活動。

傷健同遊 締造共融
在 2013 年 11 月 19 日， 香

港迪士尼贊助了逾千張門票予本
會的服務使用者、家屬、義工和
同事。整個活動除為了慶祝協會
成 立 50 週 年， 亦 為 去 年 12 月 3
日的「國際復康日」揭開序幕。
活動由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女
士親臨主禮，出席嘉賓包括香港
復康聯會主席暨國際復康日籌備
委員會主席張健輝先生、香港迪
士尼樂園度假區公共事務副總裁
蔡少綿女士，以及香港耀能協會
主席梁乃江教授。

迪士尼樂園方面表示，樂園
內的設施經過精心設計，廣泛照顧輪椅使用者、視障和聽障賓客的需要。當中超過八成的遊樂設施，
均可供輪椅使用者享用。作為一間康復機構，本會樂見本港無障礙設施越來越普及，同時希望透過多
與不同界別人士合作，令更多人了解殘疾人士的需要。

來自社福、教育、醫療、學術和商界的夥伴，聯同協會
董事會成員、名譽顧問、各委員會委員、員工、服務使
用者、家屬和義工等數百人，一同慶祝協會生辰。

嘉賓、同事、服務使用者和家屬等一同合照。

專題

主禮嘉賓、協會的董事會成員、義工和服務使用者一同暢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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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本會成立 50 周年，並為「國際復康日」揭開序幕，香
港迪士尼樂園贊助逾千張門票予本會服務使用者和義工等。

康復路上 永不言棄
也為著相同的原因，我們在當日的活動

中邀請了來自美國運通國際的百多名義工一
同參與活動，他們陪伴著本會服務使用者暢
遊樂園，看見他們滿載著歡欣的笑臉，正好
彰顯了傷健共融的精神，也響應了「國際復
康日」的主旨。

踏入 2014 年，我們將繼續面對康復服
務中的各種挑戰，協會行政總裁方長發先生
在《五十週年紀念特刊》中撰寫的文章「回
顧與展望」所說：「隨著醫療科技的發展和
進步，和香港人口加速老化的情況，相信將來會有更多不同特殊需要的殘障人士，在社會存活，並在
社區生活。康復工作的發展，是這些人士能否在存活之上，享有優質生活的憑藉。」這將成為協會在
康復服務發展上的目標之一，協會亦會繼續懷著「永不放棄」的創會精神，創造更多成績。

專題

香港迪士尼樂園贊助逾千張門票予本會，讓協會的服務使用者和家屬等可以享用樂園無阻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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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高福耀紀念學校 
　　　呂鎧如、陳詠彤同學

引言

2013 年 10 月，第八屆引導式教育會議在德國慕尼黑舉行，本會共派出 11 名同事出席，並在會議中

發表了 9 篇有關引導式教育的論文。會中同事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互相交流，就如何引用引導式教育

提升康復服務水平這議題上，收穫甚豐。

為了對有關會議加深了解，今次校園小記者訪問了 3 位參與是次會議的成員，他們包括賽馬會田綺玲

學校一級職業治療師阮文龍先生、成人服務言語治療師葉慧賢女士和鴨脷洲幼兒中心一級物理治療師秦銘

慈女士，一同分享他們出席引導式教育會議的得著和心得。

會場裡的交流

是次會議參與者有 600 多人，打破了歷

屆出席者人數。阮先生表示，可以參與如此

具規模的國際會議，是一次寶貴的經驗。他

在會議中發表的題目為「如何使用輔助科技

如 電 腦 軟 件 及 遠 程 學 習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能

力」。他引用了兩個例子，陳述如何透過資

訊科技提升學生的語文理解力，也讓患病留

家的學生透過遠程學習跟進學校課程。在分享之餘，他亦被其他講者啟發：「其中有一位講者提到，現在

還有多少人會在家自製薄餅呢？大家都是拿著平板電腦訂購外賣的！這讓我想到，如何幫學生適應社會的

轉變、跟隨主流步伐的重要性。」

言語治療師葉姑娘是另一位發表論文的同事，其分享的題目是「如何透過參與小組話劇，提升自閉症

成年人的情感理解和表達」。她侃侃而談：「這個計劃的對象是 18 至 20 多歲的自閉症人士。我先會讓學

員觀看短片，然後進行討論，再重覆練習。結果效果非常理想。」會議中讓她難忘的，是會場內展出的最

新康復科技，她更親身試用部份新發明，認為可為殘疾人士帶來方便。

物理治療師秦姑娘則在整個行程中出席了不少研討會及分享會，她常常在思量：「該如何把外國的優

秀例子，配合香港的實際環境加以運用，讓更多殘疾人士受惠？」在為期四天的會議中，著實為與會者帶

來不少嶄新的想法和感受。

會場外的共融

會議的最後一天，會場附近舉辦了一個讓傷健人士參與的嘉年

華會。嘉年華會的活動包括騎馬、擲飛鏢、波波池和各種攤位遊戲

等，場中更有一班電單車駕駛者，義務載著場內的傷健小朋友繞場

一周，讓他們感受電單車風馳電掣的滋味。看到場內人士樂也融融

的氣氛，讓三位治療師深深感受到何謂真正的共融，他們了解到共

融並非單純是行為上的包容，更多的是心靈上的接納。

今次能參加會議，對他們而言，實在是獲益良多。最後，三位

更不約而同地認為，參加會議的不應只是治療師和社工，也應有更

多服務使用者參與，尤其是年輕一代，因為這是他們最切身的議

題。他們也希望未來有更多人士參與會議，令會場內外的精神能繼

往開來，發揚光大。

協會多位同事在會議中發表研究報告，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
分享經驗。

（後排左起）成人服務言語治療師葉慧賢
女士、賽馬會田綺玲學校一級職業治療師
阮文龍先生和鴨脷洲幼兒中心一級物理治
療師秦銘慈女士與小記者們合照。

第八屆引導式教育會議
                   交流與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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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曾翠卿女士一直在教育局工作，近十多年更積極參
與特殊教育的工作，與協會合作無間。校園小記者一直希
望找機會到她的工作間探訪她，並請教她對特殊教育的看
法。難得葉太在百忙中抽空與小記者會面，葉太的說話除
令同學們獲益良多，她的親切態度和對教育工作的熱忱，
都讓同學大開眼界。與特殊教育的緣份

葉太和特殊教育結下的不解緣，始自 2000 年教育局改組之後。葉太表示：「初接手相關工作時，都
曾擔心自己能否勝任，因我一直缺乏特殊教育的工作經驗。」葉太笑說當時要學習做一塊海綿，盡快吸收
知識，不過，她很快便適應了新工作，並發掘到自己的長處，就是她能突破固有的框框，引入新思維，這
都有助推動特殊教育的發展。葉太也認為：「現時教育局的架構能讓不同部門同事在訂定教育政策時，同
時兼顧特殊教育的需要。這樣的安排，能達致共融教育的理念，亦更能照顧有不同特殊需要的學生。」

談到特殊教育的演變，葉太表示，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教育以照顧及康復為主，現今已經有很大的轉
變。尤其近十多年，教育局已經推行了很多完善的工作，包括增加宿舍、推行新高中課程、延長學生學習
年期，並安排改善部份設施未如理想的校舍等等，而相關工作仍會繼續進行。

家長及辦學團體的參與、支持和配合，以及社會人士對特殊教育理念的轉變，均成為政府發展特殊教
育的動力。這些轉變，能提升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自信心及能
力，增加其畢業後的就業機會，過獨立的生活，為社會作出貢獻，
以致融入社會。

多方參與•展耀潛能

葉太提到，香港耀能協會是她在教育局接手特殊教育工作之
後，首兩間接觸的辦學團體之一，並對協會的積極態度留下深刻
印象。她表示協會一直投入、專注和熱心地服務有需要的人士，
並為他們提供「一條龍」服務。近年又積極參與支援主流學校融
合生，全面地服務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她是非常欣賞耀能協會在
特殊教育發展及服務的付出。

最後，葉太特別鼓勵我們一群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我們身旁雖然有家人及師長的支持和協助，又有
社會人士給予的機會，但最重要的還是自己抱着正面樂觀的精神，面對自己及前路上的挑戰。因為每一位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也有潛能，只要不斷尋找及把握機會，展現潛能，必定可以邁向豐盛人生。」

焦 人物

專訪教育局副袐秘書長
葉曾翠卿女士

特殊教育：

   從切割走向共融

特殊教育：

   從切割走向共融

採訪：羅怡基紀念學校 
　　　老志航、王名才同學

訪問之前，我們心裡想：葉太可會如一般的政府官員以常見的官式口吻回答問題呢？
慶幸，葉太當天很親切地跟我們款款而談，和我們談理想及興趣，分享經驗，又鼓勵我
們。我們實在非常感謝葉太抽空和我們度過一個充實又愉悅的下午。

藉此，衷心祝葉太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後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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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
展耀
潛能
展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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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何景彤、江姍同學

學生才藝表演

          舞台上展光芒

協會三間學校於去年 11 月 9 日舉辦了「香港耀能協
會金禧才藝大匯演」，由三校學生表演多項節目，當天
前來參觀的除了一班協會的董事會成員，還有教育局常
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女士擔任活動的主禮嘉賓，各人都為
學生的精彩演出而感到驕傲。

兩位校園記者當天特別走到後台，採訪了多位表演
同學、家長和老師，看看他們如何努力預備演出，以及參
與大匯演為同學所帶來的得著。

展示潛能 提升自信
 高福耀紀念學校學生在當天演出戲劇《我找到快樂》，劇中

分別扮演小偷和老板娘的鄭中和周凱喬表現尤其突出，大獲好評。
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負責訓練的蔡鳳英老師說：「做
舞台劇殊不容易，要背台詞、記位置和練舞步。他們花了一年時間
來排練，才會有今天的成績。」付出是有回報的，周凱喬父親說：
「自從凱喬參加了話劇，性格變得主動，肯跟陌生人說話，懂得
與人溝通。」

突破障礙 天籟重現
羅怡基紀念學校吳政宛同學原是主流學校歌詠團的成員，因腦部受

損而令視力、聽力和記憶力受影響。熱愛唱歌的她在家人和社工的鼓勵
下，克服心理障礙，再次踏上舞台獻唱。政宛媽媽說：「出事後，她對
身邊的事不聞不問，但自她再次踏上舞台表演後，做事時變得專心和   
認真。」

「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
當天賽馬會田綺玲學校銅管樂團負責演奏多首名曲，悅耳動聽。11
位樂團成員都是由馬漢銘老師一手發掘和訓練的。他說：「8 年前
很想栽培一班很有音樂天份的同學，因自己擅長吹小號，便嘗試教
他們銅管樂，經過多年努力，他們去年在沙田大會堂開了首場演 
奏會。」

當天演出的每位同學，除了在舞台上展現光芒，參與演出亦讓
他們提升自信和成就感。希望各同學繼續發揮「耀能所授，卓越展
能」的精神，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

視障的吳政宛同學為自己訂

下目標，就是獨自一人在台

上唱歌和彈琴。

在馬漢銘老師的悉心栽培下，銅管樂團
終羽翼豐盈，展翅高飛。

演出話劇的鄭中和周凱喬說：「做話劇一點都不難，很好玩！」

主禮嘉賓謝凌潔貞女士與協會董事會成員一起上

台，與學生大合唱。



心寫我情 
協會去年底出版了《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除了

將協會半世紀以來珍貴歷史輯錄起來，亦有多位資深

的董事會成員撰寫文章，以記錄他們對協會發展的回

憶和感想。其中由創會時已經在會中擔當重要義務工

作的黃林紅芸女士，見證了協會的開創及成長，她在

書中寫了一篇文章「我們從不放棄」，道出創會董事

的一番理念及初期的艱苦運作。以下為該文章節錄。

1963 年，香港痙攣兒童會正式創立，協會本着「從不放棄」的精神，
為患腦麻痺症的兒童提供教育和自立的機會。自 1964 年 4 月 1 日，首屆
兒童班創辦了，從此協會服務持續發展。這不但印證了孔子「有教無類」
的信念，亦同時為這一群孩子和家長帶來了希望與光明。

我們尚有很多東西要學

當時除了協會主席田綺玲兒科教授、數位醫生及治療師，其他成員大
部份都沒有與腦麻痺症小孩接觸的經驗，出身自建築專業的我亦一樣。可
想而知，當年我們是經過怎樣的一番努力和學習才設計出適合腦麻症兒童
的課程。

在創會初期，成員在正職外，差不多每隔三、四天便齊集在我
的辦工室開會，協會的一切大小事務亦由各成員親力親為的負責。

當時我們沒有客觀的條件

由於腦麻痺症學生須要多種不同的訓練，資金及專業人才的不
足成為了最重要的問題。為了籌募足夠的資金，創會主席田綺玲教
授親自去信海外機構募捐，英國痙攣協會當時捐贈的 1,500 英鎊成
為協會的開辦費用。田綺玲教授亦去信邀請港督及港督夫人擔任贊
助人，並獲港督戴麟趾爵士答允成為協會的首位贊助人。各成員亦
在不同場合向各界人士推動募捐，更在當時的副主席李胡紫霞女士
的統籌下，獲邵逸夫先生支持在娛樂戲院舉行大型的「開幕首晚義
映籌款」，共籌得 109,447 港元；籌款以外，更出版《香港痙攣協
會季刊》，藉此增加大眾及專業人士對腦麻痺症的認識。

一番努力下，腦麻痺症孩子的教育和服務需要終於獲得社會
的肯定。1967 年，在世界康復基金會資助下，紅十字會開辦了大

口環甘迺迪中心，為具正常智能、身體缺陷較輕、有機會進入主流學校的腦麻痺症小孩服務，名額 80 名。
當時在協會學習的學生悉數轉讀。

雖然算是任務完成，但一眾成員眼看還有許多具多重障礙和不同年齡的腦麻痺症人士未獲適切的服
務，在以人為本的理念驅使下，本會把服務擴充至不同殘障程度和年齡的腦麻痺症人士。我們知道工作
任重而道遠，但我們從不放棄。

我們從不放棄 協會董事會前成員
黃林紅芸女士

在 1970 年代，黃林紅芸女士擔任協會的學校校監。

黃林紅芸女士（前排右二）於去年底出席協會

50 週年答謝晚宴，與其他委員會成員及同事

合照。

《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的誕生

現任協會董事會成員張黃楚沙女士被委任為本紀念特刊的義務總編輯，曾
經任協會總幹事達 27 年的張太對協會發展非常了解，在她和其他資深董事和
同事的努力下，紀念特刊有脈絡地記載了協會的多項先導服務、服務理念及成
就等，當中更載有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現時可供服務
使用者及家屬和公眾人士購買，有興趣人士可瀏覽本會網址或致電本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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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特別感謝港南獅子會過去多次贊助協會的活動，其中包括

去年12月他們贊助本會石硤尾幼兒中心舉辦「獅心展耀能─小

小心意比賽」。活動中小朋友親手畫上心意咭，再送給長者表

達暖意，而得獎和參加比賽的小朋友都獲港南獅子會送贈小禮

物，令節日徒添歡樂。

本人 / 公司樂意支持香港耀能協會的服務 

每月定期捐款 Monthly Donation

一次性捐款One-off Donation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香港耀能協會」或“SAHK”)

□ 信用卡  □ Visa   □ Master Card

本人（只適用於每月定期捐款者）同意此授權書在此信用卡有效期過後及獲發新卡後仍繼續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恒生銀行：024-388-555161-001 
中國銀行：012-806-00030099  

捐款者資料
本人明白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捐款及有關行政事宜。

如您不欲收到本會的服務資訊，請在以下方格「」及填寫以下資料，交回本會。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日後要求註銷、查詢及更改其個人資料。如欲註銷個人資料，可致電2527 8978或電郵本會ho@sahk1963.org.hk。
如欲更改資料，請以書面或電郵方式提出申請。

□ 本人不願意收到貴會的服務資訊。   姓名：                          地址：                                                                                                 電話：

信用卡號碼： 有效期至：_____ 月 ______ 年(最少3個月有效)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日期：

中文姓名：(先生/女士) 英文姓名：

公司名稱 (如適用)： 職銜：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

通訊地址：

□ HK$2,000   □ HK$1,000   □ HK$500   □ 其他Other   HK$

□ 其他Other HK$ 

□ 指定捐款單位

□ 指定捐款單位

□ HK$800   □ HK$500   □ HK$300   □ HK$200   □ HK$100

□ 繳費靈 (PPS) (服務處之商戶編號：【9397】；選擇項目【1. 捐款】) 

 (網上繳費靈：www.ppshk.com ；電話捐款：18033 )

 您的付款編號：

所屬中心 (如適用)：

□ 直接存入戶口（請連同銀行存款收據正本寄回）：

請將表格連同有關文件正本及支票，交回本會

- 郵寄：「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17樓」

- 傳真：(繳費靈或信用卡捐款者適用)：+852 2529 0536

• 捐款港幣$100以上可憑正式收據申請稅務減免。

如您願意收到本會的服務、活動及籌款資訊，請在以下方格「」：

□ 本人願意收到貴會的服務、活動及籌款資訊。   簽署：                                                   日期：

捐款表格

感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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