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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材設計2016
得獎學員的創作靈感及意念
協會學員早前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綾緻康健服裝中心主辦的「展才設計2016」比賽，與理大

學生一起設計服飾給摯愛的親友，除發揮學員的無限創意，亦藉著衣服的貼心設計表達人與人之間的關
愛。今期會訊我們特別邀請了得獎學員分享他們的設計意念，聽聽他們如何在作品中展現他們對摯愛的心意。

雷丰穎（盛康園）——「金屋藏嬌」
得獎項目：最佳設計銀獎

丰穎很想送一間屋給媽媽，透
過時裝設計，她以具中國傳統
特色的屋子為題材，並運用她
最喜愛的粉紅色和富貴花為元
素，為媽媽縫製一件衣裳。

鄧打俤（盛康園）——「魚群“裙”」
得獎項目：最佳設計銅獎

工場導師黎姑娘是打俤最尊
敬 的 導 師 ， 打俤便 用 了 黎
姑娘喜歡的食物 —— 魚作題
材，設計一條魚裙給她表示 
敬意。

戴兆賢（盛康園）——「恩愛綿綿」
得獎項目：優異獎

兆賢的弟弟和弟婦非常恩愛，
這套衣服前面的交叉帶表示他
們互相支持、相敬如賓。他希
望藉著這套衣服祝願他們繼續
相親相愛、幸福甜蜜。

李翠珠（禾輋工場）——「高貴藍色拉丁舞裙」
得獎項目：優異獎

翠珠眼見工場服務員萍姐工作
辛勞，希望她能夠完成協助學
員如廁、洗髒衣服、清潔工
場等工作後卸下沾滿汗水的衣
服，換上她所設計的藍色拉丁
舞裙跳舞，把疲倦轉走。

今年比賽新增一項名為「快樂印秘」的設計活動，由服務對象繪畫圖案，製成布
料交由學生設計成服飾。協會共有5位服務使用者的作品獲選，包括禾輋工場的
劉元、白普理德田工場的吳小恩，以及盛康園的李敬滿、俞兆章和劉文海。協
會恭賀以上服務使用者，盼繼續發揮所長，展耀潛能。

煤氣公司
捐贈電動廁板

協會喜獲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煤氣公司）邀
請，成為「煤氣公司智能廁板送贈計劃」的受惠

機構。去年計劃已為協會兩間特殊學校及兩間成人殘
疾人士宿舍提供捐贈及安裝，讓服務使用者提升生活
質素。有關計劃並會逐漸推展至會內的不同單位，協
會對煤氣公司的支持予以衷心感謝。

發陳由煤氣公司常務董事 永堅先生（後排左七）

堅園MAD DOG溫馨暖意慈善活動」，為「煤氣公司智能
廁

板送贈計劃」籌募善款，協會副行政總裁
宣國棟先生（左	

二）出席活動，代表協會向煤氣公司致謝。

起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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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與CEO對 話

編 者 話

康復服務外展化
帶來的思考

為了面對服務場地嚴重不足，服務需求卻不斷增
長的情況；亦為了照顧服務對象在不同處境的

需要，康復服務近年更多以外展方式提供。當中的
例子有「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嚴重肢體傷
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本會獨有的「『樂同行』家長
支援服務」、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中的學校支援
服務，和去年11月開展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 
劃」，真是琳琅滿目，如雨後春筍。

康復服務外展化的情況逐漸普遍，大量專業、半專
業，和負責支援的康復人員需要獨自走到服務對象的
處所工作，包括他們的家居，或是學習的地方，如學
校、家長資源中心，和幼稚園等；不論機構和工作人
員都面對不少的新挑戰和考量。

在眾多的挑戰和考量中，我想談談工作人員攜帶康復
器材和用具上門到戶的問題。

很多康復和訓練的程序，都需要使用康復器材和用
具。以中心為基地的服務，設施都由專人設計，加上
器材和用具齊備，只要預早安放妥當，可說是手到拿
來，十分方便。而外展服務形式同樣要求工作人員預
早妥善執拾所需的器材和用具，然後放進旅行箱帶到
工作地點使用。然而，若我們細心想想，便會發覺
事情並非這樣簡單。就以「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 
劃」為例，治療師到訪幼稚園一天，通常會為多名小
朋友進行個別治療和訓練，由於每個小朋友情況不
同，需要教具類別也會有差異，治療師便要攜帶多件

教具。教具的大小和重量、在路上拖拉和上落交通工
具的路程，都是機構作為僱主，需要為員工作出職安
健的考量。

從職員角度，每日拖著沉重的旅行箱往返工作地點，
對體力是一項挑戰。要解決這問題，應從多方面入
手。如何靈活運用小量教具以進行不同治療或訓練
程序、可否就地取材借用幼稚園的教具、能否運用創
意將教具微型化，甚至將訓練程序作出創新的安排等
等，都是一些未來的工作方向。在此，我特別要讚
賞同事為協助家長在家中為幼兒延續訓練而設計了
多項的家居訓練方法，更在2009年出版了《「感覺統 
合」家居訓練冊》一書。該書廣受家長和業界歡迎，
已出版三次。我相信，隨著康復服務外展化的走
勢，我們需要更多的創意，去改進我們的訓練程序和 
器材。

方長發
行政總裁

香港耀能協會

督印人
行政總裁方長發先生

編輯委員會
宣國棟、黃秀文、馬小蓉、周雅儀
周嘉銘、樊穎欣、李芷妍

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17樓
電話：2527 8978
傳真：2866 3727
電郵：ho@sahk1963.org.hk
網址：www.sahk1963.org.hk

協會本年度喜獲社會福利署經獎券基金撥款，於4月率先開展全新服務計
劃 ——「真色珍我」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今期「專題」將會介紹協會針對
自閉症人士需要而提供的服務，從中令大家更了解自閉症人士的需要。
學生記者還特別專訪香港公益金入會、預算及分配委員會主席楊傳亮先
生，暢談他的成長經歷和分享他對共融社會的看法。

「天生我才必有用」道出雖然殘疾人士面對種種障礙，但只要給予他們機
會，他們便能與普通人一樣貢獻社會。「展耀潛能」請來協會不同服務使
用者分享他們在不同機構 ／公司的實習和工作的體會和經驗。

特別在此提提大家到「香港耀能協會SAHK」的Facebook專頁瀏覽協會的
最新資訊和服務，並歡迎「讚好」。 

葵盛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開幕禮
協會葵盛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於 5月27日舉行開幕禮，邀得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方啟良先生（右三）擔任主禮嘉賓，
並由中心幼兒以魔術及歌舞等表演助慶，場面熱鬧。

葵盛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提供92個早期教育及訓練學額，為初生至6歲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提供全面的訓
練及治療，並為家長提供適切支援。

世界知名神經系統科學家為協會
主講自閉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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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日，協會榮幸邀請到普林斯頓大學王聲宏教授（左三）來
港以神經系統科學的角度講述其對自閉症的研究。是次

研討會邀得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月

（衞生）袁銘輝先生（右三）及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女士（左二）作主禮嘉賓。活動中嘉
賓與協會主席梁乃江教授（右二）、董事會成員呂楊俊婷女士（左
一）及行政總裁方長發先生（右一）合照。

為中大醫學生講解本港康復服務

4月23日，協會應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邀請，於協會轄下單位賽馬會新頁居為骨關節醫學及復

康理學碩士同學講課及參觀。

協會行政總裁方長發先生及高級經理黃源宏博士以「香港康復服
務需要的演變 ── 香港耀能協會的故事和未來展望」為題，講解
協會就社區需要而推行康復服務的情況。課後，中心主任帶領同
學參觀單位，以了解協會為四肢癱瘓人士提供的服務和設施。

協會再奪「無障礙網頁」三金殊榮

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及平等機會委員合辦的「無障礙
網頁嘉許計劃2016」於4月19日進行頒獎典禮。協會網站榮 

獲「三年卓越表現獎」，而協會的「康復家庭指南」和「社交故事一
按通」也分別獲得計劃中網站及程式組別的金獎。

陝西參訪團

協會於5月舉辦為期六天的「陝西參訪團」，共12位職員參加，期
間參觀了六間位於西安市及寶雞市的康復機構。是次參訪讓職

員對中國內地的康復設施、需要及服務發展情況有更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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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專 題

中國康復機構代表到訪協會
應世界宣明會中國辦事處邀請，協會接待來自內地

的康復機構代表到訪，於 4月21日參觀協會持續
復健中心及白田幼兒中心。是次共有20多位國內康復單
位領導人到訪，包括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及中國殘疾
人聯合會等。

柴灣工場、宿舍及龍泰宿舍
週年慶典
3 20日，協會柴灣工場及柴灣宿舍一同慶祝 35及

20週年紀念，而龍泰宿舍亦於5月21日舉辦聯歡
宴，慶祝其成立20週年。

紀念活動中，各嘉賓、職員、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 ／照顧
者一同回味多年來的歡樂片段及展望未來服務的發展，加
上學員精彩表演及幸運大抽獎，場面溫馨而熱鬧。

月

協會教師分享嶄新教學模式

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應邀出席「學與教博覽 2015」，分
享他們作為全港首間特殊學校採用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的教學模式及箇中經驗。是次講座反應踴躍，
有效推動教育界更積極應用資訊科技及自主學習形式支援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商界展關懷」社區夥伴合作展

協會於 5月10日參加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商界展關懷」
社區夥伴合作展，展示與不同夥伴的協作成果，包括各種捐

贈及大型義工活動。

協會衷心祝賀34間由本會提名的企業及機構，並謹此感謝各機構夥
伴對協會的支持。

協會員工顯關懷2016
本年 3月13日，協會職員參與公益金新界區百萬行籌款活

動，同事及家屬親友共約 90人出席，籌得逾 34,000 港
元，款項將捐助公益金所資助的「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會員機
構，協助有需要的家庭。

自閉症人士的生命旅程

學員到香港兒科醫學院分享，讓公眾了解自閉症人士的工作能力。

提起旅遊，相信每個人都會浮現出不同的嚮
往和憧憬。美食美景固然令人著迷，但身

處外地，言語不通兼且對當地環境一無所知，有
需要卻求助無門時，又會否令你感到不知所措？
自閉症人士就像到了外地旅遊的遊客一樣，而我
們則變成了他們眼中言語不通的「當地人」。

陌生的國度 溝通的隔膜
長久以來，自閉症人士不論能力高低，要融入社會都
不太容易。高能力自閉症人士雖然智能與一般人
無異，但由於社交及溝通障礙，普遍於生活或工作上
面對不少困難，支援網絡亦相對較少。或許我們會因
自閉症人士的過分熱情而感到不安；會因他們不了解
社交潛規則而覺得可笑；也會因他們不懂關心別人或
表達個人感受而產生距離。這樣的溝通隔膜，逐漸
令自閉症人士與社會大眾之間築起了一道牆，他們彷
彿變成迷失於旅途中無助的旅客。

「吾懂人情」計劃到勞工處展能就業科分享自閉症人士公開就業的
經驗歷程。

04 05

頁3



專 題

學習同化「吾懂人情」
香港耀能協會一直致力發展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在不斷累積服務經驗後，亦開始思考「迷失」於社會中
的高能力自閉症人士的所需。協會於 2009 年獲得香港公益金資助，開展「吾懂人情」計劃，透過人際關
係及傳意文憑課程、工作情境體驗計劃等全方位服務，讓高能力自閉症人士於人際社交、情緒管理等範疇的
能力有所提升；同時亦能發展個人潛能及為職業生涯尋找方向。計劃的定位就像為自閉症人士充當「導遊」角
色，指導他們於主流社會生活的技巧，並嘗試融入其中，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

由學員組成的樂隊為國際自閉症人士畫展開幕禮表演。 舉辦PEERs®人際關係課程，讓學員學習人際關係及社交溝通的
技巧。

隱藏在角落裡被忽略的一群
與此同時，協會亦一直為其他自閉症成年人提供支援。以往很多低能力自閉症人士都在各式各樣的康復服
務單位接受服務，這些服務單位多以智障人士為服務對象，較少為自閉症人士的需要提供針對性的服務。久
而久之，他們的需要漸被忽略，使他們難於融入社會。

協會轄下設立多種不同類型的成人宿舍及訓練中心，為智障人士及低能力自閉症人士提供全面的康復訓練及
住宿照顧。因應自閉症人士於院舍生活為職員或照顧者等帶來的挑戰，協會一直為前線員工提供專業訓練，
讓他們更了解自閉症人士獨有的需要及溝通模式，從而提供個人化的生活常規訓練，讓自閉症人士能享受
院舍生活之餘，員工或家人的照顧壓力亦得以紓緩。

協會將服務經驗心得編撰成一套兩冊連光碟的「自閉症成年人
生活適應教材套」，內容以日常生活實用性為基礎，涵蓋社交
溝通、個人生活技能、社區生活及休閒娛樂四個範疇。

拉筋訓練揉合感覺調節和拉筋練習，讓學員舒展筋骨之餘，
亦有助提升感覺統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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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色珍我」綻放異彩
在整合、鞏固我們多年的寶貴經驗後，協會本年度喜獲社
會福利署經獎券基金撥款，開展全新服務計劃 ──「真色珍 
我」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

新服務將為不同能力的自閉症人士，針對其個別需要提供
服務，使他們能在社會上發放個人色彩。計劃會為高能力自閉
症人士及其家人 ／照顧者提供個人化介入服務，以「導遊」角色
協助自閉症人士融入主流社會生活；另一方面，「導遊」亦充
當橋樑的角色，讓「當地人」更明白及體諒「旅客」的需要 ──
認識自閉症人士的世界。這些「當地人」包括自閉症人士的
家人 ／照顧者、工作場所的僱主 ／同事、學校的教職員等，長遠
期望由這些群組出發，再由他們將自己對自閉症人士的認識
向公眾宣揚及教育，最終讓社會大眾理解自閉症人士的特色，
並達致求同存異，讓自閉症人士也能憑藉他們與別不同的個性
及專長，於主流社會中活出真我。

此外，計劃作為「導遊」的角色，除了協助高能力自閉症人士
展現真我外，亦會為各康復服務單位提供顧問及培訓服務，
提升前線員工對在接受服務的自閉症人士的特性，從而為他們
制定切合個人需要的訓練計劃，除讓他們的生活更添色彩，亦
能減輕了員工照顧他們時的壓力。

人在異鄉，別人的慷慨幫忙對旅客認識及適應當地生活有著重
大的作用；自閉症人士於主流社會中或許像流落他鄉的人般，
但只要適當地讓他們認識身處的環境，包容他們對陌生環境的
不了解，他們也能好好享受旅程，寫出一篇精彩的遊記。

「真色珍我」 
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 
服務概覽

協會獲社會福利署經獎券基金撥款資助，於 2016 年 4月率先
推行為期兩年半的先導計劃，為高能力自閉症青少年及其 
家長 ／照顧者、服務自閉症人士，並受社會福利署津助的機構
及其前線康復服務人員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支援服務，以照
顧自閉症人士的不同需要。

服務內容包括：
• 高能力自閉症青少年、家長 ／照顧者支援服務
• 就業選配及在職支援服務
• 機構及前線康復服務人員顧問及培訓服務
• 自閉症諮詢專線

透過舉辦大專生夥伴培訓計劃，推動大專學界提高對
自閉症人士的認識及支援。

透過不同活動讓高能力自閉症人士
展現才華。

協會「真色珍我」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於6月3日舉	
辦「自閉症人士全方位支援模式」研討會，吸引逾百	
參加者。

「真色珍我」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
聯絡及查詢

電話：	2662 2980（一般查詢）	
2336 8855（自閉症諮詢專線）

電郵：	 tcass@sahk1963.org.hk 

網頁：	http://sahk1963.org.hk/b5_service.
php?id=103

頁4



焦 點 人 物

公益金入會、預算及分配委員會主席

楊傳亮先生
笑談成長、生活與共融

楊傳亮先生勇於面對挑戰的精神，值得同學們好好學習。

08 09

楊傳亮先生一直熱心社會
公益事務，於百忙

義務工作及進行探訪。之中仍會抽空參與

以「能者多勞」來形容楊傳亮先生，可說最	
	合適不過的，他既是會計師行的合夥人，

也是「香港公益金」的董事及入會、預算及分配
委員會主席，同時還擔任多項公職。這次就楊先
生的個人成長、閒暇生活及對社會議題的看法三
方面進行訪談，了解他少時負笈英倫留學的經
歷、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以及對共融社會的願景
和看法。

楊傳亮先生的親切態度令同學們留
下深刻印象。

旅英留學  目標清晰 
談 到 楊 傳 亮 先 生 的 學 習 歷 程 ， 楊 先 生 笑 言 自 己 
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自小在香港接受教育。直
至中三，他才轉到英國學校寄宿。當年到外國讀書寄
宿是件艱苦的事，不像現今的留學生般輕鬆自由。他
們在英國中學寄宿的氣氛嚴謹，同學們都專心致志地
準備大學入學試。

楊先生透露了他在大學選擇修讀會計的心路歷程：「自
己跟很多男校生一樣，最心儀的科目當然是醫科，可是
又意識到自己的理科成績一般；另一方面亦受家庭影
響，爸爸是一名會計師，總希望下一代能繼承會計師這
行業，所以便決定以會計為志。」到了碩士階段，楊先
生選擇了修讀工商管理，他說：「工商管理中也有幾個
範疇可供選擇，而我認為出口管理更有利於自己未來的
發展，因為香港正是一個典型的出口港。」

當問到會否因沒選上醫科而感到遺憾，楊先生分享了
他深刻的見解。他說：「我的確很羨慕我的同學能
在醫學界別上作出貢獻，但亦明白夢想跟理想是有
分別的。對我來說，當醫生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
想，反而從商是更適合自己，我為自己的選擇感到滿 
意。」話說至此，令我們不禁想起教育界推動的生涯
規劃課程之理念，往往先要了解自己，平衡能力與興
趣，才會為自己選擇最適合的路，楊先生就正正明白
這道理，顧及並平衡各方面因素，為自己尋找合適的
道路，才能成就今日的成功，充分表現自己才幹和潛
能，綻放光芒。

面對挑戰  貴在嘗試
那麼楊先生又會如何面對學習路上的挫折呢？他笑
言：「很幸運，我在學習上一直都頗為順利，唯一令
我感到有點吃力的，應該是法文科。」他認為要克服
困難與挑戰，關鍵在於自己有多大決心。為把握機會
去提升法文的水平，於高中時他毅然修讀法文，努力
研習。然而，當時最大困難是會話，因為怕文法有誤
而表達得不流暢，於是他便厚著臉皮地大膽說，待老
師指正錯誤，久而久之便有進步了。楊先生不怕困
難，勇於面對挑戰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嚴父慈母  塑造自我
在成長中，總有一些人物會深深影響我們，楊先生肯
定地說：「那必然是我的父母。」他坦言自己是在一
個典型的嚴父慈母家庭中成長。父親比較寡言，在家
中很具權威，成為了自己的模範，總想著要成為他一
樣的人；而母親很懂得包容、理解別人，楊先生從事
義務工作，正是由母親的啟蒙。再者，父母孝順也對
他影響深遠，他憶述：「小時候，我看到父、母親對
祖父母的關懷和照料，無微不至；我感到孝順是一種
理所當然的責任，而不是負累。」

熱衷工作  兼顧閒暇
大多成功人士都熱衷於工作，究竟楊傳亮先生的閒暇
生活是如何編排呢？他說：「回流香港後，我便加入
了『香港公益金』，迄今已二十載，這份義務工作確
實佔據了我不少時間，但我仍很享受，特別是到前線
與不同受助者接觸。」至於閒暇生活，楊先生喜愛游

泳，也熱愛出門旅行，雖然他的工作有不少出國的機
會，但總不及在假期中享受旅遊的樂趣，體驗不同的
生活文化。

至於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楊先生強調靈活性很重
要，他說：「首先我們要把事情訂立優次，再作出
取捨。然而，這並非一成不變的，每天工作都有不
同，今天決定把工作放首位，不代表明天不可以改 
變。」聽畢這番話，我們明白楊先生靈活多變的處事
方法，就是他成功的秘訣。無論在學習、工作以至生
活上，他總能應付自如，恰到好處。

後記：傷健共融  貢獻不可量化
傷健共融是我們的共同願景，問及身體弱能人士
可以如何貢獻社會，楊先生認為：「『貢獻』這
個詞應重新定義，殘疾人士各有不同的優點和限
制，他們的貢獻是不能量化的。他們不一定要創
出什麼特別成績，只要他們能突破限制，能照顧
自己，對家庭、社會都是一種『貢獻』。」

再者，楊先生提及香港雖有一些共融設施，例
如：方便輪椅使用者的斜道，但往往設置在一些
不起眼的位置，出入較為不便。因此，他寄語香
港可以更加進步，讓傷健人士可以真正一起「共
同進退」，實現平等共融的理念。

採訪：	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同學	
——楊綽然、焦瑾珊、區兆天頁5



非 常 任 務 展 耀 潛 能

授人以漁
令更多國內 
自閉症兒童受惠的 
培訓模式

 

Good 
Job!

做得好!!

自2007年起，協會為從事康復及特殊教育的同工開辦自
閉症兒童服務課程，提供合適的教導和訓練。

上期的「非常任務」介紹了協會的「引導式教育」國內培訓工作，今期將會承接上期內容，介紹
另一國內培訓範疇 ——「自閉症培訓課程」，並請來協會內負責有關工作的高級治療師吳麗如

姑娘接受訪問。從她的訪問中，我們不但了解到協會在國內的培訓情況，更會看到一群有心人如
何為弱小社群默默耕耘，「以生命影響生命」。

看見了需求 
為甚麼協會在國內提供「自閉症培訓課程」呢？吳姑
娘說：「協會一直都在國內推動『引導式教育』和
腦麻痺人士服務的培訓，後來因為看到內地的自閉症
人士數目不斷增加，特別是國內自閉症兒童的服務
需求殷切。所以，協會從2007年起便連續舉辦了多屆
教導自閉症兒童』基礎及進階課程，讓有興趣的國

內同業能來港參與課程。」

有見國內 對照顧自閉症人士的需求十分龐大，協
會於是設定目標，希望以最短時間幫助最多服務對
象，故決定採用「Train-the-Trainer」（培育康復服
務訓練人員）的培訓模式，透過培訓康復人員及教
師，讓他們掌握自閉症兒童的問題、需要及相關的
治療技巧，讓更多的自閉症兒童能及早確診，並盡快
接受適切的治療及訓練。

撒種到收成 
吳姑娘統籌及參與培訓課程多年，見證協會所提供
的培訓在形式上不斷演變。她以「播種」來比喻這過
程：「協會最初只是在香港舉辦講座；後來舉辦考察
團，邀請國內社福機構派員到我們的幼兒中心作三至
五天的實地參觀，汲取經驗；及至近年，國內機構會
要求協會派同事到當地的中心辦課程，實地提供諮詢
及指導。協會同事像播種的農夫，將自己的知識、
經驗及技巧傾囊相授，免卻國內的同工在過程中走冤
枉路。現在，一些國內的單位已經開始自己辦課程，
亦會邀請我們到他們的講座作分享。看到他們的發
展，欣慰我們多年來的努力終於有收成了。」

採訪：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同學	
——曹美怡、葉劍鋒、余曼晴、陳希文

總結
今次訪問不但讓我們知道協會多年來在國內積極推動「自閉症培訓課 
程」上的進程，更重要是看到一群社福界別的專業人員為弱勢社群默默耕
耘，作出無私的奉獻。據吳姑娘所說，國內從事康復及特殊教育服務人員
的薪酬及晉升機會不太吸引，能讓他們堅持下去全憑背後的那顆愛心，因
此，她說報讀培訓課程的唯一要求是「有心」。而我們從吳姑娘燦爛的笑
容，也同樣看到那份發自內在的「愛心」。全賴這群有心人，我們預視國
內照顧自閉症人士的服務定能遍地開花，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

天生我才必有用
學員就業融入社會

協會一直致力為服務使用者開拓實習場景訓練及就業機會，除了讓他們一展所長、融入社會外，
也可以加深公眾人士對他們的了解，給予多一份接納。今期耀能通訊請來協會六位服務使用者

分享他們於不同界別的就業情況、箇中得著和感受，包括來自盛康園的Paul、John和Ka Man、賽馬
會新頁居的Phoenix和秀麗，以及來自「吾懂人情」高能力自閉症人士支援計劃的Chris。

餐飲實習提升自信  學員樂在其中 

羅怡基紀念學校的小記者老智航、陸證恩和田子俊親
自到盛康園訪問當中三位受訓學員 —— Paul、John和
Ka Man，他們均已於Café LOHAS受訓超過一年，分
別負責水吧、製作食品和樓面工作。雖然他們沒有從
事餐飲業的經驗，但在Café LOHAS工作令他們獲益
良多。

學員表示訓練期間學到不少烹調、沖製飲品的技巧，
每當看到顧客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便令他們感到滿
足。另外，他們從中也學會了待客之道，即使下午茶
時段客人較多時或會出現手忙腳亂的情況，他們仍能
保持耐性及冷靜，這份認真的態度為Café LOHAS贏
得不少口碑，也讓公眾人士對學員的印象刮目相看。

羅怡基紀念學校小記者到
盛康園訪問受訓學員。

協調工作繁碎  同事樂於支持
Phoenix和秀麗是賽馬會新頁居的服務使用者，她們
主要為豎琴之友處理辦公室日常事務及統籌外展活

動。雖然要妥善安排活
動 的 各 項 細 節 絕 非 易

豎琴之友代表（右二）與
Phoenix和秀麗於《有能
者 •聘之約章》及共融機構
嘉許計劃頒獎典禮暨共融
機構分享會中拍照。

事，她們卻不約而同地表示每當活動完成後，對方的
正面回應帶給她們最大的滿足感；這份工作也令她們
更深體會「天生的我才必有用」的道理。

縱然Phoenix和秀麗的工作性質相當具挑戰性，她們
亦不會放棄，全賴身邊的同事給予支持及協助，讓困
難一一迎刃而解。

轉錄工作需耐性  自閉僱員展所長
「吾懂人情」服務使
用者 C h r i s 擔任香
港大學言語及聽學
科學部的研究助理
快將四年，主要工
作包括文書處理及
協助把逾千個研究
錄音轉錄成文字，
有時也需要使用設計軟件繪製圖像。上司表示有自閉
症特性的Chris雖不擅長社交，但只要給他清晰的指
引和工作程序，其表現甚至比一般人更優秀，Chr is
擁有過人的記憶力及高度的專注力，能準確無誤、有
條不紊地應付大量重複的文件及數據，大大提升研究
效率和進度。

Chris也直言完成工作後得到上司或同事的讚賞，是
他在港大上班的動力來源。其他同事亦與Chris打成
一片，工餘時間會邀約他出外消遣，除擴闊了Chris
的生活圈子，同事亦多了解自閉症朋友的特性，令彼
此合作更融洽。

認真細心的態度、記憶力強、勇於面對挑
戰，都是這群服務使用者的過人之處。僱主
對學員工作表現及能力予以肯定也是驅使他
們不斷進步的動力。我們深信只要給予他們
一個機會，他們定能展翅高飛，並為社會作
出貢獻。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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