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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任務：
EASE計劃執行功能訓練計劃

卓有成效  冀拓展服務惠及學童

焦點人物：
前社福界立法會議員

張國柱先生

展耀潛能：
服務使用者分享不一樣的人生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攜手共建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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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我 情 心

《耀能情》前服務總主任的服務感言
一份能夠實踐理想和回饋社會的工作，再加上同事之間充滿人情味，相信是不少人夢寐以求的工作。前兒童

及家庭支援服務總主任黎鄭東玲女士服務協會逾廿載，佔職場生涯近一半時間，究竟是甚麼原因令她堅守
在這個工作崗位呢？今期我們邀請到黎太撰文分享感受，道出心聲。

同事們歡眾一堂，筵開四席
為榮休的黎太獻上祝福。

黎太和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的同事合作多年，
彼此間情誼深厚。

耀能是我第六份工作，一做便二十二年，直至最
近退休。在最後的那個月，我每天倒數，日子越

近，心情便越忐忑。

陸續地，我經歷最後一次 MMM（Monday Morning 
Meeting ／週一早上會議）、最後一次管理委員會會議、
最後一次主任會議等等。在耀能，我主持過或參與過無
數大大小小的會議，當中策劃了林林總總的服務規劃、
專項計劃、服務標書、教材套等。耀能透過跨專業團隊
協作，推展全人的康復及教育工作，自然特別重視專業
同工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因而造就了互相學習的精神，
大家在自己專業的範疇貢獻專長。我特別欣賞這種綜合
又全面的服務模式，除了服務受眾獲得最貼心的服務
外，亦激發我與團隊共同成長，一起努力，在饒有意義
的工作上添加一份人與人之間的情誼。

在有比較之下，我更能確定耀能是一間值得委身的機
構。誠然，在行政、人事、財務管理等範疇，耀能的確
設定了相當的規範和指引。然而，當談到服務時，空間
便大大擴闊，只要說服上司服務能有效地惠及服務受
眾，通常都可獲「開綠燈」。有時甚至可以天馬行空，
創意無限，大大提升自己在工作上的樂趣和滿足感。

我這些年來，都是開開心心地上班，滿滿足足地回
家。我和同事說笑：「我未必一定喜歡工作，但肯定喜
歡上班！」我在最後一個上班日寫給各同工的電郵，題
目是「捨不得你哋啊！」真的，捨不得你們，捨不得這
份耀能情。 

香港耀能協會前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總主任
黎鄭東玲女士

感 謝 支 持

協會於去年11月20日舉行2016職員聯歡晚宴，當晚筵開58席，協會董事、職員及企業夥伴代表近700
人共聚一堂，場面非常熱鬧。

當晚節目安排豐富，包括嘉許協會多位榮休及長期服務的同事，以表揚及答謝他們多年來為協會作出的貢
獻。部份同事更向得獎者獻上花束，表達心意，令場面倍感溫馨。

在此特別鳴謝以下贊助商慷慨贊助禮物（排名不分先後）：

中國銀行（香港） 民興藥品代理國際有限公司 
合眾汽車有限公司 屈臣氏酒窖 
怡和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泛海酒店集團有限公司
科聯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海生行海產食品有限公司 
紙藝軒出版有限公司 理光（香港）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
奧托博克亞洲太平洋有限公司 楊玉光先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獅王（香港）有限公司 餃餃餃子 
德君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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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CEO 對 話

俯首且為（有特殊需要的）幼兒謀 —— 續篇
我在耀能通訊第10期（2015年7月）以「俯首且

為（有特殊需要的）幼兒謀」為題，介紹了本會
在2014年10月開展的「同行互攜手 —— 幼稚園到校支
援試驗計劃」，試驗如何以到校支援方式，實踐「及
早介入」的服務方針，期望趁著政府有意推行15年免
費教育之機會，跳過處所嚴重不足的障礙，嘗試為有
特殊需要的幼兒籌謀一個免於輪候的服務模式。

我們非常欣喜，上述計劃得到社會福利署署長的關
注，在2015年3月到其中一所參與的幼稚園探訪，並
與家長、校長及老師交流。社署在同年11月推出為期
2年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交托16個非政
府機構，合共為2,925名幼兒提供服務。當中，本會
負責350個名額。試驗計劃推行至今已超過一年，我
想就過去一年多的服務運作情況，提出一些觀察，以
供政府在安排服務常規化時作參考。

我所關注的是人力資源和與此相關的辦公室處所
問題。

無論是否為有特殊需要或為普通幼兒所提供的學前教
育服務，教育心理學家一向扮演著重要角色。隨著
融合教育的發展及近年學童問題（包括學童自殺等）
日益複雜，社會對教育心理學家的需求持續增長。現
在由香港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各自隔年提供課程，每
年平均提供 20 名畢業生的數額卻多年維持不變。政
府已承諾試驗計劃在 2017 年年底屆滿後會將服務常
規化，到時營辦機構將會在面對多年來治療師短缺的
困境下再添困難。至於幼兒老師的情況，業界人士亦
憂心忡忡，大家都預計在新學年 15 年免費教育落實
後，由於薪資差異，幼兒老師的流失將不可避免。治
療師的短缺問題，政府已有多方對應；教育心理學家

的供應，政府宜早作籌謀；至於幼兒老師的薪酬，亦
須要盡快檢討了。

從吸引人才角度，不得不談談辦公室處所問題。作為
一項試驗計劃，社署要求營辦機構自行安排臨時辦公
室予工作人員，我們不難理解。但由於租金上限鎖在
公共屋邨福利單位的租金水平（即約每平方呎5元），與
租用私人辦公室的價格有極大差距，營辦機構只能租
用面積細小的地方供工作人員使用。雖然到校服務模
式需要工作人員一星期4天在外奔走於幼稚園間，但辦
公室除了是處理文件工作，以及與團隊同事開會討論
事務的地方，亦是團隊的一個「家」。這個「家」讓同事
分享工作上的遭遇，既是互相給予情緒支援，亦是維
繫整個團隊士氣、驅除孤軍作戰感覺的地方。因此，
要吸引人才加入，挽留現有人手，如何協助營辦機構
為員工提供一個足夠面積的辦公室變得十分重要。

經過一年的實踐，從家長和幼稚園校長及老師們的好
評，到校服務模式已收立竿見影的成效。作為一項試
驗計劃，遇到問題和困難是好事；期望政府與各營辦
機構攜手總結經驗，使服務在常規化後，能有更暢順
的運作，長遠造福有特殊需要的幼兒。

方長發
行政總裁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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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彩荷、馬小蓉、周雅儀
周嘉銘、羅菁樺、李芬芳、李芷妍

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17樓
電話：2527 8978
傳真：2866 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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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話
踏入新一年，謹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近年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討論非
常熱熾，社、商之間的跨界別合作愈來愈普及，協會過去亦與商界保持
緊密合作。今期〈專題〉我們嘗試探討協會如何透過社、商合作，為服務
使用者獲取更充足的資源，豐富服務使用者的見聞和體驗，改善生活質
素，同時讓他們發揮潛能，從而創造出更和諧、共融的社會環境。

另外，今期〈焦點人物〉學生記者有機會專訪前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
先生。訪問中，張先生細說其逾卅載的社工生涯，並向小記者分享樂觀
面對逆境的正面態度。內容精彩，請大家用心細讀！

最 新 消 息

協
2015/16週年大會圓滿舉行

會於去年9月28日假荃灣大會堂舉行2015/16年度「週年大
會暨頒獎典禮」，並邀得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太平紳士

擔任主禮嘉賓，協會深感榮幸。另外，三位副主席張建標先生、
傅劉健瑜女士、林胡秀霞女士同於去年榮休，協會對他們過往多
年來的卓越貢獻及英明指導表示衷心感謝，並致以誠摰祝福。

協會聯校畢業典禮
協會三所特殊學校（高福耀紀念學校、羅怡基紀念學校和賽馬會

田綺玲學校）於去年7月6日假石門鄉議局大樓大劇院舉行聯
校結業典禮，邀得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女士為典禮擔任主禮
嘉賓。當日除頒發畢業證書，亦設有學生表演環節。

中港台大學生 到協會單位學習及體驗

應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邀請，協會第五年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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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至29日期間，來自兩岸三地的3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聯
合書院、北京清華大學和台灣清華大學）共30名同學到協會轄下
學校及訓練中心參觀和交流。

2016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去年7月8及9日，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主導推行的「賽

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於香港大學舉辦為期兩天的「2016香
港自閉症研討會」，本會職員在研討會上分享協會近年支援自閉症
學童及其家長的工作及服務成效。

賽馬會白普理華心護康中心、
安定工場暨宿舍週年慶典
協會賽馬會白普理華心護康中心踏入 20 週年，安定工場

暨宿舍則踏入30週年，兩間中心分別於去年9月8日及
10月12日設宴慶祝週年紀念。

活動中，各嘉賓、職員、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一同回顧多年
來的生活片段，還有學員精彩表演及幸運大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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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Café LOHAS獲選
〈食玩王〉何文田站八大食肆
專欄作家曾智華先生為配合港鐵何文田站開幕，在區內揀選8間食肆

作介紹，Café LOHAS有幸成為其中一間受訪食肆。報導詳細介紹
Café LOHAS的理念、特色和美食，並讚揚學員殷勤有禮的服務態度。

深圳市羅湖區人大常委會辦公室
參觀協會學校
教育局和香港特殊學校議會合辦「深圳市羅湖區人大常委會辦公室

香港交流考察活動」，於去年11月18日安排參觀協會羅怡基紀念
學校。是次交流加深了深圳市羅湖區人大常委會辦公室官員對協會採
用的「引導式教育」理念及跨專業團隊協作的認識。

新加坡特殊學校教職員到協會三校觀摩
新加坡特殊學校Cerebral Palsy Alliance Singapore連續3年到協會交流

學習。該校於去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期間，安排12 位教職員到協會
轄下三間學校接受為期 5日的觀摩課程，包括觀課、小組訓練及講座等，參
加者特別欣賞同學在「引導式教育」下訓練出的獨立能力。

新界東家居支援服務開幕典禮
協會新界東家居支援服務於本年 1月6日舉行開幕典禮，邀得沙田

區福利專員李張一慧女士、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任滿河先生擔任
主禮嘉賓。逾百位來自不同社福機構、地區協作團體、家長組織、服
務使用者及其家屬一同參與，場面熱鬧。開幕禮中，服務使用者及其
家屬炮製小食供出席嘉賓享用，其中兩位服務使用者更透過短片（連
結：https://youtu.be/4RiZ-VqIKd4）分享接受服務的感受及成效。此外，
場內設有小丑魔術表演及製作手工皮革攤位，嘉賓們均樂在其中。

學前語文秘笈應用程式推出
本會於2017年1月推出「學前語文秘笈」免費流動應用程式，內容包括不同程度的聽、說、讀、寫小遊戲，

幫助學習能力達K1以上的兒童有效地掌握語文運用。

發佈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7年3月11日（星期六）
地點：九龍觀塘翠屏道3號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大樓1樓禮堂 
時間：上午9時半至11時半
內容：應用程式簡介及幼兒語文發展主題講座 
備註：參加者可免費獲贈學前語文練習冊乙本

專 題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攜手共建和諧社會
近 年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的討論非常熱熾，

一方面是愈來愈多人意識到企業對社會發展應有一定承擔，另一方面則是企業意識到正面形
象有助提升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這股趨勢，已逐漸由大企業發展至中、
小型企業，並且愈來愈蓬勃。

要成功實踐企業社會責任，除了有賴企業的付出，受惠的非牟利機構只要配合得宜，無論個人、團
隊、甚至企業 ／非牟利機構都可以得到實際裨益，最終達至多贏局面。

今期〈專題〉我們嘗試探討協會如何透過社、商合作，為服務使用者獲取更充足的資源，提升生活質
素，同時讓他們發揮潛能，從而創造出更和諧、共融的社會環境。

「企業夥伴計劃」加強社、商合作
為了加強與商界企業的合作，協會早年設立了「企業
夥伴計劃」，透過義工活動、協作計劃及共融推廣活
動等，與商界夥伴攜手推動共融社會。去年協會與
44間商界企業及義工團體合作，舉辦逾 70 項活動，
其中較大型的包括：與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煤
氣公司）合辦「煤氣低碳糭 送暖耀能家」包糭活動

及「煤氣溫馨滿冬日•耀能好友運動會2016」，以及
獲太古地產邀請成為15 間聯辦的社福機構之一，舉
辦首個跨界別社區慈善市場「同一添」等。透過活動
的協作，不但帶來服務上的額外資源，更讓參與活
動的企業員工更了解殘疾人士及其潛能，進一步推
動傷健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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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積極參與讓服務使用者表現才華
企業實踐社會責任，最傳統的方式是單方面投放資源
或捐款，受惠機構及服務使用者的參與度相對較低。
但隨着多年的摸索和轉型，即使在固有的運作模式
上，受惠機構及服務使用者的角色也不再單一。

去年協會承蒙香港瓷畫會及裕華百貨有限公司邀請，
成為其聯合舉辦的「2016 香港國際瓷畫文化藝術
節」的受惠機構。在這次活動中，協會雖然作為受惠
機構，但工場學員製作的瓷畫亦能和其他瓷畫家的作
品一併在展覽展出，供到場人士觀賞。此項安排不但
加強了工場學員對自己能力的肯定，亦讓更多人能認
識殘疾人士的藝術才華。

此外，在各界人士鼎力支持及慷慨捐助下，約200份
由本地及海外瓷畫家捐出的慈善義賣作品籌得逾港幣
24萬元善款，用作發展和提升協會服務使用者才藝潛
能的專項服務及計劃上。 

微軟香港到協會學校舉辦電腦程式編寫工作坊，並與學生合照。

「2016香港國際瓷畫文化藝術節」開幕禮嘉賓包括：廣東省政府
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葉維園女士（左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先生（左四）、香港瓷畫會會長余鵬春夫人（左一）、裕華
國產百貨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國春先生（右四）、董事總經理余鵬
春先生（左二）、香港耀能協會主席梁乃江教授（右三）、董事彭
徐美雲女士（右二）及香港小姐鄭文雅小姐（右一）。

透過義工與服務使
用者的互動，可以
加強彼此間的了解
和溝通，促進傷健
共融。

由協會工場學員製作的瓷畫亦在展覽展出供到場人士觀賞。

「軟硬」兼施有助長遠發展
協會兩年前開始和微軟香港（微軟）建立夥伴合作
關係，透過連串義工關懷活動，為服務使用者提供
不同支援，並協助他們融入社會。2015年，微軟向
協會三間學校送出75 部 Windows 平板電腦；同年
4月，微軟總經理鄒作基先生及30多名微軟義工親
臨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參與義工同樂日，教授學
生編寫電腦程式，並和教職員分享應用教學軟件的
心得。去年12 月，微軟義工再次到協會賽馬會田綺
玲學校及羅怡基紀念學校教授同學編寫最新電腦程
式，師生反應良好。

在資訊科技日漸普及的年代，服務使用者也要緊隨時
代步伐，自我增值。協會與微軟合作舉辦的活動，提
供的「硬件」設施及「軟件」訓練配套，有助提升協會
特殊學校的教學質素。事實上，長遠而言，活動提升
了學生們對最新資訊科技的興趣及認識，這對他們未
來成長有莫大裨益。 

社、商合作創建傷健共融
協會與煤氣公司緊密合作，繼2015年5月的「煤氣低
碳糭 送暖耀能家」活動，去年12月，協會再獲煤氣
公司贊助並合辦「煤氣溫馨滿冬日•耀能好友運動會
2016」。運動會特意設計共融賽，由嘉賓、煤氣義工
隊與協會服務使用者組隊參賽，過程中服務使用者突
破身體上的障礙，透過競技展現個人潛能；嘉賓和運
動員亦全情投入，充份體現傷健共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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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能大使（特能跆拳
道）周漢邦（左）和歐
陽俊龍（右）為「同一
添」活動攝製宣傳短
片，宣揚關愛、共融
文化。

藝人許志安先生
及煤氣義工為協
會服務使用者送
上不少歡樂。

協會職員向參觀人士推銷學員自家製的陶瓷產
品，藉此展示學員在藝術方面的才華。

運動會主禮嘉賓包括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蕭偉強先生（左七）、香
港耀能協會主席梁乃江教授（右六）、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執
行董事暨公用業務營運總裁黃維義先生（右七）、香港耀能協會
行政總裁方長發先生（左五）、沙田區議員潘國山先生（左三）、
葉榮先生（左四），以及一眾耀能協會及煤氣公司職員一同拍照
留念。

另外，太古地產愛心大使與協會合作多年，曾舉辦過
運動會、探訪、手工藝班、攝影及慈善義賣等活動，
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參與社區的機會。適逢愛心大使
計劃成立15年，太古地產於去年 10月14日至16日，
聯同協會在內的15 間社福機構，在太古坊 ArtisTree
內舉辦首個跨界別社區慈善市集「同一添」，所有收益
撥捐15間機構。

參與機構除了在場內擺設攤位義賣手作產品或舉辦體
驗工作坊，亦有共融表演。協會推出的義賣手作產
品，均為服務使用者所創作的陶瓷，他們為活動出
力，亦藉此增加他們參與社區的機會。

當日蕭偉強副局長（左 
一 ）、 協 會 方 長 發 先 
生（右二）與煤氣公司
黃維義先生（左三），
親自落場和協會服務使
用者競技，打成一片。

在友誼共融賽中，
協會服務使用者及
煤 氣 義 工 組 隊 競
技，充份體現出傷
健共融的精神，參
與者均樂在其中。

總結
在現今社會環境中，協會作為非牟利慈善機構，除
了致力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優質服務，亦會透過社、
商合作共同實踐社會企業責任，希望加強社會對殘
疾人士的認識和康復服務的支持，攜手締造和諧、
共融的社會。我們誠邀不同企業及團體成為我們的
合作夥伴，若希望多了解本會的服務或可行的合作
模式，歡迎與協會企業傳訊部聯絡：

電話：2527 8978
電郵：corpcomm@sahk1963.org.hk
網頁：www.sahk1963.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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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點 人 物

前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張國柱先生
與青少年同行  
樂觀面對逆境

張國柱先生從事社工逾卅載，自2008年透過社會福利界功能組別晉身立法會，直至去年

不再競逐連任，退下火綫。一般人對張先生的認識，很大程度來自他8年的議會生涯，

以及期間倡議的各項社會福利政策。我們則希望多了解他從事社工多年的心路歷程，以及是

甚麼吸引他留守在這個工作崗位上，所以乘着他現在有多點私人時間，邀請他成為今期〈焦點

人物〉的嘉賓。

尋找工作意義  與青少年同行 回顧多年來的社工生涯，當然有不少深刻難忘的回
憶，尤其服務對象是青少年。張先生說，青年人缺乏

在很多人心目中，社工是一份充滿熱誠和抱負的工
經驗，卻非常有主見，明知按照他們的做法結果未必

作，那麼張先生當年是不是懷着滿腔熱誠入行呢？他
理想，亦只能從旁提醒。但無論做甚麼都好，他堅持

說，中學時接觸過社工，偶爾又會到社區中心協助籌
做完每件事都要事後檢討，期望青年人可逐漸成長。

辦活動，當時心裡想：「做社工這麼舒服，有得玩又
雖然張先生說起來輕描淡寫，但相信他一定克服過不

有人工收」，於是漸漸對這個行業產生興趣。不過，
少困難和挫折，才會有這些體會。

當年要考進社工學系並非易事，社工的實際工作亦沒
有想像般容易。最終一做便是三十多年，甚至成為了

感恩朋友開解  學習放下執著
終身職業，是因為他認為這份工作能夠幫助他人，以
生命影響生命。 社工經常為他人分擔憂困，當自己遇到困難又會如何

 處理呢？張先生笑言自己「能醫不自醫」，慶幸行內

前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張國柱先生（左二）、香港耀能協會
羅怡基紀念學校校長周雅儀女士（右一）、社工劉淑芬姑娘（左
一）及兩位學生記者合照。

張先生以其專業知識服務有需要人士，工作以外亦不忘定時捐
血，回饋社會。

張先生為人親切，訪問過程輕鬆愉快，讓學生們留下深刻印象。

張先生（右四）除了活躍於議會工作，亦不時參與立法會足球
比賽。

有不同組織可以參加，參與《社會服務通訊》工作亦
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間無所不談，合作
時間更長達 10 年，直至部份人移民、升職等，才結
束《社會服務通訊》的工作。

張先生臉上時常掛着開朗的笑容，令人以為他是無憂
無慮的人，但原來他曾經因壓力太大而患上惡性胃黏
膜淋巴瘤。經歷一場大病，他覺悟到凡事不應太執
著，適當時候要學懂放下。他又勉勵大家面對困難時
要保持正向思維，多欣賞別人或事情的優點，這樣有
助保持樂觀心境。 

事業家庭難兼顧  感激家人支持
退休以前，張先生身兼社工、立法會議員及工會理事
的工作，被問到如何兼顧家庭和工作時，他指當時生
活極為忙碌，只能分配五分一時間給家人，直言在這
方面處理得不太好，甚至虧欠了家人，幸而家人十分
體諒和支持，他才可以全情投入工作。正因如此，他
希望退休以後能夠多抽一點時間陪伴家人，彌補從前
因工作繁忙而錯過的天倫之樂。

投身社福界  注重心靈回報
香港存在不少社會問題，部份青年人因而希望投身社
福界一展抱負。對於這些充滿憧憬的青年人，張先生
語重深長地表示，做社工需要有一份使命感和安於本
份的心，若然希望飛黃騰達，晉身上流社會，便不應
該從事社工。不過，做社工能夠獲得心靈上的回報，
對他來說，只要服務對象記得他說過的話，便足以令
他十分欣喜，而這種滿足感並非金錢能夠比擬的。

採訪：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同學		
	 —— 老智航、麥秀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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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退休後能夠多抽一點時間陪伴家人，一同享受山水之樂。

後
記

我們對張先生的認識，很大部份都來
自電視機畫面，例如他在議事廳內雄
辯滔滔，或者在街上為基層市民爭取
權益。但在這次訪問中，張先生給我
們完全不一樣的感覺，首先他非常準
時，在訪問前15分鐘已來到學校，更
主動和我們聊天。

此外，張先生對人非常親切，雖然只
是初次見面，但訪問過程輕鬆愉快。
即使是一條簡單的問題，他也會耐心
和詳盡解答。從他口中，我們知道了
很多關於社工行業的情況，以及他在
這三十多年的經歷和感受，真是獲益
良多。在此我們祝願張先生退休生活
愉快！頁5



非 常 任 務

EASE計劃執行功能訓練計劃
卓有成效  冀拓展服務惠及學童

「EASE 計劃執行功能訓練計劃」於2011年
開始推行，為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

躍症（ADHD）的兒童、其家長及學校提供系統性支援服
務，提升兒童的專注力、自我管理及情緒管理能力，幫
助兒童較輕鬆地面對學習及生活所遇到的挑戰、舒緩家
長的壓力及協助學校為學童提供有效的支援。

協會於2015至2016年間與香港大學合作，為計劃進行
成效研究，並於去年11月舉辦研究成果發佈暨分享會，
分享服務特色、訓練策略及教材。今期我們邀請到負責
計劃的社工謝嘉莉姑娘及職業治療師布樹燊先生接受訪
問，分享他們的服務經驗，且讓我們更了解計劃。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劉穎賢博士（後排左四）、協會
名譽醫療顧問郭偉明醫生（後排右四）、名譽顧問暨EASE
計劃榮譽顧問何德芳博士（後排左三）、行政總裁方長
發先生（後排右三）、副行政總裁羅陳瑞娟女士（後排右
二）、以及EASE計劃治療團隊於計劃成效發佈暨分享會
上合照。

教材套內附有小遊戲和
小故事，提升學童在訓
練過程中的趣味。

原創漫畫故事 配合學童需求
計劃主要透過漫畫故事為學童提供個別及小組訓練，
讓學生能從趣味中提升認知能力、自理能力及情緒
管理能力，改善執行功能。布先生表示，這些漫畫故
事均由他本人及計劃團隊原創構思，更能切合學童需
要。此外，計劃強調家居訓練，因此每節訓練後，導
師會提供課後習作，讓家長可與學童在家中重溫及深
化內容，從而達致更佳效果。

成效顯著 家長迴響正面
計劃至今已為超過420名學童及家長提供服務，家長
及學校對計劃的評價甚佳；協會的研究報告亦指出，
訓練計劃能有效改善ADHD學童的感覺統合、認知及
行為表現。

學童於訓練後能掌握自我管理、學習策略及情緒管理
技巧，布先生及謝姑娘喜見學童能有條理地組織和
表達情緒，例如發脾氣時會先深呼吸，反思自己的錯

誤，冷靜過後向父母道歉等。兩位更指出，計劃的輪
候人數越來越多，可見家長對計劃的信任，因此他們
亦盡量開班應付需求。問及最難忘的事情，他們指從
家長口中得知學童的轉變，有如為他們注下強心針，
推動他們努力做得更好。

期望延續及擴展服務
計 劃 的 服 務 對 象 為 小 學
生 ， 由 於 推 行 至 今 已 經
五年，部分參加者已升上
中學，不少家長反映學童
在中學階段面對更複雜的
處境，故有延續支援的需
要。有見及此，計劃將為
初中生提供訓練，並會持
續探討及跟進，希望未來
可將服務延伸到中學，讓不同年齡的學童受惠。

另一方面，計劃現時以耀能兒童發展中心（樂富）為
訓練基地，雖然交通尚算便利，但若日後有更多資
源，布先生及謝姑娘希望進一步擴大服務團隊和規
模，在其他地區的中心提供訓練，惠及全港不同地區
及年齡的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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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嘉莉姑娘（後排右）及布樹
燊先生（後排中）與協會高福
耀紀念學校的小記者合照。

採訪：	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同學		
	 —— 焦瑾珊、楊綽然、葉俊皓

展 耀 潛 能

發揮潛能
開展不一樣的人生
專訪服務使用者黎智勳和郭海瑩

香港耀能協會以「耀承所授，卓越展能」為

信念，我們深信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天賦

才能，只要有機會發揮所長，任何人都能夠活出

精彩人生。今次校園小記者訪問了兩位協會服務

使用者，分享他們如何在協會支援和鼓勵下，通

過發展個人潛能，開拓更廣視野和豐盛生活。

藝術繪出彩色人生 

黎智勳小朋友今年八歲，是協會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服務使用者，最近於香港關顧自閉聯盟與多間機構合
辦的《我和我的同行者》全港自閉特色人士繪畫比賽
中奪得初小組冠軍。

黎太說，智勳原本是個專注力弱及不擅溝通的小朋
友。但在智勳三歲那年，黎太發現他繪畫時非常專
注，而且可用簡單線條勾勒出山水日月等圖案，隨後
為他報讀協會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的繪畫班。自此，
智勳開始接受導師的正統訓練，在繪畫時發揮天馬行
空的創意。

黎太指，自智勳學習繪畫以來，他的性格變得開
朗，做事更為專注，與家人之間的話題亦多了。當
我們問智勳有甚麼志願時，他以肯定的語氣說：「我
要做畫家！」。智勳，我們十分期待你有更多的畫作
出現呢！ 

硬地滾球圓奪金夢想
接着我們為大家介紹殘奧金牌得主兼十大再生勇士
郭海瑩小姐。近年海瑩在體壇上成績斐然，但原來她
一直不知道自己擁有體育天份，直至一次偶然機會下
才發現。

海瑩在一次手術康復過程中，經學校物理治療師介紹
下，初次接觸硬地滾球，怎料一試便愛上這項運動。
她在 2000 年代表學校出賽，勇奪學界 BC2 組初級組
單打冠軍，並入選港隊。

所謂「玉不琢，不成器」，當年海瑩除了上課，每星
期亦要抽四晚接受訓練。多年來刻苦的訓練終於有回
報，她在 2008年的北京殘疾人奧運會奪金。不過這
塊金牌得來不易，她接受訪問時透露：「硬滾（硬地
滾球）是一種男女混合的比賽，對女性運動員較為不
利。我是那屆各項硬滾賽中唯一奪金的女性運動員，
由此可知挑戰的難度有多大。」

為了戰勝體能比自己優勝的歐洲男性運動員，海瑩每
天都以拉筋來提升打遠球的能力。訓練雖然艱辛，
海瑩卻從沒想過退下來。她說：「我非常享受做運動
員，喜歡比賽那份刺激感，同時透過比賽可以結識世
界各地的運動員。」去年她先後出戰北京、杜拜和巴
西，目前在世界男女子組別中排名第 25 名，未來目
標是參加 2020 年日本東京殘疾人奧運會，期望在體
壇上繼續發光發熱。

相片來源：香港殘疾人奧委會
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採訪：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同學		
	 —— 余曼晴、鮑錐耀、林玄楓、羅偉俊

後記
智勳和海瑩在協會的鼓勵和支持下，將自
己的才能盡情發揮，展開精彩的人生。他
們接受訪問時所散發出來的自信和光采，
讓我們深深感受到「耀承所授，卓越展
能」的精神。頁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