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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支持
本人 / 公司樂意支持香港耀能協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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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表格

夷僖㲋僿䩌堒

訊

□ $800 □ $500 □ $300 □ $200 □ $100 □ 其他$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埡䓪䩌堒

□ $2,000 □ $1,000 □ $500 □ 其他$

扦럅☕擻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永遠懷念前主席

䩌堒亡嫏

何顯雄博士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耀能協會」或 “S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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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務介紹 —
—
克服重重障礙
「學趣滿園 ~ 第一層支援服務」 圓夢圖書出版

「賽馬會復康座椅流動服務」

□ 繳費靈（PPS）
（商戶編號：【9397】；選擇項目【1. 捐款】）
（繳費靈網址：www.ppshk.com；繳費靈電話：18033）
您的付款編號：
□ 信用卡 □ Visa □ Master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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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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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接存入戶口（請連同銀行存款收據塜儗寄回本會）:
恒生銀行：024-388-555161-001

中國銀行：012-806-00030099

䩌堒縖鞴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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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姓名：
（先生/女士）

英文姓名：

公司名稱及職銜（如適用）
：
聯絡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所屬中心（如適用）
：
捐款$100以上可憑正式收據申請稅務減免，捐款收據將以郵遞方式寄往上述地址。

請將此表格、銀行存款收據正本或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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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 0536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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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不願意收到貴會的服務資訊。
姓名：

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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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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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有自閉症的人士服務需求不斷增加，尤其自閉

慈善基金等探討捐助可能，以尋找所需資源完善設施及

症譜系障礙中分成智力正常及不同程度的智力

訓練環境，提供優質服務。

02 障礙，當中涉及的治療各有不同，加上年齡有異，所針
對的治療方針也亦各異。協會所提供的各項服務關顧到

多年來承蒙多方信任及捐助，協會的學前服務單位包括

不同患有自閉症人士的需要，就著患有自閉症的幼兒，

特殊幼兒中心和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均設有感統訓練

職業治療師針對個別需要製訂合適的治療方案，提供專

室。例如去年獲太平山扶輪社捐助建立安泰幼兒中心感

業評估及治療訓練，幫助幼兒自理、社交溝通及體能等

統訓練室，購入訓練器材改善幼兒的感統失調情況；至

各方面的發展；同時亦會發展各種感覺統合訓練，藉訓

於成人服務方面，蘇屋訓練中心及宿舍則承蒙匯豐銀行

練的過程提供適當的感覺輸入，從而調節幼兒對環境作

慈善基金捐助，得以建立多感官訓練室及添置多感官刺

出之反應。

激訓練器材，從而穩定學員情緒及增加訓練動機。

就著15 歲或以上患有高能力自閉症的人士，協會除了

近期，協會喜獲李嘉誠基金撥款 200 萬元資助建立「感

設「真色珍我 」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等計劃提供輔導及

覺統合訓練及專業培訓中心」和首年的營運費用，並於

支援，更將推展「賽馬會特別學習需要青年工作實習計

中心內設置一間兒童及一間成人感統訓練室，設備既嶄

劃」
，以社會共融為主題，集結不同機構一同發展出各具

新且完善，令中心所提供的服務更到位。另外，培訓中

特色的計劃，提供一系列輔導、訓練及工作實習，既提

心亦為業界提供訓練，舉辦有關感統訓練的專業培訓課

升就業能力，也協助訂立職業發展路向；計劃亦會與中

程。協會期望透過系統化的訓練，讓業界同工認識及掌

學、大專院校和商界僱主等持份者合作，促進社會對這

握相關技巧，為更多有需要人士得到適切的支援。

物理治療師於 TVB
「X偏方 全民拆解 III」受訪

TVB

「 X偏方 全民拆解Ⅲ」節目邀請協會新界東家居支援
服務物理治療師葉菁儀女士講解肌肉多寡如何影響身
體免疫力。健康的成年人進行中強度運動後，骨骼肌便會釋出細
胞激素，從而調節免疫系統功能。另外，她亦分享在家檢測肌肉
的方法，以及利用皮帶在家鍛煉肌肉的簡單運動。節目於去年
7 月12日播出。

文憑試放榜

中

學文憑試 2020 於去年 7月 22日放榜，協會共有13 名考生突破身體
障礙應考。其中於高福耀紀念學校就讀的 2018 亞殘運乒乓球賽季
軍得主焦瑾珊同學考獲 6 科 11分成績，並已獲職業訓練局的基礎課程文
憑（商業）取錄，期望繼續進修同時兼顧運動發展。
另外，羅怡基紀念學校分別有 2 位同學考獲 6 科18 分的成績，其中陳浩弘
同學將報讀資訊科技高級文憑課程，盼以自身知識和技能，設計無障礙
應用程式幫助其他殘疾人士。至於
一同就讀於羅怡基紀念學校的張浩
然同學，對文字及立體圖形認知甚
感困難，但依然勇於接受文憑試挑
戰，於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取
得滿意成績，期望日後能從事音樂
創作，突破所限。透過傳媒報導同
學的勵志故事，協會冀望能提升社
會大眾對殘疾人士的認識。

群青年的認識及接納，為他們締造更多機會和可能性。
有幸獲得合作伙伴支持，以至官商社三方相輔相成，提
對於感覺統合障礙方面的治療，協會自 2000 年開始，

升設備及服務質素，縱然服務需求不斷增長，協會仍會

已率先於石圍角幼兒中心設置首間設計嶄新的感統訓練

堅持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最適切有效服務，以提升他們的

室，提供適切訓練，並積極邀請海外著名感統專家到港

生活質素。

為本地治療師安排專業培訓，與業界同工舉辦講座及分
享。不過，現時社會福利署就服務單位的標準設施範

宣國棟

圍，未有涵蓋建設感統訓練室，故協會時與商業機構或

行政總裁

香港耀能協會
督印人
行政總裁宣國棟
編輯委員會
宣國棟丶葉惠儀丶馬小蓉丶孫友民丶
謝陳藝然丶關玉萍丶蘇美慧丶張月琪丶
譚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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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者

話

協會持續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優質的康復服務。今期〈專題〉介紹由李嘉誠
基金會捐款 200 萬元成立的「感覺統合訓練及專業培訓中心」，於去年
11 月正式啟用，為不同年齡的服務使用者提供適切的感覺統合訓練，並
為同業提供相關專業培訓。
協會前主席何顯雄博士與世長辭，協會仝人懷著無比悲痛哀悼何博士，
並向何博士家人致以深切慰問。何博士服務協會 38 載，致力推動本港
教育丶社會事務發展，身兼多職，厚德載物丶道範長昭。今期〈焦點人
物〉與主席彭徐美雲女士丶前總幹事張黃楚沙女士及前行政總裁方長發
先生一同懷緬何博士對協會多年的建樹，團隊將秉持何博士惠澤社群的
遺志。

職業治療師接受 TVB
「最強生命線」訪問

協

會「 E A S E 計 劃 」職 業 治 療 師 布 樹 燊 先 生 接 受 T V B「最
強 生 命 線 」訪 問 ， 分 享 計 劃 為 專 注 力 不 足 及 過 度 活 躍
症（ADHD）學童提供個別及小組訓練，提升 ADHD 學童的執行功
能，幫助家長及學童輕鬆地面對學習及生活中的挑戰。計劃同
時為家長提供諮詢丶親子訓練及家長小組，紓緩家長管教壓力。
家長及服務使用者柏澄亦有受訪。節目於去年 9 月 28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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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融合教育的實踐」
04 研討會暨新書發佈會

為

促進業界對學前融合教育的交流，協會於去年 10 月 15 日圓滿舉辦「學前融合
教育的實踐」線上研討會，吸引逾三百人參與。研討會有幸邀得台灣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吳佩芳博士、明愛樂成長學前到校支援服務教育
心理學家鄧偉茵女士丶高級特殊幼兒導師潘柏希女士丶協會教育心理學家蔡圳泰先
生丶職業治療師譚采妮女士及高級幼兒教師于敏芝女士擔任分享嘉賓，交流學前融
合教育在台灣及香港的發展情況和服務經驗，並借鏡台灣經驗啟發業界。
協會同時發佈最新書籍《融合教室：百變策略》
，介紹學前融合教育的「建構式介入架
構」及「八大課程調適策略」的理念與應用，輔以大量幼兒課堂常見情況及對應的策略
實例，以及真實個案研習分析，協助應用課程調適策略於主流教室，達至差異並進。

蘇屋訓練中心及宿舍正式投入服務

蘇

屋訓練中心及宿舍是協會第 4 間營辦的日間展能中心暨宿舍類別單位，
座落於重建後的蘇屋邨茶花樓 2 樓及 3 樓，去年 11 月取得「殘疾人士院
舍牌照」並正式投入服務，為 51名嚴重智障人士提供住宿照顧及日間訓練。宿
舍除提供住宿照顧及全面性康復訓練，亦鼓勵舍友發展個人興趣，同時又積極
與地區團體及政府部門聯繫，參與傷健共融活動，建立睦鄰關係，讓社區人
士對弱能人士加深接納及認同，加快舍友融入社區的步伐。日間訓練中心採
用「學習支援策略」，按照學員的個別能力及發展需要，提供多元化的訓練活
動。中心內的多感官訓練室設有多款器材為學員提供多種感官刺激，藉以提升
學員探索外界環境的興趣、誘發學習動機及溝通意向，從而進一步建立正確行
為；而透過調控訓練室內的環境變化，亦有助學員減少焦慮及平靜情緒。

新服務推介 ——
「體障幼兒綜合訓練快遞計劃」

「體

障幼兒綜合訓練快遞計劃」上年 6 月起在香港公益金資
助下推行。計劃為期三年，為 6 歲以下剛識別之腦麻痺
症（腦癱）或神經性體障幼兒和其家長而設。

儗銷ⱁ榺꺝⪞沠ꄌ鞴Ⲃ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Community Chest

計劃針對 0 至 6 歲剛識別的體障幼兒及其家長在輪候社會福利署資
助之學前康復服務期間的迫切需要，盡早安排專業團隊提供 20 節
幼兒綜合訓練及家長指導和支援，以及為幼兒銜接將來的康復服
務，促進家長培育及訓練體障幼兒的能力，紓緩家長的壓力。請
致電2336 2011 或電郵至 clc@sahk1963.org.hk 查詢更多計劃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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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覺統合（感統）失調的兒童患病率約為 21-28%，當

中以患有注意力缺失、智力障礙及自閉症者尤甚。

感統介入方案於醫療服務先進的國家盛行良久，並獲多個
實證研究指出能有效改善感統失調。協會一直沿用方案，
同時與海外專家在培訓及應用範疇作不同交流合作。在
李嘉誠基金會慷慨捐助下，協會於2020年11月成立首間「感
覺統合訓練及專業培訓中心」，既為不同年齡的服務使用
者提供治療訓練，也促進業界同工專業發展。

「感覺統合訓練及專業培訓中心」是附屬於協會康復
專業學院（學院）管理的自負盈虧單位，並獲李嘉誠
基金會慷慨捐贈港幣 200 萬元，資助成立及首年的營
運費用。中心面積 1,800 平方呎，臨床及教學設備完
善，分別設有一個兒童及一個成人的感統訓練室。另
外亦有一個最多可容納 20 人的教學室，配備遠程視
像教學器材，作為培訓感統專業人員之用，及推動本
地及鄰近地區相關發展。
該中心亦是學院的核心教學場地之一，學院積極聯繫
國際感統專家如 Teresa May-Benson博士、Susan Curtis
女士及Sheila Frick女士等，為本地業界提供實用的持續
專業發展課程，並建立堅固的夥伴關係。未來，會致
力開創線上授課及實體實習混合模式課程，夥拍海外
及本地感統專家，分享相關國際科研資訊和本地臨床
經驗，以嶄新方案兼顧理論及實務，附以真實案例，
提升「學與教」的質素及成效。

為應對業界的需要，以及對感統場地設備的渴求，
該中心將開放予合資格專業人員租用作治療訓練用
途，讓更多有感覺統合需要的患者受惠。除此之
外，患感統失調人
士有機會產生自我
刺激或逃避驚叫行
為，其表現會引起
旁人誤會，影響其
日常及社交生活，
也對照顧者造成壓
力。協會將透過不
同形式的公眾教育
活動，加強公眾對
感覺統合的認識和
關注，從而促進社
會對有特殊需要
人士的接納。

專

題

感覺統合
（處理、分析及整合）

☜띷佭䚋鈫礶⺭

計劃及組織
行為

協會職業治療師精心設計感統訓練室，針對服務使用者的不同需要，提供個別或小組訓練，透過不同的器
材運用及活動訓練，改善服務使用者的感統失調情況。

❆㯹1

06 感統是美國學者兼職業治療師 Jean Ayre 博士於 70 年
代提出的一套結合腦神經科學丶兒童行為發展理論及
治療自閉症人士的常用方法之一。感覺是一個神經系
統運作及整合的，功能是將由自我體內及周圍環境接
收所得的感覺訊息（如：聽覺、觸覺等）
，轉換成有
效資訊以供日常生活之用。

㱄珢㏇䚋鈫礶⺭鋍穓氳ꧏ釒⽰䟕榫

感覺輸入

作出適當
反應行為及
學習表現
感覺回饋

羝俍
學生 A 有尋求前庭覺及本體覺刺激，如傾向搖晃身體或自轉等

媪段亡嫏
職業治療師於日程及課堂中加入感統訓練及感覺餐單
1 學生透過適切的前庭覺及本體覺刺激，如坐在治療球上彈跳、俯臥在
旋轉滑車上等，調節其感覺功能
2 學生坐在充氣坐墊上，讓他可以自行上下作少幅度搖動，滿足他前庭丶
本體覺的需要及改善專注，以助他能更投入學習
䷊ュ䗰媲
學生減少了搖晃及自轉情況，訓練及課堂調適漸見成效

感統發展過程發生問題或困難

❆㯹2

羝俍
患有自閉症的「衡仔」，在感覺處理及調節方面有困難，較一般兒童更
喜歡跑跳，甚至危及自身安全也不自知；他難於安坐專注學習、表達
情緒及需要，故經常鬧情緒以表達其挫折

感覺處理障礙

徵狀：感覺輸入過敏或過弱，或對特定感覺刺激有異常興趣

感覺輸入過敏

媪段亡嫏
經過日程規劃，多年來讓他每天上課前進行感統訓練及到學校外圍進
行跑步訓練

感覺輸入過弱

❆㯹缅鈫鮘⪌鷪䷨

䷊ュ䗰媲
學生能安坐專注地學習

❆㯹釲鈫鮘⪌鷪䍐

幼兒會對四周環境的聲音表現得十分敏感，
當家長帶他們到酒樓聚餐時，
可能因無法接受酒樓嘈雜的聲音而出現尖叫哭鬧、
躺在地上不願進入酒樓等情緒行為，
甚至會不斷拉著家長堅持離開

❆㯹3

幼兒會重複地轉動丶並凝視著物件，
典型尋求視覺刺激行為

羝俍
梓軒患有中度智障，在社交、認知、情緒發展和面對轉變的自我調節
出現嚴重困難，他對前庭及本體覺的感覺處理稍弱，尋求刺激，包括
喜歡玩倒掛遊戲，乘車時會經常踢前面椅背，專注力不足

榣榟䗰媲

媪段亡嫏
職業治療師安排學生坐在充氣坐墊上、在枱腳加束力帶以維持專注
力；在鞦韆上與學生捉拍子擊掌、俯臥在健身球、做關節按壓及玩推
動大積木等遊戲，以促進其感覺統合及適應行為

•旁人誤以為幼兒在無故發脾氣，使家長感到十分尷尬
•嚴重影響幼兒學習、進行日常生活及社交活動的參與程度
•令家人在照顧上增添不少壓力，影響家庭關係

研究顯示感統訓練能有效提升幼兒的社交反應、感覺
處理、手部功能，以及社交情緒等能力，同時亦能減
少他們的自閉症行為特徵。及早介入，讓服務使用者
盡早獲得適當的治療和跟進，能避免感統問題由兒童
一直延續至成人階段，嚴重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職
業治療師一般會於精心設計的感統訓練室為服務使用
者提供感統評估及訓練，透過運用不同功能的感統器
材和特別治療手法，以達至最佳的治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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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學前及成人康復服務欠缺具完善設備的感統訓練
場地。大體上，成人康復服務受限於地方及設施的限
制，在感覺統合應用方面更處於起步階段，在有限的
地方和資源下，令學員治療效果大打折扣。「感覺統
合訓練及專業培訓中心」的成立正正回應業界對感統
訓練設施的殷切需求。

䷊ュ䗰媲
學生整體情況變得穩定，專注力漸見改善

竭磶

「感覺統合訓練及專業培訓中心」啟用後，中心可大大紓緩學前服務感統訓練室地
方不足的問題，同時亦能加快感覺統合在成人服務應用發展。而且，日後在提供感
覺統合培訓課程時，亦能在一個空間較大及設備齊全的環境下進行。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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寏ꇸ䧁䗽 ⯽╭䊛
✇꿶 겋ⷈ㛶
協會前主席何顯雄博士於 2020 年與世長辭，協會仝
人深表哀悼。何博士致力推動本港教育、社會事務
發展，自1978 年已加入協會，1999 年至 2010 年擔任
主席一職，於 2016 年榮休，服務協會達 38 載。何博
士對康復服務的無私貢獻，實教人難以忘懷。斯人已
去，風骨長存，協會仝人永遠懷念何博士。

何博士於 1978 年加入協會任工場及家居輔導服務
主席，當年除了籌備即將開展的禾輋工場，更率先
試辦「家居輔導」服務，為殘疾人士及其家人提供資
訊，協助解決因身體活動不便而產生日常起居之問
題。服務由職業治療師及社工以到戶形式，深入了解
家居狀況，提供適切而可行的建議，並為其向社會福
利署等政府部門申請輔助器材。

2005年何博士（右四）與一眾董事及管理層出席協
會主辦有關於資訊系統如何在復康服務應用的課
程管理系統研討會。

何博士（右二）為賽馬會新頁居揭幕。

（前排左四）何博士與眾董事及嘉賓於協會 45周年晚會中主禮。

翌年何博士擔任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並為協會在香
港波老道開辦、首間專為痙攣青年而設之小型臨時工
場擔任監督，盡心盡力以令協會服務精益求精。1999
年，何博士眾望所歸，獲眾董事支持而接任關愛睿博
士擔任主席，直到 2010年交棒予梁乃江教授。

隨後數年，面對種種經濟及政策之不利變化，包
括「沙士」期間百業蕭條的情況，何博士帶領協會迎
難而上，協會規模不斷擴大，社區康復服務及為其他
中樞神經創傷人士的服務，更是發展迅速。有見協會
的服務對象已不限於痙攣人士，遂面對協會正名的問
題。2005 年董事會成立「更改名稱及品牌建立工作小
組」，並於 2007 年舉辦「香港痙攣協會徵名比賽」
，翌
年年中正式更名為「香港耀能協會」，為協會發展展開
新一頁。

對協會發展貢獻殊深，何博士於協會 50 周年紀念特刊
回顧其主席任內工作時形容「在主席位置轉眼 11年，
可以委身服務殘疾人士，是人生寶貴的閱歷。回想
1999 年，當時我剛接任主席，即要面對政府連綿不
斷推行的社會福利改革計劃。」何博士憶述，因應當 「我在協會 35 年，有幸見證康復服務的黃金發展時
時的社會狀況，政府在 2000 年初至 2006 年期間先後 期。我感謝服務使用者讓我深深體會天生我才必有用
實施兩次「資源增值計劃」，要求受資助機構在期間 的真諦；我亦感激員工上下、全體協會董事及醫療、
內將開支減 10 個百分點，為達至政府所定之開支減 法律、保險、教育等各專業義工的心力投入服務。各
幅，協會採取了不同措施，例如用原址增加服務量的 學員及其家人本著同舟共濟的精神，在困難時期與協
方式避免削減資源，及舉辦籌款活動等；正當協會忙 會共渡時艱。我相信，香港耀能協會將一如以往，無
於應對「資源增值計劃」時，「整筆撥款」政策亦告推 懼任何困難，邁步向前。」何博士於 50 周年紀念特
行。何博士帶領協會面對事關重大的抉擇 ——「應否 刊如此寫道，其風範、慈愛及領導精神長存於世，將
和何時加入『整筆撥款』制度才最符合服務的長遠利 繼續勉勵協會上下，同心向前。
益」。協會向政府重申保留立場，與康復界同業攜手
反映意見，以爭取更佳的執行條款。經多番權衡、
磋商及改善方案修訂後，董事會於 2000/01 年度參
加「整筆撥款」制度。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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䧰⠰溸✇꿶 겋ⷈ㛶
主席彭徐美雲女士

何博士於協會先後擔任董事、委員會委員、服務單位監督、名譽顧問等要職；並曾出任
羅怡基紀念學校及高福耀紀念學校校監。何博士在不同崗位盡心付出，對服務使用者愛
護有加。他對康復服務的無私投入，深得職員景仰；對會務發展的長久貢獻，協會仝人
永誌在心。

前總幹事張黃楚沙女士

前行政總裁方長發先生

我們同於1978年加入香港痙攣協會，感
謝他當年無畏無懼地支援有勇無謀的總幹
事，合作創辦了香港第一所收容肢體傷殘
青年的庇護工場，其後得以順利開辦更多
的成人服務單位，居功至偉！

我認識的何博士:

1999年，他眾望所歸被推舉為主席，我
接到了人生中第一封開工利是，大吉大
利，會務蒸蒸日上，全賴何博士的庇佑！

• 鐵漢柔情
十度天時穿著短袖恤衫，不懼寒風凜
冽；那邊廂，開完董事會打電話向對方
柔情地說：「阿May，我現在開完會返，
等我。」溫柔的聲調，站在旁偷聽到的
我也感覺「甜蜜」

何博士處事嚴正，當機立斷，對同事處罰
分明，言行身教，令我敬佩而知時加自
省。我感激何博士對我的信任、教導和支
持，永遠懷念與他共事的時光，願他一路
好走，家人平安。

何博士（後排右二）與前總
幹事張黃楚沙女士（後排
左二）、前行政總裁方長發
先生（後排左一）及副行政
總裁羅陳瑞娟女士（後排
右一）於 2013 年帶領幾位
當年於波老道臨時工場接
受訓練的學員重遊舊地。

• 文理全能
既為物理學博士、中大物理系高級講師
（當時一系只有一位教授）
；也是香港政
府中文委員會專家，個人中文書法和國
畫造詣不凡

• 善惡分明
其懲奸霹靂，與我分享如何懲處不忠的
機構頭頭；卻也侍弱慈愛，多年親自帶
領義工在聖誕∕農曆年到高福耀紀念學
校及禾輋工場與學員歡渡節日，對學員
的關愛，為導師所樂道
就我自己來說，何博士對我既展現長輩愛
惜後學，春風化雨教誨的風範；又給予同
輩相互平等尊重的看待，分享健體之運動
方法，既師且友，言教身教，銘記心中。
願何博士一路好走。

非 常

任

務

縱

然2020年受新冠肺炎影響，協會
上下同工依然緊守崗位，敢於創
新，推出新服務以填補服務縫隙，與服務
使用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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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識別 持續跟進

ր㱄飰幥㎧ ~ 瑮┉㷻䶺䭤僜ⳉց
協
會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的「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自 2015 年推行至今已 5 年，為全港接近 100
所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提供第二層支援服務。
自 2020年 8 月起，由社會福利署資助之「學趣滿園 ~ 第
一層支援服務」亦已開展，試驗計劃為期 20 個月，為
13 所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內有特殊需要跡象
之 6 歲以下兒童（包括：正輪候醫院管理局服務的邊
緣 ∕輕微 ∕單一學習困難、正輪候兒童體能智力測驗
中心評估、已接受評估但仍在輪候冊上等候分配學前
康復服務、或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兒童）
，提供短
期到校支援服務。

及持續檢視兒童的發展需要外，亦會依照兒童的個別
需要而安排及調整所需的支援服務，使兒童可按需要
上下流動至不同形式及強度的支援：

٬杙儗䶺䭤

為所有懷疑有特殊需要的兒
童提供觀課及能力篩查，向
校方提供課室支援及課程優
化建議，並按兒童需要安排
其接受更高程度的支援及
透過課程調適，把原有書寫
跟進。

٬㵸磞鋍穓

要求調適至兒童能力，然後
再逐步提升。

就個別範疇如︰專注力、社交發展等，為兒童提供
6 至 8 節小組訓練。

٬⠕⮯䶺䭤
協會深信每位孩子都是獨特的，縱然成長步伐不一，
學習能力各有差異，亦同樣可享受充滿樂趣的校園生
活。「學趣滿園 ~ 第一層支援服務」的誕生，正本著以
上信念，教育心理學家及幼兒教師從辨識兒童學習需
要、提供班本支援及早期介入服務，到教職員的支援
和家長教育等，為兒童所處環境提供一站式支援服
務，協助兒童從學習中快樂健康成長。
在分層支援模式下，服務按兒童不同程度的發展需要
提供額外協助，透過短期的班本支援、小組或個別支
援模式，及早協助出現輕微特別狀況的兒童，減低演
化成較嚴重和需長期介入的風險，同時會按需要安排
專業評估或轉介服務。服務團隊除透過協助校方識別

為有需要之兒童安排兩類短
期支援服務，包括「隨班協
作」
（入班支援個別兒童，
增加課室學習及技巧轉移
機會，協助兒童將所學融入 老師透過「隨班協作」模式，
利用自製的教具，於幼稚園
日常學習中）及「個別訓練」 分組活動時段與兒童進行認
（一對一的短期密集跟進）
。 讀文字遊戲。

ր㱄飰幥㎧ ~ 瑮┉㷻䶺䭤僜ⳉց

地址：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 467至 473號
建德豐商業大廈 1402至 1403室
電話：2530 6558 傳真：2252 3799
電郵：oprs3@sahk1963.org.hk

非 常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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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社區 宣傳腰背健康訊息

ր頉껊働䐞䉕䈴向孳Ⳃ僜ⳉց
腰

酸背痛是都市人的常見問題，部份人因諱疾
忌醫，至情況嚴重得影響日常生活才尋找治
療方案，那時可能已錯失根治的黃金時機。預防總
勝過治療，協會「賽馬會復康座椅流動服務」
（下稱流
動服務）的任務，就是以外展車形式，走入社區為有
需要人士提供健康腰背及保健知識，喚起社會大眾
對腰背健康的關注，為預防背痛踏出第一步。

颦鶡炙ⶆ䫚銕┘⺱꣬㷻

外展車會停泊於不同地區，舉辦展覽及講座，促進
不同階層人士對健康坐姿及腰背護理的關注。

胮羝鍑⚽

流動服務的外展車設有
坐姿壓力測試系統，由
職業治療師或義肢矯形
師按照測試數據分析狀
況，從而給予適切護腰
建議。

䫠☮榣⿁

隨著社交媒體急速發展及市面出現各種不同銷售策
略，部份消費者的消費模式每每受即時資訊而提升

耀

展

購物慾，唯購買後才
發現其實產品並不合
用。使用不適合的腰
背護理產品，不但未
能達至護理作用，有
時甚至適得其反，因
此流動服務的專業人員會講解不同種類產品的特性
及功效，可保障消費者「買得其所」。

魹向囸刨⹗禵⟣

潛 能

克服重重障礙
㎨㛲㎬傴撸

對

常人而言，平穩地走路和清楚地說話是輕而易
舉的事情，但對就讀於賽馬會田綺玲學校的梁
梓晴同學而言卻是十分的「奢侈」
，因為她是「折翼的
天使」
，一位腦麻痺徐動型痙攣女孩。她的身體會不
受控制地重複特定的動作，影響步行及執筆寫字，說
話亦因口肌張力問題以致語句含糊。
面對身體的重重障礙，面對數之不盡的失敗，梓晴並
沒有自暴自棄，反而養成積極樂觀的性格。沒有平穩
步行的雙腳、沒有靈活自如的雙手、沒有口齒伶俐的
嘴巴，但梓晴有的是無比的鬥志。學校治療師和老師
為她制定了一系列的改善溝通工具，例如使用「溝通
簿」及訓練打字，又教會她使用通訊軟件，讓她能利
用電子器材以「口語文字」與朋友溝通等等。梓晴積
極進行訓練，逐步提升溝通和自理能力。

流動服務附設輪椅檢查
及維修服務，為社區人
士妥善保養輪椅，並能
安全使用。

「賽馬會復康座椅流動服務」致力將健康腰背及保
健知識帶給大家，冀望減少社會上的腰背疾病。
如社區人士丶企業丶非政府組織丶政府部門等希
望了解更多服務詳情，歡迎致電或電郵至中心查
詢及預約。

頉껊働䐞䉕䈴向孳Ⳃ僜ⳉ

地址：新界沙田火炭山尾街 5 至 13 號穗輝工廠大廈
16 樓1655室
電話：2145 4968
傳真：2690 1522
電郵：jcrssc@sahk1963.org.hk
網址：https://seating.sahk1963.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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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梓晴沒有多大的信心，也質疑自己的能力，
但是在陳姑娘的鼓勵下，梓晴重整思緒，一字、一
句，慢慢拼湊出屬於她個人的散文集。由於疫情，陳
姑娘無法與梓晴碰面創作，於是她們透過雲端檔案互
相交流想法，運用不同顏色標注修改的地方，而「繽
紛的色彩」也讓梓晴思如泉湧。由構思圖書內容、插
圖、電腦繪圖、修圖、排版、設計封面封底到出版等
等，經歷過多次的嘗試和修訂，作品終於面世，而電
子版亦同時誕生。這次寶貴的經驗，不但提升梓晴的
寫作水準，也帶給她無限的滿足感，更讓她反思成長
路上的經歷和思考未來的人生。
書名《與眾不同？與眾一同！》正正反映梓晴的願
望，她希望畢業後報讀有關文書處理的課程，繼續升
學，找合適的文職工作，與正常人一樣能獨立地在社
區生活。希望梓晴能活出真我風采，展翅翱翔高飛。
一提到著作，梓晴便
由衷地展露笑容。

梓晴在宿舍及家中使用
電腦輸入「口語文字」與
朋友溝通。
言語治療師陳姑娘
與梓晴合照。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肆
虐，全港學校停課，因此梓晴多了時間與朋友聊天，
運用「口語文字」比以往更加熟練。在網絡世界，梓
晴能輸入清晰文字，不需要重複、不用別人猜測，對
方便能明白她的意思，她能跟「正常人」一樣地表達自
如。一天，梓晴心血來潮以電郵向言語治療師陳健欣
姑娘表達她一些「與眾不同」的想法。陳姑娘看後便鼓
勵她發揮「小宇宙」，撰寫一本散文集。梓晴本著利用
停課空閒的時間充實自己的想法，便答應接受挑戰。

梓晴捧著其新書與孫友民
校長合照。

寫

我 情 心

感

謝

支 持

華僑永亨銀行義工隊送出
50套愛心福袋予協會安定宿舍

盛康園前院長
14

吳嚴麗香女士 榮休感言

吳太（後排中間）與盛康園同事留影。

多

謝會方邀請我撰寫自己在協會工作的感受及退
休心情！回想自己入會時，對協會服務所知甚
少，只因見到協會 5 天工作的招聘廣告吸引了我，因
自己當時要兼顧工作及學業，又要實習，故很需要
5 天工作，以完成多項任務，當時我甚至連前會名都
不太懂得讀 ——「香港痙攣協會」，便「膽粗粗」去應
徵了。

快樂不知時日過！在香港耀能協會工作
的日子，十分感謝可愛及純真的學員、
熱情及體諒的家長、友善及體貼的同事
和上司，使我在工作上忘記壓力，努力
去做好每一件事。常被同事問：
「會唔
會唔捨得？」我當然會有不捨的感覺，
工作了 30 年的地方，我已把自己當是
協會的一份子，很期待會方未來發展
更上一層樓，為殘疾人士謀福祉，我
會繼續默默地支持會方工作。又有同事擔心我沒事
忙會不習慣，說實在，沒有您們為伴，可能會有點
不習慣，只是佛曰：「有捨才有得」，所以自己都要
學習放下一些已很熟悉及習慣的事情，希望自己能
夠重新再學習新事物及發展新興趣，使自己有更多
的得著。

幸虧前總幹事張太（張黃楚沙女士）及方長發先生給
予我機會，讓我有機會認識康復服務。原本我心中盼
望從事家庭輔導服務工作，不打算在協會長留。還記
得張太要我先去禾輋工場，接觸一下痙攣學員，看看
我能否接納他們，故未入職前我曾到工場參觀，結果
令我眼界大開，他們用雙腳可以編織，又可以自己吃
飯，很了不起！因此我接受了這份工作。
在接觸學員期間才知道他們如同一般正常人，有快樂
的時候亦有困惱的時候，與他們相處令自己許多反思
及得著，除此之外，會內同事非常友善，大家都很
愛護學員，亦對協會十分有歸屬感，這些良好因素吸
引我繼續留下，故亦放棄轉工的念頭。不經不覺工
作 30 年，協會給予我機會先後到禾輋宿舍、樂華宿
舍、富東訓練中心及宿舍和盛康園，使我可以接觸不
同服務對象及其家長，令我獲益良多！

疫

情期間，中心暫停對外開放，舍友未能外出購物。有見及
此，華僑永亨銀行義工隊為舍友代為採購食品及日用品，
並包裝成愛心福袋送到協會安定宿舍；此外，義工隊更錄製「毛
巾操」運動短片，帶領舍友一起動動手腳，舒展筋骨。協會謹此
向華僑永亨銀行義工隊的支持致以衷心感謝。

煤氣公司佳節送出
愛心月餅及糭予
協會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

香

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煤氣公司）送出逾 600 隻「愛心糭」予
協會盛康園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令他們能感受端午節
氣氛。
中秋佳節，煤氣公司再度送暖，送出1700 個愛心月餅予協會服
務使用者，好讓他們能與家人一同歡度中秋。協會謹此向煤氣公
司多年來支持致以衷心感謝。

香港港南獅子會送出
50套愛心福袋予
協會白普理黃大仙宿舍

疫

情持續，宿舍暫停對外開放，舍友外出機會大減，因
此香港港南獅子會根據舍友的願望清單，特意預備了
50個愛心福袋送到協會白普理黃大仙宿舍，鼓勵舍友同心抗
疫。協會謹此向香港港南獅子會的支持致以衷心感謝。

吳太與董事及盛康園義務監督謝俊謙教授合照。

執筆之時正是香港面對疫症的困局，人人自危的日
子，家長亦沒有機會到中心探訪學員，活動亦取消
了！沒有機會在中心與大家面對面說再見，本人十
分抱歉！希望日後在街上再遇上，可閒話家常！十
分希望當您看到這篇文章時症情已雨過天青，並祝
福所有家長、學員及同事都平安幸福！

感謝社會各界與協會攜手抗疫

疫

情反覆，協會衷心感謝社會各界人士繼續慷慨捐贈防疫物資，有效支援協會打這長期防疫戰，讓
服務使用者及前線同工得到適切保護，特此鳴謝以下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1月期間的捐贈者：

一合口罩
古巨基醫療基金
卓遠企業服務有限公司
卓遠知識產權有限公司
保域醫療用品（香港）有限公司

皇悅酒店集團
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紅十字會
許善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傑志（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港利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新世紀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新界扶輪社
衛訊電訊有限公司
醫專薈

15

感

謝支持
本人 / 公司樂意支持香港耀能協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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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表格

夷僖㲋僿䩌堒

訊

□ $800 □ $500 □ $300 □ $200 □ $100 □ 其他$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埡䓪䩌堒

□ $2,000 □ $1,000 □ $500 □ 其他$

扦럅☕擻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永遠懷念前主席

䩌堒亡嫏

何顯雄博士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耀能協會」或 “SAHK”）

202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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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務介紹 —
—
克服重重障礙
「學趣滿園 ~ 第一層支援服務」 圓夢圖書出版

「賽馬會復康座椅流動服務」

□ 繳費靈（PPS）
（商戶編號：【9397】；選擇項目【1. 捐款】）
（繳費靈網址：www.ppshk.com；繳費靈電話：18033）
您的付款編號：
□ 信用卡 □ Visa □ Master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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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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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接存入戶口（請連同銀行存款收據塜儗寄回本會）:
恒生銀行：024-388-555161-001

中國銀行：012-806-00030099

䩌堒縖鞴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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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姓名：
（先生/女士）

英文姓名：

公司名稱及職銜（如適用）
：
聯絡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所屬中心（如適用）
：
捐款$100以上可憑正式收據申請稅務減免，捐款收據將以郵遞方式寄往上述地址。

請將此表格、銀行存款收據正本或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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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 0536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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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不願意收到貴會的服務資訊。
姓名：

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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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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