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 謝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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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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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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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耀潛能：
賽馬會共融 •知行計劃——	
特別學習需要青年工作實習平台

非常任務：
			「躍動同行先導計劃」
及早介入抓緊治療時機

焦點人物：
鼓勵公開就業 推動傷健共融
香港耀能協會主席彭徐美雲女士

通
訊

捐款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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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	/	公司樂意支持香港耀能協會的服務
每月定期捐款

□	$800			□	$500			□	$300			□	$200			□	$100			□	其他$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一次性捐款

□	$2,000			□	$1,000			□	$500			□	其他$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耀能協會」或“SA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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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寄回本會）	:

恒生銀行：024-388-555161-001              中國銀行：012-806-00030099              滙豐銀行：004-110-063591-001	

展現天賦的舞台 全新家品品牌			
咫心家匠mμse casa

緊貼香港耀能協會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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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與CEO對 話

香港耀能協會

督印人
行政總裁宣國棟

編輯委員會
宣國棟、葉惠儀、馬小蓉、
孫友民、謝陳藝然、關玉萍、
蘇美慧、梁詠茵、許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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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一直致力為殘疾人士提供多元化的康復服務，發掘他們的潛能，協助他
們融入社會。今期〈焦點人物〉我們特別邀請協會主席彭徐美雲女士，分享
協會協助殘疾人士公開就業的政策及服務，當中包括就業培訓、實體實習，
更有針對高能力自閉症人士而推出的「真色珍我——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
此外，我們更邀請了協會特殊學校畢業生分享他們畢業後受聘於母校工作的
感受。〈寫我情心〉就邀得任職近三十載，剛剛退休的前副行政總裁羅陳瑞
娟女士，細訴工作點滴。〈非常任務〉介紹最新推出「躍動同行先導計劃」為
懷疑有專注力不足／過渡活躍症人士所提供的服務。

為方便讀者隨時隨地閱讀耀能協會最新通訊，由2022年1月
起，我們將加插以電郵方式發放通訊電子版。如需索取印刷
版，請聯絡企業傳訊部：電郵corpcomm@sahk1963.org.hk。
請大家繼續支持耀能通訊。

協會使命之一是希望殘疾人士能培育其獨立性，配
以一些協助，以自身的能力融入社會、發揮潛能。
然而，他們一直面對就業困難，由職前預備、工
作配對、適應新工作以至職場上遇到各式各樣的事
情，每一步對他們來說都是大考驗，要跨過這些挑
戰，他們要付出的努力比想像中多。

為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協會早年已制定聘用殘
疾人士的政策，例如訂定整個協會所聘用殘疾人士
的數目至少為全體員工數目的 2%，再配以協會所
提供的職業復康服務，期望更到位地協助學員公開
就業。事實上，要達至上述目標絕不容易，因此，
我們的跨專業團隊會不時構思及推出不同類型的服
務項目，包括去年 12月起開展的「賽馬會共融 •知
行計劃——特別學習需要青年工作實習平台」（由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讓有特別學習需 

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的青年，在現實的 

工作環境接受訓練及實習。計劃連結商界伙伴、SEN

青年的家長或照顧者、中學及大專院校，協力共建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就業支援及配對平台，使SEN青年
能由學校順利過渡到職場，並在工作崗位上展現潛

公開就業及創新計劃
能。計劃亦透過與香港大學及跨機構協作，舉辦講
座、工作坊及研討會等，以推動殘疾人士就業。

除了公開就業，發掘殘疾人士天賦才能、讓他們獲
得社會認同，也是協會的重要使命。庇護工場及綜
合職業復康服務中心的學員即使身體上有不同程度
的限制，但他們亦有自己的天賦與潛能。協會在四
月特別成立首個自家品牌——「咫心家匠mμse casa」，
設計及生產不同系列的精美家品，首個推出的「海洋
系列」，當中包括各式桌上餐具及用品，並在首輪銷
售中取得甚好成績。

協會希望透過這個品牌平台，為大家送上一份溫
暖，讓公眾進一步認識殘疾人士的能力，感受學員
的心意，拉近彼此間的距離。

要成功推動SEN青年及殘疾人士公開就業，實在有賴
社會各界的支持，協會期望未來與更多企業、機構
及有心人士合作，共同協助學員們在職場上找到自
己的人生舞台。

宣國棟
行政總裁

「EASE 計劃」（下稱計劃）為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兒童的家庭提供服務，甚得家
長及學校的歡迎。不經不覺，計劃已進入10周年，早前舉辦了
一連串活動，其中為培訓相關專業所舉辦的「AD / HD學童的學
習支援及治療策略證書課程」吸引了60名參加者報名，可見大
眾對AD/HD學童需要的關注度日漸提升。

此外，計劃更推出了「WhatsApp貼圖對白設計比賽」反應熱烈，參加者以「給AD/HD
孩子自我導航的書」漫畫中9個經典人物為藍本，創造出最切合漫畫人物性格的
創意對白。比賽由服務使用者梁祖霖奪得冠軍，並聯同插畫家YC Lung推出了一
套即時通訊軟件貼紙，多元化又貼近生活，歡迎掃瞄QR Code免費下載。

《情境化認知康復研討會》於2020年12月11日順利完成，協會非
常榮幸邀得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職業治療學學士課

程主任方乃權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腦神經科客席副
教授黃沛霖博士進行專題演講，並由協會總程序主任及高級物理治療師
簡建顥先生、持續復健中心職業治療師梁斌先生及新界東日間社區康復
中心職業治療師江家欣女士，分享計劃的特色、推行、應用和成效等。

另外，在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發展基金」支持下，協會推展「以情境為
本的認知康復訓練先導計劃」，以實況環境為中風及腦損傷人士進行生活
化及個人化的認知能力訓練，幫助患者重建生活自信、重返社區生活。

全港第一本以中文編寫的《情境化認知康復訓練》手冊亦在會上發佈，
將情境化及功能性認知康復模式的評估、介入方案設計、施行原則輔以
真實個案研習分析及5個認知範疇相關的訓練材料，務求加深康復人員
及照顧者對認知康復及治療方案的認識，鼓勵及協助業界加強「身智並
重」的訓練模式，推動範式轉移。

情境化認知康復研討會暨新書發佈會

EASE 計劃 ——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兒童支援服務

協會復康專業學院於 2021年 3月有幸獲嘉許為「QF星級培訓機構」，認可
積極應用資歷架構以提供多元學習路徑。學院期望繼續推廣良好的服務

模式和持續優化的服務文化、為專業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士提供優質和及時的教
育和培訓機會，開發更多具認可資歷的普及課程，為康復服務培訓人才，並促
進專家、從業員等專業人員之間的交流，以及透過各種培訓活動提高對有關知
識、技能和科技的掌握。

協會康復專業學院獲嘉許為
QF星級培訓機構

了解更多

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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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專 題

展現天賦的小舞台 全新家品品牌
咫心家匠mμse casa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天賦，從不受年齡、外表、行動能力所限制，
他們只靜待一個小舞台，讓他們發光，受人注目。“ ”發掘天賦與潛能

協會轄下庇護工場及綜合職業復康服務中心的學員，有著不同的天賦與才能，從陶瓷、紗織、車縫、繪畫到
皮革都有涉獵，他們縱然身體上有著不同程度的限制，但亦無阻他們展現才能的渴望，當中最為人熟識的要
數三位畫家學員——黃永康、劉元及郭啟業，即使腦麻痺及身體殘障令他們創作時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克服
殘障所帶來的不便，但他們仍然積極創作，並於不同的比賽中勝出，得到社會的認同。正因為我們看見學員
的天賦與潛能，讓我們決心為學員建造一個讓他們發光，讓人看見的舞台——咫心家匠mμse casa。

畫家黃永康（左）和劉元（右）即使雙手不靈活，甚至以腳代手，也無阻他們展現才能的心，他們的作品一樣獲得認同及欣賞。

猜猜畫畫（高福耀紀念學校） 音樂傳情（羅怡基紀念學校） 找不同遊戲（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協會於 3月4日以Zoom形式舉行網上企業管治研討會，共有16
位董事會和管理委員會成員、名譽顧問、義務監督等參加，

就不同主題及範疇分享和討論，以強化及提升企業管治效能。 

是次主題為「引導式教育於協會的發展及應用」，內容包括引導式教
育系統簡介、引導式教育於協會四個核心服務（兒童及家庭支援服
務、特殊教育、成人服務及社區支援服務）的施行、成效及展望。
服務單位透過引導式教育的「三全」（全日、全團隊、全人）及「四 
習」（整合學習、流程學習、實境學習、自主學習）的整全模式，培育
服務使用者積極主動的性格、勇於解難及嘗試的態度，以及自主自決
的能力。研討會亦報告協會有關執行《最佳執行指引》的最新資訊。

因疫情緣故，協會三所特殊學校包括羅怡基紀念學校、賽馬會田綺玲學校及高福耀紀念學校的
Games Day於3月19日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教職員設計了不同的活動，例如：猜猜畫畫、音樂

傳情和找不同遊戲等，激發學生的創意及思考。學生踴躍參與，表現投入，樂在其中！

企業管治研討會 2021

協會三所特殊學校網上 Games Day

協會持續復健中心物理治療師與服務使用者，分別接受香港電台「醫生與
你」節目訪問，介紹「外骨骼機械腳」及「坐姿平衡訓練儀」的治療成效。

「外骨骼機械腳」讓中風丶脊髓損傷丶腦創傷等行動不便人士的治療質素及成
效大大提升，並大幅延長服務使用者的訓練時間，治療師亦可借助遙控監察設
備，評估動作及力度控制。物理治療師曾毅鋒先生、服務使用者文鍵及其母親
在節目中分享感受。

另外，物理治療師黎潤影女士及服務使用者Ken分享了「坐姿平衡訓練
儀」的治療成效。該儀器可以感應患者身體軀幹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微小
動作，將資料數據化；儀器亦配有胸帶感應患者動作，治療師跟據資料
更能客觀地評估及調整訓練目標。系統亦設有小遊戲，提升復康練習趣
味性。節目分別於1月26日及2月16日播出。

物理治療師於「醫生與你」介紹協會嶄新復康科技
傳媒報導

04 05



專 題

從名字感受溫度
說到一個品牌，名字當然是靈魂所在，咫心家匠的
名字由來，便要從2020年5月說起。自有了成立家
品的念頭，便邀請了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系洽談合
作，在一拍即合的情況下，計劃立即展開。為了解
工場學員的作品及日常訓練情況，理工大學設計學
系的同學除了參觀工場，還透過網上交談，更深入
了解學員的興趣及才能，亦啟發了他們建議將品牌
取名為咫心家匠mμse casa。 

咫：距離很短、很近
心：心靈和思想
家：家品
匠：具有熟練技能和手藝的人

簡單四個字各有意思，組合起來卻變成充滿暖意的
名字。理工大學的同學與學員接觸和欣賞過他們的
作品後，對殘疾人士工場的產品完全改觀，深深
感受到學員即使身體上或許有著一點缺憾，但他們
的創作和生產力其實遠超想像，希望大家跟他們一
樣，再次認識殘疾人士的能力和可塑性，透過學
員親手製作的家品，與大眾的心互相聯繫，拉近至
咫尺之間，讓大眾了解到他們與殘疾人士的距離其
實可以很近，同時明白到殘疾人士一樣會工作、玩
樂，更會用自己的方式和能力去回饋和貢獻社會。

打破傳統的印象
以往，說到由殘障人士製作的產品，或許會給人一種不太專業的感覺，部份產品外觀與市場上的產品標準
似乎有一段距離；即使是同一款產品，外型可以差別很大；生產時間太長；包裝上亦欠缺誠意⋯⋯等等。
我們看到過去的不足而產生一個念頭，希望集合各工場的力量，一起衝破舊有的印象，並帶給公眾一個全
新的形象。

溫暖家中的角落
計劃成立品牌的初期，在產品發展方向上有著不同的考慮，最後選擇以「家」為方向，一個充滿愛和令人感到
安穩的地方，同時訂立以生產小型家品為發展主線，希望一件一件的小物能散佈到屋內的不同地方，將溫暖
帶到顧客的家中，無論是用餐時用上咫心家匠的小餐具，或是一家人坐在梳化看電視時抱著的小抱枕，都會
感受到學員的用心製作，為顧客送上一份溫暖和心靈上的療癒。

鼓勵全員參與
我們明白到學員的能力未必一致，但亦希望他們都能朝著同一目標，共同完成一件事。為了讓更多學員能參
與咫心家匠的製作，各工場導師們亦花了不少心思，除了實現學員的創作意念外，亦仔細分拆工序，或製造
一些小工具幫助學員更容易製作，讓部份能力較低的學員都能參與，從中得到滿足感，亦為咫心家匠付出一
分力。

您的欣賞是我們的動力
未來，學員會繼續創作，除了在咫心家匠mμse casa這個舞台上實現外，我們亦會邀請不同的朋友合作，推
出不同系列的產品，帶來更多新元素、新產品，希望將心意傳到府上，將彼此的心拉近至咫尺之間，觸手可
及。請大家大力支持，您們欣賞咫心家匠mμse casa的產品，就是對我們的一份鼓勵和動力，亦希望大家看著
這個品牌成長，給我們鼓勵之餘，亦給予意見，讓我們做得更好。

緊貼咫心家匠mμse casa的最新消息

左起：安定工場導師郭婉玲、學員Carmen、總監（社區支授服
務）洪淑娟女士及學員嚴家鴻，展示海洋系列產品。

咫心家匠的首個系列是以海洋為主題的餐桌用品，由色調到造型都相當可
愛，用餐時令人倍感快樂。

導師製作了大大小小的模板，學員依著
切割出大小相同的陶泥板塊，創作不同
造型。

將製作步驟分拆，學員即使不懂製作陶
瓷，一樣可幫忙上色。

每位學員擔任不同角色，齊為咫心家匠
出一分力。

取名咫心家匠，希望能讓我們彼此的心，
透過作品拉近至咫尺之間。

首個系列以海為主題
咫心家匠mμse casa已於今年4月尾正式推出
市場，首個系列以海洋為主題配以藍調製作
出一系列餐桌用品，以此為題源於海洋往往
能帶給人平靜、放鬆的感覺。期望當您使用
咫心家匠mμse casa海洋餐桌用具時，能為您
及家人帶來一份同樣的心情，放下一天的煩
惱，好好享受聚在一起用餐的快樂。定好主
題和色調，學員及導師亦開始積極思考創作
方向，從陶瓷碟、筷子座、玻璃杯、紗織飯
盒袋及餐枱墊，以至調味樽和牙籤筒，將他
們在工場其中最出色的技能都融入在產品設
計上，從形態到圖案都貫切了生動的海洋生
態，令人喜出望外。

如欲訂購海洋系列產品，
請到咫心家匠mμse casa FB留言或私訊。
咫心家匠mμse casa Facebook：

0706



焦 點 人 物

與商界企業合作 讓殘疾人士發光
中心團隊亦會與商界企業／僱主合作，提供員工講座
和訓練，使企業能「因才施用」及提供實習機會，讓
學員成為公司發展的新動力。

協會現時已協助超過 300位 SEN青年及殘疾人士
成功公開就業，在此，我們特別感謝以下其中商
界企業 /僱主成為協會的合作伙伴，提供聘用或
工作實習機會，讓他們發揮潛能，在公開市場發 
光發亮，包括（排名不分先後）：Microsoft Hong Kong 
Limited、Accenture HK、Group M、4S Imaging Expert 
Limited、Otis Elevator Company（H.K.）Limited、Uniqlo 
Hong Kong Limited、香港迪士尼樂園、吉野家、 
麥當勞、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康樂

以身作則帶動公開就業
協會推動多時與殘疾人士相關的人事政策，當中包括三所特殊學校均有聘請其
本校畢業生。高福耀紀念學校的畢業生詩敏在2002年入職成為教師助理，她除
了在課堂上協助學生學習，有時候也會分享自身經歷，勉勵學生。她積極及投
入的工作態度，感染了身邊學弟學妹。她表示能夠重返母校工作，成為他們成
長的同行者；既能回報當年老師的耐心教導、治療師的緊密訓練和服務員的鼓
勵，亦能延續校訓「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的精神。

羅怡基紀念學校畢業生兆豪為學校的服務員，主要負責接待處的工
作，轉眼間已服務母校差不多十六年。兆豪非常感激學校給予工作
機會，亦很享受在傷健共融的環境下工作。他時刻提醒自己須緊守
崗位，盡力做好工作。他表示，能服務學生，還能養活自己，為家
庭出一分力是最大的滿足感。而兆豪的主管亦稱讚他能盡忠職守，
是學校的好幫手。

賽馬會田綺玲學校現有三位畢業生在校內工作。畢業生春枝已在母校工作七
年，是宿舍部的文員。她運用所學，協助處理宿舍的文書及會計工作。另外，
子浩和偉俊剛入職擔任教師助理，主要協助製作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的中文電
子書。三位員工不但工作態度積極、做事勤奮，且與同事合作無間，是學弟學
妹的好榜樣。

近年，部分同學畢業後會參與由不同機構提供的輔助就業服務或入讀技能中心
甚至不同的專上學院，分別在工作技能及學識上裝備自己，為日後公開就業作
好準備。獲大專或大學錄取的學生們續修讀高級文憑或學士學位課程，例如：
商業、人工智能及手機軟件開發、數碼音樂及媒體、產品設計和旅遊款待等，
他們都積極學習，準備將來貢獻社會。

及文化事務署、孩之寶遠東有限公司、Genera l i 
Life（Hong Kong）Limited、Rooftop Republic Urban 
Farming、啟譽科技有限公司、華成遠東、東南樓藝術酒
店、綠行俠、細味公平、Amnesty International Hong  
Kong、D. E.C.T Production、Allround Care Services 
Limited、PopBo.Net Limited、MyLife Network、 
TabooCha、Power Workspace及無事無事研究所等。

未來展望
殘疾僱員成功就業需要多方配合，包括個別化、合適
及有效的培訓方法、專業團隊及家人的支援、僱主願
意接納及給予機會，再配合各類政策的協助，方能水
到渠成。

「耀承所授、卓越展能」顧名思義，就是希
望讓協會服務使用者能夠運用天賦的才能及後天的努
力，發揮所長，展耀光輝。過去五十多年來，協會一
直以此為目標，透過不同層面的服務，協助服務使用
者融入社會。

早前小編訪問了協會主席彭徐美雲女士，了解協會如
何推動殘疾人士公開就業，原來協會早年已參考世界
各地相關政策，包括確保工作環境通達無障礙，聘請
一定數目的殘疾人士成為員工，即整個協會所聘用的
殘疾人士數目至少為全體員工數目的2%，以身作則
推動殘疾人士公開就業。

「採取這些推動殘疾人士公開就業的政策，目標是希
望讓他們透過其工作能力，在職場上有所發揮，使他
們更易融入社區生活。除了為殘疾人士提供適切的就
業培訓、在職支援等服務外，更重要是增加僱主及社
會大眾對他們的認識，從而接納、認可其不同，讓他
們有就業機會，發揮所長。」彭太說。 

同時，協會亦設有「輔助就業服務」，及以商業模式
營運的實體花店LOHAS Florist及餐廳Café LOHAS，透
過真實的工作環境和工作訓練如花藝、餐飲、零售及
推銷、店務及客戶服務等，讓智障或肢體殘障學員參
與工作實習，從而培養工作意識、習慣及技能，提升
自我價值，並協助有潛能的學員獲得公開就業機會。

全力協助 爭取公開就業機會
除了「輔助就業服務」，協會亦支援特別學習需 
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青年就業。針對
高能力自閉症人士，協會更推出了「真色珍我——自

閉症人士支援服務」，當中不乏為高能力自閉症人士
提供職前預備、就業選配及工作支援等服務。而去
年12月，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開展「賽
馬會共融．知行計劃—特別學習需要青年工作實習平
台」，令受眾擴展至過度活躍／專注力不足症及讀寫
障礙症人士。計劃更連繫商界伙伴／僱主，透過工作
實習及訓練，協助SEN青年順利由學校過渡到職場，
並在工作崗位上發揮潛能、盡展所長。

公開就業挑戰 協會全方位支援
不論SEN青年或殘疾人士，在公開就業均遇有不少挑
戰。SEN青年與一般青年相似，因缺乏工作經驗和信
心，不確定甚麼行業或工作才適合自己，而殘疾人士
有著自身不同的局限，如智障、精神病患、長期病患
及肢體殘障等，都令他們在心理、社交、認知等方
面需要較長時間適應和支援。而僱主方面由於未必
充份認識SEN青年及殘疾人士的獨特性，包括他們自
身的能力，亦需要時間配合和了解。面對以上種種問
題，協會的跨專業團隊亦在各方面提供適切的支援
服務。

彭太表示：「學員進入職場前，我們會為他們提供工
作評估及分析、制定職涯規劃、提供相關職業技巧知
識培訓外，亦會與僱主磋商，因應他們的特性調整招
聘程序，例如：以工作測試來取代傳統面試。若在
成功獲聘後，我們亦會為學員及僱主提供持續在職支
援，協助他們適應職場、工作職責、工作文化、同儕
個性等；協助僱主作出工作協調、因應學員特性及能
力，協助訂立工作流程、制訂短中長期計劃；定時跟
進學員工作表現；遇上問題又會為學員提供情緒輔導
及與僱主溝通協調。」

鼓勵公開就業 
推動傷健共融

香港耀能協會主席

 彭徐美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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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任 務 展 耀 潛 能

「躍動同行先導計劃」
及早介入抓緊治療時機

面對懷疑患有專注力不足／過渡活躍症的兒童、
青年及成人來說，在未接受合適評估及訓練

前，一般都會感到徬徨無助，甚至因為等候評估及
治療需時而延誤了治療時機⋯⋯

針對這個服務隙縫，協會在食物及衞生局的資助下，
於2021年3月開展「躍動同行先導計劃」（下稱計劃）， 
為新界東懷疑有專注力不足 ／過渡活躍症（下稱
AD/HD）和合併症的兒童、青少年及成人提供服務。
計劃旨在盡早識別和支援服務使用者，促進其發展
和啟發潛能，以應付他們在學習、日常生活和工作
中遇到的挑戰。

與協會有緊密合作的「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香
港）協會」認同計劃對AD/HD人士的重要性。

「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香港）協會」（下稱AD / HD
協會）執行總監伍敏姿女士表示：「計劃有社工、
護士、臨床心理學家等，可以提供評估 AD / HD的
服務，為未確診的參加者，提供及早介入訓練及治
療，免除因為輪候時間長而錯失治療黃金時機，讓
他們『求助有門』。」

實證為本 信心保證
伍女士表示，坊間資訊太多反而令
他們無所適從，計劃有政府規管及
跨專業團隊，正好為家長提供專業
可靠的訊息和協助，加上服務免費， 
大大減輕家長及照顧者的經濟負擔。此外，計劃亦
起了連結作用。家長可以透過計劃的家長支援小組
互相認識，更有家長訓練、情緒支援等服務，一同
分享經驗，一起同行跨越障礙。

社區為本 去標籤化
從前，家長聽到孩子要前往「精神科」求診便會有
一定的抗拒，因而延誤了求診時間，現在試驗計劃
為AD / HD人士而設立的分區中心，以社區為本的模
式提供服務，大大減低了標籤效應，同時計劃以非
藥物形式，即心理行為治療模式，讓懷疑AD / HD兒
童／青少年及成人更易受落。

連貫服務 全人跟進
AD / HD協會主席梁鳳寶女士期望計劃在
兩年試驗期後可延續。她表示：「因為參
加者不同年紀會遇到不同挑戰，而現時
社會上同類型為AD/ HD人士的服務較為
分割，而且主要集中在小學階段，或按學
童就讀年級劃分，學童升中後容易出現「斷層」，她
希望政府對相關服務可以按服務使用者的情況而釐
定，作連貫性跟進，對服務使用者會有更大幫助。」

計劃真實個案
俊俊（化名）年約八歲，他的專注力很弱，做事經常
分心及粗心大意，經常遺失個人物品，情緒也容易
波動，每當做功課時，脾氣變得特別激烈、拒絕做
功課，經常與媽媽發生衝突。俊俊在學校也常有衝
動表現，與意見不合的同學發生衝突。

後來，俊俊參加了「躍動同行先導計劃」，經過專業
團隊初步篩查及評估後，確認他有專注力不足／過度
活躍症的徵狀。中心的跨專業團隊按俊俊需要和家
長的關注情況，為他提供個別化的介入計劃，並安
排相關的訓練課程，培訓和支援家長，包括「功課及
執行功能小組」，教導家長如何處理兒子做功課時常
遇到的困難，亦會提供「家長育兒及管教課程」，以
提升家長育兒及管教技巧、促進親子關係。此外，
計劃也會安排俊俊參與「情緒社交小組」訓練，讓他
學習處理個人情緒，減少衝動行為及提升社交技巧。

「躍動同行先導計劃」
地址：新界沙田安耀街3號匯達大廈7樓701室
電話：3905 1205 
傳真：3893 0827
電郵：adhdc@sahk1963.org.hk

服務時間
星期二： 下午1:00至晚上9:00
星期三至五：上午9:00至晚上7:00
星期六： 上午9:00至下午5:00
星期一、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面對人生不同階段轉變，特別學習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青年在學業及工作

上，面對一系列挑戰，包括社交生活、時間管理、學
業、工作挑戰、情緒壓力以及從學校過渡至職場等，
各方面都會遇到困難和挑戰，這些挑戰往往與他們的
SEN問題帶來的限制有關，亦與他們的人生階段轉變
有關。所以，這些挑戰亦被稱為「轉銜期挑戰」。

在「轉銜期」期間，SEN青年需要在新環境學習新事
物，例如在升學方面，他們需要學習適應大專院校新
的環境和學習模式；就業方面，他們需要尋得合適工
作，同時需要學習應對工作中出現的溝通挑戰等。同
時，他們亦處於建立其成人身份認同的階段。故此，
能否克服這些挑戰並邁向人生新階段，對他們往後的
個人成長及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工作情境實習
協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由2020年
12月起開展「賽馬會共融 •知行計劃——特別學習需
要青年工作實習平台」，目的是透過工作情境實習訓
練協助SEN的青年應對大專環境及職場中的各種挑
戰。本計劃連結商界伙伴、SEN青年的家長／照顧

者、及中學／大專院校，共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就業
支援及人才配對平台，協助SEN青年由學校過渡到職
場，並在工作崗位上發揮潛能、盡展所長。

此外，計劃亦透過與香港大學及跨機構協作，舉辦一
系列推動社會共融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及研討會
等，引入SEN青年及不同持份者的觀點，加強社會大
眾對他們的認識，促進社會的接納程度。

賽馬會共融 • 知行計劃 ——
特別學習需要青年工作實習平台

陪SEN青年輕鬆渡過「轉銜期」

*注︰特別學習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 SEN），泛指高能力自閉症（High Functioning Autism），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 ADHD）及讀寫障礙（Dyslexia）。

臨床心理學家黃志茵博士（左二）及個案經理張子健先生（左一）到
麵包咖啡店面見僱主黃先生（右一）及總廚嚴先生（右二），並為
HFA學員阿揚（中間）提供在職支援及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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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耀 潛 能 寫 我 情 心

實習認識不同行業 迎戰未來
剛升讀香港大學工程系的Bobby仍在適應如何與同學
在小組功課中協作及分工，有時未能從他人的角度去
分析及理解事情。此外，Bobby亦希望能夠見識更多
不同行業的發展前景，讓自己對將來的升學就業方向
更清晰。

在職業治療師、個案經理評估及經過一系列制定的訓
練後，Bobby獲安排在數碼港一間保險初創公司開始
實習訓練，並負責數據分析及處理工作。在工作實
習中，Bobby需要學習與不同專業背景同事溝通及協
作，例如了解從商經驗豐富的上司對他的工作期望、
與 IT背景的系統工程師合作及溝通。此外，Bobby亦
體驗到初創公司的活力及運作模式，累積寶貴的初創
企業工作經驗。而他更有機會在工作中接觸到醫療科
技、大數據、數據分析及編程式的實際應用，及早累
積經驗，為未來做好準備。

在整個實習過程中，Bobby在真實工作環境學到的溝
通協作技巧，並能從僱主及同事身上獲取意見和回
饋。這些經歷有助Bobby進一步掌握如何在大學課程
中與他人溝通協作，更有信心應付將來大學安排的實
習工作。

其他實習個案圖片

個案經理白秋嫦女士（右一），僱主伍小姐（中）及HFA實習學
員阿恒（左一）進行終期評估，總結實習期內學員在會計文員
職位的工作表現。

僱主張先生（右）教導HFA實習學員阿明（左）安裝影音櫃的工序及
流程。

羅太與鴨脷洲幼兒中心
服務使用者合照。

羅太（左）恭賀時任總幹事
張黃楚沙女士獲委任太平 
紳士。

HFA實習學員Bobby（左）在中心
配對下到數碼港一家醫療保險
科技公司參加工作實習，負責
從事數據分析工作，並與兩位
僱主合照。

記得我在1991年從加拿大移民回流返港，加
入了當時的香港痙攣協會鴨脷洲幼兒中心

擔任主任一職，三年後升調總辦事處，至今年
4月退休，轉眼間渡過29年，回顧在協會的一段
旅程，有很多的人和事都是美好的回憶，為我人
生旅程創造了難忘的篇章。

初出茅廬
加入協會時，我對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及香港的康復服
務認識很少。憑着一股熱誠，我認定這服務很有意
義，及早介入可令幼兒全面發展，支援家長可減輕他
們的壓力，基於這信念，我就踏上康復工作之路。康
復服務對我來說是一個嶄新的經驗，但很快我已全情
投入這工作的崗位，因我感受在協會的領導及服務理
念推動下，一班專業及前綫員工都是非常用心盡力，
在引導式教育框架下，以愛心及關懷為幼兒提供教
育、治療及照顧，務求他們得到最大的進步及禆益。
機構以人為本的文化及專業服務在有系統的規範下得
到全面體現。

協會對服務質素嚴謹的要求可見於當年的一椿小
事。我到職前，時任總幹事張黃楚沙女士對初出茅
廬的我說：「你千萬不要改中心的訓練程序。」我
當時不明所以，及後到職了一段日子就明白她的苦
心。引導式教育是協會自80年代開始實施，經歷了
艱苦的發展過程，其系統、流程及訓練內容能為幼
兒提供有效的學習及康復。我深深感受到協會對服
務質素的堅持，以及高度重視服務使用者的福祉。
我非常認同協會優良的傳統及服務理念，也啟發了
我日後工作的思維及方針。

全情投入
從中心主任、服務主任及後副行政總裁不同的崗位，
我都是每天帶着熱誠愉快地上班，因為協會的跨專業
團隊可令服務使用者得到適切的訓練及照顧，促進他
們全面發展、獨立生活及融入社群。我們時刻與家長
或照顧者同行，我們的支援可令他們喘息，站穩腳
步，從新出發去走人生崎嶇的道路。每見到學員堅毅
努力去克服障礙，家長們對前綫員工的讚賞及肯定，
我都心感欣慰。

我在耀能協會的旅程   

羅陳瑞娟
前副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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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支 持寫 我 情 心

耀能愛心券2021反應熱烈共籌得超過50萬

協會於2月22日至3月31日期間舉辦耀能愛心券2021活動，為協會的康復及特殊
教育服務籌募經費，讓協會能推行更多創新計劃，支援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庭。

活動非常成功，共籌得超過50萬善款，協會感謝各界支持！

特別鳴謝6間商戶提供現金劵優惠（按英文字母排序）︰峇峇娘惹Baba Nyonya Restaurant、 
OK便利店Circle K Hong Kong、鴻福堂Hung Fook Tong、LOHAS Florist、拾平SHOPING
及SKECHERS。

感謝各界
捐贈口罩及抗疫物資予服務使用者

感謝李嘉誠基金會、黃廷方慈善基金及藝人周柏豪，
分別在今年1月及3月期間捐贈口罩予協會柴灣宿舍

及工場、白普理德田工場及三間特殊學校的服務使用者。
此外，在今年4至6月期間，協會獲會德豐、荃灣警區警
民關係組、醫專薈及OK便利店分別捐贈自動泡沫洗手液
機、酒精搓手液、手套、保護衣及口罩等。

協會謹此致以衷心感謝，讓服務使用者及有需要人士在疫
情下得到適切支援。

Synerco Disinfection Service送贈
空氣淨化器予盛康園 

協會衷心感謝Synerco Disinfection Service送贈空間淨化器RENSAIR予
盛康園，透過抗病毒過濾以提升空氣質素，讓舍友可以在潔淨環境

下生活，保障健康。

Uniqlo Hong Kong 贊助協會服務使用者添新衣

農曆新年前Uniqlo Hong Kong邀請了協會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12位小
朋友，在1月14日到旗下分店挑選衣服，每位參加者都獲贈$500消

費金額選購心頭好。協會謹此衷心感謝Uniqlo Hong Kong為小朋友帶來一
個既溫暖又充滿節日氣氛的農曆新年。

感謝香港中華煤氣送出「愛心糭」予服務使用者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一如以往，在端午節向服務使用者送上「愛心
糭」表達關懷。今年，賽馬會柴灣工場、盛康園、新界東家居支援服

務、象山幼兒中心及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共收到700隻糭，服務使用者收到
後非常開心，吃得津津有味！

攜手創新
多年來，我見証了協會在不同領域的服務發展及創
新，與時並進。這全賴一班專業員工不怕艱辛去鑽研
及應用新知識及技術。上世紀 90年代，香港自閉症
兒童康復服務處於發展階段，我有幸與同事到海外取
經，並於2005年推出「聯情繫意——發展自閉症幼兒
的社交能力」的介入策略及教學資源，成效顯著。這
奠定協會在這領域的能力及地位，及後在自閉症學生
及高能力自閉症成人服務都有長足發展。此外，協會
近年的社區支援服務也惠及無數的中風人士、四肢全
癱及嚴重殘疾人士等。協會的新項目多不勝數，其成
果及效能為我及很多專業員工帶來滿足感。

感激敬佩
今天，協會在香港康復界舉足輕重。機構的成功有賴
各董事會成員、管理委員及顧問無私地貢獻時間心力
去帶領協會穩健發展，他們關愛利他的精神令我非常
敬佩。

董事會及行政總裁的領導及支持對服務發展影響深
遠。2009年，我向某基金申請撥款開辦在主流學校
支援自閉症學生服務不獲批核；當我感到沮喪時，
時任行政總方長發先生拿我的申請書走入我的辦公
室說：「我們向董事會申請資金去開辦這項目。」結
果是董事會非常認同這項目，撥款近200萬元。我很
感激方先生的支持及果斷，此項目也成為協會自閉
症服務發展的一個新里程。

薪火相傳
每段旅程皆有終結，在協會的工作日子已告一段落。
我很欣慰現任行政總裁宣國棟先生與一群年輕充滿活
力的同事繼續帶領協會，處理繁重的會務。我對協會
日後的發展充滿信心及期盼。

香港社會這兩年經歷了重大的變化，疫情仍未穩，挑
戰仍多。我盼望各同事繼續秉承協會服務的精神及理
念，上下一心，緊守崗位，以協會創會以來一直持守
堅毅的精神去迎接每一個挑戰。

羅太（前排右二）與一眾同事於2019年到
澳門參與康復國際會議。

協會主席彭徐美雲女士（左二）、副主席呂楊俊婷
女士（右一）、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總監廖鄧淑芬
女士（左一）歡送羅太。

羅太（前排右二）與總辦事處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
的同事合照。

懷著不捨之情，羅太離開工作29年的香港耀能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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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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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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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1年 7月 第 22 期

展耀潛能：
賽馬會共融 •知行計劃——	
特別學習需要青年工作實習平台

非常任務：
			「躍動同行先導計劃」
及早介入抓緊治療時機

焦點人物：
鼓勵公開就業 推動傷健共融
香港耀能協會主席彭徐美雲女士

通
訊

捐款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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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	/	公司樂意支持香港耀能協會的服務
每月定期捐款

□	$800			□	$500			□	$300			□	$200			□	$100			□	其他$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一次性捐款

□	$2,000			□	$1,000			□	$500			□	其他$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耀能協會」或“SA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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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寄回本會）	:

恒生銀行：024-388-555161-001              中國銀行：012-806-00030099              滙豐銀行：004-110-063591-001	

展現天賦的舞台 全新家品品牌			
咫心家匠mμse casa

緊貼香港耀能協會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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