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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2019年 8月 24日舉行了「水泉澳中心及宿舍啟用禮暨四十週年攝影比
賽頒獎禮」。是次典禮邀請到社會福利署沙田區福利專員梁綺莉女士蒞臨主禮，並

獲水泉澳邨部份社會服務單位的代表、本會的家屬代表及其他嘉賓出席。本會主席

鄺心美女士致歡迎辭時勉勵職員要不斷學習和創新，使服務與時並進，智障人士的

生活質素持續提升。

典禮上介紹了水泉澳中心及宿舍的服務，頒發了四十週年攝影比賽公開組、展

能組及親子組的冠、亞、季軍獎項，另安排了服務使用者家屬心聲分享、四十週年

攝影比賽得獎及入圍作品展覽、單位參觀及茶點。

「家，全憑它不怕風雨。就在這家，重新去建

立安慰與寬恕。」正如典禮上播放短片內的詩歌所

述，我們致力為服務使用者營造一個家，讓他們在

單位中感受到家的溫暖和關愛。

▲ 本會總幹事胡定邦
先生致送獎品予
四十週年攝影比賽
親子組冠軍林希諾
先生 (由其太太代
領 )

水泉澳中心及宿舍啟用禮暨
四十週年攝影比賽頒獎禮
水泉澳中心及宿舍啟用禮暨
四十週年攝影比賽頒獎禮

▲ 本會職員陪同嘉賓參觀單位宿舍設施

▲ 主禮嘉賓梁綺莉女士

致送獎品予四十週年

攝影比賽公開組冠軍

林家駒先生

▲ 近一百人齊賀單位啟用

▲ 本會主席鄺心美女士
致送獎品予四十週年

攝影比賽展能組冠軍

王偉麟先生



「智愛零距離 - 視像互動」計劃「智愛零距離 - 視像互動」計劃

服務使用者與家人進行視像通話

服務使用者與一群舊友透過視像通話重聚

本會部份服務使用者的家屬因年紀老邁或其他原因，

未能 / 甚少到單位探望服務使用者或接服務使用者回家度
假，致有關服務使用者長期缺乏與家人相聚的機會。有見

於此，本會於屬下安定中心及宿舍單位推行「智愛零距離 – 視像互動」試驗計劃，讓服
務使用者透過資訊科技與家人進行視像通話。單位於本年 6 月初開始推行這項試驗計
劃，共有 8 位服務使用者參加，至今其中 6 位服務使用者與家人進行了最少一次視像通
話，一位服務使用者與多位曾與他一起在港島某機構接受日間服務的舊友進行了一次視

像重聚，餘下一位服務使用者的母親已入住私營老人院，單位曾與該院聯絡以安排視像

通話，惟最終因網絡問題和院方不便配合而未能成功安排。

雖然視像通話不能讓服務使用者與親友作身體接觸，但在社工和義工的協助下，雙

方能作實時的視頻交談，既聽其聲，亦見其人，能讓雙方有直接的接觸和溝通，一解掛

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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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降洗手盆

為促進殘疾人士在藝術方面的發展及推動藝術共融，本會社會企業懷智匡業有限公

司於元朗區綜合服務大樓內設立了一間名為「原匠坊」的藝術活動中心。該中心於本年

8 月以繪畫班、水墨畫班、手工藝班、藍曬班等試業，於本年 9 月初正式開始營業。中
心的面積約 1,000 平方呎，將舉辦不同共融藝術班，並與社區人士共享藝術空間，9 月
及 10 月份將開辦手工皂、書法、花藝、舞蹈、藍曬、皮革及功夫健體班，歡迎有興趣
者致電報名或查詢。

▲ 原匠坊地方寬敞，可讓約 100人同時進行不同

藝術班組。

「智愛零距離 - 視像互動」計劃「智愛零距離 - 視像互動」計劃 啟業藝術活動中心「原匠坊」藝術活動中心「原匠坊」

原匠坊
地址： 新界元朗體育路 4號元朗區綜合服務大樓 3樓 A302室

 (鄰近輕鐵 610、614、615 及 761P 線豐年路站 )

電話： 2360 0178

電郵： wjhy@wjhy.com.hk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projectyuen

▲ 水墨畫班

▲ 藍曬班

▲ 手工藝班

▲ 原匠坊外牆有一幅富元朗本土色彩的壁畫

▲ 繪畫班

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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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智親至愛」家長及親屬資源中心設立了會員制度，以鼓勵家屬的參與，提升他們對服務

的認同及歸屬感，至今已有 128 位會員，並於會員中選出 9 位為委員，成立「智愛委員會」，讓會

員參與中心的管理工作，並提升他們的自我效能感。中心於 2019 年 7 月 10 日 ( 星期三 ) 假中國基督

教播道會恩福元朗堂暨恩福愛鄰中心舉行了第一屆會員大會暨委員就職典禮。當天共有 34 位家屬、

3 位董事及 6 位職員出席，另有 6 位嘉賓，包括公益金委員曾潔文博士及職員楊先生、One Accord 

Charity Foundation 伍宏濤牧師、恩福元朗堂暨恩福愛鄰中心何偉強牧師、何何瑞媚師母及 KIABI 

International Supply Services Ltd. Sandra Luna 女士。

是次會員大會主要與家屬回顧「智親至愛」服務計劃過往五年的服務和展望未來為家屬提供更全

面的支援。另外，亦宣佈「智愛委員會」成立，由本會董事局副主席李曾慧平教授頒發第一屆委員會

成員的委任狀。

活動結束後，董事、職員與眾嘉賓往參觀位於元朗虹方商業大廈的「智親至愛」家長及親屬資源

中心，了解中心的服務，並互相交流。

「智親至愛」第一屆會員大會
 暨委員就職典禮

「智親至愛」第一屆會員大會
 暨委員就職典禮

▲ 督導主任李端怡女士向與會者介紹「智親至愛」服務計劃過
往的服務和未來發展

▲ 第一屆智愛委員
會成員與嘉賓、

董事及職員合照

▲ 本會董事局主席、總幹事及四位督導主任與各家屬代表大合照

由本會家屬代表會主辦的 2019

年家屬聚餐已於 2019 年 7 月 9 日假

九龍油麻地富臨皇宮皇室一號酒樓順

利舉行。是次聚餐共有 147 位家屬

及 21 位職員參與，並邀得本會董事

局主席鄺心美女士擔任主禮嘉賓，筵

開 15 席。除了圍餐外，本會臨床心

理學家何沐萌女士主講「正念減壓」

講座，另家屬代表主持各項聚餐程

序，包括接待、遊戲、抽獎、卡拉

OK及大合照，場面熱鬧愉快。

家屬代表會家屬聚餐 2019家屬代表會家屬聚餐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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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間，本會從籌款活動收益中撥款約 $210,000 資助

屬下單位推行五項服務計劃，包括南山中心的「幻彩人生」多元服務計劃、元州工場及

宿舍的「元州創藝展才華」計劃、安定中心及宿舍的「光影˙ 耆惜」計劃、朗藝坊及朗

屏宿舍的「『藝廊』- 智障人士藝能發展計劃」，以及元朗地區支援中心的「拾影˙深情」

計劃，另撥款約 $70,000 成立「智親至愛」家長及親屬資源中心。

2018-2019 年度善款運用情況2018-2019 年度善款運用情況

「幻彩人生」
多元服務計劃 
「幻彩人生」
多元服務計劃 

日期： 2018年 7月 2日至
 2019年 3月 20日

推行單位： 南山中心

內容： 魔術訓練及表演、香薰治療

用款額：$14,750

「元州創藝展才華」
 計劃
「元州創藝展才華」
 計劃

日期： 2018 年 7月 19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推行單位： 元州工場及宿舍

內容： 舞蹈治療、精叻操、Saori 編織

用款額：$52,400

▲ 舞蹈治療小組
▲ 魔術訓練班學員到老人中心表演
魔術

「幻彩人生」多元服務計劃
$14,750

「智親至愛」服務計劃
$73,017

「拾影˙深情」計劃
$65,783

「元州創藝展才華」計劃
$52,400

「光影˙耆惜」計劃
$29,948

「藝廊」- 智障人士藝能
發展計劃
$50,982

各善款資助項目的詳情如下：各善款資助項目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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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款額：$65,783

日期：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3月

推行單位： 元朗地區支援中心

內容： 攝影訓練、拍攝個人及親子照

片、微電影創作班、社區攝影

比賽及展覽

「拾影•深情」
 計劃
「拾影•深情」
 計劃

▲ 手語班學員在單位新春活
動中表演手語歌

▲ 中心的資源閣

▲ 是項計劃替其中一個家庭拍攝的照片

比賽及展覽

▲ 社區攝影比賽得
獎及入圍作品展

覽

「光影•耆惜」
 計劃
「光影•耆惜」
 計劃
用款額：$29,948

日期：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1月

推行單位： 安定中心及宿舍

內容： 替服務使用者及其

 家人拍攝家庭照片

「藝廊」-智障人士
藝能發展計劃
「藝廊」-智障人士
藝能發展計劃

日期： 2018 年 9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推行單位： 朗藝坊及朗屏宿舍

內容： 藝術創作班、手語歌、

 舞蹈訓練及表演

用款額：$50,982

啟用日期： 2019 年 2月 15日

所屬服務計劃： 「智親至愛」服務計劃

提供的服務： 個案輔導、會員活動及

 資源閣

用款額：$73,017

「智親至愛」家長
及親屬資源中心
「智親至愛」家長
及親屬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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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新界區賣旗日已於本年 8月 7
日舉行，當天天氣良好，過程大致順利。

賣旗義工人數共 1,300多人，賣旗及賣旗日
前的勸捐共籌得約 70萬元，兩者均高於預
訂的目標。會方衷心感謝各捐款者、擔任

賣旗義工人士，以及支持本會

賣旗日的團體、公司及個人。

總辦事處短期搬遷

各位知道本會的起源嗎？

1977 年，九龍佑寧堂堂友、任職物理治療師的伍志敏先生有感社會上缺乏為智障
人士而設的服務，發起在教堂開辦智障人士復康服務。是年 10 月九龍佑寧堂的特別會
員大會通過開辦一智障人士日託中心，並即席成立了中心的籌備委員會。1979 年，九
龍佑寧堂懷智訓練中心正式在教堂成立，為智障人士提供半天日間訓練服務，是為本會

的首個服務單位。

本年 6 月 10 日，已故伍先生的
太太偕女兒和外孫遠道從英國來港，

探訪九龍佑寧堂及本會南山中心，

了解本會的發展和現時的服務。他

們均十分欣賞同工愛心服侍智障及

其他類別殘疾人士的精神。

▲ 伍先生的太太、女兒和外孫探訪九龍佑寧堂後與牧師及本會
職員合照

▲ 伍先生的太太與
女兒和外孫探訪

本會南山中心

本會發起人家屬到訪本會南山中心本會發起人家屬到訪本會南山中心

▲ 本會服務使用者與外界義
工一起賣旗

新界區賣旗日

為提升環境及空間運用，本會總辦事於本年 7月 15 日展開了大型裝修工程。總辦事處
員工暫時遷往臨時辦公室 - 九龍油麻地廟街 239號八福匯 6樓 602室工作，總辦事處的電話
號碼及傳真號碼維持不變，寄交總辦事處的信件將經郵件轉遞服務轉寄到臨時新址。裝修工

程預計為期 3個月，總辦事處員工可於 2019年 10月中遷回總辦事處原址工作。

日期： 2018 年 9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推行單位： 朗藝坊及朗屏宿舍

內容： 藝術創作班、手語歌、

 舞蹈訓練及表演

啟用日期： 2019年 2月 15日

所屬服務計劃： 「智親至愛」服務計劃

提供的服務： 個案輔導、會員活動及

 資源閣

「智親至愛」家長
及親屬資源中心

賣旗義工人士，以及支持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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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個人資料將用於寄發收據及通訊。若閣下不希望收取任何有關本會的資料，請致電 2777 9039與本會職員聯絡。

本人 / 本機構願意
 成為義工

 捐助 HK$ _______________支持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的工作。

 附上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請寫「基督教懷智服務處」或

 “Wai Ji Christian Service”。

 附上銀行存款收據

 請存入本會匯豐銀行戶口 018-8-124036。

 網上捐款 www.wjcs.org.hk

 點選「支持我們」，再選「捐款支持」，

 然後選「網上捐款」。

港幣 100元或以上的捐款可憑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請寄回 :

九龍石硤尾大坑東邨東海樓地下 9-15號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總辦事處 收

義工 /捐款人姓名：______________(先生 /女士 )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邨東海樓地下 9-15號

電話：2776 2622      傳真：2784 6717      電郵：hqwj@wjcs.org.hk

郵票或郵資
已付

收件人名稱及地址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原名「九龍佑寧堂懷智訓練中心」，由一群

九龍佑寧堂會友在一九七九年體察到社會上智障人士的需要

而成立。初期在教堂內提供半天日間訓練服務，至一九八四年獲

社會福利署資助，遷址至九龍石硤尾區，提供全日服務。本會於

一九九五年易名為「基督教懷智服務處」，並註冊成為有限公司。

目前使用本會服務的人數約一千三百人。

及後，本會的服務不斷擴展，先後成立展能中心及宿舍、工場及宿

舍、家居訓練服務、輔助就業、輔助宿舍、智康社、暫顧服務、職

業治療服務、臨床心理學服務及物理治療服務等，更於二零零二至

二零零三年度將家居訓練服務提升為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又增辦

假日照顧服務及社區復康支援服務，另成立了社企「懷智匡業有限

公司」，透過業務經營輔助殘疾人士的職業發展。到二零零六年三月，本會首間綜合復康服務中心啟用，為殘疾人士提供護

理院、展能中心、宿舍及暫顧服務。第二間提供綜合職業康復服務、展能中心、宿舍及暫顧服務的綜合復康服務中心於二零

零七年五月啟用。及至二零零九年一月，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因應社會福利署

對社區支援服務的重新規劃而轉型為一所地區支援中心。其後，本會再增設多

項服務，包括言語治療服務、家屬支援服務、特殊學校社工督導服務、私營殘

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