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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共融  發掘義工自身價值

本會一向致力推廣「傷健共融」，除了培育智

障人士融入社區外，多年來為提升社區人士對智

障朋友的認識，本會籌辦了不同類型的社區活動。

今次由白普理田景中心及宿舍主辦，警察義工隊

及入境處義工隊合辦的「友共情 forever 義工計

劃 3」榮獲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舉辦的

「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計劃選舉 2017」獎項。

今次得獎突顯了社會需加強推動智障人士服務，

讓香港邁向成為共融社會。

該計劃共有 20 個團體參與，在 2016 年共舉辦

了 29 個義工講座及工作坊，先從知識上讓義工認

識智障人士；繼而安排共 26 個多元化的戶外合作

活動如遠足、參觀博物館、燒烤等，讓義工和智

障人士慢慢的加強接觸，建立友誼關係；計劃還

包括「共融風箏設計比賽」、徵文比賽和「共融

推廣共融  發掘義工自身價值

「友共情 Forever 義工計劃 3」「友共情 Forever 義工計劃 3」

獲選「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計劃」獲選「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計劃」

環區行暨標語創作比賽」等，讓義工與智障人士

建立友誼。活動受惠人數為 2451，包括有義工、

智障人士及其家屬，其中 1892 位是義工，當中約

有一半是首次接觸智障人士。

計劃的核心價值是透過提供機會予義工，親身

經歷與智障人士建立一段段真摰關係，在友誼建立

過程中，發掘智障人士價值的同時，義工的生命價

值也被突顯了。警察義工隊的林學潛分享：「這計

劃是懷智田景單位和警察義工孕育成長的孩子，他

已長大成人並廣結朋友，又得到社會人士支持，我

們感到非常自豪。」

入境處義工隊的黃桂邦恭喜單位獲獎：「田景

單位的『躍動人生、勇於嘗試』是透過多元化活

動讓智障朋友享受平等權利，活出精彩人生，身

為義工一份子的我只是盡點綿力，希望能將『傷

健共融』的訊息傳揚開去；其實義工們也有得著，

因為施比受更有福。」

計劃的負責人陳錦輝表示：「我們的服務信念

是『相信每人皆有價值』。智障人士不應被社會

忽略，我們應予以尊重，讓他們融入社區，他們

對社會有十分正面的影響及價值。」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

《馬太福音 18:4》



不少智障人士的

父母，費盡一生精力

照顧子女，結果心力

交瘁，更甚者還失去

自我，因此，本會推

行「智親至愛」照顧者支援計劃，希望藉舉

辦活動，支援智障人士的照顧者，讓他們認

識同路人以建立人際網絡，互相扶持，互相

激勵，繼續並肩走人生路。

計劃喜獲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之中原

精英會冠名贊助，於 5 月 17 日假港島海逸君

綽酒店宴會廳舉辦「智愛家庭享人生之懷舊

派對」，希望透過「懷舊派對」，讓照顧者

盡展才華，重拾年輕時的夢想，一同尋找生

命中的喜樂。整個活動無論在司儀、表演和

幕後工作，都是由一班照顧者共同協力擔任。

當日節目豐富，都是以懷舊為主題，包

括有：懷舊金曲獻唱、「心口碎大石」表演、

「歡樂咭」遊戲、懷舊服飾比拼獎項、歌舞

及懷舊「檔攤」如抓紙及擲階磚等。

擔任司儀的 Jack 和淑卿分享他們作為照

顧者的壓力，希望同路人都能積極參加「智

親至愛」的活動，從而達到釋放壓力，啟發

自己潛質的目的。

Jack：「希望大家今日可以暫時放下生活

重擔，好好享受一下豐富的節目和美食」。

淑卿：「很感謝『智親至愛服務計劃』

給予機會讓我學習成長，也希望藉此告知其

他照顧者，像我這樣神經質的性格，也可擔

任司儀。」

有關「智親至愛服務計
劃」

本會服務智障人士近
四十年，深切體會到

智障人士照顧者的辛
酸和壓力，因此在

2014 年起推行「智親至愛服
務計劃」，旨

在透過個案輔導、治療
性小組、親子活動、

義工探訪和組織家屬
義工同行者，以支援

智障人士照顧者；並
且透過活動、彼此分

享和建立關係，讓他們
活得更豐盛。

我們期望社會能夠關
懷智障人士照顧者的

需要，讓他們的人生能
重拾喜樂和豐盛。

「智親至愛服務計劃」
未來的活動有：

尋找夢想並將夢想成
真；往台灣探訪和交

流，擴闊視野及豐富
生命，讓兩地的照顧

者生命影響生命；以
及舉辦「愛共聚分享

禮」及製作《智愛分
享紀念冊》，讓參加

者能夠將活動中的正面
感受和愛與人分享，

成為他們豐盛的閱歷。

▲ 本會董事鍾志煒先生及胡定邦先生聯同中原精英會

會長許偉邦先生、中原執行董事蘇丹莉女士、中原聯

席董事林碧蓮女士、中原高級人力資源主任蔡嘉敏女

士、大會司儀 Jack和淑卿及本會職員合照。

「智愛家庭享人生之懷舊派對」「智愛家庭享人生之懷舊派對」

~照顧者盡展才
華重燃夢想

~ 照顧者盡展才
華重燃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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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佑寧堂和本會一年一度的「懷智主

日」已於 4 月 30 日順利進行。今年參加聚會

的人數眾多，座無虛席，更有多人需要站着

參與，而會友、同工和服務使用者都很珍惜

見面機會，彼此問候，交談近況，談話聲和

笑聲充滿整個禮堂，場面很是熱鬧。

當崇拜正式開始，大家很快便安靜下來，

誠心敬拜。在合唱詩歌《真神的愛》時，英

語和廣東話同時發聲，語音雖不同，但都合

一音韻，彼此同心歌頌神。

本會董事局主席鍾建強工程師為本會感

恩祈禱，隨後賀屏和將軍澳單位的服務使用

者團隊分別獻唱《頌讚祢 Hallelujah》和《歡

欣》，兩隊成員在音樂和結他伴奏下載歌載

舞，歡喜地唱歌讚頌神，有些會眾拍掌唱和。

朗屏單位的服務使用者以手鈴獻曲《十

架為我榮耀》和《基督精兵奮起》，各成員

依從音樂治療師指揮，輕重有序地揮動手中

的樂器，奏出美妙悅耳的樂章，獲得會眾雷

動掌聲讚賞。

王美鳳牧師講道時教導大家要彼此相愛，

並為同工進行「差遣祝福禮」，王牧師呼召

本會同工齊集禮台前，祝福和差遣大家要貢

獻己力，服務殘疾人士。

完成崇拜後，大家一起享用愛筵聚餐。

誠如聚會開始時傳道人誦讀宣召經文所言：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

愛永遠長存。」《詩篇 118:1》

願神繼續保守和帶領「懷智」，繼續關

懷、服侍智障殘疾人士並其家人，榮耀主名！

▲ 服務使用者區敏儀小姐和董事局副主

席梁佳樂先生頌讀經文。

▲ 賀屏單位經理林小燕女士分享神如何協助

她開展工場的業務，學習依靠神的重要。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
公約》

的宗旨是促進、保護和
確保所有殘疾

人士能充分和平等地享
有一切人權和

基本自由，並促進對殘
疾人士固有尊

嚴的尊重。

本會鼓勵社會各界共同
實踐公約，合

力創造一個無障礙的社
會，讓殘疾人

士能平等地追求自己的
生活，不受歧

視，充分融入社區。

「懷智主日「懷智主日
2017」2017」

3



2016-17 年度本會運用籌款活動中約 26 萬元，資助轄下服務單位推展共 6 項服

務計劃，包括：「飛吧！藝之國度」、「智藝廊」- 智障人士藝術創作學習及應用計劃、

「綠色生命教育計劃」、「足輕鬆」、「展現潛能 ‧ 躍動生命」，以及「守護天使」。

上述所有計劃的目的都是讓本會老齡化的服務使用者延緩老化，享受更豐盛的晚年；

以及鼓勵他們恆常運動。另外，本會運用 10 萬元舉辦「智愛同行豐盛路」計劃，支

援智障人士照顧者。

我們會連續兩期介紹各項服務計劃的目標及成效。

2016-172016-17
年度善款使用情況年度善款使用情況

「飛吧！藝之國度」「飛吧！藝之國度」
受惠者：智障人士及其家屬、社區人士，共 890人次

由元朗地區支援中心舉辦的「飛吧！藝之

國度」整個計劃項目包括：台灣藝術交流團、成

人塑膠彩繪畫班、兒童音樂治療和社區藝術共融

日，目的是透過不同媒介的藝術方式發揮服務使

用者的才能，讓他們透過藝術肯定自己。

台灣藝術交流團：8 位「尋樂舞團」成員到

台北體驗四天三夜的藝術交流，他們由帶著戰戰

兢兢、不肯定的心情，在同儕的鼓勵下，完成三

場舞蹈表演。在舞台上，他們表現出無比自信，

舉手與投足均帶來台下的歡呼和拍掌。「台下的

人都走上台一齊跳舞，從未試過這樣。」一位組員說。

這次旅程中所經驗的和在舞台上感受的，都給予他們肯

定，亦在他們成長的生命中留下美好的回憶，他們所期待的，

是將他們的舞蹈和快樂帶給其他人。

親子音樂治療：除了舞蹈，音樂也是

藝術一重要部份。在親子音樂治療小組，

治療師在一唱一和的過程中，讓參加者學

習專注和平靜，最終能提升他們的社交能

力。在小組中，家人在參與學習安慰子

女情緒的方式，唱著一句又一句「I… . .Love you，寶寶不要慌；I… . .Love 

you，爸媽會在旁」。子女在媽媽的懷中，感受著母愛，加深了家人與子女

的親密度。一連 10 節的音樂治療，讓他們體驗得到音樂對子女的幫助，亦

加深了家人對子女認識。

其中一位家長感謝地說：「多謝中心舉辦這類課程，兒子試過之後真

的改變了，情緒比前穩定得多了！」

另一位家長說：「我想不到他如此喜歡，還願意主動嘗試！」

資助款項：$6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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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藝廊 - 「智藝廊 - 

朗藝坊及朗屏宿舍舉辦名為「智藝廊 - 

智障人士藝術創作學習及應用」計劃，以加

強智障人士的基礎訓練，培養他們以藝術作

為生活興趣，及透過藝術解放他們的潛質和

力量。

計劃共舉行了 24 節視覺藝術課程、10 節

傳心傳意手語課程、15 節愛動樂舞蹈課程和 2

次社區關懷體驗日，並於 2016 年 11 月 26 日

成功舉行本會「元朗區單位聯合開放日」暨

「“The Art We Are＂才藝表演暨藝術展覽」，

讓服務使用者展示他們的藝術才能，亦提升社

區人士對他們的認識。

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所明言，參與文化及藝術活動是基

本的人權，無論是甚麼藝術模式和

活動，所有人均有平等參與的機會。

資助款項：$56,760

智障人士藝術創作學習及應用」計劃智障人士藝術創作學習及應用」計劃

▲ 服務使用者李承勵在導

師指導下創造出自己的

雪花泥屋。

▲ 一起舞動吧 !參加者在才藝表演中

施展渾身解數，他們的熱情將活動

氣氛推上高潮，全場掌聲不斷。

▲ 經歷多次的排練加操，參加者隨著熟悉的節奏以雙

手純熟擺動出各種手語動作，配上燦爛的笑容演繹

「偶然遇上的驚喜」，帶動在場觀眾一起舞動。

「綠色生命教育計劃」「綠色生命教育計劃」
受惠者：智障人士，共 442人次

元州工場及宿舍舉行了「綠色生命教育計劃」，透

過一系列的園藝體驗活動，讓參加者享受園藝樂趣，同

時學習植物的生長過程，認識生命週期及死亡的概念，

以了解大自然生命循環，進行生命教育。計劃共舉辦兩

個園藝治療小組、一個園圃小組、兩次園藝體驗活動、

兩次生命體驗活動及兩次綠色手工藝創作共融活動。

資助款項：$36,800

▲ 計劃包括兩次生命歷程體

驗活動，透過不同的場景

及活動，讓參加者體驗人

生的不同歷程。 ▼

▲ 在參與種植的過程中，參

加者可獲取成功及愉悅

感，而觀察園藝活動能帶

來鬆弛舒暢的感覺。

於單位的露天平台現在仍延續園

藝活動，讓更多服務使用者在

閒暇時參與園藝活動，培養他

們合作、耐性及溝通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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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大家好 !

我叫迪茜比

智障人士老化

( 解說 ) 小精靈「迪茜比」，取殘疾

(Disabilities) 英文發音以寄意。

有些智障朋友在 40歲起已開始步入老

年期，他們比起一般人較早出現多方面的

功能退化，會漸漸失去自我照顧和認知能

力，需要針對性的治療及照顧，例如音樂

治療、防跌訓練等。

更舒適更安全，讓服務使用者及職員能在更

理想的環境下進行訓練活動及工作。

活動中有多位學員家長上台分享，有家

長提到他們的兒子在離開特殊學校後，獲社

會福利署安排來到南山中心接受訓練，由最

初不肯踏入中心門口，到後來每次訓練完畢

後不願離開，及至連放假時都嚷着要回中心

看看，可見他們對中心有高度的歸屬感。另

外一位家長分享到兒子在中心的訓練下，不

但脾氣轉好，連接受

和溝通能力都大有改

善，大大減低照顧他

們的壓力，認為在中

心的支援下，提升了

他們這一群有智障兒

家庭的生活質素。

▲ 社會福利署深水埗區福
利專員鄒鳳梅女士除親

臨主

禮外，更與本會董事局主
席鍾建強工程師、副主席

梁

佳樂先生一齊切蛋糕，慶
祝南山中心 33週年誌慶。

▲ 服務使用者表演
舞蹈「鳥動南山

」有板有眼，讓
現場

嘉賓讚賞，了解
到智障人士在適

當的訓練下，也
能如

其他人一樣，發
揮他們的才華。 ▲ 中心服務使用者的家長黎太分享她在

照顧智障兒子的生活點滴和感受。

本會位於九龍石硤尾的南山中心服務社區

逾三十年，年前獲獎券基金撥款進行單位翻新

工程，讓服務使用者在更佳的環境下進行訓練

活動。

南山中心已於 5 月 13 日舉行「開放日暨

三十三週年誌慶」活動，並邀請到社會福利

署深水埗區福利專員鄒鳳梅女士親臨主禮，

除參觀中心外，鄒女士更參與健體球體驗、

平衡力測試等活動，對服務使用者的表演表

示讚賞。

本會董事局主席鍾建強工程師致歡迎辭

時指，南山中心翻新工程的主題是「躍動和

環保」，每間課室均採用不同的顏色，除了

帶出陽光和喜樂的氣氛外，亦象徵服務使用

者多元化的生活色彩。中心又將原本使用明

火煮食的廚房改為電能廚房，使環境比之前

南山中心開放日暨 33 週年誌慶南山中心開放日暨 33 週年誌慶

跨越障礙彰顯才能•齊建共融關愛社區跨越障礙彰顯才能•齊建共融關愛社區

6



漫畫 : 香港創意藝術會

「我有一個夢，一塊石頭在天空飛翔的夢 ......

你，願意成風，助我高飛嗎？」這是一位殘疾藝術家的心聲。

約廿年前，在賀屏工場及宿舍的一次畫

班中有位服務使用者畫了一塊石頭在天空飛

翔，「石頭鳥」這個名稱就這樣誕生了。

「石頭」代表堅毅不朽；「鳥」能在天際

自由翱翔。兩者合二為一，象徵著殘疾人士雖

然有他們的限制，但也能振翅高飛，具追尋夢

想的毅力。我們期盼殘疾人士能以不屈不撓的

精神，勇於克服自身和環境的障礙，終有一天

能像小鳥般展翅翱翔，為生命添上色彩。

然而，這「小鳥」需要大家化成風協助

他們飛上廣闊的天空。我們希望透過藝術訓

練，發掘殘疾人士的潛能 ; 並透過公開展覽及

銷售他們的作品，讓社會大眾認識他們的才

華及支持他們的藝術發展。讓他們如小鳥般，

乘著一道清風，在天

上自由飛翔。

「 石 頭 鳥 」 自

2015 年起「飛」，成

為本會殘疾藝術家的

手作品牌。產品更多

元化，包括有：陶瓷、

低溫泥、布藝、鈎織、

拼貼珠等。除了在賀屏工場及宿舍設置展示

區外，過去也曾於三聯書局、天星碼頭、元

朗鄧氏宗祠、工展會等不同場地展覽及銷售。

未來，我們會更積極推廣「石頭鳥」手

作品牌，將分別在 8 及 11 月於中環天星碼頭

1 樓舉辦展銷活動。敬請大家一起支持「石頭

鳥」，成就殘疾藝術家的飛翔夢。如欲訂購

「石頭鳥」手工藝品或可提供場地展銷或寄

賣等，歡迎致電 2777 9039。

請支持「殘疾藝術家」手作
請支持「殘疾藝術家」手作

「石頭鳥」展銷預告：
日期： 8 月 19 日及
 11月 18 日 (星期六 )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時

地點： 中環天星碼頭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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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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Donation - www.wjcs.org.hk

 點選「網上捐款」

 Select "Online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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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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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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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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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