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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匯展
本 會自2008年起隔年舉辦「筆•凡生活」藝術展，目的
是讓殘疾人士（主要是智障人士）透過藝術創作展現才華，以
提高社會大眾對他們的認同感；同時亦是推廣聯合國《殘疾人
權利公約》的精神，促進、保護和確保殘疾人士能有平等機會
去參與藝術活動，協助構建一個無障礙、共融、平等的社會。
「筆．凡生活」的意思，就是以畫筆讓殘疾人士平凡的生
活變得不平凡，讓他們藉著藝術創作去表達個人思想和情感，
豐富生命。
今屆「筆．凡生活」藝術匯展的主題為「簡單生活、快
樂泉源」，整個活動包括三部分，藝術工作坊；11月7日舉行
之「Art Jam樂融融」；活動的高潮將會是3月份舉辦的公開展
覽，屆時將展出過百件本會服務使用者作品，包括：繪畫、水
墨畫、微縮模型、不織布畫、陶瓷、紙糊公仔，還有卷紙大畫
等，展覽詳情如下：
日期

地點

3月4 - 7日

樂富廣場

A區美食坊

3月18 - 20日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中央庭園)

更令人興奮是將於3月6日下午2時舉行的起動禮，除了有非洲鼓表演外，還邀請到本會愛心大使
黃智賢連同智障朋友與義工小朋友合作行Catwalk，展示智障人士獨特畫作T恤，大家有興趣的話，還
可訂購這些T恤，切實地支持智障人士呢！

起動禮
3月6日下午2時
樂富廣場

B區露天平台

歡迎踴躍參與，支持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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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作坊
工
術
由義務藝術老師

教授殘疾人士繪畫技巧，
目的是讓他們對藝術發生興
趣，繼而鍛鍊技巧，增強他們
信心，讓他們發揮想像力和創
意；並且希望他們能把藝術
創作培養成興趣，豐富

導服 務使 用者 繪畫 ，讓 他們
香港 創意 藝術 會義 工悉 心教
作的過程。
發揮想像力和創意，享受創

生命。

am樂 融 融
J
t
Ar 在2015年11月7日舉
行「Art Jam樂融融」，邀請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學生、
EC Volunteers義工與本會服務使用者
一起Art Jam，共同創作一幅30尺x6尺的
大畫，以加強傷健共融的元素。活動有約

總幹事蘇天 祐先生致送 紀念品給香 港創意藝術 會
凌國寶先生 及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黃 克競)陳詠恩
小姐，感謝他們對活動的支持。

200人參與，大畫已於2015年11月至2016
年1月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學
生中心展覽；亦會於3月分於樂富
廣場及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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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購營養師服務經驗分享會
暨 烹飪示範
大多數智障人士因認知能力上的限制，
往往對健康飲食未能掌握足夠認識及付諸實
行，以致營養失衡。而隨着人均壽命延長，
慢性老年疾病風險亦有增加。
有鑑於此，協助他們培養健康飲食習
慣，尤其重要。除從理論知識層面加強他們
的認知外，環境設施、烹煮方法、食材選擇
等多方面考慮和配合，讓他們既可享受色、
香、味美的菜式，也能夠做到均衡飲食。
本會透過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營養服務及教育中心的營養師，以培訓導師形式，結合本會各
院舍單位服務使用者、家屬與及職員的參與，將健康飲食理念實踐在日常生活中；並於2015年
11月28日舉辦「外購營養師服務經驗分享會暨健康烹飪示範」，與業界同工、家屬及服務使用
者分享，活動除了由營養師講解之外，邀請服務使用者及家屬即席示範，可見菜式烹調容易，
一般家庭甚或智障人士均可依照《食譜》煮食，一起食得有營。
對《智營食譜》有興趣朋友可到本會網頁 http://www.wjcs.org.hk/file/recipe_2015.pdf 瀏覽。

少貞(示範家長)：「第一次在眾人面前煮
食，人人都說好味，覺得很滿足！」

本會編製《智營食譜》是適合一
般家庭以致小型復康院舍使用的
健康食譜，內容按低脂、低鈉、
抗氧化、高鈣及高纖5類共設計30
款小食及主菜食譜。
所有《智營食譜》菜式均由本會服務使用者、
家屬及廚師投票產生，大家不妨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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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週年大會
暨聖誕聯歡會
本會的2014-2015年度週年大會已於2015年12月18日下午假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行。會上
報告了本會在2014-2015的會務及財政狀況，也宣布了2015-2016年度董事局成員名單，並頒發了
2014-2015年度的董事長期服務、職員長期服務、優秀員工及傑出義工嘉許等獎項。當晚筵開90
席，參加人數逾千，眾人順道歡度聖誕佳節，氣氛熱鬧。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董事局
主席：

鍾建強工程師

副主席：

鍾頴欣校長
梁佳樂先生

義務司庫： 梁耀發先生
義務秘書： 司徒佩玉博士
董事：

鍾志煒先生
鄺心美女士
李文基先生
李曾慧平教授
Rev Maggie MATHIESON
王美鳳牧師

本年度傑出義工嘉許計
劃部份獲獎義工。

本會主席鍾建強先生與董事馮倩愉女士
均已服務本會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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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本年度的優秀員工與
董事開心合照。

「石頭鳥」
於工展會展銷
本會「石頭鳥」殘疾藝術家手作品牌於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十八至二十三日，一連六天，參與
工展會大型展銷活動，藉此向社會大眾推廣殘疾
藝術家手工藝。
是次展銷集合了多樣藝術作品，包括：陶
藝花瓶、燭台、利是封、蝶古巴特、布袋等等，
款式多元化，手工也相當細緻。部分殘疾藝術家
更親身在會場向市民介紹藝術創作的過程，許多
市民表示十分欣賞，購買了不少這些獨一無二的
手工藝品以示支持呢！能夠得到市民的認同和欣
賞，一眾殘疾藝術家感到十分喜悅！在此衷心感
謝每一位前來支持的市民！
為了讓社會大眾認識殘疾藝術家的藝術才
華，「石頭鳥」來年將會創造更多機會，參與不
同的展銷活動，發揮和展現殘疾藝術家的才能，
讓他們能活出躍動、喜樂的人生。「石頭鳥」也
會透過面書等不同平台推廣交流。如果大家錯過
了是次工展會展銷，不用失望。誠邀大家到石頭
鳥的面書專頁讚好（like)，那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
我們的最新動向了。

暫顧服務收費

石頭鳥的圖案是由一位殘疾藝術家繪畫，畫中表達她
的夢，一塊石頭在天空飛翔的夢。她希望有一天她可
在天中飛翔，您願意助她乘風飛翔嗎？「石頭」，給
人堅毅不朽的感覺；「鳥」，給人自由翱翔的感覺。
兩者二合為一，象徵著殘疾人士振翅高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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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頭鳥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wjrockbirds/

本會的住宿暫顧服務和日間暫顧服務將依照社會福利署收費
標準。由2016年1月1日開始，新收費如下：

住宿暫顧服務
朗藝坊及朗屏宿舍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寶林/田景/安定/將軍澳/美田單位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日間暫顧服務

領取傷殘津貼的
服務使用者每日收費

非領取傷殘津貼的
服務使用者每日收費

$50

$48

$60

$54

每1小時收費：$5
午餐費用$15 (按本會2015年7月收費額)

朗藝坊及朗屏宿舍/元朗地區支援中心/寶林/田景/安
定/將軍澳/美田單位

如有查詢，請聯絡有關單位職員。
懷智通訊 5

活動剪影

健步走． 樂共融
賀屏工場及宿舍與Bigger Life for Charity
跑步慈善組織及環大帽山義工團合作舉辦
「懷智賀屏健走160」活動，推動殘疾人士參
與健走運動。跑步義工配對殘疾人士，以結
伴形式進行健走運動，目的是增加郊野活動
機會和培養持續運動的習慣；也讓兩者建立
友誼網絡。

友共情．共融Forever
白普理田景中心及宿舍每
年舉辦「友共情Forever 3義
工計劃」，今年共有96位智
障人士、125位學生及成人義
工，以及7位家屬參與，可謂
人多勢眾。活動包括放水火箭、野外定向、
共融風箏設計比賽及燒烤，充分展現傷健共
融的精神。

GO
迪茜比GO
HI 大家好!
我叫迪茜比

GO
特異功能

小精靈「迪茜比」，取殘疾(Disabilities)
英文發音以寄意。
智障是指智能明顯低於一般水平，在智力測試中
驗出智商大約或低於70便評定為智障。智障朋友和其
他人一樣，有獨特的強項和弱點，某些有自閉症的人
會在特殊領域有天分，例如：數學或音樂；他們和大
家一樣，需要別人的認同和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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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社區共融．互助互愛

將軍澳綜合復康服務中心慶祝中心成立10周年展開
序幕的「躍動喜樂」嘉年華會，當日節目豐富，除了有
服務使用者及友好團體的精彩表演之外，還有展覽及攤
位遊戲。是次活動不但能讓服務使用者、家屬及社區人
士歡聚，還帶出社區共融，互助互愛的訊息。多謝各協
辦的友好義工及團體，更要多謝一直支持的使用者及家
屬，就讓我們攜手建立躍動生命、活出喜樂人生。

愛的禮物
真．聖誕老人從家鄉芬蘭遠道來，與元州工場

親子遊． 樂天倫

及宿舍的服務使用者歡度聖誕！聖誕老人更大派禮
物、唱歌和玩遊戲，為我們送上祝福！
感謝WEC環球商務行政有限公司、銅鑼閣及
Celebrate

Club

Limited

贊助「奇妙聖誕．愛的
禮 物 20 1 5 」的活動！讓
我們度過一個難忘的聖
誕。

美田綜合復康服務中心舉行「佛山親子遊」
活動，讓服務使用者與家屬一起享受天倫之
樂，亦豐富他們的生活體驗。今次更有輪椅使
用者同遊，其家屬十分感激中心的安排，因為
他們自己一家人去旅行是很困難的。
中心每年均舉行「親子境外遊」活動，目的
是讓擴闊服務使用者的視野，並與家人享受天
倫之樂。

漫畫：香港創意藝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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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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後，本會的服務不斷擴展，先後成立日間中心及宿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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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輔導服務及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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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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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於將軍澳地區啟用，為殘疾人士提供護理院、日間訓練中心、職業復康、
宿舍及暫顧服務。翌年五月，另一所綜合復康服務中心亦於沙田大圍區成
立。而由二零零九年一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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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一九九五年改名為「基督教懷智服務處」，並註
冊成為有限公司。目前本會長期照顧的服務使用者
人數約一千二百人。

郵票或郵資
已付

收件人名稱及地址

總辦事處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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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表格
我樂意捐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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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i C h r i s t i a n Ser v i c e” 。
附 上銀行存款收據
請 存入本會匯豐銀 行 戶 口 018- 8- 124036。
捐款人姓名：		
(先生/女士)
地址：
電話：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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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 幣1 0 0 元或以上的捐款可憑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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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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7 7 9 0 3 9 與本會職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