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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期

石小恩

2015年10月

庾海珊
份數： 1300

今 年很榮幸邀請到黃智賢先生和王祖藍
先生，分別擔任本會的「愛心大使」及「喜樂大
使」。暑假時，黃智賢先生探訪將軍澳綜合復康
服務中心，與我們的服務使用者傾談及拍照；並
且為本會拍攝支持短片。他們的支持短片可在本
會網站、面書專頁及youtube上欣賞。

愛心大使
黃智賢先生

我們的同事訪問了兩位大使：

問：

喜樂大使
王祖藍先生

Hello 阿Ben，你是什麼時候認識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的服務？

黃智賢： 哈哈！都很久以前了；我第一次參加懷智的活動是2004年，好似叫「懷智萬步行」，是籌款
活動，之後還有賀屏工場及宿舍的10週年社區教育活動。
問：

嘩！都超過10年喎！不過我記得，你還在2007年擔任「活動大使」幫手推廣本會「弱智人
士老年健康網站」。

黃智賢： 是啊！我覺得社會普遍對智障人士認識不深，更遑論他們的老年健康問題，加上當時很少這
方面的資訊，故此這個網站很切合需要。
問：

不如說說你對智障人士的看法？

黃智賢： 我覺得他們很單純、友善、容易滿足，和他們相處很舒服。
問：

很多謝你擔任本會的「愛心大使」，並幫手拍支持短片。剛才看見你和我們的服務使用者傾
談，真的很有愛心啊！

黃智賢： 不用客氣！我真心希望社會人士能放開懷抱，多些接觸、瞭解和接納智障人士，建立一個共
融香港。
問：

我們明年會為服務使用者舉
辦藝術展「筆．凡生活」，
你會支持嗎？

黃智賢： 搞 藝 術 這 麼 厲 害 ， 我 一 定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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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樂大

祖藍
王
使
本會同工與服務使用者很興奮王祖藍

先生能擔任「喜樂大使」，支持本會的服
務。大家很想知道祖藍對於智障人士服務的一
些看法，找來他現身說法。
問：

祖藍，你印象中的智障人士是怎樣？

王祖藍： 拍攝《老表，你好Hea！》時有智障人士飾演的角色，就是Mary姐的妹妹，發覺他們

的演出都很專業，想不到她的態度相當好，很友善，完全能與工作人員正常溝通。
問：

可以跟大家分享你與智障人士相處的經驗嗎？

王祖藍： 入TVB沒多久已開始找懷智的學員幫我洗車，很滿意他們的服務。對於車主們的特別要求，

如：車胎或什麼地方污糟，他們都能認真和仔細地處理，令我們很放心。在canteen吃東西時
又會打招呼、十分友善。
問：

你會向你的朋友推介他們的服務嗎？

王祖藍： 會呀！或許有人會有錯覺，以為智障人士沒能力，要受人照顧，在此我呼籲大家要多了解他們，

給他們機會，他們在協助和鼓勵下，一樣可以發揮所長，自食其力。他們的工作絕不失禮，不
『求其』，好盡力，我好欣賞。而且價錢真的不貴，可以算是超值添！哈哈！
我衷心希望大家能夠做多D，俾機會他們發揮潛能，協助他們融入社會，過獨立自主生活，活出精
采而豐盛的人生。
問：

最後一條問題，你覺得耶穌基督的愛如何彰顯在他們身上？

王祖藍： 很認同「懷智」本着耶穌基督的愛去服侍智障人士、殘疾人士，希望每個人，不論他們的能力

如何，都能彼此相愛、彼此扶持。
智障人士雖然或多或少受智力或體能上的限制，有些人或者會以為他們什麼都不能做、什麼
都不理解，其實不是的。他們能夠感受別人的愛，並且更樂意付出。
美味的食物、簡單的生活、親人的陪伴，都能令他們開心。有時我覺得，他們比我們這
些營營役役的都市人快樂。他們彷彿是在我們身邊的天使。上帝不只祝福他們，也藉
他們祝福身邊的人。他們服務我們，我們接納他們、或透過不同形式服務他們，
也算是彼此服侍吧。
這正是我們「筆 凡 生活」藝術匯展的主題，透過智障人士的畫作、
手工藝品等來展現「簡單生活快樂泉源」的訊息。

想看阿Ben和祖藍現身說法的短片，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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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www.wjcs.org.hk

學生義工協助 拍攝短片
本會與「可愛衣慈善基金會」協作拍攝短片，講述本
會3位服務使用者的故事，目的是讓社會大眾進一步了解
智障人士及本會的服務。
負責拍攝的義工是一班來自不同中學就讀二至四年
級的學生，他們需要先接受為期3個月的訓練課程，學習
拍攝短片技巧，包括拍攝手法、收音、剪接等。然後他
們到本會單位參觀及與服務使用者進行活動，以增加他
們對智障人士及本會服務的了解，繼而構思短片內容。

學生義工與黃智賢討論拍攝細節。

短片是講述3位服務使用者的故事：一個有自閉症及智障兒子的爸爸；一個在工場受訓練，願
望開間小食店，多賺錢與女兒團聚的母親；一個年長老化、日漸退縮，但有藝術才華的弟弟；義工
訪問他們的家屬，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

看着一眾智障的朋友在鏡頭面前
帶着緊張又興奮的表情，為自己粉飾
一番，讓我明白到他們對生活其實充
滿着期待。我們的來臨對他們而言，
是一趟驚喜的探訪。對我們而言，亦
是一次難忘深刻的經歷。

在拍攝工作，我是負責編排和集合大家時
間去實行每一項事務，人稱「統籌姐姐」。表
面上我的職位好似好簡單，但沒有我大家都會
好唔掂……

希望社會上能夠多關懷，給予他
們更多的支持。

義工分享

Cindy

從參觀和認識基督教懷智服務處，至商討
拍攝故事過程，到集合大家實地拍攝，及後期
的剪輯，大家付出了不少的時間和努力，絞盡
腦汁為大家呈上最好。

在那幾天的拍攝工作中，我最深刻的
是那些真心流露的表情。

經過是次工作，我覺得其實智障的朋友並
不難共存，他們不過係要一些幫助和鼓勵，事

不限年齡，無論開心、害羞、熱情，
都是不經修飾的單純可愛，多難得。

實上有些智障朋友某方面技能更勝我們。希望
這短片段播出後會讓大家認識他們更多。

他們或許不夠聰明，卻很努力工作，

Alpha Poon

摺好一個個包裝盒，把餐具一件件放好……
他們或許說話能力一般，但做出的陶
藝作品令我歎為觀止！
聽職員說，他們有時會鬧彆扭，不肯
工作；但在得到別人的認同和讚賞時，他
們又表現得很興奮。
我本來以為住在宿舍的生活會很悶，
但聽到他們經常外出活動，如攀石、放風
箏、騎馬，甚至到外國旅行，真是多采多
姿，我都自歎不如……
陳文婷

在拍攝工作開始之前，義工探訪賀屏
工場及宿舍，與服務使用者進行互動
遊戲，他們都不約而同表示這次接觸
令他們對智障人士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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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親 至愛
服務計劃 - 智障人士照顧者服務
本會承蒙公益金四十五週年基金撥款贊助，於
2014年5月起，為期3年，推行「智親至愛」服務計
劃。此計劃是一項專門針對支援智障人士照顧者的服
務，內容包括個案輔導、治療性小組、親子活動、義
工培訓及服務、同工培訓、社區教育等，希望透過上
述服務一方面舒緩家屬的照顧壓力，並且與家屬一同
發掘作為智障人士照顧者以外的生命意義，協助他們
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

9月23日公益金派員探訪，聽取本計劃在過
去一年的成果和參加者心聲分享。

過去一年舉辦的活動包括：正向心理小組、情緒管理小
組、義工及同工培訓等，以及於天水圍海逸酒店設宴舉辦大
型家屬活動「智愛共聚樂天倫」暨「智親至愛」服務計劃啟
動禮，當天還邀請了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助理
署長方啟良先生擔任主禮嘉賓，此外，又舉辨「沿途有您結
「義常開心」義工工作坊。

伴遊」親子大旅行。
推行計劃一年後，負責人周寶麗女
士總結成果初步已達到原訂「關顧生活需
要」和「活出豐盛的生命」兩個目標。而
未來的發展方向，包括：
一，成為分享及交流平台，與業界
分享工作經驗，喚起業界對家屬工作的
關注。
二，配合本會的策略發展目標，繼續

「沿途有您結伴遊」親子大旅行。

推動家屬工作。
三，擴展服務成立專門負責家屬工作的部
門，為家屬提供活動及支援。
期望本計劃能夠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讓智
障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得到適切的回應。

正向心理及情緒管理等小組能
舒緩家屬作為照顧者的壓力。

組織家屬義工定期探訪
家屬，鼓勵「同路人」
互相扶持的精神。
家屬義工代表分享他們參與
計劃的得着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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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年度善款使用情況
2014-15年度本會運用籌款中近60萬元，資助本會轄下服務單位推展
共8項服務計劃，繼上期之後，再介紹另外2個服務計劃：「飛越圍
獲批款項：$87,900

牆」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II、「跨越界限」歷奇訓練計劃。

「飛越圍牆」
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 II
針對自閉症人士情緒行為、社交溝通技巧的需要而推展的支援服務，元朗地區支援中心連續第二年
舉辦「飛越圍牆」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計劃，有超過150人次參與，參加者及其家屬回應正面。
活動內容包括陶藝小組、音樂治療小組、感統遊戲、親子
小組及家人講座等；計劃亦資助4位職員修讀感覺統合訓練技
巧課程，並應用到照顧服務，透過不同形式的感統遊戲，讓參
加者投入活動流程。據職員觀察報告，大部分參加者都能樂在
其中，對他們的情緒及行為有正面的影響。同時，該中心添
置不同的感統工具及教材套，以不斷提升服務質素及加強員工
培訓。計劃並推行親子小組及家人講座，讓家人學習自閉症人
士的照顧技巧，把自閉 症 兒童在中心所學的技巧能伸延至日常

音樂治療活動透過與參加者一同玩樂

生活中。

器和唱歌，引導語言能力較弱的自閉
症兒童表達個人感受，並學習與他人
合作完成歌曲，可加強他們的溝通技
巧和提升專注力。

感統遊戲對自閉症
兒童的情緒及行為
有正面影響。

陶藝製作有助提升個人的專注力，
且讓參加者用自己的方式製作陶
藝，發揮他們的創意。

獲批款項：$66,300

跨越界限」歷奇訓練計劃
智障人士認知能力較弱，自我照顧能力不足，於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受
限制，有時會影響他們的學習動機及自信心，需多方面的鼓勵及推動。因此
元州工場及宿舍與南山中心合辦「跨越界限」歷奇訓練計劃。透過一連串的
歷奇活動，讓參加者體驗和克服困難，以提升自信；並讓他們感受生命的「
喜樂」及「躍動」。整個計劃由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分三期舉行，有超
過60位服務使用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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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快髮．假髮 傳愛

由懷智匡業有限公司管理位於屯門醫院的「智
快髮」，是本會透過開辦剪髮服務及銷售美髮用品
為智障人士創造就業機會的社會企業，自去年11
月啟業，服務備受用家認同。
醫院許多病人會因各種疾病引致脫髮，儀容
上的改變往往削弱他們的自信，造成困擾，甚或加
重病情。使用假髮能減輕他們生理與心理的負擔，
可是一個好品質的假髮，價錢並不便宜，特別對一
班基層病友而言，更可能是負擔。
有見及此，「智快髮」希望能鼓勵及支持屯門
醫院的病友，便主動聯絡「奇妙愛心基金」尋求合
作，最終獲對方答應，由2015年7月起捐出了20個
由真人髮絲製成的假髮，供有需要人士申領，至今已有16人受惠。
從本年9月起，「智快髮」推出優質假髮及週邊 用 品銷售服務，讓病友們多一個渠道購買假髮
及用 品 ，並且提供修剪服務，亦會教授假髮配戴及護理技巧，務求令他們買得安心、用得舒適。

GO
迪茜比GO

GO

HI 大家好!
我叫迪茜比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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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評定為智障。智障是一種
永久性的缺陷，但並不是精神病，沒有侵害性，更不
是疾病，非藥物可以醫治，只有通過適當的訓練才可
以使其有限的潛能得到充分發展。除了唐氏綜合症患
者有相同的特徵外，大部分智障人士的外表均與常人
無異，他們大多性格直率，喜歡與人交往。
你一句簡單的回應，就能讓他們愉快
一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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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聚餐
由家屬代表會主辦的「家屬聚餐」已於2015年
8月25日中午假九龍油麻地聯邦皇宮大酒樓舉行，是
次聚餐獲本會董事局撥款資助，共有1位董事、18位
職員和142位家屬參加，場面相當熱鬧。
活動內容除了午膳、集體遊戲、抽獎和大合唱
外，還安排了臨床心理學家黎玉蓮女士主持「如何舒
緩照顧者壓力」講座，以提升家屬們的抗逆能力。是
次活動不但能加強家屬之間的聯繫，亦能達到彼此支
持的目的，讓家屬們能以喜樂正面的心態面對日後的
大小挑戰；並且提供機會讓家屬就着本會的服務和其

家屬代表會主席張呂少珍女士致歡迎辭。

他事務與管理層直接溝通。

董事鍾志煒先生與總幹事和眾家屬代表一起向參加者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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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懷智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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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