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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委任新一任總幹事
本會總幹事胡定邦先生的任期已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屆滿。
本會衷心感謝胡先生過去三年對本會行政管理、服務發展及其他方
面的貢獻。祝願胡先生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本 會 董 事 局 於 2020 年 10 月 份 開 始 公 開 招 聘， 經 過 多 輪 甄
選及面試後，決定委任現任副總幹事陳國明先生為新總幹事，於
2021 年 4 月 1 日履新。陳先生是一位資深的社會服務專業同工，
曾於不同機構及崗位服務，具豐富社會服務管理經驗。陳先生與業
界關係良好，熟悉香港社會服務的發展方向。相信在陳先生的領導
下，本會服務定必能穩定推行及持續發展，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更優
質的服務。
本會新任總幹事陳國明先生

新界區賣旗日圓滿完成
本會的 2/1/2021 新界區賣旗日已圓滿完成。受 2019 年冠狀病毒病影響，
是次賣旗日取消了街上賣旗，加強運用互聯網籌款，招募了 188 位網上賣旗
義工協助有關工作。在本會同工及義工的努力下，賣旗日取得理想的籌款成
績。在此衷心感謝服務使用者家屬的支持、各義工的積極參與及各善長的慷
慨解囊。善款將用於本會的高齡智障人士服務、自閉症人士服務，以及照顧
者支援服務。

「筆．凡藝術家」 精彩由我掌 ART
自 2008 年起，本會每兩年舉辦「筆．凡生活」藝術展，目的是讓智障人士透
過藝術創作展現才華，令社會大眾了解他們的藝術潛能，提高社會對智障人士的認
同感。2020 年藝術展因 2019 冠狀病毒病關係未能舉行，將以虛擬形式，於「筆．
凡生活」專屬網頁上介紹「筆．凡藝術家」，並展出他們的精選藝術作品。現先向

「筆．凡生活」網頁

大家介紹其中兩位藝術家。

字體設計師 - 頴珊 ( 水泉澳中心及宿舍服務使用者 )
頴珊是一位患有自閉症的服務使用者，她的字體富有個人風格，因此獲邀為單
位刊物《泉欣有你》封面撰寫聖經金句，展現頴珊的天賦。另外，本會亦邀請頴珊
協助 2021 新界區賣旗日 WhatsApp 貼圖設計，讓公眾能有機會看見她的作品，肯定
她的藝術才華。

頴珊參與設計「水泉澳中心及
宿舍開幕禮暨一周年誌慶」的
主禮嘉賓紀念品。

頴珊為 2/1/2021 新界區賣旗日 WhatsApp 貼圖題字。

視藝新星 - 家樂 ( 朗藝坊 / 朗屏宿舍服務使用者 )
家樂是一位智障及自閉症人士，性格好動開朗，喜歡繪畫及捲紙畫製作。加入朗
藝坊 / 朗屏宿舍的大家庭後，他於朗藝坊接受手工藝訓練，發掘到自己在手工藝方面
的潛能。家樂喜歡嘗試不同的手工藝製作，令他最感興趣的是黏土麵包製作。此外，
他更擅於彈琴，曾於「懷智主日 2020」負責鋼琴演奏環節，深受嘉賓讚許。

家樂於「懷智主日 2020」演奏
鋼琴。
家樂為朗屏單位通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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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插畫。

「懷智之友」計劃

網上顯關懷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本會於 2020 年 11 月開始推行「懷智之友」網上故事義
工服務，讓義工透過網上視像軟件向需長期留在宿舍內的服務使用者講故事，藉以增添他
們的宿舍生活趣味，並向他們表達關心。與 Fondation Kiabi 長年合作的小組成員（下稱「Kiabi 成員」），
在 3 個月內派出 15 位義工，向本會 3 個服務單位的服務使用者，以「一對一」形式提供這項服務，效
果良好。其中一位義工 Cecilia 及其兩名女兒更在本會總幹事及單位經理與服務使用者的陪同下接受《明
報》親子版訪問，分享親子一起參與這義工服務的經驗及得著。
此外，Kiabi 成員捐贈了 48 支電動牙刷及 300 多本故事書給本會服務使用者，本會衷心感謝該公
司關顧弱勢社群的需要。

Kiabi 成員的義工以視像形式向服務使用者講故事。

本會總幹事胡定邦先生致送嘉許狀予三位親子
義工，感謝她們的付出。

三位親子義工接受《明報》親子版訪問。

獲 Kiabi 成員捐贈電動牙刷的服務使用者向該公司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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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隊
網上支援服務
過去一年，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隊重複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需要暫停
到院服務。在 2020 年 4 月第一波疫情過後，外展隊恢復到院服務，觀察到原本已體弱的院友
在缺乏復康治療的情況下變得更為虛弱。有部份院友因為停工、停服務、停外出等原因，心理
及社交上極需要支援。因此，在 2020 年 7 月第三波疫情開始時，為關顧院友在身體狀況、心
靈及社交上的迫切需要，外展隊展開了網上實時支援服務（telepractice）。至 2021 年 1 月份，
共有 16 間，即八成私院使用網上實時支援服務，服務涵蓋社交小組、個別輔導、職員培訓等。
此外，亦有 6 間院舍共 26 位院友接受遙距職業治療、物理治療及言語治療的評估及訓練，包
括認知訓練、肌能訓練、吞嚥訓練等。
全部曾使用外展隊網上支援服務的院舍均表示欣賞本會在疫情下利用資訊科技提供支援服
務，服務對院友有實質的幫助，部份院舍更表示想增加支援節數。

網上實時社交小組

遙距物理治療訓練

2021 年 3 月 9 日，外展隊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網上服務分享會，與元朗、屯門區社會福
利署辦事處、復康服務單位及合作夥伴分享過往兩年的服務經驗及疫情下的遙距專業支援服
務，並交流意見。

服務分享會的部份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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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職員及嘉賓講者於服務分享會後合照留念。

社交故事訓練 掌握社交常規
一級職業治療師張淑蓮
社交故事是 Carol Gray 於 1991 年所創的。Carol Gray 本身是一名教師，於 1987 年開始教
導自閉症學童，當時她發現學生常忽略了一些社交和群體生活中的事情，她試著說故事去教導
他們，成效顯著。她以自閉症的學習特性為設計故事的原則，並按照他們的學習需要為題，編
寫故事幫助他們理解生活上各種社交處境，教導他們作出適當的行為和態度。
使用社交故事的目的主要是透過簡單完整的社交情境故事建立社交認知及教導服務使用者
社交技巧，使服務使用者從別人的角度去理解和感受事物，讓服務使用者身處不同的場合都能
掌握他人的想法、感受、期望，以及一些社交常規。
設計社交故事時，先檢視服務使用者比較難適應的處境以決定社交故事的題目，然後以四
種句子組成結構內容，開始編寫故事：
描述句 - 客觀描述環境和人們常做的事情。
例子：工場裡擺滿了貨物。
透視句 - 說出他人對事情的想法及感受，令服務使用者知道別人的觀點。
形容他人知識的例子：職員知道怎樣處理傷口。
形容他人感覺的例子：很多人喜歡家居環境清潔整齊。
形容他人信念的例子：樂觀的人相信明天會更好。
形容他人動機的例子：有些人會為儲錢去旅行而努力地工作。
指示句 - 清楚而簡單直接地說出服務使用者應有之做法，用「我」字開始。
例子：我可以告訴職員我的手指受了傷。
肯定句 - 表達其他人對這應有的做法的意見及反應，或會給予的鼓勵。
例子：這樣做的話，媽媽會讚我做得好！

以下是一個社交故事例子：

【宿舍職員幫忙處理傷口】
很多人有需要住宿舍，宿舍裡面有好多職員，職員知道怎樣照
顧舍友。
住在宿舍裡，我們會自己梳洗、進食和沖涼，有時皮膚難免會
覺得痕癢。
遇到不適時，我要告訴職員，這樣職員會照顧我。
皮膚損了會用消毒藥水消毒或貼上膠布，職員為我護理好傷
口，我要安心配合。
過幾天傷口便會痊癒，職員會讚我做得好。

其中一幅配合故事內容的圖片

編寫社交故事時可考慮將服務使用者的喜好加入故事中，並以圖片協助表達意思，以加強
說故事的效果。介紹社交故事時，自己的態度要保持誠懇、包容和安撫，環境及氣氛需輕鬆柔
和，讓服務使用者容易投入、印象較深刻。另外，亦須避免在他煩躁不安時及犯錯時說故事來
糾正他。近年來，社交故事除了被廣泛應用於教導自閉症人士社交技巧外，亦有加入感統元素
的感官故事，目的在教導有感覺處理障礙的人士於日常生活中使用感覺餐單策略，以協助他們
融入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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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景．頤閣」計劃
本會白普理田景中心及宿舍於去年 9 月起推行「『奇』景．頤閣」計劃，以在各方面滿足不同年齡、
能力及主動性之服務使用者的需要，讓他們可以在一個「新奇」的環境中過著躍動豐盛的生活。
這個計劃的內容包括重整服務使用者組合、調整服務的日常運作及流程、改造環境、購置訓練器
材及加強復康設施：

（一） 重整服務使用者組合
按服務使用者的特性重新編配訓練組別及房間。

（二） 調整服務的日常運作及流程
推行家舍制，加強家的感覺；加入宿舍時段小組，豐富服務使用者的閒暇生活。

（三） 改造環境
在宿舍大廳設置一個仿香港六、七十年代冰室的地方，年長服務使用者坐在這裏用膳時可回
味過往在冰室的時光。對於某些小組及休閒活動，例如懷緬治療小組、閒暇讀報活動等，這
個地方亦能發揮其效用。對其他服務使用者而言，這個空間雖未必能引起共鳴，但當中的改
變也會給他們帶來新奇感，增加他們的參與動機。未來單位將於一間房安裝一個大魚缸，讓
服務使用者欣賞在缸內慢慢游動的魚兒，以帶給他們閒適的心情。另單位將把日間中心的走
廊改裝為一條時間廊，按時序展示以服務使用者、家屬及食物為主題的照片。這條走廊可用
於懷緬治療，讓服務使用者重溫過去，回味往昔，同時亦可用來向到訪單位的外界團體介紹
單位的服務及活動，收社區教育之效。

田景冰室

（四） 購置訓練器材
單位購置了不同訓練器材，當中特別值得
一提的是大型觸控互動屏幕。這塊屏幕能
播放電影、照片等視像，帶給服務使用者
嶄新的視覺經驗。此外，它可提供視像輔
助服務使用者的訓練活動，例如在現實導
向訓練中顯示是日日期、天氣等資訊，在
社交故事訓練中以圖像表達故事的內容。
它亦可用來玩電子遊戲，鍛鍊服務使用者
的手眼協調及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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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觀賞互動屏幕播放的影片。

（五） 加強復康設施
單位添置了 4 套離床警報器，為兩名夜間有離床習慣的服務使用者安裝了其中兩套，以預防
兩人離床發生意外。單位亦購置了 4 張防跌傷膠墊，放於有需要服務使用者的房間內。此外，
單位在睡房、廁所及服務使用者日常生活空間加裝了 34 條扶手，給年長或體弱的服務使用
者使用。

離床警報器部件

走廊扶手

香港金鐘獅子會捐贈口罩及湯包
2021 年 2 月 8 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香港金鐘獅子會會長王耀森先生帶領一眾
獅友，到本會總辦事處捐贈 2,000 個外科口罩及 100 包保健湯包給本會服務單位，由本會總幹事
胡定邦先生代表接受。在此會方謹代表服務使用者及家屬衷心感謝香港金鐘獅子會的慷慨捐助。

本會總幹事及副總幹事與香港金鐘獅子會
人員於總辦事處門外合照。

《生命故事》分享冊
要照顧及培育一位智障人士，面對的困難及壓力實不足為外人
道。不少智障人士及其家庭一直以堅毅不屈的態度面對生活上的種種
困難及限制。他們的故事不但能觸動人心，更能對年青一代產生激勵
作用。因此，本會單位南山中心與元州工場及宿舍舉辦由香港馬主協
會慈善基金資助的「生命故事分享」計劃，由一群中學生當記者訪問
單位的服務使用者家屬，用他們的筆觸及感覺寫出家屬與服務使用者
的故事，集合成書，與社會上其他人士分享。除了希望在年青人心中
撒下關愛共融的種子外，亦希望社會大眾能給予這群默默耕耘的智障
人士及其照顧者一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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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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
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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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服務的每年受惠人次逾二萬。

郵票或郵資
已付

收件人名稱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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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 / 本機構願意
義工 / 捐款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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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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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的個人資料將用於寄發收據及宣傳物品 / 訊息。若閣下不希望收到任何本會捐款收據以外的物品 / 訊息，請致電 2777 9039 與本會職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