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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信念 
 

•  智障人士跟普通人一樣 

• 不同人有不同的潛能，有待激發。 

• 設多元化的潛能小組，可以發掘他們的才華，
盡顯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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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安排 

 
以人為本 

關顧個人發展需要 

設計不同的日間訓練小組 

跨部門參加小組訓練 
(地區支援中心、展能中心、中度智障人士院舍、輔助宿舍、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綜合職業復康服務部) 

選擇合適自己能力、興趣、需要和智能程度的訓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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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的計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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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門學員參與訓練 

 

•   

中度智障人士宿舍的學員 

地區支援中心學員 

展能中心學員 地區支援中心學員 

綜合職業復康 

服務部學員 

輔助宿舍學員 

地區支援中心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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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  增加選擇性 

2.   學員潛能得以發揮,  提升生活素質 

3.   豐富小組內容及知識 

4. 資源共享, 不會被部門單一資源而限制發展 

5.   加強共融, 提高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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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 個案背景: 中風、半身行動不便、智能正常、 約

50多歲，為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的學員 

• 參與的小組名稱: 多元藝術工作坊 

     (由地區支援中心主辨，以藝術及園藝為內容) 

• 小組目標: 提升學員自信心及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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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生小組剪影(第一階段) 
組前: 不太接受現況，入本院後終日鬱鬱不歡, 凡事不合作 

及容易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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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生小組剪影(第二階段) 

組中表現: 開始主動參與、協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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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生小組剪影(第三階段) 

組後: 開朗、多了笑容、主動幫其他學員, 入投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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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 -導師評分  
• 前測 VS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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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 - 學員自評 
• 前測 VS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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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訓練： 

職前訓練： 

珠飾 打包帶製作 

穿珠 馬賽克 

皮革 木工製作 

工場預備班 
助理文員小組 清潔打蠟 農田訓練 

每半年由不同部門舉行80個不同類別的小組，供學員選擇 

多元化的小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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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小組內容 

運動小組： 

生活技能： 

單車訓練 
羽毛球 

乒乓球 足球訓練 藍球訓練 

門球訓練 
購物訓練 

園藝種植 

午餐製作 

懷舊小組 

興趣建立： 

繪畫 健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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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小組內容 

 

 
 

 

藝術發展： 

個人成長： 

開心組 
綜合藝術治療 

跳舞 太極扇 
中國鼓 

多元化的小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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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門訓練小組 

   園藝種植小組 
由展能中心舉辦 

 

展能中心學員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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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智障人士宿舍的學員 

地區支援中心學員 

   編織小組 
由地區支援中心舉辦 

 

跨部門訓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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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製作訓練 
由綜合職業復康服務部舉辦 
 綜合職業復康 

  服務部學員 

地區支援中心學員 

跨部門訓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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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小組 
由展能中心舉辦 

 

地區支援中心學員 
展能中心學員 

跨部門訓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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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門訓練小組 

   蛋糕製作小組 
由地區支援中心舉辦 

 
輔助宿舍學員 

中度智障人士宿舍的學員 

地區支援中心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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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鼓小組 
由地區支援中心舉辦 

 

地區支援中心學員 

輔助宿舍學員 

跨部門訓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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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演奏訓練 
由展能中心舉辦 

 

地區支援中心學員 

地區支援中心學員 

展能中心學員 

跨部門訓練小組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  
Hong Chi Fanling Integrative Rehabilitation Complex 

「與夢飛行」─ 多元潛能發展計劃 



結語 
 

• 夢境成真 

• 發揮多元潛能 

• 星光不斷閃耀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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