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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智賽馬會玻璃樽回收計劃 

「匡智賽馬會玻璃樽回收計劃」 



分享內容 

 
•  計劃內容 

•  計劃推展 

•  計劃成效 

•  學員訓練 

•  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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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樽回收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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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容 

 

匡智賽馬會玻璃樽回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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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Chi Fanling Integrative Rehabilitation Complex 

• 2010年獲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環保署作顧問，開展「玻璃樽  

  回收行動」 

• 首個由殘疾人士參與的全港性玻璃樽回收項目 

• 由尖沙咀棉登徑酒吧區及匡智轄下13個服務單位作起點 

• 2013年再獲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 正式命名 – 「匡智賽馬會玻璃樽回收計劃」 

2010年 2013年 



計劃內容 

 

社區回收 分類、執整 環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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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推展 

• 積極舉辦社區教育工作 

相信行為改變由教育開始 

 主動走入社區進行直接教 育 

  
•籌辦活動日 
   親身體驗，加強參與積極性 

  
•增加流動回收車 
 
 
 擴闊推廣玻璃回收地點 

  持之以恆，形成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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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運用傳播媒體 

互聯網  
 

計劃推展 

• 借用傳媒力量，達廣泛宣傳之效 

• 展示學員能力 

 

 

雜誌 

報章 

電台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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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推展 

積極發展社會資源 

•  尋找共同理念的伙伴，共同協作 

•  建立長遠雙贏關係 

 

商業伙伴 

物管團隊 

商界義工隊 

社區人士 

學生隊 

匡智單位及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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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善記錄回收數量 

• 有助分析回收情況 

• 參與機構隨時查閱回收資料 

• 預約通知回收，方便物流安排 

 

設立回收記錄系統 

計劃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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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效 
計劃初期 現在 

現已回收
數量 

2,060噸 

450萬個
玻璃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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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效 

• 製作裝飾 

• 種植 

• 藝術作品 

• 轉贈有需要機構；如菇菌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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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訓練 

• 從需要開始，培養工作積極性 

 

學員需要 工作機會 

社
交 

實
際
生
活 

讚賞及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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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訓練 

 

 實地工作環境 
建立正面工作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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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訓練 

 

 工地恆常執整 提升自理能力 

玻璃樽回收工作站 

工作流程 工具清潔及晾曬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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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訓練 

 

 
教育推廣訓練 

建立自信及強化
與人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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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志良 

•  阿氏保加症 

•  面對非情願的轉變時情緒起伏較大 

•  難以與人建立友好 

•  2011年為中央回收隊練習生 

•  2013年4月成功公開就業 

•  懂得使用有效方法表達情緒 

•  嘗試接受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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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玉宝 

•  輕度智障 

•  性格內向、情緒管理較弱 

•  2010年加入中央回收隊成為練習生 

•  2011年5月擢升為中央回收隊工友 

•  接受傳媒訪問及參與環保教育講座 

•  熱愛工作，作帶領角色 

•  現主動與人接觸及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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