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匡智地區支援中心-新界北區 

匡智成人教育服務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匡智社區教育學院 

過去一年的工作成就 及下年度工作展望 



學員的進步(一) 

 學員: 浩樺、輕度智障、自閉症、身型高大 

 由10.2013加入中心的日間訓練服務 

  以往喜睡在地上、不斷進入洗手間、 

      刻意小便在地上、自傷而取快感。 

 

    

以往的他 

現在的他 

按流程工作，成為中心好幫手，協助搬枱椅、   

    抹車、淋花等工作； 

 笑容增加，挑戰性行為問題比前大大減少。 

更於本年度被選為學員最佳進步獎。 



學員的進步(二) 

 學員:仕華、嚴重智障、失聰、自閉症、身型高大 

 由12.2014加入中心的日間訓練服務 

 愛隨意撕掉紙張、不願意入組、四處游走、 

     不滿時推檯、打人、拍打門、膠板及玻璃。 

     曾試過打至同工流牙血及衝入感統室壓著 

     RCHD的學員 

以往的他 

現在的他 

可按個人流程參與小組訓練、已適應中心生活及跟同工建 

    立關係、笑容也增多，挑戰性行為問題也大大減少了。 



學員的進步(三) 

  學員: 健德、輕中度智障、自閉症、身型高大 

 由11.2014加入中心的日間訓練服務 

 不願意參加小組、不高興便會抓人、攬著同工的頸  

                        不放，強行錫同工的頭。 

 

    

以往的他 

現在的他 

合作完成訓練內容，         

攻擊人的行為減少了。 



申請基金成果(一) 

 基金：社會福利署，同一社區, 同一關懷計劃                      

                 ($ 10,000) 

 於11/2014-1/2015舉行 

 受惠人士176人(長者、新移民、殘疾人士) 

 與彩園村居民互委會合作，組織村內不同組別的人
士參與關愛、獨居長者家居清潔、探訪、燒烤、行
山等活動，目的傳揚共融的信息。 

 

 



申請基金成果(二) 

 基金：滙豐社區夥伴計劃 ( $190,000) 

 由11/2014-7/2015舉行 

 現已進行10次農田體驗，有366位受惠人士 ，94義
工協助活動 

 

 

 

 

 



基金申請 

 基金：區議會($ 14,200) 

 於10-11/2014舉行 

 有60位殘障人士受惠，讓他們體驗及認識藝
術 

 

申請基金成果(三) 



基金申請 

 滙豐社區發展基金($17,180) 

 由1/2015-6/2015 

 用廢物設計作種植之用、為肢體殘疾及輕度智障人
士開設園藝治療小組、往長者中心教授環保種植的
工作 

 

 

 

申請基金成果(四) 



基金申請 申請基金成果(四) 



新課程推出 

 為小一至小四的智障人士提供英文能力提
升班、專注力訓練班 



SERVICE LEARNING 

 由11/2014開始與理大合作，提供本地農田服務的學
習機會 

 已舉行了兩學期, 共8次的農田活動。 

 中心同工亦2次到校授課, 加強學生認識智障人士及
精神病患者的需要及特性。 



北京交流 

 獲Love Idea Love HK     邀請 

 前往北京分享” 動員社區人士”的經驗 



新增個案管理 

 於11/2014起新增個案管理服務，增聘2名社
工，服務80個個案。 

 因應個案需要, 提供輔導及支援的工作 

 



學員成就 

 6位學員參加2014 “活出我今天獎勵計劃” 

 1位取得優秀獎 

 

 5 位獲取嘉許獎 

 

 12/12/2014匡智會陸運會, 學員取得6金,  

    3銀及6銅優秀成績 

 

 莫文傑獲邀在20/4/14 罐頭音樂會表演彈琴 

 



地區支援中心合辦國內交流活動 

 13-14/11/2014與會內地區支援中心合辦了 

    ”江門之旅” 共41人參加 

 活動加深認識國內復康服務的情況。 



新一年的工作展望 

1.增加每月不同的元素的教育講座及成長工作坊 

4月 

健康飲食 

5月 

牙齒保健 

6月 

保健運動 

7月 

社交禮儀 

8月 

家中危機處
理 

9月 

良好的工作
態度 

10月 

金錢運用 

11月 

禮貌之道 

12月 

與家人相處 

1月 

私穩 

2月 

異性相處 

3月 

團隊合作 



新一年的工作展望 

2.舉行不同的小組，幫助智障人士更有能力面對生活 

       及提升他們獨立的生活能力。 

-性教育小組 

-情緒管理 

-拍拖與戀愛 

-社區設施認識及使用 

-社會陷阱 



新單位 新一年的工作展望 

3.迎接新單位的來臨 

        上水祥龍圍 



新單位 新一年的工作展望 

3.迎接新單位的來臨 



地區宣傳 

為迎接新單位， 

中心於27/12/2014 

在清河邨舉行嘉年華，宣傳服務 



新單位 新一年的工作展望 

4.每2個月為肢體傷殘人士提供戶外活動 

 

5.會內兩所地區支援中心計劃舉辦親子台灣服務交流團 

 

6.新增自閉症人士小朋友親子小組，教授家長如何幫助 

       孩子成長、教養的技巧等 

     

 



社區教育學院 

 由公益金贊助 ($ 425,650  ) 

 開展5個新課程，每班18人，40堂 

    (西廚、烘焙X2、麵包、咖啡沖調) 

 由公司發出課程的証書。 

 招募長期的義工共有25人, 在40堂中無間斷地
協助學員上課。 

 



社區教育學院 

咖啡沖調文憑課程 

西式餐飲文憑課程 

麵包製作文憑課程 烘焙製作文憑課程 

社區教育學院 



社區教育學院 

1.咖啡沖調文憑課程 

2.麵包製作文憑課程 

3.日式料理文憑課程 

4.髮藝護理文憑課程 

5.西點製作文憑課程 
 

 

2015-2016年度新課程 

社區教育學院 



 由勞福局贊助 ( $416,943.45) 

 本年內合作學校，單位 及工場 (共19個)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賽馬會匡智小西灣工場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匡智廣福慧妍雅集工場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賽馬會匡智新翠工場暨宿舍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匡智富亨宿舍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 匡智富善宿舍 

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 匡智愛東宿舍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保良局余李慕芬學校（宿舍）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匡智富善中心 

 

天保民學校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 



 本年度共有36班 

AES本年度新開辦的課程 

學術系列 

智障人士生活數學班 

智障人士社交英語會話班 

智障人士社交普通話會話
班 

智障人士基礎普通話班 

職業系列 

智障人士職前預備班 

智障人士職場溝通技巧班 

智障人士餐飲業英語班 

電腦系列 

智障人士互聯網應用班 

智障人士中英文打字班 



AES本年度新開辦的課程 

個人成長系列 

智障人士金錢管理班 

智障人士獨立生活技能班 

智障人士危機應變訓練班 

智障人士自信心訓練班 

智障人士領袖訓練班 

智障人士儀表與演說訓練班 

社交訓練系列 

智障人士性教育班 

輕度及中度智障人士社交訓練班 

中度及嚴重智障人士社交訓練班 

輕度及中度智障人士情緒管理班 

中度及嚴重智障人士情緒管理班 

智障人士人際溝通技巧班 



 新開辦的課程 

智障人士金錢管理進階班 (金錢網絡陷阱班) 
 

AES本年度新開辦的課程 



AES本年度新開辦的課程 

新開辦的課程 
 

智障人士餐飲普通話班 
 



充心多謝 
各位同工的努力及為學員付出，讓中

心可以提供優質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