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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智會以「孩子為先」為信念，服務智障人士踏入五十週年。在慶祝五十週年的同時，我們又開展了匡智松嶺村的擴

建計劃，擴建計劃完成後將可提供834個日間訓練及住宿服務名額，為我們的仔仔女女提供更完善及整全的服務。

踏入2015年，我很高興能成為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的中心總監。除了多謝前任總監李劉茱麗女士為匡智會及粉嶺中

心所作出的貢獻外，藉此機會，我更要向中心上下的每一位同工表示衷心的感謝，因為你們的熱心和熱誠，積極與努

力，使我們的仔仔女女每天過得充實而快樂。

踏入新的一年，嚴院長以「回顧意義生命，締造綠色人生」為年度工作主題，盼望中心所訂下的一連串創新服務計劃

能順利開展。同時寄望，在實踐的過程中，匡智同工們都能一如既往，在遇到問題和考驗時，總能上下一心，共同努

力，渡過難關，為匡智孩子們締造更多的快樂與幸福。

中心總監的話   潘展聰先生

院長的話   嚴日強先生

隨中心走過十一個寒暑，當中自有喜有悲，能和身邊一眾委身服侍的伙伴一同前行，每分每秒自覺充滿感恩，且流溢出綿

延不盡的關顧之情！二零一四年連串的十週年慶祝活動，包括出版紀念特刊、開放日、感恩聚餐、成果分享會，還有為學

員奉上的「一人一夢想」願望成真計劃等，全賴各界友好，商業伙伴等的鼎力支持，還有上下一心，全體員工的積極參

與，終能在財政資源極為有限的處境下一一實現。再次証明，只要「以心為心、堅持信念」，確實未有難成的事，在此再

向各位持份者，獻上感恩與謝意！

「愛」是建構我們中心創新服務的催化劑，「情」是我們連繫團隊精神的凝固劑。踏入新的一年，我們再加入綠色的樂活

場景，為我們的寶貝學員，獻上多元的綠色生活與生命栽培。中心在伍威權慈善基金的支持下，成功建立首個設於綜合復

康中心裡的療癒花園，並將推行一連串、別具特色的動物輔助治療及園藝治療活動，栽種學員的個人興趣與生命質素。中

心還得到滙豐銀行慈善基金的捐助，推行「讓蝴蝶飛—蝴蝶保育生命教育暨社區共融計劃」，打造城市中的自然生態保育

據點，讓學員能生活在與大自然融合的優美環境中，以洗滌心靈。我們還會為學員，整理他們個人的生命故事，讓他們在

人生歷程中，流傳美好的光景及別具獨特意義的人生，體現每一個人所存在的寶貴價值與感情。新一年將會是光彩奪目的

一年，是體現「回顧意義生命、締造綠色人生」的快樂一年！願與各位同心同行，再創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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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智粉嶺中心自2004年投入服務，至2014年我們慶祝十週年，同時舉辦了一連串的慶祝活動。粉嶺中心是匡智會首間

綜合復康中心，也是當年首間在獨立建築物上提供「一站式」服務的中心，我有幸全程參與，包括協助社會福利署從

芸芸投標書挑選出匡智會為營辦機構、跟進改建裝修工程，以至後來得到已故前總幹事之邀請出任中心總監，與中心

一起走過十載歲月，因此對粉嶺中心真有一份說不出的感情。

10年間，嚴院長憑著一顆對智障人士的愛心與及服務的熱心，克服重重困難，矢志要為智障人士建立一個充滿愛及關

懷的家。然而，粉嶺中心最珍貴的地方，在我看來，是上下同工對智障人士的愛心，因為愛他們，所以會用盡心機去

做好自己的工作，無論是經理、主管、社工、導師或照顧員都懷著真摰的愛心去服務及照顧我們的學員。畢竟，復康

服務是一個要「有心」的服務，沒有愛，服務的意義也就不一樣了。

因為匡智會的安排，我需要從中心總監的崗位退下來。雖然捨不得，不過卻相信，在為智障人士服務的路途上，我們

仍能相遇，仍可為智障人士的福祉一起努力！

前中心總監的話 (至30.11.2014)
李劉茱麗女士

回應我們親愛的李太﹕「愛不止息!」

李太促成全港首個以嶄新理念提供綜合模式服務的單位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是當時全港首個由社會福利署資助，以嶄新理念提供綜合模式服務的單位，為確保中心服務水準

及運作暢順，李太聯繫政府有關部門到本中心參觀及了解中心服務運作，藉此機會進行交流，提昇中心服務質素。

李太全心全意，為智障人士謀福祉

社區上的智障人士、其照顧者及院舍服務的需要，李太持續地聯繫有關政府部門進行諮詢並反映意見，為智障人士爭

取最大福祉。

中心由物色地方、服務構思至進行改建工程，經歷了
沙士到工程竣工，李太一直不辭勞苦地四出奔走聯
絡，全心全意為智障人士謀福祉，得以令本中心於
2004年9月24日順利正式開幕。

2004年1月14日社會福利署
助理署長陳肖齡女士(時任)，
連同社署總部人員到本中心
參觀及了解中心服務運作，
李太親身帶領參觀。

2009年6月25日，李太接
待社會福利署工作主任彭
潔玲女士(時任)及一眾同
工，參觀當時剛投入服務
的匡智地區支援中心-新界
北區。

2011年11月3日，社會福利
署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余
廖美儀女士(時任)到訪本中
心，李太贈送紀念品。

李太致力推動智障人士成人教育服務

李太多年來積極爭取及推動智障人士持續進修及教育的機會，她身體力行，不遺餘力，在成人教育服務上給予中心多方

面的意見及支持，令社區教育學院的課程不斷推陳出新，更貼近服務使用者的實際需要，大大提昇了課程的實用性及認

受性。

李太走進人群，了解需要

多年來，李太對各服務使用者及同工的關心從不間斷，她喜歡親身與服務使用者、家長及同工進行互動及交流，珍惜

相聚的每段時刻。

李太分別於2012年3月3日的「2011年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匡智社區教育學院畢業典禮」及2013
年5月31日「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匡智社區教育學院畢業禮暨持續教育服務巡禮」，擔任畢業典
禮的主禮嘉賓，與一眾嘉賓、家長、導師、義工及匡智會其他服務單位的導師及學員，分享學
院畢業生的豐碩成果。

李太親身體驗供
服務使用者使用
的復康椅子。

每年中心春茗及退修日，李太均慷慨送出
多份獎品，並訴說感恩之情，讓各同工及
服務使用者窩心愉快。

開院至今十年，李太一直為本
中心擔任義務中心總監一職，
不辭勞苦、竭力地為智障人士
謀福祉。我們全然衷心感謝李
太多年來無私的付出及貢獻，
您的鼓勵及肯定，是我們繼續
努力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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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開放日暨綠色嘉年華

本中心於2014年1月11日舉行中心開放日暨綠色嘉年華，藉此將中心在過去十年中的成果，與各非政府機構及本會同

工、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庭成員、義工及各社區人士一同分享，認識及展示學員的能力，一同見証學員努力的成果，分

享他們的喜悅。

當日節目非常豐富，除了學員表演助慶、各式攤位及展銷、健康體格檢查、農田有機種植收成分享、特色小食義賣、

舞龍表演及參觀中心各項服務外，亦安排各參加者前往匡智地區支援中心位於坪輋的LOVE GARDEN及匡智賽馬會玻璃

樽回收計劃的工地參觀。

當天共有四百多位來賓到賀本中心，場面非常熱鬧。這次開放日空前成功，全賴中心內各同工上下一心，合作無間，

以及社區各界人士的支持，得以讓我們一同實踐共建和諧社會，體驗傷健共融的精神。

(左至右)院長嚴日強先生、香港動物治療基金會會

長及匡智會服務管理委員會委員范德穎醫生、前大

埔及北區福利專員余廖美儀女士、前社會福利署助

理署長陳肖齡女士、匡智會服務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譚張幼靈女士、前中心總監李劉茱麗女士、匡智會

總幹事郭富佳先生，進行切蛋糕儀式。

學員落力表現「椅子舞」，
展現舞藝潛能

參觀者分隊參觀中
心各項服務

參觀者到匡智地區支援中心-新界
北區位於坪輋的LOVE GARDEN

護理組同工整裝待發，為各參
加者進行簡單健康體格檢查

設置各式攤位及展銷，
介紹中心各項服務

學員製作特色小食

中心十週年慶祝活動

十週年紀念感恩聚餐

「十年回顧、薪火相傳」感恩聚餐於2014年2月22日假座Mega Box御苑皇宴園景閣舉行。適逢新春時節，學員扮演的

財神大派利事及扮演小丑祝賀到場人士。當日表演項目十分豐富，各人看得津津樂道。藉此機會，中心頒發了「最感

人心聲分享」、「祝福寄語大募集」予得獎同工，以及「十年服務獎」予中心服務十載之同工，彰顯同工們辛勞工作

及竭誠為智障人士服務。

十年創新服務成果分享會

「中心十週年創新服務成果分享會」於2014年3月21日在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舉行，邀請了多個同業機構出席，藉此

將經驗與同儕一同分享及回顧中心在過去十年服務及管理的成果。分享會主要分為兩大部份「管理篇」及「創新服務

篇」，由中心各部門主管及個案經理逐一介紹及分享管理心得。

會場設立了大型簽名紀念版，
給到場人士簽名及拍照留念，
分享中心十年來的喜悅

匡智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潘展聰
先生（左二）與眾主禮嘉賓為
分享會進行啟動禮

眾嘉賓為感恩聚餐
進行切餅儀式

匡智地區支援中心-新界北區學員
表演羽扇舞，展現藝術潛能

超過200人及90個機構參加分享
會，一同回顧中心十年服務及管理
成果

學員聯同義工隊表演舞
獅助慶，祝賀到場人士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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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創新專業治療	-	動物治療

動物是人類的好朋友，對人類情緒、健康、認知及社交等各方面有好處。智障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樣喜歡接觸動

物，但礙於智障人士居於院舍中，飼養動物變得非常困難。為此，我們於2013年12月起與香港動物治療基金會合作，

領養了兩隻家貓，開展匡智動物輔助活動及治療。

動物初接觸：讓智障人士於院舍內飼養動物

「家家」及「樂樂」由3位居於輔助宿舍舍友

全力照顧，透過香港動物治療基金會的義工

協助，培訓他們成為動物大使，由過往「被

照顧」成為今天兩隻小貓的「照顧者」，照

顧小貓日常起居飲食，從而培養他們責任感

及提昇自信。

動物輔助治療：動物成為活動及治療助手

「家家」、「樂樂」將成為本中心的「治療貓」，協助我們推行為智障人

士，特別是智障長者、自閉症人士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而開設的動物輔助

治療及活動。專業治療人員包括臨床心理學家、物理治療師和社工等，會為

每位接受治療的服務使用者制定個人治療目標，透過與動物相處及互動，幫

助服務使用者穩定情緒，更可讓智障及自閉症人士嘗試了解動物之需要及感

受，學習與別人相處的態度及溝通技巧。

展望

從觀察中發現，學員對不同種類的動物有不同反應和互動，為此，中心除飼

養貓外，亦開始飼養不同種類的動物，如：盾臂陸龜、巴西龜、錦鯉魚和狗

等。從而將本中心打造成一「人與動物互愛的感動家園」。亦藉著培養智障

人士成為動物大使，將愛護動物、珍惜生命的訊息傳遞於社區中。

一人有一個夢想」─願望成真計劃

每個人也許於人生中曾經擁有不同的夢想，智障人士也不例外，也期望能有願望成真的一天。中心透過一項名為「一

人有一個夢想」舍友願望成真計劃，讓學員心中的夢想得以實現，令他們的人生更為完滿。本計劃承蒙太古地產有限

公司慷慨捐助，更得到家長、義工及同工的協助下，為學員實現一個又一個的夢想。例如：澳門境外遊、食大餐、去

馬場看賽事、拍攝個人照片及為母親慶生等。看見學員願望成真的一刻，臉上那滿足的笑容，實在令旁人也感到無比

興奮。

鍾錦輝的夢想：我要成為一個
出色運動員

陳 岱 及 黎 美 玲 的 夢
想：去澳門官也街買
手信，滿載而歸! (左)家姐「家家」及(右)弟弟「樂樂」

在義工指導下，舍友們學習為小貓剪指甲(左)及製作紙箱屋(右)

溫馨的睡姿

鍾容發的夢想：
慶祝母親生日

陳月尚、陳四妹、李觀梅、李麗
芬、莊蓮及吳家明︰我們入場看了
粵劇經典「戎馬金戈萬里情」，好
精彩啊

姜炳喜：我的母校在長洲

朱寶源有姿勢有實際的乒乓球
運動員

羅志良的夢想︰
去 馬 場 ， 考 眼
光，碰運氣

余愛芳—與朋友見面，一見如故

姜炳喜：搭車又搭船終於去到
長洲探舅父啦

蘇 鴻 輝 及 羅 家 駒 的 夢 想 ： 
我地想吃自助餐

翁卓君的夢想：拍攝個人照
動人一刻，留下美好記憶

2014/2015創新服務介紹

舍友利用他們親手繪製之「貓咪介
紹簿」，將「家家」、「樂樂」介
紹給其他舍友及中心同工認識

學員成為龜龜保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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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園藝治療

園藝治療是利用植物與人之間的一種互動關係活動，透過植物幫助人放鬆心情、舒緩壓力、增強自信、增加自我價值

感、建立社交、加強肌能的力量、提升職業能力等。此外，植物本身帶著不同的顏色、質感、香味、聲音及味道，給

人提供不同的感官刺激，能令人感到輕鬆、平靜及歡愉的感覺，從而引發出不同的治療效果。

園藝治療的目標就是幫助人改善或提升在生理、心理、認知、社交及職業技能等五大方向。而治療最重要的是取決於

先了解對象的需要和特性，並針對對象的情況定下相關的目標及評估的方法，然後設計合適的治療方案及配置環境的

設計，才可使治療的活動達至目標。

(三)	 感動療園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的療癒花園，取名「感動療園」，花園共分為十個不同主題活動區，採用「以人為本」的需要

評估和能力考量，為不同程度的殘障/智障服務使用者，設計「度身訂造」的園藝治療活動，用以改善受助者的身體、

社交、情緒、認知或工作等五個方面的能力及改善個人福祉。以下介紹各項園藝及動物治療設置：

「感官長廊」- 供不同類別殘障人士使用的多類型園藝活動操作
空間，是中心主要的園藝及五感治療活動區

園藝治療不同的方案內容
活動評估表

供坐輪椅學員使
用的戶外檯椅

導師教導學員運用香草製
作多士

學員正悉心學習製
作多肉迷你花園

「龜之窩居」- 模擬陸龜原生熱
帶草原環境，供領養的三隻大型
陸龜居住，由自閉症服務使用者
擔任陸龜保育員，照顧陸龜生活
起居

「彩虹壁」- 掛上由塑膠瓶廢料改造為植
物掛盆的觀葉盆栽，大面積種植了觀葉
植物作為綠籬，由智障學員負責日常澆
水照顧，從而獲得滿足感和成功感；其
下設置錦鯉池，吸引智障學員駐足欣賞
又可餵食，亦可作為生命教育媒介

「香花步道」- 感受香花香草的香味，滿足視覺與
嗅覺的感官刺激。由服務使用者擔任日常花草照
料工作，採收香草作食用及其它工藝用途，培養
他們責任心、耐性及工作技能

「感官水池」- 設置水球活動，水
噴泉等水感剌激裝置，讓使服務
使用者獲得不同的五感剌激，對
肢體殘障及自閉症學員，起著不
同的感觀剌激作用，改善社交及
溝通能力

「草花鳥舍」- 座地的仿古金屬
鳥舍，將飼養一對情侶鸚鵡，閒
時吱吱叫喚，充滿生氣。學員更
負責鸚鵡的日常照料工作，培
養責任心，而四面地方種有莆
草，當中植有百日草、白蘭樹和
柏樹，製造出天然日陰，可供學
員席地而坐或躺睡望天，以調適
情緒，解悶舒壓。樹上的細小鳥
舍，可供學員觀鳥及教導學員保
育知識

「風車閣」- 有數枝大型風
車的旋轉動感設置，當風吹
動風車產生轉動，吸引自閉
症學員的注意，從而改善學
員的專注力，亦可與導師互
動，作為遊戲治療器材

「奇趣花園」- 四面掛有鯉魚彩
旗，給學員視覺感觀的刺激，
另有四款大型聲響感觀裝置及
不同觸感物品，學員可作聽覺
及觸感的刺激，遊玩其中，達
到五感的刺激又充滿樂趣

「香草種植園」- 採用紅酒箱種
植不同香草。服務使用者種植
及定時採收不同種類香草，製
作不同產品，如香草茶包、香
草手工皂等，為職業復康服務
提供訓練場地

「日陰走廊」-由於大樹蔭
閉，終日不透陽光，炎夏亦
覺清涼，路旁種滿耐陰植物
如虎尾蘭，並設置堆肥區，
將枯葉及龜糞作有氧及無氧
堆肥，學員漫步休閒，靜思
靜觀，並可學習堆肥，是很
好的休閒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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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交流

園藝治療師認証課程暨台灣園藝治療考察

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發展基金資助，三位中心同工於2014

年6月前往台灣參加為期四天的園藝治療課程訓練，期望透

過園藝治療融入復康服務中，從而提升智障學員的認知能力

及改善身心健康。同工亦順道參觀台中及台北的復康機構，

汲取當地推行園藝治療的成功經驗，藉以提升服務質素。

台灣智障老人服務考察

匡智會於2014年9月派出不同單位的員工到台灣作樂齡

服務的交流，當中走訪各類型的住宿、家長組織及社會

企業等服務單位，使我們重新檢視及反思『以人為本』

的意義。

星加坡智障人士服務會

2014年9月5日，新加坡智障人士福利促進會屬下的發展及訓練中心主管Mr. Dylan 

Lim到訪中心，當日由嚴院長帶領參觀本中心的各項服務，並與參觀人士分享有關

本港復康服務的發展及交流兩地情況。

星加坡St.	Andrew's	Adult	Autism	Services

2014年10月16日，新加坡福利機構St. Andrew's Adult Autism Services主管 

Mr. Marcel Semaun及計劃經理Mr. Kevin Ong到訪本中心。由綜合服務部副經

理張敏儀女士及一級職業治療師趙偉麟先生向參觀人士講解中心自閉症訓練

及住宿情況。

本地交流

特殊學校多階層教育領導的培訓與發展	

3堂培訓於2014年1月至3月期間順利完成，參加者主要是匡智會轄下特殊學

校校長，教師，專業人士(治療師、社工、護理人員)。培訓以職安健文化、

多功能組織的管理及資源運用三個不同題目進行。除主題分享外，亦設有服

務參觀、小組個案研習，讓參加者更深認識培訓內容及可借鏡的地方。

本地/海外/國內交流及探訪

殘障人士均可發揮其才
能，繪畫出色的作品

長 期 臥 床 的 舍 友 也 可
在床上欣賞他自選的電
影，有其休閒生活

(四)	 其他新增服務

4.1	公益金社區教育學院	-	美妙人生計劃

承蒙公益金的支持，匡智社區教育學院於2014年5月推出新的項目-「美妙人生

計劃」，提供一系列1年制文憑課程，共有5個學科，包括烘焙工作課程、包餅

製作課程、咖啡調配課程、西式餐飲實務課程及寵物管理員課程，提供予15歲

或以上的智障朋友報讀。有關課程有助學員掌握職業技能，提昇他們在社會上

的工作競爭能力。 

4.2	抗變形行動

在Van Zuiden Charity Trust Fund Lee Hysan Foundation撥款贊助下，中心運用

有關資助購置了特殊定位設備，幫助嚴重身體殘疾護理院院友實現不同臥姿角

度，加強及改善軀體控制，有助預防住宿照顧部院友的身體變形情況。

4.3	滙豐社區夥伴計劃2014	「愛共行」

承蒙滙豐社區夥伴計劃撥款港幣19萬元，「愛共行」一系列社區關懷活動已於

2014年11月正式開展。計劃邀請了來自不同行業的義工參加，與弱勢群體一起體

驗農耕活動，活動包括有機種植、村內長者介紹客家文化及鄉村的歷史、講解農耕

常用詞彙及普通話等。藉著這個計劃，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和諧互相關懷的社區。

4.4	全新樂齡懷舊休閒小組系列+園途有您─維繫家庭 

『園途有您－維繫家庭』計劃，是透過植物作介入媒體，推

動年長學員持續學習的興趣。由照料植物，以至教授青年學

員種植過程中，提昇及加強他們自我的肯定及滿足感。而年

長學員及青年義工亦會一起進入社區的長者中心及安老院，

一起教授長者們種植盆栽、製作植物的手工藝品，以及體驗

農耕活動，從中推廣種植文化及倡導敬老愛老的訊息。

4.5	創新產品	-人奶皂DIY 

中心開展為孕媽媽創新製作「人奶皂（又稱：母乳皂）」，為寶寶送上一份既珍貴而又獨一

無二的禮物。由母乳製成的「人奶皂」好處在於是最天然、無添加的產品，是寶寶作日常清

潔的首選。根據寶寶的生肖做出獨特的『人奶皂』，成為寶寶出世時有珍藏價值的紀念品，

更為智障人士提供一個工作機會。

4.6「愛你一世夢想攝影計劃2014」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會撥款贊助港幣$14,000予本中心開展了「2014愛你一世夢

想攝影計劃」，本計劃旨在協助有智障成員的家庭，提供家庭拍攝照片的機

會，藉以提昇及加強家庭的凝聚力，另會為參加計劃的院友收集他們家庭成員

和所拍攝的家庭照片製作精緻相架，留住幸福及快樂時刻的回憶。

年長學員教授青年學員種
植及照料植物

體驗農耕活動

母 乳 製 成 及 獨
一 無 二 的 「 人
奶皂」

10 11



美國海軍義工服務

美國海軍義工於2014年6月18日及2014年8月28日兩度到訪

本中心，一同與學員裝飾紅酒箱及協助各種的園藝工作，以

作日後園藝治療及綠化中心之用。

嘉士伯香港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4日，嘉士伯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Mr Ted Akiskalos、14

名管理層及社會企業責任活動的成員到本中心參觀，以及了解匡智賽馬會

玻璃樽回收計劃的未來發展方向，期望日後能有機會一同舉辦不同類型的

共融活動。

學員洗禮日

2013年12月27日，有13位學員接受洗禮儀式。當日，榮幸邀請了

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總幹事鄺偉衡牧師為各受洗者訓勉及進行洗禮

儀式。

匡智新界北聯區職員退修日

為讓同工可從繁忙的工作及生活中稍作休息，匡智新界北

聯區舉行了3堂 “Try My Bread” 包點製作，以及「鯉躍龍

門攀高峰」，活動內容包括行山、品嚐鯉魚門海鮮餐及參

觀鯉魚門晉朗復康中心的服務，藉此建立同工與部門間合

作和團隊精神。

戶外感官體驗營	

2014年9月11日至12日，中心同工包括職業治療師和社工，帶領6位自閉症學員前往西貢

北潭涌渡假營進行戶外感官體驗，讓他們經歷了一個深刻和愉快的體驗。

荃灣愉景新城舉行之共融嘉年華會	

2014年8月9日於荃灣愉景新城舉行之共融嘉年華會，由周大福義

工、本中心義工及同工一起與參加者繪畫 “福星寶寶”。 另學員

莫文健即場示範卷紙花咭，並義賣其他中心手工藝。

文康種植小組	

「文康之友」於2014年9月及10月期間，到中心舉辦「種菜

小組」興趣班暨日營，教授種植天台有機植物，藉著此活動

讓學員有機會認識種植天台植物技巧及植物生長過程。期望

學員及導師均能增加種植知識及延續中心天台種植工作，讓

學員能親身體驗戶外耕作樂趣。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社區健康護理課程」16名學生及教師於2014年5月30日到訪本

中心，除了介紹中心各部門的服務，亦透過是次機會讓他們更了解各部門的協

作，加深他們對社區復康服務的認識。

香港理工大學	–	服務學習計劃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為大學生提供服務學習的機會，主要協作

的單位為地區支援中心及綜合職業復康服務部。計劃會在10/2014-1/2015期間推行，

每位大學生有機會在中心參與服務及學習40小時。

聖雅各福彩虹工作室

2014年11月22日參觀位於灣仔堅尼地道聖雅各福群會彩虹工作室，當日負責

人詳細介紹工場及彩虹工作室之服務內容，並展示運用不同及創新的特製工

具，協助智障人士工作時更得心應手。

台灣/國內交流	

河北生命樹助養中心

4名職員於2014年2月6日到訪本中心參觀，當日由嚴院長帶領，向參觀人

士介紹本單位的各項服務、訓練小組，以及講解本會的各項康復工作。透

過是次參觀及交流分享，讓參觀人士對香港復康服務有更深入的了解。

蓬江殘疾人聯合會	

蓬江殘疾人聯合會7名職員於2014年7月17日到訪本中心參觀，由嚴日強

院長帶領到訪人士參觀中心各部門的服務及訓練小組，透過是次參觀促進

兩地在復康服務管理及工作上的交流。

順德星宇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	社會工作研習計劃

2014年10月27至10月31日，順德區星宇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與本中心合作，安排8

名來自國內不同服務單位的同工，到本中心進行工作實習。是次實習人員包括行

政人員、社會工作員、醫務社工等。他們分成小組，參與及協助帶領部門的小組

訓練活動，是次計劃為有關同工提供寶貴的實踐經驗。

中國國民黨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	

29位來自中國國民黨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成員於2014年12月3日到

訪本中心，由嚴日強院長帶領到訪人士參觀中心各部門的服務及訓練

小組，藉著是次參觀促進港台兩地在復康服務上的工作交流。

活動剪影

導師簡介不同種類植物，學
員專心聆聽

導師教導學員
由小盤移植植
物到大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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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香港職安健安全大獎	-	優異獎

本中心第十二屆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獎分享會暨頒獎典禮中，獲得優異獎項。中

心以 “匡健、文化、承傳”為本，透過行動改變習慣，以習慣改變行動，建立

同工及服務使用者的正面行為和態度，實踐安全文化，創造優質安全及健康的工

作場所及安康家舍。

卓越安健院舍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於2008年至今為職業安全健康局認証，首批榮獲「香港安健院舍計劃」

之 「卓越安健院舍」，全港僅48間院舍獲此最高級別的殊榮。

Love	Idea	Love	HK	-	“	Love	Garden”	北京研討會

匡智地區支援中心－新界北區李彩英經理應邀出席2014年10月24日

在北京舉行的「婦女發展與全民參與公益研討會」，分享如何推動

社區人士一起參與社區服務的經驗，實踐與體驗傷健共融的社會，

亦藉此機會與國內社福團體進行兩地交流。

參與慶祝香港賽馬會130週年	

匡智賽馬會玻璃樽回收行動計劃在眾多資助綠色項目中，被獲邀參加慶祝

香港賽馬會130週年活動，玻璃樽回收大使許玉宝先生更獲邀參與拍攝宣

傳活動。

第38屆香港特殊奧運會

來自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的23名服務使用者在第38屆香港特殊奧運會中

贏得23金、15銀和7銅的佳績。

十年超頂級鐵人耐力獎卓越成就

張敏珠	(住宿照顧部	–副院長)

加入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已超越十個年頭，基於過往十年沒有

取過病假，今天獲頒授超頂級鐵人耐力獎，理應感到非常欣慰，

但對於自小體弱多病的我，求學階段每年因病缺堂數十天，公開

試重病入院缺考，踏入社會後在職場亦因身體不適經常缺勤，得

此獎項實是高不可攀的一個奢侈品。

所謂「身體髮膚授之父母」，我深深體會家人自幼無微不至、全

心全力地照顧我，使我更積極地面對病魔，努力鑽研養生之道，

選擇醫護行業為終身職業，助己及人，關愛及支持於痛楚中呻吟

的病人，燃點希望的曙光。

我衷心感激獲中心頒授超頂級鐵人耐力獎，使多年努力得到認同

及肯定；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越來越多同工可以獲此獎項，有助

加強及提昇中心服務質素，營造健康庭園給服務使用者居住。

何妙芬	(住宿照顧部	–	行政助理)	

很榮幸獲得這個獎項，對我來說是一個鼓勵，令我時時刻

刻要提醒自己注意身體健康，多多保重。

病假，是需要醫生對病症的診斷及休息時段的證明。大部

份人只注重治療病症，而忽略導致疾病的真正原因。其

實，身體患病，不應只著眼於疾病，而是要審視自己的生

活習慣及態度，然而要改變觀念及思想又談何容易呢!

很多人為了生活而努力工作，但現時的人的生活幾乎只剩

下工作，沒有剩多少時間供自己休閒。我時常提醒自己不

要過度工作，不要讓工作壓力變成情緒而發洩在他人身

上，自己不請病假，帶給別人難受痛苦而令別人請病假便

不好了!

作為中心的一份子，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締造一個令人由一

踏入中心，便充滿喜樂、平安，有歸屬感和安全感的快樂

園地。在此祝願大家，身心健康、出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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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改善工程

(1)更換中心室內/外指示牌，確保
中心各指示清晰及維持標準化

(5)改裝D102工程
D102進行改裝工程，發展成
為展藝廊，培養學員發展藝術
工作

( 4 ) 更 換 部 份 地 方 膠 地
蓆 ， 保 持 中 心 環 境 清
潔、光潔及明亮

(2)房舍洗手間工程
(a)鋪防滑鋼沙及扶手

中心部份舍友已踏入樂齡階段，為確保舍友
們的安全，特別在房舍洗手間地下加鋪防滑
鋼沙及加裝扶手

(b)更換洗手盆下櫃

(c)更換中心房間門

(3)更換中心部份性能開始
衰退的冷暖氣機，讓服務
使用者全年均在合適的溫
度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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