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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萃雯小姐 X 扶康會「非同凡響」包場放映

藝人鄧萃雯小姐早前觀看電影「非同凡響」後，有感電影極富意義，因此於 9 月 1
日贊助本會超過二百名服務使用者及家屬觀看該電影。鄧萃雯小姐及該片導演歐文傑
先生更親身到場與一眾參加者分享他們對電影及智障人士的看法。鄧萃雯小姐指電影
中表達的訊息十分正面，內容關於教育、愛及生命影響生命等，故此她很希望和本會
的服務使用者及家屬一同分享。導演歐文傑先生指原本以為拍攝本片是幫助有特殊需
要的小朋友，想不到最後是他們反過來幫助了電影，以及令自己有新的啟發。由鄧萃
雯小姐協助成立的「雯雯脆米之家」最佳老友分社的成員，當日亦與其配對的服務使
用者一起觀看電影。

Ms. Sheren TANG Sponsored the Special Screening
of“Distinction”
After watching the film “Distinction”, the renowned artist Ms. Sheren TANG found it so meaningful that she
sponsored a special screening on 1 September for more than 200 service users of the Society,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Ms. Tang joined Mr. Jevons Au, the director
of the film, to share their view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film which was about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Ms. Tang said that the film delivered positive
messages about education, love, and life’s influences.
Mr. Au said that he originally thought he was making
the film to help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but in the
end, he realised that it was these children who had
helped him and given him new inspiration. Members
of the Best Buddies Chapter which was set up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s. Sheren Tang, also attended the
special screening and watched the film together with
their matched buddies.

「非同凡響」慈善優先場

電影「非同凡響」配樂及作曲人查理斯老師於 8 月 19 日舉辦「非
同凡響」慈善優先場，為本會康復服務籌募經費。當日共有三百
多位善長購買門票支持。在電影放映前的致謝儀式上，查理斯老
師帶領扶康會服務使用者進行非洲鼓表演，並邀得電影中的演員
余香凝小姐、岑珈其先生、林嘉華先生及谷祖琳小姐，分享拍攝
的點滴和與智障人士相處的感受。

“Distinction”Charity Movie Screening
On 19 August, the soundtrack maker and composer Charles Sir
organized a charity screening of the film “Distiction” to raise funds
for the Society’s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More than 300 generous
donors purchased tickets. At the acknowledgment ceremony
before the screening, there was an African drum performance
by our service users with
the guidance of Charles
Sir. In the meantime,
actors from the movie,
Ms. Jennifer Yu, Mr. Kaki
Sham, Mr. Dominic Lam
and Ms. Jolane Koo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of the film shooting and
getting along with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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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價值何處尋?
作為美國三藩市一個為有特別需要人士提供服務的機構的義務首席執行官，我榮幸地被安排於 2018 年 5 月到
訪香港一所歷史悠久的復康機構—扶康會，促進與業界的交流和了解。
首站與扶康會毅誠工場的馮經理會面，他精簡地介紹過工場後，便熱誠地領我到不同的樓層參觀，從一條短短
的走廊上陳列的資料中，看到工場不斷的成長和各項事蹟的回顧，展示了他們努力耕耘的成果。曲奇製作是工
場的其中一項服務，馮經理為追求優質保證，總會留下一些曲奇，待到期日那天才進食，看看品質是否有變，
這樣嚴謹的工作態度實在令人深感佩服，也是扶康會服務使用者之福。走到在小賣部，看見負責售賣的殘疾人
士愉快地與人互動，他們突破了自身條件的局限，展現了活力和自信的一面，可見工場不僅是一個工作場所，
更是給服務使用者發揮才能和成長的地方。
次站轉往扶康會天水圍地區支援中心取經，甫踏入中心，那裡的環境便予人明亮安詳的感覺，由於較約定的時
間早了，我安靜地坐在沙發上翻看畫報，職員細心地為我安排接待，其後在陳副經理的陪同下進行了參觀，過
程中感受到員工為服務使用者營造的歡樂氣氛，還得悉扶康會收納了一些不被其他機構接受但有確切需要的人
士，充分體現了會方包容的服務精神。在中心還認識了一位負責自閉症兒童服務的臨床心理學家梁女士，因為
我的孩子也是自閉兒的緣故，所以過往 14 年來也有接觸這方面的訓練和服務。眼看她在局促的環境下，仍專
注地默默為自閉症兒童度身設計合適的活動，實令我深受感動。
另一天早上，有機會了解上李屋成人訓練中心的日間訓練服務，及到石圍角工場參觀。雖然行程緊密，我仍把
握時間與中心職員傾談，從交流中發現他們對服務使用者那份難能可貴的熱誠和愛心，他們還貼心地安排司機
順道送我到石圍角工場繼續探訪，好讓我這位長者不至於太奔波勞累。在石圍角工場，黃經理、社工及另一位
職員向我細訴工場的發展。工場由於環境的限制在發展方面曾遇上困難，後來幸得賽馬會基金的資助，工場進
行了大規模的改善工程，並嘗試加入新項目，藉此增加工友的收入。其間與一位負責木工的資深同事談及他如
何採用一些棄置的材料，幫助有特別需要的人士創製成獨特的作品，引證了他們名片背後寫著那「發揮殘疾人
士的潛力，實現自強自立」的精神。
過了幾天，我到訪了專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訓練的牽蝶康兒中心，從黃經理口中方知道這個服務得來不
易，因為政府對這方面的服務並沒有特別投放資源，全賴會方管理層堅持之下，服務才得以開展。當中特別開
心是再次碰上臨床心理學家梁女士，她忙碌地為自閉症兒童安排活動，還藉機會與我交流教導自閉兒的心得。
現今美國每十名出生的男孩及每三十名出生的女孩中，就有一名患有自閉症，這已是個世界性的問題。
參觀結束後，有感香港現時提供的殘疾人士服務是相當的供不應求，我不禁讚嘆扶康會的同事們都能在沉重的
工作量下，展現「以愛為本、以求為導」的專業精神，並讓「齊建共融社會」的口號真實的「活現眼前」。
最後拜會了扶康會的神師方叔華神父，方神父居住在窄小的地方，和家姆一起服侍一班有特別需要的智障成年
人，看見他數十年來不辭勞苦地對殘疾人士關懷付出，這種高尚情操足以感染他忠心的跟隨者。在我眼裡總幹
事是一位為夢想而奮鬥的人，她總是努力不懈的把事情做到最好，和員工並肩同行，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和致力
提升服務質素。她付上三十多年光陰營造的「雙贏」文化已經深深植根在同事、服務使用者和支持者心中。如
果有人問我香港價值是甚麼？我會邀請你到扶康會來，甘心樂意地服務一個星期，我確信你將會看到香港的價
值。古語云：「施比受更為有福」，香港社會更和諧的將來就在你的手裡。

石知坤 2018-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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