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標
向青少年推廣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精神和核心價值，以提升青少年對殘疾人士的權
利、需要和潛能的認識和了解。

內容
（1） 工作坊 完成了超過140場工作坊，超過3,500人次的青少年人參與

（2） 青年活動日 舉行了33次青年活動日及超過3,300人次的青少年人參與

（3） 青年大使培訓 64位青年大使經過100小時培訓，並完成了25小時的義工服務

日期
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期間

青年大使培訓期間，探訪及認識了下列機構單位、體驗了相關類別人士的生活情況、挑戰與
困難，並與不同殘疾人士真情分享。

機構 /個人 （按服務時序排列） 服務類別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肢體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視障人士

無障礙劇團 殘疾人士及社區人士

香港神託會 創薈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精神病康復者

傷青動力學堂 肢體傷殘人士

新健社（中風患者及家屬互助社） 長期病患者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特殊學習困難人士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聯青聾人中心 聽障人士

樂智協會 智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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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殘疾人權利公約》定義與原則

定義：

殘疾人士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長期損傷的人，這些損傷與各種障
礙，可能阻礙殘疾人士全面參與社會。

《公約》建基於以下原則：

（一） 尊重固有尊嚴和個人自主；

（二） 不歧視；

（三） 參與和融入社會；

（四） 尊重差異及接受殘疾人士是人類多樣性的展現；

（五） 機會均等；

（六） 無障礙；

（七） 男女平等；

（八） 尊重殘疾兒童逐漸發展的能力及其獨特身份。

   提名 「青年大使」學校 / 單位 （按學校筆劃順序）

 上水官立中學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群主學校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薄扶林）

 粉嶺官立中學 基督書院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匯知中學

 筲箕灣官立中學 德貞女子中學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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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螢
隨着「傷健共融，各展所長」青少年計劃的結束，

伴隨而來的是我的成長與改變，以及我對香港無

障礙設施的深入認知及了解。

這數次的活動讓我更貼近殘疾人士的內心世界，

同時，我也希望有更多香港人能在生活中付諸實

行，尊重及理解殘疾人士出行或生活的不便。我

們必要時應給予殘疾人士幫助，但前提是一定要

在對方同意的情況下，以尊重他們的自尊。願大

家都能夠接受並容納殘疾人士，讓他們能夠與常

人無異地融入我們香港這個大家庭。

首先我十分感謝能夠有機會參加是次訓練營，我

在計劃當中有很多得著。在活動當中，我們不單

聆聽殘疾人士的心路歷程，同時亦在遊戲互動當

中學習如何運用溝通技巧與他人進行正面的對

話，讓對方在談話間亦感覺輕鬆愉快。而在活動

中，我更有機會透過第一身角度，切身處地感受

殘疾人士的困難。透過親身體驗活動，我完全對

殘疾人士改觀，與嘲笑他們的殘疾相比，我認為

我們應該要向他們學習。不管是面對自己的殘疾

還是面對他人的奇異眼光，殘疾人士的態度都要

比我們的正面，他們不怕嘲笑，不怕跌倒，勇敢

面對人生，真的令我獲益良多。

在這個計劃中，我接觸了很多殘疾人士，有聽障

人士、肢體殘疾等的殘疾朋友。我學會的並不只

是如何和他們相處，更是如何包容他們，就好像

智障朋友不會數數字和表達他們的想法，我們要

更耐心去教導及引導他們。殘疾朋友並不可以靠

藥物或醫療改善他們的身體狀況，而是伴隨一生

的，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我們所擁有的。

通過這個活動我學會了很多新的知識。例如，殘

疾人士有「平等和不被歧視」權利，他們有很多

東西可以做到，我們不應該戴有色眼鏡來看他

們；他們也有「工作和就業權利」，可以外出工

作等⋯⋯另外，我知道了殘疾人士其實可以出外

旅行，只是他們的輪椅需要託運。還有，他們可

以參加很多比賽。而到訪機構更讓我學懂了很多

關於視障人士及精神病康復人士的知識。

計劃其中一個活動，以辯論和話劇的形式，讓我

學到很多關於《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知識，工作

坊也讓我親身體驗他們的生活，令我更加了解殘

疾人士生活中的不方便。

一個又一個的活動和嘉賓分享，讓我深入了解和

思考殘疾人士的生活模式，以及他們所受到的待

遇。現實為他們帶來這樣的命運，我替他們抱不

平，但同時又為他們感到有盼望。他們在這種命

運之下突破自己，為自己建立更強大的心靈，這

也是我在嘉賓身上感受到他們的與眾不同。

不僅如此，透過這個活動，我更加深切體會到殘

疾人士在社會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例如，相

對於其他群體人士，公共路線的設計及商場內的

設施都無法讓殘疾人士有效使用。這提醒我以後

若有能力，必定要幫助他們爭取更好的待遇。

這個活動讓我更了解殘疾人士。最令我印象深刻

的，是視障人士學點字遇到很多困難，他們不僅

要有耐性，還要比一般人更專注學習。可是，他

們卻不會輕易放棄，相反更加努力去面對困難。

慶幸政府給他們提供了一些措施，如設立特殊學

校，讓視障兒童從小培養自理能力，幫助他們日

後照顧自己及融入社會。

在這個青年大使活動中，通過工作坊、camp和
義工活動，我了解更多殘疾人士的需要和困難。

而和他們的相處中，我也發現其實他們與常人沒

有甚麼區別，故不要帶著奇異的目光看待他們，

也不需要過度的同情和憐憫他們，和對待常人一

樣就可以了。當然在他們遇到困難時，也可適當

地幫忙一下。

在今次的青年大使計劃的工作坊、義工服務和體

驗營中，我學會了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

精神，以及一些有關無障礙人士的知識。我更有

機會接觸不同的殘疾人士，他們分享了各自不同

的經歷，令到我明白應該要讓更多人知道對殘疾

人士要有更多的包容、耐心和尊重。

另外，我在這個計劃裡學會了傷建共融。我明白

到除了要包容和尊重殘疾人士之外，還要讓他 /
她們有平等的待遇，不被分化和歧視。

我感恩自己有健全的四肢，也十分幸運能參與這

個活動，令我能夠在多方面加深認識。如果重

新問我參不參與，我相信我會毫不猶疑地選擇 
參加。

青年大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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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這個青年大使培訓活動已經接近尾聲

了。這個培訓計劃讓我學會了和各種不同殘疾人

士相處，亦從中認識到他們的難處和面對社會的

不同經歷。其實不論身體狀況如何，我們都可以

生活在一起的。與殘疾人士的相處讓我發現，他

們面對的困難是我們難以想像的，但是他們並沒

有放棄自己，反而用屬於自己的方式為生命增添

光彩。他們並不需要別人的同情心，而是同理

心，需要我們嘗試去了解他們、融入他們，並且

給予他們尊重。

慶幸我能夠成為青年大使，接觸到各種不同的殘

疾人士。我一定會盡我所能向身邊的人灌輸我所

學到的知識，努力推廣傷健共融。我也會多參與

不同的義工服務去幫助更多的殘疾人士。

數次工作坊和訓練營讓我親身體驗了各種殘疾人

士的真正生活。以前，雖然我了解過視障人士的

生活，但認為他們只要不是全失明，能看到一點

東西，在生活上也不會太不便。但體驗過視障人

士的生活後，發現即使有一點視力，也很容易會

撞到物品。在處理事情時，只能依靠眼睛接收到

的餘光，真是十分不便，令我感觸良多。

作為一名青年大使，只是自己有深刻的了解還不

夠，我有責任向身邊的人分享這些寶貴的體驗，

並且通過日後進行一些義工服務去幫助更多的殘

疾人士，也就是為傷健共融盡自己的一分力，這

樣才能給予殘疾人士最大的幫助。

與殘疾人士的接觸讓我發現，他們固然不幸，但

也不是所有人都沉落在悲傷之中。有些殘疾人士

也很樂觀，用積極的態度面對生命，他們更會參

與各種運動比賽，讓他們的生命發光發熱。我們

不應該抱著同情心面對他們，而是用同理心，並

尊重他們，除下我們的有色眼鏡。

身為青年大使，只是自己有深刻的了解還不夠，

我有責任向身邊的人灌輸這些寶貴的知識，這樣

才能給予殘疾人士最大的幫助，也就是為傷健共

融盡自己的一分力。我還會通過日後進行一些義

工服務去幫助更多的殘疾人士。

成為青年大使後，數次的工作坊、訓練營，以及

與殘疾人士共處，令我發現自己對他們有許多誤

解。例如，我知道了精神病患者其實與正常人沒

有甚麼區別。另外，坐輪椅並不是想像中的那樣

舒適，會坐到屁股酸痛。上斜路時也十分困難，

半個小時手就累了。

要殘疾人士融入社會，不是以我們的標準量度他

們，而是經過調適，讓殘疾人士完全融入社會，

除去「殘疾人士」這個標籤。我覺得這個理想十

分美好，我也會為這個理想而努力。

今次的活動令我明白了很多新的道理。我曾經在

晚上黑暗的環境下玩遊戲，感受在視障人士的世

界一切都是黑暗、可怕。但視障人士仍積極生活，

令我欽佩。是次活動很多殘疾人士前來分享，令

我理解到世界其實還有很多人需要幫助，也更加

認識了自己。

整個計劃不但令我的人生增加了色彩，還令我得

到更多的友誼。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再次參加。

計劃中，工作坊提供不同的體驗活動，例如體驗

截肢人士、患有眼疾或視障人士生活當中的困難。

活動中我體驗了視障人士畫畫，發現他們的空間

感很強，即使看不清楚，也畫得很好。如果空間

感比較弱的話，會很容易把東西畫得亂七八糟。

另外，不同殘疾人士的分享，讓我可以更加深入

了解他們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難和感受。

以前，我以為與殘疾人士相處，就是見到他們就

幫忙一下。但參加了這個計劃之後，我發現其實

如果我們幫助他們處理所有事情，有時候會令他

們失去自信心，認為自己無能力，產生很大的自

卑感。其實我們不需要幫助殘疾人士處理所有事

情，亦不應該有「幫助」的心態，有些時候只需

「協助」他們，讓他們重拾自信。今次計劃的所

有嘉賓都非常正面、樂觀，我希望自己可以令到

更多的殘疾人士建立正面的想法。

這個計劃讓我增廣見聞，我不但了解更多殘疾人

士日常生活的難處，也親身體驗了他們的不便。

在日後的生活中，我會多了解他們，並嘗試去幫

助他們，例如不會因為一時方便而使用殘疾人士

的洗手間。另外，我也很感恩自己健全，會更珍

惜現在擁有的事和物。同時，我也很佩服和欣賞

他們，即使生活很艱難，也勇敢、樂觀地生活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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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數天，我學習到很多事情。平常我不會特

別留意殘疾人士，對他們也沒有特別的認識，只

知道他們在社會當中是需要幫助的一群。跟他們

一起交談，在遊戲當中的相處，讓我更加了解他

們，也明白到面對困難，應該樂觀、積極面對。

雖然社會上有輔助殘疾人士的設施，但有時候並

不足夠。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我們應該幫助他

們。在這次活動中，我能夠體驗殘疾人士的生

活，了解他們的困難，平常我們很容易做的事，

對殘疾人士來說也變成天大的難題。他們每走一

步也要很大的勇氣，這教導我要積極面對困難，

不要輕易放棄。

今次的活動令我改變了對殘疾人士的認識，更加

深了我對香港傷健共融的認識。其中一次，我們

到訪香港神託會創薈坊，體驗及認識精神病康復

者及其生活情況，令我知道原來殘疾人士也能夠

像健全人士一樣生活，我們亦不需要用異常的目

光去看待他們。希望香港可以有更加多的團體去

支援他們。

起初，我對殘疾人士並沒有深入的認識及了解。

但在參觀精神病康復者中心後，我知道有不同的

設施提供給康復者使用，也給予我們一個新的機

會認識他們。

最後，感謝學校及機構為殘疾人士提供的服務，

盼望日後可以策劃類似的服務給予殘疾人士等。

計劃中的一次探訪讓我記憶猶新。起初到達精神

病康復者機構時，我心情十分忐忑，「精神病康

復者」這詞更令我感到恐懼、擔心。但這個探訪

活動改變了我對「精神病康復者」的看法，讓我

了解原來他們和我們「普通人」一樣，不應被帶

有有色眼鏡的目光看待。

參加一系列活動後，我對現時香港有關傷健共融

的措施有一些建議。社會對無障礙設施的支援不

足，一位肢體殘疾人士反映，很多屋苑及公共地

方都沒有興建如斜道等設施，這是因為當中涉及

大量金錢，商家並不願意投放資金去服務小眾。

我認為社會應在這方面投放更多資金，以協助政

府以外的團體興建無障礙設施。

其次，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將他們和我們刻意區

分，而是讓殘疾人士成為我們的一份子，就如計

劃的名稱「傷健共融，各展所長」一樣，讓他們

參與我們當中，彼此交流與協助，給予他們充分

空間與尊重，無論是殘疾還是健全人士也平等對

待，以達致共融。

我很幸運能夠參加這次培訓。我除了對聯合 
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內容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外，更體驗了殘疾人士的困難。活動中，我真的

難以想像他們每天都要經歷這些困難。雖然他們

有方法幫助自己應對生活上的一些困難，但他們

面對的問題還有很多。

這個培訓計劃給我最大的收穫是讓我對殘疾人士

有更多的認知，也對生活周遭環境多加留意。這

個培訓還讓我對「義工」這個角色改觀。在接受

培訓之前，我認為義工是幫助不同人士。現在我

認為義工更重要的是給自己一個機會，認識社會

的同時，又以自己能力出一份力輔助有需要的

人。常常有人說當義工幫助有需要的人，事實上

真正得到幫助的不一定是受助者，我們在其中也

有所得著。

透過是次培訓計劃，我認識到不同的殘疾人士，

並從他們口中得知其實殘疾人士也與普通人一

樣，只是他們的生活比我們多了些不方便。是次

計劃使我獲益良多，我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看見殘

疾人士時，可以主動詢問他們是否需要幫助，減

少他們的不便。

我從中認識到的是視障人士所遇到不同的困難，他

們的生活、學習或者工作上與我們的不同。

另外，在大家的帶領下，膽小的我變得開朗。還有，

義工對我來說是幫助其他人，但是知道如何幫助別

人才最重要。首先我們要體會到他們的難處，從他

們的角度出發。這些都是我於整個活動中最大的 
得著。

以往我對殘疾人士的認識並不多，但參與活動後讓

我體會到他們的難處，他們要比我們付出更多的

時間、心力學習更多的技巧去應付日常生活，同時

可能還要忍受其他人的目光。我也明白到，其實每

個人都有需要幫助的時候，健全人士也不例外。因

此，當日常生活中看到有需要的人士，不論健全與

殘疾，我們都不應漠視他們的困難，在自己的能力

範圍內盡力去幫助，及時伸出援手，這也許會讓大

家在社會上感受到多一點愛。

在參加這一連串的活動之前，其實我對殘疾人士

的認知並不多，但會對他們的生活有好奇心。所

以，好高興有這個機會，更深入了解他們，例如

特殊學校的環境、設備等。希望將來可以有更多

機會再去學習。

青年大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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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高興可以參加這個計劃，令我了解到更多有關

殘疾人士的事情，其中最深刻的一次是參觀一個

劇團，原來香港有一個關於殘疾人士的劇團。其

次，不同的活動及體驗，讓我們嘗試扮演殘疾人

士，體會他們的困難。最深刻的反思是當我扮演

一個殘疾人士的時候，我積極地嘗試所有方法去

解決困難，但平時當我四肢健全時，為什麼沒有

這麼積極的去面對困難呢！這是我在今次計劃中

的最大得著，同時亦令我更加了解殘疾人士呢。

在參與計劃前，我很少接觸殘疾人士，不知道他

們的想法及日常生活與我們有什麼不同。我認為

對待殘疾人士要與普通人一樣，不能帶有歧視

的想法。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要助他們一臂 
之力。

在是次計劃中，我參與了不同的體驗活動，與不

同的殘疾人士相處及聆聽他們的分享。我發現他

們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悲觀，反而十分樂觀及很懂

得開玩笑，與我們無異。

通過培訓計劃，讓我重新認識殘疾人士的生活和

政府的援助等。希望社會能夠改善更多，讓殘疾

人士的生活更加方便。

以前我不是十分關心殘疾人士，有時甚至歧視他

們。但參加了這次活動後，我不但了解到殘疾人

士的需要，藉著與不同的參加者相處、溝通，我

還學會與不同人士相處。

經過一系列的活動，我體會到殘疾人士的苦處，

不是如我之前想像中那麼簡單。但他們卻能夠做

到我們都未必做得到的事情，我替他們感到十分

驕傲，更學會不要輕視別人的能力，且要尊重、

包容別人。

另外，多謝所有傷青會同事給予機會，讓我體驗

不同的活動和聆聽不同殘疾人士的分享，令我獲

益良多。

參與此計劃加強了我與人溝通的自信心，亦訓練

了我的團隊合作能力與責任感。正所謂助人為快

樂之本，殘疾人士是弱勢社群，少不免遭到社會

的忽視或遺棄，如有能夠給予幫助的地方，本人

十分希望能夠繼續幫助殘疾人士，貢獻社會。

這個計劃帶領我認識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例如

我們參觀了心光盲人院暨學校，得知他們是一間

供視障人士讀書的學校，每個班別只有 3至 4個
學生，而他們是需要透過手指觸摸點字才能學習

到書本上的知識，比我們更辛苦，難度更高。相

比之下，我們只需要用眼睛便能看到所學的知

識，比他們方便及容易，所以我要更努力和積極

讀書，希望有一天能運用我所學到的知識去幫助

他們。

理解是建立共融社會的第一步。若年青新一代欠

缺要理解殘疾人士的思想，香港在推動傷健共融

的工作便會十分艱辛，因此教育下一代是不可 
或缺。

參與青年大使計劃除了令我對殘疾人士的了解更

深之外，我還在這活動中認識了很多來自不同學

校的朋友。而且，我體驗了不同的義工服務，加

強與別人合作的能力。

在這裏我想多謝我們的導師和協會的殘疾人士，

以及與我一起參與不同活動的同學，多謝你們令

我在這三個月過得很有意義。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與殘疾人士相處，我認為

是次活動是十分有意義，將我們與殘疾人士聯繫

起來，讓我們與殘疾人士一起進行活動，了解他

們的需要。

完成活動後，我會將在活動中的體驗分享給身邊

的朋友，讓他們也能從我的分享中了解真正的殘

疾人士，在現實生活中幫助有需要的人。

參加這次活動前，我很多時候都會因為不知道該

如何幫助他們，而選擇帶著同情心而離開。但現

在，我明白到他們的難處，例如輪椅人士遇到階

梯時，經常要繞遠路走，十分不便。這些小事對

健全人士可能輕而易舉，但對輪椅人士便是生活

上的一大難事，而我們幫助他們，可能只是舉手

之勞。

此次活動亦令我明白到其實殘疾人士並不是很難

相處。他們也是很善良的人，令我以後更有信心

去主動問他們有什麼需要。我亦更清楚如何詢問

才能真正幫助他們。

最後，希望殘疾人士找到自己的價值，在社會上

不受自身的限制下也能發揮自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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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劃邀請了很多嘉賓前來與我們分享，使我更

能了解殘疾人士的日常生活。他們總以輕鬆的語氣

與我們分享，但我知道他們一路走來並不容易，這

教會我在遇到挫折時，需要更堅強地面對。

在這計劃裡，我認識了許多殘疾人士。聽過他們

的分享後，我才明白到他們生活中的種種困難，

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假如我們能對每一個人，無

論是殘疾人士或是健全人士多一點關懷、多一點

包容、多一點溫柔，或許整個社會都會變得更溫

暖美好吧。不分傷健，樂也融融！

參加計劃之前，我對殘疾人士有誤解，經常覺得

他們不能完成許多事情，是十分需要我們協助的

弱勢社群。然而，我在參加了各項活動後才發

現，他們事實上有很多亮點是我不知道的，例如

他們當中有擅長球類運動的，也有擅長演奏音樂

的，亦有在製作美食方面很有才能的。而且，有

很多殘疾人士也是能工作的。這令我看到他們也

是和我們一樣，有自己的優點與工作。

透過模擬殘疾人士的日常生活，從中得知殘疾人

士真的比我們辛苦，例如他們需要依賴自己的雙

手去推動輪椅，有梯級的地方便不能前進，需要

比我們走上更多更遠的路才能到達目的地。我希

望社會能給他們多一點包容，在看見他們需要幫

忙時，幫助他們而不是嫌棄或歧視他們。

我希望能把在計劃中學到的宣揚出去，讓更多人

士關注「傷健共融」的理念，而不只是過度保護

他們。如面對智力障礙人士時，應耐心與他們相

處，而不是幫助他們完成所有事情，就算那些事

是他們能力所及的。無論是感受方面還是知識方

面，我都希望能與身邊的人分享，讓社會大眾接

受到傷健共融的理念。

這次活動令我知道了很多有關殘疾人士的定義，

亦學會了一些簡單的手語和與不同殘疾人士的溝

通方法。

在體驗殘疾人士的日常生活中，我亦明白到不同

類型的殘疾人士都有不同需要，雖然他們可能需

要協助，但在協助他們時要先詢問他們。今次的

活動令我在遊戲中更認識殘疾人士，亦認識了一

些協助的小技巧，令我獲益良多。

在參加過這次培訓計劃後，我大大加深了對殘疾

人士的了解和打破了我固有的誤解。

我以前很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殘疾人士，因此

在面試時被問到共融教育是否應該推行時，我未

曾想過殘疾人士抗拒共融教育的原因。在計劃

中，我能與不同年齡層的殘疾人士交談，發現他

們生活中有許多未能解決的困難。在親身體驗他

們的生活後才發現，自己以往把殘疾人士的不方

便想得過於簡單，例如他們在社交上遇到的困

難、他人的不理解甚至歧視、社區設施不足導致

的不方便，這些都有可能令他們抗拒傷健共融。

因此，在計劃結束後，我除了希望能運用自己所

學到的知識協助殘疾人士外，還希望將我所明白

的推廣給身邊的人，帶回學校甚至社區，令更多

人明白傷健共融的概念。

每一次的工作坊都讓我了解到不同殘疾人士所經

歷的困難、挑戰。在他們分享經歷中，我明白到

未來我應該如何學習他們這種堅強的意志力和鍥

而不捨的精神去面對困境。在每一次的活動，我

都與不少的團體合作，讓我領悟到結果並不是最

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當中的過程，大家一起團結

合作、堅持不懈，才能獲得最大的得著。

計劃完成後，我作為青年大使，將會把更多關於

殘疾人士的需求及資訊給更多的人了解，只要可

以幫助到他們的我都會盡力去做。社會需要大家

攜手為共融而努力，才可以創造出更好的明天。

我希望這些正能量能通過我們來傳播出去。

參加這個計劃之前，我接觸和了解到有關殘疾人

士的事情並不多。但現在，與不同的殘疾人士及

同學完成活動後，我覺得自己與別人溝通相處的

技巧有所提升。我既學到不同資訊、知識之餘，

更加獲得不少友誼。我學到應該如何團結一個團

隊，用自己微小的力量協助大家投入，讓大家開

心盡興。在社會中，我們不單要顧及自己，更需

要顧及全部人的需要。

這次活動是學校從未舉辦過的，所以我很珍惜這

一次寶貴機會。

我很高興有機會和不同的人士接觸，不論是和我

一起完成挑戰的同學，還是讓我更加關心這個社

會的殘疾人士，都讓我學習到尊重、關懷和溝通

能力。

青年大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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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我們對殘疾人士需要有同理心，在他們有

困難時可以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助他們，而不是同

情他們。而我也會多參與一些義工活動去了解他

們，並與他人分享，讓他人更了解殘疾人士。

在整個培訓中，我了解到殘疾人士的需要，明白

我們不能歧視和標籤他們，應該要互相幫助。

在是次活動中，我體驗了殘疾人士的日常生活，

使我改變了對殘疾人士固有的「淒慘」形象。我

認為互相尊重、彼此關心，才是達到共融的最好

方法。

我很高興參與了是次青年大使的培訓，使我獲得

更多有關殘疾人士的知識。

在參與活動前，我很害怕與殘疾人士談話，因為

我怕在言語間傷害到他們。參與活動後，我才發

現只要用心與他們相處便可以了，他們與我們並

沒有什麼不同。

一個社會要由不同的聲音、不同種族及不同的語

言組成，當然更少不了的元素是健全及殘疾人

士。透過是次活動，我認為社會需要給予殘疾人

士更多的資源，興建更多不同的無障礙設施，讓

他們更方便。大眾也需要給予他們更多的耐性，

而作為青年大使，我們可以將所見所聞和他人分

享，讓更多人關注殘疾人士。

我認為社會對殘疾人士的關注不是那麼多，例如

我們一般只會在書本、電視，或從別人口中認識

殘疾人士。而是次培訓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

們年輕一代可以親身接觸殘疾人士，了解他們。

身為青年大使，我一定會將從計劃中的體驗分享

給其他人。

不經不覺，這已是最後一次的青年大使培訓。這

次訓練讓我學會了很多，例如透過一些殘疾人士

或機構的分享，加深我對殘疾人士的了解，並讓

我體驗到一些殘疾人士的生活，這些活動十分有

趣。我更在這次青年大使培訓中，認識了很多不

同的新朋友，還學會了一些手語，讓我能夠跟聾

人朋友溝通。

很榮幸地參加了這次青年大使培訓計劃，獲益良

多。我獲得許多關於殘疾人士的知識及認識如

何照顧 /協助他們的方法，更體驗到殘疾人士日
常的不便，使我能夠設身處地，懂得如何幫助 
他們。

我很喜歡這次活動，同時也感謝工作人員的細心

講解與熱心照顧。

在是次活動中，我認識了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

例如肢體殘疾、視障人士、學習障礙人士等等。

在交談中我才發現他們很有趣，他們雖然經歷了

比我們更辛苦的日子，但仍然懷有一顆對社會充

滿熱情的心，不會怨天尤人。這些比書本上學到

的更令我深刻，使我改變人生的態度，在遇見困

難時，也不應該輕易放棄。

我曾以為殘疾人士的看法是負面的，因為他們每

天都要面對不同的困難。但在計劃中與他們的相

處後發現，他們不會把「殘疾人士」這身份當作

一件負面的事， 相反他們會嘗試各種健全人士
會做的事。我們不應該用同情心或憐憫的眼神來

看待他們，我們只需待他們如普通人一般，就可

令他們感受到自己被接納。

體驗殘疾人士生活後，我發現我們平常一個微不

足道的舉動都能夠幫到他們，例如協助他們推一

推門，這些舉動都可以為他們帶來方便。之前我

可能不敢踏出一步去幫助別人，但參與計劃之後

我想嘗試去幫助不同需要的人。

於整個計劃裡，我參與了很多關於殘疾人士的活

動，除了解到殘疾人士的權益之外，亦令我有很

多機會認識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了解他們的想

法，亦體驗了很多以往身為一個健全人士體會不

到的事情。

計劃內容很全面和深入，包含不同類別殘疾人

士，例如肢體殘疾、讀寫障礙等等。而每一次的

活動都令我學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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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在2018-2019年度，於學校進行教育工作期
間，收集及總結超過1,000位青少年對視障、聽障
及肢體傷殘人士的印象及疑問，得出以下「殘疾人士
30問」：

殘疾人士30問

12

視
障
人
士

聽
障
人
士

肢
體
傷
殘
人
士

1 去到陌生地方怎麼辦？ 6 如何安全過馬路？

2 能否玩電腦？ 7 可以做甚麼工作？

3 怎樣辨認男女廁所？ 8 如何煮飯？

4 如何知道前面有障礙物？ 9 能否看書 / 電影？

5 看不見身邊的人會否感到孤獨 
害怕？

10 如何安全走火警？

1 可否用電話聊天？ 6 是否聾就會啞？

2 使用助聽器後聽到的聲音是怎樣
的？

7 聽障人士利用手語溝通比較容易 
激動？

3 在家時，如何知道有人到訪？ 8 駕車時如何知道有危險 
（其他車的響號）？

4 能否聽到 / 享受音樂？ 9 如何知道有火警發生？

5 不懂手語是否很難和聽障人士 
做朋友？

10 聽障會否遺傳？

1 升降機壞了怎麼辦？ 6 輪椅人士可以上樓梯嗎？

2 （電動）輪椅人士是否可以坐飛機？ 7 輪椅人士如何上廁所？

3 行動不便 / 使用手推輪椅人士 
為甚麼不使用電動輪椅？

8 如何上體育課？

4 電動輪椅壞了 / 電力用完 
（如在街上）怎麼辦？

9 坐輪椅可以洗澡？

5 （電動）輪椅人士如何乘搭渡輪 
（船艙有一梯級）？

10 輪椅人士如何安全地懷胎10月及
生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