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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就業服務、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
「陽光路上」培訓計劃

.

服務季刊

「殘疾人士登記證」的持證人優惠

相信大家有聽過「殘疾人士登記證」，但你們對持證人優惠又知道多少呢？

1. 香港海洋公園：

持證人可免費入場（日場），而其陪同者亦可享有半價優惠。

如有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智障/精神病，可領取「愛心暢遊服務」*。

*「愛心暢遊服務」︰方便因特殊身體或心理狀況而未能在一般情況下長時間排隊輪候的遊客，
以協助他們優先使用部份遊樂設施。

2. 香港海洋公園水上樂園：

持證人可以優惠價$150購買門票。

3. 香港迪士尼樂園：

持證人購買成人或小童即日門票（只限持票人使用）可享有7折優惠，

以及「協助有障礙賓客服務」卡*。

*「協助有障礙賓客服務」卡︰為精神及身體有障礙的遊客，提供優先排隊服務。

4. 新渡輪：

持證人乘搭香港境內的渡輪航線可享有半價優惠。

5. 天星小輪：

持證人乘搭往來中環／灣仔及尖沙咀的渡輪航線可享相等於小童的票價優惠。

6. 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

持證人乘搭往來香港至澳門／珠海線可享有半價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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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登記證」的持證人優惠

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持證人及其陪同者於博物館、泳池、訂場等可享有優惠。

8. 香港書展：

持證人可以在殘疾人士門票櫃檯以$10優惠購買入場門票。

9. 工展會：

持證人可以享有免費入場。

10. 天際100 :

優惠票價到訪天際100。

11. 國際復康日：

持證人及其陪同者於每年11月至12月的其中一個星期日，免費享用大部份公共運輸工
具，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博物館、泳池等。

12. 深圳地鐵和深圳有軌電車：

持證人可以享有免費乘車優惠，但不包括深圳地鐵11號線的商務車廂。

還有其他更多的優惠，優惠詳情及細則以提出優惠的公司或政府部門提供的資料作準。

資料來源︰復康互助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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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上的「貼地英文」

你們好嗎？歡迎大家又來到一起學英文的環節！上一期我們透過「貼地英文」這本書認
識不同場景所需用的英語，今次會和大家學習工作面試時有機會遇到的問題。

希望大家都能順利找到心儀的工作！

Make an impression

面試官會見不同的應徵者，要令他對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便需要表現出獨特之處。

以下是面試較常出現的問題，可作為參考︰

1. Tell me about yourself.  你是個怎樣的人？

2. Why should we hire you?  我們為何要聘用你？

3. What is your greatest strength?  你最大的優點是甚麼？

4. What is your great weakness?  你最大的缺點是甚麼？

5. Why do you want to work here?  你為甚麼想來這裡工作？

6. Describe a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what you did to overcome it?                         
描述你在學習過程中遇過最大的困難，你如何去解決它？

7. What makes you better than any other candidates I’m interviewing?               
你覺得你比其他面試者優秀的地方是甚麼？

8.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me?  你有甚麼問題想問我嗎？

資料來源：《貼地英文》。Wall Street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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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感言

大家好，我是善導會職業發展服務的「資訊科技大使」楊生。不知不覺地，我已在這裏
工作了約一年的時間。期間，我接觸很多不同的人和事物，感受到同事對我的照顧和愛
護，以及職場上的溫暖💗💗。

這是我初次在辦公室裡工作，我過往對辦公室工作的印象是︰同事關係較冷漠和工作上
支援較少，甚至更聽說過︰「職場如戰場」，在辦公室裡工作，鬥爭/競爭是少不了
😖😖。

不過，其實鬥爭/競爭也有分良性和惡性🤔🤔。

良性的競爭會使人進步；惡性的鬥爭會使人迷失。

一但陷入了惡性的爭鬥，當中不順利的過程和不如意的結果，往往會令人質疑自己的能
力。質疑會令人失去自信，而自信是判斷自己能力的基礎。有些工作在你真實接觸前，
你可能會覺得自己無法勝任，但未必是能力不足的問題，有可能是自信的問題。自信不
足這會使你猶豫不決，最終變得停濟不前。惡性的鬥爭會加劇此情況，導致人不太敢去
嘗試，不能從中測試自己確實的能力，令人逐漸迷失。

我很慶幸自己在這裏工作，因為這裡沒有鬥爭，只有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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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復康日2022

每年的12月3日是聯合國所定的「國際復康日」，香港復康聯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自
1993年起已積極響應，並聯同全港十八區區議會、有關政部門、復康機構、社區團體
及學校等，攜手籌辦各項大型慶祝項目和地區推廣活動，致力倡導殘疾人士融入社會，
推廣「傷健齊心 ‧ 萬眾一家」的訊息。

當中活動包括有︰2022年國際復康日三十週年慶祝典禮、「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
日」、「海洋公園同樂月」及「國際復康日30週年慶祝活動 –香港迪士尼樂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回顧

聚昇天地

12月又來到半年一次的「聚昇」喇！我們今次趁著國際復康日30週年，於12月18日與
大家一起去香港迪士尼樂園遊玩。當日我們一邊玩樂，一邊在園內做「特別任務」。成
功完成的參加者更獲得神秘小禮物一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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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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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你成行」朋輩支援活動

11月23日當日，我們體驗了兩個桌上遊戲，分別是「傳情畫意」及「命懸一線」。

在「傳情畫意」，我們要把別人寫的文字以畫畫形式表達出來，再猜猜別人的畫表達的
是些甚麼。所有參加者同時繪畫和猜題，然後盡速傳給下一位，過程考考大家的想像力
和表達能力，又會製造很多歡樂搞笑的時刻。

「命懸一線」則是一款建構價值觀的合作遊戲。參加者需根據遊戲主題，以及手中的數
字牌，說出一種符合數字強度的事物，然後推論大家手牌的分數，依序擺放卡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點活動

就業獎勵計劃

2022年7-9月的就業獎勵計劃共有 45人次(37人) 達標而獲得獎項，恭喜恭喜！

所有得獎者的獎品已於12月以郵寄形式發放，或由工作員親自送上。2022年10-12新
一期的就業獎勵計劃獎項預計於2023年2至3月期間頒發，鼓勵大家繼續以就業金獎為
目標而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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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銅獎

(連續 2個月就業)

20人次

就業銀獎

(連續 4個月就業)

14人次

就業金獎

(連續 6個月就業)

1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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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工作實習

目的：透過不同工種的工作實習，讓服務使用者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體驗工作。

津貼：每小時$40，以現金形式發放。

辦公室助理實習、清潔實習

地點︰荔枝角辦公室

社企實習

地點︰火炭、柴灣

天愛坊室內種植實習

地點：天水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3年初九新春聯歡晚會

「卯兔迎春添新象」

日期︰2023年1月30日(一) [正月初九]

時間︰晚上六時半恭候，七時入席

地點︰多彩皇宮 (九龍石硤尾南昌街213號)

內容︰晚宴、表演、抽獎等

名額︰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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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B 課程

特定服務對象課程提供適切的培訓及就業
服務，協助特定人士融入社會，自力更生。

ERB 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課程

✓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 店務及客戶服務基礎證書

✓ 實用文職訓練基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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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發展服務】

九龍荔枝角永明街 3 號

泰昌工廠大廈 4 字樓 A

九龍長沙灣荔枝角道 838 號

勵豐中心 601 室-604 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質素標準(SQS)

有關本服務SQS的詳細內容，歡迎你親身前來本辦事處查閱。

若有查詢或意見，歡迎你致電 2185-6262/ 3590-5908 聯絡職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善導會輔助就業服務

直接搜尋 [香港善導會輔助就業服務]

SQS 13︰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SQS 14︰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SQS 15︰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
而毋須憂慮遭受責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SQS 16︰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