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2864 2934      傳真：2864 2962         電郵：reh@hkcss.org.hk                             (通訊 2020 年 4 月) 

  
1 

 

                                                                    

 

 

 

 

   

 

 

消除精神病患的污名化研討會：介紹「誠實、開放、自豪計劃」  

Seminar on “Honest, Open, Proud Program (HOP):  

To Erase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過去數年，政府開始在社區精神復康服務單位推行朋輩支援服務，反映朋輩支援員

的工作成效漸獲得肯定，他們分享的復元故事，有效讓公眾人士、同路人、學生及

家屬等正確認識精神病及復元歷程，減低精神病的污名。另一方面，重複地分享生

命故事可能會令朋輩支援員感到困倦。Honest Open Proud(HOP)是一個在美國推行的

計劃，協助分享者應對污名而有選擇地決定是否披露自己的精神病經歷，及學習有

策略地講述個人故事，從而掌控自己的生命，減少分享者的自我恥辱感和壓力，並

帶來個人成長，消除精神病患的污名。為讓業界人士，包括社工、朋輩支援員、復

元人士、專職醫療人員等了解 HOP，聯會於 2020 年 1 月 3 日舉辦了一天研討會，並

很榮幸邀請到芝加哥伊利諾理工學院心理學副教授 Jonathon E. Larson 博士擔任講

者。他擁有 20 年在大學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心理健康和心理治療的經驗，並且是誠

實，開放，自豪計劃（Honest, Open, Proud）的講師和培訓師。在研討會早上環節，

Dr Larson 介紹並討論了“誠實，開放，自豪”計劃的理念和實施，他分享了他患有

創傷後壓力綜合症的生活經驗，以及在美國海軍陸戰隊中提供服務的經驗，並討論

了他實現個人目標和獲得團結的方法。在下午的環節，我們邀請到新生精神康復會

的督導主任陳鳳翔女士分享了本地推行 HOP 的經驗。之後，Dr Larson 邀請與會者

上台，並就如何帶領 HOP 小組進行了現場演示。大約 100 名參與者參加了研討會。 

 

 

 
 

 
 
 
 
 
 

通訊 2020 年 4 月 



2 (通訊 2020 年 4 月)  電話：2864 2934       傳真：2864 2962         電郵：reh@hkcss.org.hk                        

 

 

 

 

 

政策倡議 
 

 

  
 
 
 
分享交流會系列： KOL 分享會 

 

過去數年，朋輩支援員的工作成效獲得肯定，他們分享的復元故事，有效讓公眾人士、

同路人、學生及家屬等正確認識精神病及復元歷程，減低精神病的污名。不同的朋輩支

援員的分享各有特色，聯會舉辦了分享交流活動。由於疫情關係，是次分享交流活動改

以分享短片形式進行，我們邀請到兩位資深的講者，於 3 月份透過網上 YouTube 平台，

分享他們的演講片段，並邀請參加者於觀看後表達回應。共有約 40 位朋輩支援員觀看短

片，而兩次的分享交流的內容如下: 

 

 短片一 短片二 

分享嘉賓 Rachel Lily 

主題 

 

如何訴說一個 

動聽的復元故事 

如何應對傳媒技巧及 

披露個人身份的爭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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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 2019 年 12 月公佈新的《香港康復

計劃方案》（《方案》）「制定建議」階段報

告（報告），聯會歡迎報告接納聯會的意

見，以殘疾人士的不同人生階段的需要作

出服務規劃，以及就未來不同類別殘疾人

士的服務需求數量作推算，並計算出服務

的規劃比率。可是，報告未有提出加快輪

候康復服務的具體措施，亦未有提出檢討

各項康復服務的時間表，包括人手編制及

設施明細表。在建設共融社會環境方面，

報告未有提出有力的措施推動殘疾人士

就業，如研究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

及為聘用殘疾人士的僱主提供稅務優惠

等。聯會在整合業界的意見後，於 2020

年 1 月底向檢討顧問團隊提交了意見書。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社署於 2

月初發出指引，指示大部份受資助的非院

舍服務皆停止提供服務，以避免人群聚集

及疫情進一步蔓延。隨後，疫情開始緩

和，為討論如何有序地逐步恢復服務，聯

會安排管理委員會與社署助理署長郭志

良先生進行會面，當中服務營辦機構分享

了在疫情下採購防疫用品及調配人手的

困難，期望政府可協助提供物資，並指不

少單位亦已嘗試利用不同方式包括網上

平台，盡量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有度服務。

機構代表亦表示在恢復服務前需有足夠

的通知期，以讓單位可有充裕的時間作準

備，以及社署可彈性處理津助及服務協議

的要求。社署回應指政府現正探討透過不

同方式為服務單佔提供防疫物資，並同意

會彈性處理津助及服務協議的問題。管理

委員會及社署同意未來數星期再安排各

相關服務網絡與社署進行會議，以便進一

步討論逐步恢復服務的安排。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原定於 2020 年

4 月初舉行會議，討論香港政府提交的《殘

疾人權利公約》報告，聯會代表擬安排親

身到日內瓦向委員會進行游說，惟因疫情

被迫取消行程，而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

會亦因為疫情，決定根據會議前收到的書

面資料訂出問題清單。經本港團體極力爭

取後，聯會連同香港 13 個關注殘疾人權

利的團體，於 3 月 31 日與聯合國殘疾人

權利委員會副主席兼中國國別報告員石

川准博士(Dr. Jun ISHIKAWA)舉行網上會

議，向委員解釋香港的殘疾人權利實況，

以供其制訂審議香港實施該公約情況的

問題清單。委員會會於稍後發表問題清

單，而香港政府需以書面回覆問題清單。

預計委員會將於 2021 年 10 月的會期內，

進行對中國包括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正式聆訊。 

 

學前殘疾兒童服務網絡與社署聯絡會議 

 

學前殘疾兒童服務網絡與社會福利署助

理署長郭志良先生於 2020 年 4 月 17 日進

行會面，業界關注的事宜包括，在疫情

下，逐漸恢復服務的關注及安排、今年畢

業同學的支援、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支援

有特殊需要的學前幼兒試驗計劃  (第一

層支援服務) 及兼收服務的定位及發展

等議題。社署就以上議題作回應，並表示

學前康復服務的機構逐步恢復服務時可

提供不同的訓練模式，例如到服務單位接

受小組訓練、網上教學及訓練等。另外，

提供額外訓練給入學未夠一年，但今年畢

業的有特殊需要兒童。而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未來三個學年會繼續增加服務名額至

10,000 個。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 

就逐步恢復服務與社署進行會議 

向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進行游說 



4 (通訊 2020 年 4 月)  電話：2864 2934       傳真：2864 2962         電郵：reh@hkcss.org.hk                        

 

 

殘疾人士工作及就業網絡與社會福利署

助理署長郭志良先生於 2020 年 4 月 21 日

進行會面，業界關注的事宜包括，在疫情

下，逐漸恢復服務的關注及安排、因應老

化問題為庇護工場及綜合職業康復服務

中心進行服務檢討、「優化庇護工場及綜

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試驗計劃及「優化

輔助就業、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及陽光

路上培訓計劃」的檢討等議題。社署就以

上議題作回應，在疫情期間，署方鼓勵服

務單位發放獎勵金給工場學員，有關安排

可直至全面恢復服務為止。 

 
署方並表示「優化庇護工場及綜合職業康

復服務中心」試驗計劃將於數月後推行及

就工場的老化問題將與相關的機構商討。 

 

 

聯絡會議於 4 月 24 日上午進行，社會福

利署助理署長郭志良先生與其團隊出席

會議。會議討論了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緩和

下逐步恢復服務的安排，包括防疫裝備、

環境設施的安排、加強單位資訊科技設備

等。此外，會議中社署表示智障長者院舍

試驗計劃將會儘快推行以加強支援面對

老齡化需要的智障人士，而與會者也建議

未來為居於社區的年長智障人士設立「智

障長者日間復康及照顧中心」，為他們制

定合適安老計劃及支援他們面對年長的

需要。 

 

 

 

 

 

 

聯絡會議於 4 月 24 日下午進行，社會福

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康復及醫務社會服

務)梁世昌先生與其團隊出席會議。會議

上，與會者建議分階段讓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和精神健康流動宣傳車服務逐步

恢復服務，並容許服務指標可因應疫情情

況給予彈性的處理，同時也建議社署需協

助院舍服務規劃隔離空間、加強人力資源

的投放和防疫配套，以有效預防新冠肺炎

未來再次爆發嚴重感染的可能。此外，與

會者也就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對年長

精神病康復者的支援作出討論，建議在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增設普通科護士、言

語治療師等人手，以回應社區年長精神病

康復者的服務需要。 

 

 

服務發展 

 

社區精神健康服務朋輩支援工作員培訓 

 

因疫情，聯會於 2020 年 4 月 22 及 24 日

舉辦兩場朋輩圖書館分享會以 zoom 形式

進行。每場分享會有 1 位朋輩支援工作員

與業界分享她們的復元故事及透過自身

經驗作交流。這兩場分享會邀得新生精神

康復會的鄧女士及扶康會的郭女士作分

享，兩場分享會共有 9 間機構超過 100 人

參與，會上各位參加者反應熱烈及提出很

多有趣及日常工作上精神病康復者面對

的問題，兩位講者都提供有用的解決方案

及意見。 

 

 

組織發展 

 

殘疾人士工作及就業網絡與社會福利署舉

行聯絡會議 

智障人士服務網絡與社會福利署聯絡會議 

精神病患者服務網絡與社會福利署舉行 

聯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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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4月底，聯會共有 168個會員，

包括：       
          基本會員 93 

          普通會員 44 

          個人會員 31 
 

 

 

 
 

 

 

 

 

 

 

 

 

 

 

 

如各會員對殘疾人士復康工作有任何意見及建議，歡迎透過電話、傳真及電郵與我們聯絡。 

復康聯會秘書長/社聯總主任(復康)：郭俊泉 

主任(復康)： 鄧家怡 黎狄慈  朱健滔    項目主任: 謝蕙霞  陳佑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