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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支援服務地區支援服務 阿囡已經係另一機構地區支援中心嘅
會員，但係一星期返得兩日，可唔可
以申請埋匡智地區支援中心嘅服務，
等佢可以一星期返到五日？可唔可以了解一下個案管理服務

嘅範圍及服務對象？

係咪任何類別嘅
殘疾人士都可以
申請貴會嘅地區
支援中心服務？

1)  每區的地區支援中心也有其所屬的地
區服務範圍，是否可以申請個別的單位
日間訓練服務，就要視乎該區單位使用
服務的人數情況或是否接受跨區的申
請，建議可自行致電了解。

2)  此外，每個單位提供多少日予服務使用
者，都是視乎該區輪候使用服務的人
數，如收生空間大，便可多收幾天，如
果該區的輪候人數多，為了讓更多學員
可以獲得服務，可以返中心的日子便會
相對少。

請問你哋嘅服
務對象有冇年
齡限制？

6 歲 至 59 歲， 如 超 過
59 歲之智障人士，也會
按情況下繼續提供服務。

對象：
有需要社工跟進，並居於社區的殘疾人士
服務範圍 :
1) 提供復康、福利事宜、經濟援助等資訊
2) 提供情緒輔導
3) 舉行活動及小組予個案
4) 為個案提供入宿評估
5) 按個案需要提供不同的協助，支援成長等

所有殘疾人士也可以
申請成為中心的會
員，除精神病康復者
外。

插畫：梁家謙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插畫：梁家謙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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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囡參加緊社署其他服務，係咪同時都
可以申請地區支援中心服務，有冇話唔
可以重疊㗎？

阿囡 25 歲，話好想拍拖、結婚、
生仔，我唔知點教佢，可唔可以請
教下中心姑娘？

我哋年紀漸老，擔心阿囡冇
人照顧，服務又要排好耐，
中心可唔可以幫阿囡入紙申
請宿舍或者公屋㗎？

可以參加地區支援中心的家庭休閒活動、個
人發展計劃、家長支援服務、義工活動等。 1)  學員有此需要是可以理解，難以

完全阻止，但可以多建立友誼，
參加不同的活動，發展個人潛能
的興趣班，職前訓練課程，成長
小組；

2)  亦同步參加教育性的小組，如：
社會危機、網絡陷阱，金錢管理，
與異性相處等，擴闊他們的生活
圈子及經驗，認識更多朋友，從
而獲得被愛與接納，亦同步作教
育的工作，盼望讓他們對人際關
係認識更多，以達至生活平衡，
不一定只思念於結婚及生仔的範
疇。

3)  如子女真的拍拖，也建立開放地
與子女溝通，多了解，讓他們可
以開放地與家長傾談，家長便可
在彼此友好的關係下有更多的提
醒及指導，減低危機出現。

可以為單位內有需要之
學員申請宿舍服務，公
屋申請則不是地區支援
中心可以協助的工作。

插畫：梁家謙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插畫：梁家謙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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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職業訓練服務綜合職業訓練服務

聽講松嶺職業訓練中心要好高能力先入
到，請問入學有咩要求？阿囝依家 15
歲，我想訓練定佢先 .

之前面試松嶺酒店管家課程唔收，可否
再申請其他科目？

請問要唔要交學費或者其他費用？

申請埋宿位會唔會增加入讀難度？

IVTC 全年接受 15 歲或以上，具一定自理能
力及工作動機的輕、中度智障人士申請入讀。

IVTC 現提供十一個不同行業職訓課程，單位
設有甄選委員會審核申請同學的職評報告及各
項申請文件。由於疫情關係，中心會按需要透
過視像面見或邀請同學親臨中心接受專業導師
的基本工作能力及職業技能評估。申請人可按
其興趣申請應考不同課程。

IVTC 是社署全資資助單位，
職業訓練課程並不需要繳交費
用，學員只需繳交餐膳費用。

IVTC 兩間宿舍合共 
170 個住宿名額，並
接受於中心就讀的職
訓學員申請。

插畫：鍾泳希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插畫：鍾泳希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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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囝想做 Bell Boy，如果入讀酒店管家
或房務員課程，中心可唔可以幫阿仔搵
Bell Boy 嘅實習或者工作㗎？

阿囝喺貴中心讀緊零售，但
係見到同學讀嘅美髮課程好
有興趣，唔知可唔可以申請
轉科？

阿囝畢業後將會成為香港智障人士
體育協會嘅全職運動員，佢可唔可
以申請入讀？入讀後又可唔可以申
請假期持續練習？

IVTC 會定時與友好僱主按就
業市場情況商談實習及聘用職
位，並為合適學員推薦心儀實習
／工作崗位，當中亦包括聯繫香
港不同的酒店提供實習名額。

IVTC 鼓勵學員按「興趣與能力相
符」的原則選擇適合自己的訓練課
程，現有課程 A 學員若希望轉讀課
程 B，可以透過個案社工向中心提
出申請，安排於課程 B 有相應學額
時轉班試讀。

IVTC 鼓勵學員參與體育活動，期望各學員有
健康的全人發展及有足夠體能應付工作需要。如
學員為全職運動員／特殊奧運隊成員，入讀後可
以向中心提供相關資料，申請練習假期及外出比
賽特別安排。

插畫：鍾泳希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插畫：鍾泳希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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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展亮收咗阿囝讀咗半年，但佢唔適
應，依家可唔可以申請松嶺職業訓練中
心嘅課程？可以申請啲咩課程？

職業訓練中心人手編制如何？
除了老師，有冇社工或其他專
職同工？人手比例又同學校有
咩分別？

IVTC 現提供的 233 個職訓學額，最多可
提供 40 個「再培訓」學額讓曾入讀其他職
訓機構的學員申請。一般情況下「再培訓」
學員的訓練期維期半年，家長及同學可申請
延長培訓期，單位亦會視乎學額情況作處理。

IVTC 的職業訓練課程，會按教學
環境及同學的需要合適編配人手比
例，中心現有約 60 位同工，包括
經理、副經理、舍監、職業訓練導
師、社工、教師、教學助理、工友
及宿舍家長等為同學提供全人發展
的服務，包括日間教學、職業訓練
及住宿支援。

插畫：鍾泳希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插畫：鍾泳希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阿囝面試完貴中心，收咗佢，但後來
實習機構邀請佢 9 月返去做全職。
我擔心阿囝未必應付得黎，可唔可以
俾佢試做三個月，真係唔得就 12 月
入學？

IVTC 會為現有學員提供就業跟進
服務，故此學員可以如常註冊入讀
職訓課程，然後以現有學員身份由
職訓導師及就業主任作輔助就業跟
進，支援學員實習及各方面需要。

成人服務知多啲成人服務知多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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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鍾泳希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插畫：鍾泳希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讀完課程係咪會幫阿囝搵埋工？如
果未搵到合適工作，係咪可以留低
繼續讀？

IVTC 會定時與友好僱主按就業
市場情況商談實習及聘用職位，
並為合適學員推薦心儀實習／工
作崗位。如學員或家人自薦心儀
的工作，IVTC 亦會派員協助跟
進學員的工作適應及作各方面的
支援。至於已完成基礎課程而尚
未成功配對合適工作的學員，在
單位尚有學額的情況下，可以申
請延讀。中心專責社工會為學員
作路向及生涯規劃，並協助學員
申請轉介或輪候其他社署資助的
日間訓練及住宿服務。

係咪全部課程都係兩年制？

IVTC 的「職業訓練
基礎課程」維時兩年，
按學員訓練進度可申
請延期。如學員是以
「再培訓」身份修讀，
一般情況下課程維期
半年，，家長及同學
可申請延長培訓期，
單位亦會視乎學額情
況作處理。

阿囝十年前喺松嶺畢業，讀過僱員再
培訓課程，做過餐飲，依家想轉行，
請問有冇課程適合阿囝報讀呢？

現時每一位服務使用者
只可入讀 IVTC 一次。

成人服務知多啲成人服務知多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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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輔導服務就業輔導服務

阿囡喺第二間機構已經參加過「陽光路
上」，冇幫阿囡搵工，唔知可唔可以轉
黎匡智會幫佢㗎？

輔助就業 、在職培訓、陽光路上三個計劃有咩
分別呢？呢啲服務有冇服務年期或結束期限？

阿囡啱啱畢業，排緊工場，依
家有去地區支援中心參加活
動，可唔可以同佢申請「陽光
路上」幫佢搵工呢？

服務使用者可選擇參加任何機構的服務，但需
留意社署規定不能同時參加兩間機構之陽光路
上計劃。所以，建議先向有關機構申請退出服
務，當辦妥退出手續，才向其他機構申請服務。

請參考以下服務簡介圖表：

本服務會為參加者提供不少於十二個月
的跟進服務。
參加者退出服務後，如有就業需要，亦
可重新申請加入服務。

可 以 為 子 女 申 請 服
務，但建議考慮子女
是否適合陽光路上計
劃，如獲服務正式收
錄， 按 社 署 收 錄 政
策，便須放棄正在輪
候的工場名額。

插畫：古俊賢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插畫：古俊賢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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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古俊賢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插畫：古俊賢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阿囡工作咗一段時期
後要報稅，但完全唔
識處理，有冇服務可
以幫到阿囡呢？

聽講「陽光路上」服務有津貼，唔知點樣先可以用到？
之前「陽光路上」社工介紹咗份工俾阿
囡，做咗幾年，依家想轉工學下第二啲
嘢，可唔可以申請返服務，培訓下佢，
再幫佢搵第二份工㗎？

智障人士可唔可以申請持續進修基金？

同樣地，強積金唔識填同處理，
又有冇服務可以幫阿囡呢？

可以的。申請人加入本服務後，職員會評估申
請人的能力、特性及意願，並按此為學員安排
訓練或參與見習。

任何人士符合申請資格便可申請，
詳情請參閱「持續進修基金」的政
府網頁。

本服務可以協助服務對象處理
工作相關事宜。由於強積金涉
及個人投資選擇，一般我們只
會指引填寫方法，其投資策略
會交給家屬或當事人決定。

本服務可以協助服
務對象處理工作相
關事宜。

根據社署資料，津貼的分類及詳情：
( 一 )「見習」
1.1 為期最長三個月的見習。
1.2  在見習期內 ，參加者如出勤率能符合要求，便可獲發每月

2,000 元的見習津貼。
1.3  完成見習後，職員會協助他們在公開市場尋找合適工作或

在職試用職位。
1.4 參加者與提供就業見習的機構並無僱傭關係。
( 二 )「在職試用」( 即試工 )
2.1  僱主可透過在職試用計劃試用參加者，以了解其工作能力。
2.2  在試用期間，僱主可獲發最多六個月的補助金，金額為每

位參加者每實得工資的一半，上限為 4,000 元，兩者以
金額較少者為準。

2.3  參加者在試用期內已屬僱員身分 ，享有《僱傭條例》及《最
低工資條例》等所規定的一般僱員福利。

成人服務知多啲成人服務知多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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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職業復康服務綜合職業復康服務

工場要有咩條件先申請到？要唔要面試或者考試？ 可唔可以因為你哋工場有阿囝心
儀嘅工種而跨區申請？

做工場需唔需要跑數㗎？會唔會
好大壓力㗎？

阿囝可唔可以揀工場
嘅工種㗎？

申請對象： 年齡 15 歲或以上、需要職業訓練或
支援以便在公開市場就業的殘疾人士；

收納程序： 中心收到轉介後，會約見申請人，安
排工作測試以及進行 3 天試工，從而
評估申請人是否合適工場服務。

服務沒有居住區域的限制。

中心會按學員的能力安排合適
的訓練量，並訓練有潛質的學
員提升工作速度和抗壓能力，
以達至公開就業的要求。

中心會按學員的能力安
排訓練，亦會就每年的復
康訓練計劃咨詢學員和
監護人的意見。

插畫：黃樂天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插畫：黃樂天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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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黃樂天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插畫：黃樂天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來往工場有冇廠車接送？
服務一般要排幾耐至排到？

庇護工場同綜合職業復康服
務中心有咩分別？兩者嘅人
手比例如何？工場人工有幾多？

工場一般不提供接送服務，但松嶺綜合職業康復
服務中心因位置較偏遠，所以會為有需要學員提
供來往火車站的接駁車服務 ; 部份工場家長會自行
組合使用外判保母車。

近來的輪候時間約為一年。

兩者的主要分別是綜合職
業復康服務中心會包含了
庇護工場以及輔助就業服
務 ； 綜合職業復康中心學
員可嘗試及接受就業輔導服
務，如不合適可重回工場接
受訓練；另各中心按情況會
有不同的人手編制，以一間
100 人的工場為例，社署
的估計人手編制提供５個三
級工場導師職位，即每位導
師約負責 20 位學員。

工場與學員沒有僱傭關
係，因此不會發放人工，
但會為學員發放津貼，
津貼分為兩部份：
1)  獎 勵 金 ( 按 學 員 的

出 勤 發 放， 現 時 為
$26.5/ 天 )  ;

2)  訓練津貼 ( 因應工種
以及學員表現，按評
分發放津貼，金額不
定 )。

成人服務知多啲成人服務知多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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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黃樂天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插畫：黃樂天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我有個親戚想介紹份兼職俾阿囝做，工場
佢可唔可以返半職㗎？ 阿囝十五年前喺庇護工場去外面公

開就業，最近發覺體能開始衰退，
可唔可以再申請回庇護工場呢？

工場有冇退休年齡？係
咪可以一直做到百年歸
老為此？

我哋係綜緩戶，阿囝返
工場嘅收入，會唔會影
響綜緩額呢？

庇護工場的服務目的是為一些因殘疾而未能在公
開市場就業的人士提供合適的職業訓練。如學員
準備／已於公開市場就業，可選擇申請輔助就業
服務，以取得在職訓練及支援服務。

學員若經評估確定為合適工場服務，即可經轉介
再次申請服務。

工場沒有退休年齡，只要學
員的情況合適，年長的學員
亦可繼續使用服務。

學員的訓練津貼如超
過綜緩的豁免額度，
則會被扣減，詳情可
聯絡保障部負責的同
工查詢。

成人服務知多啲成人服務知多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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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設定職場設定

職場貼士你要知職場貼士你要知

插畫：鍾泳希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情景： 在工作時間拿手機出來玩，但被上司發現，留下不好

印象。

口訣：不當行為易放大，人際關係影響大

小貼士： 工作時間勿拿手機玩，如有重要事情需急回覆，可

請示上司，得到同意後再進行回覆。

自我管理自我管理 職場設定：超級市場職場設定：超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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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設定職場設定 職場設定職場設定

插畫：鍾泳希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情景： 在第一天新入職，上司請食嘢以表示歡迎，但之後以

為仍然繼續可以擅自拿取食，導致誤會產生。

口訣：不問自取，視為賊也

小貼士：工作範圍內的物品為公司財物，絕不可擅自拿取。

自我管理自我管理 職場設定：西餅店職場設定：西餅店

多謝上司！多謝上司！

好口渴，攞包飲吓先！好口渴，攞包飲吓先！第二天第二天

插畫：鍾泳希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情景： 餐飲服務，連續三日穿同一件制服工作，衣服發出異

味，同事和顧客都遠離你。

口訣：外表儀容要注意，個人形象很重要

小貼士：需要每日保持儀容整潔，勤洗澡保持個人衛生。

自我管理自我管理 職場設定：酒樓職場設定：酒樓

職場貼士你要知職場貼士你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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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梁家謙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情景： 9:00a.m. 僱主看見同學還未回到工作崗位上，立即致電

給他，原來同學 9:00a.m. 才回到，還在更衣室換制服。

口訣：上班前 15 分鐘到達工作地點作預備

小貼士： 在上班前 15 分鐘到達工作地點，穿好整齊制服，

準時工作。

時間管理時間管理 職場設定：巴士司機職場設定：巴士司機

插畫：梁家謙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情景： 人事部職員要求求職者填入職申請表，但求職者沒預

備履歷表，花了半小時才填好入職申請表

口訣：見工帶履歷，醒目又便利

小貼士： 見工前一晚，再確認是否已帶備好履歷表及個人資

料。

時間管理時間管理 職場設定：巴士司機職場設定：巴士司機

職場貼士你要知職場貼士你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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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黃樂天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情景： 工作做得不好被投訴，第二天因為不開心而沒有上班，

沒有打電話通知僱主，更沒有與家人傾訴，而去了找
朋友。

口訣：情緒要抒發，但亦要盡責　

小貼士： 如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放工後可找社工或朋友傾訴，

抒發情緒。

解難能力及情緒管理解難能力及情緒管理 職場設定：寫字樓職場設定：寫字樓

約了朋友⋯⋯約了朋友⋯⋯
上司四處尋找鸚鵡上司四處尋找鸚鵡

昨天，鸚鵡因工作昨天，鸚鵡因工作
失誤被上司訓斥失誤被上司訓斥

今天，因不開心而今天，因不開心而
沒有上班沒有上班

插畫：黃樂天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情景： 在工作同事忙碌工作時，一遇到有地方不明白地方，

就馬上向別人詢問，打擾他人工作，其實靠自己也能
做到。

口訣：答案自行找，主管好助手

小貼士： 遇到問題，先嘗試自己找辦法，如仍找不到方法。

可把問題記錄下來，在同事 / 上司空閒時提問。

解難能力及情緒管理解難能力及情緒管理 職場設定：寫字樓職場設定：寫字樓

但大家很忙碌但大家很忙碌

職場貼士你要知職場貼士你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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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梁柏賢 -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情景： 同學已完成手上的工作，自己坐在原位等候上司過來

再給新的工作安排 ，結果等了一小時，上司原來一直
不知道同學已完成手上的工作。

口訣：工作做完唔匯報，老細點知你咁好

小貼士： 完成自己手頭工作後，可主動向同事或上司表達會

否有其他工作安排。

工作熱誠工作熱誠 職場設定：辦公室助理職場設定：辦公室助理

插畫：梁柏賢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情景： 上司要求明仔在物資袋上用膠紙貼上說明紙條，但明

仔求其貼上去就完事，沒有將膠紙拉直貼上，令說明
紙上有很多膠紙摺痕，導致同事掃不到說明條碼，因
此要重新做過。

口訣：不單要做到，亦都要做好

小貼士： 把貼得正確的物資袋作為樣版，每次貼完都對一對

是否與樣版符合。

工作熱誠工作熱誠 職場設定：售貨員職場設定：售貨員

職場貼士你要知職場貼士你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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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賴詩琦 -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情景： 上司給予的指示，同學未問準上司，擅自加了自己的

意見在文件中，最後要重做，浪費時間及資源。

口訣：跟從指示，不會誤事

小貼士： 聽從上司指示完成工作，如有自己建議，可先與上

司商討，待批准再作出變動。

服從上司指令服從上司指令

你點可以隨便改動？你點可以隨便改動？

等我改一改～等我改一改～

小美，你照著去年小美，你照著去年
的活動建議書編寫的活動建議書編寫
今年的建議書。今年的建議書。

年年都玩呢啲，不如今年年都玩呢啲，不如今
年玩猜燈謎。年玩猜燈謎。

重
做
！

重
做
！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1.  聖誕才1.  聖誕才
藝表演藝表演

1.  猜燈謎1.  猜燈謎

2. 中秋燈籠2. 中秋燈籠

3.  聖誕交3.  聖誕交
換禮物換禮物

3.  聖誕交3.  聖誕交
換禮物換禮物

2.  聖誕佳2.  聖誕佳
音音

職場設定：活動助理職場設定：活動助理

插畫：賴詩琦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一早就知啦！一早就知啦！
不用你說。不用你說。

切東西時要小心手指，切東西時要小心手指，
現在輪到你嘗試。現在輪到你嘗試。

一早就一早就
叫你叫你
小心手小心手
指。指。

呀！呀！

一早就知啦！一早就知啦！
不用你說。不用你說。

你知道密碼是什你知道密碼是什
麼嗎？你要用它麼嗎？你要用它
開鎖入物資房。開鎖入物資房。

沖檸茶落三片沖檸茶落三片
檸檬。檸檬。

一早就知一早就知
啦！不用啦！不用
你說。你說。

情景： 在主管教你新知識時，嫌棄主管長氣，不斷打斷其說

話，並不停地說「我已經知啦～」

口訣：虛心好學好印象，打斷說話不理想

小貼士： 專心聽完上司說每一句話，再作出回應。虛心好學，

溫故知新。

服從上司指令服從上司指令 職場設定：廚務助理職場設定：廚務助理

職場貼士你要知職場貼士你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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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賴詩琦 -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情景： 逢星期五，每位同事都需要輪流洗一次廁所，但小美

覺得自己主要職責不是洗廁所，所以輪到她時沒有洗。
星期一大家回到公司，發現廁所很污漕。

口訣： 工作無分你與我，地方共用最舒適

小貼士： 不完成上司指派職務，視為失職。有困難，可以先

和上司商討。

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 職場設定：辦公室助理職場設定：辦公室助理

星期星期
五五

星期星期
一一

日期日期

15/515/5

20/520/5

27/527/5

洗廁所洗廁所 陳大文陳大文

李小儀李小儀

張小美張小美

職責職責
負責負責
同事同事 洗廁所咁洗廁所咁

污糟，我污糟，我
唔想做！唔想做！

結果，27/5 沒有人洗廁所⋯⋯結果，27/5 沒有人洗廁所⋯⋯ 小美有冇搞錯？！小美有冇搞錯？！

插畫：賴詩琦 -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情景： 從事服務餐飲業，清潔完自己負責的餐具時，站在一

旁。

口訣： 切忌顧自己，餐廳齊齊理

小貼士： 完成自己手頭工作，主動問問其他同事是否需要幫

忙。

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 職場設定：餐飲助理職場設定：餐飲助理

Yeah! Finished!Yeah! Finished!

$28.5$28.5

點解你唔幫忙點解你唔幫忙
收銀？收銀？

我做完清潔，我做完清潔，
唔關我事。唔關我事。

切忌顧自己，餐廳齊齊理切忌顧自己，餐廳齊齊理

職場貼士你要知職場貼士你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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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賴詩琦 -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情景： 主管在工作前會以 WhatsApp 通知同事工作安排，但同

事就算看了都會已讀不回。從而令主管覺得同事不重
視工作。

口訣： WhatsApp 已讀不回，惹老細不滿

小貼士： 工作信息要留神，及時回覆，以便上司同事好安排。

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 職場設定：餐廳職場設定：餐廳

不回覆 Whatsapp，經常已讀不回不回覆 Whatsapp，經常已讀不回

現在發工作流程現在發工作流程

咁耐都冇回應？咁耐都冇回應？
大家已讀不回，大家已讀不回，
有冇搞錯？！有冇搞錯？！

各位同事，早晨！各位同事，早晨！
以下係今日流程：以下係今日流程：

A 區清潔：小美A 區清潔：小美
B 區清潔：強仔B 區清潔：強仔
C 區清潔：小明C 區清潔：小明
收銀：小美收銀：小美

A 區清潔：小美A 區清潔：小美
B 區清潔：強仔B 區清潔：強仔
C 區清潔：小明C 區清潔：小明
收銀：小美收銀：小美

你哋對今日流你哋對今日流
程有冇問題？程有冇問題？

你哋對今日流你哋對今日流
程有冇問題？程有冇問題？

插畫：賴詩琦 -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情景： 主管吩咐小明和小紅打掃好全餐廳小明和小紅各有各

打掃，但最後主管發覺 C 區沒人打掃，大家互相推卸
責任。

口訣： 溝通合作好重要

小貼士： 除了完成自己職責外，也需要與同事好好溝通和合

作，避免有遺漏的地方。

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 職場設定：侍應職場設定：侍應

我清潔好我清潔好
B 區了。B 區了。

你們未完成你們未完成
C 區的清潔！C 區的清潔！

是她無做！是她無做！
是他無做！是他無做！

我已完成 A 區我已完成 A 區
的工作了。的工作了。

Cafe 88Cafe 88

同事合作好與壞，在乎溝通與關懷同事合作好與壞，在乎溝通與關懷

A 區A 區

A 區A 區

C 區C 區

B 區B 區

職場貼士你要知職場貼士你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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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潘子齊 -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插畫：潘子齊 -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插畫：潘子齊 -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插畫：潘子齊 -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插畫：楊芳瑩 -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插畫：楊芳瑩 -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特殊學校畢業生 特殊學校畢業生 多元出路多元出路



社署轄下職業康復服務社署轄下職業康復服務 其他在職培訓及就業支援其他在職培訓及就業支援 尋找工作途徑尋找工作途徑

持續進修持續進修

興趣發展興趣發展

想做嘢 - 工作想做嘢 - 工作

想學嘢 - 進修想學嘢 - 進修

想放鬆 - 閒暇想放鬆 - 閒暇

政府 / 非牟利機構

社會企業

其他

自助組織

機構類別機構類別

庇護工場 賽馬會共融．
知行計劃 -

「穩工」斜槓
職涯計劃

社會企業

職前訓練職前訓練

綜合職業訓練
中心

成人教育資助
計劃課程

僱員再培訓局

匯縱專業發展
中心

教大特教青年
學苑

笠笠咖啡

Teen Future 
Academy

匡智會轄下相關服務匡智會轄下相關服務

匡智松嶺綜合
職業訓練中心

匡智綜合職業
復康服務

匡智就業輔導
服務

匡智綠在大埔
及綠在元朗

匡智社企

匡智地區支援中心
( 匡智成人教育部、
匡智社區教育學院及
匡智賽馬會展藝坊 )

樂智才藝

社區支援服務社區支援服務

地區支援中心 

健樂會

Sen PUB

智天使

SENvice

自閉兒生命建
立發展社

綜合職業康復
服務中心

香港生命力 -
新活力就業計劃

Teen Future 楠天 kitchen 展能就業科好餸 Hello Cocoa 共融知行計劃殘疾人士在職
培訓計劃

展亮技能發展
中心

中華廚藝學院

青年學院

賽馬會啟藝學
苑

「陽光路上」
培訓計劃

展翅青見計劃 菁然 廚尊 Work for all喜樂餐飲教室 Museum Cafe 
at pier 8 

輔助就業

酒店及旅遊學
院

海事訓練學院

國際廚藝學院

香港展能藝術
會

香港智障人士
體育協會

殘疾人士體育
訓練計劃

星匠無限

Elite Thai 
Boxing And 

Fitness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vocational/id_shelteredw/
https://www.facebook.com/eXperiencingDelightful.Slashie
https://socialenterprise.org.hk/zh-hant/sedb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vocational/id_intivtc/
https://www.lwb.gov.hk/tc/about/adult.html
https://www.erb.org/home/erb/zh/
https://www.ivdc.edu.hk/ivdc/html/tc/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JCYASEN/
https://www.lovlovcoffee.com.hk/
https://teenfuture.academy/
https://youtu.be/rugU3mNvwzE
https://youtu.be/ce1ueNZOJA8
https://youtu.be/zV-2Jrq_5Zk
https://youtu.be/crc19kdeM2U
https://youtu.be/hYVK-ozNNfA
https://youtu.be/xeYawI8WUBA
https://lokchi.org.hk/%E6%A8%82%E6%99%BA%E6%89%8D%E8%97%9D/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supportcom/id_dsc/
https://lokchi.org.hk/%e6%9c%8d%e5%8b%99%e5%85%a7%e5%ae%b9/
https://padlet.com/onesencare/SENPUB
https://www.wiseangel.org.hk/
https://www.senvice.org/
https://www.facebook.com/aclbdcl/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vocational/id_intivrsc/
https://www.hkpowerclub.org.hk/pages/new-power-employment-scheme
https://teenfuture.net/zh-tw/
https://www.facebook.com/%E6%A5%A0%E5%A4%A9kitchen-923776024358108/
https://www1.jobs.gov.hk/isps/WebForm/JobSeeker/
https://www.facebook.com/deliciousexpresshk/
https://hellococoahk.com/
https://platformforinclusion.hk/talants/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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