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新力量與香港電台電視部的合作 

 

性本善 1997/98    他們也懂得   Sex Education－Innocent Heart   播放日期：2/07/1997 

導演：李雅欣    

1997 芝加哥國際電影電視節－優異獎（教育節目） 

1997 Chicago International Film & Television Festival － Certificate of Merit 

弱智人士面對性問題時，社工及家長可以如何輔導？ 

每當我們談及對弱智人士的照顧，往往離不開教育、就業等課題，但是我們有否細意地關懷他們的成長過程遇到的困難，例如與異

性交往及自我形象的建立等等。    

 「他們也懂得」戲劇部份講述一個輕度弱智女孩的成長過程，同時亦訪問了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特殊學校老師、弱智人仕及其

家長，將他們的專業意見及親身體驗帶給觀眾。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may be slower in their mental development, but thei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growth are no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people's. They need to relate, they need affection and companionship, and they have sexual feelings like the rest of us. However, all these 

are often overlooked even, or maybe especially, by the people closest to them.  

 The programme features a love story of mentally handicapped people. The producer also interviews social workers, psychologists, teachers, 

parents, and of course,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people themselves. 



百鍊人生路 - 卓新卓生   導演：何慧瑩        播放日期： 2000.09.23 

 

香港社會講求效率速度，往往忽視生活步伐徐緩的弱智人士，莫維新告訴你他們的感受。 

莫維新, 廿四歲, 是香港十二萬弱智人口中的一個. 五年前, 他和一班弱智朋友在家長支持和社工的幫助下, 組織了亞洲第一個弱智人

士的自助組織--卓新力量. 五年來卓新力量的會員都投票選他為主席. 莫維新相信每個人都有卓越的一面, 弱智人士團結起來也可以有

力量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利. 此外, 他又孜孜不倦的為社群服務, 為弱智人士的生命找回尊嚴. 莫維新影響的不單是弱智人士, 認識他

的人也對自己的生命有所反思. 

 

 

 

 

 

 

 

 

 

 

 

 

 

 



藝力無限 – 自然心 Arts Unlimited – Inner Nature       播出日期： 2007-6-12 

 

2007 The Accolade Competition Honorable Mention 

優秀製作大賽 2007 優異獎 

監製：王璐德 

編導： 陳榮錦、鄭智雄 

  
 

在日本筑波山上，柳瀨敬 Takashi Yanase 創辦了名為「自然生」（Jinenjo Club）的小型

家社，與智障人士一起生活。今年，他們舉辦以 Different Art 為主題的藝術交流， 邀請

香港及比利時的展能藝術團體參與。 

 

置身大自然，最平凡的人也隨時隨地參與著藝術創作。聆聽著內在的聲音，他們會用身

體直接表達他們的感受，是對花木鳥獸的愛護與描繪、也有潛藏的掙扎;在田間，他們心

存感謝，合力創造與天地揉合的泥塑;在紙上，他們以觸覺去觀察感應，透澈地繪畫出觸動人心的情感;隨手抱起小結他，

他們也會脫口唸唱詩句般的簡單生活。一切出於自然。藝術與愛，無處不在。 

 

沒有言語溝通的障礙、沒有高低能力的區分，他們率真、原始地活著。藝術是天賦的，從內心而發，於生活中確實存在。

展能藝術是否只能限表演藝術範疇?主流傳統的美學標準評價是否必須?不同思想與能力的人，以最自然的方法表達，這

已是最觸動人心的藝術。  

 



沒有牆的世界 I：你有缺陷  A Wall-less World：A Little Bit Wrong is Right  播放日期：01/31/2010 

二零一零年芝加哥國際電視節：優異獎 

The 2010 Hugo Television Awards: Certificate of Merit 

 

二零一零年芝加哥國際電視節：銀奬（獲獎劇名〈你有缺陷〉、〈獨立宣言〉） 

The 2010 Hugo Television Awards: Silver Plaque 

 

優秀製作大賽 2010：傑出製作獎（獲獎劇名〈你有缺陷〉） 

2010 The Accolade Competition: Award of Excellence: 

 

第四十六屆芝加哥國際傳播影視展：銀獎（獲獎劇名〈第三選擇〉） 

46th Chicago Intercom Competition 2010: Silver Plaque 

 

Asia-Pacific Child Rights Award: Finalist （獲獎劇名〈你有缺陷〉） 

 
2011 紐約電視節：銅獎 

2011 New York Festivals：Bronze World Medal (Human Concerns) 

 

導演： 鄭智雄、陳榮錦 

演員：許素瑩、薛立賢、劉哲 

公約第 3 條「一般原則」第 4 則：「尊重差異，接受殘疾人是人的多樣性的一部分和人類的一份子。」學習欣賞不同的生命狀態，「差



異」才得以成為生活常態中的一種必然存在，而且被尊重。 

 

自小被評定為「自閉症」的祖傑，害怕嘈雜和擠迫的環境，搬到新界居住後， 他在大自然中找到了朋友。升中四那年，祖傑最怕表演

藝術科，因為他不喜歡站在人前說話。祖傑的資優妹妹祖曼亦入讀同校中一，並加入了學校樂團準備參加比賽，卻被團友排斥，她不

想跟別人比較，決定退出。表演藝術科工作坊裡的個人分享，令祖傑重新了解自己，他準備踏出第一步回應大家。工作坊與樂團比賽

同日，妹妹歡歡喜喜的踏出會場享受演出的快樂，祖傑亦鼓起勇氣站出來．．．．．． 

 

 

 

 

 

 

 

 

 

 

 

 

 

 

 

 



沒有牆的世界 II：  第六集「活著的路又細又長」  編導：謝家豪     播映日期：16/3/2011 

A Wall-less World：Living is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2012 年芝加哥國際電視節：優異獎 

The 2012 Hugo Chicago Television Awards：Certificate of Merit (Educational Program / Adult) 

 

2012 紐約電視節：優異獎 

2012 New York Festivals：Finalist Certificate (Social Issues / Current Events) 

 

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除了所謂一強一弱，一施一受的傳統分野，還可以有其他出路？ 

   

 



 

媽打的話 

那天我們翻箱倒籠，把佩華的舊相片找出來，準備翌日作拍攝之

用。相片雖未至於封塵，畢竟已經久違。我跟佩華逐張逐張看，

這張是她三歲時在影樓拍的，那張是十幾歲參加殘奧的紀念照，

還有那些證書、獎狀，一件又一件的小事與大事就湧上心頭。我

跟佩華看得入神，直到我們聞到一股香味，才醒過來。我立即走

到廚房，那煲湯差不多已煲得乾透了！我跟佩華也不知好氣還是

好笑了－這次回憶的味道真實在！ 

 

鍾太的話 

Chungwing 自我倡導，與人合作和相處，嘗試新事物，認識新朋

友和有新身份，與不同的人打成一片，實踐自己的目標和理想。

他既獨立於三個不同社區：家庭、宿舍和自己的組織團體。宿舍

和家庭這兩頭住家：可隨時往來度宿，不受限制；可自主和自立

的組織團體：有權利與義務、結識新朋友、與朋輩結伴、自由參

與活動、盡責任協助分擔會務工作，各取所需，各展所長。人生

的經歷都是由生活點滴積累而成，有時是刻板，但有時多姿彩，

作為母親的我，也希望他能有毛有翼地成長，做個開心快活人之

外，更可踏進生有限、活無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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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wing 後記 

今次認識了新朋友──『沒有牆的世界 II』導演謝家豪和攝影

大雄。做演員很辛苦：返工、放工、買餸…很開心。喜歡做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宣傳大使，自己可以自主、自

立和自決。 
 

  

 

 

  編導：謝家豪 

 

畢竟是始料不及：第一天 Chungwing 就不願意拍。是放工太累了吧？是他不願意展示他的屋企

生活？還是我最初只跟媽媽 Monica 解釋了拍攝計劃，沒有把 Chungwing 放在眼內？在沒有諮

詢他的意願下，我一廂情願地假設他願意參與是次拍攝。過了幾天，我寫了一份詳細的拍攝計

劃書，再跟 Chungwing會談。Chungwing 似乎仍有一肚子的不滿，我只能跟他的背說話。我跟

攝影師開始商量各種後備方案，萬一這，萬一那。再過兩天，我們戰戰競競拿著攝影機再去找

Chungwing，他跟我們熱情的擁抱。我們吁了一口氣。 

  Chungwing 的翅膀 

Monica 三十多年的特訓，讓 Chungwing 從唐氏綜合症走過來，不單能自理生活，

還「有毛有翼」獨立自主，在星空下與麥 Sir 分享他倆的成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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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藝術      導演：  謝家豪   播出：30.1.20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d4C4qVuFrg 
 
第十二集：爵士結他-包以正；有權力又點，你有 taste 咩？林德信_好想創作；在人間-卓新力量；《宋冬：三十六曆》 

 
 

在人間-卓新力量； 

殘疾人士參與藝術，只是為了應付父母安排的治療與訓練，把手拉得更長把舞步跳得更好？ 

 
卓新力量的朋友聯群結隊去玩去學，由本地到海外，由戲劇、舞蹈到視覺藝術，由傳統形式到即興發揮，都是有殺

錯無放過。每人都樂在其中，原來，藝術讓我們表達自己，接受自己，欣賞自己，然後坦誠與人分享。 

沒有牆的世界 III   <異同傷健字>   3  特色 

http://rthk.hk/special/walllessworld3/words_06.htm 

2013 New York Festivals Finalist Certificate(Drama Series) 

日常用語，或一些關鍵字，往往是約定俗成的，但每個人對同一個字的理解可能都有差異。 

認識差異可讓社會上各人多了解不同人士的世界，以達致尊重。 

<異同傷健字> 會選擇 8 個與殘疾人士生活及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有關而大眾又有一定認知的關鍵字，以輕鬆

訪問短片的形式，讓殘疾人士親身解說他們的理解及經驗分享，加深公眾人士對殘疾人士的了解和學會尊重他們，

尊重差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d4C4qVuFrg
http://rthk.hk/special/walllessworld3/words_06.htm


沒有牆的世界 V - 房間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第三條 

尊重殘疾人士固有尊嚴和個人自主，包括自由作出自己的選擇，以及個人的自立；尊重殘疾兒童逐漸發展的能力，並尊重殘疾兒童保持其身份特性的權利。 

 

《房間》這個故事主要圍繞藝術治療師 Zoe 接觸的個案，通過觀察他們藝術治療的過程，了解到給予空間和選擇對一個人發展的重要性。多觀察、不判斷、接

受特色、放下成見，在自由的空間裡，人們自可憑一己之力，破除桎梏，找到問題的出口，從而得到心理上的療癒。 

 

16 歲的賢仔因癌症治療導致聽力受損，行動不便。賢仔即將要面對成人社會，母親阿鈴自是期望他學習各式技能以融入社會，但他卻表現消極。阿鈴覺得他是

自暴自棄，於是向 Zoe 求助。上了兩堂藝術治療之後，Zoe 卻得出一個完全相反的印象：賢仔滿有生命力，只是阿鈴出於好意的期望，反倒限制了他的發展空間。

Zoe 就此事跟阿鈴談了一下，阿鈴態度也有所軟化，但要她放手，也不是易事。 

 

Zoe 接下來認識了一個叫薇薇的 8 歲女孩。薇薇的母親因病不時進出醫院，薇薇說話不多，不太懂得表達自己，而且表現得十分謹慎，彷彿害怕自己做錯事會令

母親的病情加重。 Zoe 留意到薇薇每次都是用同樣的素材，創造出內容和風格大同小異的作品，令 Zoe 質疑自己是否在藝術治療的過程中給予足夠空間。 

 

Zoe 亦有到學校接見社工轉介的個案，當中包括過度活躍的阿 Fi。阿 Fi 性格反叛，常搞一些無聊的惡作劇。參加藝術治療一年後，阿 Fi 情況得到很大的改變。

這天阿 Fi 回顧治療的進程，她認為自己是成熟多了；但不知何故，她竟有點懷念以前躁動的自己。她覺得自己就好像失去了部分的自己。這句話觸動了 Zoe 的

心。 

 

不久，Zoe 在一個表演活動上重遇展能藝術家泰耀。重遇泰耀，Zoe 本應高興，但眼前的泰耀只淪為母親的扯線公仔。Zoe 目睹泰耀排練時，母親對其動作諸多

批評和限制，泰耀卻完全無法表現出真我，只能聽從母親的指令。 

 



泰耀表演後，讀了一篇母親為他準備的圓滑講稿。觀眾對泰耀的才能讚嘆不已，阿鈴卻抱有反感，認為不一定要懂得讀稿才算得上是有能力。泰耀及母親其後教

授出席活動的朋友跳舞，但大部分人都不依從泰耀母親的指示，反而隨著賢仔哼出的音樂起舞，展現最自信的一面。 

 

編導：陳榮錦 

編劇：鍾柱鋒、鄭智雄 

演員：陳煦莉、伍潔茵、羅浩軒、鍾家宜、黎泰耀、余倬瑩、郭靜雯、梁天尺  

 

 

使用者在藝術治療的房間內自由創作，過程中不問原因、不辨好壞，所有隨性的塗鴉及零碎筆劃均視作為圖像，甚至是白紙一張。 

音樂、戲劇、雕刻等等都是藝術治療，過程不著重言語溝通，因此能協助有語言障礙或不喜歡用語言作溝通媒介的人表達個人感受。 

藝術治療的內容及其作品絕對保密，在沒有孩子的同意下，治療師不會讓孩子父母接觸

作品。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walllessworld5&p=6984&pid=121166&m=photo&e=328158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walllessworld5&p=6984&pid=121167&m=photo&e=328158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walllessworld5&p=6984&pid=121168&m=photo&e=328158


故事中，賢仔因病聽力受損，他在藝術治療過程中不停嘗試利用各類樂器奏樂，甚至用觸感去感受聲音。 

故事中，年幼的薇薇因壓力形成強逼症，嚴格要求自己遵守紀律，治療師 Zoe迷茫不知如何協助薇薇。 

藝術治療師 Zoe每日面對不同情緒的孩子，過程中亦會被牽引出內心的負面感受，她透過音樂、冷水浴和會見督導減壓。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walllessworld5&p=6984&pid=121169&m=photo&e=32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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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泰耀媽媽要求嚴謹，一直在旁仔細監督改正，泰耀難以自由發揮所想。 

後來，泰耀媽媽明白了忘記指定動作，隨心所欲，泰耀亦能表現出屬於自己的自然美。 

藝術治療師 Zoe 帶一班特色朋友參加活動，初時人人如像補習考試，拘緊嚴肅，後來賢仔的自由發揮感動眾人，讓大家輕鬆下來。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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