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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背景及成⽴

背景及成⽴

根據外國資料統計，約九成聾⼈⽗母的⼦⼥出⽣為健聽，其雙 

語、雙⽂化 ⼿語及⼝語、聾⼈及健聽⽂化 的特點，往往被 

社會忽略，引致教育及福利配套不⾜，窒礙聾⼈⼦⼥的⾝⼼靈 

發展。 

聾⼈⼦⼥的英⽂簡稱為“CODA” (Children of Deaf Adults)，⾹ 

港聾⼈⼦⼥協會是亞洲地區的第⼀個CODA會，於2013年正式 

成⽴，旨在協助⾹港的CODA認知⾃⼰雙語、雙⽂化的獨特⾝ 

份，學習成⾧、發展潛能，從⽽建⽴互助社群及積極的⼈⽣ 

觀。CODA是聾⼈家庭的下⼀代，因此本會亦致⼒關注⾹港的 

聾⼈權益和⼿語政策，從教育、倡議、出版、學術研究等多⽅ 

⾯⼊⼿，向公⼈⼠和不同持份者 (stakeholders) 推廣⼿語及 

聾⼈⽂化意識，協⼒締造聾健共融的社會。 

使命
主要為聾⼈⽗母的健聽⼦⼥提供專業⽽多元化的服務及 

活動，⽀持 CODA ⾃我培育及發展，增加 CODA 對⾃ 

⼰⾝份的認同，發揮雙語、雙⽂化的優勢，進⽽建⽴積 

極的⼈⽣觀，服務關⼼聾⼈社群，並且成為健聽與聾⼈ 

世界之間的橋樑。 

宗旨 

凝聚聾⼈家庭的⼦⼥，彼此守望扶持，建⽴正⾯價 

觀，肯定⾃我⾝份。 

建⽴聾⼈⽗母與健聽⼦⼥之間良好的溝通和關係， 

促進家庭和諧 

發揮⼿語雙語⽂化⾝份，提⾼⼿語地位、推廣聾⼈ 

⽂化意識。 

作為聾⼈家庭的⼀份⼦，積極爭取聾⼈應有的權 

利。 

凝聚各⽅⾯關⼼聾⼈⽂化、⽀持聾⼈權益的健聽⼈ 

⼠，共同推動聾健共融的社會。 

⽬標 

通過教育、⾃助、倡議等⽅法，協助聾⼈的健聽⼦ 

⼥成⾧、促進聾⼈家庭和諧、推動社會聾健同⾏的 

⽂化。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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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聾⼈⼦⼥協會於2013年成⽴，致⼒服務聾⼈所⽣的健聽⼦⼥和他們的家⼈。我們清楚知道，來⾃聾⼈ 

家庭的健聽兒⼥，⼤都坐擁⼿語和⼝語，更從⼩穿越聾⼈和健聽社群，他們的雙語雙⽂化優勢，是我們很 

希望維持、欣賞的。可是，我們也知道，在⾹港，從聾⼈家庭⾧⼤，不是容易的事，很多健聽的聾⼈⼦ 

⼥，從⼩⽬睹家⼈受壓逼 有時連⾃⼰是誰都不太清楚，無論在個⼈的⾝份層⾯，或如何處理家事，以⾄ 

⽇後怎樣在社會⽴⾜，發揮⾃⼰的才能，有難以抒發的迷惘和⽭盾，急需有⼈聆聽、理解、扶持。 

在過去的短短三年間，我和⼀群熱⼼付出、不可多得的CODA，針對聾⼈⼦⼥所需，提供了⼤⼤⼩⼩的⽀ 

援，更因著了解CODA的優勢，著⼒培養提攜，使他們得以成⾧，作有貢獻的社會⼀分⼦。每個聾⼈家庭 

都有著獨特的需要，但他們都有同樣的渴望──⽗母⼦⼥之間和諧相處，彼此相愛。我們以家庭為本，組 

織了家庭探訪⼩組、免費上⾨補習計劃等的服務，讓我們得以接觸到⼀個接⼀個的聾⼈家庭，慢慢理解他 

們的環境，直接傾談，提供⽀援。還有，我們幾經⾟苦地籌辦了「聾⼈⼦⼥⽇」、「聾⼈⼦⼥領袖訓練 

營」，聾⼈⼦⼥傳譯課程等等的培育活動，希望能帶動聾⼈⼦⼥了解⾃⼰的⾝份 建⽴⾃⼰的潛能 真正 

成為聾⼈和健聽世界之間的橋樑。 

在教育宣傳⽅⾯，我們很慶幸，「聾⼈⼦⼥」這個新概念，近年獲得了不少媒體注意。我們的故事，讓⾹ 

港電台「沒有牆的世界」拍了出來 我們上過⼿語隨想曲節⽬ CODA成⾧的苦與樂，被⼤學⽣拍成了記 

錄⽚。慢慢地，社會⼈⼠知道了有我們這⼀群有著⼿語、⼝語優勢的孩⼦，也明⽩了為何我們的經歷，⾃ 

⼩就與不同。除了來⾃社會各⽅的⿎勵和⽀持，我更感恩於聾⼈社群對CODA的重新認識和接納。現 

時，⾹港聾⼈⼦⼥協會跟很多聾⼈機構都有聯繫，⽽因著我們的出現，聾⼈機構都⽐以前更重視家庭服 

務，這是⼗分令⼈⿎舞的。 

在未來，⾹港聾⼈⼦⼥協會將更努⼒為聾⼈⼦⼥和其家庭服務。協會剛拿到撥款，製作聾⼈親⼦教學影 

⽚ 我們計劃成⽴聾⼈家⾧會，賦權讓聾⼈⾃⼰去擔當策劃、管理活動的⾓⾊，助⼈⾃助。我們也將成⽴ 

⼿語傳譯培育⼩組，讓有⼼成為⼿語譯者的CODA接受適當的訓練 互相提點幫助。鑑於社會各⽅都熱⼼ 

⽀援，我們會成⽴同⾏者⼩組，讓所有⽀持CODA的朋友聚⾸⼀堂，建⽴⽀援系統。聾⼈⼦⼥⽇和相關訓 

練，我們亦會堅持辦下去，希望通過⾧期的團隊建⽴、教育、宣傳，讓CODA成為⾝⼼健康，正直良善的 

好⼈。聾⼈⼦⼥協會很需要⾧期的資源⽀持運作，我們將會努⼒找尋合適的撥款來源，當財政穩健了，我 

們希能招聘職員，分擔會務。我們更希望找尋志同道合的專業⼈⼠，加⼊CODA的⼤家庭，我們願意在培 

訓、輔導、教育、宣傳等各⽅⾯，跟同⾏者⼀起分享，共同建⽴⼀條CODA的健康成⾧道路。 

我們最終的遠景，是聾⼈⼦⼥能真正認識、接受⾃⼰，聾⼈家庭能擁有正⾯的價和⼈⽣觀。這重要的使 

命，我們會⼀直堅持下去。在此，我感謝各界⼀直以來的注意、相助、提醒，感謝聾⼈社群對我們的了解 

和接納，更多謝⼀直努⼒了三年的聾⼈⼦⼥協會執委，因為有了你們，這個協會才能⼀直運作，⽽聾⼈⼦ 

⼥才有更美好的將來。 

主席的話

您的同⾏者  

創辦⼈ |  董事會  主席  |  總幹事  

Cindy Chan 



 執委介紹

從⾼中時期開始定下服務聾⼈為侍奉⽬標。熱忱關注於兒童成⾧、學習、⼈際關係、⾏ 

為和情緒等各⽅⾯，盼望能提供適切的家⾧⽀援，以同⾏者的⾝份與聾⼈⼦⼥⼀同成 

⾧。深信⾃⾝的成⾧經歷，能同理關⼼兒童成⾧中⾯對的難處，給予情感的⽀援。每⼀ 

位聾⼈⼦⼥的成⾧經歷都不同，也有特殊狀況和需要，若能化作同⾏者陪伴和⽀持，我 

們就能勇敢邁向未來，實踐夢想。 

聾⼈的健聽⼦⼥，⽗母是聾⼈，⾃⼰是獨⼦。雖然並沒有接受正式⼿語訓練，後來開始 

學習⼿語，才發覺對⼿語認識多了，對聾⼈⼦⼥的⾝分認同感也有所提升。盼望在這個 

群體中，可彼此⽀持，互相學習，更盼能加強社會對聽障群體和聾⼈⼦⼥的關注。

從⼩不知道⾃⼰有⼀個⾝份，2014年認識到聾⼈⼦⼥組織，讓我更了解⾃⼰，找到同 

伴同⾏，繼⽽成為執委，希望⽤⾃⼰的成⾧經歷帶給年輕的⼀代，幫助青少年找到清晰 

的⼈⽣⽬標，以⾝作則，發熱發亮，⽣命影響⽣命！聾⼈⼦⼥這個⼤家庭，就如兄弟姐 

妹般，相親相愛。 

現為《⾹港⼿語翻譯員名單》合資格⼿語翻譯員，致⼒促進與⽗母的親⼦關係，提升社 

會對⼿語的認知、傳譯質素。主要負責籌辦⼿語翻譯課程，推廣⼿語，與不同機構、商 

界及政府緊密合作，提供⼿語翻譯服務及意⾒，提升聾⼈的知情權。曾參與⼿語⼯作有 

⾹港電台「早⾠。早晨」時事資訊直播節⽬、路德會聾學校⼿語開發⼩組、⾹港中⽂ 

⼤學⼿語及聾⼈研究中⼼「⼿語詞彙變體⼯作⼩組」等等。 

現為《⾹港⼿語翻譯員名單》合資格⼿語翻譯員。他認為⼿語是聾⼈重要的溝通語⾔， 

致⼒提⾼⼿語的認受性，讓聾⼈群體融⼊主流社會，發揮⾃⼰的⾧處。因此「⼿語翻 

譯」及「⼿語培訓」為重⼤⽬標，主要負責教授⼿語，讓更多⼈認識⼿語及聾⼈⽂化， 

並成⽴「⼿語義⼯⼩組」，推廣及教育，達⾄聾健共融。曾參與⼿語⼯作有⾹港電台 

「早⾠。早晨」時事資訊直播節⽬、路德會聾學校⼿語開發⼩組、⾹港中⽂⼤學⼿語 

及聾⼈研究中⼼「⼿語詞彙變體⼯作⼩組」等等。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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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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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獲迪⼠尼贊助免費⼊場， 

受惠30個家庭，親⼦同樂。

幼童訓練班

「兒童早期發展」訓練班 

聾⼈⼦⼥於兒童時期，在⼝語與⼿語的發展，是重要 

的⿈⾦時期。同時，我們的成⾧經歷，以及觀察所 

得，亦留意到情緒及社交能⼒⽅⾯，需特別關注。因 

此，計劃⼀糸列的聾⼈⼦⼥語⾔發展的訓練。分別為 

BB訓練班 (適合1.5-3歲) 、幼兒訓練班 (適合4-6歲)、兒 

童訓練班 (適合6-12歳⼩學⽣)。每⽉定期舉辦，每次活 

動達22對兒童及家⾧參加。

親⼦活動 

本會⼗分著重親⼦活動，讓聾⼈家庭各成員加強了凝聚⼒， 

共建融洽的家庭。例如 2016年獲迪⼠尼贊助免費⼊場，受 

惠30個家庭，親⼦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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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發展 

性格透視

青年親⼦遊 埔

與中⼤義⼯服務隊合作籌辦青年活動

第⼆屆CODA領袖訓練營 

此外，⿎勵共同使命的聾⼈⼦⼥，服務聾⼈家庭 ，每年 

⼀次定期籌辦聾⼈⼦⼥領袖訓練營，建⽴CODA團隊， 

訂⽴⽬標及反思，互相成⾧，⼀起探索，⼀起學習，活 

出CODA⽣命。讓我們⼀起發揮、創造、貢獻，在各⾏ 

各業的領域中，展賜才能，融⼊聾⼈⼤家庭。 

聾⼈⼦⼥領袖訓練營2016

個⼈成⾧課程 

成⾧課程有助CODA探索認識⾃⼰及聾⼈ 

⽗母，如何克服困境，舒解壓⼒和情緒。

我們以培育聾⼈⼦⼥的素質為⼰任，堅信每⼀位也是可 

塑之材，更是社會未來的瑰寶。為聾⼈⼦⼥有機會發揮 

潛能，認識⾃⼰，經歷⽣命的豐盛，學習瞭解個⼈的潛 

能。青少年正處於建⽴⾃我⼜充滿創意、夢想與機會的 

成⾧階段，本會透過多元化青少年介⼊⼿法，包括興趣 

活動、義⼯發展、領袖培訓、歷奇活動、⽣涯輔導及其 

他訓練服務等，讓青少年⾝⼼健康發展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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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及翻譯 

2016年獲舉辦雙語共融關愛嘉年華 

製作⼿語教學 

獲⾹港電台邀請協製，把⼿語及聾⼈的知識，透過 

媒體電視節⽬，向社會推廣，拉近聾⼈的溝通及關 

係，減少歧視及衝突。 

「⼿語證書課程」 

為推動⼿語及聾⼈⽂化知識，⼀起實踐共融，建⽴ 

平等與關懷的社會。⾹港聾⼈⼦⼥協會於2016年 

開始推出「⼿語證書課程」，由聾⼈⼦⼥導師親⾃ 

教授，課程實踐易學，由淺⼊深分為五個階段– 

Level 1-Level 5，共100⼩時。課程內容包括⼿ 

語、聾⼈及其⼦⼥⽂化知識。完成課程後，更可參 

加「⼿語義⼯⼩組」，融⼊我地聾⼈⼦⼥⼤家庭。 

現時共有48位⼿語學員，⼀同參與聾⼈服務。 

雙語共融關愛嘉年華 

2016年舉辦雙語共融關愛嘉年華，透過⼤型活動 

設有⼿語攤位遊戲、⼿語歌舞、⼩組交流、演講等 

分享，促進聾⼈與健聽⼈⼠的認識，達致真正的共 

融。當天參與者共有80多⼈，包括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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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推廣 

勞⼯及福利局贊助舉辦親⼦教育講座

我們的⼯作 

韓國交流⽂化 

2016年獲韓國CODA邀請，赴韓國當地 

互相交流⽂化，以及探訪有關聾⼈的學 

校、社區服務中⼼，交換⼼得，吸取成功 

經驗和知識。⾹港與韓國CODA的成⾧， 

都有著相同⾯對的困難和需要，彼此⽀持 

互勉。CODAHK演講分享當天，在埸出 

席⼈⼠多達百⼈參與，包括CODA及聾 

⼈。 

由於普遍對聾⼈家庭認知缺乏，聾⼈⼦⼥的艱難成⾧也鮮 

為⼈知。於是，本會積極推廣透過電影製作、宣傳影⽚、 

出版刊物、傳媒報導、倡議等，讓廣泛市民及社會能多⼀ 

份體會，多⼀份關懷，進⼊聾⼈群體的世界。 

 聾⼈親⼦關係⼯作坊 

本會成⽴以來，從家庭探訪、問卷、⼼理輔導⽅⾯，了解 

到⼤部份的聽障家庭的問題，源於聽障⽗母缺乏親⼦的教 

育。幸得勞⼯及福利局贊助製作及派發1,000隻⼿語版親 

⼦教育宣傳短⽚系列，讓⼤社會了解及關注聾⼈家庭的 

需要，從⽽減少歧視問題。同時，籌辦親⼦教育講座，聽 

障⽗母能透過教育孩⼦的⼼得，幫助解決他們⽇常照顧⼦ 

⼥的困難。健聽家⾧也能學習聾⼈家庭的特質，彼此交流 

⼼得。所帶出的訊息是從「家」開始感受真正的愛，從⽽ 

讓聾⼈⼦⼥與⽗母建⽴良好的親⼦關係。參與活動⼈數多 

達200位，包括聾⼈家⾧及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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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七⽉定名為聾⼈⼦⼥⽇，公開⿎勵聾⼈⼦⼥  

及其家⼈參與，凝聚同⾏⼒量。活動按幼兒、兒  

童、青少年三個不同年齡層的需要⽽度⾝設計，  

由聾⼈⼦⼥執委策劃及帶領，尋找有⼼義⼯和合  

作機構，並尋找贊助⽀持，確保活動順利舉⾏。  

同時，公開推廣宣傳，提⾼聾⼈⼦⼥的關注。  

活動⽬標  

1  ) 凝聚聾⼈⼦⼥，提升⾝份價。  

2  ) 關注聾⼈⼦⼥的需要  

3  ) 促進親⼦關係  

聾⼈⼦⼥⽇2016，超過⼀百位聾⼈家庭參加。  

聾⼈⼦⼥⽇ 

CODA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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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C O N T A C T  U S

⾹港聾⼈⼦⼥協會有限公司   

地址 九⿓⽯硤尾南⼭邨南逸樓3-10號地下 

電話 (+852) 9813 4213 

電郵 info@codahk.org 

網址 https://www.codahk.org/ 

 (需預約時間，提供服務) 

聾⼈⼦⼥及其家⼈的認可慈善團體 (91/13988) 

⾹港聾⼈⼦⼥協會有限公司於2017年3⽉31⽇⽌年度之財務報告經匯源 

和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及⾹港聾⼈⼦⼥協會有限公司董事會認可。 

感謝⽀持！

2016/17年度財務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