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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孩子同行



關於聾人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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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眾人士和不同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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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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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聾健⼀家親    WE  ARE  ONE  DEAF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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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A義工服務隊



因此，我們提供相關聾人的子女支援服務包括 

功課輔導、幼兒訓練班、親子活動、「聾人子 

女日」、「聾人子女領袖訓練營」，提升自信 

和學習能力。同時亦支援聾人父母，包括親子 

活動、家長工作坊，促進兩代的溝通和關係。 

 

非常感激獲得愛心聖誕大行動撥款支持， 

2018年初開展為期三年的「童聲童戲：聾人 

子女說話及語言發展計劃」，更加全面有效提 

升服務質素和資源，讓更多有需要的聾人家庭 

受惠。透過語言評估，我們發現不少聾人的子 

女語言發展遲緩。我們亦舉辦家長工作坊，提 

供咨詢及輔導服務，改善父母內在自卑感對孩 

子帶來負面的影響。 

 

衷心感謝媒體持續的訪問、報導、製作節目， 

關注聾人家庭的狀況和需要，把重要的訊息傳 

開，讓社會大眾與CODA同行。我們渴望有心 

人士繼續支持、捐助CODA會，也積極向政府 

申請租用公益單位和資助。我們願意發光發 

熱，照亮聾人家庭，也願貢獻社會，助己助 

人，薪火相傳，實踐「聾健一家親」的理念。 

主席的話 

香港聾人子女協會是亞洲第一個為聾人子女而 

設的自助組織，也是香港政府註冊的慈善團 

體。創辦的初衷，就是為了讓聾人的下一代被 

看見、被支持，不要在成長路上經歷無數辛 

酸。回顧過去服務至今，已經踏入第五周年。 

我們就是一群聾人所生的孩子，充滿著信心和 

盼望，以守望相助精神，默默耕耘，逐步開拓 

聾人及其下一代的服務。2013年開始的服務， 

就是家庭探訪，我們親身上門關顧每個聾人家 

庭會員的狀況和需要。 

 

CODA (聾人的子女) 是連結聾人與健聽世界的 

一道橋，處於兩種文化夾縫中，從小就要做翻 

譯，無論聾人還是健聽者，都期望 CODA 是 

忠誠、可靠的文化使者，協助兩個截然不同的 

世界無障礙溝通。然而，CODA在夾縫中承受 

的壓力、委屈、辛苦，無處訴說。不少CODA 

共同的集體經驗就是從小要照顧父母、面對社 

會的歧視目光；有些 CODA 會因為深層的自 

我否定而介意別人知道自己的身份，面對親 

戚、老師、同事或上司，特別多壓抑。 

陳佳儀 創辦人 

董事會 主席兼義務總幹事



兒童及家庭 

兒童及家庭部的目標，是從言語、認知、情緒、心理成長 

等方面支援Koda小朋友。我們亦重視親子關係的教育，初 

期是逐個家庭親自探訪，了解需要，其後發展兒童跟進小 

組，與許多聾父母、小朋友建立深厚的感情。記得有個 

Koda BB 初到中心參加小組時，抱著父母哭，不肯放手， 

現在，已經能夠主動與其他小朋友玩樂，建立了社交和安 

全感，明顯有很大的進步。有些小學Koda，本來好靦腆、 

默不作聲，後來卻時時露出最真摰的笑容。我們最感恩 

的，是從小朋友的言談間，聽到了對CODA身份的自豪。 

 

除了在小組內觀察到改變，聾父母也會主動告知小朋友的 

進展，這些好消息，都讓我們很感動，更成為我最大的動 

力。感謝聾父母讓我們有機會見證小朋友的成長，渴望我 

們繼續互相學習、同行下去。今年開始了第一屆《童聲童 

戲 : 聾人子女說話及語言發展計劃》，我們著意延伸服 

務，進一步提供兒童小組、家長工作坊、咨詢及輔導服 

務，陪伴聾人家庭一同成長。 

兒童訓練班  

家長工作坊 

四周年暨聾人子女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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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佩欣 (CODA 執委、 註冊社工)



栽培聾人新一代 

我們重視培養年輕CODA的自我成長能力，渴望她/他們內心更強壯，克服各種環境挑戰， 

全面發揮潛能，做CODA會的中流砥柱。第三屆「聾人子女領袖訓練營」，透過兩日一夜 

的歷奇體驗，讓青少年CODA學習領導才能和團隊精神。精心設計的練習，使大家加深對 

自己、對隊友的認識，發展領導品質和自我管理技巧。我們願見年輕CODA發揚聾人下一 

代的自助、自強精神，為聾人社群創造最大價值，貢獻社會。 

青少年發展

第三屆「聾人子女領袖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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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娛樂 觀星天文黃昏營 

 



P A G E  0 7   

手語證書課程 

 

手語不只是聾人之間、聾與聽世界之間 

的溝通工具，更是發掘身體表達力的好 

方法。使用手語的人，不論聾、聽，都 

在善用身體表情達意的功能。我們積極 

向市民大眾介紹手語，鼓勵更多人學 

習，提升人與人之間連結的質素，也渴 

望吸引更多人參與聾人子女的服務工 

作，諦造共融和諧的社群。 

 

手語研究工作 

 

我們第三度參與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 

究中心的手語詞彙變體工作，支持打造 

香港手語瀏覽器的項目。以及參與路德 

會啟聾學校手語開發小組。 

 

「早辰．早晨」手語新聞 

 

由2016年至現在，CODA會繼續風雨不 

改，在早晨時段提供即時新聞翻譯。 

 

成功爭取手語新聞 

 

我們與其他聾人權益組織，經過多番努 

力和堅持，終於與通訊局和福利局達成 

共識，成功令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由 

2018年7 月 3 日 起，推出全新設有手 

語傳譯及繁體中文字幕的即日粵語新聞 

節目，為聾人提供最新最快的新聞資 

訊，讓人人都有獲取資訊的平等機會。 

手語及翻譯

手語證書課程畢業學員

爭取手語權益

家長講座設手語翻譯



承蒙大眾傳媒的厚愛與支持，CODA

會接受了多個訪問及拍攝、製作了多

種教育節目，包括香港電台手語隨想

曲5 、沒有牆的世界VI(衝破)。媒體

協助我們向公眾做推廣、教育工作，

讓大家認知香港手語瀕臨滅絕，必需

救亡，避免聽障人士活在孤立無助之

境。媒體製作的節目，讓社會認識聾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盡顯無聲的愛。

聾人的子女遊走兩個世界之間，自力

更生，充滿生命力、勇氣、韌力，

她/他們的故事，值得更多人知道。 

手語隨想曲5〈旅遊〉(香港電台) 

沒有牆的世界VI〈衝破〉(香港電台) 

香港手語瀕臨滅絕，聽障人士活在孤

立境地？(端傳媒) 

聾人子女遊走兩個世界 (AM730) 

無聲的愛 (OH！爸媽) 

鏗鏘集：無聲說 (香港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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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創會主席陳佳儀代表香港 

CODA會參加第32屆CODA國際會議。 

這是香港CODA會第一次參加國際 

CODA組織的會議，意義深遠，實在是 

一大盛事！第32屆CODA國際會議於加 

拿大舉辦，世界各地三百多位CODA雲 

集、交流學習。當中有許多出色的同行 

者，包括資深經驗手語翻譯家、手語研 

究工作者、心靈導師、語言學教授、各 

地CODA組織創辦人等等，熱心貢獻 

CODA社群。每年國際會議都有特定命 

題，這次是“CODA-CAN’，鼓勵 

CODA相信自己，任何事情都做得到， 

帶著信心攜手創未來！ 

 

CODA X 森林樂 慈善活動

2018/03/29 保誠Wizard分享講座

教育及推廣

世界交流



兒童及家庭 

10%

手語及翻譯 

43%

教育及推廣 

45%

CODA義工 

2%

服務統計 2017-18

家長講座      4       126       126        12

活動數目   服務人數   服務人次  服務時數

兒童訓練班    27       236       236        25

親子活動      10       346       346        78

領袖訓練       2         8         9        144

手語及翻譯培訓    7        62       255        106

公眾教育      11      3160      5000       64

  慈善活動      1       150       150        9

CODA義工    133      175       175       938

2017/3/30 聾人家庭 x 義工遊迪士尼 

服務人數比例

手語翻譯服務    70      3000      5000       500



衷心銘謝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自在社 

森林樂 

香港感恩運動 

伯裘書院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阡陌社區浸信會 

獅子山青年獅子會 

JCI晉峰青年商會 

藝恆愛心行動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路德會啟聾學校 

中大社會服務社 

勞工及福利局 

愛心聖誕大行動 

保協慈善基金 

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 

保誠 Wizard Agency 

澳門聽障人士協進會 

Hong Kong Deaf Car Club 

明愛堅道社區中心 

香港復康力量 

梁耀忠議員辦事處 

藝恆愛心行動有限公司 

南華早報 

香港電台 

端傳媒 

AM730 

Oh！爸媽 

毛記電視 

英皇娛樂 

香港迪士尼樂園 

義務工作發展局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復康力量 

香港聾人協進會 

 

2017/4/1  親子義載BBQ



財務報告 2017-18

雖然面對籌款工作的挑戰，仍 

得到社會各界關注和支持。香 

港聾人子女協會於2017/18年 

度的財政狀況穩健，獲得愛心 

聖誕大行動撥款資助85萬港 

元，推行「童聲童戲：聾人子 

女說話及語言發展計劃」，以 

及2017年本會由義工團隊籌辦 

慈善活動及捐款，共籌得14多 

萬元，讓我們能夠持續提供聾 

人子女及其家人的服務項目、 

手語及翻譯培訓、義工培訓、 

推廣和教育工作。 

 

內部監察 

由董事會定期召開會議，商討 

有關財務審計以及內部監察事 

宜。同時監督內部審計程序， 

有效評估及改善風險管理措 

施、監控架構及管理程序。 

 

本財務摘要摘自香港聾人子女 

協會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年 

度財務報告。香港聾人子女協 

會年度財務報告由匯源和會計 

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撰寫，完整 

報告已上載至網頁 

www.codahk.org 

內部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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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陳佳儀 Cindy Chan  創會主席 

梁佩欣 Adia Leung  註冊社工 

聾人的女兒，現任兒童及家庭部執委，負責探訪服務、策劃聾人子女幼兒小 

組。高中時期開始，Adia 便以服務聾人為侍奉目標，熱切關注CODA在成 

長、學習、人際關係、行為和情緒等各方面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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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a 深信自身的成長經歷， 

能同理心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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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聰 Phil Lam   

聾人的兒子，現任青少年發展部執委，專注培育青少年CODA。Phil 從小不 

知道自己有一個身份，叫做 “CODA”，直到 2014年認識了CODA會，才 

有機會了解自己更多。認識其他CODA後，有人夥伴同行，繼而成為執委， 

希望以身作則，發熱發亮，用自己的成長經歷影響年輕的一代，幫助青少年 

CODA找到清晰的人生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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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家庭部

青少年發展 部

朱寶玲  Po Ling  幼兒導師 

她是家中長女，父母聽障，屋企靜默無語，教養及溝通如遭滅音隔聲，聽 

覺健全的寶玲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打從年幼起，她就邊學手語，邊與父母 

及日常世界接軌。父母聽不見、說不了，她一人身兼女兒及翻譯的多重角 

色，但也有疲倦和疑慮時，叛逆期時一度想不開，早年築起心牆拒溝通， 

後終開竅與家人和好如初。漸見成熟獨立的寶玲，多年來不斷在CODA會 

擔任義工，分享切身經歷。她修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渴望為同路小孩 

「開路」。[摘自《香港01》] 

為聾人父母所生的健聽子女，成長於破碎家庭。由於聾人群體無論在教 

育、醫療、就業、婚姻及社交生活，都嚴重缺乏支援配套，再加上社會認 

知不足，令到聾人家庭面對種種困難。陳佳儀受到信仰的呼召，明白到自 

己作為聾人子女，有獨特的意義和使命，於是在2013年創辦屬於聾人子女 

的自助組織，透過自身經歷關心、協助聾人家庭。Cindy 擁有遠大抱負， 

立志團結聾人子女及各界有能力人士，為聾人家庭提供適切支援，發揮聾 

人子女雙語、雙文化(手語及口語、聾人及健聽文化)的優勢，成為聾健溝通 

的橋樑。愛，由「家」開始，Cindy 走出了第一步，凝聚集體力量，創造 

更加和諧共融的聾人家庭，也創造「聾健一家親」的香港社會。 



執行委員會

鄭詠恩 Cassia Cheng   

聾人的女兒，現任手語及翻譯部執委，《香港手語翻譯員名單》上的合資格 

手語翻譯員，致力促進CODA與父母的親子關係、提升社會對手語的認知、 

傳譯質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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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參與的手 

語工作包括：香港電台「早辰。早晨」時事資訊直播、路德會啟聾學校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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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家豪 Anson Wong 秘書 
聾人的兒子，擔任秘書及財務工作。今年35歲的Anson，父母都是聾 
人，夫妻間習慣打手語溝通，但家豪不太懂得手語。某天吃飯時，家豪 
突然想起一件兒時趣事，想和父母分享，他打起手語表達，父母沒有領 
會，家豪著急地比劃起來，父母還是一頭霧水，最後他只能轉向身邊的 
手語傳譯員朋友求救。 
 
在香港，手語是一門瀕臨滅絕的語言，即使在聾人家庭裏，健全的孩子 
也大多不懂手語。根據統計署2014年的數字顯示，香港聽覺困難者超 
過15萬人，然而，當中只有2.5%(不足4000人)懂得手語。目前，香港 
只剩一所用手語教學的聾人學校。 
 
過去30多年，Anson 和父母長期缺乏良好溝通，直到兩年前一次不愉 
快的家庭聚會後，他才開始反思：為甚麼我從來沒有好好學手語？在香 
港，手語為甚麼變得如此邊緣？ 
 
[摘自：《香港手語瀕臨滅絕，聽障人士活在孤立境地？》 © 端傳媒 ] 

手語及翻譯部

蘇劍雲 Billy So 手語導師  

Billy 因為爸爸聽不到而開始學手語，父子之間的溝通，變成無聲勝有聲。 

兩父子都是憑著自己的一雙手，修補了這個大千世界裡好多不完美的畫 

面。Billy 提提大家：外間通常稱「聾人」為「聾啞人士」、「聽障人士」 

或者「失聰人士」，其實都不太正確。聾人不啞，聲帶沒有問題，可以發 

聲，只是健聽人士不能明白這些聲音罷了。稱聾人為「聽障」或「失 

聰」，便假設了聾是一種「障礙」、一種「失去」，其實聾人可以透過其 

他方式，完全發揮天賦才華與潛質，活出精彩人生。最尊重的稱呼，就是 

「聾人」-- 這是一個完整、獨立、有尊嚴的身份。 

[摘自：《星期三港案》修補聽不到的畫面] 



董事會 Board of Directors 

主席 陳佳儀 Cindy Chan 

 董事 余漢傑博士 Dr Yu Hon Kit Titus 

董事 陳美紅博士 Dr Red Chan 

董事 陳浩庭律師 Solicitor Mac Chan 

秘書及司庫 方天沛 Tin Fong 

 

顧問 Advisors 

Mr Carl J. Kirchner (Coda) 

Millie Brother (Coda) 

李健虎 Keith Lie 

姚勤敏 Chris Yiu 

李炳光牧師 The Rev Dr LI  

鄺志雄牧師 (Deaf) 

 張鍾麗裳女士 

沈錦康博士  

 

CODA大使 

 鍾凱瑩 Charis Chung (Coda) 

鄭子誠 Timothy Cheng 

 

CONTACT US 

Tel：  (+852) 9813 4213 

Email： info@codahk.org 

Website: www.codahk.org

兒童及家庭部 

手語及翻譯部
Tel： (+852) 6461 8842 

Email： sign.codahk@gmail.com

捐款戶口

匯豐銀行 HSBC

124-181702-001 

Tel： (+852) 6461 8841 

Email：service.codahk@gmail.com

地址 ADDRESS 

九龍石硤尾南山邨南逸樓3-10號地下 

Unit 3-10, G/F, Nam Yat House, 

Nam Shan Estate, Sham Shui Po, 

Kowloon 

服務時間   Service Hour 

星期二至六：上午10 時至下午7 時 

Tuesday - Saturday：1000-1900 

(星期一及日、公眾假期休息) 

2017-18 Annual Report© CODAHK

2017-19年度執委委任儀式

CODA Team

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