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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盲人體育總會 

2020年度報告 

 

                 在 2020年度期間，本會舉辦了以下之活動: 

 

1. 「第十屆香港共融之樂保齡球比賽」暨「第九屆香港盲人保齡球錦標賽」 

由勞工及福利局贊助，香港盲人體育總會主辦，國際扶輪 3450 地區協辦的

「第十屆香港共融之樂保齡球比賽」暨「第九屆香港盲人保齡球錦標賽」

於 2020年 1月 12日在南華體育會保齡球場完滿舉行。今屆比賽共有 50支

隊伍及 192人參加，破了歷屆紀錄。 

 

出席主禮的嘉賓包括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及香港保齡球

總會主席劉掌珠女士、活動大使及世界保齡球錦標賽金牌得主胡兆康先生、

國際扶輪 3450地區區總監鄭鶴明先生、國際扶輪 3450地區候任總監習慶聰

醫生、葵涌扶輪社社長劉燊濤先生、香港盲人體育總會主席顏志永先生、

香港盲人體育總會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陳梁悅明太平紳士、活動籌委會主委

葵涌扶輪社前社長李兆民先生、葵涌扶輪社前社長利偉強先生、葵涌扶輪

青年服務團團長李慧霞女士。 

 

兩位保齡球世界錦標賽的金牌得主麥卓賢先生和曾德軒先生向獲獎者頒獎

及展示了他們具挑戰性的保齡球技巧，獲得在場觀眾高度讚賞。 

        

2. 臺北渣打公益馬拉松 2020 

2020 臺北渣打公益馬拉松於 2020 年 1 月 19 在台北舉行。本會共派出了 7

位視障運動員和 7 名領跑員參加是次比賽 ，他們包攬了男女子視障組半程

馬拉松及男子視障組 13km 的冠軍、和女子視障組 13 km季軍。能取得如此

優異成績除了運動員的努力訓練之外，亦有賴各位教練以及一眾領跑員的

支持。 

 

3.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撥款，香港盲人體育總會於 2019年 7月份起舉辦 

4項訓練班，包括馬拉松丶高爾夫球丶保齡球及雙人單車，為期三年。由於

疫情關係，訓練班在 2020年 1月尾中斷至 6月 9日重開 。 



2 
 

在訓練期間，我們遵守政府的限聚令，並採取了所有衛生措施，確保運動

員的安全和健康。為使視障會員在疫情期間能安全地參與體育訓練，本會

作為首間視障機構特別向香港理工大學購買防護面罩。此款可再用的防護

面罩非常方便使用，防疫之餘亦可享受做運動樂趣。於 6月 9日重開的高爾

夫球訓練班的學員已率先使用，學員們均表示防護面罩設計方便舒適、實

用度高。訓練開始之前，我們對運動員和義工進行了體溫檢查，並為他們

提供消毒洗手液。但由於疫情漸趨嚴重，訓練計劃不得不在 7月中旬再次暫

停至 9 月中重開，但 10 月中旬再次爆發，11 月份培訓計劃再要停開至另行

通知。 

 

4. 飛鏢和空手道訓練班 

    本會於 2020年 9月開始為會員開辦了飛鏢和空手道訓練班 ，目的是希望他

們在疫情下亦能夠參與一些健康及有意義的活動，鍛煉身體，忘記憂慮。 

 

5. 網上講座和培訓課程 

 從 2020 年 9 月起，我們通過 zoom 舉辦了一些培訓課程及講座 ，鼓勵會員

參與。課程包括防疫食療及少林健體課程，空手道和飛鏢講座。我們亦邀

請了著名的運動員分享他們如何克服困難成為代表香港參加亞洲和國際比

賽的運動員並獲得獎項。  

 

6. 在疫情開始期間(2020 年 2 月至 9 月)，本會努力尋求捐助，為我們的視障

會員採購和分發防護用品： 

 

6.1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提供的 COVID-19 緊急撥款 

本會於2020年2月26日成功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176,628，

為 300 名會員購買了防護用品。包括口罩，洗手液，抗菌濕紙巾，廚

房紙巾，方便麵，魚罐頭，餅乾等。這些物品已於 3 月 16 日分發給

222 名視障會員。 當天九龍區聖約翰救護車總司令和他的 10 位急救

義工團隊為視障會員量度體溫，並教給他們如何正確使用洗手液。 

本會的創會主席，主席，常務副主席和兩位副主席曾在不同的時段到

場幫忙將上述物資分發給本會的會員。賽馬會項目經理張女士也於下

午到訪支持是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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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從 3月 19日至 9月 30日，我們的工作人員輪流家訪 100多位視障會

員，其中大多數是老人或獨居人士。我們的員工短暫停留分發物資，

並向他們致以最誠摯的問候。 

 

       本會會員反應正面。他們非常感謝我們的關心，幫助他們度過這個

困難時期，並通過 whats app 留下了很多信息，感謝本會理事會和員

工。 

 

6.3   慈善組織捐贈的防疫用品 

在 2月至 5月期間，我們收到了來自不同機構及企業捐贈的大量保護

用品。主要有 So So Masks，Abouthai 葵涌扶輪社，港島東獅子會和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及香港寬頻等。在此期間，所有防護用品都分

發給了本會的會員，讓他們安心防疫。 

 
7. 改善資訊科技系統  

為了促進會員與本會的日常聯繫，我們建立了一個廣播系統，通過該系統

會員可得知本會的最新活動。我們還在 Facebook 上傳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的一些健體視頻（有語音說明），方便視障人士可在家鍛煉身體，保持健

康。 我們亦 為會員開了一個 What's App 群組，供會員登記領取防疫用

品。這方法節省了我們員工接電話的時間，還避免了在登記過程中的人為

錯誤。這溝通方法受到會員的高度評價。為此，其他盲人組織也爭相仿

效，開通這通訊方法。 

 

8. 視障會員規章制度 

為與其他專業體育組織看齊，本會為視障會員制定了一套規章制度，這些

規則和條例自 2020 年 4 月起生效。由於本會有意向公益金或將來向政府申

請撥款資助，現階段有必要提升本會的專業性。這些規則是參照康文署及

其他體育組織之法規後製定而成的。有關內容，請參閱本會網站

www.hkbsf.org.hk 的「下載中心」。我們已向同意遵守這些規則的會員詳細

解釋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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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賽馬會社區可持續發展基金 

  本會於 9 月份獲得上述基金撥款$686,000 資助我們的 ”Reactivating a 

Happy Life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Project” ，中文名稱是 「賽馬會社區持

續抗疫基金 - 瞳樂體育計劃」，計劃內容包括： 

  -  亞洲首個廣東話人工智能語音助手系統開發 

-  保齡球訓練班 

-  飛鏢訓練班 

  -  食療抗疫、少林健體課程 

 

與現有的系統相比，為視障會員開發亞洲地區首個廣東話人工智能語音助

手系統（Voicebot）對視障會員更具有成本效益，尤其是在疫情期間。新

的人工智能語音助手將具有許多附加功能，這些功能將有助於互相溝通及

交流，例如可以立即回應會員的需求以及取得大量的訊息。該系統將提供

網站信息、有關冠狀病毒的最新更新、培訓計劃和活動。系統可以顯示

20 個一般性常見問題（FAQ），如果人工智能語音助手無法處理某些查詢，

則會轉到真人溝通服務處理。 通過安裝人工智能語音助手開發計劃，本

會員工可以下班後在家中操作系統，並通過密碼保護系統，保障視障成員

的數據安全。 

 

10. 黑暗中的挑戰 

由於疫情關係，本會今年無法舉行往年的公共教育暨籌款活動「心連心跑

出光明」。因此特別舉辦了一個名為 「黑暗中的挑戰」活動。活動內容包

括；矇眼寫字和矇眼走路。這項活動的目的是促進平等參與體育共享運動。

活動於 2020年 11月 1日至 30日期間舉行。華懋集團是這活動的冠名贊助

企業。 

        

  活動大使包括著名歌星容祖兒女士、資深傳媒人車淑梅女士、歌星韋綺

珊女士、前香港小姐鄭文雅小姐和傑出視障運動員梁小偉先生。地鐵公

司從 2020年 11月 16日至 30日展示了我們的活動海報，為期 2週。活動

參與者包括名人，教育大學及聖羅撒書院學生，多間非政府組織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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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儀式於 2020 年 12 月 12 日上午在如心海景酒店天空廊完滿舉行。立

法會議員馬逢國先生 GBS JP 是活動的主禮嘉賓，並頒發感謝座予主要贊

助企業。另有參加者參與網上分享會。分享會上主禮嘉賓矇眼寫字及講出

他們的感受。最後放映了有關各界人士參與此活動的綜合影片。慶典在一

片歡呼聲中完滿結束。 

 

11. 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 

該基金於本年一月配對撥款$250,000資助本會的「攜手關愛、扶助視障」

項目，當中包括有: 義工訓練課程、生命教育講座、盲人足球示範工作

坊 、探訪視障老人 、宿營及郊外旅遊等活動。，由於疫情持續，生命教

育講座及盲人足球示範工作坊被迫停頓了一段頗長時間，宿營也要取消。

在疫情期間，本會雖然未能親身探訪由香港盲人輔導會屬下的三間安老院

院友，但已安排送出每人一份禮品，並在網上用 Zoom 形式與他們交談及

致送深切慰問 。在 11月份本會為會員舉辦了二次郊遊活動，地點是慈山

寺及大澳，會員對這兩次旅遊十分雀躍，可以暫時拋開疫情的顧慮，輕鬆

地與視障朋友們交流及品嚐美食。 

 

12. 勞工及福利局 - 康復服務公眾教育/宣傳活動撥款 

在 2020-2021 年度，勞工及福利局撥款$56,158 資助本會的康復服務公眾

教育/宣傳活動，計有: 生命育講座、盲人足球示範工作坊、第十一屆共

融之樂保齡球比賽暨第十屆盲人保齡球錦標賽 ，國慶跑及 Gigasports 馬

拉松比賽。但由於疫情持續，整體項目不能完全舉行，例如生命育講座及

盲人足球示範工作坊只舉行了數次，保齡球錦標賽亦推遲至 2021 年 5 月

份舉行，而國慶跑亦已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