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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2019/20 年度參加uShine SEN 服
務隊。最令我難忘的是拍攝宣傳⽚，介紹中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提供的⽀援，並

推廣uShine 服務隊。Jas 給我和另⼀位義⼯
Rachel指引的同時也給予很⼤⾃由度，從撰
稿到拍攝⾵格我們都可以⾃⼰選擇。⽽且，

我拍攝影⽚的經驗尚淺，性格⽐較內向害

羞，能夠和朋友⼀起在做義⼯時練習⼀種新

技能實在難得。⽽我在參加uShine 前未有想
過能有這麼多元化的經驗和訓練。相信未來 
 的uShiners 都會在這裡找到⼀些突破⾃我
      的機會！

To begin with, I participated in uShine Service Team in 2018-

2019.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 was Braille notes

conversion as I could directly assist th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academic studies by making notes. By using the softwares,

course materials were all converted to readable languages for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I was truly impressed by their

endurance to "read" through the piles of notes in Braille

characters. (Even one page of Powerpoint sometimes converted

into a few pages of Braille characters!) Moreover, I was

responsible for allocating the tasks of conversion to my

teammates. All in all, 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 was interesting

and informative. The experience was rewarding. Thank uShine

for providing this precious opportun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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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oined uShine when I entered university. This is due to my identity 

    as a SEN student, and my heart of helping others. In this case, I am both participant and 

   target of service.

In uShine, I knew much more about SEN, as I attended different activities related to different kinds of

SEN, including Braille notes workshop, sign language class, social skills workshop for ASD students,

and Human Library for different mental illnesses including depression, bipolar disorder, anxiety,

and dissociative disorder. I also learnt how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and organize activities by a

group services project on a specific SEN. As a beginner in activity hosting, this is definitely an

unforgettable moment in my two years of uShiner life.

As CUHK is an inclusive university, there are numerous SEN students in need (besides me), and you

may find one around you very easily. Let’s take this first step of integrating SEN into CUHK by joining 

    this uShine service team!

 Hellooo😆😆 我係2019 uShiner Rachel ♥ 除左準備點字筆記，我都有幫⼿唔同嘅
projects，例如剪⽚介紹uShine、為2020年新⽣打氣加油等等。最令我印象深刻嘅
project，⼀定係3⽉派發酒精搓⼿液嗰個活動啦！仲記得嗰陣因為疫情，⼤學轉左網上授
課，上⾯授課堂嘅時間真係唔太多，所以我好期待有機會可以返中⼤⾒下班同學。⽽我好

開⼼同⼀班uShiners、uBuddies同埋uPals⼀⿑整酒精搓⼿液，⼀⿑設計⼼意卡為同學、
職員打打氣。我地捧住⼀箱⼆箱搓⼿液由百萬⼤道⾏落去龐萬倫，途中經過唔同嘅
canteen。仲記得餐廳嘅叔叔姨姨⼀⾒到我地⼿上嘅搓⼿液，就同⾝邊嘅同事講：「阿妹
有搓⼿液啊！」其他叔叔姨姨聽到，都即刻上前黎。收到之後，佢地都好開⼼，第⼀反應
都係講：「太好了！多謝你地啊！呢排真係好難買到呢啲抗疫⽤品啊😭😭」就算戴著⼝
罩，我都略略⾒到佢地真摯嘅笑容，⾃⼰因為咁⽽都有好⼤嘅滿⾜感，⽽呢個亦都係我鍾

意做義⼯嘅原因 :) 
                   期待黎緊新⼀年係uShine⾒到⼤家！⼀⿑係中⼤校園裏⾯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

2019-20 uShiner Rachal

2019-21 uShiner Joe



                   我是中⼤2017年精算系畢業⽣，參與了uShiner服務隊⼤概2年。
               我在2015年經mass mail得悉有uShiner這個義⼯團隊，並正招募隊
          員。當時我很好奇什麼是SEN，亦有意為有需要的學⽣服務，便報名及參與
     ⾯試，然後幸運地成為⼀份⼦。

   記得uShine 當時有⼤概有7名隊員，我們的職責主要有兩個：(1) 為⼀位SEN同學抄寫
筆記，把教材轉換及印成點字；(2) 與校內SEN學⽣聯誼和成為夥伴。由於我當時的時
間表⽐較不固定，我便主⼒幫那位SEN同學處理筆記，可以在空餘的時間隨時隨地⼯
作。當時那位同學修讀的科⽬很多，⽽且教授們只能在上課數⽇前分享筆記，所以我們

常常只有少於⼀星期的時間處理筆記。我們的⼯作是移除數⼗⾴PowerPoint的
formatting，⽤簡潔的⽂字取代圖⽚，然後使⽤⼤學圖書館內的點字機把筆記印出來。
我們亦試過逐⾴掃描參考書，並⽤OCR軟件識別⽂字，轉換成筆記。雖然當時與那位
SEN同學⾒⾯不多，但很有幸能協助這位聰穎和勤⼒的⼥孩。

   第⼆年隊員增多，有⼆⼗多名，我們四名續任的uShiners亦成為了⼩隊⻑，除了帶
   領新隊員學習使⽤點字機和整理筆記，亦開始在校園推廣共融，舉辦⼤⼤⼩⼩的
     活動和展覽，希望幫助中⼤師⽣明⽩SEN學⽣在校園⽣活的困難和需要。我亦
       很榮幸⾒證越來越多⼈成為uShiners，在校的推廣亦漸漸上了軌道。

                   衷⼼感激學⽣事務處的職員和帶領uShiner的Jas！

2015-17 uShiner Timothy

        我加⼊uShine時希望可以透過這計劃豐富我的⼀年中⼤⽣活，參加後果真

   使我獲益良多。在這個計劃裏，我得知中⼤有專⾨部⾨協助SEN 學⽣，為他們提供

不同服務，建造⼀個合適的學習環境。和其他院校師⽣午膳交談時，我才得知原來這些

服務對於SEN 學⽣是多麼重要。我感恩⼤學提供了實際措施予師⽣，營造⼀個友愛共融

的好環境。

還記得在⼀次活動，我在⿊暗體驗館中感受視障⼈⼠的⽇常⽣活，⼀開始我對無盡的⿊暗

感到害怕，慢慢⾛路的過程間使我感到無⼒。不過讓我明⽩到即使未必⽤視⼒感受世界，

其實並不等於缺失，反⽽是真正地感受這個城市的脈搏。另⼀次我們以⼩組形式設計攤位，讓師⽣試着以⼿語進⾏⼀次購物，讓他們可以有個新體

會，這些活動我覺得意義⾮凡。感謝這⼀年的參與，也希望來年⼤家可以發掘更多

   不同的活動，切實體驗助⼈為樂吧！

2018-19 uShiner Shirley



    我於2018-19年參加uShine SEN服務隊。

   記得我在暑假看到uShine在網上招義⼯，⽽我當時時間允許
，所以就「膽粗粗」

 跟⼀個朋友⼀起報名參加。其實，
初加⼊時我並沒想太多，只是

覺得這個義⼯活動

跟我以前參加的義⼯服務不太
⼀樣，所以想嘗試⼀下。當我

正式成為服務隊的⼀份⼦，

並開始參與服務和籌辦活動時
，我才真正感受到uShine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同學的重要性

和幫助。其後，我主動報名加
⼊個別SEN同學⽀援⼩組，透過與視障朋友⾯

對⾯傾談和

相處，我認識到更多與SEN同學相處的技巧，以及如何為他們
提供適時協助。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
次我和⼀位SEN朋友傾談，然後得知他正⾯對⼀個

難題：

由於當時復康巴因事暫停服務
，他需要⼀位同伴陪伴他⼀同

⾏⾛下學期的上課路線，以

訓練其導盲⽝。當時碰巧是暑
假⽽我亦需要回校上課，我便

主動提供幫助，與他和狗狗

⼀起熟悉上課路線。期間，除
了更了解那位朋友，也增加對

導盲⽝的認識，例如它們的

訓練過程和⽇常照料⽅法等等
。這個經驗讓我覺得我成為了

SEN同學的同⾏者，能互相

學習、互相⿎勵，⽽我也對他
們的毅⼒和意志感到⾮常佩服

，很值得我學習。 

  另外，我們每組需要籌辦⼀個活動
推廣校園共融。⾝為其中⼀個

⼩組隊⻑，我連同另外

 兩個⼩組負責⼈相議聯合三組活動
，舉辦中⼤第⼀屆SEN Festival。這樣既可以

 增加宣傳功效，也⼤⼤提⾼活動的
影響⼒，令更多中⼤師⽣認識

和關注SEN，亦能提

    倡校園無障礙、共融學習環境。
這些經驗令我受益良多，我學

習到如何更有效地 

    舉辦活動，以及更細⼼留意活動
舉辦細節。 

     總括⽽⾔，我覺得uShine對於喜歡參加義⼯活動和希望服務
中⼤同學仔的⼈來說是

      ⼀個獨⼀無⼆的學習體驗。我
⾮常慶幸⾃⼰當年突破了舒適

圈，參加了uShine，

   令我認識到⼀班志同道合的朋友。
⼤家⼀同為同⼀⽬標奮⾾的經

歷是我⼤學

             4年中⼀個⻘春、熱⾎和難
忘的美麗回憶。

                                                   
               多謝uShine，多謝我的⼀班組員。

2018-19 uShiner Geri 很感恩在⼤學三、四年級成為uShine⼀員，遇
上很多好⼈好事。每次的training workshop如
導盲⽝體驗，都讓我認識SEN同學的需要，⽽
service project則能讓我實踐所學，透過觀賞
⼝述電影及思覺失調VR體驗活動，讓中⼤師⽣
⾝同感受SEN同學的⽇常⽣活。

很多時候，我和teammate經常收到同學的感
⾔，但反倒我想多謝同學願意敞開⼼扉與我們

交流，讓⼤家更了解中⼤不同同學的情況及需

要。

希望⼤家成為uShine⼀份⼦，締造共融校園！2017-19 uShiner 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