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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澳至友協代表出席至友領袖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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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友領袖大會在美召開　澳至友協組代表團參與
2017-08-04 03:30:00

　【特訊】一年一度的至友領袖大會七月十九至二十四日在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召開。澳門至友協會組織總共十三名本

澳代表參與，包括兩名有特殊需要人士、兩名家長、另有七

名中學、大學及在職義工和兩名職員。該活動由澳門基金

會、社會工作局、教育暨青年局及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贊

助。參加者按其不同需要參與了不同主題的講座、工作坊、

培訓及國際交流等活動。他們提高了對至友共融運動的理

念理解、自身的演說、領導技能；同時與各國的至友、義
工、職員交流各地至友計劃的開展情況，希望今後在本澳

近一步推動平等、共融的工作。

　兩名有特殊需要人士分別是梁嘉誠(澳門展現真我協會會員大會會長)和杜俊康。他們一起參

與其中的至友大使培訓。課堂中導師透過結構式的問題讓學員逐步回顧自身的人生故事：包

括基本的個人簡介、所遇的困境及如何以潛能解決，引導他們將人生故事的大綱依條理地撰

寫成演講辭，成為日後在社區推廣、宣講平等、共融的材料。兩位參加者認真學習，積極練習，

最後在一班同學面前發表自己的演講。嘉誠分享到：「我很喜歡畫畫，我的部份作品已印在Ｔ

恤、明信片及記事本中……我在兩年前加入至友協會，在今年，我榮幸地參與美國領袖大會，

成為至友大使，至友協會協助我獲得自信和友誼，我的目標是讓每個人都得到平等與重視，我

認為我是重要的，且是無限制的……」。他的故事、志向獲得聽眾的掌聲與尊重。另一位至友

大使俊康於演講時講到：「我學習上有困難，速度比較慢，因而學乒乓波幫助我手、眼，協調更

好，訓練我的耐性。生活上好多人幫助我，所以我更樂於助人……我熱愛平等，大家呢？我發

現我的使命係向全世界表揚傷健共融的信息，希望大家都同意「平等」這個理念……」，俊康與

人溝通的真誠、性格中的開朗讓他獲得聽眾的喜愛和讚賞！兩位已正式成為至友大使，肩負

起向社會大眾宣導平等、共融的至友精神。

　本年度的領袖大會除了培訓至友大使、義工及職員外，值得慶賀的是澳門大學至友分社更於

大會上獲頒發今年的傑出分社獎項，並由該分社的副主席馮詠嘉代表領獎。期待大會的參加

者能將收獲與感悟在各自所在的社群內廣泛分享，將學習到的至友文化與精神、領導與演說
技巧、組織活動的模式可以在今後的活動中發揮出來，更多地影響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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