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資源中心
跳躍生命線

內容如有修訂，恕不另行通知，請留意中心公佈。
辦公室開放時間：逢星期二至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7 時
(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2440-2413

傳真:2451-5266

地址:屯門友愛村愛明樓地下 124-125 室及 128-129 室
電郵:centre@yukchi.org.hk 網頁:www.yukch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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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需知
報名前請先閱覽「報名需知」。
A. 報名方法
1 抽簽

2 先到先得
3 郵遞報名

中心提供 3 至 5 天給會員親臨遞交抽簽紙。
交抽簽紙
日期、抽簽日期及繳費日期在活動上註明。抽簽時間
在下午 1 時前進行，最少有 2 位會員監察。有興趣監
察者，請在抽簽日前 1 個工作天與職員聯絡。當日下
午 3 時後，可電致中心查詢抽簽結果，恕不個別通
知，逾期不繳費當棄權。
在開始報名日的第一天，會員需親臨報名，收費作實。
a 只可在報名日前 3 天內寄到中心，否則不受理。
請致電中心確認收妥。支票抬頭「育智中心有限
公司」，每張支票報 1 個活動，支票背後註明會
員証編號、活動名稱、參加者姓名、人數、聯絡
電話連同抽簽表(如適用)寄會計部收。

4 電話報名

b｢先到先得｣優先處理，若無排隊情況，「郵遞報
名」才獲處理。
可致電 2440 2413 電話報名。

5 其他

在個別活動註明。

B. 備註
1 時間 戶外活動的｢時間｣是指開車時間，逾時不候。參加者須
提早最少 15 分鐘集合，職員不會致電及等候遲到者。
2 收據 a 在第 1 堂/活動時須帶備收據，以作查核之用。
收費 b 請勿私自轉讓名額，中心會拒絕其參加，費用不獲發還。
退款 c 收費按人頭計，請勿自行帶同嬰兒/幼兒出席。
d 收費時間：上午 9 時 05 分至下午 6 時 30 分。
e 領取退款/按金，請先聯絡職員。由活動完結日起計，逾
期 3 個月不領取，作捐款處理。
f 收費/免費活動，必須先繳費或完成登記，方可參加。
g 凡涉及收費，均在中心寫字樓辦理，並獲發收據。

h 若｢補位費用｣不足，差額不獲補償，餘數則撥入中心。
1

3

內容

4

人數

5

對象

每個活動均有指定對象，
a 但在能力/期望上會有差異，敬請包容。
b 倘有餘額，會考慮其他人士參加。
c 殘疾類別為自閉症譜系、輕中度智障或發展障礙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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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備

後備者在活動前的 1 至 5 個工作天會接獲通知。

7

退出

可｢口頭｣通知。除非滿額並有後備補位才設退款。

8

缺席

參加者有責任通知負責職員。

9

天氣/
交通

若因天氣惡劣/交通擠塞，因而更改/取消部分行
程，參加者不能要求任何形式的補償或退款。

10

攝錄

A.中心需要提交相片/錄影片段給贊助團體，並可能
作公開用途，家長/監護人/參加者已同意此安排。
B.講座/小組活動，未經講者/導師/負責人及中心
同意，不能進行錄音/錄影/拍照。

11

補堂

日期及時間由中心決定，不設退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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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弱兒
事項

A.課堂/活動可能有茶點供應，若需服藥、有食物/
皮膚/其他的敏感病歷，請務必在活動當天通知負
責職員。
B.戶外活動
1.須具自理能力、情緒穩定及聽從指示。
2.第 1 次參加/或個別弱兒，必須由家長陪同。
3.若需服葯或特別安排，請在出發前通知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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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
安排

A.接送者必須能準確說出被接者姓名，職員亦有權要求

會員有責任了解｢內容｣才報名。若退出，不論原
因，不設退款。
若人數不足，會取消或延期舉行。

出示本中心的 ｢會員証｣作核對，若由女傭接送，務
必出示｢會員証｣。
B.家長須自行確認｢自行往返｣子女的情況。職員不會通
知其子女缺席/遲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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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專業治療服務簡介
1

項目

對象(親子) 收費 $(每對)

跳躍生命線

2-6 歲

1200

職業
跳躍生命線

2-6 歲

樂展

P. 5-6

生轉介信

1200

2-6 歲

1400(低收)

需約見賴姑娘及提交
入息證明

2-12 歲

2400(夾心)
2400/3600

P. 5-6

報名日先到先得

P.7
P.8

(個別訓練)

言語
樂展

需約見(個案社工)

(個別訓練)

言語
3

詳情

未接受評估，但有醫

言語

2 檸檬

報名方法/資格

2-12 歲

2400/3600

P. 8

2-12 歲

2800/3600

P.9

2-6 歲

1320

音樂
樂展
職業
3

晴空

報名日先到先得

職業

P.10

第一次參加 優先
(兩對親子)

4

牙牙學語

2-3 歲

240

報名日先到先得

言語
5

語言溝通小先鋒

從未接受學前復康
3-4½歲

240

服務

言語
6

獨立能幹小巧手

P.11
P.11

(小組形式)
2-3 ½歲

240

P.12

3-4 ½歲

240

P.12

職業

7 靈敏小巧手
職業
8

多元智能

2½-3 ½歲

240

P.13

9

認知學習新

2½-4 歲

240

P.13

天地

3

「及早識別」評估服務
目

的

：為懷疑有發展障礙之幼兒提供「及早識別」的評估服
務，使他們能把握發展期的黃金機會，盡快輪候適切
之學前康復服務及接受合適的訓練，跨越障礙，健康
成長。
收 費 ： 3,100 元(服務及行政費)
申請資格： 1. 2-6 歲懷疑有發展障礙之幼兒；
2.於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輪候評估；
申請辦法： 1.填妥本計劃之申請表格
(表格可於中心網頁下載或親臨本中心索取)；
2.連同醫生及/或學校轉介信及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之
覆診咭等證明文件；
3.致電 2440 2126 與社工賴彩蓮姑娘預約會面時間，並提
交上述文件；名額有限 額滿即止；
4.申請接納後，社工將聯絡家長安排評估時間。
*所有申請須經由本中心甄選，批准與否，由本中心決定。
備註： 1.此評估服務由康柏心理醫學及兒童情緒評估中心臨床心理
學家羅澤全先生提供。
2.如屬經濟困難家庭，請與社工賴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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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治療
「跳躍生命線」計劃－學前幼童專業治療
（社署資助社區支援計劃）
有特殊學習需要(SEN)之幼童，他們從未獲得社署津助之專業
治療訓練，提供親子形式的專業治療介入。
對象： 2-6 歲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SEN)之幼兒及其家長
名額：每時段 1 對親子
收費：每對親子 1,200 元
申請辦法： 1.填妥申請表格；
(表格可於中心網頁下載或親臨本中心索取)；
2.連同醫生轉介信及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之覆
診咭等證明文件；
3.致電 2440 2264 與個案社工預約會面時
間，並提交上述 1.及 2.項之文件；
4.申請接納後，會聯絡家長報名及選擇訓練時段。

查詢及申請： 2440 2264 個案社工
備註： 1.8 歲以下，但從未在社署津助的項目獲得專業治療訓
練之兒童，亦可提出申請，將獲特殊考慮。
2.上課日期只供參考(頁 6)，參加者可在報名前向中心
職員查詢實際上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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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治療服務
目的：改善幼兒的身體協調、大小肌控制、手眼協調、感知
肌能及專注力等。
日期：(PT1901-5) 31/1-27/3(五，共 9 節)
時間：(1) 9:45-10:30 (2)10:30-11:15 (3)11:15-12:00
(4)12:00-12:45 (5)12:45- 1:30 (6) 2:30- 3:15
(7) 3:15- 4:00 (8) 4:00- 4:45 (9) 4:45- 5:30
地點：愛曦樓 121 室 (感統室) 導師：職業治療師
言語治療服務
目的：提升幼兒的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
日期：(PT2002-1)16/4-16/7(四，23/4-7/5、25/6 及 9/7 停，共 9 節)
時間：(1)9:45-10:30 (2)10:30-11:15 (3)11:15-12:00
(4)1:00- 1:45 (5) 1:45- 2:30 (6) 2:30- 3:15
(7)3:15- 4:00 (8) 4:00- 4:45 (9) 4:45- 5:30
地點：愛明樓 128 室
導師：言語治療師
音樂治療服務
目的：提升幼兒與人互動溝通/表達、專注能力和舒緩情緒。
日期：(PT1903-1)10/1-13/3(五，9 節)(暫定)
時間：(1) 2:30-3:15 (2) 3:15-4:00 (3) 4:00-4:45
地點：愛明樓 129 室
導師：音樂治療師
備註 1.以上服務，本中心有權保留「預留名額」予緊急需要的個
案家庭。
2.因惡劣天氣/導師請假/社會運動/交通引致課堂延期，此
等非中心能控制的事情，請家長預留多些時間，如未能出
席補堂，不設退款安排，敬請留意。
4.如出席率低於 70%，報名下一期時只會列作後備處理。
5.上列之上課日期只供參考，以中心最後落實為準。
持 2020-21 年有效
之會員證方可報 4
月或以後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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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 言語治療服務
目的：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親子形式的個別言語治療訓
練，以提升他們的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改善情緒控制及
心智功能等,讓他們在黃金期及早得到合適的治療。
對象： 2-6 歲懷疑或已確診有特殊學習需要(SEN)之幼兒及其
家長(仍未獲社署津助之專業治療訓練)
申請辦法： 1.填妥申請表格；連同醫生及/或學校轉介信及兒
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之覆診咭等證明文件；
持 2020-21 年 2.最近三個月之家庭入息證明文件(入息上限是根
有效之會員證
據政府統計處公佈 2018 年第 1 季家庭住戶普查每月
方可報 4 月或
收入中位數)；
以後之活動
3.致電 2440 2126 與本中心社工賴彩蓮姑娘預約
會面時間並提交上述文件；名額有限 額滿即止
4.申請接納後，社工將聯絡家長安排訓練時間。
收費：(低收入)每對親子$1,400/(夾心階層)每對親子$2,400
名額：每時段 1 對親子
贊助團體：檸檬
言語治療服務
日期：(DM2017-1)17/3-12/5 (二，9 節)
時間：(1) 9:15-10:00 (2)10:00-10:45 (3)10:45-11:30
(4)11:40-12:25 (5)12:25-1:10 (6) 2:00- 2:45
(7) 2:45- 3:30 (8) 3:45-4:30 (9) 4:30- 5:15
地點：愛明樓 128 室
導師：言語治療師
內容：先為兒童作語言能力評估，制訂訓練方案；並提供社
交、溝通、口肌訓練等，同時向家長示範訓練技巧。
住戶
人數
1

家庭住戶

家庭住戶

家庭住戶

每月收入中位數(港元$)

每月收入中位數(75%)

每月收入中位數(55%)

$8,500

$6,375

$4,675

2
3

$20,000
$30,900

$15,000
$23,175

$11,000
$16,995

4

$41,000

$30,750

$22,550

5

$53,800

$40,350

$29,590

6

$55,800

$41,850

$3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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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展」- 專業治療個別訓練服務
目的：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親子形式的個別專業治
療訓練，例如：言語治療、職業治療及音樂治療，
讓他們在發展的黃金期盡快得到適切的介入。
言語治療服務
日期：(D1918-5) 21/2-27/3(五，6 節)
(D2018-1) 3/4-12/6(五，10/4 及 1/5 停，9 節)(暫定)
時間：(1) 9:15-10:00 (2)10:00-10:45 (3)10:45-11:30
(4)11:40-12:25 (5)12:25-1:10 (6) 2:00- 2:45
(7) 2:45- 3:30 (8) 3:45-4:30 (9) 4:30- 5:15
對象： 2-12 歲有特殊學習需要(SEN)及其家長
地點：愛明樓 128 室
導師：言語治療師
內容：先為兒童作語言能力評估，制訂訓練方案；並提供社交、
溝通、口肌訓練等，同時向家長示範訓練技巧。
報名日期：(D1918-5) 4/12(三)開始，先到先得
(D2018-1) 5/2(三)開始，先到先得

音樂治療服務
日期：(D2020-1) 1/4-27/5(三，9 節)(暫定)
時間：(1)3:30-4:15 (2)4:15-5:00 (3)5:00-5:45
(4)5:45-6:30
對象： 2-12 歲有特殊學習需要(SEN)及其家長
地點：愛明樓 129 室
導師：音樂治療師
內容：透過樂器演奏、唱歌及即興合奏等活動，提升兒童與人互
動溝通、表達和專注能力。
報名日期：(D2020-1) 5/2(三)開始，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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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下頁

「樂展」- 專業治療個別訓練服務
職業治療服務
日期：(D1919-4)6/2-19/3 (四，7 節)(暫定)
(D2019-1)2/4-4/6 (四，30/4 停，9 節)(暫定)
時間：(1) 2:00-2:45 (2)2:45-3:30 (3)3:30-4:15
(4) 4:15-5:00 (5)5:00-5:45
地點：愛明樓 128 室
導師：職業治療師
對象： 2-6 歲有感統失調或職業治療需要的幼兒及其家長
內容：動覺感知、感覺統合、大小肌肉、手部功能及生活技能訓
練。(視乎治療師評估幼兒的需要而定)
報名日期：(D1919-4) 4/12(三)開始，先到先得
(D2019-1) 5/2(三)開始，先到先得

收費：每對親子$2,400(6 節)/$2,800(7 節)/$3,600(9 節)
名額：每時段 1 對親子
負責職員：賴彩蓮姑娘
備註 1.本中心保留「預留名額」予緊急需要的個案家庭之權利
2.因惡劣天氣/導師請假/社會運動/交通引致課堂延期，
此等非中心能控制的事情，請家長預留多些時間，如未
能出席補堂，不設退款安排，敬請留意。
3.如出席率低於 70%，報名下一期時只會列作後備處理。
4.上列之上課日期只供參考，以中心最後落實為準。

持 2020-21 年有效
之會員證方可報 4
月或以後之活動

9

「晴空」- 職業治療小組訓練
目的：為正在輪候評估及服務的幼童，提供親子形式的職業治
療訓練，例如：感覺統合、感知肌能、大小肌肉、社交
及生活技能等，以改善他們的行為、情緒及學習能力，
讓他們在發展的黃金期盡快得到適切的介入。
日期：(D1903-5) 22/2-28/3 (六，6 節)(暫定)
時間：(1)10:00-10:45 (2)10:45-11:30 (3)11:30-12:15
(4)12:15- 1:00 (5)1:00- 1:45
(由中心編配其中一個時段）
地點：愛曦樓 121 室(感統室)
對象： 2-6 歲有特殊學習需要(SEN)之幼童及其一名家長
(從沒參加本訓練者優先)
內容：感覺統合、感知肌能、大小肌肉及社交生活技能等
(導師會因應組員的能力和需要，從而訂定訓練方案。)
收費：每對親子$1,320
名額：每時段 2 對親子
報名日期： 4/12(三)開始，先到先得
導師：職業治療師
負責職員：賴彩蓮姑娘
備註： 1.歡迎家長自行組織能力相若的兒童一同報名。如單獨
報名，請填妥「感覺統合測定表(家長版)」，以便
中心編配組別。
2.過往曾參加本訓練者將列作後備處理。由於本期只
有 6 節，參加者仍擁有報名下一期的權利。
3.因惡劣天氣/導師請假/社會運動/交通引致課堂延期，
此等非中心能控制的事情，請家長預留多些時間，如
未能出席補堂，不設退款安排，敬請留意。
4.如出席率低於 70%，報名下一期時只會列作後備處理。
5.上列之上課日期只供參考，以中心最後落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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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課程只限未有接受任何學前康復服務者，即未入讀社署安
排之特殊幼兒中心(S 位)、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E 位)、幼稚
園/幼兒中心兼收計劃(I 位)或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 位)，並以
現正輪候學前康復服務者為優先)。

D1908「牙牙學語」語前發展言語治療親子小組*
目的： 1.了解幼兒語前發展階段, 如發聲、模仿能力;
2.透過親子互動來提升幼兒語言理解、表達及溝通的能
力; 及
3.增強幼兒理解簡單詞彙、指令及加強運用動作、發聲的
表達能力。
日期： 8/1-11/3(三，8 節)(29/1、5/2 停)
時間： 2:15-3:30
地點：愛明樓 125 室
對象： 2-3 歲語言發展遲緩之幼兒(適合能以發聲/ 動作表達或只
有模仿少量詞彙/ 近似音的幼兒及其家長)
導師：香港耀能協會「樂同行」言語治療師

D1907-3「語言溝通小先鋒」言語治療親子小組*
目的:1.了解幼兒的語言發展能力;
2.認識如何透過互動遊戲及家居活動來提升幼兒語言理解
及表達能力;
3.透過模擬場景等活動，加強幼兒理解指令及問題與運用
句子作語言表達的能力;及
4.改善幼兒以句子作語言表達及社交溝通技巧。
日期： 8/1-11/3(三，8 節)(29/1、5/2 停)
時間： 4:00-5:15
地點：愛明樓 125 室
對象：約 3 歲至 4 歲半有語言發展遲緩及適合能自發運用簡單三
詞句的幼兒及其家長
導師：香港耀能協會「樂同行」言語治療師

上述言語治療小組，只可報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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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911「百變感統樂教室」職業治療親子小組
目的： 1.讓家長認識基本感覺統合理論 ;
2.嘗試學習及初步掌握不同的家居可行的感統活動 ;
3.讓幼兒從訓練活動中以調節其活動量、情緒及覺醒度
等;及
4.介紹感覺餐單的設計及應用。
日期： 7/1-10/3(二，8 節)(28/1、4/2 停)
時間： 2:15-3:30
地點：愛曦樓 121 室(感統室)
對象： 2-3½歲難於安坐或其他感覺調節困難之幼兒及其家長
導師：香港耀能協會「樂同行」職業治療師

D1909-2「靈敏小巧手」職業治療親子小組*
目的： 1.認識幼兒的小肌肉發展及對幼兒學習和日常生活的
影響;
2.了解如何透過互動遊戲及家居活動提升幼兒的手部肌力
及靈活性、雙手及手眼協調能力; 及
3.建立幼兒運用簡單工具的能力，如文具、餐具等。
日期： 7/1-10/3(二，8 節)(28/1、4/2 停)
時間： 4:00-5:15
地點：愛曦樓 121 室(感統室)
對象： 3-4½歲小肌肉發展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
導師：香港耀能協會「樂同行」職業治療師

上述職業治療小組，只可報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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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905「多元智能」親子學習小組*
目的: 1.讓家長認識多元智能的不同元素;
2.提升及鞏固幼兒認知、社交技巧、專注及遵守基
本學習常規;及
3.讓幼兒於小組中體驗群體活動之社交溝通、合
作、 分享及模仿/ 觀察能力。
日期： 10/1-13/3(五，8 節)(24/1、31/1 停)
時間： 2:15-3:30
地點：愛明樓 125 室
對象： 2½-3 ½歲發展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
導師：香港耀能協會「樂同行」高級幼兒教師

D1923「認知學習新天地」認知能力發展親子小組*
目的： 1.讓家長認識及鞏固幼兒認知概念;
2.讓幼兒參與認知概念有關之學習元素: 物件/顏
色/形狀/空間/對比/數概/分類/配對/挑選; 及
3.提升幼兒專注、簡單推理及解難能力。
日期： 10/1-13/3(五，8 節)(24/1、31/1 停)
時間： 4:00-5:15
地點：愛明樓 125 室
對象： 2½-4 歲發展遲緩及適合已入學但掌握理解能力及學
前認知概念有困難之幼兒及其家長
導師：香港耀能協會「樂同行」高級幼兒教師
上述治療小組，只可報其中一個

* 收費：每對親子$240
名額：每組 6 對親子
報名方法：已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個案社工
協辦機構：香港耀能協會「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備註： 1.家長必須陪同出席，以學習及掌握家居訓練技巧。
2.此服務內所有課程，每對親子限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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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學堂
P1912 專注多一點
目的： 現今孩子常有不少專注力的行為問題，如未能安坐、
易分心等，使家長頭痛不已。作為新時代的家長，該
如何有效處理及改善孩子的專注力問題，讓他們有效
學習？本講座從多角度分析並介紹改善專注力的方法

日期： 10/1(五)
時間： 9:45-11:15
地點： 愛明樓 129 室
對象： 學前兒童之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內容： 1. 認識不同孩子的學習風格: 視覺型、聽覺型等;
2. 改善孩子專注力的原則及方法;
3. 有用教具/活動推介;

4. 個案分析及經驗分享

收費： 全免
名額： 30
報名方法： 4/12(三)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賴彩蓮姑娘
講者：資深老師(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P1913「認知學習新天地」~
打開幼兒智能發展之竅門：家長工作坊
目的：此工作坊是為有發展遲緩之幼兒家長而設，由富經驗的幼兒
老師分享促進幼兒智能發展的訓練與方法，加強幼兒的學習
動機及成長刺激的關注事項，提升幼兒對學習新事物的興趣

日期： 21/2(五)
時間:10:00-12:00
地點：愛明樓 129 室
收費： $20
對象：學前兒童之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名額： 20
報名方法： 8/1(三)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賴彩蓮姑娘 講者：楊嘉美老師(高級幼兒教師)
協辦機構：香港耀能協會「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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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小組
D1901-4 自閉症人士親子社交小組
目的：讓家長 1.更了解自閉症子女； 2.認識怎樣處理子
女的情緒及行為問題； 3.掌握帶領小組技巧，加
強子女的表達及溝通能力。
內容： 1.每隔一星期舉行小組活動，按子女不同的年齡
分成社交小組，由家長親自策劃及帶領。小組
資料請看下一頁。如有意參加小組或需個別約
見導師，請與社工賴姑娘聯絡。
2.定期舉行家長例會(舉行日期會因應導師的時
間而定)，讓家長在愉快的氣氛下交流育兒心得，
擴闊社交支援網絡及促進家長互助的精神。並邀
請導師或有關專業人士講解主題內容，協助家長
解決和處理管教自閉症子女的問題。
日期： 2020 年 1-3 月
時間：每隔一星期
地點：愛明樓活動室、區內體育館或戶外
對象：自閉症人士及其一名家長
收費：每對親子每期 20 元 名額：每組 6-8 對
負責職員：賴彩蓮姑娘
義務服務顧問：精神科專科醫生 丁錫全醫生
臨床心理學家
袁成志先生

15

【蘋果組】

【雪梨組】

開組日期

3/1、17/1、7/2、21/2、6/3 及 20/3

開組時間

(五)
5:00-6:00

分組年齡/能力

開組日期

16 歲以上輕/中度
【活力組】
5/1、19/1、2/2、16/2、1/3 及 15/3
(日)
3:00-4:00

開組時間
分組年齡/能力

15-22 歲輕度

【彩虹組】

【燦爛組】

開組日期

7/1、4/2、11/2、
25/2、3/3、17/3
(二)

7/1、21/1、11/2、
25/2、10/3 及 24/3
(二)

開組時間

5:00-6:00

4:00-5:00

14-22 歲青少年

8-13 歲兒童

分組年齡/能力

備註： 1.上述為自務小組，家長需自行策劃與推行活動，及
分擔組務。
2.附有＊號之小組現正招募新組員。
3.小組借用物資，請在小組前一個工作天通知陳詠嫻
姑娘預備，多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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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瑜伽小組
目的：透過學習瑜伽技巧，提高弱兒的專注能力及對情緒
控制，同時促進親子間之聯繫。
日期：(D1902-4) 11/12-11/3
(三，25/12、1/1、22/1、29/1 停，10 節)
(D2002-1) 1/4-3/6，(三，10 節)
時間： 5:00 -6:15
地點：愛曦樓 119 室
對象： 14 歲或以上及其一名家長
持 2020-21
收費： 每對$100
名額： 6 對親子
年有效之會
報名日期： (D1902-4) 已開始，先到先得
(D2002-1) 4/3 開始，先到先得

導師：何令嘉女士

負責職員：龍先生

員證方可報
4 月或以後
之活動

D1926 自閉症家長例會暨新春聯歡
目的 1.讓家長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交流育兒心得，擴闊社
交支援網絡及促進家長互助的精神 ；
2.讓家長認識社交小組對自閉孩子的幫助；
3.讓孩子有更多社交機會，學人際相處技巧和遵守遊
戲規則。
日期： 28/3(六)
時間： 3:00 – 5:00
地點：愛明 125 室(家長)、愛明 129 室(自閉症兒童)
內容：自閉症孩子特殊需要(家長)
遊戲及手工(自閉症兒童)(義工服務團體待定)
收費： 每位$10
名額： 30(15 對親子)
家長分享會講者：丁錫全醫生
袁成志先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臨床心理學家
報名日期： 5/2(三)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賴彩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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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活動
“育苗計劃”-「智快趣」學前啟導課程
目的：為正在輪候復康服務的有特殊需要學習幼童，讓他
們學習課堂常規，例如安坐、等候及聽從指令，提升
他們的學習興趣和能力；並輔以言語治療訓練和職
業治療訓練，改善他們的專注力、手眼協調、自制能
力、心智功能、語言發展及感知肌能等，以促進他們
盡快融入學前教育。
日期/時間：幼兒綜合訓練(二至五，30 節)
(MR1912(2)-2) 2/1-28/2
A 班 9:15-11:15
B 班 11:30-1:30
導師：新領域潛能發展中心培訓導師
課程監督：教育心理學家彭智華先生

親子音樂治療小組(二，5 節)
(MR1912(2)-2) 14/1-18/2(28/1 停)(暫定)
A 班 11:30-12:30
B 班 10:15-11:15
導師：音樂治療師

親子藝術治療小組(三，5 節)
(MR1912(2)-2) 15/1-19/2(29/1 停)(暫定)
A 班 11:30-12:30
B 班 10:15 -11:15
導師： 藝術治療工作者(具多年藝術、敍事治療經驗)

內容：以不同主題，加強幼兒對身邊事物的認識和理解。
透過故事和小手工，加強幼兒對次序的理解，學習
視覺/聆聽的專注力；並以認知性活動，教導幼兒
認識數量、顏色、形狀、味道和質感等，並輔以言
語治療及大小肌肉和手眼協調訓練。透過循序漸進
的學習模式，提升幼兒的學習基礎及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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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下頁

地點：愛明 125(密集)、愛曦 121(音樂/藝術)
對象： 2-3 歲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
(沒有接受任何特殊幼兒服務的幼兒及現有學員優先)

名額：每班 7 人(首月家長或照顧者須陪同上課)
收費：每期每位$3,500（註１）
報名方法：電話報名輪候
負責職員：賴彩蓮姑娘
備註： 1.贊助仍在申請中，如未能成功申請，收費將會
調整為$4,500，及取消親子專業治療小組。
2.舊生優先報名下一期(如出席率低於七成，本中
心有權取消優先報名資格），課程為期六個
月。期滿後如欲延讀，須登記後備。
3.除特別情況外，幼兒完成首月訓練後將安排獨
立上課。
4.本計劃為資助服務，有需要拍攝或攝錄部份上
課情況交贊助團體，敬請留意!
5.請盡量出席課堂，否則會影响日後資助。

M1924「音樂跳豆」小組
目的：利用音樂活動，提升兒童的創意能力及與人溝通的
技巧;並為他們提供群體及社交活動。
日期： 4/1-22/2(六，25/1 及 1/2 停，6 節）
時間： A 組 3:15-4:15
B 組 4:30-5:30
地點：愛明樓 129 室
對象： A 組 2-3 歲
B 組 4-7 歲
收費：$60
名額： 10 (每組)
協辦團體: 義務工作發展局音樂創意服務隊
負責職員：賴姑娘
報名日期： 4/12(三)開始、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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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2001-1 數樂無窮
目的：以日常生活故事，數學遊戲等，幫助學員靈活運
用數學，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及興趣
日期： 18/4-4/7(六，12 節)
時間： 9:30-10:30
地點：愛明樓 125 室
對象： 4-7 歲對學習數字或數學有興趣之幼兒
收費：$120
名額： 8
報名日期： 4/3(三)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龍先生
備註： 1.小組有茶點供應，請自備膠盒、水樽及手
拍，並貼上姓名。
2.非數學補習班

持 2020-21 年有效
之會員證方可報 4
月或以後之活動

PG2002-1「兒」此多 FUN
目的：透過遊戲和社交訓練，提升組員溝通的基本技巧，
並學習課堂規則、輪候概念及基本禮貌，以增強他
們群體互動的適應能力。
日期： 18/4-4/7(六，共 12 節)
時間： A 組 10:45-12:00
地點：愛明樓 125 室
B 組 12:00-1:15
對象： A 組 4-7 歲(SEN) B 組 2-3 歲(SEN)
收費：$120
名額： 8(每組)
報名方法： 3-7/3 交抽籤表，10/3 抽籤，11-14/3 交費
負責職員：龍先生
備註：小組有茶點供應，請自備膠盒、水樽及手拍，並
貼上姓名。
20

幼兒遊戲學前班
目的：透過唱歌、藝術、遊戲及體能，以不同的學習主
題，培育幼兒對群體學習的興趣。
日期：(M1909-4)10/1-27/3 (五、24/1、31/1 停、10 節)
(M2009-1)17/4-26/6(五、1/5 停、10 節)
時間： 4:15-5:15
地點： 愛曦樓 119 室
對象： 2-4 歲有言語能力
收費： $400(每位)
名額： 8
報名日期：(M1909-4)4/12(三)開始、先到先得
(M2009-1)4/3(三)開始、先到先得
導師：鐘老師(幼兒教師)
負責職員：葉先生
備註：小組有茶點供應，請自備膠盒、水樽及手拍，並
貼上姓名。

舞出童真

持 2020-21 年有效
之會員證方可報 4
月或以後之活動

目的：透過跳舞活動及體能遊戲，發掘孩子對舞蹈的興
趣；並在過程中，增強組員的社交適應能力。
日期：（M1910-4）3/1-20/3（五，24/1、31/1 停，10 節）
（M2010-1）17/4-26/6（五，1/5 停，10 節）
時間： 5:30-6:30
地點：愛曦樓 119 室
內容：跳舞活動及體能遊戲
對象： 4-7 歲 SEN
收費：$250
名額： 10
報名日期：（逾期不交費當棄權）
（M1910-4）3-7/12 交抽籤表，10/12 抽籤，11-14/12 交費
（M2010-1）3/3-7/3 交抽籤表，10/3 抽籤，11/3-14/3 交費

負責職員：何姑娘
導師：鍾老師（幼兒教師）
備註：小組有茶點供應，請自備膠盒、水樽及手拍，並
貼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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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1903-4「最愛童樂」社交小組
目的：透過不同的互動遊戲及體驗活動，學習控制情緒及
適當表達;並在互動過程中，加強組員的社交能力。
日期： 11/1—18/4(六、25/1、4/4、11/4 停，共 12 節)
時間： 3:45-5:00
地點：愛明樓 125 室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 K.3 至小二(有短句語言能力)
收費： $120
名額： 8
報名日期： 4/12(三)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黃姑娘
備註：小組有茶點供應，請自備膠盒、水樽及手拍，並
貼上姓名。

「音樂起動」音樂治療小組
目的：透過有趣及互動性的音樂治療活動，包括樂器演
奏，歌唱、即興演奏/演唱及律動，提升社交溝通
技巧，藉此促進認知發展、改善學員的專注力、情
緒控制及表達、語言能力及身體動作協調。
日期：(M2005-1) 18/4-13/6(六，9 節)(暫定)
時間： A 組 2:00-3:00 B 組 3:00-4:00 C 組 4:15-5:15
地點：愛明樓 129 室
持 2020-21 年
有效之會員證
對象： A 組 2-3 歲幼兒(能說單字或詞語)
B 組 4-6 歲兒童(有短句語言,能簡單表達) 方可報 4 月或
以後之活動
C 組 3-5 歲幼兒(能用單字組成短句)
收費：每位$810
名額： 6(每組)
報名方法：4-8/2 交抽籤表;11/2 抽籤; 12-15/2 交費
負責職員：賴姑娘
導師：音樂治療師陳藹兒
備註;1.因惡劣天氣/導師請假/社會運動/交通引致課堂延期，
此等非中心能控制的事情，請家長預留多些時間，如未
能出席補堂，不設退款安排，敬請留意。
2.如出席率低於 70%，報名下一期時只會列作後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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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訓練班
目的：鍛鍊體魄及改善身體協調、平衡能力和空間感；
並培養自律和團隊合作精神。
日期： M1914-5 11/2-31/3(二，8 節)
M2014-1 21/4-23/6(二，10 節)
時間： 5:00-6:15
地點：愛曦樓 119 室
內容：學習跆拳道
名額： 10
對象： 3-11 歲 (須具基本理解能力及能聽從指示)
收費： M1914-5 $ 380
M2014-1 $470
負責職員: 龍先生
導師：林振庭先生(勇毅跆拳道會館長、八段師範)
報名日期: M1914-5 8/1(三)開始，先到先得
M2014-1 4/3(三)開始，先到先得 持 2020-21 年有效
之會員證方可報 4
月或以後之活動

M1919-2「情緒溝通小主人」
目的： 小組透過不同的教學及活動體驗，提升兒童的
聆聽指令能力，讓兒童察覺自己和別人的感受
，學習社交反應和情緒表達，培養他們成為一
個情緒好主人，並善於與人溝通相處。
日期： 11/1-21/3(六，25/1 停，共 10 節)
時間： 2:15-3:30
地點：愛明樓 125 室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 K.2 至小一(能完整表達句子)
收費： $420
名額： 8
報名日期： 4/12(三)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黃姑娘
備註：小組有茶點供應，請自備膠盒、水樽及手拍，並
請貼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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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青少年及成人活動
M1903-7 樂行動力團
目的：提供社區知識及義工訓練，藉探訪活動增加組員對社
區的認識和歸屬感，從而建立他們的互助友愛精神。
日期： 4/1-15/2(六、25/1 停、6 節)
時間： 3:30-5:00
地點：愛曦樓 119 室及戶外
對象： 16 歲或以上輕度(有自理能力、情緒穩定及具社會服務熱誠)
收費： $20
名額： 20
報名日期： 3/12(三)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龍先生
贊助: 屯門區議會

舞之躍
目的：藉跳舞訓練，提高對弱兒的專注能力和四肢協調，
並加強個人的自信心及發掘潛能
日期： M1904-4 8/2-14/3 (六、6 節)
M2004-1 18/4-20/6 (六、10 節)
時間： 5:00-6:00
地點： 愛曦樓 119 室
對象： 16 歲或以上輕度(新參加者須接受導師甄選)
收費： M1904-4 $60
名額： 12
M2004-1 $100
報名日期： M1904-4 8/1(三)開始、先到先得
M2004-1 4/3(三)開始、先到先得
導師：吳連珠女士
負責職員：葉先生
持 2020-21 有效
之會員證方可報 4
年月或以後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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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903-8 樂行至叻團
目的： 提供不同主題活動及生活分享，藉此增加組員對自我照
顧及生活常識，並幫助他們建立互助友愛精神。
日期： 22/2-28/3(六、6 節)
時間： 3:30-5:00
地點： 愛曦樓 119 室
名額： 20
對象： 16 歲或以上輕度(有自理能力、情緒穩定及能聽從指示)
收費： $60
負責職員：龍先生
報名日期： 8/1 (三)開始，先到先得

M1908-3 魔術訓練班
目的：透過恆常練習，鞏固曾參加魔術訓練班的青少年掌
握表演魔術的技巧，延續對魔術的興趣；並在有需
要時，參與公開表演。
日期： 9/1-12/3 (四、23/1、30/1 停、8 節)
時間： 5:00-6:30
地點：愛明樓 125 室
對象： 8 歲或以上輕度
名額： 10
收費： $100
報名日期： 4/12 (三) 開始、先到先得
導師：楊國洪先生
負責職員：葉先生

PA1905 K 歌之王
目的：透過卡啦 OK 活動，讓參加者認識不同年代、歌手、曲
風的歌曲。並可一展歌喉，加強膽量和提升自信心。
讓參加者在互動中認識彼此，擴闊社交圈子。
日期： 28/12（六）
時間： 11:30-2:45
地點： Neway（屯門新墟分店）
內容： K-Lunch
對象： 8 歲或以上 SEN
收費：$30
名額： 20
報名日期：已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何姑娘
備註：職員有權甄選參加者或邀請家長陪同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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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2001 芭蕾奇緣
目的：透過欣賞在西九文化區演出的劇目《睡美人》（主
演：香港芭蕾舞團），讓參加者認識到這種古典舞
蹈。並在欣賞芭蕾舞劇後，到「無肉食」餐廳品嚐素
食自助午餐。讓參加者在互動中認識彼此，擴闊社交
圈子。
日期： 9/2（日）
時間： 10:30-3:45
地點： 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無肉食
內容： 欣賞芭蕾舞劇 / 素食自助餐
對象： 8 歲或以上 SEN
名額： 23
收費：$80(包旅遊車及午膳)
負責職員：何姑娘
報名日期： 4/12（三）、先到先得
備註：職員有權甄選參加者或邀請家長陪同照顧。

PA2002 馬房大搜查
目的：透過參觀及導賞「屯門公眾騎術學校」內的不同設
施，讓參加者了解馬匹的日常生活及馬房運作，並有
機會親身接觸迷你小馬。從而讓參加者在互動中認
識彼此，擴闊社交圈子。
日期： 28/3（六）
時間： 9:30-2:30
地點：屯門公眾騎術學校、Neway K-Lunch(屯門新墟分店)
內容： 參觀「屯門公眾騎術學校」
對象： 8 歲或以上 SEN
收費：$80(包旅遊車及午膳) 名額： 20
報名日期： 5/2（三）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何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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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友營
目的：透過音樂、藝術創作、小食製作、遊戲及體能活動，
鼓勵組員多元化的學習。藉著參與群體活動，提升組
員的適應及社交能力。
日期：（M1913-3）29/2-21/3（六，4 節）
（M2013-1）18/4-4/7（六，12 節）
時間： 9:30-11:30
地點：愛曦樓 119 室
內容：音樂、藝術創作、小食製作、遊戲及體能活動
對象： 16 歲或以上 SEN
名額： 10
收費：（M1913-3）$80 （M1920-1）$240
報名日期：（M1913-3）8/1（三），先到先得
（M2013-1）4/3（三），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何姑娘
持 2020-21 年有效
導師：黎老師（音樂老師）
之會員證方可報 4
月或以後之活動

小眼睛看世界
目的：透過主題活動分享、遊戲、手工藝、唱遊及觀看影
片等，提升組員的社交及溝通能力，並學習日常生
活技能，讓他們更能融入社區生活。
日期： M1911-3 30/11-7/3
(六、4/1、25/1、1/2、22/2 停、12 節)
M2011-1 18/4-11/7(六、其中一節停、12 節)
時間： 10:00-11:30
地點： 愛明 129 室
對象： 8-15 歲輕/中度
收費：$180 每位
名額： 8
導師：朱詠珊女士(註冊社工)
報名日期： M1911-3 已開始、先到先得
M2011-1 4/3(三)、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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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2002-1 智青小組
目的：透過小組，讓組員學習與朋輩相處的技巧，並製
作小禮物送給身邊的朋友，送上關懷及祝福，建
立良好的朋輩關係。
日期: 29/2-16/5/20(六、4/4、11/4 停、10 節)
時間： 2:00-3:30
地點： 愛曦 119 室
對象： 16 歲或以上輕度/中度有自理能力、情勢穩定、
不會獨自離群，能聽從指示。
收費： $70 (每位)
「戶外活動家長收費:$70(名額 5 位，先到先得)」
名額： 30
報名日期： 8/1(三)、(先到先得)
持 2020-21 年有效
之會員證方可報 4
負責職員：葉先生
月或以後之活動
贊助團體：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

M1921 新春有咩「餃」
目的：透過製作餃子，讓參加者發揮創意，及提升手眼協調
能力。並透過分享和合作，提升其社交溝通技巧。
日期： 4/1（六）
時間： 9:30-11:30
地點： 愛曦樓 119 室
內容： 餃子製作
對象： 8 歲或以上 SEN 有自理能力、能聽從工作員指示
收費：$20
名額： 8
報名日期： 4/12（三）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何姑娘
備註： 請自備膠盒、水樽及手拍，並請貼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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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樂
目的：透過各類型敲撃樂器的演奏學習及大合奏，提昇組
員的創造力、情緒表達和社交溝通技巧。
日期：（M1901-4）15/2-21/3（六、6 節）
（M2001-1）18/4-4/7（六、12 節）
時間： 11:30-12:45
地點：愛曦樓 119 室
內容：敲撃樂器演奏
對象： 8 歲或以上 SEN
收費：（M1901-4）$60
（M2001-1）$120 持 2020-21 年有
名額： 10
效之會員證方可
報名日期：（M1901-4）8/1（三），先到先得 報 4 月或以後之
（M2001-1）4/3（三），先到先得 活動
負責職員：何姑娘
導師：黎老師（音樂老師）
備註：所有參加者必須接受導師甄選。如有興趣報名，
請於報名日期前最少一個星期，與何姑娘聯絡。

M1922 樂聚賀新年
目的：讓參加者認識農曆新年習俗，並透過群體活動，讓
弱能人士一同慶祝新年及學習與人相處。
日期： 2/2(日)
時間： 10:30-1:45
地點： 愛曦樓 119 室
內容 : 慶祝農曆新年及午膳
對象： 16 歲或以上有自理能力、能聽從工作員指示。
收費： $30(包午膳)
名額： 25
報名日期： 8/1(三)，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龍先生
贊助: 仍在申請中，如不獲批，活動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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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活動
W1901-3 家長瑜伽班
目的：透過學習瑜伽及其鬆馳精神的方法，減輕生活壓
力，也藉活動擴闊家長生活圈子。
日期： 31/12 – 17/3(二，28/1 及 4/2 停，10 節)
時間： 10:15-11:15
地點：愛曦樓 119 室
收費：$170
名額： 12
導師：邱玉群女士
負責職員：葉先生
報名日期：已開始、先到先得

W1902-3「粵曲閒情」小組
目的：透過社交活動平台，讓家長互相交流唱粵曲心得，切
磋歌唱技巧，為日常生活增添動力及正能量。
日期： 2/1 - 19/3 (四，23/1 及 30/1 停，10 節)
時間： 10:00-12:00
地點：愛明樓 129 室
名額： 10
收費：$30
負責職員：葉先生
報名日期: 已開始、先到先得

W1904-4 舞動青春
目的：透過學習集體舞，為參加者的日常生活增添動力及
正能量，並藉活動擴闊家長生活圈子。
日期： 6/12-28/2 (五，27/12、24/1 及 31/1 停，10 節)
時間： 11:00-12:00
地點：愛曦樓 119 室
收費：$90
名額： 10
負責職員：葉先生
導師：吳連珠女士
報名日期: 已開始、先到先得
贊助團體：屯門區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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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05 長江基建安全健康環保日
目的：讓家長認識工作安全和健康的知識；透過義賣行
動，推動社區人士對殘疾人士服務表達關心和支
持，從而促進傷健共融的社會氣氛。
日期： 13/12(五)
時間： 9:40-2:00
地點： 屯門踏石角青洲英坭(集團)有限公司
對象： 家長
收費： $10 (包旅遊車及簡單午膳)
名額： 30
報名日期：已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賴姑娘

L1905 雲泉半日遊
目的：參觀「雲泉仙館」，欣賞仿古中式宮殿建築群，參與
館內一年一度的冬季菊展，及品嚐館內的齋宴後，並
參觀附近的「老徐農莊」，自費採摘時令的士多啤梨。
讓家長從中舒緩壓力，並藉活動擴闊生活圈子。
日期： 5/12（四）
時間： 10:30-3:00
地點：雲泉仙館、老徐農莊
對象：家長
內容：參觀「雲泉仙館」、素食午膳、參觀「老徐農莊」、
自費採摘士多啤梨
收費：$120(包旅遊車及午膳) 名額： 30
報名日期：已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何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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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906 賀年水仙
目的：學習挑選水仙球和切水仙球的技巧，了解其培植的方法，
增添節日氣氛，同時增進會員間的凝聚力。
日期： 9/1（四）
時間： 10:00-11:30
地點：愛曦樓 119 室
內容：切割水仙球
對象：家長
名額: 8
收費：$30（包水仙球 2 個）
導師：李遠球先生
報名日期： 4/12（三）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何姑娘
備註： 參加者可自備水仙刀

L1907 郊外自由行
目的：透過行山活動，增進家長間的交流，鼓勵家長善
用餘暇，多做運動，舒緩生活上的壓力
日期： 15/1 (三)
時間： 10:00-3:00
地點： 城門水塘、荃灣
對象： 家長
名額： 20
收費： $30(包午膳，車費自備，午膳地點待定)
報名日期： 4/12(三)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龍先生
備註:集合時間及地點 10:00 荃灣兆和街專線 82 號小巴站，全
程約 3 小時，午膳地點解散。

L1908 愛心流動及文化交流
目的：透過參觀機構，了解社區的資源；鼓勵家長善用餘
暇，參與義工服務，為有需要的人送上關懷愛心。
日期： 12/3(四)
時間： 1:00-2:30
地點：元朗大會堂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對象：家長
內容:粵曲獻唱、遊戲及手工
收費：免費(自行往返)
名額： 15
報名方法： 5/2 開始接受報名，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賴姑娘
備註:報名時請查詢集合地點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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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活動
F1913 屯獅名星 SEN 健慈善網球同樂日
目的：讓會員家庭參與屯門獅子會舉辦的籌款活動，共襄
盛舉；並體驗打網球的樂趣，歡渡假期。
日期： 4/1(六)
時間： 11:00-3:00
地點： 屯門黃金海岸遊艇會
對象： 會員家庭
名額： 30 對親子
收費： 免費(包旅遊車及午膳)
報名日期：已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賴姑娘
贊助團體：屯門獅子會
備註： 1.參加者需參與整個活動，不能遲到早退。

F1905 親子康樂營
目的：透過日營活動，製造家長及孩子共同經歷的機
會，增進親子的關係，歡渡假日時光。
日期： 5/1 (日)
時間： 9:30-4:30
地點：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對象：會員家庭
收費：$40 每位(包旅遊車及午膳)
名額： 76
報名日期： 4/12(三)、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葉先生
贊助團體：康文署
備註：自備防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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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912 快樂聚凝迪士尼(報名前先查詢申請結果)
目的：讓會員家庭於假日一同到主題公園遊玩，欣賞園內的各項
表演及享用機動遊戲，讓他們在歡樂地渡過愉快的一天。
日期： 16/2 或 23/2 (日) 時間： 9:30-6:00
地點：香港迪士尼樂園
內容：遊覽及欣賞園內表演節目
對象：會員家庭，16 歲或以上有自理能力、能聽從工作員指示(沒
有參加 2018「繽紛迪士尼」的會員)
收費：$40(旅遊車費用) 名額： 196
負責職員：龍先生
報名方法:7-11/1 交抽籤表、14/1 抽籤、15-18/1 交費
備註： 1.倘餘名額，本中心會按後備者的輪候次序補上。每個家庭可
報名直系親屬 4 人(即父母與子女)，
其中 1 人需為 SEN 子女。
2.參加者需乘搭本中心之旅遊車一同出發。
3.其中 10 個為弱兒名額。弱兒年滿 16 歲，曾參加本中心的弱
能青年小組，有獨立自理能力，情緒穩定，不會獨自離群及
能聽從工作員指示，方可單獨報名參加。
4.活動仍在申請中，如申請不成功，活動將會取消。

F1914 鼠報年來福滿門(報名前先查詢申請結果)
目的：藉新春與會員一起春茗，加強親子之間的溝通和瞭解
，並讓會員歡聚一堂，共渡輕鬆愉快的時刻，以舒緩
日常生活的壓力。
日期： 8/2(六)
時間： 12:00pm-2:45pm
地點：屯門中央廣場富臨酒樓(暫定)
內容：遊戲、致謝儀式、唱賀年歌及抽獎
對象：一名家長及一名弱兒優先
收費： $50(大小同價)
名額： 106
報名方法： 8/1 開始，先到先得
負責職員：龍先生
贊助：仍在申請中
備註： 1.參加者需自行往返活動場地，並需要出席整個活動
2. 贊助仍在申請中，如不獲批准，活動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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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01-4「愛」共融公眾教育活動
目的：讓中、小學生對智障及自閉症人士的特徵、溝通技巧
和特殊需要等，有深入的認識，從而提升他們對弱能
人士的接納程度；透過體驗活動，親身實踐溝通和
活動的技巧。
內容：(一)專題講座、展板展覽、攤位遊戲 或
(二)專題分享及共融體驗小組活動
日期： 2020 年 1-3 月
地點：中心或參與學校/機構
時間：與參加的學校/機構共同協議訂定
對象：屯門、元朗、天水圍區中小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
收費：全免(本中心將負責提供物資、小禮物及茶點)
查詢及報名請電 2440-2413 負責職員:黃姑娘、賴姑娘
備註：參與學校/機構可選擇(一)或(二)其中一項或兩項活動

*歡迎學校及團體致電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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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援服務
家長支援及輔導服務
當您的孩子現正輪候評估或已被診斷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不知如何是好?

當您面對孩子的情緒、行為問題，不知如何管教及處理?
或許您看到孩子的進步，希望與人分享；
或許您或您的孩子正處於情緒困擾，期望與人傾訴。
歡迎您與我們的社工聯絡，詳談您的需要。
我們樂意為你提供支援及輔導!!!

個案社工專線： 2440 2264
(敬請電話預約)

弱兒免費剪髮服務
(剪髮當日請先致電中心，查詢服務是否如常進行)
日期： 11/1 及 22/2(六，3 月暫停)
派籌時間： 9:15-11:00(逾時不派籌)
派籌地點：愛曦樓 120 室
時間： 9:30-11:15
地點：愛曦樓 120 室
對象：弱兒
收費：全免
名額： 30
服務團體：本中心剪髮義工組
報名方法：可親臨中心或以電話預約登記、恕不接受臨場
報名。為公平及公正處理輪候剪髮服務，所有剪
髮的弱兒必需按剪髮章則的要求接受服務，詳
情可參閱中心 124 室之弱兒剪髮章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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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安排
雷暴

室內
戶外




黃色
暴雨



紅色
暴雨

黑色
暴雨

1號
風球

3號
風球

#
#

#
#


☆

#
#

8 號或
以上
風球
X
X

如常舉行
☆與工作員聯絡
X 取消
# 已進行的，直至完結，但可能會縮減/取消部分內容，參加
者不能要求退款。未開始的，則取消。
備註：
1. 社署/教育署宣佈暫停開放
若社署及教育署在上午班開課前，宣布幼兒中心/幼稚
園、日間康復中心及智障兒童學校等暫停開放/停課，則
中心的小組及活動亦全日暫停。
2. 懸掛紅色暴雨及 3 號風球的小組/活動安排
7am-3pm 期間除下，除下後的兩小時如常舉行。
3pm 後除下，全部暫停。
3. 黑色暴雨、8 號或以上風球除下後的辦公安排
7am-2pm 期間除下，除下後的兩小時照常辦公。
2pm 後除下，全日暫停開放。
4. 導師/治療師提供的小組/訓練服務
若導師/治療師提供連續的上課時間，當其中的組/節暫
停，餘下的亦全部暫停。
5. 若活動註明不論天氣情況如期舉行，則不能參照第 1 及 2
項。
6. 家長/監謢人應在安全的情況下，盡快接回子女。
7. 查詢補堂/活動事宜，請與負責工作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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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傳送
1. 中心將採用電腦系統記錄每日到訪的人次，是項紀錄需要向社署
提交報告(只報告人次，無需報告姓名)，請每位訪客（例如會
員、義工）進入/離開時，用中心會員咭在平板電腦拍一次。每
節時間如下：
9am-1pm 前 (第一節)，1pm-5pm 前 (第二節)，5pm-7pm (第三節)
若到訪中心時間為 10am，離開時間為 12pm，到訪 1 次(在第一節內)；
若到訪中心時間為 2pm，離開時間為 4pm，到訪 1 次(在第二節內)；
若到訪中心時間為 10am，離開時間為 3pm，到訪 2 次(在第一及二節
內)；
若到訪中心時間為 10am，離開時間為 5pm，到訪 3 次(在第一、二及三
節內)。

電腦系統只會紀錄最早及最後的一次。故你離開後再折返，請在
最後離開時再拍會員咭一次。
2.本中心的報名系統己經優化，將會改善報名日的輪候時間，多謝
各會員在過往的日子，對系統不善之包容及體諒。
3.個案社工黃家慧女士(慧姑娘)已於 11 月 2 日離職。有關慧姑負責
的工作(個案及小組)，如有查詢，請與主任或社工聯絡。
4.強積金儲備報告
除強積金法例規定的 5%供款外，在 2018-19 年度，中心已按既定
的政策及程序調整員工的強積金供款。同時，中心檢視強積金儲
備後，在 2019-20 年度已作出適當的上調，中心會貫徹執行相關
的政策及程序。
5.整筆撥款儲備報告
中心在 2018-19 年度無需使用儲備；在 2019-20 的財政年度亦將
無需運用儲備，原因：
社署撥款的「殘疾人士家長資源中心」、「跳躍生命線」、「關
愛基金低收入家庭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足以應付開
支；另外，家長資源中心仍有一個「社工」職位懸空，原因是座
位未能安排(等候裝修)。
中心已遵守社署的「津貼及服務協協議」，達成各項服務的指
標。在 2019-20 年度的「工作計劃」已參照 2018-19 年度，中心
己按既定的薪酬編制調整發放薪金。
歡迎就上述 4 及 5 事項提供意見(請以書面提交，並具姓名及聯絡
方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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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十
申請入會及退出會籍的政策及程序
1.
a
b
c
2.
a

政策目的
讓申請人知道中心接受申請入會的程序。
讓會員知道退出服務時，中心所採取的程序。
為職員提供指引，讓他們按政策及程序辦理。
理念
凡符合申請資格的家庭(自閉症譜系/智障人士/特殊教育需要
人士的家庭)，均可申請入會。
3. 申請入會
a

申請人填妥｢家庭入會登記表｣，連同會費及相片，到中心辦理入
會手續，郵遞亦可。
b 服務對象
1. 上述 2a 的家庭直系親屬(父母與子女)
2. 若非直系親屬關係，其註冊會員的家人不能成為中心會員。
3. 必須為本港居民。
c. 會費以年度計算，由每年 4 月 1 日至翌年 3 月 31 日。
4. 退出會籍

a
b
c
d

會員可｢口頭｣或｢書面｣通知退出服務，可即時或年度完結時生效。
會員退出服務後，中心不會再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務。
會員在每年 4 月 1 日起不繳交續會費，當自動退會。
會員須遵守『會員章則』之事項，若犯下不恰當行為，中心有
權取消其會籍，已繳費用概不發還。

宗旨及目標
-

為弱能人士家長的需要，提供社區資源服務；
促進家長的聯繫，鼓勵家長建立互助及自助的精神；
協助家長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子女的發展以解決個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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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籍事宜：
1. 持本中心有效會籍，方可使用本中心的服務及設施；
2. 2019 至 2020 年度會籍有效期為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
3. 會籍費用：
1 年($30,4/2019-3/2020)、 5 年($140,4/2019-3/2024)、永久($500)
季刊收費(請支持環保，網上瀏覽)：
1. 網址： www.yukchi.org.hk 或直接輸入｢育智中心｣；
2. 印刷本每年度收費$40 ，按年度繳費。
季刊上載及派發日期(只供參考)
1-3 月： 16-30/11 4-6 月： 15-28/2 7-9 月： 16-31/5 10-12 月： 15-31/8
中心電話
手提電話： 5665 4929 (社工專用) 59689568 (一般活動)
(手電只供中心對外 WhatsApp 用，查詢及聯絡請電｢會員專線｣)
會員專線： 2440 2413 個案社工： 2440 2264 社工： 2440 2126

=====意見、讚揚、投訴=====
歡迎各界人士對本中心各項服務及設施提供意見，填妥本表格
後，請於辦公時間內投入中心 124 室或 125 室之意見箱內，或
郵遞給中心主任收。中心收件三日內會與台端聯絡。一切資料
絕對保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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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_____________

全康醫務綜合中心
內外全科 周偉文醫生 郭漢柱醫生 倪曉暉醫生 葉渭鏘醫生
優惠:持本中心會員證之弱兒免診金，只需付藥費
輔導服務 每節 15 分鐘$300/45 分鐘$600，八折收費
家庭醫學專科/小兒科專科 陳達醫生
優惠:持本中心會員證之弱兒診金八折及付藥費
地
址：屯門柏麗廣場 23 樓 2312 室
電
話 :2458 8222
診症時間：星期一至六 7:00-1:00;3:00-11: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9:00-1:00;3:00-11:00

牙科保健優惠
凡持本中心有效會員證之弱兒可於 2019 年 5 月至 12 月期間內享
有一次免費牙科治療，包括洗牙、脫牙、補牙及止痛等；家人可
同時享有七折。
如需登記，必須由中心代為預約。優惠日期只限星期二至四及必
須一星期前預約，名額每日一個，請與陳詠嫻姑娘聯絡。
接受會員預約時間:星期二、四 2:30-4:30
星期三 8:30-12:00; 2:30-4:30
(公眾假期休息)
備註： 診症時請攜帶本中心有效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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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

郵票

機構：

地址：

會員証編號：

電話：

□如不欲繼續收到本會資料，請在左方方格內加上 號。

編號及更改資料便可

本中心會員只須註明會員証

傳真：

職位：

姓名：

如欲更改郵寄地址，請填妥下列表格，寄回「屯門友愛村愛明樓地下 124-5 室」

更改資料通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育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