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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消息 

1. 中心專為自閉症青年而設的「星亮職訓」計劃，及專為初小自閉症學童而設的「星

知學堂-學習支援計劃」，現正招募 2017-2018 年度的參加者，詳情請看內文； 

2. 今期有兩個由「牛奶有限公司-惠康」贊助的藝術性活動，分別舉辦予 4-8 歲親子

會員及初小自閉症學童，有興趣者請參閱中心活動介紹部份； 

3. 本中心的 STAR Café，於逢星期五的下午時段，會安排青年學員於 Café 內進行

小食製作及餐飲實習，歡迎大家蒞臨品嚐及支持； 

4. 港鐵觀塘延線現已開通。大家可以乘坐港鐵到何文田站，經A3或B2出口

前往位於愛民邨的本中心；  

5. 中心特別設有桌上遊戲（Boardgame）櫃，各款桌上遊戲既能訓練大家的思維及

反應，同時亦能擴闊社交圈子。現歡迎星Club會員及中心親子會員於中心借用，

一同享受桌遊的樂趣。 

小甜品製作班 

(活動編號：JCSRC-17-00069) 

由導師教授學員製作麵包布甸及沖調飲品， 

輕鬆共渡一個上午。 

日期：13/9 (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地點︰本中心 STAR Café  

對象：星 Club 會員 

名額：7 名 

費用：$10 

查詢：鍾姑娘 

懷舊遊戲樂 

(活動編號：JCSRC-17-00070) 

透過齊玩懷舊集體遊戲，提升學員之間的

交流互動，增進友誼。 

日期：21/10 (星期六) 

時間：下午 5:00 – 7: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星 Club 會員 

名額：8 名 

費用：免費 

查詢：風姑娘 



 
星亮中心 

查詢：請致電 3956 4651 與計劃負責 

社工鍾姑娘或風姑娘聯絡 

  

 

 

 2017-2018 年度 新學員招募  
 

 

 

 

 

 

 

 

 

內容： 

 

 

 

 

 

 

＊培訓課程包括： 

i. 軟性技巧課程：例如社交溝通、應變解難、求職技巧等 

ii. 職業技能課程：例如烘焙、咖啡沖調、餐飲服務、電腦、辦公室助理等 

  *除社交溝通為必修課程外，其餘皆為自選課程 

 

報名方法及招募流程： 

 

 

 

 

 

**報名表下載︰http://www.heephong.org/webprod/msig/website/?page_id=501 

 
計劃時期：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備註：本計劃全年接受申請，額滿即止 
 

 

 

-職前評估 

-職業培訓* 

-工作實習  

-就業規劃及選配 

-個案跟進及輔導  

-家庭及朋輩支援 

-全面在職支援 

-社區教育 

第一

階段 

第二

階段 

第三

階段 

計劃目的 

1) 提供全面的職能評估及就職支援； 

2) 提供朋輩支援服務； 

3) 增加僱主僱員對自閉症人士的認識； 

4) 建立家長互助網絡，互相分享與支持； 

5) 加強社區教育，讓大眾認識自閉症人士的  

   能力及其工作需要。 

 

服務對象 

~ 15-35 歲 

~曾就讀主流學校的自閉症青年 

~準備或現正公開就業，並能獨立 

  乘搭交通工具往返工作地方 

 

名額  每年 50 名 

 

捐助機構： 

安排面見︰ 

於 7 月開始，計劃負
責社工將個別致電聯
絡申請者及家長，安
排面見日期及時間 

通知申請結果︰ 

於 面 見 後 兩 星 期
內，社工將通知申請
人／家長有關申請
結果 

報名︰ 

於協會網站下載計劃
宣傳單張**，填寫附有
之報名表後交回本中
心  

計劃由協康會

專業團隊(包括

心理學家、職業

治療師及社工)

攜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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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曾經或現正參加協康會舉辦的自閉症青年服務，包括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的   

 「星亮職訓」、海富中心「職訓展翅」、MSIG「自閉症青年職前訓練及工作體 

  驗計劃」或油麻地中心「社署支援計劃」。 

   

 

 會員福利 

  會員可於特定時間內，免費借用中心桌上遊戲、電腦及卡拉 OK 設施 

  每季均可報名參與星 Club 小組活動 

 

 

  卡拉 OK 設施： 

 開放時間 – 逢星期六下午 12 時至 6 時 

  卡拉 OK 房每次最多可容納 6 人，每節可預約時間為 2 小時，如下一節時段 

  有空缺，便可每小時續借。會員可於當天使用前 30分鐘致電中心或提前親臨 

  中心預約/借用。每節每人可借 DVD一隻，並有一次更換的機會。 

 

 

 

 

 

 

 

 

 

 

 

 

 

 

 

 

 

 

 

星 Club 會員各項設施開放時段 

 時間 星期一至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卡拉 OK 12:00nn –6:00pm 不開放 不開放  

桌上遊戲 10:00am – 6:00pm    

以上設施每節可預約時間為 2 小時，如下一節時段有空缺，便可每小時續借。 

電腦 1:00pm – 2:00pm 請致電 

預約 

不開放  

2:00pm – 4:30pm  不開放 

4:30pm –5:30pm   

以上設施每節可預約時間為 1 小時，如下一節時段有空缺，便可每小時續借。 

星 Club 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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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知」學堂 ~ 自閉症家庭全面支援服務 
本計劃為就讀主流中小學的自閉症學童及其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服務，藉此： 

i. 促進自閉症學童於主流學校的學習生活； 

ii. 協助高小學童順利過渡至升中階段； 

iii. 提升家長日常的管教技巧，舒緩他們的管教壓力； 

iv. 增加家長間的互助，協助他們建立支援網絡。 

v.  

 

 

 

 

 

 

 

 

 

 

 

 

 

 

 

 

 

 

  

1. 致電本中心向曹姑娘或陳老師索取報名表格； 

2. 填妥報名表格後，連同 1)最近期心理學家或醫生評估報告；2)最近期學校成績表副本， 

   寄回或親身交回本中心。 

3. 參加者將被邀請參與面詴甄選，日期及時間如下：6/7(星期四)下午 4:45-5:15 或 

   7/7(星期五)下午 6:30-7:30 或 8/7(星期六)下午 3:00-3:30(家長面談將另行約見)。 

4. 甄選結果將於 2017年 7月 17日至 7 月 21日期間公佈(將由專人致電通知) 
 

截止報名日期：30/6/2017(星期五) 
 

 捐助機構： 查詢：3956 4651                    

     （曹姑娘 / 陳老師） 

小班教學，每組約 4 至 5 位同學 

星「知」學堂~學習支援計劃  
2017-2018學年 新生招募 

計劃詳情  

對  象：將於 2017年 9月就讀主流小學小一至小三的自閉症學童 
上課日期：2017年 9月至 2018年 7月(全學年)  
上課地點：協康會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地址：九龍何文田愛民邨新民樓地下 106-117室） 
上課時間：星期一至五，下午 4:00-6:00  
費    用：每月$1,200 (有經濟困難之家庭可申請減費) 

計劃內容 

 個別或小組學科訓練，強化中英數各科的知識掌握 

 以日常功課為教學媒介，為學童提供學習指導及做功課技巧 

 引入社交訓練環節，提升學童的社交技巧及情緒管理能力 

課程策劃 

 由協康會心理學家、特殊教育老師及專業社工共同策劃 

課程導師 

 由合資格導師教導，並由協康會特殊教育老師及社工督導 

報名方法 



 
星亮中心 

I) 學童篇 

「知」學堂 - 活動推介 

＊以下所有活動（除註明外）將於本中心內舉行 

＊請以獨立一張支票 (抬頭：協康會 )繳付「星知學堂」這一部份的活動費用  

＊活動查詢：曹姑娘(電話：3956 4651) 

 

《藝術表我心-我的故事書》 (活動編號：JCSRC-17-00062)  

 小組將以各類素材刺激參加者發揮想像力，由角色創造至故事內容，製作

一本屬於自己的故事書，藉著製作過程有條理地整理自己的經歷及感受，並放

進書內，由說故事開始學習表達自己，增強表達自己的自信心，同時學習聆聽

別人的故事。 

 

日期：8/7 - 9/9（逢星期六，除 29/7 及 26/8，共 8 節） 

時間：下午 2:00－3:00 

對象：6-12 歲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8 名               費用：$600 

備註：i. 每節完結後，請家長預留５分鐘時間出席會員的作品介紹； 

    ii. 製作程序或許會弄髒衣服，請自備圍裙或舊的衣物。 

 

《Board game 同樂日》 (活動編號：JCSRC-17-00071)                              

透過一同進行桌上遊戲(boardgame)，如「誰是牛頭王」、「德國心臟病」、「大富翁」

等，讓參加者從集體遊戲中學習等待、應變及面對輸贏，有助提升社交能力。 

日期：13/7, 20/7, 10/8 及 17/8 (星期四，共 4 節) 

時間：下午 2:30－3:45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初中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8 名               費用：$40 

 

《用「腦」學習》學生工作坊 (活動編號：JCSRC-17-00092) 

    「成日玩電腦、玩手機唔做功課！」其實電腦、手機也可成為促進孩子學習的工具。

本工作坊將教導參加者利用電子產品、簡單軟件及趣味教材來學習，有助提升其學習動機。 

日期：15/7 - 29/7（逢星期六，共 3 節） 

時間：上午 10:30－中午 12: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三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10 名 

費用：$30 

 

導師介紹： 
伍詵婷 Paula，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
社會工作（榮譽）文學士及香港藝術
學院藝術文學士(繪畫)，註冊社工，
持心理投射分析畫畫評估執行師證
書，結合社工專業及藝術元素，為各
類型特殊需要人士服務。 
 

備註：於同一時段設有《用「腦」學習》家長工作坊(詳見家長篇)， 

      同時報此兩個工作坊之會員優先。 



 
星亮中心 

 

《多元智叻星》 

    趁暑假之始，學習不同範疇的知識。 

 多元智叻星之 
急救小先鋒 

多元智叻星之 
小小手工王 

多元智叻星之 
理財小專家 

活動編號： JCSRC-17-00103 JCSRC-17-00104 JCSRC-17-00105 

日期： 17/7 (星期一) 18/7 (星期二) 19/7 (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0:00－11:15 

內容： 
認識簡單急救知識及

家居安全知識 

製作簡單小手工 

(如收縮膠匙扣) 

認識基本金錢運用、 

學習避免浪費 

對象： 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三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 8 名 8 名 8 名 

費用： $10 $10 $10 

 

《星之運動員》 (活動編號：JCSRC-17-00093)                          

參加者將一同去打乒乓球、羽毛球及跳繩，藉此培養對運動的興趣，並增進友誼。 

日期：17/7 - 19/7 (星期一至三，共 3 節)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1:00 

地點：本中心及何文田體育館(暫定)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六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8 名          

費用：$30 

 

《星之小工房》電腦興趣班 (活動編號：JCSRC-17-00102) 

    讓學童學習運用電腦軟件及釘裝工具，同時啟發他們無窮創意，動手製作實用文儀用

品，如：書籤、姓名貼紙、小小筆記簿等。 

日期：24/7, 26/7 及 28/7（星期一、三、五，共 3 節）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三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8 名             

費用：$30 
 

備註： 

i. 可自備乒乓球拍及羽毛球拍，中心亦會提供； 

ii. 需自備足夠飲用水，以及穿著運動鞋； 

iii. 於小組前必須進食早餐，但不宜吃太飽。 

http://crm.heephong.org/HHSCRM/PRO001.aspx?key=JCSRC-17-00020


 
星亮中心 

《小一暑期預備班》 

透過認識小學學校生活的基本流程、課堂規則及要求等，讓參加者及早作出升小一的

預備，有助加快適應學校生活。(*3日班之學習內容較2日班深入) 

 3 日班 (活動編號：JCSRC-17-00072) 2 日班 (活動編號：JCSRC-17-00073) 

日期： 
7/8 - 25/8 

 (逢星期一、三及五，共 9 節) 
8/8 - 24/8 

 (逢星期二、四，共 6 節) 

時間： 下午 2:00－4:00 

對象： 將於 2017 年 9 月升讀主流小學一年級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 8 名 8 名 

費用： $450 $300 

 

《星知學堂》暑期班 (活動編號：JCSRC-17-00074) 

  讓參加者於悠長的暑假善用餘暇，溫故知新，除了學習分配時間完成功課及建立做功

課的流程外，亦可學習與人相處之技巧，為開學作好準備。 

內容：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10:00－11:15 中文加油站 學習支援 英文加油站 學習支援 數學加油站 

上午11:15－中午12:00 玩具分享 小食分享 玩具分享 
電影/圖書 
分享 

社交小組 

日期：7/8 - 25/8 (逢星期一至五，共15節)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00 

對象：將於2017年9月升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三之自閉症學童 

      (＊本年度星「知」學堂學習支援計劃參加者優先) 

名額：8名              費用：$750 
 

《星之廚神》 (活動編號：JCSRC-17-00094) 

由本中心之青年學員負責教授參加者製作小食，如朱古力、杯子蛋糕等。 

日期：9/8 - 23/8（逢星期三，共 3 節）            時間：下午 2:30－4: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三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5 名                     費用：$30 

備註：請自備餐盒及圍裙 

 

《「星」之生日會(7 至 9 月)》 (活動編號：JCSRC-17-00075) 

為 7 至 9 月生日之會員慶祝生日及玩遊戲，讓參加者學習禮儀，並與人分享歡樂。 

日期：26/8（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中午 12: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六之自閉症學童(七至九月份生日優先) 

名額：15 名               費用：$10 

備註：歡迎學童之棠棣一同參與。 

http://crm.heephong.org/HHSCRM/PRO001.aspx?key=JCSRC-17-00020
http://crm.heephong.org/HHSCRM/PRO001.aspx?key=JCSRC-17-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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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升中學童篇 

《動手學數學》工作坊 

    配合實物教具及相關工作紙，讓學生透過動手操作、繪畫等活動， 

理解抽象的數學概念，從而提高學生數學學習的興趣及信心。 

 《動手學數學》工作坊之 
小二班：加、減及應用題 

(活動編號：JCSRC-17-00076) 

《動手學數學》工作坊之 
小三班：時間及其計算 

(活動編號：JCSRC-17-00077) 

日期： 2/9 - 23/9（逢星期六，共4節） 

時間： 下午2:30－3:30 下午4:00－5:00 

對象： 就讀主流學校小二之自閉症學童 就讀主流學校小三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 8名 10名 

費用： $60 

導師： 汪滌塵女士（Daisy）香港註冊教師，擁有豐富的前線教學經驗。現為香港教育 

大學「數學化教學」團隊隊目，致力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學習數學。 

 

 

 

《「青春」無限》女生小組 (活動編號：JCSRC-17-00024) 

踏入青春期，女生的自我保護尤其重要。本小組將會讓參加者認識自我保護的技巧及

與異性相處的應有態度。 

日期：2/6 - 30/6（除16/6，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晚上6:30－7: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五至中二之自閉症女生 

名額：8名               費用：$80 

備註：i. 如已於上一季報名之參加者，不用重覆報名。 

      ii. 請於本期截止日期(即25/5)前致電本中心報名。 

 

《升中之「星」-學習篇》學生小組 (活動編號：JCSRC-17-00026) 

升中後之學習模式與小學大有不同，小組將讓參加者了解及體驗中學學習的模式，有

助他們預備面對升中的轉變。 

日期：17/6 - 8/7（除1/7，逢星期六，共3節） 

時間：上午10:00－11:15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五至小六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10名             費用：$75 

備註：i. 如已於上一季報名之參加者，不用重覆報名。 

      ii. 請於本期截止日期(即25/5)前致電本中心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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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動一動》 (活動編號：JCSRC-17-00082) 

於暑假之始，讓大家一同動一動身，藉著不同運動(包括羽毛球、乒乓球及康樂棋)去展

現活力，增進友誼。 

日期：8/7 - 22/7（逢星期六，共 3 節）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中心或何文田體育館(暫定)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三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8 名            費用：$30 

備註：i. 可自備乒乓球拍及羽毛球拍，本中心亦會提供； 

      ii. 需自備足夠飲用水，以及穿著運動鞋； 

      iii. 於小組前必須進食午餐，但不宜吃太飽。 
 

 

 

 

 

「閱讀 FUN FUN 樂」學習效能小組 

  本課程設計針對自閉症學童在閱讀理解方面的困難，包括文句和段落 

推論、結合、陳述重點等，有系統地教授實用而具體的閱讀策略，讓他們可 

按步驟程序來理解分析文章內容，提升閱讀效能和信心。 

 高小組 (活動編號：JCSRC-17-00057) 初中組 (活動編號：JCSRC-17-00058) 

日    期： 26/7 - 18/8 (逢星期三、五，共 8 節) 

時    間： 上午 9:30－11:00 上午 11:30 -下午 1:00 

對    象： 就讀主流學校將升小六至中一 

之自閉症學童 

就讀主流學校將升中二至中三 

之自閉症學童 

名    額： 6 名 6 名 

費    用： $160 

導    師： 資深融合教育社工唐倩盈姑娘 

備    註： i. 參加者必須出席甄選活動，入選者將於 19/6(星期一)獲個別通知。 

ii. 參加者請於每堂帶備文具(包括鉛筆、鉛子筆、擦膠、塗改液或改錯帶)。 

甄選時間： 17/6 (星期六) 下午 2:00－2:45 17/6 (星期六) 下午 3:00－3:45 

 

《暑期好「友」營》 (活動編號：JCSRC-17-00083)                              

透過日營活動及遊戲，讓參加者學習與別人相處，提升解決困難 

等技巧，共渡愉快的一天。 

日期：19/8（星期六）   時間：上午 9:30－4:30 

地點：西貢戶外康樂中心(暫定)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升讀小五至中二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15 名               費用：$40 

 

備註： 

i. 費用包括營地午膳及來回旅遊巴。 

ii. 為了令活動順暢舉行，參加者必須  

於本中心集合。 

iii. 請穿著輕便衣服、帶備飲用水及止   

  嘔藥物(如有需要)。 

iv. 活動當日之聯絡電話: 61638071。 

http://crm.heephong.org/HHSCRM/PRO001.aspx?key=JCSRC-17-00024
http://crm.heephong.org/HHSCRM/PRO001.aspx?key=JCSRC-17-00057
http://crm.heephong.org/HHSCRM/PRO001.aspx?key=JCSRC-17-00015
http://crm.heephong.org/HHSCRM/PRO001.aspx?key=JCSRC-17-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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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家長篇 
 

 

《星之入廚樂》家長烹飪班（7 月） (活動編號：JCSRC-17-00078) 

教導家長製作秘製豬仔骨及蘋果玉桂酥，讓家長們聚首一堂，互相交流入廚心得。 

日期：4/7（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11:30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中小學自閉症學童之家長 

名額：8 名       費用：$40 (已包括材料費) 

備註：請自備餐盒、圍裙及環保袋 
 

 

《用「腦」學習》家長工作坊 (活動編號：JCSRC-17-00079) 

導師將會深入淺出地教授家長利用手上的電子產品及簡單軟件製作教材，應用於日常

生活當中，成為促進孩子學習的工具，讓孩子邊玩邊學。 

日期：15/7 - 29/7（逢星期六，共 3 節） 

時間：上午 10:30－中午 12:00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學校初小自閉症學童之家長 

名額：10 名       費用：$30 

備註：i. 曾參與《用「腦」學習》家長講座（17 年 2 月）之參加者優先； 
   ii. 於同一時段設有《用「腦」學習》學生工作坊(詳見學童篇)，同時報此兩個工作

坊之會員優先。 
 

《星之入廚樂》家長烹飪班（9 月） (活動編號：JCSRC-17-00080) 

教導家長製作肉醬千層闊麵，讓家長們聚首一堂，互相交流入廚心得。 

日期：22/9（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中小學自閉症學童之家長 

名額：8 名          費用：$30 (費用已包括食材) 

備註：請自備餐盒、圍裙及環保袋 
 

《中、英溫習錦囊》家長工作坊 (活動編號：JCSRC-17-00081) 

   家長於平日與子女溫習默書時，會否覺得無從入手，甚至影響親子關係？本工作坊將讓

家長學習與子女溫習中英文科的技巧，並互相交流及分享箇中心得。 

日期：13/9 - 4/10（逢星期三，共 4 節） 

時間：上午 10:30－11:30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學校小學自閉症學童之家長 

名額：16 名          費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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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升中家長篇 
 

 

《親親孩子成長路(青少年篇)》(編號：JCSRC-17-00048) 

針對青少年階段子女面對的成長需要，透過分享及講解，讓家長了解如何處理青少年

青春期的情緒變化、親子溝通技巧、與子女談性的技巧及毒品影響等。 

日期：31/5(星期三)、2/6(星期五)、7/6(星期三)及13/6(星期二)，共4節 

時間：上午9:30－11:30 

對象：育有就讀高小至初中自閉症或其他特殊學習需要子女之家長 

名額：30 名           

費用：$120 
 

 

《「答」上初中成功路》家長講座 (活動編號：JCSRC-17-00031) 

初中與小學一樣，以打穩學科知識為基礎。然而，中學開始着重於資料閱讀和分析，

這正是升中學生較難適應的一環。本工作坊將提供一些於解題上注意的地方及技巧，並分

享鞏固學生根基的心得。 

日期：26/6（星期一）     時間：晚上7:00－8:15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小六至中三之自閉症學童家長 

名額：20名          費用：$10 

備註：如已於上一季報名之參加者，不用重覆報名。 

 

 

《初中英語家長錦囊》家長講座 (活動編號：JCSRC-17-00032) 

英文，往往是一般學生最具挑戰的科目，因此在初中階段打穩根基尤其重要。聽、說、

讀、寫是學習英文的四個主要範疇，本工作坊將分享如何於這四方面，為初中學生於學習

英文上，建立一個鞏固的根基。 

日期：28/6（星期三）     時間：晚上7:00－8:15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學校小六至中三之自閉症學童家長 

名額：20名           費用：$10 

備註：如已於上一季報名之參加者，不用重覆報名。 

 

《升中Ready Go！》家長講座 (活動編號：JCSRC-17-00096) 

了解子女升中後將會面對的困難及如何協助子女適應中學生活。 

日期：9/8（星期三）       時間：上午9:30－11:00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學校小六至中三之自閉症學童家長 

名額：20名                費用：$10 
 

導師介紹： 
林 Sir，畢業於香港教育大學，
主修中學商業教育，現為主流
中學初中綜合人文科課程統籌
主任。除設計課程外，亦負責
該科課後延伸課程，針對學生
弱點加以強化，提高學生答題
的能力及信心。 

導師介紹： 
梁老師，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主修

語言學，並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教

育文憑。現為中學英文教師，曾於

2016 年應香港教育大學邀請，分享

如何為英文能力較弱的同學，透過

五感增強學生英語寫作能力。 

備註：i. 如已於上一季報名之參加者，不用重覆報名。 
      ii. 請於本期截止日期(即25/5)前致電本中心報名。 
      iii. 完成三節或以上之參加者，可獲頒發証書及資源冊。 

導師介紹： 
葉 Sir，前中學融合統籌教師，

於中學統籌校內融合教育服

務，包括為個別學生設計 IEP、

為學生、家長及老師提供支援。 



 
星亮中心 

    V) 親子篇 

《青春期的疑惑》家長講座 (活動編號：JCSRC-17-00095) 

子女踏入青春期，除了身體變化外，有關行為例如自瀆等同時出現，家長可如何處理

及教導？本講座會教授家長處理兒子青春期常出現的行為問題。 

日期：16/8（星期三）     時間：上午9:30－11:00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學校小六至中三之自閉症學童家長 

名額：20名               費用：$20 

 

 

 

 

 

《親子果撻》 (活動編號：JCSRC-17-00085) 

透過製作果撻，讓家長及子女一同輕鬆愉快地迎接新學年。 

日期：22/7（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4: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中小學之自閉症學童及家長 

名額：6 個家庭 (每個家庭最多 2 人)     費用：每對親子$30 

 

 

《星之入廚樂》親子烹飪班（8 月） (活動編號：JCSRC-17-00084) 

讓家長與子女一同學習製作風味薄餅及夏日特飲，分享入廚樂趣。 

日期：29/8（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學校小學至中三之自閉症學童及家長 

名額：6 個家庭（每個家庭最多 2 人） 

費用：每對親子$40        備註：請自備圍裙 

 

 

《親子青馬遊》 (活動編號：JCSRC-17-00086) 

趁開學之始，一家大細一同旅行，遊覽大嶼山之名勝，享受愉快的週日。 

日期：10/9（星期日） 

集散時間及地點：(集合)上午 9:00 於本中心集合    (解散)下午 4:30 於愛民商場解散                               

地點：青馬觀景台、合味道杯麵工作坊、航天城翔天廊 (暫定)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之小學至初中 

自閉症學童及家長                                

名額：57 人 (每個家庭最多４人) 

費用：(大小同價) $40/人 

備註：i. 費用包括午膳及來回旅遊巴。 

      ii. 為了令活動順暢舉行，參加者必須於本中心集合。 

      iii. 請穿著輕便衣服、帶備飲用水及止嘔藥物(如有需要)。 

      iv. 活動當日之聯絡電話: 61638071。 

      v. 活動地點或會因行程安排更改。 

講者：潘卓軒博士（本會臨床
心理學家，美國心理學會及香
港心理學會註冊會員）潘博士
專注硏究健康心理學，例如靜
觀及壓力管理；臨床經驗包括
抑鬱丶焦慮丶濫用藥物丶人際
關係 (婚姻，伴侶，家庭)和育
兒等等。 

http://crm.heephong.org/HHSCRM/PRO001.aspx?key=JCSRC-17-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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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介紹 

報名須知：以下活動地點將於本中心內舉行 

＊請以獨立一張支票 (抬頭：協康會 )繳付這一部份的活動費用  

活動查詢：文員何姑娘(電話：3956 4651) 

 

《親子黏土說故事-小小孩子環遊海世界》 (活動編號：JCSRC-17-00068) 

輕黏土是一種比泥膠及紙黏土較輕及柔軟的立體造型物料，利用手及簡單工具便可塑

造不同形狀，能訓練小孩的小手肌及加強他們對立體的觀察力。是次活動透過繪本故事，

引導小朋友從故事中聯想場景及角色，透過立體創作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及可塑性。 
 

日期：16/9（星期六） 

集合時間及地點：下午２:00 於本中心集合 

解散時間及地點：下午５:45 於愛民商場解散  

活動地點：4A01 工作室(位於新蒲崗) 

對象：4-8 歲之發展障礙會員及一名家長 

名額：8 對親子        費用：每對$20 

備註：i. 活動備有旅遊車接送，並提供畫具、顏料及公用圍裙（歡迎自備圍裙）； 

ii. 活動由「牛奶有限公司-惠康」贊助。 
  

《樂藝彩繪無限 Fun》 (活動編號：JCSRC-17-00097) 

透過學習不同顏料特色及繪畫風格與技巧，讓參加者於暑假期間 

輕鬆學習，享受藝術樂趣，並藉此表達自己的情感。 
 

日期：18/7 - 22/8（逢星期二，共６節） 

時間：上午 10:00-11:15 

對象：7-10 歲之自閉症或其他發展障礙會員 

名額：8 名           費用：$180 

備註:  i. 需自備圍裙、手袖及穿舊的衣物； 

   ii. 活動由「牛奶有限公司-惠康」贊助。 
 

《我的舞台》 (活動編號：JCSRC-17-00067) 

透過不同創作媒介，包括舞蹈、音樂、戲劇及歌唱元素，發掘 

參加者的藝術潛能，配合聲音、情感及形體動作，將生活點滴展現， 

發揮個人及合作性，體驗屬於自己的表演角色。 
 

日期：8/7 - 9/9（除 29/7 及 26/8，逢星期六，共 8 節） 

時間：下午 2:00-3:00 

對象：12 歲或以上之自閉症或其他發展障礙會員 

名額：8 名          費用：$600 

導師介紹：鄭菊明 KUMI CHENG，全職藝術

工作者，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西方藝術系。教授視覺藝術及立體創作藝術

教育。從事特殊藝術教育達十年經驗。 

導師介紹：Kit，於 2007年畢業於教

育學院特殊教育系，擁有超過 20 年

舞台藝術演出經驗，近 10 年從事特

殊藝術教育方面的工作，發展學生於

戲劇、舞蹈及敲擊樂等方面的潛能。 

導師介紹：黃潔瑤(皮老師) 現任蚊皮藝

坊之藝術之行政總監。擁有超過十年任

職平面設計、幼兒及學前教育玩具設計

等經驗。另有超過 12年於各區幼稚園、

小學、中學、大專院校、特殊教育機構

及福利機構擔任綜合視覺藝術及多元智

能課程導師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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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表我心-大型畫作創作工作坊》 (活動編號：JCSRC-17-00066) 

參加者將於小組以自己的樣子及個性作主題，使用不同的顏料素材，製作多幅 
大型自畫像，既能開闊其對不同質感的接受程度，亦能透過大型畫面的空間發揮， 
刺其創造力！小組內同時加入集體創作的時段，能加強參加者與人合作的能力。 
 

日期：8/7 - 9/9（除 29/7 及 26/8，逢星期六，共 8 節） 

時間：下午 3:15-4:30 

對象：12 歲或以上之自閉症或其他發展障礙會員 

名額：8 名          費用：$600 

備註: 製作程序或許會弄髒衣服，請自備圍裙或舊的衣物。 

 
 

中心位置 

及前往方法： 
 

 

 

 

 

 

 

 

 

 

 

 

 

 

港鐵：何文田站 A3/ B2 出口 

 

巴士 (九龍及新界巴士)  巴士 (過海隧道巴士) 

7B 樂富  < > 紅磡碼頭總站   109 何文田  < > 中環港澳碼頭  

8 尖沙咀碼頭  < > 九龍鐵路站   113 彩虹  < > 堅尼地城  

17 觀塘 (裕民坊 ) < > 愛民總站   170 沙田 (市中心 ) < > 華富  

18 深水埗  < > 愛民總站   182 沙田 (愉翠苑 ) < > 中環港澳碼頭  

41 青衣 (長青邨 ) < > 九龍城碼頭     

45 葵涌 (麗瑤邨 ) < > 九龍城碼頭     

E21A 東涌 (逸東邨 ) < > 愛民邨     

 

小巴 

8 (綠色專線 )- 尖沙咀漢口道  < > 何文田邨  (於愛民總站下車 )  

紅色專線 - 旺角花園街洗衣街公園  < > 愛民邨  (於愛民邨孝民街下車 )  
 

導師介紹：伍詵婷 Paula，畢業於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工作（榮譽）文
學士及香港藝術學院藝術文學士
(繪畫)，註冊社工，持心理投射分
析畫畫評估執行師證書，結合社工
專業及藝術元素，為各類型特殊需
要人士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