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亮中心 

I) 幼兒篇 

II)  

II)  小學篇 

 

SEN 學童及其家庭的社交、教育及成長社區 

支援服務活動推介 

 

本計劃由香港公益金資助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Community Chest  

*以下所有活動將於本中心內舉行 

*請以獨立一張支票 (抬頭：協康會 )或現金繳付以下活動費用  

*活動查詢：文員 Peggy 姑娘 (電話：3956 4651) 

*因疫情關係，或會改為視像形式/改期進行，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LEGO 數學遊戲》(活動編號：JCSRC-22-00190 ) 

透過有趣的 LEGO 遊戲，幫助小朋友建立數量、排序、方向等數學基礎概念，促進

學習能力，為未來學習打好根基。                     

 日期：8/10 – 26/11/2022（逢星期六，共 8 節） 

 時間：下午 2:00 - 3:00 

 對象：4-6 歲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名額： 6 名             費用：$160 

                                                               

  

 

 

《瘋狂小作家》 (活動編號：JCSRC-22-00191) 

透過有趣的桌上遊戲，提升初小學童對中文造句的興趣，並訓練學童對不同句式，例

如四素句、比喻句、陳述句等句式的寫作能力。 

日期：8/10– 26/11/2022（逢星期六，共 8 節） 

時間：下午 3:15－4:15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四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名額：8 名                  費用：$160  

 
 

 

 
 

 

導師介紹： 
馮寶如(寶如姐姐)，香港教育大學
教育系(特殊需要)榮譽學士，具認
可 LEGO®therapy training 導師
資格。有多年教授特殊學習需要學
童之經驗。 



 星亮中心 

      III) 家長篇 

 

《郊野自救工作坊》

導師介紹： 

Eric Sir為中國香港

攀山及攀登總會-山

藝及繩索教練，擁有

超過 20年教學經驗。 

《DIY 潤手霜》及《DIY 

潔面泡泡製作班》 

導師介紹： 

Elaine Wong，手作化

妝品專業導師文憑、

BHL手作護膚品專業導

師文憑、BHL香薰保養

品專業導師文憑 

                                                        

 

《郊野自救工作坊》 (活動編號：JCSRC-22-00192 ) 

天朗氣清很多人都會行山，但走進山中會有很多突發事情，背包裏的

物資就是我們僅有的資源，在緊急關頭，如何有效地運用這些僅有物資，

發揮最大效益？如何協助傷者？防止傷勢惡化? 兩節共 3 小時工作坊，讓你知道如何幫人

又幫自己，有嘢學又有得玩。 

日期： 4/10 (理論課) 及 11/10/2022 (外出實習活動)( 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00-11:30 

對象： 育有就讀主流學校 K1 至小六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家長 

名額： 12 名             費用：$20 

 

 

《心靈之旅》 (活動編號:JCSRC-22-00204) 

通過簡單的拉筋動作及呼吸練習，學習放鬆身體。課堂中會

嘗試不同的靜觀練習、瑜伽式子，配合木味香薰油及大自然的白

嘈音，讓學員了解如何放鬆意識及身體，享受寧靜心靈的休息時

光。 

日期：6/10、20/10、3/11、17/11、1/12、15/12/2022  

      (隔週星期四，共6節)     時間：9:30-10:45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學校K1至小六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家長 

名額：8名                            費用：$60         

    

 

  

《DIY 潔面泡泡製作班》 (活動編號：JCSRC-22-00194 ) 

   你認識你的皮膚類別嗎? 導師會教授如何自我檢查皮膚類別，分析各大類皮膚，

講解不同膚質特點，以及平日護膚程序，一起製作適合秋冬使用的潔面泡泡。 

日期： 8/11/2022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00-11:30 

對象： 育有就讀主流學校 K1 至小六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家長 

名額： 10 名             費用：$20 

 

 

《心靈之旅》 
導師介紹： 
區 Sir 為註冊社工、
瑜伽導師(RYT200)及
森林浴嚮導，擁有多
年豐富教學經驗。 



 星亮中心 

    IV) 親子活動篇 

《「悅」讀無難度》導師介紹： 

黃雅瑜，現任幼兒教育學系講師，

修畢幼兒教育碩士課程，一直從事

有關幼兒教育的工作及著力師資

培訓，對幼童的學習和不同的成長

需要均各具心得。 

《親子園藝遊》導師介
紹： 
Vicky姐姐，從事青年
發展方面工作。有多
年教授手工藝經驗，
曾於社福機構及學校
教授長者、兒童、家
長及親子手工藝班。 

《DIY 潤手霜》(活動編號：JCSRC-22-00193 ) 

 在乾燥的天氣之下，一同製作秋冬適用的潤手霜來滋潤雙手，更可以加入不同香味或

精油，除了認識各原材特點，更可享受製作的樂趣。 

日期： 15/11/2022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00-11:30  

對象： 育有就讀主流學校 K1 至小六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家長 

名額： 10 名             費用：$20 

 

 《「悅」讀無難度》家長工作坊》 (活動編號:JCSRC-22-00195 )  

    在新常態下，新一代的學童總機不離手，但過往有不少的研

究及報導都提及過，只要肯「閱讀」便肯定已是「人生勝利組」，

究竟應該怎樣才可培養幼兒閱讀的興趣，又怎樣才可讓幼兒愛上

閱讀呢﹖在本工作坊便會與家長分享有關「悅」讀的策略和心得，

讓家長可更有方法助幼兒成為「人生的勝利組」。 
 

日期： 17/12/2022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12:00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學校K1至小三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家長 

名額：10 名                費用：$10 

 

 

 

 
《親子園藝遊》(活動編號: JCSRC-22-00196) 

投身大自然對人們的身體和精神都非常有益，讓家長與子女設計

及製作盆景，既可留下美好回憶，放在家中欣賞及照顧，亦讓親子間

有更多的互動、合作。 

日期：8/10（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12: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K3至小六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家長 

名額：6對親子               費用：每對親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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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暖笠笠廚房》 
導師介紹： 
 Olivia老師，過往於本
中心多次教授親子煮食
活動，包括﹕多款西式甜
點、月餅等。 

備註： 
 
 費用包括午膳及來回旅遊巴。 
 為了令活動順暢舉行，參加者

必須於本中心集合。 
 穿著輕便衣服、帶備飲用水及

止嘔藥物(如需要)。 
 活動當日之聯絡電話: 

51052830 。 
 活動地點或會因行程安排更

改。 
 參加者需要符合當時疫苗通行

證要求。 

《親子暖笠笠廚房》(10-12 月) (活動編號：JCSRC-22-00197 ) 

接近聖誕節，讓家長與孩子們一同製作聖誕食品，以與親友分享。同

時會邀請學童一起預備材料及清潔，希望提升學童的自理能力，及增加親

子的互動、合作。 

日期：3/12（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12: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K2至小六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家長 

名額：6對親子               費用：每對親子$20         

 
 

《親子野外探險隊》(活動編號：JCSRC-22-00198 ) 

一連兩節的親子小組希望透過行山遠足及事前準備活動，齊來喚起小朋友們探索自然的慾

望，獲得強健的體魄，減少接觸電視與電腦，可以享受到親子時光之餘，小朋友也能提升

自理能力，家長也能接收更多親職的資訊。 

日期及時間：23/12 (五) 下午4:00－5:30  (事前準備 - 1.5小時) 

            29/12 (四) 上午10:00－中午12:30  (遠足 – 2.5小時)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三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家長 

名額：6對親子               費用：每對親子$20         

 

《親子玩樂之旅》 (活動編號：JCSRC-22-00199)  

趁著士多啤梨當造季節，今次一天遊會帶大家一起到士多啤梨

園摘士多啤梨及時令蔬果。上午會到南生圍欣賞風景，藉活動提升

親子關係及認識其他家庭，共渡快樂的週日。 

日期：4/12（星期日）   

時間：上午9:30 – 下午4:00  

地點﹕南生圍風景區、朗屏士多啤梨園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K2至小六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家長   

名額：26人（每個家庭最多4人）   費用：$40 (大小同價)  

集散時間及地點：（集合）上午9:00於本中心集合     

                （解散）下午4:15於愛民商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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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高小及初中學童

童篇 

 

 

  SEN 高小初中學童及其家庭的支援服務活動推介 

本計劃由勞士施羅孚先生夫人慈善基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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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現金繳付以下活動費用  

*活動查詢：文員 Peggy 姑娘（電話：3956 4651）  

*因疫情關係，或會改為視像形式 /改期進行，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高小初中課後支援小組》                           

課後學習支援小組致力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高小及初中生，強化各科的基礎，以應付功課

壓力，並提升學習動機及能力，協助他們克服學習困難，以下為本期小組詳情： 

《高小初中課後支援小組》– 九月份班組 ：(活動編號：JCSRC-22-00176) 

日期：3/9 – 24/9  (逢星期六，共4節) 

時間：下午 5:00 – 6: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三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名額：6 名       費用：$20 

 

《高小初中課後支援小組》– 十月份班組：(活動編號：JCSRC-22-00177) 

日期：8/10 – 29/10  (逢星期六，共4節) 

時間：下午 5:00 – 6: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三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名額：6 名       費用：$20 

 

《社交達人 – 星星遊樂會》- 高小組 (活動編號：JCSRC-22-00178)    

透過不同的遊戲，讓學童提昇表達能力及解難能力，提昇他們與組員之間的互動，從而增

加溝通機會，提升溝通技巧。 

 

日期：10/9 – 8/10 (逢星期六，共4節， 1/10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下午 3:15 – 4:45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小六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名額：6名      費用：全免 



 星亮中心 

 

《社交達人 – 星星遊樂會》- 初中組 (活動編號：JCSRC-22-00179)    

透過不同的遊戲，讓學童提昇表達能力及解難能力，提昇他們與組員之間的互動，從而增

加溝通機會，提升溝通技巧。 

 

日期：10/9 – 8/10 (逢星期六，共4節， 1/10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下午 3:15 – 4:45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中一至中三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名額：6名      費用：全免 

 

《故事創作》小隊 – 高小班 (活動編號：JCSRC-22-00180)       

面對學習壓力、對於升學的迷茫，高小學生有時未能準確地將自己的情緒及想法表達，利

用寫作、劇場、話劇或其他方式作為媒介，讓他們創作出不同的主題，藉此透過他們自身

的故事，學習成長中的轉變 

 

日期：14/9 – 5/10 (逢星期三，共4節)  

時間：下午 4:30 – 6: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小六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名額：4名      費用：$10 

 

《故事創作》小隊 – 初中班 (活動編號：JCSRC-22-00181)       

為初中學生一嘗人生中首個故事創作，利用寫作、劇場、話劇或其他方式作為媒介，創作

出他們自身的故事以完成獨一無二的作品，在創作的過程中，了解更多自己的想法和應對

態度 

 

日期：14/9 – 5/10 (逢星期三，共4節) 

時間：下午 4:30 – 6: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中一至中三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 

名額：4名      費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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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達人 – 齊煮齊食‧煮食小組》(活動編號：JCSRC-22-00182)    

學習和別人一起分工進行烹飪活動，在學習日常生活技能的同時，亦能透過小組合作中，

互相交流和溝通，從而得到分工合作完成任務的親身經驗，認識到合作的重要性外，亦能

加強他們的溝通技巧 

 

日期：10/9 – 22/10  (逢星期六，共6節，1/10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上午 10:30 – 下午 12: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三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名額：8名      費用：全免   

備註：如想將製成品與家人分享，請自備食物盒 

 

《星星相識 – 快樂中秋節》 (活動編號：JCSRC-22-00183)       

中秋佳節到了！讓學童一同感受中秋節的氣氛，並透過特式活動，讓參加者除歡度中秋節

外，更可以讓他們與朋友聚首一堂，增進彼此間之友誼和互相交流 

 

日期：10/9/2022 (星期六) 

時間：下午 1:30 – 3: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三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其兄弟姐妹 

名額：16名    費用：全免 

 

《星星相識 – 親子煮食大賽》(活動編號：JCSRC-22-00184) 

活動會讓參加者帶同家長一展自己的廚藝，創作自己的專屬食譜，展開廚藝大比拼。參加

者們除了可以在活動過程中提高自我照顧能力外，亦能發揮自己的創意，更能在比賽中學

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體育精神。 

 

日期：26/11/2022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 4: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三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其

兄弟姐妹 

名額：6名 (每位參加者請攜同一位家長/照顧者)  費用：全免 

備註：請自備食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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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家長篇 

 

《星星大冒險 – 城市獵人》 (活動編號：JCSRC-22-00185)    

活動透過城市定向、集體遊戲及競賽形式，讓參加者能夠走出社區認識及發掘該區的特式，

更會讓參加者和義工們一起以組隊形式進行活動，從而學習與別人相處和合作，並通過團

體競賽來提昇解難能力和協助能力。 

 

日期：19/11/2022 (星期六)   

時間：下午 1:00 – 下午 5:00 (於中心集合及解散) 

地點: 何文田愛民邨 (暫定)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三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名額：24名                費用：$30 

 

 

   

《家長鬆一 ZONE 系列》 
 

《家長鬆一ZONE系列 – 行山樂》     (活動編號：JCSRC-22-00186) 

日常生活除照顧子女外，需要放鬆時間及空間讓自己寧靜，並可以與同路人一同分享育兒

上的心得。 

日期： 11月下旬 (詳細日子待定) 

時間：上午 09:30 – 12: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三之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之家長 

名額：6名        費用：全免  

備註：請自備水及防蚊用品 

 

《家長鬆一ZONE系列 – 伸展瑜伽小組》    (活動編號：JCSRC-22-00187) 

讓家長趁子女上學的時間，讓家長透過伸展瑜伽，除放鬆身體外，更可保持身心健康 

 

日期：10/10 – 31/10  (逢星期一，共4節) 

時間：上午 10:00 –  11:30 

導師: 專業瑜伽導師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三之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之家長 

名額：8名        費用：$ 40 

備註：請自備水及長方形毛巾作伸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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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鬆一ZONE系列 – 港飲港食小組》    (活動編號：JCSRC-22-00188) 

透過製作不同的港式食物，讓家長在組上互相交流及分享，為繁忙的生活能夠添上一點鬆

一鬆。 

 

日期：1/11 – 22/11  (逢星期二，共4節) 

時間：上午 10:00 –  11: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三之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之家長 

名額：8名        費用：$ 20 

備註：請自備食物盒 

 

《高小初中預備學堂》– 家長工作坊   (活動編號：JCSRC-22-00189) 

家長面對子女的升中問題甚多，當中包括呈分試的應對、選擇的學校是否適合子女、中小

學內如何找適合的專業人士解答疑慮等。《高小初中預備學堂》邀請在校社工，為家長解

答以上疑問。 

 

日期：12/11/2022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 – 下午 12: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有自閉症譜系障礙 或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之家長（小六升中一） 

名額：20名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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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付以下活動費用  

活動查詢：文員 Peggy 姑娘(電話：3956 4651) 

*因疫情關係，或會改為視像形式/改期進行，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理」得 我得》(10-12 月)   (活動編號：JCSRC-22-00200 ) 

    透過情境故事、集體遊戲及角色扮演等活動，提昇學童的自理技巧，如穿衣、收拾物

品、簡單清潔等。同時學習基本社交技巧，尋求協助及與人相處，適應群體生活。 

日期：15/10– 19/11（逢星期六，共 6 節） 時間：下午 3:15 – 4:15    

對象：4-6 歲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前兒童會員 

名額：6 名    費用：$180 

 



 星亮中心 

 

《情緒駕駛員》(10-12 月)   (活動編號：JCSRC-22-00201 ) 

    透過不同性質的遊戲、故事及角色扮演等活動，讓學童從活動中了解情緒，學習正確

表達及調控情緒的技巧，成為情緒的主人，從而與人好好相處。 

日期：7/10– 11/11（逢星期五，共 6 節）  時間：下午 3:30 – 5: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三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名額：8 名    費用：$180 

 

《專注叠叠樂》(10-12 月)  (活動編號：JCSRC-22-00202 ) 

   六色積木是一種用作「遊戲中學習」(learning through play)的工具，透過六色積木，

進行專注力及認知訓練活動，加強手眼協調及身體協調，提升專注力及執行力。同時建立

團隊精神，學習與人合作完成任務。 

日期：15/10– 19/11（逢星期六，共 6 節）     時間：下午 2:00 – 3:15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四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 

名額：8 名    費用：$180 

 

《扶輪桌遊大戰》(10-12 月)  (活動編號：JCSRC-22-00205 )    

  扶輪社義工將教大家玩自家製的桌遊與大家一起玩，進行小型比賽，快來接受挑戰吧！ 

日期：8/10（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4: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六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其兄弟姊妹 

(10-12 月生日之學童優先） 

名額：15 名          費用：$10  

 

《星之生日會》(10-12 月)  (活動編號：JCSRC-22-00203 )    

  義工們將與大家一起開生日會及慶祝聖誕節，玩集體遊戲，學習社交禮儀，快來參加吧！ 

日期：10/12（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4: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六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其兄弟姊妹 

(10-12 月生日之學童優先） 

名額：15 名          費用：$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