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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伴同行 助自閉生融入主流
據教育局資料顯示，全港有逾三萬七千名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正就讀主流中小學，其中約百分

之十六為自閉症學童。大部分在主流學校就讀的

自閉症學生擁有正常至較高智能，不過，由於受

先天性的發展障礙影響，他們在社交溝通、情緒

管理和課堂適應方面往往遇到困難，未能充分享

受校園的學習生活。

有
見及此，協康會自 2000 年開始提供校本支援

服務，其中特別幫助自閉症學童有去年剛完結

的「星亮計劃」，以及自 2012 年 9 月由教育局撥款

及委派推行的「加強支援自閉症學生試驗計劃」，效

果令人鼓舞，顯示自閉症學童只要得到適當的訓練和

專業支援，可順利融入主流學校生活，當中不少更在

學業成績、才藝發展和個人成長方面取得佳績。今年

本會再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並聯同香港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及教育局，於 2015/16 學年展開

為期三年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繼續為就讀主

流中小學的自閉症學生提供全面的支援服務。

社交情緒管理弱 老師力不從心

自閉症學生普遍情緒管理能力較弱，適應課堂常規亦

有困難。有老師說曾有學生因測驗成績欠佳而情緒失

控，不斷尖叫和哭鬧，令其他同學不知所措，但老師

用盡辦法都未能安撫他，無法繼續課堂，唯有帶他離

開課室，尋求社工協助。

社交方面，部分自閉症學生也礙於本身的特質而處處

碰壁。他們較固執，缺乏主動交往的動機，凡事都要

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且很多時候未能解讀別人的心

意，即使學校為他們安排了一般同學作玩伴，亦未能

完全解決問題，老師深感愛莫能助。



本會獲邀參與推行「賽馬會喜伴同行計
劃」，更在啟動典禮上與業界分享過去
三年的到校支援計劃實踐經驗。

組員透過遊戲學習輪候、遵守規矩及合
作精神，從而增強他們的社交及情緒調
節能力。

透過朋輩活動，自閉症學生與同儕
打成一片。

推行試驗計劃 幫助 600 多名自閉症學童

透過「加強支援自閉症學生試驗計劃」，本會為參與

計劃的主流學校自閉症學生提供系統性的小組訓練，

內容包括社交溝通、情緒調節、自我管理、學習技巧

和執行功能訓練等。此項計劃著重與「學校 - 家長 -

朋輩」的緊密協作，同時也為老師及家長提供諮詢和

培訓 ; 又舉行同儕活動，推動校園共融文化。過去三

年，本會便為 33 所主流學校提供服務，受惠學生人

數達 600 人。

小組訓練 度身訂造課程

本會派出專業導師到每一所參與計劃的學校，跟據自

閉症學童的情況和需要策劃小組訓練內容，而資深的

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出任顧問，給予意見，並

定期觀課、查閱訓練計劃等，以確保服務質素。計劃

推行期間長達三年，負責的導師不單能為學生作長期

訓練，適切地調整訓練目標，更加可以和學生培養默

契，互相了解，從而提升訓練效能。

馬鞍山信義學校劉君琪主任說 :「曾有學生問，為甚

麼自閉症同學行為不當卻不用受處分，覺得老師處理

不公。即使老師盡力解釋，一般學生未必懂體諒和理

解。但參加計劃後，自閉症學童的課堂適應及情緒調

節能力得以改善，同學對他們的接納增加，衝突也減

少，大大減輕老師的重擔。」

家校緊密協作 提供全方位支援

自閉症學生除了接受訓練外，學校、家長和同儕的了

解和支持對他們的成長尤其重要。計劃的另一大特色

是鼓勵老師或教學助理積極參與，期望他們透過每一

節觀課及計劃導師的諮詢服務，能夠將小組的訓練活

動和策略應用在平日課堂中，並傳授與校內其他老

師，讓自閉症學童在小組訓練的時間以外仍有連貫性

的訓練。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融合老師姚靜芝說 :「協

康會導師運用的訓練活動和教材非常多元化、專業、

富趣味性，我們在日常課堂也會應用，不只自閉症學

生，一般學生也能受惠。」

計劃亦每年舉辦朋輩活動，由自閉症學童親自邀請同

儕參與小組活動，從而增強他們的社交動機，實踐在

小組學到的社交溝通技巧，同時促進一般學童對自閉

症學童的了解和接納。活動模式包括集體遊戲、製作

賀卡互贈對方等，讓學童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建立友

誼。劉主任說 :「被邀請的同學很享受活動過程，更

希望再獲邀請。看見有些自閉症學生由本來孤身隻影，

到現在能夠和同學保持朋友關係，我們都感到鼓舞。

另外，計劃也為家長提供諮詢服務，讓家長和學員的

導師面談，深入了解子女的情況和需要，學習簡單的

家居訓練方法。每節小組訓練中，導師會要求組員寫

下課堂訓練目標，讓家長能清晰知道訓練內容，跟進

子女的進展，確切落實家校同行。

喜伴同行 共建融洽校園

憑藉過往多年累積的經驗，再得到教育局和香港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等合作伙伴的支持，本會深信在未來三

年參與推行「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時，能進一步加

強與學校的合作，更有系統地整合訓練課程，優化服

務，强化成效檢討的機制，為更多就讀主流中小學的

自閉症學生及其家長提供全面和優質的支援服務，為

進一步推動融合教育作出貢獻。

資料來源 : 審核 2014-15 年度開支預算答覆編號 EDB025



走到前線撐同路人
俗語說「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更何況是

育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長？朱海燕 (Heidi) 走過

晴天霹靂、徬徨無助的日子，最後選擇以積極及

樂觀面對，及早讓孩子得到適切的訓練，讓女兒

有機會發揮潛能，更走到前線擔任同心家長的副

主席，以同路人角色鼓勵其他家長走這段不易走

的路，呼籲大眾接納和包容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H
eidi 的女兒 Joyce 今年 6 歲，出生不久便被發現

活動和學習能力明顯比同齡的孩子落後，1 歲

時，頸子還是軟軟的，連頭也未能抬起來。結果女兒

被確診為整體發展遲緩、肌肉張力低，語言能力也嚴

重遲緩。女兒兩歲時，又因為未懂走路，被就讀的主

流幼稚園校長勸喻退學，Heidi 說：「退學後一個月，

Joyce 便懂得走路，她就是這樣爭氣！」

初為人母的 Heidi，當時對發展遲緩認識不多，只有四

出尋求專業治療，幾乎每天帶著女兒到不同的地方接

受訓練，十分頻撲。Heidi 更辭掉在國際學校的教職，

全職照顧女兒，那段日子令她壓力爆煲，她回憶說：

「當時我的世界很狹窄，只有湊女，幾乎沒有社交生

活，更因和丈夫在湊女意見上有分歧，常常爭執。」

幸而得朋友提醒，她才能稍為抽身，決定報讀關於讀

寫障礙的課程，並重新投入工作，與丈夫分擔照顧女

兒的重擔。

2012 年 8 月，Joyce 終於獲安排入讀協康會長沙灣

特殊幼兒中心，接受五天全日制的訓練。得到全面的

專業治療和訓練，Heidi 的重擔減輕不少，看著女兒的

學習及活動能力已有明顯改善，Heidi 覺得十分感恩。

今年 9 月，Joyce 將重返主流幼稚園就讀 K3，有望

明年入讀主流小學。Joyce 是天生的開心果，她那天

真無邪的笑臉，每次都讓 Heidi 重新振作，繼續為女

兒的未來而努力。

參與同心家長會  推動融合教育

克服一個又一個的難關，Heidi 感恩得到適切的幫助：

「除了要有像協康會一樣的專業機構幫忙，同路人的

關懷亦為我帶來極大的安慰。這兩年多以來，我看到

有些家長因為未能接受子女的先天性問題，不願意接

受全面的特殊教育訓練，令子女白白錯過了訓練的黃

金機會。」這驅使她擔任協康會同心家長會的副主席，

希望以自己的經歷，幫助其他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

長。Heidi 坦言：「有些家長早期未能接受子女的問題，

我們作為同路人，以第三者的身份跟他們分享，他們

會更容易接納意見。我希望讓他們明白，家長要正面

及積極地面對問題，只要及早為子女尋求協助，這些

孩子的將來也可以充滿希望。」

除了擔當同路人角色，Heidi 加入同心家長會屬下的特

殊教育關注小組，定期與社署開會，為不同年齡組別

的特殊需要人士爭取權益，例如學前復康服務輪候問

題、青年就業情況、成年特殊需要人士的住宿問題等。

Heidi 尤其關注融合教育議題：「雖然融合教育在港

推行多年，但真正能夠全面實行融合教育的學校數目

仍然有限。有些本來已入讀主流小學的特殊需要小朋

友，最後因學校支援不足問題要回流特殊學校，令家

長空歡喜一場。希望政府能再投放資源培訓人才，令

學校由上至下都能為融合教育準備就緒，惠及更多特

殊需要學童。」她期盼著。

去年的協康會「童心同心」
賣旗籌款日，母女二人悉心
打扮，並入選最佳造型獎。



「知情解意」應用程式

將教學資源電子化及加入有趣的互動功能，以

加強自閉症兒童認識和學習調節情緒的興趣：

• 視覺提示工具：日程表、工作程序、工作

清單、計時器、輪候表、選擇表、常規提示、

繪圖板

• 情緒調節錦囊：我的心情、認識情緒 ( 包括：

情緒面面觀圖卡、情緒面面觀動畫、情緒

小故事動畫、情緒調節方法動畫、情緒溫

度計、情緒調節鑰匙圖卡、認識情緒小遊

戲、情緒舒緩小遊戲 )

此應用程式提供多項個人化設

定，可選擇廣東話或普通話、繁

體或簡體中文 ; 並附有繪圖工具

及拍攝功能，方便增加及設定

圖卡。備有 iPad 及 Andriod 版。

知情解意  實用教材面世
自閉症兒童缺乏與人交往和溝通的動機和技巧，

無法明白他人感受，也難以表達自己所需，稍不

合心意便情緒激動，爆發激烈的行為，久久難以

平復。他們的情緒行為問題往往令家長和老師束

手無策，也窒礙了他們的學習和人際交往。

目
前有多套實證為本的治療和訓練方法，以切

合 不 同 兒 童 在 各 個 階 段 的 發 展 需 要。 例 如

SCERTS Model（自閉症兒童綜合教育模式），是近

年針對自閉症兒童的一個新的訓練模式，透過人際及

學習上的支援，提升他們的社交溝通及情緒調節能力。

三大特點  成效顥著

SCERTS 模式有三大特點：從行為問題根源著手、尊

重和體察孩子需要、強調施教者的支援角色。協康會

高級言語治療師賴秀瓊表示：「傳統訓練由施教者主

導，要求孩子按指示作出適當的行為；SCERTS 模式

則認為每個行為皆事出有因，要求施教者要細心觀

察，理解自閉症兒童的行為和情緒表現背後的原因，

著重教導孩子表達自己的感受和需要。」SCERTS 模

式又尊重兒童的獨特性，鼓勵施教者因應他們的個別

需要，靈活調適環境及運用恰當的人際互動技巧。該

模式認為孩子要有進步，首要改善他們的社交溝通和

情緒調節能力，而施教者給予孩子的協助和支援必不

可缺。

她續說：「綜觀過往實踐經驗，接受過 SCERTS 教學

模式訓練的學童，情緒行為問題明顯減少，他們在互

動交往、分享感受和調節情緒各方面均有顯著改善。

老師也觀察到學童較以往專心，更樂於主動與人溝

通，課堂的氣氛和諧了。」

推出培訓及教材  支援老師及家長

因 應 業 界 對 SCERTS 教 學 模 式 深 感 興 趣， 本 會 於

2011 及 2014 年兩度邀請了 SCERTS 模式創辦人之

一的 Emily Rubin 女士訪港，向本會及業界同工深入

教授 SCERTS 的具體理念及應用技巧。同年九月，我

們得到愛佑 ( 香港 ) 慈善基金會贊助，將該教學模式

擴展至本會全線特殊幼兒中心，並進行成效研究。

本會的 SCERTS 專責團隊最近編寫了《知情解意：

SCERTS 綜合教育模式應用手冊》，透過三個個案，

詳細介紹 SCERTS 教學模式的理論、本地化實踐步驟

及應用範例，並製作了情緒動畫和實用的教材，載錄

於光碟內。同時，配合新推出的「知情解意」應用程

式，可加強訓練的果效。有望藉此手冊，讓業界同工

及家長能全面地學習支援自閉症兒童的具體策略。

我的心情 : 讓兒童選擇合適圖卡，以
表達其情緒及學習調節情緒的方法。



「自閉症兒童升讀小一支援計劃」

承蒙 Van Tse Zung Charity Foundation 贊助，

本會將於 2016 年 1 月開展「自閉症兒童升讀

小一支援計劃」，為 9 月入讀主流小學的自

閉症或有自閉症傾向的兒童提供為期一年的

轉銜支援服務。詳情：www.heephong.org。

輕輕鬆鬆上小一
一般孩子從幼稚園升讀小學都需要作出各種適

應，包括：常規適應、學習適應、生活自理、師

生關係、同儕相處等。對於有發展障礙的 K3 學

童而言，面對的入學適應挑戰更大。本會致力為

有不同發展需要的兒童提供適切的訓練，如早期

教育及訓練中心則每年有九成多的特殊需要兒童

成功升讀主流學校。

改革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小一適應課程

根據社會福利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的資料顯示，

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正在輪候早期教育及訓練

中心的人次近 5,000 人。兒童若是在 K1 確診為發展

遲緩並需要特殊的訓練服務，一般也必須輪候至 K3

才有機會入讀該類中心，因此他們只能接受一年訓練

便要升讀小一。有見及此，本會重新規劃 K3 的小一

入學預備訓練，並提供適切的延展支援服務，協助他

們盡早適應小學的學習生活。今年，本會便向 600 多

位學童提供小一適應課程訓練。

入學預備及延展支援  有助融入小學生活

小一入學預備的小組訓練為期約一年。由於發展障礙

的 K3 學童需要先建立基本的學習、自理、溝通和社

交技能，上學期便以訓練基礎能力（灰色 ) 的活動為

主，而下學期則較著重培養「學科學習技巧」和「解

難技巧」的進階能力 ( 黃色 )，以期最終發展完善的

高階能力「獨立學習和社交能力」( 紅色 )。學童離開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就讀主流小學後，可以繼續接受

延展支援，訓練也為期一年，除重溫及鞏固已學習的

能力外，更強化「獨立學習和社交能力」。本會也歡

迎其他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參加延展支援服務。

校園體驗學習 深獲老師好評

每年暑假，本會在各區借用小學校舍，學童通過參與

模擬小一上課程序，實地感受小學生活。如碰巧學童

到將會升讀的小學上課，我們更安排該校老師盡早認

識將任教的學童。小學校長及老師均欣賞本會的訓練

非常實用和全面，認為能幫助學童盡早適應小學流程

和常規，有效強化學童的社交、學習、情緒管理和自

理能力；通過與小學的全面溝通合作，更大大增加老

師對特殊需要學童的瞭解，服務深具意義。

家長支援 紓緩壓力

要讓發展障礙孩子成功融入主流的校園生活，家長的

態度和支援也是重要的因素。中心會舉辦家長小組及

專題講座，增強家長瞭解小學的學習及生活情況；學

童就讀小一後也會舉辦家長重聚日，以瞭解兒童及家

長近況，紓緩家長的照顧壓力。經過一年課程，大部

分家長表示孩子對升上小學更具信心，他們的學習興

趣增加了，社交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明顯提升。

重新規劃的小一
適應課程對 K3 才
入讀早期教育及
訓練中心的學童
有莫大幫助。

實地體驗營讓自閉症兒童親身體驗小學校園的
真實環境，並在過程中學習群體相處。



65 間商界夥伴獲頒「商界展關懷」標誌
本會衷心祝賀以下 65 間由本會提名的企業及機構，於 3 月 25 日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 2014/15 年度「商界展關懷」/

「同心展關懷」標誌。本會謹此感謝各機構夥伴熱心支持本會的工作，關懷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本會長期合作夥伴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
店獲嘉許。

謝霆鋒與本會學童裝飾蛋糕美點，並義賣他創作的曲奇。

一合環球有限公司

九龍巴士 (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

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

九龍海逸君綽酒店

九龍酒店

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 ( 香港 ) 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銀行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子彈創作電影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控股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太子珠寶鐘錶公司

太古旅遊有限公司

太平山扶輪社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北角海逸酒店

北豐有限公司

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

余仁生 ( 香港 ) 有限公司

宏利人壽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

宏基資本有限公司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拇趾外翻專科診療中心

金順泰有限公司

帝苑酒店

恒生銀行

美味王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協康會獲邀成為「旭茉 JESSICA Run」 

受惠機構

本 會 獲 邀 請 成 為 第 九 屆

「 旭 茉 JESSICA Run」

的受惠機構之一。慈善跑

於 3 月 15 日舉行，本會

派出二十多位灣仔中心的

學童代表落場參與幼兒挑

戰 賽， 現 場 氣 氛 熱 烈，

其中一位學童更勇奪 100 米賽事亞軍。本會謹此向《旭茉

JESSICA》及「旭茉 JESSICA 慈善基金」致謝。

宏基資本有限公司及立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贊

助協康會《數造天才》首映禮

感謝宏基資本有限公司及立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贊助，

本會於 3 月 14 日假旺角新世紀廣場 UA 戲院舉行協康會

《數造天才》首映禮，招待 160 位家長欣賞自閉症數學天

材尼敦的成長故事。本會自閉症青少年職前訓練計畫學員

Queenie 和母親 Maggie 於分享會上，呼籲公眾同心關注自

閉症。

第 23 屆全港廚師精英大匯演圓滿舉行

第 23 屆「全港廚師精英大匯演」於 5 月 14 日假香港君悅

酒店舉行，當晚有逾 1,200 位善長出席，盡享由 47 間高

級酒店、餐廳和酒商精心炮製的佳餚美酒。今年本會有幸

邀請到謝霆鋒先生及張家輝先生擔任「協康會大使」，親

身參與支持這盛會。本會特此感謝香港君悅酒店的鼎力支

持，以及何藍瓊纓女士、太子珠寶鐘錶公司及楊受成慈善

基金的慷慨贊助；並向所有參與善舉的酒店、餐廳和酒商；

各贊助商、各位善長及義工致謝。

協康會 2015 慈善獎券義賣抽獎

2015 年度的慈善獎券於 6 月 15 日圓滿結束，感謝各位善長

支持。抽獎於 6 月 16 日下午 4 時在協康會總辦事處進行，

結果將於6月24日登載於星島日報、英文虎報及協康會網頁。

所有獎券收益將悉數撥予本會非政府資助的服務，支援有特

殊需要兒童及其家庭。

「協康會 x CTgoodjobs」籌款行動

為幫助更多自閉症青年投身社會，融入主流工作環境，本

會與香港招聘網站 CTgoodjobs 攜手舉辦網上籌款活動，

推動自閉症青年職前學習、社交訓練等項目，加深大眾對

自閉症青年的了解。本會衷心感謝各位支持行動的善長。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 JW 萬豪酒店

香港天際萬豪酒店

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

香港君悅酒店 

香港信樂婦女會

香港朗廷酒店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香港鐘表業總會慈善基金

恩光之友會

馬士基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高偉紳律師行

都會海逸酒店

凱林香港有限公司

惠氏 ( 香港 ) 控股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港城西北扶輪社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

港島海逸君綽酒店

華人置業集團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

溢豐閣羽絨寢品有限公司

置地公司

萬博宣偉 ( 公關 )

鉅京財經印刷服務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樂趣兒亞洲有限公司

環亞機場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藍灣半島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灣仔扶輪社

鑽飾鐘錶有限公司

5R
Adventure Sports Academy Limited
Career Times Onlin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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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Je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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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hl's since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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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不倦 —
鑽飾鐘錶有限公司
鑽飾鐘錶有限公司自 2007 年起一直支持協康會，不

但慷慨捐贈治療器材、在本會三間中心設立攀石牆，

每年逢節日更會送贈禮物予中心的家庭。鑽飾鐘錶有

限公司總裁阮莉莉說 :「協康會不單只致力為有特殊

需要的學童提供適切的治療，更照顧孩子和家人多元

化的需要，為他們締造難忘和溫馨的回憶。我們很高

興與協康會長期合作。」

為孩子送上佳節祝福

過去五年，鑽飾鐘錶每逢佳節均會準備禮物，送給本會中心

一些有經濟困難的家庭，讓他們也感受到節日的祝福。去年

聖誕節，鑽飾鐘錶便捐贈了一批毛衣予良景、水邊圍及東涌

中心的學童，為他們送上冬日溫暖。兒童接過新簇簇的聖誕

禮物都愛不惜手，紛紛立即試穿。阮女士更會在農曆新年及

中秋節等節日到訪中心，送贈紅封包和月餅券，與學童和家

長一同慶祝。

捐贈 M6 治療儀器

2008 年，鑽飾鐘錶有限公司率先捐贈四部 LPG Cellu M6 

Keymodule-I 治療儀器予本會，幫助患有深層軟組織緊縮問

題的兒童伸展軟組織和促進淋巴循環；今年再度捐贈七部

M6 儀器，讓本會轄下十一所中心的學童能夠接受這種嶄新

的治療方法。透過阮女士的撮合，菲萊雅 ( 遠東 ) 有限公司

更樂意免費檢查及維修本會的 M6 儀器。阮女士說 :「曾有

家長告訴我，孩子接受 M6 儀器的治療後，不再抗拒治療。

能夠減輕孩子治療之苦，我們感到很欣慰。」

本會與惠康慶祝合辦第二百場「我都做得到！」
親子購物日。

鑽飾鐘錶有限公司總裁阮莉莉
( 左 ) 與菲萊雅 ( 遠東 ) 有限公司
董事潘慧嫻 ( 右 ) 贊助 M6 儀器。

鳴謝下列善長於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

慷慨捐款 10,000 港元或以上                         * 排名不分先後  

愛佑 ( 香港 ) 慈善基金會

上海商業銀行

太子珠寶鐘錶公司

心蓮心慈善組織

王琬琪女士

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宏基資本有限公司

李永平家長

香港公益金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荃灣獅子會

高球銅樂會 2014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梁錦樟先生

凱林香港有限公司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

樂趣兒亞洲有限公司

輝域電機亞洲 ( 香港 ) 有限公司

澳門普濟禪院觀音堂慈善值理會

環亞機場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鑽飾鐘錶有限公司

Mr Chow Chi Hung Ivan
Mr Jeff Chu Kam Ming
Ms Salina Fung Ho Yuk Yee
Mr Lee Wing Wai
Mr Li Po Shan
Mr Stephen Mut Wai Sun
Celestial Asia Securities Holdings Limited

網上捐款請到www.heephong.org/donation。

Remad Foundation Ltd
Rotary Club of City Northwest Hong Kong
Strategic Systems Consultants Ltd
Ms Tung Wai Mun Mary
Van Tse Zung Charity Foundation
Zonta Club of Hong Kong

The Fung Yuet Ngor Charitable Foundation
Fishery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Education Limited
The Hong Kong Golf Club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the Zoroastrian Charity Funds of HongKong,  
        Canton and Macao
Make It Marketing Consultancy

與惠康合辦「我都做得到！」 

親子購物日衝破二百場

本會與企業夥伴惠康連續第五年攜手舉辦「我都做得到！」親

子購物日活動 (I Can Do It Shopping Day)。截至 5 月 22 日，

活動已舉行超過二百場。當日，40 名本會裕明中心學童與家

人到惠康都會豪庭分店學習購物程序，並一同參與慶祝活動。

惠康更將該分店於活動一小時期間的營業額全數撥捐本會，以

支持本會的訓練服務。

感謝支持「童途有您」月捐計劃

感謝各位「童途有您」計劃每月捐款者一直以來的支持，本

會得以發展非政府資助的項目和活動，促進兒童的全人發

展，增強家庭的正向能量。2014-2015 年度的捐款收據已寄

發，查詢請致電「童途有您」專線 3618 6320 或電郵 donor.

services@heephong.org 與本會聯絡。



為可更深入了解如何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前兒童，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於 4 月 13 日 ( 一 ) 親臨新翠

培元幼稚園及本會環翠中心觀課，視察本會去年 8 月

開始推行、由利希慎基金贊助的「幼稚園有特殊需要

學童的早期介入和綜合支援計劃」的運作及成效，並

出席本會舉辦的「學前特殊教育座談會」。多名與會

的家長、幼稚園校長及兒童康復界的專家學者積極和

司長對話，反映各種困難的迫切性和對上述計劃進度

的意見，更期望政府能撥出額外資源盡快支援有特殊

需要的學童和他們就讀的幼稚園。

扶貧委員會、勞福局、社署及教育局 

官員到訪本會

扶貧委員會特別需要社群專責小組主席蔡海偉先生及

多位委員，聯同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女

士、康復專員梁振榮先生、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女

士、副署長（服務）林嘉泰先生及教育局代表於 4 月

15 日 ( 三 ) 探訪本會裕明中心，了解早期教育及訓練

中心和特殊幼兒中心的

運作及訓練模式 ; 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常任秘

書長黎陳芷娟及副局長

楊潤雄也於 5 月 13 日

( 三 ) 探 訪 本 會 環 翠 中

心，與多位幼稚園校長

和家長會面，以加深認

識本會支援幼稚園及有

特殊需要學童的服務。

六成半自閉症兒童家長因公眾歧視 
引發精神壓力

本會於 3 月 30 日 ( 一 ) 公佈「學

前自閉症兒童參與社區活動」

調查結果，發現六成半家長曾

因子女的情緒或適應問題，於

公眾場所遭人投以奇異目光。

部份的家長，甚至因此不願意

帶自閉症子女上街參與社區活

動。調查數據亦顯示，患童接

受社區適應及情緒管理訓練的

年期越長，家長感到的困難和

負面情緒亦越少。

「荒漠甘霖」計劃成效顯著 現正接受申請

承蒙「顧積善堂慈善基金」贊助，本會於去年 9 月開

展「荒漠甘霖」計劃，資助兩歲至六歲、正輪候政府

資助康復服務的夾心家庭兒童接受本會的學前訓練及

言語治療服務。喜獲再度贊助，計劃將於本年度繼續

資助 100 名兒童接受訓練。詳情請留意本會網頁公佈。

「心寬歡」家長靜觀體驗暨研究計劃

本會舉辦「心寬歡 - 家長靜觀體驗」，讓有特殊需要

孩子的家長將靜觀融入日常生活及親子關係中，促進

心靈健康。此活動是本會與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

學系合作的先導研究計劃。詳情及報名請瀏覽本會網

頁 www.heephong.org。

新一期「尋因越障」計劃接受報名

承蒙香港公益金支持，「尋因越障─特殊學習困難學

童支援計劃」將開辦第九期，繼續支援就讀主流學校

小一的特殊學習困難學童及其家人。詳情及報名請瀏

覽本會網頁 www.heephong.org。

家長向林鄭月娥司
長 ( 右四 ) 反映學
前特殊需要學童及
其 家 人 面 對 的 困
難，希望政府關注
並施以援手。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
( 左 ) 及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 ( 中 )
到訪裕明中心，學童上前握手歡迎。

本會家長張先生
( 右 ) 分 享 社 區
適應訓練對自閉
症兒子的幫助。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關注有特殊需要幼
兒的教育問題。

政務司司長親臨協康會
了解支援幼稚園學童先導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