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亮中心 

I) 初小學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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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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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員何姑娘 (電話：3956 4651) 

* 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星級運動會》 (活動編號：JCSRC-21-00145) 

透過「芬蘭木柱（Mölkky）」運動，讓學童學習面對輸贏，培養體育精神，並與團

隊共享得失。「芬蘭木柱」是一款類似保齡球加飛鏢的運動，容易掌握、運動量適中，很

多人都一試便愛上。 

日期：6/7 -27/7（逢星期二，共4節）        時間：下午3:30－5:00  

對象：升讀主流學校小二至小四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8名              費用：$40 

備註：i. 本活動由芬蘭木柱教練教授； 

ii. 請穿著輕便服飾及運動鞋及需自備足夠飲用水； 

iii. 於活動前不宜吃太飽。 

《Minecraft 體驗班》(7 月) (活動編號：JCSRC-21-00147)                               

 Minecraft 是一套在外國廣泛地被應用在課堂上的教學工具，參加者可以盡情發揮

他們的創意，學習去跟別人合作、分工、解決衝突，讓孩子在玩樂中去實踐重要的社交概

念。 

日期：3/7-24/7（逢星期六，共 4 節）      

時間：上午 11:00 – 中午 12:30 

對象：升讀主流學校小二至小五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6 名    費用：$40 

捐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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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高小及中學學童篇 

 

      III) 共融活動篇 

 

 

 

《競技無限 Fun》 (活動編號：JCSRC-21-00149)                              

透過「芬蘭木柱（Mölkky）」運動，讓學童學習面對輸贏，培養體育精神。「芬蘭

木柱」是一款類似保齡球加飛鏢的運動，容易掌握、運動量適中，很多人都一試便愛上。 

日期：8/7 -29/7（逢星期四，共4節）        時間：下午3:30－5:00 

對象：升讀主流學校小五至中二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8名              費用：$40 

備註：i. 本活動由芬蘭木柱教練教授； 

ii. 請穿著輕便服飾及運動鞋及需自備足夠飲用水； 

iii. 於活動前不宜吃太飽。 

 

《職業體驗團》(活動編號：JCSRC-21-00150) 

青少年對未來可能有不同的憧憬，現實情況是否如期望呢？今次會為青少年安排各種

工作體驗、外出探訪或職人分享，如咖啡師、電競、旅遊達人等，希望青少年能切實了

解。 

日期：3/7-24/7（逢星期六，共 4 節）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待定或本中心 

對象：升讀主流學校中三至中六之自閉症學生 

名額：10 名          費用：$40 

 
 
 

 

《STEM 實驗室》(活動編號：JCSRC-21-00168)  

是次活動由聯校的中學義工團帶領，與小朋友一起做小玩意及科學實驗，希望大家可

以鬆一鬆，一起動手做！ 

日期：26/6 或 10/7 （星期六）(分兩組，不同日子進行，請註明優次)  

時間：下午 2:30－4:30 

對象：升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六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20 名           費用：全免  

備註：103 期已報名參加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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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家長篇 

 

 

 V) 親子篇 

 

 

《升中路同行》家長講座 (活動編號：JCSRC-21-00152) 

 為了及早協助孩子預備升中選校，本中心邀請了在職中學老師，向家長分享選校面

試時的流程、技巧及注意事項。 

日期：3/7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00 – 中午 12:30 

對象：育有升讀主流小學小四至小六自閉症學童之家長 

名額：20 名      費用：$10 

 

《邊玩邊學》家長工作坊  

又放暑假啦！特殊教育老師將教大家運用教具學與學童邊玩邊學，善用暑假時間邊玩

邊學。參加工作坊後會得到相關教具一份，返到屋企齊齊玩。 

  

 

《親子手作遊樂場》  

暑假正式開始，一起做集合科學、藝術元素的小手工，探索新領域及增進親子間的感情。 

 

 

活動： 英文科 

(活動編號：JCSRC- 21-00153) 

中文科 

 (活動編號：JCSRC- 21-00167) 

日期： 24/7（星期六） 26/7（星期一） 

時間： 上午11:00 – 中午12:30 下午3:30－5:00 

對象： 育有升讀主流小學小一至小四自閉症學童之家長 

老師： 星「知」學堂老師，具多年教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經驗 

名額： 10人 

費用： $30  

活動： 初小組 (活動編號：JCSRC- 21-00161) 高小組 (活動編號：JCSRC- 21-00162) 

日期： 23/7（星期五） 19/7（星期一） 

對象： 升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四之自閉症學童 升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一之自閉症學童 

時間： 下午3:30－5:00 

名額： 8對親子 

費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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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幼兒篇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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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或會因疫情發展而有所更改 

＊請以獨立一張支票 (抬頭：協康會 )或現金繳付活動費用  

＊活動查詢：文員何姑娘 (電話：3956 4651) 

 

 

 

《識字樂繽紛》 (活動編號：JCSRC-21-00143) 

利用有趣的活動如唱遊、講故事等，加強孩子認讀中文字的能力，並透過遊戲增加孩

子學習的趣味。 

 

 日期： 15/7 – 19/8（逢星期四，共 6 節） 

 時間： 下午 3:00 - 4:00 

 對象： 3 歲至 6 歲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前兒童會員 

 名額： 8 名             費用：$60 

備註： 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動動手、動動腦》 (活動編號：JCSRC-21-00144)              )  

利用不同物料進行小手工/ 簡單科學實驗，讓小朋友動動腦筋﹐ 

學習日常生活小知識，同時也訓練學童多運用雙手做撕、貼、 

剪等技巧，提升小手肌技巧，並讓孩子發揮想像力及培養創作力。 

 

 日期： 15/7 – 19/8（逢星期四，共 6 節） 

 時間： 下午 4:15 – 5:15              

 對象： 3 歲至 6 歲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前兒童會員         

 名額： 8 名             費用：$60 

備註： 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識字樂繽紛》及《動動手、
動動腦》導師介紹： 
張鈺林(林林姐姐) 有不少 
教授有發展障礙的幼兒和 
學童之小組經驗，現正修讀
於香港教育大學教育系 
(特殊需要)榮譽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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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小學篇 

 

 
 

《LEGO® 社交溝通小組 (7-8月)》 (活動編號：JCSRC-21-00146 )  

透過砌磚作為媒介，讓學童通過特定角色建構，並由導師作出適當引導，協助學童    

發展及加強七大社交能力，包括溝通、共同關注力、專注力、輪替分享、妥協、解難及       

創造力。同時透過小組創作，提升學童的社交、表達和團隊合作能力。 

 

日期：3/7 – 28/8（逢星期六，除 31/7，共 8 節） 

時間：下午 3:15－4:30 

對象：將升讀小一至小四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兒童會員   

名額：8 名                  費用：$280            

備註﹕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如未可安排 

      網上小組，活動將改期/取消 

 

 

《藝術創作感知肌能活動》(活動編號：JCSRC-21-00148) 

利用生活周遭簡單取材的材料 (例如：紙張、黏土、木)進行 

各種創意遊戲，刺激孩子的感官肌能系統，促進身心發展。                     

 

 日期： 3/7 – 28/8（逢星期六，除 31/7，共 8 節） 

 時間： 下午 2:00 - 3:00 

 對象：升讀小一至小四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前兒童會員 

 名額： 6 名             費用：$160 

 備註﹕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如未可安排 

       網上小組，活動將改期/取消 

 

《跑跑跳跳齊運動》 (活動編號：JCSRC-21- 00151)  

透過不同的遊戲活動身體，一星期兩日的時間放放電，培養健康的運動習慣，與其他

參加者在活動中互相合作，贏取豐富獎品。 

 

日期：26/7 – 20/8（逢星期一、五，共 8 節） 

時間：下午 4:15－5:15 

對象：將升讀小一至小四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兒童會員   

名額：8 名                  費用：$160             

備註﹕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如未可安排 

     網上小組，活動將改期/取消 

《LEGO®社交溝通小組》
及《小手@感知肌能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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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年教授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之經
驗。 

《跑跑跳跳齊運動》導師介
紹： 
吳鍏謙 (謙哥哥)，現就讀於
香港專業進修學院的社工系。
平日喜歡做運動、親親  大自
然。過往曾於協康會任職項目
助理，有舉行興趣班及 運動
主題活動的經驗。 

https://hk.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wrwS2A3Un5gTkIA27q1ygt.;_ylu=c2VjA3NyBHNsawNpbWcEb2lkAzk4MWE3YzRmMDNmMDg2MDlmMTMzM2RhMTk2NjI1NzZmBGdwb3MDNDIEaXQDYmluZw--?back=https%3A%2F%2Fhk.images.search.yahoo.com%2Fsearch%2Fimages%3Fp%3D%25E5%259C%2596%25E5%25B7%25A5%26n%3D60%26ei%3DUTF-8%26fr%3Dyfp-search-sb%26fr2%3Dsb-top-hk.images.search%26tab%3Dorganic%26ri%3D42&w=800&h=801&imgurl=clipground.com%2Fimages%2Fclipart-cut-6.jpg&rurl=https%3A%2F%2Fclipground.com%2Fclipart-cut.html&size=83.4KB&p=%E5%9C%96%E5%B7%A5&oid=981a7c4f03f08609f1333da19662576f&fr2=sb-top-hk.images.search&fr=yfp-search-sb&tt=clipart+cut+10+free+Cliparts+%7C+Download+images+on+Clipground+2020&b=0&ni=21&no=42&ts=&tab=organic&sigr=LfDatfS3c043&sigb=s48DPe1IXTiI&sigi=ttfNh6ImvVHM&sigt=8.kuDDSv.KoS&.crumb=AElLcFgybMA&fr=yfp-search-sb&fr2=sb-top-hk.images.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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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讀小一預備班 2021》 (活動編號：JCSRC-21-00155) 
透過認識小學校園生活的基本流程、課堂規則及要求等，讓學童及早作出升小一的      

預備，有助加快適應學校生活。 

 

日期： 2/8 – 18/8（逢星期一、三及五，共 8 節） 

時間： 下午 2:30-4:00  

對象： 將於 9/21 升讀主流小學一年級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會員 

名額： 7 名             費用：$300 

備註：如學童參加此活動，其家長將優先取錄座談會(JCSRC-21-00157)。因疫情關係， 

      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星亮課後支援計劃 2021-2022》 

 

日期︰ 2021 年 9 月中旬至 2022 年 6 月 

(主要逢星期一、三、四﹔為加快學童適應小組流程，9-10 月份將會於   

星期一至星期四舉行)   

時間︰ 下午 4:00 至 6:00 (疫情期間或改為下午 3:00 至 5:00) 

對象： 於 2021-2022 年就讀主流小學小一至小三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 

名額︰ 6 名  

地點︰ 本中心（地址:九龍何文田愛民邨新民樓地下 106 至 117 室） 

費用： $400/月 

課程內容:  課程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跟進日常功課，教授學習及做功課技巧 

 訓練小學流程，如管理物件、排隊輪候、寫手冊、個人衛生等 

 建立及鞏固課堂規則及學習態度，包括聆聽指令 

 引入社交訓練，包括合作、解難及討論等技巧 

報名詳情： 截止報名日期: 13/08/2021 

查詢：王姑娘 / 李姑娘 (電話:3956 4651) 

備註﹕ 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小組或其他形式支援學童，活動因成本

關係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升讀小一預備班 2021》
導師介紹： 
陳菊英老師，具 8 年幼稚
園教師經驗，亦曾擔任  
小一 SEN 學生小組導師，
並具有籌辦幼小銜接適應
活動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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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家長篇 

 

 

 

 

《升小選校介紹您要知》 (活動編號：JCSRC-21-00156 ) 

小學生活是學童成長的重要階段，為子女選擇合適學校，讓孩子輕鬆愉快的適應這階

段是重大決定。本中心舉辦是次工作坊，讓家長及早了解升學資訊和孩子的成長需要。並

邀請了曾任主流幼稚園多年的退休校長，以過往經驗分享選校需注意事項及升小適應的準

備。 

 

日期：10/7（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3:30 

對象：育有升讀K2或K3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家長會員 

      (於2022年9月升讀小學之幼兒家長優先) 

名額：12 名                    費用：全免            

備註﹕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 

 

 

 

 

《小一預備家長座談會》 (活動編號：JCSRC-21-00157 ) 

    是次座談會將由中心同事黃老師與家長分享升讀小學須知及注意事項，以協助家長   

支援學童準備升小的挑戰。 

 

日期： 18/8（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30-3:30  

對象： 將於 9/21 升讀主流小學一年級之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家長會員 

名額： 10 名             費用：全免 

備註：如學童參加 JCSRC-21-00155 活動，其家長將優先取錄是次座談會。因疫情關係， 

      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 

 

 

 

 

 

 

 

https://hk.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wrwJTRUTn5gTj0A2vu1ygt.;_ylu=c2VjA3NyBHNsawNpbWcEb2lkAzlmNDE2ZjA0ODVmMTU0ZDE4OGNhZjRkM2Y4OWMyNGMxBGdwb3MDNTAEaXQDYmluZw--?back=https://hk.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5%8D%87%E5%B0%8F%E9%81%B8%E6%A0%A1%E5%8D%A1%E9%80%9A&n=60&ei=UTF-8&fr=yfp-search-sb&fr2=sb-top-hk.images.search&tab=organic&ri=50&w=218&h=218&imgurl=www.schooland.hk/img/post/psa00-thumb.jpg&rurl=https://www.schooland.hk/post/psmain&size=24.5KB&p=%E5%8D%87%E5%B0%8F%E9%81%B8%E6%A0%A1%E5%8D%A1%E9%80%9A&oid=9f416f0485f154d188caf4d3f89c24c1&fr2=sb-top-hk.images.search&fr=yfp-search-sb&tt=%E5%B0%8F%E4%B8%80%E9%81%B8%E6%A0%A1%E9%8C%A6%E5%9B%8A+-+%E5%8D%87%E5%AD%B8%E5%A4%A9%E5%9C%B0&b=0&ni=21&no=50&ts=&tab=organic&sigr=hEXEqKEbLHkN&sigb=bos7QnV1MSCc&sigi=g7qgmS_lqLbL&sigt=OnXCXv.8ITDA&.crumb=AElLcFgybMA&fr=yfp-search-sb&fr2=sb-top-hk.images.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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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適應家長小組》 (活動編號：JCSRC-21-00158) 

   為了讓各位爸爸媽媽可更有效支援小朋友適應新校園生活，是次工作坊將邀請資深   

幼兒老師與家長分享開學初段，有什麼方法可協助孩子過渡挑戰 (學習、自理、社交、     

情緒四大範疇)，愉快學習。 

 

日期： 2/8 – 13/8（逢星期一、三及五，共 6 節） 

時間： 下午 2:30-4:00  

對象： 將於 9/21 升讀主流小學一年級之有特殊學習需要 

        學童家長會員 

名額： 8 名             費用：60 

備註﹕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如未可安排 

      網上小組，活動將改期/取消 

 

 

 

《職業冶療師家長工作坊 – 感覺統合知多少》(活動編號：JCSRC-21- 

00159) 

     是次工作坊由職業治療師主講，目的是提高家長對「感覺統合」的認識，從而了解

它對兒童發展的重要性。透過生活化的例子，解釋兒童的感覺統合能力，並提供簡單的體

驗活動及分享有效的家居訓練方法。 

 

日期：11/9-18/9 (星期六，共4節，每節1小時) 

時間：下午2:30-4:30  

對象：育有升讀K1至K3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家長會員 

名額：10 名       費用：$40 

備註﹕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  

      關係不設退款，如未可安排網上小組，活動將改期/取消 

 

 

  

《職業冶療師家長工作坊 – 
如何滿足孩子的感統需要及提
升專注力》 導師介紹： 

林桂濤姑娘，一級職業治療

師，有多年教授有特殊學習需

要  學童之經驗。現在為不同

學校及 機構提供培訓及訓練。 

《升小適應家長組》
導師介紹： 
黃雅瑜，現任幼兒  
教育兼任講師，修畢  
幼兒教育碩士，一直 
從事幼兒教育工作，  
對幼童的學習和成長
需要均各具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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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親子活動篇  

 

《瑜珈鬆一鬆》 (活動編號 JCSRC-21-00160 ) 

   是次工作坊旨在與家長學習放鬆心情、為家長減壓。同時工作坊 

希望讓家長與子女在快樂自在的氣氛下，增加互動，平衡情緒， 

提升彼此間的溝通。 

 

日期： 21/7 – 25/8 (星期三，共6節)     時間：16:15-17:30 

對象：升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四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其家長會員 

名額：4對親子                         費用：每對親子$20         

備註﹕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形式進行，如未可安排網上小組， 

      活動將改期/取消。   

 

 

 

《有營多士。親子樂》 (活動編號：JCSRC-20- 00163 ) 

平日家長為小朋友準備早餐、小食常遇困難？如何吸引孩子多吃 

有營養的食物？是次工作坊將會邀請家長與孩子一同參與活動， 

包括購置食材及小食製作，讓小朋友可經驗購物的過程，實行親子 

設計「貓頭鷹多士」，過程中希望可提升親子的互動、合作。 

 

日期：10/7（星期六）        時間：上午11:00－中午12: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K1至小一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其家長會員 

名額：5對親子               費用：每對親子$20         

備註：參加者需請自備餐盒及圍裙。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 

      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親子動一動》導師介紹： 
阿敏，2008年開始學習內觀
靜修及瑜伽。近年主要教導
不同親子瑜伽班、 兒童  
瑜伽班或有特殊需要人士
瑜伽班 

《有營多士。親子樂》 
《Mini Pizza樂繽
Fun》及《Monkey Cold 
P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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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亮中心 

《Mini Pizza 樂繽 Fun》 (活動編號：JCSRC-20-00164 ) 

薄餅(pizza)相信大人、小朋友都經常會品嚐到，但有否想過其實可以自己做？是次工

作坊將會邀請家長與孩子一同參與，活動包括購置食材及小食製作，參加者可以選取自己

喜愛的食材，自己 pizza 自己做，完成美食後都可以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日期：21/8（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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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員 

名額：5對親子               費用：每對親子$20         

備註：參加者需請自備餐盒及圍裙。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 

      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Monkey Cold Pops》 (活動編號：JCSRC-20-00165 ) 

夏日炎炎，最適合與孩子一同品嚐冰涼美食。工作坊將會讓家長及孩子一同選取食材

設計自己的香蕉冰條，製作簡單，且美味可口，相信會受小朋友喜愛。活動除可提升親子

溝通，也可與家人分享一同製作的美食。 

 

日期：4/9（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3: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K1至小一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其家長會員 

名額：5對親子               費用：每對親子$20         

備註：參加者需請自備餐盒及圍裙。因疫情關係，活動或會改為視像 

      形式進行，活動因成本關係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