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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家長會 

第九十五次幹事會會議紀錄 

日期：2021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 – 12:30 

地點： ZOOM 視像 

 

（一） 主席歡迎各幹事出席會議 

 

（二）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一致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三）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一致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四） 跟進事項 

4.1 <<同心快訊>>出版進度 

主席報告為加快在會員間發放家長會的資訊，現將推出一年三至四期電子版《同心

快訊》，而原有一年四期的《同心語》將減為兩期。吳鳳芝補充現階段《同心快訊》

已落實最後版本並已在幹事群組中發放，如幹事沒有其他意見，此版本將於今天發

送予各單位，請主任協助傳送予其他家長會員。副主席方佩珊認為刊物為家長共同

擁有，期望改革可更切合各家長的需要，如對內容有任何意見，歡迎向幹事會提出。 

 

4.2 會員福利 – 快譯通公司生產【EM1 英文 + 數學全方位學習機】優惠價跟進 

吳鳳芝表示已就快凙通公司提供購買【EM1 英文 + 數學全方位學習機】的優惠更新

會員購物優惠單張，有關資料將會上載協康會網頁並透過中心發放予家長，有興趣

的家長可自行聯絡供應商。 

 

4.3 幹事聚會 

主席指因著疫情緣故，在安排幹事聚會方面仍有困難，吳鳳芝表示即使以四人一枱

的安排進行聚餐，餐廳包場的報價稍高，而且亦考慮到家長在停課期間未能抽空參

與，期望待政府放寬限聚令時可再作安排，歡迎幹事隨時分享任何可行的構思。 

 

4.4 防疫基金$6000 購買物資跟進 

吳鳳芝報告家長會已運用防疫基金$6,000 購買 50ml 酒精消毒搓手液共 1,000 支，並

已發放至各服務單位，供派發予有效的家長會員，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4.5 聯絡員聯絡幹事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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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顏先生表示聯絡小組共分成六組，小組由一月運作至今，成員有透過此平台

進行溝通，鼓勵家長主動分享困難，期望小組讓家長間建立密切關係，達至同心同

行的目的，而協康會職員杜桂珠亦有加入小組以在有需要時提供協助。吳鳳芝補充

如聯絡員知悉家長對單位服務提出疑問或有意見，鼓勵家長主動向中心主任或社工

了解，以獲得即時的幫助。 

 

（五） 報告事項 

5.1 主席及副主席報告 19/2 與協康會行政總裁及副總裁會面重點 

 主席報告早於 26/1 曾與協康會行政總裁及副總裁初步會面，並再於 19/2 再會面，

詳細商討協康會和同心家長會之間的聯繫及彼此如何作進一步的協作，讓更多人認

識同心家長會。副主席方女士表示當日談及共融教育，表示不少學校不了解 SEN 學

童的需要，避談有關議題，認為有需要加強與學校的合作，增加到校活動，以進一

步推動融合教育。另副主席顏先生亦指現時社會已提升對 SEN 青年的關注並願意投

放更多資源協助他們融入社會，顏先生亦對協康會所提供的相關服務表示欣賞，期

望日後繼續關注 SEN 青年的需要，協助他們面對就業困難及融入社會，更增加社會

人士對他們的接納。 

 

回應副主席方女士的意見，吳鳳芝對建議在中、小學安排社區教育講座表示欣賞，

惟需邀請家長或青年擔任分享嘉賓，以豐富講座內容，認為可先物色有關人士，再

作進一步計劃。鄭佩慧建議可參考其孩子學校的做法，在班組中播放介紹 SEN 的短

片或電影，增加普通學生對 SEN 學童的接納程度。 

 

5.2 主席及副主席對外會議報告 

 主席分別於 25/1 及 28/1 代表同心家長會出席教育局的「特殊學校教育工作小組」會

議及「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會議，有關會議重點可參閱最新的《同心

快訊》。主席鼓勵家長多發表意見，以便主席或家長代表在合適的場合時發表。 

 

鄭女士就早前代表家長會聯絡其他家長組織與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會面，會議內容

撮要如下： 

1. 期望將 OPRS 服務模式延伸至初小，教育局認為學前與小學的制度不同，如欲

執行需以另一種模式推行。 

2. 家長在疫情下面對沉重壓力，期望可有額外資金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 

3. 期望可做到「個別個案管理」，尤其在 S 位學童離會後，並未有交接期或緩衝

期，建議由社工或專業人士在學童離開 S 位，協助其融入初小學校，或離開宿

舍前加強輔導離校生及家長及安排所需社區支援，然後才返回家中。 

4. 由於現時學童在離開 S 位或宿舍服務後，不可跨區申請支援服務，而輪候服務

的名單冗長，期望各政府部門可多溝通，讓學童在離會後能順利銜接服務。 

  

吳鳳芝就上述會議內容補充以下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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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長反映在主流學校中透過 LEVEL 1 資源為輕度 SEN 學生提供的支援並不足夠，

教育局承諾會檢視如何支援輕度 SEN 學生的需要。另考慮到不欲干擾學校的校

本管理，故 SEN 學生的功課及考試調適將交由學校按實際需要為學生提供相應

協助。 

2. 由於學校主要透過 SENCO 直接與有需要的家長進行聯繫，家長間未能建立互助

網絡，建議學校構思如何為同路家長建立支援小組。 

3. 反映現時在主流學校中欠缺為 SEN 學生提供牙科保健服務，這點稍後會再於家

長組織座談會中跟進。 

 

副主席方女士報告最近與家長組織就下列事宜聯署去信有關部門： 

1. 要求政府考慮策劃調查更精確的智障人士家居數據，在本年進行的人口普查中

加入相關的問題，透過精確的數據有助日後政府策劃更到位的智障人士及其照

顧者服務。 

2. 促請政府常規化【護齒同行】智障人士牙科服務，建議洗牙服務次數由三年一

次增加至最少一年一次；另期望可把受疫情影響的個案服務時間延長，並擴闊

服務對象至非智障而有特殊需要人士。 

 

5.3 各關注小組報告 

 融合教育關注小組 

張雅麗感謝上屆副主席鄭佩慧在疫情期間為家長工作坊擔任義工導師，以協助

家長減壓，鄭女士期望能每月為家長舉辦一次活動，透過教授按摩、和諧粉彩、

寶石皂等活動幫助家長舒緩壓力、回歸自己。另張姑娘預告 4-6 月的活動包括

「小一選校」、「香薰治療」及「星球燈」等，鼓勵有興趣家長參與。 

 

 肢體弱能關注小組 

王淑兒報告小組於去年 11 月安排參觀位於東涌新建的匡智會紹康邦晨輝學校，

預告 3 月份會推出家長靜觀工作坊，詳情請留意中心宣傳。 

 

 特殊教育關注小組 

朱秀君預告小組於未來三個月的活動包括： 

 12/3 及 19/3 參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25/3 「聊聊心．療療心」—家長舒壓工作坊 

 3-6 月由上屆主席羅幗濤、副主席鄭佩慧及郭太帶領一系列「同路有你—家

長減壓活動」 

 

 青年服務關注小組 

卓冰峰報告小組於 16/1 舉行了「如何提升青年子女獨立生活能力」家長分享會，

共 34 位家長出席，反應熱烈，期望日後可再安排這類活動。另預告 2021-23 年

將透過社會福利署一筆過特別撥款資助舉辦連串活動包括：「青年家長舒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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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和諧粉彩/禪繞畫）、「如何成為孩子的生命教練家長分享會」、「黑暗

中的對話」、「提升自閉症譜系障礙消費者自我保護能力工作坊」及「如何幫

助青年理財家長分享會及青年家長加油站」。鼓勵育有 SEN 青年的家長加入小

組。 

 

卓先生介紹協康會一項新的服務—「共創可能」，此計劃由香港賽馬會贊助，

於 2020 年 12 日開展，為期三年。本會聯同香港大學及其他三個機構，透過運

用 SEN 青年的優勢和特質，為他們創建多元化就業機會，以推動社會共融。計

劃同時著重家長的參與，可成為工作指導員、職能工作坊導師、生命導航員及

工作機會的共同創造者，特別鼓勵具工作經驗的家長或擁有某專業技能擔任職

能培訓班導師或工作指導員，亦鼓勵家長參與給予意見，有興趣的家長可聯絡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的主任或社工。  

 

 自閉症關注小組 

鄭育苗匯報於小組於 22/12/2020 及 5/2/2021 舉辦兩場網上 Zentangle 襌繞畫家

長工作坊Ⅰ及Ⅱ，分別有 7 位及 11 位家長參與，出席的家長反應熱烈，期望舉

辦延續班。 

    

5.4 機構近期服務發展及針對自閉症關注週的響應活動 

 吳鳳芝就機構近期服務發展有以下報告： 

 前行政總裁歐陽偉康先生已於 1 月 1 日榮休，副行政總裁梁惠玲女士已於同日

升任為行政總裁，而郭俊泉先生為副行政總裁。 

 與香港公開大學合作成立的協康會林護紀念基金兒童發展中心於 2021 年 1 月正

式投入服務 

 將開展新服務包括： 

- 項目一：SEN 家庭學院 

- 項目二：ADHD 新服務模式先導計劃 

- 項目三：SEN 青年就業支援計劃 

 賽馬會「啟程．職聘」支援計劃團隊設計了一副桌上遊戲—「職場製勝」，以

協助 SEN 青年體驗職涯規劃 

 才藝學校與凝動香港體育基金合辦滾軸溜冰班 

 首度於特選 AEON 分店擺放捐款箱，籌得款項將用作補助中心的特別活動開支 

 譚仔雲南米線將舉辦為期一個月的「少米」配對活動，下單時只要說明「少

米」，除了可扣減 HK$1 外，譚仔更會捐出 HK$2 予協康會自閉症關注週活動。

另譚仔亦會捐贈 2,000 張 50GB 數據卡，為約 1,000 個家庭的 SEN 兒童提供更佳

的網上學習設備，同時亦會送贈 2,000 張譚仔價值 HK$50 優惠券予本會低收入

家庭 

 就政府發表的施政報告，協康會有以下建議： 

- 發展「一地多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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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推有時限職位 

- 增加「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名額」 

- 為有特殊需要的青年提供短暫住宿計劃及獨立生活訓練支援 

- 透過類似醫療券方式去資助幼兒在認可機構接受評估服務，縮減學前康復

服務輪候評估的時間。 

 

5.5 申請 2021-2023 年度社署一筆過資助的安排 

 吳鳳芝簡單分享家長會擬訂的 2021-2023 年度社署一筆過資助的申請書內容，申請

書將於今天遞交，有待社署批核。 

 

（六） 報告事項 

6.1 未來約見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的部署及收集家長對特殊教育及主流學校推行融合

教育意見的方式 

主席表示稍後將與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會面，呼籲家長就特殊教育及主流學校推

行融合教育方面提供意見，以便於會議上發表。 

 

6.2 收集幹事培訓的主題及資助運用 

  吳鳳芝建議為幹事舉辦有關關顧技巧的訓練課程，主要對象為擔任聯絡員的幹事，

亦歡迎其他幹事參與，如有具體資料再作匯報。另其他建議主題包括領袖訓練、溝

通及關懷技巧等。 

 

6.3 未來<<同心幹事輕鬆 Zoom 聚>>的主題及安排時段 

主席報告第一次<<同心幹事輕鬆 Zoom 聚>>已於 22/1 舉行，主題為「ME TIME」，

呼籲家長就下次的主題提供建議，也邀請幹事就自己有興趣或鑽研的主題擔任主持

人。 

 

6.4 收集家長對舉行暑期活動的意向 

主席呼籲家長如對舉辦家長活動有任何意見，可隨時與幹事會職員聯絡。 

 

6.5 收集幹事對推廣會務及凝聚新會員的意見 

主席期望可以凝聚家長的力量，增進照顧者之間的關係，鼓勵家長間多分享，如家

長有任何建議，歡迎與幹事會職員聯絡。 

 

（七） 其他事項 

吳鳳芝向與會者展示協康會自閉症關注周的一系列宣傳，並邀請家長接受會方的公開訪

問，如有家長願意分享，可與主任聯絡。 

 

（八）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訂於 2021 年 4 月 28 日上午 10:00 透過視像形式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