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亮中心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活動快訊

「悅」 ＝ 快樂
「30」 ＝ 精彩人生 30 年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為期３年的「賽馬會星亮計劃 - 飛「『悅』30」已
於本年８月中旬開展。此計劃旨在協助自閉症朋友於人生最精彩的黃金 30 年，往夢想進
發，建立自己的快樂人生。

提升自閉症人士的生活質素

建立自尊 ● 追求獨立 ● 展現潛能

學習支援

星亮網絡
家長網絡

社交訓練

資源共享

星知學堂

星涯規劃

星亮夢工場

認識自己

獨立自主

轉銜適應

發展潛能
星亮加油站

星 Club 同樂會

就業訓練

餘暇活動

職場支援

社交訓練

服務對象：６歲至 35 歲的高功能
自閉症人士及其家人

捐助機構：

星亮中心

青年服務 – 會員招募 (2018-2019 年度)
計劃
時期
服務
內容

對象

名額
報名
方法

星 Club 會員

「星亮職訓」學員（深入個案跟進）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 (3 年)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8 月 (1 年)

基本能力測試、軟性技巧/職能培訓工作
坊、就業博覽、公司參觀、模擬面試、
工作實習、工作轉介，及整個「飛『悅』
30」計劃內的其他相關範疇活動

全面的職能評估及在職支援，除可享有
為「星 Club 會員」提供的服務外，另包
括個別職能訓練、就業選配、工作探訪、
個案跟進及輔導、僱主聯繫等

－16-35 歲
－曾就讀主流學校的自閉症青年

－18-35 歲
－曾就讀主流學校的自閉症青年
－即將或現正公開就業，並能獨立乘搭
交通工具往返工作地方
每年 20 名（額滿即止）

不限

1) 所有曾經參加本中心「星亮職訓」的 1) 於協康會網站下載或親臨本中心索取
學員皆會自動成為「星 Club 會員」
，
「星 Club 會員」申請表*，於表格上
並會定期收到由本中心發出的通訊宣
剔選欲參加「星亮職訓」計劃，填妥
傳
後交回本中心
註：如不欲自動加入此會籍，請致電中心
2) 合資格申請者將會被安排面見甄選
通知計劃負責社工

註：i. 計劃負責社工將個別聯絡申請者
2) 如未曾參加「星亮職訓」
，可於協康會
及家長，安排面見日期及時間
網站下載或親臨本中心索取「星 Club
ii. 社工將於面見後兩星期內，通知
會員」申請表*，填妥後交回本中心
申請人／家長有關申請結果
費用
負責
團隊
備註：

會籍費用全免，部份工作坊／活動則酌量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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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接受申請

全年接受申請，額滿即止

*報名表下載︰http://ssap.heephong.org/tc/content/jcsrc-info

查詢：請致電 3956 4651 與計劃
負責社工鍾姑娘或風姑娘聯絡

捐助機構：

星亮中心

星 Club 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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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報名參與星 Club
小組活動
星 Club 會員各項設施開放時段
時間

星期一至四

星期五

卡拉 OK

12:00nn –6:00pm

桌上遊戲

10:00am – 6:00pm

請致電查詢


請致電查詢


星期六



以上設施每節可預約使用 2 小時，如下一節時段有空缺，可每小時續借。


電腦
1:00pm – 2:00pm
請致電

2:00pm – 4:30pm
請致電查詢
查詢

4:30pm –5:30pm
請致電查詢
以上設施每節可預約使用 1 小時，如下一節時段有空缺，便可每小時續借。

設施推介：

桌上遊戲 - 康樂棋
二人對決，玩家手持球杆用白棋去撞擊
對方顏色的棋子，誰率先將全部棋子打
入洞中便是贏家。

- 為自閉症青年學員提供餐飲訓練及工作實習，為就業作好準備；
- 為家長、會員提供一個互相分享及交流的平台。

現誠邀各位家長及會員於 café 開放時間內蒞臨，支持自閉症青年的職業訓練！
日期
平均每星期開放 2 – 3 節
(*於部份星期六也會開放，
歡迎致電查詢)

時間
備註
下午 2:45 至 中心或會因場地應用而更改開放時間，大家
下午 5:15
如欲蒞臨支持，建議先致電中心（電話：

3956 4651）查詢確實開放時間

星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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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知」學堂~學習支援計劃
2018-2019 學年 新生招募
計劃詳情
對
象：將於 2018 年 9 月就讀主流小學小一至小二的自閉症學童
上課日期：2018 年 9 月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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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教學，每組約 4 至 5 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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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致電本中心向計劃負責社工或老師索取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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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甄選，有關資料將另行安排。

查詢：3956 4651
（陳姑娘 / 陳老師）

捐助機構：

星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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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初小學童篇
《English Fun Club》

(活動編號：JCSRC-18-00178)

由外籍導師以有趣的形式教授英語，透過主題教學及活動，讓學童習慣聆聽英語，學
習日常對答及詞彙，藉此培養他們對英語的興趣及信心。
日期：12/1/19 - 23/3/19（逢星期六，除 2/2、9/2、16/2，共 8 節）
時間：上午 9:30 –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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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初小寫作技巧訓練》

(活動編號：JCSRC-18-00179)

透過教授四何法、腦圖等實用寫作技巧，以及富趣味的創作方法，讓學童學習如何創
作句子並組織成短文，藉此培養他們對寫作的興趣及信心。
日期：12/1/19 - 26/1/19（逢星期六，共 3 節）
時間：上午 11:00 – 下午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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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駕駛員》社交小組

(活動編號：JCSRC-18-0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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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9－23/3/19 （逢星期六，共 6 節)
時間：下午 2: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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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II) 高小及初中學童篇
《Minecraft 社交與溝通》聖誕體驗小組

星亮中心

(活動編號：JCSRC-18-00200)

Minecraft 是一套在外國廣泛地被應用在課堂上的教學工具，深受中小
學生愛戴。是次體驗小組將以聖誕作主題，參加者可以盡情發揮他們的創
意，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之同時，學習去跟別人合作、分工、解决衝突，
讓孩子在玩當中去體會這些重要的社交概念。
日期：27/12/18 - 29/12/18 (星期四至六，共 3 節)

時間：下午 2:00－4: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二之自閉症學童(未參加過本中心舉辦的 Minecraft 小組優先)
名額：6 名

費用：$210

《高小寫作技巧訓練：記敍文篇》

(活動編號：JCSRC-18-00184)

透過教授記敘文的六大元素、腦圖等實用寫作技巧，以及趣味的創作方法，
讓學童學習如何有系統地建構文章，藉此培養他們對寫作的興趣及信心。
日期：12/1/19 - 26/1/19（逢星期六，共3節）

時間：上午9:30 – 10:45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小六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8名

費用：$30

《English Reading Club》

(活動編號：JCSRC-18-00183)

外籍導師將會透過閱讀故事、角色扮演及遊戲，培養學童聆聽英語及以英語進行簡單
溝通對答的習慣，同時藉此提升他們對英語的興趣及信心。
日期：12/1/19 - 23/3/19（逢星期六，除 2/2、9/2、16/2，共 8 節）
時間：上午 11:00 – 下午 12: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小六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8 名

費用：$80

《印象管理員》社交小組

(活動編號：JCSRC-18-00186)

透過認識印象系統，以遊戲、情景分析及角色扮演等形式，讓學童明白留下好印象的
重要及好處，提昇他們的自省能力，學習調整自己的行為、說話，藉此讓別人留下好印象。
日期：16/2/19－23/3/19 （逢星期六，共6節）

時間：下午4:00－5:15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一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8名

費用：$60

《遊戲編程初體驗》(活動編號：JCSRC-18-00195)
本課程將會教導學童用Scratch，一套由麻省理工(MIT) 研發的編程工具去開發小遊
戲。透過簡單的編程遊戲，讓學童感受什麼是電腦編程和有關的基本概念和技巧。
日期：12/1/19－2/2/19 （逢星期六，共 4 節）

時間：下午 2:00－3: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二之自閉症學童(未參加過本中心舉辦的遊戲編程班優先)
名額：6 名

費用：$200

III) 共融活動篇

星亮中心

《星之共融生日會》(活動編號：JCSRC-18-00206)
香港創新扶輪社的義工將會與大家一起開生日會，內容包括遊戲及製作
有關農歷新年的手工，快來參加吧！
日期：26/1/19（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3: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六之自閉症學童（1-3 月生日優先）
名額：15 名

費用：$10

《小小玩具設計師》

(活動編號：JCSRC-18-00180)

於農曆新年假期期間，
「孩之寶」的義工將會帶領學童製作一個獨一無二的小型機械玩
意，藉此發揮他們的創意，同時能夠在假期完結前留下美好回憶，於上學前為他們打打氣。
日期：12/2/19 （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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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D 眼鏡製作師》

(活動編號：JCSRC-18-00185)

科技日新月異，活動讓學童接觸 3D 眼鏡技術，發掘他們在這方面的潛能。孩之寶的
義工將會教導學童一起使用簡單物料，創作屬於自己的 3D 眼鏡。
日期：12/2/19（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4:3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中二之自閉症學童
名額：8 名

費用：$10

IV) 家長篇
《升中選校分享》講座

(活動編號：JCSRC-18-00187)

本講座將由資深中學老師分享升中選校時的策略及注意事項，以及
面試技巧等，讓家長為子女在升中這個重要階段作好準備。
日期：1/12/18（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11:30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學校高小自閉症或其他特殊學習需要子女之家長
名額：15 名

講者介紹：
葉 sir(教育心理學
碩士)，於佛教大光
慈航中學任職學校
發展主任，任教通
識科。對教授特殊
學習需要學生有豐
富經驗。

費用：$10

備註：如欲報名，請於 11 月 30 日或之前致電中心報名，名額有限，先報先得。

星亮中心

《英文溫習錦囊》家長工作坊

(活動編號：JCSRC-18-00188)

「唔知點同阿仔阿女溫英文！」「呢頭串完個字，嗰頭又唔記得！」
家長與孩子溫習英文默書及測考時，時常覺得無從入手，甚至影響親子
關係。本工作坊將教授家長與子女溫習的技巧，並互相交流及分享箇中心得。
日期：16/1/19 - 30/1/19（逢星期三，共 3 節）

時間：上午 10:30 – 11:30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小學之自閉症學童家長
名額：10 名

費用：$30

《如何教功課？》家長小組

(活動編號：JCSRC-18-00189)

透過個案分析、討論及交流，讓家長互相學習一些實用的技巧，以教導孩子完成功課
及提升工作效率，減少處理孩子功課時與他們產生的磨擦。
日期：7/3/19- 21/3/19（逢星期四，共3節）
時間：上午10:30 – 中午12:00
對象：育有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小三之自閉症學童家長
名額：8名

費用：$30

《家長鬆一 ZONE 系列》之手作仔
趁子女上學時間，與其他家長一起學習製作不同的小手作，輕鬆一下。

活動編號：
日期：

《手作仔 1 月篇之潤手霜》

《手作仔３月篇之皮革散銀包》

JCSRC-18-00190

JCSRC-18-00191

10/1/19（星期四）

4/3/19（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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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名

費用：

$30 (已包括材料費)

$30 (已包括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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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 Wong，任教手工藝導師二十多
年，包括黏土、皮革、碟古巴特、保鮮
花、絲祙花、簡單 gel 甲，環保手工等。
曾任教多間社福機構及學校，對象有情
緒康復者，低收入家庭，長者及兒童。

導師：

星亮中心

V) 親子篇
《親子表達藝術治療體驗》

(活動編號：JCSRC-18-00192)

香港生活節奏緊湊，不少家庭或缺乏親子溝通的時間，加上自閉症學童不善表達自己
內心的想法，或會因而影響親子關係。表達藝術治療是表達藝術和心理治療的創意融合體，
治療師將會以藝術作媒介於活動過程中讓家長及孩子利用身體、情感和思想作聯系，藉此
增加親子間的了解及溝通，提升親子關係。
日期：5/1/19（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4:30

對象：就讀主流小學小五至中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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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草莓一天自摘遊》

治療師介紹：
葉姑娘（註冊人本表達藝
術治療師及註冊社工），
於中小學任職註校社
工。對與特殊學習需要學
生及 家長進行表 達藝 術
治療活動有多年經驗。

(活動編號：JCSRC-18-00194)

是次一天遊會帶大家一起製作鳥結糖、到水頭水尾古蹟徑認識舊日的足跡，並會到採
用純天然山泉水灌溉，有機肥料種植士多啤梨田園(可自費採摘)和觀賞其生態。午膳將安排
於海鮮酒家品嚐【精製九大簋餐】
。藉活動提升親子關係及認識其他家庭，共度快樂的週日。
日期：20/1/19（星期日）
時間：上午9:00－下午5:00
集散時間及地點：（集合）上午9:00於本中心集合
（解散）下午5:00於愛民商場解散
地點：製作鳥結糖室、水頭水尾古蹟徑，士多啤梨園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至中三之自閉症學童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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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著輕便衣服、帶備飲用水及止嘔藥
物(如需要)。
iv. 自費採摘士多啤梨：每磅約＄50
v. 活動當日之聯絡電話: 6163 8071。
vi. 活動地點或會因行程安排更改。

名額：58人（每個家庭最多４人）
費用：$50（大小同價）

《賀年食品齊齊做》

(活動編號：JCSRC-18-00193)

新春佳節前與家長孩子們一同學習製作健康美味的角仔，學懂後
更可於家中嘗試製作以招呼親朋好友，一起迎接豬年，齊齊過肥年。
日期：16/2/19（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4:00
對象：就讀主流學校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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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備註：請自備餐盒及圍裙。

導師介紹：
Oliva 老師，過往於本中心
教授親子煮食活動，包括包
稯、曲奇、月餅等。

星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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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舞台》

(活動編號：JCSRC-18-0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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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介紹：Kit，於 2007 年畢業
日期：12/1/19 – 2/3/19（逢星期六，除 26/1, 9/2，共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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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下午 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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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12 歲或以上之自閉症或其他發展障礙會員
敲擊樂等方面的潛能。

名額：8 名

費用：$450（請以獨立一張支票繳付這一頁的活動費用）

《「油」戲工坊》 (活動編號：JCSRC-18-00198)
運用不同的物料，例如紙張、黏土、木、鋼條等，讓參加者從玩樂中創作，
學習掌握線條運用、執筆方法、塗色技巧等知識，培養自學和發揮創作力。
日期：12/1/19 – 2/3/19（逢星期六，除 26/1, 9/2，共 6 節）
時間：下午 2:00－3:00
對象：6-12 歲之自閉症或其他發展障礙會員

《「油」戲工坊》及
《隨心藝術》導師介紹：
馮寶如(寶如姐姐) ，香
費用：$180（請以獨立一張支票繳付這一頁的活動費用）
港教育大學教育系(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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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榮譽學士，具多年
為智障人士及特殊學習
ii. 製作程序或許會弄髒衣服，請自備圍裙或舊的衣物。
需要學童提供培訓課程
的經驗，對象來自主流中
iii. 活動由「牛奶有限公司-惠康」贊助。
小學、特殊學校及早期教
育訓練中心等。

名額：8 名

《隨心藝術》

(活動編號：JCSRC-18-00199)

以藝術創作為媒介，協助學員透過不同的素材、技巧及經歷，發揮個人都的獨特畫風，
釋放個人情緒，紓減對周遭的情感壓力，在美好的創作過程中，尋找生活中的快樂。
日期：12/1/19 – 2/3/19（逢星期六，除 26/1, 9/2，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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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請以獨立一張支票繳付這一頁的活動費用）
備註： i. 製作程序或許會弄髒衣服，請自備圍裙或舊的衣物。
ii. 活動由「牛奶有限公司-惠康」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