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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祝和紀��⼗⼀屆幹事會於本年年初�⽣之盛事�本會於2022年10⽉14⽇�辦了�⼗⼀屆幹事
會就�典禮�「兒童�緒發展��緒�理�略」家⻑講座����⼯�福利局助理秘書⻑����⼠
�臨主禮�並�得本會⾏政�裁�惠��⼠�副⾏政�裁郭�泉�⼠�其�家⻑組織代表到場⽀��
⼀同⾒證同⼼家⻑會的重��刻��⼀屆主席許冠基先⽣�副主席�佩��⼠�楊���⼠�⼀眾同
⼼家⻑會的幹事們表��烈��和衷⼼���原訂於�年1⽉�⾏的典禮因疫���⽽順�⾄��正
因���各位參加者對於是�就�禮���實�⽅式�⾏�顯得��喜��⼀眾��幹事�⾸⼀堂共
享�⼒成果�場⾯⼗��鬧�共�得�三百�⼈�參��

主席團於典禮當天�享同⼼家⻑會�去的⼯作經��重�⾒��即使疫����常�主席團�幹事們
⼀直謹守⼯作崗位�經��們堅�不�的�⼒和��思維�克服疫�所�來的重重障��成功�線上
�實�⽅式�辦各種�元�活動�倡�⾏動�為�����的兒童�家⻑表��求�並向社會各界�
出�們在疫�停課期間所⾯對的困難��⼒�⼗�期�未來同⼼會在�⼀屆主席團的��下�幹事們
的參�中�繼續�來不同向度和�度的發展������本會在典禮完結�亦�即�⾏「兒童�緒發
展��緒�理�略」家⻑講座��得本會��⼼理學家�寧怡�⼠主講��家⻑�享幫助孩⼦學�應
對�緒的⽅法��⽣動��的例⼦�加上引⽤豐富的實踐�例��得在座家⻑的�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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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訊同⼼�訊同⼼�訊同⼼�訊
同心篇同心篇

第十一屆同心家長會幹事就職禮第十一屆同心家長會幹事就職禮

暨「兒童情緒發展及管理策略」家長講座暨「兒童情緒發展及管理策略」家長講座

2022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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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團參與倡議和社區教育活動主席團參與倡議和社區教育活動

�福局局⻑�⽟�先⽣就�政報告的��收�各��者意⾒�同⼼家⻑會主席��個家⻑組織和��服�
單位代表在會議�向�局⻑提問�作出�享�主席�⽤2�鐘�限發⾔��家⻑⼼�向�局⻑表��同�
�交詳細意⾒書�

主席參�《基層團���⼯�福利局局⻑��政報告》（13.9.2022）

主席團�⺠建�家庭事��員會⾯�（30.9.2022） 

主席團於本會⼤⼝環�合服�⼤��到訪�員會⾯�席間�享不同����兒童和�少年的��和家⻑/
照�者的⻑期照��⼒�讓�會者更瞭�和關注SEN家庭的照��⼒和���

同心篇同心篇

主席⾛訪單位出席家⻑會議�活動（21.10.2022�5.12.2022）

主席許冠基先⽣�別於2022年10⽉21⽇�12⽉5⽇��⽯中⼼�天平中⼼的家⻑們�享�作為其兒⼦的
主�照�者之�兒�滴��何幫兒⼦�擇合�的學校和⽀援�的學����⿎�家⻑們常懷���正向
的⼼��陪伴⼦�同⾏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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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家⻑組織座�會（3.11.2022）

P.3

主席團參與倡議和社區教育活動主席團參與倡議和社區教育活動

同心篇同心篇

主席團出席社�照�者⽀援《政�倡議�服�發展》研討會2022（28.10.2022）

是�研討會主題為《照�者⽀援�下⼀步�何⾛》��得學者�服��構�⽴法局議員�照�者組織�
享��會者對各照�者付出作出�定�主席團於下午�別參加不同議題⼩組討論�亦於照�者津貼問�環
�作出提問��享⾃⼰經��期��關�構�政府部⾨�更關注在�照�者的���考�放�申��格�

由15個⾃助組織��構�下家⻑會組成的「�100�家⻑組織座�會」已於2022年11⽉3⽇�⾏�並由本
會副主席�佩��⼠��代表出席是�座�會�於會上�各⽅家⻑組織�討�個家⻑關⼼的議題�例��
�政報告�容�不當對�兒童事件��會議亦提供�會讓各代表於會上介紹�構為�����⼈⼠�辦的
活動�計劃�除了��讓�會者了�更��關計劃的詳����可�提⾼⼤眾的關注�

《 �久授�書�例 》( � 501 章 ) 原於1997 年制定�根��法律⽂件�容許授�⼈（即打��其�⼒授予
其�⼈的⼈）在�神上��⼒⾏事����受�⼈��便在授�⼈⽇�變為�神上�⾏為�⼒��受�⼈
可照�其財�事項�政府現�制定�的《�續授�書�例》��代現⾏的�久授�書�制�現正作出�眾
�詢�更具�����例���在為訂⽴�續授�書訂定⼀個法定�構�在�法定�構下�授�⼈賦予�
⼒予��⼈就授�⼈的�何個⼈照��財產或財政事�⾏事（包括作出�定）���久授�書的�況⼀
樣��續授�書在授�⼈��喪失�神⾏為�⼒���仍��效�
�⾒���家⻑組織座�會���了��義律師於2022年12⽉16⽇上午�⾏了⼀場《�續授�書》講座�
讓家⻑們更瞭��關�改法例的緣由��改�容�我們�建議家⻑們對�課題�表關注�因為家⻑都�未
����在⽣����計劃孩⼦未來的⽣活和財����

主席團�上出席《�續授�書》講座（16.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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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團參與倡議和社區教育活動主席團參與倡議和社區教育活動

��是�對��主席團除協助推�協�會2023
年慈�⽉�義賣��活動���讓�眾⼈⼠更
瞭�和關注SEN家庭所⾯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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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篇同心篇

主席團�演��⼈Stephy�⾏《"照�者+�⼈"對�》（19.11.2022）

主席許冠基先⽣�嘉賓��到場⽀��
�同場的政府代表�各⼤�構代表��
�者�共同⾒證計劃的成功�協�會�
先�者���⼒推動和實踐共融�場�
並��思維協助SEN�年�元發展�⿎
� 社 會 各 界 對 SEN � 年 � � 包 容 和 �
��並欣賞�們擁�不同的⼯作��和
才��為�們提供�元�的就�和才�
發展的�會�

主席出席賽⾺會《共融�知⾏計劃》協�會「共�可�」計劃嘉許禮2021-2022（11.11.2022）

主席團參�兒童事��員會召開《在疫�下兒童�家⻑的⼼理健�》��者zoom會議 (2.12.2022)

主席們�享在�波疫�下�學校停課對SEN⼦�和照�者的�⼼�健�的影響�希�得到�員會的關注�因疫
��重�兒童未��出活動�加上在政府現⾏防疫措�下���表列�所的⼈⼠����疫��⾏證才可�
��現�仍�很�年幼的兒童�個別家⻑因各種��原因�未�打⿑針⽽不���疫��⾏證���未��常
享⽤社�設�和活動��⼤⼤收�了SEN⼦�和照�者參�社�活動�使⽤社會服�和設�的�利���度上
限制了�們的⽣活和活動�間�另��家⻑/照�者⾯對⻑�間照��⼒�難��喘息�間�⼦�悶在家中更
容易出現各種�緒和⾏為問題�兒童和家⻑⻑期在家�於困獸⾾狀��影響�⼦關�之��亦影響各⼈的⼼理
或�神健��主席團亦不���������兒童的少���家庭在疫�下⾯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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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團參與倡議和社區教育活動主席團參與倡議和社區教育活動

「���學� � 幹事�誼��」（24.12.2022）

副主席楊���⼠於2022年12⽉19⽇下午代表同⼼家⻑會出席��局�下����⼯作⼩組會議��於社會
變�家庭⽀援�絡�弱加上�續的疫��家⻑在照�和��⼦��到困難和�⼒���未�得到��的輔�和
舒緩�家⻑�緒⼀旦失�容易�成家庭慘��楊�⼠在席間建議各中�⼩學社⼯�⼼理學家�對⾼危家庭�較
敏�的�覺��早�識�介��提供輔��相應⽀援和��的轉介��免慘�發⽣���局回應�關未來開辦
的中層⼈員��培訓課��⼀�中層⼈員課�更���主�針對校政⽅⾯的培訓�⾄於個別單元�⾼危家庭的
⽀援��不是�課�重��但未來政府�⽴法設⽴懷��兒強制�報�制�應該可完��⽅⾯的措��楊�⼠
亦跟�提問�關個別����學校學位不⾜的狀況���局回應����兒童的�字較難預計�因不�從出⽣
率作出估��且����兒童的狀況�較�變���局表�已於每年年初�絡各學校評估�況�看看是否��
增加學位的���

⾄於�關��學校�宿舍服�的規�������局表��年�明年已增加宿位�且盡量�學校協�增加宿
位�對於�照�困難之家庭���經�社⼯評估才可�申�「�先派位」�所�各��學校會很詳細跟�每⼀
個個�的家庭�境和���另�現在已�100間學校在校��設置閉路�視�楊�⼠亦表�現�暫�服��額
不⾜的�況�在�末�學校⻑假期���別��的家庭（�⼦�在家��重�緒⾏為�或雙�家庭�或家�⻑
期病患或⻑者的家庭）難�照�⼦��但⽇間暫�或暫�宿位不⾜�家⻑照��⼒很⼤���局表���各服
�單位⾃⾏�定�

「���學� � 幹事�誼��」於2022年12⽉24⽇上午在協�會�合服�⼤��⾏��得11組家庭共33⼈參
加�活動當天⼩朋友盡�享⽤�����⼤�不同設��包括⼤型攀���社��應設置包括交������
����型�型相�VR/AR���驗��並��參�者們在⼤�的��享⽤午���影��合照��家⻑義⼯
�波波�亦�得主席團們�家⻑互相�享和交��兒⼼得�主席許冠基先⽣更�演���⼈向每位⼩朋友贈�
��禮物�在平�夜的⽇⼦�⼤家都渡�了⼀個�實和盡興的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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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篇同心篇

協�會同⼼家⻑會副主席出席��局�下����⼯作⼩組會議（19.12.2022） 



活動��活動��自閉症關注小組自閉症關注小組

P.6

平⽇家⻑都�於照�家庭�⼦��很難�個⼈
�間�故�本關注組�意於2022年12⽉1⽇�
辦「社郊�輕�」⾏⼭活動�讓⼀�家⻑暫�
放�家庭�抽�享受屬於⾃⼰的 ME TIME�暢
�⼤�督「⼗⼆⽣�家�徑」�欣賞⽔��
景�當⽇各家⻑�表��放�⼼��盡�放
��盡興⽽��期�⽇�再參�家⻑活動�

「⾃閉症關注⼩組」於2022年9⽉16⽇�辦了「��?
主�? 何去何從2022」�享會�因疫�關��是�活動
�線上視�直�形式�⾏�並�得超�300位家⻑出
席�參�者表��享會�讓�們瞭����主�學校
的�別�⽀援����式�並���來⼈家⻑的經驗
�享�讓�們更��瞭�學童在��或主�學校的學
��況�從⽽因應⾃⼰孩⼦的學�����⼒制定�
校�略��益良��

「特殊？主流？何去何從2022」分享會「特殊？主流？何去何從2022」分享會

社「郊」好輕鬆 （1.12.2022）社「郊」好輕鬆 （1.12.2022）  

青年服務關注小組青年服務關注小組

「如何培養SEN青年正確理財觀念」家長分享會「如何培養SEN青年正確理財觀念」家長分享會

�年服�關注⼩組於2022年11⽉26⽇�得�港家
庭福利會理財��中⼼社⼯�紹�先⽣�⾏「�
何培�SEN�年正確理財��」家⻑�享會�讓
家⻑們了�現��少年的�⾏⽂���識正確⾦
錢價值��提升理財技巧�學�正⾯影響SEN�
年的�費⾏為�理財�度的⽅法�
是�活動得到⼀眾家⻑們�本會同⼯的��⽀
���得共18位⼈�參��參加者們除了在會上
�享⼦�的理財⼼得�互相勉��彼�⽀���
參加者們�表��享會��加��們對⼦�的�
識�學��何��⼦�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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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關注小組融合教育關注小組

減壓藝術DIY~禪繞手繪麻布袋及布袋減壓藝術DIY~禪繞手繪麻布袋及布袋

特殊教育關注小組特殊教育關注小組

正念家庭：靜觀與表達藝術紓緩工作坊正念家庭：靜觀與表達藝術紓緩工作坊  

P.7

禪繞繪畫��舒緩�⼒�焦��在作畫��中照�者可�放��⼼�提升專注⼒��到⾃我療�的效果�是�
活動更加跳出傳�繪畫形式��作品直�畫在�布袋�布袋上��平�⽤紙張繪畫的�覺截�不同�除了�讓
參�者專注在⾃⼰的思緒上加�發揮�意��同路⼈之間亦可���互相欣賞作品表�⾃⼰的�受�增�交
��參�的家⻑�表���動⼿畫出⼀個屬於⾃⼰的禪繞⼿繪袋�並從中�得其�學員的欣賞��同��定�
�們�常開⼼�同��⿎��們可�學�得到的�家⼈�享��家庭關�更密切和融洽�相信�同的繪畫活動
�給予家⻑�拘�束�⾃在的�覺�刻畫出享受屬於⾃⼰的�光�

�兒路上少不免會�上困難���的���「�
���關注⼩組」於2022年10⽉⾄11⽉期間�
辦 了 「 正 � 家 庭 � � � � 表 � � � 紓 緩 ⼯ 作
坊」��正�為主題結合���表�����暴
⼒正�溝��讓參�的家⻑從中培�正�的�
度��助提升家庭關��除�之������練
��例�呼�������伸展���合表��
�活動��讓參�者學�������判�的�
度去��⾃⼰�⼼狀�������理��⼈的
�受�亦�試��了��受��的���從⽽學
會�效�表�⾃⼰�理��⼈�



⽇期/�間 �� 對� �額 費⽤ 内容

2023年1⽉23⽇
（星期三）
上午10:00 - 
中午12:00

海富家⻑
�源中⼼

中⼼家⻑會
員 15� �免

�⼼⾃⼰的孩⼦學�⼒不佳�便找⼀�提升專注⼒或 是
學�⼒的⽅法想�讓⾃⼰的孩⼦變的更��想�提 升兒
童學�⼒不難�找對⽅法對症下�就對了�

⽇期/�間 �� 對� �額 費⽤ 内容

2023年3⽉8⽇
（星期三）
上午10:00 - 
中午12:00

海富家⻑
�源中⼼

中⼼家⻑會
員 15� �免

�同路⼈家⻑⼀�交��討論�掌握��的�訊�幫助⼦
��應中學�段的⽣活�

⽇期/�間 �� 對� �額 費⽤ 内容

2023年2⽉23⽇
（星期三）
上午10:00 - 
中午12:00

海富家⻑
�源中⼼

中⼼家⻑
會員 15� �免

�讀主�學校��家⻑和⼦�⾯對的問題��少�在陪伴
⼦��應學校的��中�你的⼼得和�會可�在 平台中
�同路⼈�享�幫助更�����學���的家⻑�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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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你同行（小學篇）伴你同行（小學篇）

活動編號：HFPRC-22-00333活動編號：HFPRC-22-00333

子女學習能力談下談 + DIY手作仔子女學習能力談下談 + DIY手作仔  

活動編號：HFPRC-22-00332活動編號：HFPRC-22-00332

『融合��關注⼩組』為家⻑�辦�元�的活動�讓家⻑終�學�裝��來��同路⼈家⻑建⽴
⽀援�絡�互相⽀��⿎����讓家⻑⼀同�識兒童��少年⼦�成⻑的���掌握更�融合
��的�訊�

升讀主流中學知多D升讀主流中學知多D

活動編號：HFPRC-22-00334活動編號：HFPRC-22-00334

*��上活動未��實��⾏��改⽤ ZOOM �⾏�

報�回�

報�⽅法�先到先得
填�報�表�可�
1）��⾄ hfc@heephong.org  或 
2）�寄⾄海富家⻑�源中⼼（旺⾓海泓�海富�海欣�⼀�） 或
3）傳真⾄ 2784 1194 或
4）WhatsApp ⾄ 9199 0477
���詢�����海富家⻑�源中⼼(張��) 2777 5588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肢體弱能關注小組肢體弱能關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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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薰體驗鬆一鬆香薰體驗鬆一鬆

��「���驗」�家⻑�學�基本��技巧�⿎�
家⻑在⽇常⽣活中⾃我關懷�輕�減��

活動���SWD-HHPA2021-TCPRC-22-00149
⽇期�2023年1⽉7⽇ (星期六)
�間� 上午 10:00 ‒ 11:30
���協�會東涌家⻑�源中⼼
          （⼤�⼭東涌�東村�東�場(�⼆期)�下）
對��同⼼家⻑會家⻑/照�者
�額�15�家⻑
費⽤�$30  (費⽤由社會福利署�同⼼家⻑會�助)

*  每位參加者可�⾃⼰製作的��產品⼀件

溫馨手作室-悠閒永生花玻璃瓶製作溫馨手作室-悠閒永生花玻璃瓶製作

��永⽣玻��⼯作坊�讓家⻑學��建⼀個永⽣玻
���⼀�經驗�閒������驗�

活動���SWD-HHPA2021-TCPRC-22-00151
⽇期�2023年1⽉21⽇ (星期六) 
�間�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協�會東涌家⻑�源中⼼
           （⼤�⼭東涌�東村�東�場(�⼆期)�下）
對��同⼼家⻑會家⻑/照�者
�額�15�家⻑
費⽤�$50  (費⽤由社會福利署�同⼼家⻑會�助)

*  每位參加者可�⾃⼰製作獨⼀�⼆的永⽣玻��⼀個

報�回�

報�⽅法�報�⽅法�
  

�填�報�表交予�填�報�表交予
所屬中⼼報��所屬中⼼報��

���詢��������詢�����
協�會東涌家⻑�源中⼼協�會東涌家⻑�源中⼼

2109 2262（2109 2262（劉��）劉��）

至有營學堂-兒童飲食攻略至有營學堂-兒童飲食攻略

活動���SWD-HHPA2021-TCPRC-22-00150
⽇期� 2023年 3⽉11⽇ (星期六 )
�間� 上午11:00 ‒ 下午 12:30
���協�會東涌家⻑�源中⼼
          （⼤�⼭東涌�東村�東�場(�⼆期)�下）
對�� 同⼼家⻑會家⻑/照�者
�額� 15�家⻑
�容� �介�物���製作兒童健�⼩�
費⽤�免費(費⽤由社會福利署�同⼼家⻑會�助 )

⼩朋友在不同�段都��不同的����衡��對兒童�為重��因�家⻑��製作�合兒童的�單定�增強
兒童��的動��促���健�成⻑�

報�回�

報�⽅法�
 

�填�報�表��臨或�寄
⾄東涌中⼼報��

���詢�����
協�會東涌家⻑�源中⼼

2109 2262（劉��）

照�����的孩⼦�家⻑每每�到很�挑戰��⼒�同⼼家⻑會��不同的⼯作坊�讓家⻑�放�減����
照��⼼健����下列活動讓家⻑互相�識�建⽴家⻑⽀援�絡�



協��息協��息

協康會2023年慈善月曆 即日起接受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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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碼��⼆維碼
購買慈�⽉�購買慈�⽉�

協�會即����會60�年��A+家���影拍���為主題�製作成來年慈
� ⽉ � 作 義 賣 � 更 � 12 間 不 同 � 構 贊 助 每 ⽉ 兩 張 � 惠 券  ( � 惠 券 � 值 約
HK$599)�⽽每個⽉����SEN兒童��年�作的畫作�讓�的2023年�載
�⼼和�喜�

由即⽇��⼤家可�預訂協�會2023年慈�⽉��每個售價為HK$100��量�
限�售完即⽌�是�義賣的所�收益扣除成本�撥�予協�會兒童��年訓練
基⾦�希�可�幫助更��經濟困難的�����兒童��年�讓�們�早�
受所�訓練和治療�



協��息協��息

《知��意�SCERTS�合���式活動�南》

費⽤ 原價HKD$160                         �折�HKD$128

�⾊
由��⼼理學家�⾔語治療師���治療師��寫�因應⾃閉症兒童不
同�段的訓練���設計了60個活動�供同⼯�家⻑參考��書附�光
��載��百項本會⾃家設計的�緒�卡�互動故事�棋���

《續·部·提·昇 - 提升⾃閉症幼兒溝��⼒應⽤⼿冊》

費⽤ 原價HKD$60                          �折�HKD$48

�⾊
由⾔語治療師�寫���效讓家⻑了�⾃閉症兒童的語⾔��和溝��
式�繼⽽採⽤「續·部·提·昇」的�略來設計活動�引�孩⼦在���
⽇常⽣活中學�雙向溝��

《⾃閉症兒童初⼩��訓練》

費⽤ 原價HKD$68                            �四折�HKD$50

�⾊

由物理治療師�寫���百�個��拋��跳��球��的��練��更
針對學童��的社交技巧�在練�中加�溝�和�緒�理�訓練元素�幫
助⼩⼀⾄⼩三⾼功�⾃閉症學童融�主����
(�書附�DVD�光�收�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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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康會網上商店獲多項認證 推出限定優惠

為�祝協�會�上�店���項�證�包括��港�售�理協會的「�質�店」�「信��店」�
證���港�質�誌局的「�港Q��質服� (�⾦) 計劃」�證���合�格參�知識產�署「正�
正���」計劃�現誠意就3本�兒書�推出�少�折�惠��惠期由即⽇�⾄2022年12⽉31⽇�
�惠期�限�欲購從��

��⼆維碼 
  購買書�  

�惠書�⼆��⼆維碼 
  購買書�  

�惠書�三
��⼆維碼 
  購買書�  

�惠書�⼀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家⻑照�����的孩⼦�到很�挑戰��⼒�同⼼家⻑會���「��」�「⾃我關�」為基礎�希�家
⻑���⼯作坊/⼩組學�到基本的��技巧�⿎�家⻑在⽇常⽣活中實踐���⾃我關懷技巧�輕�減��
另��希�家⻑���活動互相�識�建⽴家⻑⽀��絡�彼�關懷和激��活動詳��下�

對��同⼼家⻑會家⻑/照�者
形式��視�(ZOOM)形式�⾏���會發�結給參加者
費⽤��免 (費⽤由社會福利署�同⼼家⻑會�助)
�師�陳���� (Chris) 
             <��註冊社⼯（��年�����兒童��少年�家⻑⼯作經驗）
             � MYMind (ADHD / ASD) �⼦��平衡⼩組�可�師>
�詢�報���填�回�交予所屬中⼼報��或可�� 2670 4899 上⽔賽⾺會中⼼主�(���)�詢�

對�� ��2-8歲�������⼦�之家⻑（須��效之同⼼家⻑會會�）
形式� �上⼩組課�（可�坐家中�⾏）
費⽤� 免費
�額� 每�20⼈(家⻑可參加 (1)-(2) 其中⼀��亦可同�參加兩���在報�表上註明�)
�師� <�⼦����繫> ⾏政�裁 �仲�先⽣(Mr. Louis Hou)
截⽌⽇期� 2022年12⽉31⽇ (�額�限�額�即⽌）
�詢�報���向所屬中⼼�詢�額�報��或可�� 2353 4001 富昌中⼼(�鳳�主�)�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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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遊戲愛連繫」家長工作坊
�「兒童為本��治療」為基礎�期�家⻑在參�⼯作坊���建⽴良��⼦關��幫助兒童表��舒緩�
緒�提升兒童⾃信⼼�加強⾃制�⼒�⼯作坊詳��下�

�⼀�
主題 : �⼦課 ‐ �緒哪裡來? 淺��⼦��⼯作坊 
活動��: SWD-HHPA2021-FCC-22-00091
⽇期�2023年1⽉11⽇(星期三)
�間�上午9:30 ‒ 11:00

�⼆�
主題 : �⼦課 ‐ ⿎�孩⼦! 淺��⼦��⼯作坊
活動��: SWD-HHPA2021-FCC-22-00092
⽇期�2023年1⽉16⽇(星期⼀) 
�間�上午9:30 ‒ 11:00 

「靜觀自在」家長工作坊 / 家長小組

家⻑⼯作坊  (�2場�⾏�2場�容相同)
活動��� SWD-HHPA2021-JCE-22-00047
⽇期� 2023年2⽉9⽇(星期四) 或 2023年3⽉3⽇(星期五)
�間� 上午9:30 ‒ 11:00
�額� 每場各20�家⻑ (先到先得�額�即⽌)

家⻑⼩組  (�2場�⾏�每場�2�⼩組�2場�容相同)
活動��� SWD-HHPA2021-JCE-22-00048
⽇期� 2023年2⽉23⽇�3⽉2⽇(星期四) (共2�) 或 2023年3⽉17�24⽇(星期五) (共2�)
�間� 上午9:30 ‒ 11:00
�額� 每場各15�家⻑ (先到先得�額�即⽌)

家⻑可�同�參加家⻑可�同�參加家⻑可�同�參加
⼯作坊⼯作坊⼯作坊 �  �  � ⼩組⼩組⼩組



基本會員* 協�會家⻑（包括�⽣家⻑）會費每年$50

附屬會員* �興�參�家⻑會活動⼈⼠會費每年$50

永久會員 �上⼈⼠⼀��繳付$500

協�會同⼼家⻑會*會員可�擇⼀��繳交三年會費�每三年會費$100元正�
（即⽇�會可享免費會�⾄2023年7⽉31⽇）

  *   提⾼家⻑對��服�的�識�並就�關政�想政府��
       意⾒�為⼦�爭�應�的福利和�益�

*   加強家⻑間的�繫和經驗交�����⾃助互助的⽬的�

*   ���⺠���其�活動�促�社會⼈⼠對在學�發展
     上�困難兒童的�識和關懷�

使命

*   促��協�會的�伴關��並協助會⽅推動會���為
     兒童提供更�質��⾯的服��

�會費⽤

�下五個關注⼩組
*  ⾃閉症關注⼩組
*  ��弱�關注⼩組
*  ����關注⼩組
*  融合��關注⼩組
*  �年服�關注⼩組

�會表格
可於�構�⾴下載
或��QR code

�絡⽅法
info@heephong.org

協�會

同⼼家⻑會�年來�⼒推��SEN學童相關的�益�同����組不同活
動�加強家⻑之間的互助�絡�在疫�影響下�同⼼家⻑會�部�活動改
為���式��⾒�去⼀年所�辦的實�活動⼤受影響�現�定�免2022-
2023年度會費� 

凡�合�下�（1）�（2）項�件的會��會⾃動�⻑⼀年�⽽�加�會
員更可享免費⼀年會�⾄明年7⽉31⽇� 
免費會��⽤於� 
1) 會�於2022年7⽉31⽇屆�的家⻑會員
2) 會��於2023年�2024年7⽉31⽇屆�的三年會�會員
3) �加�會員

送你免費一年會籍送你免費一年會籍送你免費一年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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