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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類別

本會會員分為基本會員及贊助會員，並以家庭為單位。

宗旨及目標

① 提升家長對有發展障礙子女心智和體能發展的認識；
② 提升家長對康復服務及相關政策的認識；
③ 凝聚家長力量，為有發展障礙子女爭取應有的福利和權益；
④ 促進會員家長間的友誼，提供交流經驗和互助互勉的機會。

經費

本會經費主要來自會費及
熱心人士和團體的捐助

會費及會籍

一年會籍：$50   （由每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
三年會籍：$100 （由第一年4月1日至第四年3月31日）

基本會員

現正接受或曾經接受香港
基督教服務處「兒童復康
服務」的家庭。

贊助會員

凡育有特殊需要兒童（申請入會時就讀小學或年齡在
12歲以下）的家庭。

智愛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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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看護著智愛家長會，在過去一年，會員人數已接近500位家庭會員。另外在政策 
倡議和權益關注方面，智愛對政府部門和社會發揮更大影響力，當中也要感謝 
各位執委、家長和職員的支持和參與。

去年初我們進行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小一學生校本支援服務調查」發佈，得到 
多面向的迴響，我們會再接再厲去探討小一支援及融合教育優化新措施。另外，

勞工及福利局於去年啟動「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是繼 2005 年後進行的全面 
檢討，而新方案將影響未來康復服務的規劃，故此本會非常關注，並積極參與 
相關諮詢會或小組會議並表達意見，期望各位家長也多留意有關資訊，亦鼓勵 
大家參與和表達意見，一起為以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爭取更全面的服務。

最後特別鳴謝，Arconic International (Asia) Limited 
一直贊助智愛舉辦不同親子活動，令父母與子女可輕

輕鬆鬆玩樂一番。

主席　　　

何詠霜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智愛家長會
(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結餘( A )： 164,318.59 

本年度收入( B )：
會員費 18,825.00 
活動收費 66,240.00 
捐款 14,100.00 

99,165.00 

本年度支出( C )：
活動 91,463.60 
印刷及文具 8,236.00 
郵費 1,404.50 
雜項 1,204.40 

102,308.50 

2019年3月31日結存 ( A )+( B )-( C )： 161,175.09

▓財政報告▓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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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愛家長會執行委員會由會員選舉，並於週年大會確認通過，任期兩年。

執行委員會設有主席、副主席、文書、司庫、教育、編輯及康樂職位，由執行 
委員會互選產生。

執行委員會約每兩個月舉行會議一次，並由各執委及單位社工把會務資訊發放予

會員。

2019-2020年度執行委員會名單

職位 執委姓名 所屬中心

主席 何詠霜女士 摩理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副主席
葉向榮先生

劉慧儀女士

摩理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葵興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司庫 邢詠慧女士 元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新委任）

編輯

鄧筱芝女士

黃韻倫女士

黎永強先生

葵興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屯門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摩理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文書
黎凱棋女士

林碧霞女士

環翠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祥華幼兒中心

教育

劉玉輝女士

鄧國強先生

曾穎恩女士

Ms. Lia, Ngatini

祥華幼兒中心

環翠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彩雲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屯門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康樂

陳鳳珊女士

容惠莊女士

吳詠詩女士

元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彩雲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彩雲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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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政府於2017年委託康復諮詢委員會籌劃「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並由香港理工大學 
康復治療科學系的顧問團隊提供協助，顧問團隊已完成第一階段「訂定範疇」 
諮詢報告（詳情參閱網頁http://www6.rs.polyu.edu.hk/rpp/），並展開第二階段
「制定建議」諮詢。本會積極爭取機會參與，包括：

•  2018年8月28日副主席葉向榮先生出席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工作小組屬下特殊
需要專責小組舉行之家長／照顧者會議，並於會上表達家長的需要。

•  2018年12月10日本會與其他殘疾人士家長組織聯署「香港康復計劃方案2018」
檢討建議書遞交研究顧問。

•  2 0 1 8年1 2月1 2日執委鄧筱芝 
女士和黎凱棋女士出席諮詢會。 
並獲抽籤形式發言，本會建議

增加兒童智力體能評估中心、

加快及早評估辨識需要、改善

小一銜接機制、檢討小學支援

模式等議題。

本會會繼續關注和參與最後第三階段「建立共識」的諮詢期，並向會員匯報。

有特殊教育需要升小一學生之校本支援服務調查
由於本會會員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大部份入讀主流小學而繼續需要支援服務， 
會員反映不了解小學校本支援服務的安排、透明度不足、服務內容質素參差等。

本會遂於2018年進行「有特殊教育需要升小一學生校本支援服務調查」，調查 
結果引起大眾傳媒、社會人士及教育局關注，並作實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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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31日「有特殊教育需要升小一學生校本支援服務調查報告」發佈會

本會於2018年5月31日在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尖沙咀總部舉行了「有特殊教育需要升 
小一學生校本支援服務調查報告」發佈會，公佈調查結果並提出具體建議，包括：

1.  教育局應檢視及改善特殊教育編號的填報機制，將申報程序與小一申請表分開
作獨立處理，以減低家長的疑慮。

2.  教育局應加強對「校本支援服務」的監察，為學校提供清晰指引，以提升各校
支援服務資訊的透明度，讓家長更了解子女所獲的支援措施及安排。

3.  教育局應確立特殊教育統籌主任(SENCO)統籌校本支援服務的角色，專責促進
家校溝通，定時向家長發放支援服務的資訊，以舒緩家長的情緒和增加對學校

的信任。

4.  學校應建立「人性化、以人為本」的家校溝通
模式，以主動積極的態度與家長多作聯繫， 
加強對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家長／照顧者

的支持和體諒。

5.  政府應盡快與各政策局商討「特殊教育立法」
及「有特殊需要兒童入讀主流小學的支援及 
銜接服務」的議題，並與將成立的兒童事務 
委員會緊密協作，以「兒童為本」的理念，制定及執行相關政策。

發佈會效果：

•  發佈會於同日及翌日獲超過10份報刊及網上報章報導。
•  獲邀於2018年6月14日香港電台節目Made in Hong Kong接受訪問分享問卷調查
結果及建議。

•  突破性獲教育局主動邀約於2018年7月20日與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特殊 
教育）黎錦棠先生及其他官員會面，彼此積極交流對小學支援服務的意見。

•  教育局改善收集兒童評估中心報告轉交小學的機制流程。
•  教育局設計「學前兒童發展綜合報告」供學前單位填寫，提交後會轉給小學作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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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新措施

2018年12月20日 融合教育新措施分享會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特殊教育）黎錦棠先生於2018年12月20日邀請家長組織 
代表出席《了解融合教育新措施分享會》，重點分享2019/2020的優化措施：
1.  重整學習支援津貼(LSG)，增加津貼額，並推廣至全港公營中小學，取代小學生
加強輔導班「小強班」的資助模式。如學校收錄的SEN人數較多，再額外新增
常額「特殊教育需要支援教師」（稱SENST）。黎生指出過往80%學校都利用
津貼作為聘用教師，使津貼兼備改善教師人力資源的作用，充分運用SENST於
推廣家校合作的功能。

2.  擴展「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至教育心理學家
與學校比例為1:4。

3.  分階段設立校本言語治療師職位。
本會執委劉慧儀女士亦出席分享會，她表示欣見新

措施全面提升津貼額及人力資源，但同時希望局方加強監察各校使用資源的效能，

減少校本的差異性。同時，本會重視家校合作的透明度，包括小學概覽應明示各校

支援措施、加強與SEN學童家長的溝通。最後，應該致力提升共融文化以達至融合
教育的目標。

特殊需要信託

2019年1月16日「特殊需要信託」服務簡介會

執委劉慧儀女士出席社會福利署舉辦首場「特殊需要信託」服務簡介會，內容

包括：服務運作、法律框架及安排、參與的準備、照顧者及機構照顧者等，  
當日出席家長有以下關注：

1.  信託費用：社署建議計算管理費及行政開支成本在內，每個信託戶口將收取 
港幣$ 2 1 , 0 0 0年費，最後金額仍待政府內部敲定。有家長認為管理費費用 
過高，政府應承擔有關費用，使家長交付的信託金額能直接受惠於受託子女。

2.  最低注資金額：社署建議委託人在開立信託戶口時需把一筆指定金額轉賬給 
受託人（即「首次注資」），「首次注資」金額不少於持續執行照顧計劃12
個月的預計開支，再加上當時首年信託費，每月預計開支須不少於監護委員會訂定

的每月生活開支。有家長認為受託子女各有不同需要，應盡量降低最低注資金額， 
讓更多家長可參與信託服務。

3.  啟動戶口：社署建議當受託人收到委託人
已離世的通知，受託人才可啟動戶口。有

家長關注如何確保受託人獲得通知，另有

家長提出若委託人身體或認知能力轉弱時，

可否考慮啟動戶口。會上各家長亦提出其他

運作細節，需待社署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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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4日 約見社署助理署長討論「特殊需要信託」安排

主席何詠霜女士與其他家長

組織代表約見社署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社會科）郭志良

先生，討論「特殊需要信託」

安排。家長代表要求社署再

檢討申請人條件、信託管理

費用、信託基金的管理及 
投資透明度、啟動信託生效準則、信託機構的角色和監管等，以建立家長和公眾

對「特殊需要信託」的信心。社署表示會考慮家長組織意見，並於會後再個別 
約見家長組織。

2019年4月30日 與社署「特殊需要信託」專責官員會面

本會主席何詠霜女士、曾穎恩女士、鄧國強先生、陳鳳珊女士及劉玉輝女士， 
出席與社會福利署「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代表：高級社會工作主任曾鳳儀姑娘

及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蔡秀鈺姑娘的會面。曾姑娘詳細講解「特殊需要信託」流程

及運作後，本會表達了以下意見：

1.  增加投資的透明度，讓公眾了解信託內的現金作投資的風險，並提供不參加 
投資的選擇。

2.  政府應承擔更多管理費用，以支持有需要人士，並增加收費用途、基金運作 
收益、監管制度等的透明度。

3.  應考慮讓委託人或受益人於參加信託後可選擇中途退出服務。

*  （成立「特殊需要信託」是讓有特殊需要人士的家長／家屬（委託人）為其缺乏自我 
照顧能力的子女／親人（受益人），透過由社會福利署（社署）署長法團擔任受託人，
以信託形式管理其財產，讓他們在世時為其子女／親人擬備的長遠照顧計劃，得以 
在其離世後由其指定的個人或機構照顧者負責執行。詳情可瀏覽社署網頁：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s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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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策關注及倡導工作

2018年5月31日 警務處「處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分享會

主席何詠霜女士及副主席 
黎永強先生，聯同家長組織 
代表，出席由警務處舉辦之

「處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人士」分享會，會上警方 
代表簡介其執行措施情況和

成效，並就提升內部培訓與

家長交流意見。

家長組織座談會

本會積極參與家長組織座談會，並分別於2018年
6月14日、9月11日、12月6日及2019年3月12日
出席「座談會」。曾討論和關注議題包括：整筆

過撥款津助制度檢討、香港康復計劃方案、院舍

條例修訂、智障人士老齡化改善方案、無障牙科

服務、特殊需要信託、盲人工廠搬遷等。本會亦

參與聯署遞交「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建議書。

*  （家長組織座談會（簡稱「座談會」）乃由16個智障及肢體弱能人士的家長會於1996年
自發凝聚（現存15個）。座談會每季定期召開會議，旨在關注弱能子女的需要及權益，
並為他們的福祉作出倡導。座談會亦不時就弱能人士相關的服務及政策提出討論，並向
有關當局或部門作出回應。）

2018年10月22日 回應2018施政報告

主席何詠霜女士、執委鄧筱芝女士和黎凱棋女士到立法會與張超雄議員和其他推動

特殊教育政策的團體，一同就2018-19施政報告內融合教育政策內容商議如何回應。
雖然與會者都欣喜政府加大學習支援津貼金額，但就學校如何運用有關金額，真正

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仍感到擔憂。與會者表示學校在推動融合教育上誘因 
不足，且監管成效上亦未如理想，建議就融合教育作專項督學。另外，有團體亦 
建議新增的教師應具備相關培訓及在職務上應承擔學生支援小組的工作。本會執委

亦在會上表達，部分積極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之學校，卻因收生不足以致 
未能繼續營辦。另外，施政報告亦未能回應現時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人手不足

的情況。本會亦反映政府應為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提供辦公場地，或以合理市值租金

讓各服務隊租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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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4日 行政長官傷健共融高峰會

主席何詠霜女士於政府總部出席首次「行政長官傷健共融高峰會」。參加者來自

社會不同界別團體和殘疾人士組織。

大會開始先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詞簡述政府康復政策和施政報告中的康復服務和

措施。然後是專題講座：「構建共融社會」，分別

由殘疾運動員、展能藝術家、殘疾公務員分享如何

融入社會和工作；政府、企業和社會人士如何接納 
支援殘疾人士；而微軟公司代表則分享資訊科技 
發展如何改善殘疾人士生活和工作。專題講座和 
小休後是互動環節，由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和教育局副局長回應與會者提問。

主席何詠霜女士獲大會抽籤抽中提問，何女士表達欣賞政府推出「到校學前康復 
服務」支援幼稚園有特殊需要學童，但建議參考「幼兒園兼收弱能兒童計劃」 
增設融合老師，專責跟進有特殊需要學童和到校服務隊的訓練，以至能更全面支援 

學童。另在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的運用上，應 
包含學前有特殊需要兒童的發展機會。

教育局副局長回應，現時主力提升全體幼稚園老

師對有特殊需要學童的認識，並不會參考中小學模

式提供融合教育統籌主任。本會會透過不同途徑讓 
教育局多了解兩者分別和作用。

如想了解最新的資訊，可閱覽電子版智愛通訊，詳情請瀏覽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智愛家長會網頁。

2018年11月13日 社會福利署元朗區康復協調委員會會議

執委陳鳳珊女士出席社會福利署元朗區康復協調委員會會議，就施政報告中康復

服務提出建議，包括：在幼稚園增設融合老師跟進有特殊需要學童和配合「到校

學前康復服務」之訓練計劃；讓年滿六歲而未入讀小學的特殊需要兒童延續學前

康復服務；為升讀小一有特殊需要學童提供過渡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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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關注及倡導工作▓



2019年1月24日 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交流會

主席何詠霜女士與其他家長組織代表出席由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舉辦之交流會，

會議由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社區關係）余鎧均女士主持，內容主要包括： 
如何促進警務人員了解有特殊需要人士的特性，警察公共關係科與各家長組織的 
溝通合作途徑。會上警察公共關係科八鄉少訊中心警司鍾健揚先生亦介紹八鄉少訊

中心的未來發展，並收集家長對設施和活動的意見。警察公共關係科未來會探訪 
相關康復機構及家長組織。

2019年1月15日「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第二輪業界諮詢會

主席何詠霜女士、副主席黎永強先生及執委陳鳳珊女士出席社會福利署舉辦的

「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第二輪業界諮詢會。這次諮詢會就兩個檢討範疇

收集意見：（1）透明度和公眾參與；（2）溝通及持份者的參與。
當日出席者有資助機構代表、服務使用者和其他人士。對於「透明度和公眾 
參與」方面，機構代表大致對披露機構最高三層管理人員薪酬有保留，也質疑其目

的和意義，認為有關安排只會引起外界誤解。至於公開常設職位編制和薪酬架構 
等資料，部份機構代表認為屬各機構因應各自情況訂定的人力資源政策，不適

宜公開，擔心外界只作片面比較，也擔心會影響機構聘任人才的競爭力和員工 
士氣。對於「溝通及持份者的參與」方面，機構 
代表大致認為現時「服務質素標準」已有既定機制

讓持份者表達意見和參與；另對他們參與機構管理

層決策存在保留，因涉及機構內部運作管理和機構

發展。至於服務使用者則大致期望資助機構能提升

透明度及增加參與渠道。

有關「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專責小組」資料

可瀏覽社署網頁：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ngo/page_task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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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關注及倡導工作▓



本會希望透過IAP家長大使計劃，培訓一群熱心的義工家長，牽引他們善用個人的
經驗和力量，讓老師及社區人士明白如何與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長建立關係及作出

支持；並以同路人身份，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的家長們締造希望，鼓勵他們表達 
需要和困境，以燃起社區對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有更大關注，並作出相關配套。

IAP家長大使計劃於2019年3月9日在本處總部舉行培訓，共14位家長大使出席， 
各家長大使積極分享個人經驗、互相交流，在討論中碰撞出新鮮意念，為求向 
學校及社區傳遞訊息，讓各界人士更了解有特殊需要兒童家庭的需要，互助互勉。 
培訓後家長會更邀請和安排各家長大使於本處「心橋融合教育服務」舉辦之教師 
培訓中分享。

4月10日家長大使Sally
接力繼續向教師們訴說 
自己的動人故事，讓大

家靜心傾聽，在教師的 
心中種下一顆家校合作

的種子。

4月6日家長大使Victor率先出席，分享家長與教師之間的溝通，尤其 
軟性的溝通手法以幫助孩子適應學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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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P家長大使計劃▓



5月4日家長大使Eunice分享與培訓主題「情緒社交」相關的經驗，並 
配合教育心理學家詳細講解、及後的呼應和補充，教師已清晰地接收到 
家校合作之重要性。

5月20日家長大使陳太
向2 2位教師分享自己從
得知小朋友有特殊需要，

到轉讀特殊中心，直至 
即將回到主流幼稚園就讀

的心路歷程。

四場教師培訓分享共有近1 0 0位教師出席。 I A P家長大使將會繼續積極於社區 
分享，讓各界更明白如何與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長建立關係及作出支持，相信 
未來社區對有特殊需要兒童將有更大的關注。

何謂IAP
Insti l l  Hope (I)締造希望：以謙卑的服侍，與各界攜手，為不同群體，尤其是弱勢社群的 

獨特需要及困境，提供多元化、具成效的專業服務。

Advocate Justice (A)倡導公義：成為時代的清音，與市民並肩參社會政策的釐定及改革， 

促使社會更趨公平、公正、可持續及均衡發展。

Promote Harmony (P)牽引共融：作為和平的使者，促進不同群體的接觸及了解，消除 

隔閡，一起營造互相關懷及多元融和的生活環境。

*IAP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使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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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P家長大使計劃▓



2018年11月18日 智愛展藝繽紛營

由Arconic International (Asia) Limited贊助之「智愛展藝繽紛營」活動假香港青年
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順利舉行。活動共200多人出席。

當日天朗氣清，營地環境優美，家長可以悠閒地享受一個週日

假期。上午活動除親子遊戲外，更有Arconic的義工表演轉碟
雜耍。義工事前經過練習和綵排，當日出場已吸引小朋友和 
家長。Arconic義工表演後，更與兒童和家長試玩。大家都很
開心和很有滿足感！之後大會更安排了內容豐富的展藝活動，

包括：魔術教室、舞蹈教室、雜技教室、環保樂器製作，另有

Arconic手工藝攤位和小小電影院。其中魔術教室有義工表演
魔術和教導小朋友玩簡單魔術玩意，小朋友成為小魔術師都很興奮！家長又讚賞

Arconic義工預備的小手工簡單易做，義工又很有耐性教導小朋友。
午餐後，大會安排家庭快相、吹泡泡、扭氣球、彩虹傘活動。之後各中心進行才藝

表演和環保樂器大合奏。大家欣賞到小朋友豐富的想像力、創意無限，又全情投入

地參與。最後由Arconic總監及智愛主席頒發獎牌和禮物給予每位小朋友，又臨時 
加插大抽獎。人人有份，大人細路都非常興奮開心！

2018年11月25日 警‧智八鄉少訊中心交流日

本會及多個家長組織獲警察公共關係科與家庭衝突

及性暴力政策組邀請，於2018年11月25日到訪位於
元朗的八鄉少訊中心。

當日，少訊中心安排了非常豐富的節目，如：警察

制服攝影、充氣攀登、指紋鑑證工作坊、地壺球和

騎馬樂，參加者都非常投入開心。助理處長（支援）

林曉彤女士亦與我們交流，讓警隊對有特殊需要兒童有更深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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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動▓



2019年4月7日 親子樂逍遙日營暨第36屆週年大會

親子樂逍遙日營暨第36屆週年大會已於2019年4月7日在鯉魚門公園渡假村順利舉行，
當日共有240多位兒童及家長出席。上午先進行週年大會和家長活動，小朋友則由 
職員和義工照顧和帶領活動。今年週年大會除報告會務和通過新一屆執委委員外， 
亦頒發「IAP家長大使」證書給14位完成培訓的家長。週年大會後，家長們進行「重拾
童真」活動，再體驗遊戲的樂趣，並抒緩輕鬆一下。家長參與遊戲時非常投入認真，

展現真我。午餐後，大家自由享用營地設施，大會亦安排活動讓小朋友和家長參加，

大家都享受愉快的親子時光，逍遙渡過一個快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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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動▓



2019年1月12日 爸媽快樂假期(一)
《由摩理臣山兒童發展中心和環翠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合辦》

家長遊覽南丫島，透過靜觀體驗，調節個人緊張的步伐，靜心欣賞身邊的事物及

緩和平日緊張的心情，一同享受慢活的樂趣。同日，也為兒童安排精彩豐富的 
託管活動，一同參觀立法會及海事博物館。

2019年2月17日 爸媽快樂假期(二)
《由摩理臣山兒童發展中心和環翠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再次合辦》

家長透過夫婦瑜珈及拼貼藝術體驗，聆聽伴侶的需要， 
重新發現關係中互相磨合的步伐，更增進夫婦間的 
親密感。同日，更為兒童安排精彩豐富的託管活動，一起

參觀港鐵展廊及港鐵安全體驗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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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活動▓



環翠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2018年8月5日 大手牽小手
2018年5月25日至6月22日 緩步跑—建造孩童大腦
2018年9月至10月 沙說（與利民會合辦）
2019年2月24日 綠油油樂悠悠

沙說（與利民會合辦）

大手牽小手

緩步跑—建造孩童大腦

綠油油樂悠悠

元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2018年7月10日至8月10日 「小一加油站」家長工作坊
2018年12月9日 聖誕親子樂悠遊

「小一加油站」家長工作坊

聖誕親子樂悠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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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心活動▓



葵興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2018年10月28日 樂遊南丫島
2018年12月15日 耆樂共融在社區
2019年2月24日 方舟樂悠遊

彩雲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2018年11月28日 至愛秋季入廚樂
2018年12月9日 彩雲爸媽快樂假期
2019年2月10日 小型網球同樂日
2019年3月24日 花展繽紛親子日
2019年3月31日 親子方舟暢遊

方舟樂悠遊

至愛秋季入廚樂

彩雲爸媽快樂假期 小型網球同樂日

花展繽紛親子日

親子方舟暢遊

樂遊南丫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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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心活動▓



屯門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2018年6月23日 愛心義工「屯」隊2018
2018年12月20日 親子聖誕甜品製作
2018年9月21日 中秋團圓家長組

親子聖誕甜品製作

中秋團圓家長組愛心義工「屯」隊2018

祥華幼兒中心

2018年7月31日 親子影院
2018年8月7日 夏日親子暢遊樂
2018年11月11日 秋日樂悠悠
2018年12月20日 聖誕慶祝會

聖誕慶祝會

夏日親子暢遊樂

秋日樂悠悠
親子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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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心活動▓



摩利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樂活爸媽谷
2018年7月7日 卡通叉燒包製作
2018年9月21日 愛心冰皮製作
2018年12月7日 冬日天然潤唇膏工作坊
2019年1月19日 平心靜畫工作坊
智愛家庭旅行
2018年12月9日 冬日親子樂悠遊
2019年3月3日 親子方舟樂悠遊
社區活動
2018年12月15日 長幼共融迎聖誕
2019年2月23日 灣仔區友愛同行‧共融社區體驗日
2019年3月3日 2019全城有機日

長幼共融迎聖誕2019全城有機日

冬日親子樂悠遊

平心靜畫工作坊 灣仔區友愛同行‧共融社區體驗日

親子方舟樂悠遊

冬日天然潤唇膏工作坊

愛心冰皮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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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心活動▓



2019-2020年度新執委
My name is Adeline Heng. With my mere experience, I hope I could 
assist and reach out to those parents who are in doubt with their 
children. Hope I could ease the parents’ emotions by sharing my own 
experience, educate them to think positive because everyone is born 
differently and different is what makes us unique.
意譯：我是邢詠慧，希望藉著自己親身經歷，協助為有發展障礙子女而困
擾的家長，分享和舒緩家長情緒，使家長能積極培育子女成長，因每個孩
子是不同和獨特的。

元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邢詠慧女士

IAP家長大使計劃容許我用自身經歷，讓老師和社區人士明白特殊兒童及家長的需要。 
我認為此理念很好，於是就參加了。在培訓中，各家長義工分享已經非常豐富，感受有 
同路人明白支持。有幸在一次老師培訓中分享女兒約兩歲時在識別有特殊需要時不知 
所措，幸得到一位導師的提醒，才可以及早得到評估；亦分享在幼稚園中遇到有愛心的 
老師，在課堂座位和同學相處上有悉心安排，令女兒有一個愉快的幼稚園生活，真的很 
感謝老師的付出。盼特殊兒童需要更被關注。

IAP家長大使
Eunice Lau

自從兒子在兩歲半被醫院評估為自閉症譜系及言
語遲緩，當時兒子的訓練大部份都落在外傭姐姐
及媽媽身上。

突然，印傭姐姐的辭工，加上太太當時身體 
有點不適，我需要挑起家裏的大部分工作， 
兒子的訓練也需要一力承擔。

本來以為教導兒子訓練很簡單，經過多個月的一
同學習及訓練，卻令我覺得很挫折及困擾，例
如：課堂上的頑固行為令我手足無措。於是我不
斷看有關如何與自閉症小孩相處的書籍、影片，
也參加了中心舉辦的知行易徑等課程，令自己可
以能夠與兒子融洽相處，關係也變得親密。

我希望通過智愛家長會 IAP家長大使計劃中個人
經歷的分享，讓爸爸們可以站出來，而且不要小
看自己的能力及責任，可以成為一個有耐性及溫
和的爸爸。

另一方面，我覺得自閉症不再是少數小孩的 
問題，我們應該讓更多人知道孩子的特點及 
如何與他們建立關係，希望我的分享能成為 
一種推動力，令社會人士多了解自閉症，不要再
用歧視的目光看他們的一言一行。

IAP家長大使
Victor Kwan

我的孩子是自閉症譜系，起初入讀
主流幼稚園時，經常收到老師的 
電話，向我表達孩子在校的情況，
提醒我要為孩子做節目預告。

老師與我透過緊密的家校溝通，又 
非常耐心講解特殊幼兒中心的服務 
如何更能適切地幫助我兒子，又安慰
和鼓勵我，讓我更加明白孩子是獨特
的，他應該有自己的人生和計劃， 
家長為他找到一個合適的學習地方才
可以令他發光發亮。

入讀特殊幼兒中心之後，我覺得很 
適合我孩子的學習情況，因為特殊位
課程是順應他的弱點及需要所設計，
我明白到孩子有自己的人生，如能
在（黃金期）改善他現在的弱點及 
限制，他人生道路會行得較為穩定、
舒服。透過與老師和治療師的合作，
孩子進步許多。我會準備於下一年讓
孩子重讀主流幼稚園，裝備日後入讀
主流小學。

IAP家長大使
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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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執委介紹▓

▓IAP家長大使心聲▓



2018-19年度捐款人士／機構

Arconic International (Asia) Limited

升日汽車有限公司

黃廸朗 莊麗琴 羅少強

胡源宗 温淑芬 藩潔怡

Sri Rahaju

**KidsKiss Kingdom主題餐廳免費提供場地及膳食

2018-19年度義工服務人士／團體

Arconic International (Asia) Limited

Strategic CSR Network Limited

國泰航空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士學生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學生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社會工作高級文憑學生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學生

吳洪萍 黃嘉瑛 嚴健恒 郭啟晉

黃嘉莉 李珈澄 陳翊翠 張淑凱

李卓蘭 許靜恩 張芷穎 湯子漫

李曉鵬 余悅飛 羅浩賢 唐愫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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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名單▓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智愛家長會
入會／續會登記表

受訓／畢業兒童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男 □女

地  址：                                

聯絡電話：                                

電  郵：                                

家庭成員資料（方便本會日後活動報名之核查）：

姓名 年齡 與上述兒童關係

1

2

3

4

5

會員類別：□基本會員  □贊助會員  □永久會員

所屬區域：□彩雲 □環翠 □屯門 □元朗 □葵興 □祥華 □摩理臣山 □心橋

繳交會費： □一年會籍 (50元)  □三年會籍 (100元) 

□現金 

□支票「抬頭：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銀行：       號碼：       

□轉賑： 匯豐銀行：181-4-003883／東亞銀行：015-523-10400062-7（需提交收據）

*上述資料只供本會用作會員記錄、活動登記及聯絡之用

**接收本會活動資訊方法：□whatsapp  □電郵  □郵寄

備註：

基本會員：現正接受或曾經接受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兒童復康服務」的家庭

贊助會員：凡育有特殊需要兒童（申請入會時就讀小學或年齡在12歲以下）的家庭

永久會員： 凡於1997年5月前已入會並已連續十年成為會員者 

（永久會員不用繳交會費，但需交回表格登記續會）

《歡迎捐獻支持會務》

（供記錄用）

收到會費日期：           收據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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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續會登記表▓



總辦事處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33號4樓

 2731 6375

 2724 3593

 crs@hkcs.org

祥華幼兒中心

 新界粉嶺祥華邨祥智樓A翼地下

 2676 2020

 2676 7673

 cwsccc@hkcs.org

屯門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
201號二樓

 2451 6738

 2440 8600

 tmeetc@hkcs.org

心橋融合教育服務

 新界天水圍天恆邨恆翠樓
地下D翼1室及2室

 2146 3633

 2146 3631

 biep1@hkcs.org

彩雲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九龍彩雲邨彩鳳徑38號
彩雲社區中心地下

 2796 2722

 2796 2790

 cweetc@hkcs.org

摩理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2號
鄧肇堅醫院社區日間醫療中心1字樓

 3553 3638

 2470 1760

 mcdc@hkcs.org

元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207-210號

 2473 2989

 2442 4761

 yleetc@hkcs.org

心橋兒童發展計劃

 九龍觀塘翠屏道17號觀塘社區中心2樓

 3758 2703

 3758 2660

 pbridge@hkcs.org

環翠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香港柴灣環翠邨福翠樓102-107號

 2898 9505

 2889 7165

 wteetc@hkcs.org

地區言語治療服務隊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201號

 2470 1738

 2470 1760

 dstt@hkcs.org

葵興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新界葵涌葵興邨興福樓地下

 2423 1822

 2423 1838

 kheetc@hkcs.org

匯愛家長資源中心（觀塘）

 九龍觀塘翠屏道17號觀塘社區中心2樓

 6289 3084

 3758 2660

 prckt@hk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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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