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特別設計的小組及群體活

動，提升學童的社交溝通技巧，

擴闊個人興趣及思維 

 

 

 

 
 透過俱樂部形式，提供一個

自由輕鬆的學習環境 

 於活動中靈活運用教導自閉

症學童的方法和策略 

 
 

 

 

 於普通小學就讀的自閉症學童 

 能適應小組活動 

 能與組員融洽相處 
 

 

 

 

 

 

      
 
 

 
 
 

       
   
 
 
 
 

 
 

 

 

 
 
 
 

 

      

 

 
 
 
 
 
 
 

 

 

服務目的 

互動之城 

服務特色 

服務對象 

活動地點： 

(沿港鐵站A出口經樂富中心行10分鐘) 

聯絡我們 

查詢電話:2530 6555              傳真號碼:2252 3678 

郵寄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651 號科匯中心 8 樓 6 室  

電郵: phoebe_cky@sahk1963.org.hk 

聯絡人：項目經理 陳君怡姑娘  

 

本計劃由香港公益金資助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Community Chest  

互動之城 
自閉症學童社交俱樂部 

 

第九期（2016年 6月至 8 月) 

各位家長及同學： 
 
大家好! 第九期的「互動之城」現正接受
報名。 
想認識新朋友、學玩更多遊戲、體驗多元
化的團體活動的你，又怎能錯過互動之城
的活動﹖有興趣就儘快報名參加，萬勿錯
過! 
期待見到你們！ 

互動之城  啟 
 

 



 

 
 

 
 

互動之城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 

60 分鐘 專題小組 

15 分鐘 小休（加油站 + 互動時間） 

45 分鐘 開放活動 

(開放活動包括：1.科學實驗 2.自製小玩意 3.Board 

Game 樂一番 4.遊戲掌門人) 

 
 
 

1. 初小組 (就讀升小一至升小二的學童) 

專題小組介紹 

課程 A組:溝通商量小兵團 C組: 情緒社交特攻隊 

目標 提升學童與他人建立社交關係之意

識，學習基本社交溝通技能、與他

人進行討論以及互相協調之能力之

餘，亦協助他們增加對情緒的認

識，從而達到增強社交能力。 

教導學童基本的社交溝通技巧，如：

共同專注、輪流、理解身體語言及表

情以及情緒管理、調節能力，從而有

效擴展朋輩圈子。 

人數 6-7人 6-7 人 

日期 2016年 7月 8日、7 月 11日、 

7月 15 日、7月 18日、8月 5日、 

8月 8日、8月 12日、8月 15日 

(星期一、五; 共八節) 

2016年 6 月 27日、7月 4日、 

7月 11日、7月 18日、8月 5日(五)、 

8月 8日、8月 15日、8月 22日 

(星期一; 共八節) 

時間 上午 10:45-下午 12:45 (兩小時) 下午 2:30-下午 4:30 (兩小時) 

地點 懷熙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九龍樂富橫頭磡邨宏興樓地下 101至 106號) 

 

2. 中小組 (就讀升小三至升小四的學童)   

課程 B組: 靈活解難掌門人 

目標 透過引導學童理解社交的常規，以輕鬆有趣的方法學習社交技巧，

並學習觀察群體間的相處方法，包括理解他人感受及想法、處理衝

突技巧等，從而讓學童提升解難能力，以及學習靈活調節社交行為。 

人數 6-7人  

日期 2016 年 7月 11日、7月 15日、7月 18日、7 月 22日、7 月 25 日、

7月 29日、8月 1日、8月 5日 

(星期一、五; 共八節) 

時間 上午 10:45-下午 12:45 (兩小時) 

地點 懷熙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九龍樂富橫頭磡邨宏興樓地下 101至 106號) 

3. 高小組 (就讀升小五至升中一的學童) 

課程 D組: 團體合作達人 

目標 透過多種活動及遊戲，讓學童學習不同的社交及合作技巧，包括開

放討論，共同協商方案，以及學習分工等，以正確方法及態度與人

共商解決困難之方法，從而提升解難能力學習應付，並且增強學童

與人溝通及合作之能力。 

人數 6-7人  

日期 2016 年 7月 8日、7月 15日、7月 22日、7月 25日(一)、 

7月 29日、8月 5日、8月 12日、8月 19日 

(星期五; 共八節) 

時間 下午 2:30-下午 4:30 (兩小時) 

地點 懷熙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九龍樂富橫頭磡邨宏興樓地下 101至 106號) 



香港耀能協會 -「互動之城」 

報 名 方 法 及 須 知  

1 .   收生程序： 

1.1 小組將以下列條件作收生準則： 

  持自閉症或亞氏保加症評估報告；  能適應小組活動 

  就讀普通小學；  能與組員融洽相處 

 1.2 不設口頭報名，一切以收到報名表為準。 

 1.3 本會專業團隊會以學童的需要、能力、級別作為入選的考慮，甄選結

果將以電話形式於 2016年 5月 12日通知。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2 .   報名程序： 

 2.1 繳交文件： 

 □ 報名表格 (見右頁) □ 已簽署之家長須知 

 □ 評估報告副本(新參加者適用) □ 一張近照(新參加者適用) 

 □ 學童生活習慣資料 

 ** 請交齊文件，免延誤取錄程序。 

 2.2 

 

 2.3 

填報名表郵寄報名表及評估報告等候通知交費用 

家長請於2016年5月10日或前將報名表格及有關文件寄回北角英皇

道651號科匯中心8樓6室 。(收到取錄通知後才繳交費用) 

   

3 .    交費程序： 

 3.1 入選者請於收到入選通知後一星期內，郵寄劃線支票 (全額 $800)

到上述地址繳交活動費用，否則作放棄名額處理。 

 3.2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耀能協會」或「SAHK」 

 3.3 只接受劃線支票，不接受現金或期票。 

 3.4 交款後將不設退款 

    3.5 基於個人私隱，不入選者的評估報告只會保留一個月，一個月後本會

將會銷毀有關文件。 

  

報名表格 

(A) 專題課程                   *專業團隊會按學童需要建議一項專題課程 

如報初小組請於所選的專題活動填寫數字1-2 (1為優先選擇；2為最後選擇) 

 A組:溝通商量小兵團  

(初小，上午10:45-下午12:45) 

 B組: 靈活解難掌門人 

(中小，上午10:45-下午12:45) 

 C組:情緒社交特攻隊 

  (初小，下午2:30-下午4:30) 

 D組: 團體合作達人  
 
(高小，下午2:30-下午4:30) 

(B) 學童資料 

  

學童姓名︰            (中文)               (英文) 年齡︰       

相片 

性別：       出生日期(年/月/日)：            家長姓名︰              

就讀學校：                               年級：         

聯絡電話︰ (1)                (2)                (3)                  

地址 (中文)︰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往有否參加過本會舉辦的互動之城？ □有,已參加_____ 期   □否 
(C) 學童評估資料 

1. 學童是否已接受醫生/心理學家的評估？ □ 已評估 □現正等候評估 □未安排評估 

如已評估結果是︰□亞氏保加症 □自閉症/自閉症徵狀或傾向 □懷疑亞氏保加症或自閉症 

2. 學童曾否接受智能評估？ □有  □ 沒有 

    如有，智能程度是：□ 中上至優異   □ 中等   □ 中下至有限   □ 智障 

3. 學童有沒有其他特殊需要?  □ 沒有   □ 有：請註明：                       

(D) 聲明 

本人明白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報名及有關服務相關事宜，並 

 願意繼續接收協會的服務資訊。 

 不願意繼續接收協會的服務資訊。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申請者有權查詢、更改其個人資料或不欲接收本會資訊。 

申請者如欲更改個人資料，請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並電郵至 phoebe_cky @sahk1963.org.hk  

本人亦 *願意/ 不願意將報名者在小組進行期間所拍攝的相片及影片，用作 貴會日後宣傳及
教學之用。 

家長姓名/簽署：               (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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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生活習慣資料 (請家長必須填寫) 

（一）飲食習慣： 

產生敏感的食物： 

(A)                   可引致反應：                 

(B)                   可引致反應：                 

（二）感官反應： 

學童對以下感官刺激有否不安／敏感的情況： 

□ 聲音 (請註明：        ) 觸覺 (請註明：         ) 

□ 其他情況 (請註明：             ) 

（三） 情緒反應： 

a) 專注力:  □不足   □一般   □良好  

b) 在活動中能否安坐？ □能夠   □不能夠  

c) 懼怕的事情/ 人物/ 物品：                                                          

d) 若孩子發脾氣，表現模式：                                                 

e) 通常發脾氣的原因：                                                       

f) 試過有效平伏情緒的方法：                                                 

（四）管教模式： 

a) 以往曾否試用積分計劃的獎勵方式(儲一定數目的蓋印，然後換禮物)？ 

□  是 (請註明效果：                                  ) □ 否 

b) 有沒有嘗試過其他管教方法?                                        

（五） 其他： 

a) 特別的興趣：                                                        

b) 特別喜愛的玩具或卡通人物：                                          

c) 有沒有參加過小組活動? 

□  有 (請寫出孩子在小組的表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沒有 

d) 與朋輩相處的表現：                                                

e) 其他需特別留意之處(如行為、情緒等等)：                            

f) 家長期望孩子改善的地方：                                          

香港耀能協會 -「互動之城」 

家長須知 

一 )出席小組注意事項  

1.  請依指定時間，準時帶同學童前來中心，讓學童能參與完整

的訓練活動。  

2.  家長在活動期間無須陪同學童參與。  

3.  若因個別事故 (包括病假或退出 )未能出席活動者，請儘早致

電通知中心職員。本中心不會安排順延課堂或退款。  

4.  如中心因特殊理由而將活動延期或取消（如：導師生病或中

心緊急維修等），本會將會另約時間安排補課。若參加者未

能出席補課，則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二 )家長或學童若有傳染疾病，須暫停小組訓練，直至完全康復。 

三 )惡劣天氣安排  

  若天文台懸掛一號、三號風球或黃色暴雨警告，小組將照常  

舉行。若在活動前兩小時內遇上惡劣天氣，即天文台懸掛八

號或以上風球、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時，活動將因天氣惡劣

情況取消，並不設補堂。  

四) 其他事項 

1. 為提高家長了解中心活動之訓練目標及學童在活動中的表

現，請家長緊密跟進學童之手冊。如家長對學童學習問題有

任何意見，亦歡迎與有關導師保持緊密溝通。  

2.  所有訓練室及治療室，若沒有工作員在場的情況下，家長及  

學童均不可使用室內設施。由傭人陪同學童前往中心之學

童，亦請家長向傭人說明上述安全措施。  

3.  逗留中心期間，請家長自行看顧個人物品。為配合活動需

要，請家長為學童準備以下物資：水壺、小食。亦請將學

童個人物品寫上姓名，以資識別。  

本人明白及遵守上述各項家長須知。 

 

學童姓名：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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