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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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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踏入2020年9月是我認識智愛家長會第十個年頭，剛好今年我代表「智愛」參加了香港
復康會的「網上同行故事館」，當中有22位病患者說出自己及參與病人自助組織的故事。
藉此，我也可以回憶一下這十年來我在「智愛」的生活。在2012年5月29日就是「智愛」
首次參與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並在會上發聲，而我第一次在立法會發聲是在2013
年5月27日，當日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會議，主要提議有以下
幾點：

1. 需提供及早評估

2. 加強學校支援
  • 加強一般教師特殊教育課程及駐校社工的培訓
  • 加強校本的專業人員支援
  • 設立專責統籌融合教育主任
  • 為每個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訂立個別學習計劃
  • 強化教育局的監管角色

3. 加強服務機構間的協作

4. 家長需在融合教育政策中有更積極的角色

5. 加強公眾教育

6. 加強校內關愛的氣氛

大家可以看見以上是「智愛」7年前的意見，對比現今已是進步了不少，但仍有不足的 
地方，我們要繼續努力為孩子發聲。

今年實在不易渡過，這個新冠狀病毒病(COVID-19)令大家停工及停課，但時間是不會停，
孩子在學前的黃金治療期一秒也不能停，我真的好感謝中心各位老師、治療師、社工及 
家長，令在家的孩子可以得到適切的支援。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馬書12:12）

  祝願各位平平安安，健康常樂！

主席　　　
何詠霜女士

♥ 主席的話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智愛家長會
（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結餘( A )： 161,175.09

本年度收入( B )： 本年度支出( C )：
會員費 12,525.00 活動 75,644.60
活動收費 54,115.00 印刷及文具 8,105.00
捐款 1,020.00 郵費 1,637.00
社署防疫津貼* 11,000.00 雜項 1,075.26

購買防疫用品 5,000.00
78,660.00 91,461.86

2020年3月31日結存( A )+( B )-( C )： 148,373.23
（*社署防疫津貼第一期$5000於2月發放，第二期$6000於3月發放）

♥ 財政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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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 
捐款人士／機構

Arconic International (Asia) Limited

許駿樂

莊汶殷

劉玉珍

葉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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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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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韻倫女士

摩理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屯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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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輯
劉慧儀女士

黃凱琳女士

葵興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元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新委員）

文 書
黎凱棋女士

鄧筱芝女士

環翠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葵興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教 育
吳詠詩女士

陳銀香女士

彩雲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葵興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新委員）

康 樂

曾穎恩女士

邢詠慧女士

廖婉婷女士

黃翠詩女士

彩雲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元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祥華幼兒中心（新委員）

祥華幼兒中心（新委員）

2019-2020年度 
義工服務人士／團體

Arconic International (Asia) Limited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北角樂Teen會青年義工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學生

♥ 執委會架構 ♥

♥ 鳴謝名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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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2020年6月勞工及福利局公布檢討報告，正式命名為「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
本會於2019年曾出席「制訂建議」及「建立共識」階段專題研討會及諮詢會， 
包括：

•  本會副主席劉慧儀女士及執委黎凱棋女士、黃韻倫女士、鄧筱芝女士分別於
2019年5日15日和5月24日出席「制訂建議」階段專題研討會，並於會上提出 
意見，包括：

 1. 殘疾人士定義及未來康復服務的需求推算模式；

 2. 照顧者及殘疾人士社區支援服務的提升。

♥ 政策關注及倡導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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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關注及倡導工作 ♥
檢討進入第三階段「建立共識」時，顧問團於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間舉行
多場公眾諮詢會和專題研討會。

•  本會主席何詠霜女士於 2 0 1 9年 1 2月 1 6日出席了「建立共識階段」專題 
研討會—特殊需要，主席於會上發言包括：

 (1) 要求「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增設駐校支援老師，以跟進

服務隊為有特殊需要學童的

訓練；

 (2) 增加資源人手以縮短「兒童
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輪候 
評估的時間；

 (3) 加強監管小學為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支援服務的質素及

提高相關資訊的透明度。

•  另外，執委黃韻倫女士亦於2 0 2 0年1月1 6日出席了公眾諮詢會，並於會上 
發言，包括：

 (1)為年滿六歲而未升小學的有特殊需要兒童延續學前康復服務；

 (2)優化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的安排；

 (3)如何提升「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角色和相關資訊的透明度。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亦於2020年1月14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香港康復計劃 
方案」，本會委派社工旁聽及提交意見書，詳見智愛家長會面書：

https://www.facebook.com/chihaiparentasso

最後本會亦整理不同階段的意見向研究顧問團遞交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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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會議

▌ 2019年5月3日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

執委黎凱棋女士及劉玉輝女士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

委員會會議了解有關議員提出之「特殊教育需要 
條例草案」。大部份出席議員都支持立法，以保障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得到適切支援，而教育局則

表明不支持，最後委員會通過四條議案，包括：

1.  為改善融合教育的津貼及支援措施，促請教育局重新諮詢學校各持份者，並 
設法為新的學習支援津貼 ( L S G )措施下而被削減編制或資源的學校提供改善 
方案，確保學校在原有編制不減的基礎下，加強對學生的支援。

2.   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就特殊教育研究立法，令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政策能夠在 
有法定權力的情況下長遠地推行。

3.  促請政府當局盡快成立特殊教育需要事宜委員會。

4.  促請教育局在2024年前把接受基本特殊教育需要培訓的教師比例由30-40%逐步
增加至100%。

▌ 2019年5月28日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與教育事務委員會聯合會議

副主席劉慧儀女士與執委鄧筱芝女士、曾穎恩女士於5月 
28日出席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與教育事務委員會聯合
會議「為長者、殘疾人士及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言語 
治療服務」，並由鄧筱芝女士 
代表本會發言，要求政府：

1. 長遠規劃言語治療師人力；

2. 改善言語治療師人手編制；

3. 設立言語治療師的法定專業監管制度。

♥ 政策關注及倡導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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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權益關注

▌2019年7月4日 
2019康復服務及政策座談會

副主席葉向榮先生於7月4日參與社會福利署「2019康復服務及政策座談會」， 
代表本會發言，並提及以下意見：

1.  現時社署的學前康復服務，若兒童年滿6歲或升小學便要終止服務，這令到 
部份兒童因年滿6歲而重讀K 3卻失去原有訓練支援服務，令家長感到徬徨 
無助。建議社署應考慮這些兒童若經兒童評估中心評定有重讀需要，便可延續

原有學前康復服務至升小一才終止。

2.  到校服務的幼稚園缺乏專責老師跟進到校服務隊為有特殊需要學生的治療 
訓練，影響服務效果。建議社署參考幼兒中心兼收位的服務模式，為幼稚園 
設立支援老師，使幼稚園有特殊需要學生得到更全面的跟進支援。

3.  政府應加強教育及宣傳，讓公眾對有特殊需要人士去除標籤及歧視。

♥ 政策關注及倡導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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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5日 
與新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作分享交流

7月25日上午本會主席何詠霜女士和副主席 
葉向榮先生及其他殘疾人士組織，透過 
立法會張超雄議員安排，與新任平等機會

委員會主席朱敏健先生會面，就殘疾人士

權利、反歧視、平機會發展等議題作分享

交流。

▌2019年10月30日 
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第三輪業界諮詢會

主席何詠霜女士於2019年10月30日出席由社會福利署舉辦的「優化整筆撥款津助
制度檢討第三輪業界諮詢會」，就以下兩個檢討範疇收集持份者意見：檢討範疇

(a)：非政府機構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的運作環境；及檢討範疇(c)：整筆撥款儲
備／公積金儲備的運用和財政規劃。

專責小組亦提供有關檢討範疇(a)及(c)項的初步建議供業界持份者討論。

♥ 政策關注及倡導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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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1日 
SEN小學支援分享會

本會於2020年1月11日（星期六）假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舉行「SEN
小學支援分享會」，當日約有40位參加者出席。會上除介紹現時小學支援政策 
機制，亦簡報本會於2019年5月至8月進行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升小一學生校本 

支援服務調查」結果，分享環節由

家長關子謙先生、楊翠霞女士、 
執委邢詠慧女士親身分享孩子升讀

小學的支援情況和經驗心得；並有

融合教育支援老師倪美娟女士分享

小學支援現況，讓家長更了解校本

支援及傳遞機制資訊。

▌為受疫情影響的學前兒童 
爭取延長康復服務之意見

2019-2020學年受到社會事件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不少正接受學前康復服務 
的兒童都需要暫停或只能接受有限度服務，而部份兒童因年滿六歲或於本年九月

升上小學而要終止學前康復服務，會員對減少了的治療和訓練服務感到擔心， 
憂慮兒童的學習及發展進度受到影響。

有見及此，本會收集了會員的意見及服務情況，草擬成一份意見書，並送交勞福局

局長，為有特殊需要兒童爭取適切的服務，以減少他們的復康進度受到的影響。

（後記：各服務單位分別有個案申請延續服務獲社會福利署批准。）

♥ 政策關注及倡導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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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3日活力繽Fun Day

♥ 大型活動 ♥

由Arconic International (Asia) Limited贊助之「活力繽Fun Day」活動假中華基督教
會望覺堂啟愛學校舉行，活動共近300人參加。當日天朗氣清，環境優美，家庭渡
過了一個動感的週日假期。上午安排家長與兒童進行新興運動項目，包括：地壺

球、穿雲箭、芬蘭木柱和法式滾球，另有親子瑜珈、吹氣彈床、障礙賽等活動。

最後由Arconic總監及智愛主席頒發禮物給予每位小朋友，又加插BINGO大抽獎，
然後大家一起前往附近酒樓，享用了一頓豐盛的午餐，家庭都享受親子時光和 
愉快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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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辦活動 ♥
由摩理臣山兒童發展中心和環翠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於2019年10月19日合辦的「與
森林的約會」及「童遊港鐵小蠔灣車廠」，讓夫婦享受森林浴，體驗森林的療癒 
力量；而由青年義工帶領兒童參觀港鐵小蠔灣車廠，使家長能安心參與活動。

2019年10月19日爸媽快樂─與森林約會

2019年10月19日童心童樂─參觀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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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2019年5月27日至8月7日 「小一加油站」家長工作坊
2019年6月30日  「共融‧共享」遊科學到藝術

2019年12月8日  「大館‧赤柱」聖誕親子遊樂團

祥華幼兒中心
2019年11月10日  秋日樂悠遊2019
2020年1月17日  迎新春

♥ 各中心活動 ♥

2020年1月17日迎新春

秋日樂悠遊2019

「小一加油站」家長工作坊

「共融．共享」
遊科學到藝術

「大館．赤柱」聖誕親子遊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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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理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樂活爸媽谷」

2019年9月17日  園藝創作工作坊

2019年10月25日  靜觀靜心之旅─瑜珈體驗

「爸媽快樂假期」

2019年12月14日  甜蜜約會

「童心童樂童假期」

2019年12月14日   Playright遊戲萬象館X參觀鐵路博物館
2019年12月15日  冬日親子郊遊樂

♥ 各中心活動 ♥

樂活爸媽谷─園藝創作工作坊

童心童樂童假期 ─鐵路博物館

童心童樂童假期 ─Playright遊戲萬象館X參觀鐵路博物館

爸媽快樂假期 ─甜蜜約會

樂活爸媽谷 ─靜觀靜心之旅（瑜珈）

童心童樂童假期 ─
冬日親子郊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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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雲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2019年6月3日 「粽」有你心

2019年10月14日 畢業家長重聚日
2019年10月9日 武術訓練班
2020年1月21日 親子Fun Fun日

屯門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2019年11月2日至11月9日 親子共讀技巧工作坊（與BIES1合辦）
2019月12月14日 長幼共融誦樂樂（與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合辦）

2019年12月21日及23日 聖誕特訓

2019年12月21日 家長鬆一鬆

2020年1月15日 迎春接腹

2020年3月28日 K3親子默契大考驗zoom

♥ 各中心活動 ♥

K3親子默契大考驗 zoom迎春接腹

長幼共融誦樂樂

家長鬆一鬆

聖誕特訓

親子共讀技巧工作坊

親子Fun Fun日
「粽」有你心

武術訓練班

畢業家長重聚日

15



葵興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2019年9月15日  親子高爾夫球同樂日
2019年9月22日  農場親子半天遊
2019年12月14日  長者探訪

環翠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社署友愛共融計劃）
2019年6月6日至8月2日 創意扭扭樂家長興趣班
2019年10月19日  樂遊港鐵車廠

2019年10月24日  湊仔想自在

2019年10月31日  湊仔想自在

2019年12月3日  拼貼我心及聖誕佈置

2020年01月07日  拼貼我心及新年佈置

♥ 各中心活動 ♥

親子高爾夫球同樂日

創意扭扭樂家長興趣班

長者探訪

拼貼我心及聖誕佈置

拼貼我心及新年佈置

湊仔想自在

農場親子半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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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凝」南亞家庭服務中心電影分享
IAP家長大使Lia Ngatini女士於2019年7月24日及 
9月21日於本處賽馬會「家凝」南亞家庭服務中心
電影分享活動向南亞家長分享自己發現孩子有特殊

需要、選擇服務和進行家中訓練的經驗和資訊， 
提高家長們對孩子發展需要及尋求協助的意識。

▌ 「看見‧照顧者」分享會暨 
「關懷香港照顧者處境調查」簡介會

IAP家長大使Lia Ngatini女士於2019年10月30日出席由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IAP照顧者調查工作小組」舉辦 
之「看見‧照顧者」分享會暨「關懷香港照顧者 
處境調查」簡介會，Lia於會上分享照顧有特殊需要
孩子的心路歷程，與會者都深受感動。

▌家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分享
I A P家長大使何嘉敏女士2 0 1 9年1 1月8日
到本機構家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與石硤尾 
幼兒學校家長分享心路歷程，並介紹智愛

家長會。

▌IAP家長大使相聚日
I A P家長大使相聚日於2 0 1 9年1 2月2 1日 
順利舉行，當日由執委陳鳳珊女士帶領 
熱身遊戲，凝聚團體力量。其後家長大使

分享以往參與經驗，從而帶出作為家長大使

的一些智慧。分組討論後，家長大使對未來

計劃的方向作出建議。

備註：IAP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使命宣言

Insti l l  Hope締造希望(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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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公義(A)：成為時代的清音，與市民並肩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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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引共融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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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大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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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理臣山兒童發展中心

2019-20年，是一個非常難忘的學年，因為社會運動及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小 
朋友只有不足4個月的正式上課時間。在餘下的幾個月裡，家長及小朋友都要在家
工作和上堂，一起「困獸鬥」！

對於這些小朋友，要求他們坐定定接受訓練已經不容易，更何況要求他們只是 
對著部「玩具」上堂呢？！老師可謂出盡法寶，絞盡腦汁，務求令短短半小時的 
訓練，既濃縮又有趣，才能吸引到恒恒的注意。我記得何老師特別預備了助教Elmo
及小紅帽，讓恒恒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他非常期待每一堂！在此十分感謝中心為

恒恒精心安排網上訓練。

雖然有時候網上訓練的效果未如理想，但正正因為陪伴恒恒上堂，我有更多的 
時間留意到他的不足之處，促使我更花心思設計不同的家居訓練，配合和滿足他

發展的需要。最大的收穫，莫過於是使恒恒更期待重返校園的那一天，因為他 
不時都會問我：「媽媽，我下星期我可不可以上學？」每次聽到，我都溫柔 
鼓勵他：「恒恒很快便可以上學！」，他聽到都會開心地拍手！

正向思維，明天會更好，什麼困難，我們都會一起走過！

恒恒媽媽

♥ 抗疫正能量 ♥

Hey Corona ! 2day U r OUT & V 
are IN. But V will WIN !!

（ 意譯：喂新冠病毒，雖然你在肆虐，我
們在隔離。但我們明天實會戰勝你！）

家長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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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面對逆境的 
時候，只要心想住這個世界是 
美好的，見到身邊的家人、親戚、

朋友健康就已經好感恩！狂風暴雨之後，總會

有晴天。只要我們把心態放寬，努力不放棄，什麼

事情都可以解決。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大家

一起努力加油！希望在明天，明天會更好！

感 恩 留 家 抗 疫 
期間，有不同的家人協助照顧

孩子，讓我可每星期一兩天回辦公室 
安心工作。家中長輩願意為己為人減少 
外出，雖然有點苦悶，但也沒有怨言，很欣賞

他們。

囝 囝 輕 輕 地 在

我的臉錫了幾啖，又

跟我說：「媽媽放鬆笑下！」

感恩孩子對我的愛。

解決方法總比困難多， 
齊心抗疫，讓我們一起走出困境。

在家抗疫的日子，身邊朋友的問候， 
已經令我覺得好窩心！

雖然喺屋企同小朋友 
困獸鬥，但係見證細女 

每日都有進步，哥哥家姐亦都學識

同願意主動照顧妹妹。

關心身邊人，問候

屋企老人家！

互相爭奪永不足夠，

互相分享用之不盡。

學會感恩，珍惜現在， 
珍惜與寶寶相處時光，享受親子樂。

多陪伴孩子，同

屋企人多分享近況！

有細心和有愛心的家傭 
協助，多了自由時間給孩子， 
發現他們的創意。

每日笑一笑，

病會遠離你。

得到朋友，家人及各

社福機構互相勉勵，幫忙。 
真好。

心橋融合教育服務

♥ 抗疫正能量 ♥

匯愛家長資源中心

家長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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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雲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我是一個全職媽媽，在這兩個多月，我的工作時

間比以往更加長，還加多工作，但我也會安排休

息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除了獎勵孩子，也

要獎勵自己，這樣才有能量和孩子相處！因為 
疫情，在家的時間多了，便全屋油牆，櫈因此

而沾上了油漆，然後叫孩子將櫈油上他喜歡的 
顏料，設計一張特色的櫈，叫「燈燈燈櫈」，也為

簡單的生活加添無限色彩！

馬騮仔媽媽

感恩在疫情沒爆發的時候跟爸爸回

台灣，平日教小孩做簡單家務、 
練習，爸爸休息便帶孩子到公園走

走，這兩個月多是我們一家相處最

長的時間，希望疫情快轉好！

軒軒媽媽

祥華幼兒中心

新型冠狀病毒是很可怕的疫病，但在疫情下祥華中心給予口罩，做好消毒，令 
大家上堂也感平安。感恩有主的看顧，口罩雖難買到，但很多有心人送上口罩，

使我們得到保護免受感染。祈望大家在疫情下得健康，願主看顧「智愛」家長，

同學也受到主的保守。

瑩瑩媽媽

♥   抗疫正能量 ♥
家長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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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是黃凱琳 ( J e s s )，小兒曾在元朗中心受訓兩
年。為了對兒子有更好的培育，我現正就讀輔導

學士課程，有感社會上對教育孩子有既定規限或

過高期望，造成家庭承受不少壓力。

本人盼望將自己的經驗及體會分享，願以關懷及

謙卑的心，與中心、家長、小孩們一同學習、 
探索教養小孩的真正意義，並鼓勵家長讓孩子在

充滿愛、包容、關懷的家庭中成長。祝福大家！

元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黃凱琳女士

♥ 新執委介紹 ♥

大家好，我是廖婉婷 ( C e l i a )，是祥華 
幼兒中心家長，我很喜歡做義工，曾

在一間機構做義工，在嚴重智障學校

和成人智障宿舍積極參與活動，關懷

和幫助服務對象。工作上，過往也在

中至嚴重學校擔任過助理。自從我成

為了一名家長，更明白正向思想對家

長們的重要性和幫助。

未來日子，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正面關心，積極地學習努力照顧每一位兒童，令他

們快樂地學習，不斷地進步成長，大家互相幫助、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一起 
步入美好的未來。

祥華幼兒中心

廖婉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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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陳銀香，我的寶貝是陳靖仁，今年五歲。一個下午，陳靖仁在自我演說一個 
暫時的人生目標，聽眾是我。他說他長大後要在很多地方開1 0 0間圖書館和開 
公司。他會自己畫畫製作書，會有很多工作人員，有白天上班的，有晚上上班

的，家裏有小孩的可以晚上上班，晚上幾點都可以。他還說了場地規劃安排 
等等，整整玩了一個多小時。我抱他在客廳說，我到廚房煮飯，他把他的專用櫈

搬到廚房門口，站在凳上說。聽著他的精彩演說，我當時真心想把他拍下來， 
希望他有目標、有行動、有追求，腳踏實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過得順心、 
精彩、有意義。兒子那說得神飛色舞，我在那聽著眉開眼笑。

希望進入「智愛」家長大家

庭，多跟大家學習與交流，

讓自己增長見識，通過學習

到的知識分享給更多朋友，

幫到更多小孩。

葵興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陳銀香女士

我是黃翠詩 ( Tra c y )，是祥華幼兒中心的 
家長。我很榮幸能夠加入智愛家長會成為

執委，希望將來能夠運用以往家長義工的

經驗，為家長及兒童們作出一些貢獻。

我希望藉此機會認識更多同路人，學習 
更多資訊，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正面

樂觀地面對一切困難，互相學習，互相 
鼓勵！讓各位兒童在一個美好的環境茁壯

成長。

祥華幼兒中心

黃翠詩女士

♥ 新執委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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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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橋融合教育服務第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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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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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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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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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會／續會登記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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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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隊）
 新界屯門屯喜路2號屯門柏麗廣場2702室
 2146 3633
 2146 3631
 biep1@hkcs.org

心橋融合教育服務（第二隊）
 九龍觀塘翠屏道17號觀塘社區中心2樓
 5980 9119
 3758 2660

 biep2@hkcs.org

心橋融合教育服務（第三隊）
 新界火炭山尾街18-24號沙田商業中心12樓12室
 3702 5801
 3590 2643
 bies3@hkcs.org

心橋融合教育服務（第四隊）
 新界火炭山尾街18-24號沙田商業中心11樓12室
 3793 4162
 3793 4160

 bies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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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灣宏開道8號其士商業中心1017-18室
 6289 3084
 3956 2144
 prckt@hkcs.org

匯愛家長資源中心（深水埗）
 九龍長沙灣道833號長沙灣廣場第一期910室
 9085 9563
 2724 3593

 prcssp@hk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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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資訊 ♥

印製日期：2020年9月 印製數量：2000份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