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註：除特別註明外，本通訊內的所有活動：
i)

需於截止日期前報名，然後以抽籤處理；

ii)

活動地點皆在本中心

捐助機構：

「悅」 ＝ 快樂
「30」 ＝ 精彩人生 30 年
本中心於 2015 年 9 月開始投入服務，轉眼間，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資助的首
3 年計劃已經完滿結束。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繼續支持，本中心於現有基礎下再
加入新元素，於 2018 年 8 月中旬推展一個為期 3 年，名為「賽馬會星亮計劃 - 飛「『悅』30」
的新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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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知學堂

星亮網絡
家長網絡
資源共享

學習及社交
支援

星涯規劃

星亮夢工場
獨立自主
發展潛能

為過渡至成人
階段作好準備

星亮加油站
就業訓練
職場支援

服務對象：６歲至 35 歲的高功能
自閉症人士及其家人

星 Club 同樂會

餘暇活動
社交訓練

*灰格為與青年
相關的服務

特別活動推介
「賽馬會星亮計劃 - 飛『悅』30」分享會 （活動編號：JCSRC-18-00154）
日
地
內

對
名
費

期：13/10/2018 (六)
時 間：下午 2:15 - 4:00
點：平安福音堂 (地址：觀塘海濱道 133 號萬兆豐中心 6 樓)(暫定)
容：1) 專題分享：「如何提升自閉症青年的生活質素?」
（講者：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 李靜婷姑娘）
自閉症青年在成長路上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當中的社交、就業、獨立生活、
身心健康、社區參與等均對其生活質素帶來直接影響。作為家長，可以如何
協助子女處理成長路上的挑戰，建立獨立自主能力及發揮個人潛能呢？
2) 計劃回顧及展望 (錄像/相片分享、青年/家長心聲分享、服務介紹)
3) 青年才藝表演
象： 16 歲或以上高功能自閉症青年，及其家長/照顧者
額： 100 名（請致電中心報名，先報先得，電話: 3956 4651）
用： 全免

歡迎大家成為了本中心的星 Club 會員，成為會員後，大家除了可以報名參加通訊
內的小組活動外，更享有以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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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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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職能評估服務
自閉症人士在求職或轉職的過程中，往往出現不少
困惑甚至憂慮。為了讓會員更了解自己的職業興趣

星亮加油站
STAR PATH

及能力，協助他們揀選更適合自己的職業路向，本
中心的職業治療師及教育心理學家會為會員提供
基本職能評估服務，內容包括：
1) 了解個人職業興趣
2) 情緒健康評估
3) 社交溝通能力評估（簡短版）

4) 工作技能評估 (簡短版)
*完成評估的會員會收到一份評估摘要及由職業治
療師及教育心理學家解釋評估結果和跟進建議
對象：未曾接受協康會自閉症青年服務的新會員
或

2015-16 年度或之前曾參與協康會青

年服務而對職業路向有疑惑之會員
名額：全年 50 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費用︰全免
查詢或申請服務：鍾姑娘 或 風姑娘

模擬面試服務
想成功就職心儀工作？先要面試過關！
本計劃全年接受模擬面試服務申請。如你面試在即，想提升面試技巧或調整面試
緊張心情，歡迎致電中心預約進行模擬面試，增加面試成功的可能性。
預約日期︰需於最少 3 天前致電預約（如會員面試日期少於３天，亦歡迎致電
查詢，負責職員會盡量安排模擬面試）
服務內容︰填寫申請表、個人面試(自我介入+對談)、
電腦應用測試(按需要)、表現回饋及建議
費用︰全免
查詢或申請服務：鍾姑娘 或 風姑娘

搵工轉工無難度 職涯規劃小組

(活動編號：JCSRC-18-00166)

日期：9/11 及 10/11 (星期五及六, 共２節)
時間：下午 4:00-6:00
對象：星 Club 會員 - 待業或欲轉工者
名額：10 名
費用：$ 20
導師：中心社工及職業治療師
內容：協助參加者規劃未來工作路向，包括：
1) 學習制定職涯目標
2) 瞭解職業興趣
3) 瞭解自我能力及工作要求
4) 瞭解搜尋工作的途徑
5) 學習撰寫求職信和履歷表技巧
查詢：鍾姑娘 或 風姑娘

文職實務工作坊 (活動編號: JCSRC-18-00168)
日期：2018 年: 3/11, 17/11, 1/12, 15/12 及 2019 年: 12/1, 26/1（星期六, 共 6 節）
時間：下午 3:00-5:00
對象：有意從事文職工作的星 Club 會員 (*由於小組內容較適合具基礎文職技巧之會
員，有興趣的會員請先填妥報名表，負責職員於報名後將進行資格篩選，其安
排稍後公佈)
名額：5 名
費用：$ 60
內容：讓參加者練習文職相關技巧，包括：
1) 加強資料輸入能力
2) 加強 MS WORD, MS EXCEL 及 MS POWERPOINT 的運用
3) 加強辦公室儀器的使用能力
4) 提升文職工作的組織能力
查詢：職業治療師 林 SIR

You Can Cook 獨立生活技能小組 — 煮食篇 (活動編號: JCSRC-18-00167)
日期：3/11, 17/11, 1/12, 15/12 (星期六, 共２節)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12:30
對象：對家居煮食有興趣的星 Club 會員
名額：4 名
費用：$ 40
內容：讓參加者學習家居煮食的基本技巧，包括：
1) 家居煮食用具及注意事項
2) 計劃所需食材及用具
3) 學習預備食材的技巧
4) 學習基本煮食技巧
5) 清潔用具
查詢：職業治療師 林 SIR

星 Club 同樂會(STAR CLUB)
社交訓練小組：我―Date‖無有怕

(活動編號：JCSRC-18-00165)

日期：27/10－17/11 (逢星期六, 共 4 節)
時間：下午 2:30－4:00
對象：星 Club 會員 (*由於小組內容較適合社交溝通能力較高之會員，有興趣的會
員請先填妥報名表，負責職員會個別聯絡再進行篩選)
名額：10 名

費用︰$ 40
內容：讓參加者學習結識異性時的社交禮儀，包括：
1) 如何結識異性及向喜歡的人表達心意
2) 約會別人的方法與步驟
3) 約會時的注意事項
導師﹕教育心理學家 李姑娘 及 社工風姑娘
查詢：風姑娘

以下所有星 Club 活動，歡迎星 Club 會員報名參加（查詢：謙 Sir）

Summer Sing Sun Song

機不可失。玩 game 樂星期五

(活動編號：JCSRC-18-00142)
夏日咁熱不想出外玩？可以來中心
與其他朋友一齊唱唱歌輕鬆一下，享受下
午。
日期：19/9 (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本中心
名額：6 名
費用：全免
備註：由於活動日期臨近，有興趣的會員
請直接致電中心報名

(活動編號：JCSRC-18-00143)
與朋友一起暢玩大熱電子遊戲機
Switch，玩樂一番。
日期：28/9 (星期五)
時間：下午 4:00 至 6:00
名額：6 名
費用：全免
備註：由於活動日期臨近，有興趣的會員
請直接致電中心報名

桌遊無限好

山系―星〞年 – 釣魚翁

(活動編號：JCSRC-18-00146)
桌上遊戲是與朋友聚集時最好的玩
意，藉著遊戲開心地玩一番。
日期：20/10 (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 – 6:00
名額：8 名
費用：全免

流星工作坊 – 手繩
(活動編號：JCSRC-18-00148)
自己手作的東西最為矜貴。學習如何
製作屬於自己的手繩，當作聖誕禮物吧。
日期：3/12 (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 4:30
名額：8 名
費用：$10 (已包材料費)

(活動編號：JCSRC-18-00147)
於秋高氣爽時挑戰香港三尖之一釣魚
翁郊遊徑，一邊挑戰自己，一邊從不同角
度欣賞香港，並認識有共同興趣的朋友。
日期：24/11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大約 2:00
集合及解散地點：將軍澳港鐵站
名額：8 名
費用：全免
備註：建議參加者需有數次行山經驗

聖誕扮嘢派對
(活動編號：JCSRC-18-00149)
在聖誕時節扮成時令人物，並於派對
內玩一番。到時將會有豐富美食及遊戲玩。
日期：20/12 (星期四)
時間：下午 4:00 – 6:00
名額：20 名
費用：$30

星星運動會(10-12 月)
每月以不同運動作主題，協助參加者培養做運動的習慣，並結識自己的運動伙伴。
歡迎結伴而來，與你的朋友一起參加。
日期：4/10 (星期四)

日期：1/11 (星期四)

日期：6/12 (星期四)

10 月 – 足球

11 月 – 籃球

12 月 – 乒乓球

(活動編號：JCSRC-18-00150)

(活動編號：JCSRC-18-00151)

(活動編號: JCSRC-18-00152)

時間：下午 4:30 – 6:00 （於本中心集合）

名額：8 名

活動地點：於何文田區附近的體育設施場所

費用：每節$10

備註：由於<10 月 – 足球>活動日期臨近，有興趣的會員請直接致電中心報名

康樂棋訓練小組 (活動編號：JCSRC-18-00153)
不論你懂得玩與否，只要你喜歡或有興趣接觸康樂棋的都歡迎參加。中心更會於下
一季舉辦康樂棋比賽，與其他人決戰一場。
日期：10/10, 14/11, 12/12 (逢每月第 2 個星期三)
名額：8 名

費用：全免

時間：下午 4:00-6:00

星亮

工場 STAR STUDIO

「星亮大使」招募大行動 (第一期)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3 月)，
如果你…..
想提升自己的說話技巧；
想訓練自己的膽量，於公眾面前表達自己；
願意代表自閉症人士向公眾分享自己的感受及展現個人潛能……
便請即報名參加這個「星亮大使」招募大行動。
目的：
i. 發揮青年的潛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建立正面自我形象；
ii. 透過社區教育活動，加強公眾對自閉症人士的認識，推廣共融。
對象︰星 Club 會員
名額︰8 位
面試日

第一期訓練

服務日

日期︰

6/10 (星期六)

19/10、26/10、
2/11、16/11 (星期五)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3 月

時間︰

上午 11:00 –
中午 12:00

下午 5:30 - 7:00

待定

內容：

簡介星亮大使職責、互 - 表達技巧
相認識、個人分享
- 社交禮儀
- 才能訓練

- 於中心參觀時協助
介紹中心服務
- 社區教育活動，例如
講座、攤位、展覽等

查詢及報名：風姑娘
備註：i. 有意報名之會員必需參與面試日作甄選，負責職員將稍後個別通知入選會員；
ii. 星亮大使於服務期間或會進行攝影攝錄，相片影像將作為協康會對外宣傳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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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備註
平均每星期開放 2 – 4 節 下午 2:45 至 中心或會因場地應用而更改開放時間，大家
(*於部份星期六也會開放，
下午 5:15
如欲蒞臨支持，建議先致電中心（電話：
歡迎致電查詢)
3956 4651）查詢確實開放時間

家長篇：星亮網絡 (STAR NET)
「家長書法。抒發組」(活動編號：JCSRC-18-00162)
此家長互助小組於 2017 年組成，目的是讓自閉症青年的家長
透過書法練習及其他興趣的發展去舒緩自己的情緒，回復平靜
舒暢 – 家長不單能從中抒發教導和帶領自閉症孩子的感受，同
時也讓家長們透過互相分享及交流意見來一起成長。
活動

日期

時間

< 快 樂 烘 焙 18/9

上午 10:45 至

Pizza>

(星期二)

中午 12:45

<書法。抒發>

9/10

上午 10:45 至

(星期二)

中午 12:45

備註
名額﹕12 位家長

<談天說地﹕如 25/10

下午 2:30 至 由本計劃的社工

何提升在職青年 (星期四)

4:00

及/或職業治療

的解難能力，及

師負責帶領

家長的角色>

名額﹕15 位家長

<行山樂>

13/11

上午 9:15 於大 暢遊大埔窖松仔

(星期二)

圍港鐵站 A 出 園 自 然 教 育 徑
口集合

穎俊媽﹕書法組，讓我練
習書法，靜養身心，同時
讓家長們一起分享教導孩
子的方法和抒發感受，在
繁忙的生活中，增加很多
正能量。

(全程步行約 1 小
時)，之後會乘車
到附近地區午膳
名額﹕10 位家長

本小組費用全免及先報先得，參加者只需按活動性質而自行準
備所需物資 或 如有需要可在活動前找負責同工協助。
 查詢及報名：鍾姑娘
瑋澄媽﹕靜以修身 儉以養德

「資源共享」網上平台
(Facebook 群組: 協康會「賽馬會星亮計劃 - 飛悅 30」之 星亮網絡 (家長網絡))
要為青年發掘更多的就業機會，單靠計劃職員是不足夠的。我們深信各位家長也能有強
大的資源網絡，現誠邀各家長加入此 facebook 群組，透過此網上平台，向本
計劃同工及發放有關工作或實習的職位空缺，以及其他與技能增值等與學員就
業相關的有用資訊，藉以為學員提供及拓展更多的進修及就業機會
＊此網上平台(Facebook 群組)由本計劃同工負責管理

我們深信，家長們擁有不同的才藝及豐富的人生經驗，如果能夠好好利用
，絕對能夠於自閉症青年的成長路途上扶上一把。因此，現誠邀家長擔任
不同小組活動的導師，或是與學員配對成為他們的生命導航員。
家長導師招聘
生命導航員招募
對 擁有不同興趣才藝的家長，具教授相關小組 具有以下特質︰
象 經驗者優先
★ 成熟、可靠、負責任、情緒穩定及願意
（相關興趣才藝可包括煮食、藝術、舞蹈、 和青年建立互信關係；
攝影、運動、電腦及其他適合青年參與的興 ★ 富熱誠及愛心，熱衷服務人群及樂於分
趣）
享，並有正確人生觀；
★ 願付出時間為青年提供關懷和指導；
★承諾保密。
報 －於 13/10 或之前把履歷表電郵予鍾姑娘
－有興趣者，請於 31/10 或之前與社工鍾
名 （電郵地址：elsiechung@heephong.org）； 姑娘聯絡
－負責同事會與家長聯絡，安排約見
備 成功獲聘的家長，需參加２節的導師訓練， 報名的家長需參加「生命導航員」簡介及
註 分別於 16/11 及 23/11 (星期五)，下午
訓練，日期為 3/11 (星期六)，上午 11:005:30-7:30
下午 12:30，請預留時間出席

STAR Café. 一個為自閉症青年提供餐飲訓練及工作實習的地方。現誠意招募熱心家長
成為這個自務小組的組員，一起推動 café 的實習工作，協助青年建立良好的工作態度
及正面的工作經驗！
家長角色︰
i. 協助推動學員的工作實習
－為學員提供實習前訓練，包括食物製作、工作流程、工作態度等等
－於實習期間輪流當值，指導學員，並定期與社工分享學員表現並商討支援對策
ii. 協助推展 STAR Café 的運作
－與社工一起商討運作模式及方向、研發新食譜、物資/食材添購及管理、對內宣傳等
參與形式︰
i. Café 當值，每月大約２-４節，每節 4 小時
ii. 會議，隔月 1 次
如欲了解這個自務小組的內容，歡迎參加小組簡介會︰
日期︰30/10 (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內容︰i. 介紹小組功能及家長角色
ii. 介紹 STAR Café 的運作模式及流程
iii. 學員訓練需要
iv. 過往工作實習經驗分享

惡 劣 天 氣 下 之 青 年 服 務 *安 排
*包括星亮資源中心的「星亮職訓」
、海富中心的「職訓展翅」
、MSIG「自閉症青年職前訓練及工作體
驗計劃」、油麻地中心的「社署支援計劃」及綜合服務大樓的「啟程職聘」
1. 當天文台懸掛 8 號颱風或黑色暴雨警告時，中心會停止服務，直至颱風或暴雨警告除下後之兩小
時內儘快恢復正常服務。若 8 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在星期二至四下午 2:00 後或星期五至六下午
3:00 後除下，當日中心亦會暫停服務。
2. 在惡劣天氣下，中心會在活動前兩小時按以下指引決定活動是否如期舉行：

訊號

青年或家庭活動

家長活動

青年/家長個別訓練/面談

中心內

中心外

中心內

中心外

中心內

中心外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














八號風球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如期舉行
：延期或取消
：如未開始，將延期/取消；如已開始，則如期舉行，但會視乎天氣及路面情況，於需
要時才安排參加者離開
如依照上述情況舉行或取消活動，中心將不會個別通知參加者，如有疑問，歡迎致電相關之中心
查詢。
3. 若於活動前兩小時內發出雷暴警告，則所有水上活動亦會取消。
4. 若天氣於兩小時內轉好，該節活動/小組仍會依照之前的決定取消。
例：天文台於上午 7:30 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依照指引，上午 9:30 舉行之小組會取消。縱使天文台
於上午 8:00 除下暴雨警告，小組依然會按照之前的決定取消，免除家長舟車勞頓之苦。
5. 若天氣於兩小時內轉壞，如改發更高之颱風或暴雨警告，該節小組將會取消。
例：天文台於上午 7:30 發出一號颱風/黃色暴雨警告，依照指引，上午 9:30 舉行之小組將會照舊舉
行，但若天文台突然於上午 8:00 改發三號颱風/紅色暴雨警告，則該節小組亦會取消。
6. 除上述列舉之情況外，中心會視乎特別天氣情況、活動地區、以及活動性質，彈性決定是否將某
項活動延期或取消，並在活動舉行前兩小時通知參加者。家長亦應視乎所在地區之天氣及路面情
況而決定是否出席活動。
7. 在活動進行期間，若天氣轉趨惡劣，中心會在安全情況下疏散參加者或暫留參加者在活動場地，
直至天氣情況容許下，才安排參加者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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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3956 4651

傳真：3956 4656

電郵：jcsrc@heephong.org

網址：www.heephong.org

Facebook：www.facebook.com/heephong
本計劃專用 Whatsapp 號碼: 9170 1352

本期通訊，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10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