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程牽

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十二月)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擁有獨特優勢及潛能，只要經過適切訓練及機會，定能發揮所長擁有明朗前程。

會員作品展覽於「港鐵社區畫廊」(灣仔站)

聯絡我們
朗程牽支援中心位置圖
地址：香港北角電氣道 180 號百家利中心 16 樓
電話： 2294 - 9181 (一般查詢)
電話： 5596 - 0919 (前線同工諮詢熱線/會員宣傳聯絡 WhatsApp)
傳真： 3475 - 0253
電郵： spahk@nlpra.org.hk
網址： https://spahk.nlpra.org.hk

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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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編者的話

「港鐵社區畫廊」-東區及灣仔區展能藝術作品展 2021 (灣仔站) 於九月份展覽。在此感謝
會員借出作品，讓公眾人士有機會認識會員專長及藝術天份。我們收到合作伙伴的訊息，
表示十分欣賞會員的藝術作品。我們會繼續尋找機會讓會員的作品於更多的平台展現。此
外，「朗程牽」網站亦完成更新及優化版面設計，會員及家長記得要定期留意網站內的活
動花絮，認識中心不同活動及服務的情況，還有參加者的心聲。今期會訊準備了不同的精
彩活動，我們期待大家踴躍參與。會員及家長需要注意，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
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
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年度活動「我也有 Say 會議 (會員篇及家長篇)」將於 12 月 11 日及 12 月 18 日(星期六)舉
行。歡迎會員及家長出席表達對中心服務的意見及了解服務質素標準。最後，謹代表中心
同仝祝願大家聖誕快樂及新年進步。
陳 Sir
人事變動

以下同事經已離職，他們有些說話向會員及家長分享。
韓欣庭女士 (社會工作主任)：
各位會員及家長大家好，想告訴大家我已離職並到新的地方展開新生活。在這兩年的時間
很高興認識大家，希望「朗程牽」可以成為大家人生路上的加油站，並在這裡獲得支援及
力量。祝福大家身心靈健康，生活愉快。有緣的話在地球另一角落再相聚。
楊益翠女士 (社工)：
有幸在中心認識各位會員及家長，祝福大家都生活愉快。
楊雪盈女士 (兼職社工)：
雖然我在朗程牽的時間不長，但很開心可以跟大家認識，一同成長!未來的日子，大家要繼
續努力實踐社交喔! 有緣再聚。
葉嘉裕女士 (兼職輔導員)：
過往 2 年，好高興有機會在 iSPA 工作，參與不同的活動，與各位會員分享就業、社交等方
面的資訊。這將會是我工作中一段美好的回憶。最後，在此向大家講一聲感謝及再見，祝
大家生活愉快，事事如意!
尤祖漢先生 (項目助理)：
祝大家生活順利，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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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中心簡介

本會獲社會福利署撥款資助，於 2019 年 3 月開始為受自閉症譜系障礙影響的人士(簡稱自閉
症人士)及其家長/照顧者及前線同工提供支援服務，以回應自閉症人士的成長需要。
服務宗旨

透過全面評估自閉症人士的成長需要，制定個人化的介入服務和家長/照顧者支援服務，並
以個案管理形式跟進。藉此強化他們的社交、就業及情緒管理等能力，裝備他們面對不同
成長階段的挑戰，提升獨立生活能力，融入社會。
服務理念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擁有獨特的優勢及潛能，只要經過適切的訓練及機會，自閉症人士
定能發揮所長，擁有明朗的前程。
目的

提升自閉症人士面對成長挑戰的能力
2. 提升家長支援子女面對成長挑戰的能力及舒緩其壓力
3. 提升前線同工處理自閉症人士個案的能力
1.

服務對象及收納準則

歲或以上之自閉症人士*
其家長或照顧者
3. 前線同工 (服務對象為自閉症人士及其家長或照顧者)
*智商達 70 或以上及沒有參加其他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的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

1. 15
2.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09:00am 05:00pm

09:00am 06:00pm

12:00pm 09:00pm

09:00am 06:00pm

12:00pm 09:00pm

09:00am 05:00pm

備註：
星期日為活動/外勤日，將按需要提供服務；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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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朗程牽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中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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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服務申請

符合以下三項申請資格人士可透過電話、預約到訪中心及由專業人士轉介形式申請服務：
1. 15 歲或以上之自閉症人士
2. 智商達 70 或以上
3. 沒有參加其他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的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
申請服務時必需提交自閉症及智力評估報告才進入服務輪候名單。中心會視乎輪候人數而安
排收納約見時間。
服務退出

服務使用者可於正式收納為本單位會員後隨時退出服務，有意退出服務服務使用者，應先通
知其個案經理商討及跟進。有關詳細退出服務流程，可參閱將貼於中心內的資訊欄。
1. 自願退出：服務使用者的個人介入計劃已經達成或服務使用者認為不再需要服務
2. 非自願退出：未能遵守本單位訂立的會員守則、失去聯絡或持續地拒絕服務三個月或以
上、所提供的服務不再符合服務使用者需要或其行為對其他服務使用者或職員構成危險
個案經理於服務終止後會提供 3 個月跟進期，服務使用者可考慮參與中心之會員活動及師友
計劃。
會員守則

會員到本中心或/及接受服務時必須遵守以下守則：
1. 到訪者應互相尊重與合作。
2. 請愛惜使用中心的設施及物資。
3. 使用完的物資或用具要放回原位。
4. 保持中心地方清潔及安靜。
5. 到訪者須遵守本中心的所有特別措施及安排，例如防感染措施等。
6. 到訪者應小心保管個人財物。個人物件應盡量存放於自己的身邊，金錢等貴重物則要隨身
保管。如有損失，本中心一概不負責。
7. 切勿擅自開關窗戶及電制。
8. 未經許可，不可擅自在中心進行攝影、錄音、錄影、張貼通告，標語和舉行集會。
9. 不得攜帶危險品、酒精飲品、翻版影音產品及違禁物品等進入中心。
10.不可在本中心及大廈範圍內作出淫褻、猥瑣、粗言穢語、喧嘩及追逐嬉戲等騷擾他人行
為。
11.嚴禁於本中心及大廈範圍內吸煙、賭博、酗酒、打架、鬧事、破壞公用設施或作出影響
人身安全等擾亂秩序行為。
12.在本會使用服務、提供服務、參加活動或協助舉辦活動時，任何人士(包括義工)應根據
個人健康及體力狀況，量力而為；並須遵守本會相關指引及職員/工作人員的指導。
本會不會對因不遵從有關指引/指導、人力所無法避免之原因所造成之任何傷害或損害負
責。
如發現會員有任何違規行為，本中心有權就事件的嚴重程度，暫停服務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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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服務質素標準 SQS

本中心已實施服務質素標準，假若會員對中心執行服務質素標準有任何意見，歡迎透過
意見箱或會訊內的 iSPA 意見收集表表達你的意見。
原則

準則内容

服務標準

資料提供
服務的宗旨和目標
應明確界定，其運
作形式應予公開，
讓職員、服務使用
者、可能需要接受
服務的人士及社會
大眾知悉，以資受
惠
1. 製 備 服 務 説 明
資料
2. 檢討服務提供的
政策及程序
3. 備存服務運作的
最新準確記錄

服務管理

為服務使用者提供 尊重服務使用者的
的服務
權利

服務單位應有效地 所有服務單位應鑑 服務單位在服務運
管理其資源，管理 定並滿足服務使用 作和提供服務的每
的方法應貫徹靈活 者的特定需要
一方面，均應尊重
變通、不斷創新及
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持續改善對服務使
用者提供的服務
職員的職務及
責任
5. 職員招聘、晉升
守則等
6. 定期檢討及評估
單位表現、收集
意見
7. 有效財政管理
8. 遵守一切法律責
任
9. 確保職員和服務
使用者身於安全
的環境
4.

清楚明確資
料、知道申請
及退出服務
11. 有計劃評估和
滿足服務使用
者的需要
10.

知情的選擇
尊重服務使用
者私人財產權
利
14. 尊重服務使用
者保護私隱和
保密權利
15. 可申訴
16. 免受侵犯
12.
13.

中心備有上述服務質素標準政策文件，如欲索閱，請與中心職員聯絡。為了提高會員及家長
對十六個服務質素標準的認識，中心會逐一介紹每一項服務質素標準的相關準則。

服務質素標準四 - 職務與責任

是訂明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理事會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
的界定。為了實行完善的管理方法及有助於向服務使用者提供優質的服務，新生精神康復會
備有職責說明文件；組織架構圖及提供資料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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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特別通告 (維持至另行通知)
有關新型冠狀病毒防感染措施
本中心現實行以下措施保障到訪者健康：
本中心現實行以下措施保障到訪者健康：

所有到訪者必須申報外遊及健康狀況，如到訪者曾外遊，返港不足 14 天，不可到中心。
為保障衛生，不可以在中心範圍內進食。
3. 參加者需要在活動期間與他人保持一米的社交距離。
4. 參加者需要在中心全程配戴口罩。
5. 為免人群過份聚集，本中心會限制每天到訪中心的人數，並只會接受預約服務，暫不設偶
到服務，請依照中心職員的預約時間到達中心。
6. 為免在等候區聚集人群，建議到訪者在預約時間前不多於 10 分鐘到訪等候。
1.
2.

所有進入中心的到訪者需要依照以下流程進行清潔及消毒：
所有進入中心的到訪者需要依照以下流程進行清潔及消毒：

須自備口罩並戴上。
2. 用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
3. 中心職員協助探熱，並作記錄。如發現有發燒(37.2 度以上)，到訪者就需要離開中心盡快
求診。
4. 填寫健康申報表。
1.

此外，
此外，中心亦會作出以下措施以確保中心的清潔：
中心亦會作出以下措施以確保中心的清潔：

所有中心職員進入中心必須配戴口罩，量度體溫及清潔雙手。
2. 所有中心職員已申報外遊及健康狀況。
3. 中心會定時進行消毒。
如未能配合以上措施，中心保留權利拒絕到訪者進入中心範圍。
1.

有關服務安排重要須知

中心會視乎疫情最新的發展及按社會福利署指引而有機會調整所有小組及活動的參加人數及
安排。負責同事將會盡快通知該小組或活動是否延期進行/更改活動時間/取消活動或更改為
網上平台進行以確保參加者的健康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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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抗疫小貼士 - 疫情下的新常態 一般情況

新型冠狀病毒不會一下子消失，我們要學習適應與病毒並存的新常態。

如有不適，應留在
家中切勿外出或上
班/上學盡快求診

避免握手及身體接觸。勤洗手，
尤其在觸摸公用物品(例如升降
機按鈕及扶手後)後

避免用手觸摸眼、鼻及
口，觸摸前後均需洗手

避免到人多的地方。如無可避免，
到人多的地方或乘搭公共交通工
具，需佩戴口罩。口罩須妥善棄
置，切勿胡亂丟棄
資料引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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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小貼士 - 疫情下的新常態 在家居

新型冠狀病毒不會一下子消失，我們要學習適應與病毒並存的新常態。

保持空氣流通

妥善保養排水渠管，每星期把約半公升
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 (U 型隔氣口)

每星期一次以稀釋漂白水（1:99）徹底清潔
家居，待 15-30 分鐘後清洗。金屬表面可使
用 70%酒精消毒
資料引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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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大家參加了不同的訓練小組及活動，就讓我們一同回顧當中的一些精彩活動。
(更多活動花絮請瀏覽「
更多活動花絮請瀏覽「朗程牽」
朗程牽」網站

棍網球體驗班
香港棍網球總會為「朗程牽」於七月份提供
四節免費棍網球體驗活動，讓會員有機會認
識這項近年於香港發展迅速的棍網球球類運
動。棍網球是需要手持球棍持球攻門的運
動，並講求技巧及精準。參加會員均表示這
項運動十分新奇有趣，而最喜愛就是持球棍
攻門的對抗賽呢。

)

桌遊天地
今次桌遊天地活動大家嘗試了新的桌上遊
戲，考驗參加者的反應、腦力及觀察力。對
於新遊戲，大家都樂於在實踐中學習，逐漸
掌握遊戲規則。活動中，不同參加者都嘗試
講解及協助參加者學習桌上遊戲，一嘗帶領
的滋味。

親親 DIY
「觀•賞•情•行」家長小組
親親 DIY 活動以「家庭徽章」為主題進行環 「觀•賞•情•行」家長小組課程是中心針對青
保袋創作，參加的家庭都發揮想象力，將家 少年及成人自閉症人士而設計的家長小組。
庭旅行的開心經歷、喜愛的物件等以豐富的 透過不同的情境例子及角色扮演，讓家長掌
色彩及不同形象展現在環保袋上。一位青年 握及練習觀察、獎賞、共情、同行四個角色
人表示設計的初衷是希望家人之間相親相 的特質及技巧。小組更配合靜觀訓練，讓家
愛。在設計和製作過程中，雖然一開始青年 長可以在生活中保持平靜情緒，在教養的道
人和家長之間有不同意見，但大家都能慢慢 路上重拾信心及希望。上圖顯示家長用手機
達成共識，完成作品。
程式輔助進行靜觀呼吸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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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才。
自有才。展才能」作品展示閣

每個人有自己的專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中心透過「自有才。展才能」平台讓會員有
機會將自己的藝術、畫作、手工藝品、攝影等作品與其他會員及家長分享。有興趣將作品展
示於中心網站的會員可將作品圖片及 50 - 80 字簡介轉交個案經理或中心職員。中心會視乎會
訊排版將部份的作品放於此作品展示閣。

稱 《紫色花園》

稱 《希望之鳥》

作品名 ：

作品名 ：

作品簡介：

作品簡介：

鳥披著色彩斑斕的羽毛，炯炯有神， 紫色花開得燦爛，吸引遊人遊花園。
寓意對未來的憧憬希望。
畫中的

作品名稱：《泉州西街》
作品簡介：
拍攝於二千年後的第八個質數年的第三十六
個質數天。

作品名稱：《日本計程車》
作品簡介：
日本計程車的顏色五花八門，沒有統一的顏
色，而我最喜歡的是這款橙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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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會員訓練小組
(此系列的訓練活動只限接受個人介入計劃的會員報名)

主要目的是讓會員學習不同的社交、溝通、就業及生活等技能，全方位提升
會員的社交能力及獨立生活能力，裝備會員面對不同的挑戰。
會員訓練小組

社交達人延伸組 (R2021063)

鞏固基礎社交小組内容，讓會員有更多機會實踐延續對話的技
巧，並於不同情境中練習包裝說話及在群體中表達不同意見及困難。
09/10/2021 - 20/11/2021 (逢星期六 ，共 6 節，13/11/2021 暫停一節)

簡介： 此小組將會回顧及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名額：
備註：

11:30am - 01:30pm

待定
免費
6位
1. 個案經理會按需要邀請個別會員參與，如有興趣參加可與個案經理聯絡。
2. 小組或會因應疫情狀況而改為視像授課，負責同事將會一星期前通知有關安排。
社交達人小組 (R2021064)

交是人生必學範疇，亦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良好的社交技巧對學業及工作都有
幫助。小組會透過講解、練習、角色扮演、遊戲等形式，讓大家認識社交潛規則、
對話技巧、情緒的觀察及調節、思想解讀等社交技巧，做個社交達人!
11/12/2021 - 02/03/2022 (逢星期六，共 15 節)

簡介： 社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名額：
備註：

09:30am - 11:30am

炮台山中心
免費
8位
1. 個案經理會按需要邀請個別會員參與，如有興趣參加可與個案經理聯絡。
2. 小組或會因應疫情狀況而改為視像授課，負責同事將會一星期前通知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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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會員訓練小組

此系列的訓練活動只限接受個人介入計劃的會員報名)

(

主要目的是讓會員學習不同的社交、溝通、就業及生活等技能，全方位提升
會員的社交能力及獨立生活能力，裝備會員面對不同的挑戰。
溝通表達小組 - 「言」樂無窮 (R2021065)
簡介： 小組中組員需要合作進行不同的言語表達遊戲，學習運用不同句子有效地向別人表
達自己的需要、作出發問及澄清，從中提升表達自己及理解指示的能力。
會員訓練小組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名額：
備註：

逢星期六，共 6 節，13/11/2021 暫停一節)

09/10/2021 - 20/11/2021 (
09:15am - 11:15am

待定
免費
6位
1. 負責同事會根據報名會員需要作出篩選，以確保小組符合會員需要，如有興趣參
加可與個案經理聯絡，負責同事將會一星期前確認安排。
朗程 - 職前訓練小組 (3) (R2021066)

簡介：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名額：
備註：

職前訓練小組以「職場社交能力」及「工作準備」為訓練的核心部分，主要讓會員
學習職場上的社交技巧和就業上的相關概念，藉此了解如何於不同場合調節自己的
行為及回應，為踏入職場做好準備!
04/10/2021 - 01/11/2021 (逢星期一、二、四，共十一節)
10:00am - 12:00pm

炮台山中心
免費
8人
1. 此小組只限接受個人職業計劃的會員參加。
2. 負責同事會根據報名會員需要作出篩選，以確保小組符合會員需要，如有興趣參
加可與個案經理聯絡，負責同事將會一星期前確認安排。
3. 小組或會因應疫情狀況而改為視像授課，負責同事將會一星期前通知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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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會員訓練小組

此系列的訓練活動只限接受個人介入計劃的會員報名)

(

主要目的是讓會員學習不同的社交、溝通、就業及生活等技能，全方位提升
會員的社交能力及獨立生活能力，裝備會員面對不同的挑戰。
會員訓練小組

主題性進階小組 (5): 理財有妙法小組 (R2021075)

理財是重要的生活技能，然而很多人都曾經遇過理財方面的困難，例如「儲錢很
難」、「浪費了金錢於無用的東西上」、「後悔買得貴」、「不懂應對推銷員」、
「到店舖消費或到銀行使用服務時覺得緊張」等。理財小組會透過講解、情境練
習、角色扮演等形式，讓大家學習儲蓄、精明消費、防範消費陷阱及詐騙、應對銀
行及其他消費場合等技巧。理財 Easy Go，生活少煩惱!
日期： 09/10、23/10、30/10、13/11、20/11、27/11/2021 (星期六，共 6 節)
時間： 04:00pm - 06:00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8 人
備註： 1. 負責同事會根據報名會員需要作出篩選，以確保小組符合會員需要，如有興趣參
加可與個案經理聯絡，負責同事將會一星期前確認安排。
簡介：

主題性進階小組 (6): 社區生活技能小組 「外出篇」
外出篇」(R2021085)

獨 往 方是獨立生活的重要一環，而能為外出作出準確的時間安排亦見
重要。在此小組中，參加者會學習如何為外出作出規劃，並有機會實踐所學。
21/10/2021 - 25/11/2021 (逢星期四，共六節)

簡介： 能 自前 不同地

日期：

時間：

03:00pm - 05:00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8 人
備註： 1. 負責同事會根據報名會員需要作出篩選，以確保小組符合會員需要，如有興趣
參加可與個案經理聯絡，負責同事將會一星期前確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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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會員活動

此系列活動歡迎所有會員參與，
此系列活動歡迎所有會員參與，不論是否完成個人介入計劃)

(

影片說故事 (R2021069)

簡介：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名額：
備註：

簡介：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名額：
備註：

你想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用製作短片的方式分享故事嗎?由故事劇本討論、扮演、拍
攝均可與中心會員共同合作完成，不單可發揮自己的創意及提倡自己的想法，亦可
以認識朋友。如你對影片製作有興趣，快來加入這團隊吧!
02/10/2021 (星期六)
04:00pm - 06:00pm

炮台山中心
免費
8人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2. 此活動為「影片說故事」團隊的延續活動，曾出席參與於七月及八月活動中的會

攝影一刻 - 建築篇 (R2021070)
有不少會員都是攝影愛好者，由人像、建築等等均有不少作品。是次活動希望召集
一眾會員共同走到中環地區進行拍攝，由中環鬧市、蘇豪建築、石板街、大館等
等，與志同道合的會員一同拍攝及分享作品。
27/11/2021 (星期六)
04:00pm - 06:00pm (03:45pm 集合)
中環港鐵站 D 出口 (站內) (集合地點)
免費
6人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2. 活動會因應天氣情況而可能有更改，負責同事會因應情況盡快通知更改安排。
3. 參加者需要自備攝影工具 (相機/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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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會員活動

此系列活動歡迎所有會員參與，
此系列活動歡迎所有會員參與，不論是否完成個人介入計劃)

(

Zoom 聊天 - 電影 (R2021071)

聊天室提供了一個網上平台讓會員開懷聊天，輕鬆一下，實踐溝通技巧。今
期 Zoom 聊天室以電影為主題。想和會員分享你喜歡的電影，就切勿錯過了!

簡介： Zoom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名額：
備註：

簡介：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名額：
備註：

星期四)

23/12/2021 (

02:30pm - 04:30pm

視像進行 (報名後會通知 Zoom 連結)
免費
10 人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我也有 Say 會議 - 會員篇 (R2021088)
「朗程牽」非常重視各位會員的意見，透過一些互動遊戲讓大家更了解中心的服
務、服務素質標準及表達對服務的意見，並且讓大家可以互相認識，希望各位踴躍
參與。
11/12/2021 (

星期六)

02:00pm - 04:00pm

炮台山中心
免費
8人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2. 活動或會因應疫情狀況而改為視像授課，負責同事將會一星期前通知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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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會員活動

此系列活動歡迎所有會員參與，
此系列活動歡迎所有會員參與，不論是否完成個人介入計劃)

(

抒心禪繞畫 - 體驗工作坊 (R2021078)

簡介：

禪繞畫是一種容易學習，讓自己達到放鬆而專注的狀態，並且得到平靜，所以也
被稱為「頭腦瑜伽」藝術。快來開啟一場用畫畫照顧自己的旅程吧!是次活動將由
家長義工 Clara Au-Yeung 美國官方認証禪繞畫導師帶領。除了襌繞外，Clara 亦是
資深剪紙導師 師承國家一級工藝美術師李云俠女士 及日本和諧粉彩 JPHAA)正指
導師。
(

)

(

日期： 06/11/2021 (星期六)

時間： 04:00pm - 06:00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8 人

註

，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
前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備 ：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

聖誕 Party (R2021087)

簡介：

這個普天同慶的大日子，「朗程牽」將與大家一同慶祝。當晚
體遊戲與大家玩!還有交換禮物及抽獎環節!誠邀會員一同出席，歡度聖

Merry Christmas! 在

還有集

誕。

日期： 18/12/2021 (星期六)

時間： 02:00pm - 04:00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 $30
名額： 8 人

註

備 ：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

前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2. 繳費日期為 11/12/2021 至 18/12/2021。如於 11/12/2021 或之後退出活動，仍需繳付
費用。
3. 費用只包括小禮物，不包括晚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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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會員活動

此系列活動歡迎所有會員參與，
此系列活動歡迎所有會員參與，不論是否完成個人介入計劃)

(

聖誕佈置 (R2021079)

簡介：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朗程牽」今次為大家提供發揮創意的機會，一起合力來為中
心佈置聖誕裝飾啦!

日期： 20/11/2021 (星期六)

時間： 02:00pm - 04:00 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8 人

註

。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備 ：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

職業體驗活動 2 - 餐飲業 (R2021080)
簡介： 職業體驗活動提供渠道讓會員了解不同工作的要求及內容。在此工作坊中，參加者
會了解餐飲業的工作內容，並會模擬任職不同的崗位。
日期： 01/12/2021 (星期三)
時間： 03:00pm - 05:00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8 人

註

。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備 ：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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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會員活動

，不論是否完成個人介入計劃)

(此系列活動歡迎所有會員參與

樂遊南朗山 (R2021077)

簡介：

日期：

秋冬天氣最適合行山活動，此次活動會與一眾會員一同行上南朗山，除可飽
覽港 島南岸 的 風景 外，亦 可從 另一角度見到 海洋 公 園 的 纜車，更有機會欣
賞到日落美景。
11/12/2021 (星期六)

時間： 03:00pm - 06:00pm (02:45pm 集合)
集合地點： 港鐵黃竹坑站 B 出口
費用： 免費
名額：

註

備 ：

8人

。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
始前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2. 活動會因應天氣情況而可能有更改，負責同事會因應情況盡快通知更改
安排。
3. 參加者請穿著合適的運動服裝及按需要預備水及食物。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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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第一屆舊生會/
第一屆舊生會/幹事會資訊閣
舊生會/幹事會資訊閣

第一屆舊生會/幹事會於 2021 年 01 月 23 日舉行就職典禮之後，已經開始進行定期幹事會議
及培訓。會議目的為了籌備中心的一些身心靈活動予會員參加。同時間，培訓內容包括溝通
及策劃活動的能力，讓幹事在活動中協助帶領及發揮所長。因此，幹事們會開始在不同的中
心活動中出現及協助並與各位會員交流，互相分享經驗，朋輩間發放正能量!

第二屆舊生會/幹事現正開始招募，
第二屆舊生會/幹事現正開始招募，如果你想為「朗程牽」的會員服務，又想裝備自己的籌
備及帶領活動能力，我們鼓勵你申請成為幹事。
招募詳請如下：
招募詳請如下：
任期：
任期： 1 年
職責：
職責：
- 出席舊生會/幹事會議，籌備舊生聚會
- 出席舊生聚會，輪流帶領聚會
- 與職員/幹事合作籌備及帶領身心靈活動
- 主動與會員建立關係，宣傳活動，並給予正能量
招募對象：
招募對象：
- 富有責任感、願意出席舊生聚會及幹事會議 (通常是星期六下午)
- 願意與會員及職員溝通
- 有團隊精神
- 能調節自己情緒以及有良好的解難能力
申請方法：
申請方法：
- 必須為已完成個人介入計劃的會員，以及沒有同時參加師友計劃的會員優先
- 請撰寫一封 100 字至 200 字的申請信，內容是自我介紹及認為自己勝任幹事的原因，並把
申請信於截止日期(30/11/2021)之前電郵/傳真/郵寄/Whatsapp/親自遞交到本中心
- 申請者須通過職員的面試
- 如成功取錄，將獲專人通知，並須出席就職儀式 (詳情待公佈)
截止申請日期： 30/11/2021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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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第一屆幹事會資訊閣

第一屆幹事的一年任期快將結束，在他們卸任前有一些心聲想與會員分享，希望鼓勵大家
申請擔任下一屆的幹事。
第一屆幹事會臨別心聲
Hello，我是本屆幹事會成員 James，很開心我有幸加入幹事會，我作為幹事會成員當中
令我帶出關懷和愛心，很感謝中心支持!

James

成為幹事使我有機會服務會員，為中心作出貢獻；也使我認識到新朋友，和他們連繫起
來。

Andy

我在幹事團隊學會了團體合作及精神，讓我更願意思考及接受別人想法。此外，幹事會
成功與友好機構舉行活動是我最難忘的回憶。

Tim

在差不多一年裡面，我學了不少事情，包括：如何帶領熱身於遊戲和把中心會員的意見
如實反映比中心。
以洛
參與幹事會，讓我認識了很多朋友，最印象深刻是幹事們關心和包容我，導師 Ms. Leung
也是很 nice。透過活動，我體會到團體合作的精神，互相鼓勵。
翔
我認為做幹事能夠帶比自己做 leader 體驗，當中可拉近同其他會員關係。除此以外，我
地都可以構思唔同活動比會員參與，讓佢地接觸唔同幹事，彼此建立友好關係

Sowon

月至 12 月份幹事會議及培訓資訊如下：
日期： 16/10/2021 (星期六) (會議) 及 11/12/2021 (星期六) (會議)
時間： 04:00pm - 06:00pm
地點：炮台山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 2 人
備註：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一星期聯
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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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家長支援小組

透過不同課程內容讓家長學習不同支援子女的方法，並學懂關注及照顧自己身心靈健康。
「觀•賞•情•行」家長小組 (3) (R2021067)
簡介： 你有否面對過以下的挑戰?子女不願意和你聊天或分享心事、子女情緒爆發令你束
手無策、對著子女重覆不斷的問題令你沒有耐性、覺得子女停滯不前、屢勸不改等
等?這些或會令你覺得氣餒、迷惘、不知所措…。「觀•賞•情•行」家長小組課程讓
家長掌握及練習觀察、獎賞、共情、同行四個角色的技巧及要點，令家長在教養的
道路上重拾信心及希望。
日期： 09/10/2021 - 27/11/2021 (逢星期六，共八節)
時間： 11:30am - 01:30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免費
名額： 8 人
備註：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靜觀親職課程 (2) (R2021076)

為家長要照顧及教育子女可以產生相當大的壓力，尤其是當自己情緒不佳時，
更容易感情用事，和子女發生衝突。這些挑戰不單影響你和兒女的關係，甚至影
響兒女的身心健康。靜觀(又稱正念)是近三十年流行的身心健康法，應用在各種情
緒病的治療、減壓、痛症適應等。本課程以靜觀的手法去提升父母教養的技巧，
尤其是處理自己的情緒、親職壓力以及子女之間的衝突。
02/10/2021 (星期六) (簡介會)
11:00am - 12:00pm (簡介會)
09/10/2021 - 04/12/2021 (逢星期六，共八節) (課程)
09:00am - 11:30am (課程)
炮台山中心
費用：免費
8人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
前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簡介： 作

日期:
時間: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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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家長支援活動

活動提供一個平台讓家長互相認識及交流，暫時放下照顧者角色，參與自己喜歡活動，齊齊
提升身心靈健康。此外，中心增設「星空下的傾情」板塊，以不同的主題讓家長認識及掌握
不同技巧以持續地支援子女於成長階段面對不同的困難及挑戰。齊齊於星空下互訴心聲及互
相扶持。
星空下的傾情(5)：性教育 (R2020072)
簡介： 性教育內容廣泛，包括情感關係和責任、性生殖器结構及性行為等等。家長們有
機會和子女討論「性」嗎？大家又會何時？何地？教育子女性知識呢？工作坊帶
領家長們一起討論性教育題目，亦會分享性教育進階小組內容，讓大家互相學習
及分享經驗。
日期： 30/10/2021 (星期六)
時間： 02:00pm - 04:00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8 人
備註：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星空下的傾情(6)：異性相處 (R2020081)
簡介：

透過是次工作坊，家長不單有機會認識子女與異性相處的知識及技巧，並
且能夠與其他家長探討及反思如何看待及面對子女有關異性相處的問題。
星期六)

日期： 04/12/2021 (

時間：

02:00pm - 04:00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8 人
備註：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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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家長支援活動

活動提供一個平台讓家長互相認識及交流，暫時放下照顧者角色，參與自己喜歡活動，齊齊
提升身心靈健康。此外，中心增設「星空下的傾情」板塊，以不同的主題讓家長認識及掌握
不同技巧以持續地支援子女於成長階段面對不同的困難及挑戰。齊齊於星空下互訴心聲及互
相扶持。
我也有 Say 會議與茶聚 - 家長篇 (R2021088)
簡介： 「朗程牽」非常重視各位家長的意見。會議與茶聚讓家長在輕鬆的環境下齊齊有
say，不但可以分享對於中心服務的意見及建議，也可以重溫服務質素標準。難得
的聚會，家長們不容錯過呀。
日期： 18/12/2021 (星期六)
時間： 04:00pm - 06:00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 免費
名額： 8 人
備註：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瑜伽鬆一鬆 (R2021073)
簡介： 疫情下，相信大家都減少外出，在家百無聊賴，不如一齊學習簡單易學的瑜伽動
作，在疫情下都可以保持身心健康。中心邀請專業瑜伽導師，與家長一齊進行瑜
伽活動。
日期： 23/10/2021 (星期六)
時間： 11:00am - 01:00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 90
名額： 8 人
備註：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2. 繳費日期為 16/10/2021 至 23/10/2021。如於 16/10/2021 或之後退出活動，仍需
繳付費用。
3. 視乎疫情狀況，將會個別通知參加者活動變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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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家長支援活動

活動提供一個平台讓家長互相認識及交流，暫時放下照顧者角色，參與自己喜歡活動，齊齊
提升身心靈健康。此外，中心增設「星空下的傾情」板塊，以不同的主題讓家長認識及掌握
不同技巧以持續地支援子女於成長階段面對不同的困難及挑戰。齊齊於星空下互訴心聲及互
相扶持。
靜心。
靜心。Handcream DIY (R2021082)
簡介： 聖誕節又到喇~ 今次想邀請家長來到中心，親手製作潤手霜送給自己或者你愛的
人，亦會透過靜觀練習，靜心觀察自己身體的感受和情緒。一邊談天，一邊製作
潤手霜，讓自己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時間!
日期： 27/11/2021 (星期六)
時間： 04:00pm - 06:00pm
地點： 炮台山中心
費用： $80
名額： 8 人
備註：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2. 繳費日期為 20/11/2021 至 27/11/2021。如於 20/11/2021 或之後退出活動，仍需繳
付費用。
3. 歡迎父母二人一同報名參加。
4. 視乎疫情狀況，將會個別通知參加者活動變更安排。
輕鬆遊南朗 (R2021090)

簡介：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備註：

海洋公園就去得多，其背後的南朗山你又行過未?趁著秋季嘅來臨，一齊出來出下
汗。行山路線：黃竹坑 > 南朗山 > 折返黃竹坑。
11/12/2021 (星期六)
03:00pm - 06:00pm (02:45pm 集合)
港鐵黃竹坑站 B 出口
免費
名額： 8 人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2. 活動會因應天氣情況而可能有更改，負責同事會因應情況盡快通知更改安排。
3. 參加者請穿著合適的運動服裝及按需要預備水及食物。
第26頁

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親子活動

透過親子社交活動，讓大家於生活中休息一下。活動亦有機會讓會員學習在不同的社交場合
中實踐社交能力。此外，亦提供機會讓家庭之間互相了解及交流分享。

簡介：

日期：

親親一日遊 (R2021083)
中心將會帶領大家到位於馬灣的挪亞方舟，進行親子社交能力任務。大家需要運用
社交技巧，學習與別人交流合作。
20/11/2021 (星期六)

時間： 09:30am - 04:00pm
地點： 港鐡九龍塘站 F 出口地面，
集合後乘坐大巴到達活動地點挪亞方舟 (集合及解散)
費用： 免費
名額： 30 人 (參加者必須以家庭為單位報名參加，每個家庭最多 3 人報名)
備註： 1. 如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活動將以抽籤形式進行。負責同事將會於活動開始前
一星期聯絡中籤者確認，而未能中籤者則不會另外通知，敬請留意。
2. 由於疫情影響，中心不會安排參加者午膳，參加者需要自行於活動地點安排午膳。
3. 所有參加者必須遵守活動地點的防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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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到訪諮詢服務

「朗程牽」亦為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服務單位提供到訪自閉症諮詢及培訓活動。透過專業同
工到訪，了解個案於單位中的行為表現，並與前線同工分享經驗，進一步支援單位處理及跟
進自閉症個案。到訪諮詢的形式不限，可以選擇以下題目進行工作坊，亦可按應不同範疇與
相關的專業同工展開個案討論，商議介入方向。
單位服務對象
青少年/成人
兒童
自閉症認識及理解 +
個案討論
認識早期自閉症徵狀 +
走進他們的世界
如何識別青少年/成年人
個案討論
自閉症人士
了解自閉症人士的精神健康狀況 有效建立正向行為及情緒的獎賞
制度如何協助自閉症兒童認識及
擬定處理偏差行為的計劃
表達情緒
情緒及行為單元 環境調節及視覺策略的應用
自閉症人士性教育
協助自閉症兒童處理欺凌
如何協助自閉症人士獨立生活
提升自閉症兒童的溝通動機
建立輔助/替代溝通系統
提升自閉症兒童社交遊戲技巧
如何編寫社交故事
社交溝通單元
情理行實況社交能力訓練介紹
如何運用桌上遊戲作社交訓練
自閉症人士就業支援及訓練
感覺統合單元
感覺訊息處理及調節策略
初診自閉症兒童的家長支援
家長單元
「觀．賞．情．行」家長訓練
工作
其他
可因應單位的需要而訂立合適的題目
參加者意見：
對象：
參加者意見：
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服務
• 了解自閉症學員接收的資訊與我們不同
單位及其前線同工。
• 認識如何利用 ABC model 了解及處理自閉症學員的
行為
服務收費：全免
• 認識如何切入自閉症個案的思維角度
查詢/申請到訪諮詢服務：
2294 - 9181
• 對高功能自閉症人士的職場問題多了認知
• 講員經驗分享有助了解 ASD 人士
• 互動環節加強了對講座的投入度
• 切合工作需要
• 不同例子能好好展現所學的技巧，十分貼地
• 了解能有不同遊戲的方法去做社交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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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前線同工電話諮詢服務

朗程牽亦設有一條諮詢熱線，由專業同工為社會服務機
構及教育界別機構前線同工提供有關自閉症的資訊及建
議，以輔助處理自閉症人士的情緒及行為困難。如對自
閉症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此熱線與專業同工討論處理
的方向。

對象：
社會服務機構及教育界別同工
諮詢熱線： 5596 - 0919
熱線接聽時間：
星期一 02:00pm - 05:00pm
星期二 02:00pm - 06:00pm
星期三 05:00pm - 09:00pm
星期四 02:00pm - 06:00pm
星期五 05:00pm - 09:00pm
星期六 02:00pm - 05:00pm

活動報名須知
活動報名方法：
活動報名方法：

以電話、WhatsApp、傳真、郵遞、電郵或親自到本中心報名，報名所需資料：
姓名及活動名稱及人數 (如參與人數超過一人)。活動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

繳費方法：(
繳費方法：(建議在疫情消退前
：(建議在疫情消退前，
建議在疫情消退前，以郵寄支票方式報名)

•
•

如以支票繳費，支票抬頭為 “新生精神康復會”，並把支票寄回或親自交到本中心。
可親臨本中心繳交現金。

繳費須知：
繳費須知：

•

•

因不同的收費活動需要按參加的人數而預算支出，已報名的會員必須於活動報名時或最遲
於活動當天繳交費用，若已報名的會員於指定日子後決定退出活動(指定日子請參考活動
介紹)，未曾繳費者亦需補交費用，敬請見諒。
所有活動繳費後，便已確實報名。除因特別情況(例如：參加人數不足/活動因事而取消)
外，會員如自行決定退出活動，
自行決定退出活動，將不獲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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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活動報名須知
颱風及暴雨訊號懸掛之活動安排：
颱風及暴雨訊號懸掛之活動安排：

當 8 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或黑色暴雨警告時，中心會停止開放。直至風球或暴雨警告解除後
小時，中心會逐步恢復正常運作。若 8 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在星期一、二、四及
六 03:00pm 後或星期三及五 06:00pm 後除下，中心亦會暫停服務。中心服務(包括面談/小
組/活動)開始時間前 2 小時按以下指引出席活動，中心將不會個別通知。
2

訊號

室內活動

室外活動

(包括面談/小組/活動)

✓
3 號風球/紅色暴雨 ✓
8 號或以上風球/
✕
黑色暴雨
1 號風球/黃色暴雨

✓
✕
✕

2 小時內天氣好轉

✓ =如常 ✕=取消/延期
室外活動：✓ 室內活動：✓
室外活動：✕ 室內活動：✓
室外活動：✕
室內活動：
07:00am 後 除 下 ： 服 務 時 間
(09:00pm - 02:00pm)取消/延期；
12:00am 後 除 下 ： 服 務 時 間
(02:00pm - 06:00pm)取消/延期；
04:00pm 後 除 下 ： 服 務 時 間
(06:00pm - 09:00pm)取消/延期。
例：天文台於 07:00am 維持八號
或 以 上 風 球，依 照 指 引，
09:00am 舉行之小組會取消。
縱使天 文台於 07:15am 除 下風
球，小組 仍 會 按照之 前的 決 定
取消/延期。

已開始，而天氣及後轉壞，中心會須視乎當時的天氣及路面狀況，安排參加者
離開/繼續服務

如中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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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牽第八期會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其他須知

已
箱 各 發
以推動「朗程牽」服務的進步。
2. 歡迎各會員寫下感受、心得、分享並投稿，與其他會員分享你們的樂與憂。如有興趣
投稿，請與中心職員聯絡。作品會由職員作出甄選。
3. 本中心的 WhatsApp 只是為了接收及發放資訊用途，由不同職員共同管理；而訊息的回覆
時間只限於中心開放時間內。會員若需要輔導支援，請與負責個案經理預約輔導時間。
4. 如需要修改接收會訊的方法(包括：郵寄，電郵及 WhatsApp) ，請與中心職員聯絡。
5. 歡迎各會員為會訊設計封面/插圖。如有興趣參與，請與中心職員聯絡。作品會由職員
作出甄選。
1. 中心 加設服務意見收集 ，歡迎 會員 表意見，

iSPA 活動報名表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參加者姓名

聯絡電話

費用

備註

iSPA 意見收集表

歡迎大家寫下對本中心服務的任何意見，並寄回/電郵/交回本中心職員作跟進。各會員的寶貴
意見將作為本中心日後提升服務質素之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感謝你的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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