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期

15

生 命 力

免 費 派 發

期

刊

Improve living

改善生活

Transform life

改變生命

2019 年 9 月-12 月
活動通訊
恆常服務及課程
言語治療服務
幼兒品格培育課程(恆常)
學前九型品格培育小組 Playgroup
品格小精兵

小學數學研習班
英語繽紛 Fun

精選推介
家長講座：情緒共舞~與孩子溝通篇
Creative Art Play for families
親子遊戲童樂日
報名及查詢
Tel：2721 2766
WhatsApp：5263 2257
Website: www.lerc.org.hk
www.lifekids.hk

~0~

目錄
言語治療服務

P.2

兒童及親子活動
 「親子樂無窮」小組
 小學數研習班
 英語繽紛 FUN

P.3-4

義工服務 / 長者及婦女事工 / 個人及婚姻輔導

P.5

LifeKids 幼兒/兒童生命培育及家庭教育
 學前九型品格培育小組 Playgroup
 品格小精兵
 幼稚園入學面詴預備班
 講座主題：情緒共舞~與孩子溝通篇
 Creative Art Play for families 親子遊戲童樂日

P.6-11

申請入會/續會手續及會員頇知

P.12

活動及課程報名方法、頇知及守則

P.13

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生效的安排

P.14

中心背景及簡介

P.15

~1~

言語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服務範疇

讀寫障礙

構音遲緩 /
障礙

口語理解及表
達能力遲緩 /
障礙

聲線問題

腦神經性溝
通障礙

流暢度問題
(口吃)

吞嚥困難

言語治療服務簡介
「生命培育資源中心」(下稱：本中心) 聯同「載欣社區健康顧問有限公司」
（社會企業）推出言語治療
及幼兒發展服務。建立言語治療師和註冊社工聯手的跨專業團隊，為有言語發展需要的幼兒及其家長提
供預防、治療、提升及支援服務，把握兒童發展黃金期，改善及提升其語言及溝通能力，提高家長對幼
兒語言發展的認識，及早辨識有需要的兒童，並透過家長支援小組為家長提供知識、技巧及情感支援。
隨著服務之發展，本中心於 2019 年自聘言語治療師，為更多小朋友及家庭提供專業的服務。
對象：有特殊學習困難及言語障礙的人士、學童及其家長。
服務目標：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及言語障礙的人士、學童提供小組或個別言語治療，並支援其家庭。

 服務内容：篩查、評估及訓練





*

免費幼兒言語發展篩查 (歡迎致電 2721 2766 預約)
全面幼兒言語發展評估
個別治療
社交小組
講座/家長訓練
所有篩查、評估和訓練均由合資格的專業言語治療師主理

 家長支援服務：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家長，幫助他們有效地照顧及教導他們的子女成長。
收費：「生命培育資源中心」乃是一間以生命教育為主的社會服務中心；「載欣社區健康顧問有限公司」
亦是以非牟利為宗旨營運的一間社會企業，故收費相對較低。
此外，我們設有「愛‧服侍計劃」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最新收費詳情請瀏覽中心網頁(www.lerc.org.hk)
申請/查詢電話： 2721 2766

~2~

兒童及親子活動
「親子樂無窮」之肋「言」
「喜」行 2019
每月一次聚會，
家長組：一同親手做手工，自用、送給親友均可，彼此交流養育孩子的點與滴。
小朋友組：透過遊戲、故事等活動，從幼培育孩子的品格，建立正向人生。
對
象：言語訓練學生家庭及其育有就讀 K1 至 P6 子女的親友家庭
費
用：會員每位每次$20(大小同價) / 非會員每位每次$70 (大小同價)
聚會地點：本中心 8 樓活動室(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8 樓)
聚會日期：9 月 21 日、10 月 19 日、11 月 16 日、12 月 21 日(週六)
時
間：晚上 6:00-8:30
(註：每月第 3 個週六晚，如第 3 個週六是公眾假期，聚會調動到第 2 或第 4 個週六)

聖誕節義工探訪
探訪日期：2019 年 12 月 21 日 (六)
集合時間/地點：1:00pm / 本中心 8 樓活動室(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8 樓)
解散時間/地點：4:00pm / 探訪院舍
義工對象：「親子樂無窮」之家庭及其親友家庭
義工名額：20 人
探訪對象：油尖旺區內護老中心長者
**『「親子樂無窮」之肋「言」
「喜」行 2019』活動由「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贊助」**

小學數學研習班
課程旨在提升學生數學課題的理解及掌握，提升學習興趣。
對象：小五、小六學生
名額：每組 6-8 人
地點：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8 樓
上課日期：
10 月 5 日，12 日，19 日，26 日
11 月 2 日，9 日，
(逢六，共 6 堂)
時間：
小五組：下午 2:00-3:00
小六組：下午 3:30-4:30
費用(每組)： $600（會員）/ $800（非會員）

**低收入家庭可申請學費津助，名額有限**
查詢及申請：2721 2766(吳姑娘)
備註：導師或會因應學生的情況，調動學生參加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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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23 日，30 日
12 月 7 日，14 日,21 日
(逢六，共 6 堂)
小六組：下午 2:00-3:00
小五組：下午 3:30-4:30
$600（會員）/ $800（非會員）

英語繽紛 Fun
內容：
閱讀理解：讀極都唔明解?
來! 一齊讀、一齊拆解~~
詞彙運用：我諗到中文…不過唔知英文點寫。點解會咁? 咪就係識得生字少囉!!
來! 一個星期學幾個，一年就識幾百個 Vocabularies 喇!!
聆聽訓練：播慢 D、講慢 D，我就聽得切喇! 但……考詴無得播慢 D、講慢 D 喎~~
來! 聽多 D，自然聽得快 D~~
會話訓練：唔使唔好意思 0 架!
來! 講多 D，就習慣 0 架喇~~ 大家一齊學、一齊笑、一齊呱哌叫啦~~

鼓勵家長與子女一起參加，齊齊學‧齊齊 FUN
上課日期：(逢星期六，合共 14 課)
9 月：21 日、28 日
11 月：2 日、9 日、16 日、23 日、30 日；
時間：上午 10:00-12:00
對象：小四至小六學生及其家長
費用(每位)：會員$280 / 非會員$380

10 月：5 日、12 日、19 日、26 日
12 月：7 日、14 日、21 日
地點：本中心 8 樓活動室
名額：16 人

2018-2019 學年 參加者心聲
「大家好，我叫 Daniel。我很開心可以在中心學習英文。雖然老
師們不一定都是教過書，但是我看到他們在每次課前都會做充份
準備，這份付出感動了我。令我用勤奮的態度去克服我對英文的
害怕。我在這要表示謝謝。我也謝謝我的媽媽，因為没有她，我
就没有信心去克服困難。感恩可以在這裡學習英文。」
~ Daniel
眨眼間，2018-2019 學年就快結束，「英語繽紛 FUN」也快將完結。在這一年裡，Max 和我都有新的
學習，滿有恩典與祝福……
「去年， 教會開設英語繽紛 Fun 英文班，讓家長和孩子同時上同一課程，一齊學習實用嘅英語基
礎知識。作為家長的我，好慶幸能惡補已忘記得七七八八的英文，並應用到日常工作中！ 課程內
容十分貼近兒子現時學校所教，可溫故知新，同步學習。我更驚訝地發現，兒子改變了，變得喜歡
和主動學習。兩小時的課堂，充滿趣味。導師又有耐心，教學生動，常常鼓勵我們。兒子更常常積
極舉手提問及回答問題。我也十分期待課後遊戲，如有獎問答、儲子彈射擊、二人三足、故事分享
會等，每次都引頸以待！最新一期英文班加入了成長課，教導同學認識和管理情緒。我們可以透過
遊戲，學習互助合作，接納成功和挫敗；又通過分享，學習處理壞情緒。兒子説「撥開烏雲，親親
陽光！」
在此，十分感謝教會提供英文學習機會！ 感謝導師們利用私人時間悉心教導， 儘管面對一班頑皮
的學生仍用愛去引領！」
~ 家長：Yv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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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義家‧義+」暖耆年計劃
活動目標：
 透過節日探訪，為區內私營安老院舍之長者送上關懷
 招募不同年齡界別之義工參與，促進跨代義工之互動與溝通，並實踐跨代共融，
體驗義工服務的意義。

中秋節探訪
探訪日期：2019 年 9 月 7 日 (六)
集合時間/地點：1:00pm / 本中心 8 樓活動室(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8 樓)
解散時間/地點：4:00pm / 探訪院舍
義工對象：5 歲以上 (5-10 歲兒童頇由一位成年家人陪同參與)
義工名額：20 人
探訪對象：油尖旺區內護老中心長者

長者及婦女事工
讚美操
使命：
建立讚美操平台，增進參加者的身心靈健康。
對象：
所有熱愛健康的人士，包括基督徒及非基督徒。
讚美操平台練習時間：

逢週二上午 10：00-12：30

逢週四下午 13：00-14：00
歡迎有興趣參與人士致電本中心與吳姑娘聯絡(電話：2721 2766)。

個人及婚姻輔導
幫助弟兄姊妹及有需要人士處理其家庭、情緒及心理等困擾。
查詢及預約電話：2721 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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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兒童生命培育及家庭教育
使命：

 品格教育：以基督教信仰作爲編排課程的原則，透過遊戲小組幫助幼兒建立良好行爲
及品格




家庭教育：幫助家長以正確的價值觀教養子女，讓孩子在愛中健康愉快地成長
專門訓練：為有特別需要的小朋友和家長提供專業兒童訓練及治療

服務目標：

 為幼兒及兒童提供品格、創意及藝術教育，從而提升幼兒的紀律、自理能力、情緒控
制及建立良好的品格和社交技巧。

對象：

1

歲至 6 歲幼兒及其家長爲主

LIFE Kids 理念
LIFE 理念是我們課程所著重四個重要元素的首個英文字母拼合而成，我們致力透過各種
不同的課程，期望培養您的兒女成為：

Love

懂得關愛別人的孩子
以基督的真理為基礎，有系統地培育幼兒，建立良好的品格，成為懂得關愛自己及別人
的孩子。

Innovative

具創意的孩子
以多樣的媒介，包括文字、動作、舞蹈、圖形、繪畫、拼貼、雕塑、泥塑或音樂等，讓
幼兒不斷探索，成爲具創意的孩子。

Faith

具信心及信念的孩子
以兒童為本，透過老師悉心的引導，幫助幼兒發揮潛能，建立信心，並培育一個具信念
的孩子。

Empowerment

懂得肯定自己，發揮潛能的孩子
注重肯定孩子的才能，幫助孩子認識自我，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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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九型品格培育小組 Playgroup
品格培育‧從幼開始
課程以幼兒的發展為基礎，注重幼兒的品格培育，透過故事、遊戲、美藝等，培養他們
九大品格(仁愛、喜樂、忍耐、恩慈、溫柔、和平、良善、信實和節制)，從而以提升幼
兒的紀律、自理能力、情緒管理及建立良好的社交技巧。
課程特別為 18 個月或以上的幼兒而設，幫助預備入讀幼兒園或幼稚園的幼兒及早適應獨
立及群體生活。
時間: 75 分鐘 (每星期兩課)

上課時間(逢星期三及五)
PA
PB
PC
PD

對象: 18 個月或以上孩子獨立上課，不需家長陪同）
師生比例: 1:5-6

組
組
組
組

上午 9:30-10:45
上午 11:00-12:15
下午 2:30-3:45
下午 4:00-5:15

師資: 資深註冊幼稚園教師或教育學士之專業導師
收費：$1,600(會員) / $1,700(非會員)

上課時間(逢星期二及四)
PE 組
PF 組
PG 組
PH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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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30-10:45
上午 11:00-12:15
下午 2:30-3:45
下午 4:00-5:15

「品格小精兵」
特別為 K1-K3 幼兒而設，小組共 40 課，分 5 期進行，每期 8 課。每期設重點學習的品格，透過遊戲、
故事、角色扮演等方式，提升小朋友的社交技巧以及情緒管理能力。
小精兵手冊：每位參加者獲發「小精兵手冊」以記錄學習內容及成果。
對象：K1–K3 小朋友
費用(8 堂)：會員$800 / 非會員$900

名額：每組 6-8 人
上課地點：本中心 603 室
(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6 樓)

*備註: 每期出席 7 堂或以上，可獲頒出席證書乙張。
期數

組別

時間

第五期
(逢週六，
共 8 堂)

CC

上午 10:00-11:00

CA

上午 11:15 -12:15

CB

下午 2:15 - 3:15

第一期
(逢週六，
共 8 堂)

CC

上午 10:00-11:00

CA

上午 11:15 -12:15

CB

下午 2:15 - 3:15

上課日期(逢週六)

品格主題

8 月：17 日
9 月：7 日, 21 日, 28 日
10 月：5 日, 12 日, 19 日,26 日

主動
&
井然有序

11 月：16 日, 23 日, 30 日，
12 月：7 日, 14 日,
2020 年 1 月：4 日, 11 日, 18 日

順服
&
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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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入學面詴預備班 2019
提供幼稚園面詴及家長應對的模擬場景，讓幼兒及家長能親身體驗實際的面詴
情況。導師會作即時評估及提供建議或改善方案。附設評估報告，讓家長了解
孩子的長短處，提升應對能力。
對象：2020 年 9 月入讀 N 班或 K1 的幼兒及其家長
課時：40 分鐘 (每星期一堂)
上課日期及時間：請致電 2721 2766 向中心同工查詢
師資：資深幼稚園老師
學費：$1,680 (4 堂個別課及 2 堂模擬小組面詴)
師生比例：1:1
*必頇由父/母/監護人陪同子女一起上課*

模擬小組面詴
課時：45 分鐘 (包括小組面詴及家長提問)
學費(2 課)：會員$580 /非會員$700
對象：2020 年 9 月入讀 N 班或 K1 的幼兒及家長
名額：每組 6-7 對 *必頇由 1 位父/母/監護人陪同子女一起上課
日期

時間

課堂編號

10 月 12 日(六)

下午 4:00-4:45

GP1

10 月 19 日(六)

上午 9:45-10:30

G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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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講座 / 課程

講座主題：情緒共舞~與孩子溝通篇
心情如天氣， 有時難於預測。特別當孩子未能向外清楚表達同時，
成年人亦難理解孩子想法的時候。 彼此如何建立正面的溝通關係？

講員：黃文儀女士(文儀姐姐)
(英國註冊遊戲治療師、註冊幼兒教育工作員)
日期：2019 年 9 月 20 日(五)
時間：7:30-9:00pm
地點：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6 樓
對象：0-12 歲小朋友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費用：會員$30 / 非會員$80
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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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Art Play for families
親子遊戲童樂日
家庭從遊戲中體驗相處正能量，促進親子合作關係。遊戲宣揚
正面遊戲態度同時，亦鼓勵家庭將學到的用於日常生活中。
內容：
Part I：親子時光:
 建構類別－我們的家園
 舒發情感類別－Music & Play
 家庭合作類別－奇妙旅程
 科學探索類別－發射器製作

Part II：育兒教養分享

日期：2019 年 10 月 26 日(六)
時間：2:00-4:00pm
地點：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6 樓
對象：K1 至 P.2 學生家庭
費用(*每組親子：1大1小)：會員 $350 / 非會員 $450
* 同一個家庭每位額外參加者另加$ 100
* 每個家庭最多為 4 人

導師：黃文儀女士(文儀姐姐)
(英國註冊遊戲治療師、註冊幼兒教育工作員)

~ 11 ~

網上報名

申請入會/續會手續及會員頇知
(會員表格可於中心索取或於中心網頁下載)
(一)會員制度及收費：
(領取綜援人士、低收入人士、殘疾人士及年滿 60 歲長者可獲豁免會員收費)
會藉類別

年齡

兒童及青少年
1.5-17 歲
會員

成人會員

家庭會員

年滿 18 歲

直屬家庭成員
(父母及子女)

入會月份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會費(2 年)
$50
$43
$38
$31
$50
$43
$38
$31
$100
$88
$75
$63

會費(5 年)
$100
$95
$90
$85
$100
$95
$90
$85
$200
$190
$180
$170

* 首年會藉如不足一年，該年年費會每季按比例計算。
會員年度：2 年或 5 年
(一) 會員福利：
1.1 定期收到本中心通訊及其他有關活動的宣傳刊物。
1.2 以會員價參加本中心主辦之活動及課程。
(二 ) 會員義務：
2.1 會員證不可轉借予他人使用，如有遺失，頇盡快到本中心辦理補領手續。
2.2 報名時，頇提供會員編號(登記的聯絡電話號碼)或出示會員證。
2.3 保持中心整潔及愛護中心內一切設施和物品。如發現會員破壞設施或物品，本中心保留追
討賠償之權利。
2.4 遵守中心內各項服務、設施及活動之守則。
2.5 遵守中心職員之指示及尊重其他服務使用者。
(二) 申請及退出方法：於辦公時間內攜同下列文件親臨本中心或以郵寄方式辦理入會手續。
3.1 已填妥及簽署之《會員申請表》；
3.2 各申請人之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地址證明(以供同工核對個人資料之用)；
3.3 本中心收妥申請表及相關會員費後，會於 14 個工作天內辦理其申請及發出會員證；
3.4 本中心保留權利接納或拒絶申請人之會員申請；
3.5 若會員提供任何非真實、不確定、失效或不完整之資料，或本中心持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
懷疑其登記資料之準確性，或會員嚴重違反本中心規則或未能履行本條款及守則內容，則
本中心有權暫停或取消會員之會藉。會藉一旦終止，會員頇將其會員證交還，並停止享用
會員之權益。
3.6 會員頇於會員證有效期前一個月辦理續會手續，續會乃是會員之義務，因此本中心不會作
出通知。
3.7 會員如更改居住地址、聯絡電話及各有關之資料，必頇通知本中心同工。
3.8 會員有權申請退出會藉，會員可親臨本中心或以郵寄方式遞交退出會藉申請表格。己繳交之會
員費將不獲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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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及課程報名方法、頇知及守則
報名及繳費方法：(活動報名表可於中心索取或於中心網頁下載)
報名方法
1. 於辦公時間親臨本中心遞交報名表

繳費方法
 現金：親臨本中心以現金繳費。
 支票：支票抬頭請寫：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或「The Incorporated
2. 透過以下方式遞交報名表：
Trustees of The Tsimshatsui Swatow Christian
2.1 電郵
Church 」。
2.2 傳真
請在支票背後寫上「參加者姓名」及「聯絡電話」。
 銀行入帳：
3. 網上報名
中國銀行戶口「012-604-0-000778-5」
(報名方法，請見各相關課程宣傳單張。)
必頇於入數後，將入數紙副本電郵、傳真 或 WhatsApp
至本中心，並註明「參加者姓名」及報讀的「課程名
稱」及「聯絡電話」。
電郵：enquiry@lerc.org.hk
WhatsApp：5263 2257
傳真號碼：2721 2097
地址：九龍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8 樓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報名頇知及守則：












所有課程之學費必頇全數繳交方確實學位。
所有活動一經報名，已繳費用概不退還，學額不可轉讓他人或改報其他課程。
本中心保留取消課程、更改導師、上課地點及時間之最終決定權。
除因特別情況引致活動/課程的推行日期及時間有所更改，否則不作另行通知，敬請按上課之日期
及時間依時出席。
如因特別天氣而停課或活動取消，相關費用不獲退款 。
非恆常課程、暑期活動、特別節日活動，均不設任何補課。
請確保孩子穿著舒適的衣物、防滑襪及鞋，另請預備一套衣物於孩子的袋子裡作不時之需。
如遇到緊急事故，中心職員會盡快通知家長，並考慮學員的情況，如有需要會送到最近之醫院，
一切所需之費用將由家長負責。
家長及其子女必頇根據個人能力，作出判斷是否適合上課。本中心毋需負責任何人士因參與本中
心活動而帶來之任何損失或受傷。
上課期間可能會進行拍攝作中心記錄之用，參加者如不欲上鏡，請於活動當日通知負責工作人員。
本中心保留最終一切的決定權。

恆常課程補課安排 2017 年 9 月 1 日開始生效
參加課程堂數
補假安排
8堂
一次病假
1.
16 堂
1 次事假及 2 次病假
2.
24 堂
2 次事假及 2 次病假

(不適用於言語治療服務)：
備註
如需申請病假，敬請家長盡早通知本中心，並提供有
貴子女姓名的醫生紙，否則當事假或缺課計算。
補課頇在指定日期進行，否則當放棄

言語治療服務~套票優惠、預約及更改預約頇知：
 所有套票由收據日期起計，6 個月內有效，逾期餘額作廢。
 取消/更改預約需於最少 3 個工作天前來電通知。
 取消/更改預約時間/日期次數：4 課套票不可多於 1 次；8 或 10 課套票不可多於 2 次。
 若因病臨時取消預約，需於預約當天 9:30 前來電通知及在下次治療時出示醫生紙以作証明。
 若未能根據以上程序而取消/更改預約，或未能提供醫生紙，則該次預約作一次治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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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生效的安排

服務/
活動類別

暴雨警告訊號

中心辦事處

黃色
照常

幼兒活動及課程

照常

兒童、青少年
及年人

照常

所有戶外活動

與中心
同工聯絡

紅色
照常
取消/
改期
照常
取消/
改期

颱風訊號
黑色
暫停
取消/
改期
取消/
改期
取消/
改期

一號
照常
照常
照常

三號
照常
取消/
改期
照常

與中心
取消/改期
同工聯絡

八號或以上
暫停
取消/
改期
取消/
改期
取消/
改期

雷暴警告
照常
照常
照常
取消/
改期

已開始之課堂：
✔ 當一號颱風訊號，或黃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時，課程繼續進行 。
✔ 當三號風球於中心開放時間生效，並預計會改掛更高風球，中心仍然照常開放。如參加者未到達中
心，建議參加者不要返回中心。已到達的參加者則安排在安全的情況下離開中心。14 歲或以下的參
加者，必頇由家長/成人接回。
✔ 如八號風球及黑色暴雨警告在中心開放時間內生效，中心內已開展之活動、課程將作有限度服務，
並安排參加者在安全情況下離開中心。
未開始之室內課堂：
✔ 如一號颱風訊號，或黃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時，所有課程照常舉行。
✔ 當三號颱風訊號，或紅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時，幼兒活動及課程將取消或順延舉行。兒童、青少年
及年人活動及課程將如常進行。
✔ 當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時，中心所有服務將取消或順延舉行。
✔ 在天文台改發三號或以下的風球，或解除黑色暴雨警告後的 2 小時後，中心將重新開放，所有未開
始的活動、小組及課程將會照常舉行。
戶外活動：
✔ 當天文台宣佈雷暴警告生效或在未來數小時內將發出三號風球，在此期間所有中心舉辦的戶外活動
全部取消，而中心室內舉辦的活動則照常進行。
備註：
✔ 以上天氣警告訊號及相關安排只作一般情況參考。任何情況下，請參加者及家長自行考慮各地區之
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決定是否前往中心，以策安全。在此情況下缺席的課堂或活動，均不獲補課
或退款 ，敬請留意。
✔ 非恆常課程、暑期活動、特別節日活動，均不設任何補課。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721 2766 或 WhatsApp 5263 2257 與中心職員聯絡。
辦公時間：星期二至六 上午 9:00 -下午 6:00 （午飯時間：中午 1:00-2:00）
星期日、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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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背景及簡介
「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Life Enlightenment Resources Centre) [簡稱：「LERC」]於 2011 年成立，
隸屬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社關部，是一間以生命教育為主的社會服務中心。我們以基督教信仰為核
心，致力推動生命及品格培育。2014 年開始，透過 LifeKids 事工，開展幼兒、兒童及家長的生命教育。
並於 2016 年，開展言語治療服務，透過不同的課程及訓練讓不同階層的幼童和家庭得到適切的幫助，
改善生活；同時，讓他們從小得到培育，以達至全人成長、相信耶穌，改變生命。

願景：改善生活‧改變生命 Improve living‧Transform life
使命：以愛心服侍社區內特別有需要的群體和兒童，培育生命，關顧全人發展，建立自我靈命。
價值 (L.E.R.C.)
Life and Love(生命、愛)： 透過服侍彰顯主愛，建立自己及別人的生命
Enlightenment and Empowerment (啟發、充權) ：幫助所服侍的對象發揮潛能，建立自信，啟迪他們
的心靈
Resources and Respect (資源、尊重)：為所服侍的對象提供適切的支援，維護他們的尊嚴
Collaboration, Community and Children (合作、社區、兒童) ：與堂內肢體、堂外機構、其他教會、
志願人士、商界和專業人士等合作，服侍社群，關愛幼兒及兒童

服務對象



以家庭為核心、以服務幼兒及家長爲主
社區有需要人士

服務範疇




 義工訓練
 長者及婦女事工（讚美操）
 個人及婚姻輔導

LifeKids 幼兒/兒童生命培育及家庭教育
言語治療服務
基層家庭事工

地址：九龍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8 樓
網頁：www.lerc.org.hk
電郵：enquiry@lerc.org.hk
電話：2721-2766
WhatsApp：5263-2257
傳真：2721-2097

幼兒事工
地址：九龍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6 樓
網頁：www.lifekids.hk
電郵：enquiry@lerc.org.hk
電話：2721-2766
WhatsApp：5263-2257
傳真：2721-2097

辦公時間：星期二至六 上午 9:00-下午 6:00 （午膳時間：1:00-2:00）星期日、一 及 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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