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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治療服務範疇包括：                    

 

讀寫障礙 
讀寫障礙是特殊學習困難最常見的一種。有

讀寫障礙的人雖然具有正常的智力，但他們

在學習認讀、書寫、組合構詞和理解文字方

面卻較其他人為差，這些問題會直接影響他

們的語文能力發展及整體學習表現。 

  

常見特徵有 ： 

 未能認讀或默寫反覆學習過的中文字 

 認讀或抄寫中文的時候漏字 

 經常將中文字讀成其他相近的字，例如 :「栗」讀成「粟」字 

 經常錯誤認讀詞語中的另一個單字，例如:「聖」讀作「誕」 

 經常只讀出單字的某部份，例如:將「潘」字讀作「田」 

 因讀寫能力較弱，開始對認讀或書寫中文生厭 
 

 

構音遲緩 / 障礙 
患有構音遲緩 / 障礙的小

朋友在說話時未能準確地

發音，這種情況會令人難

以理解說話的內容，他們

甚至被誤解為「黐脷

根」。成因可能是患者受

錯誤發音模範影響或在學

習說話過程中將某些讀音

混淆所致。另外，其他患者可能受到其他因素影響

說話清晰度，例如：是口腔肌肉較弱或不協調、裂

顎、兔唇、聽障等等。 

  常見特徵有： 

 錯誤發音如： 

o 「沙」讀成「他」、「條」讀成「橋」 

o 「我鐘意食西瓜」讀成「我東意滴低瓜」等 

 

 

口語理解及表達能力遲緩 / 障礙 
兒童因先天或後天的問題，言語理解及表

達能力比同齡的小朋友慢或出現異常發

展。這些情況通常出現於患有弱視、弱

聽、智力發展遲緩、腦部受損、專注力

不足、自閉症或在語言發展階段缺乏適

當刺激的兒童身上。由於患者的理解及

表達能力弱，故此在他們的學業及社交

上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常見特徵有 ： 

 理解力不足：如問非所答或不明白指示 

 表達力不足：如詞不達意或不能掌握足夠的詞彙以致表達句子

十分簡短 
 

 

聲線問題 
聲線沙啞、失聲等都屬

聲線的問題，成因有很

多，如常過度濫用聲線

(如大叫、尖叫等) 、發

聲方法不正確、精神緊

張、聲帶出現繭或瘜肉

等。 

常見特徵有 ： 

  聲線沙啞、走音 

  大聲說話時音調偏高或偏低 

  說話時容易感到咽喉疼痛  

腦神經性溝通障礙 
因腦部受創、病變或退化而令患者在日常溝通

出現問題。這種情況多發生於腦部疾病患者身

上。 

常見特徵有： 

 失語症 

o 答非所問，說話內容紊亂，不能有效地表達 

o 不能跟隨指令、容易混淆文字 

 失用症 

o 不能有效地控制口部及面部肌肉以致說話含糊不清 

 認知困難 

o 雖然面對著一些常見的物品卻不能講出物品的名字來 

 

 

流暢度問題(口吃) 
俗稱口吃。患者在說話的時候

不適當地停頓、重覆字眼或延

長字音比一般人多，尤其在緊

張狀態更為明顯，這會影響患

者在社交上的自信心繼而產生

自卑感。 

常見特徵有： 

 延長字音 - 例如 : 我..sss…..想去睇..h…. 

h..戲 

 重覆字眼 - 例如 : 早 … 早 … 早晨 

 說話時出現小動作 - 例如 : 皺眉、眨眼、

擦鼻等 

 語塞或中斷 - 例如 : …..你…….去去 

 

 常見特徵有： 

 在吞嚥時出現咳嗽 

 吞嚥後食物仍留在口腔內 

 

吞嚥困難 

在吞嚥過程期間，食物或飲料從口腔到食道當中出現肌肉控制不協調而把吞嚥物掉進氣管引致氣哽 

 時常流口水 

 不明原因下斷續地發微熱 

 恐懼或拒絕進食 

 

言語治療知多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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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語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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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樂無窮」小組 (2019 年 4-8 月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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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3日、5月 18 日、6月 15日、7月 20日、8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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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親子活動 

http://www.joyance.hk/
http://www.le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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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組  

問：學英文目的是應付考試?  

答：當然唔係啦! 係與別人溝通 

問：英文好可怕?  

答：佢唔係怪獸，又有咩可怕喎~~ 

問：學英文係好悶? 

答：玩住來學，就唔會悶喇~~ 

想邊玩邊學英文? 快 D來參加英語繽紛 FUN啦~~ 

2019 年 4-8月上課日期 內容 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費用(每位) 

4月：13日、27日 

5月：4日、11日、18日、25日 

6月：1日、8日、15日、 

    (逢星期六) 

註：7-8月休課 

 活動英文課(教

授小三至小四程

度英語) 

 小組活動，培育

孩子良好品格 

上午

10:00

-

12:00 

本中心 

8樓活

動室 

小三 

至 

小六 

學生 

及 

其家長 

每

組： 

10

人 

會員$135 / 

非會員$185 

 

 

小學英、數研習班(4-5月上課) 
 

課程旨在提升學生對英文、數學課題的理解及掌握，為 6月下學期終期考試作好預備。

師資優良、有愛心、有耐性。 
 

日期：4月 6日，13日，27日， 5月 4日，11日，18日 (逢六，共 6堂) 

 

地點：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8樓             對象：小五、小六學生              名額：每組 6-8人 

 數學組 英文組 

時間： 

 

小五組：下午 2:00-3:00 

小六組：下午 3:15-4:15 

  小六組：下午 2:00-3:00 

  小五組：下午 3:15-4:15 

費用(每

組)： 

$600（會員）/ $800（非會員）   $600（會員）/ $800（非會員） 

備註：導師或會因應學生的情況，調動學生參加的組別。 

 

 
 

  暑期小學英、數研習班 (7-8月上課)     
課程旨在為升小五及小六學生溫故知新。在暑假期間，為學生重溫上一學年的課題， 

鞏固知識；同時與學生預習未來學年的課題，作好升班的預備。 
 

聚會日期：7月 13日、20日、27日、8月 3日、10日、17日 (週六，共 6堂)  
地點：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8樓                 對象：升小五及升小六學生              名額：每組 6-8人 

 數學組 英文組 

時間： 

 

升小五組：下午 2:00-3:00   

升小六組：下午 3:15-4:15 

升小六組：下午 2:00-3:00     

升小五組：下午 3:15-4:15 

費用(每組)： $600（會員）/ $800（非會員） $600（會員）/ $800（非會員） 

備    註：綜援及書全津學生可獲津助，名額有限，詳情請致電 2721 2766與中心同工聯絡。 

家長組 

 想知道子女學校的英文課學緊乜? 

 想在家中幫子女溫習英文，但無從入手?  

 想子女聽話 D，懂性 D? 

英語繽紛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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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義工招募  
義工對象：16歲或以上人士 

義工角色及要求： 

 協助推行暑期活動，如：接待學生及家

長、維持課堂秩序，整理課室及教具等。 

 主動、願意學習、盡責、喜歡與 2-12歲

的幼兒/兒童相處。 
 
 

義工名額：按個別活動而定 

義工津貼/服務時數登記： 

 如家長參與義工，其子弟可優先報讀本中心

舉辦之課程，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本中心會為義工登記「義工服務時數」，並

於「義火相傳」義工分享會中頒發義工感謝

狀給義工，以表謝意。 

 

 我們將於 5-6月期間把暑期義工詳情上載到本中心網頁: www.lerc.org.hk 

 網上義工登記：http://www.lerc.org.hk/2018summ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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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節探訪 
探訪日期：2019年 6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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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兒童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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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參與的義工須出席探訪預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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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預備日 
日期：5月 25日(六)        

時間：4:00-5:30pm            

地點：本中心 8樓活動室 

內容：簡介探訪流程、義

工角色及職責、預

備禮物包 

義工服務 

http://www.lerc.org.hk/
http://www.lerc.org.hk/2018summ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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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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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至 8 月暑期優惠： 
堂數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全期 8週共 16堂 $2,600 $2,700 

6週共 12堂 $2,220 $2,350 

4週共 8 堂 $1,6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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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每組 6-8人    

費用(8堂)：會員$800 / 非會員$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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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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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分鐘 (每星期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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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  

資深註冊幼稚園教師或教育學士之專業導師 

上課時間(逢星期三及五) 

 

PA 組  上午 9:30-10:45   

PB 組  上午 11:00-12:15 

PC 組  下午 2:30-3:45    

PD 組  下午 4:00-5:15 

上課時間(逢星期二及四) 

 

PE組   上午 9:30-10:45   

PF組   上午 11:00-12:15 

PG組   下午 2:30-3:45    

PH組   下午 4:00-5:15 

期數 組別 時間 上課日期(逢週六) 品格主題 

第三期 

(逢週六， 

共 8堂) 

CC 上午 10:00-11:00 4月：6日,13日,27日 

5月：4日,11日,18日,25日 

6月：8日 

溫柔 

&  

節制 

CA 上午 11:15 -12:15 

CB 下午 2:15 - 3:15 

第四期 

(逢週六， 

共 8堂) 

CC 上午 10:00-11:00 6月：15日,22日, 29日 

7月：6日,13日,20日,27日  

8月：3日 

美德 

& 

好客 

CA 上午 11:15 -12:15 

CB 下午 2:15 - 3:15 

學前九型品格培育小組 Play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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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填寫 

網上報名表 

家長講座 / 課程 

 

Kimochis 家長社交情緒教育坊 

只要你願意花三個晚上，你就能尋到提升孩子 EQ 的鎖匙。 
 

孩子出生時，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健康快樂地成長。你有多大的把握能讓兒女健康快樂地成長呢? 國際

著名心理學大師，丹尼爾．高曼 (D. Goleman) 博士指出情商（EQ）乃是人類最重要的生存能力，他

提出如果兒童的 EQ發展良好，不獨能適當地處理自己的情緒，還能建立同理心，瞭解和疏導別人的

情緒，令自己的人生變得快樂；EQ高的兒童，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亦高，亦等同於為將來的成功打下

了良好的基礎。如何能使孩子的 EQ高呢? 

 

從事三十多年教育工作的伍家珍女士將會協助大家打開培養子女社交情緒能力的 Kimochis寶盒，讓

你掌握系統地教導兒童認識及管理自身情緒；自我約束的有效技巧；關愛別人；建立和維繫人際關

係；以及作出負責任的決定方法和技巧。 
 

日期：5 月 3日、10日、17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45-9:15 

 

地點：生命培育資源中心—LifeKids (尖沙咀寶勒巷 25號 6樓) 

 

內容： 

第一節：社交情緒教育與兒童的社交心智健康成長 

第二節：使用情緒智商工具幫助兒童認識自己的情緒及明白他人的情緒 

第三節：使用情智高工具幫助兒童掌握社交溝通之匙，建立正面有效的社交技能和態度。 

 

對象：0-10歲兒童家長及興趣人士                         

 

名額：20人 

 

收費： 

會  員：$1600 (3月 29日或之前報名 或 父母同行每位$1500)  

非會員：$1800            

 

講員：伍家珍女士(從事三十多年教育工作、 明報教得樂〈愛有明天〉專欄、家長系列叢書《教

育孩子的 50條法則》作者) 

備註：家長按需要選擇購買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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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 

參加 2019年 6 月 8日或之前 

報名及繳費 

2019年 6 月 9 日或之後 

報名及繳費 

1至 2 個課程，每個課程費用： $900(會員) / $1,000(非會員) $1,050(會員) / $1,150(非會員) 

3至 4 個課程，每個課程費用： $800(會員) / $900(非會員) $850(會員)  / $950(非會員) 

備註：1) 請家長為幼兒預備小背包，輕便餐盒、水樽。           2) 請家長為幼兒所有物品標示名字，以茲識別。 

      3) 活動花絮照片 DVD 將於畢業禮當日連同證書一併頒發。 

選修課程 1：自理部隊 

 屋企 D玩具成日周圍都係? 

 每朝都要打鑼打鼓叫小朋友起身返學? 

 每朝阿仔阿囡都好似大爺、公主咁，要人

幫佢換衫、著襪著鞋出門? 
課程以生活化的練習，訓練孩子自理能力，培養

「自己的事自己做」的態度，提升自尊感及責任

感，做個生活小管家。 
 

品格主題：責任、規律 

上課日期：7月 22日至 7月 26日(一至五)         

上課時間：下午 2:00-4:00 

上課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升 K2至升小二學生       

每組名額：6-8人 
 

選修課程 2：EQ社交部隊 

你嘅小朋友有冇間中或者成日因為得唔到佢想要嘅

嘢發脾氣，搞到你好苦惱？ 

 一嬲就大叫、郁手郁腳? 

 小朋友遇到驚的事情，唔敢講、唔表達? 

 想小朋友學習表達情緒的正面方法? 

課程讓孩子認識情緒，學習管理情緒的技巧，以正

面的行為處理負面的情緒，建立良好的社交行為。 
 

品格主題：尊重、友愛 
上課日期：7月 29日至 8月 2日 (一至五)         

上課時間：下午 2:00-4:00 

上課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升 K2至升小二學生        

每組名額：6-8人 
 

選修課程 3：解難部隊 

小朋友：我唔識啊，你幫我啊!  

家長：你自己識下啦! 

小朋友：我做唔到啊~~ 唔得啊!  
 

以多元的活動，透過解難遊戲訓練孩子的觀察

力、思考力、專注力及解難能力，做個有勇有

謀的孩子。 
 

品格主題：勇氣、堅毅 
上課日期：8月 5日至 8月 9日(一至五)          

上課時間：下午 2:00-4:00 

上課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升 K2至升小二學生       

每組名額：6-8人 

選修課程 4：理財部隊 

似曾相識的情境? 

仔/囡：媽媽搭的士啦! 

媽媽：搭的士好貴架~~ 我哋唔趕時間，搭巴士。 

仔/囡：去搵機(提款機)攞咪得囉! 

媽媽：…… 
 

錢從何來? 錢有咩用? 錢可以買到什麼? 錢買不到

什麼? 
 

品格主題：節制、忍耐 
上課日期：8月 12日至 8月 16日 (一至五)        

上課時間：下午 2:00-4:00 

上課地點：中心活動室                          

對象：升 K2至升小二學生       

每組名額：6-8人 

暑期 SUMMER FUN 2019 

 
一眾精銳部隊透過實質的體驗及具體的行動，訓練成為：

具自理能力、溝通能力、解難能力、觀察力、思考力、專

注力、創造力、知慳識儉的小精兵。 
 

導師觀察孩子的互動，給與正面的回饋，肯定孩子的特質。每個課程配以相關的聖經故事及品格主題，內化

孩子的學習，促進孩子身、心、靈健康發展。 
 

家長可為孩子選修 1週或多週課程，每個課程出席率達 80%獲頒「品格暑期兵」畢業證書。 

*畢業禮* 於 2019年 8月 24日(下午 2:30-4:30) 舉行，請家長及學生預留時間出席。 

品格暑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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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的孩子充滿愛 

什麼令我們的孩子充滿喜樂？就是愛！           

透過讚美天父，讓我們的孩子經歷一個愛的奇妙旅程！ 

五天的暑期讚美課程，孩子將從認識天父的愛，體會被愛的滿足，建立正確的自我價值觀；又願意主

動付出，在愛中建立自己。 

 

日期：8月 19日至 23日(星期一至五)         

* 愛‧讚美*表演於 2019年 8月 24日(下午 2:30-4:30) 舉行的暑期畢業禮中進行，請家長及學生預留

時間出席。 

時間：10:00-12:00                                       對象：升 K2至升小三 

形式：詩歌敬拜，故事，手工，遊戲，話劇，茶點            名額：16人 

 

收費： 2019 年 6 月 8日或之前報名及繳費 2019 年 6 月 9日或之後報名及繳費 

   

 $800 (會員)  /  $900(非會員) $950(會員)  /  $1050(非會員) 
 

 

 

 

  

 親子繪本烤烤樂                  暑期親子活動 

 

透過親手烤製美味茶點及閱讀繪本故事，培養孩子良好品格，促進親子關係。 

內容：烤製茶點、繪本故事分享、遊戲。 

主題：成為別人的祝福 / 茶點製作：杏仁酥條 

日期：8月 3日(六)    時間：下午 3:45-5:45 

地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象：親子(4-12歲) 

名額：8組親子       費用(每組親子)：$200(會員)  

/ $300(非會員) 

主題：微小的重要 / 茶點製作： 酥皮蕃薯批 

日期：8月 17日(六)   時間：下午 3:45-5:45 

地點：本中心活動室   對象：親子(4-12歲) 

名額：8組親子       費用(每組親子)：$200(會員)  

/ $300(非會員)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建立自信 習慣感恩 學習堅強 尋找使命 令世界更美 

認識天父的愛，肯

定自己被主所愛和

接納 

數算主恩，在愛的

包圍中學知足 

勇於獨立，做過富

責任心的人 

尋找自己被創造的

價值 

願意付出愛，關懷

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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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入學適應班 (2週 或 4 週)  
 

孩子將要入讀幼稚園，展開新的學習。擔心他不適應? 入學前為他作好準備。 

課程由富經驗的幼稚園老師設計及任教，讓幼兒體驗學校的上課模式，培養孩子的獨立

性、自主性及自理能力，為入學作好實質的準備。 

內容包括：- 唱遊、律動遊戲、故事、大小肌肉訓練、圖工勞作、排洗、茶點。 

 

日期：A) 2019年 7月 22日至 8月 2日 (一至五) 

      B) 2019年 8月 5日至 8 月 16日 (一至五) 

時間：上午 9:30-12:00 (2.5小時)  

對象：2019年 9月入讀 N班或 K1幼兒 

師生比例：1:5-6 

*畢業禮* 於 2019年 8月 24日(下午 2:30-4:30) 舉行，請家長及學生預留時間出席。 

收費： 

參加週數  2019 年 6 月 8日或之前報名及繳費 2019 年 6 月 9 日或之後報名及繳費 

2週：日期 A 或 B  $2,200(會員) /  $2,400(非會員) $2,500(會員) /  $2,700(非會員) 

4週：日期 A及 B $4,000(會員) /  $4,200(非會員) $4,300(會員) /  $4,500(非會員) 

備註： 

1) 1位家長可於課堂首兩天陪同上課 

2) 請家長為幼兒預備小背包，每天帶備輕便餐盒、水樽，以及 1套後備衣服 

3) 請家長為幼兒所有物品標示名字，以茲識別 

4) 活動花絮照片 DVD將於畢業禮當日連同證書一併頒發 

 

 

幼稚園入學面試預備班 2019 
 

提供幼稚園面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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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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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時：40分鐘 (每星期一堂)                                  師資：資深幼稚園老師 

學費：$1,680 (4堂個別課及 2 堂模擬小組面試)                 師生比例：1:1   

對象：2020年 9月入讀 N班或 K1 的幼兒及其家長       *必須由父/母/監護人陪同子女一起上課* 

上課日期及時間：請致電 2721 2766 向中心同工查詢 

 

模擬小組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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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時：45 分鐘 (包括小組面試及家長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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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由 1 位父/母/監護人陪同子女一起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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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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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會月份 會費(2 年) 會費(5 年) 

兒童及青少年

會員 
1.5-17歲 

1-3月 $50 $100 

4-6月 $43 $95 

7-9月 $38 $90 

10-12月 $31 $85 

成人會員 年滿 18歲 

1-3月 $50 $100 

4-6月 $43 $95 

7-9月 $38 $90 

10-12月 $31 $85 

家庭會員 
直屬家庭成員

(父母及子女) 

1-3月 $100 $200 

4-6月 $88 $190 

7-9月 $75 $180 

10-12月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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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盡快到本中心辦理補領手續。 

2.2 報名時，須提供會員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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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須將其會員證交還，並

停止享用會員之權益。 

3.6 會員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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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通知本中心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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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入會/續會手續及會員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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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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方法 

1. 於辦公時間親臨本中心遞交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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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stees of The Tsimshatsui 

Swatow Christian Church 」。 

請在支票背後寫上「參加者姓名」及「聯絡電話」。 

 銀行入帳： 

中國銀行戶口「012-604-0-000778-5」 

必須於入數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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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透過以下方式遞交報名表： 

2.1 電郵 

2.2 傳真 

3. 網上報名 

(報名方法，請見各相關課程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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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須知及守則： 
 所有課程之學費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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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及其子女必須根據個人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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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於言語治療服務)： 

參加課程堂數 補假安排 備註 

 8堂 一次病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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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補課須在指定日期進行，否則當放棄 

16堂 1次事假及 2 次病假 

24堂 2次事假及 2 次病假 
 

言語治療服務~套票優惠、預約及更改預約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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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及課程報名方法、須知及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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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活動類別 

暴雨警告訊號 颱風訊號 
雷暴警告 

黃色 紅色 黑色 一號 三號 八號或以上 

中心辦事處 照常 照常 暫停 照常 照常 暫停 照常 

幼兒活動及課程 照常 
取消/ 

改期 

取消/ 

改期 
照常 

取消/ 

改期 

取消/ 

改期 
照常 

兒童、青少年 

及年人 
照常 照常 

取消/ 

改期 
照常 照常 

取消/ 

改期 
照常 

所有戶外活動 
與中心 

同工聯絡 

取消/ 

改期 

取消/ 

改期 

與中心 

同工聯絡 
取消/改期 

取消/ 

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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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由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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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生效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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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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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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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訓練 

 長者及婦女事工（讚美操） 

 個人及婚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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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背景及簡介 

http://www.lerc.org.hk/
mailto:enquiry@lerc.org.hk
http://www.lifekid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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