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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有關親切

服務目標

	▪ 讓不同能力和背景的兒童透過教育、接觸和體驗，在平等參與的平台上認識
和互動，扭轉偏見和歧視，建立共融下一代。

	▪ 提升弱勢兒童的社交技巧、建立自信心、參與社會和擴大生活網絡。

	▪ 透過社區教育和參與，改變社會人士對不同能力和背景兒童的認知，從而提
升大眾對平等、多樣化和無歧視社會的認同。

服務對象

所有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特別是社會上弱勢兒童組群，例如：

	▪ 智能、肢體、情緒及社交方面有障礙

	▪ 綜合能力障礙、學習困難

	▪ 居港的少數族裔人士

	▪ 低收入及貧窮家庭

願景

為每位兒童建立一個共融社會。

親切成立於	 1979	 年，為香港的認可慈善團體和非政府組織、香港
公益金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會員。親切透過教育、體驗和生活經
歷，以特別設計的共融活動，讓不同能力和背景的兒童和青少年，
互相學習、發揮所長，促進個人及群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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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的話

親親融融兒童故事坊

我們深信教育能帶來改變，共融
教育能培育關愛接納的新一代。

親親不同人! 

親切成立於1979年，服務香港兒童和青少年，特別是弱勢社群超過40年。作為
關注香港兒童共融活動的先行者，我們一直致力透過精心設計的創意共融活
動，以教育和體驗的學習形式，促進不同能力及背景的參加者互動，彼此認識和
了解，從而體驗多元價值，學習尊重和欣賞。同時，我們更讓不同的特殊需要兒
童突破阻隔和排斥，發揮潛能，令他們參與及融入社區。

2019/2020年度，親切服務多達147,000人次的兒童、青少年及社區人士，服務
的學校及團體多達130間。我們相信及早、親身和生活化的接觸能建立正面共融
體驗，有效地打破因差異而產生的偏見和歧視，並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共融。

親切2021-2022年度的各項共融活動現已接受報名，服務內容具創意及多元
化，適合不同能力及年齡的兒童、青少年參加。我們期盼與您們攜手創造更多共
融機會，建立無歧視的共融新一代。

湯崇敏 | 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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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每節60分鐘

對	象： 幼稚園低班至高班	(K.1-K.3)

收	費： $600/每節

地	點： 學校課室	/	活動室

參與人數： 最多30人

備	註：
	▪ 如學校報名多於1場活動，
建議同1天內完成

親親融融兒童故事坊 ( 幼稚園 )

不再是說硬道理，而是和孩子說故事!

透過生動有趣的故事分享和互動遊戲，以及延伸創意活動，
鞏固學習，讓幼童輕鬆愉快地學習友愛、多樣化、獨特等基
本共融概念。

基本資料 

創意手工

故事坊主題

「講解簡單，幼兒容易掌握。另外，	
欣賞導師常與幼兒互動。」

元朗三育幼稚園	老師回應

「活動貼近小朋友的生活體驗。」

啟思幼稚園	老師回應

主題 內容 學習重點

情緒好朋友(PSW	01) 認識情緒	 探索不同的感受，學習以合適的方法表
達情緒，建立對他人的尊重和同理心。

獨特的我(PSW	02) 欣賞自己的獨特	 明白每個人也是獨一無二，學習接納及	
欣賞自己的特質。

我們可以不一樣	(PSW	03) 明白人人都是不一樣 欣賞每個人的獨特之處，接納彼此差異，	
開放與不同人做朋友。

友愛樂園(PSW	04) 合作、友愛	 明白每人的特性，學習尊重差異並彼此
配合。

小小文化大使(PSW	05) 認識多元文化 認識多元社會文化，學習尊重差異。

互動遊戲 

故事分享

幼稚園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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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共融教育

「學校共融教育計劃」包括「共融體驗學習坊」、「共融教育講座」、 
及全校參與的「共融體驗之旅」，內容按照年級分為不同的主題。

活動突破傳統單向式的教授方法，透過體驗式的互動活動、人物故事、 
影片分享及討論，讓學生對共融概念及現況有更深入的認識和反思。

「學校共融教育計劃(中學及小學)」乃「香港賽馬
會社區資助計劃─	 兒童及青少年共融教育及體
驗計劃」項目，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特此鳴謝。
捐助機構：

學校共融教育計劃 小學系列

時	間： 每節60分鐘

對	象： 小一至小六

收	費： $800	/	每節

地	點： 學校禮堂

參與人數： 250	-	600人

基本資料 

講座主題

1. 共融教育講座 (小學)

* *因應疫情及停課安排，活動能以網上形式	
(Zoom)	進行，詳情可與機構查詢**

年級 主題 學習重點

小一至小三 共融小精兵	
[IETP	01]

三位共融大隊長	 ─	 圓咕碌、小方和豆
豆帶領學生經歷各項的挑戰活動，	體驗
平等參與、開懷接納、學習欣賞的價值

小四至小六

共融行動組	
[IETP	02]

認識定型觀念與歧視的關係，以理性及
多角度思考消除誤解，打破偏見。

多元特工隊	
[IETP	03]

明白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了解
不同種族的生活文化，學習互相尊重和
欣賞差異。

「能有效地讓學生明白共融的重要。」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老師回應

「學生感興趣，內容吸引。」

天主教領島學校	老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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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坊主題

小學系列

對	象： 小學

收	費： $3,200

地	點： 學校

參與人數： 全校

整項服務包括：

4-6節自選「共融體驗學習坊」
(主題請參考P.8)

6-8個共融攤位遊戲

提供攤位遊戲玩法簡介會*

共融攤位遊戲
主題一覽：

	▪ 學習欣賞

	▪ 開懷接納

	▪ 平等參與

	▪ 多樣化

	▪ 	能力障礙體驗

基本資料 

3. 共融體驗之旅 (小學) [IEWP]

*簡介會內容主要介紹所借用攤位的共融訊息及其玩法，學校亦需自行安排
家長義工或學生運作攤位

時	間：
每節60分鐘
*學習坊「平等樂園」每節為
75分鐘

對	象： 小一至小六

收	費： $600	/	每節

地	點：
學校課室	/	活動室
*學習坊「平等樂園」需於禮堂
或大型活動室進行

參與人數： 25	-	40人

基本資料 

2. 共融體驗學習坊 (小學) 

**	 因應疫情及停課安排，活動能以網上形式	 (Zoom)		
進行，詳情可與機構查詢**

年級 主題 學習重點

小一 「童」來「友」愛	
[IESP	01]

體驗與不同人一起參與的樂趣，以開放和友
善的態度與人建立友誼。

小二 我有你感受	
[IESP	02]

認識情緒，學習適當地表達感受，建立對他人
的尊重和同理心。

小三 親親不同人	
[IESP	03]

了解多樣化社會是由不同背景及能力的人併
湊而成，明白欣賞彼此差異的價值，並學習與
不同人相處和配合。

小四 平等樂園	*	
[IESP	04]	

認識兒童的基本權利，體驗平等參與的重要
性，學習如何在生活中建立平等的社會。
*「平等樂園」學習坊每節為75分鐘，並且需要較大活動空間，	
建議於禮堂或大型活動室進行

小五 抗壓行動	
[IESP	05]

了解朋輩壓力和從眾行為的影響，學習以堅
定的態度對抗群眾壓力所造成的排擠行為。

小六 歧視反撃組	
[IESP	06]

明白標籤與歧視的關係，打破對社會不同人
士的定型觀念，建立理性思考和分析能力，消
除誤解和偏見。

「攤位遊戲有助宣揚親切共融的訊息。」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老師回應

「欣賞導師親切，投入，能帶動學
生積極投入活動。」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老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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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系列學校共融教育計劃 ( 中學 ) 

時	間： 每節60分鐘

對	象： 中一至中六

收	費： $800	/	每節

地	點： 學校禮堂

參與人數： 250	-	600人

基本資料 

1. 共融教育講座 (中學) 

* *因應疫情及停課安排，活動能以網上形式	
(Zoom)	進行，詳情可與機構查詢**

講座主題

無歧視和偏見系列

	▪ 打破圍牆	[IETS	01]

偏見，源自非理性判斷或感受，導致社
會上不同形式的排斥與歧視。本主題讓
學生了解偏見及固有觀念的成因及負
面影響，引發個人反思，並學習如何打
破這道歧視的	｢圍牆」。

權利與我系列 

	▪ 香港弱勢兒童之現況	[IETS	04]

權利是建設共融社會的基石。本節透過
如臨其境的體驗活動向學生展示世界
各地資源分配的現況，引發學生思考權
利對世界公民的重要性，提昇他們對香
港弱勢兒童現況的關注，如何以身作則
建立平等的社會。

多樣化系列

	▪ 我們是一家	[IETS	02]

社會人士對殘疾人士的認識十分狹隘，
甚至對他們的特性及能力存有誤解。本
節旨在增加學生對殘疾人士的了解及
認識，打破普遍的謬誤，明白人的價值
不會被自身的特徵而影響，不同能力的
人也可享有平等的機會發揮所長。

	▪ 香港人‧香港的特色	[IETS	03]

香港是個多樣化城市，由不同種族和背
景的人士建構而成。本節讓學生認識不
同背景文化的獨特性，從而學習尊重多
元文化的價值。

「訊息內容切合學生需要，選材
有趣能吸引學生關注問題。」

聖若瑟書院			老師回應

「講座資料豐富，互動性強。」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老師回應

「多包容一些身體上有
缺陷的人，也應該向他們
學習，因為他們有很多擅
長之處，不能因一些身體
有缺陷而歧視他們。」

新民書院	同學感想

「對不同人都不能有stereotypes，要仔
細了解清楚不同人的優點和缺點，才能真
正打破對人有偏見的圍牆。」

聖約瑟書院	同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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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每節60分鐘
*「權利你我有份」學習坊每節為
90分鐘

對	象： 中一至中六

收	費： $600	/	每節

地	點：
學校課室	/	活動室
*「權利你我有份」學習坊需於禮堂
或大型活動室進行

參與人數： 25	-	40人

基本資料 

2. 共融體驗學習坊 (中學)

**因應疫情及停課安排，活動能以網上形式	 (Zoom)	 進行，
詳情可與機構查詢**

學習坊主題

無歧視和偏見系列

	▪ 敢於不同，我有SAY	[IESS	01]

青少年為避免在群體中被孤立而從眾
參與欺凌行為，本節會與學生深入探討
「從眾行為」及「旁觀者效應」等概念，
讓學生體驗朋輩壓力與自身的關係，並
學習堅定地拒絕歧視和排斥行為，向校
園欺凌說不。

	▪ 至Cool無定型	[IESS	02]

南亞裔、肢體障礙人士、唐氏綜合症人
士、新來港人士……我們普遍對這些
不同類別的人士存有負面印象。本節讓
學生了解「定型觀念」及「標籤效應」如
何影響理性思考，阻礙我們去真正了解
不同背景的人，並學習以開放態度與不
同人士接觸。

平等參與系列 

	▪ 香港共融之衣食住行玩﹗	
[IESS	03]

「行街、睇戲、食飯、玩！」都是香港年輕
人普遍的日常活動。本節讓學生了解能
力障礙及弱勢人士在參與社會時所面
對的困難及歧視情況，並反思如何以行
動作出改變。

	▪ 隱形的障礙	[IESS	04]

每個人都有同等的價值及權利參與社
會，無障礙的設施在香港隨處可見，可
是社會上存在的冷漠、誤解及偏見卻造
成更難察覺和應付的「隱形障礙」。本節
會與學生一起探討現時香港社會的共
融情況，及無形的障礙與我們的關係。

權利與我系列 

	▪ 權利你我有份	[IESS	05]*

在物質充裕的世代，不少兒童及青少年
的基本權利仍未能實踐。。本節讓學生
親身體驗世界及社會上的不公平狀況，
明白權利的價值，並反思作為世界公民
如何關注和實踐兒童權利和平等社會。

技巧訓練系列 

	▪ 360˚無障礙溝通	[IESS	06]

語言是我們最熟悉及常用的溝通方法，
但當遇上不同背景、文化和能力的人，
我們常感到束手無策，甚至放棄溝通。
本節讓學生認識有效的溝通元素和技
巧，打破他們對溝通的單一理解，並嘗
試與不同人士接觸。

中學系列

「有效地引導參加者思考和明白如何讓
每個人平等參與社會。」

港島民生書院	老師回應

「明天，我會做一個勇於表達的人。我會爲不合理的
事情提出建議。我也會多幫助別人，因爲我明白在急
切情況下無法得到幫助的感受。我們每人都多出一
份力，世界將會變得更美好。」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同學感想

「凡事都是有多面性的，可以認清楚事情之後再
下判斷，同時幫助他人度過一些難關。」

香港培道中學	同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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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中一至中六

收	費： $3,200

地	點： 學校

參與人數： 全校

整項服務包括：

4-6節自選「共融體驗學習坊」
(主題請參考p.12-13)

6-8個共融攤位遊戲

提供攤位遊戲玩法簡介會*

共融攤位遊戲
主題一覽：

	▪ 學習欣賞

	▪ 開懷接納

	▪ 平等參與

	▪ 多樣化

	▪ 	能力障礙體驗

基本資料 

3. 共融體驗之旅 (中學) [IEWS]

*簡介會內容主要介紹所借用攤位的共融訊息及其玩法，學校需自行安排家
長義工或學生運作攤位

「攤位活動能以更生動的方法，
讓學生學習共融的訊息。」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老師回應

共融體驗活動

透過親身和生活化的接觸，打破因差
異 而 造 成 的 偏 見 ， 學 習 互 相 欣 賞 和 
接 納 ， 體 驗 多 樣 化 和 共 融 的 重 要 。

「共融戶外體驗活動」乃「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
計劃─兒童及青少年共融教育及體驗計劃」項
目，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特此鳴謝。
捐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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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	點： 香港各區康樂營地或郊野公園

對	象： 兒童及青少年

收	費： $80／每位

參與人數：

	▪ 50位一般能力參加者	及

	▪ 25位特殊需要參加者[包括
不同能力障礙、特殊學習需要
(SEN)]及少數族裔

整項服務
包括：

1.		配對參與學校及團體

2.		負責人活動前會議

3.		參加者活動前簡介會

4.		「你我全接觸」體驗日營活動

共融體驗活動

1.「你我全接觸」體驗日營活動

「你我全接觸」體驗日營讓參加者身處戶外或大自然環境，親身接觸不同
能力及背景的新朋友，體驗與不同人溝通和合作，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具創
意和趣味性的遊戲拉近參加者的距離，增加彼此了解和認識，並打破對不
同人的固有想法和誤解，建立正面的共融體驗。	

基本資料 

活動主題

團隊合作系列 [OEP01]

透過各類型的團隊挑戰和解難任務，讓不同背景的參加者互相合作，建
立及發揮團隊精神，從互助協作中學習尊重和欣賞每個人的獨特性。

形式：歷奇活動、尋寶定向遊戲、共融運動會

親歷自然系列 [OEP02]

讓參加者離開熟悉的生活模式，利用大自然獨特的環境，啟發參加者的
新思維，親身認識新朋友和新事物，擁有與別不同的新經歷。

形式：原野烹飪、郊野活動、野外技能體驗

樂趣遊戲系列 [OEP03]

結合不同形式的康樂及創意遊戲，讓不同背景和能力的參加者，在一個
歡樂、平等、非競爭的環境下彼此認識，建立友誼，共同享受遊戲的樂趣。

形式：創意互動遊戲、嘉年華

「提供機會給兩校同學互動，互相	
包融，互相學習。」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老師回應

「學生有機會與主流學生接觸，對他們日常生活
與社區人士相處帶來正面的影響。」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老師回應

「活動中學會如何與新朋友
溝通和相處，懂得欣賞他們每
人的個人特質。」

香港培道中學	同學感想

小學及中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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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結伴同樂日」社區探索活動運用豐富多樣的主題，讓不同參加者組成「拍
檔」，結伴走進社區，透過拍檔活動探索和了解社區不同的人和事物。活動設計亦
鼓勵參加者與公眾接觸和交流，加強特殊需要兒童及青少年參與社區的信心，並
提昇大眾對他們參與社會的關注。

2.「攜手結伴同樂日」社區探索活動

時	間：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	點： 香港各區

對	象： 兒童及青少年

收	費： $80／每位

參與人數：

	▪ 30位一般能力參加者	及

	▪ 15位特殊需要參加者[包括不同能力障
礙、特殊學習需要(SEN)]及少數族裔

整項服務
包括：

1.		配對參與學校及團體

2.		負責人活動前會議

3.		參加者活動前簡介會

4.		「攜手結伴同樂日」社區探索活動

5.		活動後參加者交流分享活動

基本資料 

活動主題

「活在香港」系列 [CEP01]

香港蘊含著豐富的人文歷史和自然生態環境。參加者以互動形式認識香港不同面貌，例如米
埔紅樹林，舊式街市和大澳漁村等，活動提供和不同社會人士交流的機會，建立與人互動
相處的信心，實踐社區參與。

「多元文化」系列 [CEP02]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國際大都會，匯集了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士。參加者將會親身
體驗本地少數族裔的日常生活，探索多元文化的趣味，培養尊重多元的價值觀。

「社區無障礙」系列 [CEP03]

不同背景和能力的人士能透過無障礙的生活環境，實踐平等社會參與。參
加者提供了解香港社區無障礙環境的機會，一方面了解無障礙設施，另
一方面反思互相尊重和接納的重要性，共同建立共融無障礙的社區。

「共融是大家以開放和接納的態度與他人相處，
當我們因他們的奇怪行為面感到託異時，嘗試
體諒和了解他們行為背後的原因。」

金杜律師事務所	義工感想
「很難忘!因為拍檔和我心想像
的態度不一樣,他很投入積極,	
很用心地完成任務。」

香港女童軍總會新界北區	同學感想

「同學能認識有不同需要的人
士,學習接納共融,並提升推己及
人的態度和精神。」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老師回應

小學及中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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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由香港公益金資助

過去15年，超過1800位不同能力和背景的青少年參
與計劃，經歷一連串的共融體驗及訓練，成為「親
切青少年共融大使」，與我們並肩推動社會共融！

共融大使訓練計劃
親切青少年

親切青少年共融大使訓練計劃

發放平等力量 活出共融色彩

計劃於2021年9月至2022年5月進行，為期9個月，以四個訓練單元，	
培育120位不同能力及背景的青少年成為共融大使。

計劃目標

	▪ 讓不同能力和背景的青少年互相認識、建立友誼，體驗平等多元

	▪ 提升參加者的社交及溝通技巧，培育參加者的團隊合作及領導才
能，促進個人成長

	▪ 培育青少年成為共融大使，策劃大型社區嘉年華，將共融訊息和歡
樂帶給廣大市民

對	象： 12-18歲的青少年

名	額： 120位，共分4隊

配	對：

每隊包括：

	▪ 20位主流中學參加者

	▪ 10位特殊需要參加者(包括特殊學習
需要(SEN)或特殊學校學生)

參加費用： $200	/	每位		
(包括訓練營費、膳食、交通及活動費用)

查詢及聯絡： 韋小姐	2889	1332

基本資料 

中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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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共融‧你我有份

兒童權利與社會共融是兩個不可分割的議題，透過「共
融‧你我有份」工作坊及「香港大發現」社區研習日，讓參
加者認識共融及權利概念，並由理論化為實踐，一同走進
社區，探討香港共融現況。

	▪ 	「共融．你我有份」工作坊

	▪ 	「香港大發現」社區研習日

	▪ 	「香港大發現」調查發佈活動

單元二：多元360˚無障礙溝通 

多元的社會，溝通又豈只語言！

本單元透過有趣、體驗式的工作坊，讓參加者審視過往的
溝通模式，並擴闊參加者的溝通領域，提升他們對不同能
力及背景人士的接納。

	▪ 	「非常溝通體驗」工作坊

單元三：「共融新體驗」 

透過掌握富挑戰性的才藝表演，提昇參加者自信，並建立一
個互相合作的正面體驗，深化參加者之間的友誼和了解。

	▪ 	「齊齊試」工作坊及表演練習

	▪ 	共融大使聚友營

單元四：「共融在社區」 

這個單元中，參加者攜手發揮組織、創意及領導能力，由
學校走進社區，向市民大眾推廣共融訊息。

	▪ 	社區推廣活動日	

	▪ 	校內分享會

	▪ 	親切大型社區嘉年華

親切大型社區嘉年華是香港重要的社區共融活動，亦是計劃的壓軸活動，
每年平均接觸超過6000名市民，深得各個團體的支持。120位共融大使以	
「開懷接納．平等參與．學習欣賞」為主題，共同策劃不同的攤位遊戲、體
驗館及互動區域，並精心編排多個具創意的才藝表演，發揮各人的組織、
創意和領導能力，親身向市民大眾展示共融力量。

「之前雖然在學校有負責帶領攤
位遊戲，但今天是在社區擺放活
動，讓我更有機會與市民互動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同學感想

「我學習了權利的重要，是每個人與生俱來並要珍
惜的東西。學會不要沉默，多點為有需要的人發聲。」

元朗公立中學		同學感想

「我們不應有歧視或異樣目光對待能力障礙人士，
因為他們與正常人一樣需要被尊重和有禮相待。作
為共融大使，我會向公眾人士講解共融的重要性。」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同學感想

「兩校學生透過活動能增加認識，增
進友誼。所選之舞蹈可以較為容易，
讓全體學生能一致跟上。」

才俊學校	老師回應

四大單元 中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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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系列

透過與商界伙伴合作，為能力障礙青年提供工作實習體
驗機會，計劃著重人際和社交訓練及督導，提昇學員不
同技巧及自信心。同時，為參與企業增強對能力障礙人
士的認識，從而建立互信，推動關愛多元的企業文化。

共融體驗計劃

青少年職場

「我很喜歡在咖啡店工
作。能夠自食其力，貢獻
社會，我感到非常高興。」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畢業生

「他們沒有想像般這樣難溝通，
只要給予適當的指引，他們能夠
獨立工作，並有很出色的表現。」

香港富豪酒店集團	同事

計劃特色 計劃對象

青少年職場共融體驗計劃 

1.	 為每位學員配對一位企業員工導師，促進
彼此認識。

2.	 按學員的特性及才能，提供合適的工作實
習機會及崗位。

3.	 提供專業及適切的工作指導，建立他們對
接觸社會的信心。

1.	 16-20歲能力障礙青年

2.	 參加者需：

	▪ 	對配對的工作有初步的認識及興趣

	▪ 	有良好學習及工作動機

	▪ 有獨立和自理能力

	▪ 	有基本溝通及社交能力

內容 節數及時間

學生簡介會 1節（1小時）

人際關係及溝通工作坊 1節（1.5小時）

團隊訓練日 1	節（7.5小時）

工作實習體驗 12節	（每節約8小時）

計劃嘉許禮 1節（約2小時）

計劃內容

查詢及聯絡：陳小姐	

「他們上班準時，只要向同學清楚地說明委派工
作的要求和內容，他們都能夠按時完成。」

The	Nest	Café	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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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藝術和創意活動，能讓不同能力的參
加者在一個平等自主的環境下，發揮無限創
意和個人潛能，展開不一樣的共融旅程。

創意無界限

創意無界限

時	間： 半日/全日

地	點： 學校/	社區藝術及康樂設施

對	象： 8-18歲兒童及青少年

收	費： $30	/	每位

參與人數：

	▪ 	12-15位主流參加者

	▪ 12-15位特殊需要參加者
[包括能力障礙、特殊學習
需要(SEN)]及少數族裔

	▪ 	15位商界義工

整項服務
包括：

1.		配對參與團體及學校

2.		負責人活動前聯絡及溝通

3.		參加者活動前準備活動

4.		「創意無界限」活動

基本資料 

共融小廚神 [CFA01]

參加者化身創意小廚神，與新朋友合力製作不同的食物和料
理造型，一起享受製作成果。從愉快烹飪體驗中，參加者不單
學習到不同的生活技能，更放下對不同能力、背景人士固有
的看法，從而建立全新的認識。

共融藝術家 [CFA02]

藝術是世界的共同語言，參加者在沒有界限的藝術創作空間
下表達自我，分享交流，從而打破彼此間的隔膜，與新朋友平
等自主地創造和經歷藝術的力量。

「同學都很開朗、活潑、
天真，有一些學生更會主
動收拾，照顧其他組員。」

彭博	義工感想

「活動給與我校學生了解
各人有各人之長處及不足
的地方。合作學校同學和義
工都十分投入、親切。」

秀明小學	老師回應

「我最難忘的片段是與晨樂的同
學一起合作，很配合。」

德信學校	同學感想

小學及中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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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是跨越不同能力和文化的世界語言，我
們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平等參
與運動的機會，讓他們在活動中突破界限、
發 展 潛 能 ， 並 體 現 平 等 友 愛 的 運 動 精 神 。

運動零界限

運動零界限

運動零界限共融運動項目包括:  
健球，欖球，帆船及龍舟四大運動項目。

形	式：
	▪ 半日/全日	共融運動體驗日	或	

	▪ 	共融運動體驗計劃
												(為期約2個月，4至6節活動)

地	點： 學校/社區康樂及體育設施

對	象： 8-18歲兒童及青少年
(帆船及龍舟共融體驗活動參加者需為12歲或以上)

收	費：
	▪ 體驗日：$30/每位

	▪ 體驗計劃：$100/每位

參與人數：

	▪ 12-15位主流參加者

	▪ 12-15位特殊需要參加者[包括能
力障礙、特殊學習需要(SEN)]及少
數族裔

	▪ 15位商界義工

整項服務
包括：

1.		配對參與團體及學校

2.		負責人活動前聯絡及溝通

3.		參加者活動前準備活動

4.		共融運動體驗日	/	計劃

基本資料 

共融健球 [SFA01/CFA03]

健球運動強調尊重、包容和團隊合作，能全面展現共融的價
值。親切於2020年主辨首屆「香港共融健球盃」，來自不同學
校的同學和商界義工組成參賽隊伍，在平等尊重的比賽中互
相配合和發揮，一起體驗健球運動的樂趣。

「我的隊友在比賽中不斷鼓勵我繼續努力，釋懷我緊張的
心情，令我對隊友們充滿信心，一起進步和努力爭取獎盃。」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義工感想

「我和拍檔分工合作打比賽，
我負責接球，拍檔負責擊球，成
功得分時我們都十分興奮。」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同學感想

小學及中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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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欖球 [SFA02/CFA03]

運動以帶式欖球作為促進共融的媒介，比起傳統衝
撞式欖球更少身體接觸、趣味更高，無論不同性別、
年齡、能力和背景的參加者能夠共同練習和互相作
賽，更能促進參加者的互動及正面的共融體驗。

「學生不單享受欖球活動中的樂趣，
更學懂與隊員溝通和合作，彼此支持
和鼓勵，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天保民學校	社工回應

親子共融教育

我 們 相 信 ， 共 融 教 育 是 對 下 一 代 的 承 擔 ， 而
家 長 是 孩 子 愛 的 源 頭 ， 第 一 位 老 師 ， 培 育 良
好 品 格 、 勇 於 創 新 、 善 於 溝 通 及 懂 得 欣 賞 多
樣性和開懷接納差異價值觀的孩子尤其重要。

小學及中學系列

共融帆船 共融龍舟  
[SFA03/SFA04/CFA03]

不論任何能力和背景，每位青少年都應擁有參與水上運動的權
利。親切策劃的共融帆船及龍舟運動提供一個平台，讓不同能力
背景人士參與訓練及公開賽事，從而突破自我，釋放運動潛能，
並與隊友互相配搭，一起為目標而努力不懈，衝破友誼的界限。

「透過活動令我感受到弱能人士的積極且
充滿對運動的熱誠，我們會一起練習划槳，
亦會一起高呼口號增強團隊士氣。」

聖伯多祿中學	同學感想

「學生能夠在活動的過程中得到尊重及平等的參與機
會，從而提升學生在挑戰困難及與人相處方面的自信，有
助學生日後在主流社會上解決困難。」

路德會救主學校	老師回應

中學系列
「親子共融教育」乃「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兒童及青少年共融教育及體驗計劃」項目，由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特此鳴謝。
捐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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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 ‧ 融融」家長坊

「親親‧融融」家長坊透過不同的主題，以短講、角色扮
演、討論和體驗遊戲，讓家長反思過往育兒的經驗，學習
如何以身作則，培育善於溝通、勇於創新及懂得接納、尊
重及關愛別人的孩子。

幼稚園及小學家長系列

時	間： 1.5小時

對	象： 幼稚園及小學家長

收	費： $1,000	/	每節

地	點： 學校	/	中心	/	網上形式

參與人數： 30人

基本資料 

品格培育系列

	▪ 塑造關愛孩子	(CPW01)

真正的尊重源自愛和接納，成長在被愛和接納的孩子，他們更懂得
將愛的體會轉化成正面的性格特質。本節讓家長了解培育關愛孩子
的重要元素及實踐方法，並學習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則，透過接納、
欣賞和尊重培育出關愛的孩子。

	▪ 教出好情緒	(CPW02)

要培育穩定情緒和關心別人的孩子，首先要讓孩子認識自己情緒和
明白別人的感受。這樣，孩子便能以正面和樂觀地與別人聯繫、探索
世界。本節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讓家長明白情緒與行為的關係，並
學習如何回應及疏導孩子的情緒及培養子女合適表達情緒的方法。

	▪ 向自我中心說再見	(CPW04)

當孩子只在眼於自己的需要及喜好，對自己應負的責任、別人的需
要都不在乎，自我中心就不知不覺地形成。本節讓家長明白孩子自
我中心的成因，並學習如何啟迪孩子的同理心，從而培養出懂得感
恩、能與人溝通合作及互相配合的孩子。

親子溝通系列 

	▪ 讚賞有法	(CPW03)

孩子對自我的評價，會深遠地影響其情緒、價值及人
生觀。「讚美」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幫助孩子建立
正面的自我形象。本節讓家長明白讚賞對孩子成長
的重要性，解構家長對讚賞的一般謬誤，並學習利用
合適和得宜的方法去欣賞和鼓勵孩子。

	▪ 怎麼聽，如何說？	(CPW06)

有效的親子溝通，是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的關鍵。本節
讓家長明白溝通的重要元素和不同的溝通方法對親
子關係的影響，並學習有效和得宜的親子溝通技巧。

親子遊戲系列 

	▪ 十個啟發創意的遊戲	(CPW07)

遊戲能提供孩子一個自主的空間，發揮無限創意及個人潛
能。具創意的孩子，會勇於表達和探索、與人合作和聯繫、並
以多角度認識人和事。本節讓家長親身試玩多個創意遊戲，
以遊戲建立具創意、懂得接納及尊重差異的孩子。

	▪ 十個提升溝通能力的遊戲	(CPW08)

學習與不同人溝通、相處和合作是現代孩子的重要課題。本
節讓家長學習及親身試玩不同提升孩子溝通能力的遊戲，以
互動有趣的方式，教導孩子與不同人溝通及相處技巧。

「可以更好的與孩子相處，在孩子
成長過程中幫助很大。」

保良局劉進幼稚園暨幼兒園	家長分享

「切合實際需要，適用日常生活中。」

鄰舍輔導會東涌幼兒園	家長分享

「理解小朋友情緒，明白情緒與行為
是分開，學會體諒小朋友的情緒。」

保良局劉進幼稚園暨幼兒園	家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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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共融的社會有賴每個人的參與和改變。親切
透過度身訂造的專業培訓，加強教育工作者及社
福同工對共融的認識，跨專業攜手推動共融。

專業培訓

專業培訓

時	間： 每節2小時

對	象： 教師、社工、特殊教育需要統籌
主任等人士

收	費： $2,000	/	每節

參與人數： 20-30人

基本資料 

專業培訓主題

認識特殊需要 建立共融校園 [PT01]

工作坊內容包括香港融合教育現況及基本共融概念，輔以親
切就融合教育及特殊需要學生參與社會的調查結果及分析，
展現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面對排斥及歧視的困境，加強教師社
工對不同能力學生的認識和接納，並探討推動共融校園文化
的方法。

共融活動設計及帶領 [PT02]

一個有效的共融活動能促進不同人的認識和交流。親切會介
紹基本共融概念和共融活動設計理念及原則。參加者亦會透
過體驗共融遊戲，認識如何調節和帶領遊戲，以配合不同能
力和背景的參加者的需要。

「我明白到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要欣賞他人
的內在，對SEN學生抱有一視同仁的看法。」

香港浸會大學	參加者感想

「能親身體驗利用不同互動及溝通
的遊戲，學以致用。」

嘉寶中英文幼稚園(粉嶺)			參加者感想

「我學習到從更多角度了解到SEN
人士的情況及需要。」

香港科技大學		參加者感想

(除以下兩個主題外，亦可為機構/團體特意剪裁培訓內容)

*活動照片於疫情期間拍攝	*

「專業培訓」乃「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兒
童及青少年共融教育及體驗計劃」項目，由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特此鳴謝。
捐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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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表格
填妥後請傳真至	2898 3385
(每個活動將獨立處理；如欲申請多於一項活動，	
請自行影印此報名表)

您的資料將會絕對保密!
親切將運用閣下個人資料發出收據、消息、傳訊、籌募、推廣、服務、活動、調查及收集意見之用
途，讓閣下知悉本會的事務、活動和訊息。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並會嚴格遵照法律規定處理。

□	若閣下不希望收到本會之通訊，請在方格加上剔號。

*備註:	參考教育局戶外活動指引，親切將根據下表豁免隨行職員費用：

*預訂營位時會以上述申報人數為準。
一經雙方落實，不得隨意更改。

參加者與隨行職員比例 參加者與隨行職員比例
一般能力								 20：1 肢體障礙(不需輔助儀器協助)																		 5：1

智力障礙(輕度)								 10：1 肢體障礙(持腳托/拐杖) 3：1
智力智障(中度)									 5：1 肢體障礙(輛椅使用者)	 1：1
聽力障礙									 8：1 視力障礙 4：1

年齡	(年級) 男 女 總數*

兒童/青少年

家長

職員

活動名稱 系列 編號 參考

1
親親融融	
兒童故事坊	
(PSW)

情緒好朋友 PSW	01

P.4-5

獨特的我 PSW	02

我們可以不一樣 PSW	03

友愛樂園 PSW	04

小小文化大使 PSW	05

2

學校共融教育計劃(小學)

2.1	
共融教育講座		
(小學)(IETP)

共融小精兵 IETP	01

P.7共融行動組 IETP	02

多元特攻隊 IETP	03

2.2	
共融體驗學習坊	
(小學)	(IESP)

「童」來「友」愛 IESP	01

P.8

我有你感受 IESP	02

親親不同人 IESP	03

平等樂園 IESP	04

抗壓行動 IESP	05

歧視反撃組 IESP	06

2.3	共融體驗之旅 IEWP P.9

3

學校共融教育計劃(中學)

3.1	
共融教育講座		
(中學)	(IETS)

打破圍牆 IETS	01

P.10-11
我們是一家 IETS	02

香港人‧香港的特色 IETS	03

香港弱勢兒童之現況 IETS	04

3.2	
共融體驗學習坊		
(中學)	(IESS)

敢於不同，我有SAY IESS	01

P.12-13

至Cool無定型 IESS	02

香港共融之衣食住行玩﹗ IESS	03

隠形的障礙 IESS	04

權利你我有份 IESS	05

360˚無障礙溝通 IESS	06

3.3	共融體驗之旅 IEWS P.14

活動名稱 系列 編號 參考

4

共融體驗活動

4.1	
「你我全接觸」
體驗日營活動
(OEP)

團隊合作系列 OEP	01

P.16-17親歷自然系列 OEP	02

樂趣遊戲系列 OEP	03

4.2	
「攜手結伴	
同樂日」社區	
探索活動(CEP)

「活在香港」系列 CEP	01

P.18-19「多元文化」系列 CEP	02

「社區無障礙」系列 CEP	03

5 青少年共融大使訓練計劃	(中學) YD P.21-23

6 青少年職場共融體驗計劃	(中學) YM P.25

7
創意無界限
(CFA)

共融小廚師 CFA	01
P.27

共融藝術家 CFA	02

8
運動零界限
(SFA)	/	(	CFA)

共融健球計劃 SFA	01

P.29-30

共融欖球計劃 SFA	02

共融帆船計劃 SFA	03

共融龍舟計劃 SFA	04
健球	/	欖球	/	帆船	/	龍舟	

體驗日
CFA	03

9

親子共融教育

「親親‧融融」
家長坊	
(CPW)

塑造關愛孩子 CPW	01

P.32-33

教出好情緒 CPW	02

讚賞有法 CPW	03

向自我中心說再見 CPW	04

怎麼聽，如何說？ CPW	06

十個啟發創意的遊戲 CPW	07

十個提升溝通能力的遊戲 CPW	08

10
專業培訓	
(PT)

認識特殊需要		
建立共融校園

PT	01
P.35

共融活動設計及帶領 PT	02

團體名稱：
(中文全名)	

(English)	

地址： 家長

申請人姓名： (中文全名)	 (English)

職位： 電話﹕

電郵： 傳真﹕

申請活動及編號﹕ （請參考活動一覽表）

首選日期﹕ 次選日期﹕

時間： 職員

歡迎網上報名

參加者人數 參加者能力及背景

□	 本人確認此活動報名及已核對所提供資料無誤，
亦知悉活動一經報名，不得隨意更改或取消。

申請人簽署：

學校或團體印章：

申請日期：

□	一般能力 □	智力障礙	(輕度/中度*) □	聽力障礙	 □	視力障礙

□	肢體障礙 □	學習障礙 □	自閉症 □	過度活躍

□	情緒備受關注 □	少數族裔 □	其他：

親切共融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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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 2889 1332

傳 真 : 2898 3385

電 郵 : treats@treats.org.hk

地 址 : 香港柴灣樂民道3號F座19樓A室

網 址 : www.treats.org.hk 

查詢及聯絡 

FacebookWebsite

親切乃以下機構之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