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水同郷會柵景榮學校法国校董會

2019-20年度「塁習支援∠治療Jヽ組」書面報慣遂請書

學校稽競 :SSNAHKWS/1507                    
日期 :13‐ 6-2019

執事先生 :

激請書面報債

承辮 2019‐20年度 1學習支援/治療イ)組)L

現誠趣 貴機構承辮随函附上的書面報債書 (附表一)上列的服務 。服務内容請参閲
書面報償表格(附表二)。 書面報債表格必須一式雨分 ,置於密封信封内 ,信封面清楚註明 :

承辮 2019… 20年度三水同郷會禍景榮學校法園校董會學習支捌 台療小組 書面報債

學校楷競 :SSNAHKWS/1507

裁止報債日期及時間 :2019年 7月 4日正午十二時      ｀

書面報債書應寄往 :

新界大哺富善郁第一小學校舎

三水同郷會濁景榮學校法国校董會

並須於 2019年 7月 4日正午十二時前(以郵識日期為準 )送達上述地址。途期的報債 ,

概不受理・由上述裁止報債日期起計 , 貴機構的報債書有敷為 90天 。如在該 9o天内側未接
獲訂軍 ,則是次報債可視作落選論 。男外亦請注意 , 貴機構必須填妥書面報債書 (附表一 )

第 H部 ,否則報債書概不受理 。

備 貴機構未能或不擬報債 ,亦須請墨快把本函及報債書表格寄回上述地址 ,並列明不擬
報債的原因 。学校趣請報債承辮所需服務時 ,會以「項目」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報債 。如有
任何査詢 ,可致電學習支援主任鄭謁華主任 (26619383)。

鯨
裁

螺
瞼

二希法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三水同郷會柵景榮撃校法国校董會



書面報償書 (附表一)(須填具一式雨倫)

承辮 2019-20年度三水同郷會柵景榮學校法国校董會

學習支援/治療小組 書面報償表格

學校名稲及地址 :三水同郷會湖景榮學校 ;新界大哺富善郁第一小學校舎

学校槽眈 :SSNAHKWS/1507

載止書面報債的日期和時間 :2019年 7月 4日 (正午十二時)

第 I部分

下方寮署人願意按照書面報債債格 (其他費用全免),供應爽附的書面報債表格 (附表二)上所列的
全部項目 ,而完成服務期限會於正式訂草上註明。書面報債草由上述裁止報債日期起計 90天内側層有
敷 ;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債最低的書面報債単 '並有権在書面報債草有敷期内 ,選揮最穏営的書面報債
草 。下方寮署人亦保證其公司商業登記及優員補償保険均層有敷 ,而其機構所供應的各個項目並無侵
犯任何専利権 。

第Ⅱ部分

再行確定書面報債軍的有致期

有開本書面報債草的第 I部分 ,現再確定本機構的書面報債軍有敷期為 2019年 7月 4日起的 90天 。
下方簸署人亦同意 ,書面報債草的有7~4期一餌再行確定 ,其機構就該事項註明於書面報債表格内的預
印條文 ,即不再適用 。

日期 :2019年___月 ___日

姓名(請以正楷填為): 籍署人 :

職衛 :

(請註明職位 ,例如董事 経ヽ理 秘ヽ書等)

上方寮署人己獲授権 ,代表 :

(機構名稲 )

簸署書面報債草 ,該機構在

香港註冊的辮事虎地址為 :

電話琥備 :

博真琥備 :



書面報債表格 (附表二 )

承辮 2019‐20年度三水同郷會祖景榮學校法国校董會學習支捌 合療小組

(一)學校簡介及融合教育使命

本校位於大哺匡 ,為一所全日制小學 ,全校學生人敷約750人 ,教師約有60人 。本校以嚢展全人
教育為宗旨 ,著重品徳教育 ,多年末積極培養學生的五育均衡妻展 ,以期達致校訓的指標 。務求使學
生在校内能倣個好學生 ,絡末在社會能成為一個有創見 具ヽ承措 積ヽ極自信 努ヽ力自強的好公民。本
校採用「全校参興」模式的融合教育 ,因應学生的個別差異和特殊教育需要 ,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譲
毎一名學生都能妻展潜能 ,亦促進全校師生互相尊重個別差異 ,共同締造共融的校園 。

(二)學習支援ガ台療小組的服務層面

(1)學校方面

1.1撃固「全校参興」模式的融合教育燈糸及政策

1.2由學校措任聯繋和統纂角色 ,典各合作機構進行資源整合 ,藉此提高學習支援敷能

(2)学生方面

2.1推行「全校参興」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

2.2藉「全校参興」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 ,建立共融校園文化

2.3透過治療小組 ,為情緒 行ヽ為及學業上有特殊需要的學童提供相應的支援 ,以提高他個

的自信心和學習能力

2.4透過升中輔導活動 ,譲學生為中學生活作好準備 ,提升學生虎理情緒及歴力的能力

(3)家長方面

3.1促進家校合作 ,建立互信 互ヽ愛的家校侠伴文イL

3.2提升家長封特殊學習需要類別的認識及照願技巧

④ 教師方面

4。 1加強教師封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技巧的掌握

4,2提供機會 ,譲教師彼此交流及分享照顧有特殊學習需學童的心得

(三 )建議計豊I書主題及内容

1.建議計劃書主題及内容配合各學習支援小組目的

2.建議計劃活動 (見附表二 )

(P。 1)



(四 )服務範疇

1.校本的學習支援小組及活動

2,特殊學習需要学生輔導小組

3.升中輔導

4.家庭輔導支援

5.教師専業培訂||

(五 )評倍機制   、

1.需為毎個活動擬定評倍工具及指標 ,並於活動完箱後作即時評借 0

2.所有活動完畢後 (學期待東前),需向校方呈交一分詳細的徳ネ吉性評倍報告書 。

(六 )服務模式 (包括人手/資源分配 )

全學年由 2019年的 9月分開始 ,至翌年的6月期間 ,按學習支援/治療小組書面報債表格的内容
提供服務 。

(七 )経済預算

需清楚列明毎個活動的開支

(八 )機構過往服務工作経験

e.2)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治療小組 書面報債

服務封象 内容 形式 服務項目

計算方式

合計 ($)

腑

　

嚇

疑

有

篤

懐

患

讀

學童

1.初小 :讀篤訓鰊小組

目的 :透過多戚官學習活動 ,加強學生封

筆劃 筆ヽ順 字ヽ型結構等的認識 ,並運用

到日常學習中 。

●毎個小組共 5節 ,毎

節 1.5小時 '人数的
8-12人

●毎個小組必須由最少
1名社工或有開方面
的専業人士帯領

1組×5節 X

l.5小時

2.中小 :讀篤訓1鰊小組

目的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 ,豊富學生的

字詞庫及封句子館構的認識 ,提升学生閲

讀文章及輪聴理解的能力 。

●毎個小組共 5節 ,毎

節 1.5小時 ,人敷約
8‐ 12人

●毎個小饂必須由最少
1名社工或有開方面
的専業人士帯領

1饂×5節 X

l.5小時

3。 高小 :讀篤誹1鰊小組

目的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 ,加強学生封

詞性及句子繕構的認識 ,提升學生倉J作文

章的信心和興趣 。

●毎個小組共 5節 ,毎

節 1.5小時 ,人数約
8‐ 12人

●毎個小組必須由最少
1名社工或有開方面
的事業人士帯領

1組 X5節 X

l.5小時

懐疑/評借

患有専注

力不足及

過度活躍

症學童及

其家長

1.初小 :執行功能訓1鰊親子平衡小組

目的 :透過小組訓鰊 ,増強學童的自我控

制及執行能力 。同時透過家長工作坊 ,提

升家長封執行功能的認識和應用 ,並鼓働

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

|・ 彙 詈 ::邸

親子任務 :1節
●毎節 1.5小時
●人数約 8‐ 10封親子組

合
●毎個小組必須由最少

1名社工或有開方面
的事業人士帯領

1組 X8節×

1.5小時

2.高小 :執行功能訓鰊小組

目的 :透過燈験式學習活動 ,加強學生的
自我管理能力 ,協助他個掌握興人相虎的

技巧 ,今校園社交生活更為愉快 。

● 毎個小組共 5節 ,毎

節 1.5小時 '人敷約
8‐ 10人

●毎個小組必須由最少
1名社工或有開方面
的事業人士帯領

1組×5節 X

l.5小時

懐疑評 借

患有自閉

症譜糸的

學童及其

家長

1.初小 :社交親子平衡小組

(學童 :6節 /家長 :3節
)

目的 :透過理論和模擬活動 ,増強學童的

社交應封技巧 ;同時透過家長工作坊 ,提

升家長封技巧的掌握 ,鼓働和促進其骸子

賞賤社交技巧 。

●學童 :6節

家長 :3節
● 毎節 1.5小時
●人敷約 8‐ 10封親子組

合
●毎個小組必須由最少

1名社工或有開方面
的専業人士帯領

1組 X9節×

1.5小時

e.3)



合計 ($)

2.小六 :升中預備小組

目的 :透過小組學習活動 ,譲學員認識中

生活 ,為中學生涯的開展作預備 。

●毎個小組共 4節 ,毎

節 1.5小時 ,人敷約
8-12人

●毎個小組必須由最少
1名社工或有開方面
的専業人士帯領

1組 X4節×

1.5小時

學習能力

税遜的學

童

1.小四 :成長小組 (訂立目標)

目的 :透過 5節小組及 1節戸外鎧験學習

活動 ,學習為自己訂立合宜的目標 ,並鼓

生按個人計劃逐歩賞磯 。従而提升學

童的自尊自信 。

●小組 :5節

戸外學習 :1節
●毎節 1.5小時
●毎組人敷約 8-12人
●毎個小組必須由最少

1名社工或有開方面
的事業人士帯領

Jヽ組 :

1組×5節 ×

1.5小時

戸外學習 :

1組 Xl節 X

2小時

2.小五 :成長小組 (自尊自信)

目的 :透過 5節小組及 1節戸外燈験學習
活動 '豊富學生的成功経験 ,藉以提升他
fi的 自尊自信及解難能力 。

小組 :5節

戸外學習 :1節
●毎節 1.5小時
●毎組人敷約 8‐12人
●毎個小組必須由最少

1名社工或有閥方面
的事業人士帯領

小組 :

1組×5節 X

l.5小時

戸外學習 :

1組 Xl節 X

2小時

3.小六 :成長小組 (抗逆解難)

目的 :透過 5節小組及 1節戸外罷験學習
活動 ,提升学生的解難及抗逆能力 。

●小組 :5節

戸外學習 :1節
●毎節 1.5小時
●毎組人数的 8-12人
●毎個小組必須由最少

1名社工或有開方面
的事業人士帯領

小組 :

1組×5節 X

l.5小時

戸外學習 :

1組 Xl節 X

2小時

中小 :親子日誉

目的 :透過親子活動 ,提升家庭正面溝通

倉ヒカ ,鼓働家長嘗試欣賞亥子男外的一面。

●約 15個家庭 ,人敷
30人

● 必須由最少 2位社工

或有開方面的専業人
士帯領

1次日誉

長講座 ,内容 :

1.小學生活適應

2.従職業治療角度看 SEN
3。 青春期親子開御 何興 SEN子女談

毎個講座必須由最少
1名社工或有開方面
的専業人士帯領

鑢額 :

服務封象

::如 :聘請主講専家 工ヽ作人員 車ヽ資 材ヽ料費 誉ヽ費 ヽ備註 :1.上述各項活動的費用己包括該項目的一切開支

入場費及参興帯隊教師渉及之費用等 。

2.上述各項活動的推行時段或會因應學校情況而有所雙動 ,惟活動内容保證按計劃完成 。

3.所有導師或助教必須符合教育局資歴規定 ,並已通過性罪行定罪記録査核 。

(P。 4)

内容 形式 服務項目

計算方式

家長支援 3次 Xl.5

小時



本機構 /本人明白 ,女口Lll到學校訂車後 ,未能供應書面報債上所列物料或服務 ,貴校有権向本機構/

本人追討因此而招致之損失 。

聯絡人姓名 :

獲授権釜署書面報債軍之代表纂署 :

日期 :

(P.5)



承辮 2019‐20年度三水同郷會柵景榮學校法園校董會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治療小組

書面報債(一式爾的

學 校 槽 琥 :SSNAIIKWS/1507

載止報債日期:2019年7月 4日

寄新界大鋪富善郁第一校舎
三水同郷會柵景榮學校法園校董會牧

請絡此回郵地址貼在信封上

(報債者勿降身分篤在止L信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