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世界關顧自閉
世界關顧自閉日活動
關顧自閉日活動

《打開心窗》
打開心窗》共融校園  以愛導航
－ 幼稚園及小學生
幼稚園及小學生說故事比賽
比賽目的
為響應每年 4 月 2 日〈世界關顧自閉日〉，香港關顧自閉聯盟、香港耀能
協會和教育局主辦「共融校園  以愛導航」 幼稚園及小學生說故事
比賽，期望將關顧自閉症的訊息帶入校園，並達致以下目的：
(1) 提高參加者與公眾對自閉症的認知、理解和接納；
(2) 表達對自閉症人士及同行者(如：家人、朋友、老師)的支持和鼓勵；
(3) 將接納共融的行為和態度，由自閉症人士推廣至所有弱勢社群。
參賽組別：

1b. 幼稚園團體組#
1a. 幼稚園個人組
2a. 初小(小一至小三)個人組
2b. 初小(小一至小三)團體組#
3. 特殊學校組(幼稚園至小三)，個人或團體均可。
# 團體組人數不限，可以是親子、師生或學生組合。
比賽詳情：
1. 比賽規則

參賽者閱讀以下漫畫，了解自閉症兒童在學校可能會出現的行為，繼而認識周遭的人可如何體諒和支
援他們，並以說故事的形式帶出關顧自閉症人士及其
以說故事的形式帶出關顧自閉症人士及其同行者
帶出關顧自閉症人士及其同行者之正面信息
同行者之正面信息。
之正面信息。
參考漫畫書籍：
1. 黎瑞英(2008)：自閉症知多少(第一至十冊)，漢域文化、匯美書社。
2. 香港耀能協會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2010)：閉門煲 Joke 2，香港耀能協會。
*故事內容可參考上述書籍，並可改編或自行創作。

時限：
時限：

1a. 幼稚園個人組：4 分鐘
2a. 初小個人組：6 分鐘

1b. 幼稚園團體組：6 分鐘
2b. & 3. 初小團體及特殊學校組：8 分鐘

2. 參加辦法

(i) 遞交報名表 截止報名日期：
截止報名日期：201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
星期六)
 請將報名表填妥並交回/郵寄/傳真：香港耀能協會 石圍角幼兒中心（
石圍角幼兒中心（地址：
地址：荃灣石圍角邨石荷
樓地下 101101-119 號；電話：
電話：2427 0741；
0741；傳真：
傳真：2489 0142）
0142）

贈閱漫畫

首五十間報名參賽的學校可獲贈《自閉症知多少﹖》漫畫集(第一至十冊)
一套及《閉門煲 Joke 2》一本。學校將獲個別通知領取書籍的安排。若未
能獲得贈閱的學校，主辦單位會以電話通知。

(ii) 遞交作品
 參加者可透過角色扮演及利用不同的道具來輔助，並錄影故事的演繹內容。
 請以 AVI 或 MPG 格式將
格式將說故事的演繹
故事的演繹錄像燒成
的演繹錄像燒成 DVD，參賽作品請註明參賽組別、聯絡人姓名
及電話。
截止遞交作品日期：
截止遞交作品日期：2012 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
星期六) 下午五時正

交回或郵寄：香港耀能協會 石圍角幼兒中心（地址：荃灣石圍角邨石荷樓地下 101-119 號）
封面請註明《打開心窗》共融校園以愛導航－幼稚園及小學生說故事比賽
郵寄之 DVD 以郵戳為準，逾期遞交恕不受理


信


評審準則：

1. 內容：40% 2. 技巧：20% 3. 創意：20% 4. 感染力：20%
評審團將由專業人士、家長、自閉特色人士及合辦機構之代表組成。
評審結果一經決定，不得異議。評審團保留權利就參賽作品的質素和數量在獎項的數目作適當調整。
決賽及頒獎禮：
決賽：
評審團將從每組選出六名得獎者，第四至六名為優異獎，而首三名參賽者將進入決賽以決定冠、亞、季軍
的排名。決賽參加者將現場演繹其作品以作評選。頒獎禮將於同日舉行。
每組設有下列獎項：
決賽暨頒獎禮日期：
冠 軍一名： 書券 $500、獎座及獎狀
決賽暨頒獎禮日期：2012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
星期六)
決賽時間：下午
亞 軍一名： 書券 $300、獎座及獎狀
決賽地點：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季 軍一名： 書券 $100、獎座及獎狀
優異獎三名： 書券 $50 及獎狀
*凡參加者皆可獲頒發紀念獎狀。
故事演說
技巧訓練

為協助老師掌握有關技巧以培訓學生的說話能力，大會將舉辦故事演說技巧
訓練，歡迎參賽學校之老師、學生輔導主任/人員和教學助理參加。有關工
作坊將於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 月期間舉行，詳情稍後公佈。

：
作品必須為參賽者的創作，並且從未公開發表或參加其他比賽。所有參賽作品得獎與否概不發還。參賽作
品版權歸「香港關顧自閉聯盟」所有，主辦者有權將作品複製或作發表、出版、展覽及宣傳等用途。
附則與查詢：
本章則如有未盡善之處，主辦機構有權隨時作出修訂。而比賽之最終決定權歸主辦機構所有。如有任何查
詢，請與下列人士聯絡：
 樊穎欣姑娘（香港耀能協會 石圍角幼兒中心主任）電話：2427 0741
作品版權

主辦機構

• 香港關顧自閉聯盟

協辦機構

•
•
•
•
•

• 香港耀能協會

• 教育局

香港小童群益會 • 滿道創作陋室
• 育智中心
• 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救世軍復康服務 • 香港明愛康復服務
• 扶康會
卓新力量
•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 協康會 • 匡智會
勵智協進會
• 香港自閉症聯盟
• 助展會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打開心窗》
打開心窗》共融校園
共融校園 以愛導航
幼稚園及小學生說故事比賽
幼稚園及小學生說故事比賽
報名表

1. 報名表格需於 2011 年 11 月 26 日或之前，經由學校交回/寄回/傳真至：香港耀能協會 石圍角幼兒中
心（地址：
地址：荃灣石圍角邨石荷樓地下 101101-119 號；電話：
電話：2427 0741；
0741；傳真：
傳真：2489 0142）
2. 參賽作品請註明參賽組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於 2012
2012 年 2 月 21 日下午五時正前，交回/寄回上
述地址。（信封面請註明《打開心窗》共融校園以愛導航－幼稚園及小學生說故事比賽）
3.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樊穎欣姑娘(電話：2427 0741)。
致：香港耀能協會
香港耀能協會
參賽組別：

□ 幼稚園個人組
□ 幼稚園團體組
□ 小學個人組
□ 小學團體
□ 特殊學校組 - 個人 / 團體* (請刪去不適用者)

故事題目(如有)：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負責老師姓名：

聯絡電郵：

學校電話：

學校傳真：

負責老師簽署：

日期：

校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