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助計劃書
項目名稱：我是音樂貝多芬──特殊幼兒音樂治療計劃
受惠單位：匡智會──匡智松嶺學前兒童中心
計劃書預備日期：2021 年 7 月
中心簡介
秉承「以孩子的需要為先」 - 本會創辦人彭勵治夫人格言，匡智松嶺學前兒童中心專為 0 至 6 歲
患有不同程度的特殊學習需要幼兒提供教育及照顧服務，例如患有自閉症、整體發展遲緩、過度
活躍及專注力不足、大腦麻痺、視覺和/或聽覺受損及其他障礙等等。提供的服務包括：
1.

特殊幼兒中心 （設有住宿服務）
提供服務予 36 名 2 至 6 歲中度至嚴重智能障礙及肢體傷殘的幼兒。這些幼兒患有不同的發展
障礙，例如自閉症、整體發展遲緩、過度活躍及專注力不足和大腦麻痺等等。接受服務的幼
兒亦面對不同家庭問題，如家庭暴力及虐兒個案，而中心的服務可以使他們得到全方位照顧
和發展。

2.

特殊幼兒中心
設有 60 個名額為 2 至 6 歲中度至嚴重智能障礙及肢體傷殘幼兒提供服務。尤如主流幼兒園的
學習模式，全部幼兒均於中心接受全日制學習及訓練。

3.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設有 60 個名額於中心為 0 至 6 歲殘疾幼兒提供每星期二至四節的訓練。大部份為就讀於主流
幼稚園/幼兒園並有輕度發展遲緩的學生/有些是早產嬰幼兒/正輪候特殊幼兒中心的幼兒。

4.

匡智匡晴計劃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本計劃現為 185 名就讀於 22 間不同區的幼稚園/幼兒園的學生提供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資料詳情
 形式
本計劃分別設有 3 個音樂治療組別，以有效處理及照顧有特殊需要幼兒的社交及情緒健康需要：
 個別音樂治療：中度至嚴重情緒困擾的學童會接受每週每次 30 分鐘的 1 對 1 個別治療。
 幼兒音樂治療小組：6 至 8 位輕度情緒困擾幼兒為一組，接受每週每次 45 分鐘的治療。
 親子音樂治療小組：每組為 4 至 6 對父母及子女。
 預期達到效果
 80%參加者可以藉著音樂治療找到疏導負面情緒的方法。
 透過音樂治療，可以為有特殊需要幼兒的身心帶來正面影響，例如社交及情緒控制。
 協助有特殊需要幼兒建立自我控制情緒的能力，讓幼兒在愉快的情緒下持續發展正面的
社交行為及技巧。
 以音樂作橋樑加強親子關係。
 目的
1. 提供音樂治療以支援幼兒的社交及情感發展（尤其是家庭背景複雜的一群，幼兒需居住於
中心宿舍。）
2. 提升家長及照顧者的正面心理健康水平
3. 透過及早介入模式，長遠而言能減低社會成本。
4. 為有特殊需要幼兒創造一個有益並富意義的社交環境。
5. 透過音樂治療舒緩有特殊需要幼兒的不安情緒並釋放他們的內在潛能。

資助總金額及各部分所需金額
 HK$835,200特殊幼兒中心 （設有住宿服務）及特殊幼兒中心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幼兒音樂治療小組 HK$117,600 親子音樂治療小組 HK$123,200-

 親子音樂治療小組 HK$176,000-

匡智匡晴計劃

個別治療(大約 20 位)

 幼兒音樂治療小組 HK$193,200 親子音樂治療小組 HK$145,200-

 個別音樂治療 HK$80,000-

受惠人數及如何受惠
 總受惠人數: 571 人
服務

目標受惠人數 (學生)

目標受惠人數 (家長)

特殊幼兒中心 （設有住宿服務）

36

10

特殊幼兒中心

60

60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60

60

匡智匡晴計劃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185

100

341

230

總共

確認項目資助期限
2021 年 10 月
項目推展時段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建議計劃時間表
時間

項目

2021 年 7-9 月

尋找資助者

2021 年 10 月

與資助者確認

2021 年 10 月

進行招標

2021 年 11 月

計劃開始

2021 年 11 月- 2022 年 2 月

第一階段：個別、幼兒及親子音樂治療小組

2022 年 2 月

與資助者及音樂治療師進行中期評估

2022 年 3 月-8 月

第二階段：個別、幼兒及親子音樂治療小組

2022 年 9 月

評估及提交報告

參考圖片
聯絡、查詢及贊助
匡智會傳訊及經費籌募部 韓小姐
電話：2661 0709 電郵：cfr@hongchi.org.hk

Funding Proposal
Project Title: I’m musician Beethoven- Music Therapy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Beneficiary: Hong Chi Association - Hong Chi Pinehill Pre-school Centre
Proposal Prepared in July 2021
Introduction of Hong Chi Pinehill Pre-school Centre
“Children Come First” The motto of Lady Bremridge, Founder of Hong Chi Association
Hong Chi Pinehill Pre-school Centre provides education and caring services for children aged 0 to six.
They are suffering from different degrees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e.g. autism, 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 hyperactivity and attention problems, cerebral palsy, visual impairment, hearing impairment,
multi-disabilities, and etc. Our services include:
1.

Residential Special Child Care Centre: We are now serving 36 children aged 2 to 6 with mild to
severe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 These include children with autism, 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 cerebral palsy, etc. And they face family problems, e.g. family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Children receive all-round development, both education and caring, in our Centre.

2.

Special Child Care Centre: Provide 60 places for young children aged 2 to 6 with mild to severe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 All children receive full-day training and caring in our Centre,
just like nursery schools.

3.

Earl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rvice: 60 young children aged 0 to 6 are receiving weekly training in
our Centre. Most children are studying in mainstream kindergartens. They just have mild grade
developmental delay or pre-mature baby or children in waitlist of Special Child Care Centre

4.

Sunshine Project (On-site Preschool Rehabilitation Service): We are now serving 185 young
children in 22 kindergartens in different districts.

Project Details
 Format of the Project
In address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health needs of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our project will be
delivered in 3 levels:
 Individual Level: One-on-one session for those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emotional
disturbances. 30 minutes for each session (weekly basis).
 Children Group Level: 6-8 children in a group with mild emotional disturbances. 45 minutes for
each session (weekly basis).
 Parent-child Group level: 4-6 pairs of parent-child in a group.


Expected Outcome
 80% of participants can have ways out to express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through music
therapy.
 Erich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positive social and emotional health
through music therapy.
 Build up internal abilities in regulating emotional control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his
can continue to develop several important behaviours and skills in a positive mood.
 Enhanc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rough music.

 Objectives of the Project
1. Provide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herapy to support children’s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2. Uplift parents/ caregiver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3. Early intervention with preventive approach. This will lower the social cost in the long run.
4. Unmet needs of mental health of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se
family background are complicated. Children need to be living in our residential homes.
5. Create fruitful and meaningful social life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our Centre and our
Sunshine Project
6. Benefit of using music therapy as a mean to release anxiety and unlock their potential of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otal Sponsorship Amount & Breakdown
 HK$835,200Residential Special Child Care Centre & Special Child

Earl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rvice

Care Centre

 Parent-child Group HK$176,000-

 Children Group HK$117,600 Parent-child Group HK$123,200Sunshine Project

Individual sessions (about 20 cases)

 Children Group HK$193,200 Parent-child Group HK$145,200-

 Individual cases HK$80,000-

Beneficiaries
 Total Number of Beneficiaries: 571
Type of Services

Number of Target Audience

Number of Target Audience

(Children)

(Parents)

1.

Residential Special Child Care Centre

36

10

2.

Special Child Care Centre

60

60

3.

Earl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rvice

60

60

4.

Sunshine Project

185

100

341

230

TOTAL

Time Limit of Sponsorship Confirmation (If applicable)
October 2021
Duration of the Project
1 November 2021 - 31 August 2022
Proposed schedule for the Project
Month/Year

Contents

July – September 2021

Seek donors

October 2021

Confirm donors

October 2021

Tendering

November 2021

Project starts

November 2021 –

1st batch (Children Group, Individual session, parent-child group)

February 2022
February 2022

Mid-evaluation with donors and music therapists

March 2022 –

2nd batch (Children Group, Individual session, parent-child group)

August 2022
September 2022

Evaluation and report

Reference Picture
For contact, enquiry and/or sponsorship
Communications and Fund Raising Office – Ms Hon
Tel 2661 0709 / Email cfr@hongchi.org.hk

资助计划书
项目名称：我是音乐贝多芬──特殊幼儿音乐治疗计划
受惠单位：匡智会──匡智松岭学前儿童中心
计划书预备日期：2021 年 7 月
中心简介
秉承「以孩子的需要为先」 - 本会创办人彭励治夫人格言，匡智松岭学前儿童中心专为 0 至 6 岁
患有不同程度的特殊学习需要幼儿提供教育及照顾服务，例如患有自闭症、整体发展迟缓、过度
活跃及专注力不足、大脑麻痹、视觉和/或听觉受损及其他障碍等等。提供的服务包括：
1.

特殊幼儿中心 （设有住宿服务）
提供服务予 36 名 2 至 6 岁中度至严重智能障碍及肢体伤残的幼儿。这些幼儿患有不同的发展
障碍，例如自闭症、整体发展迟缓、过度活跃及专注力不足和大脑麻痹等等。接受服务的幼
儿亦面对不同家庭问题，如家庭暴力及虐儿个案，而中心的服务可以使他们得到全方位照顾
和发展。

2.

特殊幼儿中心
设有 60 个名额为 2 至 6 岁中度至严重智能障碍及肢体伤残幼儿提供服务。尤如主流幼儿园的
学习模式，全部幼儿均于中心接受全日制学习及训练。

3.

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
设有 60 个名额于中心为 0 至 6 岁残疾幼儿提供每星期二至四节的训练。大部份为就读于主流
幼儿园/幼儿园并有轻度发展迟缓的学生/有些是早产婴幼儿/正轮候特殊幼儿中心的幼儿。

4.

匡智匡晴计划 (到校学前康复服务)
本计划现为 185 名就读于 22 间不同区的幼儿园/幼儿园的学生提供到校学前康复服务。

资料详情
 形式
本计划分别设有 3 个音乐治疗组别，以有效处理及照顾有特殊需要幼儿的社交及情绪健康需要：
 个别音乐治疗：中度至严重情绪困扰的学童会接受每周每次 30 分钟的 1 对 1 个别治疗。
 幼儿音乐治疗小组：6 至 8 位轻度情绪困扰幼儿为一组，接受每周每次 45 分钟的治疗。
 亲子音乐治疗小组：每组为 4 至 6 对父母及子女。
 预期达到效果
 80%参加者可以借着音乐治疗找到疏导负面情绪的方法。
 透过音乐治疗，可以为有特殊需要幼儿的身心带来正面影响，例如社交及情绪控制。
 协助有特殊需要幼儿建立自我控制情绪的能力，让幼儿在愉快的情绪下持续发展正面的
社交行为及技巧。
 以音乐作桥梁加强亲子关系。
 目的
1. 提供音乐治疗以支持幼儿的社交及情感发展（尤其是家庭背景复杂的一群，幼儿需居住于
中心宿舍。）
2. 提升家长及照顾者的正面心理健康水平
3. 透过及早介入模式，长远而言能减低社会成本。
4. 为有特殊需要幼儿创造一个有益并富意义的社交环境。
5. 透过音乐治疗舒缓有特殊需要幼儿的不安情绪并释放他们的内在潜能。

资助总金额及各部分所需金额
 HK$835,200特殊幼儿中心 （设有住宿服务）及特殊幼儿中心

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

 幼儿音乐治疗小组 HK$117,600 亲子音乐治疗小组 HK$123,200-

 亲子音乐治疗小组 HK$176,000-

匡智匡晴计划

个别治疗(大约 20 位)

 幼儿音乐治疗小组 HK$193,200 亲子音乐治疗小组 HK$145,200-

 个别音乐治疗 HK$80,000-

受惠人数及如何受惠
 总受惠人数: 571 人
服务

目标受惠人数 (学生)

目标受惠人数 (家长)

特殊幼儿中心 （设有住宿服务）

36

10

特殊幼儿中心

60

60

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

60

60

匡智匡晴计划 (到校学前康复服务)

185

100

341

230

总共

确认项目资助期限
2021 年 10 月
项目推展时段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建议计划时间表
时间

项目

2021 年 7-9 月

寻找资助者

2021 年 10 月

与资助者确认

2021 年 10 月

进行招标

2021 年 11 月

计划开始

2021 年 11 月- 2022 年 2 月

第一阶段：个别、幼儿及亲子音乐治疗小组

2022 年 2 月

与资助者及音乐治疗师进行中期评估

2022 年 3 月-8 月

第二阶段：个别、幼儿及亲子音乐治疗小组

2022 年 9 月

评估及提交报告

参考图片
联络、查询及赞助
匡智会传讯及经费筹募部 韩小姐
电话：2661 0709 电邮：cfr@hongchi.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