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聾人協會
電話： 2848 2984
傳真： 2848 2976

2826 1658
2826 1604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00 - 13:00
星期六
上午 9:00 - 13:00

下午 14:30 - 17:45

由民政總署主辦“澳門康樂節”
”將舉行多項有益身心的文娛康樂活動
將舉行多項有益身心的文娛康樂活動，鼓勵聽障人士及其
家人進一步認識及善用本澳各康樂設施
家人進一步認識及善用本澳各康樂設施。
日期：2011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
星期日）
時間：早上 11：00 至下午 5：00
地點：黑沙公園、黑沙海灘
對象：會員及其家屬
名額：50 人
費用：全免
活動內容：
1.玩樂之旅----水上活動(香蕉船及水上電單車
香蕉船及水上電單車，但必須熟悉水性)
2.夏日逍遙之旅----黑沙公園泳池水上活動
黑沙公園泳池水上活動(須自備泳衣、泳鏡、泳帽)
)
3.堆沙比賽
4.沙灘排球比賽
沙灘排球比賽
5.沙灘足球比賽
報名日期：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
註：詳情請參閱中心活動海報及向中心職員查詢
詳情請參閱中心活動海報及向中心職員查詢

需要義工
６名

透過聚會「與你暢談」，讓協會與會員之間有更多溝通機會
讓協會與會員之間有更多溝通機會，分享世界大事或所見所聞
分享世界大事或所見所聞，擴
闊聽障人士視野，與世界接軌。
。
日期：2011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
）
時間：晚上 8：00 至 10：00
地點：聾人服務中心
對象：聽障人士及其家屬
名額：不限
費用：免費
內容：介紹報章、新聞或分享交流成果
新聞或分享交流成果

各位親愛的會員，
各位親愛的會員
，澳門聾人協會 2011 會員證續期手續仍在進
行中，
行中，尚未辦理續期手續的會員可於辦公時間
尚未辦理續期手續的會員可於辦公時間內
於辦公時間內親臨聾人服務
中心(
中心(筷子基石仔堆巷 33 號地下)
號地下)辦理。
辦理。如有垂詢
如有垂詢，
垂詢，請與中心
工作人員查詢
工作人員查詢。
查詢。謝謝！
謝謝！

聾人服務中心
電話： 2826 1658
傳真： 2826 1604

2823 3583

辦公時間
星期一、三
星期二、四、五
星期六

上午 9:00–22:00
上午 9:00–17:45
上午 9:00–13:00

俗語說“養兒一百歲，長愁九十九
長愁九十九”，父母對子女的照顧從小到大總是無微不至的
父母對子女的照顧從小到大總是無微不至的，而為
人子女需要孝順父母，並懷著感恩的心去善待父母
並懷著感恩的心去善待父母，透過活動讓我們一同歌頌父母親的偉
透過活動讓我們一同歌頌父母親的偉
大吧!
日期：201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
星期三）
時間：晚上 8：00 至 9：30
地點：聾人服務中心禮堂
對象：聽障人士及其家屬(每個聽障家庭最多三名成員參加
每個聽障家庭最多三名成員參加)
名額：50 人
費用：55 元
內容：介紹父母親節的由來、感恩時刻
感恩時刻、集體遊戲、茶點等

需要義工
3名

隨著社會進步，人們愈來愈多機會
愈來愈多機會與不同國藉的人士交流和互動，當中以
當中以“英文”為主要
的交流語言。如你想提升英語溝通能力
溝通能力、學習基本交流英語，請快來
來報名參加「國際交流
英文班」啦!
日期：2011 年 6 月 8、15、22、29
29 日(星期三) 及 6 月 27 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 8：30 至 10：00
地點：聾人服務中心
對象
對象：有興趣的聽障人士
名額：10 人
收費
收費：360
元(由中心代支有關費用)
備註：如出席率不足 75%者須自付相關費用
者須自付相關費用
內容：教授英文文法、書寫、日常會話溝通等
日常會話溝通等
課程編號：1010174
資助機構
資助機構：
註：該課程已納入教育暨青年局的“持續教育資助計劃
持續教育資助計劃”，詳情可瀏覽以下網頁。

澳門由小漁村演變成今日以悠閒、
、旅遊娛樂、繁榮的國際大都市，數十年間的轉變
數十年間的轉變，令人開始遺
忘澳門昔日的寧靜和簡樸，
「澳門風物誌
澳門風物誌」會介紹澳門過往的歷史，讓大家更認識我們身處的家
讓大家更認識我們身處的家!！
日期：2011 年 6 月 9 日至 28 日 (逢星期二、四)
(
時間：早上 10：00 至 11：30
地點：聾人服務中心
對象
對象：有興趣的聽障人士
名額：10 人
收費：230 元(由中心代支有關費用)
備註：如出席率不足 75%者須自付相關費用
者須自付相關費用
內容：介紹澳門歷史、文化特色、
、人文風貌、社會現象等
課程編號：1010177
資助機構
資助機構：
註：該課程已納入教育暨青年局的“持續教育資助計劃
持續教育資助計劃”，詳情可瀏覽以下網頁。
（http://www.dsej.gov.mo/~webdsej/www_dee/index.php
http://www.dsej.gov.mo/~webdsej/www_dee/index.php）

聾人服務中心

為使社會人士對手語有所認識及了解，以及加強聾健間的溝通。中心在
使社會人士對手語有所認識及了解
中心在 3 月份舉行『手語
基礎班』，每期手語基礎班為期兩個月
每期手語基礎班為期兩個月，歡迎有興趣之健聽人士報名！
！
日期：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30 日 (逢星期二、四)
時間：晚上 7：30 至 9：00
地點：聾人服務中心
對象：具備手語基礎班證書之健聽人士
具備手語基礎班證書之健聽人士
資助名額：20 名(若資助名額已滿可選擇全額自費報讀
若資助名額已滿可選擇全額自費報讀)
費用：澳門幣 480 元
(若學生出席率達百分之七十五，可獲退回部分學費
可獲退回部分學費)
內容：教授手語溝通技巧、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聽障文化及服務介紹、生活用詞、
、句子、會話及實習等
課程編號：1010170
資助機構﹕
註：該課程已納入教育暨青年局的“持續教育資助計劃
持續教育資助計劃”，詳情可瀏覽以下網頁。
（http://www.dsej.gov.mo/~webdsej/www_dee/index.php
http://www.dsej.gov.mo/~webdsej/www_dee/index.php）

『向聽障人士介紹社會時事，讓他們了解公民應有的行為及知識
讓他們了解公民應有的行為及知識！
日期：2011 年 6 月 1 日至 29 日（
（逢星期一及三）
時間：晚上 9：00 至 10：00
地點：聾人服務中心
對象：聽障人士及其家屬
名額：不限
費用：免費
內容：講述有關本澳及外地的時事新聞
講述有關本澳及外地的時事新聞，增加了解不同的資訊。
介紹本澳的社會常識，加強參加者對社會的關心和了解
加強參加者對社會的關心和了解。

「每週新知」，讓聽障人士掌握社會上最新的資訊及中心活動
讓聽障人士掌握社會上最新的資訊及中心活動。
日期：2011 年 6 月 1 日至 29 日（
（逢星期三）
時間：晚上 8：30 至 9：00
地點：聾人服務中心
對象：聽障人士及其家屬
內容：向聽障人士宣傳中心的活動和介紹社會上的新資訊
向聽障人士宣傳中心的活動和介紹社會上的新資訊。

聾人服務中心

【量血壓服務站】血壓的高低影響一個人的健康狀況，中心特設此服務站，讓聽障人士能
定期了解自己血壓的指數，掌握身體的狀況。
日期：2011 年 6 月 6 日至 27 日（逢星期一）
時間：晚上 8：30 至 9：30
地點：聾人服務中心
對象：聽障人士
名額：不限
費用：免費
內容：由義工為會員定期量血壓並進行記錄。

澳門聾人協會
2011 年 6 月

需要義工
2名

澳門祐漢社區中心 3 字樓 9(3)及 9(5)室
Tel: 28482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