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ll.\

香港北角

英皇道668號
健康村

康勝閤平台

交通路線
港鐵 ： 鰂魚涌站模鈪里C出□

電車 ： 途經英皇道

紅色ljl巴：途緄七姊妹這或電器追

·霏1j_4t_
綠色小巴

18 坑□- i百福道

巴士0
2 西灣河（嘉亨灣）一 中環（港澳碼頭）

2A 罐烹邨-灣仔礪頭

18 堅尼地城一北角（健康中街）

18P 縶忙瞪鬮待別路鼴 堅尼地城'- 北角（健康中街）

19 苻乏罔闓鎝鼴 筲箕灣 +今 跑馬地（上）

77 筲箕灣- 田灣邨

81 柴灣（興華邨）一勵贖邨

81A 柴灣（薁華邨) ....勵儻邨

82 /J1西灣（藍灣半島) +-· 北角碼頭

85 小西灣（藍灣半島) +- 北角碼頭

99 筲箕灣 <-· 海怡半島

102 筲箕灣 <-· 美孚

106 小西灣（藍灣半島) +-． 頁大1U

110 筲箕灣 +- 佐敦（匯翔道）

112 北角 （百禱道）仝蘇屋

116 鰂魚涌（祐民街）一 慈雲山（中）

515 筲箕灣 壬今 山頴

529 愛秩序灣－寶馬山

606 小西灣（藍灣半鳥）一彩雲（亶盛街）

682 柴灣（東) +- 馬鞍山（利安）

682P 柴灣（東) +今 馬鞍山（利安）

A12 小西灣（藍灣半島）一機場
M722 羣忙時鬮犧剔IIJ鼴 罐東邨 +今 中環（香港站）

將軍澳中JU.\

尚美樓 U,, 

新界將軍澳
尚德邨

尚美樓6樓

交通路線
港鐵將軍澳站B2出口或Al出口

Ir祚'\_ikfV,
緣色/J＼巴

103M 將軍澳港織站'-濤水灣二灘

108A 靈lll憙 調景嶺（彩明苑) ++坑口（將軍澳薑院）

110 電lllIll 將軍澳市中心-九崑城窩打老道

巴士 0

296A 電膿Ill 尚靄 壬-土 牛頭角港鐵站

296C 尚氪 十... 深水埗（東京街）

296D 尚靄+-佐敦道碼頭

296M 坑0港鐵站 <-· 康盛花圜

692 坑口北 +- 中環（交易賓塲）

692P 羣忙瞪闓待別路饑 調景嶺港鐵站十+ q2環 （交易賓場）

694 調景嶺港鑷站<-小西灣邨

792M 調景嶺 （彩明苑) +今 西貫

796B 調景嶺港鑷站+-又一村 （又一城）

796C 將罩濃港鑷站<-南昌港鐵站

796X 將軍濃港鐵站<-龍礪碼頭

7965 清水灣半島 ++ 牛頭角港鐵站

797M 霞鼉饋 將軍溴工藥邨<- 調景嶺港鐵站

E22A 將軍漠（寶林) +今機場博賈館

新界中lU （安定）

新界屯門安定邨
定醣樓地下

105-108室

交通路線

I霏囑''閌' 霹』．目＇＿
鼴色小巴
40 友愛 +今 小坑村 44 屯門碼頭- ..t水

44B 屯門碼頭一落鳥洲

I!4r.1月「汨—
505氬三聖一兆康 507線＿ 屯門礄頭-IE景

614線屯門碼頭一元朗 614澶屯門碼頭一兆康

751線友愛一天逸

巴士 0這靈安定鄗

60M 荃灣港鏽站一屯門市中心 60X 佐敦（匯翔道）一 屯門市中心

61M 荔景 （北 ）一友愛 61X 九籠城礪靈- 屯門鐵路站

62X 油塘一屯門市中心 259D 油塘 一 屯門龍門居

261 上水（天平） 一 三薑 263 沙田鐵路站一屯門鐵路站

961 灣仔（會展） 一 山景 E33 機場一 屯門市中心

1庫卜E,
506－ 友愛 +今 屯門礪瑱

新界中ll1\ （良景）

保良局
方王錦全小學

艮景廣場

良景邨

良英樓
肚図中1心＼

艮景邨

新界屯門良景邨
良賢樓地下

17-23室
` 

交通路線建議途迎艮景邨

I霏潽＇'—
鼴色小巴

44A 屯門碼頭一上水

lHL4世【—
505線—－ 三薑邨 +今 兆康

507線 屯門碼頭- IE景

615線 屯門碼讚一元朗

615P線 屯門碼頭 仝-· 兆康

巴士 0途經艮景噬

58M 棻芳鐵路總站-良景邨總站

960B 鰂魚涌 （英皇道） 總沾一洪水橋（洪禧邨） 總站

960 灣仔（會展） 一建生總站

何文田中lll\ 查詢及聯絡

九龍何文田愛民邨

嘉民樓513-516室
Q) 2711 3134 
蝨 2711 3946 
@ slcourse@deaf.org.hk 
钅 www.deaf.org.hk

。

。

俊：民苑

昭民樓
磨

市揚 民
樓

頌民樓

愛
民
高
揚

g 

0 巴土
7B, 8, 17, E21A, 
18, 41, 45, 109 

. 8賾綠色小巴

． 紅色小巴

蕊

建民禥
I 』

嘉民樓3
｀ 一禮民褸

保民樓

l!11密中學

同文83
！公·翠池及
廩欒中Ill)

交通路線
港鐵 ＇ 同文田站A3出口乘升降機到U3行人天橋一往愛民邨

齡
緣色／
1t......'

JI巴
爭］，F．－

8 何文田愛民邨 俘歪場對面步行至

尖沙咀漢口道 嘉民第一梯O

紅色／JI巴 愛民
嘉民樓第一梯口

旺角／土瓜灣馬頭圖

巴士0
7B 欒冨 愛民邨

籠礪礪頭 愛民總站

8 九朧鐵路玷 愛民邨
尖沙碼頭 愛民總站

17 愛民 嘉民樓
戩塘

E21A 愛民 戛民摟

東涌逸東邨

18 南昌鐵路站 愛民邨
41 長青 愛民邨

九龍城礪頭 愛民總站

45 屬遙 愛民邨
九朧城礪頭 愛民總站

109 何文田 愛民邨

港澳碼頭 愛民總站

中心開放時間

上午9:00時～下午1:00
,' ,' ,J ,' ,' 

下午2:00時～下午5:30



1 手語初級課幄 手語中級課程 手語高級課程 手語翻譯培訓課醒 I 

譙程目的 為有興趣學習手語的公眾人士提供一系列餜程，以掌握手語知識及技巧。

對象／奩略年滿16歲，對手語有 在－年內修畢本會 在－年內修畢本會 在－年內修畢本會

興趣之公眾人士 手語初級課程之人士 手語中級課程之人士 手語高級餜程之人士

堂數及時數共10堂 共10堂 共10堂 共10堂

每堂1 小時40分 每堂2小時 每堂2小時30分 每堂2小時30分

共17小時 共20小時 共25小時 共25小時

16小時實習

課程內昚 教授基本常用詞彙、 重溫初級課程之詞彙丶 重溫中級課程之詞彙、 包括四部份 ：

簡短之日常語句及 教授常用詞彙、對話 教授常用詞彙、對話 1 常用的專業詞彙

手語歌，透過觀察、 練習，透過遊賊及 練習、觀看練習， （如法律、醫療等）

比賽及分組形式練習 分組形式練習 以不同形式進行 2手語運月及技巧

分組練習 3結婚及宣誓詞

4手語翻譯的態度及操守

收菩 課程港幣＄430元正 課程港幣＄570元正 課程港幣＄750元正 諫程連指定教材

初級課本連DVD 中級課本連DVD 高級誤本連DVD （書本及光碟乙套）

港幣80元正 港幣90元正 港幣105元正 港幣＄1 , 180元正

.t燾地點 。新界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綜合服務中心 何文田中心 何文田中心

。灣仔溫莎公爵 。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社會服務大廈 。 香港中心

。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灣仔溫莎公爵

社會服務大廈

上燾時間 每星期上課－次 ， 每星期上課－次， 每星期上課－次， 每星期上誤－次 ，

為平日晚上7:20-9:00 為平 日晚上7:15-9 : 15 為平 日晚上7:15-9:45 為平日晚上7:15-9:45

報名辦法 所有課程均以郵寄支票方式報名。

有意報讀人土須於截止日期前把報名表格、劃線支票及已貼郵票之回郵信封寄何文田中心報名。

如報名人數超過每班限額，將以抽籤方法處理 。

退出手續 學員成功報名後 ， 若自行退出服務 ， 請盡快致電通知中心職員。所繳交之學費概不發還。

備註 。出席率達八成的學員可頒聽講證書。

。凡已報讀其中－個課程者，不得作任何更改。

。若開課前五天仍有名額，本會方接受其他機構畢業之學員報名。

手語教材

為配合中心舉辦的手語

課程而製作的手語教

材 ， 全套分初 、 中、 高

三級，每級包含課本及

DVD , 及手語翻譯培

訓範例 。教材除了在本
會各中心售賣外，初 丶

中 、 高三級教材也於香

港各大書局有售。

手語活動教室

除在本會中心開辦手語

課程外，我們亦為其他

機構 1 團體開辦手語

課程；課程內容及形式

均與本會之諜程相同，

唯申請機構 1 團體可

自訂時間及自行安排
地點，如有興趣，

請向本會查詢。

2021"'2022年手語課程腈闢表
（貴體／ZOOM) 授課＃

翥桓編號 上誄B難 區1享上誄 B朋 星朋 上鹽地黏 上誅時區l 堂數 截止報名 B llll

手語初級譙醒

KSL-01/1/001 /2021 (A&B) 2021 年5月 4日至7月 6 日 灣仔温莎公爵

社會服務大廈1O3室 7:20-9:00 p.m. 1O 8/4/2021 
KSL-01/1/002/2021 (A&B) 2021 年5月 4日至7月 6 日 灣仔温莎公爵

社會服務大廈203室 7:20-9:00 p.m. 10 8/4/2021 
KSL-01/ 1/003/2021 (A&B) 2021 年5月 6日至7月 1 5 日 7月 1 日特區成立日 四 將軍澳中心 7:20-9:00 p.m. 1O 8/4/2021 
KSL-01/1/004/2021 (A&B) 2021 年5月 7 日至7月9 日 五 新界中心安定邨 7:20-9:00 p.m. 1O 8/4/2021 
KSL-01/1/005/2021 (A&B) 2021 年9月 7 日 至 11 月 16 日 9月 21 日中秋節 灣仔温莎公爵

社會服務大廈203室 7:20-9:00 p.m. 1O 2/8/2021 
KSL-01/ 1/006/2021 (A&B) 202 1 年9月 7 日至11 月 1 6 日 9月 21 日中秋節 灣仔温莎公爵

社會服務大廈103室 7:20-9:00 p.m. 1O 2/8/2021 
KSL-01 / 1/007/2021 (A&B) 2021 年9月 9日至11 月 1 8 日 1 0月 14 日重陽節 四 將軍澳中心 7:20-9:00 p.m. 10 2/8/2021 
KSL-01/1/008/2021 (A&B) 2021 年9月 10 日至 1 1 月 19E 1 0月 1 日國慶日 五 新界中心． 安定邨 7:20-9:00 p.m. 10 2/8/2021 
KSL-01/1/009/2021 (A&B) 2022年1 月 3日至3月 14 日 1 月 31 日年廿九 香港中心 7:20-9:00 p.m. 1O 1/ 12/2021 
KSL-01/1/010/2021 (A&B) 2022年1 月 4日至3月 15 日 2月 1 日年初一 灣仔温莎公爵

社會服務大廈1O3室 7:20-9:00 p.m. 1O 1/ 12/2021 
KSL-01/1/011 /2021 (A&B) 2022年1 月 6 日 至3月 17 日 2月 3 日 年初三 四 將軍澳中心 7:20-9:00 p.m. 1O 1/ 12/2021 
KSL-01/ 1/012/2021 (A&B) 2022年1 月 7 日 至3月 1 8 日 2月 4 日 年初四 五 新界中心＇ 安定邨 7:20-9:00 p.m. 10 1/ 12/2021 

手語中級騾醒

KSL-01/2/001 /2021 (A&B) 2021 年5月 5日至7月 14 日 5月 19 日佛誕 新界中心 ． 良景邨 7:15-9: 15 p.m. 10 8/4/2021 
KSL-01/2/002/2021 (A&B) 2021 年5月 6日至7月 1 5 日 7月 1 日特區成立日 四 灣仔温莎公爵

社會瑕務大廈203室 7:15-9:15 p.m. 1O 8/4/2021 
KSL-01 /2/003/2021 (A&B) 2021 年9月 8日至11 月 1 7 日 9月 22 日中秋節翌日 新界中心＇良景邨 7:15-9:15 p.m. 1O 2/8/2021 
KSL-01/2/004/2021 (A&B) 2021 年9月 9日至11 月 18 日 1 0月 14 日重陽節 四 將軍澳中心 7:15-9:15 p.m. 1O 2/8/2021 
KSL-01 /2/005/2021 (A&B) 2022年1 月 3 日 至3月 14 日 1 月 31 日年廿九 香港中心 7:15-9:15 p.m. 10 1/ 12/2021 
KSL-01 /2/006/2021 (A&B) 2022年1 月 6日至3月 17 日 2月 3日年初三 四 將軍澳中心 7:15-9:15 p.m. 1O 1/ 12/2021 

手語靄級譙醒

KSL-01/3/001 /2021 (A&B) 
KSL-01 /3/002/2021 (A&B) 

2021 年5月 6日 至7月 15 日

202 1 年9月 9日至11 月 18 日

7月 1 日特區成立日

1 0月 14 日重陽節

四
四
四

何文田中心

何文田 中心

7:15-9:45 p.m. 
7:15-9:45 p.m. 

OOO 111 
8/4/2021 
2/8/2021 

KSL-01 /3/003/2021 (A&B) 2022年1 月 6日至3月 17 日 2月 3 日 年初三 何文田 中心 7:15-9:45 p.m. 1/ 12/2021 

手語翻譯培訓課醒

KSL-01/5/001/2021 (A&B) 2021 年9月 7 日至11 月 16 日 9月 21 日中秋節 何文田中心 7:15-9:45 p.m. 
00 11 

2/8/2021 
KSL-01 /5/002/2021 (A&B) 2022年1 月 4日至3月 15 日 2月 1 日 年初一 何文田中心 7:15-9:45 p.m. 1/ 12/2021 

＃備註上述課程之白期及地點以報名峙為準．若因疫惜未能受控 ，政府喬要收緊限聚令楮施等 ， 課程爸改用ZOOM棵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