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楷 案編読 :SSNAHKWS/1502

執事先生 :

「2019‐20年度駐校言語治療服務計劃‐書面敦償 1選請書

現誡逸 貴公司承投随附上夕1的服務 '月λ務鮨貝1可参考「服務内容」(附未―)。

ルし書面報償及其相開附件亦可於本枝鋼頁下載 。書面報償表格必須填具一式両分 ,及

豊信封内密封 。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

2019‐ 20

學校楷琥 :SSNAHKWS/1502

裁上曰期及時間 :2019年 5月 31日 下十五時エ

書面報償應寄在 :

新界人埼富善ウト第一小學校合

二水同郷會濁景榮學枝

並須於 2019年 5月 31日 下キニ時工前 (以郵裁日期為率)送逹上述地址 。途期
的書両親債 ,概不受理 。由上述裁止日期起計 ' 貴公司的書面級債有赦為 90人 。投ロ

在該 90人内傷未接獲苛早 '貝1足次書面報償可視作落理論 。

男クト亦請注意 , 貴/AN司 必須提交下夕1文件 ,否 貝1書 面報債概不受理 :

・分 (附表二)

描 貴/Ak司 未能或不擬作書面報償 ,亦須請霊快れ本凸及書面報償表格寄口上辻
地址 '並′1明 不擬報償的原因 。郷有任何査詢 ,可致電糞「謁華主任 (2661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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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内容 (附表一 )

2019-20年度二水同クト含濁景榮學枝法国校董含駐校言語治療服務計豊|

服務内容

I.服務対象

為患有以下語言/溝重障凝的學生提供治療服務 '改善典學習進度及社交公晨 。

,1,語言表逹 rpl題

2.語言理解問題
3.社 交溝通障凝
4.構音困難
5。 讀寓障凝
6。 流暢障凝
7.味音障凝

Ⅱ.服務範園
1.評借

為懐疑有語障的學童作語言計借
2.言語治療

為中度二晟重語言障凝的學童訂立個人化的訓錬目標及計菫l;提供個別及
小饂式的言語治療 。

3.主題化小忽

提供主題化溝通朝1諫小饂 '提供社交割1錬 伎ヽ事及演説技巧小饂朝1鰊 。
4. 培うll

接學校 需要 '為 家長及教師提供講座 。

為家長提供支援 '改善家長准家輔専子女委普及言語公晨的技巧 。

指導教
`T及

早識別語障的學生 ,言助教師走立枝内韓介懐疑語障學生的機+1・
5。 為協助學校+1苛支援語障學生的枝木策喀

為全饉學童提供預防性的委晨課程
為有言語障凝的學童設計校本課程
言語治療

`T入
班支援服務

提供溝近元景課程設計
協助策菫1主題式校本活動

ⅡI.駐校言語治療師的費歴要求
1.呑港人學言語及聰覺料學糸畢業或同等學屋
2. 須具 Certiflcate Ofclinical Competence

3.具相開工作経験(優先)

IV.服務形式
全學年由 2019年的 9月 分開始 ,ユ翌年的 7月 期間 '提供毎週 1-2人 的駐校言
語治療服務 ,全學年約 55次 ,毎次服務時藪 7小時 (不計午膳 )d

V.言語治療
`T需

提供的評借親告
1.言語治療師須定期典校方進行會議 ,於學期初為llX疑有言語障凝的學生進

行計借 ,撲寓評借報告 。

2.於 學期ク '為懐疑有言語障凝的學生進行計仕 '提供銀進報薔 。

3.於 2020年 1月 進行中期栓計 '向校方提供接受服務學童的追晨報告 。
4.於 2021年 6月 進行総結性的計借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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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報償 (附表二)(須填具一式両分)

承意提供

:姜枝言語治療服務計蓋1

學校名料及地址 :

新界人端富暮ウ「第一小學枝合
.二

水同郷含濁景榮學校

學校楷琥 :SSNAHKWS/1502

裁止日期及時間 :2019年 5月 31日 下十二時エ

第I部分

下方茶署人願意接照書面報債的償格 (其化費用全免)'供應夫附的書面報償 (附
表二)上所 rll的 全部項 目 '而 完成服務期rFt含於正式苛早上註明 。苦面報償由上述
裁止曰期た計 90人 内物居有数 ;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償最低的書面報償 ,並有灌在
書両親償有致期内 ,選澤最穏菅的書面報債 。下方茶署人亦保證典/AN司 商業登記及
催員補償保険均属有数 ,而 其公司所供應的各個項 目並無侵犯任何専オ1灌・

第 Ⅱ部分

再行雄定書面報償的有数期

有開本書面報償的第I部分 ,現再確定本/Ak司 的書面報慣有致期為 2019年 5月
31日 起的 90人 。

下方茶署人亦同意 '書 面報償的有妓期一鯉再行確定 ,典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書面
報償表格内的預FF條文 'ヌF不 再適用 。

日 期 : 2019年___月 ___日

餐署人 :

職 街 :

(請註明職位 ,例安口量事 経ヽ理 私ヽ書等)      機構FF章

上方委署人已獲授杵 代表 :

公司茶署書面報償 ,該 /Ak司 准香港註冊的辮事
え地址為 :

電話琥獨 :

侍真琥石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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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収償意向書 (附表二 )

承投「2019-20年 度駐枝言語治療服務計劃 |

書面報慣意向書

*□赦機構現榮意向二水同郷會濁景榮學枝里交「2019-20年度駐校言語治療服務拳 1…書面
報償」'並柴意遵徒二水同郷含濁景榮學枝『「2019‐20年度駐枝言語治療服務華 ll― 書面
報鈍 選請書』内一切鮨貝10

*□絞機構不振向二水同郷會獨景榮學枝呈交「2019‐20年度駐枝言語治療服務計菫1‐ 書面級
償」,理由Ⅲ下 :

此覆

二水同郷會獨景榮學枝

/・A構名科

負貴人姓名

負責人餐署

機構電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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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1益 申級表 (附表四 )

承投「 2019‐20年度駐枝言語治療服務計劃 l

オ1益 申報表

1.作典二水同郷會濁景榮學枝有没有存在任何業務オ1益関係 ?(註澤 1)

有 /漫有#

姉有的話 '請説明・

2.体 的家人或親属 (註澤 2)有 没有権任二水同郷含濁景榮學校的現任職位 ?

有 /漫有#

■方的話 ,請提供姓名及関係 。

註澤

件 繹 1)個 人オ1益 包お体参典こ誉 /承 色學枝的各項服務等。

(註澤 2)体 的家人或体的紀属色括 :

(a)体的配偶

{b)体的父母

(C}体的配偶父母

(d)体的兄弟姉妹及其配偶 ;以及

{e)休或体的配偶的子女及其配偶 。

申報人委署 申報人姓名

日  期

機構
`F章

#請賂不in_用 的冊l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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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確認遵守反日標規定肇明 (附表工)

供應商確認遵守反園標規定攣明

致 :二水同郷會濁景榮學校

教殷者 :

學枝楷流 :SSNAHKWS/1502

我ク1'

地址為

(機構姥科 ),

謹ナし提述我4F3就上述書面載償所作的報債 。

我個確認 ,於里交本蒟件時 ,除本函件最後一段所提及的勢免逍訊クト'我ク1並未 :

●向二水同郷會濁景榮學校 (以下鵜為學校 )以 タト的任何人士侍逹任何書面載償金額的費

料 ;

●盗過典任何其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書面報償金額 ;      、

●典任何其化人士就我4Fl或該等人士え否應或不應著面報債苛立任何安排 ;或

●在書働報償過程 中以任何方式典任何其化人士幸重 。

提交木島件後 ,在學枝竜郷書働報債人有開報償的結果え前 ,除本函件最後一段所提及的裕

免範譜 卜,・ 我4rl群不會 :

●向學枚以外的任何人士得逹任何開於書面報償金額的資料 ;

●盗過典任何典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書面報債金額 ;

●典任何典他人士就 我4rl或該其化人士足否應書面報債訂立任何協議 ;或

●以其化任何方式典任何典化人士幸近 。

在本蒟件中 ,「 裕免通凱」一詞ヨF指 我4r5為 獲得保除報償以計算吉面報債償格而向我個的承

保人或饉紀委出受晟格保密的追訊 '以及為獲得我4F3的 分判頼問機構協助編製書面載償而向

化個委出受厳格保密的通凱 。

獲最催委署蜂明的代表 :

姓名 (請以工楷填寓 )

茶署

職衛

(姉 董事 こヽ理 私ヽ書)

年     月     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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