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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明��有�助��⼩�者��⾃願性�，⽽���⼩�的輔助並不代�專業�⾒，且�⾒

僅供��，有需�����⽣�專業輔��員，���作。

��Telegram群��@marginalizedpersonsclub (https://t.me/margin
alizedpersonsclub)；

��Instagram���@marginalizedpersonsclub (https://www.insta
gram.com/marginalizedpersonsclub/)；

消����@marginalizedpersonsclubchannel (https://t.me/marginal
izedpersonsclubchannel)，��各�加��

���⼩�的��有��的幫助。���此�劃有��，��必加�我們的⾏��

加��格

成員�則

申�

成員

已��的成員

⾃�為�為個��理問題或⾃閉�等��⽽��正常���群的⽤�

有�幫助有情��擾和�有���⼒��的⽤�的�基�

有���⼒��的⽤�（��⾃閉�和��伯格��群等）

�期或�期受情��擾的⽤�（�����和躁��等）

必須�有�基百科��，�輯��不�

1. 不���攻�

2. 不�使⽤�儡，但��的�重��可��前��的成員�格

3. ���有的���指�

4. �和平和�作的���其他�基�相處

5. ��勵、友��式向�基百科⽤�提供�援

⽬录

加��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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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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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域���可。⽬前已有131�成員加�。溫�提⽰��可�⾃⼰的⽤�⾴上加上�
��⼩�的模�{{���⼩�}}。�此��，成員也可加上⽤��{{User ���⼩�}}。若�
希���其他⽤�加��⼩�，可�在他的��⾴使⽤{{subst:���⼩�/���}}��他加
�，但使⽤前���模�的��事項。

�申�加�者有�在��渠�處理�助，�在Wikipedia:���⼩�/�助和���式#��
成員的���式�上⾃⼰可提供的����，��便�助者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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