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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受疫情影響，相信大家在過去幾個月都面
對不同的困難及挑戰。今期通訊主題是
「LOVE」關愛，讓小編分享一下過去的點滴，
讓大家轉換一下心情吧﹗中心最近製作了一系列
的心靈金句祝福卡，一套六款，當中包含不同主
題的心靈金句，透過寫祝福卡把愛傳揚出去。

 另過去中心舉辦了多個親子活動，看見參加者在活動中的投入，親子之間
的互動，家長彼此的交流，一幕幕「愛」及「關懷」的畫面仍深刻印在小編的
腦海中。

 其中一個活動，孩子需要用輕黏土製作出心中理想的家，一位孩子造了三
個小人手拖著手，旁邊有多個心形圍繞著，原來三個小人就是爸爸、媽媽及他
自己，多麼溫馨的畫面。每位孩子的作品也很不一樣，但有一共通點，就是心
形圖案出現在大部份的作品中。
是的，試問誰人不喜歡家裡充滿
「愛」及「關懷」。

 無奈是現今的家庭都太忙了，既要照顧又要教育孩子，令家長倍感吃力。
中心舉行的<親子綠洲 - 學習．成長．關愛小天地>，就是希望能回應家庭的需
要，除了有小組形式的功課輔導，以減輕家長管教壓力外，亦會定期舉行親子
活動、家長會或家訪等，提供平台促進親子溝通及建立緊密關係。

我們期待您的參與！

 此外，中心手機程式「SEN童‧FUN享」已經上線，現時使用數量已超過
二萬人次。手機程式內容豐富，例如情緒週記、家居小訓練短片、由本中心治
療師及社工介紹一些簡單而實用的家居訓練，未來陸續有更多短片上載！希望
大家一App在手，好心情自然有，現在就立即在手機 Apple store / Play store下
載「SEN童‧分享」App 啦！

現在就立即在手機下載「SEN童‧分享」App 啦！

預告下期主題是「You are Special」你很獨特！

編者語

FAMILY我們相信 家庭是塑造孩子健康成長的基石



活動以多元化元素為基礎，配合左右腦潛能開發活動，提升學童對學習的動
力、發展潛能及促進人際關係，讓學童渡過一個充實而又不一樣的暑假。另
加設綜合訓練，由職業治療師及社工帶領訓練小組，幫助兒童提升執行功
能、專注力、組織力、自我調節技巧及語文能力等，為兒童在開學前作準
備。

備注：健腦操是一套源於美國，以運動為本的教育肌動學：丹尼遜健腦操®Brain Gym®；
透過26個招式，啟動腦既不同部分。以運動提升專注力和理解力，穩定情緒及激活不同
的學習感官，有助建立輕鬆自在的學習狀態，提升學習效能。

開啟快樂之門 ・ 讓家庭結連愛與歡樂FUN

 日期 內容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3-28/8/2020
(逢星期一至五)

靜心自樂
專注力訓練

暑期託管

綜合訓練

6
上午9:30
|

下午12:00
$1250/全月

升P1 至 P6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有
特殊學習需要)

6
下午12:00

|
下午1:00

$5360/20堂

優惠價$5,800

升P1 至 P3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有
特殊學習需要)

9:30-9:45

9:45-10:45

10:45-11:00

11:00-12:00

12:00-13:0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健腦操

右腦活動
小小實驗室

KO功課無難度

專注力訓練

左腦活動
邏輯小天地

執行功能訓練

右腦活動
全民運動日

小休

專注力訓練

左腦活動
特備節目

讀寫訓練

右腦活動
藝術小宇宙

社工
高寶琪

執行功能訓練

如同時報名參加「暑假託管」及「綜合訓練」

綜合訓練

 活動 內容 導師

透過互動遊戲、靜觀練習與運動伸展、故事分享
等元素，並營造一個彼此接納的環境，讓兒童練
習專注覺察，學習與情緒相處。

多感官學習
讀寫訓練

社工
葉家雯

提升學童對筆順和字形結構的掌握，配合記憶力
訓練及教授拆字技巧，如認識部首及偏旁、字型
結構等，豐富中文詞彙，提升學童的認字能力。
小組將以遊戲及多感官活動方法，讓學童在輕鬆
愉快的氣氛中學習，提升學習動機期及能在實際
的學習中運用。

完成活動無難度
執行功能訓練

一級職業治療師
顧靜儀

執行功能包括自我控制、運作記憶及彈性思維能
力。小組透過不同的功能性活動如抄寫筆記、小玩
具製作、完成特定任務等，去促進學童的執行功
能，從而提升學童完成學習、自理及群體活動的信
心和技巧。

暑期限定小組暑期限定小組暑期限定小組
全人發展暑期託管  全人發展暑期託管  負責職員：李顯璧姑娘

導師：一級職業治療師 - 顧靜儀、社工 - 高寶琪及葉家雯

暑假託管服務時間表

綜合訓練一覽表



協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童適應升讀小一生活，認識小學學習和生活模式，提升自
理和社交能力。

實地體驗：到小學進行5天的活動，經歷上課、小息和轉堂的生活

家長支援：舉辦講座，裝備家長面對孩子升小一的挑戰

透過由跨專業團隊(包括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及特殊幼兒導師設計及帶領
的多元活動與遊戲，提升學童的安坐、專注、認知、語言、社交溝通能力，
促進學童融入小組學習、及參與活動與遊戲的技巧。

言語治療師及特殊幼兒導師將各帶領45分鐘的訓練。

備注：中心職員會先透過電話聯絡家長瞭解學童能力狀況，再回覆是否適合
參加是次訓練課程。

小組以多元化的遊戲形式，讓兒童學習不同的記憶方法，例如圖像式記憶，
從而有效提昇記憶力及專注力。

*社工會於小組完結後與家長個別跟進和提供建議。

地
點

日
期

時
間

日
期

時
間

名額

3/8-7/8/2020
（連續五天）

40

A
學生小組

上午9:30-
下午12:30

3/8及7/8/2020
（星期一及五）

上午9:30-
上午11:30

早鳥優惠
$1800 / 5天
20/6或之前報名

正價
$2500 / 5天

聖三一小學

10/8-14/8/2020
（連續五天）

40

B

上午9:30-
下午12:30

10/8及14/8/2020
（星期一及五）

上午9:30-
上午11:30

聖三一小學

10/8-14/8/2020
（連續五天）

30

C

上午9:30-
下午12:30

10/8及14/8/2020
（星期一及五）

上午9:30-
上午11:30

聖公會
主風小學

3/8-7/8/2020
（連續五天）

30

D 費用及堂數

上午9:30-
下午12:30

3/8及7/8/2020
（星期一及五）

上午9:30-
上午11:30

聖公會
靈愛小學

家長講座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4-6
上午10:30

|
下午12:00

21/7-21/8/2020
(逢星期二及五)

$5000 / 10堂
需最少報8堂

3-5歲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4
下午2:30
|

下午3:30

13/7-10/8/2020
(逢星期一)

$1100 / 5堂4 - 6 歲

小一適應課程 2020小一適應課程 2020
跨專業團隊合作：言語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社工及
 特殊幼兒工作員設計和舉辦小組

文武雙全小奇兵
暑期密集式專注/認知/語言/社交溝通綜合訓練

文武雙全小奇兵

導師：註冊言語治療師 - 梁思琪、鄭佩佩及
特殊幼兒導師 - 周樂汶

好記憶‧樂學習小組好記憶．樂學習小組 導師：社工 - 胡潔明



強化幼兒不同的感官能力，大小肌肉協調、發展及認知能力、學習與朋輩相
處，讓幼兒學習聽從簡單的指令和遵守課堂秩序。讓家長掌握引導幼兒的技
巧，從而建立幼兒的自信心、能力感和勇氣。

備註： 1. 照顧者及幼兒須穿著襪子上課
 2. 出席90%以上將獲「表現小報告」
 3. 請自備食水
Group A

Group B

疫情下每事都有限制，但小朋友的創意應該是無限的。小組透過不同的小手工
製作，啟發幼兒的創意，並學習聽從簡單的指令和遵守課堂秩序。同時小手工
製作有助強化幼兒專注力、手眼協調和與朋輩相處交流的技巧。 

透過情境化的遊戲及小組活動，提升孩子的個人儀容、自理和自我管理能力，
並加強孩子做事的主動性及獨立能力，讓孩子成為『精叻王子公主』。

★ 透過共同閱讀有關情緒的繪本，從中讓幼童認識不同的情緒，引導學童分
 享情緒的相關經驗和學習處理負面情緒的方法 ，從而提升情緒管理技巧。
★ 透過角色扮演繪本中的角色，從而提升學童的想法解讀及社交技巧
★ 趣味手工創作，鞏固學童的情緒學習

備註： 1. 每節小組會提供自理訓練的家居延伸活動
 2. 出席80%或以上將獲「小組前後自理能力進度簡報」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

6對
親子

8/7-26/8/2020
 (逢星期三)

上午10:30
|

上午11:30
$3120 / 8堂

18至24個月
幼兒及其家長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

6對
親子

8/7-26/8/2020
 (逢星期三)

下午3:00
|

下午4:00
$3120 / 8堂

25至31個月
幼兒及其家長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14/7-18/8/2020
(逢星期二)

3-4
上午10:30

|
上午11:30

$1560 / 6堂2-4歲幼兒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16/7-27/8/2020
(逢星期四)

(6/8及13/8除外)
4

上午10:00
|

上午11:00
$900 / 5堂

升K2 至 K3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21/7-18/8/2020
(逢星期二)

4
下午2:30
|

下午3:30
$900 / 5堂升K2 至 K3 學童

My Little Step - 幼兒潛能發展課程My Little Step - 幼兒潛能發展課程
導師：社工 - 蘇日正、黃芷聆、劉安怡、曾樂敏

創意小工場創意小工場 導師：社工 - 蘇日正、陳俊傑

「精叻」王子公主成長記「精叻」王子公主成長記
導師：社工 - 袁嘉媛

繪本情緒學習小組繪本情緒學習小組 導師：社工 - 張惠儀

自理能力訓練小組



透過不同的活動及遊戲來訓練學童理解篇章內容、組織故事內容、語言思維
及運用不同形容詞及複句，藉此加強學童的語言理解和表達能力。

透過遊戲教授不同的詞彙學習技巧，配合聆聽理解和生活經驗，系統地組織
詞彙庫，以改善詞彙提取之速度和準確性。

利用不同的方法協助孩子組織已有詞彙，運用語意分析技巧，在語言學習的
黃金時期，掌握詞彙學習的要訣。

執行功能包括自我控制、運作記憶及彈性思維能力。執行功能欠佳的學童往
往會在專注、情緒及行為控制、解難能力上較弱，以致影響學童於學習、自
理或群體活動的表現。此小組透過不同的功能性活動如抄寫筆記、小玩具制
作、完成特定任務等，去促進學童的執行功能，從而提升學童完成學習、自
理及群體活動的信心和技巧。

小組以活動、遊戲及角色扮演，讓學童學習不同的社交技巧，例如：學習與
人展開合宜的對話和提問、與人分享、合作、輪流、應付輸贏；另會有專注
力訓練，包括持久性專注、選擇性專注及轉換性專注，以提升學童專注力及
學習留意細節。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6
下午3:30
|

下午4:30

9/7-30/7/2020
6/8-27/8/2020
(逢星期四)

$2400 / 8堂
升P1 至 P3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
言語發展遲緩)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4
下午2:30
|

下午3:30

10/7-31/7/2020
7/8-28/8/2020
(逢星期五)

$2400 / 8堂
升K3 至 P1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
言語發展遲緩)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4
下午4:00
|

下午5:00

7/7-28/7/2020
4/8-25/8/2020
 (逢星期二)

$2400 / 8堂
升K1 至 K2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
言語發展遲緩)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6
下午12:00

|
下午1:00

4/8-28/8/2020
(逢星期二及五)

$3600 / 8堂
升P1 至 P3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節數

610/7-14/8/2020
(逢星期五)

下午4:30
|

下午5:30

$780 / 6堂
$390 / 6堂
$120 / 6堂
(按家庭經濟
狀況調減費用)

升P1 至 P3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
有專注力不足及
過度活躍症)

言語治療訓練

專注力 / 執行功能訓練

語言思考小專家語言思考小專家 導師：註冊言語治療師 - 鄭佩佩

高階詞彙銀行大富翁高階詞彙銀行大富翁 導師：註冊言語治療師 - 梁思琪

初階詞彙銀行大富翁初階詞彙銀行大富翁 導師：註冊言語治療師 - 梁思琪

「完成活動冇難度」 - 執行功能訓練「完成活動冇難度」 - 執行功能訓練
導師：註冊一級職業治療師 - 顧靜儀

專心．用心．友共情 (初小組) ~ 專注力訓練專心．用心．友共情 (初小組) ~ 專注力訓練
導師：社工

葉家雯



小組以遊戲及多感官學習形式，加強孩子學習興趣和動機，從而有效提升孩
子的記憶和處理能力、培養空間感和加強手指靈活性的各項活動，都能為孩
子建立認讀和寫字基礎。

*社工會於小組完結後與家長個別跟進和提供建議。

透過記憶力訓練及教授拆字技巧，如認識部首及偏旁、字型結構，提升學童
的認字能力。小組將以遊戲及多感官活動方法，讓學童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
學習，期望於實際的學習中運用。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透過小組活動及遊戲，提升提升視覺及聽覺專注力，讓孩子成為『專注小達
人』。

備註：每節小組會提供專注力訓練的家居延伸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4對
親子

上午10:30
|

下午12:15

P1 至 P6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
特殊學習需要)
及其家長

親子同報價
$1800 / 6堂
$900 / 6堂
$240 / 6堂
(按家庭經濟
狀況調減費用)

11/7-15/8/2020
(逢星期六)

表達性藝術治療及感覺統合混合訓練

藝術治療課節： 1.  提昇學童創造力  
 2.  調和及情緒自控
 3.  改善社交能力 (溝通技巧教授)  
 4.  提昇自信心

感覺統合課節： 1.  提昇執行功能訓練，改善兒童身體協調、空間感及專注力
 2.  提升學習效能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6
下午3:45
|

下午4:45

13/7-10/8/2020
(逢星期一)

$1300 / 5堂
升K2 至 K3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
讀寫障礙)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節數

611/7-15/8/2020
(逢星期六)

下午2:30
|

下午3:30

$780 / 6堂
$390 / 6堂
$120 / 6堂
(按家庭經濟
狀況調減費用)

升P1 至 P3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
讀寫障礙)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4
下午3:30
|

下午4:30

13/7-10/8/2020
 (逢星期一)

$1100 / 5堂
升 K3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
特殊學習需要)

親子玩出專注力 親子玩出專注力 導師：職業治療師 - 顧靜儀
藝術治療師 - 陳詠儀

讀得精靈．寫得出色讀得精靈．寫得出色 導師：社工 - 胡潔明

多感觀學習 ~ 讀寫訓練小組多感觀學習 ~ 讀寫訓練小組 導師：社工 - 葉家雯

讀寫訓練

專注小達人專注小達人 導師：社工–袁嘉媛



和諧粉彩工作坊以活動形式進行，每節都有特定主題，通過運用手指調和粉
彩繪畫，引領參與者表達自己，認識自我情緒，進一步學習回應情緒的方
法。透過創作過程，建立個人成功經驗及學習接納與包容，提升抗逆力。

結合伸展運動、故事分享及多元藝術創作，舒展身心啟發個人內在潛能，並透
過探索不同媒介素材，提升兒童的自我覺察、耐性、想像力及自我表達能力。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家長照顧特殊學習需要孩子的心力，有時候讓家長也透不過氣來，透過學習和
體驗不同的靜觀、覺察/專注及五感活動，讓家長覺知自己的情緒和感受，
學習善待自己，照顧自己的身心需要，並嘗試將所學運用於親子溝通。

透過一同體驗不同的靜觀練習，讓家長學習善待自己的身心需要。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節數

6
16/7-6/8/2020
(逢星期四)

下午4:30
|

下午5:30

$520 / 4堂
$260 / 4堂
$80 / 4堂

(按家庭經濟
狀況調減費用)

升P1 至 P3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
有讀寫障礙)

11/7-15/8/2020
(逢星期六)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6
下午2:30
|

下午4:30

 升P2 至 P5 學童
(已評估或懷疑
有特殊學習需要)

$900 / 6堂
$450 / 6堂
$120 / 6堂
(按家庭經濟
狀況調減費用)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20/7-24/8/2020
(逢星期一)

上午10:30
|

上午11:30
8

$900 / 6堂
$450 / 6堂
$120 / 6堂
(按家庭經濟

狀況調減費用)

家長會員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24/6、8/7、22/7、
5/8、19/8、2/9、
16/9、30/9/2020

(星期三)

下午4:30
|

下午5:30
6-8

全免 / 8堂
*歡迎家長
逐堂報名

家長會員

家長靜觀體驗小組家長靜觀體驗小組

「和諧粉彩」情緒達人工作坊「和諧粉彩」情緒達人工作坊 導師：社工 - 葉家雯

「靜心自樂」兒童藝想工作坊「靜心自樂」兒童藝想工作坊
導師：社工 - 高寶琪及
藝術治療師 - 陳詠儀

導師：社工 - 高寶琪 完成靜觀認知療法導師基礎課程
 (MBCT, 英國牛津靜觀中心及香港靜觀中心合辦)

家長靜心活動∼靜觀體驗家長靜心活動∼靜觀體驗
導師：社工 - 高寶琪 完成靜觀認知療法導師基礎課程

 (MBCT, 英國牛津靜觀中心及香港靜觀中心合辦)

營造欣賞文化 ・ 鼓勵由心而發的稱讚APPRECIATION

家長支援

靜觀 X 藝術靜觀 X 藝術靜觀 X 藝術

青草地
       溪水旁



透過不同類型，包括前庭感、本體感、觸感及不同程度的感覺刺激活動，改
善大腦處理及統合不同感覺刺激的能力，達至合適的醒覺狀態，從而提升專
注力、肢體協調及運用能力，提高學習效能。

利用不同的社交活動增強孩子的溝通動機，提升孩子指令和詞彙理解能力，
鼓勵孩子以完整句子表達需求，即時以語言和朋輩互動。

透過不同的感統活動，幫助學童調節對感覺刺激的反應，以促進達至合適的
醒覺度，去進行專注訓練，以提升學童的持續性及選擇性專注力，並加強處
理視覺及聽覺訊息的能力，促進學習的效能，並提升學童完成學習或自理活
動的信心及技巧。

針對能運用句子表達但溝通意欲較弱和未能於日常生活應用語言的孩子。透
過遊戲、模擬場景和生活經驗分享，提昇孩子的敍事技巧和心智解讀能力。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7/7-28/7/2020
(逢星期二)

$2000 / 4堂

$2000 / 4堂44/8-25/8/2020
(逢星期二)

8/9-29/9/2020
(逢星期二)

下午5:00
|

下午6:00

$2000 / 4堂

升K1 至 K3 幼童
(已評估或懷疑有
感覺統合失調徵狀)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4/7-25/7/2020
(逢星期六)

$2400 / 4堂

$2400 / 4堂41/8-22/8/2020
(逢星期六)

5/9-26/9/2020
(逢星期六)

上午11:30
|

下午1:00

$2400 / 4堂

升K2 至 K3 幼童
(已評估或懷疑有
專注力不足)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4
下午4:45
|

下午5:45

11/7-25/7/2020
1/8-22/8/2020
 (逢星期六)

$2100 / 7堂
升K3 至 P1 幼童
(已評估或懷疑
言語發展遲緩)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4
下午3:30
|

下午4:30

11/7-25/7/2020
1/8-22/8/2020
 (逢星期六)

$2100 / 7堂
升K2 至 K3 幼童
(已評估或懷疑
言語發展遲緩)

建立互信情誼 ・ 成為彼此的生命伙伴MUTUAL TRUST

恆常小組恆常小組恆常小組
感覺統合訓練 
感統大探索感統大探索 導師：註冊一級職業治療師 - 顧靜儀

言語治療訓練
你一言．我一語 : 全方位理解表達小組你一言．我一語 : 全方位理解表達小組

導師：註冊言語治療師 - 梁思琪

感覺統合及專注力訓練
躍動專注小博士躍動專注小博士 導師：註冊一級職業治療師 - 顧靜儀

溝通round & round: 語言社交小組溝通round & round: 語言社交小組
導師：註冊言語治療師 - 梁思琪



透過不同的遊戲，提升社交技巧，學習非言語表達方式，辨識及處理情緒，
理解別人的感受和想法，不同情境的社交禮儀，合宜的社交行為，如與人合
作、分享、等待、輪流、應付輸贏等。
備註：每堂附有課堂表現 / 家居練習小建議

$780 / 3堂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11/7、18/7、
25/7/2020
(星期六)

升P2 至 P4 學童
(已評估或

懷疑自閉症譜系)

$780 / 3堂6
8/8、15/8、
22/8/2020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上午11:00

升P2 至 P4 學童
(已評估或

懷疑自閉症譜系)

$780 / 3堂
12/9、19/9、
26/9/2020
(星期六)

P1 至 P4 學童
(已評估或

懷疑自閉症譜系)

$780 / 3堂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17/7、24/7、
31/7/2020
(星期五)

升K2 至 P1 學童
(已評估或

懷疑自閉症譜系)

$780 / 3堂3-4
7/8、14/8、
21/8/2020
(星期五)

下午2:30
|

下午3:30

升K2 至 P1 學童
(已評估或

懷疑自閉症譜系)

$780 / 3堂
11/9、18/9、
25/9/2020
(星期五)

K2 至 K3 學童
(已評估或

懷疑自閉症譜系)

$1040 / 4堂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6/7、18/7、20/7、 
27/7/2020
(星期一)

升N1 至 K1 學童
(已評估或

懷疑自閉症譜系)

$1040 / 4堂

3-4
3/8、10/8、17/8、
24/8/2020
(星期一)

上午10:30
|

上午11:30 升N1 至 K1 學童
(已評估或

懷疑自閉症譜系)

$780 / 3堂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費用及堂數

11/7、18/7、
25/7/2020
(星期六)

升K2 至 P1 學童
(已評估或

懷疑自閉症譜系)

$780 / 3堂3-4
8/8、15/8、
22/8/2020
(星期六)

上午11:15
|

下午12:15

升K2 至 P1 學童
(已評估或

懷疑自閉症譜系)

$780 / 3堂
12/9、19/9、
26/9/2020
(星期六)

K2 至 K3 學童
(已評估或

懷疑自閉症譜系)

社交訓練社交訓練社交訓練

鞏固親密關係 ・ 發揮家庭無限潛能INTIMACY

童來遊戲童來遊戲 導師：社工 - 蘇日正、林浩雄、梁永昕 - A組

童來遊戲童來遊戲 導師：社工 - 蘇日正、曾樂敏 - B組

童來遊戲童來遊戲 導師：社工 - 蘇日正、劉安怡 - C組

童來遊戲童來遊戲 導師：社工 - 蘇日正、黃芷聆 - D組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家庭支援工作小組

有效的親子溝通技巧：
「聽」和「說」是家庭成員之間相向溝通的基本條件，以下的方法能促進正
面的交流。

總結 以輕鬆的活動作為結束，如畫畫、唱歌、玩遊戲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讚賞孩子願意分享
  ＊肯定孩子不同的感受
  ＊鼓勵孩子日後有需要時隨時分享

當孩子漸漸長大，要獨自面對成長路上的不同挑戰，作父母的，亦需要調節
自己的心態，學會逐漸放手，好讓孩子經歷。不論孩子有多大，父母一定是
孩子的最強後盾。願大家也能成為孩子的心靈醫師。

觀察孩子的身體反應及日常表現有否改變，你可以留意孩子以
下各方面的狀況，包括
＊情緒 (例如：情緒起伏不定、感到害怕、擔心、不安、傷心等)
＊身體 (例如：睡不安寧、失眠、身體不適、發惡夢、沒有胃口、
  體重下降等)
＊行為 (例如：對喜歡的事物、玩具、卡通片失去興趣、不想和家
  人朋友接觸、沒有精神、坐立不安等)

設身處地了解孩子的想法及感受，給予肯定及正面的回應
＊正面的回應，例如：
 》爸媽好欣賞你勇於表達
 》你感到⋯ ⋯，好常見
 》爸媽和你一樣都感到⋯ ⋯我們明白你的感受
 》謝謝你和爸媽分享

＊接納及肯定的態度，例如：
 》向孩子表示你願意聆聽
 》接納孩子有不同的情緒及反應
 》孩子分享時，不打岔，不批評

＊給予安全感，例如：
 》牽著孩子的手
 》拍拍孩子的肩膀
 》多擁抱孩子

找一個合適的時間和安靜的環境，問問孩子的想法，聆聽孩子
的感受
 ＊你想到什麼？
 ＊你有什麼感受？你感到⋯⋯ 
 ＊嘗試以開放式提問，有助孩子分享更多

親愛的爸媽，你有否想過自己也可以成為孩子的心靈醫師？ 
情緒沒有好壞之分，當父母的，固然希望孩子時刻都感到快樂，但當孩子感
到害怕、不安或憂慮時，父母又可以怎樣與孩子溝通並幫助孩子面對呢？就
讓我們嘗試運用「望、聞、問、切」這個小法寶，成為孩子的心靈醫師。

資料來源：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屬下 香港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 及
「愛﹒孩子」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 聯合編製 「童行小法寶」資源冊

今期主題：作孩子的心靈醫師
愛•分享  

匯集愛的力量 ・ 讓孩子孕育盼望的心LOVE

望

切

聞
問



為學前至中學患有語言障礙、社交溝通能力障礙、發音障礙的學童提供全面
的評估及訓練服務，期望透過愉快的遊戲訓練促進學童的語言發展、社交溝
通發展，及改善家長對學童培訓的技巧。

職業治療師會透過標準化評估工具及臨床觀察，以掌握兒童的能力，訂立個
別化的訓練目標與活動。提升兒童學習、社交、情緒控制及自理能力。

為學前至小學懷疑或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懷疑有發展遲緩之幼兒提供個
別訓練、遊戲治療，期望透過個別的訓練，加強認知能力、學習守規行為、
提升專注力、情緒控制、社交技巧及提供家居訓練的建議。

香港兒童口語(粵語)
能力量表(HKCOLAS)

$2800 / 120分鐘

 評估範圍 訓練範圍及形式

1. 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

2. 發音清晰度

3.  聲線清晰度

4.  說話流暢度

5. 社交溝通能力

6. 口部肌能

7. 中文讀字能力 (只適用於小學學童)

・ 提升學童的語言前技能，如目光接觸、專
 注力、模仿能力、遊戲技巧、溝通意願等
・ 提升學童發音器官 (包括唇、舌、顎等)的
 活動及協調能力， 以提高說話清晰度
・ 根據學童的語言發展階段及需要，加強其
 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
・ 提升學童的社交溝通能力
・ 提升學童聲線清晰度，改善聲沙等情況
・ 提升學習的說話流暢度，改善口吃情況

 評估範圍 訓練範圍及形式

・ 小肌肉
・ 感覺統合
・ 眼球肌能
・ 視覺感知
・ 書寫能力

1. 提升手握力、手指操作能力、手眼協調及工具操作能力
2. 提升視覺空間關係、視覺辨別能力、視覺前背景辨別能力、
 視覺恆常性辨別能力、視覺完整性辨別能力
3. 透過前庭覺、本體覺、觸覺刺激活動及感覺餐單家居訓練活
 動，提升感覺處理能力，從而促進學習效能
4. 透過融入聽樂治療於感覺統合活動，提升感覺處理能力，減
 低感覺防禦，從而促進學習效能
5. 透過視覺協調訓練，提升眼球肌肉控制及追視能力，從而促
 進閱讀及抄寫的準確度及速度
6. 透過專注及執行功能訓練，提升行為控制能力及學習效能
7. 提升筆控技巧，加強筆劃、字型結構及筆順概念，促進字體
 的美觀度

備註：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會替學童進行詳細的個別評估，並向家長講解
結果，再按學童需要而展開治療，讓學童得到適切的訓練。

 訓練範圍及形式 備註

・ 專注力
・ 社交溝通能力

社工按學童的個別需要而開展訓練及提
供家居訓練的建議。如有需要會向家長
建議相關的專業評估、訓練及治療。

 項目 收費 備註

言語能力評估

職業治療評估

言語治療師個別訓練

職業治療師個別訓練

社工 - 兒童綜合能力訓練

社工 - 兒童為本遊戲治療

評估連書面的簡短總結及建議
如有需要，治療師可預備詳細英文
書面評估報告，須另外收費

言語能力評估連簡單版報告

訓練期以四堂為一期作收費

$900/ 60分鐘

$700/ 45分鐘

$900/ 60分鐘
$700/ 45分鐘

$400/ 60分鐘
$300/ 45分鐘

・ 自理能力    ・ 認知能力
・ 情緒管理

發掘獨特天賦 ・ 讓孩子綻放光芒YOU ARE SPECIAL

言語治療評估言語治療評估

職業治療評估職業治療評估

社工個別訓練及兒童為本遊戲治療社工個別訓練及兒童為本遊戲治療

收費表

中心評估及個別訓練中心評估及個別訓練中心評估及個別訓練



近年就讀主流中小學的自閉症譜系
障礙（簡稱自閉症）學生數目持續
上升，為了配合這些學童，以及其
家庭和學校的需要，香港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於2015年推行「賽馬會

喜伴同行計劃」。本計劃為全港首個專為於主流學校就讀的自閉症學童及其
家長而設的全方位支援項目，為有關學童及學校提供校本支援，並透過18間
地區中心提供一站式家庭支援服務，以及舉辦公眾教育活動，令市民大眾認
識自閉人士，消除種種誤解。「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結合跨界別力量，透
過家、社、校三方協作的創新服務模式，強化相關服務的質素，並透過為教
師及相關服務人員提供培訓，奠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更多計劃詳情，請瀏
覽 http://JCA-Connect.hk/ 

 計劃簡介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是「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合作夥伴之一，獲香港賽馬
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為自閉症譜系學童提供系統性訓練，協助他們改善社
交溝通、情緒調節及社群適應等技巧，提升整體的學習和社交能力；透過家
校合作，為老師及家長提供諮詢，並舉行同儕活動，讓學童盡快融入校園生
活，發揮協同效應和促進社會共融。 

 服務內容

學童支援： 為學童度身訂造一系列的到校小組訓練，協助他們提升社交溝通
  技巧、社群適應技巧及情緒管理能力。
同儕支援： 舉辦朋輩共融活動，建立和諧關愛的校園文化。
學校支援： 以專業諮詢、講座及工作坊，加強支援自閉症學生的效能。
家長支援： 透過靜觀體驗課程及諮詢，讓家長紓緩親職壓力。

http://welove.skhwc.org.hk愛．家庭賽馬會成長中心

《學在家 ・ 學不停》電子報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一直關注及支援特殊教育需要(SEN)孩子及家長，在停課
期間希望能支援留在家中的孩子及其家長，實踐《樂在家‧學不停》。

《樂在家•學不停》第7期主題內容
 「孩子日日對住電子產品，玩不停，點算好？」

 言語治療師建議如何善用電子產品

 遊戲治療的啟示

 訂立時間表小測驗

想了解我們更多：

FAMILY我們堅守 家庭為本的服務理念

策劃及捐助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會員申請

・ 報名參加所有課程及活動，須為中心有效之家庭會員。
・ 家庭會籍(2人)年費為$40，家庭會籍(3人或以上)年費為$60，會員期為期一年，以家庭為申
 請單位，申請人須為父或母，家庭成員人數不限。
・ 所提供的會員資料只用作活動邀請、通訊、服務安排之用，將保密處理，並按協會有關政策
 使用、保存及銷。
・ 會員個人資料如有更改(如電話及地址變更)，請通知中心作修改。

報名及繳費

・ 家長須親身到中心報名，填寫並遞交活動報名表格，歡迎家長於報名前致電中心查詢名額餘位。
・ 親臨辦理手續，繳付報名費用可用（一）現金；（二）支票(恕不接受期票) 抬頭請寫：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或「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Welfare Council Limited」，
 支票背面請寫上參加者姓名、聯絡電話、活動名稱、參加日期及請假日期(如有)。
・ 郵寄方法：填妥本中心的報名表，連同支票寄至“九龍 馬頭涌道139號聖三一白普理中心三樓”
・ 個別訓練以連續4堂為一期，參加者最少報名一期，並須於兩個月內完成。已報名之活動須
 於繳費日起3星期內開始。
・ 小組訓練 / 活動名額有限，先到先得，中心收取報名費用後，報名方作落實。
・ 請於第3堂預繳下一期個別訓練 / 小組訓練費用，以作留位之用。
・ 所有服務留位須於5個工作天內以上述任何一種方式報名及繳費，逾期名額將被取消而不作
 個別通知。

補堂 / 取消 / 退款 / 退出安排

・  補堂：每期個別訓練最多請假一堂，包括事假或病假。如需請假，請家長於活動前致電中心
 通知職員。
・  補堂必須於最後一堂後的下一週進行，如未能出席，則不再作補堂安排。
・  基金資助小組/活動恕不因請假而安排補堂，請家長留意。
・  取消：如課程人數不足，中心將於活動開始前5天以電話通知，全數退還已繳費用，退款時
 須出示有關收據。
・  退款：家長須於收到退款通知起計兩個月內領取退款。逾期領取款項，中心將不予以辦理，
 敬請見諒。
・  退出：如家長因私人原因退出課程，已繳交之費用概不發還，報名時敬請留意。
・  除本中心取消活動外，所有活動一經收費核實，絕不接受任何更改(包括轉讓或轉換)或退
 款，敬請留意。

請假安排 (基金資助小組/活動除外)

・  各項訓練均設請假限額，包括事假或病假。
・  各訓練課程之請假限額：
・  學童如未能參加個別訓練 / 小組訓練，請於該課節開始前致電中心請假。

惡劣天氣安排

・ 八號或以上風球、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早上八時仍然懸掛則上午活動取消；
 正午十二時仍然懸掛則下午活動取消，中心將安排補堂。
・ 一號及三號風球、黃色及紅色暴雨警告訊號：室內活動如常進行。
・ 詳情亦可瀏覽中心網站 http://welove.skhwc.org.hk

收據

・ 請保留收據至活動完結，以便因服務改期或人數不足時，可憑收據退回款項。

或以上風球

 督印人 :  李惠華 服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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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 :  1000份
 日期 :  6 / 2020

中心開放

中心班組活動

 一次 / 每一期 4 堂之訓練（個別） 二次 / 恆常小組（３個月為一期）

報名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