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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韓非子．說林上》記載了一個「越人蓬頭赤腳」的故事。

一對居於魯國的夫婦，丈夫精於製作草鞋，妻子精於編織帽子用的麻布。

他們得悉越國為魚米之鄉，一心打算移居越國，

憑著巧手工藝和節儉生活，將來定必腰纏萬貫、安享晚年。

起程前，鄰居告知他們，越國屬水鄉，

越國人多是光腳走路；又說越國時有暴雨，

越國人習慣蓬頭披髮，從不帶帽。夫婦聽後，便只感到愣惶無助。

  從商之道，必先了解顧客的特質；教養亦然。

孩子的天份在於劍術，卻因潮流而習詠春；

孩子的興趣在於詩詞歌賦，卻因仕途而專數理化科。

最後愣惶無助的，不只是父母，還有孩子自己。

筆者深信，不論孩子有如何的特質，

或有何種的需要，必然有他自己的所長。

讓孩子能夠快樂地發展所長，這就是我們的樂展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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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統合 Vs 感覺餐單

別忘記給腦部補充足夠的營養!

午飯後要開一個長達3小時的會議，坐了一會兒，
          
      開始覺得昏昏欲睡，你會用什麼方法幫自己保持專注呢?

經過一天辛勞的工作回到家中，你又會怎樣令自己放鬆呢?

 

 
 

偷偷拿幾粒香口膠嚼一嚼? 起來走一走或伸展一下? 為自己炮製一杯香濃的咖啡提提神?

 
  

看一套喜歡的電影或小說? 燃點香薰浸一個泡泡浴? 坐到按摩椅上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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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統合訓練有助孩子

             發展不同的學習能力。

      感官刺激對我們非常重要，欠缺刺激會令人覺得沉悶及提不起勁；對孩子來說，感官刺

激便更為重要。嬰兒一出生就依靠觸摸、觀察及聆聽等途徑去感知內在的身體訊息及探索環

境，藉此學習及掌握各種能力，所以感覺體驗就似是腦部神經系統所需的營養。若果孩子的

生活環境能夠提供豐富及多元化的刺激，腦部神經便有充足的養分，對他們發展不同的學習

能力及認識身處的環境都有莫大的益處。

      感覺統合訓練於近幾年越來越受到關注，很多細心的家長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察覺到他

們對某些感覺刺激的反應及行為情緒與其他人不同，便會盡快帶孩子去進行評估，了解他們

的問題。因此現在的孩子十分幸運，於發現問題的早段就有機會接受訓練，這有助孩子的感

覺系統更快重回正軌。大部分孩子都會被安排接受每週一次的個別或小組訓練，但只靠每星

期一次的訓練可能並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感覺刺激給孩子，尤其是感覺需要較多的孩子。其實

家居訓練就正正是一個既便宜又有效的輔助方法，令訓練的成效得以延續，而且對親子關係

的提升亦有正面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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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感覺餐單 
       (Sensory Diet)
    「感覺餐單」是治療師按孩子的特殊的感覺需要而撰寫的感覺刺激活動清單。除了孩子

的喜好及需要，治療師亦需要了解孩子每天的生活習慣及流程，再和家長商討進行不同活動

最合適的時段及次數，以符合個別需要。治療師會設計及建議一系列的活動組合，主要目標

是維持孩子的神經系統於一個最佳的運作狀態，同時亦可改善感覺過敏或尋求的情況，有利

孩子的日常學習及與人溝通或互動。

      家長需注意不同類型及強度的刺激會有著不同的功效。一般來說，緩慢、柔和、有節奏

及重複性的刺激有助平復及穩定情緒，令人放鬆。另一方面，快速、響亮及不規則的刺激能

夠提高警覺性。本體覺及深層的觸覺刺激 (包括關節按壓、按摩、負重及有阻力的活動)，是

餐單裏的「主菜」，具有自我組織及調節的效果。家長可鼓勵孩子協助進行簡單的家務(製

作小食、清潔家具或執拾桌椅等)，這些活動不單有助訓練他們的自理能力及獨立性，亦可

當作為感覺刺激活動。另外視覺、聽覺、嗅覺及口部刺激(例如咀嚼乾果或穀物棒)則可作為

「小食」或「點心」，這有助穩定情緒及滿足孩子的需要，但需注意其效用則不太持久。因

此做功課或溫習了一段時間，不妨叫孩子起來走一走、喝口水或吃幾粒乾果，不單比吃薯片

及糖果更有益處，對某些孩子更有提升專注的功用。

      由於每個人的感覺系統都是獨一無二的，建議進行家居訓練前先做一次評估，以了解孩

子的需要，而設計感覺餐單及選擇活動時亦可向你的治療師查詢。在家中嘗試不同的活動時

，應留意個別差異及以漸進式的方法測試孩子的反應及接受程度。另外家長也不妨加入自己

的創意去修改活動，增加變化及趣味性，令活動更切合孩子的興趣，提升參與動機。切忌一

成不變，否則「再好吃的東西」都會有厭倦的一天。最後，定期檢討活動的是否切合孩子的

需要及成效也非常重要。

樂展坊一級職業治療師   王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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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餐單活動舉例 (只供參考，需按治療師建議進行)

參考資料﹕

Yack, E., Aquilla, P., & Sutton, S. (2002). Building bridges through sensory integration: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other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nd ed.) Las Vegas, NV: Sensory Resources.

高麗芷 (1994)《感覺統合下篇》。台北﹕信誼期金出版社。

葉張蓓蓓 (2003)《孩子不笨－感覺統合訓練手冊》。香港﹕突破出版社。

早上

•關節按壓及按摩

•跳彈床或於床褥上跳動

•於早餐內加入穀物及水果

•於課堂前咀嚼乾果或香口膠(適合較大的孩子)

•坐充氣坐墊或治療球

•協助老師擦黑板、收功課及搬桌椅

•於課堂之間以雙手推牆壁

•小息時參與球類活動、於操揚跑動或按指示進行跳躍及

  旋轉等動作

•與同學一起做泥膠、黏土或其他手工藝活動

放學回家後

•於休息時聽喜歡的音樂

•有時間可到公園玩一會 (滑梯、韆鞦及攀爬架) 

•晚飯前協助簡單的家務 (抹桌子或整理桌面)

睡覺前

•與家長一起做些小手工

•浸泡泡浴時使用香味肥皂及以海棉擦身，

  洗澡後以毛巾包裹身體進行按壓及以潤膚膏按摩四肢及背部

•播放柔和的樂曲，可配合有節奏及緩慢的搖動或擺動

學校內



訓練器材小分享–治療泥膠
小肌肉訓練︰

提升手部及手指力量，加強手部肌肉控制及靈活性

假想遊戲︰

模擬角色扮演或作為煮食遊戲，

提升創意及溝通技巧

感覺刺激活動︰

提供觸覺刺激及訓練觸覺辨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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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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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孩子寫字時經常伏到桌子上，又用手托頭，怎麼辦?
可能是習慣性，亦可能因為孩子的肌肉張力低或本體感較弱而出現以上的行為。

肌肉張力低會令孩子需要花更多的力量去維持姿勢，因此較容易感到疲倦，

亦較容易出現寒背、托頭及站立姿態欠佳等情況。

家長可以︰

1. 多提點孩子正確的坐姿，避免養成不良的習慣。

2. 留意孩子的學習環境，桌子太高、坐位太深及太高都有可能影響孩子的坐姿，

   有時候使用適當的桌椅或作出輕微的調較已經能夠改善坐姿。

3. 平日多做運動強化頸部肌肉的力量及提升軀幹的穩定性，有助提升姿勢控制及書寫耐力，

   活動包括: 人力車、動物爬行及於直立的表面(如: 白板)上書寫及繪畫等。

問︰孩子經常不聽指示，好似成日都聽不到我講說話，
      有時聽完就好快唔記得，可以點做?

1. 家長於給指示前需要留意，先取得孩子的注意，然後再給予指示。

   可先呼喚他的名字，同時留意孩子的眼神接觸，於給指示後請他們

   重複一次亦可以知道他們有沒有認真聆聽。

2. 指示的形式亦十分重要，宜簡單及具體，對年紀較少的孩子可能需要
   重複指示確保他們能夠理解及聽清楚。

3. 部分孩子習慣以視覺接收訊息，聽覺接收則較弱。因此家長先要了解

   孩子的學習模式及強項，如果想加強聽覺接收，初時可能需要視覺及

   動作提示作為輔助，待孩子的聽覺接收能力有改善再減少其他輔助方法。

4. 平日可多進行聽覺專注力訓練，加強聽覺接收及辨別能力，
   可嘗試聽指示做動作、跟節奏拍拍手、聲音辨別、配對及記憶等遊戲。

家長於孩子的成長路上遇到疑難？歡迎登上http: / /cfwcd.tungwahcsd.org內的留言區提交問題，
樂展坊的專業人士會為您提供專業意見！

*問題將被篩選，本中心保留一切發放及回應的權利。

*意見只屬討論性質的簡單回應；如有需要，請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家長心聲

      還記得一年前帶著未到兩歲小兒來報讀課程時，心想

不知道這機構是否好呢?擔心浪費金錢外，最重要還是小朋

友的寶貴時間，相信都有很多家長跟我有相同疑慮! 現在我

可以好肯定告知你不用擔心啊! 這裡的每一個職員對小朋友

都非常有愛心/關懷，這是很難得呢! 我的小朋友很快由陌

生，害怕下變成現在每次都是興奮心情下自行上課。

     小朋友是最純真的，由他們的表現便可以知道姑娘們

是否愛錫他。我個人覺得每間機構的教材都是大同小異，

最重要還是教職員對小朋友之愛心及熱誠。如此充滿愛心

之機構，我個人很放心把小朋友交託他們教導!

     不知不覺，我的小朋友在樂展坊參加活動已兩年多，這

裡的工作人員服務態度熱誠親切，在小組活動中導師與小朋

友的比例十分理想，確保每個孩子都能得到充份的照顧，小

組的主題既多元化，亦十分切合小朋友成長發展之需要。

      另一方面，這裡的個別訓練更能針對小朋友的需要，為

其度身訂造培訓項目，我的小朋友先後接受過感覺統合及專

注力的個別訓練服務，獲益良多，導師的耐心及關懷，尤其

令人欣賞。

聲語及韻言家長

7/2/2011

親愛的姑娘們:

謝謝你們一直對頌羲的悉心

教導和愛心的包容。頌羲得

到你們的教導後都能夠在學

業上有所進步，感激非常。

頌羲家長

19/2/2011

謝謝姑娘們悉心的教導，所付出

的耐性及無比的愛心，使女兒能

克服不少的困難，從而提升了她

的自信心及勇於去嘗試，衷心的

謝謝你們!

可旋家長

9/2/2011

東華三院樂展坊是一個設備完善，環境舒適，課程多元化的學習地方。

靖藍在這裡學習接近年半了，非常多謝各位老師專業的、耐心的指導，

令靖藍在專注力及人際溝通都大大改善。衷心希望樂展坊日後有更大發

展，令到人人都認識這學習的好地方。

靖藍家長 

2/20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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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設施

情境社
交訓練

室

大肌肉訓練室

感覺統合訓練
室

幼兒發展訓練室

像真度
高的列

車車箱
，不單

對兒童
有吸引

力，

亦可模
擬生活

化的情
境，令

兒童有
機會學

習遵守
規則、

禮讓及
關心別

人等良
好行為

及其他
適當的

社交技
巧。

專為幼兒發展訓練小組而設，有各式各樣的幼兒玩具，

主要為提升幼兒的溝通及社交技巧。訓練室內更有一個

多元智能學習角，會按時轉換不同的主題活動，有助幼兒

發展多元智能。另外亦有自理訓練教材，加強幼兒的自理

能力及獨立性。

多感官訓練室

讀寫訓練室

有適合幼兒的器材
，例如滑梯、搖搖

馬、探索角及大型
組合器材等，

加強幼兒的身體肌
能及活動耐力。訓

練室內各處都有保
護軟墊，

令幼兒可以安全地
使用各種設備及自

由走動或奔跑。

提供多種視覺
、聽覺及觸覺

活動，鼓勵兒
童主動探索環

境，

讓兒童體驗不
同類型的感官

刺激，同時亦
有助改善情緒

。

房內亦設有攀
爬架及攀石牆

，訓練兒童的
身體協調、動

作策劃

及肌肉力量。

主要為讀寫及專注力訓練而設的房間，同時亦可作為個別評估及

訓練的用途，訓練室內備有多種教具，包括書寫、認讀、空間概念、

專注力及記憶力訓練教具及遊戲。

有多款不同類型的大型設施(不同款式的韆鞦、滑板車、彈床、
觸覺器材及障礙賽道等)，提供有趣味的活動，令兒童有機會接收及
處理不同的感覺訊息，有助促進身體肌能發展，改善學習能力。



中心活動推介

特別活動介紹

閱讀系列

社交技巧系列

多感官學習親子體驗日

閱讀系列小組透過有趣的遊戲及活動，培養兒童的閱讀興趣及提升閱讀能力。於活動過

程中，兒童需要學習耐心聆聽、辨別文字、回應問題及講述故事內容；這同時有助訓練

專注力、認讀及表達能力，亦為兒童建立良好的閱讀基礎。小組內容按不同年齡組別的

兒童設計，包括﹕

社交技巧系列小組提供機會給兒童與其他人作互動及合作進行遊戲，協助他們學習正確

的社交技巧及良好的行為。年幼的兒童可於小組中學習跟從活動指示、輪候、勝負分享

及等概念，較年長的兒童則可開始認識及辨別自己及其他人的情緒，解讀別人的行為及

想法。小組內容包括﹕

•聽故事小組 (3-4歲)                       •英文閱讀小組 (6-8歲 - 復活節假期活動)

•中文閱讀小組 (6-8歲)                    •中文認字小組 (6-8歲 - 復活節假期活動)

•社交遊戲天地A (3-4歲)                    •社交遊戲天地B (2-3歲)

•情境社交訓練小組A (4-5歲)               •情境社交訓練小組B (5-6歲)

•社交技巧之「心智解讀」(4-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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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故事

•合作遊戲

日期：4月30日

時間：10:00-11:00am - 多感官活動 (2-4歲)

收費：每對親子$200 (只限1位家長陪同)

名額：每組4-6對親子

內容：•多感官學習及感覺統合活動簡介

      •多感官及感覺統合親子活動體驗

11:30-12:30am - 感覺統合活動 (4-6歲)

02:30-03:30pm - 多感官專注力活動 (6-8歲)

•閱讀故事 •故事演說 •文字認讀 •理解短文

•假想遊戲 •認識自己及別的情緒和信念

•提高情緒控制的能力

*詳情請參閱活動單張

•與人建立良好的關係•正確表達自己的需要

活動預告

家居感覺統合訓練及感覺餐單



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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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新地(2010年)

東方日報 (2010年10月17日)

經濟日報 (2010年9月15日)

明報 (2010年9月15日) 成報 (2010年9月12日)

有關媒體報導的詳情，請登上中心網頁瀏覽

http : / /cfwcd.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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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簡介

聯絡及查詢方法
電話：2836 6101

傳真：3583 4776 

電郵：cfwcd@tungwah.org .hk

網頁：http : / /cfwcd.tungwahcsd.org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194-200號東新商業中心8樓

東華三院樂展坊的成立，是專為有需要的兒童和青少年提昇學習潛能和改善社交及

情緒行為，服務內容包括: 學習障礙改善服務、感覺統合訓練、專注力訓練、言語治

療、兒童發展服務、臨床輔導及家庭治療，以及心理學家評估服務等等。樂展坊不

但設備完善，而且設計新穎，加上不同專業人士的知識和豐富經驗，定能為更多有

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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