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三院樂展坊

2017 年 5-6 月活動單張

 1/4-13/4 預先接受報名：遞交「活動報名表」或透過網上
報名(http://cfwcd.tungwahcsd.org)，無需繳交任何費用。

 18/4 活動抽籤:為報名超過名額的活動進行抽籤，以確定參
加者名單，本中心將盡快通知報名人士。

 19/4-29/4 繳費及確認報名：請親臨本中心或以郵寄劃線
支票(抬頭：東華三院)方式繳交費用。逾期將取消有關報名，
名額將撥作餘額。

 19/4 接受餘額報名：活動餘額以先到先得形式接受報名，
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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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小組，不但顧及一般孩子的發展需要，更會因應個別孩子的特性作調節。透過
體驗﹑遊戲﹑群體參與等方法，並由富經驗的社工和職業治療師等帶領小組，除了讓
孩子得到適切的專業訓練外，還讓他們擁有愉快的時光。
2-3 歲

3-4 歲

4-6 歲

7-9 歲

中文學習 100 分
(p.4)

中文讀‧寫小組
(p.7)

英語繽 fun 學
(p.4)

英語故事王國
(p.7)

幼兒專注力
訓練小組(p.4)

兒童專注力
訓練小組(p.7)

愉快學習營 (p.3)
FUN 離適應班 (p.3)

幼兒多元
發展系列

多感官遊戲 (p.3)
好行為．一定得(p.3)

閱讀及習技巧

寫前基礎訓練 (p.4)

專注力訓練

樂韻記憶法(p.4)
溝通繽 Fun 樂 (p.5)

社交及語言
系列

感覺統合訓練

感覺統合訓練
小組 A (p.6)

社交技巧之
心智解讀(p.5)

社交遊戲
天地 A (p.5)

從遊戲中
學習語言溝通(p.5)

社交遊戲
天地 B (p.5)

遊戲治療小組(p.5)

感覺統合訓練
小組 B (p.6)

感覺統合訓練
小組 C (p.6)

好行為社交
戲劇小組(p.7)

PMI 腦部激活
一至二級 I-IV
(p.8)
PMI 資優培訓課程
(p.8)

PMI 腦力
全開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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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歲幼兒系列
幼兒多元發展系列
為幼兒設計多元化的活動，給予適切的學習機會，促進幼兒均衡發展，
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為學習建立良好的基礎。
活動名稱及編號

愉快學習營
I(PP170501)
II(PP170502)
III(PP170503)
IV(PP170504)
V(PP170505)
VI(PP170506)
VII(PP170507)
VIII (PP170508)
IX(PP170509)
愉快學習營
(一個月)
I(PP170510)

內容
為孩子入讀主流幼稚園
作最好準備：
課程提供不同主題及規律化的小組
活動，啟導幼兒在體能、智力、發
音、語言、自理及社交各方面發展，
促進幼兒的自理、安坐、專注及聆
聽及回應指示等能力
重點推介:
1. 重視家長參與：由中心主任每
月安排一次家長分享會，討論孩
子的成長發展及學習經歷；課程
導師亦與家長緊密聯繫，每節課
堂後與家長討論孩子表現

II(PP170511)

2. 多元專業：課程由註冊社工帶
領，並按需要配合職業治療師及
言語治療師等不同專業支援

FUN 離適應班

幼兒初嘗與父母分離及面對陌生環

I(PP170512)
II(PP170513)
多感官遊戲
I(PP170514)
II(PP170515)

對象及名額

境，常感到不安，因此透過遊戲輔
導及預告，讓幼兒學習獨立

透過不同感官遊戲及活動，促進兒
童身體協調能力及平衡

2-4 歲幼兒
名額：4 名

逢星期二﹑三﹑四
上午 9:30-12:00

2-4 歲幼兒
名額：4 名

2-4 歲幼兒
名額：6 名

幼兒容易有情緒、愛哭鬧?可能由於

好行為．一定得 他們容易衝動、表達力弱等所致。
I(PP170516)
II(PP170517)

因此透過不同策略及活動，讓他們
學習表達需要、等待等，從而處理
其行為問題

頁3

日期及時間
費用(會員)
逢星期二﹑三﹑四
上午 9:30-12:00
2/5﹑4/5 (共 2 節)
$800
9/5-11/5 (共 3 節)
$1,200
16/5-18/5 (共 3 節)
$1,200
23/5-25/5 (共 3 節)
$1,200
31/5-1/6 (共 2 節)
$800
6/6-8/6 (共 3 節)
$1,200
13/6-15/6(共 3 節)
$1,200
20/6-22/6(共 3 節)
$1,200
27/6-29/6 (共 3 節)
$1,200

2-4 歲幼兒
名額：6 名

5 月: 2﹑4、9-11、
16-18、23-25﹑31

$4,500

6 月: 6-8﹑13-15﹑
20-22、27-29

$4,500

逢星期二
上午 10:00-10:30
2/5-23/5(共 4 節)

$380

6/6-27/6(共 4 節)

$380

逢星期三
上午 10:00-11:00
10/5-31/5(共 4 節)
7/6-28/6(共 4 節)

$1,040
$1,040

逢星期四
上午 10:00-11:00
4/5-25/5(共 4 節)

$1,040

1/6-29/6(共 5 節)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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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及學習技巧
「閱讀」及「書寫」為學習重要元素，建立兒童良好的書寫習慣及掌握適當的閱讀技巧，
有助鞏固他們的學習基礎能力。
活動名稱及編號

內容

對象及名額

寫前基礎訓練

與幼兒進行不同的手部
功能及空間概念遊戲，為
幼兒日後書寫作預備

2-4 歲幼兒
名額：6 名

I(PP170518)
II(PP170519)
中文學習
100 分
I(PP170520)
II(PP170521)
英語
繽 fun 學
I(PP170522)
II(PP170523)

運用不同的教學模式，包
括講故事﹑互動體驗及富
趣味的練習等，為兒童認
讀 及 書寫 兩方 面 建立基
礎，同時提升學習動機
運用不同的教學模式，包
括英語故事﹑唱遊及富趣
味的練習等，教導兒童學
習英文生字及文法等，同
時提升學習英語動機

日期及時間
逢星期六
中午 12:00-1:00
6/5-27/5(共 4 節)
3/6-17/6(共 3 節)

費用(會員)

$1,040
$780

逢星期六
下午 1:30-2:30

4-6 歲兒童
名額：
6名

6/5 及 20/5(共 2 節)

$520

10/6-24/6(共 3 節)

$780

逢星期六
下午 4:30-5:30

4-6 歲兒童
名額：6 名

6/5-27/5(共 4 節)

$1,040

3/6-24/6(共 4 節)

$1,040

專注力訓練
為兒童設計多元活動，有效提升兒童的持久性、選擇性、分散性及轉換性等專注力表現。
活動名稱及編號
內容
對象及名額
日期及時間
費用(會員)
幼兒專注力
逢星期六
進行多元化的專注力遊
下午 3:30-4:30
戲，加強兒童的遵守遊戲 4-6歲兒童
訓練小組
規則的能力及合作性，提 名額：6 名 6/5-20/5(共 3 節)
$780
I(PP170524)
升兒童各項專注的表現
10/6-24/6(共 3 節)
$780
II(PP170525)
逢星期六
樂韻記憶法
運用本中心研究的記憶
4-6歲兒童
下午 3:30-4:30
(MMTM)
法，利用韻律提升兒童學
名額：6 名 6/5-27/5(共 4 節)
I(PP170526)
$1,040
習英文生字的能力
II(PP170527)
3/6-24/6(共 4 節)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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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及語言系列
設計不同程度的語言及社交技巧訓練課程，協助兒童改善社交技巧及語言表達能力，
並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活動名稱及編號

內容

對象及名額

溝通繽 Fun 樂

按照幼兒能力，藉著不同
遊戲、故事及音樂，豐富
幼兒詞彙、改善溝通技巧
及表達能力

2-4 歲幼兒
名額：6 名

I(PP170528)
II(PP170529)
社交遊戲天地 A
I(PP170530)
II(PP170531)
社交遊戲天地 B
I(PP170532)
II(PP170533)
社交技巧之
「心智解讀」
I(PP170534)

與 幼兒 進行趣味性的社
交遊戲活動，提升幼兒的
社交動機，促進幼兒的語
言及非語言溝通技巧，讓
幼兒 享受與別人分享及
合作的樂趣

透過不同訓練項目，提升
兒童解難、社交及合作技
巧

3-4 歲幼兒
名額：6 名

3-4 歲幼兒
名額：6 名

4-6 歲兒童
名額：6 名

II(PP170535)
從遊戲中
學習語言溝通
I(PP170536)
II(PP170537)
遊戲治療小組
I(PP170538)
II(PP170539)

透過音樂、活動及遊戲，
提高發聲趣味性、訓練聽
覺專注力、改善發音及加
強表達動機,提升語言表
達能力及與人溝通技巧
遊戲治療能 有效舒 緩 兒
童情緒及內在鬱結，同時
提升自信心。本小組能針
對 改善 孩子 因社交 問 題
而引發 的 其 他行為 及 情
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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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歲兒童
名額：
6名

4-6 歲兒童
名額：
6名

日期及時間
逢星期六
上午 10:00-11:00
6/5-27/5(共 3 節)
*13/5 除外
3/6-24/6(共 4 節)

費用(會員)

$780
$1,040

逢星期六
上午 11:00-12:00
6/5-27/5(共 3 節)
*13/5 除外
3/6-24/6(共 4 節)

$780
$1,040

逢星期六
上午 11:00-12:00
6/5 及 20/5(共 2 節)
10/6-24/6(共 3 節)

$520
$780

逢星期六
中午 12:00-1:00
6/5-27/5(共 3 節)
*13/5 除外
3/6-24/6(共 4 節)

$780
$1,040

逢星期六
上午 10:00-11:00
6/5-27/5(共 4 節)

$1,040

10/6-24/6(共 3 節)

$780

逢星期六
下午 12:30-1:30
6/5-27/5(共 4 節)

$1,040

10/6-24/6(共 3 節)

$780

更新日期：201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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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統合訓練
職業治療師為兒童設計多元化的感覺統合活動，讓兒童透過具趣味﹑意義及自然的方法，積
極地接收及處理各種感覺訊息，促進各身體機能的發展，從而加強其專注及學習能力。

活動名稱及編號

感覺統合訓練小組 A
I(PP170540)
II(PP170541)
感覺統合訓練小組 B
I(PP170542)
II(PP170543)
感覺統合訓練小組 C
I(PP170544)
II(PP170545)

頁6

對象及名額
2-3 歲幼兒
名額：6 名

3-4 歲幼兒
名額：6 名

4-6 歲兒童
名額：6 名

日期及時間
逢星期六
上午 11:00-12:00
6/5-27/5(共 4 節)
3/6-17/6(共 3 節)

費用(會員)

$1,040
$780

逢星期六
上午 10:00-11:00
6/5-27/5(共 4 節)
3/6-17/6(共 3 節)

$1,040
$780

逢星期六
下午 2:15-3:15
6/5-27/5(共 4 節)
3/6-17/6(共 3 節)

更新日期：201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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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歲兒童系列
兒童多元發展活動
為兒童設計多元化的活動，給予適切的學習機會和技巧，促進兒童均衡發展，
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為學習建立良好的基礎。

活動名稱及編號

內容

好行為
社交戲劇小組
I(PP170546)

透過戲劇，讓兒童扮演不
同角色，學習運用恰當情
緒、語氣、身體動作等去
表達，提升社交技巧﹑語
言表達及解讀別人想法
的能力
透過教授字形結構、句子
結構、詞彙學習及腦圖運
用等，提升兒童在認讀及
書寫方面的能力，同時提
升學習動機

II(PP170547)
中文
讀‧寫小組
I(PP170548)
II(PP170549)
兒童專注力
訓練小組
I(PP170550)
II(PP170551)
英語
故事王國
I(PP170552)
II(PP170553)

進 行 多元 化的 專 注力遊
戲，加強兒童的遵守遊戲
規則的能力及合作性，提
升兒童各項專注的表現
透 過 多元 化活 動 及講故
事練習，讓兒童學習英語
拼音及英語句式，同時培
養良好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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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及名額

7-9 歲兒童
名額：6 名

7-9 歲兒童
名額：6 名

7-9歲兒童
名額：6 名

7-9歲兒童
名額：6 名

日期及時間

費用(會員)

逢星期六
中午 12:00-1:00
6/5-27/5(共 4 節)

$1,040

3/6-24/6(共 4 節)

$1,040

逢星期六
下午 2:30-3:30
6/5-27/5(共 4 節)

$1,040

3/6-24/6(共 4 節)

$1,040

逢星期六
下午 3:30-4:30
6/5-27/5(共 4 節)
10/6-17/6(共 2 節)

$1,040
$520

逢星期六
下午 4:30-5:30
6/5-27/5(共 4 節)
3/6-24/6(共 4 節)

更新日期：201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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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推出：ＰＭＩ腦力全開發系列
PMI 為一套有系統且能廣泛應用於激發孩子腦部各功能的學習工具，
再配合社工因應孩子需要而訂立的訓練，針對改善孩子以下能力：
1)邏輯思考觀念 2)學習專注力 3)自主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4)具像與想像的聯結能力
同時建立孩子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

活動名稱及編號
PMI 腦部激活一至二級 I
（邏輯思考觀念訓練）

對象及名額
6-9 歲兒童
名額：6 名

PP170554
PMI 腦部激活一至二級 II
（學習專注力訓練）

6-9 歲兒童
名額：6 名

PP170555
PMI 腦部激活一至二級 III
（自主分析及解決問題
能力訓練）

6-9 歲兒童
名額：6 名

PP170556

6/5-24/6 (共 8 節)

6-9 歲兒童
名額：6 名

費用(會員)

$2,080

逢星期六
中午 12:00-1:00
6/5-24/6 (共 8 節)

$2,080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00
6/5-24/6 (共 8 節)

PMI 腦部激活一至二級 IV
（具像與想像的聯結能力訓練）

PP170557

日期及時間
逢星期六
上午 10:00-11:00

$2,080

逢星期六
下午 3:00-4:00
6/5-24/6 (共 8 節)

$2,080

備註 1：本課程設有出席證書。
備註 2：課程為等級制，課程最高為十二級，兒童需按部就班完成較初級的課程。
詳情可參看 PMI 腦力全開發系列單張或向中心職員查詢。

PMI 資優培訓課程
PMI 為一套有系統且能廣泛應用於激發孩子腦部各功能的學習工具，
教材具挑戰性且要求孩子自律及按部就班，切合資優學童需要，促進孩子適當運用各腦部功能，
同時學習遵守規律，以改善衝動及其他行為問題，詳情可各中心職員查詢。

活動名稱及編號
PMI 腦部激活資優課程

PP170558

對象及名額
6-9 歲兒童
名額：6 名

日期及時間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00
6/5-24/6 (共 8 節)

備註 1：本課程設有出席證書。
頁8

更新日期：2017-01-18

費用(會員)

$2,080

東華三院樂展坊

2017 年 5-6 月活動單張

參加者須知
1.
2.
3.

非會員之參加者須每項活動另加$200。如欲申請成為會員，可向本中心職員查詢。
如有需要，本中心有權更改活動原定之導師、上課時間、地點及內容。
如報名人數不足，本中心有權取消該活動。本中心會盡快通知已報名人士，安排轉報其他活動或
退還已繳費用。退款有效期為通知後一個月內，逾期未退款項將由本中心列作慈善捐款。
4. 如有需要散報活動，本中心將額外收取每堂$30 作為行政費，惟該報名將被安排較後的次序。
5. 碓認報名後，如參加者要求退還已繳款項，本中心需額外收取行政費。(每次退款將收取退款總
數的 35%作為行政費)
6. 除非因活動額滿或取消，否則所繳費用將不得轉換其他活動。
7. 活動報名後不得轉讓，參加者姓名必須與收據上的參加者姓名相同。
8. 活動期間可能會進行拍攝作中心記錄之用，參加者如不欲上鏡，請於活動當日通知負責職員。
9. 如參加者患有傳染病或體溫高於(口探-37.5oC/ 99.5oF、額/耳探-38.0oC /100.4oF、肛探-38.0oC
/100.4oF、腋探-37.3oC /99.1oF)便不可出席活動。
10. 惡劣天氣指引：當天文台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時，中心將暫停服務。中心會在活動舉行
前二小時按照以下指引決定活動是否如常舉行：

黃色暴雨或雷暴警告
紅色暴雨
黑色暴雨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
八號風球或以上

照常
取消或延期
如活動未開始，將取消或延期；
如活動進行中，將視乎情況安排
照常
取消或延期
取消或延期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 194-200 號東新商業中心八樓全層
電話：2836 6101
傳真：3583 4776
網址：http://cfwcd.tungwahcsd.org

頁9

更新日期：2017-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