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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意聽」電話諮詢專線(2668 2250) 

服務簡介/

特色 

乃本港首創為輪候學前康復服務或懷疑有發展

障礙之幼兒家長而設之諮詢專線，由社工接聽

電話，為家長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服務範圍 1. 幼兒評估諮詢 

2. 學前康復服務資訊 

3. 幼兒成長發展 

4. 家長親子關係 

5. 家長情緒支援及轉介服務等 

費用 全免 

服務區域 全港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服務範圍 1. 到訪專業支援服務 

2. 「樂意聽」電話諮詢專線 

服務對象 1. 現正輪候學前康復服務之幼兒家長 或 

2. 現正輪候評估服務之學前幼兒家長 或 

3. 懷疑有發展障礙/遲緩之學前幼兒家長 

到訪專業支援服務 

服務 

特色 

1. 以家長需要為服務核心 

2. 與家長資源中心、地區之家長組織合作 

3. 由專業團隊提供服務 

4. 服務全港 

5. 收費合宜 

服務 

內容 

1. 以幼兒訓練為本之親子小組 

2. 以家長需要為本之家長小組、工作坊及講座等 

查詢/ 

報名 

1. 欲參與親子小組/家長講座/家長工作坊，歡迎致電 2668 2250 與本中心聯絡，

了解相關內容 

2. 請家長把已填妥報名表格，於截止日期(13/6/2022 或之前)前郵寄/電郵/傳真

交予本中心，逾期恕不辦理 

樂意傾聽 伴你同行 

重要事項： 
此服務會根據疫情變化而改為網上支援或其他學習形式
(如：家居訓練、諮詢跟進)及調整支援內容、時間、人數 

「樂同行」致力與家長同行，並透過地區相

關協作團體為家長提供「到訪專業支援服

務」。為使更多輪候學前康復服務或懷疑子

女有發展障礙之幼兒家長加入同行行列，敬

請家長代為推介服務，讓更多有需要之家庭

得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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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申請手續/家長報名須知> 

1. * 所有親子小組只接受現正輪候學前康復服務、評估或懷疑有發展障礙/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參

與，已接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特殊幼兒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之服務使用者均不在本服務範圍內(*本中心將以活動公佈日為準)。所有家長講座/工作坊於名

額有空缺時，可接受所有學前幼兒家長參與，包括已接受康復服務者。 

2. 參與親子小組之幼兒家長，請留意各小組內容及界定之對象是否適合幼兒參與。如有疑問，可致

電「樂意聽」電話諮詢專線(電話：2668 2250)了解各親子小組詳情。 

3. 家長同期只獲派一個親子小組活動；家長活動不受參與數目之限制，詳情請閱活動報名表之聲

明。 

4. 所有親子小組舉辦期間，只可一名家長陪同幼兒一同出席及跟進訓練，從而了解幼兒學習進度及

配合家居訓練之延續。 

5. 參與親子小組及家長講座/工作坊的家長必須遵守下列的防疫措施 (視乎疫情變化)： 

5.1) 家長與幼兒必須自行預備口罩，並於進入中心前戴上； 

5.2) 家長與幼兒進入中心後以 70%-80%搓手液消毒雙手，並以 70%-80%酒精消毒鞋底; 

5.3) 家長與幼兒進入中心後需量度體溫，如高於 37 度，可隔 5 分鐘後再量度一次，如溫度持 

    續，抱歉未能參與當天之活動，並不設補堂及退款； 

5.4) 如幼兒、家長或同住家人在過去 14 日出現下列狀況，家長及幼兒均應留家休息/進行檢測/致

電中心了解有關安排，狀況包括： 

(一) 發燒、呼吸道感染徵狀或肺炎 (二) 入住醫院 (三) 離港 (四) 與 2019 冠狀病毒確診個 

案病人有密切接觸 (五) 居住大廈有確診個案  (六)  強制檢測 (七) 就讀幼稚園/幼兒中心 

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個案及停課 

5.5) 每次到達中心時申報指定事項 

5.6) 如幼兒未能戴上口罩，需暫離活動室/未能安排參與本期之親子小組 (不設補堂及退款) 

5.7) 本期之家長講座/工作坊之托兒服務按疫情變化而決定，敬請留意 

6. 親子小組/家長講座/工作坊會因疫情變化而改為其他支援模式及作出調整，恕不設退款。 

7. 所有首次參與本期親子小組活動之家長，均需參與中心於親子小組舉辦前之〔新季度活動家長簡

介會〕(閱活動報名表說明)，以便了解服務詳情，請家長填寫報名表格時，選取有關簡介會。 

8. 請家長把已填妥之活動報名表及幼兒能力概略，於截止日期(13/6/2022 或之前)前郵寄/電郵/傳真

交予本中心，逾期恕不辦理。 

地址/電話/電郵/傳真如下：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電話: 2338 5350)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電郵及傳真：pssp@sahk1963.org.hk / 2304 5415 

9. 如報名人數過多，參加者名單將由抽籤確定，本中心將聯絡家長通知取錄結果。如 20/6/2022 仍未

接獲通知，請致電本中心(電話：2338 5350)查詢。 

10. 繳費方法：名單一經確定後，凡參與親子小組之家長最遲於 8/7/2022 或之前，把劃線支票(支票抬

頭：香港耀能協會或 SAHK，底部註明幼兒姓名、組別名稱及家長聯絡電話)郵寄或親身交予本中

心。逾期仍未能繳交費用之家長，須先行致電(電話：2338 5350)與本中心聯絡；否則名額會由後

補者補上。而參與家長講座/工作坊之家長可於活動當日繳交費用。所有費用不設退款。 

11. 退出服務：經確定收納並已繳費之家長，或中途退出服務者，需與本中心或協作單位職員聯絡，

以便了解退出服務原因及跟進有關手續，已繳交之款項協作單位不會退回。 

12. 有關颱風及暴雨訊號生效之應變措施，請參閱協作單位之說明或致電查詢有關詳情。 

13. 所有活動取錄、更改活動、退款事宜，「樂同行」保留最終决定權。 

mailto:pssp@sahk1963.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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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牙牙學語」 言語治療親子小組 A 組 (PSSPEK392223) 

「牙牙學語」 言語治療親子小組 B 組 (PSSPEK40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瞭解嬰幼兒的語前發展 

 2. 讓家長認識如何透過親子遊戲提升嬰幼兒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 

 3. 讓家長掌握親子互動的方法，促進親子互動與溝通 

 4. 讓嬰幼兒於小組學習中，提昇語前技巧，如發聲、模仿能力 

 5. 增強幼兒理解簡單詞彙、指令及加強運用動作、聲音表達的能力 

對象 約 1.5 歲至 2.5 歲有語言發展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適合能以發聲/動作表達，或只有

模仿少量詞彙/近似音之幼兒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言語治療師 

日期及時間 A 組：20/7/2022 至 7/9/2022 (逢週三 10:45 至 11:45am) (共八節)  

B 組：21/7/2022 至 8/9/2022 (逢週四 9:15 至 10:15am) (共八節)  

地點 A、B 組：「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265                                                           (言語治療)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同童學語」言語治療親子小組 (PSSPEK25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瞭解幼兒語言發展之初階 

 2. 加強家長對幼兒語言發展先決條件的認識：詞類、詞彙、簡單提問/句子結構等 

 3. 讓家長掌握與語言元素有關之親子活動認識從親子互動中提升幼兒語言溝通的方

法 

 4. 讓幼兒於小組中認識及學習簡單詞類/詞彙/簡單提問對答及句子結構等作表達 

 5. 讓幼兒於小組訓練中，提升社交溝通技能 

對象 約 2 歲至 3.5 歲有語言發展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適合能經常模仿詞彙，或能自發運

用部分詞彙的幼兒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言語治療師 

日期及時間 16/7/2022 至 3/9/2022 (逢週六 3:30 至 4:30pm) (共八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265                                                         (言語治療) 

 
 

初幼訓練系列 (1.5 歲至 3.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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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童伴同樂學語言」言語治療親子小組 A 組 (PSSPEK362223) 

「童伴同樂學語言」言語治療親子小組 B 組 (PSSPEK37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了解幼兒的語言發展，並掌握幼兒語言訓練之基礎 

 2. 讓家長認識如何透過家居活動提升幼兒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 

 3. 加強幼兒理解指令及問題的能力 

 4. 加強幼兒運用句子作語言表達能力 

 5. 改善幼兒語言及社交溝通技巧 

對象 約 2.5 歲至 4 歲有語言發展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 (適合能經常自發運用短句的幼兒，

如：食餅、洗手)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言語治療師 

日期及時間 A 組：19/7/2022 至 6/9/2022 (逢週二 11:00 至 12:00nn) (共八節) 

B 組：19/7/2022 至 6/9/2022 (逢週二 2:15 至 3:15pm) (共八節) 

地點 A、B 組：「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265                                                          (言語治療)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趣緻樂園」 綜合訓練親子小組 (PSSPEK30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認識嬰幼兒(3 歲半以下)的整體發展，包括認知、社交行為等學習技巧 

 2. 讓家長認識如何就學習範疇及生活常規促進嬰幼兒的認知、社交溝通之發展，以

提升嬰幼兒的整體發展 

 3. 讓嬰幼兒參與上述範疇之訓練元素 

 4. 讓嬰幼兒體驗小組學習元素，包括學習安坐、聆聽基本指令、適應簡單遊戲活動

流程、加強對玩耍的興趣、模仿或增進與人溝通能力等，為融入幼稚園學習做好

準備 

對象 約 2.5 歲至 3.5 歲有發展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高級幼兒教師  

日期及時間 14/7/2022 至 15/9/2022 (逢週四 10:45 至 11:45am) (共十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325                                                           (綜合訓練) 

初幼訓練系列 (1.5 歲至 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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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寶寶遊戲室」 綜合訓練親子小組 (PSSPEK33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了解嬰幼兒的發展階段及其學習需要 

 2. 讓家長從日常嬰幼兒的家居流程中，了解照顧及提升嬰幼兒的學習訓練技巧(包括

認知及社交發展能力) 

 3. 讓家長在親子遊戲中，掌握與嬰幼兒親子互動的溝通技巧，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 

 4. 讓嬰幼兒在親子互動遊戲過程中，加強認知學習能力、社交技巧、對玩耍的興趣、

模仿及增進與人溝通能力等發展技巧 

 5. 讓嬰幼兒在親子遊戲中，體驗群體常規及擴展社交的學習環境 

對象 約 1 歲半至 2 歲半有發展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高級幼兒教師  

日期及時間 15/7/2022 至 16/9/2022 (逢週五 10:00 至 11:00am) (共十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325                                                           (綜合訓練)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感知肌動樂」 職業治療親子小組（PSSPEK382223） 

小組重點 透過各種多元化的感知和肌能動作活動，提昇感覺統合能力，從而改善兒童的情緒調

節及專注，並配合小組活動，促進兒童之體能及精細動作之發展。 

對象 約 2 歲至 3.5 歲難於安坐或其他感覺調節困難之幼兒及其家長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職業治療師  

日期及時間 20/7/2022 至 7/9/2022 (逢週三 9:15 至 10:15am) (共八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265                                                           (職業治療) 

初幼訓練系列 (1.5 歲至 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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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專注動感樂」 職業治療親子小組（PSSPEK26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了解如何透過感官的探索活動去引發幼兒的學習動機及建立其專注度 

 2. 讓家長認識提升幼兒多感官專注發展的家居訓練方法 

 3. 建立幼兒維持專注參與活動的能力 

對象 約 3 歲至 4.5 歲有專注力需要之幼兒及其家長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職業治療師  

日期及時間 12/7/2022 至 13/9/2022 (逢週二 9:15 至 10:15am) (共十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325                               （職業治療）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靈敏小巧手」職業治療親子小組 (PSSPEK34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了解幼兒小肌肉發展及其需要 

 2. 增進家長了解幼兒小肌肉發展的不同範疇及訓練方法 

 3. 讓家長認識如何透過家居活動提升幼兒的手部功能發展 

 4. 提升幼兒手部肌力發展、精細動作的靈活性、雙手及手眼協調能力 

 5. 建立幼兒運用簡單工具能力，如運用文具、餐具等，為日後執筆工作做好準備 

對象 約 3 歲至 4.5 歲有小肌肉發展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職業治療師  

日期及時間 15/7/2022 至 16/9/2022 (逢週五 2:00 至 3:00pm) (共十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325                              （職業治療） 

 

中幼訓練系列 (3 歲至 4.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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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多元智能展潛能」 綜合訓練親子小組 （PSSPEK28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認識幼兒(3.5-4.5 歲)多元智能訓練之範疇及技巧 

 2. 加強家長認識多元智能發展的不同元素，用以鞏固幼兒學前發展基礎(小組會集中

認知、社交、專注及常規學習等訓練) 

 3. 讓幼兒在小組活動中，體驗群體活動之社交溝通技巧：互動交往、合作、分享及

模仿/觀察能力等 

 4. 提升幼兒的學習技巧、專注參與活動的能力，遵守基本學習常規等 

對象 約 3.5 至 4.5 歲有發展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高級幼兒教師  

日期及時間 13/7/2022 至 14/9/2022 (逢週三 2:00 至 3:00pm) (共十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325                                                           (綜合訓練)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開心小跳豆」社交訓練親子小組 (PSSPEK31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認識幼兒的社交行為發展及其需要 

 2. 讓家長認識引導幼兒社交行為發展的方法 

 3. 讓幼兒於小組中學習與同伴的互動交往、社交溝通及交談技巧等 

 4. 增進幼兒社交遊戲(互動/合作/競爭遊戲)技巧，認識遊戲方法、規範及體驗社交

遊戲的樂趣 

對象 約 3.5 至 4.5 有社交能力較弱之幼兒及家長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高級幼兒教師  

日期及時間 14/7/2022 至 15/9/2022 (逢週四 2:00 至 3:00pm) (共十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325                                                         (社交訓練) 

 

中幼訓練系列 (3 歲至 4.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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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認知學習新天地」 綜合訓練親子小組 （PSSPEK32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認識幼兒認知概念(3 至 4.5 歲)之範疇及訓練技巧 

 2. 增進家長鞏固幼兒學前認知概念基礎之方法 

 3. 提升家長把握日常生活經驗用以增進幼兒學前認知概念之應用 

 4. 讓幼兒參與認知概念有關之學習元素：物件/顏色/形狀/空間/對比/數概/分類/配對/

挑選等 

 5. 增進幼兒專注、簡單推理及解難等能力 

對象 約 3.5 歲至 4.5 歲有發展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高級幼兒教師  

日期及時間 14/7/2022 至 15/9/2022 (逢週四 4:00 至 5:00pm) (共十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325                                                          (綜合訓練)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眼到手到學寫字」職業治療親子小組 (PSSPEK35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認識小肌、視覺感知及手眼協調對幼兒寫字的影響 

 2. 讓幼兒從活動中，增強視覺感知如辨別方向/空間位置的能力 

 3. 介紹及讓幼兒嘗試透過不同的活動，加強其眼球活動順暢度及相關能力 

對象 約 4.5 歲至 6 歲在學習書寫方面有困難之幼兒及其家長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職業治療師  

日期及時間 15/7/2022 至 16/9/2022 (逢週五 4:00 至 5:00pm) (共十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325                                （職業治療） 

高幼訓練系列 (4 歲至 6 歲) 

中幼訓練系列 (3 歲至 4.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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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邊玩邊學」 綜合訓練親子小組 (PSSPEK29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從幼兒特質去認識幼兒的強弱項，並就長處、興趣去改善專注的集中力 

 2. 讓家長認識不同的兒童遊戲及其有助提升幼兒專注持久性及集中力的方法 

 3. 增進家長認識遊戲技巧及應用於親子溝通中 

 4. 讓幼兒於遊戲小組中，提升聆聽、觀察、共同專注等學習能力 

對象 約 4 歲半至 6 歲有發展遲緩之幼兒及其家長，適合能理解簡單指令之幼兒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高級幼兒教師  

日期及時間 13/7/2022 至 14/9/2022 (逢週三 4:00 至 5:00pm) (共十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325                                                         (綜合訓練)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EQ 小跳豆」社交情緒親子小組 (PSSPEK272223) 

小組重點 1. 讓家長認識幼兒情緒及社交行為發展及其需要 

 2. 讓家長認識幼兒情緒智能與社交訓練技巧 

 3. 提升家長認識幫助幼兒表達情緒及引導社交行為的方法 

 4. 讓幼兒於小組的互動遊戲中學習認識情緒、表達情緒、接受遊戲結果及規範、學

習自我控制、社交溝通及交談技巧等學習範疇 

對象 約 4.5 歲至 6 歲社交發展或情緒控制力較弱之幼兒及其家長 

(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除外) 

名額: 約 3 名 

導師 「樂同行」高級幼兒教師  

日期及時間 12/7/2022 至 13/9/2022 (逢週二 4:00 至 5:00pm) (共十節)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截止報名日期 13/6/2022 或之前 

費用 $325                                                       (社交情緒訓練) 

高幼訓練系列 (4 歲至 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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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同行」家長專業支援服務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合辦 

「理論及實踐工作坊」 

簡介 此課程設理論及實踐課，家長透過 1 節理論課及 2 節實踐課，能夠在指導下應用所學，深化理論課中

所學習的技巧，使在幼兒培育上更得心應手。 

課程 

名稱 

認知發展之「物件概念」 

(PSSPEK052223CP) 

認知發展之「形狀概念」 

(PSSPEK062223CP) 

認知發展之「相關配對概念」 

(PSSPEK072223CP) 

理論課

(1 節) 

16/7/2022(六) 10:00-11:30am  

*只限家長出席 

6/8/2022(六) 10:00-11:30am 

 *只限家長出席 

27/8/2022(六) 10:00-11:30am 

*只限家長出席 

實踐課

(2 節) 

23/7；30/7/2022(六)  

10:00-11:00am (2 節) 

*約 1.5 至 3 歲發展遲緩幼兒及其

家長 

13/8；20/8/2022(六)  

10:00-11:00am (2 節) 

*約 3 至 4.5 歲發展遲緩幼兒及其

家長 

3/9；17/9/2022(六)  

10:00-11:00am (2 節) 

*約 4.5 至 6 歲發展遲緩幼兒及其

家長 

地點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九龍樂富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內容  介紹 0-6 歲的認知發展之「物

件概念」 

 講解「物件概念」的種類 

 「物件概念」的範圍、發展階

段及活動建議 

 示範教學方法，讓家長即時模

仿學習 

 分組練習，讓家長透過扮演

(施教者及受教者)，體檢不同

角色 

 簡介「形狀概念」的訓練與發

展 

 家長注意事項 

 教授技巧 

 嘗試運用提示或協助 

 訓練小貼士 

 給予具體的讚賞 

 溫馨提示 

 簡介「相關概念」的訓練與發

展 

 家長注意事項 

 教授技巧 

 嘗試運用提示或協助 

 訓練小貼士 

 溫馨提示 

導師 楊嘉美老師(高級幼兒教師) 

費用 每對親子$60(包括 1 節理論及 2 節實踐課) 

備註 歡迎所有學前幼兒家長參與，包括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 

*參與此課程須填寫 P.14 報名表及 P.16 之理論及實踐工作坊：「幼兒能力概略」 

 

課程名稱： 「如何訓練孩子的小手肌」-家長工作坊 (PSSPEK082223P) 

簡介： 
本工作坊協助家長了解學前兒童小手肌的發展里程，並初步掌握如何透過小手肌活動
提昇幼兒的小手肌發展，為寫字奠下良好基礎。 

內容 

1. 認識幼兒的手部功能發展 

2. 認識手部功能發展與書寫發展的關係  
3. 學習相關的小手肌訓練活動 

日期及時間：  2022 年 7 月 6 日(三)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正 

講者：  吳嘉敏姑娘（職業治療師） 

對象：  學前兒童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地點： 香港耀能協會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2 號 A) 

費用：  家長優惠：$20 其他人士：$50 

負責單位：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此講座與「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合辦 (電話：2668 2250) 

查詢及報名 
 

歡迎致電與上述負責單位查詢。請填妥報名表，並於下列日期前寄回： 
2022 年 6 月 22 日或之前寄回「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地址如上)  

家長講座/工作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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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認知發展之「感官認知」~家長工作坊 (PSSPEK092223P) 

簡介： 

「感知」是一切體能、精細動作、語言、自理、認知及社交等學習的基礎。人若在感知

覺上有所偏差，他便會在學習上遇上困難。早期的感覺刺激和知覺經驗對幼兒的發展極

為重要，家長若能提供合適的環境、活動和機會，從旁鼓勵、引導幼兒參與學習，便能

提升幼兒的感官認知能力。 

內容: 

1. 介紹 0-6 歲認知發展之「感官認知」 

2. 講解「感官認知」的種類 

3. 「感官認知」的範圍、發展階段及活動建議 

日期及時間 2022 年 7 月 7 日(四)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正 

講者：  楊嘉美老師（高級幼兒教師） 

對象：  學前兒童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上課地點： 香港耀能協會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 至 2 號 A) 

費用：  家長優惠：$20 其他人士：$50 

負責單位：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此講座與「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合辦 (電話：2668 2250) 

查詢及報名 

 

歡迎致電與上述負責單位查詢。請填妥報名表，並於下列日期前寄回： 

2022 年 6 月 23 日或之前寄回「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地址如上)  

 

 

課程名稱： 認知發展之「數學概念」~家長工作坊  (PSSPEK102223P) 

簡介： 

幼兒時常會在日常生活的細節接觸到數字，如:升降機樓層、貨品價錢和衣服鞋襪的碼

數等等。數學的學習是由實際經驗開始，也必須應用到實際的生活中，家長若能意識到

兩者的緊密關係，便能幫助幼兒將所學到的類化到不同的經驗中。 

內容: 

1. 介紹 0-6 歲的認知發展之「數學概念」 

2. 講解「數學概念」的種類 

3. 「數學概念」的範圍、發展階段及活動建議  

日期及時間 2022 年 7 月 9 日(六)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正 

講者：  楊嘉美姑娘 (高級幼兒教師) 

對象：  學前兒童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上課地點： 香港耀能協會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 至 2 號 A) 

費用：  家長優惠：$20 其他人士：$50 

負責單位：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此講座與「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合辦 (電話：2668 2250) 

查詢及報名 

 

歡迎致電與上述負責單位查詢。請填妥報名表，並於下列日期前寄回： 

2022 年 6 月 25 日或之前寄回「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地址如上)  

 

 

家長講座/工作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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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用「讚賞」激活孩子~家長工作坊 (PSSPEK112223P) 

簡介： 
研究指出能善用「讚賞」技巧能有助幼兒建立自信心及品德教育。透過小遊戲、練習

活動、短講，激活和增潤親子關係。 

內容 

1. 認識讚賞； 

2. 建立對幼兒欣賞的態度及 

3. 了解不同的讚賞技巧和策略。 

日期及時間：  2022 年 7 月 18 日(一)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正 

講者：  「樂同行」社工 曾文雅姑娘(註冊社工) 

對象：  學前兒童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地點： 香港耀能協會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 至 2 號 A) 

費用：  家長優惠：$20 其他人士：$50 

負責單位：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此講座與「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合辦 (電話：2668 2250) 

查詢及報名 

 

歡迎致電與上述負責單位查詢。請填妥報名表，並於下列日期前寄回： 

2022 年 7 月 4 日或之前寄回「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地址如上)  

 

 

課程名稱： 「親子悅讀繪本」~家長工作坊 (PSSPEK122223P) 

簡介： 

「我好想與幼兒一齊共讀繪本，但不知由那裡開始進行互動，或不曉得怎樣回應幼兒的

表達。」 

透過本工作坊鼓勵家長運用繪本的媒介與幼兒進行共讀，共同建立優質的親子時間，擴

闊和了解不同的故事訊息和生活情節，甚至有利發展創作和想像空間。 

內容 

1. 認識繪本故事的種類 

2. 分享共讀繪本故事的原則和注意事項 

3. 介紹何謂「對話式閱讀」的互動策略 

4. 分享創作故事及延伸故事的方法 

日期及時間 2022 年 8 月 15 及 8 月 22 日(一)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正 (共 2 節) 

講者：  「樂同行」社工 曾文雅姑娘(註冊社工) 

對象：  學前兒童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地點： 香港耀能協會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 至 2 號 A) 

費用：  家長優惠：$40 其他人士：$100 

負責單位：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此講座與「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合辦 (電話：2668 2250) 

查詢及報名 

 

歡迎致電與上述負責單位查詢。請填妥報名表，並於下列日期前寄回： 
2022 年 8 月 1 日或之前寄回「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地址如上)  

家長講座/工作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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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促進幼兒「社交」的發展~家長工作坊 (PSSPEK132223P) 

簡介： 
本工作坊協助家長認識 0-6 歲幼兒的社交發展的階梯及需要，幫助幼兒建立好的社交 

行為，並掌握方法教導幼兒用恰當的方法和技巧與人交往 

內容 
1. 0-6 歲幼兒的社交的範圍、發展階段及活動建議 

2. 增強培育幼兒社交 

日期及時間：  2022 年 9 月 21 日(三)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正 

講者：  楊嘉美老師 (高級幼兒教師) 

對象：  學前兒童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上課地點： 香港耀能協會 「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九龍橫頭磡邨宏富樓地下 1 至 2 號 A) 

費用：  家長優惠：$20 其他人士：$50 

負責單位：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此講座與「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合辦 (電話：2668 2250) 

查詢及報名 

 

歡迎致電與上述負責單位查詢。請填妥報名表，並於下列日期前寄回： 

2022 年 9 月 7 日或之前寄回「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地址如上)  

 

 

 

 

 

 

 

 

 

 

 

 

 

 

 

 

 

 

 

 

 

 

家長講座/工作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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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我明白此服務會根據疫情變化而改為網上支援或其他學習形式及調整支援內容、時間、人數等，並不設退款。 

(若有興趣參與親子小組，請填寫報名表後，必須填寫幼兒能力概略) 

                                     活動報名表                                      (□請 示) 

基本資料 

幼兒姓名： (中文) 性別： □男 /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地址：  

家長聯絡電話： (家居)                     (手提) 電郵地址： (必須填寫) 

所屬中心提供之協作活動： □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幼兒資料 

幼兒診斷：  
( 請 提 供 已 評 估 之 診 斷 或 
描 述 幼 兒 發 展 所 遇 到 之 困 難 ) 

評估狀況： □尚未輪候評估服務 □現正輪候評估服務 

 □已完成評估，現正輪候學前兒童康復服務： 

  □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E 位) □ 特殊幼兒中心(S 位)   □ 其他：        (請註明) 

 □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I 位) □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 位) 

 輪候服務編號(如知悉)：                  

曾參加「樂同行」服務：□ 曾參加    □ 未曾參加 

就讀年級： □尚未入學 / □就讀      班(填寫班別):*上午/下午/全日制 (*請刪去不適用者) 
   

親子小組 

 家長與幼兒同期只獲派一個親子小組，請家長於表格內填寫不多於三個欲參與小組之名稱。倘擬參與小組之名額已

滿，將由後者補上。家長暫時無需繳交費用，待確定參與名單後才繳交費用。 

 親子小組名稱 編號 費用 

1    

2    

3    

〔新季度活動家長簡介會〕 

*首次參與親子小組之家長必須參與，幼兒無需出席 
已知悉首次參與親子小組之家長，需出席以下簡介會 
日期：2/7/2022(六)   時間：10:00-11:15am   **簡介會將以 Zoom 視像形式進行  
 

                   理論實踐課程/家長講座/工作坊/活動  (請  表示有興趣，可填寫多於一個) 

 家長參加次數不限，另如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之家長欲參與家長活動，可先行填寫資料，再由中心跟進。 

家長講座/工作坊名稱 費用 家長講座/工作坊名稱 費用 

□ 認知發展之「物件概念」 $60X  人=$      □ 認知發展之「數學概念」 $20X  人=$      

□ 認知發展之「形狀概念」 $60X  人=$      □ 用「讚賞」激活孩子 $20X  人=$      

□ 認知發展之「相關配對概念」 $60X  人=$      □ 「親子悅讀繪本」 $40X  人=$      

□ 如何訓練孩子的小手肌 $20X  人=$      □ 促進幼兒「社交」的發展 $20X  人=$     

□ 認知發展之「感官認知」 $20X  人=$       

幼兒有否接受其他訓練： □學習津貼計劃    □其他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本人子女於 2021-22 學年內並沒有接受任何資助學前兒童康復服務，包括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兼收計劃、特殊幼兒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 本人明白 家長/監護人 必須出席所有親子小組活動，以掌握小組內容及訓練技巧。 

□ 本人明白所填寫之個人資料為真確無訛，有關資料將用作處理報名及有關服務用途，並 願意/不願意*(請刪去不

適用者) 繼續接收香港耀能協會的服務資訊。 

家長/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由中心職員填寫) 

收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日期：           / □已傳真 

重要事項： 
是次服務會根據疫情變化而改為
網上支援或其他學習形式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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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親子小組: 幼兒能力概略   
(適用於參與所有親子小組用途，請家長填寫) 

              幼兒認知、語言及社交溝通等能力概況 
(請填寫以下幼兒語言/社交能力概況之資料) 

(□請  示) 

語言環境 廣東話   普通話   英文   其他    備註：  

語言 
理解 

能否明白簡單指令：能   未能，需手勢輔助 備註： 
能否明白不同問句：能   間中   未能 備註：  
能否明白簡單故事：能   間中   未能 備註：  

語言 
表達 

表逹能力：動作  單字  疊字  模仿說話  短句  完整句子  說故事 
備註： 
能否發問問題： 能   間中   未能             備註：  
請寫下 1-2 句幼兒能說最長的句子例子(如適用)： 
1.  
2.  

發音 清晰度：清楚   不清楚   不適用   備註：  

認知 
能力 

物件  實物   玩具   相片   圖片   文字   不適用 
形狀  配對   分類   挑選   說出   不適用 
顏色  配對   分類   挑選   說出   不適用 
空間  裡外   上下   前後   左右   不適用 
對比  大小   長短   高矮   肥瘦   不適用 
數概  認數字   排列數字   數與量配對   加減數   不適用 

社交 
1.能否回應打招呼：能   間中   未能 備註： 
2.能否明白/參與群體活動要求：能 間中 未能 備註： 

其他 
 1.能否安坐進行桌面活動，如玩耍/進食：能   間中   未能 
  備註:如能，請註明    分鐘 

 
(適用於參與職業治療親子小組用途，請家長填寫) 

                    幼兒活動能力概況 (請填寫以下幼兒活動能力概況之資料)(□請  示) 

主用手 左手   右手   尚未穩定顯示 

手部 
控制 

拾起細小物件(如紅豆大小)：  前二指   前三指   未能 

前 二 指 搓 泥 膠 粒 ：  能  間中  未能 

打 開 衣 夾 ：  能  間中  未能 

扭 上 弦 玩 具 ： 能  間中  未能 

手眼及雙
手 

協調 

疊 高 積 木 ：  能：     塊  間中  未能 

拼 砌 拼 圖 ：  能：     塊  間中  未能 

對 摺 紙 張 ：  能  間中  未能 

用魚絲穿小珠：  能  間中  未能 

工具 
運用 

用剪刀剪紙：  能 (沿直線  形狀)   未能 
用鉗拑小珠：  能    間中     未能 
用筷子夾餸：  能    間中     未能 
寫 字 力 度 ：  過小  適中     過大 
執 筆 姿 勢 ： 正確  不正確   未能 

能 否 書 寫 ：  
未能  塗鴉    橫直線  
簡單文字(木、土、水)    複雜文字(樹、船、愛) 

請寫出最關注的大/小肌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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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理論及實踐工作坊: 幼兒能力概略   
 

(適用於「物件概念」理論實踐工作坊用途，請家長填寫) 

             幼兒(玩遊戲*啟智力)的能力概況 請填寫以下幼兒的能力

概況( □請   示 ) 

物件 

□實物   □玩具   □相片   □圖片   □文字 □能  □間中  □未能 

□配對  □分類  □挑選(依名稱) □挑選(按功能) □說出(名稱)  

□說出(功能)   □配對    □分類   □挑選   □說出    

□能  □間中  □未能 

物件 

□日用品   □食物   □玩具   □衣服 □能  □間中  □未能 

□動物     □交通   □文具   □家具 □能  □間中  □未能 

□電器     □人物    □能  □間中  □未能          

 

(適用於「形狀概念」理論實踐工作坊用途，請家長填寫) 

             幼兒(形狀)的能力概況 請填寫以下幼兒的能力概況 

( □請   示 ) 

配對 
3 種形狀 (圓形、三角形、正方形) □能     □間中    □未能 

6 種形狀 (圓形、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星形、心形) □能     □間中    □未能 

分類 
2 種形狀 (共 10 件或以上) □能     □間中    □未能 

4 種形狀 (共 20 件或以上) □能     □間中    □未能 

挑選 
3 種形狀 (圓形、三角形、正方形) □能     □間中    □未能          

8 種形狀 (圓形、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星形、心形、梯

形、菱形) 
□能     □間中    □未能 

說出 
6 種形狀 (圓形、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星形、心形) □能     □間中    □未能          

10 種形狀(圓形、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星形、心形、梯

形、菱形、五角形、六角形) 
□能     □間中    □未能 

形容 
能形容物件的形狀 (4 種) 如: 門是長方形 □能     □間中    □未能          

能形容物件的形狀 (8 種) 如: 車輪是圓形 □能     □間中    □未能 

 

(適用於「相關配對概念」理論實踐工作坊用途，請家長填寫) 

             幼兒(數學)的能力概況 請填寫以下幼兒的能力概況 

( □請   示 ) 

相關配對 □實物   □玩具   □圖片   □習作   □憶說 □能     □間中    □未能 

相關種類 

□物件與物件 (如: 牙刷與牙膏)   □能     □間中    □未能 

□物件與地方 (如: 床與睡房) □能     □間中    □未能 

□物件與人物 (如: 聽診器與醫生) □能     □間中    □未能 

□食物與時節 (如: 月餅與中秋節) □能     □間中    □未能          

□食物與動物 (如: 竹葉與熊貓) □能     □間中    □未能 

□動物與地方 (如: 蜘蛛與蜘蛛網) □能     □間中    □未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