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至8月活動

保良局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銅鑼灣禮頓道66號 保良局郭羅桂珍兒童服務大樓地下
電話：2277 8301 傳真：2237 1629 電郵：cdc@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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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簡介

保良局兒童發展中心是由跨專業團隊組成的，成員包括：臨床心理

學家、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資深特殊幼兒工作員及社工
等。我們致力針對兒童成長發展的里程，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相關的評估及
訓練，以提升兒童的整體發展及學習能力。

中心服務包括提供專業評估、個別/小組訓練及舉辦家長講座及工作坊。中
心設有「點滴創明天」特殊兒童發展基金服務，為正輪候評估或政府學前康
復服務的幼兒提供12節評估及個別訓練；同時，中心之言語治療師及特殊幼
兒工作員也會為幼兒提供言語治療服務及兒童綜合發展服務，盡力幫助更多
有需要的幼兒，使他們能在0-6歲黃金治療期得到更多支援，以協助他們未
來的成長及融入社會。

如對中心服務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2277 8301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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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報名須知
1. 請填妥活動報名表，最遲於活動日期開始前２星期前交回本中心，中心職員將會於截止報名

後１星期內聯絡家長確認開班。如活動因人數不足取消，本中心將會安排退款。
2. 如以支票繳交費用，支票抬頭請寫「保良局」，支票背面請寫上參加者姓名、電話號碼及活

動名稱。活動收據將於銀行成功入數後，於活動或小組第一堂發回。
3. 請於報名表清楚填寫資料，並留意活動及開班時間是否相撞。如有上述情況，本中心不作退

款。
4. 有關活動之更新資料，請留意中心之報告板。
5. 所有活動報名後，請保存收據，若活動報名人數不足75%，該活動將會取消，屆時將憑收據

退款。
6.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中心電話 2277 8301與中心職員聯絡。
7. 本局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參與活動注意事項
1. 請參加者準時出席活動。
2. 如有需要，中心職員會於活動進行期間拍攝照片，作為中心活動紀錄之用，如參加者不欲被

攝錄，請於活動當日通知負責職員。
3. 如參加者患有傳染病或發燒，均不可出席活動。若因而缺席活動，中心恕不安排退款及補堂。
4. 若因突發事件或中心職員病假取消之班組，一律順延補堂，未能出席補堂者，中心將安排退

款。

• 截止報名日期：活動開始日期前２星期

• 可親臨中心或郵寄遞交報名表及活動費用

（現金或支票）

• 郵寄請以支票繳交活動費用，請勿郵寄現金

• 報名以「先到先得」形式辦理

• 報名之活動數量不設上限

• 歡迎查詢各活動餘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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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安排

惡劣天氣情況 中心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照常活動
照常活動

(雷暴警告則視乎活動性質而定)

照常活動 取消

照常活動 取消

取消 取消

取消 取消

1. 因天氣取消之班組，將一律順延補堂，未能出席補堂者，本中心
將不會另行補償/退款；單次性活動，將一律不設補堂，中心將安
排退款。

2. 如在中心開放途中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訊號，中心即時暫停
開放，而活動亦會停止，家長需儘快到中心接送兒童離開。

3. 如有任何疑問，可以致電2277 8301 與中心職員聯絡。
4. 中心保留更改上述安排的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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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胖胖Pig Pig黏土
教授幼兒製作Peppa Pig造型黏土，學習搓揉、
混色等黏土製作技巧，訓練小手肌的運用。

日期: 17/7,24/7,31/7,7/8,14/8/2019 (逢三)
時間: 下午2:15-3:15
堂數: 5堂
人數: 8
對象: 3-6歲幼兒
費用: $350/5堂
負責導師: UTeach Education

幼兒卡通彩色沙畫
利用沙在圖畫上發揮創意，有趣好玩，更可
訓練幼兒的手眼協調能力。

日期: 17/7,24/7,31/7,7/8,14/8/2019 (逢三)
時間: 下午3:30-4:30
堂數: 5堂
人數: 8
對象: 3-6歲幼兒
費用: $320/5堂
負責導師: UTeach Education

幼兒英語童話學院
透過童話故事作戲劇學習，引導幼兒以英
語演習童話故事的情節，並以生動有趣的
方式學習英語和故事背後的小道理。

日期: 18/7,25/7,1/8,8/8,15/8/2019 (逢四)
時間:下午2:15-3:15
堂數: 5堂
人數: 8
對象:3-6歲幼兒
費用: $300/5堂
負責導師: UTeach Education

米奇黏土妙妙屋
透過米奇妙妙屋的故事場景作主題引導幼兒以趣味
方式學習黏土製作，訓練幼兒早期數學與邏輯分析，
包括：形狀､尺度及數字等的認識，讓幼兒從自己喜
愛的卡通中慢慢培養出製作黏土的興趣。

日期: 18/7,25/7,1/8,8/8,15/8/2019 (逢四)
時間:下午3:30-4:30
堂數: 5堂
人數: 8
對象: 3-6歲幼兒
費用:$370/5堂
負責導師: UTeach Education



幼兒興趣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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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創意畫
透過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去引導幼兒以趣味方式
學習繪畫，利用互動形式課堂模式讓幼兒從自
己喜愛的卡通人物中慢慢培養繪畫興趣和技巧。

日期: : 18/7,25/7,1/8,8/8,15/8/2019 (逢四)
時間:下午4:45-5:45
堂數: 5堂
人數:8
對象: 3-6歲幼兒
費用: $320/5堂
負責導師: UTeach Education

踢出我天地 –足球興趣班
「多做運動身體好」，足球是個熱門的團體運
動，講求互相合作，可以從中發展幼兒的群體
合作，學習紀律及身體協調。

日期: 16/7,30/7,6/8,13/8,20/8,27/8/2019(逢二)
時間: 下午2:30 – 3:30
堂數: ６堂
人數: 8
對象: K2-K3之幼兒
費用: $630/6堂
負責導師: 足球教練王Sir
備註：活動可能受天雨影響，請預留7/9 及
14/9 (星期六)作補堂之用途。

體適能班
導師透過不同有趣的遊戲鍛鍊學生體適能，鍛鍊幼兒身體及加強心肺功能外，
亦能培養幼兒的耐性和團體精神。本課程更會加入不同小道具增堂的趣味性，
例如皮球、豆袋等，藉此能鍛鍊手腳協調性及身體大小肌肉亦提高學生對課
堂的興趣和增強團合作學習聆聽指令及認識自我。

日期: 3/8, 10/8, 17/8, 24/8/2019 (逢六)
時間: 上午9:30-10:30
堂數: 4堂
人數: 8
對象: K1-K3之幼兒
費用: $450/4堂
負責機構: 播賢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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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玩「樂」小組–音樂治療小組
透過音樂、樂器的運用及遊戲，釋放幼兒的情緒。
在集體遊戲及小組內的音樂創作中，可提升幼兒
專注力和社交能力。

日期: 6/6,20/6,27/6,4/7,11/7,18/7/2019 (逢四)
時間: 下午4:00 – 4:45
堂數: 6堂
人數: 4-5人
對象: K1-K3之幼兒
費用: $1,600/6堂
負責導師: 音樂治療師

幼兒記憶力訓練
教授不同的記憶法及專注力訓練，以助改善幼兒
學習表現。

日期: 17/7,24/7,31/7,7/8,14/8/2019 (逢三)
時間: 下午4:45-5:45
堂數: 5堂
人數: 8人
對象: 3-6歲幼兒
費用: $300/5堂
負責導師: UTeach Education

專注多一點(初階組)
透過有趣的遊戲，誘發幼兒樂於參與，並且在自
然及輕鬆的狀態下提升專注能力，做到「眼睛望」
及「專心聽」，並能跟隨導師指示作出適當回應，
從而提升幼兒在較有結構的環境(如課室)下的基礎
學習條件。

日期： 8/7, 15/7, 12/8, 19/8/2019 (逢一)
時間：上午9:15-10:15 
堂數：4堂
人數：6人
對象：3歲半-4歲半幼兒
費用：$600/4堂
負責導師：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何佩盈姑娘
備註：導師會於每次課堂活動完結後，派發家居
訓練予兒童

專注多一點(進階組)
透過有趣的遊戲，誘發幼兒樂於參與，並且在
自然及輕鬆的狀態下提升專注能力，做到「眼
睛望」及「專心聽」，並能跟隨導師指示作出
適當回應，從而提升幼兒在較有結構的環境(如
課室)下的基礎學習條件。

日期：8/7, 15/7, 12/8, 19/8/2019 (逢一)
時間：上午10:30-11:30 
堂數：4堂
人數：6人
對象：4歲半-6歲幼兒
費用：$600/4堂
負責導師：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何佩盈姑娘



幼兒成長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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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花園
活動探用《音樂童年藝術花園》中的故事並加
入基本音樂元素，用音樂串連圖畫、舞蹈和戲
劇，讓孩子「舞動」他們的潛能。

日期：14/8, 21/8, 28/8/2019 (逢三) 
時間：下午4:15-5:15 
堂數：3堂
人數：6人
對象：K1-K3之幼兒
費用：$180/3堂
負責導師：特殊幼兒工作員徐詩韻姑娘 (已領取
「音樂童年藝術花園」課程証書)

高階思維樂滿分
透過不同小組活動，提升幼兒的高階思維，
如推理及解難能力、擴散性及聚斂性命名、
詞彙定義等技巧。

日期: 2/8, 9/8. 16/8/2019 (逢五)
時間: 下午4:00-5:00
堂數: 3堂
人數: 4-6人
對象: K2-K3幼兒
費用: $300/3堂
負責導師: 言語治療師吳本妍姑娘

「戲」有益
導師以繪本故事及戲劇教學形式，透過故事
中不同的角色及情節，讓幼兒學習與人相處，
提升幼兒的社交技巧。

日期：26/7, 2/8, 9/8 (逢五)
時間：下午3:15-4:15 
堂數：3堂
人數：6人
對象：3歲半-4歲半幼兒
費用：$180/3堂
負責導師：特殊幼兒工作員唐婉菁姑娘

MASTER CHEF JUNIOR
MASTER CHEF JUNIOR 將介紹不同小食的製作方法，幼
兒將親手製作小食及甜點，透過小食製作，小朋友可以學
會自理，亦能學會分享及合作，從以提升社交溝通的能力。

日期:23/8/2019 (五)
時間:A班– 10:00-11:30; 

B班 – 14:15-15:45; 
C班– 16:00-17:30

堂數: 1堂
人數: 6-8人
對象:4-6歲幼兒
費用:$200
負責導師: 言語治療師黃暄雅姑娘及職業治療師李蕙彤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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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樂FUN FUN
透過進行簡單的群體遊戲，加強幼兒在社交
(專注、理解、表達、聆聽)的經驗及技能，學
習輪候、分享和遵守規則，並讓家長明白幼
兒的社交發展過程、能力、表現及需要，從
而學習如何利用不同的方式，引導幼兒與人
溝通及學習社交技巧。

日期: A班: 10/7,17/7,24/7/2019 (逢三)
B班: 11/7,18/7,25/7/2019(逢四)

時間: A班: 上午11:30-中午12:30
B班: 上午11:30-中午12:30

堂數: 3堂
人數: 6對親子
對象: 4-6歲幼兒及其家長
費用: $300 (1名成人及1名幼兒)* 
負責導師: 特殊幼兒工作員黃偉寶老師
*每家庭額外幼兒每位$200

親子閱讀鬆一鬆
透過親子共讀，啟發幼兒對閱讀的興趣，從而培養他
們的專注力，並能增加幼兒的生活經驗。再透過故事
內容鼓勵幼兒嘗試角色扮演，培養其想像力及創造力。

日期: A班: 7/8,14/8,21/8/2019 (逢三)
B班: 1/8,8/8,22/8/2019 (逢四)

時間: A班: 上午11:30-中午12:30
B班: 上午11:30-中午12:30

堂數: 3堂
人數: 6對親子
對象:4-6歲幼兒及其家長
費用:$300 (1名成人及1名幼兒)* 
負責導師: 特殊幼兒工作員黃偉寶老師
*每家庭額外幼兒每位$200 

遨遊天際 - 天際100參觀活動
天際100香港觀景台位於全港最高的環球貿
易廣場100樓，能360度鳥瞰全港四方八面
不同的景觀。天際100擁有全港最快雙層電
梯，我們只需60 秒就能直達 100樓。名額
有限，快快報名一同前往參觀吧!

日期:12/8或13/8/2019(申請中)
時間:上午9:30-中午12:30 (參觀時間為1小時)
人數: 50人
對象: 3-11歲幼兒及其家長
費用: 每位$60
負責導師: 言語治療師黃暄雅姑娘

MASTER CHEF FAMILY
平日在家裡有沒有和小朋友一起動動手做料理呢？趁著假
期，一同和小朋友享受親子時光，動手做小食、甜點。在
食物製作的過程中，小朋友可以學會自理，亦能學會分享
及合作，從以提升社交溝通的能力。

日期: A班: 17/8/2019 (星期六)
B班: 24/8/2019 (星期六)

時間: A班: 上午10:00-11:30
B班: 上午10:00-11:30

堂數: 1堂
人數: 6-8對親子
對象: 4-6歲幼兒及其家長
費用: $300 (1名成人及1名幼兒)* 
負責導師: 言語治療師黃暄雅姑娘及職業治療師李蕙彤姑娘
*每家庭額外幼兒每位$200



親子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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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玩具DIY
小朋友經常嚷著要買新玩具嗎？原來我們動動手就可以自製出好玩有趣的玩具。趁著假
期，一同和小朋友享受親子時光，發揮你們的創意，製作出屬於你們的玩具。

日期: A班: 17/8/2019 (星期六)
B班: 24/8/2019 (星期六)

時間: A班: 下午3:00-4:30
B班: 下午3:00-4:30

堂數: 1堂
人數: 6-8對親子
對象: 4-6歲幼兒及其家長
費用: $300 (1名成人及1名幼兒)* 
負責導師: 言語治療師黃暄雅姑娘及職業治療師李蕙彤姑娘
*每家庭額外幼兒每位$200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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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事曆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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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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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兒童發展中心
2019年6-8月活動報名表

參加者資料

兒童姓名: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性別:男/女

正使用本中心服務：
傲翔計劃/學習訓練津貼(TSP)/點滴創明天資助服務/收費服務
正輪候本中心服務
首次參與中心活動

家長/監護人資料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 與兒童關係 :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已知悉及清楚了解所有報名須知及注意事項。

家長/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中心專用

收據編號： 日期： 職員簽署：_____________

活動名稱 費用

1.

2.

3.

4.

合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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