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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暑期溝通訓練課程	 Summer	 Courses	 	 

	  

地址：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 168 號 11 樓 1102 室	 	 	 電話：3743	 0968	 	 	 傳真：2125	 0968	 	 	 網址：www.pst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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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童社交溝通訓練	 	 	 	 	 	 	 

	 	 	 	 	 「齊來一起玩」 SP18﹣PG	 

沒人邀約、容易與小朋友爭執…⋯…⋯	 

快來開啟友誼之門的鑰匙，享受交友樂趣。	 

對象：2 歲半	 –	 4 歲	 
(表達主動性及社交能力弱、但能以短句表達之幼童)	 

名額：2	 -	 5 人	 

收費：HK	 $2880	 (6 節)	 	 

日期：7/8	 –	 23/8	 (逢星期二、四)	 	 

時間：2:15pm	 -	 3:15pm	 

	 

每節均有布偶劇場、遊戲及單元主題活動。	 
訓 練目 標 可提 升幼 童 ：	 

§ 向人表達需要的主動性及技巧	 

§ 與人分享、輪流的技巧	 

§ 與人一起遊戲及朋輩合作的技巧	 

§ 加入社交圈子的主動性及技巧	 

§ 遊戲輸贏的概念及情緒處理	 

兒童邏輯思考及語言能力訓練	 	 

	 	 	 「齊齊動腦筋」 SP18-LTG	 

良 好的 邏 輯思 考 能 力是 奠下 入 讀小 學 的	 

重 要基 礎 ；而 有條 理 的語 言 表達 更 是	 

不 可或 缺 的能 力。 	 

對象：5 歲至 7 歲	 

名額：2	 -	 5 人	 

收費：HK	 $2880	 (6 節)	 	 

日期：7/8	 -	 23/8	 (逢星期二、四)	 

時間：11:45am	 -	 12:45pm	 

	 
訓 練目 標 可提 升兒 童 ：	 

§ 觀察及比較能力	 

§ 分類、資料組織能力	 

§ 推理及解難能力	 

§ 語言組織能力	 

§ 連接詞運用	 

	 

	 

*1)凡於 2018 年 6 月 29 日(五)前報讀以上暑期溝通課程，可享早報讀價$2700。	 

*2)本中心另設有其他自組小組訓練課程，歡迎致電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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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課程均由資深言語治療師設計及推行。	 

言語治療師	 任君慧	 擁有近二十年之豐富臨床經驗，	 

並考獲英國倫敦 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	 Drama 八級戲劇考試。	 

	 
	 	 	 

	 	 

	 

	 

專業資歷及教學經驗	 	 	 	 	 	 	 	 	 	 	 	 	 	 	 	 	 	 	 	 	 	 	 	 	 	 	 	 	 	 	 	 	 	 	 	 	 	 	 	 	 	 	 	 	 	 	 	 	 	 	 	 	 	 	 	 	 	 	 	 	 	 	 	 	 	 	 	 	 	 	 	 	 	 	 	 	 	 	 	 	 	 	 	 	 	 	 	 	 	 	 	 	 	 	 	 	 	 	 

香港大學言語及聽覺科學系榮譽理學士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導師及講者	 

香港浸會大學客席講者	 

獲邀為教育局言語治療組專題講者	 

美國 UCLA	 PEERS®CLINIC	 認可 PEERS®社交訓練課程導師	 

兒童及青少年執行技巧培訓課程証書	 

認可兒童動態評估及 HKCOLAS 測試員	 

美國 GRIFFITHS 兒童心智發展量表註冊測試員	 	 	 	 	 	 	 	 	 	 	 	 	 	 	 	 	 	 	 	 	 	 

曾為特殊學校(輕度智障)及五十間以上之主流學校（小學及中學）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現為月刋《健康動力》、《媽媽寶寶》及《好媽咪-Baby-mo》之義務榮譽專業顧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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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證兒童發揮溝通潛能，是我最大的推動力！	 
所有訓練全以兒童的語言及心理發展理論為基礎、	 

加上靈活地運用豐富的臨床經驗及技巧、	 

無間斷地揉合個人在戲劇的經驗及才能；	 

只是為了…⋯…⋯	 

使兒童能於最大的動機下學習、	 

接受最適切的訓練、獲得最明顯的進步！ 	 

	 

	 

高階思維、口頭報告及 	  
小組討論訓練 	  	  

	  	  	  	  	  	  	  	  	  	  「腦筋急轉彎」 	  	  	  SP18-‐LTG2	  
	  中 學生 的 多角 度思 考 及組 織 能力 	  

使 各科 都 需要 的！ 	  	  	  
教 材切 合 生活 及學 業 需要 。 	  

對象：升中一至中二之學生	  
名額：2	  -‐	  	  4 人	  
收費：HK	  $2880	  (6 節)	  
日期：8/8	  –	  24/8	  (逢星期三、五)	  
時間：10:45am-‐11:45am	  

	  	  	  	  	  	  	  	  	  	  	  	  	  	  	  	  	  	  	  	  訓 練可 提升 兒 童的 ： 	  
§ 多角度思考及邏輯思考能力	  
§ 資料組織及整理能力	  
§ 腦圖製作及運用技巧	  
§ 詞彙運用	  
§ 討論及口頭報告技巧	  

交友技巧訓練	 -「友情小先鋒」	 
SP18-PG2	 

擁有良好的演說技巧及表達的自信，對孩子日後	 

有著很深遠的正面影響。本課程改編童話故事。	 

透過話劇演出，啓發兒童創意的演繹。	 

對象	 ：4 歲半	 –	 6 歲	 

	 	 	 	 	 	 	 	 	 (高能力自閉症及社交溝通障礙兒童)	 

名額	 ：3	 -	 5 人	 	 

收費	 ：HK	 $2880	 (6 節)	 	 

日期	 ：7/8	 -	 23/8	 (逢星期二、四)	 

時間	 ：10:30am	 -	 11:30am	 	 	 

課程均有布偶劇場、集體遊戲及美工活動等。	 
訓 練可 協 助兒 童： 	 

§ 尋找共同興趣及共同話題	 

§ 建立及維持話題技巧	 

§ 成為良好遊戲者的條件	 

§ 享受與朋輩一起的樂趣	 

	 

	 

	 

	 

	 

	 

	 

	 

	 

	 

	 

	 	 

	 

	 	 	 

	 	 	 	 	 

	 

	 

	 

	 

	 

	 

	 

	 

如如

帶孩子進入快樂溝通旅程 

如需查詢有關詳情或報名，請親臨或致電本中心 3743-0968，與余小姐聯絡。 	 



                                     
 
 

地址：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 168號 11樓 1102室  電話：3743 0968  傳真：2125 0968  網址：www.pstc.com.hk 
 

如查詢有關詳情，請親臨或致電本中心 3743-0968，與余小姐聯絡。  
 

 
                        2018 暑期溝通訓練課桯 

 
兒   童   姓   名   :                      (英文)   (中文) 
    
年  齡  / 性  別    : / 出     生     日    期    :  
   日日/月月/年年 

就讀學校名稱:  年                      級:  
      
聯   絡   電   話   :  

 
聯    絡   人  / 關係   :  

      
地              址   :  
     
電              郵   :    
    
從何途徑得知本中心資訊: 
(*圈出適當資料 ) 

* 單張   /  網上 /  朋友  /  醫生  / 老師 /  社工  
 其他: 
請在方格內加上P  以選取課程。  

課程  年齡  節數  日期  時間  收費  早報  
讀價  

o 「齊來一起玩」訓練課程 SP18-PG 
2歲半 
至 

4歲  

6節 

 
7/8, 9/8, 

14/8,16/8 
21/8,23/8 
(二、四) 

 
 

2:15-3:15p.m. 

$2880 

$2700 
(29/6
或之

前) 

o 「齊齊動腦筋」訓練課程 SP18﹣LTG 
5歲 
至 

7歲  
11:45 a.m.–12:45 p.m. 

o 「友情小先鋒」訓練課桯 SP18-PG2 
4歲半 
至 

6歲  
10:30 – 11:30 a.m. 

o 「腦筋急轉彎」訓練課程 SP18-LTG2 升中一

及中二 

8/8,10/8 
15/8,17/8 
22/8,24/8 
(三、五) 

10:45 – 11:45 a.m.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本中心使用本人參加 2018暑期訓練課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用作日後聯絡及提供課程宣傳  

資料之用。  
 
 
 
 
 
請填妥表格連同支票寄回「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 168號 11樓 1102室，香港啓言言語治療中心」收。        

信封面註明：「2018暑期溝通訓練課程報名」 
支票抬頭 ：「香港啓言言語治療中心有限公司」請於支票背後註明兒童姓名及課程編號。 

服務條款：                                                                                                                             * 刪除不適用者 
1)  本中心會以收取報名費日期作為落實留位之次序。  
2)  如參加者未能出席部份訓練，本中心不會安排退款或補課。 
3) 如課程舉行當天，天文台於課程開始前兩小時發出八號或以上烈風或/及黑色暴雨警告，本中心之      
訓練課程將會取消，並不作另行通知及補課。 

4)  本中心保留使用一切課程進行期間拍攝照片的權利，用作培訓或/及宣傳之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