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小組互動和合作遊戲： 

- 提升視覺、聽覺及持續專注力 

- 增強耐性和自控能力 

- 減少衝動行為的發生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時間：上午 10:45 至 11:45 

 對象：升 K2-K3 之學生  人數：4-6 人 

 費用：$ 850                      堂數：５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黃曉汶姑娘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7月班：16/7, 18/7, 23/7, 25/7, 30/7(一、三) 

8月班：15/8, 20/8, 22/8, 27/8, 29/8(一、三) 

http://ujwcc.sjs.org.hk/


透過小組互動和合作遊戲，學習： 

- 聆聽別人意見，與人合作 

- 控制情緒，正確表達想法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日期：17/7, 20/7, 24/7, 27/7, 31/7 (二、五) 

時間：上午 10:45 至 11:45 

對象：升 P1-P2 之學生 

人數：4-6 人 

費用：$ 900 

堂數：5 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黃曉汶姑娘 

http://ujwcc.sjs.org.hk/


透過小組互動和合作遊戲，學習： 

- 聆聽別人意見，與人合作 

- 控制情緒，正確表達想法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日期：15/8, 20/8, 22/8, 27/8, 29/8 (一、三) 

時間：下午 12:00 至 1:00 

對象：升 K2-K3 之學生 

人數：4-6 人 

費用：$ 900 

堂數：5 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黃曉汶姑娘 

http://ujwcc.sjs.org.hk/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透過遊玩多樣的桌上遊戲，學習： 

- 與人合作，共同面對挑戰 

- 學習以正面態度接受勝負得失 

 對象：升 K2 - P1 之學生     人數：4-6 人 

 費用：7月 - $ 400         / 8月 - $ 250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黃曉汶姑娘  

7月班：17/7, 24/7, 31/7 (二) 

時  間：下午 2:15 至 3:15      堂數：３堂 

8月班：21/8, 28/8 (二) 

時  間：下午 2:15 至 3:15      堂數：２堂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http://ujwcc.sjs.org.hk/


 日期：15/8, 20/8, 22/8, 27/8, 29/8(一、三) 

 時間：下午 2:30 至 3:45 

 對象：升 P1-P2 之學生 

 人數：4 - 6 人 

 費用：$ 1000 

 堂數：5 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黃曉汶姑娘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透過小組互動和合作遊戲： 

- 認識不同的記憶法 

- 提升記憶力，加強學習效能 

http://ujwcc.sjs.org.hk/


透過模擬課堂： 

- 認識校園設施、學習科目和內容 

- 適應學校規則和課堂流程 

 日期：13/7, 16/7, 18/7, 20/7,  

                23/7, 25/7, 27/7, 30/7 (一、三、五) 

 時間：下午 2:15 至 3:15 

 對象：升 P1 之學生 

 人數：4 – 6 人 

 費用：$ 1300 

 堂數：8 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黃曉汶姑娘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http://ujwcc.sjs.org.hk/


今時今日的孩子，時常給人「論盡」及不會自理

的感覺，其中一個原因是孩子的腦、眼、手、腳

的協調較弱。「手舞足蹈小組」正好給予孩子不

同的肢體訓練及刺激，有助提升孩子的協調能力。 

 日期：16/7, 18/7, 23/7, 25/7 (一、三) 

 時間：下午 5:00 至 6:00 

 對象：升 K3-P1 之學生 

 人數：4-6 人 

 費用：$ 700 堂數：4 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梁翠雲姑娘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http://ujwcc.sjs.org.hk/


。透過不同活動，幫助孩子認識不同情緒 

。學習適當地表達情緒 

。明白事件與情緒的關係 

 日期：16/7, 18/7, 20/7, 23/7,  

                25/7, 27/7 (一、三、五) 

 時間：下午 12:00 至 1:00 

 對象：升 K2-K3 之學生 

 人數：4-6 人 

 費用：$ 1000 

 堂數：6 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梁翠雲姑娘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http://ujwcc.sjs.org.hk/






透過以水為主題的活動： 

- 提升兒童言語表達能力 

- 提升兒童社交能力 (合作、發問、回應別人) 

-   提升兒童想像力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時間：上午 09:30 至 10:30 

 對象：升 K2-K3 之學生  人數：3-5 人 

 費用：$ 2100                      堂數：8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言語治療師林祈恩姑娘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7-8月：16/7, 18/7, 23/7, 25/7, 30/7, 1/8, 6/8, 8/8 

(星期一、三)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灣仔樂寧 

http://ujwcc.sjs.org.hk/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時間：下午 4:30 至 5:30 

 對象：升 K1-K2 之學生     人數：3-5 人 

 費用：$ 1600                      堂數：6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言語治療師林祈恩姑娘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7-8月：11/7, 18/7, 25/7, 1/8, 8/8, 15/8 (星期三)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灣仔樂寧 

透過小組遊戲活動： 

- 提升兒童言語表達能力 

- 提升兒童言語理解能力 

- 提升兒童社交能力 

http://ujwcc.sjs.org.hk/


地點：灣仔樂寧 (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對象：升K2-P1 
日期：逢星期二，四 
 7月組：17/7-7/8 (17/7為甄別日) 
 8月組：9/8-30/8 (9/8為甄別日) 
 

時間：3:00-4:00pm 
人數：最多5人 
費用：$2380(首堂感統甄別評估+6堂訓練) 

 
感覺統合與孩子的能力發展，專注，學習能力息息相關。
及早理解兒童的感統情況能在有需要時把握訓練的黃金期，
以促進兒童的發展。 
職業治療師會透過小組活動先甄別兒童的大肌肉發展和感
統能力，再跟據兒童的需要設計適合的感統訓練活動，透
過遊戲型式去提升兒童的感覺統合能力。 
小組包括甄別報告和10分鐘個別家長諮詢，讓家長了解兒
童的能力和家居訓練。 

做功課時趴在桌上，坐唔定，容易分心? 
這可能是感覺統合失調的表徵。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http://ujwcc.sjs.org.hk/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備註：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項目一：「同心協力好EASY」(1小時)(人數：4-5人) 

＊透過合作遊戲加強兒童的情緒管理和社交技巧，學習與人合作、與人分享。 

上午10:00-11:00 (升P1-P2) / 上午11:15-12:15 (升P3-P4) 

項目二：「專心一點點」(1小時)(人數：4-5人) 

* 透過遊戲訓練兒童的視覺和聽覺專注力，同時學習「停一停，想一想」。 

上午10:00-11:00 (升P1-P2) / 上午11:15-12:15 (升P3-P4) 

項目三：外出活動「愛社區，愛地球」(2.5小時)(人數：8-10人) 

i.   參觀 “upcycling centre”，學習環保      ii. 參觀「藍屋」，學習保育 

iii. 遊走灣仔，訪問途人，測試途人對環保的認知 

*外出活動會因應天氣變化而改變地點                                            下午1:30-4:00 

日期：17/8/2017(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至下午4:00 

    (下午12:15-1:30為午膳時間，家長可為子女 

     自備飯盒或由本中心提供午膳(需另加$40) 

費用：項目一$200/項目二$200/項目三$200 

           (如報讀項目一至三，可享優惠價$500) 

導師：曹灼瑩姑娘及黃曉汶姑娘 

http://ujwcc.sjs.org.hk/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備註：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項目一：「EQ小先鋒」(1小時)(人數：4-5人) 

＊透過合作遊戲加強兒童的情緒管理和社交技巧，學習恰當表達情緒和想法。 

上午10:00-11:00 (升P1-P2) / 上午11:15-12:15 (升P3-P4) 

項目二：「專心一點點」(1小時)(人數：4-5人) 

* 透過遊戲訓練兒童的視覺和聽覺專注力，同時學習「停一停，想一想」。 

上午10:00-11:00 (升P1-P2) / 上午11:15-12:15 (升P3-P4) 

項目三：外出活動「走走看看學學」(2.5小時)(人數：8-10人) 

• 遊走灣仔，邀請途人簽名，提升孩子之主動性 

• 遊走太原街，用有限之金錢購買精品或小食與別人分享，學習解難 

• 遊走聖雅各福群會大樓，認識不同樓層之服務 (之後需匯報)，學習合作 

*外出活動會因應天氣變化而改變地點                                           下午1:30-4:00 

日期：24/8/2017(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至下午4:00 

    (下午12:15-1:30為午膳時間，家長可為子女 

     自備飯盒或由本中心提供午膳(需另加$40) 

費用：項目一$200/項目二$200/項目三$200 

           (如報讀項目一至三，可享優惠價$500) 

導師：曹灼瑩姑娘及黃曉汶姑娘 

http://ujwcc.sjs.org.hk/


透過遊戲訓練孩子之： 

-  視覺、聽覺及持續性專注力 

- 「停一停，想一想」能力 

-  組織能力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時間：中午 12:00 至下午 1:15 

 對象：升 P2-P3 之學生    人數：4-6 人 

 費用：$ 1800                     堂數：8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曹灼瑩姑娘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2/8, 7/8, 9/8, 14/8, 16/8, 21/8, 23/8, 28/8/2018  

(星期二、四) 

http://ujwcc.sjs.org.hk/


透過遊戲、手工製作提升孩子 

學習動機，愉快學習簡單之英

文生字。 

“Let’s learn and play  

    together!”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時間：上午 10:45 至 11:45 

 對象：升 K2-K3之學生    人數：4-6 人 

 費用：$ 1100                    堂數：6堂 

         *已包含手工材料費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曹灼瑩姑娘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2/8, 7/8, 9/8, 14/8, 16/8, 21/8/2018 (星期二、四) 

http://ujwcc.sjs.org.hk/


遊走灣仔，邊走邊學，提升孩子

的觀察力，讓學習語文 (中文及

英文) 變得有趣。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時間：下午 4:15 至 5:30 

 對象：升 P1 - P2之學生    人數：4-6 人 

 費用：$ 800                        堂數：4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曹灼瑩姑娘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7/8, 14/8, 21/8, 28/8/2018 (星期二) 

http://ujwcc.sjs.org.hk/


透過製作簡單小食訓練孩子： 

- 按部就班地完成活動 (「停一停，想一想」) 

- 自行執拾，減少混亂  

- 專心看，專心聽 (視覺及聽覺專注) 

聖雅各福群會 擇善基金會 
灣仔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地址：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6樓B室 
網址：http://ujwcc.sjs.org.hk 電話：2596 2500 電郵：ujwcc@sjs.org.hk 

報名須知：1. 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2. 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一拼寄回本中心 

 時間：下午 4:15 至 5:30 

 對象：升 P1 - P2之學生              人數：4-6 人 

 費用：$ 1200 (*已包含材料費 )      堂數：6堂 

 地點：灣仔堅尼地道100號6樓B室 

 導師：曹灼瑩姑娘  

2/8, 6/8, 9/8, 13/8, 16/8, 20/8/2018 (星期一、四) 

http://ujwcc.sj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