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特色:
1.
2.
3.

小組內容由言語治療師設計，因應學童在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設計
適切的活動內容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引起興趣，提升學童的溝通及學習動機
言語治療師提供家居訓練小貼士，讓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協助學童類
化言語技巧

口語敍事能力是社交溝通和學習的重要
基礎，要建立良好的敍事能力，幼兒必
需首先掌握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時序關係
，並懂得將事情按照時間順序清晰表達
出來。言語治療師將於活動中透過有趣
的手工製作及作品介紹，讓孩子一邊玩
耍，一邊改善詞彙及句式運用能力，提
升步驟程序描述能力，為建立良好的敍
事能力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對象: 3-4歲(A組) / 4-6歲(B組)
名額: 4-6名
導師: 言語治療師
日期: (共3節)
時間: 16/7、18/7、20/7(逢一、三、五)
上午 10:00 – 11:15 (A組) /
上午 11:30 - 下午 12:45 (B 組)
費用:港幣760元正
(已包括手工製作的材料費用)
目標:
• 提升對時序概念的理解
• 加強描述生活程序的能力
• 鞏固於描述中運用豐富詞彙的能力
• 改善連接詞的運用能力

良好的社交溝通技巧是建立人際關係的重
要基礎。言語治療師在社交遊戲小組中透
過多元化的活動，包括合作及策略遊戲、
角色扮演、情境討論等加強孩子在不同情
境中的社交互動能力，讓孩子在輕鬆愉快
的活動中成為社交達人。
對象:
• 3-4歲 (A組)
• 4-6歲 (B組)
名額: 4-6位
導師: 言語治療師
日期: (共3節)
時間: 16/7、18/7、20/7(逢一、三、五)
下午 2:00 – 3:15 (A組) /
下午 3:30 – 4:45 (B組)
費用:港幣760元正
目標:
• 鞏固學童表達意見及感受的能力
• 加強開展、維持及延伸話題的能力
• 提升社交溝通的動機及能力
• 改善解難能力

網上報名:

心樂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電話報名及查詢:
2868 2555 (黃小姐)
**舊客戶可享有九折優惠**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2-6號愛賓商業大廈11樓1107室
網址:www.samlot.com

小組特色:
1.
2.
3.

小組內容由言語治療師設計，因應學童在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設計
適切的活動內容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引起興趣，提升學童的溝通及學習動機
言語治療師提供家居訓練小貼士，讓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協助學童類
化言語技巧

敍述豐富故事需要多元化的詞彙及連接詞
應用，配合敍事技巧才能敍述完整和內容
豐富的故事。言語治療師透過有系統的課
程編排及多元化的活動，由淺入深引導孩
子學習如何敍述生動有趣的故事。
對象:
• 4-6歲 (A組)
• 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童 (B組)
名額: 4-6位
導師: 言語治療師
日期: (共6節)
時間:13/8、15/8、17/8、20/8、22/8、
24/8 (逢一、三、五)
上午 10:00 – 11:15 (A組) /
上午 11:30 - 下午12:45 (B組)
費用:港幣1,560元正

•
•
•
•

目標:
提升對故事情境的理解
增強故事邏輯推理能力
加強連接詞運用的能力
針對性提升故事敍述技巧

網上報名:
電話報名及查詢:
2868 2555 (黃小姐)
**舊客戶可享有九折優惠**

口語敍事能力是社交溝通和學習的重要基礎，
幼兒必需要運用適當的詞彙、準確的句式及恰
當的敍事結構以準確地表情達意。言語治療師
將於活動中與孩子一邊製作專屬孩子的個人日
記本，一邊提升孩子的詞彙運用、句子組織及
敍事能力，讓孩子為多姿多采的暑假留下美好
的回憶!
對象:
• 4-6歲 (A組)
• 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童 (B組)
名額: 4-6名
導師: 言語治療師
日期: (共2節)
時間:
• 17/7(星期二)、19/7(星期四)
上午 10:00 – 11:15 / 上午11:30 – 12:45
下午 2:00 – 3:15 / 下午 3:30 – 4:45
• 14/8(星期二)、16/8(星期四)
下午 2:00 – 3:15
• 21/8 (星期二) 、23/8(星期四)
下午 2:00 – 3:15
費用:港幣480元正
(已包括製作個人日記本的材料費用)
目標:
• 鞏固於敍事中運用豐富詞彙的能力
• 改善連接詞的運用能力
• 提升敍事內容的豐富度及連貫性
• 加強於敍事時表達個人感受的能力

心樂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2-6號愛賓商業大廈11樓1107室
網址:www.samlot.com

小組特色:
1.
2.
3.
4.

小組內容由言語治療師設計，因應幼兒的語齡設計適切的小組活動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引起興趣，提升幼兒的溝通動機
每節課堂均設有不同的主題，為幼兒提供有系統和豐富的語言刺激
言語治療師提供家居訓練小貼士，讓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協助幼兒類
化言語技巧

在不同的學習階段和不同範疇的學科學習
，學生都需要運用閱讀能力對各種教材進行記
憶、理解、分析，以吸收新的知識。因此閱讀
能力不佳，除影響學生的語文成績之外，亦往
往會影響他們在其他科目的學習。言語治療師
在閱讀能力訓練小組中透過趣味性的活動，提
升學童的認讀及閱讀理解能力，從而培養學童
對閱讀的興趣，奠定新學年學習的良好基礎。

對象: 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童
名額: 4-6位
導師: 言語治療師
日期: (共6節)
時間: 14/8、16/8、18/8、21/8、23/8、25/8
(逢二、四、六)
上午 11:30 – 下午 12:45
費用:港幣1,560元正
目標:
• 培養對閱讀的興趣
• 提升對字詞形、音、義的掌握
• 改善對形聲字的規則性及一貫性的認知
• 加強運用閱讀策略改善學習內容的掌握

在小學階段，學童需要學習運用不同的寫
作文體，透過文字表達意念和構思。良好
的說話組織能力亦是寫作能力的重要基礎。
言語治療師在演說寫作技巧訓練小組中，
會以演說訓練為切入點，透過多元化的活
動協助學童掌握不同文體的獨特架構和規
則，加強學童的聯想能力，並循序漸進地
引導學童將演說技巧類化至寫作活動之中，
亦會向家長教授家居訓練技巧。
對象: 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童
名額: 4-6位
導師: 言語治療師
日期: (共6節)
時間: 14/8、16/8、18/8、
21/8、23/8、25/8
(逢二、四、六)
上午 10:00 – 11:15
費用:港幣1,560元正
目標:
• 鞏固對不同文體 (例: 記敍、說明、議論)
的掌握
• 加強聯想力以豐富演說及寫作內容
• 加強整合及組織資料的能力
• 建立多角度思考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 改善在演說及寫作時的詞彙運用能力

網上報名:
電話報名及查詢:
2868 2555 (黃小姐)
**舊客戶可享有九折優惠**

心樂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2-6號愛賓商業大廈11樓1107室
網址:www.samlo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