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 1月第 1期季刊 

                                               最新消息     

• 音音音音樂教育講座樂教育講座樂教育講座樂教育講座：：：：如何幫助孩子選擇及學習樂器如何幫助孩子選擇及學習樂器如何幫助孩子選擇及學習樂器如何幫助孩子選擇及學習樂器? ? ? ?     

        (日期： 2012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六 早上 10 時至 12 時) 

• 「「「「身心靜定身心靜定身心靜定身心靜定」 」 」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青少年專注力訓練 講座青少年專注力訓練 講座青少年專注力訓練 講座青少年專注力訓練 講座    

        (日期： 2012 年 3 月 13 日 星期二  晚上 7 時至 9 時)        

•             音樂治療音樂治療音樂治療音樂治療：：：：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日期： 2012 年 2 月及 3 月 星期六 下午) 

      內容：幫助孩子體驗不同的音樂理念與知識，改善他們的情緒行為問題 

    

      

 

 
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電話：2528 4096                  電郵：pda@pdachild.com.hk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194-200號東新商業中心一樓 

網址：http://www.pdachild.com.hk/tc/index.htm 

 

停刊數年，助展會通訊在 2012 年 1 月又再次面世。在新的一年，我們希望能再次透過通訊，

與各位家長、同工一同探究、分享更多與兒童發展有關的專業知識及教學心得，務求將此推而廣

之，使更多人受惠或有所啟發。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出一點力，令家長及同工明白，要幫助小朋

友，就是要先了解自己，使自己在孩子的人生旅程上，成為一個充滿愛、智慧及成熟的導航員。

撫觸撫觸撫觸撫觸────────愛的傳遞愛的傳遞愛的傳遞愛的傳遞    

文章說明了撫觸對不同孩子均

有好處，且是父母與孩子之間

愛的接軌。 (詳見內文P.4-5) 

教學點滴教學點滴教學點滴教學點滴————    從小學教師轉為從小學教師轉為從小學教師轉為從小學教師轉為    

兒童發展導師兒童發展導師兒童發展導師兒童發展導師    

當周姑娘遇上浮游不定的學生

，她在想什麼？做什麼？  

(詳見內文P.6-7)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恭喜您恭喜您恭喜您恭喜您，，，，您成長了您成長了您成長了您成長了！！！！    

四個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四個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四個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四個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 

他們來到助展會後有什麼改變

？陳姑娘與我們一一道來。 

(詳見內文P.2-3) 



頁 2 

主題焦點 

一一一一個被評為個被評為個被評為個被評為「「「「疑似自閉症和發展遲緩疑似自閉症和發展遲緩疑似自閉症和發展遲緩疑似自閉症和發展遲緩」」」」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 

      他笑了！他的眼睛、面額和嘴巴都笑了，還望著大人笑

哩，他正跟大人們分享他在跳動的樂趣吧! 看他，雙手又拿著

兩箱玩具，走來走去，好不威風，還一面玩一面大大聲依依呀

呀地跟我們說話，我相信他開聲講話的時候不遠矣。再看看，

三四個月前所出現的那些自閉症徵狀也消失了七七八八，現只

像一個歲半活潑可愛的小豆丁，恭喜恭喜! 

 

       初次看見這兩歲半的小男孩時，心裡有些戚戚然的傷感。

當時還沒有任何發聲的他，在近一個小時評估課節裡，在近二

百尺的房間裡不停地游離行走，眼神空洞，神情落寞，路過媽

媽親人，也沒停步；對大人們的說話聽而不聞，對房間內的大

小玩物，視而不見；筆者嘗試抱抱他，他既不回望也不抗拒，

就是沒甚反應；而他的媽媽一直忙著跟老師訴說孩子的不足，

未曾靠近他。 

 

        除了孩子他本身的發展整體是有些遲緩外，我們判斷孩

子發展突然停頓的原因跟他正沉積在分離的創傷裡有關。他身

體冰封，亦拒絕與外界溝通。年紀小小的他，由出生到現在，

就經歷了兩次與照顧者的重大分離，三次的搬家，而最近一次

就是平日幫助他換片、餵食、抱他、跟他玩耍、感情最親密爸

爸突然離開……失去依歸的孩子總要時間療傷吧！ 

 

       看來，先為媽媽提供八節

的心靈輔導課，幫助她平

定心情和建立做一個單親母

親的信心，並給予育兒指

導；再加上同期開始為孩子

提供一星期兩節的按摩和體

感探索課，這心身結合和長幼

並重的治療安排應是湊效了。

孩子，加油! 

 

******************************************** 

一一一一個活像個活像個活像個活像「「「「過度活躍過度活躍過度活躍過度活躍」」」」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 

       小息時，一個剛升上小一的學生在老師房門口站著跟我

說：「我想玩……，可唔可以借……」，來來回回數個對答

後，我發現我沒用手和說話提點他，他仍然定定地站在原位等

候著，還站得頗為筆直穩定；老師沒即時滿足他，他還是滿面

微笑和期待，沒有發難。孩子，你真棒! 

      等待孩子建立坐定、站定和等候這些基本能力，他

的爸媽等了多年。爸爸說自孩子上幼稚園開始，就知道

他跟同齡的孩子不一樣，雖然他天資聰穎和口齒伶俐，

但他永像彈弓人一樣，無法停下來，再加上情緒波動

大，爸媽老師為了照顧他，都感到很大的壓力。這兩個

月沒有收到老師的投訴，一家人能輕輕鬆鬆地外出吃一

頓飯，很感恩了。 

 

       看來，「身心靜定」這課程湊效了！跟孩子做了些

什麼？我們透過肌能和感統治療幫助他掌握自身的重心

感應和統合一些殘餘的原始反射，再加上靜觀練習就是

了。噢! 遺漏了最後的計劃和組織能力活動訓練，前腦

功能的建立是不可少的。

孩子，你的腦神經功能睡

醒了，恭喜你！

***************************************** 

一一一一個被評為有個被評為有個被評為有個被評為有「「「「讀寫障礙讀寫障礙讀寫障礙讀寫障礙」」」」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 

      「陳姑娘，我可在原校升讀中學了，哈哈哈!」這女

孩心情非常興奮地告訴我她的勝利，作為陪伴她成長的

學習教練，回想起她多年來的掙扎，怎能不替她高興

呢？ 

       她在二年級時被確診為讀寫障礙，到六年級時還未

有機會再做一次測驗，所以筆者不知到這一個現在能閱

讀、能書寫、能記憶，在沒有任何調適下能完成試卷，

並在一間 band 1 的小學拿到不錯的成績的學生，是否

也會被歸入讀寫障礙的類別。不過，我最替這孩子高興

的，不只是她的能力提升，而是她能趕及在兒童期成功

驗證付出努力是會帶來成果的這法則，並可相信自己是

讀書的材料，那標籤再起不了甚麼的作為了。上進的她

有時還跟我談談她大學選科的大計呢！ 

怎樣幫助她? 她兩年多的發展治療餐單是這樣的： 

頭盤 (心到) ：透過體感療癒輔導幫助孩子把藏在身心內

對寫字的驚恐轉化 

主菜 (腦到)： i. 腦神經及肌能治療(左右腦、上下腦和

頭、身運用) .ii. 語言治療：用詞及文法 

餐飲 (策略到)：中文閱讀及寫作策略輔導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恭喜您恭喜您恭喜您恭喜您，，，，您成長了您成長了您成長了您成長了！！！！    

主題焦點主題焦點主題焦點主題焦點———————— 助展會 兒童發展治療顧問 

陳玉珍姑娘 



主題焦點 

頁 3 

描述圖片或圖形的說明。 

2012年度 1月第 1期 

一一一一個有著明顯自閉症個有著明顯自閉症個有著明顯自閉症個有著明顯自閉症////亞氏保加症表徵的孩子亞氏保加症表徵的孩子亞氏保加症表徵的孩子亞氏保加症表徵的孩子…………………… 

      這男孩在主流學讀中二，成績還可以，只是他十三年來，就只喜歡跟巴士為伴，他的腦、眼、口和手像都被巴士佔據

了──看巴士、畫巴士、想巴士、記巴士車牌和路線、講巴士，當然還包括將來要做個巴士司機。 

 

       前些時跟媽媽開進度檢討會議時，聽到他媽媽說，終於感受到跟孩子溝通的樂趣。細聽之下，原來孩子跟媽媽外出

時，開始八八卦卦，對人對境十分好奇，又會問這問那；媽媽覺得最安慰的是，孩子現在不單會觀察，還會聽媽媽的講

解；同時，他現在會跟媽媽分享學校的情況，今天說說老師，明天講講同學，他心中的世界明顯擴闊了。媽媽感嘆地說：

「原來孩子還是有希望的，好在我沒有放棄！」 

 

      看來，這四個月來的視覺意識和自主意識訓練湊效了！實在很替這孩子高興，出生十二年後，封閉了的自心終於能開

啟，他現在可以透過眼睛自由自在地觀看這豐富多變的世界。孩子，恭喜你，你的新生命開始了！ 

***************************************************************************************** 

 

見見見見證感言證感言證感言證感言    

       古語有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筆者有感，人類真的像一顆樹，而每一個孩子都是一顆有生命力的和有機的小

樹/樹苗，每天都在成長中。栽培孩子的人可比作樹藝師，只要深入理解人類這生命樹的成長之道，然後細心地為那幼

弱、生病或偏離軌道的樹尋找根因，然後對症下藥，孩子必然能再次健康成長起來，開花結果必指日可待。 

 

        感恩可見證孩子們的成長，這讓我深深相信生命的改變是有可能的。你相信嗎？ 



頁 4 

專題探討——按摩 

撫撫撫撫觸觸觸觸────愛之傳遞愛之傳遞愛之傳遞愛之傳遞    

       考考你。 

       如一名初生嬰兒不知何故的在哭鬧，其媽媽做什麼

能給他最有效的安撫? 

                   A. 給他一個親切的微笑 

                   B. 給他唱一首動聽的童謠 

                   C. 給他一個温暖的擁抱 

        你的答案是什麼？相信不少家長，都會毫不猶豫地

選擇 C為答案，他們可能曾驚歎擁抱對寶寶所起的奇妙

作用，但沒有為意那是基於什麼原因。其實，擁抱是撫

觸的一種，是兩人愛的接軌，提供觸感刺激的活動；而

觸覺是孩子自胚胎開始，發展最快的神經系統，可說是

各感官之母。因此，家長運用撫觸來與孩子溝通，能有

助其多方面的發展。 

 

對對對對所有孩子的好處所有孩子的好處所有孩子的好處所有孩子的好處    

       在《嬰幼兒撫觸與按摩》（下稱《嬰》書）一書

中，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台灣區主任賴慧滿女士詳

述了不少撫觸對孩子的好處。學者 Dav Dav Dav Dav 提到撫觸能增加

肌肉的彈性與協調，並促進血液循環。此外，撫觸能激

發孩子「愛

的荷爾

蒙」，讓他

們感到鬆

弛、安詳及

寧靜；平衡

緊張與焦慮

的情緒，調

節生理系

統，繼而取

得平衡。透

過撫觸，孩

子能感受自己的身心都是被父母接納和包容，從而漸漸

體會到自己是一個安全、被接受及有力量的個體，也有

能力包容及度過痛苦與挫折。孩子的心靈能健全地發

展，對他們的消化、內分泌系統、免疫功能、認知發展

及感覺統合皆有正面的影響。 

        除了對孩子的身心靈有直接的影響外，撫觸對親子

的溝通及關係提供豐富的養分。在《嬰》書中，賴女士

也提到運用這種無聲的身體語言，父母能更易解讀孩子

的訊息及行為，更確信自己能勝任為稱職的父母；孩子

能更信任父母，更樂意與父母溝通和互動，彼此能更理

解、接納及信任對方。父母替孩子撫觸時，兩者的心就

像用皮膚的暖流不斷互訴衷情，被緊緊的連在一起。這

種無聲的語言，不需任何思考及矯飾，卻是最直接、最

真摯的溝通捷徑，為親子關係撒下愛的種子。 

 

對對對對自閉症孩子的好處自閉症孩子的好處自閉症孩子的好處自閉症孩子的好處    

        撫觸對自閉症孩子尤其合適。自閉症孩子特別容易

對人及外在環境產生焦慮，從而經常對攻擊他人、逃跑或

處於冰封狀態。另外，由於其自我調節能力較弱，他們對

感官如觸覺刺激會有過敏反應，也經常出現睡眠問題。不

少研究(Drehobl&Fuhr 2000、Escalona et al 2001、Field et 

al 1997、Guy1996)顯示，父母替孩子進行撫觸後，他們

容易放鬆自己，減低焦慮，情緒會變得較為平穩、正面，

容易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減低觸覺防衛及重覆性行為，

睡眠素質也提高不少。 

       此外，自閉症孩子難與父母或照顧者發展親密關

係，彼此間的視線接觸較少，讓人感到疏離。自我意識

方面，他們難以自我覺察，不能理解及監控自己的情感

和思想。根據本會顧問及導師的臨床觀察，透過撫觸，

孩子會享受與他人的身體及眼神接觸，多了表達自己，

與他人多了互動，社交能力得以提高。為了更深入了解

撫觸對自閉症兒童帶來的改變，我邀請了本會資深兒童

發展導師黃姑娘，跟我們分享她如何以按摩，嘗試接觸

一位自閉症學生的內心世界。以下是黃姑娘的分享內

容： 

「阿美(化名)是我其中一位學生，剛來到我們中心的房

間時，她整天蜷縮着身子，瑟縮在一旁，就像蝸牛背上

撫觸撫觸撫觸撫觸────愛之傳遞愛之傳遞愛之傳遞愛之傳遞    

專題探討專題探討專題探討專題探討————————撫觸撫觸撫觸撫觸 助展會 學習策略導師 

李秀芳姑娘 



的殼子一般，加上她常以長髮掩面，我們永遠看不見她的樣子。她很少留意他人，害怕身體接觸；且經常發脾氣。

我嘗試以按摩作為與她溝通的媒介。由於阿美很怕亦很少被人接觸身體，我着她先在身體選一個地方讓我可以把手

輕放着；又或請她躺下，我一邊唱着兒歌，一邊輕搖她的雙腿，好讓她適應過來。不久，按摩的範圍漸漸推展至全

身。 

       過了一段日子，阿美開始有所轉變。當我在按摩途中突然停下，她會回頭望着我，並告訴我她想要繼續按的位

置。這顯示她能覺察到自己的身體，自我意識得以提高，能向他人表達自己的需要，並同時做到「心到」、「口

到」和「眼神到」。另外，阿美的面部表情也豐富了，我終於可以察看她的微笑，細看她可愛的臉龐。」 

       黃姑娘與阿美的經驗，正正告訴我們，撫觸就像一對温暖而充滿愛的手，撫慰自閉症小朋友心裏的恐懼，暖透

及軟化他們冰封的心。 

 

對對對對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孩子的好處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孩子的好處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孩子的好處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孩子的好處    

        除了自閉兒外，撫觸對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的孩子也有效用。例如 Field et al 於 1998 年以 28 位專注力不足及

過度活躍的青少年為對象的研究顯示，施以按摩能使他們在教室中的過動行為減少、能較安坐及較專注做功課；他們

自評的快樂指數也提高了。由此可見，撫觸能更有助他們學習，他們的心靈也得到愛的滋潤。 

 

對對對對其他特殊孩子的好處其他特殊孩子的好處其他特殊孩子的好處其他特殊孩子的好處    

        對於一些發展遲緩兒、早產兒、氣喘兒、唐氏兒、腦性麻痺兒、視障兒及等，撫觸對他們也有助益。例如賴女

士在書中提到，撫觸能刺激低張力孩子的張力；早產兒的體重的增長速度會更如理想，增加提早出院的機會。另

外，她也深信撫觸能幫助視覺缺損及唐氏症的小孩增進對身體的覺知。總括而言，撫觸是一種有效及叫他們愉悅的

方法，幫助他們的發展，療愈他們的身心。 

 

進進進進行撫觸的必備條件行撫觸的必備條件行撫觸的必備條件行撫觸的必備條件    

        閱了這麼多撫觸對孩子的好處，家長可能已急不及待蠢蠢欲試，可不知該如何開始。其實，多擁抱孩子，不要

吝嗇及猶豫與他的身體接觸，孩子已能感受你對他的愛。除此之外，按摩也是一種常用且有效的方法。坊間及網上

都有不少有關按摩技巧的資料，例如上文所述的《嬰幼兒撫觸與按摩》一書或國際嬰兒按摩的網站

www.babymassage.com.hk，均載有詳盡但簡易的按摩技巧以供參考。不過，父母是否有好的技巧只是其次，最重要

的是父母能帶着愛、帶着温柔，無條件接納孩子，全心全意地為他按摩。這樣，父母與孩子才能心靈相通。 

總括而言，在進行撫觸時，愛才是最關鍵的要素。想想「愛」這個字，最上面的「爫」就像父母的手，給孩子

的心蓋一個安全舒適的家；最下面的「攵」就是兩者在亙通、交流。這個「愛」字或可給予父母一些啟示，如何在

進行撫觸時，展現愛的真諦。 

 

專題探討——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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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點滴 

從從從從小學教師 到 兒童發展導師小學教師 到 兒童發展導師小學教師 到 兒童發展導師小學教師 到 兒童發展導師    

       從小盼望能教導所接觸的孩童去認識世界、人和

事，參與他們的學習過程，見證他們的成長，故畢業後

我毅然加入教育界，以「為人師表」的身份再次走進校

園。看到一張張天真的臉孔、單純的思考方式及牙牙學

語的小孩子，使我更鍾愛小孩。  

 

       小孩的校園學習生活絕不輕鬆，每天要應付接踵而

來的功課、默書、評估、戶外考察、觀察活動、小組匯

報等排山倒海的工作量，如果沒有良好的專注力、充足

的精神及腦部與四肢間的互相協調，小孩要應付此等工

作絕非易事。 

 

       在每課堂的教學當中，我總會發現到當中有兩、三

個小孩應付得十分吃力，而且跟不上主流的學習進度，

當大夥兒在進行小組討論，他們只有聽的份兒，插不上

嘴；當大夥兒在聽老師講課，他們就像「浮游生物」的

心及身到處飄浮；當大夥兒在遞交家課時，他們總是把

書本文具「散盡」地上，最後還是找不到該找要呈交的

功課；當大夥兒在做堂課或默書時，他們總是很努力地

想在腦中找尋答案，可是最後仍只能在簿本上打上「交

叉」或是「留白」……他們就是 SEN(Special Education 

Needs)——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他們是需要家長、

學校、老師及同輩「多點」的幫助及支持的小孩。 

 

        縱然已開始實施不少學習支援政策去幫助 SEN 小

孩，可是他們仍需要「跟隨」主流學習進度，當看見他

們十分落力參與額外補課、學習認字課程等目的是想

「追回」主流學習進度時，最後仍只獲得「挫敗感」，

整天愁眉苦臉，作為教師的我真的感到很「心痛」，很

有承擔幫助他們尋找「底蘊原因」以「對症下藥」根治

其學習困難，以幫助我將會接觸的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

擁有健康的全人發展，克服所遇到的學習困難及阻礙他

們發展的障礙。這造就了我修讀「特殊教育」學士課程

及加入兒童發展訓練機構的原因。 

 

        後來，我加入助展會成為兒童發展導師——一間

以孩童的個人發展為中心，找出其學習及發展困難的原

因並提供個別化的訓練及教學，使其發展進度達致與同

齡相若。 

新新新新工作的角色與挑戰工作的角色與挑戰工作的角色與挑戰工作的角色與挑戰    

       在轉職作兒童發展導師後，我所處的角色就截然不

同了。我由原來小學教師的「知識傳授者」轉為現在新

工作的「指導及同行者」——就是針對孩子的個別需要

去改善其發展的差異，而與小孩進行「個別化」的訓練

及教學，當中「指導者」角色就是要在後「推」小孩離

開固有錯誤的認知思想及做法，而在前引領小孩步進新

的探索、創造新的發展階段；「同行者」就是陪伴小孩

越過一關又一關的發展困難，在旁支持及鼓勵他們，建

立良好健康的發展進程。不論小學教師還是兒童發展導

師，我們都是以「小孩」為本，一切以小孩發展的方向

及階段為先，而去決定所有教育的知識及活動內容。但

是，雖然同為兒童教育工作者，但是所教授小孩的方法

卻大不相同，這也是我轉職後所面對的最大「挑戰」。 

 

       於學校裏，小孩會學習到合乎其「主流」年齡的知

識及能力。我於小學任教師時，所教授小孩的知識及活

動設計都是建基於「大部份」年齡相若的小孩已有的能

力、現階段所需學習的能力及知識而定，不論小孩是否

達到「預設」學習能力、知識及思維模式，所有相同級

別的小孩都會一同學習相同的知識、能力。雖然學校亦

會為「追不到」學習程度

的小孩提供「額外的幫

助」，如課堂上抽離的小

組學習、課後功課支援及

情緒輔導等，可是到最後

老師都是依據「主流」的

標準能力而要他們「追

上」主流程度，而對於他

們在成長當中所欠缺的

「書外」能力及知識等的

「漏洞」，作為小學教師

的我就未必能同時間兼顧。能於「課外」為小孩「填補

漏洞」的就是我轉職後的「新角色」——兒童發展導

師。作為兒童發展導師，我須按小孩經評估後發現導致

其學習或發展困難的「本因」而設計及訂立所有活動及

訓練目標，後會「個別化」去教授小孩於成長過程中遺

漏的知識及能力。過程中會不斷開會、評估及進行檢討

以審視小孩之學習進度，以不斷更新、修訂及策劃未來

新的學習方向。 

 

       於我來說，這是一個新的挑戰，也是作為兒童「指

導者」最重要的學問——需要非常了解及掌握所有兒童

發展的階段及流程、當中所牽涉不同學習能力及兒童的

身心理狀況。我於學校任教時，雖然接觸的小孩較多，

但礙於時間有限而需要處理的事太多，故相對地對每位

教學點滴 在心頭教學點滴 在心頭教學點滴 在心頭教學點滴 在心頭…………………… 助展會 兒童發展導師 

周加恩姑娘 

從小學教師 轉為 兒童發展導師從小學教師 轉為 兒童發展導師從小學教師 轉為 兒童發展導師從小學教師 轉為 兒童發展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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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的了解及認識會變得較片面；而在這裡我需要對

小孩了解得非常透徹，不論在其身軀四肢、語言、腦

部發展、專注力、社交、認知及視聽覺的發展上都需

要瞭如指掌，以設計個別化的訓練活動，來符合小孩

理應到達的發展階段；另外，也因為小孩年紀還小，

所認識的詞彙並不豐富，故不但未能有好的表達及溝

通能力，而且亦不清楚自己的狀況，故我也得靠對小

孩的行為、說話來進行觀察，與家長互動的溝通來掌

握小孩的發展情況，好能在他們的成長之路上「引

導」及「同行」。 

 

見見見見證著孩童的進步證著孩童的進步證著孩童的進步證著孩童的進步    

       我喜歡在助展會裡工作。 

 

       我可以見證著每個小孩進步的里程——記得在這

裡我遇到一位讀寫障礙的小三學生小明(化名)，他每

每默書也不及格，認字困難，常把近似字的讀音混

淆，若仍是小學教師的我，我會盡我所能令他達到

「及格」標準，包括小息放學留校「預默」，減少其

抄寫時間而多作拆字記認的練習，或是給予其「默書

加分制」等的支援方法，好讓他得到「較高分數」，

追回「大部份」同學能「認默」的字詞量；但是，現

在的我卻會先找出其「默書不及格」的「真正原因」

——原來他不能把「字形」與「字音」配對，就好像

我們成人「學新語言」一樣，要多一邊聽該字音，一

邊看該字形，反覆練習，就能把字形字音記在心。經

過多次重覆練習，小明不但學習到記認字的技巧，默

書成績也開始有進步，連學校的老師也讚賞小明閱讀

中文文章比之前快而準確多了。 

 

       看到小孩有的由最初口語表達得模糊不清，到現

在能「我口說我心」，表達時開始具組織及豐富的詞

彙；有的由最初行路常跌倒、自理能力較差，到現在

行動自如，且能照顧及保管好自己的東西；有的由最

初眼睛看不見物

件細緻的部份，

到現在能觀察入

微，看到連導師

也看不到的東

西；有的由最初

坐不定、 

「我相信，優質的兒童

發展教育工作是需要有

「力量」的導師所帶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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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急速、行為衝動，到現在能自我覺察、隨意調控自己的專

注力及身體；有的由最初與人溝通時沒有眼神接觸，到現在多

了自發性的與人的眼神交流，也開始主動融入人群中；有的由

最初寫字東歪西倒、字體形狀大小不一、不能把字寫於空格之

內、沒有字距等，而閱讀時跳字跳行、認字困難、字詞錯換

等，到現在讀寫各方面均有顯著的進步……以上各項的進步皆

表示每位小孩所付出的努力及堅持、家長的支持及不計較回報

的愛、導師的指導及鼓勵而綜合所獲得的「收成」。 

 

       我能看到的每一位小孩，他們雖然在不同發展範疇上比同

齡學童有所差異，但仍流露稚氣純真的笑容；而攜同他們到來

的家長，由最初擔憂無助的愁臉到現在釋懷開放的笑面，這都

是我繼續努力工作動力的來源，我能從中能得到極大滿足感。 

    

啟啟啟啟發與反思發與反思發與反思發與反思    

       我相信，優質的兒童發展教育工作是需要有「力量」的導

師所帶動。 

 

       兒童教育工作者的「力量」是影響小孩學習及成長最重要

的一環。此「力量」包括導師個人的性格、態度、對兒童的觀

察了解，對教育的信念抱負、對教育的專業認知度等等，並常

作自我反思，多保持活力及創新。雖然小孩子的經驗與認知不

足，但他們卻是「學習能手」，與導師共處的過程中，他們能

靠五官去觀察導師的行為、聽到導師的教訓、感受到導師的內

心想法及對自己的態度，日而久之地去模仿及受「感染」。故

作為兒童教育工作者的我們應該時刻保持活力，裝備以自我成

長，常反思人生態度，讓自己成為可讓小孩模仿的「同行及指

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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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展會助展會助展會助展會成立於一九九三年，本著「「「「順天而行順天而行順天而行順天而行、、、、助展潛能助展潛能助展潛能助展潛能」」」」的信念，為 0 至 18 歲在發展上有差異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全面

性專業服務的私營機構；宗旨為幫助他們突破成長困局，促進其身心腦的自然發展。服務包括為孩子提供全面能力發展評

估和釐訂個別發展需要的治療方案並進行訓練；本會亦為家長、教育界、復康界、社會服務界同工提供專業諮詢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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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服務新增服務新增服務新增服務////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1. 智能評估、讀寫障礙評估、專注力評估 

2.  音樂才華專業咨詢 

3.  樂器訓練：鋼琴、古箏 

4.  音樂治療：小組/個人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1. 音樂教育講座：如何幫助孩子選擇及學習樂器? 

    (日期：2月25日 星期六 早上) 

2. 「身心靜定」兒童、青少年專注力訓練講座 

    (日期：3月13日 星期二 晚上) 

3. 幼教保健感統 ─ 身軀平衡教師工作坊 

    (日期：3月19日 星期一 全日) 

4. 為兒按摩工作坊 

    (日期：4月2日 星期一  全日) 

5. 自閉症關顧週；識心療法講座 

     (日期：4月13日 星期五  晚上) 

 

 

預約及查詢，請電2528 4096 或 電郵至 pda@pdachild.com.hk

網址：www.pdachild.com.hk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194-200號 東新商業中心一樓全層(灣仔港鐵站A1出口)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有/懷疑有發展困難的學生 / 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有/懷疑有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學習障礙，發展遲緩 、社交、溝通、專注力不足 等)

小組: 4 - 6 歲 幼稚園學生

星期六 下午 3:004:00 2/18,2/25,3/3,3/10,3/17,3/24,3/31

個人: 歡迎來電預約

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 :：通過特別設計的音樂活動，幫助孩子們體驗不同的音樂理念與知識，並

幫助孩子改善情緒行為問題，達致教育和治療的目標：

1/ 提高語言、社交及溝通發展能力，促進情感表達

2/ 提高肌肉協調，手眼協調能力

3/ 加強創意

4/ 學習基本的音樂概念

課程 內容
課程 內容
課程 內容
課程 內容: 1/ 唱歌 ( ( 歡

迎歌、兒歌、創作歌曲、再見歌 )

2/ 音樂活動

3/ 學習音樂理論

4/ 即興音樂創作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   $1,750 (共共共共7節節節節, 每節每節每節每節1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690/節節節節 (45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小組不超過
小組不超過
小組不超過
小組不超過 6 人人人人

導師音: 羅兆愉姑娘音樂治療師 + 助教( 小組)

音樂治療碩士 , 
教育系學士，俱教導自閉症 , 

唐氏綜合症等以及有特殊學習需要、行

為或社交等問題學童經驗，並把音樂、教育及治療溶合於音樂治療訓練中

陳玉珍姑娘
陳玉珍姑娘
陳玉珍姑娘
陳玉珍姑娘 Ann CHEN 兒童發展治療顧問

香港一級註冊職業治療師、醫療研究碩士、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顧問、

DISC 性格測驗 認可顧問、感覺統合評估證書、並修讀Somatic Experiencing、

Myofascial Unwinding等體感心理治療課程 及擁有超過二十年前線

兒童腦神經發展治療經驗
周加恩姑娘
周加恩姑娘
周加恩姑娘
周加恩姑娘 Miyan CHOW 兒童發展導師

特殊教育學士、並且有豐富主流學校教授專注力訓練課程的經驗

報名及查詢，請電2528 4096 或 電郵至 pda@pdachild.com.hk

網址：www.pdachild.com.hk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194-200號 東新商業中心一樓全層(灣仔港鐵站A1出口)

• 你已盡力幫助孩子，但他做事時仍無法集中，不是發白日夢，就是八卦外面

去了嗎 ?
• 你已盡力提醒孩子，但她的屁股還是未能好好地安坐椅上做功課嗎?

• 你正在尋找一些更有效的方法來幫助提升其專注、靜定和自控的能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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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身心靜定身心靜定
身心靜定
身心靜定』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的理念及內容介紹

2. 培養『身安定、心靜定及思正見』 之

引導和訓練活動介紹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 有專注力/ 安坐靜定困難 小學生之家長

� 輔助 專注力困難/過度活躍 學生之

老師、社工及輔導者

時間: 7:00 – 9:30 pm
地點: 助展會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青少年專注力訓練
青少年專注力訓練
青少年專注力訓練

青少年專注力訓練

鄭志立鄭志立鄭志立鄭志立                        音樂教育顧問音樂教育顧問音樂教育顧問音樂教育顧問    

● 美國辛辛拿堤大學之音樂學院硏究院指揮系碩士 

● 香港浸會大學音樂及藝術系學士 (主修歌唱、副

修鋼琴) 

● 曾為香港中小學、大學及兒童音樂機構等，提供

專業音樂教育及音樂項目發展服務 

霍凱霖霍凱霖霍凱霖霍凱霖                        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    

●  對處 理智 障、 中 英文 讀寫 困 難及 自閉 症

學童 的學 習有 豐 富經 驗 

●  為資 優兒 童、 讀 寫障 礙、 自 閉症 學童 及

各類 有特 殊需 要 兒童 提供 心 理評 估及 教

育諮 詢服 務     

羅兆愉       音樂治療師羅兆愉       音樂治療師羅兆愉       音樂治療師羅兆愉       音樂治療師    

● 音樂治療碩士、教育系學士 

● 具教導有特殊學習需要、行為或社交等問題學童經

驗，並把音樂、 教育及治療溶合於音樂治療訓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