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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协康会 11 月“读写障碍方面的实用技能培训”课程通知 

 

一、日期：2017 年 11 月 18 至 20 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二、地点：沧州市运河区黄河西路 33 号阿尔卡迪亚国际酒店 

三、招生对象： 

1、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教师；2、幼儿园班级教师 3、初小教师及社工 

四、课程安排 

第一天（6 小时） 

时间 内容 形式 (负责同事) 

上午 

9:00-12:00 

及 

下午 

2:00-5:00 

 协康会和培训流程的介绍 

播放协康会影片 

讲者自我介绍 

培训课程重点及流程 

 读写障碍概述 

读写障碍的描述 

读写障碍的定义及诊断准则 

读写障碍的出现率 

香港早期识别及评估读写障碍学童的情况 

 与读写障碍有关的因素 

遗传因素  

脑部结构异常 

语音意识及语音记忆 

命名速度 

语素意识 

 读写障碍对儿童的影响 

学业、情绪行为、人际关系、家庭关系 

 读写障碍的介入模式－介入反应模式 (RTI) 

 在学前阶段和小学低年级阶段的表现征兆 

学前阶段      (2 至 6 岁) 

初小阶段      (6 至 8 岁) 

 读写障碍早期识别及介入的重要性 

 香港在协助读写障碍学前儿童及初小学童的经验 

 协康会支援学前读写障碍学童资源 

参考书籍：《听说读写小宝盒-幼儿语文学习教材套》 

（加强版） 

应用程序：写前游学园、听说读小奇兵 

 

讲解 (Rex WONG) 

播放片段 

 

 

讲解 (Rex WONG) 

播放片段 

 

 

 

讲解 (Rex WONG) 

 

 

 

 

讲解 (Rex WONG) 

播放片段 

讲解 (Rex WONG) 

播放片段 

讲解 (Rex WONG) 

播放片段 

讲解 (Rex WONG) 

播放片段 

讲解 (Rex WONG) 

播放片段 

讲解 (Rex WONG) 

示范 (Rex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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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形式 (负责同事) 

 第一天培训课程总结 讲解 (Rex WONG) 

第二天（6 小时） 

时间 内容 形式 (负责同事) 

上午 

9:00-12:00 

及 

下午 

2:00-5:00 

 运用《听说读写小宝盒－幼儿语文学习教材套》（加强版）协

助读写障碍学前儿童 

理念篇 

 教材套发展背景、教材套理念、教材套结构 

成效研究篇  

 教材套成效研究 

内容解说及实操篇－听与说 

 口语词汇、听觉理解及语言推理、语音加工技巧、 

句法意识、语素意识 

内容解说及实操篇－阅读 

 文字觉识、字词学习、字形结构、朗读、形旁部首  

 第二天培训课程总结 

讲解 (Rex WONG 及

Vicky NG) 

播放片段 

示范 

小组讨论、实操及汇报

 

讲解 (Vicky NG) 

播放片段 

示范 

小组讨论、实操及汇报

第三天（6 小时） 

时间 内容 形式 (负责同事) 

上午 

9:00-12:00 

及 

下午 

2:00-5:00 

 运用《听说读写小宝盒－幼儿语文学习教材套》（加强版）协

助读写障碍学前儿童 

内容解说及实操篇－书写 

 感觉肌能、视觉动作整合、笔划及部件写法、笔顺规则 

 

讲解 (Vicky NG) 

播放片段 

示范 

小组讨论、实操及汇报

 

 介绍不同策略及教材，协助教师及社工设计小组学习活动，

支援有读写障碍初小学生 

o 多感官认字  

o 伴读 

o 六何法 

 如何协助读写障碍学童学习阅读文章 

o 分析从叙事性的阅读材料中找出四何     

(何时、何地、何人、何事)的元素 

o 基础阅读策略，包括： 

 解读问题策略； 

 故事阅读策略； 

 推测策略 

 第三天培训课程总结 

讲解 (Rex WONG) 

播放片段 

示范 

小组讨论、实操及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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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习成果： 

    按要求参加全部课程学习后颁发香港协康会的结业证书。 

六、报名： 

1.培训收费： 

 2180 元/人，食宿、交通、教材费用自理； 

1980 元/人，食宿、交通、教材费用自理；（参与过我校 8月份培训/组团报名 5人以上享受此优惠，

此优 惠只能享受一次） 

协康会指定教材需向指定书商现场购买，具体价格为《听说读写小宝盒》不含税 280 元，含税 336

元。 

   

2.报名： 

  a.填写报名回执发送至邮箱 czgudu@163.com； 

  b.同时联系我们确认名额后缴费（名额有限，） 

  c．报名现场缴费的请在回执中注明。 

      联系人:   赵老师   手机：18633703563 座机：0317-2109076 

      张老师   手机：13131718237 

协康会 11 月培训报名回执 

姓名 性别 

民

族 
单位及税号

（开发票用） 
职务 手机号 

邮箱（发二论

通知用） 

是否需要

会务协助

安排住宿 

预计到

达时间 

  
 

      

  
 

      

  
 

      
3.缴费信息： 

开户名称：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沧州市解放路支行 

开户账号：101679778754 

缴费同时请在附言处注明：机构名称（与开票信息相符）、姓名、款项用途； 

七、讲师介绍： 

讲者简介： 

 

黄俊杰先生 协康会教育心理学家 

黄先生拥有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心理学)荣誉学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教育文凭及香港大学社会科

学位(教育心理)硕士学位。黄先生曾任教于特殊学校，对处理智力障碍及自闭症谱系学童的学习及情

绪问题有丰富经验。于 2006 至 2015 年期，黄先生参与“喜阅写意：赛马会读写支持计划”，负责统

筹及推动多项及早识别、及早支持策略，支持有潜在读写困难幼儿。黄先生近年致力推动于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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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幼儿学校，运用专业教育心理学家服务，提升学校整体效能。 

 

 

吴莆凤女士 协康会幼儿教师 

吴女士拥有香港教育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对学前教育课程设计及发展有丰富经验。吴女士曾于幼儿

学校担任兼收位教师，对支持特殊教育需要幼儿有丰富经验。于 2011 至 2015 年期，吴女士为“喜阅

写意：赛马会读写支持计划”担任教育顾问，协助幼儿园发展校本语文课程，支持有潜在读写困难幼

儿。于 2017 年，吴女士与教育心理学家、言语治疗师及职业治疗师携手合作，为协康会编写手机/

平板计算机应用程序“听说读写小奇兵”，旨在为儿童提供富有趣味的语文学习游戏，推出以来深受

家长及儿童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