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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成長系列

「續．部．提．昇」─ 提升自閉症幼兒
溝通能力講座
PROF-HO-17-00085

33

好書推薦

自閉症兒童的家長最關心的是孩子的語言發展，可是他們的語言發展往往較一般兒童緩慢，即使學懂
說話，與人溝通時也經常出現困難，未能適當地與人互動相處；因此，家長們都想方設法，希望改善
他們的溝通能力，幫助他們走出自閉症的世界。

《續．部．提．昇 ─ 提升
自閉症幼兒溝通能力應用
手冊》

溝通是雙向的，家長除了要認識自閉症孩子的溝通特質，也需要了解自己與孩子的相處是屬於教導
型、自由型、協助型還是其他溝通型格，從而作出適當的調整，才能與孩子達致良好的互動溝通。
「續．部．提 ．昇」是一套有系統的互動溝通策略，能幫助家長有效引導自閉症孩子明白及學習與人溝
通的規則。

自閉症幼兒的語言發展較一般兒童

是次講座讓參加者更了解自閉症兒童的溝通特質及其訓練需要，並介紹如何設計活動，在遊戲和日常
生活中引發自閉症兒童作溝通。
講座內容
1. 自閉症兒童的溝通特質及訓練需要
2. 與自閉症兒童溝通的技巧
3. 如何設計活動以引發自閉症兒童的溝通

對象： 學前自閉症兒童家長(尤其適合未有口語表達能力至雙詞階段的自閉症兒童)，
及有興趣的專業教育人員
講者： 協康會言語治療師伍慧敏女士
日期： 16/12/2017(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12:30
地點： 觀塘平安福音堂(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6樓G室)
名額： 100
費用： $100
$150(同時購買《續．部．提．昇 ─ 提升自閉症幼兒溝通能力應用手冊》優惠價)

慢，而即使孩子學懂講話，在與
人溝通時也經常出現問題，令家
長倍感擔心。《續．部．提．昇》
由協康會言語治療師團隊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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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成長系列

「提升孩子執行功能有妙法」講座
知多一點點

如何提升ADHD孩子的執
行功能？
研究顯示，ADHD孩子的執行功能
比一般孩子弱，在日常生活中面
對種種困難。要提升孩子的執行功
能，成人須逐步增強孩子的自我覺
察能力(例如：了解自己的覺醒狀
態)，接著可引導他們運用適當的
策略(例如：感覺活動)調節自己的
狀態，以提升專注表現，並教授他
們有系統地處理生活事務的方法(
例如：做事四部曲)。另外，適當
的活動及環境調適(例如：流程編
排、視覺提示等)也相當重要，可
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讓他們重拾
自信，改善生活上自理、學習及遊
戲時的表現。

PROF-HO-17-00070
「行為衝動、身體同把口無時停？成日魂遊太虛、無心裝載？執嘢立立亂、無計劃、無組織，唔知點
做？」以上情況都可能是孩子的「執行功能」弱所導致，若情況發生在你的孩子身上，你會怎麼辦？狠
狠地教訓他？還是索性為他安排好一切，避免出錯？
執行功能是十分重要的腦部功能，包括反應抑制、持續專注及計劃及組織能力等，影響著我們在日常
生活中的自我調節和自我管理的表現。近年許多外國研究均指出執行功能是個人成就的重要指標，其
影響性比智能(IQ)更顯著。執行功能的發展和大腦一樣，在幼兒期的發展最迅速。家長應從小培養孩子
良好的執行功能，為他們日後的成長發展奠下重要的基礎。
本講座旨在讓家長及老師了解孩子執行功能的發展，對日常生活表現的影響，並介紹一些協助提升孩
子執行功能的方法。
講座內容
1. 幼兒的執行功能發展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2. 執行功能欠佳的表現和影響
3. 提升孩子執行功能(如：反應抑制、情緒控制、持續專注、計劃能力等)的方法和訓練活動
4. 提升孩子自我調節和自我管理表現的策略
5. 環境及活動調適

對象：有專注力不足及/或過度活躍徵狀的幼稚園或初小學童的家長及老師
講者：協康會職業治療師楊志凱先生
日期：20/1/2018(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 - 中午12:00
地點：協康會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I室)
名額：50
費用：$120

APED會員$110

兒童成長系列

「身心導向：ADHD綜合協調訓練」(ICARE)
家長工作坊
第2期： PROF-HO-17-00071

好App推介

專注力失調/ 過度活躍症 (ADHD) 兒童的動作協調、計劃和組織力均遜於同齡學童，協康會物理治療師
團隊由2005年開始以「身心導向：ADHD綜合協調訓練」(Integrated Training of Coordination Attention
Regula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英文簡稱ICARE) 來幫助ADHD兒童改善身心控制的能力，提升兒
童在日常學習及生活上的功能。此套訓練方法參考及依據多項學術研究，利用各種感知肌能、協調動
作、動作計劃及組織的訓練，專門針對ADHD兒童的覺醒狀態、專注和執行功能的問題。

加得小勇士

本工作坊的內容針對初小學童的需要，讓家長首先加深了解ADHD兒童的特性，並掌握「身心導向：
ADHD綜合協調訓練」的原理，通過學習不同的訓練方法，逐步掌握實踐ICARE的步驟，從而協助
ADHD兒童提升專注、自控及組織等能力。
課程內容
第一節

• ADHD學童的困難及特徵
• 執行功能的缺損
• 動作協調困難
• 實例分享

第二節

•「身心導向：ADHD綜合協調訓練」(ICARE)的原理與方法
• 實踐ICARE的步驟：調適覺醒與專注狀態

第三節

• 反應抑制困難實例分享
• 實踐ICARE的步驟：反應抑制訓練

第四節

• 視覺與聽覺動作的記憶與協調困難的實例分享
• 實踐ICARE的步驟：視覺與聽覺動作的記憶與協調訓練

第五節

• 學童在生活事務與學習困難的案例分析
• 實踐ICARE的步驟：協調及組織工作訓練

對象：主流學校小一至小三已確診或懷疑患有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兒童的家長
講者：協康會物理治療師張詩詠女士及柯雅忍女士
日期：20/10, 27/10, 3/11, 10/11 及 17/11/2017(星期五)
時間：下午6:30 - 8:30
地點：協康會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I室)
名額：24
費用：全期五節$1,300

APED會員$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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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得小勇士」App是全港首個提
升專注力及執行功能的訓練軟件，
設有60個訓練活動，適合6-12歲兒
童，通過訓練執行功能，特別是反
應抑制能力及運作記憶能力，加強
兒童的專注力及自控表現。
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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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得其樂」自閉症兒童家長管教課程
「教得其樂」課程結構

第6期：JC-FPSP-HO-17-00072
第7期：JC-FPSP-HO-17-00073
「教得其樂」是由本會與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大學共同研發、特別為就讀主流幼稚園有特殊需要兒童的

綜合管教計劃
以特殊需要兒童不同的
高危境況作例子，將課程
內容整合成綜合管教計劃

家長而設的基礎管教課程，並進行了一項為期兩年的隨機對照測試研究，結果顯示「教得其樂」能有效
減少孩子的問題行為，同時有效紓減家長的親職壓力。「教得其樂」課程共有八節，內容包括兒童行為
的成因，建立及鞏固良好行為的基礎技巧，不當行為的預防及處理方法；透過小組討論、角色扮演和
家中應用，一步一步引導家長掌握20個因應特殊需要幼兒情況的管教技巧，從而有效地教養孩子愉快
成長，培養良好行為。為更有效幫助自閉症兒童家長提升管教能力，特別增設三堂增潤課節，包括對

處理問題行為
以正面的方式處理
特殊需要兒童的問題行為

培養良好行為
以鼓勵及合宜的教導方式
培養特殊需要兒童的良好行為

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需要的基礎認識、管教的注意事項及促進與孩子溝通的方法。
課程內容
第一節

關於自閉症譜系兒童的教養

第七節

預防不當行為的方法

第二節

學習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第八節

不當行為的處理方法(一)

第三節

兒童行為的分析

第九節

不當行為的處理方法(二)

第四節

良好行為的建立

第十節

學習訂定綜合計劃

第五節

鞏固良好行為的方法

第十一節

運用社交故事建立良好行為

第六節

提升孩子的溝通能力

對象：現就讀主流幼稚園K1-K3或幼兒園N2-N4自閉症幼兒的家長

建立關係＋基礎理論
以良好的親子關係及裝備
基本的管教理論和知識

導師：協康會資深社工李君茹女士
日期：<第6期> 30/11, 7/12, 14/12, 21/12, 28/12/2017, 4/1, 11/1, 18/1, 25/1, 1/2 及 8/2/2018(星期四)
<第7期> 6/1, 13/1, 20/1, 27/1, 3/2, 10/2, 24/2, 3/3, 10/3, 17/3 及 24/3/2018(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 - 中午12:00
地點：<第6期> 香港遊樂場協會優才發展及交流中心504室(九龍旺角奶路臣街38號5樓)
<第7期> 香港小童群益會704室(香港駱克道3號7樓)
名額：15
費用：全期十一節$550
證書：出席率達75%或以上者將獲課程證書
贈書：每位家長可免費獲贈家長手冊及情緒圖卡乙套
備註：有興趣報讀「教得其樂」八節家長管教技巧課程的家長可向本會各家長資源
中心(見第55頁)查詢。本課程並設有導師培訓證書課程，詳情參閱第25頁。

兒童成長系列

「知情解意：自閉症兒童綜合教育模式」
家長進階課程 (社交至語言伙伴)

37

好App推介

PROF-HO-17-00077
SCERTS是由五位專門研究自閉症的美國學者，根據20年以上臨床研究發展出來的多專業綜合教育模
式。此教育模式的目標是透過人際及學習上的支援，幫助自閉症兒童發展社交溝通及情緒調節的能力，

「知情解意」平版電腦App

以應付日常生活中社交及學習上的挑戰。

本會SCERTS專責小組開發了「知
情解意」應用程式，以SCERTS自

協康會綜合過去幾年成功推行SCERTS模式的經驗，特別設計一系列課程，介紹這套理論的基礎及推行

閉症綜合教育模式的理念為基礎，
讓業界同工及家長能更靈活地運用

方法。課程分為基礎和進階兩個階段，基礎課程 (詳情請參閱第23頁)適合家長和教育專業人員，旨在讓
學員對《知情解意：SCERTS綜合教育模式》有初步的認識外，亦盡量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務求讓
學員將理論應用於自閉症兒童的教育工作和家居訓練上。
完成基礎課程的家長可繼續修讀特別為家長而設的進階課程。家長進階課程按兒童能力分為兩個
單元：「單元一：社交至語言伙伴」涵蓋完全未能使用口語或圖片作溝通的兒童，以至開始使用簡單短
句來溝通的兒童；「單元二：交談伙伴」涵蓋能以完整句式作溝通的兒童。家長可按需要自由選修個別
或全部單元(課程結構見第23頁)。
今期推出「單元一：社交至語言伙伴」，透過個案分享、討論、短片分享和角色扮演，讓家長進一步了
解處於「社交至語言伙伴」階段的兒童的需要及訓練模式。
課程內容
第一節

• 社交溝通及情緒調節方面的行為特徵
• 社交溝通及情緒調節方面的學習重點
• 協作支援重點及策略

第二節

• 家居訓練目標和活動
• 人際關係及學習支援策略的設計
• 訓練遊戲及工具的設計及運用

對象： 自閉症兒童家長，並已修畢「知情解意： 自閉症兒童綜合教育模式」基礎課程
導師： 協康會SCERTS團隊成員(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
日期： 2/12及16/12/2017(星期六)
時間： 上午9:30 - 下午12:30
地點： <第一節> 觀塘平安福音堂(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6樓G室)
<第二節> 協康會總辦事處(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K室)
名額： 25
費用： 全期兩節$700

APED會員$660

證書： 完成課程的學員將獲發聽講證書

電子教材以支援日常訓練；同時亦
加入有趣的互動功能，以加強自閉
症兒童認識和學習調節情緒的
興趣。內容包括：

視覺提示工具：日程表、工作程
序、工作清單、計時器、輪候表、
選擇表、常規提示、繪圖板
情緒調節錦囊：我的心情、認識
情緒 (包括：情緒面面觀動畫、
情緒小故事動畫、情緒調節方法
動畫、認識情緒小遊戲、情緒舒緩
小遊戲)
為切合兒童的個別需要，此app
提供多項個人化設定，使用者可
因應需要選擇廣東話或普通話、
繁體或簡體中文; 並附有繪圖工具
及拍攝功能，方便按需要增加及
設定圖卡。
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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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App推介

「解難智趣囊」
現實生活瞬息萬變，面對不同的
突發事件，兒童需要靈活的應變和
解難能力，才能夠處變不驚。解難
能力是一種重要的認知功能，對孩
子的學習、社交及情緒也有重要的
影響。
為增強有發展障礙兒童的應變和
解難能力，協康會幼兒教師團隊
研 發「 解 難 智 趣 囊 」A p p ， 精 選
下列40個生活和學習上常見的
情境，並配以相應的解難對策，
供老師及家長參考：
危急應變篇：火災、受傷、交通
擠塞等
學校適應篇：默書、改變上課地
點、穿著不合適校服等
生活應變篇：家人離世、參加飲
宴 / 喪禮等
社交互動篇：父母吵架、迎接家
中嬰兒、下錯車等
免費下載體驗

「用遊戲支援發展障礙兒童」
家長工作坊
PROP-HO-17-00084
每天給孩子最少60分鐘的遊戲時間 — 這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根據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研究向家長提出的
建議。發展上有遲緩或障礙的兒童，家長唯恐孩子追不上發展進度，每天編排各種訓練，常常忽略了
遊戲時間；也因為孩子發展較遜，在理解規則、社交溝通或情緒行為方面也許都有困難，家長擔心其
未必獲同齡兒童接納，有時避免帶其外出，因而較少有機會與其他兒童一同遊戲。而家長亦較少與兒
童進行遊戲活動。
在遊戲中，兒童既度過愉快的時光，又能透過探索和體驗發展身心，家長如參與其中，更可建立親子
關係。如能理解和配合孩子的特殊需要，為他們創造合適的遊戲環境和氛圍，遊戲能發揮極大效用，
支援他們的身心均衡發展。
本工作坊針對發展障礙兒童的需要，希望幫助家長更好掌握遊戲的作用和技巧，並以小組形式實習支
援方法。
講座內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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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3至6歲有發展障礙幼兒的家長
講者： 協康會心理學家顏瑋林先生及社工陳月娥女士
日期： 26/1/2018(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地點： 觀塘平安福音堂(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6樓G室)
名額： 20
費用： $350

APED會員$300

備註：建議參加者穿著輕便服裝上課，以便進行實習活動

兒童成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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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腦操 ®：「原始反射整合」家長班
第3期：PROF-HO-17-00069

知多一點點

健腦操®由美國教育心理學家保羅丹尼遜博士始創，是一種提升腦部運作效率的身體運動及學習方法。

清除障礙，提升學習能力

很多文獻提出有學習障礙的學童大多有未整合的原始反射，影響他們的坐姿、眼部運用、行為情緒控
制及學習能力等。本課程的導師為註冊健腦操®導師，將教授如何整合「殘留」的原始反射及運用健腦
操的五個步驟，包括（一）熱身運動四式；（二）設立目標；（三）生理測驗；（四）身腦運動或整合原始
反射動作；（五）重複生理測驗，去提升大腦運作，改善兒童的專注力、感官肌能及行為情緒控制，從
而幫助有學習障礙的兒童去改善學童的學習問題。
課程內容
第一節

• 簡介健腦操及進行健腦操的步驟
• 學習原始反射及其對兒童學習的影響
• Moro反射與兒童衝動情緒的關係及整合的方法

第二節

• 訂立學習目標的方法
• STNR及ATNR反射與坐姿、抄寫能力、眼球活動及學習能力的關係
• 整合原始反射的方法

第三節

• TLR反射與平衡肌肉張力及坐姿的關係
• Fear paralysis反射與眼神接觸及情緒行為的關係
• 整合原始反射的方法

第四節

• Grasp反射與執筆及操控力度的關係
• Rooting 及其他口部原始反射與說話及吞嚥能力的關係
• 整合原始反射的方法

對象：有學習障礙兒童的家長
導師：協康會物理治療師鮑杏儀女士及梁慧嫻女士
日期：9/10, 16/10, 23/10 及 30/10/2017(星期一)
時間：下午6:30 - 8:30
地點：協康會青蔥計劃大坑東中心(九龍大坑東邨東滿樓地下10-14號)
名額：20
費用：全期四節$1,200

APED會員$1,100

證書：凡出席率達100%者將獲發聽講證書

很多人單從字面理解，以為透過
一些運動令腦部整合起來並增進
學習，便是健腦操。其實嚴格來
說，健腦操是一種包含五個步驟
的教學模式，包括：
（一）熱身運
動四式；
（二）設立目標；
（三）生
理測驗；
（四）身腦運動；
（五）重
複生理測驗。而運動只佔其中兩
部分。
健腦操最重要的作用是為學童訂
立需要改善的學習目標及進行一
系列的生理測驗，以找出學童身
體上有哪些障礙導致學習困難。
舉一個例子，學童做功課時身體
總是安靜不下來，眼睛四處張
望，無法集中。家長可先讓他完
成熱身四式，然後為他設立一個
學習目標，就是安靜身體及集中
注意力於課本上。設立目標後便
可替他作生理測試，找出身體上
有哪些障礙導致學童不能專注於
功課。找到了身體上的障礙後，
便通過一系列的運動去清除障
礙，提升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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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讀寫小奇兵

建立幼兒語文學習基礎 ─ 家長講座(第十期)
好書推薦

《小嘴巴學堂 — 兒童口肌
訓練親子活動冊》
本會言語治療師團隊編寫本書，
向家長及幼兒教育工作者介紹兒
童口肌訓練的重要性及相關的訓練
活動。本書分四個部分：口水控制、
咀嚼、吹氣及用飲管吸吮；並提
供40多個由淺入深、簡單有趣的
活動，針對性地提升兒童的口肌
能力，適合學前至學齡階段、口部
肌肉發展有障礙、及正處於語言發
展中的兒童使用。

語文能力是學習知識的基礎，故此大部份家長均會關心幼兒的語文發展。隨着入讀幼稚園/幼兒學校，
幼兒的語文能力會循序漸進地增加，但有部份幼兒卻會出現特別的情況，例如：
• 需要較長時間學習字詞，但過後很快便忘記
• 容易混淆讀音/字形相近的字詞
• 不愛閱讀圖書，抗拒接觸或學習文字，閱讀速度慢
• 寫字時感吃力/字體東歪西倒/部件倒轉/增漏筆劃
為何幼兒會出現以上情況？反覆練習但改善不多？我們安排了多位專家為家長全面講解幼兒語文發展
及提升學習動機的妙策。
日期

講座內容

講者

第一節
PROF-HO-17-00074
日期：14/10/2017(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 - 中午12:00

• 建立幼兒聽說能力的基礎元素
• 常見聽與說(Listen & Say)問題及背後原因
• 如何提昇幼兒的聽與說能力

協康會
言語治療師
麥思明女士

第二節
PROF-HO-17-00075
日期：21/10/2017(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 - 中午12:00

• 建立幼兒書寫能力的基礎元素
• 常見書寫(Handwriting)問題及背後原因
• 如何提昇幼兒的書寫能力

協康會
職業治療師
陳敏儀女士

第三節
PROF-HO-17-00076
日期：4/11/2017(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 - 中午12:00

• 建立幼兒閱讀能力的基礎元素
• 常見閱讀(Reading)問題及背後原因
• 如何提昇幼兒的閱讀能力及動機
• 親子伴讀有妙法

協康會
教育心理學家
黃俊傑先生

對象：於2017年9月升讀K2至K3之學童家長
地點：觀塘平安福音堂(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 萬兆豐中心
豐中心
6樓G室)
費用：每節$100

APED會員$90

備註：凡出席講座者，可獲贈《聽說讀寫百寶箱 –
幼兒語文學習家長手冊》乙本

本會青蔥計劃將於2018年1月為K2至初小
學童舉辦一站式讀寫甄別及小組訓練，
詳請可致電2393 7555(青蔥計劃)查詢。

兒童成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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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寬歡」家長靜觀活動
好App推介

你有親職壓力嗎？壓力是否已大得令你透不過氣來？不少外國研究顯示靜觀有助減壓。美國密歇根大
學及波特蘭州立大學2012年發表研究，顯示這些果效亦見於參與靜觀課程的特殊需要兒童家長。
協康會聯同香港理工大學盧希皿博士共同研發「心寬歡」家長靜觀體驗課程，參加者完成六個課節，並
每天在家進行10至15分鐘的靜觀練習；結果顯示「心寬歡」課程成效顯著，參加者在親職壓力、親子互
動及抑鬱症狀方面均有明顯改善；有關研究結果已於2017年刊登於學術期刊《Mindfulness》。本課程
旨在讓更多家長接觸靜觀，學習如何紓緩壓力，照顧自己的需要。
講者：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陳鑑忠先生
對象：面對親職壓力或對靜觀感興趣的家長
課程

內容

I：「心寬歡」家長靜觀工作坊暨課前講座

• 參加者即場進行簡單的靜觀練習，親身體驗
何謂靜觀
• 輔以簡單的講解，讓參加者初步了解靜觀如何
幫助家長
•「心寬歡」家長靜觀體驗課程簡介

JC-FPSP-HO-17-00087
日期：16/9/2017(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 - 12:00
地點：觀塘平安福音堂
(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6樓G室)
名額：100
費用：$30
贈書：出席者每人獲贈《心寬歡 – 家長靜觀體驗課程》
家長手冊乙本

II：「心寬歡」家長靜觀體驗課程
PROF-HO-17-00088
對象：「心寬歡」家長靜觀工作坊暨課前講座參加者
名額：15 - 20
費用：全期六節$880
日期：18/10, 25/10, 1/11, 8/11, 15/11 及 22/11/2017
(星期三)
時間：下午7:00 - 8:30
地點：協康會康苗幼稚園
(九龍旺角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地下)
備註：建議參加者穿著輕便服裝上課，以便進行體驗活動。

講座贊助機構：

「聽說讀寫小奇兵」 新
協康會「喜閱寫意：賽馬會讀寫支
援計劃」多年來通過小組訓練及家
長講座，支援在讀寫方面有潛在困
難的學前兒童。此應用程式由計劃
團隊(包括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
療師、職業治療師、幼兒教育顧問
及社工)共同研發，適合K2至初小
兒童使用，透過趣味遊戲鞏固兒童
的語文基礎知識，並加強其學習動
機，從而提升聽說讀寫能力。
在遊戲中，兒童將化身「小奇兵」
勇闖不同主題區，接受小動物的聽
說讀寫大挑戰。程式並設有「專家
話你知」、故事劇場加油站及「筆
順小體操」等影片，深入淺出講解
各項語文知識及趣味學習小貼士。
免費下載體驗
(適用於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

第一節

知己知彼︰學習活在當下、覺察身體

第二節

靜觀其變︰在動態中保持覺察

第三節

境隨心轉︰留意念頭如何影響我們對
事物的反應，靜觀幫助我們在當中保
持覺察

第四節

反應、回應︰藉著靜觀覺察自己在壓
力中的反應，然後選擇如何作出回應

第五節

照顧自己︰照顧自己的需要，培養
對自己與孩子慈愛的心

第六節

同行一生︰將靜觀帶進日常家庭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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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是生活的一部分，成人面對壓力和危險時會感到焦慮，同樣也會發生在兒童身上，很多時在成長過程中經歷焦
慮情緒，會隨年紀漸長而消失，但當焦慮情緒持續及影響日常生活，就會變成焦慮症，需要接受心理評估和治療。
吳太的兒子今年六歲，四歲時確診自閉症及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五歲讀幼稚園高班時出現
焦慮情況，經常發噩夢被老師責罵，半夜驚醒大哭，持續失眠，害怕上學。吳太後來安排兒
子參加了協康會的小一適應及「愉快啟航」小組訓練，升上小一後情況有所改善，沒有再被
老師責備，開始喜歡上學，現時仍每星期需接受兩次感覺統合運動訓練和行為認知小組治療，
加強學習及社交技巧。

「自閉症學生焦慮情緒」調查報告
協康會治療很多自閉症兒童，觀察到不少類似吳太兒子的情況，遂以問卷調查250名確診患有自閉症的主流小學生，發現三分一
人的出現輕度至嚴重焦慮情緒，需要專業人士的介入，比率遠高於外國一般兒童（2%）和自閉症兒童（22%）。調查並發現，學
生的焦慮與學業成績、社交、老師與學生，或家長與孩子的互動關係息息相關。初小學生最擔心可能會得到不好的成績，高小
學生則最擔心未來，顯示當學童升至高年級時，壓力的主要來源會由學業成績轉移至前途問題。
學生所擔心的情景的人數百分比

初小學生

高小學生

我擔心我可能會得到不好的成績

37.2%

33.0%

我害怕我會做錯

29.2%

30.5%

我擔心未來

28.6%

33.0%

我擔心別人可能會捉弄我

25.4%

26.8%

天
焦慮情緒在自閉症兒童的出現率較高，可能與他們在社交溝通、情緒表達的先天
等行為，有可能
障礙有關。家長平日宜細心觀察，無故手震、失眠、肚瀉、抓頭皮及咬手指甲等行為，有可能
會肚痛、作嘔等，若這些症狀持續出現，
現，引致
是焦慮情緒作怪，常見症狀包括長期抗拒上學，害怕老師或同學，每逢測考前會肚痛、作嘔等，若這些症狀持續出現，引致
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家長需要尋求協助，安排子女接受心理輔導治療。若不及早介入，可能會令情況惡化。
負責調查的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羅婉萍女士指出，預防勝於治療，幫助自閉症學生紓緩焦慮情緒可從個人和家庭關係做起。家長可
以教導孩子表達焦慮的情緒，肯定及接納其感受，引導他們選擇適合自己的減壓方法；另一方面也鼓勵孩子培養興趣，每天用多一
點時間做自己喜歡的活動，花在焦慮的時間便會相對減少。

有「招」無慮計劃
為幫助自閉症學生預防及處理焦慮情緒，協康會展開有「招」無慮計劃，採用「認知行為治療」及「正向心理學」，為就讀主
流中小學的自閉症學生提供支援小組，提升他們的抗逆力及處理焦慮情緒的能力，並透過平衡家長工作坊，讓家長明白及掌握
提升孩子抗逆力及處理負面情緒的方法。首輪小組訓練於2017年9月開始，查詢可電2776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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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目爸媽系列：「幼兒感知動作」
家長講座及親子工作坊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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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薦

0 -3歲是幼兒腦部發展的重要時期，透過適當的感知動作遊戲經驗，能有效促進腦部發展，幫助幼兒
認識自己及學習如何與環境互動，從而提昇其認知、小肌肉、動作協調及計劃的能力，為日後學習、

《小手指學堂—兒童小肌
肉訓練134課》

自理及遊戲方面的發展建立良好的基礎。
課程分為兩部分，家長須先參加講座，了解幼兒感知動作的發展，然後參加親子工作坊。職業治療師
會示範多項適合不同發展階段的感知動作遊戲，並指導家長與其子女一同進行。

課程

內容

I：「幼兒感知動作」家長講座

• 幼兒感知動作發展的重要性
• 認識我們的感覺系統
• 幼兒感知動作發展里程

PROF-HO-17-00080
講者：協康會職業治療師張媚女士
日期：25/11/2017(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 - 11:30
對象：一般幼兒家長，也歡迎有發展遲緩幼兒的家長參加
地點：觀塘平安福音堂
(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6樓G室)
名額：40
費用：$120

• 感知動作遊戲活動建議
• 與幼兒玩遊戲的小貼士

II：「幼兒感知動作」親子工作坊

• 多項親子感知動作遊戲的示範及體驗

A班 PROF-HO-17-00081
B班 PROF-HO-17-00082

• 如何利用各類簡單的物資或器材來進行家
居親子感知動作遊戲

講者：協康會職業治療師張媚女士及郭韋君女士
日期： 2/12/2017(星期六)
時間： A班：上午9:30 - 10:45
B班：上午11:15 - 下午12:30
對象： 已參加「幼兒感知動作」家長講座的學員及
9個月-1.5歲的幼兒
地點： 協康會海富中心一樓
(九龍旺角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1樓)
名額： 每班6對親子
費用： $330
備註： 家長及幼兒須穿著輕便服裝及穿襪子

• 家長與孩子一同進行由治療師精心設計的
各項感知動作遊戲時，亦能從旁觀察孩
子，初步了解他們在認知、小肌肉、動作
協調及計劃的發展

兒童的小肌肉 (手部功能) 發展與日
常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從刷牙、
洗臉、吃早餐，以至學習寫字、做
手工、砌模型等，無不需要運用雙
手去完成；小肌肉不夠靈活會直接
影響孩子在自我照顧、遊戲及課室
學習(如：書寫)方面的表現。對於
有小肌肉發展遲緩的兒童來說，如
能及早給予適當的訓練，對兒童日
後的成長尤為重要。
協康會職業治療師團隊總結其寶
貴經驗，按照0-6歲幼兒的發展需
要，包括嬰幼兒期、幼兒期及學
前預備期三個階段的小肌肉發展
目標，設計了134個有趣的親子活
動，均採用常備的用具和材料，無
須額外花費購買玩具，也能讓兒童
能在愉快氣氛下學鍛鍊手部功能。

「如何協助書寫困難的兒童」家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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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兒童「英文」學習困難及
支援策略講座
PROF-HO-17-00078
孩子在學習英文上有困難，是否有「英文讀寫障礙」？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呢？
香港有甄別「英文讀寫障礙」的工具嗎?
讀寫障礙是一種最常見的特殊學習困難，根據香港一項研究(Chan, Ho, Tsang, Lee & Chung, 2006)
顯示，約有10%小學生有讀寫障礙，很多在學前階段已出現相關徵狀。以幼稚園一班30名兒童推算，
當中有2至3名將來或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讀寫障礙。雖然不能透過藥物去根治問題，但只要及早識別，
家長和老師能耐心協助，孩子都可以有效學習。
部份有讀寫障礙的兒童在學習英文時需要花很多時間認讀字母，但很快忘記，字形相近的又常常混
淆，寫字時會左右倒轉，閱讀時有跳字或跳行的情況，溫習和做讀寫作業時需時很久，常訴說疲倦和
發脾氣。本講座旨在協助家長和老師了解和辦識英文讀寫困難，並提出實際可行的方法，提升兒童的
學習能力和興趣。
講座內容
• 如何辨識兒童在學習英文上是否有顯著困難
• 醒目學習策略

＿ 三招幫助兒童學習英文生字

• 提升學習英文的動機

＿ 從生活中取材的實例分享

對象： K2至小三學童的家長/老師/社工
講者： 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徐婉庭女士
日期： 27/1/2018(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 - 中午12:00
地點： 觀塘平安福音堂(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6樓G室)
名額： 120
費用：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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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薦

《童聲童戲》
遊戲能打開兒童潛能之門，提升智
能、體能、語言、社交技巧、情緒
管理、解難能力、創意及邏輯思
維。《童聲童戲》由本會言語治療
師團隊精心編寫，按0-6歲兒童不
同的語言及認知發展階段，深入淺
出地概述每一個年齡階段的語言發
展情況，指出相應的學習重點，和
提供75個親子遊戲建議。本書希望
透過遊戲啟發兒童的潛能；幫助家
長讓孩子在自然愉快的環境下，成
為溝通能手，同時培養親子關係。

協康會星亮計劃─

服務目標
1. 支援高能力自閉症青年面對成長的挑戰
2. 提升自閉症青年應變及解難能力
3. 為家人/照顧者提供支援，建立互助網絡

「星亮職訓」高功能自閉症人士全方位
就業支援計劃特別為青年及成人提供
職能評估及訓練、就業選配及在職支

服務對象
15歲或以上，就讀中六或以上/正在主流
就業之高能力自閉症人士及其家長/照顧者

援、朋輩支援、社區教育等，協助他
們建立不同的技巧，
，
從而投身社會。詳
情可致電賽馬會星
會星

服務內容
• 成長需要評估

• 小組活動

• 個別化介入服務

• 家長資源角

• 師友計劃

聯絡我們
油麻地中心
地址：九龍油麻地砵蘭街61-63號長盛中心11樓B室
電話：3679 3060

「星亮職訓」高功能自閉症
人士全方位就業支援計劃

電郵：ssap@heephong.org

亮資源中心查詢。

查詢與聯絡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心
電話：3956 4651
地址：九龍何文田愛民邨新民樓地下
106-117室
電郵：jcsrc@heephong.org

涯規劃研討會
“SEN”
生涯規劃是一個持續和終身的課程，
生涯規劃是一
是一個持
是一
個持續和
續和終身
終身的課
的課程，
的課
程，
透過認識自己、了解及探索自己與環
境的關係、掌握與職業有關的資訊，從而作出抉擇，訂
定目標，並付諸行動。過程中，積極的反思，努力的檢
討，期望自己適得其所，滿足不同階段的人生需要。
SEN學生在學習上得到不同的支援，但是，在生涯規劃
方面則欠缺個別化的設計。一群全球職涯認證培訓師，
憑著一份使命、一腔熱誠，為這社群提供職涯輔導。在
研討會中，培訓師們希望能與大眾交流及分享輔導有關
個案的經驗和心得。
此外，是次研討會亦邀請相關的學者和服務機構作專題分
享，期望大眾能對SEN生涯規劃多一份了解，多一份關心。

對象： 小學、中學及大專之教師及社工、
從事相關工作的同工或家長
日期： 11/11/2017(星期六)
時間： 上午9:00 - 下午6:00
地點： 觀塘平安福音堂
(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6樓G室)
費用： $180
報名： 郵寄支票*到九龍黃大仙下邨一區龍裕樓
地下106-110室 香港傷健協會
九龍東傷健中心 姜姑娘收
(信封面註明“ SEN涯規劃研討會”)
*支票抬頭：Two Nominees Limited
(支票背面請註明各參加者的姓名、
電話及電郵)
查詢： Two Nominees Limited 蔡先生
9758 3334或paul.choy@twonominees.org
備註： 收據將以電郵發出，參加者憑列印收據
出席當天研討會

研討會
會內
內容

講者

上午環節
• 生涯規劃的理論基礎

香港專業輔導協會前任主席
崔日雄博士

• 自閉症譜系的青少年及成人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之生涯規劃需要和職業發展
潘麥瑞雯博士
趨勢
下午環節
香港傷健協會臨床心理學家
• 讀寫障礙青年跨越過渡期的 范美玲博士
心理歷程 ＿ 認識與介入
香港傷健協會青年發展經理
姜雁慈女士
協康會職業治療師
＿
袁妙菁女士
• 由職能評估到就業支援
高功能自閉症青年個案分享 協康會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中心經理李小慧女士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青少年
人」生涯規劃相關研究結果 註冊社工梁美嫻女士
分享
• 介紹Global 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
(GCDF，全球職涯發展師)

LifeRider (GCDF Trainer)

• GCDF如何透過生涯規劃理
論與實踐，協助有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讀寫障礙、專注 LifeRider (GCDF Trainer)
力不足/過度活躍、自閉症
譜系)
主辦機構：
Two Nominees Limited
協辦機構：
協康會
香港傷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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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App推介

「學前訓練有妙法」家長講座
SLP-PC-17-00034

「語你同行」平板電腦App

自閉症是一種兒童發展障礙，患者在社交溝通及行為表現方面均有困難，不但影響其學習和日常

協康會言語治療部為自閉症兒童
設計的輔助溝通工具，內設常用

早於90年代初引入由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大學研發並具研究實證支持的「自閉症與相關溝通障礙兒

詞彙圖片、造句功能、個人化圖
片及詞庫、及真人發聲 (廣東話

handicapped CHildren，簡稱TEACCH或結構化教學法)。

及普通話)，幫助兒童隨時隨地透
過圖片及發聲功能，直接表達所

生活，更往往為照顧者造成沉重的壓力。為了讓自閉症兒童及其家人盡早獲得適切的支援，協康會
童的治療與教育」訓練模式(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

TEACCH訓練模式的理念是透過有系統的學習環境、有規律的流程和充足的視覺提示，提升幼兒的學

需，學習與人溝通。

習和自我管理能力。本講座旨在讓家長對TEACCH有更多的認識，從而調節日常家居訓練策略。

此應用程式深受家長歡迎，更榮獲
2013最佳數碼共融 (產品 / 應用)：
優異證書。

講座內容

免費下載

3. 如何配合自閉症兒童的需要安排家居環境及生活流程

1. 認識TEACCH的理念及內容
2. 介紹自閉症兒童的成長及學習需要
4. 介紹有效的家居訓練策略

對象：學前自閉症兒童的家長(包括父母及兒童照顧者)
講者：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
日期：11/11/2017(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 - 中午12:00
地點：協康會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 I 室)
名額：50
費用：免費
報名：請致電2788 1289報名或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