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治療專業服務  

 

 

                       

 

        

 

早產及低體重嬰兒的生理系統，均有「不成熟」的狀況。呼吸系統的不成熟，影響嬰兒

維持足夠呼吸量；腦部發育不成熟，易引致後遺症，影響智力發展；腸胃功能的不成熟，

令吸收功能不佳，影響健康。 

 

早產及低體重嬰兒亦是日後整體發展遲緩、動作協調障礙、自閉症、專注力不足及過度

活躍、以及大腦痲痺症等症狀的高危群組。 

 

因此持續的感知運動、水療訓練及專業觀察，能盡早提升兒童的學習、行為、社交及情

緒表現。 

 

 

 

對象：早產或體重過輕兒童，及其照顧者 

 

個別甄別篩選：KYC-21-00001 

評估日期： 3/9/2021 (星期五)及 4/9/2021 (星期六) 

地點：大口環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香港薄扶林大口環道 19號 5樓）或 

 海富中心 (九龍旺角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 1樓) 

時間：0915, 1000, 1045, 1130, 1215, 1400, 1445, 1530, 1615, 1700 (每節 30 分鐘) 

收費：每對親子-港幣 100 元正/30分鐘 

備註： 1.治療師為兒童進行 1 對 1 體能評估，並即時提供口頭報告及建議。 

  2. 甄別篩選時間將獲個別安排 

  3. 治療師會按兒童在甄別篩選中的結果及訓練需要，優先安排參加自游． 

    自在—早產幼兒親子水療課程，並稍後以電話個別通知小組安排。 

 

自游．自在—早產幼兒親子水療課程* 

訓練名額：3對親子 (必須經組前甄別篩選確定適合參加) 

訓練內容：4節小組 

日期及時間：15/9, 29/9, 6/10, 13/10 (逢星期三) (下午 1.30-2.15 )( 45分鐘) 

地點：協康會綜合服務大樓 1 樓，賽馬會室內溫水療池 
費用： $2400 共 4節 
備註：  i) 物理治療師可按兒童的能力調配訓練組別  

      ii) 另可考慮參加個別水療訓練  

 

導師： 協康會資深兒科物理治療師 

查詢：3158 8333 (李姑娘)  

*詳見附頁報名表 

是次個別甄別篩選，獲 Miracle Day Charity Limited 贊助 



   

  

“親‧早‧啟動”  

早產嬰幼兒親子支援計劃 

個別甄別篩選  

報名表格 

個人資料 

家長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 女 (請加上) 

兒童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男 / 女 (請加上) 

如嬰/幼兒是雙胞胎或以上，須分開個別報名表格，並列明另一嬰/幼兒姓名：       ，以方便行政處理。 

聯絡電話：(手提)(必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必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個別甄別篩選  

 #日期： 2021 年 9 月 3 日(星期五) 、   2021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 

            ＜截止報名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時間：    上午   下午    

   #地點：  大口環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香港薄扶林大口環道 19 號 5 樓） 

  海富中心 (九龍旺角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 1 樓) 

    # 請以 1,2 排列你的優先次序，1 為最理想，2 為次選擇 

   費用：港幣 100 元正 （每節 30 分鐘） <個別通知確定時間及日子後，才須付款> 

報名手續：請參閱個別甄別篩選 報名備註    

 

報名表格可於網上下載 或  填妥報名表格  電郵至：sbslp@heephong.org 

 或 親臨 或 郵寄 協康會賽馬會青蔥樂園暨家長資源中心 （地址：香港薄扶林大口環道 19 號 7 樓) 

           

 

(二) 自游．自在—早產幼兒親子水療課程 

此活動須按物理治療師在個別甄別篩選中的結果及訓練需要，才安排參加： 

 

 日期及時間：15/9, 29/9, 6/10, 13/10 (逢星期三)  (下午 1.30-2.15 )( 45 分鐘) 

 人數：３對親子 

 

 地點：協康會綜合服務大樓 1 樓，賽馬會室內溫水療池（地址：香港薄扶林大口環道 19 號１樓） 

 

 費用： 港幣 2400 元正 (共 4 堂)  

mailto:sbslp@heephong.org


“親‧早‧啟動”  

早產嬰幼兒親子支援計劃 

個別甄別篩選 

報名表格 

(三) 嬰幼兒資料 

我們邀請閣下提供嬰/幼兒資料﹕ 

1. 出生日期：＿＿＿＿年＿＿＿月＿＿＿日  早產情況：＿＿＿（週）出生 

2. *有沒有抽搐／抽筋的現象？ □沒有 □有 

3. *有否其他身體疾病？ □沒有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a) 若你孩子的矯正年齡是 0-2 歲，請到題目 (i)+ (ii)， 

i. *現在，你孩子的體能發展情況是： 

 能自行轉身 

 能獨立地坐 

 能雙手扶著物件或成人站立 

 能獨立地站立 

 能雙手/單手扶著成人步行 

 能獨立地步行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若你的孩子是 2-6 歲，請到題目 (ii) + (iii) 

 

ii. 你認為孩子現面對最大的困難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你的孩子現正就讀/輪候哪一類學前服務呢? 

* 主流幼稚園/幼兒中心    兼收幼兒園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特殊幼兒中心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 請加上  

 

聲明 

本人已閱讀報名須知，並同意向協康會提供以上個人資料作是次報名之用，及聲明本表格所提供的資

料實屬正確無誤。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個人資料作日後接收會方資訊之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如日後不欲收取本會的推廣資訊，請以電郵通知我們(電郵：aped@heephong.org)，並提供中文全名、聯絡電話及電郵。 

  



 “親‧早‧啟動” 

 早產嬰幼兒親子支援計劃 

個別甄別篩選  
 請家長自行保留此頁  

(四) 個別甄別篩選報名備註： 

1. 物理治療師為嬰/幼兒進行一對一體能評估(每節 30 分鐘)，並即時提供口頭匯報及建議。 

2. 報名表格可於網上下載 或  填妥報名表格於 2021 年 9 月 1 日前  

   電郵至：sbslp@heephong.org 或 郵寄 或 親臨  協康會賽馬會青蔥樂園暨家長資源中心 

  （地址：香港薄扶林大口環道 19 號 7 樓）遞交。 

3. 參加者的優先次序，將按收到報名表格的先後排序。若參加者人數超出名額，本會將抽籤決定參加者名單。 

4. 個別甄別篩選時間及日子，將獲個別通知安排。一經確定，請以現金或劃線支票(恕不接受期票，抬頭請寫「協康

會」，金額為一佰元正，背面寫上家長及嬰/幼兒姓名)，並於課堂前最少 2 天，郵寄或親臨協康會賽馬會青蔥樂園

暨家長資源中心（地址：香港薄扶林大口環道 19 號 7 樓）繳交。 

5. 如在個別甄別篩選日子前 3 天仍未獲通知者，則表示是次未能參與篩選。 

6. 物理治療師會按學童，在個別甄別篩選中的結果及訓練需要，優先安排參加自游．自在—早產幼兒親子水療課程。

稍後以電話個別通安排。 

 

(五) 個別甄別篩選注意事項： 

1. 個別甄別篩選由本會物理治療師教授。 

2. 請家長攜同兒童親自前往參與課程。 

3. 為令兒童有較多活動空間，每次只能讓一位家長陪同兒童進行活動。 

4. 請穿著運動服飾以便進行各項訓練。 

5. 參加者於活動報名後不可換人或取消報名。 

6. 若參加者因個人或健康理由未能出席課堂或未能出席部分課節，恕不能安排退款或補堂。 

7. 已繳學費不得轉讓他人上課，並且不得轉作其他用途。 

8. 若本會因特殊理由而將活動或小組課堂延期或取消，令致參加者未能出席，亦恕未能補堂。 

9. 若兒童有發燒(37.5C 或以上)、2019 新型冠狀病毒或其他傳染病徵狀，中心會勸喻家長帶兒童離開中心，敬請家

長體諒及作出配合。 

10. 進入中心前，請照顧者及兒童正確配戴口罩，量度體溫，並填寫健康及 14 天外遊紀錄申報表。 

11. 進入中心後，請以含 70 至 80%的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 

12. 本課程不設托兒服務。 

13. 活動進行期間將會進行拍攝或攝錄，所拍攝之相片或攝錄之影帶，將有機會用作宣傳及教學用途。如不欲被攝錄，

請自行避席，本會將不作個別徵詢有關被攝錄者之同意。 

14. 參加者不可在活動期間錄音、錄影或拍攝。 

15. 注重個人及環境衛生，請幼兒及照顧者穿著襪子參與活動，活動進行期間亦不可進食。 

16. 惡劣天氣安排：若在活動或小組課堂前兩小時內遇上惡劣天氣，即天文台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紅色或黑色暴雨

警告時，則活動或小組課堂便會取消，並稍後通知補堂安排。若天文台只懸掛一號風球或黃色暴雨警告，活動或

小組課堂將照常舉行。 

17. 本會保留修訂以上各項須知之權利，而無須預先知會各參加者 

18. 報名查詢電話: 3158 8333 (李姑娘)  電郵: sbslp@heeph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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