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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child can learn.
We make it happen.

Make your child aglow with
pleasure 

Small group & effective
治療師兒童比例 1:4

Attractive & interactive
互動活動﹑全情投入

宗旨

課程

Free initial consultation service
提供免費首次諮詢服務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
有效制定合適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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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谷詠
Master of Psy. In Edu.
心理學家(教育)  
Psychologist(Education)
現為全職兒童及青年心理及教育
評估及治療師

 

何宥賢
BSSc, Psychology
Senior Therapist 
現為全職兒童及
青年治療師

Duncan Baird
BSc, Educational Specialist
現為全職英語培訓顧問，專業教授
非英語為母語的兒童
透過有趣的遊戲及教學方法，讓兒
童能活學活用英語。

曾瑋琛

BA,Graphic Design
Therapist 
現為全職兒童及
青年治療師



今個暑假, 我們為小朋友設計了三個不同主題的旅程。
在旅程中, 他們要執行不同的任務, 這些任務均會教導孩
子好好運用全身的專注：聽覺﹑視覺﹑肢體﹑腦袋來提
升專注表現。

孩子執行任務的同時, 集中力﹑持續力﹑分離力﹑選擇力
及交替力也會相應提高。
對象: K3 - P6

 

執行能力大提升
全身都專注！

常常好像聽不到別人

的指示，但家人談話

就會插嘴。

 

一路做功課

一路手多多,

咩都要摸咁

腿搖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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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仔不能判斷應該要怎麽做，
常常等人提醒



Voyage (28/6 - 16/7)

小朋友會化身為旅行家

Frozen Worlds (19/7 - 6/8)

小朋友會化身為極地探險家 

吳哥窟探險尋寶
台灣看美食

1.
2.

  3.水中煙花實驗

南北極的寒冷任務

 

Magic Land (9/8 - 27/8)
小朋友化身為魔術師

 
l

Magic Land 想像任務

 

目的

 

要執行以下任務 

 

執行能力大提升
全身都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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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極冰層融化實驗
眼明尋冰塊

1.
2.

  3.拼出新家園

 

狐狸先生，幾點鐘？
小小魔術師

1.
2.

  3.創造新物種

目的

 

目的

 



執行能力大提升
全身都專注！

 
時間: K3 - P2  逢星期一及四   1:00 - 3:00 
     
      P3 - P4   逢星期二及五   1:00 - 3:00 
 
      P5 - P6   逢星期三及五   1:00 - 3:00

開課日期: 28/6, 19/7, 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 每星期2課, 共$2980

如學生出席80%或以上﹐可獲頒發聽講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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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協助學生訂立暑假個人的學習目標
2. 提供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責任感
3. 提升適當的專注技巧支援，幫助他們有效地學習
4. 鞏固學科知識
5. 情緒管理

夏日學習坊

成日以為自己識,
做到馬馬虎虎

做功課唔專心，
成日坐係到發夢

叫
極
都
唔
做
功
課, 

只
係
掛
住
打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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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難啊!唔做啦!



建議學習目標: 
 - 每天閱讀一篇英文/中文文章
 - 自行完成一份功課
 - 溫習5個英文生詞
 - 完成2頁的暑期作業

特色: 上課時間彈性
       連續幾日上又得, 
       每星期上一兩堂又得
       唔怕撞其他活動

師生比例: 1:4
對象: K1 -P6

費用: $300 / 節
時間: 上午9:30 - 10:30
費用: $400 / 節
時間: 上午9:30 - 11:00

夏日學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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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K1 -P6
費用: $60 / 30分鐘
時段: 星期一至五 (可選多個時段)   
       9:00 - 9:30 / 11:00 - 11:30     
       11:30 - 12:00 / 12:00 - 12:30 /
       12:30 - 1:00 / 3:00 - 3:30 

接受即日加入及現金付款
中心可提供午膳
本中心會提供手工時段 / 故事時段
*時段內所進行的活動皆由本中心決定

Child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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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教導小手肌肉運用技巧

      提升手部力量

      正確握筆姿勢

      眼手協調

      教導空間及方位

      提升中文字構造理解力

 

活動�容  遊戲﹑日常生活練習﹑手工﹑方位﹑

          空間及常規訓練

對象   K1-P2 

時間   逢星期二及四  10:00-11: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2980

如學生出席80%或以上﹐可獲頒發聽講證書

飛舞小手指

好攰啊!
唔寫啦!

點
解
你
寫
的
字

咁
醜
樣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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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man! 小一適應課程
目標                �容

銜接生活   - 適應上課時不隨意走動

           - 課堂時間長

           - 專心上網課

           - 獨立處理用餐﹑自覺排隊

           - 作息時間及生活規律﹑個人物品

             的整理﹑檢�及收拾

           - 自我照顧能力（例如:抄手冊）

 

銜接學習   - 學習專注

           - 認識各科目

           - 解難能力

            （遇到難題，尋找協助）

           - 掌握各科目的學習﹑功課﹑

             測驗的技巧

社交 / 情緒 - 認識新朋友

            - 學習與人相處

            - 向老師表達自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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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man! 小一適應課程
第一節        中文

第二節        English

第三節        數學

第四節        專注及記憶力 

              學習態度與方法

對象   升P1兒童

時間   A) 逢星期一﹑三及五 1:00-3:00

       B) 逢星期二﹑四及六 10:00-12:00

       C) 逢星期二﹑四及六 1:00-3: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9課,

      每星期3課, 共$3640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

      每星期2課, 共$2940

如學生出席80%或以上﹐可獲頒發聽講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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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特別為專注力弱而難以在課室有效

      地學習的孩子而設

好處  眼睛選擇重要的事情才關注, 便能提

      高的學習質量

      視覺專注力高，才能在課堂上集中足

      �的注意力，有效學習知識

對象   升K1-K2兒童

時間   逢星期一及四   10:00-11: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2940

如學生出席80%或以上﹐可獲頒發聽講證書

專注的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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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會說話
目標  正確互動技巧,適當表達自己 

      多眼神接觸, 看別人的眉頭眼額

      有禮貌地回應的方法及適當的應對

好處  留神別人�話，提升自信，留下良好印象

     
對象    升K1-P2兒童

時間    升K1-K3兒童 逢星期一及四

        11:00-12:00

        升P1-P2兒童 逢星期二及五 

        11:00-12: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2940

如學生出席80%或以上﹐可獲頒發聽講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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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社交良好印象
目標 教導兒童初步建立良好印象的方法
       鼓勵兒童多眼神接觸, 學懂得觀察眉頭眼額
       教導兒童外表儀容自理
       引導兒童有禮貌地回應及應對的方法
       掌握玩遊戲時的社交禮儀 

對象    升K1-P2兒童

時間    升K1-K3兒童 逢星期一及四
          11:00-12:00/2:00-3:00

          升P1-P2兒童 逢星期二及五 
         11:00-12:00/2:00-3:00

開課日期: 28/6, 19/7, 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2940

如學生出席80%或以上﹐可獲頒發聽講證書



社交技巧提升班

目標  提升兒童的人際溝通及合作技巧

      勇於參與及接受挑戰

      明白自己的角色及提高合作精神

      接受別人的意見及處理投訴

      獨立處理自己的問題及互相尊重 

      學習評估及預測他人反應,調整自己的行為

      反思自己的行為, 評估對人對己的影響 

對象   升P3-P6兒童

時間   逢星期三及六

       11:00-12:00/2;00-3: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2940

如學生出席80%或以上﹐可獲頒發聽講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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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與朋友或兄弟姐妹爭執。
不懂解決紛爭, 只懂投訴不公平
及抱怨。
最後不歡而散, 或不受歡迎。

小朋友可能遇到的情況
1.
2.

3.

衝突排解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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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他們理解常見的衝突原因,
例如: 說了令人尷尬或令人不快
的說話。
教導他們緩和衝突的技巧, 認識
衝突的起因通常是微不足道。
教導他們有效溝通, 表達自己所
需, 大家互相尊重的技巧, 避免互
相指責及埋怨, 明白互相合作及
與人爲善的好處。

内容：
1.

2.

3.

衝突排解技巧

P.19

對象 升P3-P6兒童
時間 逢星期三及六 
       11:00-12:00 / 1:00-2:00
開課日期: 28/6, 19/7, 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2940
如學生出席80%或以上﹐可獲頒發聽講證書



中文
愉快中文�讀﹐認字﹐作句班

 對象: 升K1-K3兒童

目標: 掌握學習中文的方法﹐鼓勵多認字﹐培養�讀興趣

      及鼓勵作句

時間: 逢星期一及四 10:00-11;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800

創意中文寫作班

 對象: 升P1-P6兒童

目標: 培養寫作興趣及習慣；學習處理不同題材；了解寫

      作要求及方法

時間: 升P1-P3  逢星期二、五10:00-11:00 

      升P4–P6  逢星期三、六10:00-11: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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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輕輕鬆鬆中文�讀加強班

 

對象: 升P1-P6兒童

目標: 提高兒童對文章�容的理解及分析；段落大意及描

      述；上文下意的了解；掌握答題技巧

文體: �明文﹑描寫文﹑抒情文﹑議論文﹑敘述文

�讀材料: 小�﹑散文﹑日記﹑通知﹑廣告﹑單張等

�讀主題: 文化﹑藝術﹑�史﹑生活﹑科普等

時間: 升P1-P3  逢星期二、五11:00-12:00 

      升P4–P6  逢星期三、六11:00-12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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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FUN FUN Toddler English

 對象: 準備升幼兒園的兒童

目標: 全英語環境下聽、講及讀

�容: 課堂遊戲及提供全方位工作紙，輕鬆有趣

時間: 逢星期二、四10:00-11: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800

英語趣味故事班

 對象: 升K1-K3兒童

目標: 提高幼兒對英語興趣

�容: 全英語環境中�讀趣味性的故事、玩遊戲、會話

      及做手工

時間: 逢星期一、四10:00-11: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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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英語 Conversation & Reading

 對象: K1-K3兒童

目標: 在愉快的全英語環境中掌握英語能力

�容: 利用多講多聽﹑角色扮演﹑實況處境提升會話能力；

      認識生字及提供高效能工作紙

時間: 升K2–P1兒童 逢星期一、四10:00-11:00 

      升P2–P3兒童 逢星期二、五10:00-11: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800

層層疊英語 Writing 班

 對象: K2-K3兒童

目標: 全英語環境中輕鬆學習；提升寫作興趣能力；

      練習不同題材﹔認識生字

時間: 逢星期一、三11:00-12:00 

      逢星期二、四10:00-11: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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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I CAN READ & WRITE!!

 對象: 升K1-K3兒童

目標: 全英語環境中進行課堂遊戲，輕鬆有趣

      英國學校採用的拼音系統、聽、講、讀並重,加深

      記憶,掌握讀寫英文生字技巧及正確讀音

時間: 逢星期一、四11:00-12: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800

Advanced Comprehension

 對象: 升P2-P6兒童

目標: 提高兒童對英語文章�容的理解及分析﹔段落大意

      及描述﹔上文下意的了解和掌握答題技巧

時間: 升P1-P2 逢星期一、四11:00-12:00 

      升P3-P4 逢星期二、五11:00-12:00 

      升P5-P6 逢星期三、六11:00-12: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800

拼

P.24



英文
Advanced Comprehension

 對象: 升P2-P6兒童

目標: 提高兒童對英語文章�容的理解及分析﹔段落大意

      及描述﹔上文下意的了解和掌握答題技巧

時間: 升P1-P2 逢星期一、四11:00-12:00 

      升P3-P4 逢星期二、五11:00-12:00 

      升P5-P6 逢星期三、六11:00-12: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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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Fun Fun 幼兒數學

 

數學
對象: Pre-school兒童

目標: 開開心心努力練習數學概念﹐符號及簡單概念

時間: 逢星期一及四 11:00-12;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800

趣味初小數學班

 對象: 升P1-P3兒童

目標: 認識整數﹑簡易分數加法和減法運算﹑運用加法和

      乘法交換﹑四則運算﹑數學應用題。利用活動情境

      及趣味工作紙來增加兒童對數學及邏輯的興趣，建

      立良好的數學基礎

時間: 逢星期一及四 11:00-12;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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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趣味高小數學班

 對象: 升P4-P6兒童

目標: 認識及運用乘法分配性質, 理解最大公因數和最小

      公倍數﹑分數﹑整數﹑小數和百分數的概念及四者

      之間相互關係, 並檢�運算結果的合理性。運用符

      號表示數值

時間: 逢星期一及四 11:00-12;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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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
NIHONGO日語訓練營

對象: 升K1-P6兒童

目標: 以日本遊戲、日本童謠、日本動畫引發兒童對日文

產生興趣，並對日文有基本的認識

時間: 升K1-K3  逢星期二、四10:00-11:00 / 1:00-2:00

      升P1–P3  逢星期二、四11:00-12:00 / 2:00-3:00

      升P4–P6  逢星期二、四12:00-1:00 / 3:00-4: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800

日語培訓班
對象: 升K1-P6兒童

目標: 訓練日常會話﹑認識生字﹐提升文型及句法能力

時間: 升K1-K3  逢星期二、四11:00-12:00 / 2:00-3:00

      升P1–P3  逢星期二、四12:00-1:00 / 3:00-4:00

      升P4–P6  逢星期二、四10:00-11:00 / 1:00-2:00

開課日期: 28/6,19/7,9/8

費用: 三星期為一期, 每期共6課,共$1800

P.28



P.29

優惠(1) 
Like & Share Facebook

可享9折優惠

優惠(2) 
Early Bird 可享9折優惠 

(21/6前)



課程 日期 時間 費用

1

2

3

4

5

6

 

 午膳 $50 X

X     節

優惠

兒童姓名: ____________  性別: 男/女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  年齡: _______

填妥報名表, 支票台頭請寫「兒童台」並寄回本中心，亦可致電2575 3880/ WhatsApp

60125438報名

新生首次報名費為$100

本中心保留變更課程�容及收費的權利

一經收費, 一概不退回任何款項

黑色暴雨或8號風球本中心會停課, 本中心保留補課安排的權利

如學生缺課,本中心保留補課安排的權利

報名方法:

1.

2.

3.

4.

5.

6.

報名表

合共
本中心可以代訂健康午膳，每人每天$50

優惠(1) Like & Share Facebook可享9折優惠

優惠(2) Early Bird 可享9折優惠 (21/6前)

 

P.30

Child

Parking

天



Flat C,D 11/F Prosperous

Commercial Building54-58

Jardine's Bazaar Causeway Bay

www.mytraining.com.hk/

Facebook: My  Training

WhatsApp: 60125438 

Tel: 25753880 Fax: 25752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