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及查詢 (袁思敏姑娘)
熱線: 2520 4933 或 WhatsApp: 6693 7996

名稱 日期 時間 上課地點 費用

花式跳繩訓練小
組

7/3/2020-9/05/2020
(逢星期六)

10:00-11:00 循道衞理
中心2樓禮堂

$980/8堂

職業治療專注力
訓練小組

20/3/2020-22/5/2020
(逢星期五)

18:00-19:00 循道衞理
中心201室

$1320/8堂

音樂小跳豆 21/02/2020-17/04/2020
(逢星期五)

18:30-19:30 循道衞理
香港堂12樓

$980/8堂

舞出新天地
舞蹈治療小組

13/03/2020-15/05/2020
(逢星期五)

17:00-18:00 循道衞理
中心407及

410室

$1320/8堂

兒童及青少年
靜觀訓練

15/02/2020-07/03/2020
(星期六)

Group A:
10:00-11:00

Group B:
11:00-12:00

Group C:
13:00-14:00

循道衞理
香港堂12樓

$980/4堂

專注至叻星 29/02/2020-02/05/2020 
(星期六)

Group A:
10:15-11:15

Group B:
11:30-12:30

循道衞理
中心201室

$980/8堂

社交訓練小組 07/03/2020-09/05/2020,
(逢星期六) 

11:30-13:00 循道衞理
香港堂12樓

$980/8堂

小小雜耍家
小組訓練

12/03/2020-07/05/2020
(星期四)

17:30-18:30 循道衞理
中心201室

$980/8堂

專業評估服務《由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和言語治療師主理》
韋氏智能評估 (即IQ Test) 、專注力失調 / 過度活躍症、自閉譜系障礙

(包括亞氏保加症)、讀寫障礙。

課程活動



2019-2020 小洋蔥計劃結業禮

計劃簡介
小洋蔥計劃是為被診斷為或懷疑有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
兒童及家長作出支援。計劃引入以舞蹈、音樂及運動作為介
入點，幫助兒童提升專注力，學習情緒管理及增加社交溝通
技巧。小洋蔥計劃結業禮誠邀所有參與計劃的導師，家長和
同學一同見證成果。

日期: 8/2/2020 (星期六)

活動編號: TCOUNSGC

內容: 活動回顧、兒童表演、共享午餐

對象: 參與計劃的兒童，家長及導師

時間: 11:00am – 13:00pm

地點: 循道衞理中心2樓大廳
(灣仔軒尼詩道22號)

費用: $20 (受資助的家庭可獲豁免)

查詢/報名請電: 2520 4955/
Whatsapp: 6693 7996

登記報名 : 袁思敏姑娘

循道衛理輔導中心



循道衛理輔導中心

小洋蔥計劃

活動編號: SGC-TAL200304
目的: 透過職業治療的器具，配合資訊科技及桌上遊戲，訓練兒童腦

部思考，學習聆聽指令及維持專注能力。
對象: 6至11歲(小一至小六)被診斷為或懷疑有專注力失調/

過度活躍症的兒童
時間: 18:00-19:00
上課地點: 循道衞理中心201室 (灣仔軒尼詩道22號)
日期: 20/03/2020-22/05/2020 (逢星期五) (除了10/04/2020 及 01/05/2020)
費用: $1320/8堂
(備注: 低收入家庭可以優惠價接受來年全部服務及課程，詳情請向中
心職員查詢)
導師: 職業治療師徐志文博士

登記報名 : 袁思敏姑娘
查詢熱線 : 2520 4919 Whatsapp : 6693 7996

職業治療專注力訓練小組

六



循道衛理輔導中心

對象: 6至11歲(小一至小六)被診斷為或懷疑有ADHD的兒童

小洋蔥計劃

活動編號: SGC-TAL200306
目的: 提升學童的對話及社交技巧，加強人際關係的自信心，

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
內容:透過繪本故事、角色扮演和社交遊戲提升兒童的社交

及言語溝通能力
日期: 07/03/2020 至 09/05/2020 (逢星期六)
(除了4/4/2020及11/4/2020)
時間: 11:30am-1:00pm
上課地點: 循道衞理中心202室(灣仔軒尼詩道22號)
費用: $980/8堂
(備注: 低收入家庭可以優惠價接受來年全部服務及課程，詳情
請向中心職員查詢)
導師:  袁思敏姑娘 (註冊社工)

報名及查詢 (袁思敏姑娘)
熱線: 25204919 或 Whatsapp: 6693 7996

社交訓練小組
訓練兒童社交能力及溝通技巧



循道衛理輔導中心

對象: 6至11歲(小一至小六)被診斷為或懷疑有ADHD的兒童

小洋蔥計劃

活動編號: SGC-TAL200303
內容:
透過學習雜耍增強專注力及自我的成功感，提升
手眼協調，令兒童重新肯定自我價值。
日期: 12/03/2020 至 07/05/2020 (逢星期四) (除了
30/4/2020)
時間: 5:30-6:30pm     地點: 循道衛理中心201室
費用: $980/8堂
(備注: 低收入家庭可以優惠價接受來年全部服務
及課程，詳情請向中心職員查詢)
導師: 資深雜耍導師黃浩然先生

1.小小雜耍家小組訓練兒童的手眼協調、提升自信心及專注力

活動編號: SGC-TAL200305
目的: 透過學習跳繩增強專注力及自信心。提升手
眼協調，令兒童重新肯定自我價值。
內容: 花式跳繩
日期: 07/03/2020 至 09/05/2020(逢星期六) (除了
04/04/2020及11/04/2020)
時間: 10:00am-11:0am   
上課地點: 
循道衞理中心2樓空地 (灣仔軒尼詩道22號)
費用: $980/8堂
(備注: 低收入家庭可以優惠價接受來年全部服務及
課程，詳情請向中心職員查詢)
導師: 
香港體智教育花式跳繩教練吳Sir

報名及查詢 (袁思敏姑娘)
熱線: 25204919 或 Whatsapp: 6693 7996

2.花式跳繩訓練兒童手眼協調，專注力及鍛練體能



循道衛理輔導中心

對象: 6至11歲(小一至小六)被診斷為或懷疑有ADHD的兒童

小洋蔥計劃

活動編號: SGC-TAL200301
內容: 樂器演奏，歌唱，即興演奏/演唱，
小組協作活動
日期: 21/02/2020至17/04/2020(逢星期五)  
(除了10/04/2020)
時間: 6:30-7:30pm
上課地點: 
循道衞理香港堂12樓 (灣仔軒尼詩道36號)
費用: $980/8堂
(備注: 低收入家庭可以優惠價接受來年全部
服務及課程，詳情請向中心職員查詢
導師:
鄒丞鏗先生(加拿大卑詩省卡畢蘭諾大學音樂
治療學士，註冊音樂治療師)

1. 音樂小跳豆 提升兒童的社交溝通、專注力及情緒管理能力

活動編號: SGC-TAL200302
目的: 透過創意舞蹈和肢體遊戲，提高兒童的專
注力和四肢協調，並加強個人的溝通技巧、社
交能力，自信心及發掘潛能
內容: 創意舞蹈和肢體遊戲
日期: 13/03/2020日至 15/05/2020 (逢星期五) 
(除了10/04/2020 及 01/05/2020)
時間: 5:00-6:00pm
上課地點: 
循道衞理中心307及308室 (灣仔軒尼詩道22號)
費用: $1320/8堂
(備注: 低收入家庭可以優惠價接受來年全部服務
及課程，詳情請向中心職員查詢)
導師: 鍾家寶小姐 (註冊舞蹈/動作治療師，註冊
社工) 及李穎茵小姐 (資深敬拜舞蹈導師，婚姻
及家庭治療碩士)

2. 舞出新天地舞蹈治療小組

報名及查詢 (袁思敏姑娘)
熱線: 25204919 或 Whatsapp: 6693 7996



兒童及青少年靜觀訓練
為提升專注力及培養情緒管理的訓練課程

簡介

靜觀是 ⌈有意識地、不加批判地、將注意力置於此時此刻。⌋多項
硏究指出靜觀訓練有助培養兒童及青少年的專注力、正向思維、
情緒管理、增強抗逆力及人際關係。

日期: 15/2, 22/2, 29/2, 7/2 (星期六)

活動編號: SGC200202A
對象: 8-11歲兒童(中文組)
時間: 10:00am – 11:00am

活動編號: SGC200202B
對象: 4-7歲兒童 (中文組)
時間: 11:00am – 12:00pm

活動編號: SGC200202C
對象: 4-7歲兒童 (英文組)
時間: 1:00pm – 2:00pm

費用: $980/4堂 (中文組)
$1060/4堂 (英文組)

查詢/報名請電: 2520 4955/ 
Whatsapp:6693 7996

循道衛理輔導中心



專注 至叻星

兒童訓練小組

簡介

透過遊戲活動，提升及維持個人專注力，增強創意和分析能力，令
兒童從遊戲中獲得成功感，提升自信和自我效能感覺。而體驗式群
體活動亦可增強孩子的社交能力和合群性，令專注力在不知不覺間
培養增長起來。

循道衛理輔導中心

活動編號: SGC191201
日期: 2020年2月29日- 2020年4月25日 (星期六)
時間: 10:15am – 11:15am
對象: K3 –P2 學生
費用: $980 / 8 堂

活動編號: SGC191202
日期: 2019年12月7日- 2020年2月8日 (星期六)
時間: 11:30am – 12:30pm
對象: P3 – P5 學生
費用: $980 / 8 堂 查詢/報名請電: 2520 4955/ Whatsapp: 6693 7996

馮靜雯女士
輔導心理學家
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註冊輔導員
國家認可兒童遊戲治療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