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職教育課程不設九五折，一切所繳費用，
恕不退回。

「小一面試」及「面試
Portfolio 如何製作」家長工作坊
講者一一為大家拆解！

1. 教導家長如何幫助升小一學生自製一本有質素而又獨一無二的
Portfolio

2. 嚴選放入 Portfolio 的物資 ( 內容？結構？厚度？相片？獎項？ )
3. 拆解當中的問題 ( 厚就是好？多就是勁？ )
4. 自薦信注意事項及格？
5. 面試技巧應注意甚麼？
6. 衣著？對答？
7. 試前如何準備？
8. 面試陷阱如何避免？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190718 06/07 1 五  7:15pm-9:15pm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林慧欣女士 ( 曾任 Band1 教師及中小學

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 $220          非會員 $290

對　　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解構測卷、實用文及紓解
學童壓力班 - 家長班
讓家長探究中文測卷及實用文寫作的當中結構及答題技巧，導師更

會講授應試攻略及學生在當中遇到的困難，令家長更容易跟子女溫

習。此外 , 現今學童在不同階段也遇上各類的壓力及問題 , 導師會

跟家長們探討 , 從而紓解當中之結。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290718 20/07 1 五 7:15pm-8:45pm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林慧欣女士 ( 曾在中小學任教中文科十

多年及中小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 $150          非會員 $220

對　　象：小學生之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中文閱讀理解拆解班 ~
家長也閱理
很多學生不懂如何做閱讀理解，因而在測考失分，家長應該如何處

理？此講座拆解閱理問題，教授當中技巧，讓家長也能幫助孩子提

升閱理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330718 23/07 1 一 7:15pm-8:45pm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林慧欣女士 ( 曾在中小學任教中文科十

多年及中小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 $150          非會員 $210

對　　象：小學生之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中文寫作拆解班 ~ 家長也作文
作文是普遍學生較難掌握的一科，取分不高，應如何入手？此講座

解構如何提升作文能力，授予方法，從而提升技巧，令家長成為孩

子的最佳幫手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340818 06/08 1 一  7:15pm-8:45pm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林慧欣女士 ( 曾在中小學任教及中文科

十多年及中小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 $150          非會員 $210

對　　象：小學生之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New

New

Let's Teach Phonics Together
學英文拼音只是小朋友的專利 ? 其實家長們也很有需要的。因

為家長就是孩子們的最佳教練了，只有你們才能 Practice makes 

Perfect。本課程深入淺出介紹拼音的法則；此外也會分享教授拼音

的方式和小朋友學習拼音所面對的困難，通過一系列的分享和練

習，令家長更有效地協助孩子們學習語言和拼音。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240618 27/06-11/07 3 三 7:15pm-9:00pm

導　　師：Ms. Jennifer Ma ( 認可拼音證書資格，碩士時修讀研究英文語音

學課程 )

費　　用：會員 $550        非會員 $620

對　　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備    註：修讀此課程後，可延續報讀進階版

Let's Teach Phonics Together
進階版 
感謝家長們對 'Let's Teach Phonics Together' 的支持，聽取家長們的

意見後，均認為內容豐富但練習及分享時間不太足夠，有見及此加

推 'Let's Teach Phonics Together 進階版 '，升級內容讓家長有實踐

和應用 phonics 的機會，手一起指導小朋友享受學習 phonics 的

process 和 performance，真正體驗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250718 25/07-08/08 3 三 7:15pm-9:00pm

導　　師：Ms. Jennifer Ma ( 認可拼音證書資格，碩士時修讀研究英文語音

學課程 )

費　　用：會員 $550        非會員 $620

對　　象︰ 1. 有基礎認識 Phonics 的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2. 曾或修讀 'Let's Teach Phonics Together' 的家長

Let's Teach「 English 
Reading」 Together! 
要學好語言和拼音，除了有啟發性的老師外，家長就是孩子們的

最佳教練了，因為只有你們才能將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Teach Phonics Together! 反應熱烈，再推出 Let’s Teach English 

Reading Together! 讓家長掌握教小朋友閱讀理解的技巧，從幼兒的

課外閱讀至中學閱讀理解，深入探討；此外也會分享教授解題方式、

相關文法重點和小朋友做閱讀理解時的困難，通過一系列的練習和

選材，令家長更有效地協助孩子們學習英文閱讀。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310818 15/08-29/08 3 三 7:15pm-9:00pm

導　　師：Ms. Jennifer Ma (擅長文法及寫作技巧，碩士修讀英文寫作教學法)

費　　用：會員 $550        非會員 $620

對　　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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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New
「憤怒 @ 情緒管理」家長訓練
（Anger Management）
「憤怒」是我們用來防禦的正常情感；但，反應過激或不受控制的

憤怒，會對自己及孩子帶來一發不可收拾的傷害。

「憤怒管理」是一個調節怒氣的情緒管理課程，讓家長能有效地把

怒氣「有技術」及「有建設」地用於管教孩子之上，務求達致「用氣」

而不「動氣」的效果。

課程重點：

• 尋找「火起」的根源

• 檢視「發火」的規律

• 控制「怒氣」的按

• 轉化「憤怒」為正能量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130618 22/06-06/07 3 五 7:15pm-9:15pm

導　　師：Auntie Cherry ( 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訓師、家長管教教練 、資深註

冊社工 )

費　　用：會員 $550        非會員 $620

對　　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名　　額：12 人

優惠費用：孩子如報讀暑期班「兒童憤怒管理 @ 正念情緒訓練」的家長 ( 可享

有 9 折優惠，只可使用現金或 EPS 繳費 )

在家訓練孩子「專注力」
功課篇
良好的專注力是幫助孩子有效學習的基本條件。本課程為透過真實

案例及情境分享，讓家長學習激發孩子專注及動力的措施，練習在

家中實踐的執行技巧，幫助家長：

1. 了解孩子的「專注力」及「學習動機」

2. 協助孩子「坐定」的心法

3. 提高孩子的：眼專注、聆聽專注訓練

4. 提昇工作「持久度」和「耐力」的方法

5. 訓練孩子「專心做功課」的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080718 13/07 - 20/07 2 五 7:15pm-9:15pm

導　　師：Auntie Cherry ( 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訓師、家長管教教練 、資深註

冊社工 )

費　　用：會員 $360        非會員 $430

對　　象︰幼稚園及小學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名　　額：12 人

New如何協助孩子過渡小一？
趕飯餐、背重包、還要抄家課兼帶齊書、仲有學字、認字、寫字同

識朋友 ... 人仔細細， 如何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學會學習、獨立與

自理？ 為人父母，又怎樣去協助子女去準備與適應小一？ 

本課程將從孩子的心理需要出發，以實際案例，讓家長認清子女入

讀小一的需要和困難，並教授協助子女成功跨越小一的方法與技

巧，包括：家長在小一前的裝備及如何幫肋孩子小一後適應。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050618 15/06 1 五 7:15pm-9:15pm

導　　師：Auntie Cherry ( 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訓師、家長管教教練 、資深註

冊社工 )

費　　用：會員 $100        非會員 $170

對　　象︰升 K3 及小一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名　　額：20 人

New
按摩球父母工作坊
Massage Ball Recovery
近年興起的按摩球你認識多少呢 ? 工作坊將涵蓋使用按摩球的技

巧。導師將向您展示如何使用按摩球及肌肉位置，你可以跟導師一

起分享按摩球的樂趣。

課程完成後 , 你可以在家中自行研習 , 幫助配偶放鬆肌肉緊張、以

及幫助子女按摩去放鬆學業壓力！

課程內容：

- 減輕背部，臀部，肩膀，膝蓋，手臂，頸部疼痛 

- 更好的肌肉靈活性 

- 增加運動範圍（Range of Motion）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P060718 06/07 1 五 2:30pm-4:00pm

CP060818 13/08 1 一 7:00pm-8:30pm

導　　師：Sue YUE 國際認可瑜伽導師 RYT 200、HelloToby 瑜伽大使、按

摩球證書、兒童音樂瑜伽證書，多年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 $130        非會員 $200

訂　　購：按摩球由導師代為訂購，$30 於上課交給導師

對　　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名　　額：15 人

備　　註： 需穿輕便衣服

New新手家長管教技巧全攻略
本課程設四個不同主題，按家長生活上所面對的

湊仔困難為案例，透過 Q & A 和角色扮演，輔以「家長教練」(Parent 

Coaching) 的介入手法，與家長見招拆招，讓家長學習成為「子女

愛戴，成功管教」的父母。

【獨立】報讀任何每一主題，無需延續報班

攻略一：如何發出「有效指令」及教孩子「守規」

攻略二：如何培養孩子「自律」及執行「獎罰」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攻略一 CP1606A18 21/06 1 四 2:15pm-4:00pm

攻略二 CP1606B18 28/06 1 四 2:15pm-4:00pm

導　　師：Auntie Cherry ( 幼兒及兒童成長培訓導師、家長管教教練、資深

註冊社工 )

費　　用：會員 $160        非會員 $230

對　　象：幼兒 N 班 ~ K3 高班家長或有興趣人

名　　額：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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