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计划
幼儿训练个别指
幼儿训练个别指导服务(香港邻近地区适用
导服务 香港邻近地区适用)
香港邻近地区适用)
目标

对象

：培训家长掌握幼儿训练的技巧，按儿童情况提供个别化的训练建议和专业指导，解答家
长疑难，指正实际操作的技巧，从而提升幼儿的学习、专注、动作技能、自理及语言能
力，改善社交技巧及情绪处理，巩固学习基础。
：初生至六岁特殊需要儿童 (包括孤独症、发展迟缓、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和家长

导师

协康会幼儿导师，具备丰富教导特殊幼儿和培训家长的经验，采用协康会的专业训练策
略和评估工具

服务范围 ：1.
2.

内容

评估范围
• 评估儿童在体能、社交、自理、智能及语言方面的发展能力
训练范围：
• 通过不同游戏及玩具，让幼儿学习基本学前概念，如对象、空间、颜色、形状
及数量等，并加强幼儿在专注、模仿、聆听和表达方面的技巧
• 配合家居生活环境，训练幼儿学习穿衣、上厕所、进食等自理技巧
• 运用不同活动，训练幼儿双手协调动作技巧及手指操作等大小肌肉技能
• 配合环境经验，协助幼儿的情绪发展及提升与人沟通社交的技巧
• 通过分析家长与幼儿在家的训练录像，于在线提供适切的建议及训练方向，让
家长及幼儿可在家中持续有效能之训练

：每期 8 节，于 3 个月内完成，备有个别课堂培训
个别课堂培训和在线指导
，日
个别课堂培训 在线指导两个模式，可自由组合，
在线指导
期及时间按需协定。
个别课堂培训 (可带孩子，每节 50 分钟)
由导师为儿童进行个别评估，制定训练方向及内容，并示范家居训练的实际操作。家长
须出席第一节，听取评估结果及与导师协商以后的节数安排。
在线指导 (采用微信或同类通讯工具)
部分课节可选以在线指导的形式进行，由家长自行拍摄家居训练的视频，导师分析后提
供操作建议，及按儿童情况修正训练方向及内容。每节在线指导包含最多 2 个视频的导
师指正。

收费

：每期 8 节，于首节一次性支付。课堂训练和在线指导收费相同。
- 训练时段 (星期一至五) $660/50 分钟

服务地点 ：•
•
•

协康会青葱计划元朗中心 (电话: (852) 3974 5775)
香港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65 号豪景商业大厦 20 楼, 近轻铁大棠站、西铁元朗站
协康会青葱计划大坑东中心 (电话: (852) 2393 7555)
香港九龙石硖尾大坑东邨东满楼地下, 近石硖尾地鐡站
协康会天平中心 (电话: (852) 2673 0189)
香港上水天平邨天美樓地下 11 – 15 號

申请手续 ：请将填好的报名表邮寄或传真至青葱计划办公室。办公室职员收到表格后将与申请人联
系，以安排服务地点及时间。所有个人资料均会保密，并只用作申请服务之用。
备注及查询：有经济需要而又符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可申请协康会《儿童及青年训练基金》减费资助，
备注及查询
详情可致电 (852) 2393 7555 或微信号 (852) 5378 4929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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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编号 : PST-Web___________
申请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
(由青葱计划办公室填写)

协康会青葱计划
请填好报名表格并传真/邮寄/电邮至青葱计划办公室
地址：九龙大坑东邨东裕楼地下 1 号 协康会青葱计划办公室
电话：(852) 2393 7555

电邮：slp@heephong.org

传真：(852) 3142 7221

*******************************************************************************************

幼儿训练个别
幼儿训练个别指导服务
个别指导服务报名表格
指导服务报名表格 (香港邻近地区适用)
香港邻近地区适用)
申请人资料

儿童姓名 :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
出生日期／年龄 :
／______
国籍：___________ 出生地点：_____________ 常居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读中心／学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别 : _____
主要困难 :
监护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儿童关系 :
联络地址 :
日间联络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微信号/QQ：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从何途径得知本服务 :
有否申请/接受青葱计划所提供之其他服务 □没有 □有，请注明：
是否愿意透过电邮收到本会的活动资料
□愿意 □不愿意
家庭成员资料
成员

年龄

职业/教育程度

成员

父亲

兄/弟/姊/妹

母亲

其他：

兄/弟/姊/妹

其他：

年龄

职业/教育程度

儿童资料
1. 儿童就读学校类别：□托儿所
□特教中心 / 学校
2. 儿童沟通语言： □普通话

□ 早教中心

□幼儿园/幼儿学校

□小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粤语

□英语

□其他方言：_______________

3. 儿童曾否接受医生/心理学家诊断？ □没有
□有，诊断结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供诊断的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诊断日期：
年
月
4. 儿童有否长期身体疾病？

□没有

□有，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除就读的学校外，儿童曾经/现正接受的训练/治疗：
服务类别/内容

提供服务单位名称

接受服务日期

1.

至

2.

至

3.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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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儿童曾否接受智力评估?

□没有

如有，智力程度是： □资优

□有

□正常

□有限

□智障(轻度/中度/严重)

提供评估的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估日期：____月____日
7. 儿童在学习上有没有特别困难？ □没有

□有 (□中文

□英文

□数学

□其他：

_____)

请简述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请简述儿童的兴趣/嗜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请简述儿童的长处/优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请简述儿童的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请简述期望得到的帮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希望提供服务之区域：

元朗 (新界) /上水 (新界) /

石硖尾 (九龙)

_________________

13.希望提供服务之时段：(请在□内出合适时段)
训练时段 (星期一至五)

:

□ 上午

□ 下午

服务申请注意事项
1. 青葱计划办公室职员收到申请表格后将与申请人联系，以作服务安排。
2. 在训练开始前，导师必须先为儿童进行评估，以了解儿童的能力及需要。
3. 若儿童因事未能出席评估，须于约定时间一星期前通知本计划职员，否则或将影响申请次序。若
儿童再次缺席，便须新申请服务。
4. 经评估后，若家长决定为儿童展开训练，便须于评估当日预先缴付首八堂训练费用(中心接受现
金或划线支票)，之后每八堂预付一次。
下列适用于 “课堂训练”，“ 在线指导”则不受此限 :
5. 家长/照顾者须陪同儿童出席训练，以了解儿童的进度及家居训练方法。
6. 当香港天文台悬挂八号风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讯号时，所有服务均会暂停。若下午二时正或以前取
消该等警告讯号，中心会在讯号取消后两小时恢复正常服务。若在下午二时后才取消八号风球或
黑色暴雨警告，下午之服务将会暂停。
7. 当香港天文台悬挂三号风球或红色暴雨警告讯号时，治疗师会继续提供服务，家长仍须依约定时
间带子女出席评估或训练。
8. 训练期内若儿童因病未能出席，请通知导师并须在下一堂出示医生证明，否则将扣取半节训练费
用。若儿童因事未能出席，须于约定时间二十四小时前通知负责治疗师/导师，不足二十四小时
前通知将扣取半节训练费用。
9. 每四堂训练，只接受一次(二十四小时前)请假，否则亦需扣取半节费用。若儿童无故缺席服务，
亦需扣取半节费用。
10. 在训练/治疗进行期间，请勿拍照、录影或录音。
此部份由青葱计划办公室
此部份由青葱计划办公室填写
公室填写

评估日期及时间：
地点：
有否申请其他青葱服务？
□没有 □有，服务类别：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同事：
个案经理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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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编号：________________

负责同事：
日期：

评估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