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蔥計劃學前自閉症兒童密集式訓練服務一覽表 

2018-2019 年度一覽表 
 

初生至六歲是兒童成長的重要階段，如能把握時間，給予孩子適當的訓練，對他們成長帶來莫大的益

處。為使正在輪候服務的自閉症孩子把握訓練機會，本會的專業團隊特別設計了以下課程，以及早介

入促進兒童的全面發展。 

 

 針對自閉症兒童的特點, 整項訓練以「結構化教學課程」(TEACCHProgram)為骨幹，旨在協助自閉

症兒童掌握常規及適應環境的轉變，從而提升其學習及獨立工作能力。此外，訓練團隊會按兒童

的特點，同時採納其他訓練策略如：SCERTS「社交溝通-情緒調節-協作支援」等，以改善兒童的

人際互動技巧、社交溝通主動性及情緒調節能力。透過針對性並適切的綜合訓練，全面提升自閉

症兒童的基礎能力，加強上學的適應。 

 透過小組共同學習，提升兒童的共同專注、輪候、遵守指示的能力。 

 

 
整個課程系列由本會專業團隊重新策劃 

 
 
 

「伴我童樂」 「伴我童行」 

*學前自閉症兒童密集式訓練 

訓練時段內提供治療師服務 基礎訓練 高階訓練  

 二/ 三/ 四/ 五日班 

 2 - 3 歲 

 幼兒導師主領，中心治療師 

共同協作 

 服務地點︰ 

 大坑東中心 

 海富幼兒中心 

 元朗中心 

 馬鞍山中心 

 賽馬會青蔥樂園暨家長

資源中心 (2-5 歲) 

 兩/ 三/ 四日班 

 2 - 3 歲 

 幼兒導師主領 

 服務地點︰ 

 大坑東中心 

 太子中心 

 宏利兒童資源中心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水邊圍中心 

 馬鞍山中心 

 粉嶺家長資源中心 

 兩日班 

 4 -5 歲 

 幼兒導師主領 

 服務地點︰ 

 大坑東中心 

 太子中心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元朗中心 

 

21/1/2019 修訂版 



「伴我童樂」學前自閉症兒童密集式訓練 (二至五日班) 

(2018 年 8 月開始以下收費) 

形

式 
費用 服務對象/ 內容/ 形式 服務地點 

五

日

班 

每月港幣 

$9,300 

1. 對象: 2 - 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2. 透過小組共同學習，提升兒童的共同專注、輪候、遵守指示的能力。 

3. 由資深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言語治療師為兒童提供小組訓練，並

在服務時段內提供個別幼兒訓練服務 

4. 家長可因應兒童訓練需要，在上課時段內在中心優先選擇非繁忙時段  

青蔥計劃專業治療個別訓練服務(包括言語治療、職業治療及幼兒訓練

服務等，費用可參考青蔥計劃個別訓練服務收費)，以幫助兒童的發展。 

海富幼兒中心 

四

日

班 

每月港幣 

元朗中心-$9,000 

大坑東中心-$8,600 

1. 對象: 2 - 3 歲懷疑或已被評估為自閉症或自閉症傾向的兒童 

2. 每日訓練包括：獨立工作訓練、社交溝通訓練、基礎認知訓練、感知肌

動訓練、言語治療訓練及自理訓練 

3. 元朗中心每月隔週由言語治療師提供個別訓練。 

大坑東中心每週由言語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提供小組訓練。 

4. 約每三個月會安排一次家長面談，以了解兒童的能力及學習進度，並建

議及跟進兒童的家居訓練。本會亦會定期舉辦有關自閉症訓練講座，讓

家長從多方面認識及掌握訓練自閉症兒童的技巧及方法 

元朗中心 

大坑東中心   

三

日

班 

 

每月港幣 

馬鞍山中心-$7,800 

1. 對象: 2 - 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2. 每日訓練包括：獨立工作訓練、社交溝通訓練、基礎認知訓練、感知肌

動訓練、言語治療訓練及自理訓練 

3. 馬鞍山中心每月隔週二由言語治療師提供個別訓練 

4. 約每三個月會安排一次家長面談，以了解兒童的能力及學習進度，並建

議及跟進兒童的家居訓練。本會亦會定期舉辦有關自閉症訓練講座，讓

家長從多方面認識及掌握訓練自閉症兒童的技巧及方法 

馬鞍山中心 

兩

日

班 

 

每月港幣 

賽馬會青蔥樂園暨

家長資源中心-

$5,900 

1. 對象: 2 - 5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2. 每日訓練包括：獨立工作訓練、社交溝通訓練、基礎認知訓練、感知肌

動訓練、言語治療訓練及自理訓練 

3. 賽馬會青蔥樂園暨家長資源中心每週一節由言語治療師提供小組訓練 

4. 約每三個月會安排一次家長面談，以了解兒童的能力及學習進度，並建

議及跟進兒童的家居訓練。本會亦會定期舉辦有關自閉症訓練講座，讓

家長從多方面認識及掌握訓練自閉症兒童的技巧及方法 

賽馬會青蔥樂

園暨家長資源

中心 

 



「伴我童行」學前自閉症兒童 

密集式訓練 

 

 

   

             

                                                

 

基礎訓練 

 

形式 費用 服務對象/ 內容/ 形式 服務地點 

四日班 
每月港幣 

$7,400 

1. 對象︰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2. 定期與家長面見，以了解兒童能力及學習

進度，並建議及跟進兒童的家居訓練。心理

學家亦會舉辦有關自閉症訓練講座，讓家

長從多方面認識及掌握訓練自閉症兒童的

技巧及方法。 

3. 每日訓練包括：獨立工作訓練、社交溝通訓

練、基礎認知訓練、導師訓練及自理訓練。 

太子中心 

大坑東中心 

水邊圍中心 

三日班 
每月港幣 

$6,200 

星亮資源中心 

宏利兒童資源中心 

粉嶺家長資源中心 

兩日班 
每月港幣 

$4,700 

太子中心 

馬鞍山中心 

水邊圍中心 

星亮資源中心 

粉嶺家長資源中心 

 

高階訓練 

4-5 歲 

 

基礎訓練

2-3 歲 



高階訓練  

目標︰ 

 提升兒童的社交溝通技巧及與同伴互動的興趣 

 協助兒童認識自己的情緒，並學習控制及適當地表達自己的情緒 

 訓練兒童聆聽指示、跟從學習常規及維持專注的能力 

 幫助家長掌握及提升訓練兒童的技巧及策略，從而舒緩家長的壓力 

 

形式 費用 服務對象/ 內容/ 形式 服務地點 

兩日班 
每月港幣 

$4,700 

1. 對象︰4-5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適合現於主流幼稚園就讀，認知能力與同

齡兒童相若。 

2. 課程特色︰ 

 社交溝通 

透過小組活動及日常課堂訓練，鼓勵兒童

之間的互動及溝通，提升他們的社交技巧 

 情緒調控 

從不同的情境學習，讓兒童學習如何面對

日常轉變及調節個人的情緒 

 專注能力 

透過有系統和有趣的遊戲，訓練兒童維持

專注、聆聽指令及適應常規的能力 

3. 定期與家長面見，以了解兒童能力及學習進度，

並建議及跟進兒童的家居訓練。心理學家亦會

舉辦有關自閉症訓練講座，讓家長能多方面認

識及掌握訓練自閉症兒童的技巧及方法。 

4. 家長可因應兒童訓練的需要，選擇青蔥計劃專

業治療個別訓練(包括言語治療、職業治療及幼

兒訓練服務等，費用可參考青蔥計劃個別訓練

服務收費)，以幫助兒童的發展。 

太子中心 

大坑東中心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元朗中心 

三日班 
每月港幣 

$7,400 

5. 賽馬會青蔥樂園暨家長資源中心舉辨高階課程

將每週一節由言語治療師提供小組訓練 賽馬會青蔥樂園暨家

長資源中心 

 



「伴我童樂」學前自閉症兒童密集式訓練 

 

海富幼兒中心 - 五日班 

日期︰ 逢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上午 8:45 – 11:45 

對象︰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9,300 

 

元朗中心 - 四日班 

日期︰ 逢星期二至五 逢星期二至五 

時間︰ 上午 9:30 – 12:00 下午 2:15 – 4:45 

對象︰ 
2-3 歲懷疑或已評估有自閉症或自閉症

傾向的兒童 

2-3 歲懷疑或已評估有自閉症或自閉症傾向

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9,000 每月港幣$9,000 

 

大坑東中心 - 四日班 

日期︰ 逢星期二至五 

時間︰ 上午 9:15 – 11:45 

對象︰ 2-3 歲懷疑或已評估有自閉症或自閉症傾向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8,600 

 

馬鞍山中心 - 三日班 

日期︰ 逢星期二、三及四 

時間︰ 下午 2:15 – 4:45 

對象︰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7,800 

 

賽馬會青蔥樂園暨家長資源中心 

兩日班(基礎訓練) 兩日班(高階訓練) 

日期︰ 逢星期二、三 逢星期二、三 

時間︰ 上午 9:30 - 12:00 下午 2:30 – 5:00 

對象︰ 3-4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4-5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5,900 每月港幣$5,900 

 



「伴我童行」學前自閉症兒童密集式訓練 

大坑東中心 

 基礎訓練 

四日班 

日期︰ 逢星期二至五 

時間︰ 下午 2:30 – 5:00 

對象︰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7,400 

備註︰  家長可因應兒童的訓練需要，選擇青蔥計劃專業治療個別訓練服務 (包括 言語治

療、職業治療及幼兒訓練服務等，費用可參考青蔥計劃個別訓練服務收費)，以幫

助兒童的發展。 

 

 高階訓練 

兩日班 

日期︰ 逢星期一及三 逢星期二及四 

時間︰ 下午 2:30 – 5:00 

對象︰ 4-5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4,700 

 

藍田宏利兒童資源中心 

 基礎訓練 

三日班 

日期︰ 逢星期一、二及三 

時間︰  上午 9:30 – 12:00 

 下午 2:30 – 5:00 

對象︰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6,200 

 

 

 

 

 



「伴我童行」學前自閉症兒童密集式訓練 

太子中心 

 基礎訓練 

兩日班 四日班 

日期︰  逢星期一及四 逢星期二至五 

時間︰ 下午 2:45–5:15 上午 9:15–11:45 

對象︰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4,700 每月港幣$7,400 

備註︰  透過小組共同學習，提升兒童的共同專注、輪候、遵守指示的能力。 

 參加四日班之家長可因應兒童的訓練需要，在中心優先接受非繁忙時段青蔥計劃

專業治療個別訓練服務 (包括 言語治療、職業治療及幼兒訓練服務等，費用可參

考青蔥計劃個別訓練服務收費)，以幫助兒童的發展。 

 

 高階訓練 

兩日班 

日期︰ 逢星期二及四 逢星期二及五 

時間︰ 上午 9:00–11:30 下午 2:45–5:15  

對象︰ 4-5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4-5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4,700 每月港幣$4,700 

 

 

水邊圍中心 

 

 基礎訓練 

二日班 四日班 

日期︰ 逢星期二及三 

逢星期四及五 

逢星期二至五 

時間︰  上午 9:30– 12:00 

 下午 2:00– 4:30 

 上午 9:30– 12:00 

 下午 2:00– 4:30 

對象︰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4,700 每月港幣$7,400 

 

 

  



 

「伴我童行」學前自閉症兒童密集式訓練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基礎訓練 

兩日班 三日班 

日期︰ 逢星期二及四 逢星期一、三及五 

時間︰ 上午 9:30 – 12:00  上午 9:30 – 12:00 

 下午 2:30 – 5:00 

對象︰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4,700 每月港幣$6,200 

               

 高階訓練 

兩日班 

日期︰ 逢星期二及四 

時間︰ 下午 2:30– 5:00 

對象︰ 4-5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4,700 

 

 

元朗中心 

 高階訓練 

兩日班 

日期︰ 逢星期三及四 

時間︰ 下午 2:45– 5:15 

對象︰ 4-5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4,700 

 



「伴我童行」學前自閉症兒童密集式訓練 

粉嶺家長資源中心 

 基礎訓練 

兩日班 三日班 

日期︰ 逢星期二及四 逢星期一、三及五 

時間︰ 上午 9:30 – 12:00 上午 9:30 – 12:00 

對象︰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4,700 每月港幣$6,200 

備註︰  約每三個月會安排一次家長面談，以了

解兒童的能力及學習進度，並建議及跟

進兒童的家居訓練。本會亦會定期舉辦

有關自閉症訓練講座，讓家長從多方面

認識及掌握訓練自閉症兒童的技巧及方

法。 

 可優先安排在上水賽馬會中心每隔周二

的言語治療個別訓練，費用可參考青蔥計

劃的個別訓練收費表。 

 約每三個月會安排一次家長面談，以了解

兒童的能力及學習進度，並建議及跟進兒

童的家居訓練。本會亦會定期舉辦有關自

閉症訓練講座，讓家長從多方面認識及掌

握訓練自閉症兒童的技巧及方法。 

 

馬鞍山中心 

 基礎訓練 

兩日班 

日期︰ 逢星期三及五 

時間︰ 上午 9:45– 12:15 

對象︰ 2-3 歲已評估有自閉症的兒童 

費用︰ 每月港幣$4,700 

備註︰  約每三個月會安排一次家長面談，以了解兒童的能力及學習進度，並建議及跟進兒童的

家居訓練。本會亦會定期舉辦有關自閉症訓練講座，讓家長從多方面認識及掌握訓練自

閉症兒童的技巧及方法。 

 

  



 協康會 

 青蔥計劃 
  

請填妥報名表格並傳真/郵寄/電郵至青蔥計劃太子中心 

 地址：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70 號太子中心 2 樓協康會青蔥計劃太子中心 

 電郵：pc@heephong.org 電話：2788 1289 傳真：2776 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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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前自閉症兒童密集式訓練報名表  
 

 兒童姓名 : (中文)                         (英文)                                 性別 : 男/女  

 出生日期/年齡：       年    月    日/      出世紙號碼：                    出生地點：       

 就讀中心／學校 :                                                         班別 :             

 監護人姓名 :                                                             與兒童關係 :       

 日間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                           傳真 :             

 住址 : (地區)           (街道/屋苑)                           (大廈)                          

        (座)                 (樓/層)                           (室/房)                        

 電郵：                                                    從何途徑得知本服務:              

 有否接受青蔥計劃所提供之訓練服務 □沒有 □有，請註明：               導師姓名：             

  

 

 

成員 年齡 職業/教育程度   成員 年齡 職業/教育程度 

父親姓名:            兄/弟/姊/妹   

母親姓名:            其他：   

兄/弟/姊/妹    其他：   

 

 

 1.  兒童正輪候的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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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兒童溝通語言： □廣東話   □英語   □國語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3. 兒童曾否接受醫生/心理學家診斷？ □沒有 □有，診斷結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供診斷的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診斷日期：          年         月 

 4. 兒童有否長期身體疾病？ □沒有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除就讀的學校外，兒童曾經/現正接受的訓練/治療：  

 

服務類別/內容 提供服務機構名稱 接受服務日期 

1.  至 

2.  至 

3.  至 

 

申請人資料 

兒童家庭成員資料 

兒童資料 

個案編號 :                 

申請日期 : 

_______________ 

(由青蔥計劃填寫) 



 

   

6. 請以選擇報讀課程及希望提供服務地點及班別: ＊(請由 1 開始 排列選擇意願，可選多個一項)  

 

□ 伴我童行「基礎班」 

 

1)  太子中心 (近太子港鐵站) □ 上午四日班  

 □ 下午兩日班  

   

2) 大坑東中心 (近石硤尾港鐵站) □ 下午四日班  

   

3) 協康會宏利兒童資源中心  □ 上午三日班  

   (近藍田港鐵站)    □ 下午三日班  

   

4)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 上午三日班 □ 上午兩日班 

   (近何文田港鐵站) □ 下午三日班  

   

5) 水邊圍中心 □ 上午四日班    □ 下午四日班 

   (近西鐵朗屏站/輕鐵水邊圍站) □ 上午兩日班(二及三) 

□ 上午兩日班(四及五) 

□ 下午兩日班(二及三) 

□ 下午兩日班(四及五) 

   

6) 粉嶺家長資源中心 □ 上午三日班 □ 上午兩日班 

   

7) 馬鞍山中心 □ 上午兩日班  

   

□ 伴我童行「高階班」  

1)  大坑東中心 (近石硤尾港鐵站) □ 下午兩日班(一及三)         □ 下午兩日班(二及四) 

   

2) 太子中心 (近太子港鐵站) □ 上午兩日班(二及四) □ 下午兩日班(二及五) 

   

3)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 下午兩日班  

   (近何文田港鐵站)   

   

4) 元朗中心 □ 下午兩日班  

 

□ 伴我童樂 

1)  海富幼兒中心 □ 上午五日班  

   

2) 元朗中心 (近元朗西鐵站) □ 上午四日班  

 □ 下午四日班  

   

3) 大坑東中心 □ 上午四日班  

   

4) 馬鞍山中心 □ 下午三日班  

   

5) 賽馬會青蔥樂園暨家長資源中心 □ 基礎上午兩日班  

 □ 高階下午兩日班  

 

密集式申請表 version 01/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