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期望子女 

是一個 

怎樣的 ? 

 
順天而行教養法 (基礎篇) 
Nurturing Foundation  
「順天」是順著孩子的品性來教養， 

「順天」是順應父母的處境來栽培， 

「順天」是助展孩子，成長父母！ 

從正面建立樂觀的家庭生活，延伸至
人際交往和信任，培養出智勇雙全的孩
子，一個活潑、好學、有愛的心靈！課程
同時亦會喚醒父母在親子情懷經驗當中，
潛藏了許多父母品格更新改變和人生豐盛
的難得機會。 

講題包括： 
 兒童發展心理 
 遊戲與藝術 
 家長處境與期望 
 孩子性格、特質與學習能力 
 活學活用多元智能 
 有效溝通和賞罰 
 心理壓力及情感教育 
 承諾與履行 

課程對象: 幼兒及小學家長，老師，社工
及兒童工作者 (歡迎夫婦同時参加) 

逢星期三   A  10:00-12:00am (8 堂) 
B  7:00- 9:00pm  (8堂) 

畫中傳情 Art Expression 
在輕鬆的環境下， 
你會感覺精神集中， 

讓你自然地從畫像中， 
流露心底的說話， 
認識自己，更明白小孩圖像溝通表達。 

逢星期二   A  10:00-12:00am (3 堂) 
B  7:00-9:00pm (3 堂) 

＜全職媽媽八折優惠＞ “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和孩樂重拾學習興趣啟導中心 

心散依賴, 學欠所長 

心性發展, 明燈探向 
 

What do you expect 

your child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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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一個活潑、好學、有愛的心靈! 

We are to create a spirit: to live, to learn and to love! 
 

課程策劃總監/導師   林歐陽婉玲 (Mable) 
 

 教育心理顧問 

 生命動力課程導師 

 身心語法程式學(NLP)執行師 

 美國『重拾學習的樂趣』特許培訓師 

 和孩樂重拾學習興趣啟導中心創辨人 

 HKIAP香港分析心理學會會長 (2008-2011) 

 HKICC香港國際專業教練協會會員 

 

 一個普通人，有夢想，好學的幸福媽媽! 

 

報名：Buddies Station 和孩樂重拾學習興趣啟導中心 

香港柴灣祥利街 29號國貿中心 2502-3室 (輔導室: 1612室 2803室) 

Rm 2502-3 Trend Centre, 29 Cheung Lee Street, Hong Kong (Chaiwan MTR Exit B) 

e-mail: touchbuddies@gmail.com 

親職效能 

 

 

PARENTING 

PROGRAM 
完善親職效能及成長 



CREATIVE 

PROGRAM 
提昇靈活及創造能力 

技巧 

 
創意課程 

 

 

    

 

 

  

 

學習 就是要贏在起步點， 

從學習中取得能力和信心。 

給孩子新機會， 

做個學習小勇士。 

以勇士精神去學習， 

培養個人意志，加以學習方法！  

作為我們的學習勇士 

就是要早日建立自學的習慣，獨立而且

進取。我們訓練: 

專注定力  時間管理  視覺記憶 

情 表達   創意思維 

EDW (Letterland Phonics) 

英文默書勇士 English Dictation Warriors  

星期一/三/六 

對象 : 小學至初中學生 

CDW  
中文默書勇士 Chinese Dictation Warriors 

星期二/四/六 

對象 : 小學至初中學生 

 

HWW 功課輔導組 Homework Warriors 

星期一至五 （星期二除外） 

對象 : 小學至初中學生 

Interview面試班（小一/升中） 

體驗面試過程，教授面試禮貌及儀容指

導。克服害羞、培養自信，清晰地表達

自己的意見。及早掌握個人及小組面試

技巧。 

 

創意思維訓練 Creative Thinking 

讓孩子學習如何： 

 整理千絲萬緒的意念 

 擴闊多角度的觀點 

 掌握分析歸納的重點 

 培養多種思維技巧的習慣 

 提升創意及解難能力 

 思想靈活又機智 求學解難就容易 

動態沙畫 Sand Art 

通過各種歌曲音樂，牽引繪者內心不同

的情感變化和聯想，自然地由指尖流露

心底的情感，充份感到對作品的滿足，

從而得到自我肯定。 

☆讓繪者輕快，觀者嘆奇！  

遊戲藝術 Play Art for Kids 

從故事和遊戲提升幼兒身體的活動能

力及感官發展，並透過藝術創作，培養

幼兒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豐富並激發右

腦思維，鼓勵孩子勇於探索和表達。 

☆請自備保護衣物，以防弄髒衣服。 

圖記魔法 Mindmap Magic 

令你著迷的思考方法，使你更聰明，更

富想像力。左右腦並用，感官豐富便有

助牢記效果。 

☆筆記與複習再不是你的枷鎖 

基礎班/實習班 

對象 : 小學至初中學生 

 

樹之旅 Tree Tour 

這是一個生態保育之旅！ 

樹木有頑強的生命力，是連接自然界的

寶物。從城市樹木觀賞, 去培養孩子的

大自然情意，藉此增進求知慾和觀察

力。以安靜及靈敏的心靈去探索體會，

能提高專注力和吸收力、發掘自然妙趣。 

故事王國 Storyland 

我們運用童話和神話故事，經典文學和

詩選，以激發孩子的想像力，讓孩子代

入不同生活角色，潛藏記憶，豐富情感

體驗。要建立閱讀的習慣，其實不是那

麼難。 

戲劇課程 English Drama 
課程統籌：夢想王國 (Kingdom of 

Dreams) 

朗讀劇場 Readers Theatre 
表演戲劇，不但要背誦，還要經得起觀

眾的目光。舞台上，有些小朋友無法陶

醉其中，更令自信心大跌。特意推出朗

讀課程，在零壓力的環境下，發掘和享

受朗讀的樂趣，練得一口流利英語。 

魔法閃電手 Magic Typing 

(TypeQuick)  

改變學生上網及打電腦的陋習，重視打

字要有姿勢有實際。「一指神功」的輸

入方法，需要及早改變！交功課不怕字

跡潦草，又失分又失禮。 

 

學習彈跳豆 Passionate Learners 

Speci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校本計劃) 

學習成績未必等同智力 

成長挫折未必沒有前途 

歡迎學校，教會，家長，老師，或社工查訊 

特殊學習啟導 SLD Private Session 

按學生個人步伐為本，輔導專注不足，

過度活躍，讀寫障礙，資優兒童，自閉

遲緩，社交溝通及情意教育。提供中心

訓練及外展家訪。 

沙池治療 Sandplay Therapy 

潛意識及圖像的表達，就如藝術和夢境

的探索，更能進入你內心需要而達到調

解治療，輔導的過程更能補足理性及語

言所局限，易於尋找突破。 

家長親子學堂 Parenting Guidance 

專為自閉症或其他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

長而設。根據行為治療概念設計，讓家

長有效處理孩子的行為問題，互相分享

及交流教養經驗。 

自閉症行為治療 
Behavioural Interventions for Autism 

社交技巧課程 - 提升社交興趣和技巧,

訓練溝通能力及擴闊遊玩喜好。 

行為管理課程 - 評估及識別問題行

為，學會跟從指令，管理好自己情緒，

減少重覆性行為。 

勇士課程 

 

 

WARRIORS 

PROGRAM 
增進專注及學習技巧 

 

LIFE 

EDUCATION 
培養社交及生活文化 

技巧 

 

SPECIAL 

EDUCATION 
延伸特殊教育服務 

技巧 

 
生命教育 特殊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