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少少 幫多多 SEN 零距離】講座系列 

第七擊：如何提升語言及發音能力 

 

 

 

 

 

 

 
 

 

 

內容 1. 語言發展階段 

2. 語言與智能、學習、社交的關係 

3. 各類常見的語言障礙的特徵 

4. 介紹及示範提升語言理解、表達的遊戲及技巧    

5. 介紹及示範提升發音能力的遊戲及技巧       (講座以粵語教授) 
講者 林慧心 (高級言語治療師)   

日期及時間 2016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對象 幼稚園教師、校長、治療師、社工、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費用 每位$100  

地點 香港灣仔駱克道三號 香港小童群益會 502 室 (灣仔港鐵站 C 出口) 

名額 160 人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報名 電話：2899-2993  李小姐 (JO )    網站：www.step-hk.com 

近日有英國研究指出，兒童在幼兒階段未能發

展足夠的語言能力，未來上學時將會遇上學習

困難。透過是次講座，專家親自教導前線

教育工作者及家長有關提升兒童理解、表達

及發音的活動和技巧，並讓參加者即場體驗。 

兒童的語言能力能提昇，他們在學習上便能事

半功倍。 

點解…. 因為…. 
除咗…仲有… 



講座 / 工作坊  報名表格 

報讀課程：【知少少 幫多多 SEN 零距離】講座系列 第七擊：如何提升語言及發音能力 2016-10-8（星期六）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手提)： 聯絡電話(辦公室)： 

電郵： 

(本人接受日後以電郵收取本中心資訊   同意   不同意) 

職業：  幼稚園教師      小學教師        校長         治療師 

        社工            學生輔導主任    家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名稱： 

 

付款方法：  費用 (每位$100) 
 現金 

 支票：抬頭請填(邁步兒童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 STEP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 Ltd） 

 存入東亞銀行戶口(戶口號碼 015-514-25-06958-9，戶口名稱 STEP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 Ltd)  

收據抬頭： 同上姓名 /  同上機構名稱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以郵寄或傳真報名，收據將於講座/工作坊當天派發 

 

 

個人資料使用： 

1. 本人同意向邁步兒童發展中心提供以上個人資料作是次報名之用，並聲名本表格所提供的資料均屬無誤。 

2. 本中心會於講座或工作坊完成後兩個月，將此申請表銷毀。 

3. 如你已同意用電郵收取本中心資訊，本中心只會保留參加者的電郵地址。若日後不欲收取，請以電郵通知我們 

(電郵：info@step-hk.com)。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方法： 

1. 因名額有限，報名採取先到先得方式，額滿即止。參加者請於繳費前先致電本中心查詢名額。 

2. 填妥報名表格後，連同劃線支票，郵寄：香港皇后大道東 43-59 號東美中心 21 樓 1 及 2 號室 或 

   填妥報名表格後，連同入數紙，傳真至：2899-2262 (必須保留入數紙正本，於講座當天交回) 
3. 本中心收到報名表後，會以電話確認報名，如於活動前一星期尚未收到確認通知，請致電查詢。 

4. 報名前請細閱<<報讀講座/工作坊須知>>。 

5. 查詢：2899-2993 李小姐 (Jo) 

聽講證書申請 : 
參加者如欲申請聽講證書，每張需繳交$50 行政費用。    需要 ($50)      不需要 

1. 本中心會於講座或工作坊當天派發聽講證書給參加者。 

2. 參加者如缺席當天的講座或工作坊，所繳付的$50 行政費用，恕不退回。 



報讀講座/工作坊須知 

 
報名手續及繳費方法 
1. 參加者填妥相關之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郵寄至本中

心。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東 43-59 號東美中心 21 樓 

      1 及 2 號室 

支票：抬頭請填(邁步兒童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  

      STEP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 Ltd） 

請於支票背面寫上參加者姓名，講座/工作坊名稱 

或 

填妥相關之報名表格，連同入數紙，傳真至：2899-2262 

銀行  ：東亞銀行戶口 

戶口號碼 ：015-514-25-06958-9， 

戶口名稱 ：STEP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 Ltd 

或 

親臨本中心轄下各單位遞交報名表格及繳費 

 

2. 請小心核對所報讀之講座/工作坊課程日期及時間，如遇

相撞或重複，本中心恕不負責。 

3. 請參加者依時出席已確認的講座/工作坊，本中心將不再

另行通知。 

 
額滿或取消講座/工作坊 
1. 因講座/工作坊名額有限，報名採取先到先得的方式，額

滿即止。參加者請於繳費前先致電本中心查詢學額。 

2. 若因人數不足而取消，本中心將代為銷毀參加者報名表

及支票，如須本中心退回支票予參加者，請於報名表上

註明。 

3. 報讀講座/工作坊一經取錄，除因天氣惡劣或報名人數不

足而取消外，所有已交費用，一概恕不退還。參加者若

因個人理由退出或未能出席部份節數，恕不能安排退款

或補堂。已繳之學費不得轉讓他人上課，並且不得轉作

其他用途。 

4. 如有需要，本中心有權更改原定講座/工作坊的講者、上

課時間、地點及內容。有關更改本中心將另行通知。 

 
上課注意事項 
1. 若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報名，收據將於講座/工作坊當天派

發。 

2. 收據若有遺失，本中心恕不補發，為保障參加者的利益，

請保留收據直至講座/工作坊完結。 

 

 

3. 參加者不可於課堂內進行錄音、錄影及拍攝。 

4. 任何人士不得未經邁步兒童發展中心的同意，以任何方

式抄襲、更改、複印、出版、上載、傳送及發放講座或

工作坊派發的資料。 

5. 所有講座/工作坊均不設托兒服務。 

6. 參加者如欲申請聽講證書，需於講座/工作坊完結後 1 個

月內申請，每張為$50。逾期申請，將不予受理。聽講證

書會於收到申請後 3 星期內郵遞到參加者給予之地址。

逾期未收到，請致電 2899-2993 查詢處理進度。 

 
惡劣天氣安排 
1. 天文台於上午 7 時仍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前之講座/工作坊取消。 

2. 天文台於上午 11 時仍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下午 1

時至晚上 6 時之講座/工作坊取消。 

3. 天文台於下午 4 時仍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晚上 6

時開始之講座/工作坊取消。 

4. 天文台於講座/工作坊進行前 2 小時仍懸掛黑色暴雨訊

號，則該節講座/工作坊取消。 

5. 天文台於講座/工作坊時間內懸掛黑色暴雨訊號，講座/

工作坊繼續進行。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參加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作報名講座/工作坊之用。 

2. 參加者必須於報名表格提供真確資料。如參加者未能提

供所要求的資料或資料不全，本中心可能無法聯絡參加

者(如有關更改上課時間或其他事宜)，參加者需要承擔

有關責任。 

3. 本中心會於講座或工作坊完成後兩個月，將申請表銷毀。 

4. 如參加者同意以電郵收取本中心資訊，本中心將會保留

參加者的電郵地址。若日後不欲收取中心資訊，請以電

郵通知我們(電郵：info@step-hk.com)。 

5. 本中心絶不會將參加者的個人資料以任何形式出售、租

借及轉讓予任何人士或組織。 

 
查詢課程 
電話：2899-2993 李小姐 Jo Lee  

       
網址：www.step-hk.com  
 
 

最後修訂日期：2016 年 3 月 10 日

 

http://www.step-h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