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黃大仙分會

由即日起推出「特選優惠」 23 Mar. 2021

課程資料 全期為10節，每星期1節（1小時）

堂費： 星期一至五 全期費用: HK$2200/10堂

星期六、日 全期費用: HK$2700/10堂

特選優惠例子： 新會員若報讀星期一至五Playgroup 課程收費 : $2200 x 90% x 90% = $1,782

舊會員續報讀星期一至五Playgroup 課程收費 : $2200 x 95% x 90% = $1,881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及學位名額 備註

9-12個月 5-0912-1645 逢星期五 16:45-17:45 <尚有少量名額>

6-0912-1745 逢星期六 17:45-18:45 3月27日開班<現正招生>

7-0912-1620 逢星期日 16:20-17:20 4月18日開班<現正招生>

12-15個月 3-1215-1400 逢星期三 14:00-15:00 <尚有少量名額>

6-1215-1645 逢星期六 16:45-17:45 <尚有少量名額>

7-1215-1350 逢星期日 13:50-14:50 4月11日開班<現正招生>

15-18個月 3-1518-1630 逢星期三 16:30-17:30 3月24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5-1518-1530 逢星期五 15:30-16:30 <尚有少量名額>

6-1518-1545 逢星期六 15:45-16:45 3月27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7-1518-1400 逢星期日 14:00-15:00 4月11日開班<現正招生>

18-24個月 3-1824-1515 逢星期三 15:15-16:15 3月17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4-1824-1200 逢星期四 12:00-13:00 <尚有少量名額>

5-1824-1400 逢星期五 14:00-15:00 <尚有少量名額>

7-1824-0900 逢星期日 09:00-10:00 4月11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7-1824-1510 逢星期日 15:10-16:10 3月21日開班<現正招生>

課程資料 全期為10節，每星期1節（1小時15分鐘）

星期一至五 全期費用 HK$2,550 / 10 堂

星期六、日 全期費用 HK$3,250 / 10 堂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及學位名額 備註

20-30個月 1-2030-1415 逢星期一 14:15-15:30 <尚有少量名額>

5-2030-1200 逢星期五 12:00-13:15 4月9日開班<現正招生>

6-2030-1030 逢星期六 10:30-11:45 4月10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詳情如下：

      ‧ 報讀指定全期課程即可享額外10%折扣優惠。

      ‧ 適用於新會員 9 折 / 舊會員續報 95折優惠* 同時使用 (只限Playgroup)。

         * (舊會員續報優惠必須在第10堂前報讀下一個組別才有95折)

      ‧ 必須報讀全期課程。

      ‧ 只適用於嬰幼兒潛能發展 Playgroup 及學前適應班。

      ‧ 報讀課程之日期及時間一經確認後，恕不能作任何更改或轉換其他班別。

嬰幼兒潛能發展 Playgroup（6個月至24個月）課程以 "粵語" 授課                       

幼兒學前適應課程（20至30個月）  課程以 "粵語" 授課
學前適應班可以培養孩子的獨立性、自主性及自理能力，並為報讀幼稚園提供實質的準備。以循序漸進的方

法、有系統的活動及安排，讓小孩子能在父母的帶領下，預早適應學校生活、喜愛學校生活

凡報讀學前預備班之學生必須購買CPDA書包，現報讀學前適應班全期課程可以優惠價$80    (正價$130)

購買CPDA書包一個(不論大或細書包)，此優惠每學生只可獲一次。

特選優惠例子： 不論新會員及舊會員若報讀星期六、日的學前適應班

                           收費 : $3250 x 90% = $2,925

WhatsApp
報名

由於每班學位有限，家長請儘早以電話報名、確認上課時間。價格只供參考，實際收費及開班時間或有所不同，歡迎致電本會查詢。

地址 : 九龍黃大仙睦鄰街8號現崇山商場1樓107號舖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日 09:30 ~  18:30

電話 : (852) 3619 1160

Whatsapp：(852) 9433 6215

電郵：info-wts@cpd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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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黃大仙分會

06-09個月、09-12個月  12-15個月、15-18個月、18-24個月

課程資料 全期為10節，每星期1節（1小時）
堂費： 星期一至五 全期費用: HK$2200/10堂

星期六、日 全期費用: HK$2700/10堂
特選優惠例子： 新會員若報讀星期一至五Playgroup 課程收費 : $2200 x 90% x 90% = $1,782

舊會員續報讀星期一至五Playgroup 課程收費 : $2200 x 95% x 90% = $1,881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及學位名額 備註

9-12個月 1-0912-1545 逢星期一 15:45-16:45 4月12日開班<現正招生>

5-0912-1645 逢星期五 16:45-17:45 <尚有少量名額>

6-0912-1745 逢星期六 17:45-18:45 3月27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7-0912-1620 逢星期日 16:20-17:20 4月18日開班<現正招生>

12-15個月 1-1215-0915 逢星期一 09:15-10:15 4月12日開班<現正招生>

2-1215-1615 逢星期二 16:15-17:15 4月13日開班<現正招生>

3-1215-1400 逢星期三 14:00-15:00 <尚有少量名額>

6-1215-1305 逢星期日 13:10-14:10 4月18日開班<現正招生>

6-1215-1645 逢星期六 16:45-17:45 <尚有少量名額>

7-1215-1400 逢星期日 14:00-15:00 4月11日開班<現正招生>

7-1215-1620 逢星期日 16:20-17:20 4月18日開班<現正招生>

15-18個月 1-1518-0915 逢星期一 09:15-10:15 4月19日開班<現正招生>

1-1518-1545 逢星期一 15:45-16:45 4月12日開班<現正招生>

2-1518-1345 逢星期二 13:45-14:45 <尚有少量名額>

3-1518-1630 逢星期三 16:30-17:30 3月24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5-1518-1530 逢星期五 15:30-16:30 <尚有少量名額>

6-1518-1545 逢星期六 15:45-16:45 3月27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7-1518-0900 逢星期日 09:00-10:00 <尚有少量名額>，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7-1518-1235 逢星期日 12:35-13:35 <尚有少量名額>，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7-1518-1400 逢星期日 14:00-15:00 4月11日開班<現正招生>

18-24個月 1-1824-0915 逢星期一 09:15-10:15 4月19日開班<現正招生>

1-1824-1030 逢星期一 10:30-11:30 <尚有少量名額>，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2-1824-1500 逢星期二 15:00-16:00 <尚有少量名額>，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3-1824B-1145 逢星期三 11:45-12:45 <尚有少量名額>

3-1824-1515 逢星期三 15:15-16:15 3月17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4-1824-1045 逢星期四 10:45-11:45 4月15日開班<現正招生>，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4-1824-1200 逢星期四 12:00-13:00 <尚有少量名額>

4-1824-1515 逢星期四 15:15-16:15 4月22日開班<現正招生>

5-1824-0915 逢星期五 09:15-10:15 <尚有少量名額>，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5-1824-1400 逢星期五 14:00-15:00 <尚有少量名額>

6-1824-0915 逢星期六 09:20-10:20 4月10日開班<現正招生>

6-1824B-1200 逢星期六 12:00-13:00 <尚有少量名額>，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6-1824B-1430 逢星期六 14:30-15:30 4月10日開班<現正招生>

7-1824-0900 逢星期日 09:00-10:00 4月11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7-1824B-1015 逢星期日 10:15-11:15 <尚有少量名額>，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7-1824-1510 逢星期日 15:10-16:10 3月21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嬰幼兒潛能發展 Playgroup（6個月至24個月）課程以 "粵語" 授課                       

  ‧ 強化大小肌肉：準備未來執筆、學習、站立、行走 

  ‧ 強化手眼、手腳協調：準備來行走、寫字

  ‧ 感覺統合練習：強化腦部發育，幫助發展認知、專注        

  力、語言

  ‧ 左右協調：平衡腦部發育，幫助發展情緒掌控力。

  ‧ 強化聆聽指令能力：建立良好習慣，減少反叛期的負面行為；

  ‧ 強化身體各部份協調：進一步發展大腦功能，增強自信；

  ‧ 強化社交技巧：準備面試、入學，灌輸正面社交行為；

  ‧ 強化語言表達技巧：準備面試、入學，並幫助強化語言能力；

  ‧ 強化認知能力：因應孩子的發展進度，設計不同的遊戲，         

              包含感覺統合、大小肌肉、手眼及手腳協調等訓練

由於每班學位有限，家長請儘早以電話報名、確認上課時間。價格只供參考，實際收費及開班時間或有所不同，歡迎致電本會查詢。

地址 : 九龍黃大仙睦鄰街8號現崇山商場1樓107號舖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日 09:30 ~  18:30

電話 : (852) 3619 1160

Whatsapp：(852) 9433 6215

電郵：info-wts@cpd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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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黃大仙分會

課程資料 全期為10節，每星期1節（1小時15分鐘）

星期一至五 全期費用 HK$2,550 / 10 堂

星期六、日 全期費用 HK$3,250 / 10 堂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及學位名額 備註

20-30個月 1-2030-0910 逢星期一 09:10-1025 4月19日開班<現正招生>

1-2030-1415 逢星期一 14:15-15:30 <尚有少量名額>

2-2030-1615 逢星期二 16:15-17:30 4月20日開班<現正招生>

4-2030-1040 逢星期四 10:40-11:55 4月8日開班<現正招生>

4-2030-1515 逢星期四 15:15-16:30 4月22日開班<現正招生>

5-2030-1200 逢星期五 12:00-13:15 4月9日開班<現正招生>

6-2030-1030 逢星期六 10:30-11:45 4月10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

6-2030-1400 逢星期六 14:00-15:15 4月17日開班<現正招生>

7-2030-1350 逢星期日 13:50-15:05 4月18日開班<現正招生>

課程資料 堂費︰ 家長可自行為小孩選擇每星期參加一堂、兩堂或三堂

HK$2,550 / 10堂   HK$ 4,500/ 20堂   HK$ 5,900/30堂

星期六、日 全期費用

HK$3,250 /10堂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及學位名額 備註

24-40個月 1-2440-1145 逢星期一 11:45-13:15 <尚有少量名額>，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2-2440-0930 逢星期二 09:30-11:00 <尚有少量名額>，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4-2440-0900 逢星期四 09:00-10:30 4月22日開班<現正招生>
4-2440-1445 逢星期四 14:45-16:15 4月22日開班<現正招生>
5-2440-1030 逢星期五 10:30-12:00 <名額已滿>，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5-2440-1200 逢星期五 12:00-13:30 4月9日開班<現正招生>
6-2440-0900 逢星期六 09:00-10:30 <尚有少量名額>
7-2440-1615 逢星期日 16:15-17:45 <尚有少量名額>

課程資料 堂費︰ 家長可自行為小孩選擇每星期參加一堂、兩堂或三堂

HK$275/1堂

最少報讀3堂，報讀10堂可享9折優惠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及學位名額 備註
K1K2 1-K1-1630 逢星期一 16:30-18:00 3月29日開班<現正招生>

2-K1-1615 逢星期二 16:15-17:45 4月20日開班 <現正招生>

幼兒學前適應課程（20至30個月）  課程以 "粵語" 授課

凡報讀學前預備班之學生必須購買CPDA書包，現報讀學前適應班全期課程可以優惠價$80    (正價$130)

購買CPDA書包一個(不論大或細書包)，此優惠每學生只可獲一次。

學前適應班可以培養孩子的獨立性、自主性及自理能力，並為報讀幼稚園提供實質的準備。以循序漸進的方

法、有系統的活動及安排，讓小孩子能在父母的帶領下，預早適應學校生活、喜愛學校生活

幼兒學前預備課程   ( 課程以 "粵語" 授課 )

凡報讀學前預備班之學生必須購買CPDA書包，現首次報讀學前班全期課程可以優惠價$80     (正價$130)

購買CPDA書包一個(不論大或細書包)，此優惠每學生只可獲一次。

K1K2精讀課程   ( 課程以 "粵語" 授課 )
* 為現正就讀K1K2的小朋友而設

* 小班教學，緊貼每位學生進度，了解學生需要，及時作出相應調節

* 有助小朋友適應上學生活及趕上學習進度

 ‧ 適應幼稚園生活：以幼稚園課程為藍本，讓孩子提前適應新環境

 ‧ 強化自理能力：幼兒需獨立上課，訓練獨立自主，自理能力，慢慢習慣上課及集體活動模式，有效地過

 度到幼稚園學習生活

‧培養孩子課堂上敢於探索及發問 : 使幼兒享受學習過程、主動學習，並於進入幼稚園後，能自發去探索及發問

由於每班學位有限，家長請儘早以電話報名、確認上課時間。價格只供參考，實際收費及開班時間或有所不同，歡迎致電本會查詢。

地址 : 九龍黃大仙睦鄰街8號現崇山商場1樓107號舖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日 09:30 ~  18:30

電話 : (852) 3619 1160

Whatsapp：(852) 9433 6215

電郵：info-wts@cpd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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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黃大仙分會

Word Smart幼兒中文字詞運用課程(K1-K3 / 3歲或以上)

課程資料 全期為6個階段，每星期1堂（1小時）

全期學費： $960/月
凡報讀Word Smart幼兒中文字詞運用課程，必須使用專用課本(價值$70/本)，每個階段用一本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及學位名額 備註

K1-K3 /3歲或以上1-WS-1700 逢星期一 17:00-18:00 3月22日開班 <現正招生>

5-WS1-1415 逢星期五 14:15-15:15 3月26日開班<現正招生>

Kids Talk 精靈閱讀小達人

課程資料 每期6堂 每星期一堂 每堂60分鐘

堂費： 每期費用$1,500 / 6堂   (小朋友獨立上課)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及學位名額 備註
2-5歲 1-TALK-0915 逢星期一 09:15-10:15 <尚有少量名額>

4-TALK-1400 逢星期四 14:00-15:00 <尚有少量名額>

專注力及情緒社交課程 （適合3至6歲小朋友報讀）  課程以 "粵語" 授課

課程資料 每期6堂 每星期一堂 每堂60分鐘
堂費： 每期費用$1,500 / 6堂   (小朋友獨立上課)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及學位名額 備註
3-6歲 2-AE-1615 逢星期二 16:15-17:15 4月13日開班<現正招生>

4-AE-1630 逢星期四 16:30-17:30 3月25日開班<尚有少量名額>，此班別不適用於任何優惠

自信十足面試班（適合將報讀K1的小朋友） 課程以 "粵語" 授課

課程資料 全期為6節，每星期1節（1小時）

堂費： HK$2,100/6堂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20-32個月 開課日期待定 開課日期待定 開課日期待定 開課日期待定

自信十足面試班（適合將報讀N1的小朋友） 課程以 "粵語" 授課

課程資料: 全期為3節, 每星期1節 (每節1小時) 堂費: $1,050/3堂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備註

12-24個月 開課日期待定 開課日期待定 開課日期待定 開課日期待定

在面試的過程中，寶寶需要在短短的15至20分鐘內回應老師的不同要求，除了認知問題外，孩子的行為、禮儀及社交表現都

是成功的要素，而家長的反應及對提問之應對技巧亦十分重要。面試班將一一為家長剖析各個環節的應對策略。

。運用遊戲治療及心理學技巧，讓孩子在玩樂中，學懂怎樣表達及掌控自己的情緒

。認識不同情緒，學習以不同表達取代發脾氣、哭鬧，適當地控制情緒

。提升社交技巧，例如運用適當的社交禮儀與人溝通、提升幼兒與人合作的能力、提升幼兒與人商討的能        

力、正面地面對勝負等

。學習認識中文字的筆畫、筆順、基本字形結構、部首偏旁及意義，結合語音語素意識

。掌握認讀文字的規則

。增強語音語素意識

。增強幼兒理解及記憶詞彙，提升配詞學字的能力

。活用豐富的詞彙，增強口語組詞造句的能力

。提升配詞學字及組詞造句的能力 。透過不同的遊戲及多感官活動，融合故事、主題和生活情境，有助幼兒輕鬆地理

解課堂內容

。透過聽故事、看故事、玩遊戲、做手工等多元化的活動，建立親子良好的閱讀習慣，並從而提升其專注力

及聽說能力

課程以 "粵語" 授課（適合2-5歲小朋友報讀）

由於每班學位有限，家長請儘早以電話報名、確認上課時間。價格只供參考，實際收費及開班時間或有所不同，歡迎致電本會查詢。

地址 : 九龍黃大仙睦鄰街8號現崇山商場1樓107號舖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日 09:30 ~  18:30

電話 : (852) 3619 1160

Whatsapp：(852) 9433 6215

電郵：info-wts@cpd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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