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課地點：CPDA將軍澳

對象：3至4歲

價錢 (原價)：$980/3堂

教學語言：廣東話

⭐ 3月27日或之前報讀全期課
程可享75折優惠

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將軍澳分會

透過評估、觀察及進行實驗，由淺入深地學習
STEM的基本原理，培養學童的好奇心、創造力和
解決問題能力。

對象： 3-4歲小朋友
每星期1堂，每堂1小時
費用：$2400/8堂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

理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將軍澳唐俊街21號翩滙坊地庫10號 (海港酒家側)

本優惠受有關條款所約束

日期及活動內容

🔸 4月11日 Tue 14:00-15:00 - 復活節的由來： Story time＋ Role play, 手工

🔸 4月12日 Wed 13:45-14:45 - 復活節的慶祝活動: 雞蛋料理, Egg Hunt

🔸 4月14日 Fri 14:00-15:00 - Stem科學實驗活動

上課日期：

🔸 逢星期三 16:25-17:25, 4月19日開始

o 全期為3堂，每堂1小時
o 教學語言：廣東話
o 此課程小朋友須獨立上課，如小朋友未能獨自上課，需

離開課室待小朋友情緒穩定後再上課；不設臨時取消、
更改轉課程或退款

o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理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 此課程不設補堂

https://goo.gl/maps/EXvmEGTsZHyRcJK47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57007282
https://www.facebook.com/CPDATKO/


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將軍澳分會

將軍澳唐俊街21號翩滙坊地庫10號 (海港酒家側)

本優惠受有關條款所約束

上課日期：
🔸逢星期日 16:15-17:15, 4月16日開始
🔸逢星期二 15:40-16:40, 5月2日開始
🔸逢星期六 10:00-11:00, 5月13日開始

Messy Play 又稱為感官遊戲 (Sensory Play)，小朋友可以利用身體不同嘅
部位在指定範圍內感受各種素材及物料，有助刺激小朋友嘅感官發展。

課程訓練目標：
✅感官🧠：刺激不同感官的體驗及發展
✅好奇心🫀：透過不同的感知活動，觸發、滿足好奇心
✅小肌肉💪：過程中，小朋友需要運用手指、手掌、前臂
✅手眼協調👀、左右手協調
✅溝通能力🗣：鼓勵小朋友描述不同物件的觸感及感受
✅解難能力✍：提升解決困難的能力
✅親子關係👩🤝👨：透過共同體驗，促進親子關係
✅舒減壓力🧘

Messy Play 12-18個月 (親子班)

每星期1堂，每堂1小時

學費：HK$1800/5堂

教學語言：廣東話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理

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上課日期：
🔸逢星期六 16:35-17:35, 4月1日開始 NEW⭐
🔸逢星期五 17:05-18:05, 5月19日開始 NEW⭐
🔸逢星期二 15:40-16:40, 6月20日開始 NEW⭐

Messy Play 18-24個月 (親子班)

上課日期：
🔸逢星期六 16:35-17:35, 4月2日開始 NEW⭐
🔸逢星期六 10:00-11:00, 5月13日開始 NEW⭐

Messy Play 2-3歲 (非親子班)

上課日期：
🔸逢星期日 16:15-17:15, 4月16日開始 NEW⭐
🔸逢星期五 117:05-18:05, 5月19日開始 NEW⭐

Messy Play 3-4歲 (非親子班)

https://goo.gl/maps/EXvmEGTsZHyRcJK47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57007282
https://www.facebook.com/CPDATKO/
https://fb.watch/gfRADksltf/


LEVEL 2: 排序複述訓練
每期為12堂，每堂1小時
對象：3-5歲小朋友
學費：$2800
教學語言：廣東話

透過聆聽故事、遊戲及多元化活動，
培養孩子閱讀興趣，提升專注力及聽說能力。
每期為12堂，每堂1小時
對象：2-4歲小朋友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理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LEVEL 1: 閱讀技巧

ü 進一步提升排序及邏輯推理訓練
ü 提升看圖述事及描述故事的能力
ü 增強詞彙及句式練習
ü 提升演說技巧及自信心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理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LEVEL 3: 故事演說及創作
對象：3-5歲小朋友
學費：$2800
教學語言：廣東話

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將軍澳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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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排序及邏輯推理訓練
ü 看圖述事訓練
ü 增強詞彙
ü 提升說話技巧及自信心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理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現凡報讀一期課程可享9折優惠
兩期課程或續報升班可享8折優惠

本優惠受有關條款所約束

上課日期: 

逢星期六 15:15-16:15, 3月4日開始

逢星期日 15:40-16:40, 4月21日開始 NEW⭐

逢星期六 10:10-11:10, 5月6日開始

上課日期: 

逢星期一 14:10-15:10, 3月27日開始

逢星期日 12:00-13:00, 4月2日開始 NEW⭐

逢星期六 15:15-16:15, 6月3日開始

逢星期六 10:10-11:10, 8月5日開始

上課日期: 

逢星期三 16:15-17:15, 4月12日開始

逢星期六 15:15-16:15, 9月2日開始

每期為12堂，每堂1小時
對象：3-5歲小朋友
學費：$2800
教學語言：廣東話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57007282
https://www.facebook.com/CPDATKO/
https://www.facebook.com/161777057351/videos/515388939057421


每星期1堂，每堂1小時

對象：3-4歲

學費：$2400/8堂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

心理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教學語言：廣東話

o 課程由專業心理學及幼兒教育團隊設計，透過

遊戲及活動，策略性地提升孩子的專注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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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減少負

面行為的出現

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將軍澳分會

將軍澳唐俊街21號翩滙坊地庫10號 (海港酒家側)

本優惠受有關條款所約束

上課日期: 

🔸逢星期二 17:05-18:05, 4月21日開始

🔸逢星期五 16:10-17:10, 5月21日開始

目的：1. 鍛煉身體，克己忍耐
2. 改善品格，加強自信
3. 嚴守紀律，提升專注

模形：透過遊戲進行跆拳道的基本訓練，配合體適
能活動，讓孩子在遊戲中鍛煉體魄，培養好品格
教學語言：廣東話

每星期1堂（1小時）

對象：3-5歲小朋友

學費：HK$1200/8堂

道袍+手靶套裝：$375/套

(新生須購買)

上課日期：

🔸 逢星期一 15:45-16:45 恆常班

🔸 逢星期一 17:00-18:00 恆常班

https://goo.gl/maps/EXvmEGTsZHyRcJK47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57007282
https://www.facebook.com/CPDATKO/
https://www.facebook.com/292307081536097/videos/286835449650899
https://www.facebook.com/292307081536097/videos/286835449650899


課程目標
✅ 提升幼兒閱讀的興趣
✅ 豐富幼兒的識字量
✅ 培養幼兒的語感
✅ 增加幼兒接觸語文的機會

課程特色
💡 多感官識字法
💡 配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如：唱遊、遊戲、認讀、圖工、動作) 
💡 每節導讀一本故事書
💡 每節教授/認讀故事書內的字

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將軍澳分會

將軍澳唐俊街21號翩滙坊地庫10號 (海港酒家側)

每星期1堂，每堂1小時

對象：2.5-3歲

學費：$2980/8堂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

心理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每期為8堂，共有2期

每堂1小時

對象：2-3歲

學費：$2400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

心理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o 除了培養邏輯思維，更透過數學與生活的聯繫，逐步建
立以數學思考和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籍此培養學童學
習數學產生興趣，及主動觀察和關心身邊與數學有關的
事情的態度

o 課程內容：
o 數概念：唱數、數數、一對一的對應、保留概念（數）
o 量概念：多少、大小、長短、高矮、輕重
o 圖形空間概念：基本平面圖形
o 邏輯關係概念：推理、排順

現凡報讀一期課程可享8折優惠
兩期課程或續報升班可額外多9折優惠

本優惠受有關條款所約束 本優惠受有關條款所約束

上課日期：

🔸逢星期一 16:45-17:45, 4月24日開始

上課日期：

🔸 Level 1 - 逢星期一 16:45-17:45, 4月24日開始

🔸 Level 2 - 逢星期一 16:45-17:45, 6月26日開始

https://goo.gl/maps/EXvmEGTsZHyRcJK47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57007282
https://www.facebook.com/CPDATKO/


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將軍澳分會
*本優惠受有關條款所約束

* *課程資料只作參考用，最終開始日期以報名時學位情況而定

* * *如欲索取最新的課程資料可透過WhatsApp索取

嬰幼兒潛能發展Playgroup（6-9個月組）

o 強化手眼、腳眼協調：準備未來坐立行走；
o 感覺統合練習：強化腦部發育，幫助發展認知、專注力、語

言；
o 左右協調：平衡腦部發育，幫助發展情緒掌控力、專注力；

將軍澳唐俊街21號翩滙坊地庫10號 (海港酒家側)

每星期1堂，每堂1小時
學費：
星期一至五 HK$2800/10堂
星期六、日 HK$3200/10堂
教學語言：廣東話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理
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上課日期：

逢星期日 15:15-16:15, 4月16日開始

嬰幼兒潛能發展Playgroup（9-12個月組）

o 強化大小肌肉：準備未來執筆、學習、站立、行走；
o 強化手眼、腳眼協調：準備未來行走、寫字；
o 感覺統合練習：強化腦部發育，幫助發展認知、專注力、語言；
o 左右協調：平衡腦部發育，幫助發展情緒掌控力、專注力；

每星期1堂，每堂1小時
學費：
星期一至五 HK$2800/10堂
星期六、日 HK$3200/10堂
教學語言：廣東話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理
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上課日期：
逢星期六 13:50-14:50, 3月25日開始,尚餘少量名額
逢星期二 16:55-17:55, 3月28日開始
逢星期日 15:15-16:15, 4月16日開始
逢星期五 14:20-15:20, 5月12日開始
逢星期六 13:50-14:50, 6月10日開始 NEW⭐

o 強化聆聽指令能力：建立良好習慣，減少反叛期的負面行為；
o 強化身體各部份協調：進一步發展大腦功能，增強自信；
o 強化社交技巧：準備面試、入學，灌輸正面社交行為；
o 強化語言表達技巧：準備面試、入學，並幫助強化語言能力；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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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認知課程內容包括：認識身體

每星期1堂，每堂1小時

學費：

星期一至五 HK$2800/10堂

星期六、日 HK$3200/10堂

教學語言：廣東話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理

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上課日期：
逢星期一 15:30-16:30 (29/5起改 15:45開始)
逢星期二 11:15-12:15
逢星期三 11:55-12:55
逢星期三 14:05-15:05
逢星期五 11:55-12:55
逢星期六 10:00-11:00, 5月13日開始 NEW⭐
逢星期六 14:00-15:00
逢星期六 15:40-16:40
逢星期日 10:10-11:10
逢星期日 12:00-13:00,4月2日開始 NEW⭐
逢星期日 13:50-14:50

o 強化聆聽指令能力：建立良好習慣，減少反叛期的負面行為；
o 強化身體各部份協調：進一步發展大腦功能，增強自信；
o 強化社交技巧：準備面試、入學，灌輸正面社交行為；
o 強化語言表達技巧：準備面試、入學，並幫助強化語言能力；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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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認知課程內容包括：動物及水果

嬰幼兒潛能發展Playgroup (15-18個
月）

每星期1堂，每堂1小時
學費：
星期一至五 HK$2800/10堂
星期六、日 HK$3200/10堂
教學語言：廣東話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理學相
關學歷老師任教

上課日期：

逢星期一 10:20-11:20

逢星期一 11:45-12:45

逢星期一 17:00-18:00

逢星期二 14:20-15:20

逢星期三 15:20-16:20

逢星期五 10:20-11:20

逢星期六 16:45-17:45

逢星期日 11:45-12:45

逢星期日 14:00-15:00

逢星期日 16:20-17:20

嬰幼兒潛能發展Playgroup (12-15個月）

https://goo.gl/maps/EXvmEGTsZHyRcJK47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57007282
https://www.facebook.com/CPDATKO/
https://fb.watch/9fI7LILk70/
https://fb.watch/9fI5p_pgoe/
https://fb.watch/9fI2EEaGvl/


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將軍澳分會
。本優惠受有關條款所約束

嬰幼兒潛能發展Playgroup（18-24個月組）

將軍澳唐俊街21號翩滙坊地庫10號 (海港酒家側)

每星期1堂，每堂1小時

學費：

星期一至五 HK$2800/10堂

星期六、日 HK$3200/10堂

教學語言：廣東話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理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上課日期：

Class A

A1 逢星期一 11:35-12:35

A2 逢星期二 10:00-11:00

A3 逢星期二 15:40-16:40

A4 逢星期三 11:45-12:45

A5 逢星期三 15:00-16:00

A6 逢星期六 10:20-11:20

A7 逢星期六 11:25-12:25

A8 逢星期六 16:55-17:55

A9 逢星期日 12:35-13:35

A10 逢星期日 15:05-16:05

*以上資料只作參考用，最終開始日期以報名時學位情況而定

* *如欲索取最新的課程資料可透過WhatsApp索取

o 強化聆聽指令能力：建立良好習慣，減少反叛期的負面行為；

o 強化身體各部份協調：進一步發展大腦功能，增強自信；

o 強化社交技巧：準備面試、入學，灌輸正面社交行為；

o 強化語言表達技巧：準備面試、入學，並幫助強化語言能力；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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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認知課程內容包括：顏色、圖形、

o Class A: 顏色、圖形、一一對應等

o Class B: 圖形、空間概念、分類比較、數學概念等

🔸上課日期：

Class B 

B1 逢星期一 10:10-11:10

B2 逢星期二 11:55-12:55

B3 逢星期二 15:45-16:45

B4 逢星期三 10:20-11:20

B5 逢星期三 16:35-17:35

B6 逢星期五 15:45-16:45

B7 逢星期六 11:45-12:45

B8 逢星期日 11:25-12:25

B9 逢星期日 16:30-17:30

*以上資料只作參考用，最終開始日期以報名時學位情況而定

* *如欲索取最新的課程資料可透過WhatsApp索取

https://goo.gl/maps/EXvmEGTsZHyRcJK47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57007282
https://www.facebook.com/CPDATKO/
https://fb.watch/9fH-Gkufh1/


將軍澳唐俊街21號翩滙坊地庫10號 (海港酒家側)

o 模擬幼稚園生活：透過主題、音樂、體育、美術
等不同課題，培養孩子的獨立性、自主性及自理
能力，為入讀幼稚園提供實質的準備；

o 循序漸進方法：有系統的活動及安排，預早適應
學校生活，強化孩子獨立面對陌生環境的能力；

o 須購買CPDA書包$100
o 每星期1堂，每堂75分鐘

學費：
星期一至五 HK$3100/10堂
星期六、日 HK$3650/10堂
教學語言：廣東話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

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Preschool 幼兒學前適應課程
（20至30個月）(家長需陪同上課)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尚餘少量名額，歡迎致電本分會查詢及報名

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將軍澳分會

學費：
星期一至五 HK$3150/10堂
星期六、日 HK$3700/10堂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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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強化自理能力：目標為本，訓練獨立自主，自理能力；
o 啟發八大智能：針對八大智能，發展幼兒全方位能力；
o 每星期1-5堂，每堂1.5小時
o 教學語言：廣東話
o 本分會Preschool學生優先取錄
o 師資：由註冊幼稚園老師/心理學相關學歷老師任教

PreNursery 幼兒學前預準課程

本優惠受有關條款所約束

🔸上課日期：

逢星期日 14:35-15:50, 3月26日開始

逢星期一 13:50-15:05, 4月3日開始

逢星期五 11:45-13:00, 4月14日開始 New⭐

逢星期日 10:20-11:35, 4月16日開始 New⭐

逢星期二 14:10-15:25, 4月18日開始 New⭐

逢星期五 10:10-11:25, 4月21日開始 New⭐

逢星期六 14:10-15:25, 4月22日開始 New⭐

逢星期二 10:30-11:45, 4月25日開始

逢星期三 11:35-12:50, 5月3日開始 New⭐

逢星期一 11:35-12:50, 5月8日開始 New⭐

逢星期二 15:35-16:50, 5月12日開始 New⭐

逢星期六 16:30-17:45, 5月20日開始 New⭐

逢星期二 12:00-13:15, 5月23日開始 New⭐

逢星期六 11:35-12;50, 5月27日開始 New⭐

逢星期五 14:10-15:25, 6月2日開始 New⭐

逢星期日 14:35-15:50, 6月4日開始 New⭐

*以上資料只作參考用，最終開始日期以報名時學位情況而定

* *如欲索取最新的課程資料可透過WhatsApp索取

20堂 – 9折
30堂 – 85折
每星期兩堂或以上

額外9折

https://goo.gl/maps/EXvmEGTsZHyRcJK47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57007282
https://www.facebook.com/CPDATKO/
https://www.facebook.com/mycpda/videos/305686670988117/
https://www.facebook.com/292307081536097/videos/2475049982549984


1. 請致電將軍澳分會或透過WhatsApp短訊查詢最新報名情況，並登記留位。
2. 繳款方法如下：(請參考下圖）

o 轉數快FPS
o 銀行轉賬 / ATM
o 網上付款：Alipay、WeChat Pay、Tap&Go及八達通網上付款
o 親臨本分會可以現金、八達通、易辦事EPS、AliPay、WeChat Pay或Tap&Go

辦理付款。
o 郵寄支票：支票抬頭「HAKUNA BANANA LIMITED」; 請於支票背頁填寫學生

姓名及聯絡電話。
1. 各課程的留位期為兩天，如留位後第二天本會仍未收到有關報名表格及繳款，留

位將會被取消，而不作另行通知。
2. 會方將於收妥文件後三個工作天內以WhatsApp確認，若在有關時間內仍未收到確

認訊息，請與分會職員聯絡。

1. 為保持環境清潔衛生，家長及孩子在活動室內，必須穿上襪子。會方可因應當時情況，
要求家長帶上口罩進行活動。如遇發燒情況，即體溫高於37.5°C或99.5°F，參加者不得
參加任何活動。

2. 如有缺席，請於上堂前通知本分會(電話: 2325 8228/WhatsApp:5700 7282)。嬰幼兒潛
能發展Playgroup、幼兒學前適應課程Pre-School及幼兒學前預備班Pre-Nursery均設補堂，
其他課程不設補堂。有關補堂安排如下：

• 嬰幼兒潛能發展Playgroup之補堂以兩次為限；幼兒學前適應課程Pre-School之補堂以一
次為限；幼兒學前預備班之補堂如報十堂以一次為限；如報二十堂以三次為限；如報三
十堂以五次為限；

• 上述課程均設額外補堂，以兩次為限，每次將收取行政費港幣一百元。有關補堂一經確
認，恕不作任何更改，如需更改，將每次收取行政費港幣一百元；有關補堂須於該學期
完結前補回，逾期作廢。缺席補堂者，恕不另作安。所有補堂只適用於星期一至五進行，
家長須自行聯絡有關分會職員安排補堂，並於該學期完結前補回，逾期作廢。缺席補堂
者，恕不另作安排。補堂之日期、時間或課程內容由本會決定；課程內容有機會重覆，
敬請家長留意。

3. 幼兒學前適應課程Pre-School及幼兒學前預備班Pre-Nursery之學生須購買CPDA書包，並
須帶備上課。

4. 參加嬰幼兒潛能發展Playgroup出席率達到80%或以上者，可獲得協會證書及評估。
5. 為確保孩子的學習進度不受影響，如孩子已於本協會開始上課，恕不能更改上課地點，

直至完成該全期課程。
6. 本協會會為部份小組進行拍攝、錄影，以作紀錄、宣傳及導師培訓之用。如參加者不欲

攝入鏡頭內，請於報名時通知本協會職員，以作妥善安排。此外，為保障私隱，課程進
行期間，嚴禁會員私自進行錄影及錄音。 會員如欲拍照，請預先通知本協會職員，但請
勿將其他人士攝入鏡內，亦需避免阻延活動進行。

7. 惡劣天氣安排：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本協
會之所有課程即告取消，期後可作補堂。本協會所有活動將於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八號
烈風或暴風信號解除兩小時後回復正常。例如：天文台於上午八時宣佈取消八號烈風或
暴風信號，上午十時及其後的課程將如常進行。如天文台發出紅色暴雨警告訊號或三號
強風信號，本協會之所有課程將如常進行，家長請按各區的實際情況自行決定出席課程
與否，如有需要，須當日致電本協會請假，則可獲補堂。有關惡劣
天氣之補堂安排，請參考協會守則的第2點。

報名方法 協會守則

將軍澳唐俊街21號翩滙坊地庫10號 (海港酒家側)

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將軍澳分會

8. 除非本協會未能提供課程，否則已繳費用恕不退回，亦不可轉讓他人。
報讀課程之日期及時間一經確認後，恕不能作任何更改。如已報讀課
程需作任何更改，將每次收取行政費港幣二百五十元。

9. 完整的協會守則請參閱會員報名表。如有任何爭議，本協會將保留最
終決定權。

協會守則

1.親子班每班不多於 8 位學童，一位家長陪同幼兒上課；非親子班每班不多於10 位學
童；每班的人數將因應疫情發展而作出調整。
2.為免人群聚集，其他人士不可於本分會停留或等候。
3.任何人士進入本分會時，必須:

i. 量度體溫

ii. 須用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如過敏人士請自備消毒搓手液。

4.如任何人士體溫達 37.8 度或以上，則不可內進，需回家休息或盡早求醫。
5.將鞋及嬰兒手推車放於指定位置。
6.用完的教具隨即用消毒噴劑消毒。
7.下課後以蒸氣高溫消毒地墊。
8.每房室設空氣清新機。
9.每個月定期進行專業的消毒及抗菌服務。
10.如需更換尿片，請稍移玉步到附近育嬰室/洗手間。
11.請勿在分會內進食。
12.防疫措施將因應疫情發展而作出調整，不會作另行通知。

防疫措施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57007282
https://www.facebook.com/CPDATKO/
http://www.cpda.com.hk/timetable_kc/CPDA_Terms%20updated_K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