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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 夏季情智高證書課程 
 

2020 年夏季情智高香港將開辦以下課程，各執行師或對 Kimochis with feeling tools 關注的

朋友，請留意及早報名參加, 享受早鳥及組合課程的優先留位。申請報讀詳見第三頁。 

 

M1-M4 Kimochis Basic 情智高執行師基礎證書訓練課程 

日期: 22/7/2020(9:30a.m.-4:30p.m.)及 23/7/2020 (9:30a.m.-4:30p.m.) 

地點：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 833 號長沙灣廣場一期 11 樓 1101 室 

內容簡介: 社交情智教育基礎認知，如何運用 Kimochis 教材套讓兒童快樂地學習管理情

緒、引導兒童用合宜的方法建立友好的社交關係，如何於任職崗落實使用

Kimochis 教材套進行個人，小組及大班社交情緒教育或輔導兒童成長中。 

費用: HK$7380，早鳥: HK$6850，二人同行早鳥: $13350 (報名費包括 Kimochis tool Kit 一套

及首年執行師認證費用) 

名額: 10-12 人 

 

M5 Kimochis for SEN (Autism) 

日期: 30/7/2020 (10:00a.m.-12:30p.m.) 

地點：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 833 號長沙灣廣場一期 11 樓 1101 室 

內容簡介:自閉症的孩子因偏執和固著的行為，經常讓照顧者和師長困擾不堪。情智高教

材在編寫時便有特別為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設計了相關的社交情智教學，尤其

有關情緒管理的學習。本節教授的內容為針對 ASD 兒童的需要進行介入的三

種現時最為有效的方案，包括認知障礙，感觀障礙和情感障礙等三個範疇的對

應方案及介入技巧 

費用: HK$1050，早鳥: HK$880 

名額:10-12 人 

 

M8 Kimochis Advance (Family and Parenting) 

日期: 30/7/2020 (2:15p.m.-4:45 p.m.) 

地點：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 833 號長沙灣廣場一期 11 樓 1101 室 

內容簡介:父母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支柱，如能讓父母把 kimochis tools 帶到家中，不但

讓父母更懂孩子，也能為父母在說教和說理作為管教子女的方式以外提供一個

愉悅而有效的選擇。本節學員將學習以(Dreikurs Model)瞭解兒童情緒困難與親

子障力的成因，學習運用 Lovey Dove 及 feeling pillows 提高兒童的自我認知，

並透過 Lovey Dove 及 feeling pillows 強化家長及兒童處理負面情緒的能力 

費用: HK$1050，早鳥: HK$880 

名額:10-12 人 

地址：香港荃灣青山公路 264-298 號，南豐中心 1905 室  電話：64082165 

網址：http://www.kimochis.com.hk   電郵：kimochishk@gmail.com   

情智高兒童成長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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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 Kimochis Clover – the positive thinker 

日期: 6/8/2020 (2:15p.m.-4:45p.m.) 

地點：長沙灣 / 荃灣(開課前一週通知課程地點) 

內容簡介: 隨著兒童日漸長大，他們面對的人際互動更多，更複雜，更具挑戰。抗逆力能

幫助兒童面對壓力和焦慮，讓他們縱然面對挫敗、遭受嘲諷、被排斥，也能剛

強面對。Kimochis Advance 的幸運四葉草正是為鼓勵兒童積極面對逆境、加強

自身抗逆力而創作的角色。 

費用: HK$1450，早鳥: HK$1220 (報名費包括 13” Clover 及教學指引) 

名額:10 人 

 

M6 Kimochis Magic (Kimchois Practitioner 的最強工具 ~ Kimochis Magic) 

日期:6/8/2020 (7:00p.m.-9:30p.m.) 

地點：長沙灣 / 荃灣 (開課前一週通知課程地點) 

內容簡介:試想像你拿著一個傷心的情緒精靈，在學生說了一句安慰說話之後，它便神奇

地消失，變成了快樂精靈。這個奇妙有趣的畫面，是 Kimochis 魔術的其中一個

效果。本節教授的簡易魔術能大幅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而主題魔術則能使學

員在愉快的氣氛中學習情智社交技巧，亦因此更樂意配合老師的教學安排。報

讀者不需具備任何學習魔術的經驗也能學會啊！ 

費用: HK$1450，早鳥: HK$1220 (報名費包括 HK$650 魔術盒導具及應用指引)   

名額:10 人 

 

M5 Kimochis Bella Rose - 幼兒性教育 

日期: 14/8/2020 (9:45a.m.-12:15p.m.) 

地點：長沙灣 / 荃灣(開課前一週通知課程地點) 

內容簡介: 幼兒漸漸長大，開始進入不同的社交群體中，與同性或異性的接觸越來越頻

繁，因此教導幼兒恰當的兩性社交關係至為重要。Kimochs 的 Bella Rose 將教

導幼兒恰當的兩性社交關係，讓幼兒及早掌握兩性的社交距離，合宜的接觸，

適切的用語等。此外，課程亦著重提高幼兒的分辨和觀察能力，以強化他們的

自我保護意識，遠離侵犯。 

費用: HK$1450，早鳥: HK$1220 (報名費包括 13” Bella Rose 及教學指引) 

名額:10 人 

 

M8 Kimochis in Church - 幼兒基督教教育 

日期: 14/8/2020 (2:15p.m.-4:45p.m.) 

地點：長沙灣 / 荃灣(開課前一週通知課程地點) 

內容簡介: Kimochis 的角色與許多聖經故事的人物性格相當類同，是協助孩子掌握和學

習聖經真理和要義的好工具。因此，我們特別為任職教會的同工或主日學教師以至

基督教教育機構的老師提編寫了一個全新的情智高基督教教育課程，以幫助各位同

工掌握使用 Kimochis 工具於基督教教育中。 

費用: HK$1450，早鳥: HK$1220 (報名費包括 HK$750 min feeling pillows pack 及 Kimochis in 

Church 教師手冊) 

名額:10-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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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夏季情智高證書課程報名表 
 

姓名(英文全名，供證書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bile Contact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ckground of Applicant: please  

 Permanent practitioner    Practitioner     Trainee     Other 

 

提早一個月報讀可享早鳥優惠，一次過報讀兩個課程可獲全費九五折惠優，不要錯過

啊！ 

Course number: Please tick and calculate 

    M1-M4 Kimochis Basic 情智高執行師基礎證書訓練課程 

M5 Kimochis for SEN (Autism) 

M5 Kimochis Clover – the positive thinker  

M5 Kimochis Bella Rose - 幼兒性教育 

M6 Kimochis Magic  

M8 Kimochis Family and Parenting 

M8 Kimochis in Church - 幼兒基督教教育 

 

Total Course Fee $ _____________ early bird (one month or more before the course date) 

More than one course (total course fee less than 5%), after discount cost HK$___________ 

 

 

遞交申請表格及課程繳費方式： 
1. 支票繳費：支票(抬頭：「情智高兒童成長中心有限公司」或“Kimochis HK Limited”) ，請把

支票連同申請表郵寄至本公司 (香港荃灣青山公路 264-298 號，南豐中心 1905 室，

Kimochis HK Limited 收 )。 

2. ATM 過數至本公司恒生銀行賑戶 369-365283-883：保留收據，郵寄，或掃描所填的申請表電

郵或 Whatsapp 64082165 給本公司。 

3. 轉數快平台過：利用本公司電話 64082165 可直接使用轉數快平台過數，可把過賑截圖及申

請表電郵或 Whatsapp 64082165 給本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