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哥一邊睇報紙，一邊聽歌。

http://www.speechheart.com

✓加強粵語句式表達能力
✓本地創作 生活化情境
✓附有訓練指引 清楚易明
✓涵概 6種常用的粵語句式，合共60張圖片
✓隨教材附上句式工作紙，提升寫作能力

聯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機構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辦公室) 電 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材特色

付款方法：
支 票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 ) (支票抬頭：「心之樹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有限公司」)
 銀行過數 (請把款項傳入以下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銀行戶口（004）033-418658-838 )
** 收到訂購表格後，有專人聯絡安排付款程序，及郵寄訂購教材(連同收據)至以上郵寄地點

教 材 定 價 數 量 金 額 總 數

『形形式式 學句式』 表達教材套
於2022年8月31日前購買可以有優惠 HK$320 ______套 HK$_______

___盒x $____(金額)

HK$_______『形形式式 學句式』 表達教材套 HK$360 ______套 HK$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又…又…

一邊…一邊

雖然…但是 時間概念

關係子句

…之前…

<<心之樹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教材訂購表格
請填妥此表格及附上支票或入數紙，郵寄到：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64號惠豐中心17樓1701室

查詢：
出版機構：心之樹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獨家發行及出版)
聯絡人：麥姑娘
聯絡電話： 31178743/28118066 傳真號碼：2811 5150
E-mail :  treeheartst@gmail.com

定價：HK$360

妹妹食咗一個又紅又大嘅蘋果

上校車之前要排隊

聖誕節嘅時間，
姐姐去餐廳食聖誕大餐。

拖住爸爸嘅妹妹攞住氣球
。

「形形式式
學句式」

表達教材套



誰是我的鄰舍?  陳氏家族

陳先生 陳太太 陳小妹 陳一哥

他的面型是 ____ 型

他的眼睛又 ____ 又尖

他的頭髮又 ____ 又 ____

他 ____ 戴眼鏡

他留有 _______

他笑的時候露出 ______

她的下巴是 ____ 的

她的眼睛又 ____ 又尖

她的頭髮又 ____ 又 ____

她______ 戴眼鏡

她的左面嘴角下有一粒____

她的眼睛又 ____ 又尖

她的頭髮又 ____ 又 ____

她____ 戴眼鏡

她有一個 _____ 鼻子

她笑的時候露出 ______

他的眼睛又 ____ 又尖

他的頭髮又 ____ 又 ____

他 _____ 戴眼鏡

他 _____ 鬍子

他的左面嘴角下有一粒_____

© 心之樹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版權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作全部或局部之翻印、翻譯或轉載。
網址：http://www.speechheart.com  電話: 28118066  電郵: treeheartst@gmail.com

© 心之樹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版權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作全部或局部之翻印、翻譯或轉載。
網址：http://www.speechheart.com  電話: 28118066  電郵: treeheartst@gmail.com

眼睛又大又尖
眉毛又直又粗
頭髮又短又直
面上有一粒墨
笑時合上嘴巴
我是男/ 女

眼睛又大又尖
眼睛佩戴眼鏡
耳朵又大又圓
頭髮又短又鬈
笑時合上嘴巴
我是男/ 女

眼睛又大又尖
眉毛又直又幼
頭髮又長又鬈
面上有一粒墨
笑時露出牙齒
我是男/ 女

眼睛又扁又尖
眉毛又直又粗
頭髮又短又直
面上有一粒墨
笑時合上嘴巴
我是男/ 女

眼睛又扁又尖
眼睛佩戴眼鏡
頭髮又長又直
面上留有疤痕
笑時露出牙齒
我是男/ 女

眼睛又大又尖
眉毛又直又幼
頭髮又長又鬈
面上有一粒墨
嘴巴又紅又小
我是男/ 女

http://www.speechheart.com

✓ 提昇學童問句提問能力及詞彙運用的能力
✓ 隨教材附上句式工作紙，提升寫作能力
✓ 提昇語言解難(Verbal Reasoning) 技巧
✓ 附有訓練指引 清楚易明
✓ 含24個不同面部特徵的人物圖案

聯絡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 (辦公室) 電 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材特色

付款方法：
 支票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 ) (支票抬頭：「心之樹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有限公司」)
 銀行過數 (請把款項傳入以下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銀行戶口（004）033-418658-838 )
** 收到訂購表格後，有專人聯絡安排付款程序，及郵寄訂購教材(連同收據)至以上郵寄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之樹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教 材 訂 購 表 格

請填妥此表格及附上支票或入數紙，郵寄到：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64號惠豐中心17樓1701室

查詢：
出版機構：心之樹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獨家發行及出版) 
聯絡人：麥姑娘
聯絡電話：31178743/ 28118066 傳真號碼：2811 5150
E-mail :  treeheartst@gmail.com

教材 定價 數量 金額 總數

「猜猜我是誰」語言訓練教材

於2022年8月31日前可以優惠價訂購
$ 40 ___ 套 HK$ ____ HK$ ____

「猜猜我是誰」語言訓練教材 (正價) $ 68 ___ 套 HK$ ____

原價：HK$68 (包郵)

多謝各機構、
學校熱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