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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 Who are we…
我們相信親子按摩為父母提供一個優質的親子時
間。嬰兒按摩是為父母、準父母及照顧者提供一個
專業觸感療法訓練，從而讓他們得到優質親子時
間，我們深信透過父母和嬰兒愛的接觸和全心的關
懷，能加強父母和嬰兒之間的情感維繫，注入愛的
元素，為嬰兒快樂人生奠定重要基礎。
H3TOUCH 提供國際認証兒童 CPMI®及嬰兒按摩
導師課程 CIMI®, 嬰孩瑜伽導師課程 PIMI®, 產前/

一切由觸感開始

後孕婦按摩課程, 寵物按摩課程及香薰治療按摩及天

觸感是最原始的感覺器官，在胚胎生長過程中，外

然護膚品 DIY 課程. 我們是亞洲區及中國香港唯一

胚層不但發展成中樞神經系統，並延伸至全身的皮

國際治療師協會認可的課程提供機構。

膚、毛髮、指甲和牙齒。六週大的胎兒就有觸感的
反應，皮膚也可以視為外在中樞神經，是人體最大
的感覺器官。
觸撫是人類基本的需要，觸撫滿足被認同，被珍惜
與被愛的需要，奠定人一生的自我價值，在出生後
三個月中，母親越嫌惡撫觸的寶寶，在九個月大時
寶寶越可能呈現憤怒的情緒和行為，根據精神病專
家和心理治療師的研究，在嬰兒期得到充分關愛的
撫觸，成長中多能發展強烈的自我認同和價值感，
而且更有能力應付情緒上的打擊。

「嬰兒按摩是人類活聲音，是表現對互相的愛，是複雜既親密的一刻」
觸感醫療-按摩目前已成為許多國家的主流醫學和經常性的程序，與藥物一並列入
醫療處方。許多研究發現按摩可以使體重增加較快，降低壓力增強免疫。按摩→
增加迷走神經→產生更多賀爾蒙、胰島素→有助於食物吸收及體重增加。

我們的訓練導師團隊
Miss TOUCH H3Touch Foundation 創辦人, Touch Trainer, CPMT® & CIMI® &
PIMI®國際嬰幼兒按摩及瑜珈導師訓練員(TRAINER), IFA 香薰治療師及 CTHA 國際治療師協
會會員,為亞洲地方唯一及主要訓練導師. 多年推動嬰幼兒全面成長並為多間社福機構舉行義務
員工及地區教育及出版[親子嬰兒按摩社區手冊 – [家長篇]. 2015 年開始在中國為星兒的家庭進
行培訓及顧問工作
Tarangita Maggie 張美琪

Katherine Kwok 郭姵君

Ms. ANGEL CIMI® &

香港大學佛學碩士及文學士、

PIMI®國際嬰幼兒按摩及

PIMI®國際嬰幼兒按摩及瑜珈

法學士、香港及澳洲會計師、

瑜珈導師訓練員

導師訓練員(TRAINER)，兒童

國際認可催眠治療師及導師

按摩及特殊需要兒童按摩治療

NGH、美國 Quantum

師，同時亦為 IFA 香薰治療
師，有多年輔導經驗，並致力
推廣觸撫治療，讓更多人士認
識觸撫的力量。2015 年開始

（Trainer)，CIMI®導師

Touch®量子共振治療師及導

及 CPMT®兒童按摩及特

師、英國 PIMI® 註冊嬰兒按摩

殊需要兒童觸感治療師。

導師、英國 Aura Soma®彩油

FOAT®聚焦導向表達藝

顏色系統諮師、正念訓練導

術執行師，頌缽治療師及

師、頌缽治療師、親子活動導

導師。於不同團體（包括

在中國為星兒的家庭進行培訓

師等。 曾於不同社福機構及非

及顧問工作。

牟利機構舉辦身心健康工作

醫院、社福機構及學校）

坊、親子活動小組、Quantum

教授親子嬰幼兒按摩、觸

Touch®量子共振、催眠、呼

感治療、聲音治療及表達

吸放鬆、正念覺察訓練及親子

藝術情緒紓緩小組等。服

嬰幼兒按摩等。現於醫院教授
懷孕婦女及新任家長親子按摩
技巧以預防產前、後抑鬱。

務對象主要包括嬰幼兒、
親子、新手媽媽、在職婦
女及專業人士。

SKIN TO SKIN CONTACT 是人類活聲音，是表現對互相的愛，是複雜既親密的一刻
Website:

Contact:

Email:

www.h3touch.org

852-52173169

touch@h3touch.org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67 號

852-34866640

屯門郵箱 747 號

父母寶箱 – Miss TOUCH
幾時適合幫助嬰兒進行按摩？BB 幾大個可以開始做按摩？
何時進行嬰兒按摩以嬰兒當刻的意願同狀態為主要考慮的條件，家長需要觀察嬰兒是否合適
進行按摩。簡單來說，我們需要觀察嬰兒正在處於那個階段，從深層睡眠到清醒再到入睡，
總共六個階段（深層睡眠～淺層睡眠～半夢半醒～安靜學習狀態～活躍警醒階段～哭泣階
段）循環發生。家長需要找尋當中的安靜學習階段去進行按摩，通常這階段會出現於剛睡醒
或沖涼前後。健康 BB 可以由出世的第一天開始，但腹部的按摩就需要等到臍帶脫落之後才
可進行。
BB 訓左覺可以做按摩嗎？
自問睡著的自己也不喜歡被人騷擾吧，同樣嬰兒也一樣，進行嬰兒按摩，親子間的互動也是
很重要的，所以不要心急，就等嬰兒醒來，處於安靜學習階段時，再進行親子按摩吧。
什麼時間唔可以做按摩？可以爸爸媽媽同時幫 bb 做按摩嗎？
如嬰兒發燒或有不舒服，於一星期服食過藥物，都不適宜進行按摩。另外， 飽肚都不適
宜，一般建議至少在吃飽後半小時才可進行按摩。同時二人一起幫嬰兒按摩，由於二人的力
度、速度等都不同，會容易令嬰兒感到不舒服。所以，可以由父親或母親其中一位按摩，而
另一位亦可在旁一起與嬰兒互動。

可唔可以用 BB 油幫 BB 按摩？超級市場買嘅椰子油或橄欖油可唔可以用來做按摩？
市面上常用 BB 油多數為礦物油，是石油提煉時的副產品。而且礦物油分子大，不易於皮膚吸收，所以只建
議使用天然及無香味的植物油。導師一般建議用天然植物油替 BB 按摩，超級市場售賣的是食用植物油，不
適宜用在 BB 按摩上。而大量研究在天然植物油替 BB 按摩中有良好的效果。用按摩油的好處是保護 BB 幼嫩
肌膚，避免肌膚在按摩時磨擦受損，選擇合適的按摩油分子細，更含維他命，容易令 BB 皮膚吸收。
BB 唔舒服做唔做得按摩？親子按摩，可以按到幾多歲？
BB 唔舒服需要多休息，最好暫停做按摩，可以多做袋鼠式擁抱 (Kangaroo Care/Hug) ，多抱抱
BB、輕輕安撫舒緩 BB 不適。 親子按摩沒有年齡限制，只要父母同孩子都願意，就可以繼續，但
BB 日漸長大，按摩手法跟體位有所不同，最好跟合資格的導師學習兒童按摩。
每日要按幾耐先啱？BB 按摩途中扭計，應該點做？
一般來說要完成一個全身按摩大概需要 45 分鐘，家長可以視乎需要做局部或全身按摩，要注意的是，當 BB
不願意繼續時，就需要停止。 BB 若果扭計，可以先抱抱他，檢查一下是否便便或肚餓等，然後可以再試
試，若果 BB 仍然不願意繼續， 那就要暫停按摩。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國際認可 CPMI® 兒童觸感治療(按摩導師)訓練課程
2019 年 6 月 3,10 日
及 7 月 8 日及 15 日

1900 – 2200

H3TOUCH@灣仔

(星期一)

透過按摩加強父母與孩子間的親密關係。本課程為
兩天 12 小時的國際兒童按摩導師訓練課程，透過
有系統的訓練以協助進行 3 至 15 歲的兒童的基本
觸感治療及按摩扳巧。

CIMI® 國際嬰兒按摩導師認可課程 / PIMI® 國際嬰兒按摩及瑜伽治療師認可課程
2019 年 6 月 3-24 日
(星期一)

1900 – 2200

H3TOUCH@灣仔

觀察及展示嬰兒按摩手法及摩步驟與相關按摩作用輔導
的過程. 溝通理論教授, 分析按摩油及測試過敏反應 ,
嬰兒身心發展及育嬰健康主題討論 , 理解嬰兒按摩之好
處及原理 及講解 科研及理論 及特殊兒童需要

H3TOUCH@灣仔

TOP UP training course open to existing therapists with a
body massage and A&P qualifications. Massage therapy
during pregnancy can often relieve many of the common
side effects of pregnancy, whether you suffer from
backaches, headaches, oedema or other pregnancy related
problems This workshop aims to give you the skills,
knowledge and proficiency to practice Pregnancy Massage
safely and effectively and add this to your complementary
therapy treatment menu.

TOP UP 孕婦觸感治療師課程
2019 年 7 月 14 日
(星期日)

1900 – 2200

Certified Touch Instructor/Therapist for ELDERLY (長者觸感治療導師課程)
2019 年 7 月 20 及
21 日(星期六及日)

1000-1800

H3TOUCH@灣仔

課程適用於護理方面的從業人員以及需要護理加護
人群的個別人士。本課程將教導學員把觸撫和臨床
的健康保健結合，主要對象是老人以及特殊需求
者。彈性的課程學習讓學員在不同的環境中工作，
並接觸不同保健需要的族群。本課程讓已具資格的
從業員在他們固有的專業基礎上融合新技術，以擴
闊他們的工作層面，在目標市場得到鍛鍊。

小兒推拿與觸感治療(TOUCH THERAPY)的合併基礎應用課程
2019 年 9 月 7 日

1400-1800

小兒推拿可以強壯身體，對於早產兒、體重過輕、
發育較為遲緩、體質弱易感冒、食慾不好、偏食等
(星期六)
有明顯效果且完全無副作用。小兒推拿適用於剛出
生到 6 歲兒童。 本課程讓學員認識及運用掌握小
兒推拿的常用手法、穴位及小兒常見有的診斷、推
拿治療及保健推拿。
報名可聯絡 WHATSAPPS 52173169 或 https://forms.gle/WH2wbba4wctQyt7D7
h3tou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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