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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惩教社教育基金 赞助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及 香港自闭症联盟  合办 

中国特殊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2014) 

课程介绍 

报名按金及表格必需在 2014年 6月 30 日 (星期一) 前提交 

日期： 2014年 8月 12至 16日 (星期二 至 星期六) 

对象： 24 位；具 2年或以上资历，内地特殊教育教师、康复训练中心导师 

(参加者必须经赞助团体认可的内地学校及机构提名及盖章) 

地点： 香港伤健协会 薄扶林伤健营 (香港薄扶林水塘道 75 号) 

讲师：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老师 及 香港资深专家 

目标： 提升特殊教育教师、康复训练中心导师对特殊教育的认识，教学和训练水平 

报名按金： 每位人民币 500元 (完成全期课程后全数退回) ，参加者需支付所有银行及汇款手续费。 

包括：香港 5日 4 晚膳食、住宿及课堂材料。 

不包：来回香港及原居地交通、食宿及往来香港通行证签证费。 

备注：参加者如不获取录，报名按金将发还参加者，但需扣除银行及汇款手续费。 

奖学金： 赞助团体为鼓励教师及导师进修，设奖学金若干名，详情参见报名表。 

获批奖学金的参加者完成全期课程后，可获颁赠奖学金人民币 1,500 元。 

查询：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课程统筹主任：栾昕畅女士 

电话：+852-2948-6233；传真：+852-2948-7993；电邮：csdtraining@autism.hk 

香港自闭症联盟  余秀萤先生   电话：+86-131-8912-8454； 

传真：+852-3020-6276；电邮：info@autism.hk；   网站：www.autism.hk 

 

培训班课程表  （如有变动，以上课当日为准，恕不另行通知） 

日 期 课 题 讲 员 

12/8/2014(二) 

 

08:30 深圳罗湖口岸集合 (深圳地铁 A出口近 7-11便利店) 

早上由深圳罗湖入境香港  香港教育学院（大埔校园） 

11:00         开学典礼 

12:00–13:00  教院午膳 

13:30–16:30  下午课： 

              香港特殊教育现况及融合教育发展 

              如何实施结构化教学及视觉策略           

16:45         旅游车前往薄扶林伤健营 

18:00         营舍晚膳 / 休息 

 

 

 

 

冼权锋教授 

13/8/2014 (三) 上午课：想法解读的原理及应用 

下午课：处理特教学生的情绪问题          

何福全博士 

冼权锋教授 

14/8/2014 (四) 上午课：社交故事的理论、编写及应用 

下午课：参观香港特教/康复训练机构 

赵程德兰博士 

 

15/8/2014 (五) 全日课：如何运用正向行为技术培育特殊儿童成长 叶晓恩女士 

16/8/2014 (六) 上午课：如何处理特殊儿童的心性困难 

12:00     课程结业礼 及 欢送午宴 (薄扶林伤健营) 

14:00     旅游车前往红磡港铁站，返回内地 

李美贤女士 

上课时间：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  (除 12/8 外，课堂于薄扶林伤健营举行) 

mailto:csdtraining@autis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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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惩教社教育基金 赞助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及 香港自闭症联盟  合办 

中国特殊教育骨干教师训班 (2014) 

参加者注意事项–1 

 

 参加者须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填妥报名表，缴付人民币 500 元报名按金，及出示大会认可学校及

机构盖公章提名表，延迟报名及奖学金申请将不获受理。 

 参加者必需自行在原居地办理赴香港通行证，办证费用自理。 

 学校或机构如需要正式邀请函，以申办往来港澳通行证，请尽早向主办单位提出申请。 

 课程参加者如来自偏远地区或省份，建议参加者在课程举行前一日(2014年 8月 11 日，星期一)提前

抵达深圳 (食宿需费用自理)，方可以如期出席第 1日上午举行开学礼，及下午半天讲课。 

 除事前获大会批准外，所有参加者(2014年 8月 12至 16日)必须入住大会安排的「薄扶林伤健营」，

期间不得离营外宿。「薄扶林伤健营」食住宿只供课程参加者，陪同者恕不接待。课程参加者如欲提

前赴香港，或在课程完结后延期留港住宿，需自行办理食宿，费用自理。注意往来香港通行证(自由

行)有效期为 7天，秘书处恕不代办参加者提前或延期留港酒店住宿及交通。 

 「薄扶林伤健营」并非酒店，因课程期间，营内客满，参加者集中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二)入

住，不设延期或提前入住申请，且只能按相同性別分配房间。 

 「薄扶林伤健营」为团体房，为 4或 5人房（单人床）。营内设空调、公共厕所及冷热水浴室。参加

者需自备牙膏、牙刷、毛巾、拖鞋等个人用品。 

 课程参加者需自行办理来回香港及原居地交通。在落实行程后即时或 2014 年 8月 5 日 (星期二) 前

通知秘书处，以便安排 2014 年 8月 12日深圳罗湖口岸接待。如在其他口岸入境香港不设交通接待 

 课程参加者如提前赴香港，需自行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30 前，抵达香港教育学院

大埔校园，新界大埔露屏路 10号 D1座地面 05室，出席开学典礼及下午课堂。 

 课程参加者如身体残疾，或需特别膳食安排，或有其他特殊状况，请在报名表上注明。 

 课程参加者所缴付报名按金人民币 500 元，不包括：内地交通及住宿、个人活动支出项目。报名按

金在完成全期课程后全数退回。 

 部份课程以粤语讲课附普通话传译，並提供简体字教材。 

 课程内容未得大会批准，不得擅自录音、录映、及拍照。 

 课程参加者未得大会批准，不得擅自离开「薄扶林伤健营」：私人活动及或外宿。如有违反者其所缴

500元报名按金将被赞助团体没收，及取消发放 1,500元奖学金（如适用）。 

 缴付人民幣 500元报名按金办法：必需在 2014年 6月 30日前缴付至「香港自闭症联盟」賬户 

(1)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  户口：6222-0240-0007-9661-977，账户名称「余秀萤」。 

(2) 或 info@autism.hk  香港自闭症联盟 PayPal賬户。 

(3) 或 对公汇款中国银行(香港)Bank of China (Hong Kong) 「Account No. 012-566-1-014231-0」，

账户名称「Autism Hong Kong」。电汇编码 SWIFT Code: BKCHHKHH, 银行英文地址：No.1, Garden 

Road, Hong Kong,  开户分行英文名称及地址：Mei Foo Mt. Sterling Mall Branch, G/F, 17B, 

Mt. Sterling Mall, Mei Foo Sun Chuen, Kowloon, Hong Kong；香港自闭症联盟英文地址：Room 

2504, Fung Chuen Court, Kowloon. 

 缴费后，请扫描银行入账单、连同报名表，电邮至秘书处 csdtraining@autism.hk； 

并请将参加者姓名及学校/机构名称，以短信形式传送至： +86-131-8912-8454 。 

  

mailto:csdtraining@autis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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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惩教社教育基金 赞助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及 香港自闭症联盟  合办 

中国特殊教育骨干教师训班 (2014) 

参加者注意事项-2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注意事项 

11/8/2014 (一) 自理 自理 自理 自理  来自遍远地区或外省参加者，建议在课程举行

前一日抵达深圳及住宿一晚，食宿费用自理 

 注意秘书处只会在 2014年 8月 12日于深圳罗

湖口岸接待学员前往香港教育学院大埔校园。

参加者如在其他口岸入境香港，秘书处不设交

通接待，参加者需自行于 12/8/2014 上午

10:30 前往香港教育学院大埔校园报到。 

12/8/2014 (二) 自理 教院

团餐 

营內 

团餐 

办理

入宿 

 08:30 深圳罗湖口岸集合 

 (深圳地铁 A出口近 7-11便利店) 

 大会工作人员接待及陪同入境香港 

 11:00 开学典礼 (香港教育学院大埔校园) 

 13:30 下午课堂 (香港教育学院大埔校园) 

 16:30 乘旅游车往薄扶林伤健营 

13/8/2014 (三) 营內

团餐 

营內

团餐 

营內 

团餐 

住宿  全日课：薄扶林伤健营 

 

14/8/2014 (四) 营内

团餐 

营內 

团餐 

团餐 住宿  上午课：薄扶林伤健营 

 下午/外出参观 (暂订) 

 晚上/景点观光 (包交通及晚餐) 

15/8/2014 (五) 营內

团餐 

营内

团餐 

营內 

团餐 

住宿  全日课堂  薄扶林伤健营 

 

16/8/2014 (六) 营內

团餐 

营内

团餐 

自理 办理

退宿 

 上午课堂  薄扶林伤健营 

 12:00营内结业礼及欢送午膳 

 14:00乘旅游车由薄扶林伤健营前往红磡港铁

站，予计大约 15:00 抵达九龙红磡站，解散后

自行由红磡经深圳返回内地，回程车票及费用

參加者自理。 

 建议参加者不要购买早于 16:00 以前由红磡车

站发车返回内地的火车票  

17/8/2014 (日) 自理 自理 自理 自理  来自遍远地区或外省参加者，返回原居地交通

及食宿费用自理 

本课程由「香港自闭症联盟」大中华地区《特殊教育专业培训计划》 及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联合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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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惩教社教育基金 赞助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及 香港自闭症联盟  合办 

中国特殊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2014) 

课程特色及机构简介 

 

一、 培训班背景 

「中国特殊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由香港惩教社教育基金赞助，2013 年 8 月于广州市顺利开办首届课程；此为

第二届，移师香港，并由香港自闭症联盟及香港教育学院特殊教育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组织及承办，课程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至 16 日期间举行，目的是为内地教育机构提供特殊教育基础培训。 

二、 培训对象 

学员为香港惩教社教育基金推荐之贵州、湖南等多个省份的中国公立特殊教育机构的领导者及骨干教师，如教育

局负责特殊教育的行政官员，盲、聋、培智学校的校长，各校不同学科（如：语文、数学、职业教育等）的骨干

教师，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资源教师，及各残联康复机构的康复治疗人员。 

 

赞助及合作机构简介 
 

「香港惩教社教育基金」(www.csdcuedfund.org.hk/) 

前身为「惩教署储蓄互助社」辖下的教育发展组。储蓄互助社成立于 1991 年，社员必须是受聘于惩教署的职员，互助社

根据香港法例 119 章<储蓄互助社条例>成立，受香港政府渔农及自然护理署监管，主要提供储蓄及贷款服务与社员，现

有社员接近 5000 人。辖下的一个工作小组名为「教育发展组」，成立于 2001 年，目的希望透过社员的捐助，藉此协助

国内贫困地区重建或维修校舍，资助教育设施、用品或学费，并提供当地学生有一个更美好的读书环境，接受教育，亦

从而发扬储蓄互助社的互助精神。而基金亦会资助一些本地学校教育设施或用品。为了使匡扶教育的理念得以发扬光大，

让更多适龄学童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惩教社教育基金」于 2003 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并成功注册为一个非牟利

的慈善团体。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www.ied.edu.hk/csenie/) 

因应香港的融合教育发展、服务需要及研究，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目的让不同学系对融合教育及特殊学习需要

具专长的同事，能够是凝聚力量，透过学与教、教研、交流及学术活动，共同推动香港融合教育发展工作，以冀切合学

院、学校及社会的发展需求。参与中心活动的校内同事，均对融合教育持有坚强的信念，也希望能将共融信念，推展至

学校及小区教育中。为将信念付诸实践，照顾学生的不同需要，中心的使命涵盖政策推动、教师教育、伙伴协作及公众

教育等不同层面。 

 

中心肩负推动香港融合教育发展及科研的使命，并以自负盈亏的方式运作。现有的中心总监及助理总监，均来自特殊教

育与辅导学系的学术教职员，负责统筹各项研究、教师培训、学术交流与小区服务活动。透过不同的资助项目，中心现

建立了一个行政支持系统，包括行政主任及行政助理，负责中心日常运作及对外开放事宜。此外，中心与特殊教育与辅

导学系合作教师培训项目，共聘有多位导师、博士后研究员及研究助理。各导师均受过特殊教育培训，曾于中学、小学

或特殊学校，教导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经验极丰富。这支共十多人的专业队伍，结合特殊教育学者、经验导师、研究

队伍及行政支持人员，有利进行不同的研究、课程教学及融合教育推展活动。此外，中心更邀请不同的专业人士，如资

深的特殊教育教师培训者、校长、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及学者，出任不同项目的研究顾问、课程顾问

或客席讲师。不少的特殊需要倡导者、家长及学生义工，也积极参与中心活动。 

 

香港自闭症联盟 (www.autism.hk/) 

『香港自闭症联盟』最初是由数位香港自闭症儿童家长、社工及志愿人士于 2000 年成立的自助组织，伴随着服务发展需

要，在 2009 年根据香港社团条例注册的民办义工团体；联盟的目标是 (a) 提供网上中文自闭症信息；(b) 促进社会对自

闭症人士的接纳和认识； (c) 维护自闭症人士的教育、治疗、训练和社会生活的公平权利，及(d) 推广自闭症生物医学

疗法。世界关顾自闭日及家长互助运动。限于资源及人手，本会活动范围主要在香港及珠三角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