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香港自閉症聯盟
ICAN-B Asia Limited 及 香港自閉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合辦

ABA-3B-@Online: 自閉症兒童 ABA 實用技巧網上課程 (粵語授課)
常見問題 Q&A (3 ed. 20200228)

Q-1:

我是否可以只報名網上課程其中一或二堂課 (全期共三堂課) ？

A-1:

不可以，本期網上課程只接受全期報讀三堂課。

Q-2:

今次網上課程是否有線下(面授式) 課堂？

A-2:

沒有。全期網上實時授課，及在指定期間網上重温。

Q-3:

修畢網上課程是否會頒發結業証書？

A-3:

修畢全期 3 堂網上課，如需索取課程結業証書，需在課程完畢後 4 星期內 (24/4/2020 前) 完成
網上考試，成績合格方可獲頒發電子版課程結業証書。

Q-4

網上考試是否需額外繳費？

A-4:

網上考試已包括在課程學費內，無需另行繳費。

Q-5:

如果未能在指定期限內完成網上考試和成績合格，是否會頒發課程出席証明？

A-5:

如未能在期限前完成網上考試及成績合格，可向秘書處申請電子版課程出席信件。

Q-6:

我需要索取紙版(打印本)結業証書/出席信件/繳費收據，是否需額外繳費？

A-6:

如需索取紙版結業証書/出席信件/繳費收據，請與秘書處聯絡及繳付每份紙版行政費@HK$20。

Q-7:

課堂的講義(PPT)，是否供免費下載？

A-7:
Q-8:

繳費學員可以免費下載，課堂的講義(PPT) 只提供 PDF 版，內容不包括原網上授課的內置示範影
片。秘書處會放上網，你可以在指定期間內網上重温。
實時網上授課是否必需安裝 ZOOM 應用軟件才可以觀看？
不一定用 ZOOM 才可以觀看，一般互聯網的瀏覽器，例如：Chrome、IE、Firefox、Safari，並

A-8:

具上網功能才可以觀看網上授課。但不能運用 ZOOM 軟件部份內置會議功能 (實時發問、留言…
等) ；聯盟建議安裝 ZOOM 個人版(免費) www.zoom.us ，以電郵註冊個人用家帳戶。

Q-9:

是否必需使用手提/座枱電腦才可以觀看實時網上授課？
不一定，學員也可以使用其他器具，包括：智能電話、平版電腦、Laptop 等流動裝置。但必需

A-9:

要有連接互聯網 (流動電話上網數據、Wifi、寬頻)、鏡頭、耳機等 ，才可以觀看及參與實時網上
授課。在安裝和使用 ZOOM 軟件角度，使用智能電話較電腦較易操作，但畫面較細。

Q-10:

我未能在實時網上授課時段出席，可以安排另一時段實時網上授課嗎？

A-10:

不可以，本期網上課程只舉辦一班，不設補堂。但你可以在指定期間內網上重温錄影的授課。

Q-11:

如果在實時網上授課時段未能及時提出口頭提問，課後可以怎樣提問？

A-11:

可以在實時網上授課時後一星期內用電郵提問，相關提問電郵地址將在課堂上公佈。

Q-12:
A-12:
Q-13:
A-13:
Q-14:

我報名及繳費後，因個人理由，未能依期參加此課程，是否可以退款或轉讓學額予其他人？
報名及繳費後因個人理由退出，所繳費用恕不退還。如需轉讓學額予其他人，需另行補繳付
HK$300 轉讓學額行政費。
本期網上學習優惠 HK$150 折扣卷(公眾人士)，是否可以在所繳付 HK$900 今期學費內扣除？或
供另一位參加者報名今期課程學費使用？
不可以，HK$150 折扣卷(公眾人士) 只適用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而收
費金額在 HK$300 或以上，聯盟所舉辦課程/講座/活動。限持券人實名使用，不可以轉讓他人。
本期網上學習優惠 HK$500 (BCBA 專業服務) 折扣卷，可以在甚麼範圍使用？
HK$500 (BCBA 專業服務) 折扣卷，適用於 ICAN-B Asia Limited 提供自閉症評估服務，在申請

A-14:

前必需要先出示電子折扣卷，折扣券可以轉讓予其他人使用。唯每星期評估服務時段設有限額，
需事前預約。適用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Q-15:

我是香港教育大學全日制學生/教職員，是否可以享有網上學習優惠 HK$150 折扣卷？

A-15:

不可以，香港教育大學全日制學生/教職員，報讀本課程時，已享有學費 HK$300 優惠。

Q-16:

我是香港教育大學全日制學生/教職員，除享有學費優惠外，是否可以享有網上學習優惠
HK$500 (BCBA 專業服務) 折扣卷?

A-16:

可以。

Q-17:

本期網上學習優惠 HK$150 折扣卷(公眾人士)及 HK$500 (BCBA 專業服務) 折扣卷怎樣領取?

A-17:

秘書處會在課程完結後以電郵發送電子折扣卷予參加者。
我是否可以把本期課程的網上授課影音錄像/錄音/相片、授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 PPT 軟檔/印

Q-18:

刷版，示範個案錄像/錄音/相片等，儲存/轉發予其他非課程繳費人士、在機構/學校/組織內作任
何形式傳播、講授、印刷傳閱及分享等？
不可以，本期課程所有網上授課影音錄像/錄音/相片、授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 PPT 軟檔/印刷

A-18:

版，示範個䅁錄像/錄音等版權屬香港自閉症聯盟及講者王立緯博士擁有，任何人士不得以任何
形式儲存、轉發予其他非課程繳費人士、或在機構/學校/組織內作任何形式傳播、講授、印刷傳
閱等。

Q-19:

我是早前原報讀 ABA-3A / 3B 課程、SpEd-1、及 EAT-2020-1A /1B 講座已報名及繳費參加
者，怎樣把已繳學費轉報讀此項網上課程？

A-19:

詳情參見早前(20 & 24/02/2020) 發予個別參加者通知電郵。

Q-20:

我是否必需要熟悉及精通電腦操作技巧，才可以參加今期網上課程。
不需要，只需基本電腦操作 ABC (開機、識上網) 便可以參加，甚至用手機或平版電腦 / iPad 也

A-20:

可以觀看實時網上授課。無論是 Android 及 iOS 系統的手機均適用 ZOOM 上課。但上課時，請
先確定鏡頭、耳機、聲量沒有任何問題。

Q-21:

香港自閉症聯盟有否提供免費 ZOOM 試堂？

為讓參加者親身體驗 ZOOM 網上授課，我們安排 3 月 7 日 14:30-15:00 的免費 ZOOM 網上示
範堂 ，有興趣者請在 3 月 2 日或以前以電郵聯絡秘書處 hlyu@eduhk.hk (余小姐) ，我們會在 3
A-21:

月 5 日或以前，電郵通知有關參加免費 ZOOM 網上示範堂細節，在開課前一至兩天，秘書處會
電郵授課網址給你，臨授課前，只需按下網址便可觀看，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Q-22:

我是否可以和機構/學校/組織同事、工作伙伴共同觀看本期課程的網上授課和重温？
⚫

音錄像/錄音/相片、授課材料，包括但不限於 PPT 軟檔/印刷版，示範個案錄像/錄音/相片

A-22:

等，供作非個人學習用途。
⚫

Q-23:
A-23:
Q-24:

A-24:

本期課程只供個人學習用途，未經香港自閉症聯盟書面授權，不得把本期課程的網上授課影

如果機構/學校/組織有網上培訓需求，歡迎聯絡香港自閉症聯盟，為你度身訂造相關課程。

我是香港教育大學部份時間制/兼讀/Part-time 學生，是否可享學費優惠 (HK$600) ？
⚫

抱歉，教大學生學費優惠 (HK$600) 只適用於全日制學生。

⚫

但你可以享有 HK$150 課程及 HK$500 BCBA 專業服務折扣券，合共 HK$650 優惠。

網上授課如何紀錄學員出席？授課時會否錄影？出席時是否需要開啓學員端視頻？
⚫

網上授課學員出席紀錄，將以報名時登記的電郵地址為準。

⚫

網上授課將採取錄影以供學員網上重温。

⚫

出席實時網上授課不需要開啓學員端 ZOOM 視頻，你如開啓學員端 ZOOM 視頻，可能會
被錄影，而錄影片段會用作網上重溫之用。

⚫

秘書處會在實時授課時把學員靜音，以免學員的環境雜音會影響授課，待發問環節時才讓學
員即時發問或在聊天室以文字發問。為令發問環節流暢，學員宜簡單概括想問的問題。

Q-25:
A-25:
Q-26:

如果我未能在實時網上授課時段出席課堂，我還可以領取課程電子出席證明信件嗎？
⚫

以每一位報名及繳費學員，如有需要均可以向秘書處申領課程電子出席證明信件。
課程完畢後，網上考試如何進行？如何計算考試成績合格？
⚫

視為考試成績合格，可獲頒發電子版課程結業證書。
⚫

課程網上考試為自選參加項目，如不參加網上考試，仍可向秘書處申領電子出席證明信件。

本期網上課程完畢後，聯盟是否還會續辦其他主題的網上課程？
⚫

A-27:

課程全部三堂實時網上授課完畢後，直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以前，學員可以通過秘書處電
郵的網址到網上考試頁面，參加課程考核，考試題目為中文選擇題。學員答對 60%題目即

A-26:

Q-27:

網上授課的原則是讓學員在課程指定期限內，出席實時網上授課，及自行網上觀看課程。所

要視乎香港新型肺炎疫症發展，及網上課程授課的效果；課程完畢後，歡迎各學員填寫網上
檢討問卷(網址稍後公佈)，以供我們參考和作改善，你的意見有助我們決定是否續辦其他網
上課程，詳情請留意聯盟網站公佈 www.autism.hk / www.ahk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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