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香港自闭症联盟
ICAN-B Asia Limited 及 香港自闭症教育顾问有限公司 合办 (简体版 7 版 20200301)
ABA-3B-@Online: (粤语授课) ZOOM

网上授课日期

网上重温

自闭症儿童 ABA 实用技巧 网上课程 (名额： 100 名)

及时间 09:30-12:30

教学期限

ABA-3B @Online-01

运用自我管理策略以改善社会行为

14/3/2020 (六)

17/3-15/4/2020

ABA-3B @Online-02

透过不同 ABA 策略有效地增加学习技巧 -上

21/3/2020 (六)

24/3-15/4/2020

ABA-3B @Online-03

透过不同 ABA 策略有效地增加学习技巧 -上

28/3/2020 (六)

31/3-15/4/2020

课程考核

网上考核 (适用于申请课程结业证书学员)

网上考核期限 31/3-24/4/2020

本期课程可供内地省市学员参加
⚫
⚫
⚫
⚫
⚫

公众人士
HK$/RMB $900 (全期 3 堂)
教大教职员/全日制学生优惠 HK$/RMB $600 (全期 3 堂)
本期网上课程不接受报读单项课堂，可以网上或电邮报名
截止报名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星期二)
报名 https://forms.gle/zZVHW6aMPdGruhbf9 / hlyu@eduhk.hk

凡于 10/03/2020(星期二) 前报名及缴费学员，可获联盟课程及 BCBA 专业服务电子折扣券 (最高 HK$650)
折扣券类别

香港自闭症联盟：课程学费折扣券

ICAN-B Asia Ltd. ：BCBA 专业服务折扣券

公众人士
教大学生及教职员

HK$150 (适用于$300 或以上课程)
不适用 (已享学费折扣优惠)

HK$500 (自闭症评估)
HK$500 (自闭症评估)

折扣券有效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每星期优惠名额有限)

□ 银行转账 中国银行(香港) 012-56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 转数快： 中国银行(香港) info@autism.hk
□ 支票 (寄: 香港教育大学大埔校园 D1- G/F- 05 室 CSENIE 余小姐收)
□ 微信支付 (编号 AUTISMHK) □ 支付宝 (编号 AUTISM306)

付款办法

网上或电邮报名后请在 4 个工作天内提交缴费纪录，以落实报名，逾期缴费者报名将被取消。
课程查询：(电邮) hlyu@eduhk.hk / info@autism.hk
大陸手電 147-1491-1454
(香港 SKYPE 电话) +852-8120-5340 (余先生) / +852- 2948-8930 (余小姐)

网上课程数据 :
课程名称

ABA-3B-@Online: (粤语授课) 自闭症儿童 ABA 实用技巧 网上课程 (ZOOM)
•

课程目标
•
参加对象

课堂主题

•

本课程目的是为自闭症及相关发展障碍儿童家属、教师及康复服务工作人员，教授不同
的应用行为分析(ABA)实用技巧，协助特殊学习需要(SEN)儿童在日常生活、教育和康复
训练的实用知识和技巧。
本期课题聚焦自闭儿社会行为处理和学习技巧，从而促进学习效能，和提升生活质素。
自闭症及相关发展障碍儿童家属、康复机构、特殊学校、幼儿服务或展能中心工作的现职
康复工作人员、SENCOs 及大专学生

•

ABA- 3B-1 ：运用自我管理策略以改善社会行为

•

ABA- 3B-2 ：透过不同 ABA 策略有效地增加学习技巧-上

•

ABA- 3B-3 ：透过不同 ABA 策略有效地增加学习技巧-下

Utilizing self-management as a strategy to improve various social behaviors
Using different ABA based approaches to facilitate skills acquisition - 1
Using different ABA based approaches to facilitate skills acquisition – 1

课程导师

王立纬博士 (国际认证博士级行为分析师 BCBA-D)
•
•
•
•
•
•

本课程讲员为香港区唯一拥有博士级资历华人 BCBA-D
芝加哥专业心理学院实习教师和国立大学荣誉教员，硕士班导师
ICan-B Asia Limited 创办人
香港自闭症联盟大中华地区特殊教育及 ABA 专业培训课程顾问
应用行为分析硕士学位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应用行为分析博士学位 (芝加哥专业心理学院)

自从 2004 年开始，王立纬博士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的
应用行为分析课，便与 “人类行为”（又名行为分析）结下不解之缘。2008 年，他毕业于同一所大
学，并获得应用行为分析硕士学位。 2014 年，他获得了芝加哥专业心理学院 (Chicago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应用行为分析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研究有关家长教育领域。王博
士是国际认证博士级行为分析师（BCBA-D）。
在过去十年，王博士曾与 3 至 18 岁的儿童和年轻人一起工作。他在不同的 ABA 行为训练机构担任过不
同的职位。例如，他曾在 Autism Spectrum Therapies (AST) 、惠灵顿自闭症训练机构 Autism, Wellsprings,
Inc..和 Intercare Therapy Inc.担任 ABA 应用行为分析师和临床主管。此外，他还担任 Creative Solutions 集
团在帝国岛和洛杉矶地区的 Hope and ICan-B 分部区域临床主任。截至目前，王博士是 Lead Way
Behavioral Services（香港）的执行临床主管和 ICan-B Asia Limited 创办人。除了直接与儿童和年轻成年人
一起工作外，王博士还担任芝加哥专业心理学院实习教师和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荣誉教员，教
授硕士班应用行为分析的概念。

网上授课
模式及
注意事项

由于香港在 2020 年初因应「新型肺炎」疫症影响，因应香港教育大学校园关闭校园，暂停所有面授式
课程及活动，以预防肺炎感染；联盟期间所举办面授式课程亦宣布暂停。根据 2003 年 SARS 疫症复原
期需要 4 至 6 个月经验，联盟决定在「新型肺炎」期间，提供持续进修网上授课，方便各参加者停课/
工而不停学，善用时间，充实个人的职业/学业知识和技能。
本期课程将透过 ZOOM 程序进行网上授课，参加者可以透过智能手机、手提/座枱式计算机、或平版计
算机，在家中、办公室或任何有宽带或 Wifi 联机的场地实时上课，并可以在课程指定限期内免费重温
课堂。安装个人版 ZOOM 程序是免费，详情参见 www.zoom.cn 及网上操作指引。
网上授课亦可透过互联网浏览器 (例如：IE, Chrome, iOS,…) 观看，但不能使用 ZOOM 上课/会议功能
为方便参加者体验 ZOOM 网上授课，我们特别安排下列免费示范堂，供有兴趣人士试课：
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星期六) 14:30 – 15:00
主题：增加自闭儿功课专注力秘诀
讲者：王立纬博士 (实时授课及答问)
有兴趣者请在 3 月 2 日或以前，以电邮联络秘书处 hlyu@eduhk.hk (余小姐)

已经报读
⚫
ABA-3A、3B
班课程学员
⚫

早前已经报读 ABA-3A 及 3B 班全期 3 堂课程及已缴费参加者，无须重新报名本网上版课程，可
以自动获接纳网上课程，详情参见个别电邮通知已报名学员。

⚫

学员修毕全期 3 堂网上课，如需索取结业证书，需在课程完毕后 4 星期内 (24/4/2020 前)完成网上
考试，成绩合格方可获颁发电子版课程结业证书。网上考试已包括在课程学费内，无需缴费。
学员如未能在期限前完成网上考试及成绩合格，可向秘书处申请电子版课程出席信件。
本网上课程所有缴费，将只获发电子版收据。
如需索取纸版证书/出席信件/收据，请与秘书处联络，及缴付每份纸版行政费@RMB$30。纸版证
书/出席信件/收据，将以顺丰速递 (到付) 予学员。

课堂考核、
结业证书及
缴费收据

⚫
⚫
⚫

本期课程可供内地省市学员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