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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3B-@Online: 自闭症儿童 ABA 实用技巧网上课程 (粤语授课) ZOOM
常见问题 Q&A (简体字 3B 版 . 20200301)

Q-1:

我是否可以只报名网上课程其中一或二堂课 (全期共三堂课) ？

A-1:

不可以，本期网上课程只接受全期报读三堂课。

Q-2:

今次网上课程是否有线下(面授式) 课堂？

A-2:

没有。全期网上实时授课，及可在指定期间网上重温。

Q-3:

修毕网上课程是否会颁发结业证书？

A-3:

修毕全期 3 堂网上课，如需索取课程结业证书，需在课程完毕后 4 星期内 (24/4/2020 前) 完成
网上考试，成绩合格方可获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颁发电子版课程结业证
书。

Q-4

网上考试是否需额外缴费？

A-4:

网上考试已包括在课程学费内，无需另行缴费。

Q-5:

如果未能在指定期限内完成网上考试和成绩合格，是否会颁发课程出席证明？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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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

我需要索取纸版(打印本)结业证书/出席信件/缴费收据，是否需额外缴费？

A-6:

如需索取纸版结业证书/出席信件/缴费收据，请与秘书处联络及缴付每份纸版行政费@RMB30。

Q-7:

课堂的讲义(PPT)，是否供免费下载？

A-7:
Q-8:

缴费学员可以免费下载，课堂的讲义(PPT) 只提供 PDF 版，内容不包括原网上授课的内置示范影
片。秘书处会放上网，你可以在指定期间内网上重温。
实时网上授课是否必需安装 ZOOM 应用软件才可以观看？
不一定用 ZOOM 才可以观看，一般互联网的浏览器，例如：Chrome、IE、Firefox、Safari，并

A-8:

具上网功能才可以观看网上授课。但不能运用 ZOOM 软件部份内置会议功能 (实时发问、留言…
等) ；联盟建议安装 ZOOM 个人版(免费) www.zoom.cn ，以电邮注册个人用家账户。

Q-9:

是否必需使用手提/座枱计算机才可以观看实时网上授课？
不一定，学员也可以使用其他器具，包括：智能电话、平版计算机、Laptop 等流动装置。但必

A-9:

需要连接互联网 (流动电话上网数据、Wifi、宽带)、镜头、耳机等 ，才可以观看及参与实时网上
授课。在安装和使用 ZOOM 软件角度，使用智能电话较计算机较易操作，但画面较细。

Q-10:

我未能在实时网上授课时段出席，可以安排另一时段实时网上授课吗？

A-10:

不可以，本期网上课程只举办一班，不设补堂。但你可以在指定期间内重温网上录像的授课。

Q-11:

如果在实时网上授课时段未能及时提出口头提问，课后可以怎样提问？

A-11:

可以在实时网上授课时后一星期内用电邮提问，相关提问电邮地址将在课堂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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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名及缴费后，因个人理由，未能依期参加此课程，是否可以退款或转让学额予其他人？
报名及缴费后因个人理由退出，所缴费用恕不退还。如需转让学额予其他人，需另行补缴付
RMB300 转让学额行政费。
本期网上学习优惠 HK$150 折扣卷(公众人士)，是否可以在所缴付 RMB 900 今期学费内扣除？
或供另一位参加者报名今期课程学费使用？(折扣券金额港币及人民币同价)
不可以，HK$150 折扣卷(公众人士) 只适用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而收
费金额在 RMB 300 或以上，联盟所举办课程/讲座/活动。限持券人实名使用不可以转让他人。

Q-14:

本期网上学习优惠 HK$500 (BCBA 专业服务) 折扣卷，可以在甚么范围使用？

A-14:

HK$500 (BCBA 专业服务) 折扣卷，适用于 ICAN-B Asia Limited 提供自闭症评估服务，在申请
前必需要先出示电子折扣卷，折扣券可以转让予其他人使用。唯每星期评估服务时段设有限额，
需事前预约。适用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Q-15: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全日制学生/教职员，是否可以享有网上学习优惠 HK$150 折扣卷？

A-15:

不可以，香港教育大学全日制学生/教职员，报读本课程时，已享有学费 RMB300 优惠。

Q-16: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全日制学生/教职员，除享有学费优惠外，是否可以享有网上学习优惠
HK$500 (BCBA 专业服务) 折扣卷?

A-16:

可以。

Q-17:

本期网上学习优惠 HK$150 折扣卷(公众人士)及 HK$500 (BCBA 专业服务) 折扣卷怎样领取?

A-17:

秘书处会在课程完结后以电邮发送电子折扣卷予参加者。
我是否可以把本期课程的网上授课影音录像/录音/相片、授课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PPT 软档/印

Q-18:

刷版，示范个案录像/录音/相片等，储存/转发予其他非课程缴费人士、在机构/学校/组织内作任
何形式传播、讲授、印刷传阅及分享等？
不可以，本期课程所有网上授课影音录像/录音/相片、授课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PPT 软档/印刷

A-18:

版，示范个䅁录像/录音等版权属香港自闭症联盟及讲者王立纬博士拥有，任何人士不得以任何
形式储存、转发予其他非课程缴费人士、或在机构/学校/组织内作任何形式传播、讲授、印刷传
阅等。

Q-19:

我是早前原报读 ABA-3A / 3B 课程、SpEd-1、及 EAT-2020-1A /1B 讲座已报名及缴费参加
者，怎样把已缴学费转报读此项网上课程？

A-19:

详情参见早前(20 & 24/02/2020) 发予个别参加者通知电邮。

Q-20:

我是否必需要熟悉及精通计算机操作技巧，才可以参加今期网上课程。
不需要，只需基本计算机操作 ABC (开机、识上网) 便可以参加，甚至用手机或平版计算机 /

A-20:

iPad 也可以观看实时网上授课。无论是 Android 及 iOS 系统的手机均适用 ZOOM 上课。但上
课时，请先确定镜头、耳机、声量没有任何问题。

Q-21:

香港自闭症联盟有否提供免费 ZOOM 试堂？

为让参加者亲身体验 ZOOM 网上授课，我们安排 3 月 7 日 14:30-15:00 的免费 ZOOM 网上示
A-21:

Q-22:

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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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在 3
月 5 日或以前，电邮通知有关参加免费 ZOOM 网上示范堂细节，在开课前一至两天，秘书处会
电邮授课网址给你，临授课前，只需按下网址便可观看，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我是否可以和机构/学校/组织同事、工作伙伴共同观看本期课程的网上授课和重温？
⚫

音录像/录音/相片、授课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PPT 软档/印刷版，示范个案录像/录音/相片
等，供作非个人学习用途。

A-22:
⚫
Q-23:
A-23:
Q-24:

A-24:

A-25:
Q-26:

⚫

抱歉，教大学生学费优惠 (RMB 600) 只适用于全日制学生。

⚫

但你可以享有 HK$150 课程及 HK$500 BCBA 专业服务折扣券，合共 HK$650 优惠。

网上授课如何纪录学员出席？授课时会否录像？出席时是否需要开启学员端视频？
⚫
⚫

网上授课学员出席纪录，将以报名时登记的电邮地址为准。
网上授课将采取录像以供学员网上重温。

⚫

出席实时网上授课不需要开启学员端 ZOOM 视频，你如开启学员端 ZOOM 视频，可能会
被录像，而录像片段会用作网上重温之用。
秘书处会在实时授课时把学员静音，以免学员的环境杂音会影响授课，待发问环节时才让学
员实时发问或在聊天室以文字发问。为令发问环节流畅，学员宜简单概括想问的问题。

如果我未能在实时网上授课时段出席课堂，我还可以领取课程电子出席证明信件吗？
⚫

A-26:
⚫

课程全部三堂实时网上授课完毕后，直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以前，学员可以通过秘书处电
邮的网址到网上考试页面，参加课程考核，考试题目为中文选择题。学员答对 60%题目即
视为考试成绩合格，可获颁发电子版课程结业证书。
课程网上考试为自选参加项目，如不参加网上考试，仍可向秘书处申领电子出席证明信件。

本期网上课程完毕后，联盟是否还会续办其他主题的网上课程？
⚫

A-27:

网上授课的原则是让学员在课程指定期限内，出席实时网上授课，及自行网上观看课程。所
以每一位报名及缴费学员，如有需要均可以向秘书处申领课程电子出席证明信件。

课程完毕后，网上考试如何进行？如何计算考试成绩合格？
⚫

Q-27:

如果机构/学校/组织有网上培训需求，欢迎联络香港自闭症联盟，为你度身订造相关课程。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部份时间制/兼读/Part-time 学生，是否可享学费优惠 (RMB 600) ？

⚫
Q-25:

本期课程只供个人学习用途，未经香港自闭症联盟书面授权，不得把本期课程的网上授课影

要视乎香港新型肺炎疫症发展，及网上课程授课的效果；课程完毕后，欢迎各学员填写网上
检讨问卷(网址稍后公布)，以供我们参考和作改善，你的意见有助我们决定是否续办其他网
上课程，详情请留意联盟网站公布 www.autism.hk / www.ahkec.com。
(更新筒体字第 3B 版 2020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