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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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聯盟課程/研討會參加者/學校及機構負責人： 

  

多謝各位過往參加「香港自閉症聯盟」課程/研討會。由於香港近期受「新型肺炎」疫症影響，

本聯盟原訂舉辦十多項面授式課程及講座均需取消，以配合減低社區感染。 

 

 聯盟嘗試將現有 ABA-3B 課程內容，改以 ZOOM「網上教學」型式舉行，以鼓勵各位在停工/

停課/家居辦公期間，善用時間持續進修。有關新增設的 ABA-3B@ Online 課程內容(下簡稱「新

3B@網課」)，參見附上課程單張，或到聯盟網站 www.autism.hk / www.ahkec.com；課程截止報

名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星期二) 。 

 

為響應全城抗疫鼓勵網上學習，特設學費優惠，凡於 10/03/2020 以前報名及繳費學員，可獲

贈總值最高 HK$650 課程及 ICAN-B Asia Limited BCBA 專業服務折扣券，詳見另附課程單張。 

 

為讓參加者親身體驗 ZOOM 網上授課，我們安排下列的免費 ZOOM 網上示範堂 (30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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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5 日或

以前，電郵通知有關參加免費 ZOOM 網上示範堂細節，網上示範堂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星期六)  14:30 – 15:00  (30 分鐘)   

主題：增加自閉兒功課專注力秘訣 

講者：王立緯博士 (實時 ZOOM 網上授課及答問)   

名額：限 100 名  (參加網上示範堂，必需在 3 月 2 日前以電郵登記，額滿即止) 

 如果你對「新 3B@網課」，有任何疑問，請儘量採用電郵方式與聯盟課程義務秘書處聯系 

hlyu@eduhk.hk / info@autism.hk; 如你以電話 2948-8930 / 8120-5340 查詢，注意因為義務秘

書處在 3 月 31 日前，因應減低「新型肺炎」感染，只能安排有限數目工作人員當值及提供有限度服

務。 

香港自閉症聯盟  謹啟 

2020 年 2 月 25 日 

 

備 註： 

• 「新 3B@網課」講員：王立緯博士，為香港區唯一擁有博士級資歷華人 BCBA-D。 

• 如果你是原 ABA-3A / 3B 課程已報名及繳費參加者，你可以獲優先轉報讀此項「新 3B@網

課」；詳情參見早前(20/02/2020)個別參加者通知電郵。 

• 報讀「新 3B@網課」學習優惠，按不同類別學員而決定所享優惠總金額。  

http://www.autism.hk/
http://www.ahkec.com/
mailto:hlyu@eduhk.hk
mailto:hlyu@eduhk.hk
mailto:info@autism.hk


附件 - 1： 香港自閉症聯盟 

新增設 ABA-3B @Online 課程 (只提供網上授課) 

課堂編號 課堂主題 網上授課日期 

及時間 0930-1230 

網上重温 

教學期限 

第 1 堂 運用自我管理策略以改善社會行為 14/3/2020 (六)   17/3-15/4/2020 

第 2 堂 透過不同 ABA 策略有效地增加學習技巧 -上 21/3/2020 (六)  24/3-15/4/2020 

第 3 堂 透過不同 ABA 策略有效地增加學習技巧 -上 28/3/2020 (六)  31/3-15/4/2020 

課程考核 網上考核 (適用於申請課程結業証書學員) 網上考核期限 31/3-24/4/2020 

注意：上述課程只接受全期 3 堂網上課堂報名，不接受報讀單項課堂。 

截止報名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 公眾人士                   HK$/RMB  $900 (全期 3 堂)  

⚫ 教大教職員/全日制學生優惠  HK$/RMB  $600 (全期 3 堂) 

⚫ 本期網上課程不接受報讀單項課堂，只接受網上報名  

⚫ 截止報名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星期二)  

⚫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zZVHW6aMPdGruhbf9 
 

 

凡於 10/03/2020(星期二) 前報名及繳費學員，可獲聯盟課程及 BCBA 專業服務電子折扣券 (最高 HK$650) 

折扣券類別 香港自閉症聯盟：課程學費折扣券 ICAN-B Asia Ltd. ：BCBA 專業服務折扣券 

公眾人士 HK$150  (適用於$300 或以上課程) HK$500   (自閉症評估) 

教大學生及教職員 不適用   (已享學費折扣優惠) HK$500   (自閉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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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星期優惠名額有限) 

下列的免費 ZOOM 網上示範堂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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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5 日或以前電郵通知有關示範堂細節) 

 
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星期六)  14:30 – 15:00  (30 分鐘) 

主題：增加自閉兒功課專注力秘訣 

講者：王立緯博士 (實時 ZOOM 網上授課及答問)   

名額：限 100 名  (參加網上示範堂，必需在 3 月 2 日前以電郵登記，額滿即止) 

你可以親身體驗 ZOOM 網上授課，滿意後才決定是否報讀 (截止報名日期 10/03/2020)。 

聯絡辦法 電話 傳真 電郵 

義務秘書處：余小姐 (查詢報名) 2948-8930 2948-7993 hlyu@eduhk.hk  

義務秘書處：黃小姐 (後備聯絡人) 2948-7763 2948-7993 csenie@eduhk.hk  

義務秘書處：麥先生 (IT 技術支援) 2948-8422 2948-7993 bcymak@eduhk.hk  

聯盟：余先生       (課程統籌) 8120-5340 3020-6276 info@autis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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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2： Zoom 快速指南 

 

如何在設備上安裝 Zoom？ 

本快速指南將幫助您使用 Zoom 作為首次在線上面對面會議的用戶。 Zoom 可以安裝在

PC，Mac 和移動設備中。 

 

對於 PC / Mac 用戶 

1.訪問 https://zoom.us/ 

2.使用電子郵件地址註冊。按照 Zoom 網站的說明激活您的帳戶。 

3.單擊立即開始會議以轉到下載頁面。 

4.單擊下載並運行安裝程序。在您的設備上安裝 Zoom。 

5.啟動 Zoom 應用程序，然後單擊 Sign In。 

6.現在可以開始使用 Zoom！ 

 

對於移動用戶 

1.從 iPhone App Store（iOS 用戶）或 Google Play（Android 用戶）下載 Zoom Cloud 

Meetings 應用程序。 

2.使用電子郵件地址註冊。按照 Zoom 網站的說明激活您的帳戶。 

3.啟動“縮放”應用程序，然後單擊“登錄” 

4.您現在可以開始使用 Zoom！ 

 

*************************************************  

 

Zoom Quick Guide – How to install Zoom on your device?  

This quick guide will help you to use Zoom as a first-time user for online face-to-face meetings. 

Zoom can be installed in PC, Mac and mobile devices.  

  

For PC / Mac users  

1. Visit https://zoom.us/   

2. Sign up with an email address. Follow the instruction of Zoom website to activate your 

account.  

3. Click Start Meeting Now to go to the download page  

4. Click Download and run the installer. Zoom should be installed on your device. 

5. Launch the Zoom app and click Sign In  

6. You can now start using Zoom!  

   

For Mobile users  

1. Download Zoom Cloud Meetings app from iPhone App Store (iOS users) or Google Play 

(Android users).  

2. Sign up with an email address. Follow the instruction of Zoom website to activate your 

account.  

3. Launch the Zoom app and click Sign In   

4. You can now start using Zoom!   

https://zoom.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