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及 香港自閉症聯盟
成立 20 週年 聯合紀念活動 2000-2020
香港自閉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Kunst EXA Training & Consulting 合辦

2020 年第一期：ABA

與自閉症系列--3

証書課程

非牟利義工團體

課程名稱

•

ABA-3A & 3B ：ABA 實務技巧証書課程

課程目標

•

本課程目的是為自閉症及相關發展障礙兒童家屬、教師及康復服務工作人員，教授不同
的應用行為分析(ABA)實用技巧，協助特殊學習需要(SEN)兒童在日常生活、教育和康復
訓練的實用知識和技巧。
本期課題聚焦自閉兒社會行為處理和學習技巧，從而促進學習效能，和提升生活質素。

•
參加對象

•

課堂主題

•

自閉症及相關發展障礙兒童家屬、康復機構、特殊學校、幼兒服務或展能中心工作的現職
康復工作人員、SENCOs 及大專學生
ABA-3A-1 / 3B-1 ：運用自我管理策略以改善社會行為
Utilizing self-management as a strategy to improve various social behaviors

日期及時間
參見下頁

•

ABA-3A-2 / 3B-2 ：透過不同 ABA 策略有效地增加學習技巧-上

•

ABA-3A-3 / 3B-3 ：透過不同 ABA 策略有效地增加學習技巧-下

Using different ABA based approaches to facilitate skills acquisition - 1
Using different ABA based approaches to facilitate skills acquisition – 1

課程導師 :

王立緯博士 (國際認証博士級行為分析師 BCBA-D)
•
•
•
•
•

芝加哥專業心理學院實習教師和國立大學榮譽教員，碩士班導師
ICan-B Asia Limited 創辦人
香港自閉症聯盟大中華地區特殊教育及 ABA 專業培訓課程顧問
應用行為分析碩士學位 (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
應用行為分析博士學位 (芝加哥專業心理學院)
自從 2004 年開始，王立緯博士在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的應用行為分析課，便與 “人類行為”（又名行為分析）結下不解之緣。2008 年，
他畢業於同一所大學，並獲得應用行為分析碩士學位。 2014 年，他獲得了芝加哥專業心理學
院 (Chicago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應用行為分析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主題是研
究有關家長教育領域。王博士是國際認證博士級行為分析師（BCBA-D）。
在過去十年，王博士曾與 3 至 18 歲的兒童和年輕人一起工作。他在不同的 ABA 行為訓練機
構擔任過不同的職位。例如，他曾在 Autism Spectrum Therapies (AST) 、威靈頓自閉症訓練機
構 Autism, Wellsprings, Inc..和 Intercare Therapy Inc.擔任 ABA 應用行為分析師和臨床主管。此
外，他還擔任 Creative Solutions 集團在帝國島和洛杉磯地區的 Hope and ICan-B 分部區域臨床
主任。截至目前，王博士是 Lead Way Behavioral Services（香港）的執行臨床主管和 ICan-B
Asia Limited 創辦人。除了直接與兒童和年輕成年人一起工作外，王博士還擔任芝加哥專業心
理學院實習教師和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榮譽教員，教授碩士班應用行為分析的概念。
王立緯博士是香港區唯一華語 BCBA-D (香港區共有 2 位、中國包括港澳台地區共有 12 位)
資料來源：Behavior Analyst Certification Board www.bacb.com (10/2019)

上課地點

•
•

香港教育大學將軍澳教學中心: 新界將軍澳敬賢里一號
(港鐵寶琳站 地面 A 出口步行約 10 至 15 分鐘，於將軍澳官立中學對面)

教學語言

•

中文(廣東話)為主，輔以英語

截止報名

•

2020 年 2 月 05 日 (額滿即止)
名額：100 名

學費

•

香港教育大學教職員及教大全日制學生優惠
報讀單項課堂 $200，報讀 2 項課堂 $400，報讀全期 3 堂課題合共$600
公眾人士
報讀單項課堂 $300，報讀 2 項課堂 $600，報讀全期 3 堂課題合共$900

•

報讀手續
(註 3)
(註 4)
(註 5)

•
•

•

查詢

本課程只接受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6TLR29gJFvPA8aKf6
請填妥「申請表格」及銀行入賬單，以傳真 (29487993)、轉數快(info@autism.hk)或電郵
(csenie@eduhk.hk)遞交，或在支票背後寫上姓名及電話，然後郵遞下列地址 「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D1-G/F-05」
(主辦單位將因應報讀人數的多寡，保留更改、取消及調動課程的權
利，未能開辦的課程，申請者將會獲發還繳交的款項。)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D1 – G/F – 05 室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09:00-13:00 / 14:00-17:00
辦公時間: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 2948 8930 (余小姐) /2948 7763 (黃小姐) / 8120-5340 (余先生) / 傳真: 2948 7993
電郵: csenie@eduhk.hk
網頁: www.eduhk.hk/csenie / www.ahkec.com / www.autism.hk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csenie

ABA-3 實用技巧證書課程

ABA- 3 A 班
日期及時間

ABA- 3 B 班
日期及時間

15/02/2020 (星期六)
14:00-17:00

14/03/2020 (星期六)
09:30-12:30

(名額：每個課題 100 名)

上課地點：香港教育大學將軍澳教學中心 5 樓 – 505 室
•

運用自我管理策略以改善社會行為

•

透過不同 ABA 策略有效地增加學習技巧 -上

29/02/2020 (星期六)
14:00-17:00

21/03/2020 (星期六)
09:30-12:30

•

透過不同 ABA 策略有效地增加學習技巧 -下

07/03/2020 (星期六)
14:00-17:00

28/03/2020 (星期六)
09:30-12:30
7 ed. 20191220

(註 1) 學員需出席所報名的全部課題及課時，始獲頒發全期課程出席證書，單項課堂學員可獲頒發相關課堂出席
證書。
(註 2) 若在遞交網上報名表後，3 個工作天內仍沒有提供支票 / 銀行存款或轉帳收據，該報名會視為作廢。
(註 3) 繳費後 7 天內如未有收到額滿通知，可視作成功報名，截止報名後 1-2 個星期內以電郵通知開課詳情。
(註 4) 未能入讀的申請者將會獲個別通知及獲發還繳交的全數款項。
*收據及出席証書會於課堂舉行後一個月內郵寄，詳情可電郵(hlyu@eduhk.hk)查詢。
*繳費後如參加者因事不能出席是次活動，恕不退款，敬請留意!

(註 5) 本課程收入扣除營運成本，將全數撥供香港自閉症聯盟及協作伙伴合辨「大中華地區特殊教育專業培訓計
劃」貧困地區教師及自閉兒家長資助項目 ASD Hope@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