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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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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藝術與自閉症系列 -1 課程
非牟利義工團體
課程名稱

•

表達藝術治療與 SEN 兒童成長和照護
教師及工作者--初階課程
EAT-2020-1A 講座
EAT-2020-1B 體驗及應用工作坊

活動簡介

•

•

參加對象

課程內容

•
•

藝術治療是近年機構新嘗試的其中一種支援服務，因為在治療過程中，特殊學習需要(SEN)兒童
可以在不受批判的發揮想像力創作，發掘他們不易被看見的潛能。他們也可以在藝術遊戲環節
中學習和其他人合作、溝通和相處。”When they start to play, the therapy end.” 著名心理學家
Donald Winnicott 曾經說過，兒童最好的學習方式是遊戲。藝術可以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讓兒
童用他們的方式表達、學習、和這個世界建立關係。
資深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黎家傑先生曾於不同的中小學和非牟機構，進行特殊學習需要的表達
藝術治療小組，他將針對個別年齡階段的兒童作出對應的介入解說，當中包括場地的安排、藝
術物料的運用和藝術活動帶領手法等等。與特殊學習需要孩子工作的同時，藝術治療師亦會在
過程中和教師及工作者進行溝通，黎先生也會分享相關的心得。
與特殊學習需要 (SEN)兒童工作的教師和工作者, 參加者無須任何藝術經驗。
本課程只適合 18 歲或以上人土參加 (場地所限、不設兒童託管服務)

EAT-2020-1A 講座 表達藝術治療與 SEN 兒童成長和照護
講師：黎家傑先生, 資深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及督導、大學講師
日期: 22/2/2020(六) / 時間: 10am -12pm
名額：100 名 (額滿即止)
• 表達藝術治療對 SEN 兒童成長和照護的好處
• SEN 兒童個案分享 (與表達藝術治療師霍佩珊小姐一同分享)
EAT-2020-1B 體驗及應用工作坊__表達藝術治療與 SEN 兒童
講師：黎家傑先生, 資深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及督導、大學講師
日期: 22/2/2020(六) / 時間: 1:30pm -3:30pm
名額：25 名 (額滿即止)
• 體驗表達藝術治療的練習
• 與 SEN 兒童進行藝術活動的注意事項
注意：工作坊名額有限及為熱門課題，通常於課程公佈後 24 小時即滿額，收生以繳費先後次序作準

導師介紹

黎家傑先生
(www.exahk.hk)
•
PhD(c.), MSS, MA, DVATI, CAGS, RCAT, REAT
•
歐洲研究院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講師及督導、大學講師
•
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註冊藝術治療師
•
香港專業輔導人員協會副院士、中國社會工作聯會遊戲治療學部顧問
黎先生乃 Kunst EXA Training and Consulting 的創立人，現任瑞士歐洲研究院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 表達藝術治療碩士班及研究生班的講師、實習和論文督導，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
程的前榮譽講師。他亦是表達藝術治療國際聯網（連繫世界各地如美加、拉丁美洲、歐洲及中東
的表達藝術治療教育者）的認證成員，擁有超過二十年整合創意工業、藝術、藝術教育、治療與
生活的經驗。自 1991 年開始，黎先生於不同單位擔任攝影師/電影製作人和執行創作總監(全球)，
他的作品於歐美亞等地獲得多個獎項。他於 1998 年協助香港政府向 50 多間學校推廣創意藝術教

育。自 2003 年至今，他專注於將表達藝術和治療/諮詢結合，服務不同的商業和非牟利機構。透
過藝術創作，讓人與人的心靈世界互動更豐富，生活世界更圓融。黎先生於歐洲、美加和泛亞地
區如中國、俄羅斯、柬埔寨等運用表達藝術治療模式服務兒童、青少年、長者及精神復康人士。
上課地點

•
•
•
•

EAT-2020-1A 2 樓 – 205 室 (暫定)；
EAT-2020-1B- 6 樓 – 6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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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0 日 (額滿即止)
注意：工作坊名額有限及為熱門課題，通常於課程公佈後 24 小時即滿額，收生以繳費先後次序作準

學費

•

香港教育大學教職員及教大全日制學生優惠
報讀 EAT-2020-1A 講座 $200，EAT-2020-1B 工作坊 $500，兩個課題合共$700
公眾人士
報讀 EAT-2020-1A 講座 $300，EAT-2020-1B 工作坊 $600，兩個課題合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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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8R6i7XjJmwUf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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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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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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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學員需出席所報名的全部課題及課時，始獲頒發課程出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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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