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yPal 付款 QR Code 

Google Form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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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 2020年第 13届「世界关顾自闭日」大中华地区(网上)讲座及示范课  (简体字第 3 版) 

自闭症(网上)讲座及示范课堂  主题   (毎日名额： 100 名) 网上授课日期及时间 

ABA-WAAD-1A 促进自闭症儿童自发性语言发展有效策略 讲座     (普通话) 02/04/2020 (四) 14:00-16:00 

ABA-WAAD-1B 父母有效教导自闭症儿童的秘诀 讲座                     (粤语) 23/04/2020 (四) 14:00-16:00 

AVT-4A (示范课) 听觉言语治疗与自闭症儿童实用技巧课程示范课  (粤语) 04/04/2020 (六) 14:00-14:30 

ABA-4A (示范课) 自闭症儿童 ABA 实用技巧课程示范课                    (粤语) 04/04/2020 (六) 14:45-1515 

 

⚫ ABA-WAAD-1A普通话讲座 (2小时) 统一收费  HK$/RMB  $100      

截止报名日期：2020年 3月 31日 (星期二) 

ABA-WAAD-1B粤语讲座 (2小时) 统一收费  HK$/RMB  $100 

截止报名日期：2020年 4月 21日 (星期二) 

如以 PayPal / 信用卡网上缴费报名上述两个讲座，请用下列  

PayPal 付款报名  https://form.jotform.com/200826713297458 

 

 

如以银行转账、支票、PayMe、FPS、微信支付、或支付宝缴费 

请用右列 Google Form 报名表 https://forms.gle/QvJpuHeBsZTvw3kj6 

凡报名上述讲座可获优先接纳下列 ABA-4A 及 AVT-4A 粤语示范课 

 

 

⚫ ABA-4A课程   粤语示范课  (30分钟)               免费 (只限示范课) 

⚫ AVT-4A 课程   粤语示范课  (30分钟)               免费 (只限示范课) 

免费示范课截止报名日期：2020年 4月 2日 (星期四) 

报名免费示范课 (04/04/2020) 请用下列 网上(Google Form)报名   

https://forms.gle/F4ZDDisPmViJcBsf9 

 

 

课程 / 讲座查询 联  络  电  话 电  邮 

香港课程秘书处 +852-2948-8930 (余小姐)  /  +852-2948-7763 (黃小姐) hlyu@eduhk.hk 

香港自闭症联盟 Skype: +852-8120-5340    /  +86-147-1491-1454 (余先生) info@autism.hk 

 

网上讲座/课程数据 :   www.autism.hk  /  www.ahkec.com  

自闭症 

讲座及 

课程名称 

ABA-WAAD-1A 促进自闭症儿童自发性语言发展有效策略 - 王立纬博士  (普通话授课)  (2 小时)  

ABA-WAAD-1B 父母有效教导自闭症儿童的秘诀                 - 王立纬博士  (粤语授课)      (2 小时) 

ABA-4A : 自闭症儿童 ABA 实用技巧  示范课                         - 王立纬博士  (粤语授课)      (30 分钟) 

AVT-4A :听觉言语治疗与自闭症儿童实用技巧  示范课         - 方嘉慧女士  (粤语授课)      (30 分钟) 

目标  

 

• 本讲座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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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听觉言语治疗实用技巧，协助他们在日常生活、教育和康复训练的实用知识和技巧，

从而促进学习效能，和提升生活质素。 

参加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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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jotform.com/200826713297458
https://forms.gle/QvJpuHeBsZTvw3kj6
https://forms.gle/F4ZDDisPmViJcBsf9
mailto:hlyu@eduhk.hk
mailto:info@autism.hk
http://www.autism.hk/
http://www.ahkec.com/


ABA- 

WAAD-1A 

WAAD-1B 

 

• ABA-WAAD-1A  促进自闭症儿童自发性语言发展有效策略 网上讲座 (普通话授课) 

02/04/2020 (星期四) 14:00-16:00 

• ABA-WAAD-1B  父母有效教导自闭症儿童的秘诀 网上讲座   (粤语授课) 

23/04/2020 (星期四) 14:00-16:00  

ABA-4A 

课堂主题 

 

ABA-4A  自闭症儿童 ABA实用技巧  网上课程预告  (粤语授课)  本课程开课日期如下： 

• 02/05/2020 上午 ABA-4A-1：减少自闭症儿童自我刺激行为的有效策略                                    

• 09/05/2020 上午 ABA-4A-2：使用 ABA 改善自闭症儿童的睡眠困难  

• 16/05/2020 上午 ABA-4A-3：如何运用 ABA 策略提高自闭症儿童安全意识     

如有兴趣报读稍后开设 上述 ABA-4A 全期 3 个课堂(9 小时)，必需另行报名及缴费 

ABA- 

WAAD-1A 

(普通话) 

及 

ABA-4A 

课程讲师 

(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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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T-4A 

课程主题 

粤语授课 

听觉言语治疗与自闭症儿童实用技巧  网上课程预告  (粤语授课)    课程日期如下列 

• (18/4/2020)  下午: 自闭症学童之对话修补技巧与教学策略 

• (02/5/2020)  下午: 自闭症学童能自然听自然讲吗? 

• (16/5/2020)  下午: 从小做起：自闭症学童如何能结合聆听、语言、言语及认知去学习 

如有兴趣报读稍后开设上述 AVT-4A 全期 3 个课堂(9 小时)，必需另行报名及缴费 

方嘉慧女士  (听觉言语治疗师、教育硕士、特殊教育硕士) 

⚫ 方嘉慧老师毕业于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市场企业管理学系，是一位先天性严重及深度听障孩童的

家长。为了有效地教育患有听障的儿子，毅然对听觉言语治疗进行学习及研究，着眼于从事听觉言语

治疗服务，先后成功获取澳洲纽卡素大学特殊教育硕士学位及香港浸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现时为听

觉言语治疗师。 

⚫ 自 2010 年起，她任教由香港教育局（EDB）开设的「支持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专题课程 - 感知、沟

通及肢体需要专题课程 (针对听觉及言语障碍学生需要)，而且在不同的主流、特殊学校和非政府组织

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讲习班和公开讲座。 

网上授课 

模式及 

注意事项 

⚫ 本期讲座及示范课将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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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课前请安装免费个人版 ZOOM 程序，详情参见 www.zoom.us 及网上操作指引。 

⚫ 本期 ABA-WAAD-1A 及 1B 讲座及 ABA-4A 及 AVT-4A 示范课将不设网上重温。 

出席信件/

证书及 

缴费收据 

⚫ 4 月 2、 4 及 23 日所有收费网上讲座及免费示范课，将不颁发出席信件/结业证书。 

⚫ 4 月 2 及 23 日的 ABA-WAAD-1A 及 1B 网上讲座缴费，将只获发电子版收据。 

⚫ 如需索取讲座缴费纸版收据，请与秘书处联络及缴付纸版收据行政费@HK$/RMB100。 

AHK-WAAD-SC-3ed-20200324 

http://www.zoom.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