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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辦
2020 年 NTC 第 1C 及 1D 期：新手教師網上學堂 初級証書課程 (TC-21-B ed)

•
現正招生

新手教師網上學堂 (Zoom) - 初級証書課程
第 1C 分期 (情緒與行為 上篇) 及 第 1D 分期 ( SEN 與 藝術)

NTC-1C & 1D

每個分期課程主題共 3 堂、合共 9 小時

課程名稱

初級証書全部合共 8 個不同專題、24 堂、共 72 小時 (8/2020– 3/2021)
課程目標

•
•

參加對象

NTC-1C & 1D
免費網上
課程簡介會
Zoom
NTC-1A
主題：
校園霸凌篇
(已經完成)

促進新手教師、助教、SENCO、及準教師對不同類別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了解，並提供在課
堂上有效的教學策略，和課堂管理實務技巧。
為 SEN 兒童家長、醫護、輔助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工作人員提供相關知識及實操技巧。

• 新入職教師 (2 年年資或以下)及 2020 年應屆畢業班有意申請教職同學可獲優先取錄
• 負責特殊學習需要 SEN 兒童教學技巧的助教及 SENCO
• SEN 兒童家長、醫護、輔助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工作人員
•

2020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三) 12:30 - 13:30

•

NTC-1C 課程免費網上簡介會 (Zoom) 網上報名鏈接： https://qrgo.page.link/zhqMR
2020 年 10 月 7 日 (星期三) 12:30 - 13:30 (截止報名 10 月 5 日、星期一)

(截止報名 9 月 14 日、星期一)

NTC-1D 課程免費網上簡介會 (Zoom) 網上報名鏈接：https://qrgo.page.link/RAXSC
1A-1 如何運用 ABA 處理校園霸凌與相關法律責任
(01/08/2020，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王立緯博士及林大偉律師
1A-2 校本管理策略 - 建設包容與共融校園
(08/08/2020，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陳國權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客席講師)
1A-3 家長、教師及專業人士共融校園多面睇
(15/08/2020，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家長、陳國權校長 /
評論員：王立緯博士及林大偉律師

NTC-1B
1B-1
主題：擦亮鑽 1B-2
石-自閉譜系融 1B-3
合教育
(已經開課)

認識自閉譜系優勢及九種行為類型
(29/08/2020，星期六 14:00-17:00)
優質策略：社交溝通及正向行為支持
(12/09/2020，星期六 14:00-17:00)
編寫個別學習計劃 (IEP) 及個案分析
(19/09/2020，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李萍英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顧問)
*參加者可以免費獲得電子版書: 擦亮鑽石--教導自閉譜系融合生學生的優質策略

NTC-1C
主題：
情緒與行為
上篇
(招生中)

1C-1 與情緒障礙學生相處的教學策略
(26/09/2020，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李桂萍老師 (香港特殊教育學會委員)
1C-2 學習障礙學生的教學策略
(10/10/2020，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程秀雯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業發展課程顧問)
1C-3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的教學策略
(17/10/2020，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李桂萍老師 (香港特殊教育學會委員)

NTC-1D
主題：
SEN 與 藝術
(招生中)

1D-1 音樂治療與 SEN
講者：陳美玉博士 (註册音樂治療師)
1D-2 表達藝術治療與 SEN
講者：霍佩珊老師 (表達藝術治療師)
1D-3 藝術治療與 SEN
講者：陳雅姿女士 (註册藝術治療師)

(24/10/2020，星期六

14:00-17:00)

(31/10/2020，星期六

14:00-17:00)

(07/11/2020，星期六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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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C-1E
主題：
SEN 與
另類治療

1E-1 從感覺統合解構 SEN 學童行為
(14/11/2020，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徐志文博士 (註册職業治療師及助理教授)
1E-2 中醫針灸與自閉症
(28/11/2020，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尤傳香中醫師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講師、註冊中醫師)
1E-3 以静觀(Mindfulness)舒緩 SEN 人士和照顧者壓力情緒 (05/12/2020，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待定

NTC-1F
主題：
情緒與行為
下篇

1F-1 自閉症學生的教學策略
(12/12/2020，星期六 14:00-17:00)
1F-2 想法解讀理論及課堂應用技巧
(09/01/2021，星期六 14:00-17:00)
1F-3 社交故事理論及課堂應用技巧
(16/01/2021，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趙程德蘭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顧問)

1G-1 被忽略的需要 - SEN 人士性平權
NTC-1G
1D-2 SEN 人士性教育 - 青少年篇
主題：SEN 的
1D-3 SEN 人士性教育 - 成人篇
禁區 - Sex
課程統籌：李美賢女士 (資深社工)
NTC-1H
主題：SEN
與感官障礙

1H-1 聽覺障礙
1H-2 視覺障礙
1H-2 言語障礙
課程統籌：方嘉慧老師 (聽覺言語治療師)

(23/01/2021，星期六 14:00-17:00)
(30/01/2021，星期六 14:00-17:00)
(06/02/2021，星期六 14:00-17:00)
(27/02/2021，星期六
(06/03/2021，星期六
(13/03/2021，星期六

14:00-17:00)
14:00-17:00)
14:00-17:00)

•

注意各分期主題及課堂內容，除 NTC-1A 至 1D 分期落實外，其餘 NTC-1E 至 NTC-1H 分期主
題、課堂內容及講者，僅供參考用；主辦團體可能因應實際情況作調整，以最新公佈作準。

上課形式

•
•
•

全期課程採用實時網上課堂 (Zoom)
限時網上重溫授課錄影
課後網上考試 (如需索取課程結業証書)

教學語言

•

中文(廣東話)為主，輔以英語

課程主題及
內容

•
NTC-1C & 1D
•
截止報名
•
學費

NTC-1C

NTC-1D

NTC-1C : 2020 年 9 月 23 日 (額滿即止) 名額：50 名
NTC-1D : 2020 年 10 月 21 日 (額滿即止) 名額：50 名
其餘各期 NTC-1C 至 NTC-1H 截止報名日期為開課前 3 日

•
•
•

公眾人士
香港教育大學校友及教大兼讀制學生優惠
香港教育大學教職員及教大全日制學生優惠

•

NTC-1C (情緒與行為 上篇)

•

網上報名 : PayPal 及信用卡 https://form.jotform.com/202094098001446

⚫

NTC-1D ( SEN 與 藝術)

⚫

網上報名 : PayPal 及信用卡 https://form.jotform.com/202310356097449

每期 3 個課堂 $900
每期 3 個課堂 $750
每期 3 個課堂 $600

截止報名: 23/9/2020 (星期三) 正午 12:00

截止報名: 21/10/2020 (星期三) 正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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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報名
電子版
出席信
分期証書及
初級証書

本課程只接受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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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課程出席信 ：完成每期 3 堂實時網上課堂
分期課程結業証書：完成每期 3 堂實時網上課堂及通過課後網上考試合格
新手教師課程初級証書：完成 8 期實時網上課堂及通過課後網上考試合格，另提交 2,000 字課後反
思 (中文或英文) 課程初級証書由香教育大學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頒發
如需要分期紙版收據、出席信、或結業証書，需另外繳付行政費 HK$100 (每期計)

付款辦法

香港區只接受網上 PayPal 或用卡付款
微信支付 AUTISMHK 或 支付宝 (編號 AUTISM306) (人民幣與港幣同價)
澳門參加者以澳門幣銀行轉帳資料，詳情請與聯盟聯絡 info@autism.hk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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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autism.hk/2020/ntc.htm
(繁體字第 21-B 版 修訂日期 3/9/2020)

(註 1) 學員需出席所報名的全部課題及課時，及完成相關課堂網上考試，始獲頒發課程電子版結業證
書，每期課堂學員可獲頒發相關課堂電子版出席證書。 完成全部 8 期課程及課後反思方可獲發
初級証書。
(註 2) 繳費後 7 天內如未有收到額滿通知，可視作成功報名，開課前 1-2 個星期內以電郵通知開課詳
情。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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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版收據及電子版結業/出席証書會於課堂舉行 2 個星期後電郵，詳情可電郵(hlyu@eduhk.hk)
查詢。
*如需分期紙版結業/出席証書，請在網上報名時申請，及另繳付每期 100 元行政費，於課堂舉行
2 個星期後郵遞。香港區以平郵寄發；香港以外地區以速遞到付寄發，注意速遞費由收件人繳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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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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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海外地區交流及自閉譜系
研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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