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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BT 網上課程 (TC-短版 1a- 20200817)

課程名稱

主辦團體介紹
香港自閉症
聯盟

國際認證 ABA-RBT 註冊行為技術員 網上證書課程 第 2 期
•

(課程編號：RBT-2)

於 2000 年成立，主要工作是推廣自閉症關顧社區教育，及特殊教育專業培訓課程
和研討會。
2017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廿周年「努力有明天」選舉：最具社會貢獻獎
2015 至 2020 年致力推動大中華地區特殊教育專業培訓計畫
2018 年於廣州市開㸤大中華地區 ABA-RBT 註冊行為技術員 證書課程

•
•
•

ICan-B 於 2015 年 8 月在美國成立，首先在洛杉磯地區提供 ABA 應用行為分析服務 (Applied

ICan-B

Behavior Analysis)。直到 2020 年，ICan-B 服務範圍已擴展到美國加洲的橘郡、文圖拉縣以及聖馬刁
郡等地。2019 年王立緯博士創立 ICan-B Asia，將其優質的 ABA 服務引進到香港和中國內地省市。

及

ICan-B 旨在為自閉症和其他特殊需要人仕提供優質的 ABA 訓練和治療。我們的目標是運用不同領域
的行為科學技術為人類社會作出貢獻。ICan-B 同時推動足球和社交技能計劃，以協助自閉兒融入社區。

ICan-B Asia

ICan-B 也有創作電腦動畫，透過動畫傳達全球團結一致，及促進各地關注兒童發展的信息。

講員介紹 :
王立緯博士
BCBA-D
國際認證博士級
應用行為分析師

•
•
•
•
•
•

ICan-B Asia Limited - 香港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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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17 年在美國不同的 ABA 行為訓練機構擔任過不同的職位
芝加哥專業心理學院實習教師和國立大學榮譽教員，教授碩士班應用行為分析

Zoom 網上課程簡介 :
•

RBT-2

本培訓計劃基於 RBT 任務列表（第二版）
，旨在滿足 40 個小時的 RBT 認證培訓要求。本
培訓計劃由承辦團體提供，與 BACB 協會無關連。
• 學員如不參加 BACB RBT 資歷認證考試，亦可以自選報讀個別合適課程內容
• 凡有意申報 BACB RBT 資歷認證考試學員，必需注意 BACB 的其他基本要求，詳見本文
末摘錄或瀏覽 www.bacb.com/rbt/
課程網上簡介會 Zoom (免費)
• 2020 年 9 月 30 日 (星期三) 12:30-13:30 (名額：100 名)
• 截止報名日期：2020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一) 正午 12:00
• 網上 Google form 報名鏈接： https://qrgo.page.link/hZQKb

課程對象：
• 有興趣報考 BACB Registered Behavior Technician (RBT) 認可資歷人士 (注意：學員需符合 BACB 的 RBT
資歷認證考試其他各項基本要求，參見本文末摘錄或 https://www.bacb.com/rbt/ )
• 現正從事或有興趣投身自閉症 ABA 行為訓練/教育/康復培訓的工作人員/畢業生
• 自閉症兒童家長/照顧者，增進對 ABA 基礎理論和技巧認識，提昇自閉兒的訓練和生活質素
授課形式：
• 本課程全期採用 Zoom 網上課堂，以粵語及輔以英語授課，並提供中文及英文講義
• 學員可在指定時段內網上重温授課錄影
• 學員如欲報考 BACB RBT 資歷認證考試，必需完成最少 40 小時課程，及通過勝任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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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國際認證 ABA-RBT 註冊行為技術員 網上證書課程內容 (粵語授課)
RBT-2A Phase A

(共 10 小時)

7/11/2020

9:30-12:30

什麼是應用行為分析(ABA)？ABA 專業人員的工作是什麼：ABA 的核心工作指引？國際
認證的專業人員的角色及工作範圍（RBT，BCaBA，BCBA，BCBA-D）

14/11

9:30-13:00

怎樣為自閉兒選擇合適的應用行為分析培訓機構

28/11

9:30-13:00

什麼是行為的幅度？如何記錄和了解孩子行為的進步或倒退：ABA 培訓中的測量系統
RBT-2B Phase B

(共 10 小時)

5/12

9:30-12:30

從 ABA 行為理論概念，解構行為與環境的關係 - 第 1 部份

12/12

9:30-13:00

從 ABA 行為理論概念，解構行為與環境的關係 - 第 2 部份

19/12

9:30-13:00

知道從哪裡開始培訓：兒童的喜好評估，技能評估和功能行為評估 - 第 2 部份
RBT-2C Phase C

(共 10 小時)

9/1/2021

9:30-12:30

知道從哪裡開始培訓：兒童的喜好評估，技能評估和功能行為評估 - 第 2 部份

16/1

9:30-13:00

如何成為一名好 ABA 老師：技能培養和行為減少- 第 1 部份

23/1

9:30-13:00

如何成為一名好 ABA 老師：技能培養和行為減少- 第 2 部份
RBT-2D Phase D

(共 10 小時)

30/1

9:30-12:30

如何成為一名好 ABA 老師：技能培養和行為減少- 第 3 部份

6/2

9:30-13:00

如何成為一名好 ABA 老師：技能培養和行為減少- 第 4 部份

20/2

9:30-13:00

如何成為一名好 ABA 老師：技能培養和行為減少- 第 5 部份
RBT-2E Phase E

(共 10 小時)

27/2

9:30-12:30

與受訓兒童的父母和工作機構上司進行有效溝通：父母和員工培訓

6/3

9:30-13:00

如何成為負責任的 ABA 專業人士：專業行為和道德規範

13/3

9:30-13:00

各大 ABA-RBT 主題重溫

RBT-2 網上證書課程收費

(不申報 BACB RBT 資歷認證考試學員，可自選報讀個別分期課程)

收費類別 / 分期

全部 5 期

RBT-2A RBT-2B

RBT-2C

RBT-2D

RBT-2E

RBT 勝任能力評估

公眾人士

$5,0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教大學生/教職員/校友

$4,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200

RBT-1 部份期數學員*

$3,00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

RBT-1 全期課程學員*

$2,00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

課程網上簡介 Zoom (免費) 網上報名

RBT-2 課程網上報名

https://qrgo.page.link/hZQKb

https://form.jotform.com/202247444733453

30/9/2020 (星期三) 12:30-13:30

PayPal / 信用卡網上報名

曾報讀 RBT-1 課程學員 * 請聯絡秘書處查詢，舊學員專用網上報名表，方享優惠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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