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闭症联盟 及 香港自闭症教育顾问有限公司
大中华地区特殊教育专业培训计划--2020 年度奖助学金介绍
目

的：为提升大中华地区特殊教育人员对自闭症康复培训专业知识，及实务技术水平，为自
闭症人士及家庭提供适切的教育及服务，改善生活质素。

对

象：大中华地区特殊教育人员、学生、自闭症人士及家长

资金来源：香港自闭症联盟 及 香港自闭症教育顾问有限公司课程及活动收入盈余
顾

问：冼权锋教授 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总监
王立纬博士 ICAN-B ASIA LIMITED 总监
黄筱锦先生 香港儿童启迪协会 总干事

CA-1

内地自闭症特教老师专业进修奖学金 (共 5 名)

CA-1.1

凡完成全期 RBT-1 课程、通过胜任能力评估、及成功申
报 BACB®RBT 资历认证考试

人民币 800 元

CA-1.2

凡通过认证考试及成功考获 BACB® RBT 资历

人民币 1,200 元

香港教育大学 AHK 学生奖学金计划 (共 5 名)

CB-1
CB-1.1

凡完成全期 RBT-1 课程、通过胜任能力评估、及成功申
报 BACB®RBT 资历认证考试

港币 800 元

CB-1.2

凡通过认证考试及成功考获 BACB® RBT 资历

港币 1,200 元

CB-2
CB-2.1

香港教育大学 ABA Internship Scholarship (共 2 名)
凡完成全期 RBT-1 课程、通过胜任能力评估、及成功
申报 BACB®RBT 资历认证考试

港币 800 元

CB-2.2

凡通过认证考试及成功考获 BACB® RBT 资历

港币 1,200 元

CB-2.3

凡成功入选 2020 年度 ABA Internship 及实习名额

港币 2,000 元

备注 1：香港教育大学学生只可获 CB-1 或 CB-2 类别两者其中一项奖助学金
备注 2：今期全部奖助学金总金额：HK$18,000 +

RMB10,000 = HK$28,000

今期奖助学金乃由香港自闭症联盟课程收入扣除营运成本捐赠
义务秘书处：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通

讯 处：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号 D1-G/F-05 室

联 络电 话：2948-7763 (黄小姐) ；2948-8930 (余小姐) ；147-1491-1454 (余先生)
传 真电 话：2948-7993 /

3020-6276

电

邮：csenie@eduhk.hk

/

info@autism.hk

网

站：www.autism.hk

/

www.ahk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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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闭症联盟 及 香港自闭症教育顾问有限公司
大中华地区特殊教育专业培训计划--2020 年度奖助学金介绍
CA-1 内地自闭症特教老师专业进修奖学金 (名额：5 名)
期 限：2020 年 6 至 12 月
对 象：(a) 于中国内地从事自闭症特教老师及康复训练中心导师
(b) 香港自闭症联盟 RBT-1 认证课程参加者
提名人：参加者所属自闭症特教机构及康复训练中心负责人
报名办法：参见稍后公布及 www.autism.hk 网上报名
CB-1 香港教育大学 2020 年度 AHK 学生奖学金计划

(名额：5 名)

期 限：2020 年 6 至 12 月
对 象：(a) 香港教育大学 2019-2021 年学期全时间学生
(b) 香港自闭症联盟 RBT-1 认证课程参加者
报名办法：参见稍后公布及 www.autism.hk 网上报名
CB-2 香港教育大学 ABA Internship Scholarship 2020 (名额：2 名)
期 限：2020 年 6 至 12 月
对 象：(a) 香港教育大学 2019-2021 年学期全时间学生
(b) 香港自闭症联盟 RBT-1 认证课程参加者
(c) EduHK ABA Internship Project 2020 入选参加者
报名办法：参见稍后公布及 www.autism.hk 网上报名
备注 1：申请人必需在完成联盟 RBT-1 认证课程、取得相关 RBT 资历认证考试资格、通过考试、或入选
ABA Internship，方可以申请相关奖助学金。
备注 2：凡属联盟奖助学金顾问、相关项目运作义工等直系亲属不得申请本奖助学金。
备注 3：凡属联盟课程 Student Helper，如符合相关资历，可以申请本奖助学金。
备注 4：香港教育大学全日制(Full-time)学生，包括香港本地及外地 PGDE、本科、研究生等。全日制学
生身份以申请日期计算，需提供有效学生证为准。
备注 5：各类别奖学金额满即止，以申请日期先后作优先审批次序 (申请人必需符合相关资历方始获接纳
其申请) 。申请人必需提交符合各类别奖学金，申请资历相关证明文件，其申请方始获受理。

**************************************************************************************
ABA Internship Project Orientation:

Reg. Deadline: 22 May

27 May 2020 (Wed.) 1430-1630 (Zoom)
网上报名：https://forms.gle/XjcMoz1StkS7ZTJ39

AHK Scholarship Briefing Session (Free):
28 May 2020 (Thur.) 1430-1530 (Zoom)

Reg. Deadline: 26 May

网上报名：https://forms.gle/VkqRVT2kQDuZDMGcA

Reg. Deadline: 3 Jun

RBT-1 课程简介会 (免费)：
6 June 2020 (Sat) 1430-1530 (Zoom)
网上报名：http://tiny.cc/rlj2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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