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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閉症聯盟 及 香港自閉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大中華地區特殊教育專業培訓計劃--2020 年度獎助學金介紹 

 

目     的：為提升大中華地區特殊教育人員對自閉症康復培訓專業知識，及實務技術水平，為自

閉症人士及家庭提供適切的教育及服務，改善生活質素。 

對     象：大中華地區特殊教育人員、學生、自閉症人士及家長 

資金來源：香港自閉症聯盟 及 香港自閉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課程及活動收入盈餘 

顧     問：冼權鋒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 

      王立緯博士  ICAN-B ASIA LIMITED 總監 

      黄筱錦先生  香港兒童啓迪協會 總幹事 

CA-1 內地自閉症特教老師專業進修獎學金 (共 5 名) 

CA-1.1 凡完成全期 RBT-1 課程、通過勝任能力評估、及成功申

報 BACB®RBT 資歷認證考試 

人民幣 800 元 

CA-1.2 凡通過認證考試及成功考獲 BACB® RBT 資歷 人民幣 1,200 元 

CB-1 香港教育大學 AHK 學生獎學金計劃 (共 5 名) 

CB-1.1 凡完成全期 RBT-1 課程、通過勝任能力評估、及成功申

報 BACB®RBT 資歷認證考試 

港幣 800 元 

CB-1.2 凡通過認證考試及成功考獲 BACB® RBT 資歷 港幣 1,200 元 

CB-2 香港教育大學 ABA Internship Scholarship (共 2 名) 

CB-2.1 
凡完成全期 RBT-1 課程、通過勝任能力評估、及成功

申報 BACB®RBT 資歷認證考試  港幣 800 元 

CB-2.2 凡通過認證考試及成功考獲 BACB® RBT 資歷 港幣 1,200 元 

CB-2.3 凡成功入選 2020 年度 ABA Internship 及實習名額 港幣 2,000 元 

備註 1：香港教育大學學生只可獲 CB-1 或 CB-2 類別兩者其中一項獎助學金 

備註 2：今期全部獎助學金總金額：HK$18,000  +  RMB10,000 = HK$28,000 

        今期獎助學金乃由香港自閉症聯盟課程收入扣除營運成本捐贈 

 

義務秘書處：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通   訊  處：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D1-G/F-05 室 

聯 絡電 話：2948-7763 (黄小姐) ；2948-8930 (余小姐) ；147-1491-1454 (余先生) 

傳 真電 話：2948-7993  /  3020-6276 

電      郵：csenie@eduhk.hk  /  info@autism.hk   

網      站：www.autism.hk     /  www.ahk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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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閉症聯盟 及 香港自閉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大中華地區特殊教育專業培訓計劃--2020 年度獎助學金介紹 

 

CA-1  內地自閉症特教老師專業進修獎學金  (名額：5 名) 

  期  限：2020 年 6 至 12 月 

  對  象：(a) 於中國內地從事自閉症特教老師及康復訓練中心導師 

    (b) 香港自閉症聯盟 RBT-1 認證課程參加者 

  提名人：參加者所屬自閉症特教機構及康復訓練中心負責人 

  報名辦法：參見稍後公佈及 www.autism.hk 網上報名 

CB-1  香港教育大學 2020 年度 AHK 學生獎學金計劃   (名額：5 名) 

  期  限：2020 年 6 至 12 月 

  對  象：(a) 香港教育大學 2019-2021 年學期全時間學生 

    (b) 香港自閉症聯盟 RBT-1 認證課程參加者 

  報名辦法：參見稍後公佈及 www.autism.hk 網上報名 

CB-2  香港教育大學 ABA Internship Scholarship 2020  (名額：2 名) 

  期  限：2020 年 6 至 12 月 

  對  象：(a) 香港教育大學 2019-2021 年學期全時間學生 

    (b) 香港自閉症聯盟 RBT-1 認證課程參加者 

    (c) EduHK ABA Internship Project 2020 入選參加者 

  報名辦法：參見稍後公佈及 www.autism.hk 網上報名 

備註 1：申請人必需在完成聯盟 RBT-1 認證課程、取得相關 RBT 資歷認證考試資格、通過考試、或入選 

ABA Internship，方可以申請相關獎助學金。 

備註 2：凡屬聯盟獎助學金顧問、相關項目運作義工等直系親屬不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備註 3：凡屬聯盟課程 Student Helper，如符合相關資歷，可以申請本獎助學金。 

備註 4：香港教育大學全日制(Full-time)學生，包括香港本地及外地 PGDE、本科、研究生等。全日制學

生身份以申請日期計算，需提供有效學生証為準。 

備註 5：各類別獎學金額滿即止，以申請日期先後作優先審批次序 (申請人必需符合相關資歷方始獲接納

其申請) 。申請人必需提交符合各類別獎學金，申請資歷相關證明文件，其申請方始獲受理。 

**************************************************************************************   

 

 ABA Internship Project Orientation:  

27 May 2020 (Wed.) 1430-1630 (Zoom) 

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XjcMoz1StkS7ZTJ39  

AHK Scholarship Briefing Session (Free):  

28 May 2020 (Thur.) 1430-1530 (Zoom) 

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VkqRVT2kQDuZDMGcA 

 

Reg. Deadline: 3 Jun RBT-1 課程簡介會 (免費)：   

6 June 2020 (Sat) 1430-1530  (Zoom) 

網上報名：http://tiny.cc/rlj2oz 

   

Reg. Deadline: 22 May 

Reg. Deadline: 26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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