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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C-4A 課程主題：應用行為分析(ABA)-I (粵語授課)
Sat. 10:30-12:30 19/11/2022 4A-1: 利用ABA技巧提升孩子的自理能力; 26/11/2022 4A-2: 利用ABA技巧
提升自我管理能力；03/12/2022 4A-3: 利用ABA技巧做孩子的行為管理員；講者： 陳蔚女士 (BCBA)

NTC-4B 課程主題 ：應用行為分析(ABA)-II (粵語授課)
Sat. 13:30-15:30 19/11/2022 4B-1 = 運用ABA技巧促進口語行為訓練； 26/11/2022 4B-2 =運用ABA行為
干預的操作與個案分析； 03/12/2022 4B-3 = ABA之泛化和分化訓練 ； 講者：4B-1 & 2 = 曾綺婷 BCBA;
4B-3 = 王立緯博士 BCBA-D

NTC-4C 課程主題 ：自閉譜系學童性教育課堂有效教學策略 (粵語授課)
19 & 26/11/2022 (Sat.) 14:00 - 17:00 講者：趙程德蘭博士

NTC-4F 課程主題 ：VR 在融合生上的應用 (粵語授課)
25/02, 04 & 11/03/2023，星期六

13:00-16:00) 講者：方嘉慧女士 (聽覺言語治療師)

NTC-4D 課程主題 ：ADHD (粵語授課)
4D-1 ADHD 簡介、認識學童常見特徵 、心理發展及行為解密 (10/12/2022 1400-1700) ；4D-2 ADHD學
生的校園融合支持策略 (17/12/2022, 09:30-12:30); 4D-3 與ADHD孩子家長的溝通策略 (17/12/2022,
14:00-17:00) 講者：4D-1 何嘉華老師； 4D-2 & 3 趙婉嫻副校長

NTC-4E 課程主題 ：聽覺言語治療 (粵語授課)
4E-1 及早診斷，為自閉譜系幼兒言語障礙作適切治療 (04 Jan 2023 星期六 10:30-12:30) / 4E-2 家庭
如何配合訓練自閉譜系幼兒的語言？ ( 11 Jan 2023 星期六 10:30-12:30) / 4E-3 自閉症幼兒言語障礙及問
題行為之關係？ (28 Jan 2023 星期六 10:30-12:30) / 講者：方嘉慧老師 (聽覺言語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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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教師及ABA應用行為分析網上證書課程費 (11/22- 3/2023) 粵語授課 (本表格只供香港區
報名)
(1) 截止報名日期：每期開班前1星期 (2) 凡以PayPal 或信用卡成功繳費，即表示確認課程報名成功及獲
接納。(3) 內地省市參加者：報名及繳交課程學費請向內地認可合作機構報名及以人民幣繳費， (4) 只有在
課程滿額/延期/取消等情況下，我們才會另行電郵通知你，及安排退款，查詢：(852) 554-224-54 /
info@autism.hk / www.autism.hk/2020/ntc.htm (5) 本系列5項課程均以粵語授課。

繳費方法
(1) 填妥本網上報名表，直接用網上報名表的 PayPal / 信用卡繳付學費及購物 (2) 填妥本網上報名表，在
中國銀行(香港)轉帳 銀行轉帳：中國銀行(香港) 帳號：012-566-000-2734-6 帳戶名稱：Autism Hong
Kong

English Name *
英文姓氏 Last Name 英文名字 First Name

中文名字 *

性別 Sex *
男
女

電話號碼 *
香港區不用填寫 +852 ；其他地區請填地區號碼 +86; +853, +886

速遞紙版證書 - 香港區順豐速遞智能箱編號 (如適用)
例如：HB52UB04P - 申請紙版課程證書，需另繳付每個課程 HK$300 行政費 (香港區)

速遞紙版證書 - 香港區順豐速遞智能箱詳細地址 (如適用)
例如：天水圍新北江商場地下94A地鋪

電郵 Participant E-m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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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讀課程 / 講座 (可選多於1項課程) *
NTC-4A - 應用行為分析(ABA)-1 (19 & 26/11, 03/12/2022) 10:30-12:30
NTC-4B - 應用行為分析 ABA - II (19 & 26/11, 03/12/2022) 13:30-15:30
NTC-4C - 自閉譜系學童性教育有效教育策略 (19 & 26/11/2022) 14:00-17:00
NTC-4D - ADHD (10/12/2022 124:00-17:00); (17/12/2022 10:30-12:30 & 14:00-17:00)
NTC-4E - 自閉譜系兒童與聽覺言語治療 (7, 14 & 18 Jan. 2023 10:30-12:30)
NTC-4F - Virtual Reality (VR) 在融合生上的應用 (24/2, 4 & 11/3/2023, 13:00-16:00

參加者身份 *
公眾人士 (丙類)
香港教育大學全日制學生 (甲類優惠)
香港教育大學兼讀制學生 (甲類優惠)
自閉兒/SEN家屬 (甲類優惠)
現職教師 (乙類優惠)
香港教育大學校友 (乙類優惠)
香港教育大學教職員 (乙類優惠)
現職社工/復康/輔助醫療/訓練服務員工 (乙類優惠)

香港教育大學：校友就讀學系
如繳付乙類校友優惠收費，必需填報此項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職員編號/RBT Fans Club
如繳付甲或乙類優惠收費，必需填報此項

香港教育大學：校友畢業年份
如繳付乙類校友優惠收費，必需填報此項

PayPal/信用卡繳費者是否課程參加者本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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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例如：收據抬頭)

以銀行轉帳方法繳費金額 (以本網上報名表的PayPal/信用卡交費不用填寫本欄)
例如：700

以銀行轉帳方法繳費日期 (以本網上報名表的PayPal/信用卡交費不用填寫本欄)
月

日期

年

以PayPal / 信用卡繳付學費注意事項
(1) 完成填寫本網上報名表；(2) 成功經 PayPal / 信用卡繳費
(3) 成功提交本網上報名表，在7天內未獲電郵通知滿額，可視作接納報名。

以銀行轉帳繳付學費/請上載銀行入帳 / 網上付費截圖
如已用銀行轉帳方法支付課程學費，请在下項上載銀行入帳 / 網上付費截圖

以銀行轉帳繳付學費注意事項
(1) 以銀行轉帳繳費學員，請勿剔選有註明金額的 My Products 例如HKD$700，必需要剔選註明金額 為
Free 的 My Products，方始能完成及提交本網上報名表。 (BOCHK, 012-55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提交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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