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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星儿 

希望工程： 

目标  

• 促进香港及邻近华语地区教师、助教、准教师，特殊学习需要学童家长、医护、辅助医疗、康复训

练、及社会福利机构工作人员，对不同类别特殊学习需要学童的了解，并提供在课堂/家庭/社会上有

效的教学策略，课堂管理、和实操技巧。 

参加对象 ⚫ 教师、学生、特殊学习需要学童家长、医护、辅助医疗、康复训练、及社会福利机构工作人员 

NTC-3A 
主题： 

擦亮钻石-自闭

谱系融合教育 

(普通话授课) 

3A-1  认识自闭谱系优势及九种行为类型                              (14/5/2022 星期六    13:30-15:30)   

3A-2  优质策略：社交沟通新模式及正向行为支持              (21/5/2022 星期六    13:30-15:30) 

3A-3  编写个别学习计划 (IEP) 及个案分析                            (28/5/2022 星期六    13:30-15:30)   

讲者：李萍英博士  (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顾问) 

              参加者可以免费获发 3 本电子书籍  (1) 擦亮钻石-教导自闭谱系融合生学生的优质策略 (简体字版) 

(2) 培育自闭症儿童优质策略 - 家长手册 (簡体字版) 

                (3) 知情识爱 - 从家庭看儿童情绪的健康发展 (繁体字版) 

NTC-3B 
主题：听觉言

语治疗-1 

(普通话授课) 

3B-1    自闭谱系学童之对话修补技巧与教学策略                (4/6/2022，星期六    13:30-15:30)   

3B-2    自闭谱系学童能自然听自然讲吗                               (11/6/2022，星期六   13:30-15:30) 

3B-3    从小做起：自闭谱系学童如何能结合聆听、语言、言语及认知去学习   (18/6/2022 星期六 13:30-15:30)   

讲者：方嘉慧老师 (听觉言语治疗师) 

NTC-3C 
主题：应用行

为分析(ABA)  

(普通话授课) 

3C-1    减少自闭谱系儿童自我刺激行为的有效策略            (25/6/2022 星期六     16:00-18:00)   

3C-2    使用 ABA 改善自闭谱系儿童的睡眠困难                   (2/7/2022，星期六    16:00-18:00) 

3C-3    如何运用 ABA 策略提高自闭谱系儿童安全意识       (9/7/2022，星期六     16:00-18:00)   

讲者：王立纬博士 ( 博士级行为分析师  BCBA-D )  

NTC-3D 主题： 

资优与 SEN：

双特殊学童 

(普通话授课) 

3D-1   提升双特殊学童的社交情绪有效策略                    (16/7/2022，星期六    13:30-15:30) 

3D-2   透过音乐治疗促进双特殊学童的社交行为             (23/7/2022，星期六    13:30-15:30) 

3D-3   在学校和家庭支持双特殊学童秘诀                        (30/7/2022，星期六    13:30-15:30) 

讲者：陈美玉博士  (注册音乐治疗师) 

NTC-3E 
主题：听觉言

语治疗-2 

(普通话授课) 

3E-1  及早診斷，為自閉譜系幼兒言語障礙作適切治療    (6/8/2022   星期六    13:30-15:30) 

3E-2  家庭如何配合訓練自閉譜系幼兒的語言？                (13/8/2022 星期六    13:30-15:30) 

3E-3  自閉症幼兒言語障礙及問題行為之關係？                (20/8/2022 星期六    13:30-15:30) 

讲者：方嘉慧老师 (听觉言语治疗师) 

上课形式 线上实時授课 (需使用<腾讯会议>软件 或 浏览器上课)   /     授课语言：普通话 

截止报名 

确定开班* 

⚫ NTC-  3A*     (30/04/2022)  /   NTC- 3B    (21/05/2022)     

⚫ NTC-  3C* :  ( 11/06/2022)  /   NTC- 3D    (02/07/2022) 

⚫ NTC-  3E*    (23/07/2022)  (全部 5班巳确定如期开班) 

课程学费 

人民币 600 元 

优惠价 570 元 

⚫ 内地省市参加者：人民币 CNY 600 元 / 每人/每个课程计 (每期课程：3 堂合共 6 小时课) 

⚫ 内地省市参加者课程学费国税发票由内地省市认可合作机构签发 

⚫ 同壹位参加者报读 3 个不同课程，优惠每课学费人民币 570 元 X 3 个课程 = 1,710 元 

⚫ 三人或以上团体报读同一个课程，优惠每课学费人民币 570 元 X 3 人= 1,710 元 

⚫ 优惠价学费只适用于个人或团体于同一时间报名及缴费为准 

电子版 

课程证书 

⚫ 每期课程证书由<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及联盟共同颁发电子版课程证书  

⚫ 如需要纸版课程证书，需另外缴付每期行政费人民币 CNY200 元/每个课程计 例如：NTC-3A 

⚫ 如于课程完结方始后补申请分期纸版课程证书，另缴付每期人民币 CNY 250 元行政费 

香港自闭症联盟

查询及联络 

• 电话:  (852) 8120-5340  /  (86) 147-1491-1454  (余先生)  / 传真 (852) 3020-6276   

• 电邮: NTC@AHKEC.COM           网页:  www.ahkec.com  / www.autism.hk  

•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号 D1-G/F-05 室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转交 AHK 

欢迎学校/机构自定主题讲座/培

训班 查询：147-1491-1454 

mailto:NTC@AHKEC.COM
http://www.eduhk.hk/csenie
http://www.ahkec.com/
http://www.autis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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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课程注意事项    (全部 5班巳确定如期开班) 

 

报名及缴交课程学费办法  (可向下列内地机构报名及以人民币缴费, 可获发国稅发票) 

广州本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学费 人民币 600 元/ 每人/课程 

(86) 173 1683 4139  (李老师) 

客服微信 

成都港川三益康复医疗中心有限公司 

学费 人民币 600 元/ 每人/课程 

(86) 159 8209 4846   (张老师) 

电邮：903076273@qq.com                      客服微信 

香港自闭症联盟  (只适用於香港区报名及以港币缴费) 

每期课程学费港幣 HKD$700 /每人/课程 

中国银行(香港)  012-566-0002734-6 账户 Autism Hong Kong 

电话:  (852) 8120-5340 / ntc@ahkec.com  / 联络人：余老師 

只適用香港區參加者報名及以港幣繳費  https://form.jotform.com/220826101558451 

(简体字 第 11 版； 修订日期  17/6/2022) 

(a) 为简化报读手续及节省行政资源，只接受同一课程主题全部三堂课堂报名，例如报读：NTC-3A-1, 2 & 3 。 

(b) 恕不接受报读单堂(例如：只报读 NTC-3A-1；或不同课程主题课堂组合 (例如：报读 NTC-3A-1, 3B-1, & 3C-3) 

(c) 学员需实时出席所报名的网上课堂和所有课时，及完成相关课堂习作(如适用)，始获颁发电子版课程证书。 

(d) 每课程主题学员如未能出席达 80%实时课时，及或未完成课堂习作(如适用)，将不获发电子课程证书。 

(e) 开课日期前 2 天的星期四下午 17:00 或以前，将电邮通知开课<腾讯会议>登录及课程投影片 PPT 讲义(如适用) 

(f) 电子版课程证书，会于课程完结后约 3-4 个星期以电邮发送，详情可电邮(ntc@ahkec.com )查询 

(g) 缴费后如参加者因事不能出席是次课程，不设退款，亦不接受更换其他课程!   

mailto:903076273@qq.com
mailto:ntc@ahkec.com
https://form.jotform.com/220826101558451
mailto:ntc@ahk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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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业证书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