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香港自閉症聯盟 及 香港自閉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合辦
2022 年度：照顧特殊學習需要教師及

•
目標

參加物件

⚫

ABA 應用行為分析網上證書課程 (普通話授課)

(HK 繁體字版 第 5 版)

促進香港及鄰近華語地區教師、助教、准教師，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家長、醫護、輔助醫療、康復訓
練、及社會福利機構工作人員，對不同類別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瞭解，並提供在課堂/家庭/社會上有
效的教學策略，課堂管理、和實操技巧。
教師、學生、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家長、醫護、輔助醫療、康復訓練、及社會福利機構工作人員

3A-1 認識自閉譜系優勢及九種行為類型
(14/5/2022 星期六 13:30-15:30)
3A-2
優質策略：社交溝通新模式及正向行為支援
(21/5/2022
星期六 13:30-15:30)
NTC-3A
3A-3 編寫個別學習計畫 (IEP) 及個案分析
(28/5/2022 星期六 13:30-15:30)
主題：
擦亮鑽石-自閉
講者：李萍英博士 (註冊職業治療師、香港自閉症聯盟融合教育顧問)
譜系融合教育
參加者可以免費獲發 3 本電子書籍 (1) 擦亮鑽石-教導自閉譜系融合生學生的優質策略 (簡體字版)
(普通話授課)
(2) 培育自閉症兒童優質策略 - 家長手冊 (簡體字版)
(3) 知情識愛 - 從家庭看兒童情緒的健康發展 (繁體字版)
NTC-3B
主題：聽覺言
語治療-1
(普通話授課)

3B-1
3B-2
3B-3

自閉譜系學童之對話修補技巧與教學策略
(4/6/2022，星期六 13:30-15:30)
自閉譜系學童能自然聽自然講嗎
(11/6/2022，星期六 13:30-15:30)
從小做起：自閉譜系學童如何能結合聆聽、語言、言語及認知去學習 (18/6/2022 星期六 13:30-15:30)
講者：方嘉慧老師 (聽覺言語治療師)

NTC-3C
主題：應用行
為分析(ABA)
(普通話授課)

3C-1
3C-2
3C-3

減少自閉譜系兒童自我刺激行為的有效策略
(25/6/2022 星期六
使用 ABA 改善自閉譜系兒童的睡眠困難
(2/7/2022，星期六
如何運用 ABA 策略提高自閉譜系兒童安全意識
(9/7/2022，星期六
講者：王立緯博士 ( 博士級行為分析師 BCBA-D )

NTC-3D
資優與 SEN：
雙相障礙學童
(普通話授課)

3D-1 提升雙相障礙學童的社交情緒有效策略
3D-2 透過音樂治療促進雙相障礙學童的社交行為
3D-3 在學校和家庭支持雙相障礙學童秘訣
講者：陳美玉博士 (註冊音樂治療師)

NTC-3E
主題：聽覺言
語治療-2
(普通話授課)

3E-1 及早診斷，為自閉譜系幼兒言語障礙作適切治療
3E-2 家庭如何配合訓練自閉譜系幼兒的語言？
3E-3 自閉症幼兒言語障礙及問題行為之關係？
講者：方嘉慧老師 (聽覺言語治療師)

上課形式
截止報名

網上報名

課程學費
(香港區)

電子版
課程證書

16:00-18:00)
16:00-18:00)
16:00-18:00)

(16/7/2022，星期六 13:30-15:30)
(23/7/2022，星期六 13:30-15:30)
(30/7/2022，星期六 13:30-15:30)
(6/8/2022 星期六 13:30-15:30)
(13/8/2022 星期六 13:30-15:30)
(20/8/2022 星期六 13:30-15:30)

線上實時授課 (需使用<騰訊會議> 軟體 或溜覽器上課) /

授課語言：普通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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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巳確定如期開班)

⚫

https://form.jotform.com/220826101558451

⚫
⚫
⚫
⚫

甲類：香港教育大學學生(全日制/兼讀制)/自閉譜系人士家長：港幣 500 元 / 每人/每個課程計
乙類：香港教育大學教職員及校友/教師/社福界：港幣 600 元 / 每人/每個課程計
丙類：公眾人士：港幣 700 元 / 每人/每個課程計
甲及乙類人士報名時需出示證明文件，方可享優惠收費：學生/職員/教師/員工證/畢業證書/殘疾証

⚫
⚫

每期課程證書由<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及聯盟共同頒發電子版課程證書
如需要紙版課程證書，需另外繳付每期行政費港民幣 HK$200 元/每個課程計 例如：NTC-3A

⚫

如於課程完結方始後補申請分期紙版課程證書，另繳付每期港幣 HK$ 250 元行政費

•

電話: (852) 8120-5340 / (86) 147-1491-1454 (余先生) / 傳真 (852) 3020-6276
電郵: NTC@AHKEC.COM
網頁: www.ahkec.com / www.autism.hk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D1-G/F-05 室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轉交 AHK

香港自閉症聯盟
•
查詢及聯絡

•

歡迎學校/機構自定主題講座/培
訓班 查詢：(852) 8120-5340

只適用香港區參加者報名及以港幣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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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香港自閉症聯盟 及 香港自閉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合辦
2022 年度：照顧特殊學習需要教師及

報名課程注意事項

ABA 應用行為分析網上證書課程 (普通話授課)

(HK 繁體字版 第 5 版)

(全部 5 班巳確定如期開班)

(a) 為簡化報讀手續及節省行政資源，只接受同一課程主題全部三堂課堂報名，例如報讀：NTC-3A-1, 2 & 3 。
(b) 恕不接受報讀單堂(例如：只報讀 NTC-3A-1；或不同課程主題課堂組合 (例如：報讀 NTC-3A-1, 3B-1, & 3C-3)
(c) 學員需實時出席所報名的網上課堂和所有課時，及完成相關課堂習作(如適用)，始獲頒發電子版課程證書。
(d) 每課程主題學員如未能出席達 80%即時課時，及或未完成課堂習作(如適用)，將不獲發電子課程證書。
(e) 開課日期前 2 天的星期四下午 17:00 或以前，將電郵通知開課<騰訊會議> 登錄及課程投影片 PPT 講義(如適用)
(f) 電子版課程證書，會於課程完結後約 3-4 個星期以電郵發送，詳情可電郵(ntc@ahkec.com )查詢
(g)

繳費後如參加者因事不能出席是次課程，不設退款，亦不接受更換其他課程!

內地省市參加者：報名及繳交課程學費辦法
广州本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如透過內地代辦機構報名及以人民幣繳費可獲發國稅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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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 人民币 600 元/ 每人/课程

(86) 159 8209 4846 (张老师)

(86) 173 1683 4139 (李老师)

电邮：903076273@qq.com

客服微信

客服微信

廣州康慧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自閉症聯盟

學費 人民幣 600 元/ 每人/課程

每期課程學費港幣 HKD$700 /每人/課程
中國銀行(香港)

(86) 180-1178-1483 (蔡老師)
客服微信

(只適用於香港區報名及以港幣繳費)
012-566-0002734-6 帳戶 Autism Hong Kong

電話: (852) 8120-5340 / ntc@ahkec.com / 聯絡人：余老師
(繁體字 第 5 版； 修訂日期 17/5/2022)

電子版課程證書樣本

港幣快速繳費通道 PayPal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