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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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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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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C-4A 
應用行為分析

(ABA) - I 
(粵語授課) 

Zoom 

4A-1:  利用 ABA 技巧提升孩子的自理能力                        (19/11/2022   星期六     10:30-12:30) 

4A-2:  利用 ABA 技巧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26/11/2022   星期六     10:30-12:30) 

4A-3:  利用 ABA 技巧做孩子的行為管理員                            (03/12/2022   星期六     10:30-12:30) 

講者：陳蔚女士  (國際認證應用行為分析師 BCBA 、兒童與家庭教育文學碩士)  

          ICAN-B Asia Limited 應用行為分析 臨床督導  (粵語授課) 

NTC-4B 
應用行為分析

(ABA) - II 

(粵語授課) 

Zoom 

4B-1   運用 ABA 技巧促進口語行為訓練                              (19/11/2022   星期六    13:30-15:30) 

4B-2   運用 ABA 行為干預的操作與個案分析                     (26/11/2022   星期六    13:30-15:30) 

4B-3   ABA 之泛化和分化訓練                                          (03/12/2022    星期六    13:30-15:30) 

講者：4B-1 & 2 曾綺婷 BCBA        ICAN-B Asia Ltd.  臨床督導  (粵語授課) 

4B-3  王立緯博士 BCBA-D  ICAN-B Asia Ltd. 香港區服務總監 (粵語授課)   

NTC-4C 
自閉譜系學童性

教育教學策略 

4C-1 & 2   自閉譜系學童性教育課堂有效教學策略   (Zoom) 

          (19 & 26/11/2022,  Sat.  14:00 – 17:00)  

  講者：趙程德蘭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顧問)  (粵語授課) 

NTC-4D 
專注力缺乏及過

度活躍症 ADHD 

(粵語授課)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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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14:00-17:00)  

4D-2  ADHD 學生的校園融合支持策略                                       (17/12/2022  星期六    09:30-12:30) 

4D-3  與 ADHD 孩子家長的溝通策略                                          (17/12/2022  星期六    14:00-17:00) 

講者 4D-1：何嘉華老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粵語授課) 

                 4D-2 & 3：趙婉嫻副校長  (前資深教師/副校長、香港自閉症聯盟專家講者)  (粵語授課) 

NTC-4E 
自閉譜系兒童 

聽覺言語治療 

(粵語授課) 

Zoom 

4E-1  及早診斷，為自閉譜系幼兒言語障礙作適切治療     (07/0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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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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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1/2023  星期六    10:30-12:30) 
講者：方嘉慧老師 (聽覺言語治療師)  香港自閉症聯盟 顧問講員  (粵語授課)   

課程內容版權所限，本課程不提供課程 PPT 講義 

NTC-4F 
VR 在融合生上的

應用(粵語授課) 

Zoom 

Virtual Reality (VR) 在融合生上的應用   (Zoom) 
25/02, 04 & 11/03/2023   星期六   13:00-16:00  (3 堂 X 3 小時 = 9 小時) 

目標：讓教學人員了解虛擬實境(VR) 技術融入 SEN 教學，從而提升融合生的課堂參與度及學習效能。 

講者：方嘉慧老師 (聽覺言語治療師)  香港自閉症聯盟 顧問講員  (粵語授課)   

         學員需要自備桌面或手提電腦制作 VR 視頻教學實習 

QABA-CBS-1 
網上簡介會 

(粵語授課) 

Zoom  

QABA 國際認證 ABA 資歷考試課程：網上簡介會  08/11/2022 星期二  20:00-21:00 (Zoom) 

QABA 大中華香港區認可課程主辦團體 (申請中) 

講者：王立緯  博士級行為分析師 (BCBA-D)  (粵語授課) 

ICAN-B Asia Ltd.  香港區服務總監 

QABA-CBS-1 網上報名表(MF-001)  https://forms.office.com/r/3LWFaVrLMR   

PCMA-CBS-1 
PCMA 證書課程 

網上工作坊 

(英語授課) 

Zoom 

校園及社福機構暴力危機管控 - 國際 PCMA 證書課程簡介：網上工作坊  (Zoom) 

Nov. 13, 2022,  Sunday 10:00-12:00 HKT, GMT+8` 

PCMA Certified Trainers 認可訓練課程導師 

講者：Dr. Jose Davila (PhD.,  博士級行為分析師 BCBA-D)  (English) 

                     ICAN-B  北美洲服務總監 

           Rodney Davila (M.S.  應用行為分析碩士)    (English) 

              ICAN-B  北美洲臨床督導 

PCMA-CBS-1 網上報名表(MF-002)  https://forms.office.com/r/dGtxw5u7pB  

上課形式 
⚫ 線上實時授課 (需使用 Zoom 軟體 或 網頁溜覽器上課)        

⚫ 授課語言：粵語戓英語  (參見各課程/講座/工作坊) 

https://forms.office.com/r/3LWFaVrLMR
https://forms.office.com/r/dGtxw5u7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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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費 類 別 

每人 / 每個課程或活動計 

NTC-4A, 4B, 4C & 4E 

(@6 小時 / 課程) 

NTC- 4D & 4F 

(@9 小時 / 課程) 

QABA-CBS-1 # 

(1 小時講座) 

PCMA-CBS-1 # 

(2 小時工作坊) 

(甲)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全日制/兼

讀制) / 自閉譜系人士或家長 
@HK$500   

/ 每個課程計 

@HK$800   

/ 每個課程計 

@HK$100 # 

每人 / 講座計 

 

此講座劃一收費，不

設優惠類別 

@HK$200 # 

每人 / 工作坊計 

 

此工作坊劃一收費，

不設優惠類別 

(乙) 香港教育大學教職員及校友 / 

教師 / 社福界 / 醫護人員 
@HK$700  

/ 每個課程計 

@HK$1,000  

/每個課程計 

(丙) 香港及澳門區公眾人士    @HK$900  / 每個課程計 @HK$1,200 / 每個課程計 

⚫ 香港區(甲)及(乙)類人士報名 NTC-4 系列課程時需出示證明文件，方可享優惠收費：學生/職員/教師/員工證/畢業證書/殘疾證 

⚫ 有 # 收費項目為稍後專業資歷認證課程的入門介紹，所繳費用可用作報讀 2023 年內舉行的 QABA 或 PCMA 課程學費內扣減。 

⚫ 內地省市參加者報名及以人民幣繳費詳情，可到右列網站下載簡體字版單張  www.autism.hk/2020/ntc.htm  

 

報名課程注意事項 

 

NTC-4A, 4B, 4C, 4D, 4E & 4F 系列課程 

網上報名 

QABA-CBS-1 網上報名 

(08/11/2022, Tue. 20:00-21:00) 

PCMA-CBS-1 網上報名 

(13/11/2022 Sun. 10:00-12:00) 

   

(繁體字 第 9 版； 修訂日期  26/9/2022) 

截止報名 

 

⚫ NTC- 4A, 4B & 4C (13/11/2022)   &   NTC- 4D  (11/12/2022)  &  NTC-4E  (02/01/2023) & NTC- 4F  (08/02/2023) 

⚫ QABA-CBS-1 (06/11/2022)  &   PCMA-CBS-1   (11/11/2022) 

⚫ 所有 NTC-4 系列課程 設有最低開班人數，如報名人數不足，課程將會延期或取消 

網上報名 ⚫ https://form.jotform.com/222648445844464      本表只適用 NTC-4 系列課程香港區參加者報名及以港幣繳費 

電子版 

課程證書 

⚫ 每期 NTC-4 系列課程電子版證書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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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ABA-CBS-1 及 PCMA-CBS-1 網上簡介會不設講座證書 

⚫ 如需要紙版課程證書，需另外繳付每期行政費港幣 300 元/ 每個課程計。例如：NTC-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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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元行政費/ 每個課程計 

課程查詢及聯絡

香港自閉症聯盟 

• Whatsapp (852) 554-224-54  / 電話:  (86) 147-1491-1454  (余先生)  / 傳真 (852) 3020-6276   

• 電郵: INFO@AUTISM.HK           網頁:  www.ahkec.com  / www.autism.hk  

• 通訊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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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優化報名手續及節省行政資源，只接受 NTC-4 系列同一課程主題全部二或三堂課堂報名，例如報讀：NTC-4A-1, 2  & 3 

(b) 恕不接受報讀單堂(例如：只報讀 NTC-4A-1)；或不同課程主題課堂組合 (例如：報讀 NTC-4A-1, 4B-1, & 4C-3) 

(c) 學員需實時出席所報名的 NTC-4 系列網上課堂，及在截止日期前完成相關課堂習作，始獲頒發電子版課程證書。 

(d) NTC-4 系列課程學員如未能出席達 80%實時課時，及或在截止日期前未完成課堂習作，將不獲發電子版課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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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登錄及課程投影片 PPT 講義(如適用) 

(f) NTC-4 系列電子版課程證書，會於課程習作截止收集後起計，約 10-12 個星期以電郵發送  

(g) QABA-CBS-1 簡介會及 PCMA-CBS -1 工作坊，為稍後課程入門簡介，兩個項目均不設印刷/電子版課程證書， 

(h) 為保障課程內容及講者知識版權，所有 NTC-4 系列課堂恕不提供課後重溫錄像 

(i) 繳費後如參加者因事不能出席是次 NTC-4 系列課程，QABA-CSB-1 簡介會、及或 PCMA-CBS-1 工作坊，一律不設退款 

(j) 開班 14 日前如更換報讀其他 NTC-4 系列課程，需繳交每項課程學費差額，及調班行政費@HKD$300.00  / 每人 / 每項課程計 

http://www.autism.hk/2020/ntc.htm
https://form.jotform.com/222648445844464
mailto:INFO@AUTISM.HK
http://www.eduhk.hk/csenie
http://www.ahkec.com/
http://www.autis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