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178: RBT-6: 香港自閉症聯盟-報名和繳付課程學費  (課程日期：23/7-15/10/2022)  課程延
期

(1)  RBT-6 全期截止報名及繳費日期：2022年7月21日 (Thursday) 17:00                                                                              
(2)  早鳥報名優惠截止日期：2022年5月31日 (Tuesday)；                                            (3)  查詢： +852-8120-
5340 / info@autism.hk / www.autism.hk                                         (4)  中國銀行(香港) 012-56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5)  報名人數如未達最低開班人數，本課程將會取消及退回已繳付課
程學費                                                             (6)  繳費後如參加者因事不能出席是次課程，恕不退款，敬請留
意!                         (7)  課堂設錄影供限期翻看重温                                                                        (8)  本課程為香
港區最後一期 報考美國BACB 的RBT資歷認證考試課程         (9)  美國BACB 2023年1月1日後停止接受美國
及加拿大以外地區報考

J-178: RBT-6: 香港自閉症聯盟-報名和繳付課程學費  (課程日期：23/7-15/10/2022)  課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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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早鳥報名優惠截止日期：2022年5月31日 (Tuesday)；                                            (3)  查詢： +852-8120-
5340 / info@autism.hk / www.autism.hk                                         (4)  中國銀行(香港) 012-56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5)  報名人數如未達最低開班人數，本課程將會取消及退回已繳付課
程學費                                                             (6)  繳費後如參加者因事不能出席是次課程，恕不退款，敬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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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填寫本網上報名表前，必需先完成 (a) 網上/FPS 銀行轉帳; (b) 柜員機現金/港幣支票繳付
課程學費；(c) 海外匯款；及遞交銀行入數/匯款收據，方始可以遞交本網上報名表。

如未能上載銀行入數收據，將不能完成本網上報名表。

B/  如課程報名人數未達最低開班人數，本課程將會取消，及退回已繳付課程學費予報名人士
香港銀行帳户

香港以外地區參加者退款安排將作個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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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課程取消，聯盟將退回已繳付課程學費  香港區銀行帳户號碼 *

例如：XXX-XXX-XXXXXX-X 退款銀行帐户必需要與課程報名人士姓名相同

如遇課程取消，聯盟將退回已繳付課程學費  香港區銀行名稱 *

例如：中國銀行 / 匯豐銀行 / 恆生銀行 ....

C-1/   課程早鳥報名優惠收費金額 (於31/5/2022前報名及繳費) (已截止早鳥優惠)

(1) 公眾人士早鳥優惠價 $7,600 (正價$8,200)  (2) 教大學生/教職員/校友  - 早鳥優惠   HK$7,000(正價
$7,600) (3) 海外匯款需另外繳交HK$200銀行手續費； (4) 繳費方法，只接納銀行轉帳  中國銀行(香港) 012-
56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不接納其他繳費方法)

本課程日期延期至 23/7 - 15/10/2022，截止報名日期順延至21/7/2022 (星期四) 17:00 

C-3/   RBT-1至4期舊生收費金額 --  ($4,500)

(繳費方法，只接納銀行轉帳  中國銀行(香港) 012-56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不接納其他繳費方
法)          

曾報讀RBT課程 (舊生適用)
RBT-1 課程學員 (13/6 - 29/8/2020)
RBT-2 課程學員 (7/11/2020-13/3/2021)
RBT-3 課程學員 (22/5 - 21/8/2021)
RBT-4 課程學員 (25/9-11/12/2021)

C-2/   課程正價收費金額 --  (1/6/2022後報名及繳費適用)

(1) 公眾人士全期學費  正價 $8,200   (2) 教大學生/教職員/校友  - 全期學費    HK$7,6000  (3) 海外匯款需另
外繳交HK$200銀行手續費； (4) 繳費方法，只接納銀行轉帳  中國銀行(香港) 012-56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不接納其他繳費方法)          

English Name (必需與身份證/護照英文名字相同)  如名字與證件不符可能影響報考美國RBT資歷認
証考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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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姓氏 Surname 英文名字 Given Name

中文名字 *

例如：陳大文

性別 Sex *
男

女

電郵  Participant E-mail *

example@example.com

電話號碼 *

XXXX XXXX (澳門請加 +853; 內地 +86)

教大學生/職員/校友編號

繳交優惠學費必需填報此欄

參加者身份 (1/6/2022後報名，正價收費類別) *
公眾人士  (1/6/2022後正價$8,200)
教大全日制學生 ( 1/6/2022後正價$7,600
教大兼讀制學生 ( 1/6/2022後正價$7,600
教大教職員       ( 1/6/2022後正價$7,600
教大校友          ( 1/6/2022後正價$7,600
公眾人士海外匯款  (1/6/2022後正價$8,400)
教大相關人士海外匯款 (1/6/2022後正價$7,800)
RBT-1至3期舊生  ($4,500)
不適用             (已於早鳥優惠期報名)

參加者來自地區 *
香港

澳門

內地省市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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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英國

澳洲

 

銀行轉帳/入數/匯款繳費方法  中國銀行(香港) 012-56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
網上銀行轉帳 (香港區)
FPS 銀行轉帳 (香港區)
中銀支票存款箱 / 柜員機入票 (香港區)
中銀柜員機現金存款 (香港區)
中銀柜員機帳户轉聯盟帳户 (香港區)
海外銀行匯款 (需另收港幣HK$200銀行手續費)

銀行轉帳/入數/海外匯款  繳費總金額 *
公眾人士  正價學費 (香港區)     (1/6/2022  後正價$8,200)
教大相關  正價學費 (香港區)     (1/6/2022  後正價$7,600)
公眾人士  早鳥學費  (香港區)    (31/5/2022前優惠 $7,600)
教大相關  早鳥學費   (香港區)   (31/5/2022前優惠 $7,000)
公眾人士  正價學費(海外匯款)   (1/6/2022  後正價$8,400)
教大相關  正價學費(海外匯款)   (1/6/2022  後正價$7,800)
公眾人士  早鳥學費(海外匯款)   (31/5/2022前優惠 $7,800)
教大相關  早鳥學費 (海外匯款)  (31/5/2022前優惠 $7,200)
RBT-1至4期舊生優惠學費        ($4,500)

早鳥優惠參加者身份 (31/5/2022前報名及繳費，早鳥優惠報名收費類別) *
公眾人士  (31/5/2022前優惠價$7,600)
教大全日制學生 ( 31/5/2022前優惠價$7,000
教大兼讀制學生 ( 31/5/2022前優惠價$7,000
教大教職員       ( 31/5/2022前優惠價$7,000
教大校友          ( 31/5/2022前優惠價$7,000
公眾人士海外匯款  (31/5/2022前優惠價$7,800)
教大相關人士海外匯款 (31/5/2022 前優惠價$7,200
不適用             (早鳥優惠報名日期逾時)

注意：必需填報有*號問題，完成繳交課程學費，及上截銀行轉帳入數
紙/轉數快 FPS截圖，方可完成報名手續及遞交本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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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主要職業/身份 *
特校老師 / 助教
全日制(F/T)學生
兼讀制(P/T)學生
主流學校老師 / 助教 / SENCO
社工

輔助醫療人員 (OT, PT, OTA, PTA)
心理輔導/諮商師
特教/SEN/自閉譜系訓練中心導師
SEN/自閉譜系人士家屬 / 家長
義工

退休人士

 

Tags
Todo
In Progress
Done

銀行轉帳/入數/匯款繳費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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