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美國BACB委員會已公佈2023年1月1日開始，停止接受美國及加
拿大以外地區人士，報考RBT資歷認證考試。建議有意報考RBT資歷認
證考試學員完成RBT課程後，儘快在14/11/2022或以前，申辦有關考
試前相關評估及手續。

J-194: RBT-3,4,5&6 課程：代辦勝任能力評估 及  僱
主機構證明信 (申請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RBT-
3,4,5&6: 14/11/2022)
(1)  RBT-3,4,5&6 截止日期：2022年11月7日  (2)  請用銀行轉帳 BOC(HK) Autism Hong Kong 012-566-
00027346。已繳費用不設退款。 (3)   銀行轉帳/FPS 請把銀行入數紙上載本申請表；(4) 查詢:  8120-5340  
電郵 rbt@ahkec.com   

繳費金額及辦法

(1)   RBT-4/5/6課程學員勝任能力評核 $2,300; (2)  所有早鳥報名優惠期已截止 ，(3) 非聯盟RBT課程學員 
$3,100;  (4) 僱主聘用信手續費 $300 / $400:    請按相關金額按鈕 ； 

RBT-6期申請聯盟代辦RBT勝任能力評估 (CoA)  建議預訂CoA日期在17/10/2022或以後

(1)   RBT-6請參考聯盟於9月中電郵派發的RBT勝任能力評估指引和預約時間表，(2) 並在填寫本表格時挑選
最少3個評估日期 (3) 在收到及確認繳費5天內，聯盟將以電郵通知落實安排勝任能力評核日期

RBT-3/4/5期申請聯盟代辦RBT勝任能力評估 (CoA)

(1)   RBT-3/4/5請參考聯盟早前電郵派發的RBT勝任能力評估指引和預約時間表，(2) 並在填寫本表格時挑
選最少3個評估日期 (3) 在收到及確認繳費5天內，聯盟將以電郵通知落實安排勝任能力評核日期

如申請聯盟代辦僱主機構聘任証明信 (申請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 S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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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BT-3/4/5/6期學員，儘快在9月31日前向香港警務處 申請 SCRC

如申請聯盟代辦僱主機構聘任証明信 (申請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 SCRC) 

(1)  申請香港警務處 SCRC，需向警務處提供或申請聯盟代辦僱主聘用証明信，信件在繳費後郵寄予申請
人； (2)  注意警務處輪候辦理申請需要4-8星期，建議學員儘早辦理。(3) 在收到繳費7天內，以香港郵政
寄出僱主機構証明信

English Name (必需要與身分證相同) *

Surname 姓氏 例如 CHAN Given Name 名字 例如 Tai Man

中文名字 *

姓氏 例如：陳 名字 例如：大文

性別 Sex *
男

女

電郵 *

example@example.com

電話號碼 *

1234-5678

出生日期 *

日期 月 年

香港身份証號碼 *

只適用持有香港身份証 X - 123456 (7)

其他地區身份証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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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前必需向美國BACB委員會申請開設一個免費個人帳户，並提供個人帳號於下列方格。BACB 
Account Number www.bacb.com You need to have this A/C before the RBT Certification Exam 
application *

Example: BACB 123456

來自地區 *

香港

澳門

內地省市

台灣

 

是否透過聯盟申請代辦申請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 SCRC：僱主聘用證明信 *
是  (另加手續費  $300 / 非聯盟RBT課程學員 $400) 及必需填寫下項郵寄地址
否  (已經自行申請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並在查詢有效期內，請上載SCRC申請信)

香港郵寄地址 (如透過聯盟申請代辦僱主聘用證明信，必需填寫此項) 

預訂勝任能力評核日期及時間 - 選擇 1  (日期參考電郵附件或網上時間表)

月 日期 年
小時 Minutes

預訂勝任能力評核日期及時間 - 選擇 3

月 日期 年
小時 Minutes

預訂勝任能力評核日期及時間 - 選擇 2

月 日期 年
小時 Minutes

繳費方法 (BOC (HK) Autism Hong Kong 012-566-0002734-6 *
在銀行提款機以中銀帳户轉帳  Bank ATM BOC 
(HK) Account transaction 3



網上銀行轉帳 FPS Online bank transaction
中國銀行(香港)現金存款機 Cash Deposit Machine
中國銀行(香港)支票存款機 Cheque Deposit Machine/Box

Remarks on Date & Time selection (Please select at least 3 date/time slots) 

If you have any difficulties in the date/time selection in the above column, you may write down your choice of date/time in this
column

是否香港自閉症聯盟RBT課程學員 *
RBT-3/4/5/6課程或以前學員  ($2,300)
非聯盟RBT課程學員 ($3,100)

銀行轉帳/繳費日期 *

月 日期 年

銀行轉帳/繳費金額 *

Remarks 

Add any information that are related to your application here

繳費金額 *

(1a) 勝任能力評估  $2,300
(1b) 勝任能力評估 + SCRC 僱主聘任信  $2,300 + $300 = $2,600
(2a) 非RBT課程學員--SCRC 勝任能力評估  $3,100
(2b) 非RBT課程學員  勝任能力評估 + SCRC 僱主聘任信  $3,100 + $400 = $3,500
(3a)  RBT課程學員淨申請SCRC僱主聘用證明信  $300
(3b)  非RBT課程學員淨申請SCRC僱主聘用證明信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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