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件只供計劃申請報考美國 BACB 的 RBT 資歷認證考試的 RBT 課程學員參考
香港自閉症聯盟：RBT-3/4/5/6 課程學員
申報美國 BACB 資歷認證考試指引

(Open V3-20220831)

⚫

自行開設：網上申請開設一個美國 BACB 個人帳户

⚫

(自選服務) 委託聯盟代辦：勝任能力評核、SCRC<僱主聘用証明信>及擔任 RBT Coordinator

⚫

(如適用自選服務) 自行向香港警務處申請：(香港區) 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 SCRC、

⚫

及學員自行申報美國 BACB 委員會 RBT 資歷認證考試手續

1. 前往美國 BACB 委員會網上申請開設一個 BACB 個人(免費)帳户
1.1 前往右列網站

www.bacb.com → My Account

1.2 進入右列 https://gateway.bacb.com/Account/Login.aspx --> 開設一個 BACB 帳户 (免費開戶)
1.3 記下 BACB 帳户號碼 (BACB XXXXXX) ，電郵和帳户登錄密碼

2. RBT 勝任能力評核 (自選項目，如你向<香港自閉症聯盟>申請代辦)
2.1 網上填寫勝任能力評核申請，繳費及預訂評核時段 https://form.jotform.com/221468612530451
2.2 在指定時段完成及通過勝任能力評核後，評核員王立緯博士為你簽發相關証明文件，交予<
香港自閉症聯盟>，以供你向美國申報 BACB 委員會的 RBT 資歷認証考試。
2.3 聯盟在收到你通過勝任能力評核報告，大約 2-3 星期內連同 RBT 課程證書，提供電子版本
給你，待你集齊相關証明文件，你便可以向美國申報 BACB 委員會的 RBT 資歷認証考試。
美國 BACB 委員會要求 RBT 課程證書+勝任能力評核報告，合併於同一個 pdf 檔案提交。
2.4 你不一定需要向<香港自閉症聯盟>申請代辦 RBT 勝任能力評核，亦可自行尋找合資格人士
代辦 RBT 勝任能力評核；但注意這樣本文件內的第 2 至第 4 項手續，將交由你自行尋找合
資格人士負責跟進，聯盟只會提供 RBT-5 課程證書予你，其餘手續你需自行處理。
2.5 查看聯盟代辦 RBT 勝任能力評核 可供預約評核時間表 (updated Versio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uWiMxtU_vP0My0hpbxkYhf4BJM9oX_5?usp=sharing
J-194: RBT-3/4/5/6 課程：代辦勝任能力評估 及
(申請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 (5/3-18/6/2022)

僱主機構證明信 報名及繳費 (PayPal/信用卡)

https://form.jotform.com/222154081944453

如果你未能登入上述 J-194 網上報名表，請往網上通告夾内下載報名表的 PDF 版本，填寫表格
後，以電郵遞交 info@autism.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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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及繳費 (PDF 檔)

www.autism.hk/2022/rbt/J-194-form.pdf
再把填妥 PDF 表格 + 身分證影印本 + 繳費截圖/入數紙；以下列方法交回上述表格
把上述表格掃描後再電郵 rbt@ahkec.com

或 傳真 Fax 3020-6276 或

3. 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 SCRC (香港區學員適用)
3.1 如果你是已繳付費用透過聯盟申請<僱主聘用証明信>，在收到聯盟郵寄的証明信正本後，
你即可以向警務處申請「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有關詳細手續已經在聯盟發給你的<僱主
聘用証明信>中夾附，你也可以去下列警務處網頁查閱
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scrc.html。申請成功後警務處會即時發給你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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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獨特的查核密碼信件，請把信件電郵予 rbt@ahkec.com。
3.2 請注意由於向香港警務處預約「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可能需排期輪候 2 至 6 個星期，才
上警務處面見及辦理 SCRC 及完成手續，如果你需要儘早安排美國考試；建議你提早辦理預
約申請。
3.3 如果你是自行向警務處申請「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或是過往曾申請尚未逾期而仍然可供
查核，請把附有獨特的查核密碼信件電郵予 info@autism.hk 。
3.4 如果你是非香港居民，請自行向屬地區查詢辦理「無犯罪紀錄證明」手續。辦理後請把該
證明文件電郵予 info@autism.hk 。

4. 申報美國 BACB 委員會 RBT 資歷認證考試
3.1 整個申報手續必需由學員自行網上申辦及繳費，聯盟或其他人是無法代辦有關手續。
3.2 申請考試資歷認證前，你需要在美國 BACB 委員會網上申請開設一個 BACB 帳户，集齊相
關電子版証明文件，你便可以向美國申報 BACB 委員會的 RBT 資歷認証考試。
3.3 待申請獲美國 BACB 委員會審批合格後，即可根據 BACB 指示向香港或自選所屬地區
Pearson 考試中心，預約 RBT 資歷認証考試日期，致於是否因應 COVID-19 影響，和香港/外
地具體考試方式等，以 BACB 委員會及 Pearson 考試中心最新公佈作準。

申報 RBT 考試備忘錄
編號

申報 BAC 的 RBT 資歷認證考試需要預備文件

來源 /

學員自行交

評核員代交予

跟進

予 BACB

BACB/代檢

A

身份證

學員

V

B

高中或以上學歷証明文件

學員

V

C

RBT-課程證書 *

聯盟

V

D

RBT 勝任能力評核證明 (自選項目) **

RBT

V

Coordinator

E
F
G

美國 BACB 委員會酌情批准勝任能力評核文件

RBT

(如適用) **

Coordinator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香港區學員) 申請

RBT

後警務處 SCRC 信件電子版交聯盟**

Coordinator

背景審核文件 (非香港區學員) 無犯罪紀錄證

RBT

明,學員自備正本及電子版交聯盟**

Coordinator

V
V
V

◆

課程講員* = 由王立緯博士於 BACB 網上代作証明學員符合相關考試要求。

◆

RBT Coordinator** = 如有關項目由聯盟代辦，你的 RBT Coordinator 王立緯博士於 BACB 網
上代作証明學員符合相關考試要求。唯如你是自行尋找合資格人士代辦 RBT 勝任能力評核，則
所有上述由 D 至 G 的相關項目，均只可以由你自行尋找的 RBT Coordinator (該合資格人士)
代辦及跟進。

注意：上述申報 RBT 考試、RBT 勝任能力評核、「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等各項規則和收費標準，以
各相關團體最新公佈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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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法：

只接受銀行轉帳繳費

繳費金額
簽發 SCRC 僱主聘用信

勝任能力評核 CoA

$300

$2,300

$400

$3,100

聯盟 RBT 課程學員
非聯盟 RBT 課程學員

(外間學員)

⚫

中國銀行(香港) 帳戶號碼：012-566-0002-7346；帳戶名稱: Autism Hong Kong;

⚫

HSBC 轉數快

id: 169684107

。

帳戶名稱: AHK Education Consultants Limited

申報美國 BACB 委員會 RBT 資歷認證考試流程
開 BACB 帳戶及

把帳號電郵寄

集齊所有證件，上網 BACB 申請

通過審核及繳

前往 VUE 預約

相關事項

予聯盟

審批 RBT 考試資歷

費

考試日期

VUE 考試中心

通過 BACB 審核及繳費，網上向

上 VUE 中心應

通過後收電郵

不通過一年內

相關事項

Pearson VUE 預約考試日期

考 RBT 考試

通知

可重考 7 次

申請勝任能力

繳費及預約時

完成及通過評

如未能完成可

完成及通過評

聯盟發電子證

評核

間

核

繳費重考

核重考

明

申請性罪行訂

聯盟代辦僱主

預約上金鐘警

取得警務處信

代通知 BACB

BACB 通過資歷

罪紀錄查核

聘用證明信

務處辦手續

件電郵聯盟

完成背景審查

審核

自辦性罪行訂

請把警務處通知查詢結果信件，

聯盟代查詢如警務處結果，代通

BACB 通過資歷

罪紀錄查核

電郵寄給聯盟 (注意有效期)

知 BACB 完成背景審查

審核

完成 RBT-5 課

聯盟頒電子課

向 BACB 申報

聯盟代向 BACB 證明完成課程

BACB 通過資歷

程(18/6/2022)

程證書

美國 RBT 考試

(如委托聯盟代辦勝任能力評核)

審核

⚫

通告及勝任能力評核申請/收費、SCRC<僱主聘用証明信>、詳情可於網上查閱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cAgJ1nny34HZBXO3AI4NBNg9s15XTjL?usp=sharing

⚫

查看聯盟代辦 RBT 勝任能力評核 可供預約評核時間表

(Open Versio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cAgJ1nny34HZBXO3AI4NBNg9s15XTjL?usp=sharing

⚫

(網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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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及繳費

https://form.jotform.com/222154081944453
⚫

(PDF 紙版報名表)J-193: RBT-3/4/5/6 課程：代辦勝任能力評估 及

僱主機構證明信 報名及繳費

www.autism.hk/2022/rbt/J-194-form.pdf
⚫

向警務處申請「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詳情
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scrc.html
撰寫：香港自閉症聯盟
日期：2022 年 8 月 31 日 (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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