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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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N-B ASIA LTD.  主辦 

香港自閉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合辦 

2022 年度 大中華地區特殊教育專業培訓計畫 (香港區粵語課程) 

國際認證 ABA-註冊行為技術員   RBT-6 網上證書課程  (第 3 版 20220422)   

 

講員介紹 : 

王立緯博士 

BCBA-D 

國際認證博士級

應用行為分析師 

⚫ ICan-B Asia Limited - 香港創辦人 

⚫ 香港自閉症聯盟 - 大中華地區特殊教育及 ABA 專業培訓課程顧問 

⚫ 應用行為分析碩士學位 (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 

⚫ 應用行為分析博士學位 (芝加哥專業心理學院) 

⚫ 2008-2017 年在美國不同的 ABA 行為訓練機構擔任過不同的職位 

⚫ 芝加哥專業心理學院實習教師和國立大學榮譽教員，教授碩士班應用行為分析 

 

2022 年度國際認證 ABA-RBT 註冊行為技術員 網上證書課程內容 (粵語授課) 

RBT-6A  Phase A   (共 12 小時)   Zoom 課 

9/7/2022 9:00-13:00 
什麼是應用行為分析(ABA)？ABA 專業人員的工作是什麼：ABA 的核心工作指引？

國際認證的專業人員的角色及工作範圍（RBT，BCaBA，BCBA，BCBA-D） 

16/7 9:00-13:00 怎樣為自閉兒選擇合適的應用行為分析培訓機構 

23/7 9:00-13:00 
什麼是行為的幅度？如何記錄和了解孩子行為的進步或倒退：ABA 培訓中的測量系

統 

RBT6B  Phase B   (共 12 小時)   Zoom 課 

30/7 9:00-13:00 從 ABA 行為理論概念，解構行為與環境的關係 

6/8 9:00-13:00 知道從哪裡開始培訓：兒童的喜好評估，技能評估和功能行為評估 - 第 1 部份 

13/8 9:00-13:00 知道從哪裡開始培訓：兒童的喜好評估，技能評估和功能行為評估 - 第 2 部份 

RBT-5C  Phase C   (共 12 小時)   Zoom 課 

20/8 9:00-13:00 如何成為一名好 ABA 老師：技能培養和行為減少- 第 1 部份 

27/8 9:00-13:00 如何成為一名好 ABA 老師：技能培養和行為減少- 第 2 部份 

3/9 9:00-13:00 如何成為一名好 ABA 老師：技能培養和行為減少- 第 3 部份 

RBT-5D  Phase D   (共 12 小時)   Zoom 課 

10/9 9:00-13:00 與受訓兒童的父母和工作機構上司進行有效溝通：父母和員工培訓 

17/9 9:00-13:00 如何成為負責任的 ABA 專業人士：專業行為和道德規範-第 1 部分 

24/9 9:00-13:00 如何成為負責任的 ABA 專業人士：專業行為和道德規範-第 2 部分 

 

 

RBT-6 網上證書課程收費    注意：(只接受銀行轉帳繳交學費) 

中國銀行 (香港)  012-566-00027346   帳戶名稱：Autism Hong Kong 

收 費 類 別 31/05/2022 或以前早鳥優惠報名及繳費 01/06/2022 或以後報名 

公眾人士 $7,600 $8,200 

教大學生/校友/教職員 $7,000 $7,600 

 

課程網頁 

 
 

 
課程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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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修讀 12 周 RBT 課程考取 ABA 專業資歷 及 美

國及加拿大移民就業網上講座 (粵語) 

19/5/2022 (四) 20:00 – 21:00 

網上報名截止日期：17/5/2022 (二)17:00 

https://form.jotform.com/220903869420456  

RBT-6 課程  (粵語)  網上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4/7/2022 (17:00) 

https://form.jotform.com/220901074378454 

 

************************   

查詢及聯絡 

• 香港自閉症聯盟 - 余先生    

• (852) 8120-5340  /  (86) 147-1491-1454   

• rbt@ahkec.com  /  www.autism.hk/rbt.htm  

 

(註 1)  學員完成所報名的課題及課時，可獲頒發相關課程電子版出席證明信/證書及收據 

(註 2)  電子版收據及出席證明信/證書會於課堂完畢後以電郵發送，如需紙版收據及出席證明信/證書，需另付

$300 行政費。香港區紙版文件將以順豐速遞到付寄發；香港以外地區紙版文件將以平郵寄發。 

(註 3)  繳費後如參加者因事不能出席是次課程，恕不退款，亦不接受更換其他課程或參加者! 

(註 4)  主辦單位將因應報讀人數的多寡，保留更改、取消及調動課程的權利，未能開辦的課程，申請者將會獲

發還繳交的款項。 

(註 5)  本課程收費不包括下列：勝任能力評核、性罪行訂罪紀錄查核、美國 BACB 的 RBT 登記及考試費。 

(註 6)  This training program is based on the RBT Task List (2nd ed.) and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40-hour training 

requirement for RBT certification. The program is offered independent of the BACB (www.bacb.com) 

19/05/2022 - 講座 (Zoom 粵語) 

19/05/2022 
講座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

17/05/2022 星期二

下午 17:00 

 

講座費用  

HK$200 

在香港修讀 12 周 RBT 課程考取 ABA 專業資歷 及  

美國及加拿大移民就業網上講座   (粵語 Zoom)  

⚫ 日期：19/05/2022, 星期三,  20:00-21:00    

⚫ 講者：王立緯博士   博士級行為分析師 (BCBA-D)  

⚫ 在香港考取 RBT 資歷獲全球承認，適合於美、加、英、澳等地從事 ABA 訓練工作 

⚫ 首 20 名繳費報名香港區參加者，可獲贈送<應用行為分析入門手冊>，順豐速遞到付，

運費由收件人支付。第 21 名及以後繳費參加者，可獲贈送<義工路上的我見我思我聞

>；送贈書籍數量有限，送完即止。香港以外地區參加者不設送贈書籍。 

⚫ 講座網上報名  https://form.jotform.com/220903869420456   

 
課程單張下載 

本 RBT-6 課程單張下載鏈接 (Google Drive) 

 

www.autism.hk/2022/rbt/rbt6-tc-leaflet.pdf  

(TC-3 ed. 20220401) 

https://form.jotform.com/220903869420456
https://form.jotform.com/220901074378454
mailto:rbt@ahkec.com
http://www.autism.hk/rbt.htm
http://www.bacb.com/
https://form.jotform.com/220903869420456
http://www.autism.hk/2022/rbt/rbt6-tc-leaf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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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閉症聯盟 ： RBT-6 網上課程證書樣本 

 

流程：完成 RBT 課程→ 開設 BACB 帳户→ CoA→ SCRC → 申請考試資歷認證→ RBT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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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T Manual  https://www.bacb.com/wp-
content/uploads/2022/01/RBTHandbook_220112.pdf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SCRC)查詢申請信件 

 

 

RBT 勝任能力評核報告 (CoA)  (可於 BACB 網店下載) 

https://www.bacb.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RBT_Competency_Assessment_Initial-210412.pdf 

 

https://www.bacb.com/wp-content/uploads/2022/01/RBTHandbook_220112.pdf
https://www.bacb.com/wp-content/uploads/2022/01/RBTHandbook_220112.pdf
https://www.bacb.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RBT_Competency_Assessment_Initial-21041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