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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促进香港及邻近华语地区教师、助教、准教师，特殊学习需要学童家长、医护、

辅助医疗、康复训练、及社会福利机构工作人员，对不同类别特殊学习需要学童

的了解，并提供在课堂/家庭/社会上有效的教学策略、课堂管理、和实操技巧。 

参加对象 ⚫ 教师、学生、特殊学习需要学童家长、医护、辅助医疗、康复训练、及社会福利机构工作人员 

NTC-4D 
专注力缺乏及过

度活跃症 ADHD 

粤语授课 

 

4D-1  ADHD 简介、认识学童常见特征 、心理发展及行为解密  (11/03/2023  星期六   14:30-17:30)  

4D-2  ADHD 学生的校园融合支持策略                                       (18/03/2023  星期六    14:30-17:30) 

4D-3  与 ADHD 孩子家长的沟通策略                                          (25/03/2023  星期六    14:30-17:30) 

讲者 4D-1：何嘉华老师  (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项目经理)    

                 4D-2 & 3：赵婉娴副校长  (前资深教师/副校长、香港自闭症联盟专家讲者)   

NTC-4E 
自闭谱系儿童 

听觉言语治疗 

(粤语授课) 

 

4E-1  及早诊断，为自闭谱系幼儿言语障碍作适切治疗     (11/03/2023  星期六    10:00-12:00) 

4E-2  家庭如何配合训练自闭谱系幼儿的语言？                (25/03/2023  星期六    10:00-12:00) 

4E-3  自闭症幼儿言语障碍及问题行为之关系？                (01/04/2023  星期六    10:00-12:00) 
讲者：方嘉慧老师 (听觉言语治疗师)  香港自闭症联盟 顾问讲员     

课程内容版权所限，本课程不提供课程 PPT 讲义 

NTC-4F 
VR 在融合生上的

应用(粤语授课)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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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让教学人员了解虚拟现实(VR) 技术融入 SEN 教学，从而提升融合生的课堂参与度及学习效能。 

讲者：方嘉慧老师 (听觉言语治疗师)  香港自闭症联盟 顾问讲员  
         学员需要自备桌面或手提电脑制作 VR 视频教学实习 

NTC-4G 

SEN 学童校园暴

力危机  管控篇  

(粤语授课) 

 

4G-1   SEN 学童：行为功能分析                                             (15/04/2023   星期六   13:30-15:30) 

4G-2   SEN 学童：行为管理策略 – I                                        (22/04/2023   星期六   13:30-15:30) 

4G-3   SEN 学童：行为管理策略 – II                                       (29/04/2023   星期六   13:30-15:30)  
讲者：陈蔚女士 BCBA  (国际认证应用行为分析师、儿童与家庭教育文学硕士)  

          ICAN-B Asia Limited 应用行为分析 临床督导  

QABA-1 

应用行为分析技

术员(ABAT) 

⚫ QABA-1  国际 QABA 认证应用行为分析技术员 ABAT 资历考试网上课程 及 督导实习 

25/03/2023 – 03/06/2023  (逢星期六) 上午 0900-1300 (  10 堂 X 4 小时 = 40 小时 Zoom 网课) 

           课程及督导实习详细内容，参见右列网页  www.autism.hk/2022/qaba.htm   

QABA – 1 

课程学员 

督导实习形式 

及内容 

⚫ 25/03/2023 – 03/06/2023  (逢星期六) 下午  (  10 节 X 1.5 小时 = 15 小时  督导实习) 

⚫ 督导实习时间 ： 甲组 1430-1600 /  乙组 1615-1745   只需选择其中一组实习时间 

⚫ 不多于二位 QABA 课程学员 对 一位自闭谱系或 SEN 儿童   ABA 面对面培训 (每节 X 1.5 小时) 

⚫ 督导实习地点：九龙尖沙咀海防道 35 号海利行 11 楼   ICan-B Asia Limited  (尖沙咀地铁站 A1 出口步行 2 分钟) 

⚫ QABT 课程学员必需完成 15 小时督导实习，方可以报考国际 QABA 认证应用行为分析技术员 ABAT 资历考试。  

ABA-5A 讲座： 

应用行为分析

ABA-职业介绍 

⚫ 27/02/2023  (星期一) 20:00-21:00  (Zoom, 粤语) 

⚫ 讲员：王立纬博士  BCBA-D (香港唯一华裔博士级行为分析师 

⚫ 内容：QABA 国际认证 ABA 治疗师课程、香港及移民外地自雇/受雇 ABA 治疗师专业工作 

⚫ 对象：香港教育大学学生、有兴趣投身 ABA 治疗师专业工作人士 

ABA-5B 讲座： 

SEN 儿童 ABA 

培训体验计划

介绍 

⚫ 13/03/2023  (星期一) 20:00-21:00  (Zoom, 粤语) 

⚫ 讲员：王立纬博士  BCBA-D (香港唯一华裔博士级行为分析师 

⚫ 内容：应用行为分析 (ABA) 如何帮助 SEN 儿童康复及行为训课 

⚫ 对象：SEN 儿童家长、特殊教育教师、社工、有兴趣认识 ABA 专业工作人士 

⚫ 参加讲座家庭的 SEN 儿童，可获优先报名参加 15 周的 SEN 儿童 ABA 培训体验计划 

上课形式 
⚫ 所有课堂及讲座，均采用遥距在线实时授课 (学员需使用 Zoom 软件 或 网页溜览器实时上课)        

⚫ 所有课堂及讲座，授课语言：粤语   

截止报名 

 

⚫ NTC- 4D  &  4E  (03/03/2023)  &   NTC- 4F  (17/02/2023)   &  NTC-4G (31/03/2023)   

⚫ QABA-1  (15/03/2023)  及 早鸟优惠截止报名日期 (28/02/2023)  

⚫ 所有 NTC-4 系列及 QABA 系列课程 设有最低开班人数，如报名人数不足，课程将会延期或取消 

⚫ NTC-5A (24/02/2023)  &  NTC-5B (10/03/2023) 

http://www.autism.hk/2022/qab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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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C-4 系列课程：收费类别 

每人 / 每个课程计 

NTC- 4E & 4G  

(@6 小时 / 课程) 

NTC- 4D & 4F 

(@9 小时 / 课程) 

(甲) 香港教育大学学生(全日制/兼

读制) / 自闭谱系人士或家长  
@HK$500   

/ 每个课程计 

@HK$800   

/ 每个课程计 

(乙) 香港教育大学教职员及校友 / 

教师 / 社福界 / 医护人员 
@HK$700  

/ 每个课程计 

@HK$1,000  

/每个课程计 

(丙) 香港及澳门区公众人士    @HK$900  / 每个课程计 @HK$1,200 / 每个课程计 

 

QABA-1  课 程：收 费 类 别 

每人 / 每个课程计 

早鸟报名优惠 (06/03/2023 或以前

报名及缴费) 网上课程+督导实习 

06/03/2023 及以后报名 

网上课程+督导实习 

净报读 40 小时网上课程 

(不参加 15 小时督导实习) 

Q-1: 香港教育大学学生(全日制/

兼读制) 教职员及校友、 

SEN 儿童家长 

HKD$11,700.00 HKD$12,300.00 HKD$8,800.00 

Q-2: 公众人士 HKD$12,300.00 HKD$12,900.00 HKD$8,400.00 

⚫ 净报读 40 小时网上课程学员，必需自行安排符合报考 QABA 的 ABAT 资历考试规定的 15 小时督导实习。 

⚫ QABA-1 课程完毕后，主办团体将不会提供督导实习予净报读 40 小时网上课程学员，学员需自行安排督导实习。 

 

ABA-5A & 5B 讲座：收费类别 

每人 / 每个讲座计 

ABA-5A：应用行为分析 ABA-职业介绍 

(27/02/2023)  20:00-21:00 

 ABA-5A：SEN 儿童 ABA 培训体验计划 

(13/03/2023) 20:00-21:00 

Q-1: 香港教育大学学生(全日制/兼读制) 教

职员及校友 / SEN 儿童家长 
HKD$50.00 HKD$50.00 

Q-2 : 公众人士 HKD$100.00 HKD$100.00 

⚫ 香港教育大学学生(全日制/兼读制) 教职员及校友，报名需要提供：学生证/职员证/毕业证书/毕业证明信，方可获优惠收费。 

⚫ SEN 儿童家长需要提供：残疾儿童登记证、学校学生证/手册、专业评估报告 (医生、临床心理学家、OT) ，方可获优惠收费。 

  

网上报名 

⚫ https://form.jotform.com/222648445844464      本表只适用 NTC-4D 至 4F 课程香港区参加者报名及以港币缴费 

⚫ https://form.jotform.com/223183748400453     本表只适用 NTC-4G 课程香港区参加者报名及以港币缴费   

⚫ https://form.jotform.com/230164182575455      本表只适用 QABA-1  课程香港区参加者报名 

⚫ https://form.jotform.com/230291121013436   本表只适用 ABA-5A & 5B  讲座香港区参加者报名 

⚫ 香港以外地区参加者，请以电邮 info@autism.hk 或微信 147-1491-1454，联络香港自闭症联盟报名及缴费 

NTC-4 系列网上

课程缴费办法 
⚫ 网上报名及缴费  PayPal / 信用卡   (网上缴费：只适用 NTC-4 系列网上课程) 

⚫ 银行转账 / FPS 缴费:  中国银行 (香港)  012-56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ABA-5A & 5B 缴

费办法 
⚫ 网上报名及缴费  PayPal / 信用卡 (网上缴费：只适用 ABA-5A & 5B 讲座) 

QABA-1 课程 

缴费办法 
⚫ 银行转账 / FPS 缴费:  中国银行 (香港)  012-56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只适用报读 QABA-1 课程 

电子版 

课程证书 

⚫ 每期 NTC-4 系列课程电子版证书由<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及联盟共同颁发 

⚫ 如需要纸版课程证书，需另外缴付每期行政费港币 300 元/ 每个课程计。例如：NTC-4A 

⚫ 如于课程完结方始后补申请分期纸版课程证书，另缴付每期港币 350 元行政费/ 每个课程计 
⚫ ABA-5A & 5B  讲座不提供电子版或纸版证书 

课程查询及联络

香港自闭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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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邮: INFO@AUTISM.HK           网页:  www.autism.hk  

• 通讯地址：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号 D1-G/F-05 室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转交 AHK 

https://form.jotform.com/222648445844464
https://form.jotform.com/223183748400453
https://form.jotform.com/230164182575455
https://form.jotform.com/230291121013436
mailto:info@autism.hk
mailto:INFO@AUTISM.HK
http://www.eduhk.hk/csenie
http://www.autis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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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课 程 注 意 事 项 

 

 

课程 / 讲座名称 网上报名 QR Code 网上报名链接 / 截止报名日期 

NTC- 4D, 4E & 4F 系列课程 

4D: 专注力缺乏及过度活跃症 ADHD 

4E: 自闭谱系儿童听觉言语治疗 

4F: VR 在融合生上的应用 

 https://form.jotform.com/222648445844464      

 

NTC-4D & 4E: 03/03/2023 (Friday) 17:00 

NTC-4F : 17/02/2023 (Friday) 17:00       

NTC- 4G  课程 

4G: SEN 学童校园暴力危机  管控篇 

 

 https://form.jotform.com/223183748400453   

 

  NTC-4G :    31/03/2023 (Friday) 17:00 

QABA-1   

应用行为分析技术员(ABAT)  

 

 https://form.jotform.com/230164182575455       
 

早鸟优惠收费  06/03/2023 (Mon.) 17:00 

截止报名 QABA-1 : 15/03/2023 (Wed) 17:00 

ABA-5A 讲座： 

应用行为分析 ABA-职业介绍 

ABA-5B 讲座： 

SEN 儿童 ABA 培训体验计划  

https://form.jotform.com/230291121013436 

 

NTC-5A ： 24/02/2023 (Friday) 17:00 

NTC-5B ：10/03/2023  (Friday) 17:00 

 

 

ABA-5C 

SEN 儿童 ABA 培训体验计划 

15 周 X 1 小时 = 15 小时 

详情及报名方法请留意 3 月初网站公布 

www.autism.hk 

NTC-4 系列课程/ 

QABA-1 课程/ 

ABA-5A & 5B 讲座 

下载单张 

香港自闭症联盟网站 

www.autism.hk  

 

(简体字 第 17 版； 修订日期  30/1/2023) 

(a) 为优化报名手续及节省行政资源，只接受 NTC-4 系列同一课程主题全部二或三堂课堂报名，例如报读：NTC-4D-1, 2  & 3。 

(b) 恕不接受报读单堂(例如：只报读 NTC-4D-1)；或不同课程主题课堂组合 (例如：报读 NTC-4D-1, 4E-1, & 4F-3)。 

(c) 学员需实时出席所报名的 NTC-4 系列网上课堂，及在截止日期前完成相关课堂习作，始获颁发电子版课程证书。 

(d) NTC-4 系列课程学员如未能出席达 80%实时课时，及或在截止日期前未完成课堂习作，将不获发电子版课程证书。 

(e) 开课日期前 2 天的星期四下午 17:00 或以前，将电邮通知开课 Zoom 登录及课程投影片 PPT 讲义(如适用)。 

(f) NTC-4 系列电子版课程证书，会于课程习作截止收集后起计，约 10-12 个星期以电邮发送 。 

(g) 为保障课程内容及讲者知识版权，所有 NTC-4 系列课堂、和 ABA 5A / 5B 讲座恕不提供课后重温录像。 

(h) 缴费后如参加者因事不能出席 NTC-4 系列/ QABA-1 课程 / ABA 5A / 5B 讲座，一律不设退款。 

(i) 开班 14 日前如更换报读其他 NTC-4 系列课程，需缴交每项课程学费差额，及调班行政费@HKD$300.00  / 每人 / 每项课程计 。 

https://form.jotform.com/222648445844464
https://form.jotform.com/223183748400453
https://form.jotform.com/230164182575455
https://form.jotform.com/230291121013436
http://www.autism.hk/
http://www.autis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