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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促進香港及鄰近華語地區教師、助教、准教師，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家長、醫護、

輔助醫療、康復訓練、及社會福利機構工作人員，對不同類別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的瞭解，並提供在課堂/家庭/社會上有效的教學策略、課堂管理、和實操技巧。 

參加對象 ⚫ 教師、學生、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家長、醫護、輔助醫療、康復訓練、及社會福利機構工作人員 

NTC-4D 
專注力缺乏及過

度活躍症 ADHD 

粵語授課 

 

4D-1  ADHD 簡介、認識學童常見特徵 、心理發展及行為解密  (11/03/2023  星期六   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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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3  與 ADHD 孩子家長的溝通策略                                          (25/03/2023  星期六    14:30-17:30) 

講者 4D-1：何嘉華老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4D-2 & 3：趙婉嫻副校長  (前資深教師/副校長、香港自閉症聯盟專家講者)   

NTC-4E 
自閉譜系兒童 

聽覺言語治療 

(粵語授課) 

 

4E-1  及早診斷，為自閉譜系幼兒言語障礙作適切治療     (11/03/2023  星期六    10:00-12:00) 

4E-2  家庭如何配合訓練自閉譜系幼兒的語言？                (25/03/2023  星期六    10:00-12:00) 

4E-3  自閉症幼兒言語障礙及問題行為之關係？                (01/04/2023  星期六    10:00-12:00) 
講者：方嘉慧老師 (聽覺言語治療師)  香港自閉症聯盟 顧問講員     

課程內容版權所限，本課程不提供課程 PPT 講義 

NTC-4F 
VR 在融合生上的

應用(粵語授課)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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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讓教學人員了解虛擬實境(VR) 技術融入 SEN 教學，從而提升融合生的課堂參與度及學習效能。 

講者：方嘉慧老師 (聽覺言語治療師)  香港自閉症聯盟 顧問講員  
         學員需要自備桌面或手提電腦制作 VR 視頻教學實習 

NTC-4G 

SEN 學童校園暴

力危機  管控篇  

(粵語授課) 

 

4G-1   SEN 學童：行為功能分析                                             (15/04/2023   星期六   13:30-15:30) 

4G-2   SEN 學童：行為管理策略 – I                                        (22/04/2023   星期六   13:30-15:30) 

4G-3   SEN 學童：行為管理策略 – II                                       (29/04/2023   星期六   13:30-15:30)  
講者：陳蔚女士 BCBA  (國際認證應用行為分析師、兒童與家庭教育文學碩士)  

          ICAN-B Asia Limited 應用行為分析 臨床督導  

QABA-1 

應用行為分析技

術員(ABAT) 

⚫ QABA-1  國際 QABA 認證應用行為分析技術員 ABAT 資歷考試網上課程 及 督導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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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及督導實習詳細內容，參見右列網頁  www.autism.hk/2022/qaba.htm   

QABA – 1 

課程學員 

督導實習形式 

及內容 

⚫ 25/03/2023 – 03/06/2023  (逢星期六) 下午  (  10 節 X 1.5 小時 = 15 小時  督導實習) 

⚫ 督導實習時間 ： 甲組 1430-1600 /  乙組 1615-1745   只需選擇其中一組實習時間 

⚫ 不多於二位 QABA 課程學員 對 一位自閉譜系或 SEN 兒童   ABA 面對面培訓 (每節 X 1.5 小時) 

⚫ 督導實習地點：九龍尖沙咀海防道 35 號海利行 11 樓   ICan-B Asia Limited  (尖沙咀地鐵站 A1 出口步行 2 分鐘) 

⚫ QABT 課程學員必需完成 15 小時督導實習，方可以報考國際 QABA 認證應用行為分析技術員 ABAT 資歷考試。  

ABA-5A 講座： 

應用行為分析

ABA-職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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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員：王立緯博士  BCBA-D (香港唯一華裔博士級行為分析師 

⚫ 內容：QABA 國際認證 ABA 治療師課程、香港及移民外地自僱/受僱 ABA 治療師專業工作 

⚫ 對象：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有興趣投身 ABA 治療師專業工作人士 

ABA-5B 講座： 

SEN 兒童 ABA 

培訓體驗計劃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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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員：王立緯博士  BCBA-D (香港唯一華裔博士級行為分析師 

⚫ 內容：應用行為分析 (ABA) 如何幫助 SEN 兒童康復及行為訓課 

⚫ 對象：SEN 兒童家長、特殊教育教師、社工、有興趣認識 ABA 專業工作人士 

⚫ 參加講座家庭的 SEN 兒童，可獲優先報名參加 15 週的 SEN 兒童 ABA 培訓體驗計劃 

上課形式 
⚫ 所有課堂及講座，均採用遙距線上實時授課 (學員需使用 Zoom 軟體 或 網頁溜覽器實時上課)        

⚫ 所有課堂及講座，授課語言：粵語   

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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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ABA-1  (15/03/2023)  及 早鳥優惠截止報名日期 (28/02/2023)  

⚫ 所有 NTC-4 系列及 QABA 系列課程 設有最低開班人數，如報名人數不足，課程將會延期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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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utism.hk/2022/qab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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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C-4 系列課程：收費類別 

每人 / 每個課程計 

NTC- 4E & 4G  

(@6 小時 / 課程) 

NTC- 4D & 4F 

(@9 小時 / 課程) 

(甲)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全日制/兼

讀制) / 自閉譜系人士或家長  
@HK$500   

/ 每個課程計 

@HK$800   

/ 每個課程計 

(乙) 香港教育大學教職員及校友 / 

教師 / 社福界 / 醫護人員 
@HK$700  

/ 每個課程計 

@HK$1,000  

/每個課程計 

(丙) 香港及澳門區公眾人士    @HK$900  / 每個課程計 @HK$1,200 / 每個課程計 

 

QABA-1  課 程：收 費 類 別 

每人 / 每個課程計 

早鳥報名優惠 (06/03/2023 或以前

報名及繳費) 網上課程+督導實習 

06/03/2023 及以後報名 

網上課程+督導實習 

淨報讀 40 小時網上課程 

(不參加 15 小時督導實習) 

Q-1: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全日制/

兼讀制) 教職員及校友、 

SEN 兒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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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公眾人士 HKD$12,300.00 HKD$12,900.00 HKD$8,400.00 

⚫ 淨報讀 40 小時網上課程學員，必需自行安排符合報考 QABA 的 ABAT 資歷考試規定的 15 小時督導實習。 

⚫ QABA-1 課程完畢後，主辦團體將不會提供督導實習予淨報讀 40 小時網上課程學員，學員需自行安排督導實習。 

 

ABA-5A & 5B 講座：收費類別 

每人 / 每個講座計 

ABA-5A：應用行為分析 ABA-職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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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5A：SEN 兒童 ABA 培訓體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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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全日制/兼讀制) 教

職員及校友 / SEN 兒童家長 
HKD$50.00 HKD$50.00 

Q-2 : 公眾人士 HKD$100.00 HKD$100.00 

⚫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全日制/兼讀制) 教職員及校友，報名需要提供：學生證/職員證/畢業證書/畢業證明信，方可獲優惠收費。 

⚫ SEN 兒童家長需要提供：殘疾兒童登記證、學校學生證/手册、專業評估報告 (醫生、臨床心理學家、OT) ，方可獲優惠收費。 

  

網上報名 

⚫ https://form.jotform.com/222648445844464      本表只適用 NTC-4D 至 4F 課程香港區參加者報名及以港幣繳費 

⚫ https://form.jotform.com/223183748400453     本表只適用 NTC-4G 課程香港區參加者報名及以港幣繳費   

⚫ https://form.jotform.com/230164182575455      本表只適用 QABA-1  課程香港區參加者報名 

⚫ https://form.jotform.com/230291121013436   本表只適用 ABA-5A & 5B  講座香港區參加者報名 

⚫ 香港以外地區參加者，請以電郵 info@autism.hk 或微信 147-1491-1454，聯絡香港自閉症聯盟報名及繳費 

NTC-4 系列網上

課程繳費辦法 
⚫ 網上報名及繳費  PayPal / 信用卡   (網上繳費：只適用 NTC-4 系列網上課程) 

⚫ 銀行轉帳 / FPS 繳費:  中國銀行 (香港)  012-56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ABA-5A & 5B 繳

費辦法 
⚫ 網上報名及繳費  PayPal / 信用卡 (網上繳費：只適用 ABA-5A & 5B 講座) 

QABA-1 課程 

繳費辦法 
⚫ 銀行轉帳 / FPS 繳費:  中國銀行 (香港)  012-566-0-002734-6  (Autism Hong Kong)  只適用報讀 QABA-1 課程 

電子版 

課程證書 

⚫ 每期 NTC-4 系列課程電子版證書由<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及聯盟共同頒發 

⚫ 如需要紙版課程證書，需另外繳付每期行政費港幣 300 元/ 每個課程計。例如：NTC-4A 

⚫ 如於課程完結方始後補申請分期紙版課程證書，另繳付每期港幣 350 元行政費/ 每個課程計 
⚫ ABA-5A & 5B  講座不提供電子版或紙版證書 

課程查詢及聯絡

香港自閉症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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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郵: INFO@AUTISM.HK           網頁:  www.autism.hk  

• 通訊地址：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D1-G/F-05 室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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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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課 程 注 意 事 項 

 

 

課程 / 講座名稱 網上報名 QR Code 網上報名鏈接 / 截止報名日期 

NTC- 4D, 4E & 4F 系列課程 

4D: 專注力缺乏及過度活躍症 ADHD 

4E: 自閉譜系兒童聽覺言語治療 

4F: VR 在融合生上的應用 

 https://form.jotform.com/22264844584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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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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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C- 4G  課程 

4G: SEN 學童校園暴力危機  管控篇 

 

 https://form.jotform.com/2231837484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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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BA-1   

應用行為分析技術員(ABAT)  

 

 https://form.jotform.com/230164182575455       
 

早鳥優惠收費  06/03/2023 (Mon.) 17:00 

截止報名 QABA-1 : 15/03/2023 (Wed) 17:00 

ABA-5A 講座： 

應用行為分析 ABA-職業介紹 

ABA-5B 講座： 

SEN 兒童 ABA 培訓體驗計劃  

https://form.jotform.com/230291121013436 

 

NTC-5A ： 24/02/2023 (Friday) 17:00 

NTC-5B ：10/03/2023  (Friday) 17:00 

 

 

ABA-5C 

SEN 兒童 ABA 培訓體驗計劃 

15 週 X 1 小時 = 15 小時 

詳情及報名方法請留意 3 月初網站公佈 

www.autism.hk 

NTC-4 系列課程/ 

QABA-1 課程/ 

ABA-5A & 5B 講座 

下載單張 

香港自閉症聯盟網站 

www.autism.hk  

 

(繁體字 第 17 版； 修訂日期  30/1/2023) 

(a) 為優化報名手續及節省行政資源，只接受 NTC-4 系列同一課程主題全部二或三堂課堂報名，例如報讀：NTC-4D-1, 2  & 3。 

(b) 恕不接受報讀單堂(例如：只報讀 NTC-4D-1)；或不同課程主題課堂組合 (例如：報讀 NTC-4D-1, 4E-1, & 4F-3)。 

(c) 學員需實時出席所報名的 NTC-4 系列網上課堂，及在截止日期前完成相關課堂習作，始獲頒發電子版課程證書。 

(d) NTC-4 系列課程學員如未能出席達 80%實時課時，及或在截止日期前未完成課堂習作，將不獲發電子版課程證書。 

(e) 開課日期前 2 天的星期四下午 17:00 或以前，將電郵通知開課 Zoom 登錄及課程投影片 PPT 講義(如適用)。 

(f) NTC-4 系列電子版課程證書，會於課程習作截止收集後起計，約 10-12 個星期以電郵發送 。 

(g) 為保障課程內容及講者知識版權，所有 NTC-4 系列課堂、和 ABA 5A / 5B 講座恕不提供課後重溫錄像。 

(h) 繳費後如參加者因事不能出席 NTC-4 系列/ QABA-1 課程 / ABA 5A / 5B 講座，一律不設退款。 

(i) 開班 14 日前如更換報讀其他 NTC-4 系列課程，需繳交每項課程學費差額，及調班行政費@HKD$300.00  / 每人 / 每項課程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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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