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耀能协会 
「内地康复及特教人员培训计划」之 

第八届「教导自闭症儿童」基础课程 
 

项目简介： 

香港耀能协会(前“香港痉挛协会”)的「内地康复及特教人员培训计划」旨在培训内

地康复及教育人员，提升内地康复服务质素，从而造福残疾人士。本会有见内地自闭

症儿童人数有增加趋势，而其服务的需求及质素备受关注，曾于 2007年至 2014年在

香港举办共七届「教导自闭症儿童」基础课程，并获参加者高度赞赏。过去七届课程，

近 80间康复机构曾出席此基础课程。现于 2016年 11 月举辦第八届「教导自闭症儿童」

基础课程，并获香港「悟宿基金」大力支持及赞助，藉此希望继续与内地同工分享本

会的经验，提升其教导自闭症儿童的技巧和知识。 

 

香港耀能协会自闭症儿童服务的发展及经验： 

香港耀能协会创立于一九六三年，是香港一大型康复服务机构。在幼儿服务方面，现

时协会辖下设有八所特殊幼儿中心、三所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及两所家长资源中心，

并且为约九十多所普通幼稚园提供外展康复服务。各中心在跨专业团队的协作方针下，

为有特殊发展需要的儿童及其家长提供全面性的教育、训练及支持服务，经验丰富。

除此之外，协会多次派遣资深同工远赴外国参加国际性会议、工作坊等，吸收最新知

识；并致力于推动教导自闭症儿童的训练模式，策略及有效方法。本会现已具备多套

专为自闭症儿童而设的训练教材，包括：视觉策略、社交沟通训练策略、社交故事、

心智解读、互动时光及感觉统合等，对于施行有效的训练具完善的配套。(欢迎浏览本

会网址: www.sahk1963.org.hk) 

 

培训及支持自闭症儿童康复人员的目的及理念： 

对自闭症儿童来说，只要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及时进行教育和训练治疗，他们的情

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对环境适应的能力、学习能力、独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等各方

面都可以有所提升。要有效培育自闭症儿童，康复人员及教师的培训及支持是相当重

要的，他们要清楚认识自闭症儿童的问题、需要及相关的治疗技巧，才能开展有效的

培育工作。 

 

「教导自闭症儿童」基础课程目标： 

此课程会从认识自闭症孩子、评估他们的需要开始至介绍有关的治疗和训练。当中我

们会特别介绍由本会出版的「自闭症儿童社交及沟通行为量表」。此量表是本会与香港

大学研发专为自闭症幼儿而设的社交沟通评估表。经多年不断研究改良，分标准版及

简短版两款，会在是次课程中介绍如何使用。此外，亦会介绍现时常用的教学及训练

方法如视觉策略、社交故事、感觉统合训练、心智解读等，使康复及特教人员掌握具

体方法，为自闭症学童塑造合适的结构化学习环境。 

 

对象：在内地为自闭症儿童从事康复及特殊教育之专业及辅助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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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时间：2016年 11月 21日至 11月 25 日(一共五天) 

 

课程内容： 

日期  时间 内容 

9:00 – 9:20 

11月21日 

星期一 

致欢迎辞，大合照 

课堂 

自闭症的本质、成因、定义、特征 

自闭症儿成长的异常发展 

评估及辨识幼儿的训练需要 

9:00 – 12:30 

课堂 

介绍常用的评估工具, 如社交及行为沟通量表 

介入计划的方向,模式和策略 

常用的教学及治疗方法（一） 

 视觉策略 

下午 

2:00 – 5:00 

11月22日 

星期二 

9:00 – 12:30 

课堂 

介绍常用的教学及治疗方法（三） 

 社交故事 

 心智解读  
下午 

2:00 – 3:45 

4:00- 5:00 

课堂 

 社交思考训练 

 乐高治疗 

11月23日 

星期三 

9:00 – 12:30 

课堂 

介绍常用的教学及治疗方法（二） 

 感觉统合训练 

 互动时光、地板时间、关系发展介入法 

下午 

2:00 – 3:45 

4:00- 5:00 

课堂 

 行为训练 

参观本会幼儿中心 

实地观察认识环境的安排,教具和设施的运用 

11月24日 

星期四 

9:00 – 12:30 
参观本会幼儿中心 

 实地观察教学示范、小组和个别学习、日程的安排 

下午 

2:00 – 5:00 

课堂 

 讨论观察的结果 

 如何从评估订立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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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 

星期五 

9:30 – 12:00 
课堂 

家长教育、家校协作 

下午 

2:00 – 4:00 

课堂 

 学习活动的编排 

 常规学习，社交沟通课堂 

 主题与学习内容的编排 

派发证书 

 

讲者：由香港耀能协会富教导特殊儿童经验之言语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及社工等专业

团队同工担任 
 
语言：普通话 

 

上课场地： 

 香港耀能协会赛马会方心淑引导式教育中心 (教学部) 

地址：香港九龙横头磡邨宏照楼地下 9 - 17号 

 

学费    ： 每人港币 6,000元正，另参加者须自行安排膳食及交通等事宜。 

 

优惠学费： 凡于 10 月 7 日前提交申请表格，并通过本会审批的参加者，可获优惠學

費，为每人港币 5,400元正。 

 

住宿    ： 参加者可自行安排，或入住由本会安排的酒店双人房，每人港币 2,400元

正(共六晚) 

 

本会设有「内地康复及特教人员培训基金」，因此有经济困难的机构可向本会申

请学习津贴，以优惠价报读此课程，本会在接到申请表格后，会根据申请机构

及申请人的背景资料甄选是否发放学习津贴。 

 

扣除学习津贴后之优惠价： 

1) 学费：每人港币 3,000元正;或 

      每人港币 2,700元正（10月 7日前获录取之报名者） 

学习津贴名额有限，本会因应个别机构单位情况分配 

2) 住宿：每人港币 1,400元正(六晚，包括供应早餐) 

备注：1. 参加者须于 10月 7日前报名，方可申请本会提供的住宿安排 

      2. 参加者须入住由本会安排的酒店双人房才可享用此优惠价 

 

开始报名日期：2016年 8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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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报名方法： 

请填妥课程报名表，如有需要请连同学习津贴申请表一并 

电邮至：  chinaproject@sahk1963.org.hk 

或传真至：(852)- 2866-3727 

课程秘书李世明先生收  

 

缴费办法：本会将会另行通知 

 

申请学习津贴机构之责任： 

 申请机构须负责其员工往返中港的交通及在港的膳食及住宿安排。 

(10月 7日前报名，住宿可由本会代为安排) 

 申请机构须于一年内向本会汇报其康复中心予自闭症儿童施行训练质素进展。 

 

课程统筹：程序统筹吴丽如女士  

 

课程查询：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chinaproject@sahk1963.org.hk 

 

*参加者所属的康复中心可获赠有关教材套乙份，包括： 

书目 原价(港币) 

1. 《视觉教具教材套（第二版）》 1,800 

2. 《自闭症谱系障碍幼儿社交及沟通行为量表(简短版)》  50 

3. 《自闭症谱系障碍幼儿社交及沟通行为量表(标准版)》 80 

4. 《联情系意 - 发展自闭症谱系障碍幼儿的社交能力(第二版)》 600 

5. 《联情系意 - 发展自闭症幼儿的社交能力 家长锦囊》 80 

6. 《我的社交故事书》 70 

7. 《联情系意 - 发展自闭症幼儿的社交能力 互动时光训练手册》 80 

8. 《联情系意 - 发展自闭症幼儿的社交能力 心智解读教材套》 400 

9. 《特殊儿童之整合学习–教学活动资源手册(4册)》 600 

10. 《爱想回家 正面亲职教育」—特殊学习需要儿童家长锦囊∼ 》 100 

11. 《感觉统合 家居训练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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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耀能协会 
「内地康复及特教人员培训计划」之 
第八届「教导自闭症儿童」基础课程 

 

日期：2016 年 11 月 21 - 25 日 
课程费用：每人港币 6,000 元正 (10月 7日前报名，学费为港币 5,400 元正)       
住宿费用：每人港币 元正 六晚，需与其他参加者共享双人房

 需要协会代安排    不需要协会代安排 
 ( )  2,400 

学习/住宿津贴： 需要协会提供 (请填写学习/住宿津贴申请表)  不需要协会提供 

个人数据 (若人数多于一位，可自行复印)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男 / 女 (请删去不适用者) 
中心通讯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          (办公室)              (手提) 
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业及职衔：__________________  所属机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服务性质： 特殊教育机构     复康中心 / 疗养院     残障儿童住宿院舍

 残障儿童孤儿院 / 福利院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背景/所属部门：  民政部  残联 民办 : ________________ (列明团体名称) 

 其它：                      
服务对象中自闭症儿童人数：________(男) ________(女)  年龄范围: _________ 
教育自闭症儿童经验： 有         年     无 
参加者报读是次课程的主要目的： 
 
 
参加者期望从课程中获得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签署                            日期 

(请寄回或电邮或传真至香港耀能协会总办事处。传真号码 : (852)- 2866-3727) 

此栏由本会职员填写 

收表日期 学费优惠(10月 7日前报名) 

是□          否□ 

培训基金学费津贴 

是□       否□ 

本会住宿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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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耀能协会 
「内地康复及特教人员培训计划」

第八届「教导自闭症儿童」基础课程 

学习/住宿津贴申请表 (请填上所需的项目):  学习津贴     住宿津贴)

课程：第八届「教导自闭症儿童」基础课程

日期：2016 年 11 月 21 - 25 日 

个人数据 (若人数多于一位，可自行复印)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男 / 女 (请删去不适用者) 
中心通讯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              (办公室)                 (手提) 
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业及职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属机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服务性质： 特殊教育机构      复康中心 / 疗养院    残障儿童住宿院舍

 残障儿童孤儿院 / 福利院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
机构背景/所属部门： 民政部    残联    民办： (列明团体名称) 

 其它：

服务对象中自闭症儿童人数：________(男) ________(女)  年龄范围: ______________ 
教育自闭症儿童经验： 有         年     无

申请学习/住宿津贴的理由：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承诺若成功申请学习/住宿津贴，于受训

后一年内向香港耀能协会汇报中心予自闭症儿童施行训练质素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读课程申请人签署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单位主管姓名及签署 机构/单位盖印 

【请连同报名表格一并寄回或电邮或传真至香港耀能协会总办事处。

传真号码: (852)-2866-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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