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協康會專業團隊設計及編排，結合專業 

知識及實證為本的臨床經驗，讓教師及 

業內人士掌握適切的方法，更有效地訓練

及教導不同能力的兒童及青少年。

專業進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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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k Bright導思有法 —幼兒高階思維訓練」學前 
教育專業講座 暨「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PRS） 
成效分享會

兒童的早期認知發展存在相當的可塑性(cognitive plasticity)。協康會蒙Alfar Charitable Trust慷慨 
贊助，率先研發本地唯一一套專為提升四至六歲兒童的高階認知功能方法—「Think Bright導思有法」，
並在轄下多所幼兒中心及幼稚園試行。初步研究發現，兒童接受6個月的「Think Bright導思有法」訓練
後，在邏輯思維、解難能力和語言能力方面均有顯著進步。由於成效顯著，此套訓練方法陸續於「到校
學前康復服務」的幼稚園推行。

是次講座將與教師及同工分享「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及「Think Bright導思有法」的實踐經驗及成效。

對象：幼稚園 /幼兒學校校長、教師、社工及其他幼兒教育工作者

講者：沈嘉敏博士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姜源貞女士 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
　　　莫惠霞女士 協康會區域經理
　　　何暉靈女士 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
　　　關佩珊女士 協康會幼兒教師
 參與OPRS及Think Bright計劃的家長及教師

日期：28/4/2018(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 - 下午12:30

地點：香港青年協會大廈9樓演講廳(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

名額：400

費用：$100

贈書：出席的學校 /機構將每間獲贈《Think Bright導師有法—幼兒高階思維訓練應用 
 手冊》乙本。內容包括導引教學理論，課程框架，教學貼士及研究結果。

備註：本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學校，請向項目隊伍報名

講座內容

• 分享「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計劃的經驗及成效

• 探討「Think Bright導思有法」的理念、設計及研究結果

• 應用「Think Bright導思有法」於「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推行進展

• 簡介「Think Bright導思有法–幼兒高階思維訓練」的認証

即時網上報名

ACT-THINK-HO-17-00097

「Think Bright導思有法」是一套 
以實證為本(evidence-based)、
顧及本地文化特色(cu l t u ra l l y 
appropriate)的訓練課程。課程 
以Lev Vygotsky的貼近發展區理
論(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為基礎，結合Prof. Reuven 
Feuerstein的動態評估(Dynamic  
Assessment)及導引學習(Mediated 
L ea r n i n g )理論作研究，發展
成為本地唯一一套專為提升四
至 六 歲 兒 童 高 階 認 知 功 能 的 
方法，有效訓練他們的類比思維
(Analogical Thinking)、排序能力
(Sequential Thinking)及邏輯 
推理(Comparative and Logical 
Reasoning)。

英文名字「Think Bright」及中文取
名為「導思有法」，其實是含有雙
重意思。這除了是一套學前高階
思維(high order thinking)訓練的
教材外，更是一套能啟發導師有
效教學的教學方法。

贊助 ： Alfar Charitable Trust



 「Think Bright導思有法 —幼兒高階思維訓練」學前 
教育專業講座 暨「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PRS） 
成效分享會

協康會一直關注兒童康復服務的進展，為讓SEN
學童能於黃金期盡早獲得適切的支援，由2014
年開始，本會得到私人基金全力贊助，創新採

用結合「到校支援及中心專業治療」的雙軌模式，提供嶄新的
幼稚園支援先導計劃；經香港大學進行成效研究，先導計劃
的成效顯著。2015年11月，政府參考此服務模式，推出「到
校學前康復服務」（OPRS）。

本會現時為56間幼稚園及共475名學童提供OPRS服務，合作的幼稚園已遍全港，並獲得高
度評價。本會累積了多年支援幼稚園SEN學童的經驗，已創立一套適用於幼稚園的全方位
訓練和輔導的雙軌模式，除此以外，亦實行加強校本支援，透過幼稚園與專業團隊的協作和 
交流，促進學童全面發展及融入課室環境，並提昇老師對學童的接納及支援。

政府由2018年10月開始將服務恆常化， 
亦逐年將服務名額由3000名擴展至7000名。
本會將繼續按服務需要，致力為有特殊需
要的學童提供專業而高質素的學前復康 
服務，為他們創建更美好的明天。有興趣
申請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幼稚園，請致電
(852)3618 6764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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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PRS）成效顯著   

   2018年納入常規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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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k Bright導思有法—幼兒高階思維訓練 
 (個別訓練部份)」認証課程

ACT-THINK-HO-18-00001

「Think Bright導思有法」是一套以實證為本(evidence-based)、顧及本地文化特色的訓練課程，
訓練對象是四至六歲就讀主流幼稚園的學童，但對在認知及語言發展方面有限制或輕微遲緩的 
學童的幫助更為顯著。

Think Bright課程分為三大基礎認知訓練項目，分別是類比思維(Analogical Thinking)、排序能力
(Sequential Thinking)及邏輯推理(Comparative and Logical Reasoning)。期望老師能靈活運用教材
進行「動態評估」及「導引式教學」，讓兒童的認知能力在有趣且適合其能力的訓練活動中有所提升。

課程教學將以小組討論、試教、教學示範及經驗分享的形式進行。

對象： 現正從事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專業同工、幼稚園/幼兒學校/特殊幼兒中心的 
教師及幼兒教育工作者，並必須先參與 「Think Bright導思有法—幼兒高階思 
維訓練」學前教育專業講座

導師： 協康會Think Bright團隊成員
地點： 協康會總辦事處(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K室)
費用： 全期兩天 $300 
證書： 1. 出席率達100%及通過評核後，將獲發為期兩年的「暫准證書」，並可免費獲贈教材 
    乙套。
   2. 於兩年內，完成實習要求，即可成為「Think Bright導思有法—幼兒高階思維訓練」認可 
    導師，並獲頒發「認証證書」。
備註：此課程將於4月28日後才公開接受報名，請留意APED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網頁 
   aped.heephong.org。

贊助 ： Alfar Charitable Trust

日期及時間 內容

第一節 日期：26/5/2018(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 - 下午12:30

• Think Bright教學理論

• 有效的「動態評估」及「導引式教學」

第二節 日期：26/5/2018(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 - 下午5:00
• 訓練項目：類比思維 
  (Analogical Thinking)

第三節 日期：2/6/2018(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 - 下午12:30
• 訓練項目：排序能力 
  (Sequential Thinking)

第四節 日期：2/6/2018(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 - 下午5:00
• 訓練項目：邏輯推理 
  (Comparative and Logical Reasoning)

28/4後開始 
網上報名

「Think Bright導思有法—幼兒高階
思維訓練」導師認証程序

參加「Think Bright導思有法— 
幼兒高階思維訓練」學前教育
專業講座（詳見p.06）

100%出席「Think Bright導思
有法—幼兒高階思維訓練」認
証課程

通過課程評核：

•於課程最後一節進行的即場
測驗得到合格分數

•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於工
作地點進行試教，並交回試
教紀錄

通過評核後，將獲發為期兩年
的「暫准證書」

完成實習要求：

•在「暫准證書」有效期間，每
年安排不少於三位學生使用
Think Bright訓練，每位學
生之訓練時數為十二節，並
交回訓練紀錄

•在課程導師確認後，即可
成為「Think Bright導思有
法 — 幼兒高階思維訓練」
認可導師

認証程序

補充資料



《續．部．提．昇 ─ 提升   

自閉症幼兒溝通能力應用

手冊》

自閉症幼兒的語言發展較一般兒童
慢，而即使孩子學懂講話，在與
人溝通時也經常出現問題，令家
長倍感擔心。《續．部．提．昇》
由協康會言語治療師團隊編寫，
於2009年首次出版，深受家長歡
迎。2017年，團隊重新審閱和修
訂此書，務求讓家長更有效了解自
閉症兒童的語言特徵和溝通型格之
餘，也可以認識自己的溝通型格，
繼而採用「續．部．提．昇」的策
略來設計活動，引導孩子在遊戲及
日常流程中，明白及學習雙向的 
溝通。

訂購請致電(852)2776 3111

自閉症兒童在語言發展和溝通方面往往有不同程度的障礙。除了家長，老師們也想方設法，希望能 
把握時間，及早幫助自閉症孩子改善他們的溝通能力，從而提升他們與成人及同儕的社交能力，助 
他們走進社群。然而，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老師們需要充分地認識自閉症孩子的溝通特質，適時及
適當地運用技巧和策略，才可有效地引導每一位自閉症孩子明白及運用與人溝通的方法。「續．部．
提．昇」是一套有系統的互動溝通訓練策略，期望透過是次以活動教學形式進行的工作坊，老師能掌握
如何運用此策略去設計個別及小組活動，讓自閉症孩子能在遊戲中學習，及在校園生活中與人溝通。

PROF-HO-18-00002

 「續．部．提．昇」提升自閉症幼兒 
溝通能力老師工作坊

節數 內容

第一節 • 兒童的語言發展階段及溝通特徵 

• 自閉症兒童及老師的溝通型格

第二節 提升自閉症兒童溝通能力的技巧 

第三節 及

第四節
如何為自閉症兒童設計個別及小組活動以提升其溝通能力

第五節 技巧應用拍攝片段分享及討論(學員需按照本工作坊所學到的技巧和策略，嘗試應用
於其日常課堂的工作中，並將活動過程拍攝片段，在最後一節課堂作分享及討論)       

對象：幼稚園、幼兒學校、特殊幼兒中心教師及幼兒教育工作者

導師：協康會言語治療師 伍慧敏女士

日期：2/6, 9/6, 16/6, 23/6 及 30/6/2018(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 - 5:00

地點：協康會APED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I室)

名額：12

費用：$1,250

即時網上報名

專業進修系列  09

熱門推介

APED會員$1,150

本課程亦設有到校的培訓服務，詳情
請見24頁。



 「拆解孩子的感覺密碼—認識感覺訊息處理 
困難及相關的支援策略」講座及教學研習坊

有些孩子對外界的感覺刺激反應遲鈍，終日精神渙散；另一些卻整天動個不停，不斷尋求感覺刺激。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些「非一般」的表現及令人困擾的行為，是和腦神經系統未能有效接收及整理環境
中的各種感覺訊息有關？這些孩子對周遭的感覺刺激出現反應過敏、過弱，或不斷尋求刺激的情況，
無法安定下來學習，經常被家長或老師誤解、責罵，甚至忽視。此課程會透過講座及教學研習坊， 
讓家長和老師認識孩子的「感覺訊息處理困難」，了解背後的影響因素，以及掌握相應的支援策略。

PROF-HO-18-00003

講座內容

講座一(講座) • 認識「感覺訊息處理」箇中奧妙

• 孩子的感覺為甚麼會出亂子

• 拆解獨一無二的「感覺密碼」

• 認識「感覺訊息處理困難」三主角

• 感覺訊息處理與感覺統合有何分別

講座二(工作坊) • 精明運用感覺策略

• 為「感覺訊息處理困難」三主角度身訂造的感覺食譜

• 調節覺醒狀態三步曲

• 打造貼心的家居環境

• 共建適當的校園環境

對象：學前至初小兒童的家長及老師

導師：協康會職業治療師 鄭蕭女士

日期：29/6 及 6/7/2018(星期五)

時間：晚上7:00 - 9:30

地點：協康會康苗幼稚園(九龍旺角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地下)

名額：40

費用：$1,100 

備註：•建議參加者穿著輕便服裝上課，以便進行實習活動

    •參加此講座及教學研習坊者可以以優惠價購買《拆解孩子的感覺密碼—認識 
 感覺訊息處理困難及相關的支援策略》，詳請將稍後電郵給各參加者。

即時網上報名

同時適合專業同工／家長參加

10  專業進修系列

熱門推介

《拆解孩子的感覺密碼 ─ 

認識感覺訊息處理困難及

相關的支援策略》

本書為協康會職業治療師團隊所精
心製作，用輕鬆生動的書寫手法及
漫畫插圖，向家長及老師闡述有 

「感覺訊息處理困難」的孩子在生
活上遇到的種種困難及其成因；並
透過多年的臨床經驗及治療心得，
為大家提供一些在家中或學校中可
運用的感覺策略、訓練活動以及貼
心的環境調適方法，使這些孩子能
愉快地成長及學習。
 
訂購請致電(852)2776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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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ADHD)兒童的動作協調、計劃和組織力均遜於同齡兒童，協康會物理治
療師團隊由2005年開始以「身心導向：ADHD綜合協調訓練」(Integrated Training of Coordination 
Attention Regula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英文簡稱ICARE)來幫助ADHD兒童改善身心控制 
的能力，提升兒童在日常學習及生活上的功能。此套訓練方法參考及依據多項學術研究，利用各種
知覺肌能、協調動作、動作計劃及組織的訓練，專門針對ADHD兒童的覺醒狀態、專注和執行功能的
問題。

對象：持有「幼兒體育幼師進階課程證書」之人士(報名時須提供證書副本或編號)

導師：協康會物理治療師 蕭倩珩女士

日期：24/8, 31/8 及 7/9/2018(星期五)
時間：<第一、二節>下午6:30 - 8:15
  <第三節>下午6:30 - 8:00

地點：協康會APED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 I室)

費用：全期三節$980

名額：12

證書：完成兩個選修項目及出席率達100%者將獲發課程證書

備註：參加者必須穿著輕便運動衣服上課

課程內容

第一節 ADHD兒童的特徵

• 動作發展與執行功能

ADHD兒童的困難

• 動作協調與計劃             • 覺醒狀態與專注

第二節 綜合協調訓練(ICARE)的原理與方法

實踐ICARE的步驟

• 調適覺醒狀態                 • 調適專注

• 動作協調與計劃訓練

第三節 實踐ICARE的步驟

• 反應抑制訓練                 • 工作記憶訓練

• 重組及管理工作訓練
如何在課堂應用

「幼兒體育」

特教幼師證書課程

愈來愈多在成長和學習上有特殊需
要的幼兒在主流或融合幼兒園和幼
兒中心就讀，他們往往因為個別的
學習困難而難於掌握在大肌肉課中
的活動步驟，以致失去學習動機。

 「特教幼師證書課程」特別為已完成 
 「幼兒體育幼師進階課程」的幼師而
設，目標讓幼師了解有特殊需要
兒童的體能發展和動作協調技巧
上與主流兒童的分別，認識常見
的症狀和學習相關的訓練理論和策
略，以及運用於體育課教學上的具
體技巧。

課程設有三項課題，學員可根據工
作需要及興趣選讀，包括：
• 發展遲緩及動作協調困難的體
 能動作訓練
• 自閉症的動作計劃及組織訓練
• 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綜合
 協調訓練

完成兩個選修項目及出席率達
100%者即可獲發課程證書。

PROF-HO-18-00004

 「幼兒體育」特教幼師證書課程  選修項目  
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綜合協調訓練

APED會員$900
即時網上報名

補充資料



課程內容

第一節 兒童發展評估

• 應用《兒童發展評估表》探討評估原則

認知、社交及情緒

• 應用《兒童發展評估表》探討評估方法、使用物料和評分標準，並在課堂加以實習

第二節 大肌肉、語言、小肌肉及自理

• 應用《兒童發展評估表》探討評估方法、使用物料和評分標準，並在課堂加以實習

第三節 編訂個別教育計劃

• 應用《兒童學習綱領》和訓練目標光碟編訂個別教育計劃

第四節 到校服務的支援策略

2至6歲是兒童成長的重要階段，把握時間給予兒童適當的訓練，能對他們日後成長帶來莫大裨益。

課程透過講解、示範、影片分享及實習，讓幼兒老師掌握兒童在發展階段的需要，及早識別發展遲緩
的徵象，並為兒童進行評估及編寫個別教育計劃。另外，亦可加深認識到校服務，掌握關鍵技巧和訓
練策略，有效支援在主流幼稚園就讀學童。

對象：幼稚園/幼兒學校/特殊幼兒中心的教師及幼兒教育工作者

導師 ：協康會高級幼兒教師 陳翠霞女士、游鳳詩女士及歐陽淑嫻女士

 日期 ：8/9 及 15/9/2018(星期六)
時間 ：上午9:00 - 下午1:00 及 下午2:00 - 5:00

地點 ：觀塘平安福音堂(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6樓G室)

費用：全期四節$5,500(學費已包括課程用書《兒童發展評估表(修訂版)》、《兒童學習綱領》、   
  《兒童發展評估材料套》連光碟及《 學前兒童訓練指南》)

名額 ：25 - 30

證書 ：出席率達100%者將獲發課程證書。

 「2至6歲發展障礙兒童—  
識別、評估及編寫個別教育計劃」證書課程
第7期： PROF-HO-18-00005

本課程亦設有到校的培訓服務，詳情
請見24頁。

即時網上報名

《兒童發展評估》  

認知發展評估工具箱

此套評估工具箱配合協康會《兒 
童發展評估表》使用，供幼兒老
師及專業教育工作者為0-6歲兒童
進行認知發展評估，並根據評估
結果編訂個別教育計劃，內容包
含《兒童發展評估》認知發展全部
174個評估項目(感覺知覺、因果
關係、空間概念、物品概念、顏
色概念、形狀概念和數學概念)所
需的用具。

* 限量製作，接受預購，
 查詢請電(852)2784 7700

12  專業進修系列

熱門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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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語言發展」 

幼師證書課程系列

幼兒的語言發展是學前兒童成長
及學習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無論
在幼兒的日常學習、社交互動或
認知發展中，適當的語言能力是
不可或缺的。幼兒由簡單的牙牙
學語發展至清晰並複雜的語句組
織及結構，過程中需要成人營造
合適的語言環境以提供有效的語
言刺激及誘導，才能全面地發展
幼兒的語言及溝通能力。因此，
在幼兒的語言發展中，學前階段
的老師及同工扮演著十分重要的
角色。

此課程系列由言語治療師主講，
理論與實踐並重，旨在提升學前
老師及同工對幼兒的語言理解及
表達、社交溝通、口肌及發音發
展的認識，並掌握促進兒童語言
發展的教學方法及技巧。 

整個課程系列按兒童語言發展階
段分為「基礎語言發展」幼師證書
課程及「進階語言發展」幼師證書
課程。每個課程各設有三個必修
單元，學員修畢三個單元及出席
率達100%將獲發課程證書。

 「基礎語言發展」幼師證書課程單元一

如何促進幼兒的語言發展
第6期：PROF-HO-18-00006

Hanen Centre® Teacher Talk認可課程

本課程亦設有到校的培訓服務，詳情
請見24頁。

即使是年齡相若的幼兒，其語言發展速度及溝通型格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有些幼兒在課室環境中表
現得較被動，甚少主動與他人溝通交往，以致對其學習造成影響，也為幼兒老師的日常教學帶來不少
挑戰。

此課程針對幼兒老師的日常教學需要，以課堂環境為前設，旨在提升他們對兒童語言發展的認識， 
及掌握語言誘導的技巧，並學習如何透過幼兒日常學習中的對話、遊戲及常規，營造豐富互動的語言
學習環境，以促進不同類型兒童的語言與溝通發展。

課程內容

第一節 • 幼兒語言發展的階段及溝通型格

 • 老師的角色

 • 如何營造幼兒主動溝通的環境

第二節 • 誘導幼兒主動溝通的四大技巧

 • 培養幼兒交談對話的方法

 • 小組互動五部曲

對象：幼稚園、幼兒學校、特殊幼兒中心教師及幼兒教育工作者

導師：協康會言語治療師 曾家敏女士

日期：22/9/2018(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 - 下午12:30 及 下午1:30 - 4:30

地點：協康會APED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 I室)

名額：20

費用：全期兩節$1,300(學費已包括課程用書《Encouraging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Early Childhood Settings》)

證書：此為Hanen Centre® Teacher Talk認可課程，課程包括一份課前作業(將於上課前以 
 電郵發送予學員)，完成作業及出席率達100%者將獲發Hanen Centre® 認可證書。

即時網上報名

補充資料



本課程亦設有到校的培訓服務，詳情
請見24頁。

 「進階語言發展」幼師證書課程單元二

如何提升學前高階語言思維及組織能力 
第3期：PROF-HO-18-00007

四至六歲是學童發展高階語言思維及組織能力的重要階段，高階思維能力直接影響學童的日常學習、
社交解難及課堂學習等表現，而語言組織能力則影響學童的表達及與人溝通的自信心。

課程以講座及實習形式進行，旨在提升學員對高階語言思維發展的認識，並掌握促進高階思維及語言
組織能力的技巧。

對象：幼稚園、幼兒學校、特殊幼兒中心教師及幼兒教育工作者

導師：協康會言語治療師 陳栢煒先生

日期：19/5 及 26/5/2018(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 - 下午12:30

地點：觀塘平安福音堂(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6樓G室)

名額：20

費用：全期兩節$1,100

課程內容

第一節 • 四至六歲學童語言能力發展

 • 如何提供合適的語言刺激

 • 高階思維的不同範疇

第二節 • 促進高階思維的技巧

 • 提升語言組織能力的技巧

APED會員$1,000

《詞彙學習小天地》

《詞彙學習新領域》

本書一套兩冊，分別適合3-5歲和
5-7歲兒童，以生動有趣的圖像、
循序漸進的練習和活動，包括分
類、找異類、聚歛性命名以及擴
散性命名等有效學習詞彙的方
法，協助兒童將詞彙有系統地記
憶及整合，並儲存於他們的詞彙
庫中。家長及導師也可藉此觸類
旁通，採用有系統且具創意的方
法，引導兒童學習和組織詞彙，
促進其語言發展。

訂購請致電(852)2776 3111

即時網上報名

14  專業進修系列

熱門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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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的目的是讓教師了解PEP-3評估工具及TEACCH訓練模式的理念和運作，掌握自閉症兒童的
能力及學習需要，透過建立有系統的學習環境、有規律的流程和視覺提示，提升他們的學習和自我管理
能力。課程適合需要教導和訓練自閉症兒童的教育工作者，學員完成課程後可獨立進行相關的評估
工作及編寫個別教育計劃。

對象：幼稚園、幼兒學校、特殊幼兒中心及特殊學校的教師

導師：協康會高級幼兒教師 陳寶珊女士及盧素心女士

日期及時間：第一、二節 5/5/2018(星期六)上午9:00 - 下午1:00 及 下午2:00 - 5:00 
  第三、四節 12/5 及 26/5/2018(星期六)上午9:00 - 下午1:00

地點：協康會總辦事處(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K室)

名額：20-25

費用：全期四節$6,600
 (學費已包括課程用書《自閉症兒童心理教育評核(第三版—修訂)》連光碟、 
 工具書、材料套及《自閉症兒童訓練指南(全新版)》)

證書：出席率達100%者將獲發課程證書

課程內容

第一節 及

第二節

• 認識《自閉症兒童心理教育評核(第三版)》(PEP-3)的項目操作及評核方式

• 實習應用PEP-3評估項目

第三節 • 介紹《自閉症兒童訓練指南》的使用方法

• 認識如何根據評估結果編寫「個別教育計劃」(IEP)

• 實習如何設計「個別教育計劃」(IEP)

第四節 • 認識TEACCH的理念及內容

• 認識如何在課室推行結構化教學模式，包括設計教學環境、程序時間表和 
 個人工作系統

• 實習如何在課室建立結構化教學法的環境

• 跟進PEP-3評估

APED會員$6,400

 「自閉症兒童評估及訓練」證書課程
 第12期：PROF-HO-18-00008

本課程亦設有到校的培訓服務，詳情
請見24頁。

即時網上報名

《自閉症兒童訓練指南 

 (全新版)》

全書一套六冊，配合中文版PEP-3
評估項目，按自閉症兒童的主要障
礙和學習需要編訂200多項的訓練
目標及逾1,000項訓練活動，內容
由淺入深，結合日常生活。第一冊 
 《教學策略》詳述自閉症兒童的特性
和學習特點，及剖析結構化教學法
的訓練原理和實行方法；其餘五冊 
 《活動指引》涵蓋認知；語言理解和
語言表達；小肌肉和大肌肉；模仿、
情感表達及社交活動；及自理各大
範疇。隨書備有光碟，附有結構化
教學法的施行步驟、教材照片和圖
片，方便列印使用。

訂購請致電(852)2776 3111

*此書另有簡繁中文版本

熱門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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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的目的是讓學員了解《知情解意：SCERTS自閉症兒童綜合教育模式》的理念，並學習如何將有
關理論應用於自閉症兒童的教育工作和家居訓練上。透過不同的個案研習及討論，學員將能更全面地
明白自閉症兒童的特殊教育需要，從而懂得靈活地調適環境及運用恰當的人際互動技巧來幫助自閉症
兒童及其家庭。

完成此基礎課程的教育專業人員可繼續修讀專業進階課程(詳情見17頁)；家長修畢此基礎課程後可報
讀特別為家長而設的進階課程，(詳情見39頁)。

對象：對自閉症兒童教育有興趣的專業教育人員和家長
導師：協康會SCERTS團隊成員(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
日期： 26/5/2018(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 - 中午12:00
地點：觀塘平安福音堂(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6樓G室)
名額：100
費用：$130或
 $250(同時購買《知情解意：SCERTS綜合教育模式應用手冊》)
證書：完成課程的學員將獲發聽講證書

「知情解意：SCERTS
自 閉 症 兒 童 綜 合 教 育 

模式」課程系列

 「知情解意：SCERTS自閉症兒童 
綜合教育模式」是由五位專門研究
自閉症的美國學者，根據超過20
年以上的臨床研究而發展出來的多
專業綜合教育模式，主要目的是透
過人際關係及學習上的支援，幫助
自閉症兒童發展社交溝通及情緒調
節的能力，以應付日常生活中社交
及學習上的挑戰。

「知情解意：SCERTS自閉症兒童綜合教育模式」 
基礎課程
第6期：PROF-HO-18-00009

「知情解意：自閉症兒童 
綜合教育模式」家長進階

課程

 • 單元一：社交至語言伙伴

(未能使用口語或圖片作溝通，
以至開始用簡單短句作溝通)

 • 單元二：交談伙伴
(能以完整句式作溝通)

「知情解意：自閉症兒童

綜合教育模式」基礎課程

家長

「知情解意：自閉症兒童綜
合教育模式」專業進階 

課程

 • 社交伙伴
 (未能使用口語或圖片作溝通)

 • 語言伙伴
 (能以詞語或簡單短句作溝通)

 • 交談伙伴
(能以完整句式作溝通)

專業教育人員

同時適合專業同工／家長參加

即時網上報名

講座內容

• 全面理解自閉症兒童的兩大核心困難；

• 概括認識《知情解意：SCERTS自閉症兒童綜合教育模式》的主要元素及核心理念；

• 識別不同發展階段自閉症兒童在社交情緒發展上的需要；及

• 了解不同發展階段自閉症兒童的支援策略。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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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解意：SCERTS自閉症兒童綜合教育模式」專業進階課程按兒童社交溝通能力分為「社交伙伴」、
「語言伙伴」和「交談伙伴」三個單元，「社交伙伴」是指完全未能使用口語或圖片作溝通的兒童，而開
始以詞語或簡單短句來溝通的兒童屬於「語言伙伴」，能以完整句式作溝通則已進入「交談伙伴」階段。
學員可按需要自由選修個別或全部單元。

今期推出專業進階課程「語言伙伴」單元，透過個案分享、討論、短片分享和角色扮演，讓專業教學
人員進一步了解處於「語言伙伴」階段(即開始以詞語或簡單短句來溝通)的兒童的需要及訓練模式。
完成課程後，學員應能：
• 分析「語言伙伴」階段的兒童在社交溝通及情緒調節上的教育需要；
• 概述「語言伙伴」階段的兒童所需的協作支援；及
• 設計支援策略及教具以協助處於「語言伙伴」階段的兒童。

對象： 修畢「知情解意：自閉症兒童綜合教育模式」基礎課程的幼師、特殊或主流學校教師、 
            治療師、心理學家、社工及其他支援自閉症兒童的教育工作者和專業人員

 導師： 協康會SCERTS團隊成員(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
 日期：9/6 及 16/6/2018(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 - 下午12:30
 地點： 觀塘平安福音堂(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6樓G室)
 名額： 25
 費用： 全期兩節$1,200
 證書： 完成課程的學員將獲發聽講證書
 備註： 本課程為專業教學人員而設，有興趣的家長可修讀為家長而設的進階課程， 
   詳情見39頁。

課程內容

第一節 • 社交溝通的行為表現
 • 社交溝通的教學重點
 • 如何觀察兒童的行為表現、訂立訓練及支援目標
 • 人際關係及學習支援策略

第二節 • 情緒調節的行為表現
 • 情緒調節的教學重點
 • 教具的設計及運用
 • 綜合課堂設計

「知情解意：SCERTS自閉症兒童綜合教育模式」 
  專業進階課程(語言伙伴) 
    第4期：PROF-HO-18-00010

即時網上報名

《知情解意：SCERTS 

綜合教育模式應用手冊》

本書為協康會SCERTS專責小組
四年的本地實踐經驗結集。

第一章理論篇先闡述SCERTS模
式的理念及理論，詳細介紹社交溝
通、情緒調節及協作支援三大範疇
的內容。

第二章實戰篇透過三個處於不同
階段的自閉症幼兒個案，分析促
進自閉症兒童社交溝通及情緒調節
的策略，並具體地展示本地化實踐
步驟。

讓讀者能按部就班地為兒童進行
評估及編寫教育計劃，全面地掌
握SCERTS模式的支援策略。隨
書附有光碟，內有情緒圖卡、情
緒動畫及相關的教具資源，包括: 
輪候表、常規提示卡和課室時間表
圖卡，方便讀者下載及列印使用。

訂購請致電(852)2776 3111

熱門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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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透過講座及實習，讓幼師了解幼兒身體成長及感知肌能發展的基礎知識、分辨有肌能發展障礙及
動作協調困難幼兒的方法、以及編排幼兒體育活動的基本概念及原則。

此課程為「幼兒體育」幼師證書的基礎課程，完成後可繼續進修「進階課程」(詳情見19頁)。

「幼兒體育」幼師證書課程

系列

現今幼兒教育多採用多元智能的
發展理論，幼兒的學習與運用肢
體活動的能力有著互相影響的關
係。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培養
幼兒對體育運動的習慣，有助他
們大小肌能發展及促進身體的健
康。除此之外，幼兒從體育活動
中可以學習到多樣的概念，如動
作概念及空間概念，以及發展與
同儕社交互動的技巧，可見體育
在幼兒教育的重要。

此系列課程由兒科物理治療師教
授有關幼兒身體成長及感知肌能
發展的基礎知識，以及幼兒體育
課程的設計方法，期望透過有系
統的教授及實踐，讓從事幼兒教
育人士掌握設計幼兒體育活動的
方法，同時提高他們對幼兒體育
的重視及興趣。

整個系列包括基礎、進階、深造
及特教四個課程。

「幼兒體育」幼師基礎證書課程
    第47期：PROF-HO-18-00011

    第48期：PROF-HO-18-00012 

    第49期：PROF-HO-18-00013

課程內容

第一節 幼兒的成長與發展 (講座)

 • 幼兒身體成長及肌能發展的元素(包括：感覺系統、骨骼、肌肉與神經系統等)

 • 基礎感知肌能的發展步驟：包括爬行、步行及上肢功能等

第二節 有特殊需要幼兒的感知肌能 (講座及實習)

 • 簡介影響幼兒成長及肌能發展的常見問題

 • 簡介肌能發展及協調障礙幼兒的特徵

第三節 幼兒的大肌肉發展評估 (講座及分組實習)

 • 幼兒大肌肉發展評估工具的運用

 • 分辨大肌肉發展障礙的方法(包括：肌肉張力、平衡及協調能力的測驗等)

第四節 幼兒體育課程的設計 (講座及分組實習)

 • 幼兒體育課程的範疇及其理念

 • 如何利用「體育概念學習輪」編排全面的體育課程

對象：幼稚園、幼兒學校、特殊幼兒中心教師

導師：協康會物理治療師 黃綺嫻女士 
日期：<第47期> 10/5, 17/5, 24/5 及 31/5/2018(星期四) 
 <第48期> 7/6, 14/6, 21/6 及 28/6/2018(星期四) 
 <第49期> 5/7, 12/7, 19/7 及 26/7/2018(星期四) 
時間：下午6:30 - 8:15

地點：協康會青蔥計劃大坑東中心(九龍大坑東邨東滿樓地下10-14號)

名額：16

費用：全期四節$1,250

證書：出席率達100%者將獲發課程證書

備註：參加者必須穿著輕便運動服裝上課

即時網上報名

基礎

進階

深造 特教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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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為已完成「幼兒體育」幼師基礎證書課程而設，包括四節必修課題，透過講座及分組實習，讓
幼師了解體適能的理論基礎及有效提升幼兒體適能的方法。

完成此課程後，可按個人需要和興趣選修「深造證書」或「特教幼師」課程。

課程內容

第一節 幼兒健康體適能

 • 幼兒健康體適能的概念

 • 測試的方法及標準

第三節 提升幼兒健康體適能

 • 提升健康體適能的方法 

 • 幼兒活動的設計

第二節 幼兒技巧體適能

 • 幼兒技巧體適能的概念

 • 測試的方法及標準

第四節 提升幼兒技巧體適能

 • 提升技巧體適能的方法

 • 幼兒活動的設計

 • 全面體適能活動的編排方法

對象：持有「幼兒體育幼師基礎課程證書」之人士(報名時須出示證書副本或編號)

導師：<第36期> 協康會物理治療師 黃綺嫻女士
 <第37期> 協康會物理治療師 葉舒娜女士
日期：<第36期> 6/9, 13/9, 20/9 及 27/9/2018(星期四) 
 <第37期> 14/9, 21/9, 28/9 及 5/10/2018(星期五) 
時間：下午6:30 - 8:15

地點：<第36期> 協康會青蔥計劃大坑東中心(九龍大坑東邨東滿樓地下10-14號)
 <第37期> 協康會APED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I室) 
名額：16

費用：全期四節$1,250

證書：出席率達100%者將獲發課程證書

備註：參加者必須穿著輕便運動服裝上課

APED會員$1,150

「幼兒體育」幼師進階證書課程
    第36期：PROF-HO-18-00014

    第37期：PROF-HO-18-00015

即時網上報名

《幼兒單元教學 ─ 教案
及活動》

此單元教學參考書專為教導特殊
需要兒童而編寫，糅合協康會 
專業團隊多年的教學經驗與教育
心理學，所選的單元題目與3-6歲
幼兒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全書
四冊，涵蓋：(1) 認識自已、我的 
家庭及家居設備；(2) 我的幼兒園、 
交通工具，及植物和大自然景
象；(3)為我們服務的人、我們
的社區及節日；(4) 動物及食物。
每個單元的教案編寫範例均分
高、中、低三組，為使用者提供
完整的教案作參考。

訂購請致電(852)2776 3111

熱門推介



此課程為巳完成「幼兒體育」幼師進階證書課程的教師而設，課程提供十個選修課題，學員可根據工作
需要及個人興趣，自由選讀。各選修課題能夠讓幼師能更深入地了解各個理論的精髓，把理論應用於日
常教育工作中，為不同發展階段的幼兒設計合適的體育活動。當中更包括針對香港幼兒體能發展上的獨
特需要推出專題課程，令教師在選擇活動時更能得心應手。課堂著重動作體驗和教學實習，使幼師能
夠掌握與設計多樣化教案的技巧。每季定期出不同課題，完成其中四項可獲取「課程證書」。今期推出 
其中三個課題選項。

「幼兒體育」幼師深造證書課程

幼師基礎證書課程
(四項必修課題)

1. 幼兒的成長與發展

2. 幼兒的體能測試

3. 有特殊需要幼兒的體能特徵

4. 幼兒體育課程的設計

幼師進階證書課程
(四項必修課題)

1. 幼兒體適能測試

2. 幼兒健康體適能

3. 幼兒技巧體適能

4. 幼兒體育課程全面性的編排 

幼師深造證書課程
(十項課題其中四項，每期定期 
推出，不同課題)

1. 嬰兒按摩技巧與運用

2. 治療球的百變使用

3. 適合幼兒的瑜伽運動

4. 幫助幼兒改善姿勢的運動

5. 零至一歲嬰兒的大肌發展訓練

6. 一至二歲幼兒的大肌發展訓練

7. 二至四歲幼兒的大肌發展訓練

8. 四至六歲幼兒的大肌發展訓練

9. 幫助幼兒改善平衡的運動

10. 幫助幼兒改善手眼協調的運動

「幼兒體育」幼師證書課程

進修階梯

選修項目 內容

幫助幼兒改善手眼協調的運動
PROF-HO-18-00016

導師：協康會物理治療師 蕭倩珩女士

日期：13/7, 20/7 及 27/7/2018(星期五)

時間：<第一、二節> 晚上6:30 - 8:15

           <第三節> 晚上6:30 - 8:00

地點：協康會APED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

           (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 I室)

費用：全期三節$980

第一節 認識幼兒階段手眼協調的發展 

 • 建構手眼協調發展的神經肌肉元素

 • 手眼協調在幼兒學習及發展動作技巧的關係

 • 測驗的手眼協調方法

第二節 改善手眼協調的運動(一)

 • 上肢操作能力的運動

 • 眼睛肌肉控制的運動

 • 身體與上肢協調的運動

第三節 改善手眼協調的運動(二) 

 • 身體雙側協調的運動

 • 訓練空間感的運動

 • 增加動作反應速度的運動 

 • 選取訓練器材的適當方法

APED會員$900

20  專業進修系列

對象： 持有「幼兒體育幼師進階課程證書」之人士(報名時須提供證書副本或編號)

名額：每個選修課題10人

證書： 完成四個選修項目及出席率達100%者將獲發課程證書

備註： 參加者必須穿著輕便運動衣服上課

即時網上報名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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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項目 內容

適合幼兒的瑜伽運動
PROF-HO-18-00017

導師：協康會物理治療師 張詩詠女士

日期：2/8, 9/8 及 16/8/2018(星期四)

時間：<第一、二節> 晚上6:30 - 8:15

           <第三節> 晚上6:30 - 8:00

地點：協康會APED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

           (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 I室)

費用：全期三節$980   

第一節 • 瑜伽的由來及功用

 • 幼兒學習瑜伽的好處及要點

 • 基礎人體結構(一) 

 • 瑜伽式子練習(一)

第二節 • 教導幼兒瑜伽的正確方法及安全事項

 • 基礎人體結構(二)

 • 瑜伽式子練習(二)

 • 實習教導幼兒瑜伽的方法

第三節 • 基礎人體結構(三)

 • 瑜伽式子練習(三)

 • 實習教導幼兒瑜伽的方法

治療球的百變使用
PROF-HO-18-00018

導師：協康會物理治療師 黃綺嫻女士

日期：16/8, 23/8 及 30/8/2018(星期四)

時間：<第一、二節> 晚上6:30 - 8:15

           <第三節> 晚上6:30 - 8:00

地點：協康會青葸計劃大坑東中心

          (九龍大坑東邨東滿樓地下10-14號)

費用：全期三節$980

第一節 治療球的基礎 

 • 特性及用途

 • 親身體驗治療球

第二節 治療球在幼兒健康體適能訓練的應用

 • 加強健康體適能的方法

 • 改善坐立及書寫時姿勢的運動

第三節 治療球在幼兒技巧體適能訓練的應用 

 • 加強技巧體適能的方法

 • 改善平衡及動作協調能力的運動

APED會員$900

APED會員$900

《大腳板運動場》

嬰幼兒的玩耍大部份是建構於「感
覺動作」和「感知動作」的活動，
他們在過程中發展和鞏固七大
感官(視覺、聽覺、觸覺、嗅覺、
味覺、前庭覺和本體覺)，以及神
經肌肉系統的配合和協調。協康
會的物理治療師團隊撰寫此書，與
新手爸媽分享他們訓練嬰幼兒的專
業知識，舉出逾120項重點嬰幼兒 
活動，活動的設計同時著重孩子的
感官和肌能發展，以及建立親子互
動關係的元素，讓爸媽享受開心和
有教育意義的親子時刻。

訂購請致電(852)2776 3111

熱門推介

即時網上報名

即時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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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得其樂—家長管教

技巧課程」

此課程由本會與香港理工大學及 
香港大學共同研發，首個以實證 
為本、專為本港家長設計，並針對
特殊需要兒童的管教技巧課程， 
幫助家長提升管教效能。

逾120位家長參加為期兩年的隨機
對照測試，研究結果顯示「教得 
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有效 
減少孩子的問題行為，同時能有效
紓減家長的親職壓力。有關研究論
文刊登於國際權威期刊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第56期(2016)。

此課程於亞洲區家庭研究聯盟
(Consortium of Institutes on Family 
in the Asian Region, CIFA)在首爾 
舉辦的「2016和富亞洲傑出家庭 
工作計劃大獎」(2016 Wofoo Asian 
Award for Advancing Family Well-
Being)中，從36支來自香港、 
中國、台灣、新加坡、韓國、馬來 
西亞的隊伍中脫穎而出，勇奪 
金獎。

本課程旨在培訓帶領「教得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的導師，助其明白及掌握每節課程的內容、 
活動設計和理念。透過導師的講解及經驗分享，學員能明白不同管教技巧的竅門，以免使用時不得 
其法；同時能知悉應用於特殊需要兒童時應注意的事項。此外，透過角色扮演，學員能清楚體驗向 
家長教授不同管教技巧的方法及竅門，將來帶領課程時更得心應手。學員完成課程並取得合格成績後
將成為「教得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認可導師。

課程內容

第一節 1.「教得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課程概覽
2.「教得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課節內容
  • 第一課︰良好的親子關係     • 第二課︰ABC行為分析 

第二節 1.「教得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課節內容
  • 第三課︰鼓勵良好行為     • 第四課︰「我都做得到！」
  • 第五課︰預防問題行為  

第三節 1.「教得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課節內容
  • 第六課︰處理輕微至嚴重的問題行為
  • 第七課︰停想時段與隔離區域     • 第八課︰訂定綜合計劃
2.  講解習作內容

第四節 1.  習作討論、測驗及試教
2.「教得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研究過程及結果
3.  頒發證書       

對象： 社工、心理學家和學前幼兒教師，須具2年或以上服務特殊需要兒童和帶領家長小組的經驗

導師： 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 陳鑑忠先生及資深社工

日期： 5/7, 12/7, 19/7 及 16/8/2018(星期四)

時間： 下午2:00 - 5:30 

地點： 協康會APED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 I室)

名額： 15

費用： 全期四節$2,400

證書： 出席率達100%及通過評核(包括習作、試教及測驗)者將獲發課程證書，成為 
「教得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認可導師，並可免費獲贈導師教材乙套 
  (導師手冊連資源光碟、家長手冊及情緒卡)

備註：「教得其樂」家長手冊另有簡體中文版可供購買

「教得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 
  導師培訓證書課程
    第8期：PROF-HO-18-00019 

即時網上報名

補充資料



Certified Training Seminar:
Caregiver-Assisted Social Skills Training Program

PEERS® for Young Adults 

23-25 March 2018 | 9:30am -5:30pm
Block G, Upper Floor, Resources Center, Jao Tsung-I Academy
HK$8,500 per person*

Dr. Elizabeth Laugeson
Founder & Director, UCLA PEERS® Clinic, UCLA Semel Institute, Los Angeles, CA
PEERS® Curriculum Developer, Associate Clinical Professor

Evidence-Based Social Skills Training for Young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Other Social Chanllenges

*Course Fee included Text Book: PEERS® for Young Adults: Social Skills Training for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Other Social Challenges

23

Course Description

The PEERS® for Young Adults Certified Training Seminar is designed exclusively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educators, medical professionals, speech and language pathologists, 
occupational and recreational therapists, researche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who work with 
young adults with social challenges. PEERS® is the ONLY available evidence based social skills 
program for adolescents and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is used clinically for 
youth with ADHD, anxiety, depression and other social challenges. Attendees will obtain 24 
hours of train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ERS® for Young Adults: Social Skills Training 
for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Other Social Challenges (Laugeson, 2017) and 
will receive certification as PEEERS® Certified Providers upon full completion of the training.

Upon completion, the attendees will

• Learn about the friendship and social difficulties common to young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other social challenges

• Learn how to conduct group social skills training for young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caregivers

•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PEERS® for Young Adults Treatment Manual and the research 
upon which it is founded

• Be equipped with the tools to deliver the PEER® in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medical, 
research, or educational settings

Further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twonominees.org.
Enquiry: paul.choy@twonominees.org

Organized by: Two Nominees Ltd     Co-organized by: Heep Hong Soc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