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化教学法进阶课程” 

工作坊 

星宁教育特别邀请到香港协康会高级幼儿教师谭淑明女士、香港协康

会资深职业治疗师邓丽仪女士，将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31 日在杭州

举办《结构化教学法进阶课程》。 

特邀培训导师：谭淑明女士   香港协康会高级幼儿教师 

              邓丽仪女士   香港协康会资深职业治疗师 

邀请对象：广大专业人士、特殊教育老师 

邀请要求：需拥有结构化教学基础课程证书 

报到：3 月 28 日早上 8 点 30 分，需带持有的证书在东方豪生大酒店

24 楼报到，有请星宁代为预定酒店的学员请与徐老师联系，

13588386636. 

培训日期：2016 年 3 月 28 日--31 日（周一至周四） 

          （报名者必须四天连续出席） 

培训时间：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培训地点：杭州东方豪生大酒店 

培训费用：4000 元/人 

培训人数：20 人（以交费为准，名额有限） 

支付方式：开户银行：杭州银行复兴支行 

          开户名称：杭州星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对公账号：3301040160001352924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大禹支行  

          开户名称： 陈夏明 

              账号：6228480322466566112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文苑支行 

          开户名称： 陈夏明 

              账号：6212261202022953575 

主办方： 香港协康会 

 官 网：http://www.heephong.org 

承办方：杭州星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官 网：http://www.hzxingning.com/ 

微信公众号：杭州星宁教育 

电子邮件：xingning1808@163.com  

联 系 人：徐老师 13588386636  /  周老师 15757169573 

培训导师简介： 

谭淑明 (高级幼儿教师) 

谭老师为协康会高级幼儿教师，拥有李惠利专业教育学院幼儿教育系

高级文凭、理工学院特殊教育工作证书、香港教育学院幼儿院校长证

书并拥有香港政府认可幼儿教師资格。她从事特殊幼儿教育逾三十年，

对辅导自闭症儿童以及推行结构化教学的训练模式有多年的经验。谭

老师积极参与香港及华人地区自闭症儿童训练工作，曾多次在国内的

交流培训班中负责介绍有关自闭症儿童的评估与及结构化教学等范

畴；她多年来为协康会培训了无数优秀的幼儿老师，并协助编写多套

http://www.hzxingning.com/


协康会有关自闭症儿童训练的书籍。 

邓丽仪 (职业治疗师) 

邓老师为协康会资深职业治疗师，拥有香港理工大学职业治疗专业文

凭、医疗护理学理学硕士学位、脑神经发展治疗证书、感觉统合评估

(SIPT) 证书及各项治疗技巧的进修证书；她曾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大学 Division TEACCH修读有关自闭症儿童评估及训练的课程；亦曾

就 SCERTS 训练模式到英国考察。邓老师从事康复工作廿多年，曾参

与协康会自闭症儿童训练，协助翻译及编写《自闭症儿童心理教育评

核(第三版)》、协助编写《自闭症儿童训练指南》 和最近出版的《知

情解意：SCERTS 綜合教育模式應用手冊》，在儿童评估及治疗方面

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并积极参与香港及华人地区自闭症儿童训练的

员工培训工作。 

 

 

 

 

 

 

 

 

 

 



《结构化教学法进阶课程》工作坊 

培训地点交通图 

交通地图： 

 
 

交通指南：  
杭州火车站（城站）乘车路线： 
     从出口处步行至公交“城站火车站”上车，乘坐 185 路（汽车北站方向）或 88 路，在

“公交总公司南站”下车，步行约 600 米，到达东方豪生大酒店。 
 
杭州火车东站乘车路线： 

从出口处步行至公交“火车东站西站”上车，乘坐 b 支 3 路（滨文中心站方向）或 b4
路，到“闸弄口新村（brt）”下车，步行约 300 米，到达东方豪生大酒店。 

 
杭州汽车北站乘车路线： 
    从出口处步行至公交“汽车北站”上车，乘坐 b 支 1 路，到闸弄口新村（brt）站下车，

步行约 280 米，到达东方豪生大酒店。  
 
 

工作坊地点： 

东方豪生大酒店 



杭州汽车南站乘车路线： 
从出口处步行约 470 米进入地铁“婺江路”站上车，乘坐地铁 1 号线（文泽路方向），

到闸弄口站（C 口出）下车，步行约 1.1 公里，到达东方豪生大酒店 
 
杭州汽车客运中心乘车路线： 
   从出口处步行 150 米进入地铁“客运中心”站，乘坐地铁 1 号线（湘湖方向），到闸弄

口站（C 出口）下车，步行 1.1 公里，到达东方豪生大酒店。 
 
杭州汽车西站乘车路线：   
    从出口处步行至公交“汽车西站（brt）”上车，乘坐 b4 路，到“闸弄口新村（brt）”站

下车，步行约 280 米，到达东方豪生大酒店。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乘车路线：  

乘坐机场巴士（机场巴士候车室位于机场候机楼 1 楼到达厅 5 号门北侧），在“城站” 
站下车，步行约 200 米进入地铁“城站”站，乘坐杭州地铁 1 号线（临平方向），在“闸

弄口”站下车（C 出口），步行 220 米，到机神村站上车，坐 40 路（或 528 路、80 路）到

凯旋路北口站下车，步行约 280 米，到达东方豪生大酒店。  
代订住宿酒店：  

1、东方豪生大酒店（五星） 

   双人标准间：418 元/晚（此价格为协议价格） 

     单人间：  328 元/晚（此价格为协议价格） 

2、杭州东茂宾馆（三星） 

双人标准房：285 元/晚起（此价格为网上预订价格） 

大床房：   288 元/晚起（此价格为网上预订价格） 

3、格林豪泰酒店 

   特价标准房： 180 元/晚起（此价格为网上预订价格）  

   特价大床房： 170 元/晚起（此价格为网上预订价格） 

需要承办方代定住宿的学员请在报名表中注明，周边有如家、汉庭商

务连锁酒店，也可以自行网上预订。  

 

 



其他注意事项：  

培训费包括：培训指定教学用书，培训资料费，住宿和用餐请自理。  

报名确认和取消： 请您将报名表（见附件）和银行汇款凭证以电

子邮件发回，在您提交报名表并完成付费以后 5 个工作日内，将会

收到杭州星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确认函。学员取消报名必须在 3

月 7日以前（培训活动开始前 21 天），在此日期以前可获全额退款。

3 月 7 日以后报名费用只退还 60%，如在 3 月 15 日以后取消报名，

费用一律不予退款。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xingning1808@163.com          官方微信：  

电 话：0571-28252058                               

联 系 人：徐老师 13588386636    

          周老师 15757169573                         

官方网站：http://www.hzxing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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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结构化教学法进阶课程》 

工作坊报名表 
工作单位（盖章）：                                 报名日期： 

注：如有协康会结构化基础课程证书号的，请提供证书编号；如没有

证书编号的，请提供证书扫描件。 

附件 2： 

结构化教学法进阶课程(Advanced Course) 时间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务 单位 

      

 
身份证号 

 

结构化基础课程 
证书编号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QQ 号/微信号 

 

 
需要代安排酒店 

 
是               否 

酒店要求  

发票抬头 
（与汇款单位一致） 

 

税号 
（单位报名提供） 

 



日期 时间 内容 讲者 备注 

第 一

天 

上午 

9:00-12:00 

分析「结构化教学法」系统

及运作理念 

- 环境安排 

- 时间表 

邓老师 

谭老师 

 

下午 

2:00-5:00 

- 个人工作系统 

- 运用「结构化教学法」理

念于日常课堂及行为处

理 

第 二

天 

9:00-12:00 上午  (考试) 

(一) 环境安排  (模拟教室) 

- 根据提供之教室照片，设

计各个活动区域，并运用

「结构化教学法」的视觉元

素，显示课室各个区域的活

动内容 

-完成后汇报 

邓老师 

谭老师 

 

2:00-5:00 下午  (考试) 

(二) 时间表  (第一部份考

试) 

- 给予个案的「个别教育计

邓老师 

谭老师 

 



划」(IEP)，学员根据个案

的能力，设计适切的时间

表 

 (第二部份考试) 

- 考核如何按儿童的能力

运作时间表 

第 三

天 

9:00-12:00 上午  (考试) 

(三) 个人工作系统  (第一

部份考試) 

- -给予个案的「个别教育

计划」(IEP)，学员根据个

案的能力，设计适切的

「工作盘」 

 (第二部份) 

- 考核如何按儿童的能力

运作个人工作系统 

 

邓老师 

谭老师 

 

2:00-5:00 下午   (考试) 

(三) 如何应用「结构化教学

法」理念于日常课堂、

行为处理及社区适应   

(第一部份) 

  



- 日常课堂及行为处理 

第 四

天 

9:00-12:00 上午   (考试) 

(三) 如何应用「结构化教

学法」理念于日常课堂、

行为处理及社区适应   

(第二部份) 

- 社区适应行为处理 

邓老师 

谭老师 

 

2:00-5:00 下午  (结构化教学法系统

实习) 

小组作业： 

-以「结构化教学法」元素建

立整个课室活动区域，包括

「个人工作系统」 

 

总结及派发证书 

邓老师 

谭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