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协康会教育心理学家

《知情解意》孤独症儿童综合教育模式

工作坊邀请函



《知情解意》孤独症儿童综合教育模式工作坊

主题：支援孤独症儿童的社交情绪和行为困难

完成课程者获得香港协康会颁发培训证书

个案研习+导师现场操作指导

雅恩教育特别邀请到香港协康会教育心理学家罗婉萍女士和徐

婉庭女士，将于 2017 年 7月 4 日-6 日在北京举办《知情解意》孤独

症儿童综合教育模式工作坊。

特邀培训导师： 罗婉萍女士 香港协康会教育心理学家

徐婉庭女士 香港协康会教育心理学家

邀请对象：广大专业人士、治疗师、特殊教育老师、特殊需求家长，

参加 7月 5日—6日课程须有 3年以上教导自闭症儿童经验。

培训时间：2017年 7月 4日—7月 6日

培训地点：北京（详细地址后续通知）

主 办 方：雅恩教育

官 网：www.yehealth.com

微信公众号：雅恩儿童学说话训练

培 训 费： 标准收费：2600元/人

早鸟价：6月 18日前报名 2400元/人

团体价：3人或 3人以上报名：2400元/人

单独参加 7月 4日收费：900元/人

支付方式：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分公司杭州中山支行

公司名称：杭州雅恩健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3300 1618 2350 5300 1206

报名电话： 0571-85596567 400 800 7718 联 系 人： 陈老师

电子邮箱： yehealth@126.com

http://www.yehealth.com/
mailto:yehealt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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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导师简介：

罗婉萍女士(协康会教育心理学家)

罗女士为教育心理学家及注册社工，拥有香港理工大学教育及儿童心

理学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学位教师教育文凭(中学)、香港中文大

学心理学学士后文凭、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社会工作)荣誉学士学

位，亦为澳洲昆士兰大学认可合资格 3P 亲子正策小组课程导师。罗

小姐曾任职于国内的国际学校，多年来为香港及国内主流学校提供校

本教育心理服务，为有特殊学习需要之学童提供心理评估、个别辅导

和小组训练，并为学校、老师及家长提供专业咨询及培训。她亦曾担

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心理学硕士课程的客席讲师，并致力

于家长工作及中国大陆的服务发展。

徐婉庭女士(协康会教育心理学家)

徐女士拥有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心理学)一级荣誉学士学位(B.Soc.Sc.,
HKU)及香港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M.Soc.Sc., HKU)。就

读大学期间，徐女士荣获 HSBC Overseas Scholarships 2012-2013，前

往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深造

一年。徐女士曾在私营机构支持中小学有特殊需要的学童，并在香港

大学融合与特殊教育研究发展中心 (Centre for Advancement in
Inclusive and Special Education, HKU)协助多项有关特殊教育的计划。徐

女士现时主要为学前及学龄阶段的学童提供教育心理服务。

工作坊学习内容：

1、支援孤独症儿童的社交情绪和行为困难

 孤独症的概念演变、 诊断准则 和 障碍特征

 孤独症儿童精神健康的挑战及支持策略

 孤独症儿童执行功能的的挑战及支持策略

 何谓实证为本的训练?
 支持自闭症儿童的社交情绪行为之各种不同策略(例如:结构化教

学、知情解意、Preschool Autism Communication Therapy 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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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得其乐)
 情绪行为问题的支持及个案研习

2、《知情解意》孤独症儿童综合教育模式

 自闭症儿童的特征与训练策略

 SCERTS 综合教育模式的主要元素及核心理念

 不同伙伴阶段自闭症儿童的行为表现及学习需要

 不同伙伴阶段自闭症儿童的协作支持及策略

 个案研习：分析儿童长处及成人所提供的支持

 厘订训练目标及支持策略

 训练活动设计及环境安排

 分组讨论及汇报与技巧实操

 《知情解意》应用程序的运用

SCERTS –「社交沟通-情绪调节-协作支持」教学模式是由五位

专门研究孤独症的美国学者，根据超过 20年以上的临床研究而发展

出来的多专业综合教育模式。此教育模式的主要目的是透过人际关系

及学习上的支援，帮助孤独症儿童发展社交沟通及情绪调节的能力，

以应付日常生活中社交及学习上的挑战。协康会的 SCERTS 专责小组

综合了多年推行 SCERTS 的实践经验，撰写了《知情解意：SCERTS 综

合教育模式》应用手册及研发了「知情解意」应用程序。

本工作坊由协康会资深导师负责授课，主要介绍 SCERTS 的理论

基础、实践的经验及应用程序的使用方法。目的是协助学员全面了解

SCERTS 综合教育模式的理念，并懂得如何把有关理论应用于孤独症

儿童的教育工作和家居训练上。工作坊会通过不同的个案研习、讨论

和实操，让学员更深入地明白孤独症儿童在社交沟通和情绪控制方面

的特殊需要，从而能够灵活地调适环境及运用恰当的人际互动技巧来

帮助他们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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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解意》孤独症儿童综合教育模式

工作坊报名表

工作单位（盖章）： 报名日期：

注：学员请将“报名表”和“汇款凭证”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发送至主办方，在

校大学生请附上学生证复印件。在您提交报名表并付费以后 5个工作日内，将收到杭

州雅恩健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确认函。

电子邮件：yehealth@126.com 传真：0571-87040963 联系电话：0571-85596567

支付方式：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分公司杭州中山支行

公司名称：杭州雅恩健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3300 1618 2350 5300 1206

（微信或支付宝支付请电话联系工作人员）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学历 职务 单位

身份证号
学生证号

（在校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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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惠条件

（请勾选）
□ ２月 18 日前报名 □ 团体(2 人以上）

培训

用书

需要代购此次培训必备用书《知情解意：SCERTS 综合教育模式应用 》

□ 是 □ 否

发票抬头

（与汇款单位一致）

税 号

（单位报名提供）

mailto:yehealt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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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

晚报名：6 月 18 日以后报名付费的学员，属于晚报名，将在工作坊结束以后一个月内收

到培训证书。

培训费包括：培训讲义，上、下午茶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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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传真的方式发回，在您提交报名

表并完成付费以后 5 个工作日内，将会收到杭州雅恩健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确认函。学

员取消报名必须在 6 月 20 日以前（工作坊开始前 15 天），在此日期以前可获全额退款。

如在 6 月 20 日以后取消报名，一律不予退款，学费可以转入下一次培训，也可以转给他人。

此次培训必备用书

请提前准备此次培训必备用书《知情解意：SCERTS 综合教育模式应用 》，主办方雅

恩教育也是协康会书籍代理商。如需订购，请在报名表中注明，书籍费用为 58 元。

相关设备和应用程序

为了提升学习效果，学员除了带备协康会出版的《知情解意综合教育模式应用手册》外，

并需要带备平板电脑(Apple Ipad / Samsung tablet)上课，以便学习应用程序的操作。为

加快学习进度，上课前，请预先下载「知情解意」应用程序。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yehealth@126.com 官方微信：

传 真：0571- 87040963

电 话：0571- 85596567

400-800-7718

联 系 人：陈老师

官方网站：www.yehealth.com

雅恩教育

2017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