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香港协康会大中华地区培训工作坊 

《自闭症儿童感知社交肌动训练课程》 

邀请函 

 

 

 

 

 

 

 
 



 

香港协康会自闭症儿童感知社交肌动训练课程 大中华地区精品培训（杭州） 
 

自闭症儿童训练新方向 

有效改善自闭症儿童感知肌动及社交沟通障碍 

完成课程者获得香港协康会颁发培训证书 
 

雅恩教育与香港协康会 2017 年第四次联合举办大中华地区培训，

特别邀请到香港协康会资深物理治疗师叶舒娜女士和李律盈女士，将

于 2017年 12月 28日-30日在杭州举办“自闭症儿童感知社交肌动

训练课程”工作坊。 

 
特邀培训导师：  叶舒娜女士（香港协康会物理治疗师督导主任） 

李律盈女士（香港协康会一级物理治疗师） 

 

邀请对象：特殊教育老师，治疗师，康复医学专业人士，特殊需求家

长，社工等 

 

培训时间：2017 年 12 月 28 日—12 月 30 日 

 

培训地点：杭州市江干区九和路 28 号浙江物产天地跨境电子商务园

4 号楼 4 楼                                                                                                                                                                                          

 

主 办 方：雅恩教育  香港协康会   

 

官    网：www.yehealth.com   电子邮箱： cs@yehealth.com    

 

微信公众号：雅恩儿童学说话训练 

 

培 训 费：  标准收费：1900 元/人  

            早鸟价：11 月 30 日前报名 1600 元/人 

            团体价：3 人或 3 人以上报名：1600 元/人   

                    11 月 30 日前团体报名：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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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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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舒娜女士(协康会物理治疗师督导主任) 

 

叶女士为协康会物理治疗师督导主任，拥有香港理工大学物理治疗理

学士学位、香港大学理科硕士(运动科学)、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文凭、

神经发展治疗法(Neuro-developmental treatment)文凭，以及 DIR、

感觉统合、健脑操、反射整合治疗和指导式游戏理论或技巧的进修证

书。叶女士自二零零零年起，从事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康复的工作，服

务的儿童主要为学前阶段，有特殊学习需要，例如自闭症、动作协调

障碍及大脑痉挛等。 

 

李律盈女士(协康会一级物理治疗师) 

 

李女士为协康会一级物理治疗师，拥有香港理工大学物理治疗学理学

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理科硕士(针灸) 学位、神经发展治疗法

(Neuro-developmental treatment)文凭、反射整合治疗进修证书。

李女士自二零零四年起从事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康复工作，曾服务严重

智障学校，现主要为学前阶段有特殊学习需要，例如自闭症、动作协

调障碍及大脑痉挛等儿童提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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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社交肌动」是针对自闭症儿童训练新的方向，美国 Bhat教授

与他的研究团队在 2011年发表文章，从超过一百多项最近二十年间

有关自闭症儿童的沟通、模仿、身体感知、肌能反应的研究报告的结

果，总括出自闭症儿童有明显的模仿和感知肌动和协调等问题，同时

Bhat教授也指出自闭症儿童在接受感知肌能训练后，可以从身体的

感觉肌能体验多种因果、互动、情感的关系，从而改善其在感知肌动

及社交沟通上的障碍;协康会的物理治疗师专职训练自闭症儿童体能

方面的发展，「感知社交肌动」是一套提升自闭症儿童「社交运动功

能」的策略，目的是由幼儿至初小阶段训练他们的动作协调和组织能

力，配合与人互动和控制情绪的能力，从而建立好适当地参与社群体

育活动的习惯，使之能融入主流教育的体育课。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

展障碍，广泛影响了儿童整体的发展。由于自闭症儿童的理解、情绪

社交能力、动作协调及组织能力的发展都较缓慢，而能力也有差别，

所以，协康会物理治疗师团队将自闭症儿童分为五个类别，运用平衡

式训练的方法，因应儿童不同能力配对的合适的训练目标和方法，并

以这种干预的理念发展名为「感知社交肌动」训练，是感知肌动和社

交两方面的干预平衡地开展的训练，运用对这两方面困难有效的训练

策略，从评估分析儿童之感知社交肌动能力之后，作相应的干预；训

练的同时需为儿童定立干预的目标，为体能/大肌肉训练建立明确的

方向。训练可以用于低至高能力的自闭症儿童，中运用此课程针对自

闭症学童的体能发展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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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学习内容： 

 

日期 / 时间 课程内容 

2017年 12月 28日 

（周四） 

上午 9:00至 12:00 

 自闭症儿童的感知、模仿、沟通、动作迟

缓及及协调困难 

 儿童社交肌动能力的评估方法 

 儿童的感知社交肌动训练策略和方法 

 儿童社交肌动能力的五大分类 

2017年 12月 28日 

（周四） 

下午 1:30至 5:00 

 社交肌动能力五大类别儿童的训练策略分

布 

 类别(一)儿童的训练方法： 

基础感知肌动训练、肌动预备、地板时间

及感觉讯息处理 

2017年 12月 29日 

（周五） 

上午 9:00至 12:00 

 类别(一)儿童的训练方法(续) 

 类别(二)儿童的训练方法： 

进阶感知肌动训练、大肌肉技巧 

2017年 12月 29日 

（周五） 

下午 1:30至 5:00 

 类别(二)儿童的训练方法： 

感觉讯息处理及引导模仿 

 类别(三)儿童的训练方法： 

基础互动模仿训练 

2017年 12月 30日 

（周六） 

上午 9:00至 12:00 

 类别(三)儿童的训练方法： 

动作模仿训练概念及社交动作 

 类别(四)儿童的训练方法： 

基础社交肌动技巧训练、高阶协调动作 

2017年 12月 30日 

（周六） 

下午 1:30至 3:30 

 类别(五)儿童的训练方法： 

进阶社交肌动技巧训练、简单体育游戏的

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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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协康会《自闭症儿童感知社交肌动训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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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yeheal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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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类型 □治疗师  □医生  □家长  □特教老师 □在校大学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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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月 30日前报名 □ 团体(3人及 3人以上） 

发票抬头 

（与汇款单位一致） 
 

税    号 

（单位报名提供） 
 

mailto:cs@ye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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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 

晚报名：12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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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4以前（工

作坊开始前 15天），在此日期以前可获全额退款。如在 12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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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cs@yehealth.com       官方微信：雅恩儿童学说话训练 

传    真：0571- 87040963 

电    话：0571-85596567 

         400-800-7718  

联 系 人：周老师 

官方网站：www.yehealth.com 

 

雅恩教育 

2017年 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