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香港协康会大中华地区精品培训班 

自闭症儿童语言训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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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协康会自闭症儿童语言训练课程 大中华地区精品培训班（南京） 
 

主题：提升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和沟通 

完成课程者获得香港协康会颁发培训证书 

教学示范+个案研习+导师现场操作指导 

 

雅恩教育与香港协康会 2017 年第三次联合举办大中华地区培训，

特别邀请到香港协康会教育资深言语治疗师李丽芳女士和周芝华女

士，将于 2017年 11月 3日-5日在南京举办“自闭症儿童语言训练

课程”精品培训班。 

 
特邀培训导师：  李丽芳女士 香港协康会资深言语治疗师 

        周芝华女士 香港协康会资深言语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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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 日—11 月 5 日 

 

培训地点：南京（详细地址后续通知） 

 

主 办 方：雅恩教育  香港协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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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元/人  

            早鸟价：10 月 15 日前报名 16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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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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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 cs@ye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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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丽芳女士(协康会言语治疗师) 

李女士为协康会资深言语治疗师，拥有香港大学言语及听觉科学系荣

誉学士学位及各项治疗技巧的进修证书。李女士从事儿童康复工作十

多年，曾分别于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特殊幼儿中心及小学提供言语

治疗服务，对自闭症儿童的评估及治疗均有丰富的经验。此外，李女

士曾担任香港大学言语及听觉科学系临床导师，亦曾多次负责主讲讲

座及工作坊，积极培训同业、老师及家长。 

 

周芝华女士(协康会言语治疗师) 

周女士为协康会资深言语治疗师，拥有香港大学言语及听觉科学系荣

誉学士学位及各项治疗技巧的进修证书，包括: Advance certificate 

in Autism, 霍尔思坦认知能力优化课程证书  (Feuerstein 

Instrumental Enrichment Mediator ; Basic & Standard), Hanen 

Program (It takes two to talk & More than words), OPT 口部肌

肉定位治疗证书 (Oral Placement Therapy, Levels 1 & 2)等。周

女士曾任职于特殊学校、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新加坡 Autism 

Resource Center；亦曾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Sc in Speech and Language Pathology)及香港大

学言语及听觉科学系临床导师。周女士现任职协康会辖下青葱计划，

期间为儿童及小学生提供言语治疗服务，以及多次在香港或内地主讲

讲座或工作坊，对于儿童训练和家长及教师教育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培训班简介 

此培训班为期三天，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旨在提升参加者

对自闭症儿童的认识，同时学习语言训练的技巧。透过观察自闭症儿

童的行为表现，掌握其语言和沟通能力以建议适当的训练目标，并设

计有趣和有意义的训练活动。此外，参加者也会学习不同的语言训练

原则，并透过实操，掌握语言训练的技巧，从而提升自闭症儿童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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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沟通训练质素。本课程除了理论讲解和录像分享外，大部分课堂

时间会进行个案分析、小组讨论和技巧实操。参加者必须主动投入，

积极地参与讨论和实操，才能掌握以上培训班的内容。 

 

培训班的学习成果 

完成这个培训班后，参加者能： 

1. 阐述「言语」、「语言」及「沟通」的定义和其相互的关系； 

2. 概述 0-6 岁儿童的语言发展阶段及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及沟通特征； 

3. 从观察概括分析自闭症儿童的语言能力表现，建议合适的语言训

练目标； 

4. 按不同的语言训练目标设计有意义和有趣的训练活动； 

5. 掌握不同的语言训练技巧及营造有助沟通的环境。 

 

培训班学习内容： 

 「言语」、「语言」及「沟通」的关系 

 儿童的语言发展阶段 

 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及沟通特征 

 自闭症儿童的沟通型态 

 老师/家长的沟通风格 

 语言训练的基本原则 

 语言训练的基本技巧 

 教学示范 

 语言训练的技巧实操（一、二、三、四、五） 

 自闭症儿童的训练需要 (第一、二、三阶段) 

 个案分享、个案分析及训练活动设计 

 训练儿童时常犯的错误 

 如何制造有助沟通的环境 

 日常生活的语言训练 

 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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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协康会自闭症儿童语言训练课程 

精品培训班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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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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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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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2以前（工

作坊开始前 15天），在此日期以前可获全额退款。如在 10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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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