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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儿童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通知 

 

为推动全国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专业技术发展，由香港协康会和无锡市特
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无锡市西铭公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第
五届全国儿童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将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28 日在江
苏省无锡市举办。在此，谨代表主办方诚邀您的加入。 

一、举办机构简介 

香港协康会是香港政府资助的香港最具规模的儿童特殊教育及服务机
构，成立已有 50 多年历史，拥有丰富的孤独症及发展障碍儿童培训经验，辖
下 30 多所训练和服务中心遍及香港各区，在业界具领导的地位。 

江苏省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为无锡市残疾人联合会下属全
民事业单位，是承担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训练与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服务
专业机构，创办于 1987 年 11 月，最初开展听障儿童的言语康复与教育。2005
年开办了江苏省首个由政府机构举办的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班；2007 年开办
了脑瘫儿童康复训练班；2010 年被评定为全国人工耳蜗定点康复机构；2011
年成立了省内首家为特殊需要儿童家长提供多元化、全方位、非赢利公益性
服务的家长资源中心；2015 年作为全国 5 个“衣恋集善融合教育项目”试点之
一，承担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融合教育运行模式和机制的探索工作。中心以
“一切为了特殊需要儿童健康成长”为宗旨，倡导社会理解和关爱，坚持康复与
教育的有效结合，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在特殊需要儿童康复教育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儿童成功回归主流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得到儿童
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中心 2009 年荣获国务院残工委“残疾人之家”
称号，2011 年荣获“全国听力语言康复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无锡唯一一家省
级听力和孤独症儿童三级康复机构。 

江苏省无锡市西铭公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发展社会服务，助力社会
企业成长，推动社会创新为宗旨，为政府、企业等提供专业社会服务。西铭
公益发展有限公司着力打造太湖社会企业发展论坛、企业专业志愿者联盟、
社区服务交流平台等三个综合性平台，通过整合资源，以市场化的手段运作，
进而达到满足社会需求。 

二、培训内容 

1、支援孤独症儿童的社交情绪和行为困难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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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孤独症谱系的诊断准则，阐释孤独症谱系儿童出现的两大障碍：
社交沟通和情绪行为的困难。他们的困难有什么特别之处？是源自哪些核心
的缺损？本讲座旨在帮助家长和老师明白支援孤独症儿童发展社交沟通及情
绪调节的能力之重要性和方向。此外，亦会阐析多种处理孤独症儿童社交情
绪困难的常见手法，并向学员分享选择合宜处理手法的心得，令学员掌握更
多协助儿童应付社交及学习挑战的知识。 

2、《知情解意》孤独症儿童综合教育模式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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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孤独症儿童的社交情绪和行为困难》讲座（4 月 26 日）及《知情
解意》证书课程培训（4 月 27 日-28 日）全程由香港协康会资深职业治疗师
授课。培训合格的学员，将得到香港协康会和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
中心共同颁发的证书。欢迎广大从事儿童康复工作的医生、治疗师及教育专
业人员前来报名参加。 

有关培训班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附件。为保证培训质量，培训班名额设限，
如有意加入，请尽快回复，我们将根据报名先后顺序决定录取顺序。 

真诚期待您的参与！ 
 
 
                                    2017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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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儿童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报名信息 

 

一、培训时间及地点 

4 月 25 日报到，29 日离开。 
报到时间：上午 9：00 至下午 5： 00 
报到地点：无锡市木棉花酒店（无锡市运河西路 288 号） 
联系电话： 0510-85506009 
二、招生对象 

总名额 50 人。全国残联、卫生、教育系统的儿童康复机构、医院、学校
等可选派 1-2 名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三、报名要求 

1、欲参加培训的人员务必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前，将报名表（附件 2）
通过 Email 或传真到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报名截止时间 2017
年 4 月 20 日）。 

邮箱：wuxitexu@163.com；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迎龙桥南 2 号； 
电话：0510-82793062，15370209293 

传真：0510-82793062 
联系人：何镓康 
2、培训费：2800 元/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费用请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前汇款至以下账户,并传真银行汇款凭证。如

以个人名字汇款的，请在备注中写明单位或机构全称。 
开户名称：无锡市西铭公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城西支行 
开户账号：12554000000267605 
3、此次培训必备用书《知情解意：SCERTS 综合教育模式应用 》 
特别提醒：请提前与协康会书籍代理商雅恩教育科技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订购。会务组恕不提供购书服务。为确保培训学习时能够使用，请学员务必
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前将购书发票发于 QQ 群中便于确认。 

查询: (86) 17767073907 黄老师 
电邮: yeorder@126.com   /  369160404@qq.com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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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wuxite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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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解意」应用程序。 
四、住宿推荐（请自行联系） 

1、木棉花酒店：滨湖区运河西路 288 号（锡惠公园南 200 米），电话：
0510-80266999 

2、锦江之星（运河东路店）：无锡市梁溪区运河东路 102 号（与人民西
路交汇处向南 200 米东），电话：0510-82740688 

3、宜必思酒店（锡惠公园店）：惠河路 27 号（青山中学对面），电话：
0510-85612999 

4、如家快捷酒店（无锡锡惠公园惠河路店）：无锡市滨湖区惠河路 170
号（靠锡惠公园北门，青山高级中学对面），电话：0510-85576678 

5、格林豪泰酒店（锡惠公园店）：惠河路 186 号，电话：0510-66619000 
以上酒店仅供参考，其他住宿酒店可自查。会务组不提供住宿联络及安

排的服务。  
五、其他注意事项 

1、由于名额有限，以报名先后及确定已收取的培训费汇款收据为准的方
式录取学员，额满即止。 

2、学员确定后，请勿无故退学或随意换人。 
3、若本次培训班因特别事故而延期或取消课程，将提前通知，并退还所

有款项；但学员若申请取消报名，则必须于开课日（即 2017 年 4 月 26 日）
的一星期前（即 2017 年 4 月 20 日前）通知，方能获退还一半培训费；逾期
通知或学员因个人理由缺席某些课程，则所缴付的一切费用，恕不退还，亦
不补课。 
 
 
 
附件 1  授课专家简介 
附件 2  报名表 
附件 3  交通路线 

                              

 

                          香    港    协    康    会 
                     江苏省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 
                     江苏省无锡市西铭公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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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授课专家简介 

姜源贞女士 (协康会教育心理学家, 香港大学心理学系荣誉助理教授) 

姜女士为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心理学学士(B.A.,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英国伦敦经济及政治学院媒体及传播硕士(M.Soc.Sc., LSE)、香
港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 (M.Soc.Sc., HKU)，拥有香港大学幼儿教育文凭 
(PGDE, HKU)，为 1999－2000 年英国志奋领学者 (British Chevening 
Scholar)，并在国际学术期刊「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刊
登有关阅读认知能力研究之论文。她多年来为不同阶段(学前、小学及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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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为学
校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务，就学童的学习及发展需要，为学校、老师及家长
提供专业咨询。现时致力推动儿童发展障碍的「及早识别和介入」服务，并
为家长及前线支持人员提供一系列相关的家长教育及专业培训。姜老师过去
也曾参与内地师资培训课程的教学工作。 

 

张瑞琪女士 (教育心理学家) 

张女士为本会教育心理学家，拥有香港理工大学教育及儿童心理学硕士
学位、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心理学）荣誉学士学位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学
位教师教育文凭。张女士曾于主流学校任教，对处理学生的行为、情绪及学
习困难有丰富经验。张女士曾为不同发展阶段（包括学前、小学及中学）的
学生提供心理评估服务、个别辅导和小组训练，并就学生的发展和学习需要
为老师及家长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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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名表 

 
 
 

第五届全国儿童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 

报名回执 

 

工作单位（盖章）: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学历 职务 

从事现职业 

起止时间 

      

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  

手机号码  联系电话  

微 信 号  QQ 号  

电子邮箱  需要住宿 □是  □否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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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通路线 （无锡市木棉花酒店） 
 

 

 

 

 

 

 

 

 

 

 

 

 

 

 

 

 

 

 

 

 

 
公交乘车路线： 

1、无锡火车站（中央车站）至木棉花酒店线路： 

在火车站乘坐 2 路公交车，至锡惠公园站下车，步行 490 米。 
2、无锡东站至木棉花酒店线路: 

在无锡东站上车乘坐地铁 2 号线，至大王基站（2 口出）下车，步行 1.3
公里。 
3、无锡苏南硕放国际机场至木木棉花酒店线路： 

1） 在无锡机场站乘坐机场 1 号线，至火车站站下车； 
2） 在火车站乘 2 路公交，至锡惠公园站下车，步行 490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