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协康会结构化教学法基础课程培训通知 

 

协康会成立于 1963 年，为香港由初生至初中阶段、在学习和发

展上有困难的儿童提供专业的训练及治疗。现时协康会辖下共有 8间

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9 间特殊幼儿中心、5 间综合式服务中心、两

个青葱计划办事处、1间幼儿中心及 4间家长资源中心，每年为超过

10000个家庭服务，为自闭症儿童提供结构化教学，成效显着。同时，

凭着庞大的专业服务队伍，以及累积多年在教育和复康服务的经验，

协康会先后推出多套实用教材及训练指南，与业内人士分享经验和研

究结果。随着在国际上享负盛名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

Division TEACCH 把  Psycho-educational Profile (Revised 

Edition, PEP-R)评估工具更新至 PEP-3，协康会获授权出版该套评

估手册的中文版《自闭症儿童心理教育评核》第三版。另外，出版了

《自闭症儿童训练指南》，以有系统的评估及训练工具帮助家长及学

前特殊教育人士训练儿童，广为业界采纳。 

为进一步提升自闭症专业人士对结构化教学的专业技巧，不断更

新 TEACCH 理念的深入理解及灵活运用。由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康复学

会、江苏省徐州市残疾人康复协会主办，江苏省徐州市禾润儿童康复

幼教中心承办的中国淮海经济区第二届结构化教学培训班定于 2017

年 6月 2日至 6月 5日在江苏省徐州市举办。欢迎广大从事孤独症儿

童康复的专业人员报名参加。 

                  

一、课程内容及时间 

http://www.guduzheng.net/Jigou/Jigou/xianggang/
http://www.guduzheng.net/Fangfa/TEACCH/


日期 时间 内容 

6 月 2 日 上午  自闭症儿童的评估与训练 

 简介自闭症儿童的特征与训练策略 

 自闭症儿童的评估方法(PEP-3 版本)(理论) 

下午 自闭症儿童的评估与训练 

 自闭症儿童的评估方法(PEP-3 版本)(理论与实习) 

6 月 3 日 上午 自闭症儿童的评估与训练 

 PEP-3 评估实习 

下午 个别教育计划的理念与推行 

 如何根据评估结果编写「个别教育计划」（IEP）（理论） 

6 月 4 日 上午 个别教育计划的理念与推行 

 如何根据评估结果编写「个别教育计划」（IEP）（实习） 

 如何将 IEP于日常课程中推行(理论与实习) 

下午 结构化教学法的理念与实践 

 如何在课堂中实施结构化教学法(理论与实习） 

 

6 月 5 日 上午 结构化教学法的理念与实践 

 如何建立「程序时间表」 

 如何建立「个人工作系统」 

下午 结构化教学法的理念与实践 

 如何在课堂中实施结构化教学法(实习） 

 总结及提问 

 

二、招生对象 

    全国各公立特殊教育学校、民办特殊教育、康复机构的教师和自

闭症康复指导员，每单位限两人。 

三、培养目标 

1. 认识并掌握 PEP-3的评估方法及基本操作 

  2.了解编写个别教育计划的原则、方法与及推行 

  3. 认识并掌握结构化教学法运作的策略和元素 

  4. 认识结构化教学法不同的应用方式 

四、培训收费 

http://www.guduzheng.net/Fangfa/TEACCH/


     培训费：2600元/人（注：不含食宿和交通费）。 

培训资料费：为严格控制教学质素，根据协康会要求，统一规定

培训班学员需要使用课程用书《自闭症儿童心理教育评核(第三版)》，

以每个参与机构最少配备一套。协康会并特地安排将书与材料套分

开，让培训班学员可单独购买课程用书，每套特价 RMB600（不含税），

包含以下七个项目： 

1、「PEP-3自闭症儿童心现理教育评核」(第三版-修订)(使用册) 

2、「PEP-3 自闭症儿童心现理教育评核」(第三版-修订)(测试员手

册) 

3、「PEP-3自闭症儿童心现理教育评核」(第三版-修订)(测试用书) 

4、测试员纪录册(10本) 

5、儿童照顾者报告(10本) 

6、 书写簿(10本) 

7、「PEP-3 自闭症儿童心现理教育评核」(第三版-修订)(评分及训

练目标光盘) 

备注：书籍收费见附件 2，书刊一览表。购买书籍请于联系人联系。 

五、学习成果 

    按要求参加全部培训课程的学习后可得到“香港协康会”颁发的

结业证书。 

六、报名方式： 

    1、报名方式：填写报名表，发至徐州市儿童康复学会邮箱，邮

箱地址：xzsetkfxh@163.com。请同时根据本机构情况交纳费用。报

http://www.autismchina.org/LinkClick.aspx?fileticket=ZWsuZjWWp0k=&tabid=37
mailto:%E5%A1%AB%E5%86%99%E5%90%8E%E4%BB%A5%E9%82%AE%E4%BB%B6%E7%9A%84%E6%96%B9%E5%BC%8F%E5%8F%91%E8%87%B3524048958@qq.com%EF%BC%8C%E8%AF%B7%E5%90%8C%E6%97%B6%E4%BA%A4%E7%BA%B3%E5%9F%B9%E8%AE%AD%E8%B4%B93000%E5%85%83/%E4%BA%BA/
mailto:%E5%A1%AB%E5%86%99%E5%90%8E%E4%BB%A5%E9%82%AE%E4%BB%B6%E7%9A%84%E6%96%B9%E5%BC%8F%E5%8F%91%E8%87%B3524048958@qq.com%EF%BC%8C%E8%AF%B7%E5%90%8C%E6%97%B6%E4%BA%A4%E7%BA%B3%E5%9F%B9%E8%AE%AD%E8%B4%B93000%E5%85%83/%E4%BA%BA/


名回执见附件 1 

    2、联系人：唐如莲 

    3、咨询方式： 

      电话 0516-82523999、13914841101；传真 0516-82523138； 

      E_mail：xzsetkfxh@163.com。 

七、交费方式——银行转账 

银行帐号：6017 0188 0000 84734 

账户名：徐州市儿童康复学会 

开户行名称：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奎山支行 

请在附言处注明：机构名称、参加培训者姓名及该款项的用途。 

八、培训名额的确认 

以收到参加培训者的培训费为标准确定培训名额，我们收到培训

费后会及时与参加培训者联系反馈。 

九、会议流程安排 

报到时间及地点： 

（1）2017年 6月 1日 14:00--19:00报到者在徐州汉园宾馆（泰

山路 88号） 

（2）2017年 6月 2日上午 8:00-8:30在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儿童

康复中心一楼。 

培训时间：2017年 6月 2日至 2017年 6月 5日，共 4天。 

培训地点：徐州市社会福利院禾润儿童康复幼教中心会议室 。 

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 5月 15日。 



乘车路线： 

    汉园宾馆：徐州市泉山区泰山路 88号，金山花园站。 

    徐州火车东站（高铁站）乘坐 72 路至风华园下车到对面站台转

609路到金山花园；徐州火车站，徐州汽车总站步行至朝阳站乘坐 62

路到金山花园下车即到。徐州观音机场乘坐机场大巴至市内，乘坐

53路，62路，82路，609路到金山花园。 

 

 

 

  徐州市社会福利院禾润儿童康复中心：徐州火车东站（高铁站）

乘坐 72路至风华园站下车，转 609至金山花园下车往北走 50米，路

口左拐 400米，徐州社会福利院内；徐州火车站，徐州汽车总站乘坐

51路至茶棚站下车往北走 50米，巷口右拐 100米即到。徐州观音机



场乘坐机场大巴至市内，乘坐 51路、63路、39路、47路至茶棚站，

下车往北走 50米，巷口右拐 100米即到。 

 

 

十、其它 

    1.交纳培训费后要求退学：在培训前的 10 个工作日前以书面的

形式提出，将收取手续费（培训费的 15%）。在培训班开课前 10 个

工作日内以书面的形式提出，将收取占位费（培训费的 30%）。在培

训班开课后提出，将收取全额培训费。 

2.培训开始后，不允许更换学员。如中途退学，将收取全额培训

费。 

 

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康复学会        江苏省徐州市残疾人康复协会 

 

 

 

江苏省徐州市禾润儿童康复幼教中心 



 

                                          2017年 3月 5日 

 

附件 1 

 

香港协康会结构化教学法基础课程培训报名回执表 

序

号 
姓

名 
单

位 
职

位 
从业

年限 
服务

对象 
联系

电话 
邮

箱 
是否学过或使用过

结构化教学法 及 
PEP-3  

是否

住宿 
是否有课程用书《自

闭症儿童心理教育评

核(第三版)》 

1           

2           

 
 
附件 2 

书籍一览表 

序

号 

书刊编

号 
书刊名称 

单价 

 不含税 

单价 

(含税) 

1 H1001 

PEP-3《自闭症儿童心理教育评核》(第三版-

修订)工具及材料套（仅限已考核并持有证书

者订购，需提供证书号及姓名） 

￥3000 ￥3300 

2 H1002 
自闭症儿童心理教育评核（(第三版）工具用

书 
￥600 ￥700 

3 
H1003 自闭症儿童心理教育评核（(第三版）评估工

具材料套 
￥2400 ￥2800 

备注：不含税的不给予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