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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乐在地板时间: 社交互动训练证书课程》 
证书课程的培训通知 

 

为推动全国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专业技术发展，由香港协康会和哈尔滨市

麦芽甜田幼儿园联合举办的“《乐在地板时间: 社交互动训练证书课程》培

训班”将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18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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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界具领导地位。 

哈尔滨市南岗区麦芽甜田幼儿园是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教育局批

准成立的黑龙江省内第一家融合性幼儿园。幼儿园创建了孤独症儿童整体支

持系统，包括全园教师对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的尊重、关怀、接纳的态度，

融合班普通幼儿对特殊儿童积极、友好的情感。并通过家长会、家长开放日、

融合活动等多种途径，向普通幼儿家长宣传孤独症知识，理解孤独症家庭，

接纳孤独症儿童，打消家长顾虑，促进融合教育效果。 

二、培训内容 

1、《DIR地板时间模式(Development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lationship-based)》是由美国儿童精神科医生史丹利˙格林斯潘(Stanley 

I. Greenspan)和临床心理学家莎丽娜˙苇德博士(Dr Serena Wieder)于八十

年代所共同创立，主要针对自闭症及相关发展障碍的核心问题。当中的治疗

理论强调与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及透过互动的游戏方式，以改善自闭症儿童

在社交、情绪、沟通及思维方面的发展。协康会「DIR 地板时间」工作小组

于 2006 年开始积极进行和研习治疗个案；小组成员均拥有由美国「发展及学

习 障 碍 跨 专 业 议 会 」 (ICDL) 所 颁 发 的 「 DIR 地 板 时 间 」 证 书

(DIRFloortime® Expert Certificate)，更接受 Serena Wieder 博士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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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指导，学习地板时间的应用策略。此外，工作小组更在香港及內地举办多

场讲座和培训工作坊，深受业界及家长欢迎，并于 2011年出版「乐在地板时

间：社交互动指南」，务求让更多家庭及孩子受惠于这套治疗理念。 

《乐在地板时间: 社交互动训练证书课程》培训（12 月 16 日-18日），

全程由香港协康会资深职业治疗师李丽清女士和简艳梅女士主讲。培训合

格的学员，将得到香港协康会颁发的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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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者

将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左右获得报到通知。 

真诚期待您的参与！ 

 

 

                                    2016年 9月 19 日 

 

 
 
 
 
 
 
 
 
 
 
 
 
 
 
 
 
 



 

 4 

 

《乐在地板时间: 社交互动训练证书课程》培训班报名信息 
 

一、培训时间及地点 

12 月 15日报到，18 日晚离开。 

报到时间：上午 9：00 至下午 7： 00， 

报到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兴大道 139 号【水逸城市酒店】 

联系电话： 0451-86647055  1500452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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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20 日前，将报名表（附件 2）

通过 Email 发送到哈尔滨市南岗区麦芽甜田幼儿园。 

邮箱：70981377 @ qq.com；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平路 160 号学院新城 21 号楼； 

电话：0451-86647055  15004521706 

联系人：赵慧  

2、培训费：2200 元/人（提供早午简餐及茶点） 

费用请于 2016 年 11 月 20 日前汇款至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曹德亮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开户账号：6217 0011 4001 8978 087 

3、此次培训指定教学用书是《乐在地板时间- 社交互动训练指南》 

特别提醒：課程指定用書为協康會出版<<樂在地板時間-社交互動訓練指

南(連光碟)>>，每本人民幣壹佰貳拾元整(RMB 120.00），請交學費時一併交

書費。 

四、食宿安排 

住宿宾馆：水逸城市酒店 

住 宿 费：双人标间 130 元/人/天 

餐    费：提供（早午简餐及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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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次培训班因特别原因取消课程，将提前通知，并退还所有款项；

mailto:wuxite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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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报名后需准时参加培训，否则所缴付的一切费用，恕不退还，亦不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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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授课专家简介 

李丽清女士 (言语治疗师) 
 

李女士为资深言语治疗师，拥有香港大学言语及听觉科学系荣誉学士学

位以及多项治疗技巧的进修证书，包括 OPT 口部肌肉定位治疗证书(Oral 

Placement Therapy, Levels 1 & 2) 及 「 DIR 地 板 时 间 」 证 书

(DIRFloortime® Expert Certificate)等。李女士曾于协康会辖下的特殊幼

儿中心、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工作；亦曾为主流小学提供驻校言语治疗服务，

以及多次主讲讲座或工作坊等，对于儿童训练和家长及教师教育方面有丰富

的经验。现时，李女士担任协康会言语治疗师督导主任，除提供言语治疗服

务之外，亦负责督导及服务发展方面的工作。 
 

简艳梅女士 (物理治疗师) 
 

简女士为资深物理治疗师，拥有香港理工大学物理治疗学理学士学位以

及各项治疗技巧的进修证书，包括健脑操及「DIR地板时间」证书

(DIRFloortime® Expert Certificate)等。简女士加入协康会多年，曾分别

于特殊幼儿中心、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工作，对于儿童成长及训练有深入的

认识。现时，简女士除提供物理治疗予有需要的儿童外，亦定期举办「DIR
地板时间」家长讲座，以及提供亲子地板时间指导服务，在这方面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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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名表 

 

          《乐在地板时间: 社交互动训练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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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哈尔滨机场至： 

1）出租车费用：可以选择顺风车或拼车 50 元左右  
2）公交车路线：机场巴士—哈西客站 120 区间车—政法干部学院下车步行
150 米到达酒店。 
2、哈尔滨火车站至： 

1）出租车费用:22 元左右 
2）公交车路线：步行 400 米在省博览中心坐 120 路区间车至政法干部学院
下车步行 150 米到达酒店。 
3、哈尔滨西站至： 
1）出租车费用：9 元左右 
2）公交车路线：120 区间车—政法干部学院下车步行 150 米到达酒店。 
4、其他路线可以直接联系麦芽甜田幼儿园曹老师咨询：1500452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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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协康会书籍代理名单 

本會出版圖書、光碟和評估工具之中國內地銷售代理聯絡： 

 

广州市星歌童昕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電話 - (86) 020-83736420 / 13922199760 

電郵 – huiyaedu@163.com 

 

昆明市蒙多貝自閉症兒童康復中心  

電話 - (86) 0871-65693606 / 18987670871 

電郵 - 1019916756@qq.com 

 

杭州星寧教育咨詢有限公司 

電話 - (86) 13588386636 / 13575789943 

電郵 - 123443834@qq.com 

 

北京市豐台區馨翼教育中心 

電話 - (86) 010-871502 

電郵 - 839857275@qq.com 

 

徐州市禾潤兒童康復幼教中心 

電話 - (86) 0516-82523999 / 153 65877181 

電郵 - 410065441@qq.com 

 

雅恩教育科技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 (86) 17767073907 黄老师 

电邮: yeorder@126.com   /  369160404@qq.com 

 

 

 

 

mailto:huiyaedu@163.com
mailto:1019916756@qq.com
mailto:123443834@qq.com
mailto:8398572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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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景点与美食简介 
 
景点一：哈尔滨中央大街 索菲亚教堂 

    索菲亚教堂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征教堂，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类人文风景旅游区。建成于 1907 年 3 月。景区总占地面

积 5 万平方米，由索菲亚教堂展馆、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建筑艺术广场、

中心休闲广场、地下多功能厅五个部分构成，是哈尔滨市新兴的旅游景区。

标志性建筑是索菲亚教堂，原是沙俄修建中东铁路的随军教堂，建筑风格上

整体属拜占庭风格，主穹顶、钟楼又有俄罗斯传统的“帐篷顶”、“洋葱头”

造型。[2]  景区内建有现代化专业展馆，近千幅美的图片展示着文化名城

哈尔滨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比例为 1：600、面积近 400平方米的大型城市

规划沙盘，运用了声、光、电及升降等高科技手段，描绘了未来哈尔滨的宏

伟蓝图。 

中央大街位于具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音乐之都哈尔滨市，是目前亚洲

最大最长的步行街。 始建于 1898 年，初称"中国大街"，1925年改称为沿袭

至今的"中央大街"。北起松花江防洪纪念塔，南至经纬街，全长 1450 米，宽

21.34 米。其中车行方石路为 10.8 米宽。"没有到过中央大街，就不能说来

过哈尔滨"。被称为"亚洲第一街"的中央大街，一百多年来，不仅是一条老街、

步行街，更是建筑艺术博览街，中央大街曾被授予"国家人居环境范例最高奖

"。百年积淀的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欧陆风情、经久不衰的传奇故事、流光

溢彩的迷人夜色，构成人们心中浪漫、时尚、典雅、高贵的中央大街，也成

了老哈尔滨人心中永远迷恋的情结。 

推荐餐厅：华梅西餐厅或者露西亚西餐厅(俄罗斯风味) 

景点二：哈尔滨中华巴洛克 

目前最大、最完整的中华巴洛克哈尔滨道外区建筑群在哈尔滨道外区。

巴洛克建筑艺术是 17 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艺术风格，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色

彩强烈、装饰富丽与雕刻细致，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而"中华巴洛

克"简单说来就是在中国的"巴洛克"，即在中国形成的有巴洛克风格的中国特

色建筑。 

http://baike.so.com/doc/5790799-6003590.html
http://baike.so.com/doc/5386489-5622950.html
http://baike.so.com/doc/5790799-6003590.html
http://i4.qhmsg.com/t017dd6c6bbb4fe49b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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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美食：荣华炸鸡 张包铺 大全烧烤等老道外美食 

景点三：哈尔滨极地馆 

    哈尔滨极地馆是世界首座极地演艺游乐园，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三大景区

之一，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中国首家以极地动物娱乐表演为主题的极地馆。

被全球最大旅游网站“Trip Advisor”评选为“全球杰出景区”。 

“极地鲸灵炫乐团”完美钜献，世界各地著名极地动物明星齐聚哈尔滨极地

馆，倾力领衔世界顶级的七大主题表演。世界唯一极地白鲸水下表演秀，中

国第一美女驯养师与白鲸米拉共同演绎了感动世界的梦幻传奇——“海洋之

心”，入选美国赫芬顿邮报“全球 50个历史时刻”！世界首只诞生于内陆城

市的南极企鹅曼波，是充满奇思妙想的快乐天使，更是哈尔滨城市旅游吉祥

物。 

景点四：漠河市北极村 

北极村位于北纬 53°33′30″，东经 122°20'27.14"，地处黑龙江省漠

河县，是中国唯一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是中国“北方第一哨”所在地，

也是中国最北的城镇。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2014最具魅力旅游景点景区，

北极村凭借中国最北、神奇天象、极地冰雪等国内独特的资源景观，与三亚

天涯海角共列最具魅力旅游景点景区榜单前十名。 

景点五：中国雪乡 

中国雪乡位于牡丹江西南部海林市大海林林业局内，距离牡丹江 170 公

里，距离哈尔滨 280 公里，是张广才岭与老爷岭交汇之处，占地面积 500 公

顷，整个地区海拔均在 1000 米以上。这里雪期长、降雪频繁，有“天无三日

晴之说”，雪乡夏季多雨冬季多雪，积雪期长达 7 个月，从每年的 10 月至次

年 5 月积雪连绵，年平均积雪厚度达 2 米，雪量堪称中国之最，且雪质好，

粘度高，素有“中国雪乡”的美誉。拥着层层叠叠的积雪，百余户的居民区

犹如一座相连的“雪屋”，房舍随物具形的积雪在风力的作用下可达 1米厚，

其状好似奔马、卧兔、神龟、巨蘑……千姿百态，仿佛是天上的朵朵白白云

飘落，雪乡从初冬冰花乍放的清晰到早春雾凇涓流的婉约，无时无刻不散发

着雪的神韵。 

景点六：亚布力滑雪 

亚布力滑雪场位于尚志市东南部，距哈尔滨市 190 公里。俄语原名亚布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119-h4bfGQ6WjrVqREAXlk5Tf69&url=http://baike.baidu.com/view/1543229.htm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119-h4bfGQ6WjrVqREAXlk5Tf69&url=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733/7062236.htm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119-h4bfGQ6WjrVqREAXlk5Tf69&url=http://baike.baidu.com/view/64534.htm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119-h4bfGQ6WjrVqREAXlk5Tf69&url=http://baike.baidu.com/view/139464.htm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119-h4bfGQ6WjrVqREAXlk5Tf69&url=http://baike.baidu.com/view/135870.htm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1119-h4bfGQ6WjrVqREAXlk5Tf69&url=http://baike.baidu.com/view/56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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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尼，“果木园”之意。清朝时期为皇室及满清贵族的狩猎围场。亚布力滑

雪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滑雪场，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综合性雪上训练中心。

地处长白山系支脉张广财岭的余脉，大锅盔山、二锅盔山和三锅盔山所环绕

的广阔腹地。 

景点七：雪地温泉 

    英杰温泉——2012年 8月，通过黑龙江省内专业地质勘测队进行的物探，

英杰景区发现了温泉水脉，当年 8 月份开始打井，11 月成功出水。钻井深度

达 2280 米，出水温度 52℃，是非常优质的寒地温泉。与其它温泉相比，英

杰的温泉含氟高，属于碳酸钙泉，对骨骼皮肤非常好。再加上周边优势的自

然资源，英杰温泉能为游客带来“山水之间泡温泉”的仙境式体验。在建筑

上，超大玻璃幕墙使原生态、园林式露天温泉与室内温泉浑然一体，依山傍

水自然呈现的坡地修建而成，原汤池、中药池、理疗池、小鱼池、游泳池等

70 多个泡池一步一景，在英杰泡温泉，让您充分体验美丽源于自然，健康出

自温泉。 

    林甸温泉——发现于 1975 年 8 月，是大庆石油管理局打的油气探井，也

是县开发利用的第一口自喷井，因此本院被誉为“林甸温泉”的发源地。温

泉井深 1792米，常年水温 39.5－41.5°C。本泉水清澈透明，含有锶、溴、

碘、偏硅酸、氟、重碳酸钠、氯化钠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经黑龙

江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研究所鉴定，为含硼的重碳酸氯化钠氟医疗热矿泉水

和含有锶、溴、碘、重碳酸、氯化钠复合型饮用天然矿泉水。经常洗浴和饮

用，有病祛病，无病健身。其中浸浴对风湿、类风湿、痛风、慢性附件炎、

神经痛、更年期综合症、神经衰弱、风湿病、各类皮肤病及术后疤痕的治疗

和恢复疗效显著；黑龙江省原省长陈雷为疗养院题写了院名、原国家民政部

副部长范宝俊赞誉林甸温泉为“泉中瑰宝”，原国家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来

院视察后题词“林甸泉水甲天下”。 

哈尔滨特色饭店推荐：老六杀猪菜 百一大地锅 老厨家等 

哈尔滨特色演出推荐：二人转 

    其他哈尔滨的特色，好吃的，好玩的，可以来哈尔滨后咨询麦芽田的老

师们，愿意成为老师们的好导游，欢迎大家在这个冬天来哈尔滨学习、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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