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康會「星亮教室」 – 內地孤獨症兒童早期干預扶輪社公益培訓專案 

 

日期 (時間/地點) (編號)課程名稱 (全部粵

語講授) 

贈送教材 (每位學員獲贈一冊/套) 協康會導師 參加資格 名

額 

協辦單位(公眾報名聯絡) 

2016年 4月 2日 

(全天/ (廣州市第二

少年宮 201教室或

廣州圖書館 1號學

術報告廳) 

1601「自閉症學前兒童的

實證有效訓練」家長教育

講座(全天) 

《孤獨症兒童訓練應用手冊》 

 

羅婉萍心理學家 

曾愛馨老師 

7歲以下確

診自閉症

兒童的家

長 

300 廣州巿少年宮 

電話：020- 83319795  

（工作時間為 8:30-17:00） 

微信號：星星亮 xingxingliang123 

2016年 4月 3日 

(上午 9:00-12:00及

下午 2:00-5:00 / 廣

州市中大社工服務

中心) 

1602「為自閉症兒童實施

有效的家庭複康訓練」工

作坊(全天) 

《孤獨症兒童訓練指南》(一套六冊) 

 

羅婉萍心理學家 

曾愛馨老師 

吳燕玲老師 

已參加

1601課程

的自閉症

兒童家長 

80 廣州市中大社工服務中心 

電話：020- 83319795  

（工作時間為 8:30-17:00） 

微信號：星星亮 xingxingliang123 

2016年 6月 18日 

(下午 2:30—5:30/ 

廣州市婦女兒童活

動中心或瑞寶街會

議室) 

1603「幫助孩子克服學習

障礙」教育講座 

《聽說讀寫百寶箱─幼兒語文學習家長

手冊》 

 

黃俊傑心理學家 5-10歲有

學習障礙

兒童的家

長，和有興

趣的老師/

社工 

300 廣州巿心明愛社工中心 

廣州巿海珠區寶崗路潤田雅苑潤

田路 11號 101b 

郵箱：gz_xma@163.com 

電話：020-61836306 

微信號：aimanxintian 

2016年 6月 25日 

(上午 9:00-12:00及

下午 2:00-5:00/ 東

莞巿莞城區政府學

術報告大廳) 

1604「幫助孩子克服多動

症、專注力障礙」教育講

座 (全天) 

《躍動成長路─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

家長錦囊》 

 

翁偉傑心理學家 5-12歲有

專注力障

礙兒童的

家長，和有

興趣的老

師/社工 

300 廣東省殘疾人康復協會 

郵箱：gdard83865225@126.com 

電話：020-83865225 

連絡人：羅彬華 15915953995 

微信號：si1233456 

  



2016年 5月 7-10日 

(每天上午

9:00-12:00及下午

2:00-5:00/ 深圳市

深圳殘聯議會廳) 

1605「結構化教學法基礎

證書」課程 (四天培訓班) 

《PEP- 3 自閉症兒童心理教育評核工具

及材料套 — (第三版 - 修訂)》及《孤獨

症兒童訓練指南》(一套六冊) 

 

 

陳寶珊老師 

關菜茗老師 

從事特殊

早教老

師，有兩年

教學經驗 

(主修科

1605及

1606只可

選一個) 

50 深圳巿南山區關愛特殊兒童中心 

公郵：nscare@163.com 

電話：0755-86603660 

微信號：QQ339287004或

13682459770 

2016年 5月 21-23

日 

(每天上午

9:00-12:00及下午

2:00-5:00/ 廣州市

社會工作協會大課

堂) 

1606「兒童發展評估及訓

練策略證書」課程(適用于

高功能自閉症兒童) (三天

培訓班) 

《兒童學習綱領》 與 《兒童發展評估

表 》(修訂版)、《兒童發展評估材料套》

及《學前兒童訓練指南》(一套六冊) 

 

陳翠霞老師 

歐陽淑嫻老師 

從事特殊

早教老

師，有兩年

教學經驗 

(主修科

1605及

1606只可

選一個) 

50 廣州巿社會工作協會 

廣州巿西環巿西路 68號 4樓 

公郵：

gzshegongxiehui@vip.126.com 

電話：020-86475767 

微信號：gzswer 

2016年 6月 19日 

(上午 9:00-12:00及

下午 2:00-5:00/ 廣

州市社會工作協會

大課堂) 

1607「學習障礙兒童的教

學策略」工作坊(全天) 

《聽說讀寫小寶盒─幼兒語文學習教材

套》 

 

黃俊傑心理學家 從事特殊

早教老

師，有兩年

教學經驗 

80 廣州巿社會工作協會 

廣州巿西環巿西路 68號 4樓 

公郵：

gzshegongxiehui@vip.126.com 

電話：020-86475767 

微信號：gzswer 

  



2016年 7月 12-14

日 

(每天上午

9:00-12:00及下午

2:00-5:00/ 廣州市

第二少年宮) 

1608「針對自閉症兒童的

課堂教學及活動設計」課

程 (三天培訓班) 

《幼兒單元教學 ─ 教案及活動》 

 

潘桂好老師 

曾愛馨老師 

已修畢

1605或

1606課程

的老師 

100 廣州巿少年宮 

邮箱：snggyzyz@126.com 

电话：020-37857455（周三-周五

9:00-17:00） 

联系人：莫穗贤 蒲泽彤 

2016年 12月 3-6日 

(每天上午

9:00-12:00及下午

2:00-5:00/ 深圳市

深圳殘聯議會廳) 

1609「編寫個別教育計畫」

進階課程 (四天培訓班) 

課程講義 潘桂好老師 

余金鳳老師 

已修畢

1605的學

員 

20 深圳巿南山區關愛特殊兒童中心 

公郵：nscare@163.com 

電話：0755-86603660 

微信號：QQ339287004或

13682459770 

2016年 7月 22、23

及 8月 5日 

(三天培訓班/ 香港

九龍觀塘協康會總

辦事處) 

1610「教得其樂—家長管

教技巧課程導師培訓證

書」課程 (三天培訓班) 

「教得其樂」導師教材，包括導師手冊、

小組教具及家長手冊 

陳鑒忠心理學家 本科社

工、兩年服

務學齡前

自閉症兒

童，並有帶

家長小組

經驗 

20 廣州巿社會工作協會 

廣州巿西環巿西路 68號 4樓 

公郵：

gzshegongxiehui@vip.126.com 

電話：020-86475767 

微信號：gzswer 

 

廣州巿同心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郵箱：qingliu0219@yahoo.com 

電話：020-81750133 

連絡人：劉晴 13822183570 

微信號：qing572886 

 

mailto:gzshegongxiehui@vip.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