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儿童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 
暨特殊需要儿童幼小衔接试验班成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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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特

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国大 e 联企业资源服务平台及无锡地火网络有限

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七届全国儿童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暨特殊需要儿童

幼小衔接试验班成果交流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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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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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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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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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探索融合教育成果斐然；2017 年 4 月 1

日成立了“公益服务站”，将早期发现与早期康复有机连接；2018 年 4 月开办

并运行了“特殊需要儿童幼小衔接试验班”，实现早期康复与普小的无缝对接。

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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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创造特殊需要儿童未来更美好的

发展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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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殊需要儿童幼小衔接试验班成果交流会 

中心自 2018 年 4 月创办“特殊需要儿童幼小衔接试验班”以来，已办第 3

届，探索早期康复与普小的无缝对接，实现了跨行业、多专业的合作，进一

步丰富了早期康复的内容和形式，最大程度地创设真实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促进特殊需要儿童全面提高了适应性和学业能力,完成了特殊需要儿童早期

康复与义务教育普小阶段衔接的模式、方法、课程、家庭支持、社会化运作

等初期探索。 



此次试验班成果交流会，本着推动特殊需要儿童融合教育的发展，与大

家分享实践做法与经验，特邀请参加此次培训的学员免费参加（烦请在回执

单上确认）。 

时间：2019 年 10 月 26 日 13：00-17：00 

地点：金和大酒店（无锡市梁溪区解放东路 1008 号）四楼  金和厅 

三、“感觉讯息处理介入实务操作证书课程”培训 

协康会拥有庞大的作业治疗师团队，所有治疗师均已接受正规的「传统

感觉统合」培训。近年更进行有关「感觉讯息处理」的科学研究，研发出适

合用来评估华人社区儿童的「感觉讯息处理及自我调节能力检核表」（Sensory 

processing and self-regulation checklist），并整合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编

订了「感觉讯息处理的评估及介入指引」，为前线作业治疗师提供宝贵的指

导教材。因应国内的特殊情况，协康会的作业治疗师设计了崭新的「感觉讯

息处理课程系列」，协助国内儿童复康人员正确认识「感觉讯息处理」的理

念，掌握「感觉讯息处理困难」的检核方法。课程亦会协助国内儿童复康人

员掌握所需的实务操作及训练技巧，使康复人员能够在实制可行的范围下为

儿童设计针对性的「感觉讯息处理」介入方案，提升国内同业的专业水平。

整个课程系列会由协康会的资深作业治疗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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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11 日



 

 3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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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6 日报到，10 月 31 日离开。 

报到时间：26 日上午 8：30 至 11：00 

报到地点：金和大酒店（无锡市梁溪区解放东路 1008 号） 

培训地点：梁溪区残联（风雷新村 119 号）10 楼 

联系电话：0510—82793062 

二、招生对象 

此培训对象为全国残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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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条件及名额 

条件：1、修毕并持有证书课程 SP-BC、SP-AC-A、SP-AC-B 

       2、开课前准备一个 SP 评估个案的评估 \记录（SPSRC、

SP-CO-1;SP-CO-2、SP-SW、SP-IW） 

限额 40 名。 

四、报名要求 

1、报名截止时间 2019 年 10 月 15 日。报名联系方式： 

邮箱：wuxitexu@163.com。 

电话：0510-82793062，15370209293 

传真：0510-82793062 

联系人：何镓康 

2、培训费 

课程费用：3200 元/人（不含税价，开票需要加收税点 6%一并转入） 

食宿、交通费自理。 

费用请于 2019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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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地火网络有限公司 

mailto:wuxite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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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建设银行无锡盛岸路支行 

开户账号：32050161563600000041 

注：课程指定用书：协康会出版《感觉讯息处理及自我调节功能检

核表》(参加培训同一单位的学员需订购或带最少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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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若申请取消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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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住宿推荐（请自行联系） 

1、尚客优快捷酒店(无锡永乐路店) 

无锡市新吴区永乐东路与长江北路交汇处锡城一街东风家园二期 80 号 
 

2、维也纳酒店(南禅寺店) 

无锡市梁溪区解放东路 815 号 
 

3、锦江之星(学前路店) 

无锡市新吴区学前东路 728 号 
 
4、蜜桃水晶酒店(无锡学前路店)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学前东路 721 号 
 

5、庭酒店(无锡火车站南广场店) 

无锡市梁溪区汉昌北街 60 号 
 

6、锦江之星品尚(南禅寺东林书院店)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东路 31、33、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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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陌么酒店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永乐东路锡城 1 街 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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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授课专家简介 

附件 2  报名表 

附件 3  培训日程 

附件 4  报到及培训地点交通路线 

              

 

 

                          香    港    协    康    会 

                     江苏省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 

                   国大 e 联企业资源服务平台 

                  无锡地火网络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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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授课专家简介 

郑萧女士 

郑女士荣获香港理工大学职业治疗学(荣誉)理学士及香港理工大学医疗

管理(发展障碍人士复康)理学硕士，是协康会一级职业治疗师(儿科)。她是香

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学系(儿童发展科)客席讲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学系

(儿童发展科)临床导师、香港公开大学《幼儿教育(特殊教育)高级文凭》遥距

课程编委及香港公开大学《幼儿教育(特殊教育) 》学系客席讲师。郑女士曾

任职于特殊幼儿中心及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并参与驻校职业治疗服务，在

儿童评估及治疗方面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她曾参与《感觉统合知多少》、

《自闭症儿童小区适应训练教材套》、《提升幼儿自理能力手册》 、《折解

孩子的感觉密码》的编写工作。 
 

 

王玥女士 

王女士荣获香港理工大学职业治疗学(荣誉)理学士、曾是协康会一级职业

治疗师(儿科) 、任职于特殊幼儿中心及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并参与驻校职

业治疗服务，现在在私人机构担任儿科职业治疗顾问、在儿童评估及治疗方

面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她拥有多项治疗技巧的进修证书，包括：感觉统合

评估 (SIPT) 证书、游戏治疗证书、 布隆贝格韵律运动训练证书、 DIR®地

板时间、治疗性聆听训练等。 教学上她曾任职香港浸会大学《教师/教师助

理(特殊教育)培训课程》的课程编委及客席讲师，亦曾担任香港理工大学康复

治疗学系(儿童发展科) )的临床考察导师，现时为香港感觉统合协会执行委员

会里的 Continuing Education Secretary，负责协助举办及推广课专业进修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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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名表 

 

 

 

第七届全国儿童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 
暨特殊需要儿童幼小衔接试验班成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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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类型 □治疗师 □医生 □特教教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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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小衔接试验班

成果交流会 
□参加       □不参加 

发票抬头 

（与汇款单位一致） 
 

税  号 

（单位报名提供）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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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培训日程 

日  期 内   容 

第一天 

10.26 

上午 

8：30—11：00 
报   到 

下午 

13：00-17：00 

1、特殊需要儿童幼小衔接试验班成果交流会 

2、培训班开班仪式 

第二天

10.27 

上午 

9：00-12：00 
1、重温与感觉讯息处理相关的理论和评估 

下午 

1：30-4：30 
2、感觉讯息处理的介入方案编写 

第三天

10.28 上午 

9：00-12：00 

3、感觉讯息处理的介入方案编写（续） 

4、从评估到感觉讯息处理介入的概念 

5、感觉讯息处理介入实务操作—从个人方面

介入 

下午 

1：30-4：30 

6、感觉讯息处理介入实务操作—从个人方面

介入（续） 

第四天

10.29 

上午 

9：00-12：00 

7、感觉讯息处理介入实务操作—从个人方面

介入（续） 

下午 

1：30-4：30 

8、感觉讯息处理介入实务操作—从活动方面

介入（续） 

9、感觉讯息处理介入实务操作—从环境方面

介入 

第五天

10.30 
上午 

9：00-12：00 

10、感觉讯息处理介入实务操作—从环境方面

介入（续） 

11、感觉讯息处理介入实务操作—整合介入 

下午 

1：30-4：30 

12、感觉讯息处理介入实务操作—整合介入

（续） 

13、如何应用感觉讯息处理介入策略于不同诊

断类别儿童的训练 

14、感觉讯息处理与感觉统合介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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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报到及培训地点交通路线 
 

（一）培训地点：梁溪区残联（风雷新村 119号） 

 
 

（二）报到地点：金和大酒店（无锡市梁溪区解放东路 10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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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乘车路线至梁溪区残联： 

 

1、无锡火车站（北广场）至梁溪区残联 

地铁 1 号线长广溪方向（无锡火车站→三阳广场站）、地铁 2 号线（三阳广

场站→上马墩站 3号出口）、步行 900米至梁溪区残联 

 

2、无锡东站至梁溪区残联 

地铁 2 号线梅园开原寺方向（无锡东站→上马墩站 3 号出口）、步行 900米

至梁溪区残联 

 

3、无锡苏南硕放国际机场至梁溪区残联 

机场 1号线（无锡机场站→旺庄东路站）、步行 300米至 30路或 76路公交

（旺庄东路站→风雷新村站）、步行 420米至梁溪区残联 

 

 

公交乘车路线至金和大酒店： 

 

1、无锡火车站（北广场）至金和大酒店 

地铁 1 号线长广溪方向（无锡火车站→胜利门站）、步行 460 米至金和大酒

店 

 

2、无锡东站至金和大酒店 

地铁 2 号线梅园开原寺方向（无锡东站→东林广场站）、步行 770 米至金和

大酒店 

 

3、无锡苏南硕放国际机场至金和大酒店 

机场 1号线（无锡机场站→火车站）、步行 860米至金和大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