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BT)
 

Registered 
Behaviour 
Technician
註冊行為技術師

你是否有興趣支援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你會否熱衷於幫助別人？
你準備好開始你的職業生涯了嗎？

如果以上皆是的話，這就是一門為你度身訂造的課程了！
我們的 RBT 課程是專為想成為註冊行為技術員的人所設計的。
通過這個課程，你將可以學習到實用的知識及技能，
以裝備自己去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在不同的環境下所展現的需求。 

LEX Centre

10/F , 17 Cheung Lee Street
Chi Ko Industrial Building

Chai Wan, Hong Kong

Tel: 2896 0323
E-mail: lex@lexcentre.net



什麼是 RBT？

- RBT 是由美國行為分析師認証委員會(BACB)所頒發而受
   國際認可的證書課程
 

- RBT是Applied Behavioural Analyst (應用行為分析師)
   的入門考試認證
 

- 主要的職責是直接實現由ABA設計的行為計劃 

你將會在本課程學到什麼？

- 對應用行為分析(ABA)的基本知識
 

- 評估計畫及技巧
 

- 不同的教學策略及技巧 
   (例如：單一嘗試教學法(DTT), 溝通訓練等
 

- 行為管理
 

- 測量與數據搜集
 

- 職業道德：專業操守
 

- 在家中、學校或社區中支援帶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為何要選擇我們？

- 滿足BACB對RBT 40小時的培訓要求
 

- 建基於RBT任務列表而專門為RBT而設計的課程
 

- 我們是這地區中唯一會將焦點同時放於理論及實踐的
   課程
 

- 提供個性化的教程以切合你的需求，從而最大限度地
   提高你的學習
 

- 把當地資源及文化列入考量，並致力提供相關的例子
   以更切合於本地實踐的需要
 

- 完成RBT能力評估，為您正式的RBT考查作好準備

** 這個課程的內容是建基於註冊行為技術員任務列表所設
    計，及滿足對 40小時的培訓要求。
    

   該課程是獨立於BACA課程的。

葉曉欣 Dianna Yip

教育系碩士  ,  國際認證行為分析師
 

• 教育系碩士 - 主修特殊教育, 專注於自閉症
   及其他發展障礙（UBC, Canada）
 

• 國際認證行為分析師（BCBA）
 

• 嬰幼兒開發/支持兒童發展證書
  （UBC, Canada）

• 應用行為分析學與殘疾人士高級證書
  （Douglas College, Canada）
 

• 國際行為分析協會會員（ABAI）
 

• 正面行為支持協會會員（APBS）

・・・・・・・・・・・・・・・・・・・・・・・・・・・・・・・・・・・・・・・・・・・・・・・・・・・・・・・・・・・・・・・・・・・・  入學需知

1.    介紹應用行為分析(ABA)和各種特殊需要（如:自閉症，多動症等) 
        Introduction to ABA and various disabilities (e.g. Autism, ADHD, etc.) 
 

2.    RBT的角色 (Role of RBT)
 

3.    專業行為 (Professional conducts)
 

4.    ABC學習模式 (The ABC Model of Learning)
 

5.    與有特殊需要的人建立融洽關係 (Rapport Building)
 

6.    使用評估以決定如何教導學生 (Using assessment to identify what and how to teach)
        ・ 偏好評估 (Preference Assessment)
        ・ 學習階段 (Stages of Learning)
 

7.    不同的教學策略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 單一(分立)嘗試教學 (Discrete Trial Teaching)
        ・ 溝通培訓 (Communication Training)
        ・ 隨機教學 (Incidental Teaching)
        ・ (行為)塑造 &連鎖 (Shaping and Chaining)
 

8.    提示 & 提示褪除 (Prompting and prompt fading)
 

9.    動機操作 (Motivating Operation - MO)
 

10.  增強作用 (Reinforcement)
        ・ 代幣系統 (Token economy)
 

11.  執行ABA的干預計劃 (Implementing an ABA intervention program)
 

12.  維持 &類化 (Maintenance and generalization) 
 

13.  如何處理問題行為 (Behaviour management)
 

 

14.  在不同的環境中 (如: 學校,家庭,等)支援有特殊需要的人
       (Supporting clients in various environments)

課程內容

葉小姐自2002 年開始，為自閉症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服務，特別是支援自閉症，發展障礙及
 

行為問題的小孩子。葉小姐現為香港其中一位僅有的國際註冊應用行為分析師 (BCBA)。在加
 

拿大期間，曾與臨床兒童心理學家 Dr. Gerald Kysela 及Dr. Joe Lusyshyn 與 Dr. Pat Mirenda
 

共事。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BC )取得教育碩士學位後，於2012年回流香港及成立培基培訓
 

中心。在過去的 12 年，葉小姐曾為超過百多個有自閉症及行為問題兒童的香港及加拿大家庭
 

提供服務 ； 並不斷往來各國為家長及教育工作者提供培訓及出席國際會議活動。

1.  以先到先得方式取錄學員，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學費或銀行入票收據電郵至 :
  

     lex@lexcentre.net；或郵寄至柴灣祥利街17號致高工業大廈10樓 本中心收，
 

     中心職員將以電郵及電話確認成功報名。
 

     華僑永享銀行： LEX Centre戶口號碼 - 686984-051
 
2.  課程以廣東話為主，輔以英語教授。

3.  適合就讀人士：特殊需要家長、老師、學生、教學助理等。
 
4.  課程完結後，將安排學員參加免費實習計劃，務求學以致用。
 
5.  本課程將協助學員報考美國 RBT 認證考試。學員如欲報考文憑，必須能書寫流
 

     利英語。

・・・・・・・・・・・・・・・・・・・・・・・・・・・・・・・・・・・・・・・・・・・・・・・・・・・・・・・・・・・・・・・・・・・・・・・・・・・・・・・・・

上課日期                共 7 個星期日：42小時課堂  
 

                                 6月5日、6月12日、6月19日、7月3日、7月10日、7月17日、7月24日
 

上課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1 時； 下午 2 時至 5 時
 

上課地點                香港柴灣祥利街17號致高工業大廈10樓
 

課程費用        個人參加者：HKD 8,800 / 位 （參與義工計劃：HKD 5800／位）

贊助                        為鼓勵更多有志投身特殊教育行列，凡完成課程後，參加愛傳遞義工服務
 

                                6次者，均可獲愛傳播基金會贊助學費港幣2000元正。

・・・・・・・・・・・・・・・・・・・・・・・・・・・・・・・・・・・・・・・・・・・・・・・・・・・・・・・・・・・・・・・・・・・・・・・・・・・・・・・・・
查詢：2896 0323

 

Phoebe/ Nico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