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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Skills of Supporting Child and Adolescent Growth
輔助兒童及青少年成長技巧證書課程

簡介

兒童及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往往遇上不同類型的問題而需要協助。協助他們的人士，無論是家長或兒童及青少年工

作者，都必須首先對個人的成長及發展有充份的認識，才可以在學習方法及輔助技巧上對兒童及青少年作出有效的

支援。本證書課程旨在為家長和兒童及青少年工作者提供有系統的知識及技巧培訓，令他們在協助兒童及青少年成

長的過程中，採取積極的態度及運用正確的技巧，使兒童及青少年得到適當的輔助。

修讀期及課程結構

學員可於註冊入學後一年內完成本課程，當中包括下列五個單元：

        Module 單元   Title 名稱   Contact hours 學時

  1  瞭解個人成長      18

  2  認識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    18

  3  理解兒童及青少年的心理及輔助方法   21

  4  認識及引導不同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   21

  5  全納教育與兒童及青少年成長    18

         共計：  96

課程內容

單元一：暸解個人成長

教學目標：

讓學員首先對個人的成長及發展有充份瞭解，並明

白改善及裝備自己的方法，以致更有效地去引導及

輔助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課程內容：

1.  發掘及擴展個人潛能

2.  探索及鞏固個人的內心世界

3.  學習化解衝突及處理分歧

4.  促進人際關係

單元二：認識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

教學目標：

讓學員認識兒童及青少年在成長階段上有關情緒、認知、道德及個性發展的要點及掌握輔助他們身心發
展的技巧。

課程內容：

1. 認識兒童及青少年情緒、認知、道德及個性發展的特徵及需要

2. 檢視及重整個人的人世觀，建立積極的生活模式，藉以引導兒童及青少年成長

3. 運用繪畫及故事，例如：沙維雅治療模式內的「冰山」及精要治療法進入兒童及青少年的內心世界， 
   協助他們自由地表達內心世界及解決生活上的挑戰

4. 各種輔導技巧練習（包括閱讀及回饋非語言訊息、轉化思想及正面語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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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方法及證書頒發

學員符合以下規定，將可獲發「輔助兒童及青少年成長技巧證書」

（證書頒發約在全部課程完成後第九個月) ：

(一)  學員須於每單元的課堂出席率達百分之七十或以上；及

(二)  學員須於每單元考核合格。

報名手續

申請人請填妥報名表格，並附上學歷證明文件影印本*、報名費一

百五十元及學費**(以「香港中文大學」抬頭分別用兩張支票或銀

行本票支付)，然後寄往或交往：

  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苑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輔助兒童及青少年成長技巧證書課程」

  課程統籌收

*   若有遺失，申請人可提交於民政事務處的宣誓文件作證明。

** 取錄與否，申請人之報名費概不作退還或轉讓。學費只退回予不被取錄之申請人。 

     已被取錄學員已繳學費，概不作退還或轉讓。

單元三：理解兒童及青少年的心理及輔助方法

教學目標：

讓學員理解兒童及青少年的一般及異常心理特徵，

繼而掌握適當的輔助方法。

課程內容：

1. 兒童及青少年的一般心理狀況及輔助方法

2. 兒童及青少年異常心理的定義與分類

3. 各種異常心理的特徵

-  過度活躍症 (Hyperactivity)

-  閱讀障礙 (Dyslexia)

-  自閉症 (Autism) 及其他異常的兒童心理

-  恐懼症 (例如：School Phobia) 

-  強迫症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  濫用物質 (Substance Abuse)

-  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  抑鬱症及自殺行為 (Depressed and Self-harm behavior)

-  進食失調症 (Eating Disorder)

-  身心症 (Psychosomatic)

4. 輔助異常心理的方法及技巧

單元四：認識及引導不同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

教學目標：

讓學員瞭解不同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的學習特徵，

並發展出引導他們有效學習的策略。

課程內容：

1. 認識及瞭解不同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的學習特徵

2. 培訓不同類型的兒童及青少年的重點

3. 引導兒童及青少年有效學習的策略

4. 促進有效學習技巧練習

單元五：全納教育與兒童及青少年成長

教學目標：

讓學員瞭解於學校、家庭及社群推行全納教育對兒童

及青少年成長的幫助。

課程內容：

1. 全納教育的理念及特色

2. 全納教育對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幫助

3. 推行全納教育應有的態度及技巧

4. 評估全納教育實施成效的方法

授課語言

教學語言以粵語為主，英文為輔。教材、功課考試則中、

英並用。

入學資格

申請人須具中五畢業程度。學員取錄與否由入學遴選委

員會決定。

學費

報名費 港幣一百五十元正 (取錄與否，概不退還）

學   費 港幣一萬一千五百元正 

           (已繳學費，概不作退還或轉讓)

備註

如有需要，本院有權更改原定課程的導師、上課日期、

時間、地點及內容。如報名人數不足，本院有權取消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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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心
中環夏慤道12號美國銀行中心1樓A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98號東海商業中心地庫一樓01室

尖沙咀漆咸道南67號安年大廈13樓

將軍澳翠林邨 (欣林樓對面)

總辦事處
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苑

Learning Centres
Unit A, 1/F, Bank of America Tower, 12 Harcourt Road, Central
Unit 01, Basement 1, East Ocean Centre, 98 Granville Road, Tsim Sha Tsui
13/F, Oriental Centre, 67 Chatham Road South, Tsim Sha Tsui
Tsui Lam Estate, Tseung Kwan O (Opposite Yan Lam House)

Head Office
Inter-University Hal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2209 0422 / 2209 0287   scs-ssc@cuhk.edu.hk

 2739 2797                          cusc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