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icks for Autism C.I.C. 英國劍橋⼤學⾃閉症研究中⼼ IBCCES
LEGO®-Based Therapy（”LBT”）是⼀套針對社交溝通障礙或⾃閉症譜系兒童的介入⽅法。它運⽤樂⾼積⽊作為媒介，配合⼩
組建構遊戲（collaborative building）來營造⾃然社交環境，引發兒童之間的社交溝通。臨床研究顯示它能有效地提昇5-16歳社

交障礙、⾃閉症、亞斯柏格症、焦慮症或憂鬱症的兒童之社交技能與溝通能⼒。

LEGO®-Based Therapy 認可專業培訓

透過研究、實踐和培訓，發展遊戲教育
完成全期課程，你可以：
• 獲得英國 Bricks for Autism 簽發 LEGO®-Based 

Therapy 認可專業培訓證書 (英國劍橋⼤學⾃閉症
研究中⼼認可)

• 可⾃⾏考取⾃閉症專家認證資格 (IBCCES認可)*

• 申 請 APPTA 註 冊 遊 戲 治 療 師 簽 發 LEGO®
介入培訓時數#

• 申請香港⼼理學會 (HKPS) CEUs 認可培訓時數*

• 透過實習平台與孩童互動進⼀步鞏固知識
• 符合資格開辦積⽊治療⼩組推動遊戲教育
• 累積實習時數，邁向註冊導師資格

LEGO® is a trademark of the LEGO Group of companies 
which does not sponsor, authorise or endorse this program.

三位註冊導師於英國劍橋⼤學跟隨 Bricks for Autism 創辦⼈
Dr. Gina Gómez 學習 LBT

報名QR編碼/報名連結

電話：9790 2370 / 6758 7339 (歡迎 WhatsApp)

電郵：ynotplayhk@gmail.com
網址：www.ynotplayhk.com

Y NOT play 遊戲治療

課程適合
社⼯、輔導員、遊戲治療師、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
⼼理學家、教育⼼理學家、教師、助教、Playgroup 導師、
或任何教育⼯作者持有⼩組團隊遊戲經驗⼈⼠
(參加者需提供專業資格之證明)

課程費⽤
基本課程 (5⼩時) ：HK$3,000 
進階課程 (10⼩時)：HK$11,000
專業實習及督導 (5⼩時)：HK$10,000
⼀次過報讀全期課程 (基本、進階及專業) 每位HK$22,000

備註 : * 詳情請參考後⾴ #需達致有關專業要求

報讀全期課程優惠
1)「⼆⼈同⾏」 : 每位HK$20,800

2) 早⿃優惠 : 每位額外獲HK$500折扣 (必須於
2020年10⽉31⽇前成功報名)

課程內容

基本課程 (5⼩時)
• 介紹 LEGO®-Based Therapy
• 如何實施和執⾏ LEGO®-Based Therapy 
• 如何運⽤ Freestyle Building 帶領團隊溝通
• 如何解決⼩組糾紛、問題和困難
• 應⽤材料、⼯具及需知
註：包實⽤教材 (中⽂版)

進階課程 (10⼩時)

單元⼀
• LEGO®-Based Therapy 的專業介入⽅針
• 成⼈導師⾓⾊、處理糾紛和介入
• 了解 Dr. Simon Baron-Cohen 之 Empathizing 及

Systemizing 理論對⾃閉症兒童個別發展
• 社交及溝通能⼒較弱、⾃閉症兒童常⾒社交溝通問題
• 評估兒童的社交溝通能⼒及⼩組進度
• 研究、個案分享及討論

單元⼆
• LEGO® 在遊戲治療中的實際應⽤
• 使⽤ LEGO® 在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層⾯上
• 與焦慮的兒童進⾏ LEGO® ⼩組的有關技巧
• LEGO® 在學校 SEN ⼩組的專業介入⽅法
• 在實習中如何應⽤遊戲治療技巧融入 LEGO® ⼩組
註：包實⽤教材 (中⽂版) 及註冊專業教材 (雙語電腦版)

專業實習及督導 (5⼩時)
• 提供平台於兒童⼩組作實習課，學以致⽤
• 督導及評核
• 進⾏有關覆核、上載認可導師名單於yNOTplay平台供公眾查

閱

https://forms.gle/sGYV9TKYGx7jQpb58

LEGO® is a trademark of the LEGO Group of companies which does not sponsor, 
authorize or endorse the LEGO® - Based Therapy or Y NOT PLAY CO. LTD.

https://forms.gle/sGYV9TKYGx7jQpb58


關於yNOTplay遊戲治療
yNOTplay遊戲治療為香港社企，我們冀望「將遊戲融入教育，把教育變成遊戲！」讓孩⼦樂享童年，活出真我！
yNOTplay於2016年成立並於2018年獲邀⾄英國劍橋⼤學跟隨 Dr. Gina 學習 LEGO®-Based Therapy (“LBT”)，
三位認證導師同年回港成立砌磚會所 “Magic BRICKS Club” 為兒童服務。獲香港城市⼤學羅耀増博⼠協助及
Dr. Gina 督導，於香港進⾏ LBT 對⾃閉症兒童的社交溝通影響作硏究及發佈。結果顯示，完成10 節後學⽣的⾏
為問題有明顯改善，特別在朋輩問題及品⾏問題在統計數據上達顯著性差異。三位導師累計臨床經驗再次獲 Dr.
Gina 邀請⾄英國劍橋⼤學Jesus College參加註冊導師訓練及考核，成功獲頒⾸屆註冊導師資格。Magic
BRICKS Club 現有約150名兒童，可⾒香港對兒童社交溝通的需求。

* International Board of Credentialing & Continuing Education Standards 簡稱 IBCCES。yNOTplay 為 Certified CE Provider (CE No. 194877)，其 LEGO®-Based Therapy 之培訓課程可申
請成為該會之 Certified Autism Specialist / Autism Certificate。有關 IBCCES 之認證資格及CEUs培訓時數計算，可瀏覽 https://ibcces.org。此外，本屆課程亦為香港⼼理學會 (HKPS)
https://hkps.org.hk/en/ 認可之 DEP 及 DCoP 之CE活動，其會員可作CEUs培訓時數計算。個別學會之CEUs計算時數、⽅法及資格將不時更新及/或更改，學員有責任及必須⾃⾏參照有關學會不
時更新的資訊。

本社企項⽬獲刊載於

專業註冊導師簡介

Ms. Canace Yee 
註冊遊戲治療師 (APPTA)
LEGO®-Based Therapy 註冊導師
⼼理學碩⼠及兒童⼼理學⽂憑
國家⼼理諮詢師 (⼆級)
認證⾃閉症專家 (IBCCES)
美國遊戲治療學會專業會員
澳⼤拉⻄亞遊戲治療學會註冊遊戲治療師

Ms. Anna Lau 
LEGO®-Based Therapy 註冊導師
⼼理學碩⼠

國家⼼理諮詢師 (⼆級)
認證⾃閉症專家 (IBCCES)
美國遊戲治療學會專業會員
香港⼼理學會會員

Ms. Fiona Chan 
LEGO®-Based Therapy 註冊導師
美國遊戲治療學會專業會員

基本課程 (5 ⼩時)

完成後可獲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ü Bricks for Autism LEGO®-
Based Therapy 認可培訓時
數 (5 ⼩時) 可銜接進階、實
習及督導課程

ü IBCCES* Certified Autism 
Specialist / Autism 
Certificate 認可培訓時數 (5 
⼩時)

ü 實⽤教材 (中⽂版)

註：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由 yNOTplay 遊戲治療社企 及 Bricks for Autism LEGO®-Based Therapy 認可註冊導師簽發 ;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由 Bricks for Autism Dr. Gina 簽發，
證書為 “Recognized Professional Training - LEGO®-Based Therapy Facilitator Training Course” 。

進階課程 (10 ⼩時)

完成後可獲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ü Bricks for Autism LEGO®-
Based Therapy 認可培訓時數 (10 
⼩時) 可銜接實習及督導課程

ü IBCCES* Certified Autism 
Specialist / Autism Certificate
認可培訓時數 (10 ⼩時)

ü 修畢基本及進階課程之學員可⾃⾏
申請/考取 IBCCES Certified 
Autism Specialist / Autism 
Certificate 

ü 實⽤教材 (中⽂版)

ü 專業教材 (雙語電腦版)

實習及督導 (5 ⼩時)

完成後可獲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ü 頒發 Bricks for Aut ism 
LEGO®-Based Therapy 認可
專業培訓證書 (英國劍橋⼤學⾃閉
症研究中⼼認可) ）

ü 認可導師名單上載於yNOTplay
遊戲治療社企網⾴供公眾查閱

ü 可自費申請簽發15小時 APPTA 
註冊遊戲治療師培訓時數證書
（非連續課程）



課程時間及地點: 

實習及督導 (5⼩時) 

完成基本及進階課程後，三個⽉內透過主辦機構安排實習課及督導。費
⽤已包括場地提供、實習課安排、督導及評核、所需專業⼯具及有關證
書費⽤。學員只需根據本機構所提供之⽇期，於三個⽉內進⾏便可。
學員亦可自費申請APPTA RPT培訓時數證書。

第10屆
LEGO® - Based Therapy

認可專業培訓課程時間表

課程編號：LBT0010

11⽉28⽇
星期六

11⽉29⽇
星期日

基本課程
(5⼩時)

9:30am - 3:30pm ----

進階課程
(10⼩時)

3:30pm - 6:30pm 10:00am - 6:00pm

上課地點 觀塘興業街4號 THE WAVE /
偉業街137號泛亞中心Room 303

（稍後通知確實地點）

進階課程單元⼆、實習及督導，有關部份將由Ms. Canace Yee（RPT No. 18047, 

APPTA）進⾏培訓，⽽遊戲治療⼯作者將可獲發 APPTA RPT 培訓 15⼩時*

*簽發APPTA RPT培訓證書要求
• 已經完成學⼠學位/正在修讀學⼠學位課程（需要修讀有關健康、健康相關或幼兒

教育）
• 成功完成LBT全期認可課程
• 額外提交⼀份遊戲治療功課作業

完成以上要求，可獲簽發15⼩時 APPTA RPT 培訓時數證書（非連續課程）

有關遊戲治療功課作業覆核、證書簽發和⾏政費⽤為HK$1,200，優惠價HK$800

註：12:30-1:30pm 為午飯時間

只適⽤於申請遊戲治療培訓時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