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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APS-1A 台湾星儿陈冠文网上音乐及家长分享会 --音乐与体育 (普通话) Zoom 

2020 年 7 月 11 日 (星期六)  14:00-17:00  (共 3 小时)    

活动目标  

 

• 促进家长、教师、社福、医疗、及义工对运用音乐与体育，如何协助自闭症儿童成长的认识。 

• 介绍台湾星儿陈冠文成长经历，2020 年 9 月入读台湾<醒吾科技大学流行音乐系>成功心得。 

参加对象 • 家长、教师、社福、医疗、义工及，对音乐与体育如何协助自闭症儿童成长有兴趣人士。 

网上音乐及

分享会 

报名 

• 2020 年 7 月 11 日 (星期六) 14:00 - 17:00    (截止报名 7 月 8 日、星期三) 

• 网上 PayPal / 信用卡报名链接： https://form.jotform.com/201518746076458   

音乐表演者 

分享家长 

 

⚫ 音乐表演者：台湾星儿陈冠文 (钢琴及小提琴)  简介参见附页 

⚫ 分享家长：张静怡及陈志荣 (陈冠文家长)  

上课形式 
⚫ 采用网上音乐及分享会 (Zoom)   

教学语言 • 普通话 

截止报名 • 2020 年 7 月 8 日 (额满即止)    名额：100 名 

费用 • 个人參加者划一收费  $200   (港币与人民币同价  HK$1 = CNY 1) 

• 个人参加者可获赠自闭症书籍乙本 (香港地区以平邮寄发。香港以外地区以速递到付寄发，注意速

递费由收件人缴付。 

• 学校或社会福利团体集体报名优惠 $250 / 5 位  或  $500 / 10 位  (集体报名不设赠书) ，每间学校

或社会福利团体最多限报 10 位                                                       

报读手续  

 
• 本课程只接受网上报名及网上以 PayPal /信用卡缴费:    

• 内地省市参加者请致电/电邮，联络秘书处 +852-2948-8930 余小姐 (hlyu@eduhk.hk) 或香港自

闭症联盟余先生 +852-8120-5340 / +86-147-1491-1454，查询微信支付及支付宝缴费办法。 

• 主办单位将因应报读人数的多寡，保留更改、取消及调动活动的权利，未能开办的活动，申请者将

会获发还缴交的款项。 

纸版收据 

及出席证书 
⚫ 個人參加者可獲發紙版收據及出席証書。 

⚫ 學校或社會福利團體集體報名只獲發紙版收據，不設出席証書。 

付款办法 微信支付 AUTISMHK   或  支付宝  (编号 AUTISM306)   (人民币与港币同价) 

澳门参加者以澳门币银行转账资料， 

详情请与联盟联络 info@autism.hk  / +852-8120-5340  /  _86-147-1491-1454 

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及 香港自闭症联盟 

  成立 20 周年  联合纪念活动  (2000-2020) 

香港自闭症教育顾问有限公司 合办 

2020 年台湾星儿陈冠文网上音乐及家长分享会 (SC-9 ed 20200619) 

http://www.hwu.edu.tw/
https://form.jotform.com/201518746076458
mailto:hlyu@eduhk.hk
mailto:info@autis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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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号  D1 – G/F – 05 室  

  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五 09:00-13:00 / 14:00-17:00   

办公时间:  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电话: 2948 8930 (余小姐) / 2948 7763 (黄小姐)  / 8120-5340 (余先生) /  传真: 2948 7993  

电邮: csenie@eduhk.hk          网页: www.eduhk.hk/csenie  /  www.ahkec.com  / www.autism.hk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csenie     

(简体字第 8 版  修订日期  20200616) 

 (注 1)  本网上活动颁发纸版收据和出席证书。  

(注 2)  缴费后 3 天内如未有收到额满通知，可视作成功报名，开课前 2 天内以电邮通知开课详情。  

 (注 3)  额满/主办团体取消活动，未能参加的申请者将会获个别通知及获发还缴交的全数款项。 

*送赠书籍、纸版收据及出席证书，会于活动举行 2 个星期后，香港区以平邮寄发；香港以外地区以速递

到付寄发，注意速递费由收件人缴付。详情可电邮(hlyu@eduhk.hk)查询。  

*缴费后如参加者因事不能出席是次活动，恕不退款，敬请留意!  

(注 4)  本课程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将全数拨供「香港自闭症联盟」及协作伙伴合辨，<大中华地区特殊教育专业

培训计划>贫困地区教师及自闭儿家长资助项目 ASD Hope@China，和香港教育大学学生奖学金。   

 

• 本活动只接受网上报名 :                                 

 

 

PayPal 及信用卡报名 

https://form.jotform.com/201518746076458 

 

 

  

http://www.eduhk.hk/csenie
http://www.eduhk.hk/csenie
http://www.eduhk.hk/csenie
http://www.ahkec.com/
http://www.autism.hk/
https://www.facebook.com/csenie
https://www.facebook.com/csenie
https://form.jotform.com/20151874607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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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星儿：陈冠文 Gavin Chen 简介 

 

从小学…中学…到醒吾科技大学流行音乐系 

           孩子只要放对地方，就有机会发光发亮。 

 

https://www.facebook.com/johnsonchentop  

 

    陈冠文,2020 年毕业于台北市私立方济高中三年级; 并将于 2020 年 9 月入读台湾<醒吾科技大学流行音乐

系>。冠文二岁时经诊断为中度自闭症;语言表达理解极为困难，兼有妥瑞症和感觉统合失调等多类型身心障碍，

所有的学习过程都非常艰辛。冠文自幼就展现音乐天份,有着绝对音感,五岁时由母亲开始启蒙学习钢琴, 不断的努

力,冠文逐渐在音乐比赛中展露头角…     

    除了连续四届在全国心智障碍的才艺比赛夺冠，冠文也开始挑战与一般生的钢琴比赛;在台湾各大音乐比赛如  

2018 台北文化杯钢琴音乐大赛， 2017 卓越杯音乐公开赛 ,2016 亚洲音乐大赛,2015 年欧朵杯国际音乐大赛,布拉

格全国钢琴大赛等;冠文都得到第一名的佳绩! 音乐成绩表现亮眼，在 2017 获评审团票选为《卓越音乐新秀奖》 

         为了克服与人互动的障碍，妈妈陪着冠文加入学校弦乐团;冠文担任弦乐团小提琴一部团员;在不断努力下，

现在的冠文已能独自跟着乐团在校内外演出及代表学校参赛；2016 年代表学校挑战音乐班组的全国学生音乐比

赛，竟也获得了第一名的佳绩!让全校师生见证到特殊孩子经过不断努力，也一样能跟着超越极限！ 

    冠文不断突破自闭症带给他的限制，除了定期举办个人音乐会，冠文更热心于公益活动,也至动物园及养老院进

行陶笛教学。冠文积极参与公益活动，除了参加多场慈善募款演出,在 2014 年世界自闭症日在台北 101 大楼《看

见光、找到爱》与全球联机的点灯活动中，冠文也很荣幸获邀与李圣杰合作表演;来年又再度获邀为 2015 年在国

父纪念馆举行的关怀自闭症音乐会演出, 冠文除了与国家交响乐团 NSO 团员,爵士钢琴三重奏演出,也与民歌手施

孝荣先生吉他弹唱演出;2017 年世界自闭症日又再度获邀至台北 101 大楼全球联机点灯活动演出,让大家欣赏到身

心障碍者在音乐的国度中可以无障碍的沟通。2014-2017 更连续四年获选代表台湾至香港参加亚洲区星儿才艺大

赛,并荣获<才艺卓越奖>的殊荣; 近年来, 更积极投入两岸特殊教育的交流活动,受邀到中国大陆参加海峡两岸论坛

接受访问并演出小提琴;并受邀至上海音乐厅及广州中山堂参加关怀自闭症慈善音乐会，与华南师范交响乐团合作

演出小提琴协奏曲及两度受邀参加大陆关怀自闭症的年会晚会演出,为自闭症的推展及两岸特殊教育交流, 贡献良

多! 

除了音乐方面的亮眼成绩, 冠文也是一名优秀的游泳选手; 每天都勤奋练习,屡破大会纪录成绩亮眼; 冠文通过

台北市政府 2016 年身心障碍市民运动会游泳选拔赛, 成绩达标入选为台北市代表队,以最小年纪参加 2016 年身障

全运会,并勇夺一金三银一铜的优异成绩! 在仰式 100 公尺项目,冠文突破大会纪录并打破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并获

颁<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殊荣! 

  

https://www.facebook.com/johnsonchentop
http://www.hwu.edu.tw/


 

4 

陈冠文历年来的奖牌榜:  

 

音乐类授奖纪录: 

2020 高中毕业获颁 台北市 <杰出表现才艺市长奖> 

2020 日本浜松 PIARA 国际钢琴大赛  台湾代表准决赛  第二名 

2019 国际古典暨传统音乐大赛钢琴青少年组 金奖 

2019 韩国亚洲音乐大赛釜山总决赛钢琴青少年组 铜奖 

2019 韩国釜山亚洲音乐大赛钢琴青少年组台湾初赛 金奖 

2019 亚洲杯全省菁英总决赛  爵士钢琴青年组总决赛 第一名 

2018 年维也纳全国音乐大赛菁英奖钢琴高中组决赛第一名 

2018 亚洲杯国际音乐大赛 古典钢琴青年组 第一名 

2018 桃花源杯音乐大赛 青年钢琴比赛组第一名 

2018 国际古典暨传统音乐奖  荣获钢琴大赛青少年组  金奖  

2018 台北文化杯钢琴大赛 高中组 第一名 

2018 桃花源杯音乐大赛青年钢琴比赛组 第一名 

2018 布拉格全国音乐大赛古典钢琴高中组第一名 

2018 布拉格全国音乐大赛爵士钢琴高中组第一名 

2017 荣获评审票选为台湾卓越音乐新秀奖 

2017 台北卓越全国钢琴大赛 高中组第一名 

2017 台北首都杯爵士钢琴大赛 国中组第一名 

2017 台北首都杯古典钢琴大赛 国中组第一名 

2017 桃花源杯钢琴大赛  国中组 第一名 

2017 台湾卓越杯音乐公开赛钢琴 国中组第一名 

2017 国中毕业获颁 台北市 <杰出表现才艺市长奖> 

2016 亚洲音乐大赛钢琴少年组 第一名 

2016 欧洲杯音乐艺术大赛钢琴国中组 第一名 

2016 布拉格全国音乐大赛 古典钢琴国中组第一名  

2015 获选为 <第 18 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得主 

2015 香港举办的亚洲区星儿才艺大赛票选第一名 获颁<网络票选最受欢迎大奖 

2015 欧朵杯国际音乐大赛钢琴青少年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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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 

连续四届获选代表台湾至香港参赛 并获颁亚洲区星儿才艺大赛 <才艺卓越奖> 

连续两届(第七八届) 全国心智障碍才艺大赛北区青少年组第一名 

连续四届(第五六七八届) 全国心智障碍才艺大赛总决赛钢琴四手联弹第一名 

2014 小学毕业获颁 台北市 <杰出表现才艺市长奖> 

2013 获教育部颁发奋发向上优秀学生 

 

 

 

 

 

体育类受奖纪录: 

2019 年全国中等学校身心障碍者会长杯游泳锦标赛荣获高中男子组 100 公尺蝶式第一名 

2019 年全国中等学校身心障碍者会长杯游泳锦标赛荣获高中男子组 100 公尺仰式第一名 

2019 年全国中等学校身心障碍者会长杯游泳锦标赛荣获高中男子组 1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2019 年全国中等学校身心障碍者会长杯游泳锦标赛荣获高中男子组 2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2018 年全国中等学校身心障碍者会长杯游泳锦标赛荣获高中男子组 100 公尺仰式第一名 

2018 年全国中等学校身心障碍者会长杯游泳锦标赛荣获高中男子组 2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2018 年全国中等学校身心障碍者会长杯游泳锦标赛荣获高中男子组 200 公尺混合式第一名 

*2017 年全国中等学校身心障碍会长杯游泳锦标赛荣获 100 公尺仰式第一名 

*2017 年全国中等学校身心障碍会长杯游泳锦标赛获 2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2017 年全国中等学校身心障碍会长杯游泳锦标赛获 1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2016 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游泳 100 公尺仰式第一名   (破大会并破全国纪录!) 

*****************   

  



 

6 

陈冠文 Youtube 影音录像片 

 

 

⚫ 冠文  小提琴演奏    2019 年 12 月 25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A8eGCOaNwA  (4 mins) 

⚫ 冠文 露西亚餐厅演出。2019年 8月 19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fUWOrocsHg   (5 mins 38 sec)  

⚫ 冠文自我介绍 20190116 新版   2019 年 1 月 16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IHQ1A_YkPg  (5 mins 31 sec) 

⚫ 陈冠文 第二届国际古典暨传统音乐奖 2018 高中组金奖    (2019 年 1 月 14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3aWnSwhLI   (5 mins 22 sec) 

⚫ 冠文 微视影 20180708.     (2018 年 7 月 14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bmtCR3yuQ   (4 mins 32 sec) 

⚫ 听听看 第 780 集 用音乐串连美好-陈冠文  2015 年 9 月 15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c5gikVtNpg  (59 mins 57 sec)  

⚫ 突破自闭症限制 陈冠文展现音乐 游泳天分 20150627 公视晚间    2015 年 6 月 27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2XFkwjia8   (2 mins 4 sec) 

⚫ 18th 17 星际勇士─陈冠文(Guan-Wen Chen)   2015 年 5 月 26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oW0rFDnCI  (3 mins 46 sec) 

台湾陈冠文家长与你分享 19年艰辛但丰盛成果的心路 

 

 

 

   

 

如何成功培育自闭儿在音乐和体育发展 

 张静怡及陈志荣 (普通话)  
(11/7/2020 星期六 14:00-17:00) 

Zoom 网上音乐及家长分享会 

www.autism.hk / www.ahkec.com  

PayPal 及信用卡优先报名 

网上音乐表演：台湾星儿

陈冠文 (钢琴及小提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A8eGCOaNw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fUWOrocsH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IHQ1A_YkP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3aWnSwhL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bmtCR3yu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c5gikVtNp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2XFkwji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oW0rFDnCI
http://www.autism.hk/
http://www.ahke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