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及 香港自閉症聯盟
成立 20 週年 聯合紀念活動 (2000-2020)
香港自閉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合辦
2020 年台灣星兒陳冠文網上音樂及家長分享會 (TC-9 ed 20200619)
活動名稱

APS-1A 台灣星兒陳冠文網上音樂及家長分享會 --音樂與體育 (普通話) Zoom
2020 年 7 月 11 日 (星期六) 14:00-17:00 (共 3 小時)

活動目標

參加對象

•

促進家長、教師、社福、醫療、及義工對運用音樂與體育，如何協助自閉症兒童成長的認識。

•

介紹台灣星兒陳冠文成長經歷，2020 年 9 月入讀台灣<醒吾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系>成功心得。

•

家長、教師、社福、醫療、義工及，對音樂與體育如何協助自閉症兒童成長有興趣人士。

網上音樂及 •
分享會
•
報名

2020 年 7 月 11 日 (星期六) 14:00 - 17:00

音樂表演者 ⚫
分享家長
⚫

音樂表演者：台灣星兒陳冠文 (鋼琴及小提琴) 簡介參見附頁

上課形式

⚫

採用網上音樂演奏及分享會 (Zoom) (視乎當日國際寬頻狀況，音樂演奏可能以錄影播放)

⚫

參加者必需以雲端會議 Zoom 軟件上課 (手機、手提/枱式/平版電腦)

教學語言

•

普通話

截止報名

•

2020 年 7 月 8 日 (額滿即止)

費用

•

個人報名劃一收費 $200 (港幣與人民幣同價 HK$1 = CNY 1)

•

繳付全費個人參加者可獲贈自閉症書籍乙本 (香港地區以平郵寄發。香港以外地區以速遞到付寄

(截止報名 7 月 8 日、星期三)

網上 PayPal / 信用卡報名鏈接： https://form.jotform.com/201518746076458

分享家長：張靜怡及陳志榮 (陳冠文家長)

名額：100 名

發，注意速遞費由收件人繳付。
•

學校或社會福利團體集體報名優惠 $250 / 5 位 或 $500 / 10 位 (集體報名不設贈書) ，每間學校
或社會福利團體最多限報 10 位

報名及繳費 •
手續
•

本課程只接受網上報名及網上以 PayPal /信用卡繳費:
內地省市參加者請致電/電郵，聯絡秘書處 +852-2948-8930 余小姐 (hlyu@eduhk.hk) 或香港自
閉症聯盟余先生 +852-8120-5340 / +86-147-1491-1454，查詢微信支付及支付宝繳費辦法。

•

主辦單位將因應報讀人數的多寡，保留更改、取消及調動活動的權利，未能開辦的活動，申請者將
會獲發還繳交的款項。

紙版收據

⚫

個人參加者可獲發紙版收據及出席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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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辦法

⚫

個人報名：網上以 PayPal /信用卡繳費

⚫

學校或社會福利團體集體報名，可以支票繳費 (抬頭：香港自閉症聯盟 Autism Hong Kong)

⚫

內地省市參加者可以微信支付及支付宝繳費，請致電/電郵聯絡秘書處或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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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D1 – G/F – 05 室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09:00-13:00 / 14:00-17:00
辦公時間: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 2948 8930 (余小姐) / 2948 7763 (黃小姐) / 8120-5340 (余先生) / 傳真: 2948 7993
電郵: csenie@eduhk.hk

網頁: www.eduhk.hk/csenie / www.ahkec.com / www.autism.hk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csenie
(繁體字第 9 版 修訂日期 20200619)

(註 1)

本網上活動頒發紙版收據和出席証書予個人參加者； 團體報名只頒發紙版收據，不設出席証書。

(註 2)

繳費後 3 天內如未有收到額滿通知，可視作成功報名，活動前 2 天內以電郵通知 Zoom 詳情。

(註 3)

額滿/主辦團體取消活動，未能參加的申請者將會獲個別通知及獲發還繳交的全數款項。
*送贈書籍予全費繳費個人參加者、紙版收據及出席証書，會於活動舉行 2 個星期後，香港區以平
郵寄發；香港以外地區以速遞到付寄發，注意速遞費由收件人繳付。詳情可電郵
(hlyu@eduhk.hk) 查詢。
*學校或社會福利機構集體報名參加者，不設送贈書籍。
*繳費後如參加者因事不能出席是次活動，恕不退款，敬請留意!

(註 4)

•

本課程收入扣除營運成本，將全數撥供「香港自閉症聯盟」及協作伙伴合辨，<大中華地區特殊教
育專業培訓計劃>貧困地區教師及自閉兒家長資助項目 ASD Hope@China，和香港教育大學學生獎
學金。

本活動只接受網上報名 :

PayPal 及信用卡網上報名
https://form.jotform.com/20151874607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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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星兒：陳冠文 Gavin Chen 簡介
從小學…中學…到醒吾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系
……孩子只要放對地方，就有機會發光發亮。

https://www.facebook.com/johnsonchentop

陳冠文,2020 年畢業於臺北市私立方濟高中三年級; 並將於 2020 年 9 月入讀台灣<醒吾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系
>。冠文二歲時經診斷為中度自閉症;語言表達理解極為困難，兼有妥瑞症和感覺統合失調等多類型身心障礙，所
有的學習過程都非常艱辛。冠文自幼就展現音樂天份,有著絕對音感,五歲時由母親開始啟蒙學習鋼琴, 不斷的努力,
冠文逐漸在音樂比賽中展露頭角…
除了連續四屆在全國心智障礙的才藝比賽奪冠，冠文也開始挑戰與一般生的鋼琴比賽;在台灣各大音樂比賽如
2018 台北文化盃鋼琴音樂大賽， 2017 卓越盃音樂公開賽 ,2016 亞洲音樂大賽,2015 年歐朵盃國際音樂大賽,布拉
格全國鋼琴大賽等;冠文都得到第一名的佳績! 音樂成績表現亮眼，在 2017 獲評審團票選為《卓越音樂新秀獎》
為了克服與人互動的障礙，媽媽陪著冠文加入學校弦樂團;冠文擔任弦樂團小提琴一部團員;在不斷努力下，
現在的冠文已能獨自跟著樂團在校內外演出及代表學校參賽；2016 年代表學校挑戰音樂班組的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竟也獲得了第一名的佳績!讓全校師生見證到特殊孩子經過不斷努力，也一樣能跟著超越極限！
冠文不斷突破自閉症帶給他的限制，除了定期舉辦個人音樂會，冠文更熱心於公益活動,也至動物園及養老院進
行陶笛教學。冠文積極參與公益活動，除了參加多場慈善募款演出,在 2014 年世界自閉症日在台北 101 大樓《看
見光、找到愛》與全球連線的點燈活動中，冠文也很榮幸獲邀與李聖傑合作表演;隔年又再度獲邀為 2015 年在國
父紀念館舉行的關懷自閉症音樂會演出, 冠文除了與國家交響樂團 NSO 團員,爵士鋼琴三重奏演出,也與民歌手施
孝榮先生吉他彈唱演出;2017 年世界自閉症日又再度獲邀至台北 101 大樓全球連線點燈活動演出,讓大家欣賞到身
心障礙者在音樂的國度中可以無障礙的溝通。2014-2017 更連續四年獲選代表台灣至香港參加亞洲區星兒才藝大
賽,並榮獲<才藝卓越獎>的殊榮; 近年來, 更積極投入兩岸特殊教育的交流活動,受邀到中國大陸參加海峽兩岸論壇
接受訪問並演出小提琴;並受邀至上海音樂廳及廣州中山堂參加關懷自閉症慈善音樂會，與華南師範交響樂團合作
演出小提琴協奏曲及兩度受邀參加大陸關懷自閉症的年會晚會演出,為自閉症的推展及兩岸特殊教育交流, 貢獻良
多!
除了音樂方面的亮眼成績, 冠文也是一名優秀的游泳選手; 每天都勤奮練習,屢破大會紀錄成績亮眼; 冠文通過
台北市政府 2016 年身心障礙市民運動會游泳選拔賽, 成績達標入選為台北市代表隊,以最小年紀參加 2016 年身障
全運會,並勇奪一金三銀一銅的優異成績! 在仰式 100 公尺項目,冠文突破大會紀錄並打破全國紀錄的好成績! 並獲
頒<全球熱愛生命獎章>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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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文歷年來榮獲的獎牌榜:

音樂類授獎紀錄:
2020 高中畢業獲頒 台北市 <傑出表現才藝市長獎>
2020 日本浜松 PIARA 國際鋼琴大賽 台灣代表準決賽 第二名
2019 國際古典暨傳統音樂大賽鋼琴青少年組 金獎
2019 韓國亞洲音樂大賽釜山總決賽鋼琴青少年組 銅獎
2019 韓國釜山亞洲音樂大賽鋼琴青少年組台灣初賽 金獎
2019 亞洲盃全省菁英總決賽 爵士鋼琴青年組總決賽 第一名
2018 年維也納全國音樂大賽菁英獎鋼琴高中組決賽第一名
2018 亞洲盃國際音樂大賽 古典鋼琴青年組 第一名
2018 桃花源盃音樂大賽 青年鋼琴比賽組第一名
2018 國際古典暨傳統音樂獎 榮獲鋼琴大賽青少年組 金獎
2018 台北文化盃鋼琴大賽 高中組 第一名
2018 桃花源盃音樂大賽青年鋼琴比賽組 第一名
2018 布拉格全國音樂大賽古典鋼琴高中組第一名
2018 布拉格全國音樂大賽爵士鋼琴高中組第一名
2017 榮獲評審票選為台灣卓越音樂新秀獎
2017 台北卓越全國鋼琴大賽 高中組第一名
2017 台北首都盃爵士鋼琴大賽 國中組第一名
2017 台北首都盃古典鋼琴大賽 國中組第一名
2017 桃花源盃鋼琴大賽 國中組 第一名
2017 台灣卓越盃音樂公開賽鋼琴 國中組第一名
2017 國中畢業獲頒 台北市 <傑出表現才藝市長獎>
2016 亞洲音樂大賽鋼琴少年組 第一名
2016 歐洲盃音樂藝術大賽鋼琴國中組 第一名
2016 布拉格全國音樂大賽 古典鋼琴國中組第一名
2015 獲選為 <第 18 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
2015 香港舉辦的亞洲區星兒才藝大賽票選第一名 獲頒<網路票選最受歡迎大獎
2015 歐朵盃國際音樂大賽鋼琴青少年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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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
連續四屆獲選代表台灣至香港參賽 並獲頒亞洲區星兒才藝大賽 <才藝卓越獎>
連續兩屆(第七八屆) 全國心智障礙才藝大賽北區青少年組第一名
連續四屆(第五六七八屆) 全國心智障礙才藝大賽總決賽鋼琴四手聯彈第一名
2014 國小畢業獲頒 台北市 <傑出表現才藝市長獎>
2013 獲教育部頒發奮發向上優秀學生

體育類受獎紀錄:
2019 年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游泳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 100 公尺蝶式第一名
2019 年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游泳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 100 公尺仰式第一名
2019 年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游泳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2019 年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游泳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2018 年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游泳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 100 公尺仰式第一名
2018 年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游泳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2018 年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游泳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第一名
*2017 年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會長盃游泳錦標賽榮獲 100 公尺仰式第一名
*2017 年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會長盃游泳錦標賽獲 2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2017 年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會長盃游泳錦標賽獲 100 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2016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男子游泳 100 公尺仰式第一名 (破大會並破全國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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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文 Youtube 紀錄影片

⚫

冠文 小提琴演奏

2019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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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文 露西亞餐廳演出。2019 年 8 月 19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fUWOrocsHg (5 mins 38 sec)

⚫

冠文自我介紹 20190116 新版 2019 年 1 月 16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IHQ1A_YkPg (5 mins 31 sec)

⚫

陳冠文 第二屆國際古典暨傳統音樂獎 2018 高中組金獎

(2019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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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文 微視影 20180708.

(2018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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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聽看 第 780 集 用音樂串連美好-陳冠文 2015 年 9 月 15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c5gikVtNpg (59 mins 57 sec)

⚫

突破自閉症限制 陳冠文展現音樂 游泳天分 20150627 公視晚間

2015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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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th 17 星際勇士─陳冠文(Guan-Wen Chen) 2015 年 5 月 26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oW0rFDnCI (3 mins 46 sec)

台灣陳冠文家長與你分享 19 年艱辛但豐盛成果的心路

網上音樂表演：台灣星兒
陳冠文 (鋼琴及小提琴)
PayPal 及信用卡報名

如何成功培育自閉兒在音樂和體育發展
張靜怡及陳志榮 (普通話)
(11/7/2020 星期六 14:00-17:00)
Zoom 網上音樂及家長分享會
www.autism.hk / www.ahk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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