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編號. _______________(本欄秘書處專用) 

2012 年第 5屆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 報名表  

日   期 ： 2012年 3月 24日(星期六) 

時   間 ： 09:00-17:30  

地   點 ： 香港教育學院 大埔校園  

對  象 ： 教師、家長、社工、醫療及復康工作人員 

名   額 ：     600名 

費   用 ： 詳見「報名及繳費須知」 

語  言 ： 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 

程 序 表 

時間 內容 地點 / 嘉賓 

09:00-09:30 研討會開幕禮及頒獎典禮 登記 D1-LP-04 演講室門外走廊 (室內) 

09:30-10:15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 開幕禮   

香港區心思心意郵票圖案徵集比賽 - 頒獎典禮 
D1-LP-04 

10:15-10:45 
自閉症書展、《粵港澳三地自閉特色人士繪畫比賽》及

心思心意郵票圖案徵集比賽得獎作品展覧。 
D1-LP-04 演講室門外走廊 (室內) 

10:45-12:15 

分場工作坊 

B1 自閉症的教育(一)學前期篇(0-6歲) 

馮桂儀女士(香港教育學院) 

B2 自閉症與醫學(一)自閉症與遺傳基因 

蕭慧君醫生(瑪嘉烈醫院病理學部) 

B3 自閉症的復康(一)傳統醫學治療的成效 

郭偉明醫生(葵涌醫院精神科) 

B4 自閉症人士及家長之壓力舒緩自助篇 

何穎兒女士(扶康會 臨床心理學家) 

B5 輔助及另類治療(一)〝健聽治療〞及 Davis
SM

自閉症訓練 

馬小慧女士(香港教育學院)及黃麗韻女士(美國註冊 Davis
SM
 學障治療師及言語治療師  

12:30-14:00 午 膳 (參加者自費) 

13:00-14:00 
自閉症人士音樂表演   地點：D1-LP-04演講室 - 音樂小子 (香港)  

14:00-15:30 

分場工作坊 

C1 自閉症的教育(二)中小學篇 (6-18 歲) 

呂錦強校長 新會商會學校  

C2 輔助及另類治療(二)自閉症與中醫藥針灸治療 

尤傳香醫師(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院) 

C3 自閉症的復康(二)動物輔助治療 

馮淑珍博士(香港教育學院) 

C4 輔助及另類治療(三)阿斯伯格症與藝術治療 

陳雅姿女士(英國註册藝術治療師) 

C5 自閉症兒童應用行為分析密集訓練 (ABA)-第一節(英語講座) 

Dr. James Partington (Ph.D., BCBA-D) 

15:30-16:00 小休及參觀書籍、《粵港澳三地自閉特色人士繪畫比賽 》及郵票圖案設計比賽得獎作品展覧 

16:00-17:30 

分場工作坊 

D1 自閉症的教育(三)高等及專業教育篇 

何福全博士(香港教育學院) 

D2 自閉症與醫學(二)自閉症與食物過敏 

林蕙芬醫生(香港兒科專科醫生) 

D3 從自閉症人士的觀點看系列(三) 之戀愛、就業與

人生 陳毅雄先生(新加坡) 

D4 早期療育之廣州自閉症兒童服務 

陳旭紅醫生(廣東省殘疾人康復協會) 

D5 自閉症兒童應用行為分析密集訓練 (ABA)-第二節(英語講座)  

 Dr. James Partington (Ph.D., BCBA-D) 

17:30 完 畢 

備註(1)同場設自閉症書展、《粵港澳三地自閉特色人士繪畫比賽》及心思心意郵票圖案設計比賽得獎作品展覧。 

(2)每位付費出席「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參加者，可於會後即場獲贈《自閉症家長指南》乙本及出席証書乙張，以示感謝！ 

http://www.ied.edu.hk/sec/view.php?secid=439
http://www.ied.edu.hk/sec/view.php?secid=415


申請編號. _______________(本欄秘書處專用)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報名及繳費須知 
 

類別 1：香港區人士參加「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 
1. 31/12/2011

*
前提早報名的香港區公眾人士(已截止) 每位港幣 250元 (不包午膳) 

2. 01/01/2012 
*
或以後報名的香港區公眾人士 每位港幣 300元 (不包午膳) 

3. 自閉症人士、家長及香港自閉症聯盟會員 每位港幣 200元 (不包午膳) 
4. 香港區機構 5人集體報名 (不適用於内地及海外參加者) 5位合共港幣 1,250 元 (不包午膳) 
 #以上類別 1參加者，可免費參加 A1研討會前工作坊(免費名額 40名)或 A2 研討會前工作坊(免

費名額 20名)。截至 19-1-2012免費名額全部額滿。 

 

類別 2：香港區人士只參加單項「研討會前工作坊」： 

1. 參加 22/3/2012(15:30~18:30)  A1研討會前工作坊 (總名額 80名) 每位港幣 50元 

2. 參加 23/3/2012(10:00~12:00)  A2研討會前工作坊 (總名額 50名) 每位港幣 50元 

3. 參加 20-21/3/2012藝術治療    A3研討會前工作坊 (總名額 20名) 每位港幣 800元 

 

遞交報名及繳款方法 

類別 1 及類別 2參加者請將報名費用以港幣支票/銀行入賬，並連同填妥的報名表格及支票/銀行入賬存根親身/

郵寄方式遞交至新界大埔露屏路 10號，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D1-G/F-05，或電郵至

csnsie@ied.edu.hk。以支票繳付者，支票抬頭請寫上「香港自閉症聯盟」(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如選

擇以銀行入數，請存入款項至香港中國銀行戶口「012-566-1-014231-0」。。 

 

類別 3：內地省市人士參加三日兩夜「香港自閉症服務考察團」(團內安排出席「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 

參加「香港自閉症服務考察團」(22-24/3/2012)的內地省市人士，請直接向「廣東省殘疾人康復協會」

報名，以便安排代辦來港的食宿、交通及會務費等。查詢請聯絡廣東省殘疾人康復協會 - 廣東省第五屆

「世界自閉症關愛日」粵港澳系列活動組委會：  

電話/傳真：+86-20-8386-5225    電子郵箱：cxh69@126.com  

地址：中國廣州市東風東路錢路頭直街 2號   郵編：510055 

聯絡人：陳旭紅醫生（+86-136-0288-5206）/ 段鳳強先生 (+86-159-0208-5370) 

   

類別 4：內地人士只參加「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 

將填妥的報名表(見附頁) 交予「香港自閉症研討會」秘書處，報名費用可透過南洋商業銀行深圳分行入

帳人民幣 360元(每位)至 043-469-1-008307-2(帳戶名稱「余秀萤」)。傳真填妥的報名表連同銀行入帳

存根至：+852-2948-7993，郵寄：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號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

心  D1-G/F-05或電郵：csnsie@ied.edu.hk 。請留意，該人民幣 360 元(每位)收費將包含出席「香港

自閉症研討會 2012」費用及研討會當日午膳。參加者需自理來回香港及出席研討會的交通及住宿等安

排。類別 4參加者，如有任何詢問請致電+86-131-8912-8454 與余秀萤先生洽。 

 

類別 5：澳門及香港以外地區人士(不包括內地省市)「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 

電匯美金 US$70或澳門幣 MOP$450，至「香港中國銀行戶口 012-566-1-014231-0」，賬戶名稱「Autism Hong 

Kong」。SWIFT Code: BKCHHKHH, 地址：No.1, Garden Road, Hong Kong。請注意，由香港以外地區銀行

匯入上述『香港中國銀行』戶口，類別 5參加者需要承擔雙方銀行(外地匯款行及香港中銀收款行)徵收

的手續費。傳真填妥的報名表連同銀行入帳存根至：+852-2948-7993，郵寄：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D1-G/F-05或電郵：csnsie@ied.edu.hk 。 

類別 5的費用將包括出席「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費用及研討會當日午膳。參加者需自理來回香港及

出席研討會的交通及住宿等安排。類別 5參加者，如有任何詢問請致電+852-2948-7763 與黃慧儀女士洽。 

 

備註：提早報名優惠不適用於類別 3、類別 4及類別 5的參加者，並已於 31/12/2011 截止提早報名優惠。 

mailto:csnsie@ied.edu.hk
mailto:cxh69@126.com
mailto:csnsie@ied.edu.hk
mailto:csnsie@ied.edu.hk


申請編號. _______________(本欄秘書處專用)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香港自閉症聯盟 

香港關顧自閉聯盟、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自閉症復康網絡 合辦 

廣東省殘疾人聯合會、廣東省殘疾人康復協會  協辦 

2012年第 5屆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  報名表(甲部)  

日期：2012年 3月 24日 (星期六)        時間：09:00-17:30        地點：香港教育學院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查詢：黃慧儀女士       電話：+852-2948-7763        傳真︰+852-2948-7993       電郵︰csnsie@ied.edu.hk 

 截止報名日期︰2012年 2 月 29日   

類別 1 / 2 / 3 / 4 / 5  

英文姓名︰ (姓)                (名) 中文姓名︰     

機構/ 學校名稱及 

地址 ︰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必須填寫，成功申請人士將

於２０12年 3月中旬收到電子確認通知)  

 

報名部份 - 請在適當空格內 □ 填上「」    

 

□ 香港教育學院教職員/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 

1.須一併填寫報名表之分埸工作坊選項(乙部)，親身交往 D1-G/F-05 或電郵：csnsie@ied.edu.hk 

2.首 40名報名者，可免費出席 A1研討會前工作坊,免費名額全部額滿(截至 31-12-2011)。 

3.費用全免者，不獲派發《自閉症家長指南》及安排研討會前工作坊 

 

報名出席「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日期：24/3/2012 ，時間：09:00-17:30) 

每位付費出席「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參加者，可於會後即場獲贈《自閉症家長指南》乙本及出席証書乙張，以示感謝！ 

提早報名已截止  31/12/2011 前提早報名的香港區公眾人士                               每位港幣 250 (不包午膳) 

□ 01/01/2012或以後報名的香港區公眾人士 (以轉賬或郵戳日期作準)                    每位港幣 300 (不包午膳) 

□ 自閉症人士、家長或香港自閉症聯盟會員                                            每位港幣 200(不包午膳) 

□ 香港區機構 5人集體報名 (不適用於内地及海外參加者)                         5位合共港幣 1,250 (不包午膳) 

凡報名 24/3/2012「香港自閉症研討會」的付費參加者，可免費參加下列 A1或 A2其中一個研討會前工作坊，及 A3 優惠收費 

(請在適當空格內 □1 至 3，1為首選，2 為次選，名額先到先得，額滿即由次選補上，如此類推。) 

免費名額全部額滿   A1研討會前工作坊  22/3/2012(15:30~18:30) (尚餘小量全費名額)   費用每位港幣$50 

免費名額全部額滿   A2研討會前工作坊  23/3/2012(10:00~12:00) (尚餘小量全費名額)   費用每位港幣$50 

優惠名額全部額滿   A3研討會前工作坊  20-21/3/2012(10:00-13:00 及 14:00-16:30) (尚餘小量全費名額) $800 

□  未有時間出席任何研討會前工作坊 

注意： 

1.如同時報名研討會及研討會前工作坊，請就研討會及工作坊開出獨立支票繳款(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及電話)。 

2.以上所列之研討會前工作坊內容僅供參考，詳情以大會當日公佈為準。 

 

遞交報名表及繳費方法 – 請於適當空格內□填                      繳費金額：港幣            
 
集體繳費參加者姓名：(1) 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 

□ 支票：請將劃線支票抬頭寫上「香港自閉症聯盟」，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及電話，連同本報名表，親身/郵寄：「新界

大埔露屏路 10號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D1-G/F-05」。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日期：__________﹚ 

□ 轉賬：請入賬至『香港中國銀行』戶口 012-566-1-014231-0，賬戶名稱「香港自閉症聯盟」。 

入賬後，將賬單連同本報名表，傳真：+852-2948-7993或電郵：csnsie@ied.edu.hk。 

(轉帳/入帳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______________) 

收據領取 
□不需要  □個人收據抬頭予參加者 1/2/3/4/5  □團體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將於 24/3/2012 研討會領取 □繳費後將收據寄回(請連同報名表附上$1.4郵票回郵信封) 

 

mailto:csnsie@ied.edu.hk
mailto:csnsie@ied.edu.hk


申請編號. _______________(本欄秘書處專用)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2  報名表之分埸工作坊選項(乙部)  

(每位參加者請各自填寫) 

英文姓名︰ (姓)                (名) 中文姓名︰     

電郵地址︰(必須填寫，成功申請人士

將於 2012年 3月中旬收到電子確認通知)  

 

自選部份 

由於研討會，上午及下午部份均設有分場工作坊以供選擇，請於 B, C及 D場的橫線上填寫 1至 5號，1 為首選，2 為

次選，名額先到先得，額滿即由次選補上，如此類推。(下列分場工作坊內容僅供參考，詳情以大會當日公佈為準。) 

 

 自選工作坊 工作坊日期、時間及內容 本欄秘書處專用 

B 

場

工

作

坊 

 

10:45-12:15 

 

___  B1 自閉症的教育 (一)學前期 (0-6歲) □ B1 

___  B2 自閉症與醫學 (一)之自閉症與遺傳基因 □ B2 

___  B3 自閉症的復康(一)傳統醫學治療的成效 □ B3 

___  B4 自閉症人士及家長 -壓力舒緩自助篇 □ B4 

___  B5 輔助及另類治療(一)健聽治療及 Davis
SM

自閉症訓練 □ B5 

C 

場

工

作

坊 

14:00-15:30  

 

___  C1 自閉症的教育(二)中小學篇 (6-18 歲) □ C1 

___  C2 自閉症的輔助及另類治療(二)自閉症與中醫藥針灸治療 □ C2 

___  C3 自閉症的復康(二)動物輔助治療 □ C3 

___  C4 自閉症的輔助及另類治療(二)阿斯伯格症與藝術治療 □ C4 

___  *C5自閉症兒童應用行為分析密集訓練(ABA)–第一節(英語講座) □ C5 

D 

場

工

作

坊 

16:00-17:30 

 

___  D1 自閉症的教育(三)高等及專業教育  □ D1 

___  D2 自閉症與醫學(二)自閉症與食物過敏 □ D2 

___   D3 從自閉症人士的觀點看系列(三)之戀愛、就業與人生 □ D3 

___   D4 早期療育之廣州自閉症兒童服務 □ D4 

___  *D5自閉症兒童應用行為分析密集訓練(ABA)–第二節(英語講座) □ D5 

注意：*C5 & D5 為同一題目(共分上下兩節相連的工作坊)，參加者必須一併填寫。 

*********************************************************************** 
2012年第 5 屆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粵港澳三地活動介紹 (www.autism.hk)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廣東省自閉特色人士繪畫比賽、廣東省自閉症康復教育技術專修班、香港自閉症服務考察團 

合辦機構：廣東省殘疾人聯合會、廣東省殘疾人康復協會、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香港自閉症聯盟、香港關顧自閉聯盟、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自閉症復康網絡 

 

2012年第 5 屆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香港紀念郵票圖案設計比賽 

合辦機構：香港自閉症聯盟、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 

 

香港自閉特色人士繪畫比賽  (香港世界關顧自閉日 2012 活動) 

合辦機構：香港關顧自閉聯盟、救世軍復康服務、匡智會、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卓新力量、勵智協進會、 

香港明愛康復服務 

協辦機構：教育局、滿道創作陋室、香港小童群益會、扶康會、協康會、香港耀能協會、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助展會、香港自閉症聯盟、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香港幼稚園及小學生說故事比賽 (香港世界關顧自閉日 2012活動) 

合辦機構：香港關顧自閉聯盟、香港耀能協會、教育局 

協辦機構：滿道創作陋室、香港小童群益會、扶康會、協康會、救世軍復康服務、匡智會、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卓新力量、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助展會、香港自閉症聯盟、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澳門自閉特色人士繪畫比賽 

主辦機構：澳門明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