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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 6届 联合国 

「世界关顾自闭日」(4月 2日)  

广东省、香港及澳门区系列活动 
 

各位粤、港、澳及邻近地区朋友： 

 

  我们自 2009年开始与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孤独症康

复专业委员会、广州市残疾人康复协会、广东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香港教育学院

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自闭症儿童基金协会、自闭症复康网络、香港关顾自闭

联盟等团体，在粤港澳三地推广「世界关顾自闭日」，多谢各团体积极支持和参与，过

往四届活动成功使社会上更多人认识和支持自闭症人士及其家庭。 

 

 我们在 2013年将举办第 6届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并诚意邀请粤港澳三地

自闭症家长组、康复训练机构、学校及义工组织等团体参与合办，并欢迎各地自行积极

响应联合国号召，自行筹办各类活动项目；初步我们有下列活动日期及内容： 

 

 2013年第 6届「世界关顾自闭日」粤港澳三地系列活动(草拟)包括下列各项： 

暂 订 日 期 暂 订 活 动 名 称 地 点 

09/2012~02/2013 粤港澳三地自闭特色人士、照顾者及老师表扬计划 粤港澳三地 

09/2012~02/2013 粤港澳三地自闭特色人士绘画比赛 粤港澳三地 

17.03.2013 (日) 粤港澳三地自闭特色人士才艺比赛及汇演 广州 

18-20.03.2013 广东省自闭症康复工作人员专修班 广州 

21-23.03.2013 广东省香港自闭症服务考察团 广州/香港 

23.03.2013 (六)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3 香港 

23.03.2013 (六) 中文自闭症书展 香港 

23.03.2013 (六) 粤港澳三地自闭特色人士绘画比赛得奖作品展 香港 

2013 年 3-4月 粤港澳三地自闭特色人士绘画比赛得奖作品展 广州/澳门 

31.03.2013 (日) 香港『世界关顾自闭日』小区活动 香港 

02.04.2013 (二) 广州市『世界关顾自闭日』广场活动 广州 

 

注意：上述活动项目及日期均为暂订，以大会最后公布为准 (www.autism.hk) ；

欢迎就活动内容提议 waad2013@autism.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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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粤港澳三地系列活动外，欢迎各地区团体自行筹办各类「世界关顾自闭日」

活动，例如：深圳关爱自闭症周、中山世界自闭症日、佛山世界自闭症日、香港关顾自

闭周、及澳门关顾自闭日等活动；欢迎你用附上回条填上你的查询或交流讯息，彼此能

互相协调一下大型活动或研讨会日期，避免活动日期重迭，让各地区家长和职员代表互

相参与相关活动，互相支持及交流经验。 

  

 随函附上 2012年第 5届「世界关顾自闭日」粤港澳三地系列活动主要活动讯息供

参考，2013年第 6届「世界关顾自闭日」粤港澳三地系列活动的最新消息，将上载予

香港自闭症联盟网站 www.autism.hk ，如对此系列活动有任何查询，请与香港区秘书

处黄慧仪女士联系， (+852) 2948-7763 / csnsie@ied.edu.hk，或香港自闭症联盟主

席余秀萤先生联系 (+86)131-8912-8454 / info@autism.hk 。 

 

 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香港自闭症联盟 

主席 余秀萤 

谨 启 

2012年 4月 30日 

 

附件 1：2012年第 5届「世界关顾自闭日」粤港澳三地系列活动主要活动讯息 

附件 2：2013年第 6届「世界关顾自闭日」粤港澳三地系列活动 

 

 

备注 1：联合国自 2008年开始订定每年 4月 2日为「世界关顾自闭日」(World Autism 

Awareness Day, 英文简写为 WAAD) 

备注 2：29/3, 30/3, 1/4, 及 4/4/2013 为香港区公众假期 (清明节及复活节)。 

备注 3：国际唐氏症组织 (Down Syndrome International) 自 2006年开始订定每年 3

月 21日为「世界唐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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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 6届 联合国 

「世界关顾自闭日」(4月 2日)  

广东省、香港及澳门区系列活动 

意 见 反 馈 

 

致  ：2013年第 6届 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  Fax: (852) 2948-7993  

广东省、香港及澳门区系列活动  秘書處   csnsie@ied.edu.hk  
 

由 ： 机构名称               

  联络人姓名     职务：        

  联络电话      手电：        

  电邮：               

  通讯处          邮编：    

  回复日期：     

 

请在下列适用方格 □ 加剔及填上资料： 

□  我们的会员/学生/家属/老师有兴趣参加 「广东省自闭特色人士、照顾者及老师表

扬计划」 

(报名日期：2012年 11月至 2013年 2月) 
 

□  我们的会员/学生有兴趣参加 「广东省自闭特色人士才艺比赛」 

(报名日期：2012年 11月至 2013年 2月) 

(决赛日期：2013年 3月 17日, 地点：广州市) 
     

□  我们的职员/老师/家长有兴趣参加「广东省自闭症康复教育技术专修班」 

 (日期：2013年 3月 18至 20日, 地点：广州市) 

 

□  我们的职员/老师/家长有兴趣参加「广东省香港自闭症服务交流考察团」 

 (日期：2013年 3月 21至 23日, 地点：香港) 
 

□  我们的职员/老师/家长有兴趣参加「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发表论文 

 (日期：2013年 3月 23日 星期六, 地点：香港) 
 

□  我们初步计划 2013 年第 6 届 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举办的活动 

 日期 活动名称 活动地区 

    

    

    

 

□ 我们有其他查询 /「世界关顾自闭日」活动建议 (请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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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 6 屆 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4 月 2 日)  

廣東省、香港及澳門區系列活動日程表 (第 1 稿  27-04-2012)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2013 年 

3 月 

11/3 12 13 14 15 16 17 

香港        

廣州       才藝比賽及匯演 

深圳        
澳門        
北京        
2013 年 18/3 19 20  21 唐氏日 22 23 24 

香港      自閉症研討會  

廣州 自閉症康復教育技術專修班 廣東省香港自閉症服務交流考察團  

深圳        
澳門        
北京        
2013 年 25/3 26 27 28 29 30 31/3 
香港     耶穌受難日 耶穌受難日  
廣州        
深圳        
澳門        
北京   北京中殘聯活動 (全國联席会议) 估計日期  

2013 年 

4 月 

1/4 2/4 

WAAD 

3/4 4 5 

 

6 

 

7 

香港 復活節   清明節    
廣州        
深圳        
澳門        
北京        
2013 年 8/4 9 10 11 12 13 14 
香港        
廣州        
深圳        
澳門        
北京        
2013 年 15/4 16 17 18 19 20 21 
香港        
廣州        
深圳        
澳門        
北京        

注意：上述活动项目及日期均为暂订，以大会最后公布为准 (www.autism.hk) ；

欢迎就活动内容提议 waad2013@autism.hk/ 。 

http://www.autism.hk/
mailto:waad2013@autis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