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贊助團體：香港教育學院「知識轉移獎勵計劃」、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 

2014 年第 4屆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  報名表 (繁體字版 17.03.2014) 

日   期 ： 2014年 4月 26日(星期六) 

時   間 ： 09:30-17:30  (09:15開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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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題 ： 自閉症與資訊通信科技  

語  言 ： 粵語、英語/粵語翻譯、普通話 (不設普通話/粵語翻譯服務)  

程 序 表 

時 間 內 容 內 容 / 地 點 

09:15-09:30 研討會 登記 香港教育學院 大埔校園 C-LP-11 演講室 

09:30-10:30 

B 組 

分場工作坊 

B1 科技：香港自閉症與資訊科技應用 (粵語) 

         協康會專業團隊及香港耀能協會專業團隊 

B2 研究：自閉症與信息科技研究調查 (粵語)   

陳苑茵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B3 治療：動物輔助治療 (粵語)  

         香港動物治療基金會代表 

B4 訓練：自閉症人士性教育(粵語)  

         麥依華女士  (教育心理學家) 

B5 教育：教導自閉症譜系障礙融合生﹕優質策略 

李萍英博士及嵇明霞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粵語) 

B6 心理：舒緩照顧者心理壓力(粵語) 

  本節工作坊改於 D-10(14:45-17:45)時段舉行 

B7 教育：互動教學法教授社交技巧 (粵語) 

馮耀文先生  (行為治療顧問) 

B8 醫療：自閉症人士與中醫治療 (普通話)  

劉振寰教授 (廣州中醫藥大學) 

10:45-12:00 郵票設計及廣東省繪畫比賽 頒獎禮 C-LP-11  演講室 

12:00-13:30 午 膳   (香港參加者午膳自費；內地及海外參加者會務費包午膳) 

 

13:30-14:30 

C 組 

分場工作坊 

 

C1 科技：內地自閉症人士應用資訊流動通訊科技  

         揭曉鋒醫生(廣州資訊科技顧問)(普通話) 

C2 醫療：自閉症兒童健康生活  (粵語)  

        陳鳳英醫生  (香港中文大學)  

C3 訓練：衝破自閉障礙﹣語言及社交介入法-I  

Dr. James Partington (博士級應用行為分析師)(英語/粵語翻譯) 

C4 醫療：自閉症腦發育特徵對治療的啟示(普通話) 

         金宇教授    (中山大學) 

C5 訓練：萬能博士 (粵語)    

Emily Kwan  (註冊應用行為分析師) 

C6 訓練：RDI「關係發展介入法」修補自閉症的核心障礙 

鍾慕蘭女士  (註冊 RDI顧問)  (粵語) 

C7 教育：自閉症學童正向行為支援  (粵語) 

         葉曉欣小姐 (註冊應用行為分析師) 

C8 訓練：自閉症人士口腔護理社交故事訓練(粵語) 

劉惠心牙醫 

14:45-15:45 
D組分場工作坊 

 

D7 研究：中國

孤獨症譜系障

礙現狀研究(孫

翔博士)本節工

作坊取消 

D1 科技：香港自閉症人士應用流動通訊軟件(粵語) 

        黃筱錦先生(香港教育科技促進協會) 

D2 成長：一位自閉兒沙晝師成長路 (粵語)   

李世豪先生  (香港展能藝術會註册藝術) 

D3 訓練：衝破自閉障礙﹣語言及社交介入法- II 

Dr. James Partington  (博士級應用行為分析師) (英語/粵語翻譯) 

本節與 C3為相連的工作坊(全長共 2小時 15分) 

D4 訓練：無障礙歷奇—對自閉症學童的正面成效 

陳啟賢老師、龐韶峯老師、吳紅詩老師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粵語) 

D5 醫療：自閉症人士與中醫治療 (粵語) 

陳偉雄中醫師 (香港註冊中醫師及物理治療師) 

D6 醫療：美國診斷及統計手册第 5版自閉症的分類 

范德穎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粵語)  

D10心理：舒緩照顧者心理壓力(粵語) 

蔣慧瑜女士  (註冊社工及作家) (原 B6時段) 

D8 治療：在主流幼稚園中支援自閉症幼兒-現況及實務技巧  

羅頌華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粵語) 

D9 教育：Using Team Teach to support students’ challenging behaviour (粵語，輔以英語) 

         Mrs Kit Chan(香港大學) 

16:00-17:30 新書簡介、主題演講、台灣及香港自閉症人士家長沙龍  (普通話及粵語)   C-LP-11 演講室 
香港秘書處：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黃慧儀女士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號 D1-G/F-05 室           

電話：(852) 2948-7763 / 傳真：(852) 2948-7993   / 電郵：csenie@ied.edu.hk 

網上報名及付款：http://waad.hketa.org  /  大會網站：www.autism.hk     截止報名日期：2014 年 4 月 12 日 

備註：同場設自閉症書展、服務展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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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senie@ied.edu.hk
http://waad.hketa.org/
http://www.autism.hk/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報名及繳費須知(更新 17.03.2014) 
 

類別 1：香港區人士參加「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 

1. 香港區公眾人士(全費參加者) 每位港幣 400元 (不包午膳) 

2. 香港區全日制學生、自閉症人士及自閉症人士家長 
(此項優惠不適用於内地及海外參加者) 

每位港幣 200元 (不包午膳) 

3. 香港區機構 5人集體報名 (此項優惠不適用於内地及海外參加者) 5 位合共港幣 1,500 元 (不包午膳) 

4 香港教育學院現職之教職員及現就讀之學生 免費 (不包午膳) 

每位付費出席「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參加者，可於會後即場獲贈《大手牽小手續篇》乙本及出席証書。 

 

類別 2：香港區人士只參加單項「研討會後工作坊」 (29-04-2014  星期二 09:30-12:30)： 

1. 如何在生活中持續地教育二位自閉兒：一位母親的成長心路

歷程經驗分享  (講者：袁苗珊女士  台灣自閉症人士家長) 

(總名額 200 名) 每位港幣 100元 

 

遞交報名表及繳費方法 – 請於適當空格內□填  

□ Paypal 電郵付款  info@autism.hk 

□ 網上報名及付款，請提供收費編號 / 確認付款電郵  http://waad.hketa.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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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nie@ied.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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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亦可到「南洋商業銀行」或「集友銀行」櫃員機 以現金 / 支票存款予上述香港中國銀行賬户 

 □不需要  □個人收據抬頭予參加者     □團體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將於課堂上領取     □繳費後將收據寄回(請連同報名表附上$1.7郵票回郵信封) 

 

類別 3：內地省市人士參加「香港自閉症服務考察團」(團內包括安排出席「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 

參加「香港自閉症服務考察團」(25-27/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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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報名請聯絡廣東省殘疾人康復協會 - 廣東省

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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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州市越秀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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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慶均先生 (+86-186-2000-0844) 

2日 1夜團費人民幣 1000元, 另加 26.4.2014香港自閉症研討會會務費人民幣 400元，合共 1400元。 

3日 2夜團費人民幣 1200元, 另加 26.4.2014香港自閉症研討會會務費人民幣 400元，合共 1600元。 

團費不包深圳返回廣州市車費，回程車費需另繳付。住宿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類別 4：內地人士只參加「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 

請填妥內地參加者專用簡體字版報名表(見另頁) 交予秘書處，會務費每位人民幣 400元，繳費辦法請參

見簡體字版報名表，或與秘書處黃慧儀女士洽 +852-2948-7763,  電郵︰csenie@ied.edu.hk 。 

 

類別 5：澳門及香港以外地區人士(不包括內地省市) 參加「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 

電匯美金 US$70 或澳門幣 MOP$500，N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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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或傳真填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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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nie@ied.edu.hk 。 

類別 5的費用將包括出席「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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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全日制學生、自閉症人士、家長優惠收費等，不適用於類別 3、類別 4及類別 5 的非香港區參加者。 

 

贊助團體：香港教育學院「知識轉移獎勵計劃」、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大塚製藥有限公司、香港自閉症聯盟 

支持團體：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合辦及贊助香港自閉症研討會工作坊場地，秘書處支援工作 

Autism Recovery Network 贊助 Dr. James Partington 白天俊博士研討會英語工作坊及粵語翻譯 

           Spin Master Toys Far East Ltd. 、廣州康欣計算機科技有限公司及各位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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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團體：香港教育學院「知識轉移獎勵計劃」、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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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省殘疾人聯合會、廣東省殘疾人康復協會兒童孤獨症康復專業委員會、廣東省智力殘疾人及親友協會、 

廣州市殘疾人聯合會、廣州市殘疾人康復協會、廣東省詮愛家屬資源中心、香港科技促進協會、香港兒童啟迪協會  合辦 

 

2014年第 7屆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  報名表(甲部)   (香港區專用, 修訂 17-03-2014)  

 
日期：2014年 4月 26日 (星期六)        時間：09: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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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nie@ied.edu.hk 

 

 截止報名日期︰2014年 4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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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14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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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證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可免費參加香港自閉症研討會(26.4.2014) 、及研討會後專題工作坊 (29.4.2014)，請自行填寫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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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nie@ied.edu.hk 

2.費用全免參加者，不獲派發《大手牽小手續篇》，及香港自閉症研討會出席証書 

 

報名出席「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日期：26/4/2014 ，時間：09:30-17:30) 

每位付費出席「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參加者，可於會後即場獲贈《大手牽小手續篇》乙本及出席証書。 

□ 香港區公眾人士                                                                 每位港幣 400 (不包午膳) 

□ 香港區全日制學生、自閉症人士或自閉症人士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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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不包午膳) 

□  研討會後工作坊 (29.4.2014)                                                     每位港幣 100 (不包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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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 

 

□ Paypal 電郵付款  info@autism.hk 

□ 網上報名及付款，請提供收費編號 / 確認付款電郵  http://waad.hketa.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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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nie@ied.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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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亦可到「南洋商業銀行」或「集友銀行」柜員機 以現金 / 支票存款予上述中銀賬户 

備

註 

□不需要收據及證書       □個人收據抬頭予參加者     □團體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將於課堂上領取     □繳費後將收據寄回(請連同報名表附上$1.7郵票回郵信封) 

 

mailto:csenie@ied.edu.hk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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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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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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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選工作坊次序 工作坊內容、請者及語言 秘書處專用 

B 

場

工

作

坊 

 

09:30-10:30 

 

___  B1 香港自閉症與資訊科技應用        (協康會及耀能協會代表) 粵語 □ B1 

___  B2 自閉症與信息科技研究調查                  (陳苑茵教授) 粵語 □ B2 

___  B3 動物輔助治療                  (香港動物治療基金會代表) 粵語 □ B3 

___  B4 自閉症人士性教育                         (麥依華女士) 粵語 □ B4 

___  B5 教導自閉症譜系障礙融合生﹕優質策略  (李萍英博士及嵇明霞博士) 粵語 □ B5 

___  B6 舒緩照顧者心理壓力 (本節工作坊改於 D10時段舉行) 更改時間 
更改時間 

___  B7 互動教學法教授社交技巧                   (馮耀文先生) 粵語 □ B7 

___ B8 自閉症人士與中醫治療                     (劉振寰教授) 普通話 □ B8 

C 

場

工

作

坊 

13:30-14:30 

 

___ C1內地自閉症人士應用資訊流動通訊科技             (揭曉鋒醫生) 普通話及粵語 
□ C1 

___  C2 自閉症兒童健康生活                       (陳鳳英醫生) 粵語 □ C2 

___  C3 衝破自閉障礙﹣語言及社交介入法–I        (白天俊博士) 英語/粵語翻譯 
□ C3 

___ C4 自閉症腦發育特徵對治療的啟示             (金  宇教授) 普通話 □ C4 

___  C5 萬能博士                                  (Emily Kwan) 粵語 □ C5 

___ C6 RDI「關係發展介入法」修補自閉症的核心障礙    (鍾慕蘭女士) 粵語 □ C6 

___  C7 自閉症學童正向行為支援                   (葉曉欣小姐) 粵語 □ C7 

___ C8 自閉症人士口腔護理社交故事訓練           (劉惠心牙醫) 粵語 □ C8 

D 

場

工

作

坊 

 

14:45-15:45 

 

___  D1 香港自閉症人士應用流動通訊軟件           (黃筱錦先生) 粵語 □ D1 

___  D2 一位自閉兒沙晝師成長路                  (李世豪先生) 粵語 □ D2 

___   D3 衝破自閉障礙﹣語言及社交介入法–II      (白天俊博士) 英語/粵語翻譯 
□ D3 

___   D4無障礙歷奇—對自閉症學童的正面成效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代表) 粵語 
□ D4 

___  D5 自閉症人士與中醫治療                   (陳偉雄中醫師) 粵語 □ D5 

___  
D6 美國診斷及統計手册第 5版自閉症的分類     (范德穎醫生) 粵語 □ D6 

___  D7 本節工作坊取消  (中國孤獨症譜系障礙現狀研究-孫翔博士) 本節取消 本節取消 

___ 
D8 在主流幼稚園中支援自閉症幼兒-現況及實務技巧  (羅頌華博士) 粵語 □ D8 

___ 
D9 Using Team Teach to support students’ challenging behaviour (Mrs Kit Chan) 粵語，輔以英語 □ D9 

 
D10舒緩照顧者心理壓力 (原 B6 時段)         (蔣慧瑜女士) 粵語 □ D10 

*******************************************************************  
備註： 

- C3 及 D3 為同一個工作坊的上節及下節(全長 2小時 15分)，本工作坊由 Autism Recovery Network 贊助。 

- B8及 D5為兩個獨立工作坊，分別由兩位來自廣州劉振寰教授及香港陳偉雄中醫師主講。 

- 16:00-17:30 新書簡介、主題演講、台灣及香港自閉症人士家長沙龍，於主會場 C-LP-11 演講室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