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第 7 届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 

大中华地区 - 粤港系列 WAAD 活动 第 1 期通讯 

 

香 港 区 主 要 活 动：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4】  www.autism.hk 

22/3/2014 (星期六)  (香港教育学院大埔校园)  

【珠三角城市地下铁 - 邮票图案及纪念封设计比赛】(2013 年 9-11 月) 

【大中华地区自闭症人士绘画比赛】(2013 年 9-11 月) 

【内地大学生奖学金计划】(2013 年 9-11 月) 

【内地大学生香港交流访问团】(21-23/3/2014) 

【香港自闭症联盟」香港自闭症科研成果表扬】(2013 年 10-12 月) 

【信息科技与特殊学习需要研习计划】(6/2013-5/2014) 

【出版中文自闭症普及教育书籍】(10/2013-3/2014) 

【珠三角城市地下铁 - 星儿艺术展 2014】(2014 年 4 月 1 至 30 日) 

区 内 其 他 活 动： 

【香港自闭症服务交流访问团】(21-22/3/2014) 

【全国自闭症科技教育及康复训练研讨会】(24-25/3/2014) 

【广东遍蓝行动】(3/2014) 

【广州市自闭症广场展覧及颁奖典礼】(2/4/2014 星期三) 

【广州市自闭症儿童 ABA 导师训练计划】(6/2013-4/2014) 

########################################################### 

上述所有活动日期及内容仅供参考，详情以各主办团体公布为准。 

合办团体：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香港自闭症联盟、 

自闭症儿童基金协会、自闭症复康网络、香港关顾自闭联盟、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香港教育科技促进协会 

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广东省诠爱家属资源中心、 

编辑：香港自闭症联盟  info@autism.hk   (更新日期 12-06-2013) 

2014 年第 7 届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4 月 2 日)  

大中华地区 - 粤港系列 WAAD 活动 - 参加 / 意见回条 

 

致  ：2014 年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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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  csen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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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下列适用方格内 □「加剔」及填妥资料： 
□  我们的会员/学生/家属/老师有兴趣参加  香港 / 广东省的活动 

    请把最新消息发送予我们知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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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需时间：      ) 

 (日期：2014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六, 地点：香港教育学院大埔校园) 

 

□  我们计划筹办「世界关顾自闭日 2014」的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请填上活动名称

其他意见： 欢迎另附活动资料单张，相互交流

############################################################## 

香港秘书处： 香港教育学院 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联 络 人：行政主任 黄慧仪女士

电 话： 传真：

地 址：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号 室

大会网站：

广东省联络处：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儿童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

联合国第 届「世界关爱自闭日」广东省系列活动组委会

联络人：陈旭红医生（ ） 罗彬华女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钱路头直街 号 邮编：

 

mailto:info@autism.hk
mailto:csenie@ied.edu.hk
mailto:csenie@ied.edu.hk
http://www.autism.hk/
http://www.ied.edu.hk/csenie/
mailto:cxh69@126.com


2014 年第 7 届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 

(2014 年 4 月 2 日) 
 

下列是我们就 2014 年的 WAAD 初步草拟的内容 

如果你对活动主题有甚么建议，欢迎电邮通知专题组 

传真

 

香 港 区 活 动 (2014 年)： 

研讨会前/后密集式专题工作坊  (2014 年 3 及 4 月) 及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4】建议主题及内容 

 

1.   自闭症儿童正向行为支持        

2.   自闭症儿童艺术治疗            

3.   信息科技与特殊学习需要学童    

4.   自闭症儿童流动应用软件 (Autism Apps)  

5.   自闭症儿童家居及网上训练         

6.   生物医学治疗 

7.   中医及自闭症 

8.   自闭症高等教育及就业 

9.   自闭症成人生涯规划及支持 

10.  学前及特殊教育  

11.  自闭症学校、家庭及社会支持 

12.  自助及充权运动 

13.  园艺治疗       

 

部份内容构思以网上 Webinar 形式免费讲座 

 

我们现正寻找赞助商、支持和合作伙伴，如果你有任何下列联

系，欢迎电邮 (csenie@ied.edu.hk) 通知香港秘书处： 

代 言 人 / 大 使

「世界关顾自闭日」(例如：内地的李连杰、美国的占基利) 

寻找活动赞助及合作团体对象 

邮票图案及纪念封设计比赛 (企业、九巴、地铁、设计师/团体) 

内地社工学生奖学金计划 (大学、企业) 

内地社工学生香港交流访问团 (同上) 

中文自闭症 Apps 研发计划 (IT 企业、NGO) 

信息科技与特殊学习需要研习计划 (IT 企业、NGO) 

网上 Webinar 形式免费讲座 (IT 企业、NGO)

赞助团体：Spin Master Toys Far East Ltd.  

广州康欣计算器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团体：立法会张国柱议员办事处 

合办团体： 

 

 

 
2013年粤港两地
2013 年 - 活 动 

回 顾 

mailto:Waad2014@autism.hk
mailto:csenie@ied.edu.hk


第 6 届 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 

广东省活动 
 心智障碍康复教育论文征集 

 粤港澳三地自闭特色人士绘画比赛 

 自闭症人士摄影比赛 

 广东省香港自闭症服务考察团 

 “广东遍蓝”关爱自闭症传播活动 

 全国自闭症研讨会 
 广场宣传活动、自闭人士才艺汇演、摄影比赛展览  

 粤港澳第六届世界自闭症关爱日“蓝色之夜” 

广东省合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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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残疾人服务业协会、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广东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广东省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广东省诠爱家属资源中心、广州市残疾人康复协会、 

广州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广州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广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广州市儿童孤独症康复研究中心、广州市残疾人展能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启智学校、广州市少年二宫、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广州市太阳船康复教育中心、广州市康智乐务中心、惠州市护苗培智学校、 

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三院、 

 

支持团体：香港自闭症联盟、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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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 香港区活动 (1) 

 第三届 《打开心窗》说故事比赛 (香港区) 

合办机构： 
香港关顾自闭联盟、香港耀能协会、教育局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协办机构： 

香港小童群益会、满道创作陋室、育智中心、自闭症人士福利促进会 

救世军复康服务、卓新力量、扶康会、香港明爱康复服务、协康会、匡智会 

学前弱能儿童家长会、圣雅各布福群会复康服务、励智协进会、助展会 

香港自闭症联盟 
 

2013 年 - 香港区活动 (2)  

 《我的梦想》香港自闭特色人士绘画比赛 

 

主办机构：香港关顾自闭联盟 

合办机构： 
教育局、救世军复康服务、匡智会、香港明爱康复服务、卓新力量、励智协进会 

学前弱能儿童家长会 

协办机构： 
自闭症人士福利促进会、香港小童群益会、满道创作陋室、扶康会、助展会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育智中心、香港耀能协会 

香港自闭症联盟 
 

2013 年 - 香港区系列活动 (3) 

 A1-研讨会前工作坊：自闭症儿童正向行为支持 - 叶晓欣 

 A2-研讨会前工作坊：自闭症人士艺术治疗 - 陈雅姿 

 A3-英语讲座：应用行为分析密集训练 – Dr. James Partington 

 A4-英语讲座：Integrated Play Groups® - Dr. Pamela Wolfberg 

 「香港自闭症联盟」2013 年内地社工学生奖学金 

 「香港自闭症联盟」社工学生奖学金香港考察团 

 粤港澳三地 WAAD邮票及纪念封设计比赛 

 发行 WAAD邮票及纪念封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3 

 中文自闭症书展、出版自闭症小百科及自闭儿家长指南 

 中文自闭症 Apps 开发计划 

 
合办机构：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香港自闭症联盟、 

自闭症儿童基金协会、自闭症复康网络、香港关顾自闭联盟、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香港教育科技促进协会 

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 

广东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广东省诠爱家属资源中心、 

 
 

2013 年 第 6 届 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 

大中华地区 - 粤港系列 WAAD 活动数据 



 

广东省及香港区筹委会委员：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                    何康木部长  

广东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赖琼芳主席 

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陈旭红医生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总监 洗权锋博士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系主任                吴日岚教授 

香港关顾自闭联盟主席                        范德颖医生 

自闭症儿童基金协会主席                      杜巧贤女士 

香港自闭症联盟主席                       余秀萤先生 

香港教育科技促进协会小区发展部总监          黄筱锦先生 

自闭症复康网络创办人                     Mr. Dino Trakakis 

 

专家及顾问团： 

美国 

Dr. James Partington   (博士级  应用行为分析师 BCBA-D) 

Dr. Pamela Wolfberg  (Integrated Play Groups® 创始人) 

广东省 

静进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金宇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任依那女士        (广柬国际义工服务团体主席) 

陈  飞先生        (广州康欣计算器科技有限公司) 

揭晓锋先生        (广州康欣计算器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张国柱议员        (香港立法会议员) 

   张超雄议员        (香港立法会议员) 

 

高杨扬医生        (香港儿科专科医生) 

林观礼医生        (香港儿科专科医生) 

赵程德兰博士      (香港教育学院) 

何福全博士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教育与辅导学系) 

叶晓欣小姐        (注册应用行为分析师 BCBA) 

刘惠心牙医        (香港注册牙医) 

王佑华医学博士    (美国抗衰老专科医师，自然医学医师) 

唐志达中医师      (香港注册中医) 

陈雅姿女士        (英国注册艺术治疗师) 

罗颂华女士  (香港注册言语治疗师) 

郑琼轩女士  (英国注册艺术治疗师) 

陈伟雄先生  (香港注册物理治疗师及注册中医) 

李美贤女士  (资深康复服务社工) 

 

「香港自闭症联盟」2013 年内地社工学生奖学金得奖人 

苏意祥同学  广东商学院社会学与应用心理学系社工班 

莫永鸿同学  广东商学院社会学与应用心理学系社工班 

吴燕雁同学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系 

高天童同学  江西财经大学社工系 

李春光同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社会工作班 

 

2013 年 粤港澳三地 WAAD 邮票及纪念封设计比赛  -   

一等将得奖人 

阮文祺 叶缙霖 丁锦俊 陈琛义 卢颂言 苏诗晴 

陈颖豪 钟嘉慧 黎健生 温卓贤 徐特立 刘卓璇 

二等将得奖人 

周浩桦 黎俊悦 邝家荣 黄展鸿 罗惠美 陈景熙 

潘冠忠 余玮杰 谢诺谊 刘志佑 曾恩浩 廖遵轩 

 

2013 年 粤港澳三地 WAAD 邮票及纪念封设计比赛  -   

三等将得奖人 

 



潘海源 梁文卓 罗俊安 黄溢曦 吴钧庭 陈以臻 

严明曦 陈子聪 庾焯琳 林梓颂 伍世燃 梁雨森 

王文谦 余居雄 傅梓俊 吴伟熙 张文健 陈弘达 

吴凯勋 张曼霖 林凯旋 杨景竣 黎伟材 高兆延- 

 

纪念封图案设计及其他邮票设计奖项得奖人 
 

纪念封图案设计得奖人 沙田公立学校中六班 丁锦俊同学 

评审团大奖 沙田公立学校中六班 丁锦俊同学 

最具风格图案设计奖 明爱乐进学校中学诚班 徐特立同学 

最具潜质图案设计奖 香港西区扶轮社匡智晨辉学校小六班

温卓贤同学 

最佳应用科技图案设计奖 匡智屯门晨岗学校 P4A 班叶缙霖同学 

系列主题图案设计奖 香港西区扶轮社匡智晨辉学校中五班

黎健生同学 

最佳指导老师奖 沙田公立学校 何少霞老师 

多元创意指导老师奖 东华三院徐展堂学校 蔡少琼老师 

优秀指导老师奖 香港西区扶轮社匡智晨辉学校  

陈倩雯老师 

优秀指导老师奖 三水同乡会刘本章学校洪爱明老师 

优秀指导老师奖 匡智屯门晨岗学校 梁佩珊老师 

优秀指导老师奖 培基小学 黄佩嘉老师 

优秀指导老师奖 明爱乐进学校 刘汉辉老师 

优秀指导老师奖 福德学校 郭秀玲老师 

最踊跃参与学校奖 沙田公立学校 

最踊跃参与学校奖 东华三院徐展堂学校 

 

2013 年 粤港澳三地 WAAD 邮票及纪念封设计比赛 

主办机构：香港自闭症联盟   

自闭症儿童基金协会 

 

协办机构: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香港关顾自闭联盟    

自闭症复康网络 

 

赞助团体：Spin Master Toys Far East Ltd.  

 广州康欣计算器科技有限公司 

 Autism Children Foundation 

 Autism Recovery Network  

 

支持团体：立法会张国柱议员办事处 
********************************** 

「香港自闭症联盟」2013 年出版刊物 

自闭症中文普及系列 – 3A 

  自闭儿家长指南  (2013 年  简体字版) 

  作者：陈毅雄 

 

自闭症中文普及系列 – 3B 

  自闭症小百科  (2013年  繁体字版) 

 

系列主编： 

余秀萤     (香港自闭症联盟) 

洗权锋博士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陈旭红医生 (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2013 年第 6 届 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 

大中华地区 - 粤港系列 WAAD 活动照片 

 

  

A1 研讨会前英语专题讲座 

Dr. James Partington 9.3.2013 如何协助

自闭症／儿童在学校及家庭成功学习 

讲座由：自闭症复康网络赞助 

A2 研讨会前英语专题讲座 

Dr. Pamela Wolfberg 21.3.2013 融合

游戏小组讲座。 

讲座由：自闭症复康网络赞助 

 

 

 

A5  IT 技术人员专题工作坊 

揭晓锋 24.3.2013 自闭症 Apps 技术开

发人员分享会。 

广州康欣计算器科技有限公司合办 

A5  IT 技术人员专题工作坊 

24.3.2013 自闭症儿童家居训练平

板计算机技术现场示范。 

广州康欣计算器科技有限公司赞助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3.3.2013 活动照片 

 

  

主礼嘉宾立法会张国柱议员致词 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静进教授及

香港教育学院冼权锋博土 (右) 

  

开幕礼沙画表演嘉宾李世豪(右 2) 、

其母亲(右 1) 及冼权锋博士(左 2) 

开幕礼李世豪即席沙画表演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香港教育学院 

大埔校园 

共有 15 个分场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