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赞助团体：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香港教育学院研究生院、自闭症儿童基金协会、 

          香港自闭症联盟、香港儿童启迪协会 

 

       2015 年第 8届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5   (简体字版 - 只供内地參加者报名专用  22.01.2015) 

 

日   期 ： 2015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 

时   间 ： 09:00-12:30  及  14:00-17:00 

地   点 ： 香港教育学院 大埔校园 D1-LP-2 & 4 演讲室 

对  象 ： 教师、家长、社工、医疗及复康工作人员  (名额 550名) 

主   题 ： 自闭症 

语  言 ： 普通话及粤语 (不设普通话/粤语翻译服务)  

截止日期 ： 2015 年 3 月 7 日(备注：成功申请者，大约在 3 月 14期间收到大会的电邮确认通知)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5  内地參加者适用 

28/3/15 時間：9:30-10:50 時間：11:10-12:30 

工作坊-A1 讲题：自闭症的觉醒-I – 一位家长的成长路 

讲员：瑾心女士 (普通话)  

讲题：自闭症的觉醒- II 一位家长的成长路 

讲员：瑾心女士 (普通话) 

工作坊-A2 讲题：运用日常生活规律培训自闭儿独立生活技能-I 

讲员：叶晓欣女士 (粤语) 

讲题：自闭症融合教育: 优质策略和教师团队的角色-II 

讲员：李萍英博士 (粤语) 

工作坊-A3 讲题：新时代 ABA，非一般所想! 

讲员：劳向弘先生(粤语) 

讲题：为本地教学注入新时代 ABA 元素 –案例分享 

讲员：文丽萍校长 (粤语) 

下午讲题，只供内地参加者，不对外开放报名。 

14:00–17:00 讲题：自閉兒正向行為處理      讲员：叶晓欣女士  (普通话) 
 

研讨会后专题工作坊    讲员：瑾心女士 (普通话) 
日期 工作坊主题 工作坊地点 备注 

29/3/2015 (日) 

2:00-5:00pm 

B1-自闭儿家庭教育及父母 

情绪调整 (家庭篇)普通话 
协青社大楼 2 楼 B 多功能活动室   

(香港西湾河圣十字径 2 号，西湾河港铁站 A & B 出口) 

名额 50 名 

人民币 200 元 
 

30/3/2015 (一) 

9:30-5:30pm 

#B2-高功能自闭症与行为问

题 (家长及教师篇)普通话 
香港青年协会大厦 7 楼 701室  

(北角百福道 21 号, 鲗鱼涌港铁站 C 出口) 

 

#必须 B2和 B3

一并参与。 

名额 100 名 

人民币 800 元 
 

31/3/2015 (二) 

9:30-5:30pm 

#B3-自闭症ABA-VB教学的全

型及串连篇 

(家长及教师篇)  普通话 

香港青年协会大厦 7 楼 701室    

(北角百福道 21 号, 鲗鱼涌港铁站 C 出口) 

 
 

內地参加者收费  (除 28/3/2015 研讨会外，所有收费不包午膳)  香港区住宿自理 
收费项目 28/3/2015 

9:30am-5pm 
29/3/2015 
2pm-5pm 

30-31/3/2015 
9:30am-5:30pm 

收费金额 人民币 400  包午膳 人民币 200 人民币 800 

 
讲员介绍：瑾心老师是一位居于美国的台湾藉人士，她是一位自闭儿的母亲，拥有麻州大学挪威尔分校自闭症行为干预

硕士 (Univ. of Massachusetts at Lowell) 。自 2007 年建立『自闭症觉醒网站』 (www.autismawakening.org)，详细

刊载美国最新的自闭症医学研究报告、言语教学 (Verbal Behavior) 、正统的挪玛斯 (Lovvas) 应用行为干预教学 

(DTT) 、和不同华人家庭的自闭症心路历程。 

       她的著作共有三本：[a] 瑾心自闭儿教育手册(1)生命的装备，[b] 瑾心自闭儿教育手册(2)生命的执着 (2012),和[c]生

命的方舟：寻回那不可少的唯一 (2013) 繁体字版可到 www.books.com.tw/ ; 简体字版可到淘宝网 www.taobao.com/。 
 

香港秘书处：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黄慧仪女士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号 D1-G/F-05 室           

电话：(852) 2948-7763 / 传真：(852) 2948-7993   / 电邮：csenie@ied.edu.hk  /  內地查询电话：(86) 131-8912-8454 

http://www.autismawakening.org/
http://www.books.com.tw/
http://www.taobao.com/
mailto:csenie@ied.edu.hk


赞助团体：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香港教育学院研究生院、自闭症儿童基金协会、 

          香港自闭症联盟、香港儿童启迪协会 

2015 年第 8 届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5 及研讨会后专题工作坊报名表 

(简体字版 - 只供内地參加者报名专用  22.01.2015) 

参加者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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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 学校名称及 

地址 ︰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必须填写，成功申请人士将

于２０15 年 3月中旬收到电子确认通知)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5  内地參加者适用 
28/3/15 

 
時間：9:30-10:50 時間：11:10-12:30 選擇的項目，

填上 “ ” 

收費 

 

工作坊：A1 讲题：自闭症的觉醒-I –  

一位家长的成长路 

讲员：瑾心女士 (普通话)  

讲题：自闭症的觉醒- II  

一位家长的成长路 

讲员：瑾心女士 (普通话) 

 全日 

人民币 
400 元 

包午膳 
12:30am 

-2pm 

 

工作坊：A2 讲题：运用日常生活规律培训 

自闭儿独立生活技能-I 

讲员：叶晓欣女士 (粤语) 

讲题：自闭症融合教育:  

优质策略和教师团队的角色-II 

讲员：李萍英博士 (粤语) 

 

工作坊：A3 讲题：新时代 ABA，非一般所想! 

讲员：劳向弘先生(粤语)  
讲题：为本地教学注入新时代 ABA 元素 –

案例分享   讲员：文丽萍校长 (粤语) 

 

2:00-5:00pm 讲 题：自閉兒正向行為處理    讲员：叶晓欣女士  (普通话) 

 
研讨会后专题工作坊    讲员：瑾心女士 (普通话) 

日期及时间 工作坊主题 选择的项目，填

上 “ ” 
收费 -- 不包午膳 

29/3/2015 (日) 

2:00-5:00pm 

B1-自闭儿家庭教育及父母 (50 个名额) 

情绪调整 (家庭篇)普通话 
 

名额 50 名 

人民币 200 元 

30/3/2015 (一) 

9:30-5:30pm 

B2-高功能自闭症与行为问题 (家长及教师篇) 

(100 个名额) 普通话 
 #必须 B2 和 B3 一并参与。 

名额 100 名 

人民币 800 元 

 

31/3/2015 (二) 

9:30-5:30pm 

B3-自闭症 ABA-VB 教学的全型及串连篇(家长及教师篇) 

(100 个名额) 普通话 
 

內地参加者收费 (除 28/3/2015 研讨会外，所有收费不包午膳)   香港区住宿自理 

收费项目 28/3/2015 
9:30am-5pm 

29/3/2015 
2pm-5pm 

30-31/3/2015 
9:30am-5:30pm 

收费金额 人民币 400 元  包午膳 人民币 200 元 人民币 800 元 

 

递交报名表及缴费方法 – 请于适当空格内□填                      缴费金额：人民币           
□ 转账：请入账至『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户口 6222-0240-0007-9661-977，账户名称「余秀萤」。 

入账后，将账单连同本报名表，传真：+852-2948-7993  或电邮：csenie@ied.edu.hk。 

(转账/入账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金额：人民币______________) 

备

注 

□不需要收据             □个人收据 (收据抬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据将于会场领取       □团体收据 (收据抬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秘书处： 香港教育学院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黄慧仪女士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号 D1-G/F-05 室           

             电话：(852) 2948-7763 / 传真：(852) 2948-7993   / 电邮：csenie@ied.edu.hk  /  內地查询电话：(86) 131-8912-8454 

广东省聯絡處：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儿童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 电话/传真：(86)-20-8386-5225； 电子邮箱：cxh69@126.com 

联络人：陈旭红医生（86）136-0288-5206 / 黄庆均先生 (86) 186-2000-0844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钱路头直街 2 号      邮编：51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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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