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贊助團體：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香港教育學院研究生院、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 

          香港自閉症聯盟、香港兒童啟迪協會 

       2015年第 8屆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5   (繁體字香港版 13.01.2015) 

 

日   期 ： 2015年 3月 28日(星期六) 

時   間 ： 09:00-12:30  

地   點 ： 香港教育學院 大埔校園 D1-LP-2 & 4 演講室 

對  象 ： 教師、家長、社工、醫療及復康工作人員  (名額 550名) 

主   題 ： 自閉症 

語  言 ： 普通話及粵語 (不設普通話/粵語翻譯服務)  

收   費 ：    詳見以下「參加者收費」 

早鳥優惠 ： 首 200名 28/3 研討會付款參加者，可獲贈原價 50元的精美布質環保袋乙個(星兒李世豪繪畫)  

截止日期 ： 2015年 3月 7日(備註：成功申請者，大約在 3月 14期間收到大會的電郵確認通知)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5 
 

28/3/15 時間：9:30-10:50 時間：11:10-12:30 

工作坊-A1 講題：自閉症的覺醒-I – 一位家長的成長路 

講員：瑾心女士 (普通話)  

講題：自閉症的覺醒- II一位家長的成長路 

講員：瑾心女士 (普通話) 

工作坊-A2 講題：運用日常生活規律培訓自閉兒獨立生活技能-I 

講員：葉曉欣女士 (粤語) 

講題：自閉症融合教育: 優質策略和教師團隊的角色-II 

講員：李萍英博士 (粤語) 

工作坊-A3 講題：新時代 ABA，非一般所想! 

講員：勞向弘先生(粤語) 

講題：為本地教學注入新時代 ABA元素 –案例分享 

講員：文麗萍校長 (粤語) 

 

研討會後專題工作坊    講員：瑾心女士 (普通話) 
日期 工作坊主題 工作坊地點 備註 

29/3/2015 (日) 

2:00-5:00pm 

B1-自閉兒家庭教育及父母 

情緒調整 (家庭篇)普通話 
協青社大樓 2樓 B多功能活動室   

(香港西灣河聖十字徑 2號，西灣河港鐵站 A & B出口) 

名額 50名 

港幣 250 元 

 

30/3/2015 (一) 

9:30-5:30pm 

#B2-高功能自閉症與行為問

題 (家長及教師篇)普通話 
香港青年協會大厦 7樓 701室  

(北角百福道 21 號, 鰂魚涌港鐵站 C 出口) 

 

#必須 B2和 B3

一併參與。 

名額 100 名 

港幣 1,000元 

 

31/3/2015 (二) 

9:30-5:30pm 

#B3-自閉症ABA-VB教學的全

型及串連篇 

(家長及教師篇)  普通話 

香港青年協會大厦 7樓 701室    

(北角百福道 21 號, 鰂魚涌港鐵站 C 出口) 

 
 

香港參加者收費  (所有收費不包午膳) 內地參加者請參考簡體字版收費詳情 
收費對象 28/3/2015 

9:30-12:30am 
29/3/2015 
2pm-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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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人士單項收費 HK$250 HK$250 HK$1,000 

香港教育學院師生 #免 費 HK$250 HK$1,000 

#備註：舉凡所有香港教育學院師生，可透過此網址報名：https://anonmach.ied.edu.hk/machform/view.php?id=417    
 
講員介紹：瑾心老師是一位居於美國的台灣藉人士，她是一位自閉兒的母親，擁有麻州大學挪威爾分校自閉症行為干預

碩士 (Univ. of Massachusetts at Lowell) 。自 2007 年建立『自閉症覺醒網站』 (www.autismawakening.org)，詳細

刊載美國最新的自閉症醫學研究報告、言語教學 (Verbal Behavior) 、正統的挪瑪斯 (Lovvas) 應用行為干預教學 

(DTT) 、和不同華人家庭的自閉症心路歷程。 

       她的著作共有三本：[a] 瑾心自閉兒教育手冊(1)生命的裝備，[b] 瑾心自閉兒教育手冊(2)生命的執著 (2012),和[c]生

命的方舟：尋回那不可少的唯一 (2013) 繁體字版可到 www.books.com.tw/ ; 簡體字版可到淘宝網 www.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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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anonmach.ied.edu.hk/machform/view.php?id=417
http://www.autismawakening.org/
http://www.books.com.tw/
http://www.taobao.com/
mailto:csenie@ied.edu.hk


贊助團體：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香港教育學院研究生院、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 

          香港自閉症聯盟、香港兒童啟迪協會 

2015 年第 8屆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5及研討會後專題工作坊報名表 

參加者基本資料 

英文姓名 (姓)                (名) 中文姓名     

機構/ 學校名稱及地址   

聯絡電話  教院學生證號碼(如有)  

電郵地址(必須填寫，成功申請人士將於

２０15年 3月中旬收到電子確認通知)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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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自閉症的覺醒-I –  

一位家長的成長路 

講員：瑾心女士 (普通話)  

講題：自閉症的覺醒- II  

一位家長的成長路 

講員：瑾心女士 (普通話) 

 □ 公眾人士 - $250 

 

□ 香港教育學院師生 

-免費 工作坊-A2 講題：運用日常生活規律培訓 

自閉兒獨立生活技能-I 

講員：葉曉欣女士 (粤語) 

講題：自閉症融合教育:  

優質策略和教師團隊的角色-II 

講員：李萍英博士 (粤語) 

 

工作坊-A3 講題：新時代 ABA，非一般所想! 

講員：勞向弘先生(粤語) 

講題：為本地教學注入新時代 

ABA元素 –案例分享 

講員：文麗萍校長 (粤語) 

 

 

研討會後專題工作坊    講員：瑾心女士 (普通話) 
日期及時間 工作坊主題 選擇的項

目，填上 

“ ” 

收費 

29/3/2015 (日) 

2:00-5:00pm 

B1-自閉兒家庭教育及父母 (50個名額) 

情緒調整 (家庭篇)普通話 
 

港幣 250 元 

30/3/2015 (一) 

9:30-5:30pm 

B2-高功能自閉症與行為問題 (家長及教師篇)普通話 

(100個名額) 
 #必須 B2 和 B3需要一併參

與。 

名額 100 名 

港幣 1,000 元 

31/3/2015 (二) 

9:30-5:30pm 

B3-自閉症 ABA-VB教學的全型及串連篇(100 個名額) 

(家長及教師篇)  普通話 
 

香港參加者收費 (所有收費不包午膳)  內地參加者請參考簡體字版收費詳情 

收費對象 28/3/2015 
9:30-12:30am 

29/3/2015 
2pm-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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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人士單項收費 HK$250 HK$250 HK$1,000 

香港教育學院師生 免 費 HK$250 HK$1,000 

 

遞交報名表及繳費方法 – 請於適當空格內□填                      繳費金額：港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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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566-00027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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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收據抬頭予參加者(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將於會場領取       □繳費後將收據寄回(請連同報名表附上$1.7郵票回郵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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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senie@ied.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