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贊助團體：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香港自閉症聯盟 

愛傳遞、香港兒童啓迪協會、自閉症復康網絡、香港關顧自閉聯盟、ICAN-B Hong Kong 

亞洲正向行為支援學院有限公司、香港自閉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合辦 

2019 年第 12屆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 

大中華地區活動籌委會 --香港區活動表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 1 (23/3/2019，星期六  09:00-17:30) 

  上午 09:30-09:45  開幕禮 

       09:45-11:15  英語主題發言 Dr. Jose Davila, BCBA-D 

       11:15-12:15  星兒沙龍 
  下午 14:00-17:30  共三節十二場工作坊 (詳情見背)  

網上報名：: https://bit.ly/2KrXlvU  

香港教育大學 

大埔校園 

名額 500 名 

公眾：每位港幣 500元 

  早鳥優惠詳見報名表 

香港教育大學教職員

及學生免費 

研討會前(粵語)工作坊 - 2 (16/3/2019,星期六  09:30-12:30)  

(本節不設粵語/普通話翻譯服務) 

(1) 適合自閉症人士的生涯規劃    語言：粵語 

  講員：鍾慕籣女士 (遊戲輔導室總幹事)   

(2) 圓裡圓外轉化中遇見自閉學童的美-表達藝術之應用分享 

語言：粵語   

    講員：霍佩珊老師 (陳南昌紀念學校-特殊學校)  

網上報名：https://bit.ly/2PruNni                

將軍澳教學中心

105室 

 

名額 200 名 

公眾：每位港幣 100元 

 

香港教育大學教職員

及學生免費 

圓裡圓外體驗工作坊 - 3 (16/3/2019,星期六  14:30-16:30)  

   「圓圈畫」手工藝集體創作 

    對象：18歲或以上人士       語言：粵語 

    導師：霍佩珊老師 (陳南昌紀念學校-特殊學校) 

網上報名：https://bit.ly/2E68scV  

將軍澳教學中心

地下 

名額 30名 

參加者每位港幣 100元 

 

本工作坊 

不設優惠收費 

English Pre-Conference Workshop – 4   (16/3/2019,  Sat.  14:00-17:00) 
(本節不設英語/普通話/粵語翻譯服務) 

 Practical ABA Strategies for Parents to Work with Their Children 
 (Language: English) 
 Speaker: Dr. Willy Wong L.W.   BCBA-D 
網上報名：https://bit.ly/2SyMQtC  

將軍澳教學中心

105室 

 

名額 200 名 

公眾：每位港幣 100元 

 

香港教育大學教職員

及學生免費 

English Pre-Conference Workshop – 5  (22/3/2019, Fri. 14:00-16:00) 
(本節不設英語/普通話/粵語翻譯服務) 

  What ABA can do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Language: English) 
  Speakers:  Dr. Jose Davila,      BCBA - D 
            Dr. Willy Wong L.W.  BCBA – D 
網上報名：https://bit.ly/2DRyHV8  

將軍澳教學中心

105室 

 

名額 200 名 

公眾：每位港幣 100元 

 

香港教育大學教職員

及學生免費 

研討會前普通話工作坊 - 6 (22/3/2019,星期五  18:30-21:00)  

(本節不設普通話/粵語翻譯服務) 

(1) 台灣自閉兒學校成長路 (家長分享)  

  講員：陳冠文、張靜怡、陳志榮   語言：普通話 

(2) 目本自由行與北極環保之旅 (星兒分享)      

  講員：嚴安之                   語言：普通話 

網上報名：https://bit.ly/2Ui3nE1  

將軍澳教學中心

505室 

 

名額 50名 

參加者每位港幣 100元 

 

本工作坊 

不設優惠收費 

 

*請小心掃瞄 QR code，避免誤掃相鄰的 QR code。掃完後，請再確認表格名稱是否正確!* 

https://bit.ly/2KrXlvU
https://bit.ly/2PruNni
https://bit.ly/2E68scV
https://bit.ly/2SyMQtC
https://bit.ly/2DRyHV8
https://bit.ly/2Ui3nE1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019  (繁體字香港)  (第 18稿  2018-12-03)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 23/03/2019 - 下午分埸工作坊選項 

 (下列工作坊僅供參考，以大會最後公佈作準) 
 

研討會下午部份設有分場工作坊以供選擇，請於 A, B及 C場的橫線上填寫 1 至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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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題目、講者及語言  

香港教育大學 大埔校園 (大埔露屏路 10號) 

A 

場

工

作

坊 

 

14:00-15:00 

 

A1  就業頻道 1 –突破傳統, 生命由他/她創     

    張德蘋 (磐石協會創辦人) 
粵語 

A2  家長頻道 1– 兩岸星兒才能培育經驗分享  

    孔月葵(廣州)、及 張靜怡和陳志榮伉儷(台灣)  

 

普通話 

A3  專業頻道 1- 如何運用“CALM”技巧處理自閉症人士的的激烈情緒行為  

    馮桂儀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 
粵語 

A4  就業頻道 2 - 從紙牌遊戲提升少年星兒覺醒力：認識自己的優勢及職業趣向     

李賀若瑩女士  國際資優人士中心(香港)創辦人及總監 
粵語 

B 

場

工

作

坊 

15:15-16:15 

 

B1  就業頻道 3 – 拓展星空界限：由便利店理貨到復康用品營銷 

    馬鍵雄先生 (香港復康聯盟 - 社企業務發展經理) 
粵語 

B2  家長頻道 2–從照顧兒子到開設宿舍，成人照顧的難言之隱 

    李伯英 (關注特殊教育權益家長大聯盟 主席) 
粵語 

B3  專業頻道 2 - 主流學校中的自閉症高中生是否已為離校作好準備         

     徐志文博士 (註冊職業治療師、香港自閉症聯盟顧問) 
粵語 

B4  星兒頻道 1 –我的成長路與展現真我 

    講員待定 (香港及澳門)   
粵話 

C 

場

工

作

坊 

 

16:30-17:30 

 

C1  就業頻道 4 – 從「非同凡響」到 SEN 學生的另類生涯規劃 

    李啟明校長、成英愉老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粵語 

C2  專業頻道 3–爸媽這樣做...孩子展示閃亮，自閉症解碼 

    李萍英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粵語 

C3  專業頻道 4 - 中西醫整合 SEN (特殊學習需要人士) 照顧者技巧   

    陳偉雄  (香港註冊中醫師/物理治療師) 
粵語 

C4  星兒頻道 2–《世界因我更精彩》高質量陪伴星兒成長 

    嚴安之 (廣州) / 孔月葵 (安之媽媽) 
普通語 

*******************************************************************  
查   詢 (香港秘書處) ：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余凱霖小姐 /黃慧儀女士  

電   話 ： +852-2948-8930 /2948-7763 

傳   真 ︰ +852-2948-7993 

電   郵 ︰ csenie.notice@eduhk.hk / csenie@eduhk.hk  

地   址 ︰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D1-G/F-05 室           

截止報名日期 ： 2019 年 2 月 15 日 

 

網上報名：https://bit.ly/2KrXlvU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csenie  

網頁: www.eduhk.hk/cse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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