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 语言及沟通障碍研究技术中心 主办
香港复康会
协办
深圳市兒童醫院
深圳市爱佑和康儿童康复中心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言語治療训练课程 2013
举办日期：2013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至 8 月 12 日（星期一）-- 理论课部分
2013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三）至 8 月 17 日（星期六）-- 实习课部分
地点：理论课部分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 10 号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大楼
实习课部分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绒花路长宝大厦 D 段 106
爱佑和康儿童康复中心

课程目标：


提升参加者辨别及检测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能力，从而制定促进儿童语言与沟
通发展的训练计划。



提升参加者对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语言及沟通障碍的认识，并懂得利用各种训
练策略，让参加者能将理念带入训练课堂当中。

课程对象：


言语治疗师、教学人员、复康师、对自闭症有较深认识的家长

教授形式：


专题研习



个案研究及个案实习 (四天的实习课：高能力及低能力儿童评估检测和治疗训练)

(三天的理论课、示范及分组讨论等)

课程费用：


只参与首三天的理论课:人民币 1500 (连简单午餐及茶点)



整个课程(理论课及实习课):人民币 4000 (连简单午餐及茶点)



只参与后四天的实习课: 人民币 3000 (连简单午餐及茶点)



参加者请自行安排住宿及交通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言語治療训练课程 2013
日程表及课程内容
日期

内容

报到日 8 月 9 日
第一天 - 理论课
8 月 10 日

第二天 - 理论课
8 月 11 日

全日报到



沟通步骤的简介
语前阶段的训练技巧



语言发展的各个阶段：
语音知识 、词汇知识、形态知识、句法知识、
语义和语用知识

介绍自闭症谱系障碍
 特征
 诊断方法
 整体语言及沟通的特点
 社交发展和游玩


第三天 - 理论课
8 月 12 日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语用分析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理论框架及常用训练手法
 包括: 应用行为分析(ABA) /社交故事/图卡交换
沟通系统(PECS) / 口部肌肉疗法等
 社交思考
 研究的实证
 行为管理


应用于自闭症的科技

评估及训练自闭症儿童方法
 低能力自闭症
 高能力自闭症
第四天 8 月 13 日

实习课学员报到/课前准备

第五天至第八天
- 实习课
8 月 14 至 17 日

实习环节
 导师示范：评估及治疗
 学员实习环节预备
 实习：评估及训练低能力自闭症儿童
 实习：评估及训练高能力自闭症儿童
 训练特色：
 小组训练：每组 6 - 8 人
 密集的导师指导



实时获得导师反馈
为儿童提供训练建议

课程讲师 - 李月裳教授
现任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副教授兼言语治疗科主管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传意科学研究所助理所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语言及沟通障碍研究技术中心副主任

履历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哲学博士



香港大学言语及听觉科学学士(一级荣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士(二级甲等荣誉)



香港言语治疗师协会会员



认可 Social Thinking®（社交思考）导师

工作经验及荣誉职位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言语治疗学组顾问



香港言语治疗师协会荣誉顾问



香港复康会世界卫生组织复康协作中心荣誉顾问



香港教育学院蕊展计划名誉顾问



耳听心言基金教育委员会会员



香港明爱社会工作服务部荣誉顾问



真铎学校顾问



明报专栏 <<开心爸妈 Happy Pa Ma>> 荣誉顾问



医院管理局新界东联网 荣誉言语治疗师



曾任沙田韦尔斯亲王医院言语治疗师



曾任卫生署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言语治疗师

专业经验









曾多次为幼儿园及小学老师及家长主讲有关语言训练的讲座/工作坊
曾多次于中国内地北京、佛山、武汉、安徽、深圳等城市提供言语治疗导师培训
曾于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研究，到访内地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昆明、大连、
深圳、海口等
制定并出版全球唯一一个标准化的粤语言语感知测验 - 「广东话基础言语感知测
验」
制定并出版全球唯一一个标准化的粤语声调感知测验 - 「香港粤语声调办识测验」
其它出版的语言测量工具包括有「香港粤语词汇理解测验」及 “Speech
Assessment for Cantonese (SPAC)”

Perception

课程讲师 - 李丹教授
现任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学系副教授兼数字信号处理与语音技术实验室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语言及沟通障碍研究技术中心主任
EURASIP Journal on Advances in Signal Processing 副编辑

履历






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学博士后研究员
瑞典皇家工学院(KTH)语音音乐与听觉系任访问学者
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学哲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学哲学硕士
香港中文大学电子系学士

工作经验及荣誉职位


曾任香港 IEEE 信号处理分会主席



国际语言通讯协会会员(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现任多个信号处理国际刊物的编委会成员

专业经验


自 2000 年起，连续 9 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模范教学奖



以项目负责人身份领导了 8 个香港研究资助局的竞争性项目，2 个香港政府创新基
金项目和 2 个信兴高等研究院资助项目



领导开发的粤语语音资料库，语音识别系统和语音合成系统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广泛
采用，至今已供应给近 70 家研究机构和科技公司使用



在国际期刊及会议上共发表了超过 150 篇论文，获多项国际专利



领导开发 CUTalk 粤语文语转换系统和双语视窗读屏系统，获选为 2001 年香港“视
障人士心目中的卓越事件”



参与开发“听优”智能电话助听和测试技术，获 2011 年度华尔街日报”亚洲创新奖”铜
奖及最受观众欢迎奖

课程讲师 - 邓慧兰教授
现任

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语言及沟通障碍研究技术中心副主任

履历



爱丁堡大学应用语言学哲学博士
英国文学协会（香港） TESL（英语二语）教学证书
香港大学 教育文凭



香港大学 英语文学学士




工作经验及荣誉职位


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专家质询委员会会员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传意科学研究所管理委员会委员



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 (评审局)专家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复咨询委员会手语推广工作委员会成员



现任多个国际学术组织及刊物的委员会成员



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创系主任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荣誉教授

专业经验


从事口语语言获得及应用语言学的学术研究



从事香港手语语言学的学术研究，范畴包括香港手语的音韵学、形态学、语义学、
语法学



关注聋童的语言获得，包括广东话语言获得及聋童中文写作能力的获得，手语与二
语获得等等，重点探讨语料输入与聋童语言获得的关系，从而探讨融合教育在聋人
课堂上的教学语言的问题。



国际性研究合作项目共 5 个



中国及亚洲地区研究合作项目共 3 个



香港研究资助及研究计划共 12 个



其他奖助及捐款共 13 个



学术出版及会议论文发表共 139 篇

课程讲师 - 罗家东先生
现任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言语治疗师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传意科学研究所言语治疗师

履历



澳洲悉尼大学博士生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理学硕士
澳洲悉尼大学言语病理学理学士



澳洲认可执业言语病理学家



香港言语治疗师协会会员



澳洲言语治疗师协会会员



曾接受图片交换法(PECS)培训



曾发表自闭症儿童的语用及语法的研究文献




工作经验及荣誉职位


现任医院管理局新界东联网 荣誉言语治疗师



香港明德儿童启育中心言语治疗师



澳洲悉尼利物浦医院言语治疗师



澳洲悉尼奔驰镇小区资源中心言语治疗师



澳洲悉尼儿童医院言语治疗师



曾任澳洲悉尼大学言语病理学临床导师



曾任澳洲悉尼大学言语病理学客席讲师



香港复康会世界生组织复康协作中心客席讲师

课程讲师 - 简沛淇女士
现任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社交思考导师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传意科学研究所社交思考导师

履历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心理学学士



香港心理学会会员



香港社交思考研究小组成员



认可 Social Thinking®（社交思考）导师

工作经验及荣誉职位


曾任 Autism Partnership 行为治疗师

专业经验


撰写「香港社交思考研究小组」网页



撰写「社交思考『六』面睇-ILAUGH 实用手册」



协助出版「ILAUGH 社交思考课程小册子」



曾为香港教育局主讲社交思考训练讲座



曾为香港教育学院主讲有关社交思考训练讲座



曾为香港大学主讲社交思考训练讲座



曾为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主讲社交思考训练讲座



曾为香港中学提供社交思考训练讲座



曾为香港多间主流中学提供社交思考®小组训练



曾参与增强高能力自闭症及亚氏保加症学生的社交沟通技巧研究计划



策划及参与社交沟通障碍学生共融计划：学生训练及伸延研究计划劃

中心介绍：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语言及沟通障碍研究技术中心”由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文学院及工
程学院的资深教授和研究人员组建而成，是“语言及沟通障碍”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技术服务中
心。
本中心以语言学与语言获得，言语治疗科学和电子信息科学的跨学科先进理论研究和长期的
临床应用经验为基础，旨在为医疗机构、残疾人康复组织，社会福利机构和教育部门提供技术
支持和专业语言评估与康复服务，利用创新及高效的科技手段节省无障碍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
资源，推动康复服务事业的发展，促进科技发展与民生建设事业的紧密结合。本中心立足华南，
面向全国，致力打造一个针对听觉言语沟通障碍评估及康复技术的公共服务平台。
中心网址：http://www.lcd-cuhkszri.org/

支撑机构：
•
•
•

香港中文大学 数字信号处理及语音技术实验室 (http://dsp.ee.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 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 (http://www.cslds.org/)
香港中文大学 人类传意科学研究所 (http://www.ihcr.cuhk.edu.hk/)

•

香港复康会 (http://www.rehabsociety.org.hk/)

过往团队举办过的相关课程/讲座：














2013 从语言学到聋童语训方案工作坊
2013 语言及沟通障碍跨学科研讨会
2013 澳门语言训练教师培训课程
2012 澳门语言训练教师培训课程
2011 社交思考研讨会(香港区)
2010 澳门教师工作坊
2009「社交思考面面观」讲座
2009 打开沟通之门：运用 IOSM 处理最困难的沟通障碍问题
2007 屋檐下的阳光-- 自闭症儿童家居沟通训练册
2006「自闭症儿童的沟通训练技巧」讲座 (北京市)
2006 "Teaching Social Thinking and Social Skills to Preschoolers through High Schoolers - For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t Home & at School" 工作坊
2005「残疾儿童沟通无障碍」培训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