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有所懷疑，不妨對孩子再多作以下的觀察：

幼童期 (12-24 月 )

根據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及 Child Neurology Society 的自閉症

篩選標準，如幼童出現以下情況，建議兒科醫生立即為小朋友轉介作發展評估：

孩子年齡 孩子表現

12 個月 • 沒有「BB 話」
• 沒有點頭、揮手或「手指指」的身體動作

16 個月 • 未會說單字表達自己

24 個月 • 未有自發性的、非「鸚鵡學舌」式重覆性語言

任何年齡 • 語言能力倒退或喪失
• 社交技能倒退或喪失











家長的心理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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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特徵







在照顧有自閉症或相關徵狀的孩子時，除了要認識孩子的性格及發展特徵外，
亦可按以下「三招四式」的策略，在孩子的社交、溝通、行為及學習方面
作出支援：

    
 

三招 (E.P.S.) 四式 (V.S.O.P.)

E -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環境調控

V - Visual
視覺提示

P - Positive Reinforcement
正面強化

S - Structured
組織化模式

S - Stepwise Support
循序漸進

O - Objective
客觀處理

P - Precise
精確描述













內褲
衫

褲子





























睇電視 睇電視 睇電視

 做功課  做功課

 做功課 做功課 做功課

聽音樂聽音樂

聽音樂

玩電腦 玩電腦

畫畫

畫畫

換衫 沖涼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時間
星期

４點 -

４點９

４點９-

５點半

５點半-

６點３

６點３-

　７點

































自閉症資源

本地自閉症相關網站

家長組織 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主流教育自閉學童家長會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http://www.swap.org.hk

http://www.paacme.org.hk/

http://www.hkjcpmh.org.hk

http://www.parentsassn.org.hk

非政府服務 香港耀能協會
協康會
匡智會
明愛康復服務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教育學院 蕊展計劃
救世軍復康服務 
自閉症人士家庭支援服務
庭恩兒童中心

http://www.sahk1963.org.hk/

http://www.heephong.org/

http://www.hongchi.org.hk

http://swsd.citac.edu.hk

http://www.caritasrehab.org.hk/support/
modules/tinyd0/index.php?id=4

http://www.bgca.org.hk

http://www.ied.edu.hk/aspire/

http://www.salvation.org.hk/SSD_Web/fsspa/

http://www.benjiscentre.org.hk/

香港政府 教育局
教育局 ( 特殊教育服務 )
衛生署
衛生署 
(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
社會福利署

http://www.edb.gov.hk/

http://www.edb.gov.hk/sen

http://www.dh.gov.hk

http://www.dhcas.gov.hk/

http://www.swd.gov.hk/

有關資訊 香港教育城 ( 自閉症專題 )
香港自閉症聯盟

http://www.hkedcity.net/specialed/autism/

http://www.autism.hk/



海外相關網站

Autism Speaks http://www.autismspeaks.org/

The National Autistic Society http://www.autism.org.uk/

The Online Asperger Syndrome 
Information and Support Centre http://www.aspergersyndrome.org/

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 Handicapped 
Children (TEACCH)

http://www.teacch.com/

Visual Strategies http://www.usevisualstrategies.com

兒童體能智力評估中心

評估中心名稱 服務地區 地址 電話

中九龍兒童體能智力
測驗中心

香港島南區、東區
及灣仔，九龍城及
油尖旺

九龍九龍城亞皆老街 147L 號 2 字樓 2246 6633

尤德夫人兒童體能智
力測驗中心 ( 觀塘 ) 觀塘及西貢 九龍觀塘茶果嶺道 79 號 3 字 2727 8474

尤德夫人兒童體能智
力測驗中心 ( 沙田 ) 沙田及黃大仙 新界沙田插桅杆街 31-33 號 2 字樓 2210 1600

屯門兒童體能智力測
驗中心 屯門及元朗 新界屯門青松觀道屯門醫院地下 2468 5261

下葵涌兒童體能智力
測驗中心

香港島中西區，深
水埗，葵青，荃灣
及離島

新界葵涌麗祖路 77 號
下葵涌分科診所及特殊教育服務中心 2 字樓 2370 1887

粉嶺兒童體能智力測
驗中心 大埔及北區 新界粉嶺璧峰路 2 號粉嶺健康中心 4 字樓 2639 1402















Society for the Welfare of the Autistic Persons
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如子女屬自閉症者請填子女姓名及所屬機構*

子女姓名﹕

Name of Child
with Autism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性別﹕

Sex
所屬機構﹕

School/Centre 
Attending

本人附上支票/現金一百元為本人之年費

本會聯絡地址﹕九龍石硤尾村第十九座 210 至 214 室

Address: Room 210-214, Block 19, Shek Kip Mei Estate, Kowloon

電話  (Tel. No.) ﹕2788 3326 / 3188 4504 傳真 (Fax) ﹕2778 1414

本會網址 (Website)﹕www.swap.org.hk
電郵 (E-mail address)﹕info@swap.org.hk

入會申請表

MEMBERSHIP APPLICATION
姓名﹕

Name
性別﹕

Sex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No.
電郵﹕

E-mail Address
職業﹕

Occupation

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