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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干預改變人生—AP教學法

第一日

2020年12月5日(週六)
上午8:30至下午4:30（香港時間）

第二日

2020年12月6日（週日）
上午8:30至下午3:00（香港時間）

日期和時間

匯聚世界級自閉症領域及ABA教學法方面的知名專家學者，Autism Partnership 
2020遠程國際峰會將圍繞自閉症領域的最新研究發展及AP教學法（APM）進行深入
探討。AP教學法（APM）是以應用行為分析（ABA）為基礎的一種有系统但具靈活性
的教學模型，注重即時分析及臨床判斷，為患有自閉症的兒童提供友好，全方位及高
度個性化的密集式干預訓練，以實現效果最大化。

結合來自自閉症人士及家長們的真實親身分享，兩日議程將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
研究人員、特教教師及患有自閉症的兒童之家長提供一個多元的國際化平台，以多角
度深入了解高效優質AP教學法如何幫助患有自閉症兒童實現干預教學成效最大化。

為了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參與本次盛會，我們將就本次會議的所有部分，包括講者
演講及來自自閉症人士家長、兄弟姐妹和自閉症人士的分享和討論，提供五種語言的
同聲傳譯。

遠程國際峰會

語言
英文（配有以下5種語言即時翻譯：普通話、廣東話、韓語、俄羅斯語及印尼語）



優質干預改變人生—AP教學法

第一日流程(12月5日)

主題

AUTISM PARTNERSHIP METHOD (AP教學法): 
演變與未來
���������������������

8:30-9:50

遵循科學：
幫助家長區分清自閉症治療中的事實和虛構

�����������������������

10:00-10:50

AUTISM PARTNERSHIP METHOD (AP教學法)：
最新的研究進展
��������������������

11:00-11:50

AP教學法員工培訓元素
������������������������

12:30-13:20

自閉症社群的咨詢服務
��������������������������

13:30-14:20

互動問答討論環節15:30-16:30

接受AP教學法訓練的案例分析和研究14:30-15:20
�
	�������	������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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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流程(12月6日)

主題

自閉症及公共政策：讓我聽到您的聲音
������������������������

8:30-9:20

家長的視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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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1:15

兄弟姐妹間的視角
����	����������

11:35-11:50

成年自閉症患者的視角
������������
����	��������
���
�������������

13:30-14:15

互動問答討論時間(成年自閉症患者)14:15-15:00

互動問答討論時間(家長和兄弟姐妹)11:50-12:50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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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行為分析（ABA）已被證明是治療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的黃金標準。但是，ABA並

不是一個標準化的程序，服務機構所提供的治療方法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因此也影響著

干預的成功率。可悲的是，絕大多數的ABA是教條式、死板、被治療指引所驅使的，因

此不能個人化地滿足兒童的獨特需求。

AP教學法（APM）與「傳統的」ABA完全不同。AP教學法為患有自閉症的兒童提供友

好，全方位及高度個性化的密集式干預訓練。注重即時分析及臨床判斷，APM不是高

度結構化的，而是運用臨床判斷。這包括：

• 注重建立穩固的學習基礎，以加快學習進程

• 發展強大而自然的強化物，幫助泛化技巧至日常生活中

• 幫助兒童在自然環境中學習，包括小組及大班環境

• 著眼於孩子的整體發展，除了教授溝通及學術技巧外，我們還

教授孩子玩耍和社交技巧，從而發展出有意義且持久的關係

AUTISM PARTNERSHIP METHOD
 (AP教學法): 演變與未來

第一日

Ronald Leaf 博士是美國註冊的臨床心理學家，擁有超過45年治療自閉症的臨床經驗。Ronald 

Leaf 博士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學士學位，在學期間已開始與Ivar Lovaas 教授工作。

於Ivar Lovaas 教授的教導及引領下，Ronald取得博士學位。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期間，

曾任其診所主管、研究心理學家、講師及「自閉症幼童計劃」的執行總監。他參與多項研究，促

成《The Me Book》及合著《The Me Book》錄像帶，指引如何教導自閉症兒童。Ronald Leaf

博士曾為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家庭、 學校、團體提供專業諮詢。 作為Autism Partnership聯合創

辦人兼董事，該機構為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ASD）的兒童和青少年家庭提供全面服務，並於10

個國家設立辦事處，Ron及其團隊開發Autism Partnership Method（APM）——一種實施應

用行為分析（ABA）治療的漸進方法。曾合作編寫的著作包括《工程進行中》、《Time for 

School》、《It Has to Be Said》、《Crafting Connections》、一系列有關《工程進行中》的

書籍、《Clinical Judgment》、《Autism Partnership Method: Social Skill Group》。他與

他人合著了75篇研究期刊文章，並在上百場專業會議上發表演講。Leaf博士還是Autism 

Partnership Foundation的聯合創始人，該基金會是一家非營利性組織，致力於通過研究和培訓

來提高自閉症患者的專業水平和治療水平。

RONALD LEAF博士
博士, 聯合創辦人兼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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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科學：
幫助家長區分清自閉症治療中的事實和虛構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裡，在做出影響弱勢個體健康和福利的決定時，遵循科學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在自閉症治療領域，有無數的理論聲稱可以解釋自閉症兒童常見

的不尋常的行為模式。這些理論反過來又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治療方法，聲稱這些方法可

以改善孩子的整體發展。家長和老師必須成為知情的消費者，並制定出一套合理的策略

來區分事實和虛構。我們將討論提出正確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客觀評估干預療法背

後的證據質量。

第一日

John McEachin博士是美國的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對於治療不同年齡和程度的自閉症人士，以及

各發展障礙個案擁有超過40年的臨床經驗。 在Ivar Lovaas 教授的指導下，他於美國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進行「自閉症幼童計劃」並獲取博士學位。在UCLA的11年中，他曾擔任該校的診所主

任、研究員、教學助理及執行總監。 其研究包括治療自閉症幼童的長期隨訪研究，文獻於1993

年在科學期刊中刊登。

1994年，他聯同Ronald Leaf博士共同創辦 Autism Partnership。1999年，他們合著《工程進

行中》， 為廣泛使用的行為治療手冊及專為患有自閉症兒童而設的課程。John McEachin博士亦

曾到世界各地演講，並合作撰寫了多本書籍及研究文章。他亦定期向家長、機構及學校提供諮詢

服務，協助制定治療方案及培訓家長、照顧者及老師。

JOHN MCEACHIN博士
博士, 國際認證行為分析師, 聯合創辦人兼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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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ISM PARTNERSHIP METHOD (AP教學法)：
最新的研究進展

應用行為分析（ABA）是一門科學，因此涉及漸進式方法和結果。在本演講中，我們

將主張，科學的精神和方法應該得到維護，以避免簡化程序，扼殺創新，死記硬背和

回應度低的治療指引，這些在自閉症譜系障礙(ASD)患者取得有意義的進步中已逐漸被

刪除的元素。相比之下，在「AP教學法」中，治療師採用結構化但靈活的過程，該過

程取決於兒童的進步並對其做出響應。我們將向觀眾提供關於AP教學法的最新研究數

據，以及如何將這種方法應用於自閉症患者。

第一日

Justin Leaf博士為Autism Partnership Foundation的研究及培訓主任，擁有堪薩斯大學應用行

為科學學院博士學位。目前，其負責帶領Autism Partnership Foundation的研究團隊，在美國

及海外國家開展研究工作。其研究方向包括探討改善自閉症兒童和成人的社交行為及發展友誼的

方法、比較不同的教學方法、評估強化參數及自閉症人士的長遠治療成果。

Justin Leaf博士在同行評審的期刊、書籍或書章中公開發表超過60餘篇文章，並受邀 出席全國

及國際專業會議並進行演講。他是《Review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的副編輯。 他還擔任《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以及《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的編輯委員會成員。

JUSTIN LEAF博士
博士, 國際認證行為分析師, 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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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icia Palos-Rafuse (Lety) 女士在1996年加入Autism Partnership。她在為患有自閉症的學童

進行密集式ABA訓練方面有長達28年的經驗。Lety在洛杉磯Loyola Marymount大學獲得心理學

學士學位，副修特殊教育，及後在聖克勞德州大學（St. Cloud University）獲得行為分析碩士學

位。Lety在Autism Partnership（AP）工作期間為多本有關治療自閉症的書籍撰寫部分章節，並

且在自閉症領域的專業會議上發表了演講。Lety亦為美國和海外的學區，家庭以及其他相關機構提

供諮詢。作為AP的顧問，Lety曾在毛伊島（Maui）學區從事教學工作，並在培訓學區員工的同時

管理一個模擬學前模式教室。此外，她還在加州奧蘭治縣(Orange County)的一所小學教室執教

鞭，並為AP及學校的員工提供持續指導和培訓。

在她的各種角色中，Lety的主要職責是作為AP的員工發展協調員，確保所有機構人員都受過良好

的培訓，可以為所有AP客戶和家庭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此外，Lety對幫助自閉症兒童發現語言的

力量有著深厚的熱情，通過識別語言障礙，設計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方案，讓孩子們翱翔天際！

LETICIA PALOS-RAFUSE 女士
理學碩士, 員工發展協調員

AP教學法員工培訓元素

並非所有ABA都是一樣的！在應用方面的差異很大，尤其是當與自閉症患者一起工作

時，會發現有的可能是使用極度死板的治療指引，另一些可能是使用疏散的，完全沒

有任何基礎結構的「只是當保姆」的方案。試想像，家長和學生是多麼困惑！有系統

的和漸進式的員工培訓可以使一切變得不同。它能確保有效實施有意義的課程，從而

使患有自閉症的學生掌握探索自己所處社交世界的必要技能。在治療過程中，僅僅讓

員工記住一套死板的「規則」然後盲目地遵循是不夠的。員工僅僅是有趣和有有魅力

的風格也是不夠的。

在培訓過程中，學習如何在工作中進行思考和分析，同時進行持續的評估是必須的。

新手治療師必須理解他們為什麼要做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並且要有系統地進行教學。

本演講將重點講述全面的培訓方法對漸進式ABA可以產生的影響。

第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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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社群的咨詢服務

被診斷出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ASD）的個體與其他人群相比，其他心理健康問題的並

發發生率更高，最常見的是焦慮和抑鬱。確診兒童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也是如此。 

諮詢可以為受ASD及其相關壓力源影響的家庭和個人提供極大的有益支持。諮詢的情景

設定提供了一種解決生活問題的方法，包括分享診斷，孤立的感覺，期望，人際關係和

未來方向。通過討論和案例分析，Driscoll女士將分享有關可能對個人和家庭生活產生

積極影響的共同挑戰和有效治療技術的見解。

第一日

Marlene Driscoll女士是美國 Autism Partnership (AP)的臨床總監和諮詢服務總監。 她於1996

年獲得 Loyola Marymount 大學頒發的輔導碩士學位，並自2005年成為一名持有執照的婚姻和

家庭治療師。她在應用行為分析和發展障礙領域擁有超過25年的經驗。

Driscoll女士從2007年至2012年擔任美國AP中心的總監，目前專門為個人，夫婦和家庭提供諮

詢服務。她將應用行為分析，發展障礙和自閉症譜系障礙的知識與治療培訓相結合，為兒童，青

少年和成人提供諮詢服務。她參與撰寫多本自閉症相關出版物，包括《工程進行中》、《編織社

交網絡》及《是時候上學去！》。Driscoll女士亦為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家庭和學區提供諮詢。

MARLENE DRISCOLL女士
文學碩士, 婚姻和家庭治療師, 治療總監和諮詢服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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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AP教學法訓練的案例分析和研究

許多自閉症兒童有潛力通過早期密集式干預取得巨大的進展。這次演講將會展示不同

兒童接受AP教學法的視頻。觀眾將能夠看到多年的長期成果，也可以看到孩子接受僅

僅持續5天的躍進課程的成果。這為在短期和長期的時間段內可以

做出什麼改變，提供有價值的見解。

第一日

Toby Mountjoy先生師承於三位世界級自閉症權威專家，包括：Ronald Leaf博士, John McEachin

博士 及 Mitchell Taubmanhi博士，並持有「應用行為分析學」碩士學位及國際認證行為分析師 

(BCBA) 牌照。擁有超過20年治療各類型自閉症患者的經驗，Toby Mountjoy先生於 1999年在香港

成立Autism Partnership，為亞洲的第一個支部。現時管理香港、新加坡、菲律賓及韓國的業務，

監督逾200名心理學家、治療顧問以及治療師。他亦為世界各地的學校、機構及家庭提供諮詢服務。

於2007年更創辦了愛培自閉症基金及全港唯一一所專門為自閉症學童而設的愛培學校，致力為自閉

症譜系障礙患者提供更多支援服務。

TOBY MOUNTJOY 先生
理學碩士, 國際認證行為分析師, 董事

互動問答討論環節

從自閉症及應用行為分析（ABA）專家分享中獲取大量專業知識。講者們將為參加者

們提供基於上述演講內容的問答機會。

第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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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ri Shealy Unumb是一名律師，同時亦是三個男孩的母親，以及國際知名的自閉症倡導者。她的職業生涯從美

國司法部的上訴律師開始，然後成為全職法律教授。在她的兒子被診斷為自閉症後，她開始為自閉症事業做志願

者，在2007年為南卡羅來納州起草了具有開創性的自閉症保險立法(「里安法案」)，並成為全國自閉症保險改革

運動的催化劑。她在國家非營利性組織「自閉症之聲」擔任了十年的政府事務負責人，現在是自閉症服務提供者

委員會的主席。此外，她也是孤獨症法律年度峰會的創始人，以及出版了《孤獨症與法律》一書。

由於她在當地、國家和國際上的宣傳努力，Lorri得到了以下認可：

•  納斯卡基金會的貝蒂·簡·法國人道主義獎;

•  南卡羅來納州小姐選美大賽「傑出女性」獎;

•  傑斐遜公共服務獎(查爾斯頓，SC);

•  職業女性倡導「州運動優秀獎」;

•  公民國際世界公民獎。

她的工作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的「日火間版」和《城鎮與鄉村》

(Town&Country)雜誌介紹，她獲得了2009年「改變世界的女性」 (Women Who Make a Difference)三項大

獎中的一項。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3年出版的《自閉症譜系障礙:每位元家長都

需要知道的事情》(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What Every parents need to Know)也對她進行了介紹。

LORRI SHEALY UNUMB律師
自閉症服務提供者委員會主席

自閉症及公共政策：讓我聽到您的聲音

《紐約時報》曾寫道:「沒有什麼殘疾比自閉症更需要父母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自閉症

患者的家庭面臨很多困難，不僅僅是經濟困難。造成經濟困難的一個原因是，醫療保險行業未能

涵蓋自閉症的治療，甚至是診斷的費用。近至千禧之年後，健康保險依然沒有涵蓋自閉症的基本

治療，而這一點已無奈地被廣泛接受。

遺憾的是，很少有自閉症患者能夠發揮他們的潛力，因為在缺乏持續資金支援的情況下，大多數

人無法獲得有質量和足夠密集的治療。另外，適當的護理亦難以找到及負擔。一個美國政府機構

寫道：「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護理的提供和組織是非常分散的，分散在初級護理、學校和專科臨床

環境中。」尋找和組裝這些碎片的任務就交給了ASD患者的家人和護理人員。 」

在這些層面上，作為自閉症的母親和律師的Lorri Unumb將分享她和她兒子的自閉症診斷及治療

經歷，和她如何演變為全職的自閉症患者的維權代表，以及如何倡導全國

性的保險法律改革，在美國成立了50個新的自閉症保險法例。

第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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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視角

對許多父母來說，自閉症譜系障礙是一個需要被理解的重要概念。對許多初為父母的

人來說，照顧一個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可能是一項巨大的情感、經濟和身體負

擔。當一個孩子剛被確診時，家庭成員正面臨一個重大的個人和環境轉變。許多人在

處理孩子的行為問題或發育遲緩方面遇到困難，同時也不知道如何找到有效的治療方

法來幫助他們的孩子。

在本環節中，我們邀請到了曾為自閉症兒童的家長，他們的孩子在兒童時期接受了

APM早期干預。他們將分享撫養和支援自閉症兒童的經驗和旅程。相信她們的分享將

是深刻的，並能鼓舞許多新「星兒」家長進一步瞭解他們將面臨的潛在挑戰和問題，

以及APM治療如何可以幫助她們的孩子達到最大的進步成果。

第二日

達拉·科斯羅薩西（Dara Khosrowshahi），總部位於舊金山的跨國運輸網絡公司Uber的首席執行

官。我們有幸邀請他，在本次Autism Partnership2020遠端國際峰會上擔任特邀發言人。

Dara Khosrowshahi和他的妻子Sydney Shapiro是兩個患有ASD的孩子的父母。他們對Autism 

Partnership及Autism Partnership Foundation致力於通過創新研究，改善服務質量和增加有效

治療方法，擴大對ASD有效和經驗支持治療的理解，这一使命非常認同及欣賞。

達拉（Dara）說：「Autism Partnership提供的療法使我們的家庭大為改觀，自閉症從業人士、

自閉症家庭以及公眾分享我們的經歷對我們來說意味深遠。」

DARA KHOSROWSHAHI
UBER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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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dney（Syd）Shapiro是一對自閉症雙胞胎男孩的母親。做出診斷後， Syd尋求了各種治療選

擇，但被告知，行為治療師將不教男孩的言語，而是教他們手語和PECS（圖片交換通信系統）。 

Syd拒絕相信其預後，開始對ABA方法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並接觸到Autism Partnership。她舉

家搬到長灘，開始為兒子們進行密集式強化治療。現在，她的兒子們入讀一所主流小學。他們是

非常熱衷閱讀，亦很喜歡與人交談，隨時分享有關從史前時代到汽車到地理的話題的知識。 在教

育、健康及藝術領域頗有建樹的Syd說，「我不認為為孩子們創造一個他們最舒適的世界是最好的

辦法。我認為，他們需要學習必要的技能來適應這個世界原本的樣子。多虧了APF的研究人員和

治療師，我的兒子們才學會並繼續發展這些必不可少的技能。」 Syd和她的丈夫，還有他們的孩

子住在舊金山。

SYDNEY SHAPIRO

Mrinali和Arun Gupta是兩個男孩的父母，分別是5歲和1歲。當他們的家人住在紐約曼哈頓時，他

們的大兒子在3.5歲時被診斷出患有自閉症。 Mrinali和Arun發現，身邊即使是最好的ABA機構，

干預治療的方法非常死板，原本高度規範的訓練程式卻由訓練不足或經驗不足的治療師進行操作。

此外，那些干預訓練都是是通過碎片化的家庭式方法實施的，當中雖涉及到一些精英團隊，但這種

方式並未能達到建議的每週ABA小時工作量，並且無法解決兒子所面臨的社會挑戰。

在他們的兒子在治療的頭六個月中進展甚微之後，一家人就來到了Autism Partnership，參加了為

期數週的Jump Start計劃。他們發現AP方法令人耳目一新，而且非常有效，以至於他們最終從未

選擇離開。基於AP的高度進取的方法以及與兒子一起工作的專業治療師的素質，他們的兒子的訓練

進度以10倍速的增長進行著。 Mrinali是奧蘭治縣的私人執業醫生，而Arun是科技創業和投資者。

MRINALI 和 ARUN GU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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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dini是一名會計專業大學講師，在香港工作期間他的2歲兒子被確診患有自閉症。她和丈夫

一起，為幫助兒子尋求各種治療自閉症方法而不遺餘力。加入Autism Partnership並與他們通

力合作幫助兒子接受治療，讓他們實現曾經不敢奢望的夢想。

NANDINI KUMAR 

Lisa是2個可愛孩子的母親，她的孩子們在各自的成長軌道上獲得了超出預期的成就。Lisa在香港

、東非及澳大利亞旅居30年，從事辦公室管理及接待工作。

Lisa的兩個孩子均被確診患有學習障礙。但是，正是她的兒子Hnery確診患有自閉症後，讓她下定

決心：除了專注自己工作之餘，將大部分時間和重心轉移到家庭健康及教育上。

Lisa在Henry十個月大的時候懷疑Henry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18個月後Henry得到了確診，於是

開始了漫長的早期干預治療，不期而遇的挑戰隨之而來。她為自己的孩子以及他們的進步感到無比

自豪，亦為自己為孩子做出的所有努力引以為傲。Lisa熱衷於烹飪，服裝設計，攝影，園藝，營養

搭配，遠足，健身和組織活動等。

LISA SW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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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間的視角

當家裡的孩子有殘疾時，它會影響到整個家庭。作為自閉症兒童的兄弟姐妹，這是一

種既具有挑戰性又能豐富體驗的經歷。通常，自閉症兒童的兄弟姐妹更有愛心、更有

同情心、更獨立、更寬容，但他們也會經歷一系列困難或消極的感受!兄弟姐妹也可能

會因為身處壓力大的環境、成為自閉症兒童的看護人、被父母忽視而遭受痛苦。

本環節的講者將分享她和她患有自閉症的同胞一起成長的故事，以及APM早期干預在

支援她的同胞和他們的家庭中是如何發揮重要作用的。相信她鼓舞人心的分享將為你

提供重要資訊和實用建議，在家庭和社區使用APM技能來幫助和支援你家中的兄弟姐

妹。

第二日

Lilly Dougalas在位於加利福尼亞海豹灘（Seal Beach）的Autism Partnership擔任治療分析

師。因有作為自閉症兄弟姐妹的經歷，令她選擇走上這一職業道路。Lilly自2003年始與Autism 

Partnership結緣，當時她的弟弟在她現在工作的中心開始接受ABA治療訓練。整個家庭都參與

其中，參加父母培訓課程和兄弟姐妹支持小組。Lilly是AP某些小組的同伴榜樣，並與在AP接受

治療訓練的孩子一同參加夏令營。儘管每個家庭與自閉症同行的經歷不盡相同，但Lily希望透過

分享自己的故事，讓同樣身為自閉症患者的兄弟姐妹瞭解他們可能面對的經歷。

LILLY DOUGALAS 

互動問答討論環節(家長和兄弟姐妹)

撫養自閉症兒童和同其一同成長絕非易事，但我們可以也應該保持有希望和樂觀的心

態。這個小組討論時間為參與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他們可以提問，並尋求與走

過類似歷程的ASD兒童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分享APM是如何幫助改善他們的生活。

第二日第二日



Nicholas Liu是一個患有自閉症的24歲年輕人。他在香港長大，18歲後考入芝加哥大學。完成本

科及碩士學位後，他移居到位於Santa Barbara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並繼續深造攻讀歷史學博士

學位。

Nick在3歲時被診斷患有自閉症，並開始在Autism Partnership接受密集式ABA治療至9歲。儘

管初期預後不盡人意，但Nick在接受治療後開始過上了穩定而令人滿意的社交生活。此外，他曾

多次在公眾論壇上分享自己的經歷以幫助更多患有自閉症兒童及家庭，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南華

早報，UChicago的輔助學生諮詢委員會等。

NICHOLAS LIU 

優質干預改變人生—AP教學法

成年自閉症患者的視角

本環節的特邀嘉賓將分享他們作為自閉症人士的成長經歷，以及AP治療法如何幫助他

們改變他們的人生。您也將看到他們如何從非語言、嚴重自我刺激的兒童成長為敢於

追夢，努力為社會作貢獻，甚至改變世界的年輕人。透過此環節，您可以感受到AP教

學法幫助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實現了能力質的飛躍！

第二日

Henry今年16歲，在2.5歲時被診斷出患有自閉症。 他的父母在用盡許多其他方法後，決定進

行ABA早期干預。 經過每天長時間密集的的干預治療，Henry的進步很理想。亨利在AP學校接

受教育，並取得了許多里程碑式的成就。

如今，亨利是一個非常獨立的年輕人，他一個人上下學，以在班級擔任領導角色和學校工作為

榮，每天喜歡獨立遠足，幫助家人分擔家務，參加團體活動並已達到空手道高段位，與他的家

人，學生，老師和同伴進行社交互動。 亨利性格可愛，很有幽默感，具有天生的領導才能，對

他人善解人意，並作為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年輕人不斷努力克服和面對日常的挑戰。

HENRY SWANSON-BELL



互動問答討論環節(成年自閉症患者)

對於育有年幼自閉症兒童的父母來說，他們經常會對孩子的未來感到擔憂和痛苦。在

這次講座中，您將看到我們兩位年輕時接受過APM治療訓練的有前途的年輕人。參與

到本環節的討論，您將瞭解更多關於他們令人歡欣鼓舞的成年生活！

第二日

優質干預改變人生—AP教學法

Michael是一個年輕的ASD倡導者，他來自加拿大安大略省桑希爾（Thornhill），亦是自閉症人士。

自三歲時被診斷患有自閉症時，便開始了他與眾不同的人生旅程。Michael原本不會講話，他的父母被告知

他有50%的機會可以用語言表達。在Autism Partnership的Ronald Leaf博士及訓練有素的治療師團隊幫

助下，Michael成功打破了以往人們對自閉症的陳規定型觀念。

Michael經過干預治療後，入讀常規公立學校並取得了令人驚喜的進步。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Thornlea

中學。畢業後，Michael開始在北約克綜合醫院做志願者，並對日本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參加夜校，

並精通日本語。

Michael也是電視節目《南方公園》（South Park）的狂熱粉絲，他一直想寫未來的情節。他最喜歡的藝

術家有赤海的小櫻，官方的HIDAN DANdism，宇多田光，濱崎步，MISIA，ARASHI和KODA KUMI。他

希望有一天能見到他們。

生活在一個別人並不總是了解他並想被自己接受的世界中，激發了邁克爾對寫作的熱情。他為《自閉症問

題》雜誌寫了多篇文章，然後完成了自己的《 MICHAELISM：關於自閉症的人生我的觀點》一書。這本書

分享了他對自閉症生活的觀點（POV），並希望讀者能更好地理解ASD患者。

MICHAEL TAN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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