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
緣起
本會於民國八十五年元月二十日舉行成立大會，同年二月二十六
日獲內政部頒發立案證書（字號：台內社字第 8504979 號）
，正式成
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
。
本會是以服務全國自閉症家庭為主的人民團體，會員包括全國各
地之自閉症者（含心智障礙者）的家長團體、協會和基金會所組成的
聯合總會。
本會一共 22 個團體會員，包含：基隆市自閉症家長協會、台北
市自閉症家長協會、新台北自閉症服務協進會、台灣肯纳自閉症基金
會、 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桃園縣自閉症協進會、桃園縣
智障者家長協會、新竹市自閉症協進會、新竹縣智障福利協進會、苗
栗縣自閉症協進會、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彰化縣自閉症肯纳家
長協會、南投縣關懷自閉症協會、台南市自閉症協進會、嘉義市關懷
自閉症協會、高雄市自閉症協進會、星星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屏東縣
自閉症協進會、花蓮縣自閉症協會、花蓮縣智障福利協進會、宜蘭縣
自閉症協進會、台東縣自閉症協進會。

宗旨
本會以協助自閉症者（含心智障礙者）
，經由醫療、教育、復健、
就業、安養等相關權益及福利，得以增進其人際關係，具備社會化生
活能力為宗旨。

任務
一、請政府頒訂具體之法令條文，加速推動自閉症者之醫療、教育、
職訓、就業、就養...等相關權益及福利事宜。
二、藉由傳播媒體之宣導，喚起社會大眾，認識自閉症；提供諮詢服
務，使相關人員能早期發現、早期育，並給予接納、關懷、輔導
及資助。
三、擔任與各基本會員及服務自閉症機構、政府單位之溝通協調角
色，並辦理國內外自閉症相關機構之交流聯繫與合作事宜。
四、發行有關自閉症之書籍、雜誌或刊物。
五、辦理自閉症者之訓練活動課程及服務事項。

六、辦理從事自閉症相關工作人員之專業訓練及進修。
七、提供相關資料協助及促進醫療機構研究分析自閉症之成因、預防
之道，並能給予早期診斷，及時進入療育體系。
八、配合相關法令，整合各項資源，使自閉症者能獲得最妥善的服務。
九、其它符合本會宗旨之相關事項。

成果
一、教育諮詢
（一）高中職組
1.2003 年本會加入教育部之台灣省及金馬地區身心障礙學
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委員會擔任委員，為「自閉症類升學
公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安置做努力及
維護其權益。
2.關於臺灣省暨金馬地區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
自閉症學生報考智障類組取得證明事宜，總會多次與教
育部中辦爭取，確認當自閉症學生要報考智能障礙類組
時，其所伴隨智能障礙之方式及證明，應為各縣市鑑輔
會以學生在校學習情形或各縣市政府鑑輔會心評人員鑑
定為依據，而非醫生所開立之智力證明或智能障礙手冊
為主。
3.2003-2011 年自閉症學生安置人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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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專校院組
1.2002 年本會加入教育部之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委
員會擔
任委員，為「自閉症組」之學生安置做努力及維護其權
益。
2.2002-2011 年自閉症學生安置人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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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訓暨就業
（一）鑑於少有專門針對自閉症者舉辦的庇護工場，而自閉症者在成
年之後所面臨的迫切需求，乃在於就業與安置的問題，因此本會
自八十七年起成立「星兒工作坊」，提供台北市１５歲以上之自
閉症者（含心智障礙者）就業與安置的機會，進行團隊合作，結
合相關專業資源，包括特殊教育、社會工作、醫療等方面，希望
能提供給自閉症者身心發展上更完善的就業服務模式。
「星兒工作坊」透過園藝、押花、紙藝、代工、展售等方式，採
用結構性教學的精神，運用室內教學、戶外活動、外出展售等方
式，協助自閉症者在生涯發展過程中，能養成持續工作專注力、
正確的工作態度、適性的工作技能及社會技巧，以期更多的自閉
症者（含心智障礙者）能展現才華、獲得工作成就感、增進生活
適應能力，並過著有意義有尊嚴的生活。
（二）2002 年自閉症就業現況調查計劃案，接受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就業基金專戶補助，已了解現在自閉症者就業情形。
（三）2003 年自閉症就業現況調查計劃案，接受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就業基金專戶補助，針對於個案分析自閉症者就業時的優勢與
弱勢。
（四）2006-2007 年本會理事長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身心
障礙機構評鑑委員。
(五)本會擔任內政部第六、七次全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委員。
(六)2009 年起迄今，總會關注養護機構拒絕提供自閉症者服務相關
議題，多次與內政部協商，現將設置專責機構。
（七）2009-2011 年總會參與「心智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模
式試辦計畫」
，其主要範圍是界訂於日間照顧和庇護工場之
間，所服務的對象為 15 歲以上心智障礙者（領有智能障礙、
自閉症者）
，且未同時安置社會福利機構、精神醫療復健機構。
身心障礙者有意願、且經評估參加作業活動能每日持續 4 小時

以上，每週至少 20 小時以上者。總會所執行的作業活動內容
為手工藝產品製作活動、紙藝產品製作活動、園藝產品製作活
動。社區參與及充權活動為人際支持暨兩性成長團體、電影欣
賞、體能活動(舞蹈活動及歌詞敎唱)、同樂會(慶生會)、社區
參與、社區服務、戶外教學。

三、法令推動
（一）本會於 1997 年爭取身心障礙類別中明列自閉症一類，以維護
自閉症者之權益。
（二）本會於民國 95 年 12 月 6 日至立法院爭取修正大學法第二十六
條，使身心障礙者修讀學士學位，得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延
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且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於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1865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6 條條文。
（三）本會長期爭取辦理大學校院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於民國
95 年 12 月 22 日教育部訂定「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收身心障
礙學生處理原則」
。
（四）本會爭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庇護工場設置專業人力比，
應一比六、二比七-十二、三比十三-十八、四比十九-二十四，
以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
（五）2009 年 3 月 17 日自閉症公聽會，同時呼應聯合國所訂定的「4
月 2 日世界自閉症關懷日」
，聯合總會所屬 20 個團體會員，邀
請孫大千立委主持，並為自閉症相關社政、教育、衛政等議題
發聲。

四、公關開發
（一）本會於 2003 年出版自閉症教育書籍-法國童書，運用小孩子的
口吻，使大人、小孩藉由輕鬆的方式了解自閉症的特徵。
（二）本會於民國 93 年出版自閉症宣導手冊，讓家長們更容易尋找
資源。
（三）本會於 2004 年 11 月 13 日台北親子劇場，與高雄豆子劇團合
作「秒針跑跑停」
，藉由戲劇的演出，讓一般的人了解自閉症
的特徵。
（四）本會於 2006 年在台北（95/5/14 地下街舉辦）
、台中（95/09/23
金典酒店舉辦）
、高雄（95/11/18 麗尊酒店舉辦）辦理自閉症

模特兒走秀，展現自閉症孩子的優勢。
（五）內政部「身心障礙者及其基本權益之尊重與保障」於 2006 年
3-9 月宣導，共六場。
（六）走入校園宣導自閉症班級融合，於 2006 年 6-8 月宣導，共三
場。
（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於 2006 年委託本會撰寫「自閉
症就業工作服務手冊」
，讓在就業上有接觸自閉症者的工作人
員可以更得心應手的教導。
（八）2006 年內政部秋節愛心伴手禮聯合促銷活動記者會，本會庇
護工場學員走秀，展示月餅。
（九）「星聲星語」會訊，傳遞本會的訊息。
（十）2007 年「踩動夢想的踏板—自行車環島」
，本會與自閉症者及
其家人，完成環島之旅、2008 年「同星協力轉動愛—自行車
環島」。
（十一）2009 年星星相惜亮心燈-社會宣導園遊會。
（十二）2008/5/5-2008/5/12 本會組團至美國辦理「國際自閉症機
構學術交流參訪」參訪的機構有 BITTERSWEET、PECKHAM、
INDEPENDENT LIVING、University of Michigan…等等。
（十三）2009 年國際交流機構為日本，於 10 月 5-9 日參訪日本九個
機構（弘済学園、 町田ダリア園、社会福祉法人白峰福祉
会かたつむりの家、社会福祉法人富士福祉会ひあたり野津
田、社團福祉法人富岳會、さつき学園、社団法人日本自閉
症協会、櫸木鄉、CoCo Farm Winery），與他們做交流，並
互相學習。
（十四）2009 年 11 月 26 日總會獲行政院研考會網路營活獎-無障礙
網站獎、最佳人氣獎。
（十五）2009 年 11 月 28-29 日總會獲大陸福州身心障礙團體邀請演
講「激勵家長心態方面」和「家長及教師如何引導自閉症孩
子（語言開發為主）」
。
(十六) 2010 年 8 月 19-22 日參與「第一屆上海自閉症論壇」發表
台灣家長團體的經驗。
(十七) 2010 年 10 月 16-26 日「第三屆同星協力轉動愛—自行車環
島」
。
（十八）2011 年參與教育部-百年特殊教育大展，展出自閉症總會歷

年推動特殊教育成果及播放影片 。
（十九）2011 年 4 月 1 日總會與美國自閉症症候群及學習障礙關懷
協會簽訂交流合作協議書。
(二十) 2011 年 9 月總會與華寶通訊公司合作 Robii 機器人與自閉
症者互動事宜。

五、專案活動
（一）自閉症結構性教學專題研討班。
（二）自閉症應用行為分析培訓。
（三）認識自閉症融合教育廣泛性介入方案遊戲教育取向研
討會。
（四）自閉症青少年期應用行為分析國際研討會。
（五）自閉症者居家照顧服務員教育訓練。
（六）2008 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系列活動-生活體驗營。
（七）自閉症者就業支持系統家長研討會。
（八）2008 年國際自閉症教學學術研討會-日本成功教學經
驗的分享與演練。
（九）自閉症資源結合-巡迴輔導。
（十）2009 年國際研討會-奇蹟的孩子。
（十一）
「4 月 2 日世界自閉症關懷日」-星星相惜，讓愛走
動。
(十二)2010 年國際研討會暨才藝及音樂晚宴。
(十三)2010 年國際中日星兒排球聯誼賽。
(十四)2011 年「自閉症嚴重情緒行為問題之診斷與療育」國
際研討會。
(十五)2011 年自閉症人際互動營。

六、其他
（一）二 00 六年
1.輔助「基隆市自閉症家長協會」成立。
2.輔助「嘉義市關懷自閉症協會」成立。
（二）二 00 七年
1.輔助「花蓮縣自閉症家長協會」成立。
（三）二 00 八年

1.輔助「彰化縣肯纳自閉症家長協會」成立。
（四）二 0 一 0 年
1.輔助「南投縣關懷自閉症協會」成立。
(五)二 0 一一年
1.輔助「台東縣自閉症協進會」成立。
※ 本會會址：100 臺北市寧波西街 62 號 3 樓
※ 本會電話：02-23944258
※ 本會傳真：02-23944392
※ 本會 E-MAIL：autism@seed.net.tw
※ 本會網站：www.autism.org.tw
※ 本會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autism.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