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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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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被評估鑑定為自閉症光譜族群的人數大量增

加，是各個障礙類別中增加速度最快的族群。但，因為自閉
症者較難在公共場合表現出適當的行為舉止，導致自閉症家
庭經常接受到社會大眾異樣的眼光和負面的批評。然而，近
年來有許多研究認為，透過休閒治療能使身心障礙者達到重
新享受休閒生活、重回社會、提高生活品質的多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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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據此，本會將針對自閉症者所設計的社會互動技巧、體適能
訓練與探索教育、藝文展演活動等各項主題式培力課程融入
兩天一夜的戶外休閒活動中，並透過親子共遊、共學的方式
進行活動的設計與安排。 

    第一天的活動以主題式闖關活動提升自閉症者的團隊合
作技巧及體適能能力；在第二天的部分，則以藝文休閒活動
結合社會宣導，期望以歌唱競賽、才藝表演等方式，以藝術
活動提供自閉症者更多的感官刺激和療育，同時搭配自閉症
宣導園遊會，讓社會大眾能透過園遊會及自閉症者的公開表
演活動，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認識自閉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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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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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透過藝能展演的過程，提供自閉症及心智障礙者展現才

藝、揮灑自我的舞台，增加其正向的自我認知，並提升
其社會參與的機會。 

• 藉由活動攤位進行各項早期療育、自閉症服務及社福相
關資源宣導，在寓教於樂的過程中提升社會大眾對身心
障礙及自閉症的認識，建構更為平等、共融、無礙的友
善社會。 

• 增加自閉症及心智障礙家庭的親子互動頻率，並達到家
庭喘息及提升自閉症及心智障礙者休閒參與之機會。 

• 透過活動開展自閉症及心智障礙者人際互動及建立友誼
關係的管道，並利用休閒活動發展合適的社會互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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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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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一、實施期程及地點 
1. 志工培訓課程： 

 時間：2018年10月20日(六) 

 地點：松山奉天宮 

 

2. 2018用星灌溉 讓愛茁壯—兩天一夜成長體驗營： 

 時間：2018年10月27日(六) 

 地點：松山奉天宮 

 

3. 2018用星灌溉 讓愛茁壯— 藝文展演園遊會：  

 時間：2018年10月28日(日) 

 地點：臺北市立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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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約5,000人 

星兒 家庭 社會大眾 工作人員 志工 

具體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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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10/27活動流程表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10:30-11:00 相見歡--參與者分組報到 

11:00-11:30 交通往返(前往松山奉天宮) 

11:30-13:30 午餐及休憩 

13:30-16:00 自閉症及心智障礙者-主題宣導親子闖關活動 

16:00-17:30 團隊默契大考驗 

17:30-19:30 晚餐及休憩 

19:30-21:00 藝能表演晚會活動 

21:00- 盥洗與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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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參與者報到 

▲參與者報到 

▲搭車前往松山奉天宮 P.10 



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用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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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主題宣導親子闖關活動 

 

▲同心協力 ▲背藏玄機 

▲神射手 ▲呼拉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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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主題宣導親子闖關活動 

 

▲眼明手快 ▲擲筊 

▲運送物資 ▲頒發獎品 P.13 



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團隊默契大考驗 

▲舞蹈表演練習 ▲開會討論中 

▲開會討論中 ▲舞蹈表演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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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能表演晚會活動 

 

 

▲團康遊戲-大家一起來猜拳 

▲帶動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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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10/28活動流程表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07:00-07:30 起床盥洗 

07:30-08:30 早餐時間 

08:30-09:00 交通往返(前往臺北市立動物園) 

09:00-09:30 參與者分組報到 

09:30-10:00 活動開幕式 

10:00-11:30 明日之星--歌唱大賽 

11:30-12:00 評審時間及頒獎典禮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30 
星光閃耀— 

才藝表演活動 

星星相印— 

自閉症與法律宣導園遊會 

15:30-15:50 閉幕典禮 

15:50- 歡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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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搭車抵達動物園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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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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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明日之星－歌唱大賽頒獎 ▲明日之星－歌唱大賽頒獎 

▲明日之星－歌唱大賽 ▲明日之星－歌唱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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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評審講評 ▲評審表演 

▲恭喜獲得比賽第二名 ▲恭喜獲得比賽第一名 P.20 



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星際義工隊cosplay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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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星際義工隊cosplay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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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口琴魔法師魔術表演 P.23 



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星光閃耀－才藝表演活動 P.24 



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星光閃耀－才藝表演活動頒獎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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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牙醫師聯合公會口腔檢查 

▲文山社福中心失能障礙照顧宣導 ▲警察局交通大隊哈雷機車展示 P.26 



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煙霧體驗 

▲宣導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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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宣導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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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宣導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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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蓋滿集點卡可以換禮物喔～ P.30 



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天氣熱要記得喝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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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施方法 
 

 

三、活動執行情形－藝文展演園遊會 

 

 

▲閉幕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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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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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分析 
1. 兩天一夜的成長體驗營，計有44個自閉症及

心智障礙家庭，共計84位報名參加。提供自
閉症及心智障礙者家庭休閒參與的機會。 

2. 本次活動參與人數包括106名自閉症者及家庭
成員、87位工作人員及志工夥伴，以及社會
大眾約5,000位(107年10月28日臺北市立動物
園遊客預估統計數量)，合計超過5,000人參
與。透過活動辦理，讓將近5,000位社會大眾
看見並了解自閉症及心智障礙者，並藉由活
動的交流促進社會大眾與自閉症及心智障礙
者的互動，達到社會宣導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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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分析 
3. 兩天一夜成長體驗營活動安排自閉症及心智

障礙者主題宣導親子闖關活動，經過本次活
動有80%以上的參與者認為有助於自己的體適
能肌耐力的訓練，及體會到與他人分工及溝
通協調的重要性。 

4. 藝能表演晚會活動透過團康與帶動唱的方式
進行，經過本次活動有80%以上的參與者認為
有助於壓力的紓解與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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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分析 
5. 本次藝文展演園遊會在臺北市立動物園舉辦，

因舉辦時間恰逢臺北市立動物園四十週年園
慶，因此活動現場人潮眾多，吸引許多社會
大眾同樂，不僅給予上台比賽的自閉症及心
智障礙者熱烈的掌聲和回饋，也有許多社會
大眾認真地向宣導攤位詢問瞭解自閉症的成
因及特質。且透過一整天的宣導園遊會活動，
也讓更多社會大眾了解自閉症及早療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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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分析 
6. 明日之星－歌唱大賽共有16組報名參加，參

賽者包含11位自閉症者及7位心智障礙者。本
次比賽除了於網路宣導外，亦廣發文宣至許
多自閉症及心智障礙者機構，並透過比賽獎
金的方式鼓勵參與，也因此報名組數超過原
訂計畫，也讓更多的自閉症者及心智障礙者
擁有站上舞台表現自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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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分析 
7. 除明日之星－歌唱大賽外，本次活動也安排

星光閃耀—才藝表演活動，讓獨自上台表演
會怯場的自閉症及心智障礙者，透過活動志
工夥伴的帶領，以小隊的方式共同上台表演，
活動共計75位參與者上台表演。表演形式包
含唱歌、跳舞以及手語，藉由公開表演的方
式鼓勵自閉症者上台表現自己，也讓更多社
會大眾看見自閉症者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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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分析 
8. 本次活動開幕儀式安排了2014年榮獲才藝大

賽冠軍的自閉症公益大使擔任活動開場嘉賓，
也讓活動具有傳承與交接意義。此外也邀請
了口琴、魔術以及cosplay表演，讓舞台節目
更加精采，進而吸引往來民眾的駐足，達到
社會宣導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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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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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效益 
1. 本次活動與創意點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利用線

上直播的方式宣傳本次活動，藉由網路及媒體的
力量擴大本次活動的宣傳，讓全國各地的自閉症
者都能有機會參與本次活動。此外，本次活動期
待藉由歌唱大賽的舉辦，提升自閉症者的自我認
同與自信心，進而透過公開展演的方式讓社會大
眾能以更加多元的角度看見自閉症者的獨特與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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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效益 
2. 在平面媒體部分，工商時報以電子報方式報導，

自由時報及中國時報以紙本報紙方式報導，蘋果
日報更同時以電子報及實體報紙協助報導本次活
動。藉著平面媒體的報導，期望讓社會各界能對
自閉症者有更深刻且正向的認識與了解，進而建
構對自閉症者更友善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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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效益 
3. 本次活動以印製活動海報方

式宣傳，並於活動前張貼活
動海報，讓更多社會大眾知
道活動訊息。活動現場也透
過張貼海報的方式，讓社會
大眾透過海報宣傳對本次藝
文展演園遊會留下印象，並
透過這些文宣品呼籲社會大
眾共同建構一個和自閉症者
相互理解、關心與彼此尊重
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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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效益 
4. 本次活動印製活動手冊，手冊內除了藝文展演園

遊會內容介紹外，也包括自閉症的議題宣導及早
期療育資源宣導，藉由手冊的發放讓社會大眾能
對這些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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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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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效益 
活動前宣傳－本會臉書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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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效益 
活動前宣傳－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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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效益 
活動前宣傳－其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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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效益 
活動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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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效益 
活動相關報導－新聞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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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效益 
活動相關報導－新聞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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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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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效益 
一、參與者回饋 

我喜歡這次的 
兩天一夜活動 

P.53 



整體效益 
二、星兒們的社會參與 

熱鬧的園遊會、精彩的
舞台節目、好玩的有獎
徵答……，留給星兒們
一個難以忘懷的美好回

憶。 

因為這個活動，讓星兒
們走入人群，促進了星
兒們的社會參與。 

社會大眾的熱情參與，
給了星兒們支持與鼓勵 
，也吸引更多人一同認
識自閉症，關懷自閉症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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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效益 
三、活動當天臉書粉絲頁觸及人數與瀏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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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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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自閉症總會走過20餘年的光陰，一直致 

力於自閉症議題的倡議與宣導，每年更是舉 

辦許多座談會、工作坊及相關支持團體，期 

許為星兒們打造一個友善、關愛與尊重的社 

會。 

    公益的路並不容易，感謝一路上支持我 

們的熱心人士、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及各大 

企業，因為有各位無私的付出，才能讓總會 

今年的活動圓滿落幕，也給了我們在自閉症 

領域中繼續耕耘的力量。 

    然而，距離理想的未來仍有一段漫長的 

路途，希望今後的日子也能與您攜手同行， 

一起為星兒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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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救國團臺北市中正區團委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本會全國二十一個團體會員、救國團臺北市松山區 

團委會、救國團臺北市南港區團委會、救國團臺北市中山區團委會 

【補助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協力單位】小老板海苔總代理優協賣場協銷企劃有限公司、大都會汽車客運公司、 

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財 

團法人台北市新光吳氏基金會、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財團 

法人新光吳火獅文教基金會、鈺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維他露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華生水資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臺北市政府商業處、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臺北市政府環保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大安文山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特別合作】王君翃、何泳瑜、余政憲、秦慧珠臺北市議員、陳玟潔、葉惠權、楊玉 

安、劉維璽 

【表演嘉賓】賀士軒、台北黃石口琴樂團團長“口琴魔法師”盧鴻麟、送養者聯盟 

【媒體合作】創意點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愛秀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