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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光吳氏基金會、頂呱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合作】秦慧珠臺北市議員、郭昭巖臺北市議員、薛群秀台北市士林區名山里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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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根據衛福部統計處2016年第1季資料顯示，目前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之自閉症者達13,273人，隨著越來越多的自閉症者被
診斷，如何讓社會大眾對自閉症者及其特質有更多的了解，
以創造一個友善共融的社會環境，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 為了實現此目標，本會自2010年起，於每年4月2日前後辦理
「星星相惜 讓愛走動」自閉症宣導活動，透過活動宣導提
升社會大眾對自閉症的認識。

• 今年度，除了戶外宣導外，本會也辦理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
研討會，盼能雙管齊下，除了提升社會大眾對自閉症者的瞭
解之外，也增加專業人員的輔導知能與技巧，以促進社會大
眾的相互包容、尊重與理解。



目的
1. 透過『世界關懷自閉症日』，鼓勵長期處於照顧壓力的自閉症

者家庭走出戶外參與的健走活動，也增進社會大眾對自閉症者
與其照顧家庭的認知與了解，促進社會和諧氣息。

2. 呼籲大眾正確看待自閉症者，尊重和理解他們的人格和個性，
幫助他們參與社會活動、融入社會生活，達到聯合國設立世界
關懷自閉症日的初衷。

3. 透過戶外宣導活動提升民眾對自閉症者的接納及了解，藉以促
進一個尊重多元與差異的社會環境。



4. 透過研討會增加相關專業人員及社會大眾對自閉症者法律權益
的認識，進而確保身心障礙者擁有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及
受司法保護的權利。

5. 透過研討會強化相關專業人員及家長對自閉症者嚴重情緒行為
的教學與輔導策略。

目的



實施的具體方法

一、實施期程及地點

1. 戶外宣導活動-志工培訓課程：

 時間：2017年03月19日(日)

 地點：捷運芝山站、忠誠公園、芝山岩步道

2. 戶外宣導活動：

 時間：2017年03月25日(六)

 地點：忠誠公園、芝山岩步道

3. 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

 時間：2017年04月08日(五)、04月09日(六)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多媒體教室



實施的具體方法
二、參與對象及人數

1) 戶外宣導活動：

健走星兒、家庭、社會大眾、志工、工作人員，合計488人次

2) 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

自閉症者及家庭成員、社福單位、醫療院所、教育單位、法律
機關等相關專業人員、一般社會大眾，合計185人次

合計共達 673人受惠



戶 外 宣 導 活 動



實施的具體方法—戶外宣導活動

【3月25日戶外宣導活動 活動流程表】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13:00
|

13:30
參與人員報到

忠誠公園
13:30
|

14:00
活動開幕式

14:00
|

15:00
登山健行活動 芝山岩步道

15:00
|

16:30
【舞台表演節目】【自閉症戶外宣導】 忠誠公園



活動執行情形—參與成員報到

自閉症者及社會大眾陸續至報到處簽到，領取活動資料和補給品

實施的具體方法—戶外宣導活動



活動執行情形—活動開幕式

由竹塹星光擊樂團的太鼓表演，
為我們的活動揭開序幕

北醫大杏青康輔社帶來活
力四射的暖身操

台下的星兒一起扭腰擺臀、活動
筋骨為健走做準備

感謝所有的長官及貴賓蒞臨，
一起關注自閉症相關議題

感謝狀頒發，謝謝所有支
持我們的夥伴！

實施的具體方法—戶外宣導活動



實施的具體方法—戶外宣導活動

活動執行情形—登山健行活動(1)

準備好要出發囉

各個小隊的小隊輔
帶領星兒們共同前
進，健走活動正式
開始囉

抵達蓋章點，成員
排隊等候蓋章，集
滿5個印章，代表你
完成了登山健行，
可以換獎品喔！

沿路巡禮社區風光，讓星兒有機會
接觸外在環境、有更多的刺激互動



實施的具體方法—戶外宣導活動

活動執行情形—登山健行活動(2)

在輔導人員陪同下，星兒
即將走到山頂

抵達惠濟宮！來拍個大合照紀念一下 沿途設置補水站，
給星兒滿滿的活力

健走的當下，享受與大自然親近的時刻，身心舒暢



實施的具體方法—戶外宣導活動
活動執行情形—舞台表演節目

星兒工坊帶來精彩陶笛演出

士林社大專業的佛朗
明哥舞蹈演出

唱功一流的星兒與爺爺
同臺高歌，帶來經典的
台語歌曲

現場滿滿的都是在觀賞舞台表演
節目的民眾和自閉症者

星兒藝人小官讓人驚艷的爵
士鼓表演

星兒大使小淳的歌唱
表演



實施的具體方法—戶外宣導活動

活動執行情形—攤位宣導活動(1)

現場有許多大型玩偶，吸引星兒及民眾互動合照，大家
都很開心

小林髮廊提供自閉症者義剪的
服務

社區民眾共同參
與世大運的宣導
活動

和民眾宣導互動情形



實施的具體方法—戶外宣導活動

戶外宣導活動 活動執行情形—攤位宣導活動(2)

參賽者開心領取完賽禮，開始大快朵頤補充體力
提供自閉症者牙齒檢查的
服務

自閉症者及社會大眾參與宣導攤位活動



活動執行成效分析--戶外宣導活動

1.本次活動參與人數包括自閉症者及家庭成員、工作人員、志工夥
伴以及社會大眾，共計約有500人參與。本活動當天天氣狀況不
佳，但報名之自閉症家庭及社會大眾仍然熱情參與，且活動辦理
地點鄰近天母sogo，因此也吸引眾多民眾駐足，成功達到宣導效
益。

2.舞台表演節目共邀請到10組團體/個人進行多樣化的才藝表演，
藉由舞台表演提升自閉症者的自信心及對於自我的肯定，並且讓
社會大眾看見自閉症者多元的才藝和天分。每次的宣導活動中，
受邀表演的自閉症者皆對於能在大眾面前進行表演感到非常開心
和驕傲，也熱切詢問未來的表演機會，可見舞台表演的活動安排
確實提升自閉症者對於自我的肯定。



3.本次活動中，於舞台節目穿插自閉症議題的有獎徵答，現場民眾
皆踴躍參與並搶答，透過有獎徵答的形式讓民眾更投入參與自閉
症議題的宣導活動。活動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有91%的民眾同意
透過本次活動及手冊，提升其對自閉症特質的了解；也有91%的
民眾認為透過活動及手冊，讓自己更瞭解扮演不同角色時，能夠
如何提供自閉症者相關的支持與協助，可見活動安排及手冊的宣
導確實提升民眾對自閉症者的認識與了解。

4.本次活動讓自閉症者及其家人能走出戶外接觸大自然，在戶外健
行的過程中達到親子互動及紓壓身心的效果，根據回饋問卷，有
42%的參與者表示最喜歡的活動內容為登山健行，是本次活動中
最受歡迎的內容。

活動執行成效分析--戶外宣導活
動



5.本次活動共設置11個攤位進行包括早期療育、自閉症服務、輔具
介紹、防災安全…等各種不同的議題宣導，議題宣導也融合互動
式遊戲，讓參與者能在寓教於樂的形式中輕鬆且愉快地對各項議
題有更多的了解。同時，活動現場提供自閉症者口腔癌篩檢、牙
齒檢查和義剪等相關服務，讓平時使用醫療資源及剪髮服務較有
困難的自閉症者能透過活動使用到這些服務，滿足他們的需求。
根據活動問卷，有30%的參與者最喜歡攤位宣導的活動，是本次
活動中第二受歡迎的內容。

6.透過問卷調查，有90%的參與者表示滿意本次活動的流程及地點
安排，也有多位參與者透過問卷表示很開心，希望未來能繼續舉
辦相關活動，可見本次活動讓參與者感到滿意。

活動執行成效分析--戶外宣導活動



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



實施的具體方法—
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

【4月7日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 活動流程表】

時間 主題 講師

8：40-9：00 報到

9：00-12：00
自閉症者嚴重情緒行為

及相關輔導策略
賴銘次 博士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6：00
1.應用行為分析法
2.正向行為支持模式 賴銘次 博士

16：00-16：30 綜合座談



實施的具體方法—
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

時間 主題 講師

08：40-09：00 報到

09：00-10：30
回顧與前瞻－從身權公約國家報告及影

子報告探討未來權利倡議方向
張惠美 秘書長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10：30-12：00
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檢視自閉症及心
智障礙者法律能力及犯罪行為處遇－

台灣現況與案例分享

翁國彥 律師
台灣人權促進會 副會長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4：30
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檢視自閉症及心
智障礙者法律能力及犯罪行為處遇－

美國現況與案例分享

黃致豪 律師
致策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14：30-16：00
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檢視自閉症及心
智障礙者法律能力及犯罪行為處遇－

其他國家現況與案例分享

施慧玲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16：00-16：30 綜合座談

【4月8日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 活動流程表】



實施的具體方法—
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

活動執行情形(1)

賴銘次老師分享寶貴的實務經驗

與會者報到，領取講義及資料 用餐囉！吃飽在繼續聽講

參與者提問並與講師互動



實施的具體方法—
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

參與者認真聆聽講師的分享 翁國彥律師分享臺灣身障
者司法案件現況

張惠美秘書長分享CRPD的倡
議方向

施慧玲教授分享立法行動策略 綜合座談參與者踴躍提問 黃志豪律師分享美國案例

活動執行情形(2)



1. 本次研討會主要對象為自閉症服務之相關專業人員，本
會除了將活動訊息刊登在民視新聞跑馬燈以及本會官網、
臉書粉絲團之外，也發文至各大專校院的社工、特教、
法律等相關學系、身心障礙社福單位以及全國各地之法
律扶助基金會，邀請各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員共同參與，
第一天的研討會報名踴躍，可知實務工作者對於如何因
應並處理自閉症者的情緒行為有較大的需求。

2. 第一天的研討會主題為自閉症者情緒行為輔導策略，因
主要是實務輔導策略之運用，吸引較多社福單位工作者
報名，社工人員及輔導人員佔了41%，且根據回饋問卷，
有高達94%的參與者同意透過本次研討會的主題內容，
讓自己對自閉症者嚴重情緒行為的輔導策略有更多的瞭
解。

活動執行成效分析—
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



3. 第一天的各項主題演講，有80%的參與者認為本次研討會
增進自己對於應用行為分析法的瞭解，而在正向行為支持
模式的部份，則有76%的參與者認為有增進自己對此部份
的瞭解，整體而言，有74%的參與者認為本次研討會符合
期待且有所收穫，且在回饋問卷中表示本日的課程對實務
工作有相當大的幫助，聽到相當豐富的經驗分享，可知第
一天的研討會確實達到參與者的需求，增進其對自閉症者
的情緒行為輔導方法的運用。

4. 第二天的研討會主題以倡議為主，因此從事實務工作的輔
導人員報名較少，主要參與者為社工(佔23%)以及學生(佔
25%)。

5. 第二天的研討會參與者反應良好，包括台灣、美國、其他
國家及身障者權益倡議方向等各項主題皆有高達90%以上
的滿意度，參與者也在回饋問卷中表示本日的研討會很有
收穫，期望未來能繼續舉辦類似的活動，可知第二天的研
討會也符合參與者的期待並達到預期效益。

活動執行成效分析—
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



整 體 活 動 效 益



成效分析--活動後續效益

1.本次活動主要藉著4月2日「世界自閉症關懷日」宣導大眾能以「關
心、理解、尊重」的態度來認識自閉症者，活動前於民視新聞跑馬
燈露出活動訊息，同時在各網路平台宣導本次活動之相關內容；本
次戶外宣導活動更獲得風傳媒、青年日報、民眾日報及公民新聞的
報導，擴大本次活動的宣導效益，讓社會各界能透過活動報導，對
自閉症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進而建構對自閉症者更友善的社會
環境。

2.戶外宣導活動印製海報及DM，並廣發給

社會大眾，讓社會大眾透過海報及DM

簡潔的文字對世界自閉症關懷日留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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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的社會環境。



3.戶外宣導活動印製活動手冊，內容除了本次活動的介紹外，也包
括自閉症議題的宣導，期望讓社會大眾透過手冊能對這些議題有
更深入的了解。

4.學術與實務經驗研討會除了將講師所提供之演講簡報和相關資料
印製成冊供參與者參閱之外，也編印自閉症法律宣導手冊，法律
宣導手冊除了發放給研討會的參與者之外，也發放給有需要的民
眾、自閉症家庭及相關單位，期望透過法律手冊的發放讓社會大
眾對自閉症者的法律能力、犯罪行為處遇及刑事責任能力的負擔
等相關案例和現況有更多的了解。

5.戶外宣導活動地點舉辦於台北市忠誠公園及芝山岩步道，在公開
且較多社會大眾經過的地段辦理，喚起更多社會大眾對自閉症的
瞭解與關懷。

成效分析--活動後續效益



6. 透過研討會的宣傳與辦理，也建立本會與相關社福單位資
訊與服務的交流和支援網絡，在未來也能共同為自閉症者
的權益倡議。

7. 本會每年度皆辦理相關宣導活動，未來也將持續辦理，以
使大家對於自閉症的關注能持續不間斷。

成效分析--活動後續效益



宣傳效益
 活動前宣傳—本會官網



 活動前宣傳—本會臉書粉絲團

宣傳效益



宣傳效益
活動前宣傳—本會臉書粉絲團



 活動前宣傳—其他網站

宣傳效益



宣傳效益



宣傳效益
 活動前宣傳—其他網站



宣傳效益
 活動前宣傳—其他網站



 活動前宣傳—民視電視台跑馬燈

宣傳效益



 活動相關報導—媒體新聞露出（公民新聞、風傳媒、青年日報）

宣傳效益



 活動相關報導—媒體新聞露出(yahoo新聞、警察局網頁、MSN新聞)

宣傳效益



整體效益
一、戶外宣導活動參與者回饋



一、戶外宣導活動參與者回饋

好開心

整體效益



整體效益

辦講座不容易，資源有
限，期望能造福更多的
孩子、家庭，讓師長相
關輔導人員也能受益。

無可挑剔，謝謝工
作人員

讓家長和教育界老師代
表溝通，互相如何進一
步提升特教功能，感恩。

賴博士的課對實務工作
非常有幫助。

二、研討會參與者回饋



整體效益

黃律師及施老師真的好棒，
收穫滿滿！可以再多主辦類似活動，收

穫很多，謝謝。

二、研討會參與者回饋



三、星兒們的社會參與

透過戶外宣導活動，讓星兒走進了社會，

讓社會大眾對自閉症者及其特質有更多的了解，

喚起更多社會大眾的重視與共同的關懷！

這次戶外宣導活動，有近500人次的社會大眾與星兒共
享美好的下午；增進社會大眾與自閉症家庭間的交流
與相互理解和尊重的機會。

這次的學術與實務經驗交流研討會，有近200人次的自
閉症者及家庭成員、社福單位、醫療院所、教育單位、
法律機關等相關專業人員、一般社會大眾共襄盛舉，
讓自閉症者的權利能更加備關注、理解更多互動方式。

整體效益



四、媒體傳播後的擴散效應

經由傳播媒體與網路的放送後，更多人看見星兒的純真與獨特！

也看見他們其實沒有不同，只是需要你我多一點的接納！

整體效益

0



感謝您的支持與鼓勵！
因為有您，讓活動圓滿成功；

更因為有您，讓星兒的天空更加地閃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