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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年世界關懷自閉症日國際研討會 

主題：成人自閉症者之生涯轉銜輔導與全面參與 

壹、緣起 

聯合國身心障礙權利公約中，強調各國應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其人權以及促進

身心障礙者充分參與，包含心理、社會、經濟及職業等多面向，並確認身心障礙者能對

其社區作出可能的寶貴貢獻，促進個人對社會的價值與生命意義。  

國內近年來在政府的大力推動下，各項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之政策逐一推動，職業

重建服務體系也越趨完整，然而依舊有部分障礙族群需要受到更多的關注，自閉症類族

群為其中之一。 

2016 年的 5月底，台北自閉症家長協會集結到臺北市政府陳情，表示目前在北部

的泛自閉症成人中，只有 1/10 的比率進入職場工作，有 9/10 的成人自閉症者是留在家

中或機構中的，亟需要政府積極地協助，讓他們能有機會進入職業世界。 

美國 2007-2008 年間 CARD 所進行的一項普查中亦顯示，自閉症類者高中以後的生

活規劃與安排 80%以上都是由家庭協助，接受職業復健(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簡稱 VR)服務的大約僅兩成左右，而接受 VR 服務的受訪者有四成表示沒有獲得適當的

幫助，僅有兩成表示很有幫助。Lawer, Brusilovskiy, Salzer, & Mandell (2009)研

究指出，相對於其他障別，自閉症者較容易被 VR 的服務系統排除在外，主要原因是 VR

專業人員認為此類族群的問題太過嚴重，不適合進入 VR 系統，然而該研究也指出，如

果提供適當地職場前準備及職場支持，則 ASD 留在競爭性職場是可與其他障別相當的。 

依據衛生福利部統計處 2017 年第三季資料，目前國內領有自閉症身心障礙手冊約

13,763 人。另根據勞動部(2014)身心障礙者勞動狀況調查結果顯示，身心障礙者之勞

動力參與率為 19.7%，自閉症者之勞動力參與率僅約 18.3%，以此推估未來需要就業支

持服務以及日間照顧服務之自閉症者亦會有增加的趨勢。 

隨著年紀增長，多數的自閉症者在成年後沒有適當的去處，星星兒與家人期盼成年

之後有一個安全、專業的場所，提供學習、就業與日間照顧。在就業服務方面，現有公

辦民營的身心障礙就業服務站、職業重建服務、職業訓練班及庇護工場之外，其餘皆由

家長團體在摸索中進行支持性就業輔導與庇護性就業，且多有人力及專業的困境；日間

照顧方面，政府目前提供身障者服務有社區資源中心、日間照顧中心與日間作業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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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但數量尚無法滿足龐大的需求。綜上所述，就業與日間照顧支持服務為自閉症者

重要議題之一。 

貳、目的 

適逢「2018 年世界關懷自閉症者日」我們邀請到了美國 Autism Speaks 的 Mr. Andy 

Shih.、北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的 Dr.Holloway、中國精神殘疾人及

親友協會溫洪主席、國內自閉症領域專家學者、社福團體代表聚集，針對自閉症者成年

後轉銜議題，國內外社區就業、職業重建、心理健康與社會適應等議題共同探討與分享

政府政策及國際最新資訊。 

期待藉由此研討會，宣導友善自閉症的環境，呼籲社會大眾對自閉症的認識與重

視，重新審視國內成年自閉症者的發展、增強社會責任以及促進社會資源的整合運用，

以幫助成年自閉症者及其家庭達到更好的生活福祉。 

參、指導單位 

中華民國勞動部、外交部 

肆、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金會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復健諮商研究所 

伍、協辦單位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美國 Autism Speaks、盛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社團

法人台灣樂活自行車協會、財團法人高雄市星星兒社會福利基金會、社團法人新北市自

閉症適應體育推廣協會、財團法人台北市自閉兒社會福利基金會、社團法人新竹市自閉

症協進會（以上協辦單位均為邀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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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計畫目標 

一、藉由國內外經驗分享，促進泛自閉症者成人就業、心理健康及社區服務實務與學術

交流，以提升醫界、學界、社福單位及社會大眾、企業對議題之多角與跨專業思維。 

二、藉由研討會促進泛自閉症者成人服務的經驗交流，以持續提升國內發展自閉症者成

人之就業及社區服務實務品質，及建立成人自閉症者及其家庭更完善的支持系統。 

三、藉由研討會，讓成年自閉症者就業及社區服務實務都能獲得政府重視，獲得穩定的

財源和資源。 

柒、活動內容 

一、辦理日期：2018 年 4 月 27、28 日(週五、週六） 

二、服務地點：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校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 129 號）進

修推廣學院演講堂、國際會議中心(4/28 下午論文發表場地) 

 

 

 

 

 

 

 

 

三、交通資訊：https://goo.gl/so2xSY 

交通工具 說明 

捷運 古亭捷運站 5 號出口，步行約 10 分鐘 

公車 
3、15、18、74、235、237、672(原 254)、278、和平幹線 在「師 大站」

或 「師大一站」下車 

自行開車 

1.國道 1 號：於圓山交流道（建國北路）→建國高架→信義路匝道口下高

架(沿建國南路直行至和平東路右轉）→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校區）。 

2.國道 3 號：於木柵/深坑交流道下；接三甲台北聯絡道→辛亥路（至復

興南路口右轉）→復興南路（直走至和平東路口左轉)）→和平東路一段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校區）。  

3.停車資訊：臺灣師範大學地下停車場（半小時 25 元）－台北市大安區

和平東路一段 162 號、1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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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加對象：身障就業、社區居住、日間照顧、特殊教育等領域相關專業人員、家長、

學生及社會大眾。 

四、參加人數：每場約 200 人。 

五、活動方式： 

    外聘國內外專家、學者或教授，針對泛自閉症者成人就業及社區服務等議題，進行 

    專業研討與經驗分享。 

六、收費標準：每人 800 元(含便當及講義)；學生憑學生證報名，每人 400 元。 

    如欲報名者，請上中華民國自閉症基金會官網 https://goo.gl/A2eoFk 報名。 
 

捌、活動流程［暫定］ 

第一天：2018/04/27 星期五 

時間 講題/主持人/演講人 

08:10~08:40 辦理報到 

08:40~09:00 開場 

09:00~10:20 

講題：自閉症者之生涯議題 I 

主持人/Host： 宋維村醫師 

主講人/Speaker：Dr. Holloway（美國北德州大學教授） 

10:20-10:40 中場休息 

10:40~12:00 

講題：Autism Employment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主持人/Host：宋維村醫師 

主講人/Speaker：Mr. Andy Shih.（美國 Autism Speaks 資深副總裁） 

12:00~13:30 午休 

13:30~14:30 

講題：從前瞻性社會參與觀點探索與思考中國自閉症成人就業現況與發展 

主持人/Host： 張正芬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主講人/Speaker：溫洪（中國精神殘疾人及親友協會主席） 

14:30~15:20 

講題：成人自閉症相關研究［暫定］ 

主持人/Host：蔡文哲 (臺大醫院兒童心理衛生中心主治醫師) 

主講人/Speaker：高淑芬醫師 (臺大醫院精神醫學部兒童精神科主任) (邀請中) 

15:20~15:40 中場休息 

15:40~16:40 

講題：從復健諮商談自閉症者之心理重建 

主持人/Host：吳佑佑 (宇寧診所院長) 

主講人/Speaker：孫文菊 (彰化師範大學復健諮商研究所行為輔導發展中心督導) 

16:40~17:00 

綜合座談 

主持人/Host：劉增榮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金會執行長) 

座談與會人：Dr. Holloway、溫洪、高淑芬、孫文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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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2018/04/28 星期六 

時間 講題/主持人/演講人 

08:30~09:00 辦理報到 

09:00~10:00 

講題：自閉症者之生涯議題Ⅱ—就業 

主持人/Host：林幸台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邀請中］ 

主講人/Speaker： Dr. Holloway（美國北德州大學教授） 

10:00-10:50 

講題：自閉症成人就業專題［暫定］ 

主持人/Host：胡心慈（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邀請中］ 

主講人/Speaker：施淑惠(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組長)

［邀請中］ 

10:50~11:10 中場休息 

11:10~12:00 

講題：自閉症成人服務之專業合作模式- 以職前準備為例 

主持人/Host：林注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金會董事長） 

主講人/Speaker：鳳華（彰化師範大學復健諮商研究所所長） 

12:00~13:30 午休 

13:30~14:30 

講題： 自閉症成人職前準備團體之歷程與成效 

主持人/Host：鳳華 (彰化師範大學復健諮商研究所所長) 

主講人/Speaker：賴淑華 (台灣生涯重建輔導專業協會理事長）、楊欣穎 (彰化師

範大學復健諮商研究所行為輔導發展中心教師) 

14:30~15:00 

講題：打開街道資源百寶箱，開啟自閉症成人社區服務幸福饗宴 

主持人/Host：朱靜嫻（財團法人台北市自閉兒基金會董事長） 

主講人/Speaker：張燕（中國杭州啟明星兒童康復中心校長） 

15:00~15:20 中場休息 

15:20~16:50 

論文發表(共分三場次，每場次 2-3 篇) 

主持人/Host： 

場次一：陳佩玉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場次二：王慧婷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理教授)  

場次三：吳亭芳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16:50-17:10 

綜合座談 

主持人/Host：劉增榮執行長 

座談與會人：Dr. Holloway、勞動部、鳳華、賴淑華、楊欣穎、張燕、陳佩玉、王

慧婷、吳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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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年世界關懷自閉症日國際研討會 

主題：成人自閉症者之生涯轉銜輔導與全面參與 

徵稿辦法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金會、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復健諮商研究所 

會議日期：2018 年 4 月 27 日至 28 日（週五、六）  

會議地點：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校區：國際會議中心（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

129 號） 

壹、緣起  

一、 為國內自閉症研究者設立一個論文發表、學術討論與交流的園地，歡迎來自

相關領域的研究者參加並發表論文。  

二、 本次研討會議主題為「成人自閉症生涯轉銜輔導與全面參與」。  

貳、論文主題範疇 

    本研討會包括下列主題，但不以此為限：職前準備、職業輔導評量、就業服務、生

涯轉銜、生涯輔導、心理諮商、應用行為分析、融合教育、資優教育、特殊教育、輔助

科技、早期療育、適應體育、社區居住、社區參與等與自閉症領域相關之主題。 

參、論文發表說明  

一、 發表型式為「口頭論文發表」和「海報發表」，惟主辦單位仍保有發表形式最

後決定權。  

二、 「口頭論文發表」注意事項：發表時間暫定每篇 15-20 分鐘(含討論)。  

三、 「海報發表」注意事項：發表人需於時段開始前將海報張貼至指定處。海報

互動時間發表人必須親自在海報處回應與會者的詢問意見。  

四、 有意發表者請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金會官網

(https://goo.gl/iLhM27)填寫「投稿者基本資料表」，並於 2018 年 3 月 16

日（週五）前，繳交 1,000 字以內的摘要。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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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收件說明  

1. 繳交摘要截止時間：即日起至 2018 年 3 月 16 日 (週五)。  

2. 請於 google 表單 https://goo.gl/forms/xuRuGW8qNxhNfEnB3 登錄論文投稿資

料。 

3. 稿件寄送方式：以電子信箱投稿，請將下列資料傳至 tofu@fact.org.tw。 

 郵件主旨：2018 年世界關懷自閉症日國際研討會論文發表投稿_作者姓

名。(作者姓名請列出包含共同作者在內之每一位作者的全名)。 

 稿件電子檔（❶Word 檔案、❷PDF 檔案，檔名：2018 年世界關懷自閉症

日國際研討會論文發表投稿_作者姓名，以及❸授權書）。 

 稿件以 Email 送出後，三日內如無收到本會回覆，請主動與本會確認；

屆時如無電子檔視同放棄投稿。 

4.本會將進行稿件審查，並於 2018 年 3 月 30 日（週五）前通知審查結果。（將 

        以電子郵件寄送，三日內如無收到本會的回覆，請主動與本會確認)。 

  5.繳交報告（簡報）內容：2018 年 4 月 6 日 (週五)。 

肆、重要期程  

一、 論文摘要投稿截止：2018 年 3 月 16 日 (週五）。  

二、 論文摘要接受通知：2018 年 3 月 30 日（週五）。  

三、 報告（簡報）內容繳交截止：2018 年 4 月 6 日 (週五）。 

四、 研討會日期：2018 年 4 月 27 日至 28 日 (週五、六)。 

五、 論文發表日期：2018 年 4 月 28 日 (週六)。 

伍、聯絡方式 

中華民國自閉症基金會 02-2832-3020#14 或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