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醫兒童發展聯合評估中心   家長互助成長團體 

「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蔡傑爸的分享 

 

各位家長您好： 

高醫兒童發展聯合評估中心 105 年規劃辦理「自閉症兒童的家長互助成長

團體」，第一場次辦理時間在 105 年 03 月 12 日（六）09：00~12：00，將邀請

自閉症兒童家長蔡傑爸分享經驗，活動內容如列。此活動將開放各年齡層自閉

症小朋友的家長以及早期療育相關人員參加，若您有興趣參加，請務必事先報

名，感謝您！ 

一、 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兒童發展聯合評估中心 
二、 協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精神科 
三、 團體內容： 
時間 主題 主持人/講員 

08:30- 
09:00 

報到 

09:00- 
11:30 

「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 蔡昭偉（蔡傑爸） 

11:30- 
12:00 

家長交流分享、討論 
座談人： 
高醫附院精神科 林奕萱醫師 
小兒神經科 徐秀宜臨床心理師 

四、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啟川大樓 6 樓第一會議室 
五、 活動費用：全程免費 
六、 報名方式：http://goo.gl/oYWhT9 （beclass 系統）※恕不接受現場報名 

               報名後請至個人信箱確認報名回條，收到才算報名成功 
七、 報名截止日期：105 年 3 月 6 月前，限 100 位，額滿為止 
八、 注意事項： 

1. 限自閉症小朋友的家長或早期療育相關人員報名（不符資格者將刪除

並電話通知）。 
2. 額滿後即開始篩選名單，早期療育人員「歷年來報名後未報到(也未提

前取消)達 2 次者」將刪除並電話通知，以開放給候補學員。 
3. 本次課程無提供托兒服務，請務必不要帶小朋友參加。 
4. 響應環保，當日請自備環保杯，現場不提供紙杯。 
5. 當日提供講義及餐盒，還請務必事先報名以便統計人數。 
6. 若您報名後臨時有事無法出席，請記得取消報名，將名額讓給其他家

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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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    
 

講師介紹講師介紹講師介紹講師介紹：：：：蔡昭偉 

◎蔡傑的部落格版主： 

『2009 教育部落格大賽』家長部落格 -  佳作。 

『2010 台灣部落格大賽』親子教育部落格 -  第一名。 

『2011 全球華文部落格大賽』親子家庭部落格 -  首獎。 

◎出版作品：『一路上，有我陪你』，時報文化出版。 

◎台灣第一部自閉症系列紀錄片『遙遠星球的孩子』，  

第二集『我是蔡傑』主角。 

◎102~103 年嘉義縣縣政府鑑輔會委員。 

◎103~104 年嘉義縣東石國中特教班兼任老師。 

◎特殊教育、生命教育研習課程講師。 

 

 
◎一位自閉兒的父親： 

蔡傑三歲時被醫生診斷為「重度」自閉症，為了孩子，毅然辭去工作，當了五年的全 

職爸爸，期間查閱國內所有自閉兒相關文獻，親自到學校陪讀，針對孩子特性自行 DIY 教 

學方法，採用大量運動訓練，24 小時全天候陪伴與觀察多年，有感於國內自閉兒文獻紀錄 

不夠完整，開始整理蔡傑行為紀錄，迄今，部落格字數累計已達三十萬字，追蹤紀錄長達 

十年。 

因為孩子，傑爸努力克服了自身結結巴巴的口語障礙，開始有機會走向全省各地演講， 

除了是正確宣導社會上所不知道的自閉症，改變社會上對自閉症的誤解之外，也是分享教 

育自閉兒方法、生活實用技巧、家長的心路歷程、對生命的探討、父親的實際作為、將不 

可能轉化成無限可能........ 

  
◎【Facebook】 

蔡傑爸(粉絲專頁) : https://www.facebook.com/tsaijey 

蔡 傑(個人帳號) : https://www.facebook.com/tsaichaowei  
◎【隨意窩 Xuite 日誌】 

蔡傑的部落格 : http://blog.xuite.net/tsaichaowei/twblog1  
◎【電子信箱】: tsaichaowei@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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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演講大綱演講大綱演講大綱：：：： 

    
壹、蔡傑的成長過程分享 

 
1.生了一個不說話、不理人、眼神空洞、無法對焦， 

連爸爸、媽媽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孩子。  
2.學習障礙，異常的觸覺感官對生活所帶來的困惱。 

 

3.改變對待孩子的態度，生活即是學習，重視隨機教育， 

    把教育及訓練通通變成遊戲。 

 

4.轉化孩子的行為問題，讓問題行為變成有意義的事情。 

 

5.DIY 學習方法。 

 

 

 

貳、影片見證 

1.孩子症狀有情緒障礙、智能障礙、感覺統合失調、觸覺敏感、人際互動困難... 

2.他從對大人說話的聲音完全沒感覺、完全沒反應到可以自己說話。 

3.他從笨手笨腳到可以學會游泳、溜直排輪、騎腳踏車、獨輪車…。 

4.他從不讓人控制、不願意配合學習、嚴重抗拒，到現在已經是人見人愛的孩子。 

5.生命，無論殘缺與否，有心，就能挑戰任何的不可能。 

 
参、討論與分享 

生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孩子，我不能確定我是否能幫助孩子成長，能夠確定的是....這樣 

的孩子，才能夠將父親的生命創造得更加豐富。 

 
學習，是一種存在，一種美， 

美，是生命裡可以留下來的東西， 

是記憶，是感謝， 

是很多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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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歷：(徵文比賽、專欄文章、紀錄片、媒體報導) 

 96.11.01 「聖心教養院」第 26 期雙月刊【早療文章】-游泳篇 97.05.22 「嘉義縣政府」【健康心，關懷情】系列活動，徵文比賽第一名 98.04.01 「嘉義基督教醫院」第 131 期院訊社福專輯【早療親子文章】-傷痕 98.06.16 「行政院新聞局」高畫質電視節目補助自閉症紀錄片【遙遠星球的孩子】第二集主角 98.07.04 「第一屆教育部落格大賽」【家長部落格佳作】 98.08.04 「自由時報」【父親節專輯報導】-全職父親部落格分享笑與淚 98.08.08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頒發【模範天使爸爸】獎牌 98.11.12 「食尚小玩家」NO.4 期 刊載推薦【親子部落格】報導 98.12.27 「2009 全球華文部落格大賽」【親子家庭】初選入圍 99.01.01 「自閉症基金會」牽引期刊【看見孩子的能力】系列專欄作家 99.10.27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跨越障礙，活得精采】活動，徵文比賽第二名 99.12.01 「NOWnewsBlog」〈我愛好文章〉活動：【改變】，徵文比賽第一名 99.12.15 「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第一屆【慢飛天使家長療育故事】，徵文比賽第一名 100.3.14 「生命藍海教育基金會」第二屆【生命樂活故事】徵文比賽佳作 100.3.17 「公視晚間新聞」 【自閉兒紀錄片專題】報導 100.3.24 「跨越障礙、活得精采」一書出版，第二個故事 【超越奇蹟的奇蹟-蔡傑的故事】 100.3.26 「2010 台灣部落格大賽」【親子教育部落格】 第一名 100.6.26 「TVBS」【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無止盡父母成長路 面對挑戰越挫越勇專題報導 100.6.27 「2011 第六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賽」【親子家庭部落格】 首獎 100.9.01 「媽咪寶貝」2011.9 月號 【名人下午茶系列專訪】我是蔡傑 100.9.02 「台灣加油讚」爸爸要你飛的更高【 一位平凡父親與重度自閉兒的約定】報導 100.9.03 「馬英九總統」face book 推薦【蔡傑的部落格】 100.9.04 「聯合報」【父辭職顧自閉兒 點滴寫部落格】報導 100.9.06 「ROCbiKe Taiwan Bravo」 【土豆人系列】全職父親系列報導 100.9.08 「Yahoo 青年微革命」堅持 100 活動【1 個故事，說 5 千次也不疲倦的父親，蔡傑爸】 100.9.14 「東森新聞」【辭工當五年全職爸 教自閉兒說話】報導 100.9.19 「公視晚間新聞」【青年微革命 發掘周遭小善價值】報導 100.10.1 「親子天下」雜誌 28 期【用運動，召喚我那遙遠星球的孩子】報導 101.1.01 「親子天下」雜誌 31 期【101 個改變人生的學習經驗】蔡昭偉 乖寶寶才能聽故事 101.4.16 「華視新聞雜誌」-【走過挫折 我的星星兒】專題報導 101.06.4 「台灣時報」【 蔡昭偉：星星兒不丟臉 父母是最好教練】報導 101.7.19 「聯合報」 《一路上，有我陪你》新書宣傳【用等候，把「結」解開】 101.7.26 「人間福報」《一路上，有我陪你》新書宣傳《親子之間》 用愛帶孩子穿越障礙 101.8.26 「國語日報」《爸爸全職陪伴 自閉兒走向人群》專題報導 101.9.10 「新聞挖挖哇」鄭弘儀、于美人訪問，題目：【家有自閉兒】 104.8.13 「壹周刊」《後來怎麼了》【蔡昭偉與自閉兒蔡傑的故事】專題報導 104.9.21  「蔡傑爸粉絲專頁」【揮手男孩搭公車】，270萬人次點閱，各大媒體爭相報導。 
 



 

研習地點位置圖─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啟川大樓 6 樓第一會議室 

 

 

 

 

 

 

 

 

 

 

 

 

 

【交通資訊】 

※週末時學校與醫院間通道僅開放至中午 13：00，若車輛停放於大學免費停車

處，下午進出時請從醫院大門─大學校門出入。 

1. 開車前往： 
大學地下停車場─由同盟路校門進入（免費，車位有限） 
附院地下停車場（第一停車場、第二停車場）─由自由一路出入，需繳費 
2. 機車：可停放高醫大側門和川停車場（免費），或高醫附院周邊收費停車格 
3. 捷運：紅線【R12 後驛站】2 號出口，由察哈爾一街步行 5 分鐘可到校區 
或搭乘捷運接駁車紅 29 號、紅 30 號到達（每 20~25 分鐘一班） 
4. 高醫交通車資訊 
5. 市公車/客運資訊 
 

郵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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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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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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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捷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