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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人員與自閉症人士溝通指引 

 

A. 本指引的目的 

 

本指引的目的是提高執法人員對自閉症譜系障礙（下文統稱為

「自閉症」）的認識，以及提供指引，協助他們在執行職務時

與自閉症人士溝通。執法人員不應單憑自己的判斷去識別自閉

症，若他們懷疑有關人士有自閉特徵後，而應聯絡當事人的父

母/監護人、照顧者，或與之有關的專業人士，以確認對方是否

自閉症人士。 

 

自閉症是一種隱性障礙。我們往往不能單從一個人的外表觀察

到他/她是否自閉症人士，因此，對自閉症缺乏認知，可能容易

誤解自閉症人士的行為。當自閉症人士作為受害人、證人、疑

犯或罪犯接觸執法機關時，執法人員必須對自閉症有所認識，

才能夠取得準確的資料，並以具敏感度、專業及關懷的方式對

待他們。 

 

本指引旨在為執法人員提供參考，讓他們於合理可行的情況下

採用。每個執法機關都有其獨特的運作需要。例如，本指引未

必適用於工作性質以羈留為主的懲教署轄下懲教院所及入境事

務處轄下的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 

 

B. 鳴謝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特別感謝一群專家和持份者，就這份指

引的草擬付出時間和給予寶貴意見，令本指引得以順利完成。

他們包括協康會、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智障人士服務網絡、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曾潔雯博士及賽馬會

喜樂伴同行計劃家庭支援隊的其他成員。平機會同時感謝香港

特區政府保安局協助安排會議與各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代表會

面，並多謝各代表就執行職務的運作需要給予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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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執法人員應採取的步驟 

 

當執法人員發現當事人的行為或反應不尋常，溝通上有困難，

或懷疑他/她可能有自閉症特徵，執法人員應第一時間聯絡其父

母/監護人、照顧者或與之有關的專業人士，以確認對方是否自

閉症人士。執法人員不應單憑個人判斷去識別自閉症人士。 

 

不論當事人是成人抑或小童，當執法人員已確定對方是自閉症

人士，如需進行面談，應邀請當事人的父母/監護人或照顧者，

或與之有關的專業人士陪伴他/她接受面談，並告知當事人已作

出有關邀請。他們能夠在旁為執法人員提供有效與自閉症人士

溝通的意見，而他們在場亦可保障自閉症人士的人權及維護刑

事司法制度下的程序公義。如此一來，執法人員便能夠有效地

以適當的方式履行職責。 

 

此外，平機會亦建議所有執法機關應考慮撰寫內部指引，及為

機關內的所有人員制定一套程序，讓他們在懷疑或確定當事人

是自閉症人士時遵循。 

 

D. 甚麼是自閉症譜系障礙？ 

 

自閉症譜系障礙是各種終身神經發育障礙的統稱，自閉症影響

該人與其他人的溝通和交流，亦影響他們對周遭環境的理解。

自閉症的成因不明，但有機會是由以下因素造成：  

 

a. 遺傳因素；及 

b. 大腦的某些功能發展程度有異，導致認知和社交層面出現

障礙。 

 

不同的自閉症人士的特徵在形式及/或程度上各有差異，會透過

不同的行為反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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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能自閉症及亞氏保加症 

 

「自閉症」或其診斷術語「自閉症譜系障礙」代表了一系列輕

微至嚴重的功能障礙。在光譜的一端，人們嚴重受到自閉症的

影響，同時有智力障礙。有些人將之稱為「低功能自閉症」、

「典型自閉症」或「肯納自閉症」（“Kanner’s autism”）。 

 

在光譜的另一端，高功能自閉症或亞氏保加症人士擁有一般或

是高於一般水平的智力，獨立能力亦較強；他們的說話能力沒

有太大問題，但在理解及處理言語方面仍可能有困難，社交能

力亦會受影響。 

 

因此，口語能力可能會掩蓋了高功能自閉症或亞氏保加症人士

的真正理解能力。很多高功能自閉症人士會照字面理解別人的

說話，會以為對方口中所說的，必然是表達其心中所想的事情。

高功能自閉症人士的說話能力和智力或許與一般人無異；然而，

他們難以理解嘲諷或俚語，或是難以用合適的身體語言表達自

己的想法。例如他們的面部表情可能並不配合他們的說話內容。 

 

相比起一直由家人或照顧者看顧的低功能自閉症人士，亞氏保

加症或高功能自閉症人士的獨立能力較高，因此他們有較大機

會接觸到執法人員。 

 

「高功能自閉症」和「低功能自閉症」是用以界定相對發展水

平高低的非正式用詞。高功能自閉症人士並不代表他們在各個

方面都有較高的能力。自閉症人士或許會在某些方面表現十分

出色，例如有超強的記憶力，或是在藝術和音樂方面表現優異，

但在其他方面卻可能不及一般人。所以執法人員不應忽略高功

能自閉症人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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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人員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高功能自閉症人士可能不會

透露自己有自閉症，甚至會試圖隱瞞。在這個情況下，執法人

員需要特別注意對方的行為和反應，並嘗試盡快聯絡其父母/監

護人、照顧者，或與之有關的專業人士，以確定對方是否自閉

症人士。 

 

E. 識別自閉症 

 

你嘗試溝通的人士有否下列特徵？ 

 

 逃避眼神接觸？ 

 似乎不太明白你的說話？ 

 與你談話有困難或看來不專注？ 

 重複你或他人的說話？ 

 說話誠實，達到直率或無禮的程度？ 

 展現重複和帶有強迫性的行為？ 

 難以預想他們自己或其他人的說話或行動會帶來的後果？ 

 

假如他們有上述特徵，便可能是自閉症人士。請小心不要把這

些行為錯誤理解為不尊重，故意或存有敵意。所有自閉症人士

在社交、語言和溝通，以及行為方面都與一般人有異，但程度

上各有不同。    

 

在診斷時，自閉症人士通常會被評估為自幼兒階段開始，在社

交溝通或社交互動方面持續有困難，並且有重複性的行為及活

動，或狹隘的興趣，以致對他們的日常功能造成局限和損害。

以下列舉其中一些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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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社交互動：   

 

 缺乏身體語言及其他非語言溝通技巧，例如眼神接

觸；     

 無法明白社交暗示； 

 缺乏社交興趣或逃避社交接觸； 

 溝通及人際技巧薄弱，例如在與同輩分享感受及交朋

結友方面有困難； 

 不能察覺、明白及回應其他人的感受及需要。 

 

(ii) 語言與溝通：   

 

 難以集中及聆聽技巧欠佳； 

 理解對話內容的能力薄弱； 

 難以理解語氣、聲調及面部表情；  

 難以理解嘲諷、笑話、俚語和影射； 

 照字面意思理解比喻或隱喻的說話； 

 透過對話來表達自己的能力薄弱； 

 口頭表達及組織字句的能力薄弱，例如把「你」和

「我」混淆；  

 說話時聲線單調及/或發音異常或生硬，例如過份高

音； 

 重複問同一問題或像鸚鵡學舌般重複他們聽到的語句

(這種情況稱為「模仿言語」 ) ； 

 執着地講及他/她特別感興趣的某一話題，但這話題

與當時的情況並無明顯關連； 

 與他人談話時展現「單向溝通」的模式，例如只顧講、

不愛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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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方面過份順從，對不真實的東西亦表示同意。 

 

(iii) 行為：  

 

 未必能夠認出警察或其他紀律部隊的制服或車輛；或

對警察制服的聯想太強烈而不能明白便衣警察的

概念；或可能害怕穿着制服的人  ； 

 不作眼神接觸或逃避眼神接觸； 

 不停把耳朵或眼睛蓋上、凝視、向下望或望向別處；  

 重複/刻板的動作，例如旋轉或搖晃身體或揮動雙手； 

 對觸感、光線、顏色、聲音、氣味或溫度等非常敏感； 

 在受到壓力的情況下會極度焦慮，當中包括踱步、

拍打或扭動雙手、自我傷害、尖叫或呻吟、高聲

叫喊和失控； 

 死板及固執的行為模式，例如外出時堅持走某一固定

路線。 

 

F. 在面談前應了解的事情  

 

 自閉症人士可能會因為日常習慣被干擾，例如被帶往警署，

而覺得有壓力； 

 自閉症人士在不熟悉的環境可能會極度焦慮。他或她如在

熟悉的地方及有相熟人士在場的情況下接受面談，可能會

較為放鬆； 

 等候時間越短越好。若要自閉症人士長時間等候而不知道

準確的時間安排，可能會令他們感到非常焦慮； 

 有部份自閉症人士對身體觸碰、聲音及光線過度敏感，有

些則會害怕人群。有關焦慮可能會令他們變得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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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閉症人士很可能難以理解別人對他們說的話，並且難以

維持雙向的對話；他們在感到壓力時，這情況會更為嚴

重； 

 自閉症人士在應付他們覺得不明白的面談時，可能會由於

焦慮而逃跑或高聲尖叫； 

 在合理可行情況下，應避免與自閉症人士的面談時間過長。

部份自閉症人士，尤其是自閉症的兒童，集中注意力的時

間較短 。在面談期間，如有需要，應安排小休； 

 自閉症人士可能會對痛楚有異常的反應，包括笑、低吟或

脫衣，他們亦未必能表達受傷。如執法人員觀察到當事

人有異常的反應，應特別小心留意當事人有否受傷； 

 留意醫療問題。部份自閉症人士有較高風險出現抽搐或腦

癇發作。 

 

G. 在與自閉症人士面談前應做的事情 

 

 聯絡該自閉症人士的父母、監護人、照顧者或與之有關的

專業人士，以了解以何種方式與該人士面談最為理想； 

 容許一名「合適的成年人」(即該自閉症人士的父母、監護

人、照顧者或與之有關的專業人士)在他/她接受面談時陪

伴在側。自閉症的兒童或成年人，若得到一名合適的成年

人的支援，特別是了解其自閉症特色的人士，對面談取

得進展甚為關鍵； 

 讓自閉症人士就接受面談作好充份心理準備，清楚解釋他

/她為何被帶往該處，清晰描述面談的過程及基本規則，

可能的話，應在面談前向該自閉症人士展示面談室； 

 查詢該自閉症人士有否服食任何藥物。若他/她有服食藥

物，應徵詢醫生意見，查詢藥物對其可能帶來的副作用，

並詢問服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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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面談室內令人分心的因素。確保該處沒有背景聲音，

因為該等聲音可能在面談期間令接受面談的人士分心。留

意自閉症人士有否任何受挫的表現；及 

 若正在使用警報或閃燈，應在可行情況下將之關上，以

免令自閉症人士驚慌和分心，或在可行情況下把自閉

症人士帶離現場才開始查詢或面談。 

 

H. 在進行面談時應做的事情 

 

(i) 幫助自閉症人士明白面談人員的說話： 

 

 就可能提出的指示或問題為他們作好心理準備。例如：

「阿森，我現在會問你一個問題。」；  

 保持用語清晰精簡；使用短句及直接指示，每次只表

達一個想法； 

 以自然的聲線平靜地講話。嘗試避免誇張的面部表情

或語氣，因為這些都可能會被錯誤理解； 

 盡量少用手勢，以免自閉症人士分心；若有必要使

用手勢，應加以說明，以免造成誤會； 

 使用視覺輔助物品來幫助對方明白，例如使用畫圖或

照片，向他/她解釋正在發生甚麼事情；若對方有閱讀

能力的話，可以用文字協助對方理解，因為對自閉

症人士而言，視覺資料往往較聽到的說話容易理解； 

 盡可能使用身份標識取代人稱代詞，例如使用「森

美」、「穿白色 T 恤的男人」，而不使用「他」、「她」

或「他們」；  

 避免提出開放式的問題。例如，不要說「告訴我你昨

天看到甚麼」，較理想的做法是說：「告訴我，你在

昨午 2時左右在商場看到發生了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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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幫助自閉症人士表達想法和回答面談人員的問題： 

 

 保持耐性。給予自閉症人士額外時間來理解及回應

問題。自閉症人士可能需要較多時間來理解你的

問題才作答。假如你太快提出另一問題，或打斷

他們的思路，他們便可能需要從頭開始，或不知

所措； 

 細心聆聽以確定自閉症人士用了甚麼字眼，以及該等

字眼對他/她而言是甚麼意思。例如，假如他說有人打

他，你應該問「你說的『打』，是甚麼意思？」； 

 如當事人有寫或畫的能力，可考慮請該人寫出或畫出

所發生的事情。對比口頭說話，自閉症人士往往以

視覺資料溝通的能力較強。 

 

(iii) 以具敏感度及關懷的方式對待自閉症人士： 

 

 自閉症人士會因陌生的環境及不能預知的調查程

序而不知所措。他們在接受面談時，或在警署或

其他執法機關逗留時，未必懂得如何提出他們的

需要。執法人員應主動向有關人士詢問，他們是

否需要短暫休息、進食或飲水，或需要使用洗手

間。 

 

I. 在進行面談時不應做的事情 

 

(i) 為保持境況平靜 

 

 不要安排該人在人多嘈雜的房間內等候，這樣可能

令他們因壓力過大而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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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非必要，不要嘗試阻止該人拍打、搖晃或作出其他

重複的動作。有時候，這些動作是他 /她在過份焦

慮或感到有壓力時，用以平靜自己的方式。只要

向他 /她明確解釋各樣事情，這些動作便可能會消

減； 

 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不要移走該人用以提供心靈安

慰作用的物件，因為這樣做可能會加深其焦慮並引致

壓力；基於安全考慮，被拘捕人士及還押/在囚人士

則除外； 

 留意部份自閉症人士對身體觸碰非常敏感，他們可能

由於過度的感官干擾而作出極為激動的反應；執法人

員如與自閉症人士有身體接觸時，應特別留意和

小心； 

 不要高聲叫嚷或作出快速的動作，以免令自閉症人士

受到過度的感官干擾。 

 

(ii) 為有效溝通 

 

 不要一次問超過一個問題； 

 不要使用抽象的概念和可以同時照字面意思或比喻意思

來理解的短句； 

 不要使用嘲諷、隱喻、笑話、俗語，例如「你唔好扮

哂蟹」。自閉症人士可能會按照字面意思來理解，因而

引起誤會；  

 不要在發問時提供很多答案的選擇。他們是難以知道

哪個是最佳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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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解讀自閉症人士的反應 

 

自閉症譜系障礙是一種溝通障礙，即是說自閉症人士難以明白

你要求他們提供甚麼資料。他們某些行為很容易被誤解為具冒

犯性，甚至會予人錯誤印象，以為他們正在向執法機關隱瞞一

些事情。執法人員必須了解自閉症，並且不應從他們慣常的

角度來判斷，以免錯誤理解自閉症人士的行為。 

 

 不要以為對方不作眼神接觸就代表他們正在說謊、有罪或

無禮。他們可能需要不望着面談人員，才能夠集中注

意力來理解面談人員的說話；而很多自閉症人士根本

難以作出眼神接觸； 

 不要假設對方反應緩慢或猶豫便代表他們正在編造故

事。自閉症人士只是需要時間來理解你說的話。不要

期望他們對問題或指示作出即時的反應。應給予對方

充分時間來回應，例如 10 秒或以上的時間來作回應； 

 不要假設面談對象說「是」便代表他/她明白你的問題和

同意你的說法。應考慮提出一連串以「是」或「否」作答

的問題，以決定該回應是否可以信賴。此外，你亦可重組

你的問題，這樣做可讓你查證自閉症人士對有關提問的理

解，以及其回覆的意思。  

 有些自閉症人士可能會過份順從，並同意面談人員不

實的說話或提出的可能性，這單純由於他們相信他們

理應同意權威人士； 

 有些自閉症人士對面談人員的說話或提出的可能性，

往往表示同意，部份原因可能是以為同意所有執法人

員的提問，就可讓他/她盡早離開有關執法機關； 

 不要假設面談對象重複你的說話便代表他/她同意你的說話，

或代表他 /她無禮。這類反應可能是「模仿言語 /鸚鵡學舌」

的特徵，意思即是，自閉症人士可能會重複其他人的說

話而不知道這些字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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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假設對方不恰當地說話或談及不相關的事情，便代表

他/她刻意無禮或不尊重別人，他們可能需要先講完這些

事情才預備好理解你的說話。這可能是他們理解資料

的方式； 

 不要假設直率的回答代表面談對象是在挑戰執法人員。在

某些情況下，自閉症人士可能看來是固執甚至是好鬥

的； 

 不要假設情緒發洩代表面談對象存心不合作。應留意他們

的壓力徵兆。他們可能因壓力過大而突然崩潰； 

 若自閉症人士情緒崩潰，應停止你正在做的動作或正在說

的話；若繼續進行面談，可能會對自閉症人士本身、

其他人或對財物造成損害。有關人士需要安寧的環境

來平靜下來。自閉症人士可能需要長時間和特別的方

式來冷靜自己； 

 不要假設對方拒絕留下便代表他/她不合作，甚至有心作

對。部份自閉症人士難以忍受日常習慣被打亂，或是他們

未能明白到有需要留下，於是便會嘗試從面談中逃走。 

 

K. 遭執法機關羈押的自閉症人士 

 

如非必要，執法機關不應羈押自閉症人士。自閉症人士在不熟

悉的環境下可能會感到焦慮和壓力。他們如感到很大壓力時，

甚至會傷害自己，例如以頭撞牆。如需羈押自閉症人士，執法

人員應在合理可行情況下向其家人/監護人、或照顧者諮詢其所

需的支援和照顧。有關執法人員需盡最大努力及密切留意受羈

押的自閉症人士，以防他們傷害自己及確保其需要得到照顧。

例如，執法人員應主動及定時詢問自閉症人士是否需要飲食或

如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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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自閉症人士的權利 

 

執法人員需對自閉症有所認識，才能夠在工作期間以適當及關

懷的方式對待他們，從而確保自閉症人士的權利受到保障。聯

合國的《殘疾人權利公約》及香港的《殘疾歧視條例》均保障

所有殘疾人士，包括自閉症人士。 

 

不是所有殘疾都能立即被識別的，即使執法人員在工作期間以

同等方式對待所有人，亦未必能夠確保殘疾人士，尤其是如自

閉症人士等有隱性障礙的人，得到平等的對待。 

 

《殘疾人權利公約》規定，需確保殘疾人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

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及提供遷就以促進殘疾人士參與所有

法律程序，包括調查。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十三條訂明─ 

 

1.  締約國應當確保殘疾人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有

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通過提供程序便利和適齡措施，以

便利他們在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括在調查和其他初步

階段中，切實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方，包括其作為

證人的作用。 

 

2.  為了協助確保殘疾人有效獲得司法保護，締約國應

當促進對司法領域工作人員，包括警察和監獄工作人員進

行適當的培訓。 

 

自閉症受《殘疾歧視條例》所涵蓋。根據《殘疾歧視條例》，

殘疾就任何人而言，不單是指肢體殘疾，亦指「影響任何人的

思想過程、對現實情況的理解、情緒或判斷、或引致行為紊亂

的任何失調或疾病」。（《殘疾歧視條例》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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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歧視條例》的第 6條訂明，任何人如─ 

 

(a) 基於另一人的殘疾而給予該人差於他給予或會給予非殘疾人

士的待遇； 

(b) 對該另一人施加一項要求或條件，雖然他同樣地對或會對非

殘疾人士施加該項要求或條件，但─ 

(i) 殘疾人士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人數比例，遠較非

殘疾人士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人數比例為小； 

(ii) 他不能顯示不論被施加該項要求或條件的人是否殘疾，

該項要求或條件是有理由支持的；及 

(iii) 由於該另一人不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以致該項要

求或條件是對該人不利的；或 

(c) 基於該另一人的有聯繫人士的殘疾而給予該另一人差於他給

予或會給予非殘疾人士的待遇，即屬在就本條例任何條文而

言是有關的情況下，歧視該另一人。 

 

 

-------------------------  完  ------------------------- 
 

 

 

 

 

 

 

 

 

 

 

 

免責聲明：此資料內容只作參考用途，不應視為法律意見。如有具體事項查詢，

可另行諮詢法律意見或聯絡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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