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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臉部平權 #WE ARE THE SAME ! 
特展即將在新竹盛大開展！

　　推出「用心看，你我都獨一無二！」

主題，體會每個人獨特的價值。法國知名

兒童文學著作《小王子》的故事中，狐狸

告訴小王子：「真正重要的東西，用眼睛

是看不到的，要用心去感受。」

　　我們期待藉由這次展覽，引發社會

大眾重新思考，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在

第一時間依賴視覺來判斷事情，但要真正

認識、了解每個人、事、物，需要從哪些

不同的「角度」來看？眼睛所見就是真相

嗎？當人們能從不同角度看世界，這世界

又會變成怎樣呢？

　　無論顏面外觀如何，每個人都應該被

尊重及公平的對待。當我們尊重與自己想

法、外貌，甚至立場不同的人，懂得欣賞

每個人的美，這世界將無限寬廣。

　　今年透過視、聽、嗅、觸等有趣的五

感體驗，邀您一起打開所有感官，用「心」

體會這世界。展覽現場將同步發售《完

美！》傷友攝影故事集，歡迎將此訊息分

享給身旁的親朋好友，一起讓臉部平權種

子散播到社會每個角落。

equality
臉部平權

◆ 展覽時間：

      6∕24 ▼  25  9：00～17：00
◆ 展覽地點：

      新竹市文化局 梅苑畫廊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二段15巷1號)
◆ 主辦單位：

      陽光基金會、新竹市文化局

文  陽光基金會

即將在新竹
盛大開展！

展覽免費入場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 竹 場

翰林文教會訊 

▲ NO.229



SAME!

　　還記得去年大受好評，創下逾兩萬人次觀展的「2016臉
部平權 #WE ARE THE SAME ! 特展」嗎？有趣的數位面相館、
可愛的貓狗圖章與創意帆布袋、感動人心的「Twins」攝影作品，以
及讓人愛不釋手的臉部平權提袋、筆記本與紙膠帶，是否都讓你回味

無窮、難以忘懷呢？

　　本會服務顏損朋友 35年的經驗發現，不只是顏損朋友、一般大眾也
常因外貌遭受不友善對待，在台灣，有許多人因為外表而失去被認識的機

會，如何消弭因外表而來的偏見、歧視，需要大家一起來了解相關議題，

因此本會於 101年起推廣臉部平權倡議活動，並於 103年將 5月 17日訂
為「臉部平權日」，期待社會大眾不再以貌取人，用心去看一個人的內

在價值，並塑造尊重多元、包容不同的社會友善環境。

　　翰林文教基金會因緣際會認識本會，對於我們所推廣的臉部平

權活動非常認同，因此從 102年起贊助此項活動五萬元，迄
今已六年了。今年本會又將舉辦「2017臉部平權 

#WE ARE THE SAME ! 」特展，期許大家
一起來共同來支持「臉部平權」，用心

看、每一個人都一樣。

回顧感動人心的「2016 臉部平權     #WE ARE THE SAME !」                              特別報導
文  陽光基金會∕編輯部 整理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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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 2016年臉部平權日活動於 5月
13日∼ 5月 15日，在高雄華山 1914文
創產業園區東 3館舉行，內容非常精彩！
結合攝影、音樂與文創的跨界融合展演， 
活動的主視覺設計以動物為主角，每組

動物為以一白一花為對比，如白貓與花

貓、白熊與貓熊⋯，再搭配標語「#WE 
ARE THE SAME！」，表達出即使外貌
不同，但本質還是一樣之意涵。

活動展區分為：

1 #WE ARE SPECIAL數位互動 -面向
透過互動裝置掃描臉部，民眾得到相關

籤詩，籤詩上重新解讀外貌的意義等。

2 #99% IN THE LIFE...，info graphic
透過 info graphic的方式，以說明生活中
99%的事其實和臉部無關，例如：學習
能力、工作能力⋯等，藉此讓民眾思考

臉部平權的意義。

3 #WE ARE THE SUN-攝影展
以 #WE ARE THE SUN為本次攝影展主
題，拍攝五組作品，並透過 twins的畫面
搭配，看似一樣卻又不一樣，讓民眾重

新看見顏損者，思考其實你我沒有什麼

不同。（※由知名藝人 Selina、魏如昀、
楊聲錚等人參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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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AM THE SUN-裝置互動
離場時，於出口牆面貼滿顏損者創作之明信

片小卡，民眾可選擇將小卡帶走，抑或寫下

祝福留言回饋予顏損者。期望藉此透過民眾

留下、帶走的文字、圖象力量，像太陽般散

發出去、溫暖他人。

5 #WE ARE THE SAME-視覺創作
現場販售環保袋等週邊商品，讓民眾購買後

可自由於商品上蓋章、創作，現場並提供多

款不同大小之主視覺印章讓民眾選擇。

6 #STAGE-音樂演出、名人講座
由知名藝人沈簡單、Mo Chen及傷友共同
分享或演出相關節目。

7 #MARKET
提供傷友販售自己的創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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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2000 字以內

1來稿請詳附姓名、服務單位、服務職稱、聯絡電話、e-mail。

2來稿請確認無違反著作權或其他法令。

3本訊有權刪修稿件，不願刪修者，請先註明。

4原則上不退稿，請自留底稿，並請勿一稿多投。

5文章經確認刊登後，將視實際字數寄奉稿酬，將另請提供身

分證正反影印本用以支付稿費。

6本訊同步發行網路版，來稿視同同意授予當期電子版權。

來稿請
投至

信　　箱
：edito

r@hanli
n.com.tw

洽詢電話
：(06)2

619621
分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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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曉燕

撰文主題

注意事項

教育二三事

教學補給站

心 靈 點 滴

學 校 報 導

1教育時事探討與評論。

2給學習者的學習祕訣、教學補充資源、環

境改善、創新教學分享。

3給教學者的教學參考資料。

4生活中的溫馨小故事、散文、生命教育、

公益活動報導。

5學校最引以為傲的創舉、比賽得獎報導、

校園特殊環境或設備分享。

全國小、中、高與各大專院校專家學者或關心教育人士對　　象

字數限制

 「用心看 發現美好」前導影片轉

發網路活動

　　本活動開跑，於一個月內便

有超過 220萬瀏覽人次、3.6萬按
讚、近 2萬人轉發，並有名人共
襄盛舉、轉發力挺，如：蔡英文、

徐熙娣 (小 S)、范瑋琪、任家萱
(Selina)、田馥甄 (Hebe)、蕭亞軒、
蔡依林、林俊傑 (JJ)、拐拐、戴佩
妮等，為歷年最多名人支持之活

動。5/17臉部平權日當天由蔡英
文總統轉發本會「用心看 發現美
好」影片，並於轉發內容說明臉

部平權日之重要性，該則內容共

有 13則網路新聞主動報導，引發
社會關注。

　　活動前導宣傳安排系列專題

報導，如台北電台、復興電台、

中央電台、飛碟電台、華視新聞

雜誌等，以達到活動推廣、增加

觀展人次效益。

　　2016年實體活動於華山文創
園區舉辦為期三天之特展，其參

與人次共計約 1萬 5千人，相較
於2014年1,110人次、2015年4,300
人次，為歷年最高。

　　其他針對 5/13-5/15特展活動
宣傳，包含電視跑馬燈、粉絲團

宣傳，如藝文 -華山文創、啟藝
文創、知名設計師李明道、知名

攝影師Mo Chen等；插畫 -爽爽
貓、迷路、醜臉書等；音樂 -任
家萱、魏如昀、沈簡單等，達到

跨界宣傳之效。

每張臉都與眾不同，卻一樣獨一

無二；

無論顏面外觀如何，每個人都應

該被尊重及公平地對待。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是與眾不同

的！

　　期待再一次透過「2017臉部
平權 #WE ARE THE SAME ! 特
展」，推出用心看，你我都獨一

無二！系列活動，有效提升民眾

臉部平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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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2000 字以內

1來稿請詳附姓名、服務單位、服務職稱、聯絡電話、e-mail。

2來稿請確認無違反著作權或其他法令。

3本訊有權刪修稿件，不願刪修者，請先註明。

4原則上不退稿，請自留底稿，並請勿一稿多投。

5文章經確認刊登後，將視實際字數寄奉稿酬，將另請提供身

分證正反影印本用以支付稿費。

6本訊同步發行網路版，來稿視同同意授予當期電子版權。

來稿請
投至

信　　箱
：edito

r@hanli
n.com.tw

洽詢電話
：(06)2

619621
分機 11

1 

　　　　
　劉曉燕

撰文主題

注意事項

教育二三事

教學補給站

心 靈 點 滴

學 校 報 導

1教育時事探討與評論。

2給學習者的學習祕訣、教學補充資源、環

境改善、創新教學分享。

3給教學者的教學參考資料。

4生活中的溫馨小故事、散文、生命教育、

公益活動報導。

5學校最引以為傲的創舉、比賽得獎報導、

校園特殊環境或設備分享。

全國小、中、高與各大專院校專家學者或關心教育人士對　　象

字數限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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