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101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童提早入小學，已於101年3月

9-15日報名，101年3月31日辦理初選，通過者，101

年4月21日辦理複選。

二、�100學年度北區國民中小學美術班畢業聯展，已於

101年3月3日至11日假臺南市立文化中心第二、三藝

廊展出。

三、�100學年度國中舞蹈班聯合成果發表會已於101年3月

17日晚上19：30分，假臺南市立文化中心演藝廳辦

理。

四、�100學年度國小舞蹈班聯合成果發表會已於101年3月

18日下午14：30分，假臺南市立文化中心演藝廳辦

理。

五、101學年度國中小身心障礙班班級原額調整:

1.增班增師：��

(1)不分類集中式特教班：計增1班2師

學前：市立第一幼稚園

(2)學前巡迴班：計增7班14師

東區復興、東區勝利、文元、海佃、大成、崑

山五王等7校每校1班2師。

(3)�國小不分類巡迴輔導班(屬身障資源班)：計增1

班2師

國小：五甲

(4)自閉症巡迴輔導班:計增2班5師

國中：麻豆—增1班3師

國小：善化—增1班2師

2.調整班級：

原新泰、後壁、白河、六甲、柳營等5校身障資源

班，調整為不分類巡迴資源班。

3.增減身心障礙類特教班類別及教師員額：

(1)減班減師：計3班4師

國小：大光、下營、西門

(2)減班不減師：計1班

國中：安南

(3)減正式師：計2校

國小：成功、五王

(4)增師：計13校

高中:永仁、南寧

國中：復興

國小：永福、喜樹、立人、長安、永信、仁

德、仁愛

教育部為推展特殊教育學生普通教育課程領域充

分參與之課程發展理念，並因應特殊教育教學現場以融

合教育為主之安置及教學方式，於98年度起委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盧台華教授辦理「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大綱」及「高中職以下階段認

知功能輕度缺損學生實施普通教育課程領域調整應用手

冊」，委託國立桃園啟智學校辦理「九年一貫課程於認

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調整應用手冊」，以及委託臺北市

立啟明學校辦理「職業學校服務類群科課程大綱」等2

項課程大綱及2項課程調整手冊

本市課綱的推動由台南大學特教中心主任楊憲明

教授擔任指導教授並動員本市國中、小共47位特教輔導

團團員研擬撰寫,分成三大組(認知功能無缺損、輕微缺

損、嚴重缺損組)、二階段(國小、國中)及八大學習領

域(七大領域＋特殊需求領域)，工作內容包含:� 1、手

冊撰寫(對全市特教師教育訓練用)、2、該領域課綱指

導原則� 3、輔導員反思簡單課綱原則� � 4、IEP設計原

則� 5、行政課程安排原則（行政、教學之配套措施注

意事項）� 6、擬一份IEP� 7、依據IEP設計調整單元活

動....等等。

目前特教科已積極編擬可行之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及

課程調整手冊,�100學年度研編教育訓練手冊，101學年

度進行課綱工作方推動，將試行結果進行滾動修正及發

展可行模式，並依據試行成效調整本市課綱，期望102

學年度能正式推展。

行 政 檢 索 1- 4月

臺南市101學年度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試行運作

邀請台南大學特教中心楊憲明主任現場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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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市國小　林佑霖老師

壹 前言

特教學生上體育課常常令教師感到困擾，因為要如何上？課

程內容又該上些什麼？這一直讓班上有特教生的老師感到困惑，因

此特教生的體育課程往往無法按照其障礙程度與需求進行；而隨著

現代學生飲食西化、生活型態的改變與運動量不足，學生肥胖人數

增加，糖尿病不再是成人的專利，第2型糖尿病在青少年也有增加

的趨勢。當大多數人的觀念還停留在糖尿病是中老年人慢性病的同

時，兒童糖尿病已逐漸的威脅到我們下一代的健康。在台灣平均

每100位糖尿病人中有一位是年輕的糖尿病友，也就是說台灣地區

將近有1萬個孩子得到糖尿病(2008,奇摩新聞)，因此，預防兒童及

青少年糖尿病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而視障學生因為視覺上的障

礙，缺乏平衡感與立體感導致其在運動上的弱勢，加上環境的因素

（無適當的場所、適合的教材與專業的師資），是故上體育課時，

他們的參與度常受到限制，因而無法提高。

貳 施行體適能教學之步驟

視障學生除了需要課業上及生活上的輔導之外，健康管理更是

不可或缺，但是這個區塊卻是最容易遭到忽視的，因為在實施上會

有難度，加上師資及環境因素的差異大，因此一般而言，視障生的

體能活動量要比其他學生少得許多，筆者在此提出個人經驗，以供

為視障或其他特殊學生的教師先進們作為體適能教學時的參考。

步驟一：�評估學生體適能，確定需要加強的項目。對視障生進行評

估時，可以配合學校體適能護照使用，但務必注意安全

（需要先安全提示及作暖身活動），筆者建議可以從評估

學生BMI（體重KG/身高M×身高M）身體質量指數評估著手

（BMI值在18以下是過輕，BMI超過25算是過重，超過26算

是肥胖）。其他適能的評估或施測，可以參考教育部發行

的體適能護照，但是評估心肺適能的時候，建議教師陪在

視障生旁邊跑或用類似人導法來牽引學生跑步，教師要隨

時注意學生的步伐能否跟上，若學生跟不上則應立刻放慢

速度或停止。

步驟二：�評估環境，包含環境的安全及所需要的運動器材。若考慮

方便性，徒手的健走是個好選擇，或以徒手的肌力及柔

軟度訓練為主。若需要器材的話，可以向學校的體育器

材室借用各種運動器材，亦可以由師生共同製作簡易器

材。如將寶特瓶裝水或沙子以作為重量訓練的器材，或將

巧拼（軟墊）疊起來至適合學生的高度，再用繩子牢固的

綑綁，以作為登階的器具，總之此處有賴各位教師發揮巧

思。

步驟三：�按照學生體適能評估的情況，開立運動處方（運動強度、

運動型式、運動持續時間與運動頻率）。

（1）�運動強度：對於剛開始運動的視障生，運動強度最

好以輕中強度為主，心跳率可定在強度40％-60％左

右。強度的的算法：如強度60％即是（220－年齡）

×0.6。例如一位10歲的視障學生，預計要達到運動

強度60％，那就是220－10＝210，210×0.6＝126，

也就是當學生在運動5-10分鐘後，每分鐘要達到心跳

數，若可以適應的話，六至八週後循序增強強度至

80％。

（2）�運動型式：可以心肺適能的運動項目開

始，如健走、慢跑、爬樓梯、跳繩……

等有氧活動，但是必須顧及學生障礙類別與程度，以

學生能達到的合適項目為主，此外最好也能顧及學生

興趣，建議將運動型式遊戲化，以提高學習效果。

（3）�運動持續時間可以從10分鐘開始，適應後循序增加運

動持續時間為20分鐘至30分鐘左右。

（4）�運動頻率：剛剛開始運動時，建議一週2至3次，當視

障生適應之後，可以慢慢增加為每週5至7次，以達到

運動效果。

步驟四：�實施運動處方。可以將多種項目的訓練或課程排在同一

節，以免實施單一運動時間過長學生覺得枯燥無趣，教師

甚至可以遊戲方式，體適能活動為目的，按照學生興趣設

計課程活動，以增加學生參與動機和學習效果。但是在實

施運動前，千萬不可以忘記暖身活動，教師可以視當天的

運動項目來加強該運動部位的肌群的伸展，以避免運動傷

害的產生。

步驟五：�評量與回饋。在實施一學期之後可以再評估一次學生的各

項體適能狀況，並登錄在體適能護照上，看看課程效果如

何，並在每次課程後，詢問學生感覺如何？教師亦可以把

學生每節的運動強度、運動型式、運動持續時間與運動頻

率都紀錄下來，給教師及學生自己參考，並時時修正運動

處方以配合學生生體狀況，以此資訊作為回饋及修正課程

的依據。

＊�注意事項：

（1）�當教師若無法全面評估學生各項體適能時，建議以身體

質量指數及心肺適能為主，因為這兩項是最關乎學生罹

患慢性病及心血管疾病的適能。

（2）�對於比較排斥上體能課的學生，剛剛開始實施時，可以

將一節課分成前20分鐘靜態活動，後20分鐘為體適能活

動的時間，而這20分鐘內，前三分鐘進行暖身活動，最

後3分鐘進行伸展活動，也就是避免一開始上課就讓學生

持續動40分鐘，以免降低日後學習動機。

參 結語

運動像是一種神奇的藥丸，可以幫助我們控制體重、改善情

緒，也可以降低心臟病、糖尿病及各種心血管疾病的罹患率；因此

視障學生比一般學生更需要體適能活動，但是整個過程中應以安全

為第一考量，並參酌學生障礙程度與興趣和動機做最適合的個別化

教學設計。相信只要每一位教

師願意用心來指導這些孩子，

每位視障生都能養成規律運動

的習慣，並且擁有健康的體適

能，將身體的障礙對健康的負

面影響降至最低，良好的適應

未來的生活

環境。

特教學生的體適能教學- 以 視 障 學 生 為 例

以安全飛盤設計的體育遊戲也是適

合低視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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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南市新化區特教資源中心（新市國小）以發展視障教育為

特色，其中一項重點即為提供光學輔具(optical� devices)給低視

力學生應用在看近及看遠的閱讀。而由於國內缺乏針對低視力檢

測的光學視光師（optometrist），故學生隨身配戴眼鏡有許多是

一般眼鏡行提供的眼鏡，經功能性視覺評估（functional� vision�

evaluation�）有些戴與沒戴是相同的結果，甚至有些學生不想戴

而直接以裸眼看書及寫字。視障教育最終的目的為培養學生具有

足夠的能力，以便將來能在自我閱讀方面獲取更多的知識（莊素

貞，2004），然由於視障學生一旦進入學校即面對眾多的閱讀媒

介(reading� media)的選擇，往往因視力關係，不管在閱讀理解

（reading�apprehending）、閱讀速度(reading�rate)及閱讀疲勞

(reading� fatigue)各方面皆較一般學生來得困難，雖然政府每年

皆會編列預算，為低視力視生提供大字體課本，然而筆者本身從事

視障教育實際經驗，發現其實大字課本也有其限制在，尤其當視障

生因個人自尊或攜帶種種原因，可能一開始有為視障生於學期初準

備大字課本，但有些一直放著而不用，相對讓人想到資源的浪費，

於是有專家學者提出藉著視覺功能性視覺評估，來評估學生到底

偏好那些的學習媒介(張千惠，1999)；國內專家學者（林慶仁，

2002，李永昌，2005）也正積極以實驗或臨床方式證明光學輔具的

好處，臺南大學林慶仁教授更以本身低視力患者的親身經歷推廣眼

鏡型放大鏡及望遠鏡，以解決日常生活中閱讀及開車等問題，李永

昌（2005）也指出以實驗方式證明光學輔具對閱讀表現具有益處，

故站在教育者的角色實有必要介紹及推廣光學輔具。

貳  眼鏡型光學輔具介紹：

光學輔具一般分為四大類：放大鏡、望遠鏡、擴視機及電腦擴

視軟體（Zimmerman,�1996;��Corn,�1986，劉信雄，王亦榮，林慶

仁，2001），以下為林慶仁教授尋求國內眼鏡行廠商（啟示錄），

提出構想而研發眼鏡型的光學輔具。

一、輔具名稱：眼鏡型放大鏡

適合對象：�視障等級在中、重度左右，視力0.2至0.1間。

輔具優點：�1.放大倍率最高可達5倍；2.不用手拿，雙手可同

時進行其他動作；3.如同配戴一般眼鏡。

輔具缺點：�1.倍率愈高，可視範圍愈小。

二、眼鏡型望遠鏡

適合對象：�視障等級在中、重度左右，視力0.2至0.1間

輔具優點：�1.放大倍率4＊10倍；2.可幫助觀看板書；3.協助

作戶外觀察。

輔具缺點：1.易引人異樣眼光；2.可視範圍有限制。

參  眼鏡型光學輔具推廣

近來受視覺效能（visual� efficiency）的重視，引發學者對

大字課本（large� type）和光學輔具應用在「閱讀效率」的廣泛討

論（Corn,� Priest�＆� Erin,2001），而國內專家學者也對各項輔

助工具，例如：擴視軟體、大字課本、放大鏡等所產生的功能效率

作比較（莊素貞、李永昌等2004,� 2005），甚至臺南大學林慶仁教

授正努力推廣本土光學輔具（眼鏡型光學輔具），其用意就是希望

低視力學生能藉由光學輔具的協助，達到獲取大量閱讀的能力。從

筆者個人輔導的經驗，所輔導的學生經「中文年級認字量表」（黃

秀霜，1999），8位學生的認字能力有6位學生在百分等級25以下，

可見視障生面臨一個很大問題就是認識的字彙太少，將影響他們在

語文學習能力，由此現在必須解決一項很大問題，就是何種輔助工

具才是最有效，以國外各項比較結果以大字課本及光學輔具比較上

是各有優缺點，而由於低視力學生受到影響因素較多，故比較上較

無太大差異，反觀國內從研究結果中認為大字課本是比擴視軟體來

得有效率（莊素貞，2004），其推估因素可能1、國內低視力學生

長期習慣閱讀大字課本；2、學生對於擴視軟體操作不熟悉等。若

以經濟的考量為原則，應用大字課本及使用光學輔具在閱讀成效沒

有太大的差異下，確實有需要推廣光學輔具。筆者推崇學生使用光

學輔具有幾項論點：1、大字課本攜帶不易；2、學生閱讀課外讀

物、參考書或字典皆多不具放大效果甚至低於12號字型；3、使用

光學輔具可快速應用在閱讀上；4、可節省紙張使用；5、可增進視

障生戶外活動（應用眼鏡型望遠鏡）。

以低視力學生實際面臨的問題就是學習媒介（learning�

media）的選擇，尤其是課外讀物閱讀情形下，如果一直考慮放大

眼鏡型光學輔具介紹
作者：新市國小　呂建志老師

眼鏡型放大鏡

眼鏡型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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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給學生閱讀，不僅缺乏時效性，且學生漸漸感到凡事依賴的個

性，故提供眼鏡型放大鏡給學生使用時，學生處於主動機會，對於

一般文字資料可快速閱讀（林慶仁，1999），相反放大文字資料會

放置一邊不使用，而明顯地大字課本體積及重量皆大之下，學生也

不喜歡帶回家。因此學生較少在家複習功課，故成績表現往往不是

很理想，現在筆者實際輔導上面臨一項難題就是家長已經有深刻的

觀念，那就是學生的學習媒介必須幫他作放大的動作，雖然多數家

長已漸漸接受我們的建議，鼓勵學生使用放大鏡，但多數學生還是

不喜歡使用，其原因可能學生未使用合適的光學輔具，現已有些學

生開始使用眼鏡型放大鏡，效果不錯可考慮作為推廣及訓練使用光

學輔具。

肆  建議

其實學生不喜歡使用光學輔具有以下幾項因素：1、選用不合

適倍率的放大鏡；2、怕同儕異樣的眼光；3、不會使用；4、怕損

傷放大鏡；5、操作麻煩；6、攜帶不方便等。而歸納幾項改進策略

可提供給大家作一個參考1、建議成立專業驗光師制度，實際以功

能性視覺評估協助低視力學生，選擇合適的光學輔具；2、鼓勵並

教導學生使用光學輔具；3、宣導正確光學輔具應用觀念；4、提供

光學輔具諮詢及需求查尋的管道；5、增設預算購置合適的光學輔

具等。

現在大家一定會感到其實大字課本與光學輔具，如果效果一

樣何不就維持下去就好了，但從事輔導第一線的我們其實有很多的

困惑，就是明知光學輔具對學生有很大幫助，可是推行上就是有很

大困難，有時看到昂貴的輔具放置不用，而遷就大字課本的依賴，

一旦習慣養成確實很難去做改變了，以視障生規劃職業生涯長久之

計，培養視障生習慣使用光學輔具才是上上之策，試想如果您是老

闆你會花時間為你的伙計幫忙作放大的動作，還是直接另請明眼人

呢！

筆者寫這篇文章主要目的想介紹臨床實驗不錯的眼鏡型光學

輔具，如果您是老師或家長藉由您的介紹或協助，那低視力學生就

有更好的閱讀能力提昇的機會，而期望國內持續對於專門視光師催

生，並對各樣式的光學輔具研發廠商作投資的工作，相信；低視力

學生一定可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光學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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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專線:06-2136191
服務對象:高中職、國中小學、幼稚園特殊教師、行政人員、教保人員
服務項目:1. 特殊學生鑑定、就學及心理輔導、2.特殊教育法規及疑難問題之諮詢

3.特殊學生家長親職教育問題、4.特殊教育教學十物問題討論

3.Q:是否要矯正學生的握筆姿勢?

A:�因為握筆姿是跟寫字的美醜沒有關係但跟手寫久了會不

會痠痛有關。不正確的握筆姿式會影響學生寫字的意

願，若是小朋友太早學寫字且又握筆姿勢不良就會影響

手不發展甚至影響手部骨骼發展。

所以在幼稚園中班時先不要寫字，讓孩子練習運筆、塗鴉，大班開始寫字時就應該培養良好的握筆姿式，讓孩子

習慣用正確的姿勢握筆，以免到了國小之後，因為已經習慣了舊有的姿式就很難再改過來了。

專業
  服務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0～09：50 林健禾 曾明基 詹士宜 邢敏華 李芃娟

10：00～11：50 林千玉 高振耀 吳昆壽 林慶仁 楊憲明

14：00～15：50 陳家成 莊妙芬 曾怡惇 何美慧

16：00～17：50 王亦榮 林淑玟 朱慧娟

Q &A

100學年度第２學期國立台南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諮詢專線時間表

本學期諮詢專線自101.02.20(星期一)開始，

至101.06.22 (星期五)止。

2.Q: 扁平足是否要矯正?

A:�扁平足因為足弓的避震效果較差，耐力較不足，而

且扁平足在不當使用後，常會拇趾外翻及中蹠骨疼

痛，足跟痛等等，雖並不必然一定會發生，卻值得

留心。此外X型腿合併有扁平足的機會非常高，這

是因為X型腿的小朋友站立或走路時，把重心落在

足弓的內側，使內側足弓這個彈簧系統承受了比正

常更多的重量，當然就會表現出扁平足的情形了！

所以在學齡前的兒童應該:

1.�多作肌肉的訓練，尤其是後脛骨肌！訓練的方

法，包括墊腳尖（如芭蕾）及跳躍（打球），當

肌肉夠強壯，自然足弓就正常了。

2.�穿矯正鞋或有足弓的硬底鞋:矯正鞋的目的有兩

個，一個是在內側足底加一個內襯墊以支撐足

弓，另一個目的是防止足踝的外翻。並不是所有

的小朋友扁平足都需要穿，要穿最好經過醫師的

診斷和治療師的評估！

1.Q:小朋友的構音問題是否和挑食有關?

A:�因為講話的時候會用到很多舌頭的動作，如往

前、往後、往上、往下等等，若是小朋友很挑

食，就會比較喜歡吃軟一點的東西或是吃東西

很快、囫圇吞下等等…讓食物停留在口腔的

時間變少。這些不好的習慣會讓小朋友的舌

頭沒力氣，很多舌尖音如:ㄉ、ㄊ、ㄋ發不

出來而用舌根音代替，如[大象]變[ㄎㄚˋ

象]；[頭髮]變[口髮]等等。

所以我們可以讓孩子多吃硬的水果如芭樂、

蘋果，不需要切太小塊，要大塊到讓孩子需要張

大嘴去咬，讓食物可以在臉頰兩側跑來跑去來練

習他們的舌頭，甚至可以練習ㄧ些舌頭動作，像

是�”用舌頭刷牙齒”、�“用舌頭刷上下嘴

唇”來改善舌頭動作，相信一定可以幫助學

生發音發得更清晰。

姓　名 專長領域

莊妙芬 重度障礙、智能障礙

吳昆壽 資賦優異、身心障礙資優

邢敏華 聽覺障礙、手語教學

楊憲明 學習障礙

李芃娟 聽覺障礙

林慶仁 視覺障礙、職業復健

林淑玟 復健諮商、肢體障礙、輔助科技

詹士宜 學習障礙

朱慧娟 情緒行為障礙、多重障礙

曾怡惇 視覺障礙、語言分析

林千玉 互動科技、輔助科技

高振耀 資賦優異

何美慧 自閉症、情緒行為障礙

曾明基 肢體障礙、輔助科技、職務再設計

王亦榮 視覺障礙、白化症

陳家成 健康諮詢、醫療照護

林健禾 妥瑞、自閉症及過動症診斷

1 0 0學年度第2學期 (1 0 1 / 0 2 / 2 0 - 1 0 1 / 0 6 / 2 2 )

諮詢教授專長

蕭寧君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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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一盆花　　　★作　　者：洪緯霆、翁子涵、楊順景　　　★學　　校：鹽水國小　　　★指導老師：官素玲

★創作理念：�讓學生藉由報紙撕貼、搓揉及著色的動作訓練其精細動作，藉由鐵絲的可塑性，每位學生的盆花造型都不一樣，有的像

噴水造型、有的是直的，還有的是捲的，都是最佳的裝飾品喔！

作品名稱：水果

作　　者：鄭永笙

學　　校：進學國小

指導老師：劉家佩.�鄭麗娟

創作理念：�對靜物色彩的觀察，並由明暗的著色突顯物體

的立體形狀，讓水果各自呈現它的特色

作品名稱：水果

作　　者：鄭永浤

學　　校：進學國小

指導老師：劉家佩.�鄭麗娟

創作理念：�對靜物色彩的觀察，並由明暗的著色突顯物體

的立體形狀，讓水果各自呈現它的特色

創作理念：�利用兩種基本縫(平針縫、回針縫)的方法，縫出

圖案和文字，並可縫上珠片、鈕扣等，平時也可

應用於修補衣褲或是縫鈕扣。

這般美麗的卡片，圖案由老師描繪，其餘部分由

學生自行完成，並自行縫上亮片與鈕扣。從上面

密佈斑斑點點的小洞，就知道洪OO同學是很努力

完成作品的唷！

作　　者：洪○○

學　　校：南新國中

指導老師：陳乃榕/連珊慧

孩子們充滿無限想像力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創意，經常讓我

們在繁忙的輔導過程中，增添了不少色彩。

希望藉著孩子們的圖畫、創意作品或是在上課中發生的小

故事，都能讓人會心一笑甚至疏解壓力。歡迎大家將班上

這些小天使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並由衷感謝特教老師們平

日默默的付出。

介紹語
投稿須知童畫童話

對象:臺南市特教學生及老師。
規格:圖畫紙或電子檔。

主題:配合各班教學之相關作品。
來稿請註明姓名、學校、主題、創
作理念，並寄至民治特教中心或
mail到pttina4444@yahoo.com.tw

楊順景 翁子涵洪緯霆

作品名稱：縫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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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媽媽不能像對小比(資源班學生)一樣，對我不要那麼

嚴格!﹞兩年前當女兒說出這句話時,我非常的震驚，而且連先生也

都說我對女兒要求過高。這樣的刺激幫助我開始思考個人服務這些

特殊兒童的心得。並且我也邀請了幾位特教志工夥伴，談談她們陪

伴這些資源班孩子的情形----。

(寶如)我輔導的小孩，有些外表看起來沒有很大的不同，但內

在想法卻各有差異；還有的是不愛講話；也有的超愛表演。不管是

怎樣的孩子，我都會先滿足他們的所好，再切入資源班老師教導的

方法，耐心的陪伴，一步步達到輔導的目標---。

(月霞)�每個孩子都是天使,但有時是因為後天家庭功能不健

全；有的是先天有一些困難。我深深的相信只要多一點愛或關心,

一定可以協助他們開啟另一扇門窗，讓她們的未來多一些希望---

。

(瓊瑩)小東是個過動的孩子,每天早上都需要吃藥來抑制他的

興奮。今天因為比較晚吃，晨間時間說故事時，他的情緒還很亢

奮,不時發出怪聲音影響同學，把我搞得也幾乎要抓狂。正當我要

大聲制止他時，又想到今天的晨間故事內容，我轉而用力的抱住

他，輕輕的在他耳邊說：﹝小東我永遠愛你喔!﹞結果小東態度變

了，並且安靜地走回教室。我這才發現原來真實的關愛才是最強的

藥物---。

(紫嫺)當初是抱著一種感恩的心情加入特教志工的行列，只

因為常常在電視報章雜誌上看到許多身心障礙家庭不幸的遭遇，但

也有許多雖然殘障但卻充滿奮發向上的感人故事。不管是怎樣的情

形，總會牽動著我的心情。尤其每當我的另一半感謝我為他生了兩

個健康活潑的兒子時，我就更感恩，更加想要把這種感恩的心化為

行動，幫助這些折翼的天使們。加入特教志工已將近3年的時間了,

我深刻體會：每個孩子都有不同的特質，但他們也都是父母心中的

寶；雖然在某方面他們是不足的,可是另一方面，他們也都是非常

純淨的。只要我們這個社會肯多給些包容，多給些時間，多給些機

會，相信他們一定會有所成長的---。

(素卿)服務資源班孩子後，讓我更懂得愛自己的小孩。

(羿萲)在正新國小資源班擔任特教志工大約有8~9年，接觸過

的特殊兒童也許多位。孩子有自閉症的，有視力微弱，有智能障礙

的，還有一些學習有障礙的孩子。和患有自閉症的(小比)結緣是我

志工生涯很值得回憶的篇章。小比上課時時常分心，會講出延宕記

憶內的一些事物，如果打斷他的思緒，可能會抓傷人或大聲哭鬧。

有一次因為無法安撫他的情緒，懊惱挫折的我竟然也哭了，而且心

裡還想著：﹝小比這樣子以後讀國中怎麼辦呢？國中的同學會包容

他愛護他嗎?﹞還有一次，小比在上課中突然捏傷了我，我對小比

說了:﹝小比捏人，田媽媽(我)傷心難過﹞小比居然對我說：﹝惜

惜！﹞欣慰之於，我還很高興的向許多人包括家人分享。

如今小比已經國小畢業了，這六年來表面看起來是我在照顧

他、教導他，實際上，真正成長學習的是我。同時也讓我開始思

考：﹝為什麼我可以用無限的包容對待先天不足的孩子，可以很有

耐心的等待資源班的孩子進步，卻無法把空間和時間留給自己的孩

子？﹞

在家裡我會分享在學校和小比和其他資源班的孩相處的情形，

原來的用意是希望孩子能知福惜福，但卻讓女兒誤會我要求過高。

這一兩年來，我努力調整自己，用對待資源班所認輔的孩子的態度

標準及包容心來對待自己的孩子，給孩子更大的空間和發展；同時

也用對自己孩子日常生活行為的要求，來訓練資源班孩子，幫助他

們行為和生活能夠獨立自主。以前稜稜角角的我，用對孩子們耐力

來磨圓自己的個性，所以成長最多收穫最多的是我自己。

此外，擔任志工必須遵從的志工倫理、不逾越自己的身分、不

製造服務單位的困擾，但這些條規對我這種感性多情的人，也是一

種很麼鍊。舉例來說：最近剛剛接了位原住民又單親家庭的孩子，

我心疼她沒吃早餐就到校，想要在認輔時幫她準備早餐，老師們雖

然有認同，但又怕剝奪了小孩媽媽的責任，真是有點兩難。我只能

在協助這位孩子時，付出更溫柔的關懷，希望這個孩子會更好。

總之，服務心得一時也說不完，而要幫忙的事也非一個人可以

完成，我們期許：把看到需要幫助的事物，說出來；把需要愛心關

懷的用心、用手做出來。並藉著種種感動，更惜福更珍愛自己的孩

子和家庭。

祝福：所有特教志工夥伴們，個人、家庭圓滿幸福!

過動的孩子總是坐不住，所以學習力差、功課不好；過動的孩子就是脾氣暴躁，所以人際關係差、

難以溝通？！

別讓錯誤的既定印象，阻礙了你對家中過動寶貝的親子教養。或許過動症的孩子比一般兒童更為活

潑好動，但並不表示他們就難以管教，父母只要用對方式，找出生活中困擾孩子的問題點，就算孩子比

別人百倍的好動，依然能夠教出懂事乖巧的貼心孩子。

本書由國內知名青少年臨床心理師王意中心理師，以其執業多年的臨床經驗，整理出數十個過動兒

在日常生活中常見問題，提出301項教養對策，從專注力、情緒管理、自我控制，到社交技巧、親師溝

通、班級互動，全方位告訴你家中過動寶貝的教養，其實可以很輕鬆。

現任王意中心理治療所所長、臨床心理師、教育部部定講師。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

目前定居於蘭陽平原上，成立宜蘭縣第一所經衛生主管機關合法立案之心理治療所，並經營「王意中

部落格」blog.xuite.net/atozwyc/blog�，分享早期療育及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等資訊。不斷獲全台

各級學校、醫療院所、社福機構、民間團體等演講邀約，協助親職教養問題諮詢與解答。

一群正新國小資源班的特教志工的表白

301個過動兒教養祕訣�

•作者：王意中

•出版社：智園

•出版日期：2011年12月20日

過動寶貝的教養，其實可以很輕鬆！

作 者 簡 介 王 意 中

新書介紹
選自：博客來網路書局 books.com.tw

作者：新化區 特教志工陳羿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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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入班評估

活 動 集 錦

外勞

某次經濟學教授上課時談到：「同學

們，外勞對臺灣的影響很大，你們猜

那一國的外勞賺走最多錢？是泰勞、

越勞、菲勞，還是⋯！？」 

某生搶先回答：「麥當勞！」 

小明跑的很慢

運動會時小明跑的很慢
很慢，

老師就問：小明你為什
麼跑得很慢，

小明說：因為爸爸買給
我的是慢跑鞋。

頭型像風箏
　　小明新理了髮，第二天來到學
校，同學們看到他的新髮型，笑道：
小明，你的頭型好像風箏哦！小明覺
得很委屈，就跑到外面哭。哭著哭
著∼他就飛起來了⋯⋯

特教風
 邀稿篇

歡迎大家把一些教學心得或有其他相關想法，以文章的方式跟臺南市的朋友分享。

1.歡迎特教班與普通班老師、相關專業的治療師、社工師及關心特教的朋友家長們投稿。
2.�稿件請以電子檔(word檔)，字型大小為12點，行距為1.0的格式寫作；每篇以不超過三千字為原則(兩頁
以內)；並註明標點，稿末註明真實姓名、服務單位與現職、通訊地址、連絡電話及郵局帳號。

3.本刊對來稿有刪修權，若不願被刪改者，請事先聲明；作者文章請自行負責，不代表本刊意見。
4.來稿請註明“特教風稿件”，並寄到電子信箱pttina4444@yahoo.com.tw
5.若未經刊登之作品如需退稿，請註明告知，否則一律不予退稿。

臺南市100學年度學障鑑定複檢工作研習 

臺南市100學年度特殊教育諮詢會

臺南市100學年度國中三年級身心障礙學生12年

就學安置及免試入學研討說明會

落實本市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鑑定輔

導工作，提升本市鑑輔會心理評量人

員專業研判能力。

臺南市101年度特教研習檢討會

邀請各區學校代表

共同討論協商101

年度欲辦理之特教

相關研習。

101年02月14日12年

就學安置作業說明會

於大灣高中辦理。

101年2月17日於永華

市政中心7樓東側會

議室召開。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獲得

適當安置場所，提供適

當環境，採用現場評估

方式，讓家長及新安置

學校老師能盡快了解學

生特質及需求。

OFF BUS 選自：笑話大全joke.876.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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