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績效 (8月～11月)

一、101年度特教專業知能研習及分區特教中心研習持續

加強宣導家暴、性侵害防治及通報，以落實身心障礙

學生性別平等教育。

二、為避免學校拒絕身障學生就讀之情事，仍不斷透過相

關研討會、會議重申所謂「零拒絕」係指不論貴校是

否設有自足式特教班或分散式特教班,都應接受身心

障礙學生入學申請,再填報「臺南市國民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學生安置申請表」及相關審查文件,寄送本市

民治(新營區公誠國小內)、永華(中西區永福國小內)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辦理相關安置作業,學校不得以無

相關特教資源為由婉拒。

三、101學年學障鑑定工作自101年9月20日起進行教育訓

練，並在101年11月下旬初檢送件，於102年5月下旬

確認學生身心特質。

四、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及課程調整手冊於101年9月中旬印

製完成，配合特教輔導團運作，將於101年10月起，

進行課綱工作坊訓練，並滾動修正及發展具體模式，

預估102學年度正式發布推動。課程重心在於IEP設計

原則及行政課程安排原則。

五、101年11月27.28日於東陽國小、文元國小辦理101學

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特教星光大道才藝表演團體、個人

比賽。

六、為鼓勵並激發特殊教育教師研發創新教材潛力，於9

月13日~15日假三村國小辦理特殊教材教具製作比賽

暨觀摩展，藉以提昇教師教學品質與成效。

七、101學年度第1學期國民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教

育代金申請，於9月1日~20日辦理，只要符合申請資

格(1.年滿6歲至15歲，經鑑定無法適應就讀一般公私

立國民中小學或特殊學校之重度身心障礙者。2.未在

政府委託社會福利機構附設特殊教育班就讀者。3.未

享受公費待遇者)皆可由學生所在學籍之學校提出申

請。

八、101學年度本市公、私立幼(兒)稚園篩檢發展遲緩幼

兒，於101年9、10月辦理3場分區篩檢說明會，10月

中旬已陸續進行篩檢。

九、依據特殊教育法第47條第3項規定辦理101年度本市特

殊教育評鑑工作，於101年10月至12月辦理，計有新

營國小等76校接受本次評鑑工作。

十、辦理台南市101年度學前教育階段普通班教師54小時

特教知能系列研習，於101年10月～12月辦理。

行 政 檢 索

用愛「點」心燈  照「亮」新未來 
臺南市101年度「點亮特殊教育活動」於9月22日在文

元國小舉辦，本次活動內容豐富，有活潑可愛的特教學生

才藝表演、充滿腦力激盪的十二年國教宣導有獎徵答及闖

關遊戲、溫馨感人的特教影片播放、發揮創意與智慧的特

教教材教具製作競賽成果發表及特教作品展覽、多采多姿

的園遊會，還有各類專業人員提供專業諮詢。

當天陽光熱力四射，如同現場的活動一樣，充滿了活

力：不論是台上的才藝表演-讓人讚嘆特教孩童發揮潛能的

藝能表演；或是台下園遊會、闖關遊戲、作品展覽……等-

各式各樣的活動與現場攤位林立，不只提供了視聽味不同

感官的多重滿足，小朋友更因直接的互動增加了參與感，

更加融入活動中。

感謝所有參與協助點亮特殊教育活動的人員：臺南

市顏純左副市長、教育局長鄭邦鎮及相關工作人員、各相

關學校及臺南市自閉症協進會、腦性麻痺之友協會及聲暉

協進會等團體代表，最重要的是各個天真活潑、可愛迷

人的特殊兒童到場參與，因為他們使得這個活動充滿了意

義。希望透過這次活動，讓各界能共同攜手照亮特殊教育

兒童，提供更多的正向能量，給予更多的關懷支持，讓特

殊教育的家庭及兒童，能夠盡情揮灑出屬於他們的美麗色

彩，留下美好的親子與師生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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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恆立／臺南市永華特教中心職能治療師

專 業 分 享



呂佳臻／臺南市民治特教中心職能治療師

專 業 分 享



編號 書名 出版社 數量

1 讓孩子開口說話：語言遲緩兒學會溝通的第一本書 智園 2

2 心之無障礙 － 旅行100國的輪椅旅人 天下雜誌 2

3 自閉兒希望你知道的10件事 智園 1

4 台灣自閉兒教養書 智園 1

5 93奇蹟：Dora給我們的生命禮物 宇宙光 2

6 奇蹟男孩 天下雜誌 1

7
井出老師的奇蹟教室：他們是全日本最忙碌的小學

生，也是最快樂的小學生
高寶 1

8 奇蹟男孩 聯合文學 1

9
看不見的奇蹟：一位母親和她的自閉盲兒用音樂改

變生命的真實故事
商周 1

10 追逐奇蹟 天下雜誌 1

11
狼爸的愛與棍棒：用捨得代替捨不得，把三個孩子

送進北大
華夏 1

12 不光會耍寶：認輔志工守護孩子的故事 張老師 1

13 孩子，請為我活下去 有鹿文化 1

14 請問洪蘭老師 天下雜誌 1

15 五體不滿足老師的沒問題三班 圓神 1

16 一路上，有我陪你 時報文化 1

17 啟智教學活動設計 心理 2

18
"理解發展障礙孩子的心：教養自閉、亞斯伯格及
過動孩子的圖解實用手冊"

遠流 1

19 "一玩就上手：學前兒童口腔動作遊戲活動手冊" 心理 2

20
"突破閱讀困難的另一種模式：挪威的閱讀困難補
救系統"

心理 1

21 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第三版） 心理 1

22 瑾心自閉兒教育手冊(2)生命的執著 橄欖 1

23 瑾心自閉兒教育手冊(1)生命的裝備 橄欖 1

24 聽損兒童聽覺技巧訓練課程（第二版） 心理 1

25
"普通班融合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教師的實務策
略"

心理 2

26 所有教師都應該知道的事：特殊學生 心理 1

27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第五版） 心理 1

28 運動保健與體適能(平裝)更新版 冠學 1

29 301個過動兒教養祕訣 智園 1

30 孩子不敢說的40個成長困惑 寶瓶 1

31 神奇的肌筋膜酸痛自療法 原水 1

32 我的過動症：一段從寓言到輔導的旅程 心理 1

33 不怕孩子少根筋：輕鬆克服感覺統合障礙 智園 1

34 留下來的孩子 小天下 1

35 越玩越專心：找回孩子的學習集中力(二冊) 書林 1

36 大腦開竅手冊 + 兒腦開竅手冊 天下文化 1

37
我不是壞小孩，只是愛生氣：40個幫助孩子控制怒
氣的活動

天下雜誌 1

編號 書名 出版社 數量

38 視覺專注力遊戲在家輕鬆玩 2 新手父母 1

39 視覺專注力遊戲在家輕鬆玩 3 新手父母 1

40 天啊，我的寶貝有發展障礙 新苗 1

41 如何促進自閉症兒童的社交能力 心理 1

42 自閉兒的春天 天宏 1

43 兒童行為解碼 星島 1

44 愛與和解--華人家庭的系統排列故事 心靈工坊 1

45 失落的童年 心靈工坊 1

46 洪蘭作品集 9 理所當為 遠流 1

47 向霸凌Say NO！ 遠流 1

48
看得見的盲人--7個故事，讓你看見大腦、心靈與視
覺的奇妙世界

天下文化 1

49 上癮的真相--青少年上癮問題及邁向康復之路 啟示 1

50 不一樣的小偉與如如 心理 1

51 弟弟的世界 巴巴文化 1

52 孤單的小蘋果樹 大穎文化 1

53 我不喜歡你這樣對我！ 大穎文化 1

54 你不可以欺負我 大穎文化 1

55 一定要誰讓誰嗎？ 大穎文化 1

56 和好湯 大穎文化 1

57 鱷魚受傷了 小魯 1

58 小畢的故事 三之三 1

59 謊言的故事 三之三 1

60 我不要⋯ 三之三 1

61
孩子的教養，你做對了嗎？：兒童發展專家教你輕

鬆學腦科學育兒法
方智 1

62
玩出優秀，玩出健康115個促進感覺統合的簡單遊
戲

智園 1

63 成長的生命：有關早期療育的故事 心理 1

64 特殊教育學名詞辭典 五南 1

65 幼兒特殊教育 心理 1

66 自閉症檢核手冊：家長與教師實用指南 心理 2

68 特殊教育導論－應用在融合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五南 1

69 小水母傑利的奇幻旅程 子日 1

71
飆夢太空的孩子：永不放棄的熱血老師、學生，一

場與眾不同的太空營學習之旅
遠流 1

72 我不是外星人 桔子工作室 1

73 陪孩子面對霸凌：父母師長的行動指南 心靈工坊 1

74 從遊戲中學習：學前融合教育實務的妙點子 心理 1

75 最美的奉獻 先覺 1

特 教 新 訊



A： 經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委員會安置且正式登錄於
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之身心障礙學生皆可提出。

＊教育階段：幼稚園、國小、國中均可

A：無，有流通之輔具(庫存輔具)全年度任何時間皆可向民治、
永華特教中心提出輔具借用申請，或是由特教中心協助媒

合輔具所屬學校辦理相關借用或財產轉移手續。

＊無可流通之輔具(無庫存輔具)：則請依公告規定時間內定辦
理申請。

A：1 . 學校端經家長同意後，填寫輔具借用單，請相關人員簽
章(含家長)，並寄至民治特教中心。

   2.經專業人員評估並選配合適輔具後，需以學校為單位填 
         寫財產借據(一式二份)。
＊以上表單皆可至台南市教育局網站http://boe.tn.edu.tw ---文
件下載區下載

A：教育部【轉銜資料填報追蹤】：轉銜追蹤統計日
為：9/15、10/15、11/15。所以，從8月下旬到11/15
日以前要轉校的請不要先填轉銜表〈可先上轉銜系統-
轉銜服務通報-下載轉銜空白表格後填寫〉，等到跑完
鑑定安置流程〈市區-經鑑輔會發文後；外縣市-已行文
並溝通確認後〉再正式上網完成填報；並在學務系統

【特教學生】-【確認個案】【身障類學生】按異動，
同時請新學校盡快接收。沒有爭議性個案或學童已經

到新安置學校的，經溝通妥適後，也可請新安置學

校先接收到正式區後再提報，提報名冊連同原學校所

提供的鑑定安置相關文件〈審查表、申請表、證明文

件、特推會會議記錄等〉送鑑輔會。如此，不但新安

置學校一樣有鑑輔會鑑定安置公文，也不會影響到教

育局及學校的執行績效之完成比例。〈p.s.平時則按照
一般步驟!〉

QQ && AA QQ && AA

本學期諮詢專線自101.09.17(星期一)開始，至102.01.18(星期五)止。
網路諮詢（24 小時）-http://www.set.edu.tw/frame.asp或至本校特殊教
育中心網頁亦有連線。

101 學年度第1 學期諮詢專線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0∼10：50 林健禾 邢敏華 吳昆壽 曾明基

10：00∼11：50 林千玉 高振耀 詹士宜 莊妙芬 李芃娟

14：00∼15：50 陳家成 林慶仁 曾怡惇 何美慧 楊憲明

16：00∼17：50 林淑玟 朱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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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家成 健康諮詢、醫療照護

林健禾 認知發展遲緩、過動

特 教 新 訊



作品名稱：彩繪禮物盒

作者：方俞容.高詩枰.林柳萱

學校：漚汪國小

指導老師：鄭惠憶

創作理念:小朋友選擇喜歡的印章先在紙板上拓印，接

著利用鉛筆構圖然後彩繪上色，最後按照折線組黏起

來，形成禮物盒。作品呈現小朋友心中的海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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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壓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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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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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e0601@hotmail.com

作者：方俞容

作者：林柳萱

作者：高詩枰

作品名稱:小小鑰匙圈

作者:林鴻鑫.黃紹瑋.張文雅

學校:白河國小

指導老師:李政儒..楊雅琪

創作理念:因為學生自己作畫的能力比

較不佳，讓學生用模型版將自己喜歡

的圖案描繪下來，再自己上色，完成

獨一無二的鑰匙圈，現在都別在自己

的書包上呢!!

童 畫 童 話



接觸特教是我教師生涯意外的發展，也是一段美好的

記憶音符。話說83年間我正服務於永康國中普通班生物

科教師兼總務主任，由於當時的縣府要求學校84年開始

要成立特教班，而整個學校沒有一位合格特教老師，只有

正我進修彰師大特教系，所以，也就名正言順的從普通班

教師轉到特教班。加上另外二位老師也是普通班老師被校

長邀請到特教班來共同努力，所以，永康國中的特教班就

這樣成立了起來。跌跌撞撞中才慢慢熟知特教的業務，並

認識這群慢飛的天使。在當時雖然我們連寫IEP都是一件

考驗的事，但真心的愛和身教也在我們身上發生.....。我

還記得班上有一位小朋友有咬人的習慣，親師都不知道怎

麼幫助他改掉，有一回當他又要咬人的時候，我伸出手臂

讓他咬並告訴他:「阿伯好痛好痛！」於是他就放開了，

幾次他再咬人，就準備一條折疊好的手帕讓他咬，就這樣

土法煉鋼把他咬人的習慣改掉，之後學生看到我也不叫老

師反而叫我「阿伯」了。想起來好笑，但這輩子我跟這些

身障孩子是結下不解之緣了.....。

87年間，我利用課餘和假日時間協助【心智障礙者關

懷協進會】推動分區家長聯絡網及家長成長工作，因此認

識當時在協會服務的雅臻社工，也因為彼此對這群孩子和

家長的「疼心」讓我們多了一分相應。但89年雅臻參與

早療轉介中心推動及國科會成大輔具中心工作就離開了協

會，也因此我們失去了連絡。93年2月甫從南新國中特教

組退休的我，竟然在6月時，偶然在特教資源中心再遇見

了雅臻。雅臻社工問我：「退休後時間有何安排？」，她

告訴我：「礙於特教資源有限，許多在普通班的特教孩子

需要志工的協助以滿足特殊需求，也可免除家長不能陪讀

而和兼顧班級進度和經營的老師有衝突.....」。心想剛取

得特教碩士資格不久，也深感受政府栽培太多，而且退休

後時間變多，最有時間繼續協助這群特殊需求孩子的服務

工作，回饋政府、服務社會。而且恰巧特教中心預備招慕

志工。所以，在雅臻社工誠摯和積極的邀請下，我就報名

參加中心為志工辦理的基礎訓練和特殊訓練，取得志工登

錄冊。

94年2月20日是本市特教志工很重要的日子。在現任

顏副市長在佳里國小親自授旗和為志工授證，我也很榮幸

當選特教志工團第一屆團長，開啟我和各區特教志工夥伴

及各區特教學童的好因緣。在團本部運作過程，我們不但

擔負起志工行政管理的工作；協助分區隊推動志工直接服

務工作；協助各國中小有志工需求和志工提供的媒合服

務；同時我接受新營區附近特殊個案之輔導工作，例如:

新營區某國小一位六級學生上課無法專心聽課、常手持玩

具及其他物品，並不斷發出聲響干擾同學，情緒不佳時，

又會大哭大閙，並怒駡師長，有時甚至會動手打人、口駡

髒話，並有偷竊的行為等。經雅臻社工協助，協調學校採

取讓我參與時段陪讀及觀察；學童情緒不穩時，試著去瞭

解其發作的原因，並與校方及家長溝通，找出改善的教養

方法。當然這些事，不是我在做而已，其他分區資深的志

工也有好些成功的案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我也參

與了童軍會的活動，所以有機會媒合了童軍會和特教中

心、特教志工團一起合辦連續七屆的【弱勢族群童軍體驗

營活動】，讓這群身心障礙的孩子們有機會學習童軍露營

相關的活動，並讓大家看見孩子不同的潛能，以及參與休

閒娛樂的需求.....。

七年多以來，藉由服務的過程，我更認識了特殊需求

孩子們共同的特徵和不同的個別差異，從他〈她〉們身上

學習到的比我所付出的還多。同時，能跟這群【志同道

合】的志工夥伴們一起工作，一起成長，試著為這群弱勢

中的弱勢的孩子們服務，除了感受自己的幸福外，也覺察

到這條路正是我要走的路。雖然，自己已經有些年紀了，

無論心力和體力都有一些消退了，但誠如雅臻社工所言：

「

」。所以，我試著用陪伴

的心情，用比較輕鬆的心情來做，也用關懷的心和志工夥

伴來互動。雖然時間有限，但退休後的人生因為有﹝特教

志工的因緣﹞，也讓我的生命更加充實，更加有意義。

縣市合併以來，也許特教尚待整合推動的事還很多，

但我跟雅臻社工師也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現有困境繼續

邁前。過去，學校志工大都以導護志工為主，特教這個部

分介入比較有限，所以我們才需要另行成立【特教志工

團】統籌辦理，現在各級學校對志工服務的工作推動越來

越積極，所以學校志工有可能是多重身分，例如；導護

志工，圖書志工、園藝義工、特教志工.....。，加上【內

政部志願服務平台】也建置穩定了，我們特教志工團部的

功能也面臨轉型階段，加上如何納入市區學校特工的推動

也是我們很重要的功課。而各個角落需要志工來協助服務

的需求有增無減，希望因為我們的介入能減輕【特教人力

資源永遠不足的壓力】，也希望透過服務的過程能讓我們

更認識他們、接納他們，也讓老師、家長們因為我們的陪

伴，更有力氣持續走下去。

【有愛就無礙】希望有更多的夥伴〈尤其是退休教師

夥伴〉加入特教志工的行列，為這群﹝啟發愛的循環的天

使﹞服務，也為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留下美好的記憶和自我

實現。感謝大家，也祝福大家!

   

陳松雄/台南市民治特教中心志工團團長

志 工 園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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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老師說明身障幼兒肢體動覺的訓練技巧及方法。邀請老師說明辦理學障鑑定初篩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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