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02年3月26日南市教特字第1020265528號函頒函發布「臺南
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設置要點」，整合縣市合併後特教資源中

心運作現況，將朝專業團隊組、行政事務組、鑑定安置組、資

優教育組、輔導發展組等5組之人力運作發展。 
二、 102學年度「本市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跨階段教

育安置」於102.02.20-04.20陸續辦理完成共計安置普通班接
受特教服務特教學生964人(含身障資源班、各類巡迴班、普通
班接受特教服務)、集中式特教班172人；在家教育學生(含舊
個案再評估)17人，延長修業18人、暫緩入學19人，放棄移除
特特教身分65人，共計鑑定安置評估1260人。

三、 101學年小1至國2學習障礙學生鑑定,經初檢送件1025人,通過
初檢需複檢個案數為907人,於101年10月至102年5月進行魏
氏施測及觀察期、個案研討。102.05.21於民治特教資源中心
2樓會議室台南大學特教系楊憲明、詹士宜兩位教授進行最後
研判確認結果，學障通過400人、學障二年介入後再確認(國小
104.04國中103.04) 187人、一般生197人、MR(智障)20人、
其他障礙14人、疑似MR 58人、回原校觀察(輔導室追蹤)27
人。

四、 102學年度國三身心障礙學生升高中職12年就學安置報名作
業，各障別申請件數(經補件後)通過智障261件、視障7件、聽
障40件、學障238件、自閉症19件、肢障3件、CP(腦麻)4件、
情障11件，未通過審查標準智障1件、情障2件。 

五、 針對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新制(ICF)作業核發之身心障礙證
書，並非一定具有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標準，鑑定工作小組函

文學校需備齊1、身心障礙證書2、醫院診斷證明書(心智障需
有醫院心理衡鑑)或學生IEP之現況能力分析3、安置審查表之
相關文件。細節說明如下:

（一）申請證書個案必備文件資料如下:
1、學校核發證書學生名單清冊(列印填報結果即可)。2、新制

ICF「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含正反面)3、個案IEP現況能力
分析及障礙引起的特殊教育需求說明（影本加蓋撰寫IEP之
特教教師職章及特推會戳章）。

（二）核發各類，加送相關文件資料

行 政 檢 索

★ 學前特教開花 優質服務散葉 ★
本市學前特教巡迴服務，今(102)年度在市府財政

窘困之際，賴清德市長及鄭邦鎮局長深感學前特教學生

早期介入之重要性，由原學前巡迴班共十九校二十班40

位特教老師(鹽水、白河、玉井、東興、大新、歸仁、東

陽、佳里、永康、永福、安慶、勝利、復興、文元、海

佃、崑山、五王、仁德、大成國小)，將再增加三班(西

港成功、安平、官田國小)六名學前特教師，服務本市特

教通報網在案逾四百餘人幼兒，期盼提升特殊幼兒服務

品質、處理幼兒園特殊生學習輔導問題、提供家長完善

專業的諮詢服務。

學前特教巡迴班服務的學生大多為發展遲緩、注意

力不集中過動症、自閉症、腦性麻痺、視覺障礙、其他

罕見疾病(如小胖威力症、貓哭症)等弱勢幼兒，其學習

能力不佳、動作表現略拙、注意力無法持久，又生活自

理能力不佳、情緒起伏大，極需一般及學前教師付出更

多無私熱心、耐心及灌溉耕耘、支持奉獻的心。學前特

教教師的資源，將使特殊幼兒服務更加精進、專業、優

質，統合老師們、園所行政人員及家長的心力與真愛，

來日不難看見慢飛天使展翅翱翔，奔向光亮寬廣的蔚藍

天空。

期盼學前特教教師新力軍的加入，能善用個別化、

適性化的創意及教學輔導策略，團隊合作、齊心齊力，

從「心」灌輸學前幼兒，「讓孩子天賦自由」，展現孩

子獨特性。更希望不負長官在排除財源困境、大力挹注

學前特教之期望，使特殊幼兒人生發展的黃金期獲得激

發，在未來人生多一分繽紛色彩、呈現充滿想像的無限

花海。

行政績效(4-7月)

1、智障、自閉症類：WISCⅢ（含VIQ、PIQ、FIQ）或
WISCⅣ（含FSIQ、VCI、PRI、MWI、PSI）或無法施測
魏氏時，相關標準化智力評量工具(如托尼非語文智力測
驗，請呈現分測驗、全量表分數及平均分數、標準差以利判
斷)之施測量表用紙第一頁(有上述成績呈現)，並加蓋施測
特教教師職章及特推會戳章。

2、視、聽障類：雙眼、雙耳優勢視力值、聽力受損值，區域
型以上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一年以內即可)。

3、肢障、腦麻、多障、語障、身體病弱：區域型以上醫院診
斷證明書影本(一年以內即可)。

六、 教育部推動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及課程調整於100學年度展開
為期2年之試行運作，就試行結果進行滾動修正及發展具體模
式，並依據試行成效決定試行期間之縮短或延長，102學年
度仍全面試行。本局與特教輔導團彙編課綱手冊含：1、各領
域課綱指導原則 2、IEP設計原則 3、行政課程安排原則（行
政、教學之配套措施注意事項）供現場特教教師參閱，將持續
配合中央政策推動特教新課綱之期程。

七、 本市101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結
果如下:
(1)身障類特教班 :績優學校19校、甲等學校48校、未通過7校
(2)資優類特教班:績優學校計3校、甲等學校計7校。
其中身障類特教班7校未通過，將於102學年上學期，到校進行
追蹤輔導改進成效，以保障特教學生受教品質。

八、 為落實本市高中職以下學校、學前特殊學生轉介鑑定安置工作,
提升本市特推會執行秘書對鑑輔會功能之專業知能,加強學校行
政人員對特殊教育、輔具申請、量表初檢、相關專業介入特殊
教育的認知,鑑輔會工作小組於102年8月5日~102年8月27日分
別於公誠國小、東區勝利國小、大橋國小、永華、民治市政中
心辦理特殊學生鑑定安置模式工作及特教e化研習，預計12場
預估1400餘人次參加。

九、 因應103學年國三身心障礙學生免試入學，本市將配合國教署
12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方案，身心障礙學生先進行「適性
輔導安置」錄取學校後，依個案意願，可再參加第一次及第二
次免試入學機制升學，若有意願參加特色招生亦同，免試入學
待個案滿意入學學校科別後，方放棄「適性輔導安置」錄取學
校，若無滿意學校，即以最初「適性輔導安置」學校為錄取學
校。

十、 配合國教署辦理國三升高中職「適性輔導安置」工作時程，本
市102學年國三特殊教育學生鑑輔會證書申請預計102年9月下
旬調查，10月上旬送件、10月中、下旬審查研判，11月中旬核
發完成。

國教署為服務身障學生與家長，
即日起設立0800-258880特教免費諮詢專線，請善加運用。好康報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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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I CAN SEE」─
一、現況：

目前101學年度本市設有視障巡迴輔導班學校，有公誠、新市、永福國小4班8位老師，
永康、復興國中2班6位老師。

★ 公誠國小1班2位：李宜晉、王朝正（王師借調教育局由佳里國小吳昭賢老師代理）
★ 新市國小1班2位：林晏生、余亭葶
★ 永福國小2班4位：湯謹慈、吳宥靚、趙敏泓、葉宗豪
★ 永康國中1班3位：鄭培志、區玉奇、黃盈萱
★ 復興國中1班3位：林淑玲、賴靜珊、林家鴻

（二）內容：

(1)點字教學

(2)摸讀訓練

(3)定向行動訓練

(4)輔具使用評估及指導

(5)功能性視覺評估

(6)學習媒介評量

(7)視覺效能訓練

 (8)擬定個別化教育方案

 (9)升學及就業諮詢

(10)學校相關人員及家長諮詢服務

(11)試卷點譯服務（定期考查試卷為主）

(12) 視覺相關學習策略指導.（閱讀、書

寫、圖表判讀……）

(13) 相關資源之認識與應用（如：未來升

學或就業之相關管道、享有之社會福

利服務、可供運用之社會資源等）

(14)學校生活適應、同儕相處或心理輔導

(15)轉銜輔導

(16)親職教育

(17)特殊教育及班級融和宣導

二、組織架構：

設有視障巡迴輔導班學校，組成「台南市視障

教育工作團隊」，設有組長一人（選舉產生）、各

班聯絡人（各班導師），再將有關工作（總務、文

書、班刊、網站管理、輔具管理、研習活動、教材

編輯）分配協助完成。每學期除召開期初、期末檢

討會議外，每月並安排專業進修活動（輔具介紹、

教材教具分享、個案研討、轉銜參訪），充實專業

知能，由教育局特幼科負責督導。

三、輔導對象、內容、方式：

（一）對象： 本市3-18歲學童，包括高中職、國中小及幼兒園，並經本市鑑輔會審核通過之視覺障礙學生；
　　　　　    又因學習媒介之不同，可分為全盲及弱視。

(1)全盲學生以點字為學習媒介，使用點字課本，以點字機、盲用電腦、盲用算盤等為學習輔具。

(2)弱視學生以一般印刷字為學習媒介，使用一般課本或大字體課本，以放大鏡、擴視機等為學習輔具。

            點字機           觸摸顯示器           點字課本  　　　   放大鏡             遠近擴視機        口袋型擴視機

臺南市視障教育現況介紹
公誠國小特教組長／李宜晉老師

期初會議期末檢討會輔具研習

(有關圖片摘錄至http://www.u-tran.com/)

成語教學盲
用電腦

及觸圖練習
指導

擴視機使用

指導點字機
使用輸入法指導
手眼協調訓練作品

2 特 教 分 享



（三）方式：依學生身心障礙程度及相關評估表等，分為A-F不同情形進行輔導。

項目 身心障礙程度 學生能力及狀況 主要輔導內容 輔導次數

A 重度
全盲、未接受學校特教服務或需其他特
殊需求

點字、定向行動、生活輔導、輔具使用
指導、點字試卷製作、諮詢服務、親職
教育

每週4節以上

B 重度
全盲、已接受學校特教服務或需其他特
殊需求

點字、定向行動、輔具使用指導、諮詢
服務、點字試卷製作、親職教育

每週3節以上

C 中度
重度弱視、未接受學校特教服務或需要
其他特殊需求

視覺效能訓練、定向行動、生活輔導、
諮詢服務、親職教育

每週2節以上

D 中度

輕度

中、重度弱視接受學校特教服務，弱
視、未接受學校特教服務或需要其他特
殊需求

視覺效能訓練、定向行動、諮詢服務、
親職教育

每週1節以上

E 輕度 弱視，適應情形良好
視覺效能訓練、定向行動、諮詢服務、
親職教育

每月1節以上

F 輕度 弱視，適應良好
視覺效能訓練、定向行動、諮詢服務、
親職教育

列冊、採不定期輔導

四、實施成果

（一） 編製「視視如意」視巡班班刊：每學期發行二期，內容包括視障新知、輔具介紹、
醫療新知…，自95年12月發行至今已27期。

（二）建置視巡班網站：提供相關專業知能，推廣視障教育。

（三）定期專業進修：每月安排一次以上專業進修或參加台南大學視障工作坊。

（四）辦理親子活動：辦理烘焙活動..等，增進老師、學生及家長互動。
（五）特教志工支援：安排特教志工支援協助相關活動。

（六）鼓勵學生參與相關活動：視障夏令營、划龍舟、口述電影…。

        參加捏陶活動                      觀賞口述                   電影龍舟比賽

         導盲犬體驗                      視障宣導                      志工協助

         視視如意專刊                  盲用算盤研習                    個案分享

3特 教 分 享



亞斯伯格症
　  亞斯伯格症的孩童可能是恐龍和昆蟲的小專
家，觀察力超強、講話直率的朋友；也有可能是

過度正義感、講話不得體，上課常干擾老師的小

搗蛋；也可能是記憶力超強，過目不忘的記憶小超

人，或者上學只能走固定的路線。而亞斯伯格症的

孩子，有哪些特質 ? 又有哪些方法可以幫助他們呢 
? 讓我們對他們有更多的認識！

一、認識亞斯伯格症

亞斯伯格症最早是由奧地利的H a n 
Aaperger醫師於1944年提出，他觀察了四位

四至十一歲具有社交互動障礙的

兒童，發現他們在社會與言

語認知思考能力上異於一

般兒童，並認為他們屬於

自閉症精神病態（autistic 
psychopathy）。類似的案例也曾由Wing醫師於1979年提出，它發現
了亞斯伯格症與自閉症的一些共通點，把亞斯伯格症歸類於自閉症系

列（Autistic spectrum）。直到199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表的國
際級病分類第十版（ICD-10）和1994年的第四版美國精神醫學診斷
手冊（DSM-IV），正式定義自閉症與亞斯伯格症均屬於廣泛性發展
障礙（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二、流行病學及臨床表徵

（一） 根據Fombonne於2009年回顧文獻的統計數據顯示亞斯伯
格症的盛行率約在萬分之六左右，約為自閉症的三至四分之

一，其中男女比約八比一。

（二）亞斯伯格症的特質變化度非常高，主要特質如下：

1. 人際互動上有社交技巧的缺陷：眼神不太注視對方。人際互
動笨拙，出現很多不識相的言行，較自我中心。無法察言觀

色、同理心很弱。很固定的黏幾個人，但又不懂得保持距

離，有的親疏不分、剛認識就掏心掏肺。無法理解與遵守社

會常規（如不肯排隊、玩遊戲要照自己的規則），無法依照

情境表現適當的社會行為，融入團體有困難。

2. 語言溝通上有困難：語言發展比典型自閉症快一些，缺陷
少，有的甚至發展得特別好，一口京片子，像小學就會說些

難度很高的成語。但無法與人一來一往的自然對話聊天，因

負面思考與自我中心的特質，常說出惹人厭、甚至刻薄惡毒

的話語。語言上的抽象類比與連貫的能力不好，不懂隱喻，

聽不懂隱喻的笑話，與人對談常會滔滔不絕說自己有興趣的

事物。一般的認知和語言能力都在中等範圍，資優的比例也

比自閉症高。

3. 特殊行為上，興趣侷限於有限的事物：他們有特殊或固著狹
隘的嗜好，對事實性的學科（如數學、歷史、天文）與事物

（如捷運、昆蟲）非常有興趣與天分，其他沒興趣的事物很

難引起他們的動機。生活習慣上固著程度很高，如走固定路

線回家、到賣場去就非買冰淇淋不可；知覺系統非常靈敏，

噪音稍微大一點就受不了，只吃某些味道的食物；好惡與道

德感非常強烈，停車絕對不能超過白線一點點，媽媽換髮型

會讓他們抓狂。

三、治療與預後

（一） 現今的治療辦法主要以改善症狀、提升互動技巧，改善情緒
管理為目標，幼年採行為治療為主，青少年主以社交互動治

療團體，加上每個孩子都是不同的個體，也會隨著年齡的成

長、人際互動、生活需求不停轉換與複雜化，需要父母長期

耐心的陪伴與治療、協助和指導。

1.行為治療
根據亞斯伯格症病患的狀況量身訂做一些行為教育課程，可

以個別治療或是團體治療。除了教導其發展缺乏的社會技能

外，鼓勵小朋友適應環境並矯正行為問題；教導有效的溝通

模式，甚至更進一步發展語言方面的一技之長。另外，針對

家長也應給予衛教與心理支持，包括對亞斯伯格症的認知、

瞭解小孩的需求與發展、如何與病童溝通相處。

2.藥物治療
當亞斯伯格症患者合併有情緒上的症況或有注意力不足/過
動症的情況時，可視情況嚴重干擾時給予藥物治療。例如：

抗憂鬱劑（Fluoxetine）或抗焦慮劑可針對那些同時出現憂
鬱、焦慮甚至自傷行為的患者；中樞神經興奮劑治療合併

SNRI可針對同時出現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兒童。要注意的
是亞斯伯格症的患者對這些藥物的反應可能較為敏感，所以

藥物的使用必須從低劑量開始，慢慢的增加到有效濃度。不

過一般而言，若無合併上述症況，亞斯伯格症是不需要藥物

治療。

（二）預後

亞斯伯格症的預後變異性很大，取決於病患樣本數不多、診

斷上的困難度、治療成果無法量化及難以長期追蹤。亞斯伯

格症的預後，與智商發展及語言技巧發展有絕對

相關。據統計，約有20%的病例在成年後不再
符合；不過大部分亞斯伯格症的患者在步入成

年之後，仍有溝通技巧缺陷及難與社會互動的

特質，且此人格特質終生存在。

( Asperger's syndrome ) 
佳臻整理

簡介

補充說明：
1.�美國精神醫學會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一日修訂診斷手冊，

在《精神疾病之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不再使用「亞斯伯格症候群」

名稱，改納入「自閉症類群障礙」。未來亞斯伯格症和自

閉症，將以目前已廣泛應用的「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統稱，以協助亞斯伯格症者獲得與自

閉症相同的服務。

2.�若想更進一步的瞭解，可搜尋關懷亞斯伯格症兒童� -�國

語日報由教育部特教小組與《國語日報》合作編製的「特

殊教育專刊」有一系列的文章分享。

參考文獻：
※�鄭雅瑜、吳岱穎、郭冠良、陳建志、黃惠娟、林光洋

(2012)。亞斯伯格症。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26(4)，163-
167。

※李宜蓁(2010)。亞斯伯格症是甚麼?。親子天下雜誌，17。
※�吳慧敏(2013)。認識亞斯伯格症http://www.mdnkids.com.tw/

specialeducation/detail.asp?sn=1088
※�梁明華(2013)。亞斯伯格症更名鑑定及輔導仍須介入。

http://www.mdnkids.com.tw/specialeducation/detail.asp?sn=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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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傑，蔡家的獨生愛子，一出生，家人即對他寄予厚
望，可沒想到，蔡傑兩歲半時，被診斷罹患自閉症。

蔡傑爸並沒有認輸，他辭去工作，專心當個全職父
親。完全沒有任何醫學背景的他，自行蒐集無數自閉症的
專業資料，一一細讀，並將這些知識用在實際的教育上。

他只有個單純的信念：「再難教的孩子，只要肯下功
夫慢慢調教，一定會有所進步的，所以，為人父母者，千
萬不要輕易放棄你的小孩。」

在蔡傑的成長道路上，蔡傑爸亦步亦趨，陪伴他成
長。在這段歲月裡，不只是父親在教育小孩，父親也從孩
子身上獲得許多啟發。

蔡傑教會老爸用另一種角度來看待生命--慢一點，其
實也可以很美好；更重要的是：教育必須是具備「感情」
的，這份感情不能「刀子嘴，豆腐心」般深藏在心裡，必
須要精準傳達到孩子的心裡，才能產生真正的效果。

這不僅是一個自閉症小孩與父親共同的成長故事，更
是一本為人父母都該閱讀的親子教育書

好書介紹-

一路上，有我陪你

作　　者：蔡昭偉（蔡傑爸），

          李翠卿／文字整理

出 版 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2年07月23日
I S B N：9789571356037

研習及
  活動快報

日期 地點 研習名稱 日期 地點 研習名稱

7/3 永康國中 特教輔助科技研習 7/17 新興國中
藝術治療於特殊兒童應用

技巧

7/4 慈濟高中小學部 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研習 7/22 新東國中
資優學生情意輔導實務研

習

7/5 麻豆國小
特殊教育新課綱課程調整

實作研習
7/23 新興國小

重度障礙學生照護技巧暨

特殊教育學生口腔衛生保

健研習

7/6-7/28 文元國小 學前特教54小時系列研習 7/30 南新國中
特教轉銜安置國中升高中

無縫接軌運作

7/5 復興國中

用紙鍵盤學習注音符號及

核心語彙溝通系統實務研

習

8/5-8/14
民治、永華

市政中心

特教通報網行政E化網路
系統研習

7/9 鹽水國小 情障輔導技巧實務研習 8/16-8/25
大橋、公誠、

東區勝利國小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工

作研習

7/11 大橋國小

情障生「思考習慣、行為

習慣與情緒智慧」特教研

習

8/16 復興國中

對於情障生，你準備好了

嗎？（情障生入學準備與

親師溝通研習）

7/12 安平國中

情障、學障、泛自閉症學

生之班級經營與輔導策略

研習

8/21 大同國小 ICF鑑定新制知能研習

7/16 大橋國小
適應體育運用在肢體障礙

學童之教學實務研習
8/22.23 佳里國小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測

驗」研習

102年11/12.13及11/19分別於東陽國小及官田國小辦理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02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才藝比賽團體賽及個人賽，請
各校注意公告並依時程完成報名。

提醒貴校：
今年幼大升小一、小六升國一轉銜鑑定安置流程跑完了嗎？

5特 教 園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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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e0601@hotmail.com
投稿須知

主　　題：我的相框
指導老師：官素玲、魏佳萾

學　　校：鹽水國小資源班

創作理念：�利用隨手可得的材料，像是紙箱、黏土、

吸管、貝殼…，就可發揮創意烙印做出一

個相框，另外，指導學生實際操作數位相

機互相幫忙攝影當個小小攝影師，選擇校

內最喜歡的一位老師合影，順便說出對老

師感謝的話，把這張照片放入自己的相框

中，真是好玩的一門課！�

顏 瑞 慶

葉 姿 宏

魏 偉 任

郭 惠 貞

蔡 宗 翰

6 童 畫 童 話



一段故事
媽媽與特教生的「故事」

在資源班當故事媽媽也有三年多了，當初會進入

資源班當故事媽媽是因為我本來就是永康勝利國小的志

工，我自己的兒子是一個輕度自閉合併妥瑞症的孩子，

也有在資源班上課，與資源班老師的接觸也非常的頻

繁，當老師問我是否願意在資源班說故事時，我毫不考

慮的就接受。不過這也是一個挑戰，因為我兒子也是其

中的一員。 

與其說我在說故事，倒不如說是孩子們在說故事給

大家聽。剛開始時是由我說給孩子們聽，後來我想訓練

孩子們開口說故事，而不是只由我單向的說故事，就使

用投影機在電視上請孩子們輪流唸，結尾時我再做一些

統整與解說，有時也會請他們說一些感想。在這些的過

程中可以發現一些孩子們的問題，如有的孩子會跳行、

有的四聲分不清楚，當發現這些問題時我會再跟老師討

論。

其中有一位中度智能不足合併過動的孩子，當我們

在說故事時他都會騎著知動教室的車並繞著我們一直的

轉，其他的孩子會一直抗議說:他一直干擾他們。這時也

是訓練其他的孩子們對他這樣的孩子的包容。在這過程

中，最讓我感到驚訝與感動的事是，有一次，當我提出

一個問題時，每個孩子都答不出來，最後出聲回答的竟

然是這位靜不下來的孩子。當下真的非常訝異，一個一

秒也靜不下來的孩子，其實他也是有打開他的耳朵去聽

這個世界的聲音的。還有一件讓我收穫滿滿的事是我自

己的兒子！他現在是五年級，從一個不願意開口說話，

常躲我身後不願意與人互動的孩子，現在他可以在低年

級的學弟妹面前念故事書，雖然有時還會被學弟妹們捉

弄，但這也是他的一大進步。

在這幾年當志工媽媽，從帶孩子說故事中得到了

很深的感觸(也曾參與補救教學)，當孩子有特殊狀況時

最不能鬆懈的就是父母親，有時會有一種感覺，有的父

母會先放棄，或是不能接受自己孩子的問題，這對孩子

的人生會是一大遺憾，有時滴水也能穿石啊！雖然有的

孩子學習比別人慢，但父母就是那個領航者、那個操槳

者，只要願意努力，孩子才能航向更寬廣光明的人生。

也很感恩若若老師給我這個機會參與，讓我從中有了不

一樣的學習。有時我會是一個很嘮叨的媽媽，會跟資源

班若若老師說一些事，若若老師也會給我一些專業上的

觀點，我從一個對特教方面毫無概念，慢慢的對這些特

殊的孩子們有更多的了解。

因為我有一位輕度自閉的孩子，剛開始我的生活充

滿壓力，對未來是很惶恐的，我買了很多相關的書籍回

來研讀，常上自閉症網頁上吸取一些資訊，了解的越多

擔心也越多，那段日子幾乎是每天偷偷流著眼淚在生活

(因為我先生剛開始一直認為我有病，孩子是明明是很OK

的，為什麼要說他是自閉症)，在家中又要很堅強的打點

一切，自己都覺得已經有憂鬱症的現象，非常慶幸的在

志工團得到很多志工媽媽們的鼓勵與安慰，讓我能勇敢

的走出陰霾。

有時想想，其實還蠻感謝老天爺給我一個這樣的小

孩，讓我的人生有跟別人不一樣的經驗與成長，相對的

當我接觸到特殊的孩子時，我的心更加柔軟也有更多的

包容，我兒子是比較無同理心的孩子，常對我抱怨為什

麼我對資源班的某某比較好，這時就又是他的機會教育

時間。在資源班當志工媽媽讓我學到了書本跟生活中裡

面所沒有的經驗，這是我人生的一大收穫。

永康區勝利國小特教志工／黃碧玲

碧玲媽媽利用實物投影說故事

碧玲媽媽指導資源班學生做月餅

7志 工 園 地



OFF
BUS

102.5.10 101學年度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第二次工作會報

特教資源中心民治、永華兩中心整合工作會議

102.5.19 身心障礙同理心體驗活動

於佳里中山公園，藉體驗活動讓民眾了解身障者面對的困難及阻礙

102.5.29 臺南市101學年學習障礙綜合研判會議

邀請楊教授憲明、詹教授士宜及各區召集人特教老師

共同探討學障之判定

102.6.25 臺南市101學年度
「特殊教育輔導團」第2次期末檢討會議

由蔣科長銘娟主持會議，精進本市特教輔導團效能

轉自笑話集 

http://www.optik-control.com/joke.htm

叫 媽
雞跟牛發牢騷：

「人讓我們多下蛋，

自己卻計劃生育，太不公平了！」

牛說：「你那點委屈算什麼，

那麼多人吃我的奶，

有誰叫我一聲『媽！』？」

回 音
牙醫檢查病人的口腔：

「你的牙上有個大洞！有個大洞。」

病人：「是有個洞，可你也不用說兩遍呀。」

牙醫：「我只說了一遍。那是回音，是回音。」

補 課
老師﹕這作業是你自己作的嗎？

學生﹕不，爸爸幫我作的。

老師﹕回去跟你爸爸說，

星期天他也要來補課

吹 泡 泡
小明洗澡時不小心吞下了一小塊肥皂，

他的媽媽慌慌張張地打電話向醫生求助。

醫生說：『我現在還有幾個病人在，

可能要半小時後才能趕過去。』

小明媽媽說：『在你來之前，我該做什麼。』

醫生說：『讓小明喝一杯白開水，然後用力跳一跳，

你就可以讓小明用嘴巴吹泡泡消磨時間了。』

歡迎大家把一些教學心得或有其他相關想法，以文章的方式跟台南市的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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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e0601@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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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風
邀稿篇

活 動 
集 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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