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02學年度特教星光大道於102年11月

12.13日在東陽國小舉辦團體賽，12日為國小組，13日

為國中組；個人賽在11月19日在官田國小舉辦。本次

比賽競爭相當激烈，參加每位參賽者都奮力表演，期

盼獲得滿堂喝采。

在現場感受到了許多氛圍，賽前緊張的心情、

充滿自信的表演、演出後圓滿成功的成就感、特教老

師的千叮嚀萬交代、家長的深深感動、團體的一致精

神、評審的思索等，都在整個會場裡交織著!而參賽隊

伍表演的節目只能用”驚豔”來形容，從歡樂愉悅的

荷蘭牧場、可愛逗趣的日本哆啦A夢到風靡全球的韓

國騎馬舞，甚至是臺灣本土的電音三太子，讓人仿佛

身處異國，享受各國精采豐富的文化。但我們的特教

學生才藝不單如此，強而有力的太鼓、優美動人的舞

蹈、整齊劃一的管弦樂隊、創力十足的話劇、技巧高

超的直排輪跟扯鈴等，相當的多才多藝!除了豐富的內

容，服裝、道具、音效也可看出費盡心思，有的發揮

環保精神、有的運用了無限創意、有的耗費時間，為

表演內容加添了豐富的色彩。

特幼科蔣科長銘娟表示人人都有自己的專

長，縱使特教學生在部分領域有所困難，但在

其他領域仍有令人驚豔的長處，然而受限於他們的能

力，減少了許多表現的機會。藉由特教才藝表演，讓

這群孩子們有一個發揮的舞台，找到亮點，激起潛

能，更重要的是，不管表演的結果如何，每一個參賽

者都是最棒的，都是最優秀的!

最後，在103年1月10日於歸仁國小舉「102學年

度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暨才藝競賽頒獎典禮」舉

辦，典禮中更重現了三組第一名的表演，讓孩子們可

以互相學習、觀摩，也讓活動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

點。也感謝評審委員們(伯利恆文教基金會甘神父惠

忠、德蘭啟智中心楊主任美華、中營國小方校長煌

洲、臺南大學高教授振耀、心智障礙者協會王理事長

瑞雲)，秉持著公平公正及一顆柔軟的心去評分，感謝

所有協助活動的人，也感謝孩子們，給自己、給他人

一場最精采的演出!看到這裡，讓我們一起重溫現場，

趕緊翻到下一個版面吧，GO!

行政績效（12-3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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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入學國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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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2學年學障鑑定工作自101年9月20日起進行教育

訓練，並在102年11月中旬初檢送件，103年1月24

日進行學障複檢研習，於103年5月確認學生身心

特質。

三、�102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暨才藝競賽頒獎

典禮活動於103年1月10日（星期五）上午10時假

歸仁區歸仁國小舉辦。

四、�102學年度第1學期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

學生教育安置會議鑑定評估安置個案數計有635

人，其中智能障礙131人、疑似智能障礙6人、視

覺障礙5人、聽覺障礙11人、肢體障礙4人、腦性

麻痺1人、語言障礙5人、疑似語言障礙1人、學習

障礙79人次、疑似學習障礙3人、情緒行為障礙2

人、疑似情緒行為障礙1人、多重障礙19人、自閉

症28人、身體病弱26人、發展遲緩165人、其他障

礙15人、以及移除身分133人。

五、�102學年度辦理情緒行為障礙鑑定，共有參加高三

生、國三生情緒行為障礙鑑定評估個案數計有38

人，除大灣高中（國中部）1人更改障別為智能障

礙外，其餘37人均業已核發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鑑定證明。

六、�辦理102年特教志工教育訓練計大橋國小、松林

國小、公誠國小3場，參與人數共200人次，以及

102年特教志工表揚及成長暨聯誼活動於文學館舉

行，共130人參與。

七、�辦理特教學童、手足暨家長成長營計公園國小、

善化國小、松林國小共250人參與。

八、�辦理102學年度第1學期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學雜費減免工作計申請17校315人次及

102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通過計84校、2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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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月進行101學年度

特教評鑑複評作業，計有善化國中等7校，針對各

校所提改善計畫進行實地訪視，複評結果上述7校

全部通過。

十、�研發102學年度數學障礙教材，研發主題「替換式

數學」由南大詹士宜教授指導，特教輔導團研發

小組共同編撰，預計5月出版，暑假期間(7月初)

辦理全市示範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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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特殊學生才藝表演，充滿感動的三天（2天團體組、一天個人

組），感謝所有參賽的孩子，在這屬於你們的舞台上盡情揮灑青春，讓人看見

了溫暖的陽光，又重新灑落在心房中，遠離凡世塵囂……。而本次得獎的名單

如下，恭喜他們!!其他沒有得獎的小朋友也不用傷心，下一次，讓我們捲土再

來，拿下第一名!!

國  小  團  體  組

第一名　佳里
國小

開心牧場荷蘭舞

第三名　公誠
國小

有氧太鼓～不要不要

第一名　新興
國中

交通揪安全之騎車舞

第三名　崇明
國中

日出的歡喜
第三名　復興

國中

舞動夢想
第三名　仁德

國中

仁中小當家

第二名　永康
國中

永保安康好幸福 第二名　學甲
國中

學中百老匯嘉年華

第二名　東興
國小

廟會慶典

第三名　西門
國小

我很幸福
第三名　新市

國小

搖擺全世界

第二名　新進
國小

練舞功

國 中

團 體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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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小  個  人  組

第一名　鯤
鯓國小

陳椘芸‧
中音笛演奏+演唱 第二名　大

光國小

吳佳和‧
直排輪

第三名　裕
文國小

陳柏睿‧
說故事

第一名　後
甲國中

林宜萱‧
民族舞蹈

第二名　金
城國中

嚴童‧扯鈴
第三名　永

康國中

張富鈞‧流行歌曲演唱

第三名　海
東國小

黃聖恩‧
鋼琴演奏 第三名　公

誠國小

陳景紳‧
鋼琴演奏

第二名　永
康區勝利國

小

李民偉‧
鋼琴 小提琴演奏

國 中

個 人 組

3才 藝 表 演



小羚是特教班裡一位中度多障的小兒麻痺生。小羚不僅下肢

行動不便，走路顛簸不穩，必須使用助行器來行走外，本身的腹肌

與背肌等肌力發展也不夠成熟，體力不佳，生活起居大部分均需要

他人的協助。因此，筆者積極收集與記錄該生的學習情形等相關資

料，包括與家長、早療機構老師及醫院治療師等訪談紀錄等，以瞭

解該生的起點行為及設計最佳的學習課程。

【配合專業醫療人員評估與建議】

由於特教老師本身對於復健工程等相關專業知能較陌生，不

妨採取多專業團隊合作方式，向醫院復健科醫生或治療師詢問評估

結果、復健治療方向與資訊。更進一步向專業人員學習在家或在教

室情境裡，可以DIY且安全的復健動作，讓該生增加更多的復健治

療時間。以下是筆者針對該生所設計簡單的復健課程，每日固定執

行，該生明顯有進步，供大家作為參考：

（一）手部精細動作訓練課程

主要以接合積木或串珠子交替運用為主。透過必須使力接合積

木或串珠子的活動，來訓練學生的手部肌力或靈活度，不僅提升學

生的專注力，也利於改善該生的書寫表現。在訓練過程中，若搭配

數量、長短、形狀或顏色等觀念，會更增進學生學習的持久力。

（二）腹肌訓練

主要以仰臥起坐為主。指導者可以跨坐於學生大腿之間，拉著

學生的雙手，協助進行仰臥起坐動作，每回合約20下，但仍須考量

學生當時的身體狀況而調整。若覺得太無趣的話，也可以搭配唱數

的方式，順便幫助學生複習數列觀念。（如圖一）

（三）背肌訓練課程

主要以趴著治療球上丟小球的活動為主。學生的腹部趴在治

療球上，指導員跪坐於學生後面，抓住該生背後的褲腰，並將其雙

腳擺放於指導員腰部處，以避免學生向前滑動而受傷。學生在丟擲

時，可先設計讓學生丟中標的物。之後再完成擲遠遊戲，盡量要求

丟越遠越好。在丟擲時，可以雙手交替，讓左右側背肌都有訓練到

（如圖二）。此外，可以結合顏色或數量的遊戲，以增添樂趣。例

如，左、右手丟擲指定顏色或數量的球等。

（四）下肢大腿肌課程

主要以蹲下起立方式的活動為主。此項課程可以結合圖卡、字

卡等操作的課程較為有趣。以「語文-認識水果」為例，指導員可

將水果的圖卡貼於黑板上，字卡擺放於學生的面前。之後，讓學生

起身拿出指導員指定的水果字卡名稱，張貼於黑板上。或者讓學生

起身行進的方式也可，但須注意周遭安全問題。

（五）下肢重心轉移訓練

主要以站立丟小球的活動為主。指導員可將學生分組後，要求

該生從蹲下撿起球開始，直至站立平穩之後，才能將球丟給同學。

在丟擲的同時，也可以要求指定顏色或改丟擲標的物，讓活動設計

多元化，才不會枯燥無味。

【結合遊戲學習，讓復健治療變有趣】

復健治療是一條漫長之路，必須付出許多時間與金錢。但是目

前醫療機構裡病患眾多，治療師或復健師人數不多，在粥多僧少的

情況下，每週學生到醫療機構接受專業復健治療的服務時間有限。

所以，學校人員（包括導師、特教志工、教師助理員、校護等）或

家長也能夠在學校或自家裡面，持續提供肢障生復健訓練的活動，

不僅提升肢障生的肌肉機

能，更可以延緩肢體或器官

萎縮的時間。若更進一步結

合遊戲學習，雙管齊下，讓肢

障生無形之中就在做復健，

擺脫過去無聊、痛苦的訓練

印象，而成為最佳的受惠者。

佳里國小 黃明煌 / 學甲國小 張菁吟

復健治療結合遊戲學習，讓肢障生學習更有趣

圖二：�背肌訓練：學生的腹部趴在治療球上，指導員跪坐於學生後

面，拉住該生的雙腳，並擺放於指導員腰部處，以避免學生向

前滑動而受傷。

圖一：�腹肌訓練：指導者可以跨坐於學生大腿之間，拉著學生的

雙手，協助進行仰臥起坐動作。

4 特 教 分 享



上次介紹完嬰幼兒的聽覺行為發展，我們已經對孩子的聽覺行為已經有了初步的概念。這次，本文將進一步介紹嬰幼兒的聽語發展和

構音發展，以了解嬰幼兒在各個不同年齡層上會有那些不一樣的聽能理解及說話表現，以及構音的發展時序。藉此，我們更能觀察孩子是

否有落在正常的發展時序上，以及是否有必要進一步接受語言評估及治療。

孩子你   的到聲音嗎﹖〈二〉
           ---嬰幼兒聽語發展 

聽

一般而言，一歲八個月至三歲之間是屬於聽理解的發展，而三個

月～二歲三個月是屬於聽認知的發展，若在六個月以後，嬰兒能夠發

出說話的聲音，這並不表示其聽力一定正常。不過，從嬰兒對外界聲

音的反應，可以及早發現嬰兒聽力的異常。如果母親跟嬰兒說話，嬰

兒沒有反應或在嬰兒背後把臉盆掉在地上，嬰兒也不會感到驚嚇，那

麼就應當讓醫生檢查。若發現孩子有明顯聽語發展落後的現象，則建

議給醫生檢查之外，也應當盡早接受進一步的語言評估及治療。

另外，在構音習得的部分，歸納來說，在三歲之前孩子已經習得

全部的韻母(母音)；而四歲之前則是大部分聲母(子音)正在發展的階

段；而捲舌音（ㄓㄔㄕㄖ）及非捲舌音（ㄗㄘㄙ）則是屬於在六歲以

後發展的音。所以，如果孩子有構音問題的話，則建議等孩子四足歲

後再進行構音矯正，於入小學之前矯正完畢。

年齡 聽能與理解 說話

0~3
個月

1.被巨大的聲響所驚嚇
2. 當大人和他說話時變得安靜或微
笑

3. 似乎能認出父母的聲音，哭也會
變得小聲

4. 對聲音有反應，這時吸吮會減少
或增加

1. 發出愉快的聲音、鼻哼聲、咕咕
聲

2.不同需要時哭的聲音不同
3.看到父母會微笑

3~6
個月

1.眼睛會望向聲源的地方
2.對聲調的改變會有反應
3.注意有聲音的玩具
4.注意聽音樂
5. 當大人和她說話時會注視著大人
的臉

1. 包含許多類似語音ㄅ、ㄉ、ㄇ等
不同聲音的喃喃自語

2. 發出興奮或不高興、不舒服的聲
音

3. 和父母玩或獨自一人會發出愉快
的聲音

6~12
個月

1. 喜歡玩蓋手帕掀開或搔癢的遊戲
2.轉頭找出聲音的來源
3. 當和他說話時會出現傾聽的樣子
4. 能認出經常使用的詞，如：奶
瓶、ㄋㄟㄋㄟ

5. 對要求或問話有反應，如：「來
這裡」、「還要不要」

6. 聽的懂「不可以」、「不行」等
否定詞

1. 發更多音節長短不一的喃喃自
語聲「ㄇㄚ-ㄇㄚ-ㄇㄚ」、「ㄨ
ㄚ--」、「ㄚ-ㄅㄨ」

2.使用聲音使大人注意他
3.模仿不一樣的聲音
4. 開始說一或二個詞(掰掰、爸爸或
媽媽)，說得不是很清楚，也不一
定使用正確，會嘗試用動作或手

勢來溝通

12~18
個月

1.詢問時可以指出一些身體部位
2.遵循簡單指令或回答簡單問題

(拍拍手、鞋鞋在哪裡)
3.聽簡單的故事、歌曲、童謠
4.會指出少數圖片
5.能理解10~50個詞彙的意思
6.對玩具或書本的注意力約兩分鐘

1. 用手指東西時會牙牙出生或說些
無意義的話

2.會模仿他人說話(單一個字)
3. 會說簡單的字詞來代表整體概
念：

「ㄋㄟ-ㄋㄟ」表示我要喝牛奶；
「ㄅㄨ-ㄅㄨ」表示想坐車出去玩

18~24
個月

1.喜歡重複聽同一個故事
2. 能執行較長的常用指令：「去桌
上拿奶瓶」、「把衛生紙丟到垃

圾桶」

3. 在無提示下，能聽懂簡單的指令
4.可以指出五官的位置
5.可聽懂動詞，例如:吃、睡覺

1.能說出更多語彙
2. 能連接兩個相關的字表達：「狗
狗壞壞」、「去買買」

3.能說出自己的名字(乳名)
4.能和大人一起唸唱兒歌、童詩
5. 會有鸚鵡式仿說：當別人問他
「今年幾歲」，會回答「幾歲」

6.會說50個不同的字詞

年齡 / 研 究 王南梅等 (民73) 張正芬，鍾玉梅 (民75) 鄭靜宜 (民93)

3歲前 ㄅㄆㄇㄉㄊㄋㄌㄍㄏ ㄅㄆㄇㄉㄊㄋㄌㄍㄐ ㄅ

3歲 ㄎㄑㄗ ㄎㄏㄑㄒㄓㄗㄘㄙ ㄋㄍㄐ

3.5歲 ㄈㄒㄘㄙ ㄔㄈㄕ ㄉㄌㄏ

4歲 ㄐ ㄇㄊㄎㄑ

4.5歲

5歲 ㄆ

5.5歲

6歲 ㄈㄒ

6歲以後 ㄓㄔㄕㄖ ㄖ(65%) ㄓㄔㄕㄖㄗㄘㄙ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講師

長欣復健科診所語言治療師    郭雅欣

年齡 聽能與理解 說話

2~3歲

1. 了解相對應字的意義，如大-小，
好-壞，上-下

2. 能夠做出兩個指令(去把書拿來，
再放進盒子裡；玩具收好，蓋子

蓋起來)
3.可靜坐十分鐘聽人說故事

1. 比較會用言語表達想法，較少用
哭和發脾氣

2. 會回答以「誰」、「哪裡」、
「什麼」為開頭問句

3.玩耍時會自言自語
4.有時會有結巴現象
5. 使用簡單句子：「這是什麼？」
「我爸爸的車」

6. 熟悉的人可以聽懂孩子所說的大
多數話

3~4歲

1. 可以聽到父母從另外一個房間叫
他

2. 看電視或聽收音機的音量和家裡
其他人是一樣的

3. 了解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是什
麼？為什麼？等問句

4.聽得懂簡單情節的故事
5. 理解分類的概念，例如：食物、
動物

6.理解顏色名稱的概念

1. 喜歡問問題，會重複問相同的問
題

2.談論在學校或朋友家發生的事
3. 不是家庭成員也了解孩子說的話
4.  除了ㄓㄔㄕㄖㄗㄘㄙㄈㄒ有些模
糊外，大部分構音均可正確

5. 可使用複雜句：「我要大的車
車」、「我要吃好多餅乾」

6. 不會重複聲音或詞，能順暢的說
話

4~5歲

1. 注意聽短的故事並回答有關故事
的問題

2. 聽懂和了解大多數在家和學校中
別人所說的話

3. 可聽懂空間的概念，例如：後
面、旁邊

1.聲音清晰和大多數的孩子相同
2.會說200~300個字
3. 使用句子描述細節：「我有一
個會說話的娃娃，是爸爸送給我

的」

4.能夠說有主題的故事
5.和其他孩子或大人很容易溝通
6. 說大多數的音都很正確，除了ㄓ
ㄔㄕㄖ

7.和家人使用相同的文法
8.會回答為什麼的問句

5歲

1.理解超過2000個字
2. 理解時間順序的概念，例如:事情
發生的先後順序

3.理解押韻

1. 可執行一連串的三個方面的指令
2.會被對話吸引
3.句長超過8個以上的詞彙
4.會說複合句，例如:因為…所以
5.會使用想像的方式說故事

 參考自美國聽語學會所提供的檢核表

以下將依序介紹嬰幼兒的聽語發展（王惠宜，2003）和構音發展：

國語聲 母 構音習 得的順 序

5專 業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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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老公公

指導老師：葉金芳

學　　校：公誠國小資源班

創作理念：孩子懷著一顆興奮的心

做耶誕老公公。材料有木頭、掛

勾、亮片，還有可雕塑的黏土。用

精細的小指頭捏出五官、葉片、

星星、糖果、拐杖還有雪白的鬍鬚

等，是堂快樂又開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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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誠 國 小

鄭

 有 甫

王

 利 宏

許

 育 睿

林宇鴻

‧杯子蛋糕‧

擁有柔順滑潤的奶油和新

鮮現採草莓所組合成的杯

子蛋糕是讓我難忘的幸福

滋味，希望透過捏陶來傳

達這份幸福。

盧辰‧大隊接力‧

運動會的大隊接力賽跑代表著班級團

隊精神和默契，雖然讓我的心情好緊

張，但也讓我學到只要不放棄堅持到

最後就有得名的希望。

永 信 國 小 美 術 創 作

柯安文‧青青草原‧

在廣大的草原上，遠方的風車捲著原野上青草的

香味吹撫過我臉頰上的每一絲神經，我躺在這遼

闊的草原上感受無比的舒暢，這一躺，期末考的

煩惱也煙消雲散了。

6 童 畫 童 話



這
是一個溫馨和歡樂的日子。為了肯定對特殊

教育有功的志工們，整合資源提供創意活

動；增加志工對特殊教育的認同感以促進對特殊

兒童的貢獻；啟發志工教育成長，提昇特殊教育

資源功能；藉著活動曝光，吸引更多志工加入特

殊教育服務的行列。102年11月17日〈日〉我們特

別在國立台灣文學館辦理【102年度台南市特殊教

育志工表揚暨志工成長營活動】。

表
揚的20位特教志工計有：特教中心陳松雄、

蔡美紅；東區勝利國小陳祖珮；崇明國中

葉秀琴；億載國小林明川；海佃國小周妙仙；學

東國小薛月麗；鹽水國小鄭慧珠；白河國小姜林

碧貞；六甲國小余明花、余品慧；佳里國小許瀞

文、黃麗華；新市國小呂幸娟；正新國小郭念

慈；善化國小陳玉霜；大橋國小陳玲玲；大橋國

小莊馥亘；紅瓦厝國小姚金菊；永康區勝利國小

黃碧玲等。感恩這群勞苦功高的特教志工夥伴，

在各級學校奉獻付出，因為有您，我們的孩子更

好，我們社會更溫馨。表揚活動中感恩長官黃緒

信副局長親臨頒獎；也感恩蔣銘娟科長帶領特幼

科同仁支持鼓勵；也感恩貴賓臺南市中小學家長

協會高明禮理事長、臺南市校長協會賢北國小林

泓成校長到場給志工們加油打氣；感恩中華日報

記者翁順利／台南溫馨報導；當然也要感恩提供

優質場地的國立台灣文學館，還有承辦這次活動

的善化國小邱明崇校長所率領的工作團隊圓滿任

務；也感謝配合主持的胡雅婷老師；還有擔任

【特教志工的心理調適】專題演講活動的台南市

臨床心理師工會理事長也是寬欣心理治療所的葉

金源心理師，感恩您精闢的演說----。

最
後，在參與文學館優質導覽中，在知性與感

性多元文化薰習中，我們圓滿了這次活動。

感恩大家的集氣，讓特殊教育志願服務可以繼續

走下去，也期待明年此時，有更多第一線的特教

志工夥伴參與我們辦理的活動；也鼓勵教育現場

的老師們積極的接引更多的特教志工，讓特殊教

育的工作可以做得更精緻更有美好。謹此，感恩

大家也祝福大家。

102年度志工大會暨成長聯誼活動報導

民治特教資源中心專任社工師/陳雅臻

7優良志工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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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 BUS
淘 汰

阿呆：�一個人至少要有一樣專長，

不然會被社會所淘汰！�

父親：你呆頭呆腦的，有什麼專長?�

阿呆：我寫的字，除了我以外，別人是看

不懂的。

第一天上學的小朋友哭的很可憐，老師問

他原因，他說：「我不喜歡學校，可是以

後我得天天來這你，一直到15歲。」

老師安慰她道：「我比你更可憐，我得天

天來這裡，一直到60歲呢！」

上 西 天 
有一次唐三藏救了五指山下的孫悟空。

孫悟空就說：我要怎麼報答你？

唐三藏說：我要上西天！

然後孫悟空就一棒打死他了

5 0元 和 1 0元
有一天，小豬問爸爸說：「如果

有一天，你在地上看到50元和10

元，你會撿哪一個呢？」

爸爸回答說：「當然是50元囉！

你真笨啊！」

小豬又說：「爸爸你才笨ㄌㄟ，

不會兩個都撿ㄇ？這樣就會有60

元了ㄚ」

103.1.17 102學年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年度工作會報

102.12.5研商103學年度跨階段

（入學前、入小一、入國一）就學安置工作會議

由臺南啟智學校向老師及家長說明12年適性安置辦理要點

由教育局長鄭局長邦鎮主持會議，協調整合特教中心工作事項。

由賴市長清德頒發教育類，由右向左分別為安順國中特教組長林家慰；

佳里國小特教組長黃明煌；民治特教資源中心物理治療師郭嘉慧；

白河國小特教助理員楊千慧；新市國小身心障礙鐘點助理鄭錦淑。

102.12.15 2013國際身心障礙者日跨領域

服務人員表揚大會

由趙老施敏泓說明跨階段轉銜注意事項

http://kids.yam.com/joke/ 

摘自小番薯笑話集

102.12.11 / 103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臺南區宣導說明會活 動 集 錦

8 特 教 園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