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政府於1月23日在歸仁國小活動中心舉辦103

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暨才藝比賽頒獎典禮，頒獎

活動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社團法人臺南市身心障礙學

生教育協會主辦，歸仁國小承辦，當天頒發獎助金給50

校共85位特教生，孩子們雀躍不已，也很感謝各界的關

懷與奉獻。

現場也頒獎給才藝競賽國中、小團體與個人組的前

三名，以及佳作等學生，並邀請優勝隊伍上台演出，團

體組分別是延平國中的交通安全Bar．Bar．Bar、安慶國

小的華麗毒蘋果之白雪奇峯；個人組為永康區復興國小

饒同學日本舞～昂。值得一提的是饒同學因為日本舞，

開發了表演天賦，以優異的表現，勇奪國小個人組的第

一名，他藉由肢體語言的練習，跳出開朗的個性，從被

排擠到贏得喝采，成功的轉變讓親師感動不已。當天老

師及家長們踴躍參加，到場肯定孩子們的精彩表現，場

面溫馨感人，座無虛席。

賴清德市長、教育局陳修平局長及臺南市身心障礙

學生教育協會理事長暨特幼科科長蔣銘娟，皆親臨現場

頒發獎助學金及獎狀。賴市長表示特殊學生與正規學生

的教育同樣重要，市府亦付出更多心血以協助學童及家

長獲得妥善教育資源。針對特殊教育學生，教育局注入

豐沛資源，除了提供獎助學金、舉辦才藝比賽、辦理平

日及寒暑假課後輔導外，也特別設置教師助理員，每年

注入2,100多萬經費協助學童學習、生活自理及師長溝

通。此外，也為特教設備編列預算，塑造安全的教育環

境，家長可放心讓孩童在學校受到妥善照顧。

社團法人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理事長蔣銘

娟表示，協會於84年成立迄今累計資助學生2,053人，資

助金額逾1,600萬元，包含醫療急難救助、輔具輔助與獎

助學金，款項來自各界善心捐助，以及各校舉辦關懷身

心障礙者宣導週，師生發揮愛心慷慨解囊，點滴募集，

各界的愛心令人感動。

期望藉由這次活動實際鼓勵身心障礙學生奮發向

上、肯定自我，也響應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身心障

礙宣導週」捐款及補助，喚起社會大眾關懷支持身心障

礙學生的教育工作，共同關注特殊教育學生的學習發

展。

一、�103學年度本市公、私立幼稚園幼兒發展遲緩篩檢活

動計篩檢567園38,060名幼兒，其中疑似發展遲緩幼

兒計2,556名。

二、�103學年度第1學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巡迴輔導，計輔

導學生2,060人，共輔導頻率4萬1,215人次。

三、�103學年度第1學期身障學生及身障人士子女減免大字

書、點字書、學障有聲書補助95人，經費119萬4,285

元。

四、�配合教師課稅方案核結經費，103年度計執行南新國

中等148所國中小調整特教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計

新台幣2,092萬3,588元，新民國小等26校執行學前特

殊教育導師費差額及教學輔導費計新台幣62萬9,937

元，業已報部結報完畢。

五、�有關103年補助國中小特殊教育班調整特教教師授課

節數及導師費，補助148校中有127校需辦理繳回，

總計繳回款新台幣94萬3,890萬元，執行率未達98%，

已影響本市統合視導成績，基此，104年2月調查各校

104年度需求，將再次提醒各校務必以實際授課節數

申請經費及減授課由編制教師上課者得不申請勞健保

費用，以減少繳回經費數，提高執行率。

六、�103學年度私立幼兒園進用學前合格特教教師及幼

教教師在職進修教師共計9名，補助特教專業知能經

費，總計8萬五千元。

七、�檢視法規適切性，持續辦理「臺南市政府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及輔導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業經政府公報預告修正草案及提案本市特

殊教育諮詢會議完成彙整修正程序，旋即簽辦市府法

制處，俟奉核可將擇期排入市府規章審查小組辦理審

議。

八、�本市104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童提早入小學鑑定共計122

人報名，初試日期:104年3月14日，複試日期：104年

4月11日，北考場：公誠國小；南考場：永福國小。

九、�103學年度第1學期獎補助身心障礙幼兒招收單位及教

育補助，計256園所，合計經費649萬。

十、�103學年度第2學期(104年1月~7月)補助國民教育階

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金共44校59生，合計經費

141萬500元整。

十一、�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104年1-2月(分1-2梯次)共

計補助118校，合計經費302萬4,432元整。

十二、�致力調降師生比，精進特教教學品質，經行文調

查各支援學校意見後，103學年度第2學期續調配

崇明國中等13所國中小學校，至復興國中等31

校師生比超出法規規定之學校，跨校支援教學工

作，以確實減緩教師服務量偏高之現象，同時為

兼顧調配人力之適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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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性藝術治療取向活動應用於　　

　　國小資源班特殊生社會技巧課程
保西國小資源班老師　曾健瑋

　　國內近幾年來不斷的提倡融合教育之潮流，將特殊兒童安

置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下已成為趨勢。而安置在普通班級中的特

殊需求學生可能在社會互動、同儕相處上存在著社會技巧的困

難，其社會技巧缺陷通常呈現以下幾種狀況：無法適當表達個

人情緒需求，對人際互動或對他人態度偏差，與同儕缺乏良好

互動，無法正確判斷情境而採用錯誤的方式反應、常因無法克

制衝動而產生嚴重意外傷害、內向退縮等狀況。由於特殊生欠

缺社會技巧，在團體中容易因為小事常與人發生衝突、憤怒或

攻擊他人的性格，內向退縮者可能受他人排擠而低自尊，進而

產生各種社會不適應行為，容易遭受排擠、被視為過度自我中

心、不受大眾歡迎。面對特殊需求學生人際關係的困難，對於

生活適應可能造成影響，資源教師除了需正視學生的行為問題

而適當採用行為改變技術外，更可採取社會技巧課程的介入，

提供正向的人際認知與正確社交技巧，促發特殊兒童人際互動

之改變契機。良好社會技巧的建立植基於個體內在認知與外在

行為，彼此能加以結合而創造出社會所能接納的目標行動。社

會技巧所包含的外在行為技巧，例如：打招呼、向人點頭、表

達請求等；內在認知能力則包含判斷行為後果、洞察情境以決

定行動等。社交技巧缺乏之個體不僅無法開始並維持與他人良

好的溝通關係，亦缺乏正向互動的能力。依社會學習論的觀點

來看，社會技巧可藉由示範、模仿、角色扮演與反覆練習以增

強人際關係，促使個體能透過與他人的溝通而避免發生爭執或

衝突。

　　特殊兒童個別差異大，資源教師在進行特殊兒童人際輔導

課程上亟需配合個別差異進行社會技巧課程設計。運用表達性

藝術治療取向活動在特殊學童身上，可採多元取向藝術治療模

式與媒材，並設計一連串的表達性藝術治療取向活動方案。特

殊生能夠透過視覺線索與結構模式進行，表達性藝術治療取向

活動便可妥善作為對特殊需求學生內心世界探索的重要媒介，

將表達性藝術治療理念融入社會技巧課程中，使特殊兒童能透

過視覺藝術創作、視覺刺激與動作技巧的融入表達出內心的情

緒和情感世界，增進其環境知覺，建構出良好的人際社會技巧。

（一）表達性藝術治療取向媒材的應用

　　許多的特殊兒童可以從學校的藝術活動中學到很多豐富有

趣的經驗，各種多元而趣味性的藝術活動可以抒發特殊兒童內

心的壓力或負面情緒，也可以從中獲得高峰經驗，豐富生活色

彩。透過多樣化的藝術媒材，從中進一步學習到社會技巧、知

覺動作或認知技能，而能與教師或同儕達到互動溝通的效果（吳

昆壽，1992）。學校輔導老師或是諮商師也能透過藝術媒材此

種非語言的表達方式，來瞭解特殊學生的核心架構。

　　藝術活動本身不論是對於自閉症或其他特殊兒童皆有引發

其興趣、豐富知覺經驗、提升自尊等正向影響。有些特殊學生

雖然人際社交有缺陷，但可能擁有其他特殊天賦，這些天賦往

往表現在繪畫藝術活動、拼圖、記憶、圖形視覺設計等方面，

有異於常人的表現。資源教師在藝術媒材的選用，可採可塑性

與自由性高之媒材，例如：黏土、繪圖媒材。在設計一

系列藝術活動時搭配社會技巧各單元所要達成之目標，

以及社會技巧活動的擬定，選擇所要使用的藝術媒材。

一、前 言

三、表達性藝術治療融入社會技巧課程

　　特殊兒童在社會與同儕互動上所產生之核心問題主要在個

體與外在環境的社會性接觸與互動有顯著的困難。例如：人際

溝通顯著困難、內縮逃避、受他人排擠而低自尊等問題。相關

的社會發展特質說明如下：

（一）語言與溝通特質

�　　特殊兒童可能存在著溝通困難，例如口語及非口語表現顯

著障礙。大部分安置在資源班的特殊需求學生在口語表達方面

明顯比一般孩子落後，例如自閉症學生可能會在溝通詞彙常有

缺陷、結構混淆或錯誤的現象，有些會有鸚鵡式仿說。智能障

礙學生在人際溝通上通常處於被動狀態，無法持續性說話，也

難以開啟對話溝通，產生明顯人際溝通困難。

（二）行為特質

�　　特殊需求兒童在行為上可能有刻板的興趣行為、日常生活

中對使用物品有固定且儀式化的現象，有些會有固定而有限的

癖好，例如玩口水、玩手指等行為發生。這些興趣與愛好活動

皆反映出反覆而刻板的形式。

二、特殊需求學生的社會發展特質

（三）特殊的人際特質

　　無法善用多樣化而非言語性的行為，眼神無法與他人接

觸，沒有良好的社會技巧，缺乏面部表情、缺少社會性的情感

交流。特殊兒童對周遭環境人事物沒有什麼興趣，無法發展出

正常的同儕互動關係，對於情緒與社會行為表現異常，時有不

如意的情緒表現發生。

（四）社會情境適應困難

�　　特殊兒童對於情境上的變化過大，容易造成適應的困難。

例如環境的變遷、人物的變化或是互動方式改變都有可能造成

學生極大的抗拒與退縮。所以教師在為特殊需求學生進行活動

安排時皆須考量到結構化模式，而對於突發狀況，輔導者也必

須適時給予協助。

�　　上述之社會特徵會因個案狀況而有所差異，其社會與人際

互動狀況會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缺乏處理

情感與維持正常的人際關係能力、缺乏良好的溝通能力、對周

遭事物漠不關心、遇到不如意或突發的狀況時情緒容易失控、

產生抗拒、缺乏語言與非語言的互動能力。

2 特 教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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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方案舉例

1. 方案名稱：繪製學校生活拼圖

2.�情境類型：特殊生融合普通班學生之三人小團體，團體初期適用。

3.�應用媒材：蠟筆、三張畫好虛線的圖畫紙（九宮格形式）

4. 方案重點：

�　　在繪畫活動裡，兒童能將平日在學校與同學遊戲的情形，透

過畫筆展現出來，由此老師可以從中瞭解兒童平日如何與其他同

儕相處的情形。

�　　在拼圖活動裡，兒童必須和其他同儕運用語言、非語言訊息

（手勢、點頭、握手、搖頭）等作為主要溝通方式，並主動的與

同儕進行拼圖活動，使兒童能練習溝通並培養主動性。

5. 活動流程簡述：

（1）�教師說明今日活動的主題與流程。

（2）�邀請個案與另二位同學在畫有虛線之圖畫紙上畫出與同學在

學校遊戲的情形。

（3）�畫好以後，嘗試讓每位同學說說自己所畫的內容故事（邀請

示範、模仿練習）。

（4）�引導個案簡要說出繪畫內容與當時的感受，若無則可採用非

口語、問答或指出方式表達，完成後給予讚美。

（5）�老師將圖畫收回，用尺沿著虛線各裁成 9 份，混在一起，並

分成三堆，發給三位同學。

（6）�請每一位同學開始拼圖，過程中需要與其他同學交換圖片，

不可以站起來，可以用口語或非口語方式（點頭、微笑、手

勢、搖頭）與他人進行交換。

（7）�老師在過程中視需要給予協助，並給予立即社會增強。

6.�評估與應用

（1）�在此項活動中，兒童能透過畫筆繪畫出在校與同儕相處情形，

協助教師評估並瞭解個案的社交情形。而教師在引導的過程

中亦無形的與個案及其他成員拉近距離。

（2）�從繪畫活動當中評估兒童個案的心理動力，教師可透過此活

動設計未來進一步介入的社交方案。

（3）�活動過程中，老師可以透過視覺參照力所扮演的人際角色，

讓個案實際與一般孩子進行融合，個案在練習如何與他人互

動當中，可以真正「貼近」其他人、感受團體成員間的氣氛。

（4）�在表達性藝術媒材的使用以及人員互動流程的趣味性，提高

個案的參與動機，此時老師可用正增強強化個案的優勢能

力。

（5）�在過程中老師必須留意其他一般兒童的掌控力（主導性），

若某成員的掌控力過高，則教師可介入並促使流程減緩。

　　透過表達性藝術治療取向社會技巧活動，可以引發特殊生高度興趣與參與動機。在過程中，輔導老師必須與特殊生維持良好的關係，

同時成員間的接納與彼此尊重也是相當重要的。除了提供兒童自我表現的機會外，融合社會技巧的訓練歷程更可以增進人際社會互動。

由於特殊生需結構性課程活動設計，資源教師在表達性藝術治療活動設計上可提供多一點視覺線索，活動時空須有明確的界線與規範，

可讓活動更順暢。此外，家長如能積極配合處理，並在課外時間在社區生態環境中進行社會技巧的練習，更可將之類化至生活。

參　考　書　目

三、表達性藝術治療融入社會技巧課程

四、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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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指之間就能玩出注意力
尪仔鏢酒杯遊戲

　　走回時光隧道，在６０年代左右，小朋友的娛樂多半在戶

外，從幼稚園到小學最常玩的遊戲有一二三木頭人、跳房子、跳

橡皮筋、彈珠、圓紙牌（即台語尪仔標）...... 等等。一二三

木頭人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遊戲，不需要任何道具，從「聽聲音－

做動作」的原理及規則，學習「急跑－急停」的動作，培養誠實、

遵守規則的精神；而彈珠和尪仔標則是男生愛玩的，用蚊香桶

或餅乾盒收藏，幾乎每一個男生都有，且需要技巧才能玩得好；

玩得好的人通常可以從同伴那兒贏得更多彈珠或紙牌。隨著流

行，紙牌的圖案也以當紅明星�、布袋戲的人物為主。

　　今天我們就要來個「尪仔標」古玩大改造，帶領大家重新認

識這些急速消失的鄉土童年文化與童玩，重溫台灣早期精彩的

童年生活，歡迎大家一同動眼、動心、動手體驗昔日的童年趣

味。利用「尪仔標」古早味的遊戲，融入不同玩法，讓孩子從

遊戲中輕鬆訓練注意力、衝動控制、手眼協調等，還能跟孩子

說說小時候的故事，讓家中寶貝更了解您，產生共鳴；話不多說，

趕緊為大家介紹-「尪仔標」遊戲，使用您手邊唾手可得的材料，

如 :紙卡、玩具錢幣或者一般的錢幣。

　　遊戲開始之前，先來個暖身活

動，方法很簡單，讓小朋友用手指

彈錢幣，看誰的錢幣最先彈碰到對

方的錢幣，即可獲勝，小小暖身，

不僅可以建立小朋友對遊戲的概念

及動機，還能加強遊戲中的持續性

注意力，順便讓手指頭來個輕鬆的

熱身運動。

遊戲進行方式，十分容易上手：

1.�將桌子貼上膠帶分出起點、終點、安全區，和紙牌活動範圍。

2.�猜拳決定出發順序，輪流用食指及拇指將紙牌彈出，誰先將

紙牌彈至終點，就是優勝者。

3. 若力道控制不好，紙牌不慎滑出活動範圍，就要從頭開始。

4.�若要進階遊戲的玩法和增加樂趣，可使用竹筷來移動紙牌(增

進手腕穩定度及工具操作技巧 )，或者規定每人只有一次機

　　雖然遊戲方式很簡單，但箇中內涵，可是無法一語道盡，

不僅趣味性十足，還能讓小朋友練習運用本體覺控制力道，讓

紙牌一路前進，直達終點，不至於掉落至桌下，甚至可以增進

手部小肌肉的發展及協調度，同時強化手指分離性動作，利於

握筆等工具操作能力之發展。

　　遊戲輪流進行的方式，是培養小朋友學習等待的最好時機，

而一次只能彈一下、限制活動範圍，種種抑制，都是訓練小朋

友衝動控制能力的妙方。

　　此外，這個遊戲超適合親子互動，在家裡，不管在地板或者

桌上都可以執行，材料更是容易取得，在現今科技充斥的社會，

讓孩子返璞歸真，試試看這古早味童玩，不必花大錢就能從做中

學習孩子所需的技巧，達到雙倍

的遊戲學習效果，感覺也不賴哦。

仁鑫復健科診所�職能治療師�梁晉偉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職能治療師�王志中

雙螺旋兒童發展暨健康促進研究中心�陳秋坪

輕鬆玩出注意力（一）

會，看誰能一次就將紙牌彈入安全區域，又或者最接近終點

者，即可成為最大贏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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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桌遊－快樂豆，讓孩子輕鬆

「做中學」，快樂豆主要是促進小朋友

能有效地運用本體覺控制力道，讓豆子

往自己設想的方向前進，不僅可以幫助

小朋友玩出注意力、促進手部小肌肉發

展及協調度，在遊戲互動中，輪流、等

待的過程還能培養小朋友的衝動控制、

社交技巧和挫折忍受度，是個適合親子

互動及同儕競爭的遊戲。�

�

　　快樂豆盒內共有 24 張小圓形圖卡、一根棒子、骰子及玩具豆

子，每張圖卡分為正 ( 黃 ) 反 ( 白 ) 面，分別為不同的圖案，但每

個正面圖案皆能找到下一張反面所相對應的圖案，好的開始是成功

的一半，在遊戲開始之前，先來個暖身活動，讓小朋友觀察圖卡中

的圖案，比賽誰最先排成一個序列，增

進對圖卡的認識，順便訓練小朋友的眼

球動作，加強視覺搜尋注意力，做足準

備後，就看我棒到圖來。

��

　　遊戲進行方式十分容易，將 24 張

圖卡平均分散在一個桌子上，每張都是

黃色那面朝上，然後擲下骰子，所得到

的點數就是小朋友可以在一回合內所移

動的次數，舉例來說，若骰子擲出3點，

小朋友就可以用棒子移動豆子 3 次，到底要怎麼動呢？鼓勵小朋友

以前三指出力的方式拿起棒子，由上往下戳動豆子，使豆子彈跳落

下在圖卡上。沒成功？沒關係！反正 3 點可以動 3 次，再動，若在

3次內成功讓豆子落在圖卡上，即能獲得此張圖卡，當得到圖卡時，

圖卡的背面，就是下一張豆子需彈跳的目標。若是一次就正中目標，

善用剩下的 2 次繼續鎖定其它圖卡。總之，移動 3 次內獲得的圖卡

都算是小朋友的，以此輪流方式進行遊戲，最後看誰得到最多的圖

卡，即是最大贏家。

　　用棒子戳動豆子看似簡單，但光是

力道拿捏就大有學問在，如何運用本體

感覺回饋，讓豆子彈到有點高度的圖卡

上，正所謂「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嫌少」，

多一分力，豆子彈過頭；少一分力，豆

子彈不上，就在這一來一往間，反而讓

對手有機可乘，圖卡輕鬆落袋。�

��

　　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小遊戲，認真玩

起來，也是要全神貫注，才能得分，不僅訓練小朋友的注意力，增

進視覺認知，在握棒子的過程當中，還能增進手腕穩定度，學習更

多工具操作的技巧，而遊戲的互動方式，不管是用在親子或者同儕

都十分適用：(1) 透過同儕競爭機制來增加小朋友動機、模仿；(2)

在輪流的過程當中培養孩子等待能力；(3) 分組合作方式則能讓孩

子去自我，培養孩子的同理心。

��

你看，小朋友拿的姿勢越正確越能掌握遊戲的訣竅呢 !

　　此外，遊戲能讓小朋友進行多

步驟的執行功能訓練，如遊戲過程

中要維持一定的注意力，利用視覺

搜尋 (visual� searching) 及工作記

憶 (working� memory) 找到目標圖

卡，接著，利用動作計畫能力(motor�

planning) 預先設想豆子彈跳的方

向，及如何在規定的次數內將豆子

彈跳至目標圖卡，而操作棒子時，

必須抑制衝動及力道 (inhibition)

才不會”吃緊弄破碗”，將豆子彈

跳到錯誤的方向。這一連串的過程

能幫助小朋友學習完成多重複雜的任務，並類化應用在日常生活

中，處理及整合環境中的資訊來完成目標導向的行為。

　　這套遊戲好處可是相當多呢，而桌遊的好處就是「做中學」的

過程中讓小朋友在遊戲當中快樂的學習他們所需的技巧，是不是開

始心動了呢？趕快行動吧，讓我們一起＂豆”陣向前行吧！

��

　　是不是一定要買這套桌遊才能全家一起豆呢？當然不是，稍微

腦筋急轉彎，就可以手到擒來，以下就是居家改造版，圖卡部分用

照片或者自行製作的圖卡，豆子用五子棋，棒子用筷子代替等等，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親子一起動動腦，利用家裡現有工具進行遊戲。

　　除了坐著玩，

也可以在不同平

面進行遊戲，如

地板，讓孩子用

趴姿的狀態下去

執行，藉由阻力

性運動促進血清

張素的分泌，幫

助孩子調節情緒，

同時增進孩子軀

幹及近端關節的

穩定度、耐力，

若想讓遊戲有更

多變化，可以在

地板畫個圈圈，比賽看誰最先將豆子彈跳入圈圈內，也可以放置障

礙物增加難度，大家在家裡可以嘗試看看喔！

“豆”陣向前行，注意力大躍進！

仁鑫復健科診所�職能治療師�梁晉偉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職能治療師�王志中

雙螺旋兒童發展暨健康促進研究中心�陳秋坪

輕鬆玩出注意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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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童畫 話

對象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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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寄至民治或

永華特教中心或 mail 到

tainanse@gmail.com。

童畫童話投稿須知：

介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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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宇軒 ( 五年級 )

主題：線對稱圖形 -兔子變魔術

學校：東區復興國小

指導老師：林秀真

創作理念：配合五年級線對稱圖形單元，

讓學生利用剪紙、方格紙與圓點貼進行線

對稱圖形的創作，透過實際操作，不僅可

以加深線對稱的概念，更可以獲得成就

感！

主題：毛巾狗狗

學校：鹽水國小資源班

指導老師：官素玲
創作理念：配合學校生命教育月活動，

教導學生利用家中的毛巾，新的舊的

都可以，捲一捲、貼一貼，就可以發

揮創意完成一隻可愛的小狗作品囉！

王蓉葳 ( 六年級 )

主題：大腳糜鹿聖誕卡片

學校：東區復興國小

指導老師：林秀真

創作理念：以活動練習持續性的注意力。

在手和腳上塗水彩印製大腳糜鹿，再加上

雪人及雪花，製作成聖誕節卡片，豐富孩

子的感官與創造力。

莊芷婕
( 五年級 )

董天恩、林昱彬、
林郁琪 ( 五年級 )

主題：熱鬧˙學校生活

學校：保西國小

指導老師：曾健瑋

創作理念：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此作品，

讓學生大膽使用蠟筆圖色，在過程中小組

成員詳細描繪學校教室生活點滴，培養孩

子互動與表達的能力，我們一起來欣賞這

幅作品中發生的小小故事吧！

王俍鈜
( 六年級 )

陳暐盛 ( 六年級 )

主題：毛毛蟲大軍

學校：東區復興國小

指導老師：林靜宜
創作理念：將塗完顏色的保麗龍球用牙籤

串在一起，再刺入毛根腳和大眼睛，主要

是練習手指抓握能力、手眼協調和力道控

制，每個人刺的方向不ㄧ樣，就變成許多

不同行走方式的毛毛蟲 ~~~誰的毛毛蟲爬

最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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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對於照護罕見疾病學生可能會有一個想法：就是緊

張與陌生！因為對於平常的疾病，如：感冒或發燒…可能就簡單的到診所看

診以及日後的調養及照顧，即可恢復平日的生龍活虎；但罕病患者通常都只

能改善症狀卻無法完全痊癒，且在照顧的過程中，一點小疏忽可能就會使病患危在

旦夕或有無法承擔的後果！

　　而特教系畢業的我也需要承認，我也有這種先入為主的想法。覺得罕見疾病的

患者就給專責的治療師或照護人員來照顧就好了，沒需要的話，絕對不要自己淌這

趟混水！要相信有個英文專業名詞，叫做：M u r p h y ' s � L a w，也就是耳熟能詳的莫

非定律！但就在服役期間，被臨時請託照護一名龐貝氏症的病童社會課的常規提醒

及需要，這名病童雖然罹患了罕見的龐貝氏症，但也是資賦優異的學生，所以腦袋

動的非常的快，喜歡挑戰常規和用言語刺激同儕及教師，同學常常因此言語欺侮他…

總而言之，聽完師長們對這位同學的簡介後，我突然覺得這個任務蠻沉重的。但轉

念一想，既然是罕見疾病兒童，若能順勢對這種疾病有所認識及瞭解，其實也是自

己的收穫。所以，利用網路概略的認識「龐貝氏症」！從臺大醫院的介紹中了解到：

「龐貝氏症是一種罕見且嚴重的遺傳疾病，可見於兒童或成人。雖然發作的年齡與

症狀的嚴重性不盡相同，大部分的病患都會出現漸進性的肌肉無力及呼吸困難。而

且，患有此疾病的嬰兒會由於心臟肌肉衰弱而發生心臟問題。」看完對於龐貝氏症

的介紹後，覺得這個病童也是很努力的和這個不能自由活動的軀體共存到今天，所

以很希望能多少給他幫助及回饋。

　　當我第一次進教室服務時，他十分機靈地觀察我的一舉一動，所以就先與他建

立基本的互動關係，讓他知道有需要時我會從旁協助。在日後的服務過程中，我認

為對他真正重要的不是疾病上的照顧，而是對於他人的尊重及態度！他蠻常針對老

師的授課內容來做文章，並且對於同學或老師反唇相譏，讓同學會以話語攻擊他，

這時就需要適時的制止他，轉移他的注意力，並跟他告知這樣的行為非常的不適當

也不尊重他人。

　　但相處中，我也發現他對於有興趣的東西，極有創造力也積極的行動。例如：

他會在自己很喜歡的遊戲王卡卡片上，繪出屬於自己生活圈中的人、事、物！所以，

卡片上充滿了他的同學、老師、護士…甚至連我這個替代役也被加入到專屬他的卡

片中！我在這時就會稱讚他具有創造性的行為，讓他從中建立成就感及自信，能夠

盡情發揮想像力來創造屬於自己的作品。

　　在這短短幾個月的陪伴中，我不但認識了龐貝氏症，也看到每個孩童都有他未

知的發展性！起初，我認為只要制止他在課堂上影響常規的行為，但反而發現他其

實極具創造力。這絕對並非資優生才有這個可能性，就算是普通的學生，也可能在

某個面向有他專屬的發展性。所以，有時當對於學生的教育覺得疲憊時，想想他找

到自己的興趣及專長時的興奮，似乎就更有能量了！

從特教 顛覆「Murphy's Law」

永華特教資源中心教育替代役�孔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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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教育之春　http://www.classroomsocial.com/garden/ 

 Yeah!
一般老師在點名的時候，同學會答「有！」可是有一天 ......
老師：蔡小明
同學：Yeah!!
老師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這個同學和大家不一樣？
於是又再叫他的名字
老師：蔡小明
同學：Yeah!
老師火大了，便把那同學叫了起來，問他為何和大家不同？
同學回答道：老師，我姓「葉」！
老師：........

伸手要錢
出門牢記四個字，包你不會丟東西，那四個字就是「伸手要錢」。

伸：身份證，手：手機，要：鑰匙，錢：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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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anse@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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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104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安

置行前工作既審查會議(103.12.1)

由蔣科長銘娟主持，邀請鑑輔會成員共同討論104學年度特殊教

育學生跨階段安置作業相關計畫。

由蔣科長銘娟主持，邀請適性安置輔導委員、各局處人員、特

教教師代表，共同與會，針對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安置相關議題

進行討論。

臺南市104學年度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安置

工作會議(104.12.17)

臺南市103年度第2次特殊教育諮詢會

(103.12.9)

由教育局黃副局長緒信主持，邀請特諮會成員共同討論本市政

策推動情形及未來發展計畫。

由特幼科陳股長品妤主持，邀請台南大學教授及特殊教育學生

安置審查相關人員與會，針對學生情形共同討論適當之安置。

臺南市104學年度跨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安

置審查會議(104.03.05)

多餘的
有一次作文課，某學生這樣寫的：「我的阿媽是個七十歲的老年
婦人 ......」
老師於是把「老年」兩個字圈起來，並在旁邊註明「多餘的」，
然後將作文簿發回。
隔天學生交回訂正後的文章，寫著：「我的阿媽是個七十歲多餘
的婦人 ......」

請假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小學時代請事假一定都要事先遞假單給老師。
我同學教小學三年級，有一天她的一個學生因為奶奶過世要出殯，
必須回南部，所以在事假單的「事由」上寫著：「出殯」。
老師糾正他說，「事由」應該是請假的人要去做的事才對，結果
小朋友點點頭、拿回座位改，不久後拿來改過的事假單，只見「事
由」欄的「出殯」改成「陪葬」！

OFF BUS

活 動 集 錦

特教風
  邀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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