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肯定志工們對特殊教育的長期無私奉

獻，提升志工們對特殊教育的認同，激勵對

特殊教育學童的貢獻，教育局於108年10月
26日上午在後壁區安溪國小表揚23名績優特
殊教育志工，並規劃志工成長營，結合後壁

區當地米食文化實作及在地藝文「空相美術

館」導覽活動，對志工們長期投入特殊教育

工作的努力及付出，表達敬佩與感謝。

以無私的愛陪伴照顧身障或境遇特殊學

童的志工，分別是王俊銘、葉姿君、殷淑敏

、李玉鳳、張延任、周妙仙、黃任鴻、陳思

靜、楊淑燕、黃金治、盧珮雅、邱又萱、洪

麗雯、王絲平、倪樹芬、施麗娟、曾雅雯、

陳性良、鄭淑賢、郭秀櫻、鄭美仁、洪美娟

、王駿雯等23名志工受獎者。
在五王國小擔任特教志工多年的「王爸

」王俊銘先生，平時參與學生補救教學，運

用教學媒體-電子書的媒介，讓學生主動練習
，增進學習成效；在晨光時間，王爸說起故

事，唱作俱佳、並配合故事情節生動活潑的

融入口技及彈奏樂器，讓特教學生期待來學

習中心上課。

永康區大灣高中盧珮雅女士，在照顧自

己的孩子之餘，她也投入校內特教志工服務

，協助生活自理及課業預習等協助。珮雅女

士有一位肌萎症的孩子，在校園裡常見她蹲

下身體輕聲地問候關懷特教生，給予溫暖，

並傾聽這些慢飛天使的心聲，讓他們有抒發

情緒的管道。並能以過來人的經歷鼓舞激勵

家長，給予家長心靈支持。

在永康區大橋國小擔任學校志工多年的

陳思靜，並擔任志工團長10年，統籌招募志
工協助志工團業務，榮獲「105年度教育部
杏壇芬芳獎」，並號召志工協助特教生才藝

比賽道具製作及比賽協助。近期獲頒「臺南

市政府志願服務金質獎」、「內政部志願服

務績優金牌獎」、「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服務全勤獎及服務屆滿5年績優獎」
及「臺南市特教志工」獎項等殊榮。

教育局持續整合各地志工資源，投入志

工們在地的熱情與活力，為特教學童的教育

注入活泉，讓每位孩子得到適切照顧，並藉

著表揚活動，希望鼓勵更多新志工投入特教

服務行列，讓我們一起期許特教志工夥伴可

以累積更大的正能量為本市特教兒童盡更大

的心力，也期待著社會各界能共同關心特殊

學童的教育，行有餘力也能一起參與特教志

工服務，讓這群慢飛天使展現璀璨生命的光

芒！

用愛陪伴～慢飛天使璀璨生命得展現
23名績優特殊教育志工獲表揚

2019 Sepcial Education Volunteers Regconition

志工王俊銘先生與盧珮雅女士現場分享
服務心得

教育局林谷達專門委員與許婉馨科長一同與獲
獎績優特教志工合照，給予最大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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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年度相關專業團隊服務：

(1)物理治療類申請學生733位，通過692位，通

過率94.4%，總核發時數為1,631小時。

(2)職能治療類申請學生1,094位，通過1,032位

，通過率94.3%，總核發時數為2,390小時。

(3)語言治療類申請學生992位，通過925位，通

過率93.2%，總核發時數為2,034小時。

(4)心理治療類申請學生101位，通過44位，通

過率43.6%，總核發時數為145小時。

(5)社會工作類申請學生7位。108年度核定補助

金額共575萬元整。

2.107學年度第2學期獎補助身心障礙幼兒招收單

位及教育補助，於108年6月撥款各校，共計384

園所，學生2,103人次，合計總經費為1,181萬

2,500元整。

3.特教班設施設備補助：補助108年度本市國中小

(含學前特教班)計129校班特教班設施設備經費

，核定各校申請金額總計為589萬7,700元整。

4.特教輔具：108年度購置特教學生學習輔具共59

項，包括肢障類48項、聽障類2項、視障類9項

，總經費共計399萬900元整，委由永福國小辦

理採購作業。

5.「臺南市108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工作

暨特教新進人員研習」於108年8月3日至8月10

日辦理5場次，共計600餘人次參與研習，以期

落實本市各教育階段特殊學生轉介安置工作及

新進人員特教知能，增強各教育階段特教業務

承辦人對鑑輔會功能之專業知能，加強特教業

務承辦人對專業團隊服務資源與E化教材之運用

能力，提升本市特教學生鑑定、安置與輔導各

級工作實施效能。

6.「臺南市108年度特殊教育助理員初階及進階研

習」分別於108年8月23日與108年9月7日假麻豆

區培文國小瓣裡，共計221人次參加，透過研習

提升服務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助理員實務操作

能力與全方位照護本市特教學生在校生活之專

業知能，確保服務品質，建立並了解特殊教育

助理員之職責與團隊合作之形式。

7.新課綱於108學年度自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

級中等學校一年級逐年實施，為讓新生家長更

清楚明瞭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及相關之特殊

需求領域課程綱要，「臺南市108學年度推動特

殊類型教育課綱宣導增能研習」業於108年9月

11日至9月12日假新營區公誠國小及永康區大橋

國小辦理，共計約264人參與，透過研習培訓各

校特教課綱宣講人員，協助特教課綱家長宣導

工作之推廣與說明。

8.「臺南市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學生鑑

定工作說明會」於108年9月18日與9月19日上午

瓣理2場次，共計232人次參與說明會，提供各

國中小特教業務承辦人、特教教師及普通班級

任教師相關鑑定基準及流程訊息。

9.「臺南市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學生鑑

定篩選測驗研習」於108年9月18日與9月19日下

午瓣理2場次，共計192人次參與研習，以期落

實本市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鑑定工作，提升本

市心評教師施測與鑑定專業能力，培訓本市預

階心評教師並落實心評人員證照制度。

10.「臺南市108年度特殊教育學生親子暨手足成

長營」透過戶外動態的課程與團隊體驗及親子

闖關活動，建立親子同樂支持系統並培養親子

手足關係互動技巧；溪北場已於108年5月5日

在佳里區佳里國小辦理完畢，共計100人參加

；溪南場已於108年11月9日在南區永華國小舉

辦，合計121人參與。

11.十二年國教課綱於108學年度正式實施，有鑑

於融合教育的普及，為協助普通班及特教班教

師皆能認識並明瞭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調整之精

神與內涵，特於108年10月至12月間辦理18場

次「普特合一之特教學生課程調整應用工作坊

」，希冀藉由課程講述與分組討論實作，明瞭

課程調整四大面向，強化普特合作教學策略，

落實特殊教育學生適性教育之權利。

12.108年共辦理72場特教專業知能研習，至10月

31日止共舉辦70場次，約5,126人次參與研習

，係依據當年度特殊教育重點推展工作規劃，

以增進本市特教教師、普通教師、學前教師、

特教教師助理員、學生助理員及相關專業團隊

治療師之特教相關專業知能。

行 政 檢 索
行政績效(108年08月~1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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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小胖威力症？

小胖威利是第十五對染色體長臂（位置

15q11-q13）出現缺陷所導致的疾病，發生率約
1/15000~1/20000，新生兒臨床表現有低肌肉張
力(全身軟軟的)、餵食困難、長不大、智能較低
，二歲後食慾大增，大量進食進而導致肥胖及

行為問題。需要由小兒遺傳專科醫師確定診斷

。因為小胖威利初期餵食困難及嚴重動作發展

遲緩，需由復健專科介入治療。

不同年紀，不同表現

‧0~2歲：低肌肉張力，肌肉乏力，餵食困難，
生長遲滯，隱睪症，嚴重動作發展遲緩。

‧2~6歲：缺乏飽足感而多食及嗜食，減少身體
活動，進而導致肥胖；身長激素缺乏而身材

矮小、發展遲緩。

‧6~20歲：肥胖引發睡眠呼吸中止症或糖尿病
(25%)；性腺功能低下導致不孕及骨質疏鬆；
低智能；有行為問題易發脾氣、固執、強迫

症。

‧20歲後：肥胖引發睡眠呼吸中止症或糖尿病
或腦中風；大於40歲約有15%會出現早發性失
智症。

‧動作發展遲緩：在嬰孩期最明顯，兒童及成

人也會有某種程度之動作障礙，肌力、柔軟

度及平衡較差。目前認為動作發展問題和小

胖威利患者體脂肪與肌肉比率過高有關。

‧心肺耐力差：即使規則運動的成人小胖威利

患者，最大耗氧量、肌力及柔軟度也低於同

等身體質量指數BMI之一般成人。
治療&復健

‧生長激素治療：幫助長高及改善身體組成(增
加肌肉並降低體脂肪)。生長激素合併復健訓
練可以增加肌肉厚度。

‧早療復健：小胖威利因低張力及低肌力，易

動作發展遲緩，需要小兒復健團隊評估及介

入。研究顯示復健介入愈早愈好，最好從嬰

兒期就開始。

‧復健運動：研究顯示運動好處：運動（步行

）搭配飲食控制可以減少體重及增加有氧能

力。踝關節(墊腳站、腳跟走)運動可以改善步
態及步行速度及腳踝肌肉力量。小腿肌肉運

動可以增加肌力及步行距離。運動習慣養成

對小胖威利很重要，建議運動頻率每周至少

三次，每次三十分鐘。運動類別建議步行、

健走或腳踏車等有氧類型運動，呼吸肌、核

心肌群、上下肢等肌力訓練及柔軟操運動。

‧運動處方：安全有效有氧運動處方包含：運

動頻率、強度、時間、種類，需要做心肺運

動測試測出最大耗氧量，才能精準開立。最

大耗氧量的測量方法有分間接及直接測量：

間接測量方法（如：心跳速率、跑步機的速

率和斜度）並不適合小胖威利患者；需要直

接測量方法（戴面罩測氧氣及二氧化碳濃度&
跑步機或腳踏車心肺運動測試）才準確。

‧飲食控制、體重管理：研究指出，小胖患者

進行定期的密集運動訓練、飲食控制，同時

搭配音樂、教育和娛樂等輔助，也可以讓小

胖患者的體重得到良好控制。

讓瞭解取代誤會：不孤單的小胖威利

在台灣，因為近年媒體及協會努力下，讓

國人認識小胖威利，知道原來小胖小朋友學業

進度跟不上、動作較笨拙、講話有時內容有誤

讓人生氣、貪吃、肥胖等等負面的表現及表徵

，其實不是他們故意如此，而是疾病使然；經

認識而了解，我們可以更包容小胖威利的疾病

表現，進而去除誤解，產生更大的同理心去包

小胖威利需要精準復健運動處方
The Inter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Prader-Willi Syndrome

高雄榮民總醫院 遺傳諮詢中心&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復健科醫師／劉亦修

3專業分享 Professional Sharing



容。病友及家人除了醫院的資源，還有罕見疾

病基金會，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及小胖威利

小作所作為後盾。小胖威利疾病會影響全身，

需多位專科團隊合作，需由小兒遺傳科醫師確

立診斷，由遺傳諮詢師評估及轉介至小兒復健

科醫師及治療師進行發展遲緩早期治療，由心

肺復健科醫師進行精準心肺運動測試並擬定運

動處方，由營養師及心理師協助飲食及行為介

入；團隊的力量方能造病患之福。（本院心肺

復健有優良團隊及設備可以準確直接測量評估

及介入，感謝心肺復健林克隆醫師給予文章指

導。）

讀寫輔具(五卡板、讀寫板)
協助特教生自我介紹小寫作

Using the Assistive Devices to Help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to Self-introduction

臺南市石門國小／林逸馨老師

國語文課時，學生們一定都會學到許多詞

彙、成語、修辭。然而學習了這些知識，除了

應用在紙筆測驗上，能否對於學生的內涵也有

所幫助？就讓我們來上一堂有趣的作文課吧！

透過簡易的讀寫輔具，撰寫出架構完整的小寫

作，一定能讓學生獲益良多！使學生的所學不

再是與生活脫節的知識，而是未來能帶得走的

能力。

讀寫輔具擊退寫作痛點

因為學生的能力還無法自發將所思所想化

為片言隻字，因此才需要讀寫輔具的「鷹架支

持」。現在溫美玉老師已將五卡板及讀寫板製

作為A3及全開大小，老師們只要上親子天下
shopping網站訂購即可，非常便利，價格比自己
製作還低，相當建議老師們購買，只要找到方

向，用對輔具，寫作一點都不難。

五卡板、情緒寶盒圈選適切素材

首先，讓我們先用五卡板做自我介紹，先

請學生想想自己扮演的角色，在家中是哥哥或

妹妹呢？在學校是學生……等，接著實施流程

如下：（圖一）

【Step 1】選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悲傷、害怕、
幸福、自豪的時刻）

【Step 2】圈選情緒、性格
【Step 3】講出人、事、時、地、物

若學生無書寫能力，可運用錄影、音相關

科技輔助我們學習，教師可協助學生將錄影、

音轉為文字檔，再讓他看見並講給他聽，每當

一個學生分享完，就詢問其他學生剛剛這位學

生分享的內容，只要學生回答對，老師就可以

具體口頭讚美與並表達期望且在白板上加分，

學生體驗到「我能」的自信，這樣的過程，會

使分享的學生感受自己說的話竟如此備受重視

而欣喜，奠基孩子的自信後，所有的孩子都會

聚精會神地看著老師，主動參與課程，在教學

時要注意學生是否為ASD？如果是，ASD容易
重複問句最後的選項，因此要將選項交換再問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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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確定是學生想使用的詞彙。孩子的情緒

需要被「接住」，儘管只是簡單的「重述」，

也能讓孩子產生「啊，我有被聽見了」的被尊

重之感，若學生認知能力較低，可再運用溫美

玉老師的《情緒寶盒》，「情緒」對認知尚低

的孩子而言是很抽象的，他們無法將「情緒」

與「詞彙」做連結，只知道自己正在不舒服。

在沒有適切表達且被聽見的情況下，孩子最終

表現出來的外顯行為往

往會是「生氣」。《情

緒寶盒》的亮點在於，

它將抽象的情緒以可愛

的動物具象插畫呈現，

如：生氣的大象、難過

的鱷魚……等，再加上

教師的解釋，引導孩子

找出「生氣」背後的「

第一情緒」，知道自己「生氣」的背後其實有

著「難過」，孩子很快便能提升對情緒的敏銳

度。隨著年齡成長可請學生將情緒詞彙轉譯成

相關成語，或譬喻修辭相關句子，讓文章更增

色。如：「生氣」可替換成「怒髮衝冠」、「

怒氣沖天」、「怒火中燒」……等；他像生氣

的大象，威力可能沒人攔得住。

圈選選項填入讀寫板

接著介紹自己參與活動，先問自己為什麼

會去參與一個活動，再配合五卡板將參與活動

的情緒、性格、人物行動圈出來，以上三個部

分可以偵測自己在某件事情上是怎麼樣的人？

及抱持那些想法？想法決定情緒，情緒決定行

為。接著在第四部份讀者觀點看出對事件或活

動的深刻感受，在五卡板圈好了選項，就照順

序：（圖二）

【Step 1】題目  【Step 2】背景
【Step 3】想改善的困境 【Step 4】情緒感受
【Step 5】人物性格  【Step 6】解決行動
【Step 7】結果  【Step 8】讀者觀點

一一填入讀寫板，完整表述這個事件，整

個情緒的歷程、自己是怎麼樣個性的人，才有

這樣的情緒、自己是怎麼去面對困境，最後補

上背景、問題、期待結果、觀點句，在指導歷

程中，要讓孩子知道精進自己的語言能力不是

為了賣弄，而是為了豐富自己的內涵、並與他

人做更有品質的互動。常常帶孩子練習省思並

條理組織化自己的內在歷程，孩子在面對事件

時可以娓娓道來，將有助於孩子人格的發展。

如此一來，一則小寫作就完成了！

讀寫療育重要性

一個親切的微笑、一句鼓勵的話，都會讓

自尊感低的孩子萌生一點願意再試試看的勇氣

。如果我們能準備一個充滿安全感的環境，讓

孩子能夠在社會規範的尺度內恣意揮灑。那麼

他們所能綻放的色澤，絕對會是我們意想不到

的耀眼。學生的問題行為，來自於背後有需求

未被滿足。透過讀寫輔具，教師能夠看見學生

掙扎並能夠同理學生複雜的情緒。如：選擇性

緘默症孩子往往因為過去所受的傷害選擇沉默

，覺得只要不開口就不會挫敗或再受傷，但溫

美玉老師就成功了運用上述讀寫輔具，讓孩子

感受到自己的稚嫩和綻放，自己的高峰和低谷

，都有人完全知悉，都有人陪自己一路走來，

重新開啟選擇性緘默症孩子心扉，讓孩子洋洋

灑灑地創作了數千字的作品。

願有志提升學生寫作能力的老師們化身梅

林，活用讀寫輔具，幫助學生拔出屬於自己的

石中劍，成為獨當一面的亞瑟王。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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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享動機
在教學現場常常苦惱如何於「午餐時間」

這個學習生活管理最好的時段，讓孩子們有好

的學習效益和較佳的獨立性，得到的答案常常

是「很拚喔！」。四十分鐘的活動時間期望孩

子們能按部就班完成所有流程，最後順利進入

午睡時間，確實學習效益與獨立性往往不佳，

加上班級若有餵食或學習進食需求的孩子，人

力分配常常是人仰馬翻。為因應這個困難，我

們嘗試許多方式，仍無法達到想陪孩子們好好

吃一頓午餐的心願，經過多年教學心得與研發

，終於有一個比較理想的方式。這個方式是截

至目前最能適用於各種障礙類別且能明顯看見

學習效益與提升獨立性的做法，於此與有相同

困擾的老師們分享。

二、午餐活動流程
把每天的第四節課安排為以學習策略與生

活自理為主的特殊需求領域，如此便能增加40
分鐘可以運用。為了不影響分組教學節數，故

第四節課安排一人授課，一人授課要跑午餐流

程，其實是辛苦忙碌的，如何一個人授課也能

讓孩子們順利地完成午餐流程呢？以下分享我

們每天周一到周五上午11:10-12:40的教學流程與
內容。

(一)抄寫、描畫聯絡簿：依照學生能力，安排
適合的呈現方式。如：塗鴉畫笑臉、將聯

絡簿畫成兩格只抄數字日期、將聯絡簿畫

成四格描或抄寫日期和描或抄寫關鍵詞、

維持聯絡簿原本的格式抄寫整句等。（圖

一）

(二)午餐流程教學：按序教導學生認識與練習
排列十個午餐流程。（圖二）

集中式特教班生態活動之「吃午餐」教學分享
以第四節和午餐時間為例

The Experience of Lunch Time and the Class before Lunch Time in
Exclusive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臺南市大光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黃淑婷、梁翰弘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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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別化午餐流程圖：請學生從黑板下方的
字卡盒拿取指定的卡片貼在自己的午餐流

程圖。（圖三）

(四)認識菜色：教師介紹每一道午餐，請學生
將餐桶端給同學看並說出菜名。

(五)按午餐流程圖進行午餐活動：學生撕下圖
卡並唸出圖卡名稱，接著將圖卡放回卡片

盒，最後進行該步驟要做的內容。

三、注意事項

(一)從步驟「4.吃飯」開始為12:00進入用餐時
間。

(二)執行每個午餐流程步驟前，學生需先撕下
自己的圖卡並將其放回卡片盒。

(三)初期教學時因學生尚未習得此技能，會影
響到午睡時間，此問題需要與搭檔、家長

討論，微調作息時間，進入精熟期較流暢

後再將時間調整回來。

(四)每個步驟的技能學習可以安排在其他領域
進行更細緻的教學，此特需課與午餐時間

主要是訓練孩子們可以按部就班地將所有

流程有序地完成。

四、教學心得與期望

為使教學更有效率、學習更有效益，改變

常常是最佳良藥，然而改變熟悉的教學模式其

運作初期是辛苦與掙扎的。從一年前一步驟一

步驟盯緊緊，到現在看見孩子們能按序排列步

驟流程圖並流暢完成自己的工作，內心真的很

有成就感。尤其是大家一起撕下圖卡那整齊劃

一的行動，真的讓人倍感欣慰。這過程中除了

教學更有秩序結構之外，學生們對流程圖的閱

讀與執行慢慢能達到十個步驟，教師也能從學

生個人的午餐流程圖一目了然執行進度，適時

給予口頭提示和叮嚀，無形中也能避免學生忽

略某些流程，而在生活自理之獨立性更是提升

許多。

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將此方式運用到家庭

生活中，孩子們在家中若也能自動化的完成許

多生活自理步驟，必能減輕許多照顧上的負擔

。

　　歡迎大家把一些教學心得或其他相關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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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刊登之作品如需退稿，請註明告知，否
則一律不予退稿。

Welcome Submissions特教風
  邀稿篇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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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童

畫 話
Paintings and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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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或在上課中發生的小故事，讓人會心一笑，甚至紓解壓力。歡

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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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專業人員平日默默的付出。

主　　題：花瓶裡的向日葵
學　　校：海佃國小

指導老師：吳惠如

學生姓名：邵建豪(四年級)

創作概念：

　　我最愛的畫家梵谷創作了一

系列向日葵的作品，我也喜歡向

日葵，它給人陽光、活潑有朝氣

的感覺，我希望我能跟梵谷一樣

，成為有名的畫家。

主　　題：蝸牛們散步去
學　　校：大光國小

指導老師：黃淑婷

學生姓名：黃尹宣

創作概念：

　　下雨後，花園裡出現好多蝸牛，它們要去哪裡

呢？肚子餓了找葉子吃吧！動動小手，撕紙、捲紙

讓自己的手越來越有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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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得意的表情
學　　校：東山國中

指導老師：侯明宜

學生姓名：楊璞玉(一年級)

創作概念：

　　得意是一種開心的感覺，有喝到飲料是很

得意的事情，所以把他畫出來分享。

主　　題：我的絲瓜棚
學　　校：大光國小

指導老師：黃淑婷

創作概念：

　　絲瓜棚的絲瓜長大了，我們一起去看看

吧！孩子們利用簡單剪紙技巧和使用不同媒

材蠟筆、水彩呈現絲瓜棚長滿絲瓜的樣子。

學生姓名：呂宸華

學生姓名：李金祐

學生姓名：吳宥霖

9童畫童話 Paintings and Articles

童畫童話投稿須知：Information for Authors
對象：臺南市特教學生、老師

及相關專業人員。

規格 :圖畫紙／電子檔

　（作品照片原檔及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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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寄至臺南市特教

資源中心或電子信箱

tainanse@gmail.
com。



活 動 集 錦
Events Collection

▼臺南市107學年度國小創造力資優教育方案
成果發表會(108年8月10日)

▼臺南市108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工作
暨特教新進人員研習

(108年8月3日-108年8月10日)

此次活動在善化國小舉辦，呈現善化國小、
安順國小、永康區復興國小及樹林國小一系
列創造力資優教育方案課程成果，以生活科
技為核心理念，激發學生發揮創意，見證了
生活智慧科技產品創作在國小扎根的可能。

透過研習增強特教業務承辦人對鑑輔會功能之
認識，加強對專業團隊服務資源與E化教材之
運用能力，提升本市特教學生鑑定、安置與輔
導各級工作實施效能。

永康區復興國小透過5C營隊活動和ASKP課程設
計，以「機械手臂」和「AI仿生」為課程設計
主軸，激發個人創意和團隊合作能力，讓所有
學生都能「動手做、用心想、仿生趣、玩創意
」，為本市培養無限創造力的明日之星。

活動大合照

善化國小創造力資優方案課程是以「創意綠能
科技」為主題，本次發表展現學生動畫創作、
學生透過mblcok程式語言控制mbot機器人，
並運用各式傳感器元件開發綠能創意產品。

小學生為與會來賓介紹自身創作作品，
活動現場互動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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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8學年度推動特殊類型教育課綱
宣導增能研習

(108年9月11-108年9月12日)

▼臺南市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普特合一之特教學生課程調整應用工作坊」

(108年10月)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研判會議(108年10月)

工作坊透過分組討論及實作，腦力激盪、互相對
話，為特教學生課程教學而努力，學員分享課程
四大面向調整設計，包含課程內容、歷程、環境
及評量，大家專注聆聽，並分別上臺分享課程調
整設計理念及方式。

課程中老師們用心聆聽，參與踴躍熱絡，透過研習能
更加明瞭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及相關之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綱要，為特教新課綱開啟嶄新的一頁。

邀請心評人員及鑑輔會工作人員共
同參與，進行全市4場次國三重新
評估審查，與5場次小六重新研判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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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CRPD)
　　為了防止身心障礙者被歧視的狀況越來越嚴重，以及各種權利受到侵犯，所以聯合

國在2006年決定要立法宣示保障全世界的身障者，這個法律的名稱是「聯合國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或者你也會聽到「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或是「CRPD」。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立法之後，全世界許多國家都同意在他們自己的國

家使用這個法律，台灣在2014年8月也由總統代表全體國民同意此公約在台灣實施，通過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讓公約成為國內法，以確實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

CRPD 8 大原則：

1. 尊重個人自主與個人自立

2. 不歧視

3. 充分融入社會

4. 尊重每個人不同之處，接受身心障礙者
      是社會多元性的一分子
5. 機會均等

6. 無障礙

7. 男女平等

8. 尊重兒童，保障身心障礙兒童的權利

  「CPRD」正視身心障礙者為社會的一分子，障礙的發生不只是因為身體功能有限制

，而是社會存在著身心障礙者無法使用的設施設備、資訊傳播方式、對身心障礙者的

缺乏瞭解及歧視等，造成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出現障礙與困難。期待未來的政策，可以

考量身心障礙者的需求，消除社會中的歧視與障礙，達成一個符合國際人權的社會。

公平參與‧機會平等‧權益保障

我們的世界沒有誰是一樣的，也沒有誰是不一樣的

別讓你的心有障礙

參考資料：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繁體中文易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