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給予舞台及機會，特教學生一

樣充滿自信，才華洋溢！在黃偉哲市長

重視下，教育局舉辦109學年度特殊教育

學生才藝比賽，分為個人組及團體組，

每組取前三名及佳作，共計219位特教生

獲獎，並於109年12月31日在官田國小體

育館接受教育局王崑源副局長表揚。同

時頒發本市80位獲得社團法人台南市身

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獎助學金學生，及

捐款該協會達2萬元以上之學校。

黃偉哲市長表示，特教學生才藝比

賽重視的是不同障別及程度的學生，如

何克服自身障礙，在眾人面前展現歡樂

、活力、創意及熱情。學生的表演未必

最精采熟練，但絕對最令人動容，不少

委員在評審過程中數度感動掉淚，在心

中為這群慢飛天使默默喝采。

頒獎典禮由巧虎帶領著大光國小學

生以直排輪方式，營造「友善森林」的

歡樂氛圍揭開序幕；金城國中學生化身

為可愛小動物，在森林湖畔糖果屋展開

各種精彩大冒險；北勢國小李同學、復

興國中吳同學和江同學以鋼琴展現絕佳

琴藝；賢北國小吳同學則展現「鈴」漓

盡致的扯鈴表演，令人目不轉睛。

教育局王崑源副局長親臨現場頒獎

嘉勉得獎學生，和學生近距離互動並合

照留念。教育局長鄭新輝表示，近期積

極爭取到280萬元經費改善19所學校知動

教室，預計700名特教生受惠。而融合教

育理念也在本市幼兒園扎根，有7園執行

多元輔導試辦計畫、7園成立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未來將拓展更多幼兒園加入。

另外，110年培訓學前心理評量人員110
人，並於市立仁德幼兒園成立全市第一

處兼提供學前特教及教保諮詢的服務據

點。

同場頒發獎助學金的社團法人台南

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施宏彥理事長

也表示，該協會自84年至109年底，累計

資助學生共2,573人，資助金額已逾2,000
萬元。感謝捐款超過2萬元的民德國中、

後甲國中、北區文元國小、中西區忠義

國小、南區永華國小及省躬國小，還有

各國中小師生發揮愛心慷慨解囊以及各

界善心捐款，點滴籌集共同嘉惠這群特

教孩子。

特教學生才藝 show  市長感謝各界團體響應支持
109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暨才藝比賽頒獎典禮

Awards Ceremony for Fellowship and Talent Competition of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of 2020-2021 in Tainan

王崑源副局長親自出席頒獎，給予特教師生
最大的肯定與支持。 施宏彥理事長頒發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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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新網址

：http://serc.tn.edu.tw/ 歡迎瀏覽並線上

閱讀特教風。

2.相關專業團隊服務：除補助各校經費聘用兼

任治療師，計768萬8,599元。另亦由本市特

教中心專任物理、職能、語言等治療師及社

工師等特教人力，透過電話、電子郵件等諮

詢管道或現場評估，共同服務特殊教育學生

。109年度物理治療類服務學生1,687人，總

服務時數2,257小時；職能治療類服務學生

2,463人，總服務時數3,399小時；語言治療

類服務學生2,298人，總服務時數2,733小時

；心理治療類服務學生269人，總服務時數

299小時；社會工作類服務學生43人，總服務

時數110小時。

3.交通費補助：109學年度第1學期身心障礙學生

就學交通補助費共計通過補助218校1,634名

身心障礙學生，補助金額422萬4,558元整。

4.有聲書補助：109學年度第1學期身心障礙學

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減免大字書、點字書

、學障有聲書補助122人，經費106萬7,823元

整。

5.學雜費補助：109學年度第1學期身心障礙學

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私立國中小學雜

費補助13校175人，經費52萬5,000元整。

6.在家教育代金補助：109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

代金通過補助32校34人58萬4,500元整。

7.特教學生助理員補助：109年度9-12月特教學

生助理人員服務經費共計補助174校，經費

2,605萬1,360元整。

8.獎補助金補助：109年度補助本市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金91校229人，經

費114萬5,000元整。

9.特教班設施設備：補助109年度本市國中小(

含學前特教班)計128校特教班設施設備經費

，核定金額總計447萬8,950元。

10.特教輔助器材補助：109年度身心障礙學生

教育輔助器材採購，肢障類49項94件、視障

類4項11件、聽障類3項27件，總計56項132

件，合計經費444萬5,000元整，由佳里國小

辦理採購作業並將輔具配發至各校。

11.推動特教新課綱宣導研習：

(1)109年1月至12月：針對全市藝才班教師分

區進行共備觀議課的實施分享工作坊，共

計6場次近100人次參與。

(2)109年8至12月：針對全市特教班教師及普

通班一年級之導師進行兩階段培訓，第一

階段為十二年國教特殊類型教育課程實施

規範知能線上研習，近1,500人次完成研

習。第二階段為普特合一之特教學生課程

調整應用工作坊實作研習，共計辦理12場

次近1,000人次參與。

12.學習障礙研習課程：於110年2月24日辦理學

障增能研習，2月25日辦理新手研習，兩場

次研習共計122位心評教師參與，培訓本市

心評人員專業知能，增進學障鑑定研判品質

及提升本市心評教師對學障鑑定研判的信效

度，以達各學障分區研判標準一致性。

13.110年4-6月特教專業知能研習場次預告：詳

細課程內容與其他研習場次可至「全國特殊

教育資訊網」查詢與報名或洽詢承辦單位。

行 政 檢 索
行政績效(109年12月~1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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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研　習　主　題 承辦單位

4/14(三) 融合教育—有UDL的普通班 崇明國小

4/15(四) 融合教育—融合生攻擊行為及情緒行為問題的正向管教策略 安順國中

4/17(六) 【教保專業】桌遊暨輔導媒材在特教兒童行為問題之應用 公誠國小

4/22(四) 特殊教育法規知能-CRPD意識提升宣導 文賢國中

4/28(三) 特殊教育法規知能-CRPD意識提升宣導 善化國中

5/08(六) 【教保專業】身障生性平教育實務研習 金城國中

5/29(六) 【教保專業】如何建立各階段學生性別平等觀念 佳里國小

6/16(三) 十二年國教課綱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課程計畫之撰寫與統整領域教材設計分享
（溪南場）

金城國中

6/23(三) 十二年國教課綱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課程計畫之撰寫與統整領域教材設計分享
（溪北場）

新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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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發聲器的緣起與應用~使用錄音器的教學心得
Sound to Happiness Device Kit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國小資源班教師／柴華禎老師

有個視障大孩子，照顧他

的阿公、阿嬤每天早早就出門

工作，為了讓他知道起床後一

天的重要工作，臺南大學特教

系曾怡惇老師邀請林千玉老師

一起來幫忙這位盲生，第一代

由3D列印的「幸福發聲器」因

此而誕生(如下圖)。隔年，在

璨楊輔助科技協會的贊助下，

千玉老師結合有志一同的特教

老師們開發了紙盒版的「幸福

發聲器」，無償發送給非營利

單位使用；如全國特教班、特

殊學校、學前特幼、社福機構

等，截至目前已發送超過千餘

，持續改良及發送中。

因緣巧合，在拜訪千玉

老師的同時，有幸獲得「幸福

發聲器」。剛開始，應用在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簡稱ADHD）的學生，因容

易受到外在刺激而分心，使得

手邊的工作常常處於拖延或健

忘的狀態，加上他們活躍、衝

動且多話，常無法仔細注意細

節，因此在做功課、工作或其

他活動時，容易粗心犯錯。即

使在資源班小組教學的情況下

，面對同為ADHD學生，卻常

因不同口語表達能力的學生而

必須使用不同層次的教學，例

如，同為「幸福發聲器」的使

用，Ａ、Ｂ學生同樣將自己錄

製的口語逐字寫出（手寫口說

），Ａ生ADHD嚴重程度，使

得自己必須反覆不斷播放（幾

乎是每個字重複一次）；Ｂ生

ADHD嚴重程度較輕，書寫速

度較快，播放的次數較少，但

重點必須放在再次偵錯（完成

句子後重新檢查是否漏字）。

對於教學者來說，必須隨時注

意提醒不同學生的不同句型，

可謂一大挑戰，透過「幸福發

聲器」，讓教與學的過程變得

更簡單。

另外，教導識字量不足的

智能障礙學生，初期要將圖像

與詞彙配對，讓學生牢記圖像

所代表的詞彙後，才能進行獨

立複習。因此，對於必須透過

反覆練習才能達到精熟的學習

過程，動機與專注力對這類學

習特質的學生異常重要。透過

「幸福發聲器」，讓學生自己

錄音、自己操作，老師可以一

邊監控學生的學習狀況，一邊

教導另一位學生。經過一段時

間的教學，學生很快就能透過

圖像提示記住詞彙，進而增加

識字量。

多數的自閉症、學障生往

往都伴隨注意力缺陷或注意力

缺陷過動，因此常常記不住老

師的話，進行聽覺記憶訓練時

，老師可以事先以「幸福發聲

器」錄製訓練教材，除了引起

學生動機外，學生、教學者都

可以利用反覆播放的音頻，確

認自己聽覺記憶廣度，教學者

也不易被學生轉移焦點而失去

教學重心。筆者常進行的聽覺

記憶活動為學生假日生活分享

，學生30秒的口頭發表後，請

另一位學生覆述，由於時間不

長，分享學生必須練習長話短

3專業分享 Professional Sharing



說、聽者必須綜合30秒的聲音

內容，這樣的訓練除了讓學生

更能集中注意力，也避免對他

人說話內容產生爭議，當然執

行過程還是需要更進一步工作

分析，學生才能逐步達到訓練

目標。

許多口語表述能力不佳的

學生，對於事件的陳述，往往

缺乏「時間軸」的概念，因此

建議家長或專家學者，可利用

手邊小紙條或便利貼，先以問

答方式將事件關鍵記錄下來，

排列事件前後順序後，再請學

生依照便利貼的順序，以「幸

福發聲器」錄製下來，自己錄

自己聽，經過不斷的練習，讓

學生能了解並習慣陳述事件「

時間」順序的重要性！

另外對於部分內向、口語

表達不流暢的學生，一個小小

錄音器，在不設限的情況下，

也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奇發生，

例如有位安靜不太說話自閉症

學生，在玩「幸福發聲器」的

情況下，竟唱出整首台語歌，

超過30秒依然樂此不疲。經過

一次順利的語言輸出，雖無數

據顯示，但就筆者觀察，該生

的課堂表達真的進步很多！

小小錄音器，能讓學生有

學習動機，老師能輕鬆教學，

這是多麼美好幸福的事！「幸

福發聲器」從第一代3D列印到

現在紙盒版，取代價格昂貴的

錄音筆，筆者任教於資源班，

應用多侷限於有認知缺陷障礙

學生，除了上述的手

寫口說、聽覺記憶、

識字量、口語表達等

訓練外，它也曾經用

於自閉症學生短篇作

文寫作（同時使用多

個）。此外，它亦可

改裝後，用於訓練孩

子的手眼協調能力，

搭配聲光效果的呈現

，更能作為訓練腦性

麻痺學生部分的知動

訓練。

動機，驅動學習

潛能！嘗試，創造無

限可能！輔具的使用

，幫助提升學習動機亦幫助了

教學者，特教老師必須保有無

限彈性，善用手邊簡單資源，

才能有助教學活動！如果有幸

閱讀本篇之特教老師們對此「

幸福發聲器」有興趣，想嘗試

用於自己的教學中，可與臺南

大學特教系林千玉教授聯繫或

直接到「社團法人璨陽輔助科

技協會」ＦＢ專頁看看，和熱

心的聯絡人：宋柔葇小姐聯繫

。讓自己多一份教學資源、也

讓孩子嘗試自己操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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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甫跟我們不一樣？」一記直球對決，小朋友舉手
張大眼，純真又直白地提問。剛開學，在小學一年級教室，請導
師特地安排融合教育課堂上，小朋友掩不住對這個行為舉止獨樹
一幟同學的好奇，這句童言童語瞬間讓教室裡的老師、家長神經
線緊繃。

孩子從小的發展就異於常

人，二歲就醫、確診，這是個

多年來時常要面對的提問，但

多數是語帶猜測、婉轉、隱約

或好奇地提問，在課堂上直接

面對，這是頭一遭。除了自閉

症狀說明，還需要提供醫療、

教育、融合及相處可用性高的

說明，這幾年我內心反覆自問

自答，提醒自己態度要淡定自

若、用字遣詞要淺顯易懂。

這麼多的建設及準備，聽

到直白提問的瞬間，腦袋仍呈

現幾秒空白，但沒想到我竟也

脫稿演出，直接回答同學：「

對啊!沒錯，他當然跟你們不

一樣。每個人本來就都不一樣

，雙胞胎也不完全相同，你們

知道世界上有人跟你完全一模

一樣的請舉手？」。二十幾個

孩子們突然討論起彼此間的差

異，瞬間緊張警報解除，融合

教育課程順利按表演出。

我有一個自閉症孩子，目

前就讀國中二年級特教班，他

在三歲前即確診為重度自閉症

，國小安排於普通班，透過資

源班、巡迴班課程，加強課業

、語言及社會互動的學習，並

整合政府補助資源及家長自費

，小學六年聘有專任助理員協

助學校的融合生活及情緒處理

。

我的孩子對環境、聲光的

感受完全異於一般人，我們對

電影院、視聽室、大禮堂、喜

宴廳、頒獎典禮所帶來的歡樂

驚喜期待萬分，但這些場合伴

隨的聲光刺激，對他卻是難以

負荷之重，而這些場合又是日

常所必需，我們需要一次次的

挑戰，調整模擬每次作戰計畫

，成功進場吃頓喜酒便是打出

勝利一戰，雖然截至目前，勝

率仍低的可憐；另伴隨的理解

能力落後，加上遲遲無有效的

口語表達，讓他有口難言，情

緒線斷裂，接踵而至的就是一

場場慘烈的哭鬧大戰及自傷行

為。

透過早療、特教資源的介

入，我們嘗試過各種方式，在

學校及日常生活適應上，「結

為什麼他跟我們不一樣
Accept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特教學生鄭有甫家長／林貞雅

全家一起學習直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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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化」及「預告」發揮極大功

能，這幾年的運用調整，形式

從「圖片」、「圖文兼具」進

階到「文字」，藉由前述道具

輔以口語說明，讓孩子清楚了

解他每周例行及臨時調整的安

排，對於穩定情緒相當有助益

。

穩定情緒，再來就是發揮

孩子的優勢及潛質，讓他有可

以引為傲，可以讓同學刮目相

看的成就。我們觀察孩子的行

為細節，想從蛛絲馬跡梳理出

規則脈絡，如同整理混亂的毛

線，必須找出線頭，我們必需

協助他找出可發展的天賦，書

籍中寫著自閉症孩子多屬視覺

系，也部分有藝術天分，我們

因而嘗試過拼圖、繪畫、非洲

鼓，但在這些領域都徒勞無功

，無法有進階發展。

因我的孩子整天愛看玩

具車輪、吊扇轉動，我們在幼

兒園時期開始讓他嘗試直排輪

運動，穿護具的束縛感，觸覺

敏感應該超乎想像，讓他一次

次數秒穿穿脫脫、哭哭叫叫，

我們試圖同理他的感受，我們

全家四口人陪著他一起學、一

起摔倒，最後結局是兩個兄弟

看著爸媽跌倒而大笑，這一學

就是十年，也讓他可以代表臺

南市，在109年全國身心障礙

運動會特奧輪鞋一百公尺競速

M01榮獲銀牌的成績，同時他

也啟發弟弟的運動興趣，目前

弟弟是直排輪曲棍球選手，也

在107年臺南市市長盃直排輪

曲棍球賽獲得冠軍。回想當時

，慶幸我們有堅持住。

我有一個身心障礙的孩子

，讓我們費盡心力，但我們不

孤單，有一個穩健的大團隊支

持我們前進，家中成員、學校

師生、醫療團隊在各時期提供

支援、常伴左右。我為我的孩

子我做了很多學習，讀「三十

年的準備，只為你」、「一路

上，有我陪你」，家長身分的

作者道出我心中深刻的感受，

「牽著一隻蝸牛去散步」不正

是心境轉換最好的寫照，這隻

慢飛的大鳥，這隻慢慢爬的蝸

牛，讓我們全家都學會游泳、

溜直排輪，慢行讓我看到人生

更細緻的風景。

世界上每個人本來就都不

一樣，學會勇敢面對，正視「

不一樣」，甚至善用這個「不

一樣」，是我們這十幾年來心

境最大的轉變，我們也學會尊

重差異、包容多元，也是這個

天使般的孩子讓我們學會珍惜

眼前的健康及幸福。

有甫在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特奧輪鞋一百公尺競速M01榮獲銀牌佳績（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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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活動都需要手部操作，從物品操弄、工

具使用、生活自理到書寫皆需良好的手部操作能力，對孩子在

環境中的互動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有效的手部操作能力則

端賴精細動作、姿勢控制、認知能力與視知覺功能間的複雜相

互作用，簡而言之即為手-眼-腦間的交互協調作用。

然而在數位化時代，孩子的玩具早已被有趣的聲光刺激、

操作簡單、回饋立即的3C產品所取代，缺少自己動手操作的經

驗及練習機會，大大影響其手功能發展，進而導致日後學習表

現跟不上同儕(如：剪刀使用有困難、書寫品質差、無法完成

指定任務等)，嚴重的話亦可能因此影響孩子的自信心和學習

動機。

以下提供幾項居家精細動作遊戲(含掌中操作、手部肌力

、手眼協調、雙側協調等能力促進)，鼓勵家長規劃時間陪伴

孩子一起來執行，遊戲過程可依照

孩子能力去調整難易度，必要時應

適時給予引導、協助或鼓勵，避免

孩子因感到挫敗而放棄執行。平時

也可讓孩子協助執行簡單家事(如
：擦桌子、曬襪子、摺衣服、倒垃

圾等)，透過多嘗試、多練習，替

孩子建立良好的手部操作能力，以

利其日常生活參與或學習表現。

夾夾子搭配認知遊戲

從小練習，玩出好「手」力～
居家精細動作遊戲
Building Fine Motor Skills at Home

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職能治療師／侯書慈

玩
黏
土

象
棋
／
積
木
疊
疊
樂

投
錢
幣

撕
／
貼
紙

穿
吸
管
、
串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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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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風情
學　　校：白河國中

指導老師：王怡惠老師

　　　　　游雯珊老師

學生姓名：特教班學生

創作概念：利用蝶古巴特技法與壓克力顏料上色

技巧，將棧板裝飾成自己喜愛的園藝

板，增添生活美感。

黃俊瑜(七年級)蔡侑秦(九年級)吳柏政(八年級)

翁士荏(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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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新學期，我們的自製聯絡簿-

　　　　搭建孩子展能舞台
學　　校：安平區石門國小

指導老師：林逸馨老師

學生姓名：資源班六年級學生

創作概念：

　　聯絡簿封面DIY，

孩子自己當MAKER，設

計獨一無二，展現個人

風格，屬於自己的聯絡

簿封面，成為專屬孩子

的資源班聯絡簿，從孩

子的眼神中，感受到創

意的流動，讓聯絡簿不

再只有單純的「聯絡」

功能，而能發揮它最大

的效益，成為孩子們的學習紀錄與珍寶。

主　　題：我想考上台南高工
學　　校：歸仁國中

指導老師：吳佩純老師

學生姓名：黃佑生(八年級)

創作概念：

　　這張圖是畫[我想考上台南高工]，因為

長大想修水塔、修抽風機、換壞掉的燈管。

主　　題：春遊-面具少女
學　　校：崇明國中	 指導老師：左敏辰老師

學生姓名：蔡		云(九年級)

創作概念：

　　我在學習上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困難，很多字我無法寫出

來，但是老師教我用圖畫或符號等來記錄我的生活，所以我

非常喜歡畫畫，將我看過的讀本中印象深刻的人或事物描繪

下來，為生活增加不一樣的色彩。

吳胤莛 劉育展

呂志宏

林玉傑

楊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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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集 錦
Events Collection

▼臺南市109年度國中小學生獨立研究競
賽頒獎典禮(109年12月3日)

　　此次競賽，共61件報名，經評選有
30件作品脫穎而出，於麻豆國小接受表
揚。教育局主任秘書楊智雄親臨現場頒
獎嘉勉得獎學生，和學生近距離互動並
合照留念。

　　此次會議由鑑輔會委員楊憲明教授主持，除特教業務報告外，會議中亦針對年度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相關事宜進行討論。

　　此研習共進行5天，由桃園市中山國小鄭友泰校長講授WISC-V重要概念與測驗操作內容等
課程，並由本市5位高階心評教師擔任助教與協助實作測驗，透過WISC-V理論與實作之相輔，
提升本市心評人員專業知能。

▼臺南市109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第1次會議(109年12月10日)

▼臺南市110 年度特教專業知能研習—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110年1月25日至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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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兩場研習分別由本市高階心評教師林秀菁老師與柴華禎老師講授，共計122位心評教師
參與，培訓本市心評人員專業知能，增進學障鑑定研判品質及提升本市心評教師對學障鑑定研
判的信效度，以達各學障分區研判標準一致性。

▼臺南市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工作—
增能研習與新手研習(110年2月24日至25日)

▼臺南市110學年度特殊教與跨階段安置書面審查與現場評估會議(110年3月)

　　現場邀請心評人員、教師、治療師、社工師等專業人員與學生家長了解實際學習狀況、輔
具需求評估，並共同討論學生未來的適切安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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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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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CRPD)

資料來源：「碰到新冠肺炎，你應該知道的事」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編製

https://crpd.sfaa.gov.tw/(宣導專區)

易讀Easy to read
「易讀」是將複雜的資訊、艱澀難懂的文字，轉換成容易閱讀、便於理解的內容呈現出來，便

利許多心智障礙者、長者、兒童、外籍人士等能獲取資訊，並且於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公共空間被實

踐和運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21條提到「身心障礙者應該有意見表達的自由及

獲得資訊的機會」，所以用適合各種類別的身心障礙者容易理解的方式是重要的。

 由於一般資訊的製作與傳遞上，往往容易忽略了部分身心障礙者的認知與理解，間接剝奪了這

一群人獲取資訊的平權機會，因此「易讀」的推廣將能協助身心障礙者能有更多參與社會的機會，

而資訊易讀化更能嘉惠身障類特教學生，營造資訊易讀的校園環境與教學情境更有其重要性。

以COVID-19（新冠肺炎）為例的易讀宣導圖示：

公平參與‧機會平等‧權益保障
障礙並不存在，只是不一樣，別讓你的心有障礙

外面有新冠肺炎，平常可以怎麼做？

口罩
要戴好

洗手20秒
正確洗手

人多的地方
要戴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