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國

疫情警戒提升至第三級，教育部宣布自5
月19日起全台各校停課，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第一時間即在教育局首頁（https://www.
tn.edu.tw/Index.html）特別設立「特教充
電站」區，由特教班教師依課程進度及個

別學生狀況，提供學生線上課程之數位資

源。教育局局長鄭新輝表示，因應疫情停

課期間，特殊教育班學生更需要及時的學

習支援，教育局請各校特教老師維持聯繫

，關懷學生在家健康狀況；持續更新特教

線上資源專區，以供家長協助特教生進度

學習。

紅瓦厝國小教師黃彥齊表示，使用視

訊教學，對自閉症學生而言，充滿吸引力

的平板與電腦聲光效果，有助於提升學習

動機。大光國小教師黃淑婷，配合大電視

直播，與在家學習之學生進行生動活潑的

互動教學，學生感到新鮮有趣，更能仔細

聆聽老師課堂的指令。從一開始孩子在家

裡掛電話、尖叫與逃走，到現在能透過線

上與老師進行互動，也意外展開特教教師

斜槓「直播主」人生。例如特教學生已能

適應上課程直播教學、或是熟練地參加

Google Meet與Google Classroom進行線上

課程。另外學前特教教師提供帶動唱、波

波星球兒歌唱跳、親子共備餐點指引、兒

童發展線上檢核，及電子繪本等供家長居

家評量。

鄭新輝局長強調，考量特殊個案差異

性，針對視障生的學習，也鼓勵使用清大

有聲書及國圖視障資源，提供視障學生自

主學習。考量過多視訊素材易造成學習負

擔，因此本市視障巡迴教師詹惠雅，主動

提供閱讀文本及護眼相關紙本放大教材，

附上回郵信封，郵寄至學生家中，由家長

協助指導後寄回學校。另外，情緒行為障

礙及學習障礙特殊生輔導老師黃雅惠，分

別進行輔導策略及補救教學介入課程；本

市特教中心亦提供「支持自閉症者度過新

冠肺炎下的不穩定時期」；另為了提升特

教生防疫自我保護衛教，亦提供陽明教養

院所編「面對新冠肺炎，你應該知道的事

」文宣，提升特教學生衛教知能。

教育局補充，目前約有1.2%特教生仍
到校學習，由特教巡迴輔導老師到校協助

輔導不中斷。本市特教教師在疫情蔓延下

，教學能量熱力全開，落實停課不停學，

一起陪伴特教生共學。

停課不停學~特教充電站學習不中斷
Learning Never Stops- Online Resources fo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Parents.

疫情期間特教巡迴老師展現教學熱忱 停課不停學-特教充電站網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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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障礙學生鑑定：109學年度國小1年級至國

中2年級學習障礙學生鑑定人數為1,156人，鑑

定結果確認學習障礙279人，確認智能障礙11人

，語言障礙1人，疑似障礙411人，一般生397人

，初審後流動57人(備註：初審後流動為鑑定過

程中學生轉學至外縣市、鑑定過程中家長不同

意繼續鑑定、鑑定過程中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轉

一般區間、學校誤提報退回提報等情形)。

2.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定：109學年度高中以下情

障學生鑑定工作於110年6月10、11日進行綜合

研判會議完成辦理，此次提報情障鑑定人數為

217人，鑑定結果確認情障101人，疑似情障65

人，自閉症25人，疑似自閉症2人，一般生24人

(含撤銷申請)。

3.適性輔導安置作業：

(1)本市國三身心障礙學生報名110學年度身心

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特殊教育學校共計66

人(臺南區61人、在家教育2人、跨區3人)，

共計通過安置66人。

(2)報名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共計

135人(臺南區135人)，共計提報安置135人

。參加台南區能力評估作業共計133人(當日

缺考1人、未到1人)，通過安置共計133人。

(3)報名安置高級中等學校共計295人(臺南區

294人、跨區1人)，共計通過安置295人。

4.跨階段教育安置：110學年度本市「學前暨國教

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教育安置」工作，業

於110年1月12日至3月11日間辦理完成；「學前

暨國教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教育安置(補提

報)」工作，業於110年5月1日至5月25日間辦理

完成。安置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之特教學生計

933人(含身障資源班、各類巡迴班、普通班接

受特教服務)；安置集中式特教班131人；在家

教育學生6人；延長修業2人；暫緩入學4人；移

除特教身分287人，共計鑑定安置1,363人，後

續尚須鑑定之特殊生安置持續處理。

5.課後照顧身障學生專班：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身心障礙專班計34校開設50班

補助709萬餘元；110年度國中課後照顧服務身

心障礙專班計14校開設19班補助127萬餘元；

110年國中、小寒假照顧服務身心障礙專班計31

校申辦52班補助143萬餘元。

6.因應新課綱推動及為輔導學校根據IEP之法令規

定擬定符合學生需求的IEP，提供適當的課程、

教學與相關服務，辦理相關研習：

(1)110年3月12日於永康區大橋國小及110年3月

26日於新化區正新國小，辦理2場特殊輔導

團員增能研習。

(2)110年4月14日於安平區金城國中、110年4月

21日於新營區新營國小，辦理「110學年度

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備查檢核作業」說明會，

計2場次。

(3)110年4月8日起辦理特教輔導團110年度輔導

學校訂定特殊教育學生IEP及IGP工作坊，共

10場次，實體研習辦理6場次，另4場次因應

疫情改為線上Google-Meet與YouTube直播辦

理，於110年6月11日辦理完畢。

(4)110年6月16日(溪南場)、6月23日(溪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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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

情警戒持續延期辦理，復辦期程另案公告。

7.110年8-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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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預告：相關場次是否因疫情影響而有延期辦理

情形，可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查詢最新

辦理情形並進行報名。

行 政 檢 索
行政績效(110年04月~110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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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承辦學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110年08月25日(三) 安慶國小
中心幹事
陳宜君

2460334
分機1815

110年09月08日(三) 崇明國小
資料組長
林素梅

2673330
分機8503

110年09月15日(三) 公誠國小
特教組長
楊雅琪

6323071
分機823

110年09月22日(三) 佳里國小
特教組長
姚藺方

7222031
分機742

110年09月29日(三) 南化國小
特教組長
王怡樺

5771118
分機102

日    期 承辦學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110年10月06日(三) 紅瓦厝國小 輔導主任
李玉卿

2309012
分機730

110年10月13日(三) 鹽水國小
輔導主任
張祖銘

6521046
分機285

110年10月20日(三) 官田國小
學務主任
謝松志

6901195
分機120

110年10月27日(三) 復興國中
特教組長
楊佳霖

3310688
分機507

110年11月03日(三) 公誠國小
特教組長
楊雅琪

6323071
分機823

110年11月10日(三) 善化國小
輔導室
主任

7021566
分機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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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停課期間指導情緒障礙學生社交技巧學習之
網路資源分享

Online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to Teach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 
Students in Learning Social Skills during the Suspension of the Pandemic.

臺南市新營區公誠國小情緒與行為障礙巡迴輔導班教師/李政儒老師

筆者任職本市情障巡迴輔

導班，在日常服務過程中，因

合作諮詢的過程與普通班老師

有著密切的溝通交流機會，普

通班老師總是提及有情緒困擾

的學生在與同學互動上總是有

著處理不完的糾紛，因級務繁

複常常不能有效的針對事件做

通盤評估與處置，又或不知如

何針對問題做介入，筆者除了

提供相關技巧的支持與協助外

，在教學部份會以個別課、小

團體及入班教學為主，為使學

生能夠在安排過的情境下學習

合宜的社交技巧，當實施個別

課程教學時多以社會性故事或

影片做為題材，網路上有許多

的社交技巧故事及影片可以做

為教材使用。

其中，文化部網站上的

「繪本花園」(https://children.
moc.gov.tw/index)提供許多的
線上故事，並做成動畫版本，

相當吸引學生的目光。該網站

將故事分類成許多主題，筆者

常使用的主題有生活教育、品

格教育、情緒管理與親情友誼

，依學生個別的特質與常發生

的糾紛爭議種類，選擇適合的

故事書做為上課題材於課堂中

播放，並在觀看後，針對可以

切入的角度與學生做充份的討

論，同一則故事用在不同學生

的指導上，也可以有不同的應

用方式，例如，用故事情節做

為角色扮演的內容，實際演練

在團體生活中，當面臨與故事

情節相仿的窘境時該如何自處

。

適逢疫情期間，需要以線

上課程代替實體課堂，該網站

的故事恰可以做為數位教材，

是學生與家長共同學習的媒介

，在選定主題故事後，能提供

陪同觀看的家長有關該故事可

以討論的重點，並指導家長如

何引導孩子思考，讓家長輕鬆

掌握可學習的向度，減少擔任

＂居家老師＂的壓力，陪伴孩

子共同渡過這段特別的學習時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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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他走過的那1000多個日子
Experience Sharing about Teaching a Student Who with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調用教師／賴靜珊

「我在想怎麼殺死我爸！」決斷的語氣搭

配著銳利的眼神，是開學第一週與國一新生小

唐接觸時接收到的震撼宣言。導師說小唐跟爸

爸起了衝突，制服上的破損就是和爸爸拉扯之

間所造成的，他還自己打了113保護專線，要請
警察把爸爸抓走。小唐早上常無法依學校規定

的時間到校，上課時會喃喃自語或旁若無人哼

起歌來，和人對談時缺乏邏輯的說大話、撂狠

話或是突然大笑起來，開學沒幾日已出現

干擾課堂學習活動行為，且其言

行已明顯影響到人際關係的

建立。

小唐是情緒障礙學生

，一直有社工家訪關懷，

在校雖沒有明顯的攻擊或

破壞性行為，但其思考模式

偏離一般軌道，加上進入青春期

又有國中的課業壓力，是特教與輔導密切注意

的學生。開學後不久小唐就進入二級輔導，輔

導觀察一段時間後，又申請輔諮中心的心理師

入校協助，進入三級輔導。身為小唐特教個管

老師的我，和導師、專輔教師、情障巡迴輔導

教師保持聯繫，不定期主動詢問小唐情況，遇

到小唐出現異常言行時，更是立即搜集資料、

整合訊息，力求找出原因。

專輔教師和心理師覺察

到小唐需特別留意的

事情(如親子衝突、兩
性議題、網路交友等

)，也會主動和特教老
師對話，討論面對小

唐問題時回應的態度與

一致性。

國一時，小唐媽媽時常到校跟老師訴苦，

說著孩子如何不切實際的想法、對家人惡劣的

口氣與態度，有時甚至作勢要打媽媽(後來有幾
次也真的是動手了)，講著講著就流下眼淚。國
二時，媽媽到校的頻率變少了，也只是來跟老

師告狀小唐不禮貌的言行。國三時，媽媽搜集

了許多學校的資料，請特教老師和小唐討論升

學志願，最後，小唐和媽媽媽開開心心地從國

中畢業，到離家不算遠的公立高職就讀。

在這1000多個日子裡，謝謝小
唐媽媽的信任，願意嘗試特教

老師建議的方式，慢慢弱化

親子間的衝突，穩定了孩

子的心；謝謝導師的支持

，願意在班級規範之餘，給

予學生學習上的彈性調整，由

特教老師從旁協助，一步步讓學生

回歸班級的範疇；謝謝情巡老師的傾聽，讓學

生天馬行空或負面黑暗的想法，有了一個安心

的宣洩出口；謝謝專輔教師與心理師的抽絲剝

繭，探測到學生的無助或求援訊息，讓我們可

以事先沙盤推演針對可能的情況做防範。

最後，更謝謝小唐的努力，願意練習替代

性的語言和行為，取代衝動與挑釁；願意偶爾

站在他人的立場，檢視自我言行是否適當；願

意遵守與老師的約定成為一個比昨天的自己更

好的人，並且在畢業前的幾個月成為老師們的

得力助手。一個學生的成長，需要許多力量的

持續挹注，就像手拉著手連結而成的圓，一旦

有一個人放了手，這個圓就有了缺口。願在教

育現場的你我，成為陪伴學生溫柔而堅定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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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優良特殊教育人員事蹟剪輯
Introduce about our outstanding special educator in 2021.

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編輯

每一位特教生都是獨特唯一的寶貝，臺南市十分重視特教生權益，教育部表揚對象為特教師及

特教行政人員，臺南市擴大表揚範圍，涵蓋普通班教師、特教助理人員及專業團隊人員，

展現對特教人員無私奉獻的肯定，110年本市優良特教人員評選結果出
爐，共有10名優良特教人員獲得表揚，其中進學國小何嘉雯、白河國小
陳美玲、建興國中陳鴻任等3位教師因表現優異，殊堪楷模，獲教育局
推薦參加教育部選拔，教育局也將持續積極推動「有愛無礙融合教育

」，建置更優質的教學品質與環境，使特教生能活出屬於自己生命的

色彩。

進學國小/何嘉雯/教師
嘉雯老師奉獻特教領域24年，為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閱讀師資培
育—區域人才培育中心計畫〕成員，持
續研發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案，運用於
聽語障巡迴教學，並指導特教系實習生
經驗，深獲親師生讚許。

	 	 	 	 白河國小/陳美玲/教師
美玲老師善用輔助科技，協助重度腦麻生使用電腦參與課程、結合日

常科技QR Code調整評量形式，跨越閱讀障礙，提昇學習成效；設計多層次
的自編教材教學，並透過廣播及投稿推動大眾對特教的認識，堪為楷模。

建興國中/陳鴻任/教師
鴻任老師運用本身資優領域專業，規劃資優班總體課程地

圖，將課程模組化，並在田野實察課程中多方探索，累積學生
真實面對、解決問題的能力，指導學生進行獨立研究課程及科
展等競賽，屢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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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幼兒園/田雅晴/教師
雅晴老師是本年度唯一獲選之幼兒

園教師，積極投身特殊教育，透過活動引
導普通班幼兒接納特殊幼兒實踐融合精神
；擔任國教署融合教育多元輔導試辦計畫
承辦人、實習輔導教師，傳承教學經驗回
饋所學，極具專業及熱忱。

麻豆國中/陳筱璘/教師
筱璘老師擅長社會技巧課程教材設計，含情緒管理、溝通

技巧、人際互動等課程，並運用桌遊及心智圖提升學習動機、
增進成效；筱璘老師積極經營普特合作模式，以主動出擊解決
問題方式，增進校內普生與特生間良好互動。

崇明國中/潘素鳳/教師
素鳳老師長期獻身特殊教育輔導工作，協助學生鑑定安置與施

測評估工作，並積極媒合社會資源與經費，增加課程內容的多元化
，辦理戶外學習活動，使特教生能真實體驗與學習；素鳳老師平時
也指導學生參加才藝競賽多元展能，屢獲佳績。

	 	 	 	 鹽水國小/官素玲/教師
素玲老師積極鼓勵特教生參加才藝比賽並將作品投稿於特教

刊物展現亮點；素玲老師投入特殊教育長達21年，設計多元有趣
的課程，除教學經驗豐富外，也積極投入學障、情障與資優的心
評工作，推展特殊教育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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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勝利國小/陳玟君/教師
玟君老師讓亞斯孩子成為班上的小天使，安撫特教生容易激動的情緒，包容與接納，

創造舞台並正向引導與鼓勵，使特教生能建立成就感，學會獨立不依賴；玟君老師能看見
班上每位孩子的優點，營造正向友善的班級氣氛，人人都是小幫手與小天使。

東區復興國小/葉姿君/特教助理員
助理員姿君小姐平時耐心照顧特教

學生，協助特教學生進行日常生活自理
事宜與相關課程活動；並隨時與班級老
師、家長、治療師、安親班老師與資源
班教師密切聯繫，互相配合，於份內工
作盡心盡力，認真負責，深獲信賴。

進學國小/莊秋蓉/教師
秋蓉老師已有29年教學生涯，以身教、言教、環境強化學生

生活教育，持續自編語言與生活學習單，融入環境教育與體驗活
動；輔導特教生適性成長，鼓勵特教生發展多元優勢能力；在教
師專業方面，積極投入幫助新進教師給予環境的溫暖與教學上的
支持，指導過多位實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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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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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車圖鑑	 學　　校：新東國中	 學生姓名：江澤宇(一年級)

城堡型戰車1

城堡型戰車2

連結型戰車

創作概念：

　　「看影片裡的戰車都很厲害，

所以我也設計了很多戰車，有聯結

型的、城堡型的等等。」澤宇的戰

車設計都是鉛筆繪，無塗色，並且

是自己有興趣自己發想所設計完成

的。不僅著重在履帶、砲匣、裝飾

圖案等細節的描繪，各項配備也有

實質的功能，例如某一支砲管是專

門對地攻擊、某一組砲匣可以散擊

到最大範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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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渲染畫
學　　校：鹽水區鹽水國小

指導老師：蔣淑琪老師	 學生姓名：資源班學生

創作概念：

　　小朋友們利用渲染水彩技巧畫出大樹的樣子。渲染，是水

彩在濕潤的紙面上染化，形成精彩而特殊渲開、滲染效果的畫

法，呈現出矇隴、濕潤、柔和、滲透、模糊，界定不明的特別

效果。渲染，主要的原則是由顏料在水份與紙層面上產生擴散

、滲透作用，表現出迷人的色滲感作用。

主　　題：幸福食光　　學校：安南區海佃國小
指導老師：吳惠如老師

學生姓名：高苡溱(五年級)

創作概念：

　　和家人一起享用晚餐，是我最幸福的時候。

郭沛勳(四年級)

簡詩芸(二年級) 馮柏瑞(四年級)

郭芳齊(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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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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習障礙鑑定教授研
判會議(110年4月15日及4月22日)

　　邀請臺南大學楊憲明與詹士宜教授、
資深心評教師及個案心評教師，討論個案
狀況及分析質性與量化資料，共同研判，
落實鑑定專業化。

　　邀請高雄師範大學蔡明富教授、資深心評教師及個案心評教師，依據個案心評到校評估彙
整資料，針對提報個案逐一討論進行複評會議。

　　此次研習由後甲國中承辦，邀請臺灣師範大學李俊仁教授分享最新篩選測驗-2019基礎數
學計算評量及2019閱讀理解測驗，增進心評教師知能，提升鑑定效能。

▼臺南市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情緒障礙學生鑑定複評工作會議
(110年5月13日至14日)

▼臺南市110年度特教專業知能研習『2019基礎數學計算評量、2019閱讀理解測驗』
(110年5月6日)

安平國中複評場次 大橋國小複評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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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場次的研習分別於北區文賢國中與善化國中舉辦，邀請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
事業科姚奮志系主任與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校教務主任陳杉吉主任共同講授CRPD內涵，並透
過生活實例分享，提升與會教師對CRPD之認知與了解，喚起對身心障礙者之尊重，以保障身障
者之基本人權。

▼臺南市110年度特教專業知能研習『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意識提升宣導』
(110年4月22日、4月28日)

▼臺南市109學年度學障鑑定重新研判線上會議(110年06月09日)

▼臺南市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情緒障礙學生鑑定綜合研判會議(110年6月10日)

　　因應疫情嚴峻，鑑定工作不停擺，利用資訊技術召開學障鑑定重新研判會議，邀請學者專
家及資深心評，與個案所屬學校的親師共同討論個案資料與狀況。

　　邀請個案家長、所屬學校代表、個案心評教師、資深心評教師與鑑輔委員，個別以實體或
線上會議的型態，進行個案研判會議。

文賢國中場次 善化國中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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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CRPD)

資料來源：【短片】導盲犬宣導動畫(120秒)

https://crpd.sfaa.gov.tw/(宣導專區)

導盲犬Guide dog
您了解導盲犬的任務嗎？您對導盲犬好奇或懼怕嗎？其實，導盲犬的工作沒有那麼神祕~導盲

工作是神聖的！

導盲犬會定期健康檢查、施打疫苗，不用擔心傳染病的問題；導盲犬就像小朋友一樣，會有各

種情緒，也會感受到人類的反應；導盲犬在幼犬時期，就會由訓練人員及寄養家庭，帶領到各個地

方熟悉人群，練習融入社會，如果看到他們，也不要覺得奇怪喔！

導盲犬在工作時是相當自律的，牠們不會隨地大小便、吠叫甚至是討取食物，跟一般寵物犬不

同；導盲犬專心工作的時候，千萬不要打擾牠們，企圖吸引牠們的注意，甚至是觸摸、餵食喔！此

外，導盲犬就是視障朋友的眼睛，根據法規不管是訓練中的導盲幼犬，或是導盲犬，都可以進入任

何公共場所，如果您想要跟導盲犬做朋友，也需要禮貌地徵求主人同意，但是遇到徘徊不定的視障

朋友，你我都可以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協助，導盲犬也同樣能感受到你我的友善喔！讓我們一起營造

友善的環境，讓視障朋友行走更放心。

遇到導盲犬的「三不一問」

營造友善導盲犬環境‧視障朋友行走更放心
公平參與‧機會平等‧權益保障

不要餵食導盲犬

不要干擾

不要拒絕導盲犬進入公共場所

主動詢問

1不

2不

3不

1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