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視特教學生的權益，傾聽孩子心

聲，臺南市長黃偉哲於110年10月29日出
席「聽障學童助聽器」捐贈記者會，感

謝市議員盧崑福引薦台北吉林、台南安

南扶輪社及瀚宇興業等熱心公益之團體

，贊助南市聽障學生助聽器7套，並頒發
台南市聲暉協進會理事長徐紫香、台北

吉林及台南安南扶輪社社長等人感謝狀

，誠摯感謝這些單位展現大愛之善行，

共同成就美好的事，讓社會更重視聽障

學子權益。受贈者之一的顏同學及其家人

也來到現場與捐贈單位合影，場面溫馨和

樂。

市長黃偉哲表示，今天帶著滿心歡喜

來頒獎，除了感謝盧崑福議員團隊熱心公

益，為臺南市聽障學生權益奔走努力，體

現府會一體的用心外，亦衷心感謝素來為

善不落人後的扶輪社的幫忙，有賴3481地
區台北吉林、3470台南安南扶輪社及第二
分區等社友，還有瀚宇興業的善舉，協同

重視聽損學子的需求，為他們帶來宛如天

使般的美好禮物，讓最好的產品品質，最

優秀的專業知識及技術，得以提供聽覺障

礙學子一個美妙的有聲世界。未來在南市

府能力所及之處，亦會盡力提供更多的經

費、媒合更多團體，協力來成就更多美好

的事。

市議員盧崑福說，非常感謝眾人的幫

忙，助聽器所費不貲，而政府的資源亦是

有限，臺南市很有福氣，率先獲得扶輪社

的幫助，也很感謝瀚宇興業的細心協助，

讓學子使用助聽器時能享有最高品質的水

準，提升學習效率。

教育局表示，接獲盧崑福議員服務處

團隊的引薦後，隨即與對方接洽後續捐贈

事宜，雖然國內發生COVID-19疫情，絲
毫沒有打斷捐贈單位的善心與熱情，最終

促成這件結合府會、公私合作的美事。希

望社會大眾多接納包容聽障生語言表達的

不容易，多多鼓勵他們表達自我想法，冀

盼學校老師能給予耐心指導及多方學習機

會，肯定其不同面向的能力。

聽見孩子心裡的幸福 ~聽障學子助聽器捐贈記者會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Hearing and Donation for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Students

市長黃偉哲(中)與議員盧崑福(左一)、台北吉林
扶輪社社長周南榮(左二)、瀚宇興業執行長江少
峯(右一)與受贈同學代表合照。

市長黃偉哲特別出席見證捐贈活動並表達感謝，
場面溫馨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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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人玫瑰手留餘香，世界因您變得更好
20名績優特教志工獲表揚

2021 Special Education Volunteers Regconition

臺南市110年度特殊教育志
工表揚暨成長營，於110年11月
6日假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舉
辦，由新山國小的扯鈴表演熱

鬧開場。市長黃偉哲表示，特

教志工為協助特殊學生，投入

許多時間心力，並協助校內其

他特教輔助性服務，礙於名額

及3年內不可重複推薦規定，尚
有諸多遺珠之憾，對所有特教

志工一樣很感恩及感謝。

教育局吳國珉副局長代表

市長頒獎表揚特教志工，他表

示，今年受表揚的績優特教志

工分別是潘素珍、陳曉擎、謝

佳容、陳演卿、蔡複光、鄭如

玟、林有容、吳育秀、呂麗雪

、江金松、劉秀珠、洪翠蓮、

許惠萍、黃秀玉、張佳麗、黃

秋燕、李麗如、王倍甄、陳蕙

婉、陳杏鳳等20名，感謝志工
們的奉獻，讓特殊孩子們得到

更好的照顧。

五甲國小陳演卿志工，是

馬來西亞華僑，對剛入學新生

因陌生環境情緒焦慮不安，嚎

哭影響上課，演卿帶領孩子邊

走邊唱、背經，適時幫助能力

較弱學生完成生活自理。對於

情緒管控不佳學生適時引導及

安撫情緒；生活管理待改善學

生提供陪伴提醒，不讓學生過

度依賴，協助學生步上學習軌

道。

石門國小陳曉擎志工，有

職能治療師專業，主動提供專

業知能給家長及導師；非服務

時間主動持續關懷。服務時熱

心謙遜，常怕學生受傷，適時

抱住孩子，反被孩子掐捏受傷

，卻不因此生氣退卻，十分盡

責。

現場除表揚獲獎特教志工

，還敬邀推薦學校、獲獎志工

家屬、未獲獎志工及未被推薦

志工觀禮同歡，共享榮耀。主

辦單位新山國小並規劃志工成

長營，結合園區內環境學習中

心生態體驗，分組作園區導覽

，在歡樂中又有知性的悠閒。

教育局進一步表示，特教

志工教育訓練，每年編列預算

延聘講師進行培育，增進志工

專業知能，改善服務環境，促

進個案及志工身心健康；透過

推薦及表揚活動，激勵肯定表

現，整合資源，招募更多特教

夥伴投入，讓特教學生得到更

適切的照顧。教育局吳國珉副局長(中)頒獎表揚獲獎志工

獲獎志工與出席來賓一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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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迎向小一新生活

Let’s Prepare Our Child for Starting Elementary School
臺南市鹽水區鹽水國小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王麗雅老師

每到準備上小學的時刻，就是許多家長擔憂的開始，如何選擇適合的學校？上小學前

孩子應該要會什麼？未來是否能面對國小的課業和生活？諸多的疑問與不安，是許多家長

的共同煩惱，到底上小學前，家長和孩子應該準備哪些事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家長口袋的錦囊妙方

(一)瞭解行政業務
特教服務及跨階段安置的申請，每年都有

其時程，家長可先瞭解作業流程，確定戶籍 學
區，及相關證明文件是否過期，以免錯過申請

的期限。

(二)認識安置班型
家長選擇安置學校或班型時，需考量孩子

的各項能力發展與特殊需求，以了解學校是否

設立符合孩子需求的班型，以提供適切的特教

服務。

(三)選擇學校及班型的考量因素
家長常憂心選擇時的「適切性」，建議家

長可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1.孩子在校活動的狀況：家長應瞭解孩子在
校活動，需要成人協助的比例高嗎？是否

需要提出專業團隊、輔具…等特教服務的

申請。

2.鄰近小學的課程發展特色：孩子就學以「
學區」及「就近安置」為原則，有些學校

是自由學區，不同的學校各有其發展特色

，班級人數的差異性也很大，家長可評估

孩子的特質及興趣作為決定之參考。

3.接送與托育的安排：小學的接送時間長達
6年，接送的便利是場耐力賽，因此需考量
接送與照顧者的安排，而大部分學校會提

供課後托育或社團，許多家長也會安排安

親班，但是否能因應孩子的特殊需求，提

供適切的課業協助與輔導，亦是考量因素。

◎孩子迎向未來的「好法寶」

(一)「聽好」

「聽」是接觸世界的第一步，具備「聽到

、聽懂、聽重點」的能力，有助孩子課堂的理

解，並建立有效的溝通，維持持良好的人際關

係，建議活動如下：

1.「聽與區辨」：練習在有背景聲音的環境中，
與孩子進行對話溝通，或是聽出環境中有

那些聲音，區辨主要訊息並適切回應。

2.「聽與執行」：聽指令找圖片，如：唸出
3-4個物品的名稱，找出指定的圖片；聽說
畫的遊戲，聽指示畫出圖型。

3.「聽與說出」：聽錄製好的故事或廣播，
讓孩子說出(指出)故事內容或圖片。

(二)「説好」
孩子能表達自己的需求，遇到事情能描述

經過，並在「對的時間」說出「對的話」，都

會影響孩子的適應與學習，也是獨立自主、自

我保護的媒介，建議活動如下：

1.看圖說話：看圖片描述出的「人、事、時
、地、物」，並引導因果關係的連結。

2.生活分享：日常聊天、分享生活瑣事，若
孩子說不出來，可先把「重點」畫出來，

再嘗試看著圖畫說出內容。

3.遊戲溝通：成人和孩子共同遊戲，製造同
儕間可能會發生的衝突，引導並示範如何

與他人溝通及解決問題。

(三)「看好」
小學生活有許多的抄寫和

閱讀的活動，如何從遠端的

黑板注視文字、閱讀內容，轉換到

近端的文本對照、作業書寫，對注

意力不佳的孩子來說是個難題，而

密密麻麻的文字閱讀又是另一項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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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如何在複雜的頁面中，找到指定的文字、認

識文字的樣貌，都需要具備「看到、看好、看清

楚」的能力，建議活動如下：

1.遠看近畫：在距離 2公尺遠的地方，貼上
不同的單一圖形，請孩子逐一說出或是畫出

來。

2.看出名堂：找出圖片的相異處或複雜圖片中
所藏匿的指定物品、圖像的仿畫…等活動，

都是練習「仔細看」的好幫手。

3.掌握方向：閱讀、搜尋圖像或是書寫時，建
立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習慣，可使用純色

厚紙遮住尚未閱讀的區域，只露出要找或看

的「行列」，看到哪裡紙就移到哪裡。

(四)「做好」
生活自理是適應小學生活的基礎，學會照顧

自己、整理個人物品、維持乾淨整潔、養成規律

的生活作息，都是生活自理的一環，也是影響人

際關係的因素，建議在幼兒園時，就應開始建立

下列的好習慣：

1.維持乾淨、收拾整齊：能自行穿脫衣物、維
持乾淨整潔、學習整理個人用品及餐後收拾

，都是需要經驗的累積與練習，若孩子容易

落東落西，可列清單或用步驟圖，協助孩子

記憶及完成工作步驟。

2.如廁禮儀、便後擦拭：下課時孩子都是自行
去上廁所，敲門、關門是基本禮儀，而蹲式

廁所對許多孩子來說是陌生的，應在入學前

學會使用蹲式廁所及便後擦拭，並建立如廁

後洗手的習慣。

3.早睡早起、規律作息：晚上9點-10點睡覺，
早上6:30~7:00起床，用完早餐再上學，才
能有好的情緒與精神面對一天的學習。

4.拿好工具、安全操作：課堂活動會有剪刀、
膠水等工具的使用，打掃時也會使用抹布或

掃具，平時可多讓孩子動手做家事，教導和

示範技巧，也可陪伴孩子多進行DIY活動，
引導工具的使用與安全。

(五)「好心」
良好的「耐心、專心、自信心」能幫助孩子

參與課程，提升學習成效，而「好情緒、好規範

」則搭建起同儕互動的橋樑，孩子

能服從團體規範和紀律，如排隊、

輪流、等待...等，都是影響團體適
應的因素。

1.好專心：培養孩子獨立工作
的時間，能從10分鐘、20分鐘逐
漸延長至30分鐘；若孩子容易分
心，選擇實用、安全、簡單的學用

品或衣物，能減少上課分心的情形；減

少3C產品的使用也影響的因素，充足的運
動、靜態的閱讀或操作，都是培養耐心和與

提升專注力的方法。

2.好心情：當孩子遇到問題時，引導孩子將情
緒或想法說或畫出來，協助孩子釐清情緒，

學習適切的表達方式與團體規範，或是透過

情緒相關的繪本，演練情緒的控制，都有助

孩子以正面的情緒面對挫折和困難，提升團

體適應與融合度。

(六)「好安全」
肢體協調與環境覺察能幫助孩子閃避危險、

發現危險，事件處理能力能幫助孩子面對危險、

處理危機，因此建議入學前可先陪伴孩子熟悉下

列事項：

1.熟悉環境：包含學校位置、教室、廁所、電
梯、資源班教室等、放學接送路線位置或等

待地點等。

2.危險區域辨識：瞭解學校危險角落、遊戲器
材安全與使用方式，認識環境中可能的危險

，如不平坦的地面、有障礙物或是水溝…等

，以提升孩子對危險環境的覺察。

3.緊急事件的處理：當孩子遇到緊急狀況，應
了解如何向他人尋求協助，除班級導師和同

學外，也應包含保健室、警衛室、辦公室及

各班老師…等，以便在突發狀況時能立即尋

求協助。

每個孩子的狀況與需求都不同，在孩子跨階

段的過程，家長與孩子都需要重新學習及調適新

的改變，家長備好錦囊妙方，「超前佈署」的準

備，才能讓我們陪伴孩子握住好法寶，共同迎向

困境、挑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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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 生命課題的尋找】

很多只先從我的經歷來結

識的朋友，會習慣性定義，我

應該是所謂「人生勝利組」吧

！聽到這樣的推論，我通常笑

而不答，因為，何謂勝利？何

謂成功？在我的生命經歷裡，

從來沒有主流社會的先天優勢

，只有，努力，再努力！

「你到底為什麼考不好，
一定是故意的吧」，是我從小
在數學課裡經常聽到的話，「

同學很容易學會的數學題，我

真的聽不懂，只能花很多倍的

時間，想盡辦法硬背下來。」

那個年代的學校老師不理解

，一位國語都可以考到滿
分的優秀學生，為何數學

總是不及格，甚至認為
我一定是針對某些老師

，選擇以這樣的方式來表

達不滿。後來，在家人的支持

下，我有機會選擇成為特教教

師，找尋我自己生命的答案，

同時，也陪伴孩子找尋生命的

答案。原來，我自己是數學障

礙者！

身為數學障礙者，為了有

能力幫助有相同困境的孩子，

我選擇成為特教教師及取得特

教博士學位。而始終留在第一

線教學現場，能夠與特教孩子

及家長並肩攜手前進的動力，

是源自我親愛的家人。因為，

成為特教教師的同時，我也成

為了家庭長期照顧者，長達十

多年照護帕金森重症母親及目

前仍持續陪伴憂鬱症父親的生

命經歷，幫助我更寬廣看待這

世界的「同」與「不同」。在

極有限的時間裡，自身仍持續

旅行、登山、寫作與在每日瑜

珈練習裡安放身心。

【攜手能量流動的擁抱】

在我的心裡，有一座美麗

的花園，而每一個在我生命裡

出現的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

花朵。

★貼心的小淳：「請林媽媽要

加油」

多年前某個下午，我在課

間休息時，陪著學生小淳聊天

，準備上課前，突然接到爸爸

從醫院打來的電話，告知媽媽

確診為帕金森重症的噩耗，小

淳在旁安靜的聽著。小淳是二

年級腦性麻痺的身心障礙孩子

，需要長期復健，平常行走也

須穿著矯正鞋，必要時還要使

用助行器，但她卻是個貼心的

孩子，有禮貌也認真學習，從

不輕易喊累。我因為不想影響

小淳的學習，所以，強忍住悲

傷，準時幫小淳開始上課。但

細心的小淳，很快就察覺我的

情緒，輕輕的說著:「林老師
，林媽媽生病了嗎？

您要跟林媽媽說

，千萬不要放

棄，一定要

加油！我

從擁有到給予～一個特教園丁的探索之旅

A Special Educator’s Journey of Disconery from Having to Giving
信心加油站／林和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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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直很努力復健，雖然每

次真的很痛很痛，但就慢慢可

以自己走路了」，說完這段話

的小淳，用她瘦弱的小小身軀

，緊緊的抱著我，對我來說，

這是永遠難忘的一堂課！

★努力的小皓：「這裡是我的

第二個家」

小皓(智能障礙學生)已經
畢業14年了！每隔段時間ㄧ定
會回來，跟我分享他的生活點

滴，讓我知道他沒有誤入歧途

。每次離開前，他總是說：「

林老師，您要好好照顧自己喔

，下次回來還要看到您在喔！

」那天，小皓很開心跟我說著

最近創業的甘苦，還說他想聘

用特殊情況的員工，希望有能

力幫助別人！我看著這個當年

的大男孩，已經高出我兩個頭

囉!我也真心以他為榮！離開前
，小皓跟我說：「我很喜歡回

來這裡的家，好溫暖，看到老

師在，覺得有人可以讓我撒嬌

，真好！」其實，孩子啊！ㄧ

直以來，被溫暖的，是我啊！

【接續 勇敢前進】

衷心感謝我的父母親，在

病痛之餘，仍願意用生命的堅

持來陪伴我；衷心感謝

我的先生，無論如何

艱難的時刻，都願意

傾盡心力支持我；衷

心感謝我的弟弟，即使

相距遙遠，於公於私都全力接

納理解我；衷心感謝與我搭檔

17年亦師亦家人的搭檔高瑞鄉
教師，能有知心者同行而不孤

單是多麼難能可貴；衷心感謝

指導我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的

詹士宜教授，在每個關鍵的時

刻都溫暖的鼓勵我；衷心感謝

因特教所相識的孩子及家長們

，全然信任也願意一起努力；

衷心感謝上天給予適時美好能

量，讓我可以感受並珍惜歲月

靜好的時刻。

我知道，前方還有許多未

知的課題，我期許自己可以帶

著正念，繼續前進，感受更多

的愛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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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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談融合教育
Talking about Inclusive Education from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臺南市東山區東山國小資源班教師／蔡玄宗老師

身為特教人，有些新知是

得與時俱進，不然從學校帶出

來的知識早就已經不夠用了。

從早期的回歸主流，融合教育

，到現在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都在標示著特殊教育的進

步與尊重。

那麼，什麼叫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它是聯合國為了

促進身心障礙者完全及平等的

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在

二十一世紀所推動簽署的一個

人權公約，共有八個原則，其

中第一個原則就是尊重他人、

尊重他人自己做的決定。看到

這裡，有沒有種很熟悉的感覺

？對，沒錯，跟之前的回歸主

流，融合教育都一樣強調的是

「尊重」。

「尊重」這兩個字說來簡

單，做起來其實很不容易，因

此學校推行的融合教育就是一

個很重要的基礎養成教育。這

些年來從偏遠地區的特教班、

半隔離的機構特教班、一般學

校的特教班、資源班這樣觀察

，其實融合教育一直有在落實

，特別是資源班部份，學生來

自普通班，因此在處理學生的

事務時，就無可避免的要把學

生的班級融入也一併處理。而

從以前到現在，這些學生在學

校的融合教育，其實就是不去

剝奪特殊需求學生參與的權利

，比如說學校有一陣子在選舉

自治小市長，資源班的學生也

被參選陣營邀請助選，他們與

同學一起為班上的候選人搖旗

吶喊，從中所獲得的榮譽感，

不比去宮廟陣頭獲得的快樂來

的少，所以來上課時，就會一

直跟老師分享：「老師，我跟

你說，今天我……」，聽了，

真是感動，至少他分享的是在

學校班上那種有尊嚴的活動。

這些年有一個現象，下班

後 Line還在嗡嗡嗡，不是柯文
哲打來，是學校老師主動來討

論如何讓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

更能融入班上活動，我們學校

的老師這些年都一直自己在班

上默默造福這些特殊需求學生

，如有的學生數學其實可以算

的出來，但算得慢，若照正常

時間來考試，這些孩子無法被

同學看到他真正實力，也無法

在心態上被同學接受，那也無

法談融合，只有赤裸裸的競爭

。但是隨著現在時代的進步，

學生、家長、導師都在update
觀念，現在對待特殊需求學生

不再只是要把他們當做一個普

通人，更要重視他們的需求，

如延長考試時間，提供考試報

讀服務之類的。

當然，融合教育有其困境

，如這些年總有特殊需求學生

在求學或工作時傳出爭議事件

，但這是融合教育推動過程中

要去解決的事，而不是因為融

合教育才帶來這些問題，封閉

下的環境只會讓事件在茶壺裡

悶燒，坦然面對，才有尋求解

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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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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主題：彩紋置物箱
學　　校：白河國中

學生姓名：特教班學生

指導老師：王怡惠老師

作品主題：記憶中的童年
學　　校：歸仁國中

學生姓名：黃佑生(三年級)

指導老師：林秀菁老師

創作概念：

　　這張圖是畫我記憶中的童年，因為家裡的動

物農場謝絕參觀了，我想把記憶畫出來做紀念。

黃俊瑜(八年級) 吳柏政(九年級) 翁士荏(九年級)

創作概念：

　　運用木紋工具與顏料輔助劑，表現出木紋紋路與立體浮

雕圖案，送給自己一個獨一無二的木質置物箱，讓自己喜愛

的物品有自己專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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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關公
學　　校：鹽水區鹽水國小

指導老師：謝廷軒老師

學生姓名：馮柏瑞(五年級)

創作概念：

　　關公是學生喜歡的神明，學生將

紙黏土用雕刻及手捏的方法創作，完

成後的作品真是栩栩如生啊！

主　　題：白膠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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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利用白膠描繪圖案

的邊框，乾燥後塗上水彩渲

染，白膠的透明特性加上水

彩營造出不同層次的渲染感

，就變成一幅美麗的作品，

掛在牆上看了心情真好。

王義祥(三年級) 

陳
秉
宥(

五
年
級)

馮
柏
瑞(

五
年
級)

葉珮琪(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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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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特教專業知能研習
　(110年8月21日)

▼「臺南市111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教育
安置」工作協調會議(110年10月13日)

　　此次研習主題為「腦性麻痺學生之專業團
隊介入與輔具使用實務分享」；透過分享各專
業之介入方式、教學輔導策略及實務運用來提
升本市相關專業人員及特教人員之專業知能，
並將所學知識與資訊應用於到校服務中。

　　此次會議由特幼科劉瑞珍專員主持，除說
明跨階段教育安置相關規定外，為協助特殊幼
兒提早入園，提供特教服務，接受早期療育，
以增進特殊幼兒相關能力，於本次安置新增非
營利幼兒園及準公共幼兒園，優先提供特殊幼
兒安置名額。

▼110學年度臺南市學障鑑定工作總召暨工作小
組會議(110年9月24日)
　　工作小組會議假金城國中召開，會議中
針對110學年度學障鑑定工作事項進行說明，
學障鑑定工作朝優化鑑定方向，調整相關作
為，110學年度首次辦理一年2次學障鑑定工
作。

范中杰職能治療師講授腦性麻痺學生之職能治療介
入及教學輔導策略，引導團隊成員將學生的訓練融
入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陳志文語言治療師講授腦性麻痺學生之溝通及進食
介入實務分享，教導團隊成員執行餵食介入，並運
用溝通輔具協助學生參與課程。

李展瑋課長講授腦性麻痺學生輔具使用知能與實務
分享，現場示範腦性麻痺學生坐姿擺位及正確輪椅
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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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心評人員及
鑑輔會工作人員共同
參與，進行全市5場次
國三生重新評估審查
，與5場次小六生重新
評估會議，會中心評
人員就學生資料詳細
審閱，並共同進行討
論，使未來升學安置
能更妥善適切。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研判會議
　(110年9月及10月)

▼臺南市110學年度自閉症鑑定作業知能研習(110年10月27日)

▼臺南市110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親子暨手足成長營活動(溪北場～創藝手作親子好食育)
(110年11月6日)

　　此次研習因疫情影響延後於後甲國中舉辦，邀請德蘭啟智中心楊美華主任、台南大學特教系
何美慧教授講授CRPD之探悉—「看見優勢、看見力量」與自閉症概念、鑑定標準、行為特徵探
析，並透過特教中心莊慶文主任說明實務運作之操作，以提升與會人員自閉症專業基本知能。

　　此次活動由山上國小承辦，帶領學童家庭進行分組活動，透過認識食材，瞭解食材功能和
特性，從自己動手洗菜到切菜、切肉，親子手足共同完成美味料理，不但讓孩童體會媽媽做菜
的辛苦，也學會更加珍惜食物和感恩，在活動過程中手足間的分工合作和討論讓家人間的關係
更加緊密了，也促進特殊兒童不同家庭彼此間的互動交流和經驗分享，增進特殊教育兒童及手
足成長學習機會。

11特教園地 Special Education Newsle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