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現融合教育精神，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平等參與及表現舞台，是臺南市長黃偉哲非

常重視的政策，教育局於110年12月30日在文元國小舉辦特教學生頒獎典禮，由教育局吳
國珉副局長代表市長表揚才藝比賽獲特優、優等、甲等及佳作計176位特教生，以及獲得
社團法人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獎助學金學生計48位，同時頒發捐款該協會達2萬
元以上之學校感謝狀。

黃偉哲市長表示，藉由舉辦特教學生才藝比賽，發掘特教學生各項才藝潛能，讓學

生享受舞台上的熱烈掌聲，可發揮潛能邁向自信，比賽重視的是不同障別及程度的學生

，克服自身障礙，在眾人面前展現歡樂、活力、創意及熱情。

吳國珉副局長表示，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是由一群關注特殊教育學生權益

的教育工作者於84年設立，每年資助特教學生獎助學生，鼓勵其不畏困境奮發向上，肯
定自我，並喚起社會大眾對融合教育的重視，累計資助學生已達2,654人。

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協會理事長施宏彥也表示，款項來源主要為各界善心捐款

，或書畫義賣，以及每年舉辦關懷身心障礙者宣導週，各國中小師生發揮愛心慷慨解囊

。感謝海東國小、海佃國小、後甲國中、文元國小、安平國小及忠義國小等6校共襄盛舉
。

除頒獎外，典禮上並安排才藝比賽獲獎代表及團體表演，孩子們熱情笑容與生動表

現，再次感動所有與會嘉賓，在燦笑的童顏及感動淚水中，為2022年揭開精采序幕及無
限可能。

懂你的不平凡，224 名特教學生才藝及在學表現獲表揚
臺南市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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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in Tainan.

吳國珉副局長(後左一)親自出席頒獎典禮，給予
特教師生最大的肯定與支持。

特教科許婉馨科長(右一)與文元國小李貞儀校
長(右二)一同頒發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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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你的不平凡，224名
特教學生才藝及在學
表現獲表揚
Awards Ceremony for Fellow-
ship and Talent Competition of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
tional Needs of 2021 in Tainan.

★臺南學前巡迴教師社群
一級棒～出版「繪本九
宮格」
Tainan  pre school  spec ia l 
education itinerant teachers 
published a picture book for 
students.

1-2
版行政焦點

News and Features

★給兒子的一封家書『我
所認識的生命小勇士
A Letter to My Son: My Little Life 
Wa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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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幼兒手語圖書資
源～應援你我的手語教
學
Sign Language Learning Re-
sources.

★擔心感覺統合不好，非
爬不可嗎?
Crawling, Sensory Integration 
and Chil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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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10位學前巡迴輔導老
師以最吸引孩子的繪本故事為

發想，加上語言治療師專業協

助，共同研發設計出一系列好

玩又有趣的「繪本九宮格」遊

戲活動，首刷印製300本，分送
國立圖書館及本市各公立幼兒

園，臺南市長黃偉哲表示，學

前特殊幼兒更需要有趣好玩的

教材去觸發學習動機，這不是

一般坊間教材可以提供的，這

群老師不僅為自己學生設計個

別化教材，還無私分享給其他

特教師，值得鼓勵。

教育局鄭新輝局長表示，

繪本應該貼近孩子的生活，融

入家長、老師與孩子親子互動

的生活體驗，他鼓勵教師專業

成長，增進課程設計與教材編

製能力，希望藉由社群的運作

，加上跨域醫療專業人員的指

導協助，創造經驗交流與成長

學習，藉著討論與實作，集思

廣益開創教材，研發教學教材

提升幼教師的教學量能。

負責醫療專業協助的廖婉

霖語言治療師表示，「繪本九

宮格」主要是將對話式閱讀為

主要的策略內容，針對繪本的

內容延伸出與繪本有關的問題

，並搭配影片、繪本、遊戲活

動，延伸多元活動，繪本不只

是文本閱讀，還能提升孩子的

學習動機。

教育局表示，參與研發設

計的社群成員包含黃怡華、何

思璇、陳巧玲、陳修敏、鄭立

文、吳聆綾、郭西蓉、陳李閩

萱、陳思宇及蔡慈娥等10位教
師，歷經108至109年度設計教
材研發「繪本九宮格」，於110
年5月出版問市，首刷印製300
冊已送國立圖書館、本市各公

幼及其他學前特教老師。

因應防疫需求，教育部「

停課不停學」的政策，學前巡

迴輔導教師思考著要如何引導

家長陪伴孩子度過這段居家時

光，並且透過「賦權增能」的

概念，提升家長在教育上的權

力，我們利用影片繪本，家長

對於這樣的活動設計也感到很

有趣，主動和巡輔老師分享孩

子在家中互動的照片或影片，

巡輔老師也會透過家長提供的

資訊給予回饋及建議;因停課拉
開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但透過

這樣的互動模式卻拉近了我們

彼此之間「心」的距離。 (「
繪本九宮格」電子檔可至臺南

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http://serc.
tn.edu.tw/課程與資源區下載)

臺南學前巡迴教師社群一級棒~出版「繪本九宮格」
Tainan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itinerant teachers

published a picture book for students.

學前巡迴教師共同討論研發設計教材

～好康報報～
　　「臺南市學前特教服務據點」共有兩處，於每週星期三和

星期五，8時至16時，由學前巡迴教師據點提供2-3歲未入園幼

兒相關學前特教資源申請、鑑定安置輔導、優先入園、學前特

教親職及教養等特教諮詢服務，歡迎本市家長、教保服務人員

善加利用唷！

★仁德幼兒園社區教保資源中心（園內三樓特教資源室）

　地址：臺南市仁德區民安路二段436號
　諮詢專線：06-2796114轉33。
★麻豆幼兒園社區教保資源中心（園內二樓）

　地址：臺南市麻豆區清水里溝子墘2-6號
諮詢專線：06-5715893轉23。

2行政焦點 News and Features



你是一個樂觀、天真、聰穎

的小孩，很貼心、很懂事，很少

讓我操心，你從小就對外界充滿

好奇心，我也陪你一起認識環境

、探索未來。依稀記得當你遇到

不懂的地方都會一直『爸爸，這

是什麼？怎麼變這樣？』，打破

砂鍋問到底，問得我不知如何回

應；當我不厭其煩的時候，你懂

得察言觀色，會跟我撒嬌（多麼

希望你是個女孩），你也是一個

善解人意、樂觀、勤奮好學的好

孩子。

在你讀小學之前，也就在三

~四歲的時候，常因步態不穩而跌
跤，誤以為你是慢飛天使(發展遲
緩)；在五~六歲的時候，經醫院
抽血生化檢驗，發現其中血液肌

酸激酶CK值異於常人的數百倍（
血液肌酸激酶(Creative Kinase,CK)
是評估神經肌肉疾病最有效的一

項檢驗。）並且經做肌肉切片檢

查，確診為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簡稱DMD)
是一種遺傳疾病，為所有肌肉萎

縮症中較常見的一種，通常只發

生在男性身上，主要造成四肢及

近端肌肉漸進式的無力，早期症

狀會小腿肌肉假性肥大、下肢無

力、容易跌倒、走路時步態搖擺

；後期則軀幹肌力、呼吸肌甚至

心臟肌力都逐漸退化。它的起因

是人體性染色體中的X染色體發生
異常，漏失一段DMD基因所致。
DMD基因會製造一種重要的蛋白
質失養素(Dystrophin)，一旦缺少
這種蛋白質時，肌纖維膜會變得

無力脆弱，經年累月伸展後終於

撕裂，肌細胞就很容易死亡。

因為DMD這一類的罕見疾病
，目前國內並無確切的標靶藥物

來完全治癒。所以在治療方面，

尚可行走的患者需在醫師指示下

持續服用類固醇，改善患者的力

量及運動能力，延緩肌力退化；

並且，除了服用藥物之外，亦需

在物理治療師指導協助下，搭配

適度的復健／運動／日常活動等

可以更有效來維持肌力及關節柔

軟度，防止肌肉攣縮。但藥物的

副作用會讓你產生圓圓的月亮臉

、強壯的水牛肩，會影響血壓，

引致血糖升高、食慾增加導致肥

胖，因此日常維持方面你可以多

曬太陽以補充維生素D、補鈣飲食
來提高骨密度並且控制你的體重

。

你真的很勇敢，除了服用西

醫的藥物及復健治療外，也積極

拉筋及參與中醫針灸治療，為維

持日常所需能力，你要自主體能

鍛鍊，騎腳踏車／水療／游泳，

只要自己還能做的都讓自己獨力

完成。你的努力、你的認真爸爸

我都會看見。

生命就像一列火車，親朋好

友就像車上的旅客，有人早一點

上車有人晚一點上車，也不是所

有旅客都在同一站下車，也並不

是親人都能陪你走到終點，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到站時間表；雖然

DMD患者生命列車可能必須提前
到終點站，但身體強壯健康又怎

樣，人生就是如此，沒有人會知

道意外跟明天誰會先到；生命自

有它存在的意義，你的學習態度

決定了你的天空。把握當下好好

學習，快樂生活才是重要。

面對你這麼一個不凡的孩子

，我想『執子之手與子成長』，

所以在你很小時候我就是一位全

職的爸爸，陪你學習、陪你成長

，你是我日常動力的來源也是我

最甜蜜的負荷。我知道『我好，

孩子你才會好；我改變，孩子你

才能改變』。但親子之間相處好

像也不容易，當你有需求、有困

難，加上我對你的期許，我的心

會急，衝突就容易發生。雖然你

有時也會隱藏自己不快樂的情緒

，但在爸爸內心深處，你就是一

個樂觀、知足、勇敢的生命小鬥

士，樂觀的面對每一天，珍惜生

命中的每一次微笑，時時都讓自

己活得精采。

反思陪伴你一路以來的成長

，我覺得以前比較嚴苛，常用軍

事化管理和要求，以較高的是非

道德標準來挑戰並建立你的價值

。現在你長大懂事了，爸爸管教

上也應該做一些調整，我想聽聽

對於你未來人生目標有何規劃及

想法，我會尊重、支持你的決定

。Do your best, never give up！
最後有句話送給你『堅持，

才能看見生命的韌性與美麗；堅

持，才能綻放希望的花朵；堅持

，才能看見奇蹟！』

給兒子的一封家書『我所認識的生命小勇士』
A Letter to My Son: My Little Life Warrior.

臺南市大橋國中蔡沂廷學生家長／蔡宗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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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幼兒手語圖書資源  應援你我的手語教學
Sign Language Learning Resources.

國立臺灣圖書館採訪編目組／闕詩穎

為保障孩子得自由選擇使用母語之權利，自《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CRPD) 、《國家語
言發展法》及《兒童權利公約》於國內開展，國人更注意到母語在生活環境中的重要性。臺灣手語

有別於其他母語以聲音為主，手語學習更需要視覺上的支持。繪本圖像化的敘事，容易吸引幼兒適

應學習模式，科學證實更能促進學習發展，以下將以繪本及圖像化手語資料為主，分別介紹各式圖

書資源，期望能應援教學現場，成為親師與兒童共讀的好幫手。

《親子手語入門完全手冊》
編　　者︱社團法人台灣手語翻

譯協會
出  版  社︱心理 
出版日期︱2020/07/2
ＩＳＢＮ︱9789861919171
售　　價︱300

臺灣手語電子繪本
出版︱國立臺灣圖書館 平臺︱YouTube/國立臺灣圖書館/手語專區 https://reurl.cc/44G1dY

《用手語交朋友》
作　　者︱社團法人雲林縣聽語

障福利協進會  
出  版  社︱社團法人雲林縣聽語

障福利協進會  
出版日期︱2021/12/01
ＩＳＢＮ︱9786269504503
定　　價︱350

　　本書部分邀請真人小朋友呈現手語詞語，編排
上非常活潑，以樹狀圖的方式，除了搭配可愛的插
畫，另提供手語真人示範與影片QRCode，豐富的
內容值得細細閱讀。

　　自108年起，每年製作10種以上臺灣手語電子繪本，累積已有37部手語影片，內容多元豐富，包含有啟
蒙教養、CRPD專題、人權議題、生態永續、多元文化及校園安全等。影片分為文本、詞語複習及故事反思
，孩子們能夠複習手語詞語，同時可以搭配市售實體繪本，讓手語學習更輕鬆有趣。

　　本書以「交朋友」為全書的主軸，利用簡單句
子－打招呼、介紹家人、描述朋友的外貌及特徵，
以及相約地點等(亦附影片QRCode)。幫助孩子以簡
單的手語對話，找到人生的好朋友。

★有關幼兒手語教學相關資源專書：

★有關手語繪本的線上資源：

4專業分享 Professional Sharing



《小熊在哪裡》
作　　者︱張素卿（kiki）
繪　　者︱許匡匡
出  版  社︱四也文化出版
日　　期︱2021/11/15
ＩＳＢＮ︱978986984001
售　　價︱380

《希兒與皮帝的神奇之旅
　臺灣手語繪本(2版)》
作　　者︱姜義村  
繪　　者︱李憶婷
出  版  社︱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
出版日期︱2021/08/01
ＩＳＢＮ︱9789865469382
定　　價︱250

《好想要回家 臺灣手語版》
作　　者︱黃雅婷  
繪　　者︱林柏廷
出  版  社︱內政部營建署、國立臺灣圖書館
出版日期︱2020/06
ＩＳＢＮ︱9789865444853
定　　價︱無販售(寄贈相關單位及學校)

《小熊逛市場》
作　　者︱張素卿（kiki）
繪　　者︱周見信
出  版  社︱四也文化出版
日　　期︱2021/11/05
ＩＳＢＮ︱9789860653939
定　　價︱380

《等一下》
編　　者︱社團法人台灣手語翻

譯協會
出  版  社︱編者︱社團法人台灣

手語翻譯協會  
出版日期︱2020
定　　價︱無販售
　　　（寄贈相關單位及學校）

《小水鴨兩個家 臺灣手語版》
作　　者︱王文華  
繪　　者︱顏銘儀
出  版  社︱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國立臺灣圖書館
出版日期︱2020/07
ＩＳＢＮ︱9789865444860
定　　價︱無販售(寄贈相關單位及學校)

　　可愛的小熊到底躲到哪裡去了呢?本書利用線索
引起孩子們的興趣，透過故事線問過爸爸、媽媽、
哥哥、姊姊……找呀找，過程中不知不覺就學到非
常多的手語詞語喔!

　　結合校園日常，串起孩子從無障礙環境出發，
多幫別人設想(同理心)，每個人都可以因為改變讓環
境更友善!再版增加臺灣手語插圖與擴增實境(AR)，
非常適合親子一起學手語。

　　以臺灣第一座國家公園－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為
背景，跟著小山羌認識住在壽山裡的動物朋友，全
書搭配簡單易懂的手語插圖，一邊認識山林一邊輕
鬆學習手語，亦是共讀的好夥伴。

　　描述市場裡賣著琳琅滿目的東西，新鮮有趣的
事物等著孩子發問，看看小熊如何用手語走進熟悉
的大稻埕商店街大採購，滿載而歸。

　　有趣的動動書，可以大手牽著小手一起操作書
中的機關學手語，藉著用手觸摸、眼睛觀察動作的
改變，都能增進孩子的學習樂趣。本書由協會募集
志工手工製作，不對外販售，致贈各校典藏，心意
滿分。

　　從自然的角度陪伴主角－小水鴨ㄚㄚ，走過成
長的旅程，其中搭配可愛的手語插圖，在共讀的過
程，我們就像ㄚㄚ的家人，一起認識這片土地、守
護美好的自然資源。

★有關手語的繪本(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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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手語溝通圖卡》
作　　者︱社團法人台灣手語翻譯協會
出  版  社︱心理  
出版日期︱2018/03/12
ＩＳＢＮ︱0010777246
定　　價︱600元

搭配繪本的「學習單及生字練習」
作　　者︱國立臺灣圖書館
繪　　者︱各繪本作家
定　　價︱自由下載
下載網址︱https://reurl.cc/xOk9lL

　收錄了100個適合嬰幼兒使用的常見臺灣手語辭彙
圖卡(真人寫真)，內附贈手語影片光碟和手語海報，
能夠幫助小朋友時時使用、常常複習。

　　配合國立臺灣圖書館出版的「臺灣手語電子繪
本」影片，亦可搭配紙本書籍可，線上自由下載主
題書單及國字、注音生字著色練習喔！

★有關手語教學搭配的小工具：

繪本具備作者圖文編排巧思的特性，利用圖像敘事的魔法，激發孩子的想像力及創造力，透過

「這是什麼?」、「猜一猜○○在哪裡？」、「想想看……」生活中的簡單問句，都能是孩子與大
人的對話練習，「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在共讀的過程中，能激發孩子對探索的熱情，刺

激孩子學習的欲望，相信每個進入繪本世界的孩子，都懷著滿滿的期待。大量的研究證實，透過語

言之間的互動，有助於幼兒的早期發展。丹娜．蘇斯金醫師(芝加哥大學醫院3,000萬字計畫創辦人
兼董事)《父母的語言》一書提出，掌握『「共情關注(Tune in)」、「多說一點(Talk more)」與「輪
流說話(Take turn)」』3個原則，每一次正向的共讀經驗，都會成為孩子一生的養分。以上簡單的介
紹手語資源，都能在公共圖書館或一般通路取得，相信閱讀能夠成為陪伴學習、教學場域最佳的夥

伴。

相信家長都聽過「爬行對感覺統合很重要

，爬得少會影響感覺統合發展」這句話，究竟

爬行與感覺統合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聯，如果

孩子已經錯過爬行期又該如何補救？如果孩子

已經學會站立，我還要繼續要求他爬嗎？

★孩子的發展像在破關累積戰力，那學會爬行
可以提升哪些技能？

1.肢體承重與肌肉力量練習：當孩子學習爬行時
，需要用手腳支撐起自己的身體，隨著孩子

的爬行姿勢進展，會由不同的部位來承受身

體的重量。7個月時，寶寶可以用手將上半身
和肩膀撐離開地面，並用肚子貼地爬的方式

開始探索感興趣的事物；8個月時，手腳的力
量足夠撐起肚子，來到手掌和膝蓋著地的四

點跪姿，也就是俗稱的小狗趴姿；9-10個月大
，開始有了四肢交替向前的移動。爬行姿式

的轉變，意味著肌肉力量的提升，以及寶寶

對於自己肢體操控能力增加。

擔心感覺統合不好，非爬不可嗎?
Crawling, Sensory Integration and Child Development.

樂奇兒童發展工作室／陳怡安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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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側協調與平衡練習：爬行時，身體兩側要輪
替做出一側維持姿勢、一側將手腳往前伸的

動作，在手腳移動時須維持平衡不能傾倒，

是爬行經驗中慢慢調整與累積來的能力。

3.感覺統合發展：皮膚大面積與地板接觸有了冷
熱、粗糙光滑等不同溫度和質地的觸覺輸入

；頭部時而抬起、時而左右轉動，提供大腦

前庭覺輸入；肌肉的收縮、伸展和關節的彎

曲、伸直，讓寶寶可以向前移動，同時也刺

激著大腦的本體覺系統。各個感覺刺激輸入

，在大腦經過調節和整合，影響寶寶的動作

運用、肌肉張力、肢體協調等。

4.視覺與手眼協調發展：眼睛跟隨在家中穿梭的
媽媽轉動、四處搜尋吸引自己的餅乾零食、

伸出手來嘗試抓住面前的玩偶，這些情境都

在寶寶學會爬行後產生速度和距離的改變，

藉由眼球動作調整、眼睛引導手伸向定點，

增進視覺和手眼協調發展。

★如果錯過爬行，可以加強哪些能力？
1.手部肌肉力量與耐力：爬行時，可以練習到肩
膀、手肘、手腕和手掌的承重，由於地心引

力影響，爬行的趴姿可以練習到手部的肌肉

力量，肌肉力量足夠才能在書寫和剪刀操作

等活動中提供足夠的穩定度。

▲如果想提升手部肌肉力量可以怎麼做？
(1)玩遊戲時，可以改採趴在地上將手肘彎曲
撐起上半身的姿勢，就可以在遊戲過程中

訓練到肌肉力量與關節穩定度。

(2)塗鴉或畫畫時，可以將畫紙貼在牆上或冰

箱門上，手臂抬高塗鴉可增進肩膀和手腕

的肌肉力量。

2.軀幹力量與穩定度：肚子貼地匍匐前進，身體
兩側輪流提高做出交替動作與四足跪姿時身

體前後搖擺，軀幹的核心力量都必不可少，

良好的軀幹穩定度可有較好的坐姿和姿勢維

持。

▲如果想提升軀幹肌肉力量可以怎麼做？
(1)坐在瑜伽球上，家長雙手扶住孩子的骨盆
幫忙維持穩定，球可以往前、後、左、右

四個方向小幅度滾動，孩子的上半身要往

相反方向調整身體重心，維持坐在球上不

掉落。

(2)遊戲過程中，可以加入用膝蓋走路的跪走
動作挑戰，軀幹穩定度不足時，孩子難以

維持跪姿行走，可以先嘗試一邊推小積木

、一邊跪跪走。

3.腳部肌肉力量與耐力：後來發展出來的站立、
跑步、單腳站等動作奠基在爬行時的踢腿、

小狗爬時膝蓋和髖關節承重，腳部的肌肉力

量和關節穩定度就這樣一點一滴累積下來。

▲如果想提升腳部肌肉力量可以怎麼做？
(1)讓孩子抬高一隻腳踩在矮凳子上，過程中
要維持好的平衡，腳部的力量提升是必要

的。

(2)將氣球綁在繩子上掛起來，剛開始練習時
，可以先扶著椅子再將腳抬高踢氣球，若

腳部的力氣足以維持平衡則可以不扶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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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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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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綠手指DIY
學　　校：鹽水區鹽水國小

指導老師：官素玲老師

          蔣淑琪老師

學生班級：資源班學生

創作概念：

　　當刺刺的仙人掌和可愛

的動物相遇，會碰撞出什麼

樣的火花呢?每一位學生用心

的製作並發揮創意的作品，

可以看出來每個人都是是小

小綠手指喔！
顏子媛(五年級)

楊羚祺(六年級)

陳秉宥(五年級)

曾育仁(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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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主題：我的老師看不見　　　　　　  學　　校：新營區新營國小

指導老師：正大課後照顧中心、潘勁松老師　　學生年級：六年級

創作概念：分享我在課後照顧中心與老師的相處日常和觀察。

顏子翔
我的安親班裡有個長得很高，但視力不好的

老師。在有一年的暑假，我第一次看見身材高大

的小潘老師，他手上拿著白手杖，這是我第一次

與看不見的人相處。

小潘老師平時喜歡聽我們念課文，無論是國

語或英語，老師都能很有耐心的聆聽，並且給我

們指導。我發現小潘老師因為看不見，所以在平

時生活上會遇到一些麻煩；像是找東西就得用手

摸了好幾次才能找得到；走路如果沒有白手杖

幫忙，會很容易撞到；買東西付錢時也要很小

心才不會拿錯錢。

我覺得有這樣的老師是一個非常奇特的體驗

，老師很幽默，平常會跟我們一起聊天，他就像

美國林肯總統一樣，得到馬凡氏症，除了眼睛看

不見和長得很高之外，也會有一些心臟疾病，但

老師卻可以樂觀對待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雖然他

不像林肯總統那麼有名，但他的精神值得我們效

法學習。

楊茜如
從我來到正大安親班開始，原本以為只有廖

老師一人，慢慢的才知道還有小潘老師及老潘老

師。

有次，在暑假的炎炎夏日中，由於我的腳受

傷，沒辦法和大家一起上期待已久的游泳課，所

以非常掃興，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留在安親班。

結果有了小潘老師的陪伴，他講話既幽默又風趣

，我跟他愈聊愈起勁，不知不覺我忘掉今天原本

要去游泳，讓我覺得跟小潘老師聊天比上游泳課

還要好玩。

因此之後要去上游泳課時，我總是會想留在

安親班和小潘老師聊天，但是又想要和大家去游

泳，這讓我進退兩難、難以抉擇。當我正進入思

考當中時，我看了小潘老師一眼，才意外注意

到小潘老師的雙眼，為什麼看起來有點奇怪？

我帶著既驚恐又好奇的心情去問廖老師，結果才

知道小潘老師是一位視障人士，我心裡感到很疑

惑：「他明明是個視障人士，講話確能如此幽默

風趣，到底是為什麼呢？」經過一番的追問後，

廖老師有講到「馬凡氏症」這個疾病，而馬凡氏

症是一個遺傳疾病，罹患這個疾病的人會看不見

，也會長很高…，但在深入一點的，我就沒去了

解。

小潘老師跟美國總統林肯先生患有一樣的疾

病，雖然他不像林肯總統那麼有名，但他活得很

快樂，總是樂觀面對困難，不只如此，還以優良

的成績進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就讀，這樣努力的

精神，真是令人佩服，了不起！

伍昱溶
一年級我就來到正大安親班，這裡的環境文

靜又祥和，有一天我在安親班的時候，看到一個

身材高大壯碩的老師，差點把我嚇得屁滾尿流，

身高差不多是我的兩倍，可惜的是老師眼睛看不

見。

高大壯碩的老師向我們自我介紹，他說：「

可以叫他小潘老師」，我一下課就馬上衝過去問

小潘老師為什麼眼睛看不見，而老師卻很幽默的

跟我們說看不見就是看不見，到最後老師才告訴

我們他患有「馬凡氏症」，馬凡氏症是遺傳的，

第一個症狀是眼睛看不見、第二個症狀是會長得

很高、第三是有心血管疾病，老師還說我能活到

現在算是幸運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我慢慢得更了解小潘

老師，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師的學歷。小

潘老師是視障人士，竟然可以考取彰化國立師範

大學，讓我感到驚訝，我希望我的智商有老師的

一半就好。

言歸正傳，小潘老師也是我的作文老師，老

師教學的方式很與眾不同，在說笑中帶進了他的

課程，讓我們不討厭作文，下課後，還會跟我們

說故事，而我每次都聽得津津有味，有時甚至還

會聽到忘記回家。

很多人面對「生病」這件事都會選擇逃避、

但小潘老師卻不是這樣，他樂觀對待生病這件事

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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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主題：我與特教學生的相處經驗　　學　　校：後甲國中

創作概念：學校辦理「我與特教學生的相處經驗」徵文活動，學生主動撰寫出自己曾經與

　　　　　特教生相處的所見所聞。

瞭解成就理解/余愷同學
在國小的歲月中，遇見了兩名特殊教育學生

，一位是三、四年級同班的唐氏兒；另一位是五

、六年級同班的自閉症患者。今天的主角就是這

位患有自閉症的同學，他叫小承。

小承身材嬌小，配戴著一副藍色鏡框的大眼

鏡。他的外表十分平凡，但卻可以從他的舉止中

看出他異於常人。例如他常在上課時跳舞，或模

仿電視上警察抓犯人的戲碼……，這讓當時的班

導十分頭痛，搞得我們全班雞飛狗跳，不得安寧

。因此，他的座位被移到了老師的辦公桌旁，因

為那裡離大部份的同學較遠，老師也較容易管控

制他，這時，我們班才終於安靜了下來。

在五、六年級的生活中，我和小承相處得十

分和睦，在和小承相處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件

事，許多人和小承的關係欠佳，是因為他們無法

體諒小承有自閉症而造成的困擾。而我能和小承

相處融洽，是因為我能夠諒解他身心上的障礙。

這就說明了一個道理：「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

步海闊天空。」這就是我從小承身上學到的。

我們生活周遭有許多的身心障礙者，他們無

法像我們一般過著正常的生活，因此受到別人異

樣的眼光，但當你真的去了解他們，也許，他們

能將你指引向不同的人生道路。

其實我們都一樣/楊予慈同學
說起特殊學生，可能很多人第一個聯想到的

是成績差、脾氣不好等等，但其實並不然。有些

人會對特殊學生敬而遠之，甚至欺負他們，但這

樣的行為卻有可能會讓他們的心裡留下陰影，甚

至產生自我否定的想法。

曾經，由於對特殊學生的不熟悉，我並沒有

想和他們接觸的想法。後來直到班上轉來一位特

殊學生，打破了我對特殊學生的刻板印象。他是

班上的開心果，雖然功課不太好，但做事能力非

常強，而且很熱心善良，例如每次發作業時，他

總是最先舉手說要幫忙的那個，在課堂上也會和

老師互動，逗大家開心。

雖然特殊學生可能有某部份的缺陷，但他們

也有自己獨特的優點和長處，不該因為他們的缺

點就一味地否定他們。對待他們並不需要小心翼

翼，只要把他們當做正常的學生那樣相處就好了

。在需要的時候對他們伸出援手，給予多一點的

包容，相信你也能看見他們最好的一面。

從陌生到熟悉/陳柏翔同學
「吼！你真的很煩欸！」我對著眼前正傻笑

著的他喊道……。

升上高年級，分了班，坐在我旁邊的，是一

位總穿著滿布皺折的藍色外套，戴著方形黑框眼

鏡的男生，他有個綽號叫「大游」，我想可能是

因為他有個高大、壯碩的身軀吧。

大游是特教生，一天中有好幾節課都不在教

室，面對考卷也總是提筆擱在半空中，欲寫又止

的，猶如一艘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的小船。大

游的成績不太理想，個性也十分單純，所以經常

遭到同學們的排擠與霸凌。

大游常利用下課時間向我詢問課業上的問題

，而我總是隨便應付，漫不經心的，還不忘送上

幾句「讚美」，當時我那副盛氣凌人的模樣，現

在看來，還真是可笑至極！

不過與大游相處久了，我開始發現大游其實

是很善良的，與他相處的態度也有所轉變。大游

在學校時總是頂著那憨厚的表情，講笑話、散

播歡樂，他也十分熱心，只要有人需要幫助，

他都會伸出雙手，無私的奉獻，猶記有一次下課

，我在下樓時不慎摔跤，撞傷了腿，也是大游扶

著我一步步走到保健室。現在想起當時那場景，

簡直是世間最瑰麗也最難得的一片場景了吧！

大游之後透過了熱心與善良的特質，成功去

除同學們對他的歧視，並與同學們共同創造歡樂

滿溢的兩年。有了這次與特教生相處的經驗後，

我發現其實特教生就如清澈的純水，適應力強，

不管碰上什麼事都能夠以柔克剛；他們的胸襟很

廣，不管遇上什麼人都能夠善良以待，用博愛、

雅量的態度包容他人；他們的影響力很大，可以

用自己憨厚老實的心洗淨他人的心。特教生有許

多常人沒有的優點，只要你願意踏出第一步，與

他們相處，他們在你心目中將會從排斥到親近，

從陌生到熟悉。

「吼~你真的很煩欸~」我笑著對眼前正傻笑

的他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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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特教師透明口罩，聽障生學習無障礙

▼臺南市111學年度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教育評估安置會議(111年2月)

　　教育部國教署於110學年度逐批配送透明
口罩至本市，提供有需求的學校教師於教授聽
障學生時使用，佩戴透明口罩進行訊息傳達，
更兼具防疫及辨識口唇的功能，讓聽障生不因
教師佩戴口罩影響學習，確保教師教學正確表
達與保障聽障生的學習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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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111學年度資賦優異兒童提早入小學鑑定初選工作 (111年2月19日)

　　今年度資賦優異兒童提早入小學鑑定初選工作於公誠國小與永福國小兩考場進行，共有51
名考生參加，在8位專業且經驗豐富的心評教師引導下，全數順利完成初選考試。

永福國小考場

公誠國小考場

特教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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