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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市100學年度國中小及學前特教班召開IEP會議，仍
透過研習宣導、特教輔導團到校訪視，提升特教服務品

質，配合辦理各項作業（專業評估學生、草擬草案、通

知家長及相關人員...），以落實特教法相關規範。

（二）  本市100學年度國中小特殊教育宣導活動，預計於100
年10月1日至101年5月31日辦理，並於101年5月31日
前提報成果。

（三） 為配合101學年度身障學生12年安置時程, 100學年國3
學障及身障障別證明核發將於101年1月完成。

（四） 2011年台南市「有愛無礙」特教學生才藝比賽活動本府
委請玉井國小於100年11月22日假台南市柳營區南元花
園休閒農場辦理,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平等參與活動的
管道及展現才藝之機會，並喚起社會各界重視身心障礙

者權益。

 （五） 100年度特殊教育志願人力培育，特殊（專業）訓練課
程4小時，已於10月16日假佳里國小辦理，11月4日東
區勝利國小辦理；年度成長暨聯誼及志工表揚活動於

11月27日假善化國小及天文台舉行。

  （六） 為推動教育部資優教育白皮書行動方案「均衡各類資
優教育發展之規劃與實踐」行動方案子計畫一「各類

資優教育之均衡發展」之方案，預定100年11月假台
師大辦理工作坊，100年12月各縣市完成計畫初稿，
明（101）年3月完成定稿。

（七）配 合教育部建立融合教育推廣之模式，提升融合教育實

施成效，落實身心障礙學生在普通班之教學與輔導，

本市委由中營國小承辦，並成立專書編輯小組，提供

本市推動融合教育之特色與成效，已於100年10月中
旬如期完成報部彙集成冊。

　（八） 本（100）年自7月起至12月共計辦理7校辦理11場區
域性資優教育方案，分別假新東國中（發現文化中的

人∼西拉雅族部落巡禮）、新營國小（當西方高斯牛

頓遇到東方蔡倫、閱讀與創意寫作營）、成功國小

（創造發明與實作研習營）、新化國小（綠色能源的

探索任務）、鹽水國小（北風與太陽∼風能與太陽能

的運用）、永福國小（資優學生專題學習（PBL）聯
合發表、科技與邏輯整合學習暑假育樂營、生活科技

與創作精進教學、管弦樂團暑假音樂營）、麻豆國小

（藝加意大於術）辦理，約計500人參加，計補助經
費新台幣51萬2,000元，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管道，
整合學校資優教育資源，均衡推展共享資優教育。

　（九）  100學年度本市公、私立幼稚園篩檢發展遲緩幼兒，
預計於11月篩檢幼生管理系統通報人數計21529人。

　（十） 教育部辦理「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特殊教育系列活
動」，訂於100年12月9日至12月12日假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辦理，請踴躍參加。

（十一） 100年度特教學生家長親職成長營，分別於區10月1
日善化區善化國小、10月29日新營區公誠國小、11
月4日北區文原國小舉行。

台南市100年度特殊學生才藝表演總決賽於11月22
日上午9點在南元花園休閒農場正式開賽囉！在各位老
師、家長及學生們熱情的支持下，有「愛無礙才藝比

賽」總算能在最有限的經費資源下突破艱難的迎向第3
年，除了特教夥伴們的鼓勵外，也要感謝由林校長保良

帶領的玉井國小團隊三年來持續協助特教科辦理。

今年賽事精采依舊不輸往年，特別是今年加入了

許多南市的新團隊，也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入圍總決

賽的隊伍共計12組，各個學校紛紛搬出拿手絕活，有
活力無限的殭屍舞、中國味十足的手語表演、技術高超

的花式直排輪、愛熱鬧的三太子出巡以及很忙的牛仔來

陪伴外，還有許多有趣的舞台劇⋯⋯宛如一場大型嘉年

華會，除此之外不難發現各校老師在表演服飾道具上

的巧思，也讓表演者的舞台效果加分不少，各校實力堅強，難分勝負。著實讓現場擔任評審的委員們(市府王參事
崑源、教育局李專委勢利、台南大學曾教授明基、南化國小黃前校長吉田、百世教育基金會陳理事思靜)傷透了腦
筋。

在藍天白雲和綠草如茵的表演場地上，不論比賽輸贏，大家彷彿是聚在一起參加了一場盛大的同樂會，期待

每年的相聚，透過”有愛無礙才藝表演比賽”讓大家都能看到特殊學生背後的隱形的翅膀，經老師的帶領下都能

展翅翱翔。

行 政 檢 索

2011有愛無礙才藝表演比賽 文：寧君‧小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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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才藝活動特別版

大橋國小

閃爍的夏夜： 一閃一閃亮晶晶，每位學生都化身成為可
愛的小星星，照亮現場所有的特教夥伴。

運動身體好： 左三圈、右三圈、屁股扭扭⋯學我們一起唱唱
跳跳，才會頭好壯壯身體健康喔！

廉政英雄之飆車族篇： 勇敢捍衛社會秩序的警政
英雄出場囉！看我如何抓

拿淘氣的飆車族們。

快樂的森林舞曲： 森林的老虎大王出來囉！疑?怎麼森林
裡的小動物都不見了呢?

吉祥啦啦： 哇！看倌們趕快暫時停止呼吸，有俏皮
的小疆屍要通過啦！

愛鬧熱的三太子出巡囉： 愛湊熱鬧的三太子也在現場
跟大家同樂共舞吔！保佑各

位觀眾事事如意喲！

2011 台南市特教學生才藝比賽實況轉播 part 1

特優 特優

新市國小優勝 優勝

玉井國小 佳里國小優勝 優勝

大光國小

新民國小



3才藝活動特別版

小編大聲公
哇塞！透過比賽小小編發現特教老師各各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耶！錯過此次精彩比賽的看倌們，

別擔心！就讓小編透過鏡頭獻上最精采的照片與大家分享喔！

牛仔很忙： 神氣活現的小牛仔們，各各可都是套繩高手
呢！

手舞虞美人： 瞧瞧！咱可愛的小舞者揮舞著彩衣的模樣
是不是很可愛呢?

快樂的小森林： 可愛的樹精靈，帶領著各位嘉賓來場奇
幻森林之旅！

毛毛蟲歷險記： 讓咱們也跟著可愛的毛毛蟲們一
起冒險去囉⋯⋯

健康歌： 大家一起來，跟著我們一起搖擺你的身
體吧！

體育運動： 大哥哥、大姊姊們舉起你的雙手，大
聲為我們歡呼加油吧！

新進國小

永康國小

東興國小

優勝

入選

入選

優勝

入選

入選

西門國小

白河國小

大灣國小



小杰是一位小學五年級的學習障礙生，由於識字量

不足，而影響本身文字學習的能力。以數學表現來說，

該生文字應用解題能力更是落後班上同儕一年以上。所

以只要是數學課，總是無法吸引或提升他的注意及興

趣。

特殊兒童在學習上「類化」的能力是比較不擅長

的。所以在學習課程中，若能納入日常生活中既有的題

材，讓學生學得其中的概念與能力，進而跟生活接軌。

因此，下文主要分享資源班老師以超市或大賣場的廣告

單為題材，教導學障生數學學習之情形。

【教學方式及策略設計】

每次超市促銷活動中，廣告單是一份隨手可得的題材。

或許有些人會很自動地把它丟入回收桶裡。然而，一份

廣告單卻可以教導學生很多概念，藉由廣告單的內容更

可以獲得一些數學學習資訊，其內容簡述如下：

1.日期或時間的學習：藉由觀看廣告單的日期，讓學生以
翻閱日月曆的方式，瞭解活動開始至結束的日期，是否

到期或過期，進而計算維持促銷的天數。有些廣告單上

還會有時間的刊出及限制，比如麵包的促銷，一樣可以

讓學生對時間產生數學覺知（圖一）。

2.數字大小的學習：透過標籤上的價錢，可以讓學生學習
數字的大小，進而引導瞭解〝貴〞及〝便宜〞的觀念。

3.加減能力的學習：一般廣告單上的物品可以看到原價
及促銷價的價位。從促銷價與原價的價差，瞭解促銷價

會比原價便宜的觀念外，進一步引導減法計算的能力培

養。此外，也可透過連買兩種物品以上的方式進行加法

計算教學。若是學生計算能力有顯著困難，可以教導學

生使用電算機協助學習。

4.打折、折價的學習：特定節日或活動時，有些店家會推
出打折的優惠。針對高年級生來說，除了讓學生瞭解折

價價格會比原價便宜的觀念外，小數與折扣的觀念也可

從中學習而來。倘若學障生在計算方面有困難時，可以

教導運用計算機，減少在計算方面的困難（圖二）。

5.數數、錢幣運用的學習：廣告單上所標示的價錢，不僅
可以用來當作學加減的題材以外，也可以讓學生實際操

作錢幣，拿取正確的價錢。利用錢幣與數數的結合，讓

學生對數的學習更生活化。

6.基本單位的學習：每一個物品所用的單位均不同，比如
餅乾的單位是「包」、飲料的單位則使用瓶或罐等。讓

學生可以從中判別使用單位的差異性。

7.乘除法的學習：老師可以布題：「小明買了3罐可樂需
要多少錢？」或「3包餅乾特價25元，那麼1包餅乾需
要多少錢？」。透過累加或等分除的方式，引導學生學

習乘除法觀念，進而學習小數的意義。

8.容量、重量單位的學習：從廣告單飲料區的物品，比如
可樂、礦泉水等標價上可以學習容量單位（公升、毫公

升）；而生鮮區的物品則是公斤、公克等重量單位。

【結  語】

通常許多學障生升到高年級之後，由於課程加深且

之前學習失敗經驗的累積，漸漸對數學興趣缺缺，最終

則是選擇放棄的現象。然而，生活中基本的數學概念及

運用能力的習得乃是學障生必備的訓練目標之一。由於

學障生本身能力的限制，卻無法與一般生一起學習同樣

的教材內容。因此，若老師能善加利用生活中的教材，

並適時調整教材與方法，改變評量方式，落實個別化教

學理念，學障生仍然可以輕鬆學數學，重拾學數學的信

心及提升學習興趣。

4 專 業 分 享

淺談學障生數學教材教法—

以超市、賣場廣告單為例

文：佳里國小／黃明煌老師‧學甲國小／張菁吟老師

 圖一： 透過研讀廣告
單內容與生活

相結合。 

圖二： 特定節日優惠活動，除了讓學生瞭解折價折會比原便宜的觀念外，小數與折扣的觀念也可從中學習而來。



文：大灣國小／康 富老師
勝利國小／陳怡芸老師

時間延宕就是將孩子回答問題或開始做動作的時間

延長，讓孩子在無壓力下的情況下回答問題或做其該做

的活動。使用時間延宕技巧的好處在於讓孩子有足夠的

時間思考及一個可預期心理，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同

時也避免老師或家長在教學中太早給孩子提示或協助，

導致孩子缺乏自己探索或表現的機會，更可能讓孩子在

往後的學習或生活上不太敢自己做決定。

例如：

當孩子在看電視時，媽媽與其說：「我數到三去做

作業」不如提前告訴孩子：「這個單元播完就要去做作

業。」此時孩子會有一個預期心理，而且較不會有被強

迫感產生，導致孩子出現問題行為。

當老師問學生問題時，如果孩子無法馬上回答出

來，老師可以對孩子說：「沒關係，等你想好了再舉

手」。

當有孩子說謊時，不必直接指責說謊，可以提示：

「我想知道事實是什麼？想清楚了再告訴我，好嗎？」

重點在於告訴孩子說實話的重要性並留給孩子時間思考

如何說明事實。

上學年，班上的阿生是一個令我傷神的孩子。要嘛

缺席，再不然就是到學校睡覺。

三年級上學期，一開始他幾乎每週都會休息個兩三

天，之後才逐漸的減少；下學期比較少缺席了，但卻總

是在課堂上睡覺。無論我用盡各種方法，他照睡不誤，

連期中期末考也是睡⋯⋯

睡獅睡了整整一年，剛開始同學會說：「老師，

為什麼都不叫醒他？」我說：「換你們試試看！」結果

是⋯⋯大家都沒辦法，任由他睡。連主任都沒輒！

剛開始我很急，急著催促、緊盯，但都沒有用！接

著我盯爸爸，盯到爸爸也不太敢接我的電話；找分開了

的媽媽，媽媽也總說沒辦法，到後來也不出現了。

之後，我換了態度：

我並不會特別去罵他，總是在他清醒時給予鼓勵。

都不來學校，我打電話給爸爸，是關心、不是責備。來

學校時，我就口頭獎勵並摸摸他的頭或拍拍他的肩膀。

有時送小獎品。

我從不催他作業，只要肯交出來一兩次，我就開

心。

願意寫試卷，有寫就及格。

我不是放任，而是等待⋯⋯

常常和同事討論他、和先生商討對策、自己在夢裡

想方法，結論就是「愛他、等他」。老公常說：「他肯

來就好，就算睡也有清醒的時候，清醒就有互動、有學

習。他需要的是你的愛！」所以我等⋯⋯

等待的結果是⋯⋯

三年級的母親節前，他在放學後，又揹著書包跑進

來說一聲：「老師，母親節快樂！」然後不好意思的離

開。當時我的內心滿是感動！

某天下課時間我有點累，坐在桌前改作業，班上空

無一人，他悄悄繞到我身後，用雙手替我搥背⋯⋯我強

忍淚水，怕他看見。

一個媽媽不在身邊的孩子，把我當媽媽看了！

四年級開學一個月了，目前他只缺課兩個半天，有

時睡眼惺忪到校，卻是全班第一個來的。也願意寫功課

了，雖然無法每項都照進度，但總會想辦法交出來，有

時還會問問題。上課也比以前認真⋯⋯

雖然偶而會睡著，當某人說：「阿生又睡著了。」

就會有人說：「他已經進步了。」

同事說：「妳出運了！」

是的！我出運了⋯⋯

我希望他可以慢慢的成長，用他自己的腳步跟上。

因為他已經知道在他跌倒的時候，會有一個像媽媽的老

師，等待著他自己站起來。

教師節雖然收到許多祝福，但這是今年最棒的一份

禮物！

星期四上課時，我帶了一個網球拍到學校，告訴孩

子們如果上課表現好的話，下課可以玩網球，有一個聰

明的小女生表現得特好，當然那網球就是她玩囉！

後來她可能覺得有聲書也不錯，想跟另一位同學

換，但那位同學不跟她換，她就趴著哭了。直到上課，

依然趴在桌上。上課了，我告訴所有的學生：「當你已

經選擇了一項你下課要玩的遊戲之後，如果你想換玩別

的玩具，你必須跟其他同學交換，不然就要等到下一次

你可以再選擇的時候才能玩。」我的目的在於讓孩子學

會如何與他人分享及溝通，並在過程中學習挫敗與等

待。小女生聽完我的話後，頭趴得更低了，而且啜泣了

整整一堂課。

下課後，南大的實習生問我說：「老師，剛才那位

學生的行為，難道你不處理嗎？」我告訴她們：「我已

經處理了啊！」從她們的眼神，我看到了滿滿的疑惑，

在她們這青澀的年紀，實在難以瞭解甚麼是成熟的味

道，成熟所需要且最重要的元素，除了時間之外，還是

時間。

上課鐘聲再度響起，小女孩從隔壁班拿來連絡簿，

笑嘻嘻的叫著我「康老師爸爸」時，我知道她懂了！

此刻我轉頭告訴南大的學妹們：「懂了嗎？」一臉的驕

傲！

特殊的孩子學得慢，情緒來的快，但不代表她們

講不通。給他們時間緩和情緒，給他們多一點的機會學

習，他們的表現會超乎你的想像！

教學過程中，偶爾我會想起，那充滿智慧的詩句--

趕路，看不到身旁美麗的風景！

5專 業 分 享

我不是放任，而是等待……
趕路，看不到身旁美麗的風景！

時間延宕技巧在教學上的使用



題　　目：天地大作戰

學　　校：公誠國小

姓　　名：資源班

指導老師：葉金芳

作品說明：�由片片平面圖形，運用卡榫

原理組裝成不同的模型，孩

子在愉悅的操作中完成視

覺、觸覺、知覺、空間概念

的訓練。

題　　目：我是誰�

學　　校：公誠國小

姓　　名：侯宸筠

指導老師：黃美玲

作品說明：�聖誕節快到了，做

個美麗的面具來戴

一戴，猜猜看我是

誰？

題　　目：可愛的小錢包�

學　　校：公誠國小

姓　　名：侯莞舲

指導老師：蘇利文

作品說明：�小錢包、小錢包我要在你

身上烙印美麗的圖案，因

為你是獨一無二的大肚

婆我要讓你裝很多很多的

mony�mony。

模 型 組 合 皮 包 面 具

版 畫 初 體 驗
學校：白河國小　　　　　指導老師：李政儒˙楊雅琪˙潘香蓉˙石麗馨

創作理念：�這個暑假因為去上了版畫的相關研習，覺得石膏版畫其實對我們的孩子而言是可以嘗試的，所以，開

學後就跟孩子一起來體驗，也謝謝吳鴻滄老師的指導!!面對陌生的石膏版孩子們既期待又擔心，用竹

籤在版上刻畫出圖形後，再用粉蠟筆細心的上色，在泡過40分鐘的冷水之後，用噴漆將它拓印在黑色

的雲彩紙上，孩子們玩得很開心，當然，作品也很美麗喔～

張 文 雅

林 鴻 鑫

張 哲 榳
蔡 家 寶

6 童 畫 童 話

對象：台南市特教學生及老師。

規格：圖畫紙或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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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寄至民治特教中心或

mail到pttina4444@yahoo.com.tw

投稿須知
童畫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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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或是在

上課中發生的小故事，都能讓人會心一笑甚

至疏解壓力。歡迎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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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日默默的付出。

介紹語



7心 靈 文 采

編號 書 名 出版社 數量
1 點亮幸福微光 寶瓶文化 1

2 9歲女孩的勇氣學堂：我的眼淚是快樂的 寶瓶文化 1

3 30年的準備，只為你 寶瓶文化 1

4 與泛自閉症兒童一起成長：給家庭的逐步學習手冊 心理 1

5 做．看．聽．說：自閉症兒童社會與溝通技能介入手冊 心理 1

6 我的潛能，無限 天下 1

7 兒童感覺統合-學齡前教師指南 心理 1

8 奇蹟 天下文化 1

9 看見特殊，看見潛能-特殊生教師家長貼心手冊 心理 1

10 教育應該不一樣 天下文化 1

11 讓天賦自由 天下文化 1

12 奇蹟的孩子 時報 1

13 Baby IQ圖卡-B(全套6盒彩色圖卡) 幼福 1

14 Baby IQ圖卡-A(全套6盒彩色圖卡) 幼福 1

15 順序圖卡(2012新版) 信誼 1

16 我不是完美小孩 幾米. 大塊文化 1

17 我的錯都是大人的錯 幾米. 大塊文化 1

18 孩子 謝謝你：一個父親的懺悔 大智文化 1

19 看見自己的天才：一個智商70少年調查官的成長 寶瓶文化 1

20 唐氏症兒0歲教育 智慧大學 1

21 "ADHD學生的教育與輔導" 心理 1

22 必備!復健醫學臨床手冊 合記 1

23 從0歲到100歲常見之眼睛疾病 合記 1

24 情緒管理大師-情緒控管影響一生 合記 1

25 認識癲癇症候群 合記 1

26 言語聲學分析 合記 1

27 情感性疾病手冊:診斷與治療 合記 1

28 閱讀裡的生命教育：從繪本裡預見美麗人生 天下雜誌 1

29 "現在就開始 芬蘭式教育" 晨星 1

30 0 ~ 6歲最關鍵：蒙特梭利全方位教養手冊 木馬 1

31 "讓孩子開口說話：語言遲緩兒學會溝通的第一本書" 智園 1

32 "永不放棄的愛：劉民和牧師的生命與事奉" 啟示 1

33 "很慢很慢的蝸牛" 和英 1

34 一個社工師的喃喃自語：青少年輔導工作手記 心理 1

35 "就愛找麻煩：安德魯．克萊門斯10" 遠流 1

36 "協助自傷青少年：瞭解與治療自傷" 五南 1

37 我該如何閱讀：不必大師開書單，你能自己找到有趣又有用的閱讀方式 大是文化 1

38 "幼兒行為與輔導-幼兒行為改變技術（第四版）（含光碟）" 心理 1

39 3-6歲發展與教養對策(全新版) 信誼 1

40 "1-3歲發展與教養對策(全新版)" 信誼 1

41 "陪孩子走出情緒障礙" 三民 1

42 "視聽覺專注力遊戲訓練孩子更專心（附遊戲光碟）" 新手父母 1

43 老師，可不可以不要上課！：青少年心理輔導手冊(三) 菁品文化 1

44 "老師,我有問題!-青少年心理輔導手冊(二)" 菁品文化 1

45 "老師,我心情不好-青少年心理輔導手冊(一)" 菁品文化 1

46 沒有不受教的孩子：以愛為後盾的K.I.C.K. 教養法 如何 1

47 "智能障礙學生性教育教材與教學媒體（含DVD光碟）" 心理 1

48 "心智解讀-自閉症光譜障礙者之教學實用手冊" 心理 1

49 "美術資優教育原則與實務" 心理 1

50 中文閱讀障礙 心理 1

51 資優兒童親職教育 心理 1

52 "打造感覺統合的橋樑：自閉症及其他廣泛性發展障礙兒童的治療" 心理 1

53 資優教育概論（第二版） 心理 1

54 從遊戲中學習：學前融合教育實務的妙點子 心理 1

55 陪孩子面對霸凌：父母師長的行動指南 心靈工坊 1

56 從霸凌到和解 金塊 1

57 當媽媽遇見過動兒 心理 1

58 "與世界失去聯繫的孩子：給自閉症、過動症、閱讀障礙等神經疾病的居家腦平衡訓練計畫" 三采 1

59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時報 1

60 用正確的技巧回答孩子的問題 可橙文化 1

編號 DVD 規格 數量
1 一閃一閃亮晶晶 DVD 2

2 小星星眨眼睛 DVD 1

3 叫我第一名（公播版） DVD 1

4 星星的孩子（公播版） DVD 1

5 我的名字叫可汗（公播版） DVD 1

6 時間遺忘的天使 DVD 1

7 向命運挑戰 DVD 1

8 我和我的普通朋友第一輯 DVD 1

特教相關影片

小編大聲公
哇！新書又出爐囉！歡迎各位老師、

同學前來借閱使用喔!

100年特教相關書籍、影片名單



8 活 動 集 錦

歡迎大家把一些教學心得或有其他相關想法，以文章的方式跟台南市的朋友分享。

1.歡迎特教班與普通班老師、相關專業的治療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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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tina4444@yahoo.com.tw

5.若未經刊登之作品如需退稿，請註明告知，否則一律不予退稿。

特教風

邀稿篇

邀請各區召集人說明辦理學障鑑定工作事項
邀請各教育處人員、鑑輔會代表、特教教師代表、各專業相

關人員、社會機構代表人員……共同與會，提供多面向的安

置意見，以協助學生及家長做最適性的就學輔導建議。

100.10.14召開本市100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委員會第1次會議

100.11.1台南市100學年度學障鑑定工作召集人庶務
工作會議

邀請各高階心評老師各同規劃建立台南市心評制度

100.11.17台南市心理評量人員管理實施要點草案會議

100.10.29台南市家長手足成長活動

活動集錦

沒有車票
選自: http://www.haha8.org

列車員叫醒一個靠著視窗睡著了的旅客: 
“先生，你的車票？” 
“票？什麼票？我沒有車票！” 
“沒票？那你打算去哪裡？” 
“我什麼地方也不想去！” 
“那你為什麼上這列火車？” 
“當我路過這列火車時，你正沖我在大叫著：

‘請大家快上車坐好！’我只好走進 車廂。” 

脖子長的好處
選自: http://www.haha8.org

有一天，一只長頸鹿對小白兔說：

小白兔，你知道脖子長的好處嗎？ 小白兔沒理它。
長頸鹿看到坐在地上的小白兔不理它，接著說：

脖子長，在吃東西時能慢慢享受食物經由脖子的美味。 
小白兔還是沒理它。

長頸鹿接著說：當夏天的時候，

喝一口涼涼的水經由脖子的時候，

那是多么的享受啊！小白兔看看長頸鹿說：

你吐過嗎？哈哈

千萬別吝嗇
選自:http://www.taconet.com.tw

大傻入境某國時，帶了隻八哥，海關人員叫住他說：

『先生！你這隻八哥也得付稅金。』

『應該付多少啊？』

『活的50美元，如果是標本就只要15美元！』
此時聽見那隻八哥嘶啞的叫著：

『大傻！千萬別吝嗇啊！』

OFF B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