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彙整102學年度「本市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

學生跨階段教育安置」行前工作事宜。

一、�實施對象:本市學前暨國民中小學階段3-15歲身心障

礙學生（含發展遲緩、學習障礙）

二、�安置類別:入幼兒園、學前升小一、小六升國一、轉

學、入特殊教育班、在家教育、暫緩入學、延長修業

年限者。

三、安置申請：

（一）�集體申請報名：由原就讀學校依特教法第17條

集體提報相關資料，向特教中心申請辦理。

（二）�個別申請報名：入幼兒園身障幼兒由家長向特

教中心或學校提出申請。

四、收件地點及期程：

（一）�民治行政區：民治特教中心（台南市新營區公

誠街5-1號）；102.02.20-102.03.04

（二）永華行政區：

1、�學前特殊幼兒入園所：永華特殊教育中心

(中西區永福路二段86號）；102.04.01-

04.03

2、�學前升小一：安南分區特教中心（安南區安

中路一段703巷80號）；102.02.19-02.21

3、�小六升國一：南分區特教中心(南區新孝路

87號)；102.02.20-02.22

五、�各區教育安置評估時間於三月中旬於教師研習中心

（公誠國小內）等地，辦理15場次鑑輔委員及安置人

員現場評估會議。

乙、�102學年度國三身心障礙學生升高中職12年就學安置

報名作業，已完成學校教育訓練及各校家長宣導，目

前國中端學校於三月六日完成特教通報網網路報名及

寄送團體報名名冊及各分項招考障礙類別（智障、視

障、聽障、學障、自閉症、CP、情障）所需相關表

件，由民治特教中心統一彙整，於3月14日邀集特教

輔導團相關人員於民治特教中心，先進行書面資格審

核工作，若有疑義再進行家長、特教教師、學生現場

評估工作。

丙、�102年3月8日至3月14日心辦理102學年度資賦優異兒

童提早入小學鑑定工作報名作業，分別於永華特教中

心及民治特教中心受理。

丁、�101學年度疑似學習障礙(智能障礙)最後確認初檢送

件人數1025人，經各區召集人初檢審查小組覆核，通

過初審進入複檢人數為898人，於102年1月17日於大

灣高中進行心評人員計350人複檢講習及派案個測工

作，並於101學年下學期起全面進行個側複檢、個案

研討、撰寫個案報告及確認學生身心特質，預計102

年5月下旬由鑑輔委員最後確認學生身心特質。

行 政 檢 索

特殊教育星光大道─「永遠的第一名」 
101年11月27日、28日在東陽國小舉辦特教星光

大道才藝表演團體賽；同時間27日在文元國小舉辦個

人賽。參賽的情況可謂相當踴躍，總共有國小組19

支隊伍、國中組9支隊伍、個人組38位參賽，可謂戰

況激烈。當天一進校門即可見主辦單位的用心布置，

彩色氣球繽紛妝點著環境，似乎在暗喻比賽的多采多

姿，並且由東陽國小的學生表演當前最流行的電音三

太子開場，載歌載舞，熱鬧非凡，為比賽率先炒熱了

氣氛。

比賽當天，表演者紛紛演出拿手絕招，每個

隊伍都費盡心思，不僅服裝造型上巧妙得宜，更有

栩栩如生、創意十足的道具，更為表演內容添加豐

富的內容及比賽的刺激性。比賽過程不僅有整齊劃

一的儀樂隊、氣勢撼人的鼓樂隊、風光明媚的鄉村

生活，也有生動的荷花池畔生態。而國中隊伍的有

趣活潑短劇，更逗著現場的觀眾呵呵大笑。經過一

連串的比賽，讓人讚嘆原來特教學生真的是多才多

藝，也讓特教學生在屬於他們的舞台發光發熱，體

會團隊合作的默契與樂趣。深深的感謝這群特教學

生、家長、老師、志工們，才有這麼美滿的比賽，

帶給大家感動的兩天！

感謝教育局黃副局長緒信、前特教科李專委勢

利到場替孩子們勉勵打氣，也感謝評審委員們(伯

利恆文教基金會甘神父惠忠、德蘭啟智中心楊主任

美華、中營國小方校長煌洲、臺南大學吳老師啟

誠、資深特教人員陳組長白瑩、白河商工鄭焜保先

生、曾文家商幼保科舞蹈詹老師瑜珍、大灣國小退休

胡校長振嘉、大唐民族舞蹈團吳老師珮琪)，他們絞

盡腦汁，期望以最客觀、最公正的角度為每個用心付

出的孩子們打下分數。只見評委們時而微笑，時而皺

眉，微笑是因為孩子們精采的演出令人感到歡樂，皺

眉則是因為每個隊伍的表現都相當優秀，難分軒輊，

著實令人不知如何評比，但可想而知-每一位在舞台上

表演的都是現場老師、比賽學生及家長們心中「永遠

的第一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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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特教星光大道才藝表演專題報導
現在就讓我們跟著時光相機一起回到當天現場，為這些比賽優勝的小朋友鼓掌，也為其他

參與的小朋友們加油打氣！

大橋國小「農村風光」活潑動作加上迷

人笑容果然電昏了一堆觀眾

學甲國中「遇見小王子」活潑的劇情，

回想到童年的純真!

大光國小「大光STYLE」風火輪可是一

點都不輸給江南大叔唷!

永康國中特教班「翔獅獻瑞˙慶豐收」

我們可是不輸專業的喔!

西門國小「星星知我心」溫馨的劇情感

動人心

南新國中「南新style」活潑逗趣的動

作令人眼睛一亮!

佳里國小「阿拉丁神燈」可愛俏皮的動

作加上整體的搭配，讚!

仁德國中「仁中達人秀」達人果然就是

達人!

新民國小「快樂豆豆龍」可愛的小天使

奏出美妙的音樂

新興國中「不騎馬之mission possible」

創造無限的可能，就是你跟我!

公誠國小「中國節」鼓聲震人，氣勢非凡

永康國中資源班「阿爸牽水牛」

可愛的水牛吸睛一百！

國小團體賽國小組
個人賽

國中團體賽

第 一 名

永福國小王銜醇「爵士鼓」帥氣的姿勢，贏得滿

堂彩!

第 一 名

第 一 名

第 三 名

永康區勝利國小李民偉「演奏組曲」多才多藝的表現令人

眼睛一亮!

第 三 名

第 三 名

第 二 名

文元國小林宇翔「小號演奏及太極拳表演」紮穩馬步，

看我的厲害!

第 二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龍崎國小龍船分校盧孟鈺「飄扇」曼妙舞姿舞動人生

第 三 名

第 三 名

第 二 名

博愛國小陳君堯「龍捲飛鈴」真得很扯的扯鈴，給他

拍拍手!

第 二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延平國中陳亮均「民俗技藝表演」單輪車可是不輸給兩輪的喔

第 三 名第 三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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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聖誕節的到來，我們要到德蘭啟智中心去一起參加聖

誕節活動，同時也想準備個跳舞節目，讓小朋友可以一起同

樂。既然要跳舞，那就要來點熱鬧又流行的。最後選定了王

彩樺的保庇舞加上江南大叔的江南STYLE，兩首歌都是熱鬧滾

滾、帶動氣氛百分百的歌。

首先，個別將保庇和江南STYLE的歌聽熟，將副歌主要旋

律記熟，再由雯怡老師設計舞步，將兩首歌剪接合成一段完整

的音樂。舞蹈的部分，將兩種舞步裡較複雜的部份簡化，再分

段將舞步教給學生，若是學生較難達成的部份，額外再將舞步

修正簡化。

接下來是不斷的練習動作。練習到最

後，因為一直帶著學生跳，就算是鐵打的

老師也受不了，於是我們想出一個辦法：

錄下老師跳舞的樣子，再由電腦

撥放到電子白板上給學生看。果

然，效果真的不錯！學生就能跟

著白板上的動作一起跳。我心

裡不禁浮現一句話：科技始終

於人性啊！

再來就是舞台上的效果了。

雯怡老師提議讓學生戴上手環，於

是買了鬆緊帶和 亮面包裝紙，把包裝紙一段一段的剪

下來後，將三種顏色的亮面包裝紙對摺數次後釘到鬆緊帶上，

再把連在一起的彩紙剪開，整個彩紙便呈現出捲曲的蓬鬆感，

轉動翻轉間，加上光線，便有閃亮耀目之感，非常好看。

為了搭配聖誕節的氣氛，再買了聖誕帽讓學生戴上，非常

富有聖誕節的氛圍。哪知學生空著手時跳得很好，戴上手環跟

聖誕帽之後竟然有些呈現呆滯狀況，手腳無法動彈；另外一名

學生，因為觸覺較敏感，戴上手環和帽子之後，一直想要將手

環和帽子扯下來！只見老師辛苦做的手工環被學生大力一扯之

後，彩紙便脆弱地被扯飛，令人感到心痛啊！

最後，經由反覆的練習後，學生已經習慣戴著手環跳舞，

這才免去了手環被分解的命運。而又因為有這閃閃發亮的裝飾

手環，雯怡老師便將節目命名為「閃亮過聖誕」。

十二月二十二日當天，我們搭配幼稚園的閱讀活動，帶著

學生到場先行預演。只見小朋友毫不畏懼上台，音樂一下，

便搭配音樂照原已熟悉的舞步跳了起來，只是中場有個走位的

舞步，小朋友一整個手忙腳亂，原本設定好的站位也開始有點

混亂。雖然台上混亂，但台下的幼稚園小朋友每個卻都情緒高

昂，熱鬧非凡，這次的預演算是成功完成。

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們和四年四班的學生一起到德蘭

啟智中心進行融合教育，校長和主任也一起

到場參與，加油打氣。除了有德蘭啟智中心

的小朋友，還有遠道而來的麻豆國小學生。

節目由德蘭啟智中心的小朋友所帶來的

聖經劇開場，劇中描述耶穌誕生的過程。

看著身心障礙的小朋友賣力的演出，

深覺生命在找尋自己的出口之時，雖

是艱辛，卻也令人動容，更感佩老師

的辛勤教導。現場主持人更是風趣幽

默，在表演之間穿插許多有趣的活動，

現場氣氛HIGH到極點。接著是麻豆國小帶來

的音樂表演，早療日托表演的小小夢想。

最後--就是我們的表演活動了!只見音樂一下，雯怡老師

在台下引導著，我在台上帶著學生進行舞步。一開始是保庇，

小朋友照著平常的練習舞動著身體，顯得非常開心而有活力，

台下的觀眾也都開心的隨著音樂搖動著身體，台上台下一片歡

樂氣氛。到了江南STYLE時，更是全場轟動，騎馬舞的舞步簡

單又極能帶動氣氛，大小朋友都樂翻了，雖然走位的部份仍有

些出了差錯，但大致上表演的非常成功。表演結束，我帶著小

朋友向台下鞠躬，聽見台下觀眾如雷的掌聲，我們的小朋友都

非常開心，心裡覺得這些日子的辛苦總算值得了。

活動中間還穿插著小朋友互相交換祝福卡片的活動，看著

普通班的小朋友緩緩走向前，將卡片交給了行動不便的身心障

礙小朋友，再接過互相交換的卡片，小朋友臉上高興的表情，

我心中油然升起莫名的感動。所謂的障礙，其實是存在人們心

中的，如果這個社會都教會了每個人不再有歧視，保有感恩、

寬容之心，社會便不會有那麼多暴戾之氣和殘害他人的事情出

現了。

活動最後在降福的儀式、溫馨和諧的氣氛之下結束，校長

也贈小朋友每人一袋餅乾和糖果。每位小朋友都非常的開心，

直說聖誕節好好玩，連回到學校，還都哼唱著江南STYLE和聖

誕歌的片段。看著小朋友臉上的笑容，真心希望他們都能記得

這快樂的感覺，懂得感恩惜福，快樂平安的長大。

什麼是腦性麻痺:

  腦性麻痺的定義為：一群動作及姿勢發展障礙，以

至使其活動受限，其原因為胎兒或嬰兒還在發育中的大腦

（未成熟階段）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因素，有一處或多處受

到傷害，因而造成以動作障礙為主的神經發展性損傷。腦

部受傷後，會因區域及程度的不同，會有相對程度不等的

問題。這些因受傷所造成的腦部傷害，是屬於非進行性、

非暫時性的腦傷。

發生原因:

雖然仍有許多腦性麻痺的原因並不是非常清楚，但其發

生發生原因可能在產前、產中、產後出現：

1.出生前：可能因為懷孕期間發生的疾病或服用的藥物

所引起。如：帶狀皰疹、德國麻疹、感染、基因突變、先

天腦部畸形。

2.生產過程中：生產過程中因為產程過久、產中受到感

染或早產，使得胎兒在生產中或產後無法得到充分氧氣的

供應，使腦部造成傷害。

3.出生後：因為外傷直接傷害到腦組織，或因為腦部感

染、腦炎、或腦膜炎等原因，造成腦部缺氧或出血，間接

造成腦部的損傷。

併發症:

腦性麻痺除動作障礙外，通常會合併有認知、感覺、

知覺、溝通、行為、視障、聽障、關節攣縮或畸形以及癲

癇…等問題。

盛行率:

其盛行率為1.5-2.5/1000，也就是說1000個新生中約有

近1.5-2.5位有可能為腦性麻痺。

    

腦性麻痺的分類

腦性麻痺的分類，依照不同的原則，有不同的分類方

式，常用的是依照腦部受損的型式，可分為：

1.痙攣型：主要受傷區域為大腦皮質，其肌肉常處於高

張力的狀態，常會隨著主動或被動動作速度的增快，張力

就會越強，上肢多呈現屈肌痙攣下肢多為伸肌痙攣，當患

童過度緊張時，其在動作表現則更為明顯。

2.徐動型：主要受傷區域為基底核，此類型的患童因

為受損，而引起四肢或軀幹肌張力浮動， 使他們很難維持

在中間位置或固定的姿勢，通常早期常呈現低張型，慢慢

到了2-3歲時會逐漸發展出不自主動作。且容易受情緒的影

響，當情緒較激動或緊張時，不自主的動作會更加明顯，

相對的，放鬆時，不自主的動作反而會比較減少，因此，

此類型患童很少會有關節孿縮或變形的產生。另外，因為

不自主的動作也會影響到臉部肌肉，發音也容易變得不清

晰。

3.協調不良型：主要受傷區域為小腦，患童在動作控制

的協調性方面出了問題，造成常有不穩定、 搖晃的動作且

有意向性震顫現象。這種不穩定的動作尤其容易出現在孩

童嘗試要走路、單腳平衡或使用手做一些精細操作時，會

更明顯。

4.低張力型：目前還不知是和大腦中那個特定的區域受

損有關。主要的特徵是休息時的張力減低，也不易有主動肌

力的產生。

5.混合型：很多腦性麻痺兒童會同時呈現上述幾種不同

的症狀，一般是同時會有痙攣加徐動的現象。

另外一種是依照身體受影響部位的不同來分類:

單肢麻痺：只有一個肢體有動作異常的現象。

半身麻痺：身體的右半側或左半側身體其上肢、下肢受

到影響。

雙邊麻痺：四肢都會受到影響，但下肢影響程度會比上

肢嚴重。

四肢麻痺：全身都受影響通常上肢問題比下肢嚴重，或

上下肢一樣嚴重，且頭部控制不好。

玉井國小特教班導師／邱嘉琳老師

臺南市民治特教資源中心物理治療師/郭嘉慧

閃亮過聖誕腦性麻痺簡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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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就像個小型的社會，什麼樣的孩子都有，每個學

生的表現也都不一樣。有聰穎反應快的孩子，有表現平平

的孩子，還可能有學習遲緩的孩子。東區勝利國小的信心

加油站(原資源班)特別為這些需要幫忙的低年級孩子招募

了熱心的志工，利用晨間的時間進行注音符號及國語、數

學的補救教學。

我有個特殊教育需求的小孩，八年前，她進小學，當

時我很想多了解特殊教育及輔導室，也想與特教老師保持

互動，好讓他們成為我的「眼線」，幫我注意我孩子在學

校的情況。一開始我是帶著這樣的私心加入特教志工行

列，接觸到這群不一樣的孩子的。

來上補救教學

的孩子有的確實

是智能較需協助

的孩子，還有專

注力較困難、經

常恍神的孩子，

也 有 因 家 境 貧

窮，完全沒上過

幼稚園，連握筆

寫名字都不會的孩子，有的是經常晚上跟著父母上網咖、

白天上課時呵欠連連的孩子，有的是家暴的受害者，有的

是父母極度寵溺、什麼事都不用做、完全失去學習興趣的

小公主，也有上課前得先在校園跑一圈的活力小子，有隔

代教養的孩子，有新住民之子，還有大眼睛高鼻子、一個

國字都看不懂也聽不懂的外國小孩。每個孩子各有不同的

背景與問題。但相同的是，他們都需要關注、需要幫助。

低年級的課程對我們這些大人來說，簡直是易如反

掌。但要讓這群孩子好好地學會這些課程，有時卻是難如

登天。幸好特教老師經驗豐富、愛心滿載，除了幫我們這

些志工安排實務的研習，了解一些教學技巧、建立正確的

心態之外，還時時為我們做心理建設，為我們加油打氣。

告訴我們，不要太過在意孩子的學業成績，因為這會給自

己也給孩子帶來壓力。他們很多的問題根源經常過於複雜

沉重，也不是我們可以插手介入的。所以我們能做的，也

最重要的就是在這短短的時間裡陪伴他們、給他們關注與

鼓勵；我們要在乎的是他們的笑容是否增多了，他們的自

信心是否提高了。

這裡的伙伴也具備了十足的愛心、耐心與熱情。不管

是一對一還是小團體的教學，大家的目標一致，就是要幫

助這群孩子進步。有的孩

子進步神速，很快就能跟

上原班的進度，一學期後

就「畢業」了。有的仍需

要較長的時間與較多的練

習，不過總是能一點一滴

看到他們的努力與進步。

有時候他們的態度令我們

感動，有時候他們的狀況

也會令我們擔心。

不久前，一位新伙伴

在下了課之後，忍不住

說：「在這裡教這些孩子

後，我才發覺自己的孩子有多麼好教！」是啊！接觸了這

群孩子之後，我也才更加能夠體會我的孩子是多麼堅強，

是多麼值得珍惜。她因為某些先天的限制，跟這群孩子一

樣，天天在學校承受著或大或小的挫敗，卻仍每天笑著上

學，努力成為「好孩子」。

因著她，我才有動機接觸這群孩子，也因著這群孩

子，才讓我深深體會每個孩子的學習步調都不同，每個孩

子的獨特性都需要受到尊重，也從信心加油站及輔導室老

師和每個志工伙伴的身上，看到人性的光輝。

雖然我們每個人的時間、能力與智慧都很有限，但我

深信，透過家長、原班老師、特教老師及這麼多志工伙伴

一起努力，一定可以在這群孩子身上產生正面的影響，或

許我們現在看不到，但有朝一日一定會發芽成長的，盼望

有更多人加入關心這群學習較為緩慢的孩子，為這群孩子

加油！

學　　校：五甲國小

指導老師：張喜凰、李宜樺

主　　題：膠帶畫

創作理念：�預先貼上膠帶，在上色後才撕去，

讓畫面有區隔及留白的效果。學生

亦可同時練習使用膠帶的技巧，並

了解到膠帶的特性。利用棉麻布的

吸水特性與水彩產生暈染的效果，

讓色彩互相交融也別有一番風味！

對象: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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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e0601@hotmail.com

投稿
須知

 畫 童 話童

作者：李文豪

作者：王志成

作者：黃柏盛

作者：楊勝吉

東區勝利國小特教志工／耘之

作品名稱：門神喜迎春

作　　者：黃聖育、王琬婷、李曉菁

學　　校：佳興國小

指導老師：黃雅娟

創作理念：�配合新年即將到來，小朋友認識新年應景

習俗、傳說故事，利用蠟筆在紋彩紙上創

作自己的門神，紋彩紙上的紋路在使用蠟

筆著色時，產生不同的效果。老師指導時

指導孩子大膽用色、色彩鮮明，讓孩子在

繪畫創作時也歡喜期待新年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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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壓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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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這群孩子加油！
一位國小特教志工的小投入與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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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風

 邀稿篇

歡迎大家把一些教學心得或有其他相關想法，以文章的方式跟臺南市的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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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e0601@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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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笑話大全 http://joke.876.tw/

3個9元

有一天,

爸爸帶著剛上幼稚園的兒
子去逛大賣場,

結果兒子看到一個玩具賣
999元,要求要爸爸買，

但是爸爸說太貴了,兒子
說:[不會阿!只要給老闆3
個9元就好了啦!] 

學指揮吧

兒子對父親說：“爸爸，
我們學校成立器樂小組
了，我想去參加。不過，
樂器要自己帶。”父親遞
給兒子一根筷子，說：
“你去學指揮吧。”

零分

數學課上，老師給學生發批
改了的試卷。

一學生不滿道：「我覺得您
不該給零分。」

老師說：「我也是這麼覺
得??????

可惜我最低只能給零分。」 

驗算

有一天，小明要考試，考題全
是選擇題，於是小明帶了一顆
骰子，小明每寫一題就骰一
次，骰到什麼數字就寫什麼數
字，小明很快的寫完了，他趴
下來睡覺。

過了一會兒，他起來又開始擲
骰子，別人問他他在幹什麼，
小明說:我在驗算啊! 

102.2.6 102年度輔具審查會議 102.3.12身障特殊學生教育安置工作行前會

●邀請詹教授士宜講解教育安置工作重點●邀請特教科林科長永祥主持審查會議

102.1.17 臺南市101學年

國民中小學學障檢定複檢工作研習

●邀請楊教授憲明說明魏氏三版量表分析與學障意涵 ●邀請莊主任慶文講解12年就學安置內容

102.1.25  102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

12年就學安置臺南區入學宣導說明會

OFF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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