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度兒童節，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於3月31日在大內

區走馬瀨農場舉辦103年模範兒童表揚大會，今年模範兒

童表揚大會以「夢想飛揚好模範•創意翻轉新世代」為主

題。台南市長賴清德親自出席頒獎表揚全市366位模範兒

童，也將全市模範兒童分為19梯次，接受賴市長頒獎表

揚並合照，讓模範兒童能夠留下一生中美好的回憶。賴

市長也同時祝福兒童身體健康、學業進步、大家兒童佳

節快樂。

今年表揚大會特別應賴市長要求提前在「四月二日

聯合國世界自閉症日」之前舉辦，就是為了表彰身心障

礙模範兒童在生命歷程中「向命運挑戰、永不妥協」的

精神！！同時也感恩在全體模範兒童背後支持的超級模

範團隊，家庭成員和學校老師與同學！

接受表揚的366位模範兒童中包含30位克服自身逆

境、力爭上游的「特教模範兒童」！其中特別值得一提

的是，來自於東區博愛國小的「肯納兒」陳君堯小朋

友；君堯三歲後才開口說話，一路上自我努力，特別

喜愛扯鈴和游泳運動，也多次代表學校參與民俗技藝比

賽，同時也以自身經歷來從事公益活動，進行生命教育

和特殊教育的宣導，

讓大家能用更正面、

積極的態度來面對人

生中的逆境！但今年

初突然一場大病使君

堯入院近二週，經醫

生檢查診斷得知，是

罹患了「類風濕性關

節炎」，儘管君堯因

為膝蓋不停地隱隱作

痛而導致行動不便，但仍然自願參加「心路基金會」發

起的「路跑健走捐公益」的活動，老師們直勸他不要再

過度使用雙腳，但只聽到君堯不斷複述著「送愛心給心

路的小朋友做兒童節禮物」、「我在做復健的功課」，

特教生這樣「自助助人」的精神讓老師們真的很感動也

值得我們效法。

另外，也榮獲模範兒童表揚的星星兒，開元國小

丁紫熏和海東國小陳莛翰，特別在會場中為君堯加油打

氣，成為表演大會上揪感心的焦點。

行政績效（4-7月）

一、�本市103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童提早入小學鑑定，辦

理過程秉持公正，圓滿達成任務，共計143名考生報

名，初選計29人通過，複選計9人鑑定及格。

二、�增設特教資源：業以103年4月18日南市教特(二)字

第1030366614號函，核定103學年度特教班班級及教

師員額，內含103學年度增設保西國小不分類資源班

1班及公園、安順國小學前巡迴輔導班各1班，總計

3班特教班，其缺額教師採市外介聘及甄選教師及開

放由各校自聘代理（課）教師方式進用。

三、�落實進用教師人力：提供103學年度特教班教甄缺

額，國中教甄缺額，計資優正式教師5缺，身障代

理缺19缺；國小教甄缺，計藝才班正式缺7缺代理1

缺，身障代理21缺，學前特教缺，計身障代理5缺。

四、�特教教師減授課經費：配合教師課稅方案，103年(1

至7月)補助國中小學調整特教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

費經費，計補助新營國小等147校經費新台幣1,287

萬9,399元整，新民國小等24校學前特殊教育導師費

差額及教學輔導費經費計新台幣36萬640元，以提升

特教班教學品質。

五、�辦理特教班課程審查工作:致力精進特教教師教學、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落實特殊教育品質，102學年度

下學期共審查計150校339班。

六、�103年度辦理特殊教育課程大綱相關研習3大部分9場

次:3大部分，分別為特教教師如何進行總體課程計

畫之撰寫、特殊教育課程大綱課程調整工作坊暨成

果分享研討會、特教新課綱特殊需求領域教學實例

分享。

七、�研發103年度數學障礙教材:研發主題「super金頭

腦替換式數學之教學應用與教材彙編」已於5月中出

版，也於6月18及19日完成全市示範與推廣。

八、�本市103年度輔具採購業按各類別(肢障類、視障

類、聽障類、科技類)完成招標作業，得標廠商於

103年6月底前交貨完成。

九、�103年度暑假期間辦理國中、小照顧服務身心障礙學

生專班，共有46校開辦，開設班級數為68班，計有

485位學生受惠，補助經費共計686萬8,794元整。

十、�辦理102學年度第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學雜費減免工作計申請17校323人次補助計96

萬9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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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Super�金頭腦~替換式數學教材開會實況

圖一：Super金頭腦替換式數學教材

水

平

式

的

計

算

老師示範說明
老師引導：把個
位 的 1 改 為 2，
如何算？

老師引導：把個
位的 2 改為 3，
如何算？

讓學生練習計算
應用。

示範題：
          42
       +  31
          73

教師示範說明
整個解題流程
與步驟並建構
鷹架，引導學
生進行「二位
數加二位數不
進位」的加法
練習。

(1-1)引導練習
          42
       +  32
   
將加數 31改為 32

教師讓學生進行
類似問題練習，
看學生是否能應
用剛才教師示範
的解題步驟，如
果學生不會時，
將隨時提供協助
與再說明。

(1-2)練習
          42
       +  33
   
將加數 32改為 33

讓學生練習二位
數加二位數不進
位的加法計算，
以強化計算之熟
悉度。

(1-3)練習
          52
       +  33
   
將被加數 42改為
52

讓學生練習二位
數加二位數不進
位的加法計算，
以強化計算之熟
悉度。

垂
直
式
的
計
算

老師示範說明
老師引導：把個
位的 5 改為 6，
如何算？

老師引導：把個
位的 6 改為 7，
如何算？

讓學生練習計算
應用。

新概念示範題
         1
          45
       +  25
          70
由二位數加二
位數不進位的
加 法 替 換 到
「二位數加二
位 數 一 次 進
位」之計算示
範教學。( 教
師特別說明進
位計算時，和
水平計算間的
差異 )

(2-1) 引導練習
 
          45
       +  26
          

將加數 25改為 26

教師提供最小改
變的計算，供學
生練習，以理解
計算的正確步驟。

(2-2) 練習

          45
       +  27
          

將加數 26改為 27

讓學生練習二位
數加二位數一次
進 位 的 加 法 計
算，以強化計算
之 熟 悉 度。( 一
個數值的改變 )

(2-3) 練習

          55
       +  28
          
將被加數 45 改為
55
將 加 數 27 改 為
28

讓學生練習二位
數加二位數一次
進 位 的 加 法 計
算，以強化計算
之熟悉度。( 二
個數值的改變 )

表一 替換式數學之計算舉例

表一所提供之計算舉例，替換式數學「二位數加二位數一次進

位」的計算練習教學，在教學設計中，讓學生有充份的機會觀察教師

的解題行為，同時提供學生豐富的練習機會，藉此達成理解與熟練的

教學目標。由以精確的教學設計，讓教師亦能從中探究數學的邏輯結

構，並強化教師的數學教學知能。當教師熟悉替換式教學歷程時，教

師可以依學生不同的學習特性，進行彈性的教學調整，以配合學生的

個別學習需求。

在表一的計算教學範例中，待學生學會示範題到(1-3)的計算步

驟時，教師可以嘗試直接跳到步驟(2-1)的問題，看學生是否能獨立

完成二位數加二位數一次進位之計算練習。如果學生能自行推理出進

位乘法的計算歷程，就繼續進行(2-2)到(2-3)的計算練習，學生就有

東區勝利國小 林和秀S u p e r  金頭腦
　　　　---替換式數學教材介紹與編製分享

特教的美好，在於攜手；特教的價值，在於尊重；特教的獨

特，在於突破，特教的優雅，在於溫暖!當「縣市合併」這個議題

引起軒然大波，當意識型態凌駕於教育價值之際，有一群原南市與

原南縣的特教夥伴，卻在第一時間選擇以開闊的溫暖，接納彼此的

差異，欣賞彼此的美好，恰如陽光燦爛，以合作的喜悅相隨，邁進

一個嶄新的里程碑!而「替換式數學教材」的催生，就是在這樣的

因緣際會中，被孕育，呵護，到茁壯!

歷時將近

一年，在台南

大學特教系詹

士宜教授的指

導，特幼科莊

慶文主任與王

朝正老師的行

政規劃下，在

東區特教中心

進行，由教育

局遴選國中小

第一線特教教

師組成的教材

編輯小組進行

編製，小組成

員包括:林和

秀、林秀菁、

林 承 億 、 邱

幸儀、許聖佩、張淑娟、陳美如、陳淑紅、陳淑華、曾健瑋、黃彥

齊、楊若若、趙惠君、蘇怡文、蘇意琪老師，並在陳絲嘉組長及陳

盈廷美術編輯的奧援下，終於完成了[Super�金頭腦~替換式數學教

材彙編與應用]，適用於國中小數學學習困難的學生，已於103年

6 月份進行全市成果發表，並在103年 9 月份進行全市課程實作與

教學應用的推廣研習，希望能將此套教材的效益發揮到教學現場。

以下先針對教材使用進行說明:

（一）架構說明：

本教材涵蓋「理念闡述篇」、「教學範例篇」、「課程設計

篇」，兼具學理與實務運用的優勢，作者群均為國中小第一線的特

殊教育教師，在編製過程中，亦同時進行教學驗證，以滾動式修正

立即調整編製內容，期能符合數學學習困難學生之需求。

（二）編製範圍:

本次教材主要以數學領域為編製核心，兼具實用性及適用性，

故能力指標即選定為國小中、高年級及國中一年級重要之數學概念

與技能，以提供教師在教學時有利的參照。

（三）使用原則:

使用者請詳閱「理念闡述篇」後，可參照「教學範例篇」進一

步了解教學的相關安排，而「課程設計篇」列舉之各教學結構表，

則提供使用者在進行數學教學時的實際應用。

（四）適用對象:

本教材之適用對象為國小中、高年級及國中一年級之數學學習

困難學生，而教學結構表之調整可依學生個別差異進行調整。�

（五）使用限制:

基於相關因素，本教材有適用對象與編製範圍，不適合貿然推

論。

本教材所依據的替換式數學教學理論，是由台南大學特教系詹

士宜教授創新提出，擬結合直接教學法及建構式教學兩種取向的優

勢，同時降低原有的限制，以建立一個彈性而有效的教學模式，同

時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品質與成效。以下就替換式數學教學的「設

計重點」、「設計示例」進行說明。

一、替換式數學教學的設計重點

替換式數學教學的設計重點如下:

（一）最小改變原則

以一次改變一個項目的教學模式，進行對學生數學問題的引

導，當學生學會某一概念後，即調整題目其中變項，讓學生進行練

習或學習。意即採用最小的題型改變，讓學生可以熟悉所欲學習的

組型與概念，再彈性調整教學。

（二）關鍵題型練習

引導學生計算或文字題時，教師需對關鍵題型詳細教學，提供

精熟概念與練習，在學生了解基本運算和解題概念後，再擴展延伸

以穩固學生數學能力。

（三）兼容並蓄優勢

替換式數學教學的過程採用「簡化→漸進→類化及衍伸」教學模

式進行教材設計。這種教學法既教導基礎概念，又授以高層次遷移，

符合直接教學及建構學派的原則，能有效地減輕學生的認知負荷，誘

導學生掌握學習的目標和技巧，逐步引導達到學習成效。同時，提高

學生數學學習動機與興趣。

二、替換式數學教學設計示例

在替換式教學法的程序中，著重系統性的立即回饋，利用發問、

提示或解釋概念過程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吸收訊息。在師生解題互動

時，教師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影響學生的學習反應，因此，教

師必需隨時彈性的調整教學的節奏，以符合學生的學習反應。

誠如[super金頭腦]的精神，編輯小組希望可以在教學歷

程中，同時誘發學生的學習優勢！因此，本套教材有別於一般

的教材，不僅有理論依據，也提供特教教師一個教學模式的運

用，在教材內容，更有提供教學範例與教學結構表供教師參酌

使用，教師可以評估學生的需求後，進行調整，減少教材僵化

的限制。而本教材LOGO的設計: 形似S的圖騰：•替換式數學的

「替換」原文「substitute」首字S的意涵；而箭號方向則象徵

垂替學習的銜接性與環環相扣；在色塊堆疊：象徵每一個垂替

原則的學習序階，在在都呼應本套教材的初衷!

����

替換式數學教材的產出是令人欣喜的，但最彌足珍貴的，

是夥伴們在編製歷程中的互動與獲益，幸儀夥伴覺得這是多層

次教學的美麗實踐，美如夥伴覺得這是從偶然到綻然的學習

歷程，惠君夥伴覺得這是與「數學想想」一樣有趣的「數學算

算」、怡文夥伴覺得這是密技破關~猶如電動好玩的替換式數

學、意琪夥伴覺得這是專業的堅持，每位夥伴都有屬於自己的

沉澱與回饋!編製的歷程中，除了數次的研習與實作，每位夥伴

都得花費無數自己的私人時間，來反覆討論與編寫，跨階段的

對話，也同時進行教學的實驗，無非就是希望能真正幫助到數

學學習困難的孩子，也希望能集合眾人之力，讓特教教學的專

業更能激盪出火花!

期待，在未來，有更多特教夥伴願意一起耕耘!讓一加一大

於二!

機會進行像建構式的解題探索。但如果學生無法自行處理步驟

(2-1)時，教師就可以回到新概念示範題並說明二位數加二位數

一次進位教學，等學生理解後，才再進入(2-1)�(2-2)與(2-3)的

練習步驟。

2 3特 教 分 享特 教 分 享



表 2

表 1

表 3

由前兩次的介紹中，我們已經知道不同年齡層的嬰

幼兒，他們應有的聽覺行為、聽覺理解、語言表達及構

音發展，接下來將介紹各個時期的幼兒對不同刺激音所

需的最小反應音量及可能有的反應。

由表 1 中，我們可以知道不同的刺激音所需引起幼

兒有反應的音量大小皆不一樣，但總結整個圖表來看，

不論刺激音為何，年齡越大，所需的音量越小，而三者

之中，以震顫音所需的音量最大。上表各個刺激音所需

的最小音量，可能因測試環境……等因素而受影響，所

以僅供參考用。

一般而言，在安靜

辦公室或是住家內背景

噪音大約是40dB� SPL，

而一般對話的平均音量

約60dB� SPL，正常聽力

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對話

是不會受到影響的。若

是在吵雜一點的辦公室

背景噪音(約50dB� SPL)下對話，通常聽力正常者不會感

覺對話有困難，但對輕度聽力受損者而言，就經常會遺

失對話內容中的訊息。

在了解嬰幼兒的聽能發展之後，最後將要介紹聽損

程度與語言的相關性。

我們都知道聽力與語言是有相當大的關係，而為了不耽誤

幼兒的語言關鍵期，及為了早期發現聽障、早期接受治療及復

健，所以了解正常幼兒的聽覺行為是有益的。除了臨床工作者

(如：語言治療師)需熟知嬰幼兒的發展里程碑之外，另外，因

為家長跟幼兒是最親近的，所以，常發現幼兒聽力有問題的人

正是家長本身，若家長能夠對正常幼兒聽覺行為的發展有所認

識，則更容易知道幼兒的聽力是否有問題，表 3 為簡易的居家

聽力語言行為評量表，此評量表僅供家長參考，但不能取代專

業的聽力檢查。

孩子你   的到聲音嗎﹖〈三〉
         ---嬰幼兒聽覺刺激發展及聽損影響 

聽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講師

　長欣復健科診所語言治療師  郭雅欣

刺激音

年齡

聲音製造器

( 如：鈴聲 )

(dB SPL)

震顫音

(dB HL)

語音

(dB HL)
可能的反應

○～六週 50~70 78 40~60
眼睛睜大、眨眼、四肢亂

動或從睡覺中驚醒、驚嚇

六週～

四個月
50~60 70 47±2

眼睛睜大、轉動眼珠、眨

眼、變安靜、四個月時開

始初步的轉動

四～七個月 40~50 51 21±8
將頭轉向水平聲源、注意

聆聽

七～九個月 30~40 45 15±7

直接轉向聲音的那一側，

但無法直接轉向在耳朵下

方的聲源

九～十三個月 25~35 38 8±7

直接轉向聲音的那一側，

可直接轉向在耳朵下方的

聲源，但尚無法直接轉向

在耳朵上方的聲源

十三～

十六個月
25~30 32 5±5

直接轉向聲音的那一側，

且可直接轉向在耳朵上方

或下方的聲源

十六～

二十一個月
25 25 5±1

直接轉向聲音的那一側，

且可直接轉向在耳朵上方

或下方的聲源

十一～

二十四個月
25 26 3±10

直接轉向聲音的那一側，

且可直接轉向在耳朵上方

或下方的聲源

聽損程度

輕微聽損

16~25dBHL

聽細微或遙遠的聲音有困難、聽不到對話中的一些細微線索 ( 造成反應不當 )、跟不上快節奏的溝通互動、聽不到語句中的

語態變化

輕度聽損

26~40dBHL
如果沒有良好的聽覺輔具，30dBHL 者會漏聽 25~40% 的語音、35~40dBHL 者會漏聽近 50% 的語音

中度聽損

41~55dBHL

在 3~5 步的距離內，兒童可以聽懂一般的會話。若無適當的聽覺輔具，40~45dBHL 者會漏聽 50~75% 的語音、50dBHL 者漏聽

近 80~100% 的語音。兒童字彙少、語法發展遲緩、說話不清晰

中重度聽損

56~70dBHL

若沒有輔具，則必須大聲說話才能聽懂會話，55dBHL 的兒童在教室中漏聽的語音可達 100%。如果沒有接受適當療育，語言、

語法、語音清晰度、音質都會有問題

重度聽損

71~90dBHL
在 1 步距離內要很大聲才可聽到聲音。不戴聽覺輔具聽不到會話，須配戴適當的聽覺輔具才可以聽到所有的語音

極重度聽損

91~120dBHL
察覺到震動聲勝過於聲調及音調。不配戴聽覺輔具就聽不到聲音，但是完全聽不到聲音的人很少，多數仍保留殘存聽力

由表 2 可知，不同程度的聽損會造成兒童有不同的語言表

現，孩子因為耳朵聽不到聲音，而導致聽覺接收的困難，進而

無法理解大人的話，而使得語言的表達出現落後的現象，如果

能給予適當的聽覺輔具，則孩子的語言溝通將會更順利發展。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嬰幼兒的聽覺行為、聽覺理解、

語言表達、構音發展、聽覺刺激發展及不同聽損的影響，而至

於有聽力障礙的幼兒，他們可能會有甚麼行為表現呢？現在將

列述於下：

1.�說話時漏掉一些音或不標準，如：「雞」唸成「一」，

「鞋子」說成「椰子」等。

2.常常要求再說一遍。

3.未將頭轉向說話者。

4.說話太大聲或太小聲。

5.表現出很用力聽的樣子。

6.上課不專心，常答非所問、學業成績差。

7.只能做一些較簡單的指令，如”起立”。

8.聽寫不好。

9.喜歡自己一個人玩、發呆或被動。

10.容易疲倦。

11.與同年齡兒童相比，語言能力明顯落後。

12.遇有突發的強大噪音時，不會被嚇到或反應較慢。

13.已經滿三歲，還不會說完整的句子。

14.有時聽得懂、有時似乎聽不懂或不清楚。

15.�用較小的聲音或較遠的距離從背後叫他，不能引起�

他的注意。

以上十五點只是聽障幼兒可能有的行為表現，所以當幼兒

不完全有上述的情形發生時，我們只能保持懷疑的態度，不能

完全認定他就是聽力有問題，最好的方法還是盡快將幼兒帶到

醫院接受聽力檢查，才能真正判定是否有聽力損失。

簡易居家聽力語言行為評量表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

出生至 2個月大

□�巨大的聲響會使孩子有驚嚇的反應 ( 如：用力關門聲、拍手聲 )

□�淺睡時會被大聲的說話聲或噪音干擾而扭動身體

3個月至 6個月大

□�當你對他說話時他會偶爾發出咿咿唔唔的聲音或是有眼神的接觸

□�在餵奶時會因突發的聲音而停止吸奶

□�哭鬧時聽見媽媽的聲音會安靜下來

□�會對一些環境中的聲音表現出興趣 ( 如：電鈴聲、狗叫聲、電視聲等 )

7個月至 12 個月大

□�開始牙牙學語，例如ㄇㄚ、ㄅㄚ、ㄉㄚ等，並自得其樂

□�喜歡玩會發出聲音的玩具

□�開始對自己的名字會有回應、並了解「不可以」和「bye�bye」的意思

□�當你從背後叫他，他會轉向你或者有咿咿唔唔的聲音

1歲至 2歲大

□�可以說簡單的單字 ( 如：爸爸、媽媽 )

□�可以理解簡單的指示 ( 如：給我 )

□�兩歲左右時能夠重複你所說的話、片語 ( 如：不要、沒有了 ) 或是短句子

　  ( 如：爸爸去上班 )

另外，若你的孩子有下列的狀況，他可能需要做聽力檢查

□�說話比同年紀的孩子還要不清楚

□�無法像同年紀的孩子一樣與人溝通

□�經常答非所問

□�常要求別人重複述說

□�當你說話時，他似乎非常注意你的臉

□�在家或在學校似乎都不專心

□�在看電視或聽音樂時，音量設定比其他家庭成員來得大聲

□�有多次中耳感染

□�對同一個聲音的反應不一致

我的孩子是否語言發展遲緩？何時該會診耳鼻喉科醫師？

一　歲　　不會牙牙學語

一歲半　　不會說單字

兩　歲　　少於 10 個字彙

兩歲半　　不會說雙字詞、語音不清晰

三　歲　　不會說短句子、語音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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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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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寄至永華特教中心或�mail�到�tainanse@gmail.com。

投 稿
須 知

主　　題：魚

指導老師：時秀菁

學　　校：協進國小

創作理念：透過圖片的欣賞讓學生

觀察魚身上的紋路與特徵，藉此培

養學生觀察力及分析事物的能力；

在魚的尾巴裝上夾子模擬進食的動

作，藉此增進手、眼協調能力並滿

足操作的成就感。

主　　題：創意吸管畫

學　　校：鹽水國小資源班

指導老師：官素玲

創作理念：教導學生利用喝完飲料

的吸管，清洗後收集起來，就可發

揮創意完成一件漂亮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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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 進 國 小

鹽 水 國 小

高翊森(六年級)

周育駿(六年級)

蘇芸巧(四年級)

大橋國小特教志工��王惠生

從
來不曾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去當特教志工服務別

人，在因緣際會下，該說是孩子成就了我，讓

我把多餘的時間拿來幫助別人，也讓我學習更多、了

解更多，這個社會有太多需要別人幫忙的人及事。

當特教志工已經七年了，打從孩子進入小學就

讀，我也跟著進去當志工，特教志工已儼然成為我的

工作，雖然孩子畢業了，邁向另一個學習領域，但我

還是繼續留下來。

在這七年的歲月裡，我看見了特教生家長的無

奈；在同理心的驅使下，這裡的每位特教生猶如是自

己的兒女；所以不管是上音樂律動課，去戶外教學或

是練習舞蹈比賽，我都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一般，

一起唱歌跳舞。跟著他們一起參加校外教學時，雖然

有些孩子因為肢體不便或是其他種種特殊原因造成無

法行動自如；跟他們相處久了，孩子們也放心讓我帶

著他們一起學習、一起遊玩。

讓我感受很深的是：我在學校協助普通班孩子

時，他們都很有禮貌，很自然的就可以脫口而出跟志

工媽媽說聲：「謝謝。」同樣在協助特教班孩子時，

他們也會說聲謝謝，但是特教班的孩子有些口語表達

能力不是很好，往往簡單的一句話，他們卻是要花上

一點時間才能擠出一句：「謝謝。」我總是會停下

來等他們說完，再跟他們回應：「不客氣。你們好

棒！」看著他們露出純真的笑容，心裡感受很深！聽

到那句：「謝謝。」所有的辛苦也都值得！

會來學校當志工與特教班的孩子結緣，這是因為

我們家也有一個特殊兒童。過去，我也曾經有過一段

育兒的辛酸史。相信每一位家長在孩子誕生的那一刻

總是充滿喜悅與希望；而每個家長最大的幸福與快樂

莫過於養兒育女，看著孩子健康快樂的長大是最大的

期望！

我也擁有一對兒女，老大出生時難產，在醫生的

搶救下挽回一條小生命。第一次看到兒子是生產十多

天以後在加護病房的保溫箱內；看著小小的身軀插著

管子，讓人好心痛！出院時醫生說：「感謝上帝，孩

子救回來了；但也要有心理準備孩子在生產過程中腦

部缺氧，往後會造成什麼影響還不能斷定。」以後的

日子就經常在醫院進進出出中長大。

老二出生時好漂亮、好可愛，成長過程跟一般孩

子一樣學爬、學坐、學走路，平平順順的。然而到了

啞啞學語時，卻怎麼也不開口學講話，帶去醫院檢查

評估之後，才知道是個自閉症的孩子；接下來好幾年

的時間，我帶著兒子和自閉症的女兒穿梭在醫院、診

所裡，上治療課、語言課、早療課、做復健加上定期

回診，曾經一星期有五天都在醫院裡打轉。

孩子出生後，一波又一波不斷的發生各種狀況，

讓我們幾乎招架不住；兒子雖然進步很多，女兒卻又

過動，整天跑來跑去、跳上跳下；總怕她發生危險，

老是盯著她不讓她離開我的視線，甚至後來又無故的

發生癲癇，這使我往後的日子更是緊盯著女兒；連晚

上睡覺一定要握著她的手，每天夜裡都要起來好幾

次，深怕睡得太熟沒發現她癲癇發作。有時半夜也會

驚醒過來呆坐著看女兒有沒有癲癇發作，長期下來我

身疲力盡，也得了憂鬱症，常常睡到深夜哭著醒過

來，我只能告訴自己我要堅強！我不能被打倒！我要

勇敢的陪孩子繼續走下去，不管別人異樣的眼光、背

後的指指點點，我都要讓他們走出去，要讓他們看見

耀眼的陽光、呼吸新鮮的空氣！雖然女兒無法言語也

要讓她用那燦爛的笑容迎接每一位過客。

女兒今年從國小畢業了，這一路走來有許許多多

出現在我們周遭的每一位貴人，都讓我們感受到支持

與鼓勵、溫暖與祝福。現在的我苦盡甘來，兒子很獨

立也很貼心，女兒很穩定也很會撒嬌，我常想這可能

是拜特教志工之賜，讓我心存感恩。我們從不要求他

們的功課與成績，只希望他們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成長，能給他們的也只有祝福。

曾經歷過必能感受更多。其實我很佩服學校老

師，我常常在想老師一個人要教導並照顧這麼多學

生；尤其是特教班老師更是辛苦。當我們在帶自己的

孩子，一個、二個…有時都覺得力不從心了，況且在

學校受老師照顧的時間遠比在家由父母親照顧的還要

久。這也讓我更加堅定的想去幫助特教班的孩子。改

變自己的心態之後，也就不會覺得很累、很辛苦了。

當我們用心的去看待這群孩子時，會發現他們其實是

最純真無邪、最善良可愛的慢飛天使。

七年的特教志工讓我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一切，

特教，它需要耐心、更需要勇氣，雖然是慢飛，但願

他們快快樂樂的飛，祝福孩子們，願你們快樂的成

長。

媽媽 心 志工情

李坤宥（一年級）

鄭力仁（一年級） 蔡宗翰（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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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教育部對地方政府特殊教育

行政績效評鑑第一次籌備會議 (103.05.09)

由許專員婉馨主持，針對教育部對地方政府特殊教育

行政績效評鑑指標進行籌備相關事宜討論。

台南市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

特教課程審查檢討會 (103.05.29)

由許專員婉馨主持會議，邀請特教輔導團成員共同與會，

針對本市特教課程進行檢討及運作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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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anse@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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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風
邀稿篇

OFF BUS
教  師 節

有一天～老師問同學：「端午節會想到什麼？」 

小英說：「會想到粽子。」 

老師又問：「那中秋節會想到什麼呢？」 

小華說：「會想到柚子。」 

老師再問：「教師節會想到什麼呢？」 

小明說：「會想到…呃…呃…棍子。」

學  英 文

有一天，小偉在英文課時和老師爭論。

老師：學語言就是要多聽就會了!

小偉：但我聽我家的狗叫了一年，也聽不懂牠說什麼阿

老師:...........

登  月 球

小明問他爸爸：爸爸~人類為啥要千方

百計登上月球?

父親不以為然的說：因為月球上面有個

美女叫嫦娥.....

烤  肉 最  怕
1.肉跟你裝熟

2.火種沒有種

3.木炭跟你耍冷

4.香腸扮起黑面蔡

5.甜不辣跟你耍俗辣

6.肉跟架子搞小團體

7.黑輪爆胎

8.玉米跟你來硬的

http://kids.yam.com/joke/ 

摘自小番薯笑話集

103 年度第 1 次特殊教育諮詢會（103.04.25）

由教育局鄭局長邦鎮主持，邀請特諮會成員共同討論

本市政策推動情形及未來發展計畫。

102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第二次會議（103.05.12）

由陳主秘献明主持，並邀請鑑輔會代表、各局處人員、特教教師

代表、各專業相關人員共同與會，針對資賦優異生及身障生鑑定、

安置輔導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活 動 集 錦

8 特 教 園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