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教宣導

行政檢索...................................................................................................................................................21

第六期預告及徵稿說明.....................................................................................................................23

夢想．希望．進行式

市長及處長相關新聞..........................................................................................................................03

焦點特搜

【學者的話】

如何幫助學習障礙學生............................................................................ .洪儷瑜./.葉純菁..04

焦點online

【教師篇】

最普通的特殊朋友--談學習障礙的教學與輔導................................................. .鍾正信..07

生命的貴人.......................................................................................................................... .葉穗卿..12

【家長篇】

永不放棄的孩子--『學習障礙』個案家長訪談................................................. .吳秀媛..14

【克服學習障礙成功發揮優勢的典範】................................................................. .葉淑卿..16

【學習障礙教學技巧分享】.......................................................................................... .鍾士傑..17

特教集錦

中心學校提供相關活動介紹...........................................................................................................19

目 錄Contents

壹佰零貳年/12月號

No.5
Keelung Special Educational Publication

基隆特教專刊
半
年
刊



張市長通榮、柯副市長水源與黃議長景泰到場

致詞歡迎全國各地方代表，以及遠從北京和澳門來

的參賽團體，並且為參賽選手們加油打氣，期許選

手們「勇敢嘗試、爭取勝利」。

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聖火傳遞。

張市長通榮與黃議長景泰共同點燃聖火。蕭處

長錦利和陳科長淑貞到場與觀禮同學開心合影。

基隆市身心障礙運動大會

全國心智障礙者

親子運動大會

開幕晚會2013第9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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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家眼中的學習障礙孩子

阿誠是個學業成績不佳的七年級學生。

上課時念課文，他總是念得錯誤百出，比如將

浮雲白「日」唸成浮雲白「目」，而且念讀速

度慢，還常常漏字跳行。抄寫筆記時，同學

都抄完了他還在抄，字跡凌亂、錯字多，有些

字寫完後連自己都辨認不來，更不用說經常抄

錯位置了。老師上課時，有時會分心或發呆，

好像聽不懂老師上課的內容，經常跟不上班級

進度；平常說話時，表達得不完整，問三句答

一句的，還經常抓不到別人說話的重點，跟同

學聊天時反應慢半拍，大家都換主題了他還停

在上一個話題。做什麼事情動作都很緩慢，走

路也慢慢的，上體育課時反應笨拙，上家政或

生物課時也表現得不好。同學會嘲笑阿誠是笨

蛋，下課時阿誠通常自己安靜的待在座位上，

偶爾會幫同學跑跑腿做事情，但並沒有特別合

得來的同學。

在家時，作業常寫到三更半夜也寫不完。

偶爾要他幫忙做家事，不是打破碗盤，就是把

水潑得到處都是。帶他出去玩，也一副有氣無

力的樣子，腳踏車學了很久還騎得歪歪扭扭，

也不會溜直排輪。

二、教師如何協助學習障礙孩子

面對阿誠這樣的孩子，老師們會先注意

到他們低落的學業成績，如果孩子沒有明顯的

行為問題，加上也能繳交作業，老師們也許會

逐漸忽略這些在班級中墊底的孩子；或在缺乏

相關經驗的情況下，會認為是孩子缺乏學習動

機、家長沒有認真督促孩子學習或是孩子本身

不夠聰明。但很多學障的學生有類似阿誠的狀

況，但因沒有明顯行為問題，而被老師或家長

忽略了。

學習障礙主要是因為神經功能異常，而導

致在基本的聽、說、讀、寫、算等基本能力學

習有困難，但他們並沒有智力、感官或情緒的

問題。所以他們經常被忽略或被認為是不用功

或不聰明，其學習困難應在國小或學前就已經

出現了。因此若懷疑班上有學習障礙的孩子，

洪儷瑜　　　　　葉純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台北市立金華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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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可以採取以下方式來協助他們：

1、�上網搜尋相關知識、詢問家長孩子之前的

學習狀況，並可諮詢學校輔導室或特教組

以獲得學習障礙的相關訊息。

2、�如果學生有困難需要特殊教育的協助，建

議盡早轉介鑑定，透過特教方面的鑑定與

診斷，讓大家瞭解孩子的能力現況與優勢

學習管道，以提供適當的學習支援或學習

策略，包括聲音、圖像等，有些孩子需要

特殊課程的訓練讓他學到克服或補償自己

缺陷的方法，好讓他把原來能力表現出

來，脫離挫折的深淵，越早補救越能幫助

孩子自主學習。

3、�當學生確實是學習障礙時，老師應該參考

其診斷和個別化計畫給予調整，在原班上

課可以請義工協助提醒、調整作業形式，

如減量或替代方式，以幫助孩子學習有成

就感。如果學生需要學習輔具，如電腦打

字替代書寫或畫有格子的書寫紙，老師應

保持低調，協助學生另類的學習。只要學

生認真表現，可以把他對課業的理解表達

出來，適當的調整、協助可以讓學生擁有

跟其他同學一樣的學習成就感。

4、�學習障礙孩子常在非學科上有其優勢，如

觀察動物、畫圖、運動、摺紙、音樂…，

老師不要因其學習表現不佳，而誤以為他

是平庸的孩子。歌手蕭敬騰就是典型的學

習障礙，他曾因學習長期失敗而在學校出

現行為問題，但因老師發現他的音樂興

趣，提供他學鼓的機會，才讓他找回自己

的信心。所以若能理解並接納孩子的困

難，發掘學障孩子的優勢，提供他機會往

優勢發展，讓孩子有機會得到成功的學習

經驗，老師會看到他的學習動機與天賦。

三、家長如何協助學習障礙孩子

家長經常是發現孩子有學習障礙第一人，

也是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最能長期陪伴的人。

孩子的障礙和優勢是否能有好的發展，完全決

定於家長的心態，接受他這個樣子或恨鐵不成

鋼，家長不同的態度會讓孩子的學習經驗有天

堂或地獄般的差異。

1、家長應調適自身心態。

當懷疑孩子可能有學習障礙時，面對孩子

的問題，家長經常會受到外界很大的壓力。學

校老師經常告狀或被認為沒有好好督促小孩；

家中長輩或另一半對於孩子的問題推卸或教養

態度不一；孩子的手足因為沒有得到完整的照

顧而不滿；親友間的比較等等。

所以，家長需先調適自己的心態去認識學

習障礙，必要時可以找輔導室或特教組諮詢，

確定孩子可能有學習障礙時，應該及早讓孩子

鑑定，唯有透過專業的鑑定，家長和老師才能

了解孩子的困難在哪裡，不管是哪一種困難，

只要孩子及早接受特教專業的訓練，很多困難

都有方法可以改善的。讓孩子有機會接受他所

需要的訓練，是家長給學障孩子最好的禮物。

另外，明白孩子的困難，理解他的表現是不能

(沒有能力)而非不為(沒有意願)，在孩子有意願

學習的狀態下，接納孩子，鼓勵他的努力，即

使成績剛開始可能不理想，只要孩子不氣餒、

繼續學習，家人的鼓勵讓他有信心和動力繼續

在困難中找到自己的舞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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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孩子都是千里馬

每個孩子都會有自己的優弱勢能力，家

長很容易只看到孩子的弱勢－學習障礙，而忽

略孩子的優勢。家長除了幫助孩子克服學習的

困難之外，也應提供機會去發掘他們的長處，

例如音樂、觀察動植物、打球…，個人的長

處是跟自己比，只要有比較好的表現都值得去

培養成嗜好，不要因為成績不佳而把所有時間

全耗在反覆練習。根據成功學障成人的成長經

驗，找到自己的優勢能力並持續不斷地朝優勢

去努力，是他們得以成功的關鍵。

每個學障孩子都有適合自己的學習方

法，透過家長和老師的觀察，以及專業的診

斷，都可以幫助孩子找到有效的學習方法，不

要過度迷信勤能補拙，而讓學障孩子過度挫折

而失去信心。所以，家長可以當孩子的伯樂，

或是協助孩子找到他的伯樂，千里馬的學障兒

有一天會不一樣的，歌手蕭敬騰也曾讓他的父

母痛心，但因其音樂專長被發現和引導，才讓

他有今日的成功。�

3、尋求外在的資源

台灣目前在學習障礙的資源已建立得比

較完整，學障孩子的家長不必孤軍奮鬥，應積

極尋求資源，增加自己幫助孩子的能量。可用

的資源大致有三：

（1）�家庭內的資源--家長面對孩子的教養應

隨時溝通、協調，採取一致的態度。透

過共同的認知，同心協力來提升解決問

題的能量。

（2）家長團體

� �臺灣已有全國性與地方性的學障家長團

體，參與家長團體可以認識很多相同需求

的家長，也可以透過彼此的經驗分享得到

正面支持，並可參加進修活動獲得最新資

訊，幫助自己更快找到有用的方法。

（3）學校

� �臺灣的特殊教育對學習障礙的鑑定與教

育已有法令規範，很多縣市已建置相關

特殊教育資源，普通班老師和學校行政

人員也需具備基本特教知能。面對孩子

的學習困難時，可先尋求學校輔導室或

特教組轉介適當的輔導與鑑定，並配合

完成當地政府所制訂的鑑定流程。不論

鑑定結果如何，家長均可主動與老師聯

繫討論，尋求適當的資源與輔導。

若孩子有特殊教育資格證明，家長應積

極參與學校召開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會議，

可藉此了解孩子的能力現況、適合的安置方

式、學校可提供的服務，並與教師們討論孩子

的教育目標、需求與未來的生涯規畫。透過導

師、任課教師、特教教師與家長間之合作，共

同協助學習障礙孩子在學校得以順利學習。

四、結語

學習障礙是一個異質性很大的群體，包

括閱讀、書寫、口語、數學、知覺動作等不同

的障礙類型，每個孩子呈現出來的學習狀況也

不盡相同。學習障礙也不代表孩子只會有學

業上的困難，他們經常也會因學習障礙而有人

際、生活或心理適應上的困難，這是值得注意

的地方。

學習障礙學生智力都是正常，其學習能

力可以被啟發，家長與老師應多尋求專業的支

援或諮詢，協助孩子獲得適合的學習機會，讓

孩子可以獲得學習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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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習障礙」（learning�disability）對多數

的老師與家長來說或許不是一個太過陌生的名

詞，但知道學習障礙這個詞卻不代表真正瞭解

何謂學習障礙，依據筆者在特殊教育教學現場

服務多年的經驗中發現，教師與家長經常對學

習障礙與學習困難或學習低成就的差異產生混

淆，誤以為凡是智力正常但學業成績低落，便

是學習障礙，其實學習障礙是一種轉介鑑定歷

程中複雜度甚高的隱性障礙群體，且因其具有

高度異質性，除標準化測驗外，更需多方蒐集

教學現場中有關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的觀察資

料，以進行綜合研判，並非單純以智商與成就

間的差距便可驟然斷定，以下將先就學習障礙

的定義與鑑定標準進行介紹。

貳、學習障礙的定義與鑑定基準

依據最新修訂「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鑑

定辦法」（教育部，2013）第十條所

明訂的學習障礙的定義與鑑定基準為

「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

憶、理解、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

題，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

困難者；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

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

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前項所定學習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

各款規定：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三）�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

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

著困難，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

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最普通的

特殊朋友

  談學習障礙的教學與輔導
基隆市長樂國小特教組長　鍾正信

教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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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就其定義與基準進行簡單的介紹與

分析。

由定義所提及「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

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知覺動

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

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可以清楚發現學

習障礙在表現出的困難上，並非單純只在聽、

說、讀、寫、算等課業性的面向，更涵蓋了注

意、記憶、理解、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發

展性的面向，因此在即便都是學習障礙，但是

所呈現出來的困難可能會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王瓊珠（2002）亦指出學習障礙不是單一類

型的障礙，在學習障礙的大框框下有各種次類

型的障礙，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數學

學障，此外還有一小部分的學習障礙者問題不

在學科學習，而是空間、知覺、動作協調，或

是對社交人際互動的察覺力很低，不清楚別人

情緒的變化。所以，不是只有學科學習有問題

才是學習障礙，它也可以包括非學科領域的障

礙；由此可知學習障礙是屬於「異質性」頗高

的群體。

此外，定義中亦提到「其障礙並非因感

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

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則

顯示要正確判定學習障礙還需排除無關的因

素，具有「排他性」的特質。

至於在學習障礙的三項鑑定基準中，第

一項所規定之「智力在正常或正常程度以上

者」，可視為排他性的一項標準，然而智力雖

可依據標準化智力測驗結果進行參考，但實際

上對於何謂智力正常或正常程度以上，仍未

能有一致的看法（洪儷瑜，2005、胡永崇，

2010），例如：北部都會區與花東地區在智

力正常的標準便有所不同，因此智力的正常與

否雖可作為一項排他因素，但卻不可過度依賴

智力的正常與否作為唯一的篩檢標準。

而在第二項「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者」，則可以發現學習障礙的鑑定需符合能力

間的「差距」標準，依據洪儷瑜（1996）指

出所謂「內在能力顯著差異」包括個人間的能

力差異、能力與成就間的差異、各項成就間的

差異、同一能力在各種評量間之顯著差異，然

而這些內在能力的差異並不像視障、肢障等顯

性障礙，可以藉由外顯的特徵明確辨別出來，

而是除需依據成就測驗結果進行差異比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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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如上述所提及，藉由多方蒐集教學現場

中，有關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的觀察資料，以

佐證個案內在能力間確有顯著差異存在，此

外，不論老師或家長務必記得不可陷入學業成

就差異的盲點中，所謂「內在能力」如前述所

提到，並非僅止於學業性的能力，亦包含發展

性的能力，諸如：注意、記憶、理解、知覺、

知覺動作、推理等；而所謂的顯著差異，一般

而言以差距達到2個標準差以上為基準。

最後第三項「注意、記憶、聽覺理解、口

語表達、基本閱讀技巧、閱讀理解、書寫、數

學運算、推理或知覺動作協調等任一能力表現

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

之學習輔導無顯著成效者。」則是明確的指出

在進行學習障礙的轉介鑑定之前需先在普通教

育環境中針對學生的學習困難的改善進行過努

力，也就是需執行「轉介前介入」（pre-referral�

intervention），在確定無法有效改善學生學習

困難後，才能夠合理懷疑個案可能有學習障礙

的可能，從而進行特殊教育的轉介鑑定；如此

不僅可以及時提供學生輔導介入，避免學生落

後狀況持續惡化，更可以避免過度轉介所帶給

學生的不良標記效應。

綜合上述可知學習障礙的鑑定歷程是相當

專業且複雜，同時更強調證據本位（evidence-

based）的評量歷程，與學習困難或學習低成就

等因為智力或文化、環境不利等因素所造成的

學業成績低落學生是全然不同的。

參、如何在普通班中發現學習障礙學生

在瞭解完學習障礙的定義與鑑定的基準

後，對普通班教師而言，除專業的鑑定工具與

流程外，該如何依據學生所表現出來的特質去

發掘班級中的疑似學習障礙學生，以便能及時

提供輔導與協助進行轉介，為此以下將提出幾

項學習障礙學生在班級中可能出現的特質以供

教師參考：

一、�智力（若未接受個別智力測驗可參考瑞文

氏SPM或CPM的成績）正常程度以上，但

學業成績卻出現與其智力所應有之表現顯

著不符的長期低落現象。

二、�學科間（如：國語和數學）或能力間

（如：理解與推理）的表現有顯著差異。

三、�在課堂學習中常出現會唸讀課文卻不理解

內容，或者識字沒問題卻無法正確書寫的

狀況。

四、�在使用不同評量方式（如：口試或筆試）

的表現有顯著差異。

焦．點．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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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力不集中，經常表現出心不在焉的樣

子，但並無過動的狀況。

六、�肢體發展並無異常但動作協調性卻顯著落

後同儕。

七、�上課雖專心聽講，但卻經常表現出困惑的

表情，但非因智力或視聽覺等感官認知因

素所造成的影響。

如若班級當中出現符合上述七項中任何一

項以上特質的學生，建議可先與校內的特教承

辦人或特教教師聯繫，請其提供轉介前介入輔

導策略（註1），以利於進一步確認學生是否

確實具備顯著學習障礙學生特質，以利後續輔

導與轉介。

肆、教學輔導策略

誠如前述所提及學習障礙是具有高度異質

性的群體，先不論學業性學障與發展性學障彼

此間的高度差異，即便是同屬學業性學習障礙

的閱讀障礙學生，在教學輔導上也未必能夠套

用同一套輔導策略，孟瑛如（2006）曾指出

學習障礙孩子的個別差異極大，沒有一種教學

方法適合所有的學障孩子，世界上沒有萬靈丹

的教學方法，同一種教學策略也可以有不同的

作法，提供孩子不同程度的參與以及給孩子不

同程度的要求，這些都是教師及家長在陪伴學

障孩子學習所要秉持的原則。

其實有關學習障礙學生的教學輔導策略在

坊間的許多學習障礙相關書籍當中都有許多可

供參考，如：孟瑛如教授所著的「學習障礙與

補救教學-教師及家長實用手冊」一書中有許多

具體明確的策略可供應用；不過如前面所提到

任何教學輔導策略的有效與否端看使用的方式

與策略本身是否符應孩子的個別差異與需求，

以下有幾點運用教學策略的原則可提供教師與

家長參考：

一、對症下藥：�先釐清孩子學習困難的主因，

否則用錯策略即便策略再好也

派不上用場。

二、多管齊下：�學障孩子的學習困難通常非單

一的因素所造成，因此也絕非

運用單一策略便可改善，因此

需要依據孩子的實際問題的各

個面向，統合運用多種策略以

協助改善。

三、徹底執行：�任何的策略若不能堅持原則徹

底執行，則成效自然也會打折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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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耐心等待：�策略的運用都有一定的介入

期、反應期與觀察期，因此在

策略執行時應多耐心等待與重

複嘗試幾次，不要一次未達預

期成效便驟然放棄。

五、臨機應變：�在執行策略的歷程中，需隨時

觀察孩子的反應而略做微調，

以期能夠讓孩子對於策略有更

高的接受度。

而除上述的相關輔導原則外，也建議可以

多加利用家長或同儕的資源加入，例如：愛心

媽媽晨間課輔、小天使給予適當的協助與提醒

等，都能夠對學障孩子在學習與適應方面有正

向幫助的方式。

伍、結語

學習障礙學生相較於其他障礙類別的學生

而言，並無顯著的外顯障礙特質，其認知與日常

生活能力表現也都與一般孩子無甚差異，誠如本

文所提可說是「最普通的特殊朋友」，也因此他

們常易被忽略與誤解，希望經由本文的介紹與分

享，可以讓教師與家長對於學習障礙的孩子有更

清楚的瞭解，同時也能夠給予適切的協助並嘗試

去發覺他們的潛能，讓他們能夠在你我的理解與

協助下，有更為正向適切的發展。

註1：�基隆市目前有「疑似學習障礙學生轉介

前介入輔導紀錄表」可供使用，除向各

校特教業務承辦人索取外，亦可經由基

隆市特教資源中心網站下載，網址：

　　��http://kse.k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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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師篇

安樂高中特教組長 　葉穗卿 

當阿匡國一剛開學才一個月，阿敏老師

來找我。她是我以前任教普通班時所教到的學

生。她研究所畢業，也考上老師，跟我成了同

事。有一日她來找我扯開嗓門說：「老師，哪

有已經念到國一，聯絡簿都還不會寫的，而且

好像不認識字啊！妳一定要幫我看看他有甚麼

問題？」我跟阿敏說學生的問題要經過專業的

判斷與資料蒐集，可能要填很多表格跟觀察紀

錄，她説沒關係，只要能幫得上學生，她都可

以配合。

第一次看到阿匡，覺得他是個長得高壯

但很憨直的大男孩，笑起來總是很大聲。令我

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在幫他做個別智力測

驗時，我已經翻了字卡，他還問「老師，你現

在在唸那個字？」這時我就知道他的問題出在

哪裡了。鑑定安置會議之後，他就到資源班來

上課了，我雖然沒直接上他的課，但經常跟資

源班老師討論學生學習狀況，老師說阿匡在數

學方面的表現沒有問題，唯獨認字，特別是寫

字，經常錯字滿篇，也寫不出東西。

如果阿匡沒遇到阿敏老師，

            我不知道他的人生會變得怎樣 ?

基隆特教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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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資源班的學生特別多，老師把學

生分組後，阿匡跟其他四個學生，分到我這一

組，他們一週只上我一節「學習策略」。

這些孩子幾乎都有相同的問題：學習動

機不足、班上作業不會寫、經常不交作業；在

班上時間經常在「放空」(他們自己說的)。我

想他們都「積弊已深」要拯救他們，真的要一

步一步來。我想到他們班上聯絡簿每天要寫小

日記，這些小孩不是不寫，就是亂抄一些東西

交差，我請他們把聯絡簿帶來，每次上課我們

有一個主題，寫完大家分享。照樣，阿匡也寫

不出東西，經常寫不超過二十個字，而且有一

半是錯字或注音，寫完我讓他唸一次，用說的

沒問題，但是讓他把字寫出來就是困難。有一

次，我們在日本331地震後，分享如果發生地

震時，你要帶的十樣東西。每個小孩都表達得

十分精彩，但如果要他們用文字表達，那真是

慘不忍睹。

阿匡在升學鑑定時，拿到學習障礙確認身

分，但是報名表的自我表述，又遇到難題了。

我先讓阿匡練習寫一次，寫完之後，我幾乎看

不懂他在寫甚麼，經過多次指導，改正錯字，

我跟資源班老師討論，每天中午，讓他到資源

班辦公室，用電腦打字，讓我驚訝的是，他的

電腦版本，通順很多，最後阿匡在十二年就學

安置分發到海事烘焙科實用技能班。對他而

言，這真是老天最好的安排。

在阿匡的畢業典禮上，跟他媽媽聊到阿

匡，很感謝阿敏老師這麼敏銳，從孩子作業中發

現問題，還熱心奔走不放棄，讓他得以接受特殊

教育，並透過十二年就學安置管道順利升學。

阿匡高二時，有一天我下班時在街上遇到

他，我說阿匡你變胖囉，他回答：「廚師都是

這樣胖胖的。」從他的自信的表情，看到阿匡

美好的未來，期許他能夠達成他的夢想。還是

感謝阿敏老師，她才是阿匡生命中的貴人！

焦．點．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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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篇

一、肯定與支持讓孩子勇於嘗試

因為我長期在外工作，小惠平時在家大

都由外婆照顧。還記得最近學校剛舉辦過「萬

聖節環保創意裝扮活動」，老師宣佈消息的當

天，小惠一回家就趕緊請外婆帶她去買美勞用

品，她用簡單的素材做了一頂創意的帽子，後

來又用我寄回去給她的一件舊衣服裁縫成一件

酷炫的披風，就這樣和其他三位同學組成一

團，主動參與「不給糖就搗蛋的活動」，聽說

她們還到學校各處室唱「Happy�Halloween」的

歌曲呢!小惠是個主動積極的孩子，她對於每

件事情總是充滿興趣。如果不說，有誰知道她

是個連聽寫26個大小寫字母都有困難的五年

級生呢！

二、平常心讓孩子樂於學習

我的三個孩子中，只有小惠一人放學後

到安親班。因為她告訴我她想寫回家功課，可

是回家後沒有人可以教她。聽到這樣的話，就

算家裡經濟再怎麼不好，我每個月還是會挪出

讓她補習的費用。和她兩個哥哥相較，小惠是

個獨立又有責任感的孩子。雖然每次看她很努

力，考試前也都在安親班複習功課到晚上八、

九點，但考試成績卻永遠不理想。也許因為平

時無法一直陪伴在她身旁的愧疚，所以我從不

因考試分數責備她，看她學習路上一路的艱辛

與努力，反而讓我心疼與感動。也許因為對考

試成績抱持平常心的態度，反而讓小惠更樂於

學習。學校老師說小惠的國字還是常常左右寫

相反，多一撇少一點的，但她會背很多名言佳

句，月考時造句也有寫沒有空白哦！

三、讀報教育激發孩子對閱讀的興趣

小惠一直到四年級，每次寫讀書心得都還

是同一本書--「小公主」。她只看圖畫書，密

密麻麻純文字的書她從不接觸。她的閱讀速度

很慢，且常有跳行跳字的現象。好不容易終於

唸完一整頁，但她卻說不出文章大意。因為缺

乏成就感，讓她更不愛看書。直到四年級的導

師在班上推行國語日報的讀報教育，情況才稍

有轉機。老師每天早上都會發給每人一份國語

日報，規定全班要「剪報」--選一則自己喜歡的

文章剪貼，然後上台說給全班同學聽或在聯絡

簿寫心得。老師給小惠的特別優惠是「只讀只

說不必寫」，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又可享受

自己選擇的權利，讓小惠漸漸對報紙上的大標

題產生興趣。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小惠會去

找臨座的好朋友，和她選擇同一篇文章，然後

受訪者：小惠媽媽

紀錄：吳秀媛老師

永不放棄的孩子--

『學習障礙』個案家長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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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一起讀」。她把每天的讀報當作和同學

間的交流時間，偶爾回家時還會實況報導「新

聞」給外婆聽!甚至，外婆說自從她晚上在補校

上課後，小惠還會教她唸補校的課本呢！

四、多元評量克服孩子對考試的恐懼

如果學校沒有考試制度，小惠會過得更

有自信。雖然我對小惠的考試成績以平常心看

待，但我發現她在月考前的一兩週最常出現負

面情緒，因為一張張不及格的小考考卷還是會

讓她感到挫敗。幸好現在學校對他們這樣的孩

子給予很多多元的評量方式，月考時也提供報

讀的服務。小惠說他月考時可以到資源班考

試，看不懂的題目老師會唸題目給她聽，考數

學時可以用畫圖的方式代替算式，或排積木、

數花片等；英文考試還可以「看書考」；寫不

完時也可以延長考試時間…。小惠說我月考考

得比平常好喔！在此，我非常感謝學校的老師

能了解孩子不是因為偷懶而考不好，換個方法

評量，也可以測驗出孩子的學習成效。

五、培養學科外的其他能力

記得剛開學到學校和老師開會時，老師

重說了龜兔賽跑的故事。一般人都認為像烏龜

有毅力且持續努力下去的人會贏得比賽，但只

要兔子不怠惰，烏龜怎麼贏過「跑步強項」的

兔子呢?所以烏龜不和兔子比「賽跑」，而是

比牠特有的「毅力與持續不斷的精神」。老師

勉勵我們每個家長幫助孩子了解自己的困難與

優點，建立自信心發揮自己的長處，我們的孩

子也可以在世界的某個角落發光發熱！關於這

點，我其實非常欣慰。小惠在家是個非常乖巧

又善解人意的孩子，因為從小就和外婆及舅舅

一家人同住，訓練了小惠大小事都自己來的本

事。她除了自己會洗澡、洗頭，也會自己清洗

自己的衣物，還會幫忙晾全家人的衣服。假

日時她最喜歡窩在廚房看外婆煮飯，耳濡目染

下，她已經會做幾道簡單的料理：煎菜脯蛋、

燙青菜、炒飯、煮湯麵等。有朝一日，她可能

是赫赫有名的總舖師喔!

六、走出戶外擴充生活經驗

小惠要從書本上獲得知識的能力很有限，

老師說小惠在四年級時還不知道中秋節和元宵

節是幾月幾日，有什麼差別？也不知道野柳在台

灣的什麼地方？除了學校每學期都有安排校外教

學，去文化中心看戲劇、音樂表演，去海科館、

紅毛城、十三行博物館參觀…等，老師也建議我

們利用假日帶小惠去戶外走走，多增加一些親身

體驗的活動經驗。所以，外婆每次去進香時都會

帶小惠一起去，坐火車、坐遊覽車，到台灣中南

部看看基隆以外地區的地理景觀及風土民情。有

一次，外婆還利用端午節連續假期帶小惠參加

三天兩夜的旅遊，體驗在外過夜的感覺。因為這

樣，除了課本所教的，更拓展了小惠的生活視

野，每次回來後，她都侃侃而談好幾天，也很願

意把旅遊的過程和班上同學分享。

我常在想我是個失職的媽媽，沒辦法每天

陪伴在孩子身邊，但也因為這樣，反而讓孩子

有更足夠的空間去展現自我。小惠是個樂觀開

朗、永不放棄的孩子，希望她的勇氣和信心，

可以讓她未來的路更寬廣!

焦．點．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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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學習障礙

成功發揮優勢的典範

整理者：葉淑卿

雖然學習障礙是終身的障礙，無法運用

任何治療方法使其痊癒，但如果找到學習障礙

者能夠學習的方法，並試圖引導、開發他的優

勢，使他潛在的才能得以發揮，那麼學習障礙

者也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上發光發亮！

前幾年，歌手蕭敬騰先生曾在電視節目

中接受訪問時表示「很後悔……書都沒有讀、

字都不會寫」，覺得他自己「是個很不好的示

範」。但後來他到醫院檢查，才知道其實是

「閱讀障礙」造成這樣的結果。蕭敬騰先生的

經紀人表示，他無法自己看歌詞，需要靠別人

一字一句念給他聽，他再慢慢記下來；現場演

唱時，要將歌詞背得更熟，因為他沒有辦法看

大字報的提示；而拍電影時，也需要別人先幫

他看完劇本、告訴他劇情，之後再念台詞給他

聽，幫助他背下來……。

蕭敬騰先生的例子，讓大家對「閱讀障

礙」多了一些瞭解。對學習障礙者而言，不是

光靠努力、用功、反覆練習，就可以「勤能補

拙」的達到學習目標，而是需要找到對他有效

的方法來幫助他、使他「能夠學習」。

下方表格資料是從「教育部有愛無礙網

站-學習障礙名人榜」摘錄出來，期許大家對

學習障礙者能更加懷抱希望，可以持續努力嘗

試、為學習障礙者尋找出對的學習方式。

學習障礙名人榜：

領　域 名　人

娛　樂 湯姆克魯斯、蕭敬騰

藝　術 畢卡索、達文西、羅丹

科　學 愛迪生、愛因斯坦、牛頓

文　學 安徒生、派翠西亞．波拉蔻

運　動 傑克．史都華(賽車手)

政　治 邱吉爾、李光耀、洛克菲勒

輔導、作家 盧蘇偉

以上所列出在國內外、不同領域中，屬

於學習障礙的成員們，他們曾經被誤解、在學

習上遭受許多挫折，但在不斷努力、成長的過

程中，在學校、親友的支持協助下，終於發揮

了他們的優勢能力，在社會上貢獻專長，創造

美好、璀璨的人生。

參考資料：

1、�朱立群(2011)。他不笨，只是天生識字困

難。台灣光華雜誌，2011(11)，84-90。

2、�學障名人榜。有愛無礙網站。檢索日期

1021116。取自：http://general.dale.nhcue.

edu.tw/ld-famou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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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教學分享
建德國中　鍾士傑老師

外加國文課-簡化教材，運用圖片及課文架構圖結

構化說明課文架構，幫助學生對課文的理解。

社會技巧-NLD學生社會性故事教學。

外加數學課-教導替代方案，以黑白棋分別代表正

數與負數，做整數的加減。

動作機能訓練-NLD
學生平衡感訓練。

焦．點．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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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策略-以心智圖為藍本的主題聯想練習。

學習策略-拔毛
運動會，需翻

到相同的牌才
能往前

進，訓練記憶
力與注意力。

學習策略-部件
識字教學

學習策略-自
我教導策略

應用在數學
解題技巧示

範。

學習策略-注意力訓練，找出不一樣的地方。

學習策略課-德國心臟病，所有人的牌翻出來出現五個

相同的水果，便要搶按鈴，訓練算數、反應與注意力

基隆特教專刊
Keelung Special Educational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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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資源中心辦理--互動教材製作專業知能研習

特教資源中
心辦理─每

月定期召開
特教工作會

議

特教資源中心辦理─巡迴輔導人力支援協調會

基隆市特教資源中心

活動錦集

特教資源中心辦理--互動教材製作專業知能研習

特教資源中心辦理--互
動教材製作專業知能研

習

特教資源中心辦理--互動教材製作專業知能研習

特教．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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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資源中心辦理─特教通報網系統操作研習

特教資源中心辦理
─102年第二期特

教教師助理員職前
訓練

特教資源中
心承辦─10

1學年度專案
評鑑

「特教團隊
與運作」觀

摩暨檢討會

特教資源中心辦理─102學年度

新生輔具採購審查會議

特教資源中心辦理─特教相關專業人員

特教知能研習

提供本市特教資源整合與服務

基隆特教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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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隆市身心障礙學生各項福利服務

一、就讀私立幼教機構身心障礙幼兒教育補助暨招收身心障礙幼兒私立幼教機構經費補助

1、�為鼓勵立案私立幼兒園(機構)招收經鑑輔會安置之2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身心障礙幼兒，

每人就讀一學期，補助招收單位新臺幣5,000元整。

2、�2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經鑑輔會安置就讀幼兒園（機構）者，依下列基準補助身心障礙幼

兒教育費：

(1)�4足歲以上未滿5足歲，就讀公立幼兒園（機構），每人一學期補助新臺幣3,000元整。

(2)�2足歲以上就讀立案私立幼兒園（機構），每人一學期補助新臺幣7,500元整。

二、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在家教育學生教育代金

為協助國民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完成國民教育，並使家長妥善照顧學生。申請在家教

育者，每月新臺幣3,500元；社會福利機構就讀者每月新幣6,000元。每學年度補助9個月為限，分

上下學期辦理。

三、身心障礙生獎助金

本獎助金以獎勵設籍於基隆市且就讀基隆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市立高中之優秀身心障礙學

生為目的，其在三年內未曾領取本獎助金，且提出申請之該年度內尚未領取各種獎助金、教育代金

及未享公費者，每名學生新臺幣3,000整。

四、交通費補助

學校未提供免費交通車服務或學校無法提供足夠之免費交通車服務或身心障礙學生確實無法

自行上、下學，需有專人協助者，提供每月500元之交通補助費，每學年以九個月核計，分上下學

期辦理。

貳、基隆市102學年度第2學期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工作（預定）

一、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作業

辦理時間：103年1月6日(一)至103年1月17日(五)

工作內容：畢結業生向各國民中學完成網路及紙本報名作業

負責單位：各國民中學

備註：103年1月20日至103年1月28日各國民中學送報名表件至教育處特教科。

二、國中小期中轉介轉銜期程表

辦理時間 工作內容 負責單位 備　註

3月-4月 報名與資料登錄
安樂高中

碇內國小

校內說明宣導及填報相關轉介資料。

各校進行初步篩選。

請依障礙類別進行各項心評施測

4月-5月 轉介轉銜鑑定安置會議
安樂高中

碇內國小
請備齊學生測驗資料及相關佐證資料、IEP等。

行政檢索

特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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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生特教服務申請期程表

辦理時間 工作內容 負責單位 備　註

3月起 報名與資料登錄

建德國小

報名說明會與心評說明會

3月底至4月初 心評作業 專業團隊評估

4月中 鑑定安置會議

四、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103學年度招生期程表

辦理時間 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1月初 簡章發文所屬學校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2月-3月
申請入學並造冊轉介

至各特殊教育學校

1、國中部及國小部：原戶籍學區所屬學校。

2、教育處特教科。

５月底 公布安置結果名單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月底 報到 各特殊教育學校

參、基隆市102學年度第2學期資賦優異學生學生鑑定工作

項目 辦理時間 承辦單位 工作內容

資優兒童

提早入

國民小學

1.�103年1月10日發售簡章

2.�103年3月8日（六）初選

3.�103年3月29日（六）複選

4.�103年4月26日（四）前

中和國小

1.辦理本市未足齡資優兒童提早入學工作。

2.�鑑定對象為民國97年9月2日至98年9

月1日出生者，具資賦優異特質且社會

適應行為與國小一年級學童相當者。

國小一般

智能資優

學生鑑定

安置工作

1.103年3月10-21日申請表發售

2.103年3月24-25日受理初選申請

3.103年4月12日初選評量

4.103年5月8-9日受理複選申請

5.103年5月24日複選評量

6.103年6月4日公告通過鑑定名單

7.103年6月9日安置學生報到

深美國小
鑑定對象為設籍本市之公私立小學103學

年度二升三年級資優特質學生。

國中數理

資優學生

鑑定安置

工作

1.103年3月3-21日簡章表件發售

2.�103年3月24日受理管道一書面

審查申請

3.�103年3月30-4月1日受理管道

二初選申請

4.103年4月12日初選評量

5.103年5月7-8日受理複選申

6.103年5月24日複選評量

7.103年6月4日公告通過鑑定名單

8.103年6月9日安置學生報到

銘傳國中

武崙國中

鑑定對象為設籍本市之公私立小學六年級

(103學年度升國一)具數理資優特質學生。

國中語文

資優學生

鑑定安置

工作

中山高中
鑑定對象為設籍本市之公私立小學六年級

(103學年度升國一)具英語資優特質學生。

資優學生

縮短修業

年限

向各校提出請

1.第一學期於10月5日前

2.第二學期於3月5日前

請向就讀

學校申請

依據「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

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辦理資賦

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之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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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稿內容：

主題：認識腦性痲痺

（一）腦性痲痺教育探討

（二）腦性痲痺生的教學與輔導經驗談

（三）腦性痲痺生的親職教育分享

二、稿件格式說明：

（一）�稿件請用中文書寫，每篇以不超過2000字為原則，若有圖片或照片（二張為限）

請一併附上，若有參考資料亦請註明出處。

（二）�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服務單位、詳細地址、聯絡電話、郵局（或銀行）局號帳號

及身份證字號。

（三）文稿請以A4電腦橫式打字（標楷體，字型大小12pt），紙本寄至：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一街三九二號�建德國民小學�何文婷主任�收

　　　電子檔mail至titiy26@yahoo.com.tw。

　　　聯絡電話：02-24334216#1041

（四）�請勿一稿二投或抄襲他人作品，文稿一經採用版權即屬本刊有所，本刊即有增刪之

權；本稿亦不退還，請自留底稿。

三、�邀稿對象：

特殊教育之專家學者、教育工作者（投稿內容以教學與輔導經驗為主）、家長、學生。

四、截稿日期：

103年2月14日

五、出刊日期：

103年6月中旬

六、稿酬為每千字新臺幣五百六十元，圖片或照片每幀一百伍十元。

七、�本刊物除以紙本方式發行外，另以網頁呈現之方式，置於基隆市特教資源中心網站上供大

眾參閱；本刊對於採用之稿件有於網路上作非營利使用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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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的目的在讓身心障礙

及資賦優異的孩子均能接受

個別化之適性教育，以激發其潛

能及培育獨立自主之生活能力。

本刊是本市一份專屬特殊教育的

刊物，期望能讓本市教師更能瞭

解特殊學童及特殊教育的內涵，

歡迎各界能踴躍投稿。
徵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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