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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親職成長系列講座

學習障礙迷宮天使
校園宣導及體驗活動
~~ 歡迎邀約 ~~

小樹築夢獎勵計畫

為落實環保若您不需本會訊，請電洽 04-23721705，或 E-mail:kidslda.mail@gmail.com，感謝您的支持 !

 

若有入班宣導及教師研習申請需求，請至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官網下載
或來電詢問，謝謝! 

 
 

 
    

 

1.參加資格：本會會員及其子女，名額共20名。
2.自己興趣開始，學習擬訂3個月的學習目標（項目不拘）。
3.請填寫報名表，並於106/10/15以前寄至協會信箱

kidslda.mail@gmail.com
4.報名表通過審核後，並在107/1/28會員大會進行成果發表
5.若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詢問04-23721705  林社工 

築夢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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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手札  
理事長 張樵益

 

~讓愛飛翔  小樹築夢計畫~   

 

~歡喜成為孩子生命中的伯樂，從平凡中看到千里馬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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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成立至今已邁入第15年了，在歷任理事長與理監事努力下
，逐漸成長茁壯，活動越辦越精采，也更貼近家長跟孩子需求，從
家長感謝回饋及企業社團個人持續捐款，對協會而言都是莫大的肯
定與支持。我們將會繼續努力前進，為家長與孩子辦理更優質的活
動，107年系列活動也已規劃完成，請大家拭目以待。  

    有鑑於，學障孩子因先天學習限制，學習歷程中少有成功經驗，
優秀特質常被智育掛帥的社會氛圍淹沒了，導致自信心缺乏。因此，
協會擬定「小樹築夢」獎勵計畫，提供獎助學金，鼓勵孩子自己擬定
計畫，努力執行達成預期目標，並於今年的會員大會(107年1月28日)
，展現他們成果與才華，成果展現分靜態與動態，靜態如:畫作、攝
影、手工藝品、花藝……;動態如:歌唱、舞蹈、武術、樂器、相聲…
等等。誠摯邀請會員鼓勵孩子參加，並協助孩子完成計畫填寫，於期
限內送出計畫，切莫錯過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愛因斯坦曾說：「每個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樹的能力來斷
定一條魚，魚一生都會相信自己很愚蠢。」千里馬也需要伯樂的賞識
才得以彰顯其價值，天才的特質也需要有人懂得去欣賞與激發引導才
能看得，一般人尚且如此，何況是學習障礙的孩子。 
    在學習過程中，學習障礙孩子常因學業成績表現不佳，動作緩慢
、表達理解困難，遭同儕取笑霸凌時有耳聞，想要從學習上獲得成就
感相對困難，長時間學習挫敗結果，外顯表現出來的就是退縮、內向
、自信心缺乏、情緒困擾、憂鬱與躁鬱等負向行為，如此氛圍下，要
父母親接納孩子的不完美是相當困難的，更遑論還要父母認同孩子還
有天才的特質待開發。因此，想跳脫這樣惡性循環情境，父母親有幾
個關卡要經由學習來突破。 

 (未完，請接續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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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讓孩子做自己，讓天賦自由

(二)不要轉嫁不必要的恐懼擔憂給孩子，扼殺其創造力

(三) 學習放下父母的期待與價值觀

    現在社會普遍充滿不安定感，如高房價、高物價、低薪資、高
學歷、高失業率，父母身歷其境，對於未來充滿擔憂與恐懼，無形
中轉嫁在孩子身上，但孩子正處學習階段，尚未真正開始探索生命
就已經籠罩在父母給予的恐懼與擔憂氣氛之中，長期下來，這些擔
憂與恐懼會不斷隨著時間變成自我信念，形成心理學上自我應驗的
效應。在學習過程中萬一遭遇挫折，常常自我歸因於環境不佳導致
自己的不成功，不願意繼續嘗試努力，時間一久逐漸喪失探索學習
及冒險勇氣，這也是現在社會出現許多的成年人，寧願待在家不願
出去找工作的現象。 
    因此，父母首先應拋開自己的恐懼與擔憂，找出社會許多成功
的學習典範，鼓勵孩子多嘗試多築夢，有夢想就有無限成功希望，
激起學習的動機與熱情，成功就指日可待。

    父母教養子女模式，許多的行為與價值觀都受原生家庭及後天
環境學習的影響，日常生活中我們的一言一行，告誡子女是非對錯
，面對問題處理模式，都是父母價值觀念的展現，影響可說既深且
遠，甚至是自己的期望，也投射在子女身上，要子女朝著自己想要
的目標邁進渾然不知。許多家庭的孩子，為了做一個乖小孩贏得父
母認同與肯定，一味迎合父母要求，從未想過自己想要什麼，當無
法達成父母期望時，很容易陷入痛苦深淵無法自拔。 

    孩子不是父母用來填補遺憾或實踐夢想的工具，有智慧的父母
親，應當認真看待孩子獨特性，珍視孩子的需求，給予愛與支持，
放下自己的期望與價值觀，不讓愛變成孩子隱形的壓力，當我們願
意放下的時候，父母的愛將轉化成正向力量，帶領孩子們勇敢快樂
地走向康莊大道。 

    尊重孩子的獨特性，不要被現有考試掛
帥的體制鉗制，國英數固然重要，藝術音樂
體育同樣重要，意味父母應著重多元智能開
展，順從孩子天性，逐漸找出興趣與天賦才
能，讓孩子從嘗試中找到學習的熱情，燃起
學習靈魂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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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障問題Q&A
 

(未完，請接續第5頁) 

Q1:學習趕不上同儕進度，適合請家教或到補習班補習？ 

A1:幾個建議如下:  
(一)認清學障生天生學習限制，學科成績並不代表一切 
  自身經驗分享，我女兒常常說不知道學數學有什麼用，除了媽媽
強調要吃四分之一盤青菜外，別無用處，當然這是玩笑話，但是為什
麼要學數學，當然不是為了成績而是培養孩子的推理和邏輯，如果老
師60分鐘都是怒罵中教學，那肯定不是在引導孩子發展推理能力。 
    我的女兒從小數學也很差，讀了藝術大學也不用學數學，國中的
數學到二年級暑假才請家教從頭教，女兒很喜歡這位家教老師，女兒
說老師把她當白痴教，仔細有耐心慢慢的教。現在長大的她邏輯和推
理能力不下於我，這學期還因教育學程修了統計(數學)，雖然小時候
的挫敗讓她很緊張，不過現在她高分通過呢！
 
(二)慎選家教或補習班老師 
    聘請家教要特別注意，慎選有愛心與耐心的老師，且對學習困難
孩子的教學策略有一定了解，這樣才能真正幫到孩子學習。大班或進
補習班學習，往往效果不佳。 

專業學術

    個案就讀小學五年級，學習數學相當困難，做數學習題時，錯誤
率高達九成以上，目前請家教協助，但是效果很差，常在怒罵中渡過
。學校老師建議我送更嚴格的數學家教班，中午去補習班了解，補習
班說在她手裡沒有數學成績教不起來的，除非父母捨不得讓她嚴格管
教，對於繼續請家教或換更嚴的補習班感到困擾？
    父母每天陪伴孩子學習到半夜，對於孩子無法完成學校基本習作
功課感到困擾？  



  如果可以，我們把孩子的教育拉長一點看，相信孩子，沒有一位
孩子不想表現自己最好的一面，當他們都準備好時，所有的學習都不
是問題， 當然這需要勇氣，只要心安住，沒什麼恐懼的。 
(三)學障孩子學習過程，父母陪伴固然是最重要的，但仍須注意在陪
伴過程中避免指責孩子，多給予時間，並顧及孩子內在感受，以免破
壞親子關係緊張。 
(四)孩子無法完成習做功課問題，建議家長先和學校老師一起討論孩
子學習問題，評估孩子能力是否跟得上班上進度，在能力趕上之前，
建議和老師共同討論，適度調整評量方式與作業量，以達到有效學習
的目標。 
  
Q2: 書寫閱讀視知覺障礙的小孩，如何提升能力？ 
  個案就讀小學二年級，評估出來有書寫閱讀視知覺障礙，寫字空
間位置及找錯分辨觀察的能力弱。這學期有安排入資源班，在提升學
習上的能力，往哪方面著手會比較有效果？ 
 
A2: 
  任何人學習善用她優勢的途徑學習會事半功倍的，找出孩子的優
勢是相當重要的步驟，埔里基督教醫院趙文崇醫師說過：「學障的孩
子要克服讀寫困難得運用不同或倖存的神經連結，創造系統性符號學
習及功能運用的極大化。」 
  

 
  若聽知覺能力較弱，也可透過訓練來提升聽知覺能力，例如，找
2-3篇新聞報導，時間3分鐘以下，讓孩子聽，聽完透過提問，看看是
否掌握內容大意，這樣的訓練只要每天花10~15鐘，長期下來孩子的
專注力與聽知覺能力會有顯著改善，對於未來學習會有相當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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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請家長仔細分析各項檢測資料，進行孩子優劣勢分析，以
本案來說，進行教學策略介入時，須檢視孩子的視知覺與聽知覺能力
，若視知覺是孩子的弱勢，那就將文字部件意義化建立漢字的意象讓
孩子用理解來輔助學習，那會是不錯的方式。



  

 

 

 
  

 
  

 
 

 
  

 
  

 
  

 

  

-106年6~8月親職講座-
 
活 看 板動

  

  

106年6月10日
認識「生涯規劃」-講座

林晉如 老師

106年7月9日
提升學障孩子的情緒管理
與挫折忍受力-講座

王意中 心理師

106年8月13日
親師溝通零距離-講座

魏渭堂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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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23及106/8/13學習障礙者就業準備計畫

106/8/20暑期魔法營



  

第二期週末快樂學習營 親職溝通工作坊 

 

湯○歡 2500元 

李○華 5000元 

施○君 10000元 

林○貞 1000元 

林○菁 1000元 

黃○祥 1000元 

中信鐵工廠 200元 

陳○閎 1000元 

信安數位科技 500元 

王○玉 1000元 

張○道 5000元 

張○益 2400元 

廖○靜 1000 元

張○道 5000 元

謝○志 3000 元

游○堂 50000 元

林○偉 24000 元

王○標 66000 元

施○君 10000 元

林○菁 1000 元

黃○祥 1000 元

中信鐵工廠 200 元

陳○閎 1000 元

王○玉 1000 元

劉○玲 10000 元

洪○糧 500 元

張○道 5000元

施○君 10000元

林○菁 1000元

1000元黃○祥

1000元陳○閎

1000元王○玉

昇揚金屬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元

林○孜 6000元

張○ 44000元

 豐寶實業有限公司 10000元

羅○玲 1000元

財團法人智慧光
社會福利基金會

45000元

張○益 3600元

志工服務 拜訪昇陽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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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6月~8月新會員：高○綾、楊○純、楊○宜。

106年6月捐款名錄 106年7月捐款名錄 106年8月捐款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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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豐富呈現本會活動，每項活動均會拍照錄影並公佈於網站、成果、學術之用途，若有疑慮者報名時請先告知。謝謝

~106年協會活動及講座快訊~

~107年協會活動及講座快訊~

日期／時間 主題內容 講師 講座地點

106.10.14(六)
09:00~11:00

從聽說讀寫建立英語語感
開啟學習英文之門

歐秀智老師
吾同咖啡館

2F

◆親職教育講座 ( 家長、老師 ) ◆

8/19~12/9每週六
共計15堂課程

李雪娥老師

李雪娥老師

陳凱玫老師
劉蘋誼老師

全體家長

A 出口成章

B 識字桌遊

家長座談會

成果展

12/9週六

12/16週六

PM15:10-16:40

PM13:30-16:40

小二
至
小四

日期／時間班別 對象 講師

PM13:30-16:40

◆週末學習營(學生活動)第二階段◆

家長與學生

講師

107.02.02~
107.02.04 09:00~17:00 台中地區國中小階段學習障

礙學生及弱勢家庭之子女
青年高中老師 青年高中

日期 主題內容 地點 備註

107.01.28(日) 會員大會暨小樹築夢發表會 維他露基金會(暫訂) 會員專屬
免費

◆年度會員大會◆

日期 時間 地點對象

◆超越自我激發潛能體驗營◆

日期／時間 主題 地點

◆106年度志工活動◆

11/13(一)13：30~16：30
12/11(一)13：30~16：30

志工例會

志工表揚與期末聯誼

吾同咖啡館會議室

吾同咖啡館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