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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迷宮天使
校園宣導及體驗活動
~~ 歡迎邀約 ~~

107年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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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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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7/1/28(日)。
時間：上午9:30-12:30。
地點：維他露基金會(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123號)

日期：107年2月2日~107年2月4日
時間：9:00～16:30
地點：青年高中
費用：會員800元    非會員1600元
※活動報名請上官網填寫報名表※

迷宮天使粉絲團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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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發潛能體驗營

 



  

 經驗交流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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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請接續第3頁)

理事長手札 

 轉眼106年將近尾聲，感謝一年來各界人士慷慨解囊及各位
會員全力支持，會務持續進步當中，107年針對家長及學生需求
規劃了很多精彩活動，將於107年1月28日舉行的會員大會，正式
向大家宣告。
 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也是志工表揚及小樹築夢計畫成果發
表的日子，當天須各位會員通過年度的相關預算外，最重要的是
要感謝替大家服務的志工們，同時也到場鼓勵當天表演的會員子
女。
 您的蒞臨就是對協會最棒的支持行動，邀請各位會員回娘家
一同共襄盛舉!

                                        -期待您的蒞臨!-

理事長  張樵益

常務監事  張泓

 記得好幾年前看過一本台新金控總經理林克孝寫的書「找路」，
他本人則在這本書出版後不久就因山難而過世，壯年得志卻不幸英才
猝逝，令人不勝唏噓！這幾個月來個人對此更是體驗深刻，經常無法
自己！承蒙樵益理事長不棄，一直囑我在這期會訊裡寫些文字與大家
分享。好久沒敲鍵盤了，該談些甚麼呢？談學習？談教養？還是談人
生呢？問題是，有些事情自己沒有經過是難以體會的，不是嗎？你的
傷，他的難，我的痛，如何等值？如何找到一條大家都可以走的路，
談何容易？
 回想當初協會成立的初衷，「結合學障生家長、學者專家與關心
這個議題的社會大眾，大家一起來關心與協助這群陷在迷宮裡的孩子
與不知如何做才好的家長與老師。」該從哪裡做起呢？成立家長聯誼
互相分享打氣，邀請學者專家辦理各項講座增進對學習障礙的認識，
舉辦各種可以鼓勵學障生的活動，或者是冬令營、夏令營、週末營，
露營野餐表演…，只要誰說這個活動或許可以，大夥就想辦法讓他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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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路走來也十多年了，路卻還是一直

在找。究竟有無一條大夥都可以接受以及不

要那麼坎坷的路可以走呢？我雖僅半百人生

，但揣度我那皆已年過八十好幾的雙親，我

想他們的答案仍然還是否定的吧！

 有些路可以不走；有些路不好走，卻還

是得走；幸運的是，有些前人走過的路是明顯的，是可行的，我們不

用瞎子摸象，憑欄過河，只要跟著前人走出來的路好好地跟著走便可

。只可惜每個人的人生道路都是一條單行道，無法回頭只能往前，只

能努力地走，試著不斷調整與修正而已。尤其在這瞬息萬變的時代裡

，如何面對？如何抉擇？如何應變？經常考驗著我們有限的智慧與能

耐。俗話說，千金難買早知道，經常也是我們的感概。十多年前與白

林創會理事長及創會夥伴們成立協會時，我是既不知要做些甚麼？也

不知究竟需要付出多少精力與經費？會面臨多少問題與挑戰？感謝神

！協會迄今存在，看來也有一定根基，這幾年在秀紅及樵益理事長的

用心經營下，協會會務更是蒸蒸日上，從幾個家長志工一位秘書，增

長到兩位專職社工，數十位志工，上百位會員。問我後不後悔參與協

會？我的答案是，從不！因為在這裡，大家都是我的人生貴人，包括

我親愛的兒子。

 其實，樵益理事長原先希望我或許談些十二年國教適性安置議題

，只是對目前的我來講，十二年何其短？相對於現在台灣人的平均壽

命，只佔80分之12！汲汲營營於有限的學校教育，升學議題，卻從來

極少跟孩子談論到生活與生涯規劃；台灣學校教育於生涯議題之欠缺

，才是我所擔憂而懸繫於心的。台灣少子化危機明確，學校缺額遠大

於學生人數，無論如何甚至不用考試，都一定有學校可以唸。問題是

，孩子喜歡嗎？適合他(她)嗎？喜歡不一定適合謀生，可以謀生卻不

快樂，想要的未來模糊不清，如何走現在的路？焦急的家長，先問問

孩子吧！打算過怎樣的生活？再來設定目標，調整方向，規劃路徑，

只要看得到希望，擁有信心，加上你的支持，再多的困難與挑戰，相

信都不會是問題！祝福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路及想要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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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及學習困難的孩子，面臨識字解碼困難，導致閱讀能力

低落，嚴重影響在校各科學習的成效，應該運用何種教學策略來

進行補救教學？ 

 

       一般的讀寫教學中，老師較強調視知覺訓練加反覆練習，試

 圖以勤能補拙的方式達到大腦代償學習效能，雖然多次的練習必

 然有其效果，例如在教學現場部分老師對於學生寫錯字，不認識

 的字詞，常常以罰寫10遍或20遍，甚至更多遍，企圖運用反覆抄

 寫及背誦策略，讓孩子學會識字。然而這個方法，不僅使得國字

 的學習成為枯燥無味的苦差事，對於學習障礙生及學習困難學生

 來說，更是痛苦的煎熬過程。但每個人都只有24小時，也要顧及

 到全人發展，找到其他更優勢策略才能突破學習的困境。

      

            在發展優勢學習的角度來看，學障生的學習策略，應該是如

 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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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何讓那些毫無意義的視覺符號成為有意義的

 系統符號，讓一個死學硬記沒有意義的文字(事件記憶)，變為有

 語意的符號，這將是個學習效能的突破點。      

 

 

 

專業學術—學障問題Q&A

 (未完，請接續第5頁)

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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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故事、編故事是個不錯的方式，中國字是個表意文字，內

揉了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生活經驗。如果識字教學可以善用古

人的智慧將「漢字構形之分析」和「漢字構形演變規律」揉入其

中，教學時說明每一個部件所代表的信息及部件和整字間的聯繫

關係，這便也將創字時代的古人社會文化和生活背景故事說了出

來。更何況每個孩子都愛聽故事必能提升其學習意願，進而增進

學習效能，一段時日後必然提升學習能力及成就。

 以孩子的生理特性及家庭支持來論，學障生除了識字困難多

數伴隨有無法注意到重點、缺乏組織思考及計劃能力、無法將資

訊與事實做連結等問題。如果要以量變來造就質變的效果，那麼

就極需要很嚴謹很有組織力的支持環境才能達成，一般家庭是很

難做這樣長久的堅持。更何況目前雙薪社會型態父母多忙於生計

，是否騰出足夠多的心力及精神完成還有待努力，更何況弱勢家

庭，更無暇顧及。       

 有鑑於此，協會107年將開辦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透過文

字故事的講解讓孩子了解部件的意義及構字的規則，配合短文閱                      

    讀及有生命的漢字習作作業，來提升孩子的學習  

      動機及識字量，對於字形音義能產生有效連結， 

    有效提升孩子的閱讀能力提昇。 



  

 

 

 
  

 
  

 

 
  

 

  

-106年9~11月親職講座-

 

-106年9~11月協會活動-

 
活 看 板動

106年10月14日
從聽說讀寫建立英語語感
開啟學習英文之門-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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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秀智 老師

週末快樂學習營

中正國小入班宣導

全一珍蘿蔔糕
熱心捐款

林○菁 1000元

王○玉 10000元

張○道 61000元

陳○閎 1000元

 中信鐵工廠 200元

呂○英 500元 

施○君 10000元

黃○祥 1000元

 

陳○閎

林○煌

王○玉

張○道

湯○歡

游○堂

鄭○卿

林○菁

黃○祥

中信鐵工廠

林○○美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0元

2500元

20000元

2000元

1000元

1000元

200元

中信鐵工廠 200元

1000元

李○申 2000元

張○道 5000元

陳○宏 1000元

1000元

捐物一批

黃○祥

全一珍蘿蔔糕

林○菁 1000元

紀○惠 15000元

陳○閎 1000元

106年9月捐款名錄 106年10月捐款名錄 106年11月捐款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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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9月~11月新會員：劉○雯、張○羚 。

~107年協會活動及講座資訊~

日期／時間

時間/地點 招收人數 講師 上課堂數

主題內容

課程主題/內容

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

講師 講座地點 備註

107.3.25(日)
09:00~12:00

107.4.15(日)
09:00~12:00

107.5.26(六)
107.6.2(六)
09:00~12:00

107.9.30(日)
09:30~16:30

107.10.21(日)
09:30~16:30

14:00~16:00
地點：中清教室

10人 30堂課

認識學習障礙

學障生學習策略之應用

提升孩子專注力

培養孩子的情緒管理

第一期：

第二期：

如何在生活中增進孩子
聽的理解能力

李雪娥老師

李雪娥老師

李宏鎰教授

李宏鎰教授

陳寶玉語言治療師
陳凱玫助理教授

吾同咖啡館
2樓

吾同咖啡館
2樓

吾同咖啡館
2樓

中教大實小
(暫定)

中教大實小
(暫定)

◆家長成長系列—學障知能成長營◆

◆生命的漢字樂學營(學生活動)◆

講師：李雪娥老師
助教：劉蘋誼老師

活動日
期

服務對
象

107年3月起至6月 (3/24、4/14、4/21、4/28、5/5、5/12、5/19、5/26、6/2、
6/9、6/23、6/30、7/7、7/14、7/21) 每週六上課，共15週 
107年8月起至12月(8/18、8/25、9/1、9/8、9/15、9/29、10/20、10/27、
11/3、11/10、11/17、11/24 、12/1、12/8、12/15)每週六上課，共15週

國小二年級至四年級學障生、學習困難及弱勢學生。
※因學校重要活動、連續假日及颱風等因素，彈性調整上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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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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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暨志工表揚大會

小樹築夢獎勵計畫成果發表

維他露基金會館

台中市學習障礙會訊出刊

家長諮詢服務、
教師研習、入班宣導

歡迎索取

歡迎來電預約

※提供餐盒
107.1.28(日)
09:30~12:30

5/13(日)

5/20(日)

5/27(日)

3、6、9、12月

預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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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目標：「玩耍」，是孩子的天性，教養孩子也可以很開心！透過遊戲能玩又有教育
意義，在玩耍中探索孩子與自己，讓我們成為孩子最好的朋友吧！ 
◇工作坊講師：魏渭堂老師 
◆工作坊地點：吾同咖啡館會議室(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之67號2樓)
◇工作坊時間：5/13、5/20、5/27全天9:30-16:30 
◆參加對象：學習障礙及學習困難生之家長 

日期 主 題 

 
 

  

 

◆工作坊講師：賽斯青年團 
◇工作坊地點：吾同咖啡館會議室(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之67號2樓) 
◆參加對象:國小四年級至國中三年級學障生 
◇因學校重要活動、連續假日及颱風等因素，彈性調整上課日期。 

日期  時間 主 題 內 容 地 點 備註 
107.08.01(三 )

9:00- 16:00 
人際溝通  

吾同咖啡2F 107.08.02(四 ) 情緒探索 

107.08.03(五 ) 自我肯定 

 
日期  主 題 內 容 地 點 備註 

107.2.2~107.2.4 超越自我激發潛能體驗營 青年高中 

107.8.4~107.8.5 溯溪藍染戶外體驗營
 

未定
 

日期／時間 主題內容 地點 備註

◆親子遊戲治療工作坊 ◆

◆情緒你我他，情緒認識成長營 ◆

★探索、體驗、博感情系列☆

9:30

12:00

上午

13:00

16:30

下午遊戲是兒童學習的本質與生活 親職教育與遊戲治療(FT模式) 

親子遊戲治療原則與運用 

親子遊戲治療演練與自我評估 

親子遊戲治療材料與遊戲箱 

親子遊戲治療技巧 

想了解更多協會資訊，請至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官網或臉書搜尋「迷宮天使-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協會電話：04-23721705           地址：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67號四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