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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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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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班宣導志工招募

 

 

歡迎各校邀約入班宣導及教師研習，詳情請查詢協會官網

 
 

本會有完善的志工培訓課程、保險及福利制度，

歡迎學障家長、志工媽媽、老師加入我們的志工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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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網下載亦或來電詢問，謝謝！ 

◎招募對象:18歲以上有興趣之所有人士。

◎招募期間:即日起至106/7/7(五)止。

◎服務時間:平日一到五 (與學校接洽情況論) 

◎服務對象:國小、國中、高中、大專。

◎報名電話:04-23721705 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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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我公司的隔壁是耕園，他們是專門在幼教教授陶藝及美勞的創作坊，老闆他很喜

歡種盆栽。有一次我發現他利用種子，種出一盆盆漂亮的盆栽，很驚訝於是我就跟他

學習，原來種子盆栽那樣有趣。

　　那時我們剛買了新家，白天人不在植物在屋裡無法生長，但我發現種子盆栽卻可

以。所以我嘗試用各種容易取得的種子，再參考種子〝盆栽達人林惠蘭女士〝所出版

的書。更讓我沉浸在種子盆栽的世界裡。

　　那年協會要辦義賣活動，我便提議賣我的種子盆栽。

　　義賣當天，一開市就有人買了一盆，這給予我相當大的鼓勵。頭一年雖然成績不

佳，但我並不氣餒。到了第二年我改進了盆栽的擺設，後來銷量有了進展。之後第三

年我除了更精進我的品項之外，再加上臉書網友的大力協助，那年我為協會募得了四

千多元的善款。直到第四年因為ＬＩＮＥ的流行，我藉助了群組的力量募得一萬多的

善款，再次為盆栽義賣的所得造另一次的高峰。

　　精彩的是，去年我募得超過三萬的善款，雖然只是種子盆栽，也讓我體認了行善

之樂，還有深奧的人生哲理。看著蓮花的生長週期，更讓我悟出了生死輪迴的道理。

我不再畏懼生死，因為「生即是死，死即是生」，我讚歎植物給我的啟示。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顆種子要成長為大樹甚至到神木，那是多麼偉大的歷練

啊。

常務理事 張美華

常務理事手札 盆栽人生

　　我細心照顧種子盆栽就好像照顧自己孩子一般，隨時觀察它

的需求．不斷的為它們找尋適合的位置，才能在室內活下來。經

過長時間研究，發現「福木」是最好種的種子盆栽。當種子埋進

土裡的那一刻起，就要每天為他澆水，不停的小心呵護細心照顧

，過了三個月後才長出新芽。當我第一次看到它發芽的時候，比

中了樂透還要開心呢。

　　成功絕非偶然.是必須不斷的練習，只有不怕失敗的精神，相

信有一天，當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成果出時，才更令人愉悅呢！對

孩子如此，對種子盆栽也相同，萬物的道理都是一樣的。只有真

正的付出無所求，才能獲得心靈上真正的平靜。

　　我是個學障生的家長，也是協會理監事的成員，更是迷宮天

使的志工∼而現在的我樂當志工，因為我是個快樂的志工人。

　　迷宮天使我愛您

１０７.３.２１晨６：４５分　張美華



　　寶貝軒軒從去年秋天到現在已經上了兩期協會週六的快樂週末學習營，每週陪

伴的過程很累，但孩子沒說不去，媽媽也不能偷懶。

　　透過此課程用字源和部件的故事說明引導對部件認識，進一步讓孩子學著寫、

讓孩子知道找方法、証明自己是有能力。

　　身為家長，剛開始的第一堂和孩子聽得很開心但不知如何回家複習，但課後的

說明和每週的課程教學，我們掌握到幾個基本的要點，孩子會試著想是部件來源是

什麼，不會完全說對、至少知道要從哪個方向動動腦。

　　同時，這群在一起上兩期課孩子都相處愉快，一起玩一起學，我也從其他家長

獲得不少評估該注意的細節，大家的分享都是寶貴的經驗。

　　孩子在上週末營後對文字較有概念和興趣，不再覺得文字是枯燥乏味，寫字也

比較有結構性，不會散，寫的不像文字。謝謝雪娥老師教導漢字說故事的方式，借

由部件來拆字、識字。多筆畫的字孩子不排斥書寫，由故事中提取國字如何書寫文

字，如(龜)字不易書寫，但他第一次看到這個字，沒有抱怨、不逃避。借由老師的

方法，先告訴他拆部件看字書寫並由故事來記憶字音，他就記住了，不再說媽媽我

不會寫，請抓著我的手寫。

　　閱讀書籍會去嘗試看文字，以前看書只看圖，因為他說文字都看不懂，現在覺

得即使國字念錯也沒關係，會試著讀出來，會主動詢問這個字怎麼念，對認字自信

心增加，謝謝協會開辦生命漢字樂學營，讓我們找到方法教導孩子學習。

楊珮純

蔡妙青

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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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高方良

　　每個父母都希望孩子快快長大，經濟獨立可自力更生。尤其是學障生的家長，都希望孩子能

盡快跟得上學校教育的聽說讀寫，順利的完成學業，將來出社會能跟得上一般人就業的腳步。

　　我的兒子從小就被鑑定為學障生，一路上都以特殊生資格升學，大學畢業後出來就業，本來

我們以為找一個簡單能適應的工作就好了。哪知她在職場上的學習和應對比一般人慢，所以工作

換來換去，最長的工作待了9個月，因適應不良而自動離職。爸爸鼓勵他去考郵局，考了兩次，第

二次因為有補習，比第一次進步許多，但還是落榜。

　　後來，想依他的個性優點處「脾氣好」著力找適合他的工作。從朋友處得知近年有長照的照

顧服務員工作還蠻缺人力，工作條件是有愛心和耐心以及訓練後持結業證書就可從事。於是鼓勵

兒子讓他報名參加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後直接應徵工作，結果應徵幾家都沒下文。因為一般機

構還是希望進用有合格證照者。於是兒子下定決心再去慈濟醫院重新受訓，結業後再去紅十字會

實務訓練，努力了5個月，終於考到了「照顧服務員－單一級證照」。考過證照後第一週就被「台

中市居家照顧合作社」錄取。曾經派到一般醫院、居家、甚至精神病院工作。經歷了5個月，漸漸

的熟練工作，就在機緣下選擇「居家照顧」的區塊工作。目前固定照顧2個陪同復健和居家照顧工

作已達半年。政府為了留住照顧服務員今年已將照顧服務員薪資調高至少32000元，漸漸的人力

進入這市場。兒子也在台中居服員圈子慢慢認識一些同行朋友，常常在一起互相鼓勵，公司也定

期辦在職訓練。

　　親戚都問：「之前不是花很多精力讓兒子讀設計學程嗎？為何不從事這行業？」其實當初只

是認為他對圖像學習較有興趣，所以選擇設計學程。怎知讀到大三時，因課程困難度高，差點讀

不下去。還好大四學程是校外實習才順利畢業。而且設計行業要跟客戶溝通，系統性符號比重大

並且是尖端行業，兒子比一般人怯生又是數學障礙並不適合投入這行業。

　　不過，雖然大學所學沒運用到目前職場，但是因為在高職到四技都要求要考到學程的證照才

能畢業。所以兒子對考證照的技巧不陌生，才得以順利的考到「照個服務員－單一級證照」。

　　趙文崇醫師在此次講座有提到取得證照是職業的依靠，是一份自我肯定的紀錄，也是公司將

來評鑑的加分依據。我們常跟兒子說：「這張證照是你學習過程中最有價值的證照，帶給你穩定

的收入。」

　　趙醫師又說：「就業的策略，要找自己最有保握，最有專業的事，做中學，每天規律地做，

越做越好，熟能生巧，將來會成為這行業的翹楚。勝負的關鍵在於『家長的肯定』，讓孩子有『

成功的感覺』。」兒子做居服員後，備餐煮食給案家進食，反應還不錯；還有對老人的應對也比

較溫馨。我們常跟他說：「我們老了就靠你照顧我們喔！」他羞怯的微笑。

　　趙醫師還提到：「要幫孩子建立人際關係、價值觀、因果觀」。我的作法是帶他去慈濟團隊

學習，目前我們進入團隊已1年多了。很多師兄姊常關心他，促使他勇於關心他人。

　　趙醫師在結論說：「要教導孩子要相信自己，有努力就會有結果，多做就有機會。」「學障

生不是沒有能力，只是能力不同。」

　　我的建議是：「從小就訓練孩子多做家事，擴展孩子生活圈多交朋友，學會生活上的技巧和

應對，就是他未來職場上的能力。不要一直在聽說讀寫上做分數的打轉，要發展他的優勢，適性

發展。」

趙文崇醫師講座
「學障生未來職涯選擇與規劃」 感言

心得
感言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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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蕭淑芬

　　趙文崇醫師是一位讓人景仰和敬重的長者，對於學障生的協助，更是不遺餘力，此次

協會特地邀請他來為大家分享『學障生的職涯選擇與規劃』，提供學障生和家長，許多關

於未來職涯規劃的方向與建議，有機會聆聽這場實用又精彩的講座真是幸運。

　　「興趣之所在，能力之所在」是趙醫師勉勵家長和學障生的勵志名言，魚是游泳高手

，要牠去爬樹比登天還難，把對的人放在對的地方，才能發揮最大的潛能來成就自己，趙

醫師在演講中舉了幾位學障生在職場遇到困難的案例，讓我們深刻了解到並不是「教室一

條蟲，畢業後一條龍」，因為學障孩子在「語言文字表達」這一方面的困難，常常會在工

作和生活面臨許多溝通困難的問題，進而影響工作表現和人際問題，導致對自我失去信心

，另外有些 行為特質也會成為職場的殺手，總而言之學障者面對職場的最大障礙就是「語

言、情緒、動機」。

　　對於學障孩子的未來規劃，身為家長的我們應該認真去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與興趣，

釐清他是狀元料？還是師傅料？幫助孩子找到適合自己的路，不要讓他在成功前就跌倒。

舉我的孩子為例，他從小六的暑假決定要養第一缸魚，從清洗魚缸、佈置水族箱、每日早

晚兩次餵魚、水草修剪和每一、兩週要幫魚換水，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轉眼已快三年

的時光，每天他都不懈怠的照顧他的魚，遇到魚兒生病時，就自己查閱書籍和上網找資料

，來研究方法治療他的魚，目前他已經養殖了三缸魚，裡面共養了十幾種魚，成功繁殖過

好幾代孔雀魚，甚至繁殖出金魚，從我的孩子身上，我看到了趙醫師所謂的『興趣之所在

能力之所在』，有閱讀理解和數學障礙的他，努力從書本找知識，學習算出正確的鹽水比

例，來治療生病的魚，養魚這件事他真的是「做中學，不是學後做」，因為有興趣，他克

服了自身能力的限制，也因此在這個領域找到了自信，獲得了成功的感覺。

　　行行出狀元，我們要努力陪孩子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要多肯定孩子，但不要隨便的

讚美，多給予孩子有成功的感覺，增強他們的自信心，我們的孩子都很棒，只要放在對的

位置，他們都會有屬於自己的一條康莊大道，大家一起加油吧！

趙文崇醫師講座
「學障生未來職涯選擇與規劃」 感言

心得
感言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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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梅花捐贈

 
 
活 看 板動

中教實小義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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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看 板動

DIY包壽司 DIY鬆餅

如何在生活中 
增進孩子的聽理解能力

親子遊戲治療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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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捐款 4月捐款
蕭○義 50000

張○道 5000

王○玲 3000

劉○妘 2000

余○娟 1500

林雅菁 1000

黃嘉祥 1000

長泰冷氣空調  50000

中信鐵工廠     200

張○道 5000

黎○枝 2000

林○菁 1000

黃○祥 1000

陳○閎 1000

謝○妮 1000

顏○芳 1000

何○惠 1000

黃張○麗      1000

六發科技有限公司  2000

阿皂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工天然肥皂  300

5月捐款
張○道 5000

林○菁 1000

陳○閎 1000

黃○祥 1000

莊○鶴 1000

中信鐵工廠     200

107年３月~５月新會員：林○宜。

107年協會活動及講座快訊

日期/時間 主題內容

曼陀螺彩繪陶藝

溯溪藍染戶外體驗營

提升孩子專注力

培養孩子的情緒管理

講師 講座地點

◆親職教育講座(家長、老師) ◆

 

 

107.07.28(六)
09:00~12:00

107.08.4~5(六.日)
08:00~9:00

107.09.30(日)
09:30~16:30

107.10.21(日)
09:30~16:30

 

中教實小 美術教室

聖愛山莊

中教大實小

中教大實小

郭秉勳老師

周旭斌主任

李宏鎰教授

李宏鎰教授

感
謝
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