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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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迷宮天使粉絲團QRcode

歡迎各校邀約入班宣導及教師研習，詳情請查詢協會官網

恭賀

 
 

有生命的漢字-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
計畫於108年3月份每週六上午9～12點開課。

歡迎踴躍報名！

親愛的會員您好，感謝您對協會

長期的支持，一年一度的會員大

會又來囉! !除了志工表揚外，還

有小樹築夢計畫成果發表，邀請

您一同共襄盛舉，蒞臨現場參與

協會年度盛事，也給參與才藝表

演的孩子們鼓勵。

◎108年1月20日上午9:30~1:30

◎地點：維他露基金會會館

   ~~敬邀 各位會員出席~~

會員大會暨小樹築夢計畫

為鼓勵親子攜手親自走入環境體

驗，同時在活動體驗營當天，協

會邀請到專業講師群來帶領家長

與小朋友，展開一系列親子溝通

表達與分享來幫助孩子提人際溝

通技巧及傾聽的方法。

◎108年1月26日~108年1月27日

  (兩天一夜)

◎地點:台中市和平區裡冷溪探索 

 園區

探索小尖兵-攀岩垂降體驗營

本會獲107年
學習障礙家庭支持福利計畫評鑑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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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108年活動行事曆
主　題　內　容 地　點 備註

108.01.20( 日 )
上午 9:30-16:00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志工表揚大會
維他露基金會館 ※提供餐盒

小樹築夢獎勵計畫成果發表
6、12 月 台中市學習障礙會訊出刊 歡迎索取
預約制 家長諮詢服務、教師研習、入班宣導 歡迎來電預約

讓我向前走 - 家長支持工作坊
◆工作坊目標 :
1、提供團體機會，協助成員在安全氣氛中分享與傾聽。
2、協助成員抒發身為父母照顧者之負荷與壓力，並能互相關懷與支持打氣。
3、藉由各自經驗的交流，討論彼此關切的議題，吸收不同資訊與資源。
4、認識自我角色與需求，瞭解親子互相影響程度，降低負面循環。
      ◆工作坊講師 : 徐孟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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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05/26 週日 9:30-16:30

日期 主題內容

108.05.19
上午

9:30-12:00

當我遇見你
- 認識成員，創造安全
團體氛圍 下午

13:00-16:30

我們都一樣
- 分享自身教養經驗及困難

108.05.26
重新認識我
- 了解在家庭情境中的
自己

有你，我不孤單
- 成員相互支持，展望未來

暑期育樂營
◆育樂營目標 :
1、提升學障生人際互動對話策略運用
2、增進學障生回應問題的組織表達能力
3、增進學障生家長理解孩子的溝通問題及因應技巧，讓家長能陪伴孩子在生活中找出最佳的溝通策略。
4、多元職業體驗
      ◆地點：吾同咖啡館會議室 (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 2之 67 號 2樓 )
      ◆日期：108.07.23~108.07.27
      ◆時間 : 9:30-16:30

日期 主題內容

108.05.19
上午

9:30-12:00

當我遇見你
- 認識成員，創造安全
團體氛圍 下午

13:00-16:30

我們都一樣
- 分享自身教養經驗及困難

108.05.26
重新認識我
- 了解在家庭情境中的
自己

有你，我不孤單
- 成員相互支持，展望未來

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 (學生活動 )

課程主題 / 內容 時間 / 地點 招收人數 講師 上課堂數

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
13:00-16:00

地點：吾同咖啡樓上教室
3~5 人

為 1班教學 李雪娥老師 15 堂

探索、體驗、 博感情 、親子系列活動
日期 主題內容 地點 備註

108.01.26(六)~108.01.27(日) 探索小尖兵 - 攀岩垂降體驗營 裡冷溪探索園區

◆活動日期：
 ◎第一期 108 年 3月起至 108 年 6月 (3/16、3/23、3/30、4/6、4/13、4/20、4/27、5/4、4/11、4/18、  
 4/25、6/1、6/8、6/15、6/22) 每週六上課共 15 週
 ◎第二期 108 年 8月起至 12 月 (8/3、8/10、8/17、8/24、8/31、9/7、 9/21、9/28、10/5、11/12、  
 11/19、11/26 、12/2、12/9、12/16) 每週六上課 共 15 週
◆服務對象：國小二年級至四年級學障生、學習困難學生及弱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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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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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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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早上，今年讀小四的孩子在廚房自己整理餐袋準備上學時，我還在房間更換外出

服......。

 聽到他從廚房傳來對我溫柔的說：「媽媽，妳今天怎麼慢了我一兩步？請快馬加鞭的跟

上我哦！」

 我心裏OS：天啊！真是我這有衝動特質的學障兒口裏說出來的溫柔話？

 而我催他時只能拉高分貝的喊：「快快快！快一點，我們快遲到了啦！」

 回想兩年前的今天，我是一個既開心又擔憂的媽媽，開心的是孩子多年來全面發展遲緩

的狀況，終於經由埔基的趙醫師找到了答案，憂慮的是「學習障礙」到底是什麼？之後要怎麼

帶起這樣看似聰明可愛，卻又天馬行空、學習低成就並少根筋的孩子？經由醫師的建議，我找

到了這個有愛有盼望的協會，跟著許多的家長一起學習，因為被同理接納，當我重新認識接納

孩子的同時，在不知不覺中也接納了自己。

      感謝有此機會分享我與孩子近一年來一同做的努力，例如：

 1、飲食的改變：少油炸少精製糖少巧克力多蛋白質來幫助身高也遲緩的孩子長高。

 2、每天規律的運動：固定跳繩30分鐘。

 3、提早上床睡覺的時間：每天睡飽9小時為目標。

 4、做好親師溝通：畢竟只有自己最知道孩子的情況，學障是隱性障礙，外表看不出來,很 

  容易被錯誤對待，認為是懶惰不積極或是成為班上作業公平下的犧牲者，這個部份我 

  做足了功課才跟老師們在IEP時，討論孩子的難處與說明孩子已經在做的努力，例如： 

  持續參加的職能治療與語言治療課程，懇請老師在學校的協助。

 5、為孩子製造成功經驗：大小比賽得到的獎項與參加協會舉辦的各項活動照片貼於客廳 

  顯眼處，且參加各界相關的演講來提升家長自我的親職能力與對孩子障礙別的了解， 

  進而學會觀察協助孩子發展其優勢能力：例如，游泳與口語表達。

 6、國文部份：親子一同參加「有生命的漢字營」，坐在一旁做筆記，如此一來可以隨時 

  了解孩子上課學習狀況與難處，二來方便回家複習，更重要的是有學伴可以彼此陪同 

  加油打氣。

 7、數學部份：請安親班老師敦促孩子自己完成功課並要求他每天使用「博幼」，「均 

  一」等免費網站來複習數學。

 8、耐心等待，不計較分數：曾經在他小二帶回月考國數個位數的考卷時，我就大哭一場 

  後看開孩子成績的高低，反而現在得到的任何分數都是好分數。

 相信家長們在這一路走來，也如同我一樣經驗了各種可以幫助孩子的方法，很多確實也

幫助了孩子的進步；但若更了解了醫師說：學習障礙是因為神經傳導的影響而來......因為這個

好奇心，開啟了我與孩子一扇新的窗戶，才能看見這窗外神所創造人體「自癒力」的美好。

 經由最近期中成績單上老師給孩子讚賞的評語，這才明白原來我與老師們所做的，是讓

孩子保有學習動機與提升學習態度，也協助到他能與自己的障礙相處。看著孩子每天開開心心

的上學去，能聽他分享與同學快樂嬉戲，越來越可以融合一起求知識的點點滴滴，親子關係不

再如以前緊張，一路來的調整，付出與陪伴就都有了代價。

邱智英
★協助孩子與自己好好地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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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中教實小捏陶 8月4日～8月5日-溯溪藍染戶外體驗營

9月1日-中華民國家長談會

9月1日-建平國小社區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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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看 板動

 

9月30日-提升孩子的專注力講座

10月21-培養孩子情緒管理

10月27日-身心障礙市府園遊會 11月9日-多元就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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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班宣導-大元國小

義賣活動-勤益科技大學

志工活動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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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月~107年11月新加入會員：
林○宜、廖○涵、陳○佚、李○祥、林○真、陸○昕、
劉○纓、麥○瑛、蕭○娟。目前有效會員數共計110位

107年6月

陳凱玫 9600元
魏渭堂 5000元
林雅菁 1000元
黃嘉祥 1000元
中信鐵工廠 200元
陳暐閎 1000元
林美雪 3000元
張光道 8000元  
張光道 15000元
張光道 5000元
頤鴻事業(股)公司 1000元 
湯德歡 2500元
李永祥 10000元
財團法人智慧光
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00元

107年7月

賴志杰 1000元
吳聲旻 1000元
郭秉勳 4800元
尤麗米 3000元
游朝堂 50000元
林雅菁 1000元
黃嘉祥 1000元
中信鐵工廠 200元
陳暐閎 1000元
張光道 5000元
劉順義 9000元
陳明華 茶葉1斤

107年8月

林雅菁 1000元
黃嘉祥 1000元
中信鐵工廠 200元
陳暐閎 1000元
王乃玉 1000元
張光道 5000元
張光道 1500元
許慶寧 10000元
許慶寧 1000元
蕭淑芬 1000元  
張泓 60000元
阿皂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捐贈肥皂    160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14720元  
中央扶輪社 100000元

107年9月

張蕙君 400元
林雅菁 1000元
黃嘉祥 1000元
林妍孜 6000元
中信鐵工廠 200元
陳暐閎 1000元
陳勇成 10000元
王乃玉 1000元
張光道 5000元
湯德歡 2500元
林麗娟 1500元
許玉桂 1500元
賴麗莎 1500元
洪侍玫 1000元
趙孟宸 500元
張雅媛 1000元
財團法人智慧光
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00元
台中中央扶輪社 100000元

107年10月

林雅菁 1000元
黃嘉祥 1000元
王乃玉 1000元
廖茂華 500元
中信鐵工廠 200元
陳暐閎 1000元
張光道 5000元
昇揚金屬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元
陳坤明 2000元
湯慧玉 100000元
林志峰 2000元
賴燕玲 200元

107年11月

林雅菁 1000元
黃嘉祥 1000元
中信鐵工廠 200元
陳暐閎 1000元
王乃玉 1000
廖敏 200元
紀丹惠 15000元
張光道 5000元
張惠君 400元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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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習

師資培訓

◎大里高中-李雪娥講師

◎石岡國中-陳麗文講師

◎光復國小-李雪娥講師

◎健行國小-李雪娥講師

◎國立仁愛高及農業職業學校-陳麗文講師

◎國立彰化附工-李雪娥講師

◎黎明國小-陳麗文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