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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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生命的漢字-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第二期
計畫於108年8月份 於每週六上午9點～下午4點開課。

歡迎踴躍報名！

~~邀請熱學老師參加~~

師資培育是很重要的教育工程，更是

教育品質發展的重要核心。師資需求
不論在師資培育教學方式偏重理論分
析與講授式教學，暑期有生命漢字師
資培訓課程正式開跑

◎108年7月8~12日上午9:00~12:00
  5天共計15小時。
◎地點：梧桐吾同咖啡二樓會議室
       (台中市五權路2-67號)

~~敬邀有志者教師共襄盛舉~~

有生命的漢字
師資培訓課程研習

為鼓勵孩子親自走入環境體驗，同時

在活動體驗營當天，協會邀請到專業

講師群來帶領小朋友，展開一系列團

體溝通表達與分享來幫助孩子提升人

際溝通技巧及傾聽的方法。

◎108年7月23日~7月27日

◎地點:

1.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探索教育園區  

  (台中市大里區中湖路100號)

2.臺中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大里區兒青館台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 

童心協力趣味學習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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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迷宮邁入職場就業前準備計畫~
歡迎準備高中職以上學障青年報名參加 意者請洽協會專案管理人 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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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樵益理事長理事長手札 

　　感謝理監事及會員的支持，108年再度接下第九屆理事長重任，特別是許多資深理監事及

會員，一本創會初衷為建立學習障礙學生及家長支持系統而努力不懈，對於協會也始終不離不

棄，共同維繫這個創立不易的公益社團，106年~107年兩年理事長任期經歷許多考驗與波折，

卻也激勵協會更往前邁進，在協會理監事群共同努力下，逐漸看到成果，在此逐一介紹：

(一) 家長團體代表參與學習障礙鑑定機制

       多年來學習障礙實質鑑定工作，都由臺中市教育局聘請專家學者組成的鑑定工作小組進行

審查，當鑑定結果與家長及學校老師的期待有所落差時，唯一管道就是啟動「申覆機制」，然

而原有申覆機制家長及學校老師可到現場補充說明後，就會被請離會議現場，最後收到判決結

果時往往只是最後結論—判為學障生、疑似學障生或非學障生，至於判斷的依據是甚麼家長及

老師往往不得而知，這也是造成家長與老師鑑輔會等三方的誤解與爭議的主因。

    因此協會收集相關資料，並透過蘇柏興議員努力協助下，鑑輔會終於2018年同意讓家長團

體代表能在申覆案中參與工作小組實質審查工作，這是協會倡議學習障礙者權利的一大成果。

協會代表參與鑑定過程中，發現部分家長及學校提供的「佐證資料」不齊全，申覆審查時，每

位專家學者都很重視家長及老師的觀察紀錄及佐證資料，但有時資料呈現往往沒針對學習障礙

者如聽說讀寫的困難，提出有力佐證，導致判斷困難。

針對此問題家長可以努力的地方如下：

(1)平時就收集孩子的學習資料，包含作業及聯絡簿等，未訂正前就拍照存證，資料越多越好。

(2)學習障礙影響生活層面資料收集，因認知能力問題如注意、記憶、理解、知覺、知覺動

作、推理等能力，導致生活上的困難，透過文字紀錄及影像留存。

　　以上資料平時就蒐集，並在學校IEP上提出有請老師幫忙蒐集及留意，並請老師針對學習

障礙問題，提出因應策略並確實執行。如此一來，資料建立就會完整，有利鑑定作業順利進

行，若有疑問可再提出申覆前請求協會協助。

 (二)服務層面向上延伸至就業服務

　　研究指出學習障礙者在職場上所遭遇的困難包括：操作速度較慢、對於需要學科能力的工

作技能較顯困難，進而可能影響職業選擇、職位晉升與職涯發展的限制；在社會適應方面，許

多學障成人在經濟上無法獨立，並且伴隨有心理狀況和情緒調適上的問題。

  協會自92年創立自今，許多當時國小孩子現在都已經長大成人，開始面臨就業問題，因此

108年協會與勞動署合作透過多元就業計畫辦理就業前的準備計畫，建立高中職以上青年的支

持團體，並透過實務課程建立就業前的相關能力，以期就業順利或自行創業。

(三)識字閱讀推廣至各國小讓更多弱勢及學習困難小孩受益

 透過每週六在協會開辦「有生命漢字學習營」，已經成功幫助許多讀寫困難孩子找到新策

略，建立學習的自信心。108年已經有五個班級開班，需求仍在增加之中，今年更推廣至四所

小學造福更多學習困難的孩子。

　　有鑑於此，我們需要培育更多師資，擴大服務層面，也期待更多有教學經驗的老師(含退

休老師)一同加入我們師資培訓行列，請會員幫忙至各校宣傳。

(四)活動精緻多元貼近孩子與家長需求

      今年度活動規劃方面，在學生支持層面，我們透過活動融入課程，如寒假探索小尖兵-攀岩

垂降體驗營，童心協力活動趣味體驗，及九月起要展開的小樹築夢計畫等活動，讓學員學習互

助合作與溝通表達分享技巧，進而結交好朋友，形成相互支持的團體;在家長支持層面，持續

推動家長工作坊及辦理公益講座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業分享，提升家長特教知能。

     由於服務層面擴大了，因此投入的人力及物力也越來越多，因此亟需募集更多經費來辦理

相關業務，在此期盼會員多多給予協會支持捐款贊助或邀請企業個人贊助協會，以利協會會務

永續經營。

專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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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看 板動

108年1月20日會員大會暨小樹築夢計畫成果展

108年1月26~27日探索小尖兵活動~裡冷溪攀岩(兩天一夜遊)

協會提供表演舞台及獎金鼓勵學障孩子克服自身困難，培養專長及興趣，勇敢的站上舞台展

現自我，成果展含動態有獨輪車、爵士鼓、小提琴、古箏⋯表演，靜態有茶道賞欣、創意黏

土展示⋯。

鼓勵親子攜手親自走入環境體驗，同時在活動體驗營當天，協會邀請專業講師群來待領家長

與小朋友，展開一系列親子溝通表達與分享，幫助孩子提升人際溝通技巧及傾聽的方法。

勇往直前成功登頂



 

 

一 .「有生命漢字教學推廣計畫—實務教學教師培訓專班」

 預計服務人數：3-5人， 75人次。 

二 .108年度有生命的漢字週末樂學營

 分二期，第一期已開5班，共有18名學員。
   第二期預計於8/31開班，每期15堂課。

三 .「有生命漢字識字教學推廣計畫—校園擴點深耕」 

 分二期，第一期已開4班(建平國小、太平國小、光復國小、 

 瑞城國小)，共有18名學員。

 第二期預計於9月開班，每期15堂課。

108年跨越閱讀障礙找回學習熱情-
有生命的漢字識字教學推廣計畫

提供團體機會，協助成員在安

全氣氛中分享與傾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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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溝通腳本提升親子

互動能力。

透過科技輔助識字教學，有效提升識字

學習的效率，幫助學生突破識字學習的

困境。

「改變世界，不必等到長大」，兩位美國學校高三學生『林依筠、

許子元』，他們透過模擬聯合國活動，關懷學習障礙學生面臨問題

進行宣導與募款，募款所得全數捐給協會。

理事長代表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到美國學校接受同學募集款項的捐

款，並致贈感謝狀給兩位同學，感謝他們的善行義舉。

 
 
活 看 板動

4 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第六十六期  2019/06/14出刊

108年度公益講座系列活動

108年5月10日拜訪台中美國學校

家長支持工作坊-當我們同在一起

有生命的漢字

講師:廖永靜老師

日期:5/19、6/2

~4月14日用科技輔助識字講座~ 陳東甫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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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看 板動

多元就業輔導計畫正式開跑

青年就業魔法營----青年相互支持 共同學習

中途商店經營---模擬創業真實情境
讓青年體驗從產品生產到包裝行銷過程
建立就業的相關能力與技巧

王清思教授
2月16日 

聽理解與溝通表達訓練

蛋捲及手工皂製作

台中地方法院及市民廣場擺攤體驗

曲智鑛老師
3月23日

人際關係與情緒控管
4月13日

自我察覺與面對壓力
自我目標設定與時間管理

青年努力成果　終於可以嘗試接受訂單  
產品目錄　蛋捲禮盒系列

默默祝福黑卡禮盒(10入) 
定價250元  
會員價225元

圓滿平安皂
定價80元/個
一組200元/3個

訂購專線：04-2372-1705
#請多多支持
#我們需要各位的鼓勵
#更需要各位的指教

蜂蜜金箔胺基酸皂禮盒(3入)
定價480元
會員價400元

李雪娥老師
5月4日 

心智圖與電腦輔助軟體運用  



軍功國小、博幼社會福利基金

會、上楓國小、大鵬國小、港坪

國小、光榮國中、成功國小、西

寧國小、中特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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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志工會議暨慶生會

5月6日~7日志工旅遊-水社寮

志工活動專欄

來去吊橋走一回

教師研習

美食饗宴快樂出遊

服務成效:9場

432人次

入班宣導

豐南國中、永隆國小、大鵬國小、東興國小、龍津國小

服務成效:5間學校

共25場45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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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月~108年5月新加入會員：
陳○玉、廖○惠、江○珊、張○花、黃○彗、林○瑩、王○君、

陳○凡、黃○梅、張○卿、孫○霞、王○玲、鄭○瑜。
目前有效會員數共計126位

107年12月

劉順義  6000元
許慶寧  1000元
葉冠伶  2000元
楊沛棋  12000元
尤麗米  3000元
林純儀  15000元
王義輝  10000元
李卓睿  1015元

108年1月

黎秋枝   2000元
吳昌祐  2000元
汪豐盛  200元
陳勇成  200元
張泓  60000元
王乃玉  1000元
廖敏  200元
張蕙君  400元
黃嘉祥  1000元
張光道  5000元
張瑞卿  10000元
張慧君  400元
周清容  5000元
林利玲  1000元
林立生  1000元

108年2月

中信鐵工廠  200元 
林雅菁  1000元 
陳暐閎  1000元 
王惠娟  1000元 
王乃玉  1000元
廖敏  200元 
王淑玲  2500元
湯德歡  2500元 
張光道  10000元
楊敏庭  6000元
高傳智  10020元
謝陳玉枝  550元

108年3月

中信鐵工廠  200元 
林雅菁  1000元 
陳暐閎  1000元 
王乃玉  1000元
廖敏  2000元 
黃嘉祥  1000元
張光道  10000元 
張瑞玲  1000元
陳雋  2000元
林永煌  2000元
陸碧蓮  1000元

108年4月

中信鐵工廠  200元 
林雅菁  1000元 
陳暐閎  1000元 
王秀紅  800元 
鄒荷秀  1200元 
王乃玉  1000元 
廖敏  200元 
張光道  10000元 
張慧君  400元
楊麗華  1000元
捐款箱  1313元
財團法人中國家庭計畫協會 
 10000元

107年5月

中信鐵工廠  200元 
林雅菁  1000元 
陳暐閎  1000元 
王乃玉  1000元 
廖敏  200元 
張光道  10000元 
陳麗美  10000元
台中美國學校
學生林依筠  8000元
台中美國學校
學生許子元  8000元
楊蕎瑜  1000元
翁林麗珠  10000元
紀郭素昭 10000元
不遠茶道班茶會  2000元
耕園創作坊  1000元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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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108年活動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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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地址：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67號(梧桐吾同咖啡4樓)
   連絡電話：(04)2372-1705
   電子信箱：kidslda.mail@gmail.com

  主題內容 地點 備註 

7/8~7/12 

上午 09:00~12:00 
有生命漢字教學實務專班--家長班 

梧桐吾同咖啡二樓會議室 

(台中市五權路 2-67 號) 
歡迎來電預約 

8~12 月 8:30~16:00 

(每班 1.5hr) 
有生命漢字教學實務專班—第二期 

梧桐吾同咖啡二樓會議室 

(台中市五權路 2-67 號) 
歡迎來電預約 

預約制 家長諮詢服務、教師研習、入班宣導
 

梧桐吾同咖啡二樓會議室 

(台中市五權路 2-67 號) 
歡迎來電預約 

童心協力-聽理解趣味體驗營 

◆目標：建構團隊概念、學習團隊合作能力、並在團體之間學習溝通表達、 

傾聽意見，相互扶持等品格力的自我成長 

日期  主題內容 地點 講師 

7/23 戶外~探索體驗 青年高中 青年高中講師群 

7/24 桌遊活動 兒青館 林宇宸 

 7/25.7/26.7/27 聽理解課程 兒青館 易志威~同心圓講師群 

特教育國語文教學軟體之應用與製作實作 

主題內容 注音符號.Word.國字語詞語音合成學習系統使用介紹及實際操作 

活動地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資訊教室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220 號) 

講師 陳東甫 活動時間 
8/17.8/24 

09:00~16:00 

公益講座 

日期 主題內容 講師 地點 

108年11月10日(日)
上午9:00~12:00

 陪伴特殊教育需求孩子成長 曲智鑛 維他露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