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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的漢字-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109年第二期

計畫於109年8月份起，於每週六上午9點～下午4點開課。

歡迎踴躍報名！

109.06.20

戶名：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68

社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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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網 QR-code

歡迎各校邀約入班宣導及教師研習，詳情請查詢協會官網

分區親職教育座談會

久違不見的【校園宣導】來了
今年因冠狀病毒疫情延燒，導致校園宣導無法進行。

現疫情已退燒【校園宣導】重新開啟，歡迎各校來電協會洽詢

親愛的家長、老師們：

~讓我們一起把孩子的聰明找回來~講座

即將在校園陸續登場

第一場 

報名電話

日期：109.10.17  AM9:00~12:00
地點：大里區瑞城國小

04-23721705 林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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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張樵益

杜威說教育即生活！今年協會邀請特教界體制外的曲智鑛老師帶領協會孩子進行體

驗教育，兩個月四次活動下來，在沒有父母在場的自由開放環境下，孩子的行為問題逐

一顯現，狀況不斷，有人完成工作一部分，就停下不做了，嚷著肚子餓(才早上10點)。過

程中不時提出問題，問何時吃飯?想去7-11買東西；有人到處巡視不顧及小組進度；有人

無法完成黏貼任務，呆坐在那，等待別人幫忙；有人無法專注當下工作，跑去干擾他

人，看到每個具有學習障礙特質的孩子，對於團隊合作需完成的工作，竟然無法順利完

成！誠如曲老師所說的，從真實情境中，不難想像，在學校團體生活中，為什麼這群孩

子常常無法融入群體，為何人際關係疏離，社交困難，甚至遭受欺負及霸凌，導致拒學

不願意去學校。

以前看到這樣的情形，當下一定會馬上制止孩子的行為，然而曲老師強調【犯錯本

身也是一種學習，在他經驗的過程，不要太快地打斷他，經驗到一個段落才去介入】。

因此等到接近早上11點多，曲老師請大家放下手邊工作，探討整個工作的進度，讓

每個成員反思，自己的行為，這樣的行為到底有何意義？進而分析同樣情境，在學校團

體生活，同樣的行為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反思為何同學不喜歡你，為何你想離開時，同

學們都希望你離開？為何來到這裡學習，在家吃飯睡覺不是比較好？為何眼中只看到別

人的問題，卻不知自己連本身的工作都沒做好？這樣的反思情境，瞬間安靜下了，這時

老師的每句話，似乎都觸動了每個小孩子內心深處，老師沒有責備，只是擔憂他們的未

來，孩子自己也察覺到連基本簡單的工作都無法完成，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態度的問

題，經過反思分析討論過程，再次給予孩子的機會。神奇的事發生了，每個孩子態度180

度轉變，聚精會神專注當下指令，完成了預定工作，也體驗了成功經驗。

由於親眼經歷體驗教育的神奇魔力，想跟夥伴們分享：行為改變不是一蹴可及，他

是需要時間去淬鍊，需要信任關係做基礎，父母與孩子是最親近的，相處的時間也最

久，絕對有充分的時間機會去理解他。請切記，掌握每一次在自然情境中發生的每個教

育機會，理解犯錯本身也是一種學習。孩子一犯錯，若馬上遭受嚴厲批評指責，那麼引

導孩子反思分析的契機就消失了，父母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學習傾聽孩子的聲音， 帶領孩

子去做反思這樣經驗的意義。當孩子覺察到自己需要調整學習態度與方式，正向行為改

變契機就出現了，也可逐步引到孩子步入學習正軌。

從孩子犯錯中，尋找行為改變的契機

理事長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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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宣導進入第6年，場次多到忘記做過幾場入班宣導。今年最令我

難忘與感動的是彰師大在職碩士班的入班宣導。

當天結束了兩小時的宣導後，就在我們準備回程時，有一位同學跑

來找我，對我深深一鞠躬，說：「謝謝您今天來講這一場，我就是這樣長

大的」紅著眼眶的她，再也止不住淚水，哭了出來說：「剛剛就很想哭

了！」我抱著她說：孩子這一路走來你辛苦了，妳很棒，你已經突破你的

困境，能走到今天(讀碩班)，是相當的不容易」。她邊哭邊說：「小時候

經常因考試成績不理想，被爸爸罰跪、抽打，有一次跪、打得特別凶，忘

了幾個小時，後來只要考試成績出來，我就割腕。媽媽覺得這事情很嚴

重，帶我去看心理醫師，醫師說爸爸也要來看才有用，爸爸去看診回家就

跟我說，從今天起不會再要求妳的功課了。當下的感受是被解放或是被放

棄，自己也不知道。今天總算有人真的理解我的困境，真的很開心，謝謝

您！」。

聽完她的敘述後，我的心好揪結，除了心疼她之外，心裡一陣痛，

天啊！我也曾經這樣傷害過我小孩，學障者的心路歷

程，一定要這麼殘忍嗎?成人學障有很多人是

走不出來的，有多數是因從小累積不好

的經驗所致。他們需要被理解、被

接納、被包容與被愛，只要不放

棄，找到對的方法，他們是可

以的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康莊

大道的，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的。

孩子妳辛苦了，妳很棒！
張滿珠

校園宣導的感動

溫馨話 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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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話 真情

家長改變 孩子就會跟著改變

游哲源

協會今年開辦一系列社會情緒學習課程，我們不只讓孩子參與體驗教

育課程，更冀望家長一同參與家長成長支持工作坊，因為我們始終相信

『家長改變，孩子就會跟著改變。』

很榮幸這些家長們願意跟我們一起前進，我們帶著孩子進行登山、玩

桌遊競賽、做針線活動，觀察他們在每個情境中的反應、情緒、態度與社

交困境，發現每位孩子的社會互動阻礙不單單僅出現在單一情境中，而是

在多情境(多次課程)中反覆出現，除了他們與生俱來的特質影響，那還有什

麼樣的因子去影響他呢？在家長成長支持工作坊中，老師與這些家長對談

後，一一核對家長在家中應對姿態，我們便恍然大悟，「啊！他們的孩子

為什麼在我們課程中會有這些反應，原來如此呀！」

教養其實沒有任何對錯，這些的教養態度來自於自身過去經驗及生活

態度，但是每個孩子都是個體，每個孩子所能適應的教養方式在根本上是

截然不同的，我們要配合每位孩子去調整自己的教育。套一句本會張滿珠

宣導講師在彰師大碩士班宣導時所說：『我有三位孩子，但我帶孩子的方

式不是一套用到底，而是三套教養方式，用她聽得懂、做得來、學得來方

式教育』在家長成長工作坊中我們邀請羅志仲老師來給家長更多對話方式

與新思維，讓家長面對孩子的問題及衝突有更多選項去嘗試，也讓學習障

礙孩子可能遇到的常見社會互動例子融入在課程中，讓家長更有深刻的體

悟，「啊！原來我還能這樣應對。」「原來我還可以做這樣的努力！」這

樣的感受與課程經驗也是我們今年結合兩項孩子與家長活動所期待能看到

的成效！加油！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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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話 真情

從單純一個個識字，到發現文章之美

孩子在幼稚園時期學習注音符號和讀三字經，畢業時同學已經可以認

讀和背誦，但他還像沒學過一樣的生澀。到了小學一、二年級時遇到聽考

及寫出生字時，前一晚已努力幫他複習，但是隔天考試答對率還是不到一

半，學習總是事倍功半。每天晚上為了功課耗費很長時間，但得到的成果

總是讓我們感到非常的沮喪。

自從加入協會後參加多次會員成長演講才發現，並不是只有我會遇到

這些問題，每個學障父母面對學障這些隱性的障礙都付出很多的努力，卻

得不到相對的回報；但是不了解的人，還是認為是小孩不夠努力，要求把

錯誤罰寫就可以記住了，或者是送到補習班或安親班。透過協會舉辦的課

程學習，與家長互相交流，已經比較能釋懷及能夠以不過度期望的心態來

因應，積極讓小孩參加協會活動，希望他能在學業成績以外，建立成就

感。對於國字的學習，參加【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雪娥老師以文字的

故事為架構，把以前死記的國字，再次的活化。面對學障挑戰，有協會在

背後支援，我不再是手足無措，而是能夠務實踏穩腳步向前進。

面對學障挑戰，踏穩腳步向前進!!!

有生命漢字-A班上課

孩子從三年級開始上有【生命

的漢字樂學營】，從最基礎瞭解部

件意義學會識字，文字的組成，讓

文字變得有趣外，現加入閱讀文字

的課程，讓高年級的孩子不再單純

只是一個一個識字，且能融會貫通

這句話的意思，進而提取這一段文

章要表達的重點，原本孩子對於一

整篇滿滿的文字，真是還沒有開始看就累了。現在經由雪娥老師的教導，學

習如何分段的看文章，可以慢慢感受到文章之美。

A家長感言

B家長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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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今天學到很多。有面試的穿著和技巧，還學會掃描的方

法。」「今天我上課上得很充實，好期待下一次的課程。」從五月2日我們加

入學習障礙協會開始，我的女兒小蓉就愛上了這些輔導課程。

「就業促進模擬團體」由楊欣穎和李婉仙老師帶領，課程內容十分實

用，尤其對於已在職場多年的我女兒而言，更是直接在職場適應問題上，有

如對症下藥般。

家有學障兒或是像我女兒是腦膜炎造成的學習困難的孩子，整個學制內

的學習過程，不管哪一個階段都和一般的孩子程度落差極大，而我們也承受

著沉重的壓力，隨便想起哪一段過程，仍覺得心酸不已，眼淚就會止不住。

在學習障礙協會裡，我們感受到各位老師對於這些孩子的愛和關懷，讓

為人父母的我們十分感動。身為孩子的爸媽總覺得孩子的各項行為與成長歷

練都是自己的責任，對於社會是否能接納孩子不敢有多餘的期待。孩子在社

會群體中受到挫折，回到家，我們自己再加把勁，針對孩子不足的能力訓練

再訓練，就這樣陪著孩子走過28個年頭。真的由衷感謝甜甜老師賦予小蓉志

工的工作和責任，她也樂在其中，這也是讓她學習付出，讓生命有意義的好

機會。我們了解，在小蓉當志工時，協會裡的老師們更是不厭其煩地在訓練

小蓉工作的能力，雖然只是處理雜務和打掃，也讓小蓉相當有成就感。

協會裡的老師們跟父母一樣愛著我們的孩子，他們規劃很多實用的課

程，每個孩子的能力優勢與劣勢都不

同，但是課程裡的活動，能帶領孩子去

探索和覺察自我特質和興趣，處理人際

互動關係，更由角色扮演，建構職場問

題的解決能力。他們的成長或許無法快

速而明顯，但是這些都是將來成長所需

的養分，假以時日，孩子們絕對能穩穩

地踏出一步又一步。

學員家長回饋學員家長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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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9.02.16

為了讓家長能夠出來走走，一起互動交流，

這次會員大會辦在山河戀休閒咖啡，結合烤肉活

動、小樹築夢計畫的內容活動，會員們開會之餘

也能維繫感情∼

會員大會會員大合照

快樂的午餐時間-烤肉

★邁向成功之路-青年學障者經驗分享  
求學過程如何突破學習障礙限制的奮鬥歷程，親子一起參加，了解孩子求學過程可

能遭遇的困難，碰到逆境又是如何調適與轉化學習動能。

成允聖-如影隨形的影子夥伴 張菀芹-自己的成形與轉變

小樹築夢多元才藝
獨輪車表演

小樹築夢多元才藝
點球表演

小樹築夢多元才藝
漫才表演

109年新增會員6位
柯○蕙、張○雯、李○玲、張○聞、王○萱、陳○美

109.03.14

會員成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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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漸緩下，協會受邀至阿里山國民中小學、東光國小、東汴國

小進行教師研習宣導，並到彰師大特教系特研所、龍津國小進行學校入

班宣導。感謝各校老師大力支持，讓我們看到孩子日後將有更好更棒的

陪伴者，陪他們走生命的一段路∼

教師研習

入班宣導

109.04.29東光國小視訊教師研習
109.04.2

2阿里山民中小學教師研習 109.06.10東汴國小教師研習

109.06.03龍津國小入班宣導(1)

109.06.03龍津國小入班宣導(2)

109.03.09彰師大特教系入班宣導 109.05.2
0彰師大碩士班入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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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導青少年理解何謂生涯規劃、進而思考生涯

   目標、進而產生規劃動機

2.瞭解各行各業

3.未來的經濟變遷如何影響我們的工作

4.預測10年後的熱門職業

透過實際操作與演練分享，除了可增進『職涯探索』

加強『複述能力、記憶能力、切題回答』之就業技

能，又可習得『團體合作』，提高學員自信心，促進

人際互動社交技巧的能力。

藉由文字說明與影片影像，擴展學員工作職種之認識，目的在覺察自我工作能力、

氣質與就業期待，討論職場常見困境與策略，增進問題解決知能。

運用團體討論方式引導學員了解工作的意義，覺察自己與工作的適配性，探索自己

可以做的工作，了解自己的工作偏好與氣質。

就業前準備研習講座-由洪雅欣老師帶領

就業前準備模擬團體-由楊欣穎老師帶領

109.03.14認識職場大百科

109.04.11人力銀行好處多

109.05.02從心出發

109.05.23情緒說書人

109.05.09我與自己的距離

109.05.30情緒總動員

109.05.16職業摩天輪

109.06.06問題解決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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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支持工作坊-當我們同在一起

體驗教育課程

3月21日分組競賽認識孩子的特質

3月21日針線活動讓孩子關注自己

4月25日曲智鑛老師帶著孩子讀告示牌

3月28日大坑9號步道

4月25日大坑二號步道

毅力展現

4月19日家庭中對應姿態演示 5月24日情緒的覺察與安頓

由羅志仲老師帶領家

長察覺自己的對應姿態及

情緒覺察，進而改善孩子

的行為問題，從容應對孩

子的情緒。

邀請曲智鑛老師與協會合作辦理，透過自然情境中

的真實體驗，藉由隨機教育讓孩子能夠體驗後果、反

思、形塑行為。

6月6日勇登三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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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有生命的漢字-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第二期
計畫於109年8月份開課，每週六上午九點∼下午四點，歡迎踴躍報名！

一、109年度 有生命的漢字週末樂學營

      分兩期，第一期已開5班，共有16名學員；第二期預計開5班，招收共有16名學員。

有生命的漢字

109年有生命的漢字識字教學推廣計畫
扶助弱勢學生找回學習熱情

二、「有生命的漢字識字教學推廣計畫-校園擴點深耕」分兩期，第一期已開6班，共有21名學員；

        (瑞城國小、光復國小、建平國小、太平國中、大里國小、信義國小)

A班李雪娥老師 B班李怡蓉老師 C班許瓊文老師

瑞城國小林芳芳老師 光復國小李俊男老師 建平國小陳慧珍老師

太平國中陳慧珍老師 大里國小周美君老師 信義國小林家君老師

D班羅思宜老師 E班許瓊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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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啃螺絲擺攤目的，是要讓青年藉著介紹商品

訓練口條，建立自信。每賣出一樣東西都能讓他們

興奮不已。在此也要感謝每位給愛肯螺絲機會的帥

哥、美女們，因你們的付出，給螺絲工頭們很大的

鼓勵與肯定，使他們又再往前一大步。

謝謝你們！有你真好！

今年因疫情關係，公益市集被迫幾乎停

擺，減少許多收入。

3月21日這場是上半年唯一的一場。愛

啃螺絲積極展售傳情蛋捲、手工皂、小盆栽

等招牌產品，還有善心人士捐贈物。

拜託大家電話預購，感恩大家喔！

默默傳情蛋捲禮盒             
定價$280   特惠價$250

協助青年就業圓夢

歡迎訂購 

訂購專線 04-23721705 

公益市集擺攤

啃螺絲系列產品

公益市集擺攤

啃螺絲系列產品

艾草+芙蓉+香茅+茉草=平安         

天使平安皂
定價$80   特惠價三個$200

蜂蜜金箔胺基酸皂  
定價$110   特惠價三個$300

勤美綠園道擺攤販售10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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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這學期陶璽特殊教育工作推廣協會和台中學

習障礙協會這一學期的社會與情緒學習活動。今天是

這學期最後一次的週末班，謝謝張樵益理事長和社工

游哲源幫忙，謝謝協會老師們呂幼雯和鄭美鳳協力完

成陪伴孩子學習的任務。

今天最後一堂課我帶孩子回顧這個學期的學習，

鼓勵孩子勇敢的面對自我概念。從孩子的回答中，協

助他們澄清自我圖像：

爸爸覺得我做事很慢......

媽媽覺得我寫功課很慢......

同學覺得我很笨......

還有我覺得我不太會打球......

一直想要做好但都做不好......

我們歸納的關鍵字是「慢」

我問孩子們說：大家覺得什麼是慢呢？什麼原因會讓自己慢？

孩子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回答：動作慢、速度慢

拖延、思緒不集中、不專心、分心、自制力不夠、自己做事的習慣不好、對這件事

不熟悉、面對不想做的事情不想做、學不會、學習時遇到困難、心情不好做事表現差......

當中一位孩子說：因為學障都不聰明啊？

我稍微幫他踩踩煞車：你覺得什麼是聰明呢？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應該先定義

什麼是聰明！

我不希望孩子用單一價值來衡量自己的成就，學業表現，考試成績不應該是衡量自

我的單一標準。

我們應該鼓勵孩子正視自己的問題和困難！

有孩子對自己沒信心，遇到問題先呼朋引伴，還沒有動手嘗試就先求救，沒有先思

考可能解決問題的策略就請別人幫忙。

這樣的反應可能源自於負向循環：挫折經驗、放棄思考、直接求救、擺爛放棄、習

得無助。

我認為社交與情緒學習課程是基礎，同時搭配認知學習策略的練習。許多情緒行為

問題源自於學習困難和社交技巧困難。

不要讓別人看不起你！自己要先看得起自己！我們不是要將所有事情都做到完美，

但要把握自己能做的，並且盡可能的把他做好！

態度、動機、努力程度比起始能力來得更重要。成長型思維讓我們堅信，努力、用

對方法就有機會改變！孩子們，加油啊！

#台北台中折返跑值得

穩定的做該做的事，改變就可以發生穩定的做該做的事，改變就可以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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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此協會授課，我想起三年前的一些往事，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辛苦多

年的媽媽來告訴我，為了孩子，她已學過各種知名的教養方式，效果都十分有限，我

在課堂上講的這些，她感覺還不錯，但過往的經驗令她不禁懷疑：這次是否也會以失

敗告終？她想問的是：這套方法真的有效嗎？

她說話時臉上的愁苦與風霜，我至今難忘，只是我已忘了當年是如何回答她的。

她提的問題，我的確常被問到，如果我拍著胸脯保證：「我的方法絕對有效。」

那是一種傲慢，同時也剝奪了父母自身的責任：父母的責任，是去尋找適合自己與孩

子的教養方式。這個責任，他人無法代勞。

傲慢的意思則是：親子教養面對的是人，不是機器。人的因素太複雜了，很難有

一套能定於一尊、放諸四海皆準的方法。演講時，我常跟家長、老師說，如果你現在

運用的教養方式很有效，對你沒有困擾，那就繼續運用，完全無須改變。如果效果有

限，或者讓你感到困擾，你可以參考我的方式。

我曾翻閱妹妹所買的幾本教養書，有些我很有共鳴，有些我一點都不贊成。不贊

成，只能說明我跟對方的觀點不同，不表示對方的觀點就是不好、不對的。適合我的

方法，不見得適合別人；對他人有效的方式，不一定對我也有效。

再者，是否有效，也要看是怎麼學習的。以我所學的這套方法為例，它的「法門

」是：父母必須先改變自己，孩子才會改變；父母要先關心、瞭解孩子的內在，而不

是只想解決「問題」。用這種方式學習，才能看到效果，我周遭那些學得好的父母，

包括昨天提到的C，都是這樣做的。

父母必須先改變自己，孩子才會改變 羅志仲老師父母必須先改變自己，孩子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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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手機線上捐款
請掃描進入

電腦用戶線上捐款連結網址: 
https://reurl.cc/D1Q1jN
或至協會FB粉專點選『瞭解詳情』按鈕
或至協會官網點選『我要捐款』

109年3月

中信鐵工廠
林雅菁
陳勇成
張光道
王乃玉
林美雪
陳威凱
周美君

2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0元 
         1,000元 
         5,000元 

800元 
         4,800元 

109年4月

高方良
林苡潔
中信鐵工廠
林雅菁
陳勇成
張泓
張光道
王乃玉
林傑莑(林宥澤)
余秉穎
余承麟
林永煌
趙小君

        2,000元 
        1,000元 
           200元 
        1,000元 
        1,000元 
           200元 
      10,000元 
        1,000元 
      10,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0元 

109年5月

中信鐵工廠
林雅菁
陳勇成
張光道
王乃玉
張蕙君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
林蘭生慈善基金會
周美君

          2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0元 
       1,000元 
          400元

 
     24,500元 
       3,600元 

109年2月

中信鐵工廠
余惠娟
黎秋枝
林雅菁
陳勇成
張品羚
張光道
王乃玉
張瑞卿
林傑莑(林宥澤)
愛上天然石
劉國基
陳桂芬
余秉穎
余承麟
張樵益
張鳳美

  200元 
   1,000元 

2,000元 
1,000元 
3,000元 
7,500元 

10,000元 
1,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5,000元 
1,000元 
2,000元 
1,000元 
1,000元 
2,000元

35,000元

109年1月

中信鐵工廠
林雅菁
陳勇成
張泓
張光道
王淑玲
湯德歡
王乃玉
尤麗米
林純儀
林傑莑(林宥澤)
劉月紹
張蕙君

2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00元 
      10,000元 
        3,000元 
        2,500元 
        1,000元 
        3,000元 
      15,000元 
      10,000元 
        5,000元 
           400元 

108年12月

湯德歡
劉順義
王義輝
林傑莑(林宥澤)
大仁國小張老師書畫班
陳淑貞

        2,500元 
        4,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000元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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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行事曆

主　題　內　容日  期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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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講座∼與專家有約

日  期 主題內容 講  師 地址

11.01(日)
當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特殊生在普通班的融合教育 沈雅琪 老師

地  點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附設實驗小學視聽
會議中心

台中市北區
民權路220號

會員成長講座系列

日期 主題內容 地點

07.11(六) 數學領域教學示例與解題策略分享

08.15(六)

09.19(六) 特殊生升學管道介紹與各階段轉銜服務

IEP別讓權利睡著了《認識個別化教育計畫的重要性》 梧桐吾同咖啡
樓上教室

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學生活動)

活動日期：第一期109年3月起至6月  每週六上課 共15週

  (3/7 ,3/14,3/21,3/28,4/11,4/18,4/25,5/2 ,5/9 ,5/16,5/23,5/30,6/6 ,6/13.6/27)

             第二期109年8月起至12月 每週六上課 共15週        

(8/29,9/5 ,9/12,9/19,10/17,10/24,10/31,11/7,11/14,11/21,11/28,12/5,12/12,12/19,12/26)

服務對象：國小學習障礙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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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主題/內容 時 間 招收人數 講 師� 地 點

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
09:00~12:00
14:00~16:00

3~5人為1班教學
李雪娥老師帶領
師資培訓講師群

梧桐吾同咖啡
樓上教室

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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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