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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的漢字-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110年第一期

計畫於110年3月份起，於每週六上午9點～下午4點開課。

歡迎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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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暨第四屆小樹築夢計畫
親愛會員您好，一年一度會員大會又來囉！

將進行第十屆理監事改選及小樹築夢計畫成果發表。

時間 110年2月21日 09:00~14:00

地點 維他露基金會館二樓(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123號)

109.12.31

戶名：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愛心碼：2179

69

社團法人

陳  泱  羽

~~敬邀 各位會員出席~~~~敬邀 各位會員出席~~

恭賀恭賀
臺中市109年【身心障礙各類獎項表揚】
郭白林執行長 榮獲 推行身心障礙福利有功人員 獎項

陳麗文志   工 榮獲 推行身心障礙福利志工楷模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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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張樵益

擔任協會理事長一職兩屆任期將滿，和白林姊、全體理監事、志工隊及社工們一起

規劃努力，相互協調至今完成許多工作，累積了些許的成果，藉由會訊與所有會員分享。

◆組織健全專業分工，發揮全方位服務效能

92年創立協會聘請一位兼職行政人員開啟服務工作，到現今已有一位執行長，一位

行政專員及三位社工，從建立孩子學習策略、體驗教育規劃，家長工作坊到青年就業前

準備，員工各司其職，協會也開始規劃內部專業課程，提升社工專業能力，提高服務量

能，落實會員關懷與成長課程規劃，發揮全方位服務效能。

◆會員成長課程主題多元，符應會員家長需求

擬定各項符合會員需求的課程，如「父母情緒控管與壓力紓解」、「尋找下個天才 -

邁向成功道路的學習策略」、「別讓權利睡著了--認識個別化教育計畫的重要性」、「認

識學習障礙」、「學障者學習與就業心路歷程經驗分享」、「特殊生升學管道介紹與各

階段轉銜服務」、「數學與英語學習策略與資源分享」⋯等主題，定期辦理四場會員成

長課程及兩場公益講座，同時也導入薩提爾溝通模式辦理家長工作坊，提升親子溝通品

質，增進家庭幸福美滿。

◆小樹築夢計畫推展，搭建表演舞台發展孩子優勢能力

學障孩子因為先天不可逆的障礙因素，從求學過程就一路跌跌撞撞，課業成績永遠

是他們最大的夢魘，生活上從來不缺乏自卑，也少有機會上台表演。因此規劃「小樹築

夢計畫」，發展會員子女多元才藝，提供獎金及表演舞台，建立孩子自信心。

小樹築夢今年邁入第四屆，感謝 梧桐吾同 咖啡簡餐負責人 張泓 女士 每年贊助小樹

築夢計畫，提供獎金鼓勵孩子。看到孩子上台展現自我，獲得的成就與榮耀，相信在每

位參與者的心中注入了滿滿養分，這棵小樹未來將更成長茁壯。

◆有生命的漢字課程推展至各校幫助弱勢讀寫困難的孩子

推展有生命漢字教學三年多以來，我們成功幫助許多讀寫困難的孩子，重新找回學

習的熱情。同時也在各地培育師資，讓更多老師學習本套教學方法，直接在區域學校開

課幫助弱勢與有學習障礙孩子，從一所試辦到現今已擴展至9個學校，未來將募集更多資

金投入，以幫助更多弱勢孩子突破讀寫困難的障礙。

蛻變中的協會

理事長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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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教育的推展，協助孩子認識自我融入團體生活

從109年與陶璽工作團隊合作，規劃系列體驗教育課程，在動靜態活動交錯中，我們

看到孩子在社交技巧與情緒管理，均存在許多問題，同時在學習上也常因注意力問題及

聽理解問題，導致許多簡單的問題及活動無法完成，其實在體驗教育中，孩子的表現應

該就與他在學校的真實表現差異不大，許多孩子在幾個月的活動中，逐步調整其行為，

進步雖然緩慢，但負向行為已逐漸減少，屬實不易。

因此，110年將規劃更多探索體驗活動，是希望培養孩子多點生活體驗，解決問題、

獨立思考、自我決定及做中學的學習策略能力，在過程中，試探學員的反應，給予行為

容錯的空間，再進行反思與回饋，引發孩子自我修正行為意識，進而表現出正向行為。

◆開辦青年就業前準備課程，儲備就業量能與社會接軌

從108年多元就業課程帶領青年透過實習商店中蛋捲、手工皂製作，擺攤義賣，我們

看到學障青年要踏入職場，真的還有許多關卡要挑戰。因此，109年向聯合勸募申請開辦

「青年就業準備課程」，透過模擬團體與研習講座，以及實習商店實務操作，每位青年

在一年課程引導下，都更加成熟穩重，也透過就業博覽會實際體驗求職面試，提升了許

多實戰經驗。看到青年們的改變，110年將邀請洪雅欣老師繼續帶領青年們朝邁入職場順

利就業目標邁進。

◆未來努力方向

除了上述改變之外，協會在許多地方都留下努力的軌跡，如建立員工福利與進修制

度，提升工作幸福感；再者讓協會實質參與鑑輔會申復制度審查等都是經歷許多努力與

波折，才能達到的成果。

協會雖然在進步中，但仍有許多地方需要努力，如社會企業的建立，提升協會自籌

財源的比例，仍是刻不容緩。畢竟服務層面擴大，所需資金就越來越龐大，完全靠募款

無法支撐協會整體運作所需；鑑定制度上需更努力，讓教育單位更重視醫療機構的評估

與建議，以及家長實質參與的範圍應該更廣泛，才有機會為學障生爭取更多資源與權益

之保障。

團結力量大，為達到上述目標，唯有家長能團結一致，共同加入協會，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共同為弱勢團體發聲，才能影響政府與教育單位決策，落實於教育現場，營

造一個真正友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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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築夢，一步一腳印

蕭淑芬

理事長得知我家兒子近幾年的考照歷程，熱情邀我跟大家分享這段過

程，所以特別將這段心得跟大家分享。趙文崇醫生曾說過：「興趣之所

在，能力之所在」。在我兒子身上真的驗證了這句話，學習障礙讓他在學

業表現上充滿挫折，尤其是上國中後，得不斷地面對考試，大量的訂正和

錯誤罰寫，以及老師和同學的無法同理與冷言冷語，讓他身心俱疲。經過

不斷地和校方溝通，老師們才願意減少對孩子的要求，但這樣成績至上的

生活，讓他變得更沒自信，我們除了協助他度過各種阻礙，更想要探索他

未來可能的發展。國二時我們鼓勵他參加技藝教育課程，利用每個星期三

下午到青年高中上『食品群』的技藝課程，這段時間他學到了麵點和糕點

製作，從中發現了自己的潛能和興趣，體悟到原來自己也有能力做出讓人

讚賞的食物，漸漸培養了自信心，更愛上了烘焙，找到了未來的可能方

向，高職時他如願讀了食品加工科，展開了築夢之旅。

高一下學期，兒子跟著學校的進度，拿到了人生的第一張證照『烘焙

食品麵包丙級證照』。對一個從十個月大，因為發展遲緩開始做復健到小

學五年級，且小學鑑定為學習障礙的孩子，是個很大的挑戰，因為要計算

配方，牢記各項作業順序，並且考驗臨場反應。配合老師的指導和不斷的

練習，順利取得證照，這讓學習路程上常遭挫折的他，起了莫大的鼓舞。

「成功的經驗對一個學障生真的很重要」，因此升高二前的暑假，他報名

參加了救國團開的「烘焙食品西點蛋糕丙級」及「飲料調製丙級」的證照

課程，他自己搭公車去陌生的地方，學著和陌生的大哥大姊一起上課，這

是他新的成長體驗。下課回家後他也沒閒著，當同學滑著手機沉浸在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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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話 真情
的遊戲世界時，他則與黏呼呼的麵糰和不斷重複清洗的器具為伍，我們得

認識到我們孩子的路就是得走的比別人辛苦，他們並非人生勝利組的當然

候選人。這兩張證照的考試時間相當接近，且已經是高二上學期中了，除

了忙學校的功課，抽空還要練習這兩張證照要考的內容，他雖然疲於奔

命，但卻忙得很充實與開心，最後終於如願拿到了『烘焙食品西點蛋糕丙

級證照』和『飲料調製丙級證照』兩張證照，這是他「想要證明自己有能

力考取證照」的意志力表現。

高二下學期，在學校老師用心指導下，兒子拿到了第四張證照『食品

檢驗分析丙級證照』，除了學科考試，也要透過儀器進行檢驗分析操作，

因為難度較高，我們不預期他會考到這張證照，但兒子因為強烈的企圖心

與不斷的練習，讓他真的考過了。對於一般生而言考取證照可能輕而易

舉，但是對於學障生挑戰與壓力卻有如泰山壓頂，陪兒子考照的過程，我

們是他最堅強的後盾，他因為捲不好巧克力戚風捲，我甚至利用他白天上

學時間先把蛋糕體做好，讓他下課回家時有多點時間練習捲蛋糕，在這樣

努力的陪伴與支持下，兒子慢慢有了自信，有了更多的笑容，現在他的目

標，就是學習更多技能通過進階考試，並成為帶給人們幸福滋味的糕點師

傅。

每個有學障生的家庭在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挑戰，從小學、國高中、

大學到就業結婚都是，父母親並無法陪伴幫助他們一輩子，我們只能在有

限的生命好好陪他走一段，證照考試只是其中一小段的經歷，也不算是多

大的成就，未來還有更多艱難的挑戰，但這過程卻讓我兒子對未來有更多

的自信，以及找到有可能的發展方向。每個孩子都有屬於他的亮點，幫孩

子找出自己的亮點，陪他一起實現他的夢想，或許只是外人眼中的小成

就，但這些血淚與辛酸可能只有親自走過的人才懂，都是每個有學障兒家

庭的精彩故事，我們大家繼續努力寫下我們自己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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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築夢，一步一腳印

蕭淑芬

理事長得知我家兒子近幾年的考照歷程，熱情邀我跟大家分享這段過

程，所以特別將這段心得跟大家分享。趙文崇醫生曾說過：「興趣之所

在，能力之所在」。在我兒子身上真的驗證了這句話，學習障礙讓他在學

業表現上充滿挫折，尤其是上國中後，得不斷地面對考試，大量的訂正和

錯誤罰寫，以及老師和同學的無法同理與冷言冷語，讓他身心俱疲。經過

不斷地和校方溝通，老師們才願意減少對孩子的要求，但這樣成績至上的

生活，讓他變得更沒自信，我們除了協助他度過各種阻礙，更想要探索他

未來可能的發展。國二時我們鼓勵他參加技藝教育課程，利用每個星期三

下午到青年高中上『食品群』的技藝課程，這段時間他學到了麵點和糕點

製作，從中發現了自己的潛能和興趣，體悟到原來自己也有能力做出讓人

讚賞的食物，漸漸培養了自信心，更愛上了烘焙，找到了未來的可能方

向，高職時他如願讀了食品加工科，展開了築夢之旅。

高一下學期，兒子跟著學校的進度，拿到了人生的第一張證照『烘焙

食品麵包丙級證照』。對一個從十個月大，因為發展遲緩開始做復健到小

學五年級，且小學鑑定為學習障礙的孩子，是個很大的挑戰，因為要計算

配方，牢記各項作業順序，並且考驗臨場反應。配合老師的指導和不斷的

練習，順利取得證照，這讓學習路程上常遭挫折的他，起了莫大的鼓舞。

「成功的經驗對一個學障生真的很重要」，因此升高二前的暑假，他報名

參加了救國團開的「烘焙食品西點蛋糕丙級」及「飲料調製丙級」的證照

課程，他自己搭公車去陌生的地方，學著和陌生的大哥大姊一起上課，這

是他新的成長體驗。下課回家後他也沒閒著，當同學滑著手機沉浸在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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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遊戲世界時，他則與黏呼呼的麵糰和不斷重複清洗的器具為伍，我們得

認識到我們孩子的路就是得走的比別人辛苦，他們並非人生勝利組的當然

候選人。這兩張證照的考試時間相當接近，且已經是高二上學期中了，除

了忙學校的功課，抽空還要練習這兩張證照要考的內容，他雖然疲於奔

命，但卻忙得很充實與開心，最後終於如願拿到了『烘焙食品西點蛋糕丙

級證照』和『飲料調製丙級證照』兩張證照，這是他「想要證明自己有能

力考取證照」的意志力表現。

高二下學期，在學校老師用心指導下，兒子拿到了第四張證照『食品

檢驗分析丙級證照』，除了學科考試，也要透過儀器進行檢驗分析操作，

因為難度較高，我們不預期他會考到這張證照，但兒子因為強烈的企圖心

與不斷的練習，讓他真的考過了。對於一般生而言考取證照可能輕而易

舉，但是對於學障生挑戰與壓力卻有如泰山壓頂，陪兒子考照的過程，我

們是他最堅強的後盾，他因為捲不好巧克力戚風捲，我甚至利用他白天上

學時間先把蛋糕體做好，讓他下課回家時有多點時間練習捲蛋糕，在這樣

努力的陪伴與支持下，兒子慢慢有了自信，有了更多的笑容，現在他的目

標，就是學習更多技能通過進階考試，並成為帶給人們幸福滋味的糕點師

傅。

每個有學障生的家庭在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挑戰，從小學、國高中、

大學到就業結婚都是，父母親並無法陪伴幫助他們一輩子，我們只能在有

限的生命好好陪他走一段，證照考試只是其中一小段的經歷，也不算是多

大的成就，未來還有更多艱難的挑戰，但這過程卻讓我兒子對未來有更多

的自信，以及找到有可能的發展方向。每個孩子都有屬於他的亮點，幫孩

子找出自己的亮點，陪他一起實現他的夢想，或許只是外人眼中的小成

就，但這些血淚與辛酸可能只有親自走過的人才懂，都是每個有學障兒家

庭的精彩故事，我們大家繼續努力寫下我們自己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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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願意刻苦耐勞，

   就業道路上終會撥雲見日
小智媽媽

小智的就職開始於96年畢業那年的11月。他在學校對面麵包店看到張

貼招學徒的廣告，隔天我們夫妻隨即帶他去應徵，老闆看他稚嫩的樣子，

告知『做麵包非常辛苦喔！許多年輕人做一、兩天就待不下去不來了』，

但是看在他是由父母帶來，真想求職的樣子，又有丙級證照，便要他明天

開始上班試用，不料這一待竟然是13個年頭。

就職期間，我們常常給予叮嚀：『要感恩老闆』、『努力工作、認真

學習、不計酬勞、不計較工作』，小智的不善表達正好成就了我們對他的

囑咐，上班時默默的工作、默默的接受老闆和同事額外加諸於他的小弟差

事，甚至輪休時老闆臨時有事找他去幫忙，他也二話不說隨CALL隨到。因

此，小智在麵包店人緣很好，甚得老闆的疼愛與照顧，老闆待他如自家

人，曾經邀他參加老闆家族的國外旅遊；老闆為了拓展小智的工作技能，

也讓他開始接觸外燴，進而鼓勵他學開車、考駕照，逐步訓練他如今能獨

自完成外燴案件的外場工作。

小智剛進麵包店時，學習方面確實稍慢，老闆曾經說過，留下他，全

然因看他認真、肯學、順服的態度，所以才願意給他機會。父母能幫的

忙，也只有為他禱告，將小智全然交託給 神，懇求 上帝親手帶領他前面的

道路。

前兩個月小智新婚，仍忙於(西點麵包暨宴會設計)店裡外燴，負責開車

及供餐服務。如今正值新舊曆年末，訂單更是應接不暇，連蜜月都延至明

年，尚未定期。

特殊孩子的就業委實不易，從小智在麵包製作過程帶回家NG麵包的數

量與頻率，證明了只要有足夠的學習時間肯定能看見這些孩子的進步與成

長，惟需有環境的配合，小智何其有幸遇到一個能接受他的地方，真是感

謝主！也感謝老闆所做的一切！

但願小智就業的案例，多少能給其他學障孩子及其父母些許的鼓勵與

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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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媽媽

如果您在為有學障特質孩子的功課發愁，覺得這個門換了幾把鑰匙還

是開不了、撞了反而痛得是自己時，請培養孩子的運動習慣吧！跟大家分

享我家寶貝學習游泳的經驗。

當時讓寶貝開始專注於一項運動主要是感覺統合需要訓練，心想台灣

是海島、他也愛玩水所以選擇了游泳。在陪著上早療課中學到：要持之以

恆、要耐心等待結果，所以學游泳的目標是依他的需求和個性定出條件：

要離家近且一年四季不間斷的游、溫水最好、不急著在短時間學會很多泳

式而是要識水性、教法最好姿勢能拆解反覆練習，接著就開始自大班起每

週游一次到每週游二次，初學時從小池換到大池也花了不少時間，很慢；

後來開始學泳式，教練拆解踢水、手勢，反覆再反覆，所以他要耐性把每

個步驟做好，加上每個月有動作和時間的檢測，通過再進到下個階段，卡

住是常見的事，所以有機會討論為何過不了關、想想是動作不夠好、還是

沒衝刺速度，總之繼續游就對了。等到夏天親友孩子們聚在一起去游池，

寶貝真的是如魚得水，游啊游而且還能邊搶球、親友孩子會說他很厲害，

這是他初次感受到學習的甜頭，之後每次去游泳都更高興。後來寶貝再感

受到學游泳帶來的成就感是在中年級學校的游泳課，平日功課當然不怎麼

樣、順順過日就很好，第一堂學校泳課後問他：學校安排的游泳場地如

何？同學都會游嗎？他開心的說：也是有溫水、好多人不會游，他是第三

個厲害的，所以前三個會游的有被點名示範。從他的笑容就知道他是真的

高興、也知道他被老師和同學們讚美了，接下來連幾週的泳課讓他在班上

有了立足之地，證明寶貝也是會閃閃發亮！之後，一直進步！

支持孩子多元發展，

   也能逐步建立成就感

大坑漆彈對抗賽  109.10.18

週末的小聚會帶大家一起來到

大坑山河戀的野克漆彈場來體驗生

存搶旗游戲，過程中不僅應遵守一

長串的安全規則，團體之間需討論

並分配好每個人進攻與防守路線，

作戰過程中需要互相合作與臨機應

變，大家都覺得好玩又刺激！ 準備漆彈比賽前團照

紅隊俘虜藍隊

開戰前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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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願意刻苦耐勞，

   就業道路上終會撥雲見日
小智媽媽

小智的就職開始於96年畢業那年的11月。他在學校對面麵包店看到張

貼招學徒的廣告，隔天我們夫妻隨即帶他去應徵，老闆看他稚嫩的樣子，

告知『做麵包非常辛苦喔！許多年輕人做一、兩天就待不下去不來了』，

但是看在他是由父母帶來，真想求職的樣子，又有丙級證照，便要他明天

開始上班試用，不料這一待竟然是13個年頭。

就職期間，我們常常給予叮嚀：『要感恩老闆』、『努力工作、認真

學習、不計酬勞、不計較工作』，小智的不善表達正好成就了我們對他的

囑咐，上班時默默的工作、默默的接受老闆和同事額外加諸於他的小弟差

事，甚至輪休時老闆臨時有事找他去幫忙，他也二話不說隨CALL隨到。因

此，小智在麵包店人緣很好，甚得老闆的疼愛與照顧，老闆待他如自家

人，曾經邀他參加老闆家族的國外旅遊；老闆為了拓展小智的工作技能，

也讓他開始接觸外燴，進而鼓勵他學開車、考駕照，逐步訓練他如今能獨

自完成外燴案件的外場工作。

小智剛進麵包店時，學習方面確實稍慢，老闆曾經說過，留下他，全

然因看他認真、肯學、順服的態度，所以才願意給他機會。父母能幫的

忙，也只有為他禱告，將小智全然交託給 神，懇求 上帝親手帶領他前面的

道路。

前兩個月小智新婚，仍忙於(西點麵包暨宴會設計)店裡外燴，負責開車

及供餐服務。如今正值新舊曆年末，訂單更是應接不暇，連蜜月都延至明

年，尚未定期。

特殊孩子的就業委實不易，從小智在麵包製作過程帶回家NG麵包的數

量與頻率，證明了只要有足夠的學習時間肯定能看見這些孩子的進步與成

長，惟需有環境的配合，小智何其有幸遇到一個能接受他的地方，真是感

謝主！也感謝老闆所做的一切！

但願小智就業的案例，多少能給其他學障孩子及其父母些許的鼓勵與

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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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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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讓寶貝開始專注於一項運動主要是感覺統合需要訓練，心想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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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要耐心等待結果，所以學游泳的目標是依他的需求和個性定出條件：

要離家近且一年四季不間斷的游、溫水最好、不急著在短時間學會很多泳

式而是要識水性、教法最好姿勢能拆解反覆練習，接著就開始自大班起每

週游一次到每週游二次，初學時從小池換到大池也花了不少時間，很慢；

後來開始學泳式，教練拆解踢水、手勢，反覆再反覆，所以他要耐性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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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初次感受到學習的甜頭，之後每次去游泳都更高興。後來寶貝再感

受到學游泳帶來的成就感是在中年級學校的游泳課，平日功課當然不怎麼

樣、順順過日就很好，第一堂學校泳課後問他：學校安排的游泳場地如

何？同學都會游嗎？他開心的說：也是有溫水、好多人不會游，他是第三

個厲害的，所以前三個會游的有被點名示範。從他的笑容就知道他是真的

高興、也知道他被老師和同學們讚美了，接下來連幾週的泳課讓他在班上

有了立足之地，證明寶貝也是會閃閃發亮！之後，一直進步！

支持孩子多元發展，

   也能逐步建立成就感

大坑漆彈對抗賽  109.10.18

週末的小聚會帶大家一起來到

大坑山河戀的野克漆彈場來體驗生

存搶旗游戲，過程中不僅應遵守一

長串的安全規則，團體之間需討論

並分配好每個人進攻與防守路線，

作戰過程中需要互相合作與臨機應

變，大家都覺得好玩又刺激！ 準備漆彈比賽前團照

紅隊俘虜藍隊

開戰前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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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領域教學示例與解題策略  
講師：嘉義縣竹村國小 李淑靜 老師

講師藉由真實案例分享與實際解題演示其在學校教育學生的方式給家長，讓家長也

能夠仿效老師的方法在家教導孩子，用從小經驗、生活數學引起家長與孩子的共鳴。另

外老師亦給予參與者不同教學策略與資源，對孩子來說圖像、生活經驗聯結尤其重要，

較容易讓孩子進入情境體會與理解。共計30人受惠。

109.07.11

會員成長課程 

生活中的數學運用 數學教學策略演示

★IEP別讓權利睡著了《認識個別化教育計畫的重要性》  

講師：協會「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 李雪娥 老師

家長應了解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的權利與相關法規，並積極參與擬定孩子的個別化

教育計畫，將心中的牽掛轉化成具體行動，幫助老師認識孩子、協助孩子適應學校生

活，以共創三贏局面(家長、孩子、老師)。共計19人受惠。

109.08.15

IEP支持策略實例分享 討論孩子IEP擬定問題

第六十九期   2020/12/31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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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生升學管道介紹與各階段轉銜服務  
講師：協會「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 李雪娥 老師

透過老師的過往經驗分享，讓我們了解身心障礙學生轉銜重點及國中升高中、高中升

大學等可運用之升學管道，依據孩子的性向或興趣找到最合適的學校與未來藍圖，她說：

「支持孩子往有興趣的方向去發展，他會比我們要求的更努力！」。共計19人受惠。

109.09.12

會員成長課程 

公益講座

★當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特殊生在普通班的融合教育

講師：基隆市長樂國小 沈雅琪 老師

網路上的【神老師&神媽咪】以身心障礙兒母親的立場，透過生命歷程的分享，讓參

與者能體會孩子成長的辛苦和努力，也傳達了身為教師帶著特殊生學習的教育理念與如何

同理。她說：「所有孩子都應該被善意對待，不能放棄任何一個人，希望我們都能成為孩

子生命中的貴人。」，本場多達72人受惠，甚至有家長、教師深受感動紛紛落淚呢！

109.11.01

公益講座盛況 講師提供教學策略-點讀筆讓書本變有聲

升大學適性安置Q&A 職涯性向測驗系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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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漸緩下，我們再度走入學校為每位學障生營造友善學習障礙校園，當我們

的力量越來越足夠時，也漸漸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今年許多外縣市學校、高中、大學

、矯正單位、社福單位向我們申請宣導，有學障生的地方都值得讓我們走一遭為他們

努力！

學校老師對於孩子狀況愈加了解，才能有效輔導孩子的學校生活，透過教師研習

讓老師了解學習障礙者的困難及教學策略！

入班宣導

教師研習

透過體驗了解學習障礙者的困難

誠正中學入班宣導-1

龍海國小入班宣導

誠正中學入班宣導-2

老師們認真聽講 說明學習障礙、困難

第六十九期   2020/12/31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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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願意成長，孩子才能夠成長』-唯有把自己的情緒安頓，釐清了解自己的情

緒，才能有足夠的能量與孩子應對。

家長成長支持工作坊

體驗教育課程

讓孩子了解「與自己的特質和平共處」，

而不是被自我設限給框架住，創造容錯的環境

讓孩子去嘗試與體驗，讓他們多點選擇與自我

決定機會，培養出自信與獨特性，『進步不完

全是可以預期的』，等到孩子累積足夠能量是

會做出您意想不到的改變！

專注呼吸全力登頂學員們圍圓討論

工作坊結束大團照 家長工作坊應對姿態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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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中市大里區瑞城國小舉辦，家長表示因為參加此次座談會，讓她更了解學障孩

子的困境及如何協助孩子，希望往後能與孩子一起成長。很多家長對於學習障礙似懂

非懂，藉由協會舉辦的課程，總算更了解怎麼解讀學障生的行為及學習策略，也可以

清楚了解孩子的狀況，實質上幫助孩子學習或是爭取資源。希望以後能多得到這方面

的資訊，更深入了解學習障礙相關資訊，參與更多課程。

辦理分區家長座談會-瑞城國小辦理分區家長座談會-瑞城國小 109.10.17

第一期3-6月開設5班，共有16名學員，240人次；第二期9-12月開設5班，共有20

名學員，300人次。家長表示孩子未上漢字課程前，常常要花很多時間來學習，但往往

是事倍功半，寫字也常常缺少部件或多一個部件，在參加有生命漢字課程後，對於識

字方面有非常明顯的增加識字量。

109年有生命的漢字週末樂學營-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109年有生命的漢字週末樂學營-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

李雪娥老師經驗分享 家長熱烈討論

活動大合照

A班李雪娥老師

D班羅思宜老師

B班李怡蓉老師

E班曾燕萍老師

C班許瓊文老師

第二期增加至9校，共有36名學員；據點為瑞城國小、太平國中、大里國小、信

義國小、東光國小、大鵬國小、新社國小、山陽國小、成功國小。共服務540人次。

參與【校園擴點深耕】有生命的漢字識字教學課程的學生多為弱勢家庭有閱讀識

字困難的孩子，一般都學習容易分心，較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意願都不高，但是在

參加課程後，可以發現參與學生在學習意願及主動性都有增加，15週課程結束後識字

量都有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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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擴點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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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擴點深耕】

大里國小周美君老師 大鵬國小蔡于君老師 山陽國小李怡瑢老師

太平國中陳慧珍老師 成功國小林盈萱老師 東光國小陳慧珍老師

信義國小林家君老師 新社國小譚蕙苓老師 瑞城國小林芳芳老師

第六十九期   2020/12/31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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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進步，逐漸發芽 

開始來協會上漢字學習課程時，孩子是抗拒的，一直不願意進教室上課或者是要

媽媽與他談條件，才勉強進教室上課。但堅持上了幾週後，開始能接受上課，慢慢的

在學習上有些許進步，會願意去回答老師詢問的問題，也會慢慢的用聯想的方式去把

字寫出來；如果遇到忘記的字，經由老師提醒字的故事，可以聯想起將此字寫出來，

雖然有時還是會漏筆劃，但願意進教室學習、寫字及與同學們一起唸課文，已經是家

長最大的安慰。

為孩子開啟了另一扇窗 B家長回饋

A家長回饋

我的孩子今年是四年級，小一以前因為沒有學過任何注音符號，以為是因為這樣

剛進小一的他，一直跟不上其他孩子的進度，也導致他開始對於學習國字這件事漸漸

的失去了興緻和耐心。不忍看見一個原本充滿自信活潑的孩子，每天要面對功課和考

試而失去了自信，小一的時候常常因為寫功課而生氣，他甚至曾經問過我：為什麼明

明我複習了很久，考試還是考不好?我是不是很笨?一開始身為家長的我們只是想也許

是這孩子需要比別人多一點時間，也許體制內的填鴨教育方式不適合他，所以；我們

在小二的時候轉學了，轉到了一所山中的體制外小學，原本以為是一年級的學習經驗

讓他失去了學習的胃口，只要慢慢等待，總會有一天他會再度重拾課本走向學習的康

莊大道。但是等著等著⋯到了三年級，他仍然抗拒寫字，試了各式各樣的方法；在家

中貼滿了各種物品的字卡，每天陪他讀繪本，並且每天陪他練習寫5個字，這樣半年下

來，我發現他能記住的文字真的太有限了，有些可能是幾天前才寫過，但是今天看書

的時候還是忘了，得要透過注音慢慢拼才能讀出這個字，更別說可以獨自寫出生字。

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字「才」一個非常簡單才3劃的生字，前一秒才寫完，下一秒又

忘了，反覆了30分鐘以上，還是忘了。一直到這個時候我才開始回想以前自己學習文

字的過程，也問了身旁的朋友們，這個時候才驚覺到他可能不是不夠認真、不用心，

而是他有學習文字閱讀的困難。是的；我們輾轉透過朋友的介紹到醫院做了相關的評

估，醫生才明白的告訴我們，他是學習障礙的孩子，心中頓時鬆了一口氣，原來以前

的那些練習我們可能以為他不多努力，以為他沒用心學；頓時都有了出口。也清楚了

明白以前的那些無意義的抄寫對他來說真的沒有幫助，一直到我們到學障協會上了「

有生命的漢字課程」，那簡直替他開啟了另一扇窗，透過老師用文字故事的方式，讓

原本沒有意義的符號變成了可以理解的文字，可厲害的是這樣的方式他居然可以一直

記得住，雖然我們才上了三個多月的課，但是課堂上所教過的每一個字，至今他除了

能夠不用拼注音就能讀出，更能獨立寫出完整的文字，身為家長的我真的非常的感動

，他也許是慢飛的天使，但是我們不怕慢，找到了一個適合孩子的方式學習，就算慢

慢累積，有一天也能夠往前邁進一大步。

第六十九期   2020/12/31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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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19 勇敢決定自己的不完美

109.08.22 我的就業權益保障自己來

109.07.04 如何經營一段關係

109.11.14 面試與人際關係
109.10.24 向挫折學習

◆就業前準備研習講座          洪雅欣諮商心理師帶領  
藉由功能圖卡、Q&A練習單、小遊戲及團體討論等方式，讓青年學習社交技巧，增進

人際溝通能力，對於就業職場的人際互動關係有更多的認識，並了解勞基法的就業權益。

看到青年們在課程

中勇於面對挫折，接納

自己的缺點、學習發展

長處，不吝於分享過往

的受挫經驗，彼此相互

支持、給予鼓勵，著實

感動！

◆職場觀摩     2020台灣就業通-中部就業博覽會109.08.21
青年真實體驗求職環境及練習面試，將研習講座與模擬團體課程中所學的知識實際運

用，事前認真準備履歷，當天大家躍躍欲試，而其中一學員在第一階段獲公司錄取，得以

進入第二階段面試，活動後青年們的求職態度更加積極了！

青年進行模擬面試-1 青年進行模擬面試-2
活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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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字「才」一個非常簡單才3劃的生字，前一秒才寫完，下一秒又

忘了，反覆了30分鐘以上，還是忘了。一直到這個時候我才開始回想以前自己學習文

字的過程，也問了身旁的朋友們，這個時候才驚覺到他可能不是不夠認真、不用心，

而是他有學習文字閱讀的困難。是的；我們輾轉透過朋友的介紹到醫院做了相關的評

估，醫生才明白的告訴我們，他是學習障礙的孩子，心中頓時鬆了一口氣，原來以前

的那些練習我們可能以為他不多努力，以為他沒用心學；頓時都有了出口。也清楚了

明白以前的那些無意義的抄寫對他來說真的沒有幫助，一直到我們到學障協會上了「

有生命的漢字課程」，那簡直替他開啟了另一扇窗，透過老師用文字故事的方式，讓

原本沒有意義的符號變成了可以理解的文字，可厲害的是這樣的方式他居然可以一直

記得住，雖然我們才上了三個多月的課，但是課堂上所教過的每一個字，至今他除了

能夠不用拼注音就能讀出，更能獨立寫出完整的文字，身為家長的我真的非常的感動

，他也許是慢飛的天使，但是我們不怕慢，找到了一個適合孩子的方式學習，就算慢

慢累積，有一天也能夠往前邁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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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勇於面對挫折，接納

自己的缺點、學習發展

長處，不吝於分享過往

的受挫經驗，彼此相互

支持、給予鼓勵，著實

感動！

◆職場觀摩     2020台灣就業通-中部就業博覽會109.08.21
青年真實體驗求職環境及練習面試，將研習講座與模擬團體課程中所學的知識實際運

用，事前認真準備履歷，當天大家躍躍欲試，而其中一學員在第一階段獲公司錄取，得以

進入第二階段面試，活動後青年們的求職態度更加積極了！

青年進行模擬面試-1 青年進行模擬面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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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商店 合作店家：梧桐吾同咖啡館

透過現場實務操作與演練，訓練青年服務禮儀、待人接物、調製飲料、製作下午茶及

結帳等技能，增進青年的工作能力以利在職場就業，感謝台中市中央扶輪社蒞臨指教，支

持青年向前行！

青年的爸爸來參加孩子的實習商店成果驗收，表示協會用愛心與耐心來培訓他們，使

他們有辦法跨出這一步，已相當不容易，看到孩子在吧檯工作，他好感動、好開心，所以

點了兩杯飲料，為他們加油打氣。

109.07.20-08.20

手沖咖啡 各種茶類沖泡
果茶製作與沖泡

義式咖啡+打奶泡 實作驗收

認識環境、下午茶製作

環境管理與接待

成果展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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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愛啃螺絲 I CAN

支持協會財源自籌

支持學障青年就業機會

受到疫情影響，擺攤活動銳減，7/18在勤美綠園道，是

解封後的第一場，大家都很珍惜可販售的機會。

11/21是臺中市國際身心障礙者宣導園遊會，在市府廣場

舉行，感謝當天到場捧場的朋友，謝謝你們用行動支持我

們，多數義賣商品熱銷一空。當天社會局各級長官也到各攤

位加油打氣，陳副座到攤位關懷協會，志工認真地介紹協會

宗旨及製作商品的目的，副座也親切地應我們的邀請與大家

一起合照。

110年擺攤活動預告：1/23、2/27、3/27、4/24下午2-5

點在勤美綠園道，邀請舊雨新知前來捧場！

墨墨祝福蛋捲禮盒             
定價$280   特惠價$250

協助青年就業圓夢

歡迎訂購

愛啃螺絲產品訂購單

公益市集擺攤

愛啃螺絲系列產品

公益市集擺攤

金平安禮盒 $300

平安皂禮盒 $220  

單個$80   特惠價三個$200

金保濕禮盒 $320   
單個$110   特惠價三個$300

國際身心障礙者宣導園遊會 109.11.21

感謝社會局長官為我們加油打氣艾草+芙蓉+香茅+茉草=平安         
愛啃螺絲系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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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爸爸來參加孩子的實習商店成果驗收，表示協會用愛心與耐心來培訓他們，使

他們有辦法跨出這一步，已相當不容易，看到孩子在吧檯工作，他好感動、好開心，所以

點了兩杯飲料，為他們加油打氣。

109.07.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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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感謝當天到場捧場的朋友，謝謝你們用行動支持我

們，多數義賣商品熱銷一空。當天社會局各級長官也到各攤

位加油打氣，陳副座到攤位關懷協會，志工認真地介紹協會

宗旨及製作商品的目的，副座也親切地應我們的邀請與大家

一起合照。

110年擺攤活動預告：1/23、2/27、3/27、4/24下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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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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中信鐵工廠
陳勇成
張光道
張蕙君
張樵益
台中市中央
扶輪社
趙月明
陳俐齡
吳敏慧
廖坤田
新昇輪機車行
賴喜美
林奕廷
林昕穎
林英鸞

200元
1,000元

51,760元
400元
500元

100,000元
2,000元

500元
20,000元

500元
600元

1,000元
500元
500元
60元

109年9月

劉順義
童俐文
張光道
林妍孜
郭白林
張樵益
中信鐵工廠
陳俐齡

8,000元
700元

10,000元
6,000元
6,000元

500元
200元
500元

109年10月

張光道
太平道濟宮
林宥賢
湯德歡
張樵益
王明雪
郭白林
陳俐齡
林怡伶

10,000元
5,100元

300元
2,500元

500元
200元

6,000元
500元

1,914元

109年11月

王馨儀
蘇乃棋
高玉蘭
曾淑慧
張光道
郭白林
黃卉怡
周美君
張樵益
陳慶壽
陳勇成
陳暐閎
黃麗君
陳張月娥
陳宜鍒
朱秀芬
張蕙君
中信鐵工廠
紀丹惠
劉玟玲
劉月紹
陳俐齡
無名氏(捐款箱)

2,000元 
500元 
500元 
300元 

10,000元 
6,000元 

100元 
8,400元 

500元 
10,000元 
3,400元 
2,400元 
2,400元 
2,400元 
2,400元 
2,000元 

400元 
200元 

15,000元 
10,000元 
5,000元 

500元 
1,610元 

109年7月

余惠貞
秦冬帘
鄭瑞芬
詹菊蘭
詹志勝
鄭騰輝
王碧桃
鄭國源
蔡鴻文
顏喬慧
周美君
張光道
張   泓
張樵益
張寶賢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5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元 
4,800元 

10,000元 
61,000元 

500元 
1,000元 

鄧美柚
吳慶堂
游朝堂
尤麗米
劉冠纓
鄭敏慧
陳勇成
林雅菁
中信鐵工廠
財團法人智慧光社會
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崇友
文教基金會
莊月春
張樵益

1,000元 
500元 

50,000元 
3,000元 
1,000元 
6,000元 

13,800元 
1,000元 

200元

10,000元 

3,600元 
1,000元 

500元 

陳俐齡
周秀敏、洪文澤、
洪啟芳
張文英
張俊仁、莊秀威、
張祐綸
劉漢昌
林君玲
楊錦榮
林佳虹
謝家豪
謝天晴
謝天樂

500元

2,000元 
5,000元

2,000元 
1,200元 
1,000元 
2,000元 

300元 
300元 
300元 
300元 

109年6月

潘惠錦
陳俐齡
周美君
張光道
陳暐閎
郭白林
湯德歡
林雅菁
陳勇成
王乃玉
楊麗華
張淑媛
魏翊軒
蘇金獅
邱再興

1,000元 
1,500元 
4,800元 

10,000元 
6,744元 

80元 
2,5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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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行事曆
 日期 主題內容 地點

2/21 ( 日 )
9:00-14:00

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
第四屆小樹築夢計畫成果發表

維他露基金會館二樓
(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23 號 )

6、12 月 協會會訊定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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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地  址

4/24( 六 )
孩子，其實可以照天性養─
從末班生到暢銷作家的逆襲

蔡緯昱 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附設實驗
小學視聽會議

中心
(暫定)

台中市北區民
權路 220 號

(暫定)6/6( 日 )
從幫助孩子輕鬆學會字母拼讀

─突破英語學習困境
曾世杰
教授

會員成長講座系列

日期 主題內容 地  點

3/06( 六 ) 學障者的心路歷程經驗分享

梧桐吾同咖啡館
2F 教室

5/15( 六 ) 親職 GPS 的功能檢測與轉型

7/10( 六 )
IEP 別讓權利睡著了

《認識個別化教育計畫的重要性》

8/28( 六 ) 特殊生升學管道介紹與各階段轉銜服務

家長財務管理課程 ( 新辦 )

日期 主題內容 講  師 地  點

5/30( 日 ) 以現金流桌遊的體驗式教學，透過遊戲的
環節，了解個人的理財觀與財務狀況，可

以改變你的財務觀念並認識自我哦！

黃卉怡
(Lucy)

梧桐吾同咖啡館
2F 教室

6/5( 六 )

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

日期：第一期 110 年 3-6 月為期 15 週；第二期 110 年 9-12 月為期 15 週，每週六上課。
服務對象：國小學習障礙生、有學習困難學生及弱勢學生。

每班招收人數：3~5 人為 1 班教學。
講師：李雪娥老師帶領師資培育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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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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中信鐵工廠
陳勇成
張光道
張蕙君
張樵益
台中市中央
扶輪社
趙月明
陳俐齡
吳敏慧
廖坤田
新昇輪機車行
賴喜美
林奕廷
林昕穎
林英鸞

200元
1,000元

51,760元
400元
500元

100,000元
2,000元

500元
20,000元

500元
600元

1,000元
500元
500元
60元

109年9月

劉順義
童俐文
張光道
林妍孜
郭白林
張樵益
中信鐵工廠
林俐齡

8,000元
700元

10,000元
6,000元
6,000元

500元
200元
500元

109年10月

張光道
太平道濟宮
林宥賢
湯德歡
張樵益
王明雪
郭白林
陳俐齡
林怡伶

10,000元
5,100元

300元
2,500元

500元
200元

6,000元
500元

1,914元

109年11月

王馨儀
蘇乃棋
高玉蘭
曾淑慧
張光道
郭白林
黃卉怡
周美君
張樵益
陳慶壽
陳勇成
陳暐閎
黃麗君
陳張月娥
陳宜鍒
朱秀芬
張蕙君
中信鐵工廠
紀丹惠
劉玟玲
劉月紹
陳俐齡
無名氏(捐款箱)

2,000元 
500元 
500元 
300元 

10,000元 
6,000元 

100元 
8,400元 

500元 
10,000元 
3,400元 
2,400元 
2,400元 
2,400元 
2,400元 
2,000元 

400元 
200元 

15,000元 
10,000元 
5,000元 

500元 
1,610元 

109年7月

余惠貞
秦冬帘
鄭瑞芬
詹菊蘭
詹志勝
鄭騰輝
王碧桃
鄭國源
蔡鴻文
顏喬慧
周美君
張光道
張   泓
張樵益
張寶賢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5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元 
4,800元 

10,000元 
61,000元 

500元 
1,000元 

鄭美柚
吳慶堂
游朝堂
尤麗米
劉冠纓
鄭敏慧
陳勇成
林雅菁
中信鐵工廠
財團法人智慧光社會
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崇友
文教基金會
莊月春
張樵益

1,000元 
500元 

50,000元 
3,000元 
1,000元 
6,000元 

13,800元 
1,000元 

200元

10,000元 

3,600元 
1,000元 

500元 

陳俐齡
周秀敏、洪文澤、
洪啟芳
張文英
張俊仁、莊秀威、
張祐綸
劉漢昌
林君玲
楊錦榮
林佳虹
謝家豪
謝天晴
謝天樂

500元

2,000元 
5,000元

2,000元 
1,200元 
1,000元 
2,000元 

300元 
300元 
300元 
300元 

109年6月

潘惠錦
陳俐齡
周美君
張光道
陳暐閎
郭白林
湯德歡
林雅菁
陳勇成
王乃玉
楊麗華
張淑媛
魏翊軒
蘇金獅
邱再興

1,000元 
1,500元 
4,800元 

10,000元 
6,744元 

80元 
2,5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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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行事曆
 日期 主題內容 地點

2/21 ( 日 )
9:00-14:00

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
第四屆小樹築夢計畫成果發表

維他露基金會館二樓
(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23 號 )

6、12 月 協會會訊定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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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地  址

4/24( 六 )
孩子，其實可以照天性養─
從末班生到暢銷作家的逆襲

蔡緯昱 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附設實驗
小學視聽會議

中心
(暫定)

台中市北區民
權路 220 號

(暫定)6/6( 日 )
從幫助孩子輕鬆學會字母拼讀

─突破英語學習困境
曾世杰
教授

會員成長講座系列

日期 主題內容 地  點

3/06( 六 ) 學障者的心路歷程經驗分享

梧桐吾同咖啡館
2F 教室

5/15( 六 ) 親職 GPS 的功能檢測與轉型

7/10( 六 )
IEP 別讓權利睡著了

《認識個別化教育計畫的重要性》

8/28( 六 ) 特殊生升學管道介紹與各階段轉銜服務

家長財務管理課程 ( 新辦 )

日期 主題內容 講  師 地  點

5/30( 日 ) 以現金流桌遊的體驗式教學，透過遊戲的
環節，了解個人的理財觀與財務狀況，可

以改變你的財務觀念並認識自我哦！

黃卉怡
(Lucy)

梧桐吾同咖啡館
2F 教室

6/5( 六 )

有生命的漢字樂學營

日期：第一期 110 年 3-6 月為期 15 週；第二期 110 年 9-12 月為期 15 週，每週六上課。
服務對象：國小學習障礙生、有學習困難學生及弱勢學生。

每班招收人數：3~5 人為 1 班教學。
講師：李雪娥老師帶領師資培育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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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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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家長座談會

預計辦理 4 場，日期再行公告，招募協辦學校，推廣有生命的漢字教學，提供有學習障礙生之家
長關於學習障礙相關服務資訊與資源，歡迎家長關注本會公布訊息。

體驗教育課程系列

日期 主題內容 地  點

3/21( 日 ) 訓練營 - 辨識地圖、植物、升火、繩結
聖愛山莊

4/25( 日 ) 訓練營 - 找信物、採野菜、炊飯、攀爬

8/4~6( 三 ~ 五 ) 三天兩夜山水營 松鶴部落

10/17( 日 ) 訓練營 - 找信物、採野菜、炊飯、攀爬 聖愛山莊

11/13、14
( 六、日 )

兩天一夜考驗營 - 成果驗收 - 從事前的規劃
準備到付諸實行，

將訓練營的學習成果完全展現出來 
聖愛山莊

家長成長支持工作坊系列

日期
家長成長支持工作坊
(3HR/ 每次，共 8 場 )

家長讀書會 ( 資格限制：須參
加過薩提爾對話工作坊 )
(3HR/ 每次，共 8 場 )

地  點

3/7( 日 ) 家庭中的應對姿態 認識冰山

梧桐吾同咖啡館
2F 教室

4/11( 日 ) 情緒的覺察與停頓 覺察並接納感受

5/2( 日 ) 如何聽懂孩子說的話？ 一致性地表達感受

6/20( 日 ) 一致性表達 看見自己的期待

7/11( 日 ) 好奇是對話的基礎 調整期待

8/1( 日 ) 如何與孩子深刻對話？ 交換期待

9/5( 日 ) 孩子犯錯了，怎麼辦？ 放下期待

10/3( 日 ) 如何與孩子一起面對困難？ 連結渴望

協助青年就業課程系列 ( 課程日期、時間及主題內容待與講師確認，日後再行公告 )

一、情緒管理與溝通表達工作坊 (3HR/ 每次，共 8 場 )：期待青年能了解情緒並使其自我覺察、提 
      昇情緒調節能力、促進正向情緒的維持、學習如何與人適切地溝通表達。
二、實習商店：讓青年能實際參與工作歷程並實際訓練，著重在培養其正確的工作態度及提升工 
      作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