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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珠校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候選
人。是北新國小的大家長，所散
發出來的魅力，給人一份獨特的
親切、熱情又有活力。一直用自
己認真的步伐來經營「SMART」
智慧型的學校。

曾秀珠  校長

關心情緒障礙兒

曾秀珠校長　節錄整理

壹、前言：情緒行為有可能障礙 

孩子老是跑上跑下，沒有聽完別人講話就打斷，上課心不在焉而且經

常離開座位，好像總有用不完的精力。如果，孩子不專心、衝動、過動，

有可能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另外，孩子在課堂上不聽從指示，
公然反抗老師，故意擾亂和觸怒他人，並且把自己的過錯歸咎於他人，經

常易怒、暴躁和與人爭吵。如此，孩子可能是對立性反抗疾患（ODD）。
這些都屬於「情緒行為障礙」症狀。

貳、情緒障礙的教輔策略

孩子情緒障礙怎麼辦呢？一般建議以藥物及行為治療為主。在班級裡，

老師教導孩子不要投以異樣眼光，對其問題行為也不要有特殊反應，否則

會有強化效果。家長也要留意孩子的飲食，以及是否定期服藥。在輔導方

面宜留意以下四點：

一、 持續醫療追蹤：藥物治療必須經過醫師確診，並嘗試找到合適藥物及
劑量。

二、 養成運動習慣：運動對於情緒行為障礙學生有很大幫助。包括：提高
心跳率的慢跑、騎自行車，以及架構嚴謹的武術、舞蹈，或是規則明

確的桌球、羽球等。 養成運動習慣：運動對於情緒行為障礙學生有很
大幫助。包括：提高心跳率的慢跑、騎自行車，以及架構嚴謹的武術、

舞蹈，或是規則明確的桌球、羽球等。 
三、 應用膳食療養：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需避免高糖、高鈉、高咖啡因的食物，
同時避免人工色素和防腐劑，應該多食用綠色蔬菜、核果類、豆類、

肉類及魚類等。 
四、 教養言行一致：孩子情緒行為的教養策略，有以下的態度和作法。 

(一 )  孩子發脾氣的時候，用暫時隔離或是取代行為的方式處理。 
(二 )  對於破壞性或攻擊行為，立即給予糾正。 
(三 )  給孩子緩衝的時間，改變他們的心意和說「是」。 
(四 )  對於孩子不想做的事，設法包裝成喜歡的事情來吸引他。 
(五 )  尋求折衷的解決辦法，採納孩子意見，增進孩子的參與感。 

參、及早關注情緒障礙 (代結語 ) 

管教孩子是藝術，儘管孩子會犯錯，父母及師長還是愛著孩子。「孩

子的犯錯是暫時的遺憾，但錯過孩子的成長，將是永遠的缺憾！」在教養

孩子的過程，父母和師長要成為引導者，當孩子信任與需要時，自然而然

就能夠發生教養策略的成效。 

� 資料來源：顧好情緒障礙兒的 4個祕訣 ( 親子天下雜誌 45期 ) 作者：孟瑛如 

校  

長

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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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陳國生 主任

教
務
處

專
　
題

陳國生主任

每次的定期評量，巡堂時，經過圖書館以及特教中心，總有一群志工家長

細心與溫柔的為學校的孩子帶來特別的關愛…。如果這就是教育的至善，

那麼，這美好，必定需要學校與家長一起作伴攜手，併肩涉足所創造得來。

一、在談特殊前，談平等

美國哲學家德沃金的思想裡，以人本的關懷詮釋平等，就是給予每個

人平等的關注與平等的尊重 (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就是說，彼此

都是一樣的─都是值得被善待的人；彼此也是不一樣的─都是值得被尊重

的獨特個體。無論你 /妳有多特殊。

二、談特殊的教育

特殊教育 (exceptional education)指的是非屬一般性的教育。它的精

神是建立在於每個孩子都是獨特與獨有的存在，為了能夠謀求充分的協助

個體的最好發展，所施予或提供不同於一般性的教育內容。因為特殊教育

所提供的教學資源與教育內容是屬於「個別性」的特有服務，所以需要比

較長的時間觀察與分析孩子的需要，因此，特殊教育作為一獨立的專業系

統，專業評估是這一個系統必要具備的能力，以了解孩子是否具學習特殊

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特殊教育常見的兩大範疇，是身心障

礙與資賦優異。前者包括智能障礙、行為異常與情緒障礙、學習障礙、過

動兒、自閉症、發展遲緩與多重障礙等。後者常指一般能力優異、學術性

向優異、藝術才能優異、創造能力優異、領導才能優異、其他特殊才能優

異等，各有鑑定與分類方式。而在教育關懷上，前者是較常被提及與呼籲

重視的。

為了能適合特殊教育孩子身心特性及需求，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

教法及評量方式，具有相當的彈性，但彈性下是有許多的專業內涵與規範，

以能維護學習權益與品質。除了規定要有個別化的教育計劃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在世界各國提供特殊需求教育的課程、教材與

評量的特別考量，在教育現場的實踐上是歷歷可見，班班可考的。對於特

殊教育的重視，或是對於特殊生或特殊課程的差異性的處理，依規定參與

擬定個別化教育計劃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孩子家長、相

關專業人員等，並得邀請孩子參與；必要時，孩子家長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

慎重其事，可見一斑。

Focus

Topic

這樣談－
特殊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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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道一提，特殊教育有一段時間，倡導「去標籤化」，其實是因為過去為了方便辨識、篩選與管理，須要

做出一些分類與區分系統，以符合專業分工與個別服務的需求，部分也是受到新管理主義的影響，提倡高度分

工與有效管理，而標籤化則有助於管理效率。但在近期，人本精神的興起，以及高度化分工與管理主義的方式

在教育體系內不見起色，加以平等意識的抬頭，以及弱勢權益保障的重視，因此，開始有倡議回歸主流與融合

教育的主張。實務上，是把專門管理與專門對待，轉變為分散管理與分別對待，讓特殊需求的孩子能均衡的分

散在各班，使得現代教師，在教育專業的培訓與特殊兒童關懷照顧知能，有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增加了一定程

度的工作負擔，也促進了教師專業發展需求的重視。

三、談學校與教師特殊教育的經驗

教師的專業發展，離不開實務現場上對於服務對象的理解，在義務教育階段，如何為每個孩子取得最大的

福祉，是屬於孩子的基本權利，也是教師這社會角色的最大責任，所以，了解每一個與我們相遇的孩子，是教

師專業倫理中最初步的基本功。也因如此，師資培育的職前教育，就是在還沒有擔任正式教師前的培訓階段，

多有規定一定要修畢特殊教育相關學分的要求，因為進到職場的教師，班級內也會有特殊生的安排，讓特殊生

回到校園的常態學習，接近真正的社會，對於教師來說這也是最好展現專業的機會與場合。教育家蘇赫姆林斯

基說：「教育技巧的全部奧秘也就是在於如何看護兒童」。教師展現對於不同孩子的愛與包容，是力行教育滋

養的最佳展現，更能夠促進孩子的效法，也讓孩子有更多機會理解彼此與接納對方。

特教服務內容包含有普通班的諮詢服務、巡迴輔導教師、資源教師、資源班、特殊學校，甚至是醫院或在

家教學等，提供不同程度以及不同學習需求所需的環境。學校裡，除由專業或政府機關提供的鑑定手冊，學校

亦有作為判斷學習需求的特教系統，判定各項輔導資源投入時，都可以用來當作是參考依據，讓孩子可以取得

有利於學習的條件與環境，並達成學習最少限制與阻礙的目標。而學校也有特推會、特教輔導會議等機制，協

助了解孩子的特殊學習需求，以提供升學、編班、教學分組、補救教學等參考。

再者，建立整合的輔導網絡機制，促進家長參與及親師合作，以及學校與社區間的聯繫與協力亦是相當重

要的環節。例如，教務處辦理入學、編班、補救教學的篩選與分班，需要透過戶政系統與民政鄰里，提供學齡

人口資料與相關通知；關於孩子的家庭狀況、生活習性與輔導紀錄的了解，必須與輔導處與訓導處充分的合作，

以及總務處的資源提供才能進行適當的安排。另外，在孩子學習評量進行時，輔導處協調志工加入，並透過特

殊設計的輔具設備增設，滿足有特殊學習需求的孩子，讓大家具備一樣的機會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照顧。因此，

學校裡教學、訓導、輔導、總務的行政支援與資源動員，缺少一塊都難以讓教育工作完善。

四、談完教育之後，最後談「差異原則」

最後談「差異原則」。特殊教育所關懷的，就是在雖只有少數人的需求，但是眾人願意為提供更完善與積

極的差別性措施，以維護少數人的自我實現機會，並幫助他們，如大多數人一樣，能獲得追求幸福的力量，這

即為當代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所提出「差異原則」的平等觀。其背後的假想是，每個人都不知道在什麼

樣的條件或是處境下會成為社會弱勢，所以最能夠保障身而為人的基本尊嚴以及設計出能充分發展潛能的社會

架構，就是眾人擁有一樣的基本權利，同時對於社會弱勢，提供予額外的關照以獲得相同的發展機會，縱使所

施行的差別性措施看起來是不平等的。這也就是積極性差別待遇的理論基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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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周佳建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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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建主任

閱讀課，在圖書館一隅。

「你看陳○○在睡覺。」黃○○指著趴在角落桌上的陳○○說道。

「他是豬喔！一碰到書就睡。」劉○○笑著走到陳○○附近。三人挺

要好的平時玩在一起。

「唉喲！還流口水！」劉○○一臉誇張地說著。

「有沒有帶手機？拍起來給大家看。」黃○○問。

「呵呵呵呵！」兩人笑成一團時，劉○○從口袋拿出手機⋯⋯

美勞課。

「老師！我可以去上廁所嗎？」王○○跑到老師身邊問著。

「去吧！」老師回答後，繼續指導其他同學。

看著王○○急忙離開，劉○○竊笑地跟黃○○說：「來打賭，王○○

鐵定去大便。」兩人趁老師不注意偷偷溜出教室。

「我有帶手機喔！」黃○○說。

「幹嘛？」劉○○問。

「我們從門板上面拍他才能確定他是不是在大便啊！」黃○○說。

「好喔！好喔！」兩人邊嬉鬧邊往廁所跑。

畢業旅行，住宿飯店的晚間 11點。

「謝○○跑去哪裡？怎麼都沒看到。」黃○○邊問邊揮著枕頭猛打劉

○○的頭，劉○○誇張的仆倒在床上。

「謝○○跑去哪裡？」劉○○用腳踢了一下坐在床頭打電動的吳

○○。

「去洗澡啊！有夠久的」吳○○繼續專心打電動，快過關了。

「欸！黃○○我們去看謝○○在幹嘛。」劉○○從床上跳了起來。

「手機、手機⋯⋯」劉○○抓了茶几上的手機往浴室門口跑。

「我們來當狗仔隊，等一下把謝○○洗澡澡的照片上傳到群組。」劉

○○笑著招了招手叫其他室友準備一起惡作劇。

「1、2、3！謝○○！」3個人用力推開浴室門，大笑地用各自的手

機亂拍。

「幹嘛啦！」滿頭泡泡的謝○○雖嚇了一跳，隨即大笑著將頭上的泡

泡甩到同學身上。

我的手機會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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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件事都是我們在校園中常見的一幕，同學間小小惡作劇，然而，

在玩笑中，孩子卻可能已經觸法。

依據刑法第 315條之 1有關妨害秘密罪的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

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或談話者。二、無故以錄音、照相、

錄影或電磁記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或談話者。」妨害秘密罪的

第一要件是竊錄非公開的活動、言論或談話，如浴室洗澡、廁所如廁、側

錄他人於電腦即時通訊軟體中的不雅影像等亦成立本罪。

未經他人同意的偷拍舉動，不但是觸犯刑法，同時亦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意窺視他人臥室、浴室、廁所、更衣室，足以妨害其隱私者。」 可

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下罰鍰。

如有散布偷拍影片、照片之情事，更可依刑法「散布猥褻物品罪」規

定提起訴訟，刑法第 235 條：「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

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事件中的當事人當下也許不以為意，但若干年後，若當事人感覺當時

同學的行為讓他有遭受性騷擾，亦可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向當時就學

的學校提出性平案件（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經過學

校性平會調查，拍照的同學即有構成性騷擾之可能。

因此，孩子在使用此類 3C產品（手機、數位相機、平板電腦）時，

必須要有正確的使用態度，尊重他人隱私，避免因為一時好玩而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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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黃秉勝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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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秉勝主任

關懷與陪伴是良方，與孩子同一視角看世界。

之一

初任教師那年，擔任偏遠學校的訓育組長，每次放學時，我總會在穿

堂陪著學生等家長來學校接孩子，直到所有學生都安全離校為止。有一次，

一位特教班老師跟我說：「我覺得你很有耐心、對學生很貼心、細心。」

我回：「怎麼說？」她回答：「因為有一次放學時，我看到你蹲下來，跟

學生說話，願意蹲下來傾聽學生的老師，一定很貼心，願意站在跟學生一

樣的高度與視角。」對於初任教師的我來說，是一大震撼，沒想到我小小

的一個動作，會對老師產生感動，與學生建立信任。

之二

在一次教師輔導知能研習（主題：網路沉迷）的場合中，本校蘇倩儀

專輔老師提到，網路沉迷、家庭離異的孩子其實最需要的是關懷與陪伴，

金錢與物質不是解決親子關係的關鍵，給予孩子關懷、理解、支持與陪伴，

讓孩子有歸屬感與依附感才是最重要的，而關懷與陪伴的人可以是家人、

朋友、同學等。

之三

在一次閱讀研習的場合，講師也提到，目前 3C商品在生活中無所不
在，許多人的閱讀習慣因此改變。在養成孩子的閱讀習慣中，家長（親

人）的陪伴很重要，每天關機 30分鐘（手機、電視、電腦），陪伴孩子
寧靜閱讀，就算是不識字的阿公阿嬤亦無妨，寧靜與沉靜的陪伴反而能產

生更大的力量。這也是現在學校推動「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Modeled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簡稱 MSSR）的用意。

之四

    《陪伴是給孩子最好的教育》一書的作者提到：「別再用工作忙當藉口！
別再用金錢物質搪塞！別再說是為了孩子好！別再自以為瞭解孩子！孩子

的成長只有一次，錯過就再也沒機會重來；孩子要的其實不多，最需要的

是父母愛的陪伴。教育沒有捷徑，也是一個無法求得回報的「事業」。只

有用對方法，親子攜手同行的路上，彼此才能感受到愛的力量。珍惜陪孩

子成長的每一刻，做不後悔的父母。」

結語

人，是群體的動物，不能離群索居。

身心障礙的孩子最需要關懷與陪伴。

家庭變故的孩子最需要關懷與陪伴。

情緒障礙的孩子最需要關懷與陪伴。

性別認同的孩子最需要關懷與陪伴。

學習障礙的孩子最需要關懷與陪伴。

    
兒童福利聯盟提出一個「三三三專案──每天至少：擁抱三十秒鐘、

聆聽三分鐘、陪伴三十分鐘」。我認為，關懷與陪伴是解決孩子各項疑難

雜症的良方，當你願意與孩子站在同一視角處理問題，營造關懷與支持的

環境與氛圍，雙方的信任感無形中就建立起來了，很多問題與心結就能迎

刃而解。

從現在開始，放下手邊的工作，每天陪孩子 30分鐘，你不只是孩子的
父母，更會是孩子的好夥伴。

關懷與陪伴是最好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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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雯宜主任

淺談融合教育與差異化
教學 
網路上前陣子瘋傳一段批判教育體系影片，這支名為《我要對學校體

系提告》（I JUST SUED THE SCHOOL SYSTEM !）的影片，上傳臉書
短短約3天左右，便吸引上億人點閱。「愛因斯坦曾說：『每個人都是天才。
但如果你用爬樹的能力評斷一條魚，牠將終其一生覺得自己是個笨蛋。』」

這段長達 6分鐘的短片，扮演律師的主角一開始便引用愛因斯坦的上述名
言，抨擊現今的美國教育體系未能因材施教，就等於教魚爬樹。

影片中提到：「學校宣稱要幫學生準備迎接未來？看看這些爭奪分數

高下證據及教學策略，他們是幫學生迎接未來還是過去？」點醒了身為教

學者的我們應該要重視學生的能力差異及學習型態差異來進行融合教育。

差異化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的重要性也愈顯突出。

差異化教學一詞使用始於美國特殊教育領域，當時是為了因應特殊教

育生回歸教育主流的融合教育而有的語彙。然而，差異化教學既不是教學

方法，也不是教學策略，而是一種教學與學習的哲學。其對教學的基本信

念是 :即使是同齡的學習者，在學習準備度、學習興趣、學習風格、生活
經驗和教育經驗以及環境上而有所差異。差異化教學最重要的精神在於教

師可以依據下列三項基準及時因應學生的需求以進行課室活動之調整。

(一 )   學生能力技巧
(二 )   學生學習興趣
(三 )   學生學習型態
老師們可以透過學習樣貌喜好問卷和學生能力前測掌握以上班級學生

的特質及數據，教學者就可以決定如何教？教甚麼？和如何評估學習成

效？

以英語教學為例，英文閱讀能力強的學生在英語聽力表現上不一定也

有一樣傑出的表現；英文寫作表達能力不好的學生並不代表他們的批判思

考力較弱。因此教師進行教學之前，若能透過前測 (pre-assessment)先瞭
解學習者已具有的先備知識，那麼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即能提供孩子適

當的協助。

　　

    根據 Anne Tomlison的 How to Differentiate Instruction in Mixed-
Ability Classroom學習興趣與學習動機有不可分的關聯性。若教師能利用
孩子的興趣進一步讓他們學習要學的知識或技能，其學習興致會比單由教

師講授來得有效。除此之外，學生的表達也有其偏好，有的喜歡口語表達，

有的喜歡書寫，有的喜歡動手操作，而有的則喜歡以抽象觀念來表達其學

習成果。這樣的學習風格指的是學習者個人在何種狀況下可以學得最好的

狀態。事實上，教師有許多資源可以用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概況，像多元智

慧理論 (Multiple intelligences)即提供許多面向供教師去瞭解自己的學生。

差異化教學並非意味著教師在每一單元都需要進行，也不是每一個歷

程、或教學步驟都得要進行差異化教學。差異化教學的進行與否端看學生

需求來決定。實施技巧取決於老師對班級學生的掌握度與教學策略應用的

靈活度。只要教學者對差異化教學更加拿捏得宜，那麼勢必能帶領學習者

跨越其舒適區 (comfort zone)，並進一步幫助學生把已知至未知這一歷程
的學習做有效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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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專 輯

『小貓照鏡，小貓照鏡，搖搖屁股 ~』朗朗歌聲傳來，是誰在唱歌跳舞呢？哇 ~
原來是可愛的幼兒園孩子們在唱歌啊！北新國小有個快樂溫馨的小天地，就是我們

的幼兒園，園內有三個班，每天孩子們都在綜合大樓一樓裡，一起遊戲一起上課，

小小身影穿梭走廊上、教室內，此起彼落的說笑聲，孩子們在這裡都非常開心唷！

在幼兒園裡面，我們希望帶給孩子們的不僅是知識，更多的是生活經驗與人格養成，

透過老師所設計的教學活動，還有師生共同腦力激盪出來的創意火花，讓孩子們共

同挑戰、合力完成各種活動與任務，並從中學習相關經驗與概念，希望養成獨立自

主且積極的態度，幫助孩子們為未來學習與生活奠基。

    
在北新附幼中，除了重視各種感官經驗與多元文化的體驗外，我們更重視孩子

們的人格養成與習慣建立，其中我們透過『融合教育』教學活動，引領孩子們學習

接納每個人的特質與差異，並學習如何幫助他人，希望孩子們在幼兒園逐漸發展出

善良且熱心的正向人格，即使未來到國小，也能發揮北新附幼的精神，充滿愛心的

幫助他人、接納他人、尊重他人。而所謂的『融合教育』，狹義來說是指特殊需求

的孩子們進入一般正常學習環境，與一般同儕有完整的互動與學習，以北新附幼來

看，兩個普通班都有安置特殊需求的孩子，而特殊需求較多的孩子則會進入小熊班，

接受更加集中的特教專業訓練與教育；然而『融合教育』也可以從廣義來看，每個

人都是不同的獨立個體，有不同的需求與能力，因此當大家同處一個環境學習與遊

戲時，我們亦可定義為『融合』，當不同特質與需求的孩子同處時，老師需給予教

學設計上的多元性與策略調整，讓每位孩子都能被尊重接納，並得到學習的樂趣與

成就。

    
當我們要進行跨班融合時，絕非只是把孩子們放在一起而已，除了老師們需事

前的討論與全面了解園內孩子們的能力與需求，進而設計與調整教學活動非常重要

外，更重要的就是讓孩子們彼此認識。在融合的一開始，孩子們彼此並不認識，同

一個教室或是環境中，有這麼多人同時存在，根本不知道該注意誰，年幼的孩子又

容易只侷限在自身周圍的人事物，所以當我們希望孩子們特別關注某些焦點時，可

以運用一些小策略引導孩子們去注意，而像小熊班這群有些特殊的孩子，在團體中，

常常是被忽略或是被過度關注的，他們可能因為不善於互動而退縮角落，或是不能

理解他人正在進行的活動，而顯得無反應或行為脫序，亦或本身的外顯行為或特徵

就易引起注意，例如情緒控制問題的孩子會有明顯的哭鬧或是尖叫、肢體障礙的孩

子拉著助行器緩慢移行等等，這些都非常吸引其他孩子的目光，然而這往往只會帶

給孩子們一些較為特別、甚至負面的印象，至於更深入的熟悉呢？卻因為這群寶貝

們不太會介紹自己，所以讓人沒有其他認識的機會，當留給他人大多是負面或是無

法理解的印象時，相對地接納度就會降低。此時，身為老師的我們就要扛起行銷部

門的責任啦！我們可以利用小遊戲以及多媒體的幫助，例如投影片介紹或交換名片

小遊戲等，製作像廣告或是小遊戲一樣的投影片，把特殊需求孩子們的介紹放上，

內容可以包含喜歡的事物、會做的事情、明顯的外表特徵、個性等等，再加上照片，

增加孩子們的印象。另外，因為孩子們對於投影片或是大螢幕上呈現的畫面都十分

感興趣，所以也可以運用投影片教導孩子們如何與這群有點特殊的朋友們相處，給

予一些簡單而實用的技巧，讓他們在接下來的活動中可以更加順利的相處。

當孩子們彼此認識以後，就開始為他們建立互動的契機，我們可能會透過律動、

遊戲讓孩子們更加靠近，但是要鼓起勇氣靠近陌生的彼此，其實並不容易，所以如

融合教育之[知你知我-
特教體驗活動 ] 撰文 / 小熊班 黃琬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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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以透過僅需簡單技巧的小活動，讓孩子們利用簡單的打招呼，拉近彼此距離，

即使只有幾秒鐘，也是互動成功的第一步。當孩子們有了成功互動的第一步之後，

接下來可以進行許多遊戲活動，讓他們更加熟悉，我們會安排律動、合作遊戲以及

藝術創作等等活動，來幫助孩子們有互動及合作的機會。進行合作遊戲或創作，需

要大量的協助與帶領技巧，包含活動中氛圍的拿捏、活動進行中動線與安全的掌控、

協助人手配置，以及活動進行前，給予孩子們互動技巧的訓練以及提醒，這些都非

常重要。而活動或遊戲進行時，一定要注意先給予『示範』，讓大部分的孩子們可

以瞭解等一下要進行的活動為何、行進方向以及正確的遊戲規則，另外，因為一般

孩子與特殊需求孩子的行進速度常有一快一慢的情形，在旁協助的老師們需留意並

提醒，避免因速度不同而產生衝撞或是跌倒等意外。

當我們希望孩子們可以與特殊寶貝們有許多互動時，必須先思考孩子們有沒有

足夠的準備，去應付互動中可能發生的狀況。面對特殊需求孩子們，雖然他們有其

可愛之處，但有時因為他們直接的反應或是特殊的動作，即使是大人，有時也會不

知所措或是無法理解，例如忽然尖叫、追逐光影或是伸舌舔桌子、拍打自己的頭等

等，這些狀況會讓人緊張，而年齡這麼小的孩子們當然更加不能理解，也因此會產

生不知所措、猶豫抗拒的心態。所以我們在進行融合前，除了安排他們彼此認識以

外，還需要幫忙做些心理建設，以及互動必要性的技能訓練。

當然，孩子無法在短時間內理解所有可能的情況，所以『隨機教學』是必要的，

但事先我們也可以安排一些活動，讓孩子們瞭解，每個人都有所不同，有的孩子們

因為學的比較慢，還需要加加油，所以我們要多等他們一下下，有些孩子們則因為

身體不舒服，可能會有些不方便，需要我們幫助他們。讓孩子們瞭解的最快途徑，

就是讓他們直接體驗他人的不方便與辛苦，所以我們會設計一些體驗活動，讓孩子

們體驗一下平常生活中所沒有過的經驗，透過感官實際體驗，來學習如何體貼並幫

助他人。例如視障體驗、聽障體驗、肢障體驗以及其他相關體驗活動等。以肢體障

礙需求的孩子為例，這類的孩子其實非常明顯，其他孩子們很快就會發現，因為他

們往往會有較為明顯的肢體動作不協調或動作技能不佳，導致走路歪歪倒倒，或動

作較為緩慢。一般而言，班上出現肢體障礙的孩子，老師都會提醒其他孩子要注意

其安全，並且給予動作上的協助等等，然而，孩子終究是孩子，雖然知道但實際上

仍有無法將心比心的時候，所以在互動時常見一般孩子催促其動作速度，或是忽略

了其需求而未及時提供協助。由於孩子們年齡較小，事實上很難面面俱到，即使身

為大人也有可能忽略這類型孩子的需求，因此身為老師的我們，除了隨時給予提醒

外，親自示範如何陪伴肢體障礙孩子，也可以試著讓孩子們有機會體驗肢體不方便

時的辛苦，帶領幼兒們思考其需求，這樣的經驗也極為重要。

特教障礙體驗活動，是建立孩子們對他人的困難與辛苦之初步體驗，雖然目的

是希望幼兒瞭解並能同理，但是由於幼兒年紀小，並非所有孩子都能理解或是將所

學所感類化到其他情境中，因此老師們設計活動時，不需急於要孩子們立刻體會深

意，以感官體驗為啟發主軸，注重活動時的安全，同時兼顧特殊需求孩子的參與度

與感受，讓大家從遊戲中開心地體驗。這類體驗活動後，孩子們多少都會有些不同

的體會與想法，後續若持續安排互動技巧的訓練、尊重與接納的繪本故事與活動，

相信孩子們對於特殊需求幼兒，或是與自己不同的任何人，都能有更廣闊善良的心

給予接納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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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專 輯

我的 J小孩，

國字不識幾個，注音拼讀困難，

數學勉強可以學習該單元的基礎概念，

每天來學校都昏昏沉沉，

肌耐力和體力不足，

操場才跑走半圈就要拖著走；

我最常看見他趴在教室睡覺，

來資源教室總是帶著睡意還有早餐。

他對自然生態與神秘的科學世界相當著迷。

常常問我一些我都不知道答案是什麼的問題，

也許有答案，也許沒有答案。

有一天上課時，他跟我說學校裡有一株「香花」，

他描述得眉飛色舞，興致盎然，

而我遲遲未親眼看見傳說中的香花。

有一天，他帶我去看「香花」，

小香花長在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

我站在 50公分遠的距離都還無法看見她，

小香花的高度 3公分高，只有 J小孩的高度才看得見，

這棵樹下，就只開著這一朵花。

低蹲一聞，真的散發出淡淡的香氣！

「我認得她的花蕊！」J小孩輕碰小香花。

J小孩靜靜的欣賞紫香花，很溫柔的對待她。

當導護的時候，我趁機再去看小香花，

忽然覺得很感動，

J小孩的高度讓他看見平常我們不會留意的美麗。

今天，我跟 J小孩說：

「如果以後你變成一位生物學家或科學家，一定要跟我說喔！」

撰文 /李怡臻 特教組長

J語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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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畢業後，帶著對教育的熱忱和憧憬來到北新國小，這是我第一次帶高年級資

源班，也是第一次和一群孩子建立這麼深的情感，今年 6月，孩子們即將畢業，以下分

享這兩年來對教學的想法，以及和孩子的一些回憶，一些屬於我們共同的回憶。

過去認為一個好的資源班老師就是在課業上幫助孩子學習，提升他們的能力，但是，

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我在教學中不斷地問自己。曾經有個孩子問我：「老師我是不

是很笨？我是不是笨蛋？」當下他認真問我的眼神和語氣，到現在還是非常清晰的在我

腦海中，沒想到這麼小的孩子對自己的能力有這麼大的懷疑，到底教育給了他些什麼，

讓他對自我的評價會是如此。因為這件事，讓我知道孩子們真正需要的是「自信」，自

信的建立除了老師給予的鼓勵、稱讚之外，還可以經由獲得成功的經驗，讓他們發現自

己也可以做到，發現自己的可能性。

但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可能永遠順遂，除了給予孩子自信之外，還需要給予一顆勇

於面對挫折的心。因此，和孩子的互動中，我試著引導孩子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努力，

來增進他們的自信以及學習動機，而當他們遇到挫折時，讓孩子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同

學們和老師會和他一起努力。曾經有位學習障礙的學生告訴我：「老師，你教的我都聽

得懂。」而我給他的回應是：「你都懂是因為你上課有認真，以及回家有努力練習」，

這時他的臉上露出了害羞的微笑，這是我印象深刻的微笑，也是我希望給予孩子一把自

我肯定的鑰匙，我希望孩子能夠在學習上看到自己的努力，這樣他們面對困難時才能知

道自己只要再努力、再堅持一下就可以達成。

每次到了期中、期末考，孩子們總是會想逃避，只是每個孩子表達的方式不同，有

些孩子想撕考卷，有些孩子會直接放棄。從他們寫考卷的神情裡，我看到了挫敗感，班

上的考卷因難度較難，只能考出他們不會多少題目，無法看出他們平常因努力學習學會

了哪些題目。不論是誰，如果經過每次的努力，卻換來一次次的失敗，就算家長、老師

們再怎麼鼓勵，也無法對自己有好的自我認同。於是和家長、導師討論後，做了一些調

整，在學校月考前，先讓孩子考一份資源班的考卷，一開始擔心孩子們拒絕，但是從他

們寫資源班考卷的神情中，看到了不一樣的他們，他們的眼神是開心的，態度是積極的，

他們得到了成就感。我希望讓孩子能夠知道，經過努力後，自己也可以學會，儘管在班

上的考卷考不好，但並不代表自己什麼都不會，他們還是可以看見自己所學會的。

曾有人說：「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心靈感動心靈的歷程」，我覺得說得真是棒極

了！一位自閉症孩子的媽媽跟我分享：「以前小楷（化名）的志向是當捷運司機，但他

最近改志向了，他說以後要當資源班老師呢！」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就是如此的簡

單和感動，彼此影響著對方。再過一個多月，孩子們即將要畢業了！這間教室裡有和他

們一起經歷的許許多多回憶，有和他們一起上課學習的畫面，有和他們閒話家常的畫面，

有和他們共同大笑的畫面，當然還有他們吵架的畫面，人生就是不斷的在學習，不只他

們，我也是。

最後，謝謝曾經在北新教過的每一位學生，是你們讓我對教育有更多的體會和感受；

也謝謝你們，和我共同創造屬於我們的回憶。

特殊教育

專 輯撰文 /游琇雯 特教教師

我和我的畢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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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主題

特 輯

她只是個孩子閱讀心得
撰文 / 陳光國 兼任輔導老師

書名：她只是個孩子

作者：桃莉 ‧ 海頓 TOREY L.HAYDEN

譯者：陳淑惠

出版者：新苗文化

＊大意：

「她只是個孩子」是一位特殊教育老師桃莉‧海頓描述自己和一位六歲的小女

孩席拉互動的故事。席拉本來是一個不開口說話，兇殘、野蠻、難以親近、飽受忽視、

性侵及虐待的孩子。而且她還是個資賦優異學生。她迷失在悲慘的世界中，所有人

都認為她無藥可救。只有一位老師桃莉‧海頓接納她、關心她、愛護她，不斷引發

她生命的力量，使她不但可以回歸普通班級，更可以發揮原有的潛能，跳級就讀，

並且獨立勇敢地面對自己的人生。這是一本讓人義憤填膺、感動落淚、喜悅歡呼的

書，並且是一首撼動人心的靈魂之歌。 

＊ 心得：

作者桃莉‧海頓是一位暢銷書作家，也是一位兒童教育心理學家。她寫作了多

本特殊需求兒童的個案報告：沉默的潔蒂、籠中孩子、別人的孩子、另一個孩子、

圍牆上的孩子等，在美國五個州擔任過特教老師，成就廣受各界肯定。她的故事給

了我們所有教育工作者相當豐富的啟示，茲分述如下：

一、持續進修成長與自我充實

筆者相信桃莉‧海頓能在教育工作上達到這樣的成功境界，除了她具有愛心與

熱忱、經驗與能力之外，也與她積極進取、不斷成長有關。這方面的努力可以從她

在教導情緒失調孩子的領域拿到了三個學位來觀察。在現代「零拒絕」及「融合教育」

成為特殊教育主流思潮的今天，我國身心障礙學生的就學已經跟上世界各先進國家

的腳步，除了少數極重度障礙兒童需要較隔離的環境之外，大部分都安置於普通班，

因此就是現在或是在可預見的將來，不論是特教班老師或普通班導師，大家都可能

遇到像書中的主角－席拉一樣的孩子，我們該怎麼辦？我們該如何教導她、照顧她？

我們有把握做到嗎？我們會不會跟大多數遇到席拉的老師們一樣束手無策？還是相

信只要有「愛心」就可以解決一切？但是桃莉‧海頓說：「根本沒有什麼關鍵性的

答案，即使有了『愛』也不見得就是足夠的。」為什麼呢？因為有了良善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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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輔以正確的方法才能成功啊！我們看過，多少親子之間、夫妻之間或者師生之間雖然相愛卻沒有好的結

果，常常就是因為沒有正確的方法啊！那麼，如果我們接到了席拉卻又不知道該如何適當的教育她怎麼辦？學

習桃莉‧海頓吧！利用各種管道學習，請求相關專家協助，也許不一定要到學校去取得學位，但是閱讀或研

習是不能停止的。這將會成為我們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職業生涯中永遠的功課與責任。

二、善用心理學說及輔導知能

我們可以由書中得知，桃莉‧海頓運用大量的諮商輔導技術，幫助孩子走出禁錮的生命。例如每天早上

的「討論會」，其實就是小團體輔導的形式。還有立即性、沉默、情緒反應、處理抗拒、同理心等諮商技術，

更是反復出現在其教學互動的過程當中。當席拉剛來到桃莉的班級時，表現出各種抗拒 (resistance)的行為，

這讓我們想起電影「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中，飾演案主的主角麥特戴蒙在面對飾演治療師的羅賓威

廉斯時所表現出的抗拒心態，治療師則表現出最大的耐心與高度的關懷，尊重案主的選擇，並且真誠一致地表

達自己的情緒與感受，這與桃莉所採取的做法不謀而合。此外，和敘事療法同屬於後現代主義思潮下的諮商學

派－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模式的正向觀點，也出現在桃莉‧海頓的思考當中。當席拉把教室魚缸中的金魚一隻

一隻的虐殺之後，桃莉的想法是「看她這個模樣，除了憐憫，我怎麼忍心苛責她呢？她是如此的勇敢。雖然極

度的害怕、疲累和不舒服，她仍不願意屈服。她的世界是一個令人沒有信賴感的世界，她也只能用她唯一知道

的方式來應對這樣的世界。」這樣的眼光和思維是不是非常正向呢？我們能不能以正向的觀點去詮釋孩子以

及他們的行為呢？如果連我們都無法正向看待他們，他們又如何能夠正向對待自己及他人呢？不過，因為這

樣的工作是高度差異化、個別化的，我們不會在本書中看到桃莉按照某種標準作業程序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並且按部就班 (step by step)地進行輔導工作，我們很難完全複製模仿作者的成功經驗，但是，

我們可以確信的是，各種心理學派的學說及輔導知能對於我們的教育工作絕對是有所幫助的。

三、時常反躬自省並觀照人性

桃莉‧海頓指出，不斷有人提出對她質疑：「難道你不會覺得力不從心嗎？」她的回答是：「不，不，不，

真的不！他們都只是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樣有時會感到沮喪罷了。可是他們同樣也有情感和認知的，大家卻乾

脆地把他們歸類為不正常、失調。」這是多麼鏗鏘有力、發人深省的回答啊！她說得似乎還太含蓄了，相信我

們身邊都有很多人根本就是把這樣的孩子當作洪水猛獸看待，甚至於像席拉的父親一樣，在孩子面前對著外人

數落他們，絲毫不顧慮他們也有人性的尊嚴！長此以往，孩子如何能保有正向的自我價值感願意向上向善學習

呢？有沒有可能，他們的適應不良行為有一部分就是我們成人－父母或教師製造出來的呢？當然，父母或教師

在教養這樣的孩子時必然是異常辛苦的、心力交瘁的、需要喘息的，我們都是人，當然都會涉入個人的情緒，

但是，我們有沒有常常停下來思考，「他們同樣也有情感和認知」呢？我們是不是應該常常想想本書書名開宗

明義點出的真意－「她只是個孩子」呢？

最後，身為身心障礙孩子家長的筆者認為，這是一本引人入勝，感人肺腑的好書，值得一讀。在教育工作

的道路上，我們常常會感到挫折打擊、軟弱無助、灰心失意，也許應該常常想想這個故事，想想這個書名－「她

只是個孩子」，也許就會感到慚愧、安慰、激勵、振奮，然後可以抖擻精神、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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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教 育宣 導 活動

點亮他的世界
撰文 / 蘇倩儀 專任輔導教師

什麼是視覺障礙？很多人都認

為雙眼都看不見才是視覺障礙，但

其實局部的視力受損，也是視覺障

礙。為了讓學生有正確的觀念，且

能實際體會視覺障礙者的困難，輔

導處特別於三年級安排了視覺障礙

的宣導課程，讓學生直接感受到部

分視力缺陷的視覺障礙者的真實生

活狀況，進而了解其所需要的協助，

以拉近彼此的距離。三年級的孩子

們不僅熱烈地參與視覺障礙的體驗

課程，課程結束後，更是有感而發

地在回饋小卡上寫下最深刻的印象，

並願意付出行動點亮他們的世界！

體驗活動一：閱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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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活動二：完成學習單

體驗活動三：跟著影片動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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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學生作品 -- 認識導盲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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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學生作品 -- 紅盒子裡的秘密繪本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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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學生作品 -- 向麻煩 SAY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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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林雅惠 志工

是你，
　　　讓我找到自己的星星

「Stars shine so that everyone can find their own stars.(星星發亮是為了讓每一個

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星星。」

這一句話出自經典名著《小王子》，意即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那顆發亮的星星，散

發光芒，讓別人也有機會找到屬於他的那一顆星。

屬於我的星星在哪？一位 9歲的特殊兒給了我方向，她的笑容就像是一顆最閃亮的

星星，一閃一閃，照亮我的生命，讓我看清楚前方的道路。

你看，她的笑容是如此的燦爛耀眼，比琢磨過的鑽石還要閃閃動人；她的眼神是如

此純潔無暇，就像小鹿一樣的真誠。看過她的人，絕對會被她吸引，因為她是如此

的不做作、不矯情，想說就說、想笑就笑，興奮至極還會手舞足蹈，彷彿天地都要

跟著她歡笑。

當然，她也有耍賴固執的一面，假裝沒聽到指令、或是發呆放空，彷彿來自另一個

星球；但這就是她，有著特殊性格的她；想要看到她再度發亮發笑，就得接受她、

包容她、同理她，然後反覆教導她。一次不懂，再說一次，再不懂，再說，直到她

放棄固執、我繼續堅持為止。

我知道，有時候因為我的堅持，她很難受，她覺得我應該要幫她、讓她；但是我更

希望她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至少在日常生活中能盡量照顧自己，不因自己是「特

殊兒」而有任何耍賴的藉口。

志 工

分 享

26



因為我相信，即使她的身體有缺陷，心卻是完整的；發展雖然遲緩，學習還是會有

進步的；「特殊兒」不該是一張標籤，也不該被歸類，她們的存在，是在提醒每個

孩子的需求不同，如果我們能夠用適合的方式對待她們，每個孩子就都能成為一顆

發亮的星星。

謝謝北新給我這個機會陪伴特殊兒，與其說是我照顧她，不如說她讓我學習到許多，

「真正重要的事物，用肉眼是看不見的。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最後再以《小

王子》的名言結尾，送給那些一起努力的老師們，因為有你們堅守崗位，屬於孩子

們的星球才能持續閃閃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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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處活動集錦

熊本熊迎開學 教師節慶祝大會

生命鬥士江偉君小姐蒞校演講 視障歌手 Seven蒞校演講

性別平等宣導 -顏色沒有分男女 導盲犬宣導活動

發 行：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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