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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搖哥案惹議 立委提案修法 精神疾病強制鑑定「應」
(105/4/11 中國時報 魏嘉瑀、林思慧、管婺媛／台北報導) 回歸法院

政大「搖搖哥」日前遭台北市衛生局強制就醫，引發侵犯精神障礙者人權疑慮。對此，
立委建議精神疾病強制鑑定應回歸法院程序，才能確保人權。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擬修改《精神衛生法》，將強制住院決定權從「精神疾病強制鑑定、
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審查會）」，改為由法院決定。他認為，強制就醫是剝奪人身自由處
分，應透過正當法律程序，由法院決定。…… 

閱讀全文請連結：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11000418-260102 



 

(105/4/14 聯合報 鄧桂芬報導) 憂標籤化 衛福部不做過動兒篩檢
你家的孩子是過動兒嗎？許多父母一聽就開始恐慌。多名立委在今天立院環衛

委員會中，雖指摘新北市政府 2 年前在部分小學二年級試辦「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篩檢計畫」，卻又憂心 ADHD 孩子錯過早療黃金期。 

衛福部長蔣丙煌強調，他不同意做全面篩檢，因假陽性情況高，對孩子的傷害
比幫助大，…… 

閱讀全文請連結：http://udn.com/news/story/9/1629135 
 

不只導盲犬！「協助犬」上火車將不受限制 
(105/4/25 中國時報 即時報導) 

    過去時傳導盲犬上火車遭拒爭議，台鐵現行《鐵路
運送規則》雖已放寬，但為擴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範
圍，避免爭議，立委今將審查修正母法《鐵路法》，除
導盲犬外，納入導聾犬、肢體輔助犬並統稱為協助犬，
同時明文規定不受進出站與乘車限制，民間也樂觀其成。

    立委李昆澤表示，根據國際協助犬聯盟定義，導盲
犬、導聾犬、肢體輔助犬統稱為協助犬，提供不同障別
者生活協助，但過去法規僅納入導盲犬；立法院於去年
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將協助犬正式入法……

閱讀全文請連結：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425002142-260405

協助犬將不受限制。（惠光導盲犬教育基金

會提供） 

  可依需求派案服務 手語＋聽打 身障溝通無礙
(105/5/3 中國時報 池雅蓉報導) 

    過去聽障者溝通以手語為主，但並非所有聽障者都精通，以致接收訊息受阻。台北市社
會局的「聽語障溝通服務方案」今年正式將「手語翻譯」與「聽打服務」整合，往後只要向
單一窗口申請，可依需求派案服務，透過聽打正確傳遞訊息，造福更多聽障者。…… 

閱讀全文請連結：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03000457-260102 

3D 列印手臂可撿硬幣 配備鐳射 受夠義肢 他選擇當半
(105/5/18 中國時報 綜合報導)生化人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住在倫敦的 26 歲男子
詹姆斯．楊 4 年前從火車上意外墜落，全身多處受
傷，並失去左臂。最近他參與一項試驗，穿戴特殊
設計生化義肢成為「半生化人」，準備迎接嶄新人
生。 

    詹姆斯原是生物科學家，當年他搭乘火車前往
倫敦東區找朋友，不慎發生意外。他身體多處受傷，
肺部衰竭、顱骨斷裂、肋骨骨折、脊椎破裂，左臂
嚴重受創，左腿膝蓋以下當場被切斷。緊急送醫後，
醫師又截去左臂。 

閱讀全文請連結：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18000429-260108

英國倫敦的 26 歲男子詹姆斯．楊（James Young）。

（摘自英國每日郵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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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身心特質與輔導原則 
對於就讀大專校院之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為增進學校輔導人員與授課教授之認識，以

下對情緒行為障礙學生之身心特質與在校輔導重點，簡要說明如下：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九條，情緒行為障礙，指長期情緒或

行為表現顯著異常，嚴重影響學校適應者；其障礙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

成之結果。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者。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1.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2.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3.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

仍難獲得有效改善。 

由於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在行為或情緒反應控制有明顯的困難、嚴重程度高，且影響

著學生的學習或生活的適應。情緒行為障礙的問題類型包括精神醫學診斷的五大項疾患

（disorder）範圍；其特徵可分成外向行為、內向行為及低出現率的行為等三類：「外

向行為」是問題行為顯現於外，多為發脾氣、惡性行為、攻擊、衝動、違抗，以及學業

表現不佳，青少年最常見的三個行為問題為違法行為、毒品菸酒的濫用、早期性活動。

「內向行為」常是較壓抑的行為，常見的是退縮、孤獨、憂鬱以及焦慮等問題；至於「低

出現率的行為」雖然人數很少，但相對嚴重，例如精神分裂症(編註：即思覺失調症)。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以下分別就社會技巧及學業表現二層面進行

簡單介紹： 
 

1.社會技巧： 

一般來說，學生有情緒行為障礙，他們的社會技巧都會比同儕差，較常經歷負面經

驗，顯現在與權威者的衝突、同儕的拒絕、厭食或嘔吐、家庭生活問題、孤單以及學業

成績低落，因此這些學生的行為模式，從小就常殃及他們與他人的互動關係，而且延續

到大專階段，嚴重者還會衍生出焦慮或憂鬱等第二障礙。 
 
2.學業表現： 

學業表現不佳經常是犯罪與障礙間普遍的關聯要素；不論智力高低，當一個人處在



 

混亂時，自然無法在學業上表現其能力；另一方面，因為缺乏基本的閱讀與數學技巧，

他們很可能被當成低成就者，而形成習得挫折的惡性循環。 

有許多的方法可以預防及治療情緒行為障礙，教導學生適當的情緒行為與學業成就

必須並重，否則偏重問題的處理而不注重學科的教學則會使原本學科技能不足的學生更

為落後，而影響情緒行為控制的效果；下列四種具有科學研究基礎的教學法，分別是： 
 

1.教師具體誠懇地稱讚，增強好的行為及表現。 
 
2.教學過程提供多元的反應方式及機會。 
 
3.清晰的教學策略，因為有效學習則學生容易專注於學習事務上。 
 
4.正向行為支持，包括全面性的正向行為支持、管理或促發功能性的正向行為，讓學生能

在友善的環境支持下，產出正向行為的功能。 
 
5.對學生的期望： 

（1）許多情緒行為障礙的學生不相信自己可以掌控生命，認為所有事情總是被自己搞得

一團糟，透過自我管理，學生可以學會負責任與自我決策；事實上，情緒行為的改

善，需要時間與陪伴，適度地寬容學生再次犯錯的可能，欣賞他的努力與每個微小

的改變，給學生持續改善的力量，直到行為情緒的良善變成一種習慣。 

（2）教師平心靜氣的接受學生過度憤怒、仇恨或攻擊的獨特行為，不意味贊同或縱容他

們的反社會行為，而是老師不以一般方式回應，採取不同角度解讀學生行為，了解

到學生是藉此反應過去或目前遭遇的挫折與衝突，才能協助學生學習更好的因應方

式。 
 
6.給授課老師的提醒： 

除了學業與行為管理技巧，老師必須建立健康正向的師生關係；若教師能具有接受

學生行為的獨特呈現以及能同理學生的感受兩種特質，則容易與情緒行為問題學生建立

信任關係，以下幾個建立信任關係要點，供教師參考： 

（1）前後一致：老師表現前後一致，學生才會逐漸信任；預先建立清楚的上課流程或行

為規範，上課前複誦一次藉此提醒老師與學生目標的期待；同時，學生在獲取特權

／獎勵以及失去特權／需接受懲罰時，都需確保他們能真正行使其獲得或失去特權

的結果。 

（2）善用幽默感：透過自嘲，學生能學會教師是如何欣賞自己；教師建立「陽光檔案」，

蒐集學生曾對你做過、令你快樂的事，來引發自己在挫折時產生正向想法。 

（3）保持冷靜：在高壓力情境下保持冷靜，能提供學生正向行為模範；別把學生失控時

對你說的話或舉動當真；老師若發現自己的錯誤時，能對學生道歉，真誠以對。 

（4）利用非上課時間建立師生關係：師生關係亦師亦友，創造有別於課堂中嚴格要求的

另一種相處關係，讓學生了解你是可親近、可求助的對象。 

（5）利用檢核工具，達到目標行為的建立：利用計時器或檢核表形成一種提醒的機制，

幫助學生自我管理，如此可以降低老師正面糾正學生問題的衝突與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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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 感恩 祝福 

音師 

在這驪歌高唱的季節中，向學長姊們告別的那天正一步步地靠近， 

即使心中有許多不捨，但我們也只能收拾好難過的心情， 

帶著祝福的微笑歡送學長姐踏上全新的旅程。 
 
和你們一起經歷的歲月時光值得我細細品嚐回味， 

與你們相處的日子是我們心中最美麗的寶物。 

謝謝你們，在我困惑的時候給予我前進的方向； 

也謝謝你們，在我擔憂的時候給予我信心。 

接下來，學長姐將帶著學校的青蔥歲月走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相信你們一定可以突破難關、勇往直前。 

祝福你們，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順遂，確實地完成你們的夢想和理念， 

學以致用，鵬翼摶風。 

珮涵 
    時光歲月匆匆流去，過去就不會再返回；唯有珍惜當下，就是平安幸福。回想起剛進入

大學生活的我，青澀懵懂的小大人，期待著終於能擁有自己的自由，享受由你玩四年的生活。

而此刻的我感到很滿足，因為在這四年裡，我學習到自我成長與獨立，並為自己負責任，和

同儕間的相處、友誼及人際關係；曾經所參與過的社團活動、擔任的每一個幹部、系上課業、

專業能力，都從做中學、學中做。裏頭嚐到了酸甜苦辣和喜怒哀樂，很值得～最棒的是，在

這階段我遇見了我生命的主，擁有祂，一切就不再一樣～在祂的裡面有滿足的喜樂，在她的

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祝福自己，未來的生命更精采，生命的節奏才正要開始。加油！：> 

靈芝 

剛進入大學，很多事情都不懂，不知道要去哪邊上課?不知道要怎麼完成畢業門檻?不知

道要怎麼處理一些大小事?好在系上的老師和學長姐們都很照顧我們，會引導我們，讓我們慢

慢摸索並熟悉明新科大的環境和生態。 

很快進入大二，慢慢習慣在學校生活，空堂也多一些了，比較可以參加學校講座或是社

團活動，也比較有空檔在校內或是到校外當志工，體驗服務的快樂，並從中去學習溝通技巧、

活動帶領、做人處事的方法等。 

很快地大學生活過了一半，來到了大三，專題製作對我們來說是一大挑戰，需要蒐集文

獻資料、透過電話訪問個案，分析統計數據，最後是文書排版工作，才能夠順利完成一本畢

業專題。完成後還要穿正式服裝上台發表，接受專題指導老師以及二位口試老師的詢問。專

題製作的磨練讓我和同學培養了團隊合作的默契，也在製作的過程中增強了實力。 



 

 

 

接下來，大四上學期的校外社工實習，經過機構內和工作人員以及長輩的互動，還有社

工實習的各種不同類型作業，像是個案會談、大型活動計畫書撰寫與計畫執行和主辦活動、

輔療活動計畫書撰寫及活動帶領並紀錄等，這些和學校學習時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必須要一

個人獨自完成所有的事情，而且理論和實務是會有落差的，在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困難，

此時必須要和督導討論或是自己蒐集資料，經過在機構內實習半年多的磨練和學習，大四下

學期回學校後，我更加珍惜最後一學期的學生生活，因為不會像實習時，有這麼多要花費心

思的東西，而且在學校遇到困難，可以隨時找系上或學校老師討論，老師都會很關心我們的

狀況，也會給我們很多寶貴的建議。 

畢業後就要進入職場工作了，進入社會後與同事互動，有可能會產生一些摩擦，或是遭

遇工作上的不順遂，必須要調適自己的身心靈，才可以讓自己的生活過得順利平安。 

最後，祝福還在學校的學弟妹們，每學期課業都順利過關，事事都平安順利!好好享受剩

下的大學生活，好好地顧好課業。不要熬夜玩遊戲或是趕報告，寧可早點休息，隔天再早一

點起床做報告，這樣不僅比較有效率而且對身體也比較好。我認為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顧好

自己的身體，才有本錢可以去做更多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祝福你們每一位同學在四年之內

順利完成大學學業，拿到畢業證書，進入到自己想要的領域或是職場工作，迎接下一個階段

的人生旅程。 

惠智 

人生的旅行者，大學四年的生涯像流水般的飛逝，轉眼校園又到了開始歌唱驪歌的季節，

感覺進入大學是昨日的事情，記憶如此地清晰。回憶起跟同學這四年的時光，有痛苦、有悲

傷、有快樂以及感動，都深深刻入我的腦海與心底。我很高興在大學裡認識了這群朋友，一

起出遊、一起歡樂、一起互助，然後一起成長。現在離畢業的時間不斷倒數，距離畢業典禮

一直不斷向前邁進。開心能完成學業順利畢業，卻要與朋友分離的不捨，就像漣漪般地慢慢

擴大開來。即將走入下一個人生里程碑的我們，不久就會與眼前的朋友分道揚鑣，天下沒有

不散的筵席，我們都是人生中的旅行者，期待未來的我們都可以生活得很好，開心過每一天。

最後希望未來的我們還可以再一起出遊、一起歡樂、一起互助，繼續一起成長!! 

唯真 

這是一篇回憶時光錄，光陰似箭，時光飛逝，時間過得真是快ㄚ～ㄚ～ㄚ～咻一下～！

一轉眼間，很快地就從青澀的大一生轉變成即將面臨畢業的大四生啊！真的非常地開心能夠

在明新科技大學這所學校認識很多來自各地不同縣市的可愛滴同學朋友們，以及老師們喔！

在大學這段期間，雖然有遇到挫折，不管是喜、怒、哀、樂、酸、甜、苦和辣等等，但我還

是一樣面對克服走過來了！一路行來，我非常地感謝老師與同學的幫助，因一路上有你們的

支持與陪伴，我才能夠順順利利完成學業，再來希望可以順利畢業喔！雖然說時間一直在倒

數著，我們即將要面臨畢業分離的時刻了！非常地捨不得要與大家分離呢…ＱＱ~但我會永遠

珍惜，大學這階段的點點滴滴也將永遠留存在我的回憶裡，我會永遠記得大家唷～！！！離

別了各位！！！（（覺得超級感傷 der～～～ＱＱ））  



 

韋霖 

時間過得超快的，一轉眼就要畢業了，想當初一年級新生訓練的時候青澀的模樣，到現

在要出社會工作了，有點不捨很多人，一年級的我認識了很多人，也參加系學會很多活動，

到了二年級參加了系學會，擔任系學會機動長，跟大家一起辦了很多活動，認識不同系的同

學和學長姊，也結交了很多的好朋友，三年級的時候開始忙英文話劇，雖然很累，但表演完

後讓我有很棒的回憶，現在四年級，開始找了自己未來想要的，現在有在美語機構實習，以

後會想當老師，很開心也認識了資教的老師和學長姐和學弟妹，能有緣認識大家，我真的很

開心，希望之後也能更加油，學弟妹也要加油加油，有時間我也會回來看看大家。 

峻瑋 

大學畢業就代表了人生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會更加地看見社會的現實面且要開始

更獨立和自主，想起這些就會對自己即將離開的大學非常捨不得~~比爾蓋茲說過:「生命並不

是以學期來劃分的。你不會有暑假，更不會有老闆有興趣幫你發現自我，你得開始自己找時

間做。」。希望學弟學妹好好珍惜在校時光，勇敢離開自己的舒適圈，盡量地嘗試自己的可能

性，預先為未來做準備吧~~ 

榮懋 

回憶起來大學的日子真的好短呢，昨天就像剛入學一樣，四年來的回憶都歷歷在目，一

年級還懵懵懂懂，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懂得把握時光，總以為日子還很長，就這樣走著走著

時間就過了。新生時期不敢主動交朋友，沒有參加社團活動，如今回頭去看，才明白正因為

沒有所謂的永恆，所以任何事情都要去自己主動去把握。不過，在暑假有參加迎新活動，認

識了很多非常活潑與開心的朋友，學長姐也為了歡迎新進的學弟妹們，大家都很用心地籌劃

這個活動，也讓我們有個快樂的回憶。 

記得在二年級之後我參加了社團，在服務隊中交到許多真心的朋友，每個人都有個共同

的目標，雖然在服務隊中難免會有爭執，但都是希望活動可以成功地進行，也在這次的服務

隊中學習到如何感恩別人、反省自己，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不要因為看到別人的缺點，

就忘了優點，試著了解別人也讓自己學習更多，也很開心能夠因為社團而讓自己成長。 

在大學時代最難得的是跟室友的相處，跟個性不同的人住在一起也是需要學習的，一年

級時室友都是自己同學，做什麼事情都一起行動，感情特別好，但是在二年級之後就不會特

別跟室友一起，但還是會有共同的話題與嗜好，到了大三就只會跟自己比較好的朋友在一起，

與室友就只是在同一個房間裡生活而已，大四就各自做各自的事，連吃飯也

不太會一起，每個人課都不一樣，少了剛上大學時的那種新鮮感，不會特別

想做什麼，偶爾只想靜靜的，不過宿舍生活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感覺，也是

個特別的回憶呢。 

我很喜歡大學生活，雖然有疼痛有悲傷，但是我喜歡跟大家在一起的那

種感覺，我想畢業後出了社會很難再有這種機會吧，所以在學生單純的時代

應該好好地督促自己成為更好的人，也希望大家畢業後不要因為社會而忘了

最純真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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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和我們的關係
作者/小野鴨 

詩人紀伯倫在<先知>這本詩集當中有這麼一段文字談論孩子和父母的關係： 
 
「孩子，你是箭，我是弓。只要有一天你還願意搭在我的弓弦上，我承諾一定給你滿滿的力量；而當

你決定向這個世界射發出去時，請你願意帶著我的心，跟我分享你所體會到的美好。」 
 
老實說我們一直和兒子的關係並不算太好，在努力了這麼多年之後，一直相愛的父子卻似仇

敵般地水火不容，一年多以前兒子說了不該說的話，父親憤怒地丟了一樣東西在他身上。就

這樣一年了，他不工作、也將自己隱形了，沒有人在時他才會去找吃的東西。 
 
我將他交給神，但並非都不管教他，錢的資源沒了，網路也停了，只有愛和歸屬我始終都記

得和神的約定。儘管他所說出的話再難聽，氣到將他的話錄音存檔但始終未曾交給任何人聽，

自己聽過之後才發現他背後字字句句都來自對母親的關心，因為我知道這個直線思考的孩子

說的跟心裡想的是不同的，這一年當中他真的教會了我很多東西。 
 
這段時間我生了很長的病，無力改變他們的關係，不管言語上受到怎樣的傷害，我的心都為

他敞開，我同理他的痛，還記得特別的聖誕禮物嗎？孩子居然交到這麼多的朋友，這樣的收

穫或許都是付出非常大的代價，但一年的時間到了，我說：「孩子我知道你的痛，但一年了，

大家都在過不一樣的生活了，痛苦也該過去了，它不該是讓你成為生命停滯的藉口，你該過

好自己的人生，沒有人該繼續為你負責。」 
 
開始他找了便利商店的大夜班，但接觸人群之後，也讓他思考未來的路。在這之間他一直在

找廣告公司，我真的想像不到神為我兒子安排的道路，一個賞識他的老闆，放手讓他設計各

種廣告。 
 
生病這段期間我一直要睡在地上，這個孩子雖嘴巴一直說出負面的話，卻將其他房間的木床

搬到我房間來，他說：「媽媽長期睡在地上一定會生病，這樣真的好多了。」聽到這些，不覺

眼眶滿是淚水，每次都念我躺在床上一定會生病，卻怕我肚子餓還幫我熬粥。這段時間我終

於明白這孩子不擅表達只會說出負面的話，但他的心我懂。 
 
有時生病久了被負面想法占據不斷哭泣，這孩子怎麼都不回自己的房間，不斷地跟我說人生

的大道理，甚至怕我想不開而跟我啟發生命的意義，這些總總我都看在眼哩，這孩子真的長

大了。 
 



 

雖然他做任何事情都心不在焉，但你想像不到每天 8點上班甚至加班到晚上 9點只為將他的

圖稿完成，我們真的找到他的喜好了。家裡剛好要設計圖稿，他連續做了一天一夜，我雖陪

在身邊，看到他細心的程度我們實在自嘆不如。 
 
雖然我們還在努力，雖然未來要努力的路還很漫長… 
 
但不管你的孩子是不是過動兒，你一定要記得… 
 
你的孩子並不是你的。 

他們是「生命」對他自身的渴慕所生的子女。 

他們經你而生，卻非由你所造。他們與你相伴，卻不屬於你。 

你可以給予他們你的愛，卻非你的思想。因為他們擁有自己的思想。 

你只能囿限他們的身體，卻無法禁錮他們的靈魂， 

因為他們的靈魂寓居在明日的住所中，你即使身在夢中，也無法造訪。 

你可以盡力去模仿他們，但是不要指望他們會和你相像。 

因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會在昨日停留。 

你是弓，而你的孩子是從弦上射發的生命的箭矢。 

那射手看到了蒼茫路上的標靶，於是他用神力將你扯滿，讓他的箭疾馳遠射。 

你應在射手的掌中感到歡欣；因為他愛那飛去的箭矢，也愛靜存於掌中的彎弓。 
 
我只能告訴我的孩子，尊重是彼此的基本需求，雖然在你的成長過程，並沒有受到應有的對

待，但你讓我了解到你是上帝的寶貝，而我只能供給愛和歸屬和管教的責任，管教你但卻不

能傷害到你，在《該隱的封印》這本書中，我體會到這個家族男人間的惡性循環，孩子過去

的傷害需要更多的愛來讓他體會。 
 
上帝啊！ 

我祈求祢保守祢的愛子，讓他也感受到祢的愛，也保守我的家庭，讓我們都學會彼此互相尊

重，直到永永遠遠。 
 
孩子不管你飛到何處，只要你倦了，這個家的大門永遠為你敞開。  ---永遠愛你的母親。 

 
 

http://www.adhdinchinese.org/DispOneMessage.asp?txtOrgCode=ADHD&Category=11&ID=ADHD4151
2566049316&Page=1 



 

 

家有過動兒【他/她們的故事】專欄
八面金牌與過動兒 
http://www.adhdinchinese.org/DispOneMessage.asp?txtOrgCode=ADHD
&Category=11&ID=ADHD39689716137492&Page=1 
 
不一樣有什麼不好! 
http://www.adhdinchinese.org/DispOneMessage.asp?txtOrgCode=ADHD
&Category=11&ID=ADHD39729474292695&Page=1 
 
哈洛威爾醫生的故事 
http://www.adhdinchinese.org/DispOneMessage.asp?txtOrgCode=ADHD
&Category=11&ID=ADHD39776544782326&Page=1 
 
過動兒與我—加州柏克萊大學學生 Blake 的回憶自傳 
http://www.adhdinchinese.org/DispOneMessage.asp?txtOrgCode=ADHD
&Category=11&ID=ADHD39696981531726&Page=1 

資源影片連結 
誰來晚餐~ "昆蟲老師的過動人生".m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CqSr49wlE 
 
ADHD 過動兒動畫-腦海奇航(中字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lGk5F1aq4 
 
《無法自由飛翔的風箏》過動兒紀錄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yRKtBWZY8 
 
幸福來敲門~過動世代，教養新挑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XWP-qdLfDw 
 

✿∵∴✿∵∴✿∵∴✿∵∴✿ ✿∵∴✿∵∴✿∵∴✿∵∴✿點子精靈 

校園生活無障礙，老師同學一起來 
為讓校園中之身障朋友有更便利的生活環境，請各位老師及同學發揮愛心，提供在校園

中需要改善或增加的無障礙設施，讓身障朋友的校園生活零障礙。請將您的點子及想法寄到

elitaluo@must.edu.tw，資源教室羅翠華老師信箱 感謝您!

資源教室「第 32 期」電子報徵稿 
徵稿啟事：資源教室預計於 105 月 9月 20 日出刊第 32期「傳愛天使」電子報，特邀請同學

們發揮創意，將校園生活中的感受，與大家分享。 

內容參考：有關校園生活、寒暑假活動、心情抒發、小說短文創作、書籍閱讀或影片觀賞的

感想等等。 

(投稿格式：請用Word 檔或用 A4紙手寫皆可 請註明系級、姓名、聯絡方式)。 

徵稿日期：１０5年 5月 26 日～１０5年 9月 12 日止。 

elitaluo@must.edu.tw繳交方式：紙本直接繳交到資源教室或將電子檔寄到信箱 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