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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新知 

 (106/1/3 中央社報導)                  克服肢障 不倒翁林信豪盼任教職助人

    就讀彰師大的肢障生林信豪，因下肢嚴重萎縮，外
表如「不倒翁」，雖飽受異樣眼光，仍努力靠自己力量
完成生活大小事，更期許未來擔任教職，幫助更多人。

    林信豪出生時因為大腿與小腿肌肉相連，造成下肢
嚴重萎縮，外表看來猶如「不倒翁」般的模樣。回想起
過去的成長歷程，林信豪表示，與眾不同的外貌總讓他
飽受外界異樣眼光…… 

閱讀全文請連結：https://udn.com/news/story/1/2206665

就讀彰師大的肢障生林信豪（前）因下肢嚴
重萎縮，外表如「不倒翁」，雖飽受異樣眼
光，仍努力靠自己力量完成生活大小事，更
期許未來擔任教職，幫助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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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命運低頭 他靠著義肢奪健美先生頭銜 
                                                         (106/1/12 中國時報 黃邱倫報導) 

    4 歲即因為一場車禍導致雙腳小腿必須被截肢，阿
斯汀(Edgard John Augustin)一度對人生悲觀與灰心，但
在好友的鼓勵下他不但化解了自卑，而且憑藉著毅力在
健身房練就出一身完美的體魄，進而奪得了美國健美先
生，就連「魔鬼終結者」阿諾史瓦辛格也對他佩服不已。

    出生於法國的阿斯汀回憶著年少時期，「剛穿上義
肢的時候總是無法掌握身體平衡，尤其是坐火車或是地
鐵的時候經常跌倒，同學也以此不斷嘲笑我。」…… 
 

閱讀全文請連結：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112004144-260403

不向命運低頭的阿斯汀(左)憑藉毅力與努力
成為健美界傳奇人物。(摘自
FITNESS&POWER 網站) 

突破障礙 烏克蘭出現首位輪椅模特兒 
                                                           (106/2/28 中央社綜合外電報導) 
    23 歲的亞麗珊卓．庫塔斯最近在基輔一場時裝秀領銜演出，這不僅是她個人
夢想成真，也是她故鄉烏克蘭身障人士的勝利。 

    法新社和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當穿著黑色長洋裝、坐在木製
寶座上的庫塔斯（Alexandra Kutas）由 4 名修長健碩的男子抬著走過伸展台時，
台下發出陣陣讚嘆聲…… 

閱讀全文請連結：

https://udn.com/news/story/5/2312412?from=udn-ch1_breaknews-1-99-news#prettyPhoto 

(106/3/2 中國時報 曹婷婷報導) 成大盪鞦韆團體 治癒躁鬱女
    32 歲女子心情亢奮，一天內竟買了 5 棟房子、預付百餘萬訂金，家人發現闖禍，強拉就
醫；成大醫院兼任護理督導長林靜蘭指出，該女罹躁鬱症，過去曾就醫卻自行中斷治療而復
發，院方透過「盪鞦韆團體」治療，目前已有顯著改善。 

    林靜蘭說，躁鬱症的症狀不易判讀，確診平均要花 7 至 12 年，不少患者甚至終生被診
斷為思覺失調症或重鬱症。躁鬱症初發於青少年期及成年早期……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302000540-260107 閱讀全文請連結：

 行為治療完勝藥物 妥瑞男童告別甩頭、發怪聲
                                                           (106/3/6 中國時報 馮惠宣報導) 

    10 歲小華（化名）上課上到一半老是眨眼、做鬼臉，還動不動
甩頭、抖動身體，不時還會發出清喉嚨的怪聲，不但影響同學學習，
自己也覺得困擾，診所醫師確診為嚴重的妥瑞氏症，建議吃藥控制，
但憂心有副作用，媽媽帶他到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心智科透過行
為治療，兩個多月下來，他已能控制自己發病頻率，不在課堂上做
鬼臉、發怪聲。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心智科醫師王明鈺指出，醫學上定義只要
有兩個以上行為抽動加上聲音抽動，就算是妥瑞氏症，患者通常會
在 5 到 6 歲時發病，10 歲到 12 歲以上症狀會到達顛峰，唯病患如
未感覺到困擾未必須要治療，傳統採藥物治療，部分患者有嗜睡、
食慾大好的副作用…… 

閱讀全文請連結：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306002666-260405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心智科
醫師王明鈺指出，一般認為妥瑞
氏症是大腦基底核病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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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妥瑞氏症 

    一八八五年，法國妥瑞醫生（Gilles de la Tourette ），提出八例不同於其他運動異常的
病例報告，後擴充其定義並簡化名稱為「妥瑞氏症」。 

    妥瑞症是一種具神經生理基礎毛病，目前有許多證據指向此症狀是源於腦基底核多巴
（Dopamine）的高反應性，因而導致慢性且反覆不斷出現不自在的動作及聲語上的「tic」-
一個接一個，由簡單動作開始而逐漸複雜。Tic 就如同其短暫的英文發音一般，最常見的則
為快速而短暫的眨眼睛、噘嘴巴、扮鬼臉、聳肩膀以及搖頭晃腦等動作而 tic 的類型，以下
我們將分做三種類型來討論： 

  1.動作型：最常見的有眨眼睛、噘嘴巴、扮鬼臉、聳肩膀、搖頭晃腦等快速的引促動作，
也會有鬥雞眼、眼球快速轉動、磨牙、吐口水、反胃嘔吐或其他口部動作。也會撥弄
手指、將關節弄出聲響、四處碰東西或捏他人、無意義的以手指敲桌子。而寫字的「tic 」
則為：反覆寫同一個字、或寫字中一再放下筆中斷再來。除此之外，亦會有模仿他人
動作、傷害他人行為以及自我傷害行為的產生。 

  2.聲語型：清喉嚨、低吟、擤鼻子、以鼻吸氣、咳嗽以及大叫較為常見。其他還有喘氣、
噎氣、口吃、吹口哨、模仿動物叫聲，發出字音、字節等粗魯、不雅的字句。也會重
複自己說過的話或突然改變音量或聲調等行為。 

  3.感覺或心理上：大部分的妥瑞症患者在即將發病前都有徵兆，譬如因為眼皮酸而眨眼
睛、因脖子和肩膀酸而搖頭、聳肩，通常都是「tic」的衝動；也有感覺到緊繃感、肌
肉緊張、刺痛、甚至覺得別人癢而去抓別人的幻魅式「tic」（王輝雄、郭夢菲，民 88）。 

 （一）神經醫學方面
    目前有許多證據指向妥瑞症是源自於發展中的基底核出現多巴的高反應性。這
些神經迴路除了部分和掌管運動功能的腦皮質相接才有「tic 」的產生外，也和掌管
行為或情緒的邊緣系統相接，才會出現強迫症、易分心、及過度活動的問題。神經
影像學也有多項證據支持此症是基底核和額葉皮質下之間的聯繫出了問題，而此神
經迴路也成了近年來研究病理機制的熱門話題。 

（二）遺傳方面 
    依據美國妥瑞症協會（The Tourette Syndrome Association）的歸納整理，此遺
傳應是由帶有此基因的父母親傳給下一代，且表現的方式及程度在不同代間會有不
同的差異。通常男性與女性的患者的程度不相同，表現方式也有所不同，而男性罹
患的機率明顯的比女性多了 3-4 倍。 

（三）鏈球菌感染-熊貓症 
    美國衛生研究院在最近幾年來，努力研究一型可能由免疫機轉造成的妥瑞氏病
因，稱為「合併鏈球菌感染的兒童自體免疫神經精神異常（ Pediatric Autoimmune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 Associated with Streptococcal Infection）」，根據六個字
母的開頭剛好組成「PANDAS」，因而暱稱為熊貓症。只要妥瑞氏患者的症狀很明
顯的在感冒（特別是鏈球菌感染時）時急遽加重者，都會被懷疑，加上患者血清中
可驗出自體抗體或特殊的淋巴球標記就可確立診斷。但此種病因仍佔妥瑞氏患者中
的少數，體質上必須有特定免疫反應才會發生。因為，大家都得過鏈球菌感染，卻
不是人人都會併發熊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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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DSM-5(APA，2013)，妥瑞症之診斷標準如下： 
A. 病程中某段時間，曾出現多重動作及一種或多種發聲抽搐，然而不一定需要同時發生。 
B. 抽搐症狀發生的頻率會起起伏伏，但自症狀開始出現後，持續超過一年。 
C. 在滿十八歲以前出現症狀。 
D. 此困擾無法歸因於某一物質的生理作用（例如：古柯鹼）或其他身體病況（例如:亨丁頓

舞蹈症、病毒感染後腦炎）。 

    妥瑞氏症除了有動作以及聲語型的症狀以外，也可能有以下一項或多項狀況並存。其中
包括強迫症、專心注意度不足、過度活潑好動、學習困難、自我傷害行為或其他非情緒性問
題。 

以下我們將介紹其可能併發的症狀： 

（一）強迫症 
    強迫症以反覆性非自願的不愉快念頭以及重複同一行為為主要的困擾，患者難
以理解自己的行為是非理性的或過份的，但是他們也無法完全控制這些念頭或行為
的反覆發生。以下是一些典型強迫症案例： 
    1.怕髒（如垃圾、污穢物、糞便等）及怕被污染。 
    2.過度的關心次序、排序或對稱。 
    3.持續性的懷疑。 
    4.害怕在激烈的或侵略性的刺激下所從事的行為。 
    5.會有嫌惡的思想，尤其是違反社會大眾期望的想法。 
    6.對每件事有過份要求負責的感覺。 
    7.過份的儲存收集金錢或其他物品。 

    雖然強迫症患者一般都發病於青春期（約十二歲至二十二歲之間），但也有少
數會出現在孩童期，以下特色可協助判斷強迫症的徵狀： 

1.強迫思想：週期性及持續性的思緒刺激或印象所造成的顯著憂鬱及痛苦以及
對於真實生活問題的過度憂鬱的思考。 

2.強迫行為：重複性的行為，例如洗手、整理、檢查等等。內心的行為，如禱
告、計算、緘默的覆述等與強迫必須嚴格的遵守某規範時所產生的行為。 

（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妥瑞氏症兒童常見的專心度不足以及過動症行為，也常造成他們易衝動、好動
以及粗心，因而影響他們在社交與學習上的困難。一般此行為多發生在兒童 4-6 歲
之間，而要確定妥瑞氏症兒童患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則至少需持續六個月以上出
現過動徵兆，才算符合。 

（三）侵略性 
    許多妥瑞氏患者難以處理挫折以及怒氣，他們因而會攻擊他人並撞擊、咬、踢
或丟東西來發洩，有些甚至會傷害自己。面對這些狀況時，我們應該教導患者這些
行為是不對的，以下提供了放鬆技巧的小秘訣： 
    1.可經常將手放在口袋和衣袋中。 
    2.當怒氣來時深深的吸氣並慢慢的吐氣。 
    3.慢慢在心裡從一數到十，逐漸放鬆。 
    4.告訴自己不要激動。 
    5.整理好自己的思緒，再做決定。 
    6.分散注意力，找其他事情來做。 
    除了運用上述的小技巧外，也可利用運動或其他活動來減少怒氣的產生。 

（四）自我傷害的行為 
    少數的妥瑞氏患者會有以下的自傷行為產生： 
    1.咬嘴唇直至有疼痛的感覺。 
    2.對自己或他人撞擊頭部或身體其他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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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尖物來戳自己。 
    4.喜歡將手放於燙熱的事物上。 

若患者有上述行為時，則我們需多加注意，以防危險的發生。 

（五）睡眠異常 
    有學者注意到有許多妥瑞氏患者有各種不同程度的睡眠問題，例如難以入眠、
淺眠的困擾、夢遊、夜晚驚悚（如小孩在睡夢中突然大叫、哭鬧不休卻難以喚醒，
而次日卻毫無記憶）以及尿床等問題產生。 

    並非所有的妥瑞氏患者都需要治療，可根據其嚴重程度來決定採用何種治療方式。根據
目前研究，許多治療對妥瑞氏症患者都有些許治療效果，但最好的方式仍建議採取藥物治療。 

    而藥物的種類又分為許多種，一種藥或許適合其中某些患者，但卻不適用在所有病患身
上。不同的藥劑份量來給予治療，目的是要儘可能改善症狀並減少副作用的產生。除此之外，
藥物治療也往往無法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往往為了調整藥劑份量或種類就得用上數個月的
時間，因此容易使父母親產生放棄的念頭。 

    對於患有妥瑞症的兒童而言，上學其實並不如想像的美妙。由於語言及動作症狀的產生，
將近百分之三十的妥瑞症學童有學習方面的障礙，像是閱讀、書寫以及數學方面。 

（一）事前的溝通說明 
    家長可在開學時，先準備好一本冊子或清單，詳細列出照顧妥瑞症兒童時可能
出現的狀況，以及過去成功解決的辦法。例如，當孩子在班級中出現嚴重干擾現象
時，可准許他到醫務室去休息一下，也許只要使個眼色或暗語，就能避免上課中所
帶來的困擾。 

（二）同儕間適時的說明 
    老師可在妥瑞症學童不在教室時，跟同學說明該生狀況。除了可避免其他同學
的恐懼猜忌外，也可讓他們瞭解妥瑞症兒童所需要的幫助並學習尊重與忍讓別人。 

（三）教室中的特殊安排 
    在學校，妥瑞症兒童通常都會有一些特殊需求。若可行的話，當妥瑞症兒童考
試時，對於時間的計時可以寬鬆些。此外，為避免妥瑞症兒童不專心而安排其坐在
中間的位置，反而容易增加其壓力與緊張。因此，可建議坐在前排側邊較為適當，
並讓表現較好的學生坐在其四周，以增加良性的學習。 

（四）閱讀小技巧 
    由於病情與藥物副作用的影響，妥瑞症兒童較不易坐著專心上課，且由於動作
上的擺動，使得閱讀的段落容易脫序。因此，老師可將厚紙板裁出一條長長的縫，
剛好可容納一至二行的課文，使其容易閱讀。 

（五）作業小技巧 
    老師在交代作業時，應盡量簡化之。可將一次份量多的作業分小部分完成，並
要求在家庭聯絡簿上立即寫上當日作業內容，且老師需在離校前過目。同時也可以
鼓勵妥瑞症兒童以其他方式來代替「寫」功課，例如以錄音帶、打字或電腦等多元
化的評量方式來繳交。 

（六）創意看待動作問題 
    妥瑞症的兒童有活動方面的特殊需求，這時老師可以給予兩個座位，讓他在需
要時能交換坐。或者在桌上給予揉捏黏土或橡皮擦，以期能更專心學習。在適當的
時候，給予休息，例如允許出去喝杯水、離開座位一下子或上個廁所等等，讓 tic
的症狀得到抒解。對低年級的學童，老師可給予較多的遊戲時間，而中高年級的孩
子則能派給工作，例如幫忙收發本子、發東西等公務。除了可引發學生的自重外，
也能發展與其他同學的關係。 

http://general.dale.nhcue.edu.tw/special/special-2-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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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她的故事中我了解到人的生命沒有輕易放棄的選項… 

 

 

 

 

 

 

 

 

 

 

 

◎很開心再次體驗欣賞這裡充滿著藝術氣息的鶯歌老街，彷彿回到了以前

復古時代… 

◎使我自己對手作 DIY 更有信心了，我想藝術並沒有一定的形式，只要你

用心地去創作，呈現出來的作品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也是屬於自己

內在心情的反應，我覺得手作讓人感到很療癒又很放鬆，是非常好的體

驗活動。 

◎這次的活動不錯，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也可以增進友誼… 

 

  

◎了解宛貞老師對抗病魔的生命歷

程以及手術之後的生活，還有老

師一家人和老師的朋友滿滿的

愛，讓我感受到唯有愛才可以使

人產生正面的力量、不放棄生命。

◎覺得自己真的是非常幸福，這讓

我想起六個月前我的人生第一次

進手術室的記憶，記得當時媽媽

好像也說她在外面等了 14 個小

時，我覺得鍾老師真的是一位很

棒很值得去學習的講師，從此我

也要好好地往正面的想法去走，

為自己與重要的人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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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羽球比賽我覺得最近累積的 

壓力都釋放出來了… 

◎和大家打羽球，讓我更快樂和自 

信，下一次我想要拿第一。 

◎比賽過程很順利，透過比賽也讓 

我認識更多朋友。 

 

 

 

 

 

 

 

 

 

 

 

 

 

 

 

 

◎漢斯的故事反思 ~ 我認為生命是最重要的，即使明知偷竊是錯誤的行為，但反之則有可能

錯失救人的機會，所以我贊同漢斯的想法。 

◎很感謝講師，告訴我們每個人都會有不同類型的 Holland 分類，讓我們知道我們自己可能

屬於哪個分類，也告訴我們不要捨近求遠，有些資源就在自己的身邊要好好把握。 

◎覺得講師很有趣，會與同學互動，並加入小遊戲增加印象，收益良多。 

◎學校為同學們辦這場講座很用心，讓同學可以更了解自己，以及更清楚未來的方向和目標，

對我個人而言，收穫很多，希望下次也還能參加這類型的講座。 

◎做帽子可以促進手的技巧，增加手工能力，對

就業有幫助，手腳才能靈活運用。 

◎可以練習自己的耐心和專注力… 

◎整體活動都很好，老師也很親切，雖然平常沒

有在碰針線，但這次的活動讓我發現，其實我

在這一方面還蠻厲害的… 

◎很好玩，專注於一件事上，哪怕多不擅長，試

試看其實真的不難，今天這次體驗讚! 

◎手一直被插到，有點痛，不過對於無縫紉經驗

的我來說是個全新的體驗，受益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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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物特別報導 

一段「永不放棄」的故事 
  

 
記者/杜胤廣 綜合報導 

「『妥瑞症』教我成為我夢寐以求的好老師。」美國妥瑞症青年演說家布萊德．柯恩(Brad 
Cohen)曾在他出版的《站在學生面前：妥瑞氏症教我成為我夢寐以求的好老師》中自序寫道。 

多年前一部改編自柯恩真實人生故事的勵志電影－《叫我第一名》，描述一名童年經常
不自主地抽搐、吠叫的柯恩，受盡同學與鄰居的嘲諷與羞辱，起初父親以為他只想引人注目，
直到 6 歲，父母才發現他罹患的是遺傳性精神疾病－妥瑞氏症(Tourette syndrome)，在他的
國中校長發現後，幫助他獲得師長同學的諒解與接納。 

 
長大後的柯恩立志當個「妥瑞症的好老師」，但這條夢想大道，崎嶇不平，充滿艱辛，

卻讓人看見「永不放棄」的精神。 

該影片以「倒敘法」呈現，柯恩先是開著車子到學校面試，校方雖然很滿意他的履歷，
但見他行為異常，都認為他無法勝任「老師」這份工作。此時，電影開始帶領觀眾，回顧柯
恩的成長歲月。 

小時候，柯恩弟弟是個過動兒，而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抽搐，他們的父母在無計可施的情
況下選擇離婚，兩個孩子由母親一人照顧，父親則偶爾來探視他們。柯恩在校時，常遭同學
霸凌，甚至連老師都不相信他行為異常是出於天生，常在課堂上央求他向全班同學道歉。儘
管所有人都認為他是故意的，卻也只有母親相信他，從未放棄他。 

 

勵志電影《叫我第一名》描述美國妥瑞症青年演說家 
布萊德．柯恩的成長故事。 (照片來源/影片擷取)

柯恩上國中時，校長在一場音樂會上，以一場師生
對話，影響了他的人生。 (照片來源/影片擷取)

  

某一次，柯恩母親在圖書館資料中發現柯恩的病因後，母親不只對此病無藥可醫感到傷
心，更因著父親過去對孩子的不信任感到羞愧，於是不斷尋找根治妥瑞症的方法。 

但，什麼原因讓柯恩堅持成為一名老師呢？ 

柯恩上了國中後，不僅須面對環境適應問題，還得遭到同學的嘲笑與霸凌，他總坐在教
室角落等妥瑞症發作，再被老師罵、同學嘲弄。 

某次，班上老師也因同樣問題，帶他到校長室訓話，校長問他：「你來學校的目的是什
麼？」柯恩回答說：「抱歉，我一直打斷課程…」校長則說：「你沒回答我的問題。學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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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嘛的？要教育學生，不是嗎？要用知識來打敗無知。」 

校長說完，便邀請柯恩參加校內交響樂團音樂會。起先他有些不願，但仍舊來到音樂會
現場，且不停發出怪聲引人注目。音樂會結束後，校長走上台，請所有同學留下，還問說：
「安靜的時候，有沒有聽到怪聲？我有聽到，還蠻討厭的，對嗎？」全場人紛紛看著柯恩，
校長更要他走上台，彷彿要當眾羞辱他一般。 

結果，校長問柯恩說：「你喜歡發出怪聲惹人討厭嗎？」 
他回答說：「不喜歡，因為我有妥瑞症。」 
校長回說：「那是什麼？」 
柯恩說：「我大腦有問題，所以會發出怪聲。」 
校長說：「但你想控制就能控制，對嗎？」 
柯恩說：「不對，這是一種病。」 
校長說：「怎麼沒接受治療呢？」 
柯恩說：「沒有藥可以醫。你們不喜歡聽到怪聲，我也不喜歡發出怪聲。我壓力大的時候，

會更嚴重。」 
校長說：「那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能怎麼幫你？」 
柯恩說：「我只希望大家別用異樣眼光看我。」 

當柯恩走下台時，全場為他鼓掌，令人感動不已。一場音樂會、一場對話，教會所有學
生尊重患有妥瑞症的他，並開啟柯恩立志當老師的一扇窗。 

 
柯恩決定要像校長一樣，成為一位接納各種學生的老師。但柯恩應徵老師的過程並不順

遂，因為他前後共面試了 24 間學校，但都因他的妥瑞症回絕了他。有校方更告訴他，若保
證不出怪聲就能上班，氣得他難過的在車上大哭一場。 

然而，這使柯恩更積極，反而認為只是「還沒找到對的學校」，讓人看見他百折不撓的
毅力。直到他來到「山景國小」面試時，校長和副校長都知道他面試了幾間學校都沒結果，
便問他說：「你想要當怎樣的老師呢？」他回答：「我要當一個就算學生與眾不同，也要給
他學習機會的老師。」就這樣，他的自我接納與坦承獲得校方肯定。 

當然，學生對柯恩的妥瑞症充滿了好奇，他仍維持樂觀、有耐心地向所有學生解釋病因，
甚至開玩笑說：「柯恩老師只有一件事不能做，就是老師永遠不能玩捉迷藏。」因為玩捉迷
藏很容易被人發現。 

最後，柯恩秉持著「我不會放棄學生，也不會讓學生放棄自己」的教育理念，陪伴所遇
到的每一位「特殊學生」，更以其自信找到愛情的歸屬，甚至獲得「喬治亞州年度最佳新進
教師」。 

立志當老師的柯恩也因校方百般的阻饒，令他大失所
望。 (照片來源/影片擷取)

柯恩已成為知名的勵志演說家，至今仍到處巡迴演講。 
(照片來源/ Brad Cohen 官網) 

然而，回到現實，柯恩不僅是位老師，他還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每年舉辦妥瑞症營隊，
藉戶外活動認識新朋友，幫助妥瑞症患者重建自信；甚至被美國知名電視節目《歐普拉秀》
發掘，此後更開始四處演講，成為青年勵志領域的演說家。2006 年他出版的《站在學生面
前：妥瑞氏症教我成為我夢寐以求的好老師》一書，更獲得美國獨立出版家最佳教育書類獎
項。 

http://www.cdn.org.tw/News.aspx?key=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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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影片連結 
《叫我第一名》—布萊德．柯恩(Brad Cohen)
真實故事改編電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cspBvpBCg 
 
《微電影》愛•不礙：妥瑞氏少年奮鬥紀錄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7R22Dg3Sjo 
 
妥瑞症(抽動症)非藥物自然療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V2FknvN8QA&t=0s 
 
點燈第 336 集/點燈 20 特別節目/鮮花•器官•
妥瑞氏症-鬼才吳尚洋的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iIaiXTOE 
 
妥瑞症的行為治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vobdkF9jc&list=RD
MtvobdkF9jc#t=7 

 

相關資源連結 
台灣妥瑞症協會網站 
http://www.ttfa.org.tw/index.htm 
 
他不是故意的—談妥瑞氏症 
http://www.mmh.org.tw/MackayInfo2/article/B300/369.htm 
 
妥瑞氏症(Tourette Syndrome)的藥物治療 
http://ae012.598.com.tw/html/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ac15 
 
妥瑞症的照護 
https://www6.vghtpe.gov.tw/pat/nurse/content.jsp?tstkey=514 
 
認識 2-15 歲發作的妥瑞氏症@天才領袖 
http://www.leaderkid.com.tw/Content.aspx?type=wiki&id=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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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期」電子報徵稿 
徵稿啟事：資源教室預計於 106 月 5月 15 日出刊第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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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6年 3月 16 日～１０6年 5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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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