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贇瑾校長撰】又到了鳳凰花開，畢業
的季節。這意味著許多的莘莘學子即開

踏出校園，往人生下一個目標邁進。當

然，這其中也包含了寶貝班那群我最關

切的寶貝們。他們準備好了嗎？沒有師

長在旁殷殷關切，耳提面命，他們真的

可以獨立面對人生的挑戰嗎？除了不

捨，我不禁擔憂起來⋯⋯

六月五那天，寶貝們要舉辦感恩謝

師茶會，第一張邀請卡他們選擇送給

我，他們記得校長媽咪平日對他們的關

愛。雖是離情依依，現場來了好多家長與師長，只見寶貝們忙進忙出招呼大家，十分

熱鬧。

在一陣喧囂之後，燈光暗下，音樂響起，螢幕上正播放著每一個寶貝三年來在士

商的點點滴滴。有淚、有笑；是足跡、也是收穫，在場的每一位都是寶貝們生命中的

貴人，曾經無怨無悔的支持他們，此刻正分享著他們豐收的喜悅。

孩子們搬出了許多板凳，老師邀請爸爸、媽媽坐下，並發給每一個孩子一盒布丁，要

求孩子跪下為父母餵食布丁。透過麥克風，老師說道：「各位同學今天你們畢業了，

要感念父母的栽培養育之恩，你們才得以有今日。小時候父母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餵

食，才把你們拉拔長大，你們要感恩圖報！」

啜泣聲一陣陣傳來，當燈光再度亮起時，只見眾人眼眶泛紅，這般「鴉反哺、羊

跪乳」的情景，怎不讓人動容。更令人感動的是，老師的用心，雖然名為感恩謝師茶

會，但老師們始終都是幕後默默策劃的推手，所有的功勞與榮耀都回歸給孩子們及其

家長。親愛的老師們，妳們不畏辛勞，只為成就孩子們，同為士商人，我以妳們為傲，

妳們辛苦了！

餐會結束前，我要求每個寶貝給我一個愛的抱抱，口中喊著每個孩子的名字，將

他們抱滿懷。在他們耳邊輕聲叮囑：「士商是你們的家，老師永遠在這裡等你們，記

得回家來看老師喔！」孩子們猛點頭說好，將我抱的更緊。

經過三年的學習與淬煉，從你們堅定的眼神中，我已經看到你們未來的希望，原

來我的擔憂都是多餘的，因為你們早已準備妥當。親愛的寶貝們，展翅高飛，盡情揮

灑，勇敢邁向未來，師長們的祝福，將會永遠在你們身邊。

教育工作十分繁複，
教育內涵也可深可淺，筆者自踏入杏壇

以來，雖然體認『百年樹人』十分艱鉅

，但也感受教育功效無遠弗屆，所以數

十年來，一直勉勵自己成為全方位教師

，期盼因著自己的熱情奉獻而對莘莘學

子有所助益，個人尤其將推行『生命教

育』列為專業要項。我國自民國82年通

過特殊教育法以來，從早期的分流到今

日的融合教育，因著對弱勢團體的支持

，特殊孩子的處遇一直是我關心的議題

之ㄧ，平時不論導師的班級經營或科任

教師授課，總會加入相關議題的探討與

認知介紹。

幾年前接任高一新生班，即將特殊

教育法所列之各種障別列入班會活動設

計、索取各種特殊教育宣導海報、DM、

書卡⋯等文宣品、週記學習單、繪本閱

讀，讓普通班學生也能對特殊生有一些

認識，藉分組資料蒐集、歸納與報告，

讓孩子了解不同世界的人們，如何在有

限智能或體能下仍能活出生命光彩，進

而在自我觀照與自我激勵後能更欣然悅

納自己，並化為向上戮力投資自己的動

能。因為系統引導與活動設計成效良好

，故與套教班正式結盟為「學伴班」。

學伴間互動極好，平時除互贈禮品或小

點心，聖誕節也會同樂；高三上學期，

更打破特教班自辦畢業旅行慣例，與本

班孩子共遊墾丁，留下美好回憶。統測

前，學伴班還特地製作祈福瓶為本班祝

福，本班亦於畢業典禮時回贈鮮花或禮

物互相祝福。

在結盟的兩年中，特教班孩子的熱

情、純樸與學習態度對本班有著深深影

響。尤其在得知他們有多人取得中、英

文輸入檢定證書與提供烘焙製做的餐點

時，孩子眼神流露出敬佩與不可思議時

的感動，筆者也為之動容。結盟後，孩

子更能反觀自照知福惜福，與家人互動

也較成熟理性；在打工場所，對特殊員

工同事也比較接納包容，並能主動協助，

完成職場工作，令人欣慰。筆者將此一

結盟活動系列資料，完成修訂後與其他

普通班分享，期盼更多孩子，藉此有意

義活動更珍愛生命，並因了解而接納、

善待特殊孩子，畢竟特殊孩子需要的是

更多溫暖的支持與對待，而不是過多情

緒性的憐憫！也唯有如此，才能彰顯特

殊教育『融合』的真諦與功效！

期盼此一

深具生命教育

的結盟活動，

能因更多人的

參與，一起高

唱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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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商98級畢業生國棟撰】本身患有先

天性疾病(庫兒氏症及其他先天性疾病

⋯⋯等)的我，從出生到就讀小學期間，

進出醫院頻繁，開刀次數眾多。不過，

這樣的遭遇，並沒有因此將我打敗，反

而因為家中親人的鼓勵及關懷，使我能

以平常心來面對疾病及其所帶來的許多

問題。 

這些疾病，導致我在就讀小學時，

常被同儕們取笑、指指點點。甚至還有

同學看我好欺負，就趁機將椅子拿開，

讓我跌倒。不過，因為家人的鼓勵、關

心，使我能夠從逆境中愈挫愈勇，克服

心中的恐懼。我告訴自己：雖然我天生

有這樣的長相及疾病，但是我的心比一

般人還要健康。 

從這些事情上，使我下定決心，我

一定要好好讀書，取得好的榮譽，讓家

人感到欣慰。我也學習以平常心看待那

些曾經欺負過我的人。因為我的疾病，

導致我的長相與一般人有所差異。記得

有一次我和媽媽一同上電梯，照鏡子，

媽媽開玩笑的跟我說：『兒子！你怎麼

長的那麼醜？』我回答說：『媽！我長

的很帥啊！』媽媽聽了就很欣慰。因為

媽媽也不希望我因為自己的長相問題而

感到自卑。我想每位做父母的，也都不

願意自己的小孩長得和一般人不一樣。 

在此，也要鼓勵所有學弟妹、各位

家長：不要輕易放棄自己無限的生命及

彩色的人生。因為只要有正面的思想以

及善良、勇敢的心、努力去實踐，人生

就是有希望的，就會從逆境中走出來！ 

分享園地

媽！我很帥啊！

      

 解決情緒的方法
【207高士傑撰】以前因為情緒的問題，

所以不受同學們歡迎，當時我不知道要

怎麼處理情緒的方式，就請教老師怎麼

樣才能控制情緒。老師教了我幾種方

法：１在生氣前先想想是不是發生在自

己身上。２得知自己生氣時可以想辦法

發洩，像畫圖、聽歌等⋯。３如果心情

還是不好的話，可以去跟導師或家長以

及知心同學或朋友聊天、討論處理的方

法，可以讓事情平安的落幕。  

    所以我要感謝老師教我的方法，都可

以先冷靜的思考自己應不應該生氣、應

不應該去做，如果生氣時，就可以用這

些方法解決，讓自己的心平靜下來。這

些都是將來我可以作為處理情緒控制的

參考方法之一。

         一閃一閃亮晶晶
                   ~另一個美麗的世界~

【218熊書瑜撰】最近老師帶著全班去電影院欣賞了一部電影「一閃一閃亮晶晶」，

剛開始聽到片名時，我還以為是星星的紀錄片，直到上網找了些資料才知道是有關自

閉症兒童的電影。

　　電影中的自閉症兒們都很可愛，只是他們比較不會表

達自己的想法，比較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但是他們聰明

的程度遠遠超過正常年齡的小孩，他們才七、八歲就已經

能娓娓道出秦始皇和二次大戰的年代以及史料，而我在那

個年紀時可能只知道神奇寶貝和多啦Ａ夢吧！他們在面對

自己喜歡的事情或感興趣的事情就會非常認真去做到最

好，雖然偶爾也會發點小脾氣，但他們能在這些事情中學

習，而且學習速度之快，也是一般人往往不能及的。片中

自閉症兒童的媽媽們也都很辛苦，畢竟要面對這和一般小

孩不同的小孩，也不知該怎麼辦吧?但是他們依然試著教導他們、和他們溝通，即使

試了千百遍也不放棄，雖然這其中會有些摩擦、會有些痛苦和難過，但是她們仍撐下

去，因為愛克服了這一切，這偉大的母愛尤其令我動容。

　　這部片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柏毅了，他是一位自閉症兒但是他在八歲時被發

現是繪畫天才，甚至被譽為天才雨人畫家，他的每件作品用色大膽鮮明，令我暈眩在

他的畫中的那個美麗世界，而且我真的覺得柏毅是位天才，因為他不但會說台語、國

文和英文三種語言還能歌善舞又會彈吉他，連一般人都很難做到的事，他竟然做到

了，不禁令我佩服。片中還有一段令我感動的畫面就是柏毅哥哥的真情告白，他訴說

 

著自己和柏毅的情感以及如何跟這位和

別人不一樣的弟弟相處，字字句句都透

露著手足間深厚的情感，他希望每位家

裡有自閉症兒的兄弟姊妹都能好好互相

珍惜，不要因為他們而感到自卑或是羞

恥，他也以自己弟弟為傲。

　　這部片也令我想到我曾經看過的一

部電影「雨人」，主角也是一位自閉症

的患者，但是他卻有著異於常人的預測

天氣能力，這讓我懷疑自閉症患者是不

是都是天才，所以他們思考方式和我們

不一樣，甚至超越一般人的思考模式。

以前我對特殊生一直抱持著智力不如他

人，或是不能和正常人一樣做事的想

法，直到看了這部紀錄片，我才了解自

己多像個井底之蛙，也重新認識了自閉

症兒童。這不禁讓我想到我可愛學伴班

同學小鹿，他是一位害羞的男孩，他和

我們見面時總是不多話，但是從我們互

通書信之中可以了解到他其實有很多話

講、很多話聊，只是可能不常和別人說

話，所以面對他人會有點不知所措，我

相信只要我們多去和他們說話，多和他

們聊聊天，多認識他們一點，他們一定

更能和我們溝通。而我自己一定也會有

不同的收穫，讓我自己多成長一點，用

更寬廣的心去認識更多不同的人。　　

　　　　　　　　　　　　　　　　　

【士商98級畢業生紀宇軒撰】我的孩子現在是台北市立士林高商三年七班的特教生名叫紀宇軒，他將於今年的六月四日畢業。他

從國小起，所有的課業都無法獨立完成。因為他是輕度智能障礙，也因此大過雖不犯，小錯也不斷。很感恩國小有資源班師長的

幫忙，讓宇軒即使課業落後和溝通不良，也終於能順利的從國小畢業，並馬上轉銜到國中的資源班。國小的資源班，幫助訓練宇

軒國字和數字的簡單認知、生活運用、人群的互動和生活規矩；國中的資源班師長，則除了更加強原有的能力外，也開始了高中

綜合職能科的學前基礎培訓。

    三年前宇軒剛考上台北市立士林高商後，在開學前的暑假期間，宇軒的兩位特教班導師，分別是施老師和郭老師，在我們

的驚訝中已開始了家訪的轉銜。而同學們也從開學時，生澀不自然的自我介紹開始。至今走過三個學年，一千多個日子，同學們

在台北市立士林高商的綜合職能科班群師長的辛苦努力教導之下，每位同學都有很大的成長，有心智的養成、人格的養成、技藝

的養成，每位同學幾乎都已經有了工作，和社會銜接了。而且每位同學分別都有考到中打進階級、英打進階級、WORD和

POWERPOINT文書處理進階級、烘培證照以及門市服務丙級證照等等，宇軒還考到了汽車和機車駕駛執照，在每天放學後或下班後

幫忙父母親開車送貨。

    感恩台北市立士林高商的特教組，用專業與耐心，成為每位特教生的貴人，確立了「個人頭上一片天，天生吾材必有

用。」這句話。重要的是，讓每位特教生有了人生的希望和方向；讓每位特教生能有用於社會，貢獻於社會；讓特教生不再是家

庭和社會的負擔，他們也有機會走穩自己的人生腳步，邁向自己的希望道路，彩繪自己的一片天空。

彩繪夢想

【士商93級畢業生譚艾婷撰】我是士林高商第一屆特教班的畢業生，出生於平凡小康

的四口之家。經市立療養院兒童心理科鑑定為輕度智障，乃進入士林高商特教班。在

士林高商三年，承蒙翁素珍老師和楊秀華老師愛心呵護、循循善誘，耐心及專業的教

導；在生活上建立我們自理能力，改善我們人際關係。在職業訓練方面，培養我們正

確的工作態度及專業技能。乃至畢業前許多同學和我都能擁有英文輸入進階級、嘸蝦

米進階級、電腦軟體應用丙檢合格等證照。父母親在驚訝之餘除感激老師們的辛勞，

更佩服老師們的專業能力。之後父母聽從翁老師的建議，請伊甸文教基金會輔導轉

介。

後記：父母心聲 

驚慌、煎熬、氣餒、沮喪與掙扎多年，心想多少人辛勞的付出，卻難得片刻的寬

心。在此，就小女個案的體任提供幾點淺見，僅供政府、社會及關心人士參考： 

一、 家庭教育：雙薪家庭沒有足夠的時間及精力，疏於培養小孩刻苦耐勞及獨

立自理的能力（與其教不會還不如自己代勞，養成小孩好逸惡勞及依賴的習慣。)

二、 就業問題：除專業技能外，人際關係與溝通能力將是永遠的缺憾。所謂情

境管理需具備自我與他人雙向的認知，結合情境與思維能力，在瞬間做妥善的組合，

據以做出正確的判斷與適當的反應。從事信用卡資料輸入的打字員，其工作特性是屬

於勞力、封閉、單調及重複性的工作，且工作時間長不能有誤。據說：「早期蘋果分

裝廠，工人將鮮果依目視大小來分類，久之、大部份的工人都有挫折感（長期懷疑自

己的判斷。相信許多人在選購水果時也有相同的經驗）」。乃至長期工作後衍生視力

不良及情緒問題。    

三、 成長與再教育：一般人會主動充實自我，以理性包容感性，待人處事會更

圓融。但是孩子離開學校後失去同儕互動、老師關愛及

專業指導。自我意識與智能未能同步成長。對家長而言

是一個新問題的開始。 

四、 建議：政府建構完整的資料檔案：從學校開

始到社會局及勞工局，將教育與就業及輔導機構相結

合，以建立完整之教育及輔導體系。 社會局主動介入

庇護工廠，參與規劃並提供資源，針對工作性質及輔導

對象做適當的管理與再教育。（如上下

午各安排十五分鐘的團體活動或案例研

討，建立良好的互動模式，教導正確的

工作觀念，維繫應有的工作紀律。），

避免超時加班及辦理假日文康郊遊等活

動） 

西方人說：「神不能把他的愛，分

給每一個人，於是就創造了母親」。感

謝士林高商特教班的老師們。您們是學

生的義母，也是家長的良師益友，再多

的感激也無法盡於言表。此外也要感謝

政府及社會公義團體的幫助。

我的生活

 

【207謝佳宏撰】我在國小或國中都很少

用電腦，因為家裡沒有電腦。到了高

中，放學後我都留在學校打電腦，所以

現在我中英打變得進步了，希望我能超

越自己的能力，讓自己的能力往上提

升，我覺得自己是可以做到並突破難關

的！

    不只是電腦的學習，還有一個也是我

可以挑戰自己的，那就是我每項課程都

跟同學一起上課，因為我可以和同學分

工合作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我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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