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診斷」不是將孩子標籤化，而是換一個孩子需要的方式、

角度來了解他們，讓父母能更有方向的協助與引導孩子，這是需

要「早期療育」的原因。孩子就像植物，需要澆灌。依照不同的

品種，給予他獨有的日照、水量，或是植栽技巧，就連適度的風

吹雨淋，也是必經過程。若孩子是植物，父母則是落實澆灌的照

顧者，早療人員就像植物學家的角色，依生長給予父母照顧須知，

使孩子按其樣式成長。父母需要與早療人員一起合作討論、覺察

各階段的需求、設定目標策略，按階段性目標的不同而修正策略。

每堂簡短的課程，治療師通常會做下列安排：評估孩子與上

次課程的表現值差異、延續課程目標的策略性活動、處理課程裡

突發的狀況，例如：社交、情緒相關問題，擬定居家活動。治療

師透過課程設計，檢視發展現況，擬定個別化策略進行數次練習。

那麼，孩子真的只需在課程中，透過練習，即可完成發展任務嗎？

英國兒科醫師Winnicott提出，要了解兒童發展過程，須由

他的生活情境及與照顧者間的互動去觀察。家庭是兒童的基礎，

決定了孩子在環境中調適的能力。許多發展心理學的研究證實，

家庭富含強大的影響力，強調豐富、誘發、良性互動的環境對兒

童的重要性；家長是主要且持續與兒童生活連結的人，是促進兒

童發展的主要資源（Leff ＆ Walizer, 1992）。

身為一名母親，我相信父母是孩子生命的貴人，無論父母做

了什麼或不做什麼，你都在影響你的孩子！臨床經驗中，有積極

參與療育課程的家庭，孩子的進展與成效往往清楚顯見；相對的，

縱使固定規律上課，卻少與治療師有雙向互動的家庭，孩子的進

展不見得可呈現在生活中的每個情境。常見的是，孩子在治療室

表現良好，卻無法類化於家中、在校情境、外出適應與社交情境。

身為一名治療師，對於早療課程的期待，絕不僅止於治療室內。

那麼，家長們陪伴孩子進行療育的過程，你可以做什麼？

如何協助孩子更有效的參與療育課程，以下建議提供參考：

1  學習了解孩子的身心發展階段

個人隨年齡及經驗增長，而發生的改變稱為發展。發展有著

差異性，受先天的成熟度、潛能、氣質，及後天的環境、經驗、

學習等因素影響，他人的發展僅可做參考無法完全一致。在吸收

資訊與參考他人教養方式時，最重要的還是真正理解孩子獨有的

發展概況，才能明確排定需要的療育課程，非因外顯行為誤判孩

子的需求。例如：語言遲緩並非只需練習說話，還需檢視肢體語

言與口腔動作、情緒、共享注意力、社會互動需求模式 ....等發展。

近年來，臺灣社會不斷面對各式各樣的

挑戰與考驗。由於社會快速變遷、雙薪家庭、

少子化、新住民人口增多等種種因素，家庭

型態逐漸受到影響而改變。由行政院主計處

（2012）的統計資料發現，單親家庭及祖孫

（隔代教養）家庭有增加的趨勢。也正因如

此，研究也發現家庭結構改變，導致幼兒發

展及學習表現有所落差。

對發展中的幼兒來說，家庭的照顧與教

養能力乃是影響幼兒發展的關鍵因素，有些

幼兒發展遲緩，是因學習刺激與機會不足或

家庭不良環境所造成。國外研究顯示指出早

期親子的互動與幼兒日後的語言習得有相關

性，若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透過日常生活的

發生事件與幼兒互動，能夠促進幼兒的認知

及語言發展（Duncan，1997）。由此可見，

家庭與父母親在幼兒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提升幼兒

認知語言發展，以下幾個誘發技巧，提供給

大家參考：

以「玩」開啟孩子與父母的互動，

不是「教」孩子玩

孩子透過『玩』，可以擴展他的感官經驗，

進而發展其認知能力、語言能力，因此隨性有

趣的躲貓貓、辦家家酒，或是發揮想像力的故

事接龍，都能讓孩子覺得和人分享說話是一件

有趣的事。

「隨機」的方式，「隨性」的互動

孩子會從生活中學習、成長，因此隨時提

供足夠的學習是我們的責任。想想看，您曾在

孩子刷牙時，跟他一起唱唱刷牙歌嗎？還是走

在馬路上，跟他一起玩指指點點，找一找呢？

這些運用日常生活，隨機隨性的互動經驗，都

是促使孩子語言發展的重要動力。

讓孩子有機會表達，有意願表達

當孩子有話要說時，不論他說的是否清楚

完整，請都不要急著打斷他或是糾正責備，以

溫和有耐心的態度聽他說完，滿足孩子的表達

慾望，讓孩子領會「與人溝通」的樂趣，只要

禾苨感覺統合團隊　職能治療師　黃甄宇

語言治療師   鄭淑君
淺談居家語言

弘毓基金會申請中華聯合勸募協會「我的玩具醫生」方案邁入第三年，

基金會訓練陪輔老師到宅服務遲緩兒及其照顧者，藉此增加家長的兒童發

展知能及親職能力外，也讓剛發現遲緩正在待排療育的孩子，能夠有一個

儘早開始進行早療的服務管道。

在服務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小梅帶著兩歲的孫女喬喬與兩名女兒同住，

經施打疫苗的護士篩檢覺察喬喬的發展問題，協助轉介醫院進行評估，透

過醫院通報而讓早療社工媒合上「我的玩具醫生」方案。

第一次訪視時發現喬喬現在應該是可以行走自如的階段，卻需要扶助

才能行走，且在語言與認知方面也明顯遲緩，社工評估過後幫喬喬安排陪

輔老師到宅服務，幫助喬喬踏出早療復健的第一步，同時，也希望幫助小

梅學習如何透過與孩子互動及居家活動來促進喬喬的發展。

服務後小梅更清楚喬喬現階段應有的發展能力，也開始執行陪輔老師

的建議，小梅在家中與喬喬姑姑一起利用家中現有的玩具及故事書，教導

弘毓基金會　社工員　楊謦華

爸爸媽媽一起來
適材灌溉「澆」小孩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

他們是「生命」的子女，是生命自身的渴望。

你可以給他們愛，但別把你的思想也給他們，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勉強自己變得像他們，但不要想讓他們變得像你。

因為生命不會倒退，也不會駐足於昨日。

卡里．紀伯倫 Kahlil Gibran

2  主動與治療師討論療育目標設定

治療師評估發展概況後，會給予孩子個別化目標，一般分為

短期與長期目標。各階段的練習與經驗累積，為的是達到療育目

標設定。父母先了解孩子發展現況，主動討論各階段療育目標以

落實療育策略，協助孩子在每個情境提升功能性與適應性。例如：

一歲半練習自己吃飯、兩歲自己穿脫鞋襪，從生活自理帶出組織

順序計畫能力、手部功能動作經驗，除了是寫字能力的預備，也

使孩子發展出該有的獨立性。

3  察覺生活中遇見的教養難題

生活中的遇見都是孩子寶貴經驗。經驗帶來成長，也必歷經

失敗與困難，這是教養子女的必經過程！沒有完美的父母，也沒

有完美的孩子，在相處中學會「察覺」難處並磨合，不僅有助於

落實療育目標，也使孩子發展出合適性，幫助他適應社會。正因

社會適應性是最終目標，需彈性安排個別課與團體課，注重團體

經驗而非只注意功能性發展。孩子需要與父母磨合，也需要與手

足、同儕練習互動技巧，學習同理、接納與理解他人。

4  療育生活化，從居家活動落實常規練習與發展目標

察覺出真正的教養問題，就可以幫助孩子合適回應生活常

規，在每個情境練習達到發展目標。家長提出孩子在生活情境

遇見的困難，治療師便可依照孩子的發展能力與目標，提供生

活化居家活動，引導家長按著步驟練習、解決難題。因家長了

解孩子的發展現況、療育目標，便可視情況有彈性且富含趣味

的練習居家活動，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陪伴，彼此的關係與信賴

也因此增長。

5  釐清居家活動落實難處，並持續討論修正

要使療育生活化，並非幾次討論就可以順利落實。會有成

效不佳，感到挫折的時候，也會因為孩子發展尚未成熟，出現

反彈不穩情況。父母需透過一次次經驗，學會觀察、推理行為

問題背後的原由，不斷回到療育目標，主動跟治療師討論後續

的策略與修正，才能協助孩子持續面對生命難題，直到他可以

自己獨立回應。

懂得學習「參與」的父母，會因陪伴而成長，不再只是擔憂。

早療課程可以有效生活化，孩子需要的不是排滿的課程，而是親

子間可以一起找出生命的答案，在專業引導下不斷成熟，父母引

領孩子的一生，彼此的羈絆不再是沈重的負荷。

家長們適時回應補充說明完整即可。如果希望

孩子主動溝通，就千萬不要把孩子照顧的太周

到，讓孩子「不需要表達」，或是沒有提供選

擇機會而「限制孩子表達」。

瞭解接納孩子現在的溝通能力

其實，說話只是溝通的方法之一，表情、

聲音、肢體動作、文字、圖案，都是可以用來

傳達訊息，當孩子還不會用口語表示時，父母

要了解接受孩子的現況，但我們可以透過邊做

邊說、追問－示範的方式，讓語言在有意義的

環境下呈現，提升孩子的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

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寶貝，他們有令

人為之氣結的惡魔時刻，也有令人心生感動的

天使時刻，無論如何，都是獨一無二的。陪伴

孩子成長是一條甜蜜且辛苦的旅程，除了期待

孩子身體健康，平安長大，也期待孩子各方面

能力的發展順利，因此我們更要積極用心，共

同參與孩子的學習，加上愛心、耐心、和一點

「童」心，您會發現您家的小寶貝每開口說一

句話，都是一個驚喜唷！

『語』你

在一起

喬喬認識現實以及書中的物品，也會引導喬喬幫忙簡單家事，以此促進喬

喬的發展，並從原本習慣待在家到現在空閒時就帶著喬喬到兒福館或公

園，增加喬喬與同儕互動及運用社區環境資源的機會，給喬喬更多的外部

刺激。

陪輔老師們來自於幼教、特教等領域且有育兒經驗，或曾是遲緩兒

的家長擔任陪輔老師，因自身曾經歷而有更多的同理，熱衷投入協助遲緩

兒及其家長，傳承照顧遲緩兒的經驗。一位曾是早療家長的陪輔老師說：

「在每週一次的服務中，看見孩子逐步成長，自己有著深深的感動，原以

為只是自己在付出，沒想到能獲得這麼多的回饋，也期望透過自己去影響

更多生命，讓這些美好的原石經過時間的淬鍊而能光彩耀眼。」

除了幫助發展遲緩孩子成長以外，我們也努力讓「玩具醫生」方案

能成為更成熟穩定的方案，提供更多元多樣化的服務，持續去影響著下一

代而生生不息。

慢飛天使的陪伴者

生具 醫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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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早療季報

臺中市早期療育服務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辦理）

地 址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號 
（英才婦幼館 1樓）

電 話 （04） 2208 - 3688

傳 真 （04） 2208 - 3677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六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一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服務區域 中區、西區、北區、西屯區

地 址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11巷 13號

電 話 （04） 2471 - 5220

傳 真 （04） 2471 - 5218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二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北屯區、潭子區、大雅區

地 址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路二段 1號

電 話 （04） 2533-5276分機 21-27

傳 真 （04） 2533-0955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三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東區、南區、南屯區、烏日區、 
大肚區

地 址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號
（臺中市愛心家園）

電 話 （04） 2471-3535轉 1507-1511

傳 真 （04） 2471-4959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四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太平區、大里區、霧峰區

地 址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路 102號

電 話 （04） 2407-0195

傳 真 （04） 2406-7370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五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豐原區、后里區、石岡區、東勢
區、和平區、新社區、神岡區

地 址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里 12鄰新生北
路 155號 ( 豐原國小 105教室 )

電 話 （04） 2524-9769

傳 真 （04） 2524-9712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六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沙鹿區、龍井區、梧棲區、清水
區、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

地 址
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 8號 4樓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電 話 （04） 2636-5175

傳 真 （04） 2636-4676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地 址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號
（英才婦幼館 1樓）

電 話 （04） 2202-2226

傳 真 （04） 2206-0523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10：00-16：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山海地區兒童發展資源車
(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

服務區域

后里區、豐原區、大雅區、潭子區 
神岡區、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 
和平區、大甲區、清水區、梧棲區 
大安區、沙鹿區、龍井區、外埔區 
大安區

洽詢專線
（04） 2636-9313
（04） 2524-9319

發行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發 行 人 呂建德 局長

總 編 輯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承辦）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發行日期 107年 9月 30日（第五十八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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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語語言治療所 大里區塗城路 148-1號 (04)2496-0366 語言治療

澄田心理治療所 西屯區文心路 3段 101號 (04)2317-8962 心理治療、認知學習

無限職能治療所 南區瑞豐街 23號 1、2樓 (04)2285-2009 職能治療

復得適物理治療所 沙鹿區光華路 132號 0972-923-976 水中運動治療

自費療育
新增單位

馥康職能治療所

 認知學習
資訊

更新
療育項目
新增

黏土捏塑的過程中，可增加孩子手肌

力、書寫控制技巧與手眼協調能力，對握

筆寫字有助益、可培養孩子對色彩配色的概

念，激發孩子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並建構孩

子對平面及立體造型的觀念，亦可培養對事

物的觀察力且自由自在的變化出各種不同造

型得到情緒上舒壓。利用麵粉、水、食用色

素來 DIY製作、天然無毒可食用、最適合孩

子玩，誤食也不危險，並增進親子互動。

我是小小
創意捏塑家 1 中或高筋麵粉 2杯

　 (200cc的量杯 )

2 糯米粉 1/2杯

3 鹽 1/2杯

4 水約 250cc

5 沙拉油 2大匙 

6 食用色素（烘焙坊有販售）

材料
1 把麵粉、糯米粉、鹽在小鍋內混
勻，再加入水、油，攪拌成麵糊狀。

2 取幾個小杯子 ( 可耐蒸，用瓷碗或
鋁箔杯也可以 )，把麵糊分成幾等

份 ( 幾個顏色就分幾份 )。

3 加入食用色素數滴，用筷子攪拌均
勻並蓋上保鮮膜。

4 放入電子鍋內蒸熟，外鍋記得要放
半杯水 ( 約 100cc)。

5 蒸熟後，待稍涼，再揉均勻一點，
若有一點黏手，可以每塊黏土加

1~2滴沙拉油就可以開始捏塑了。

作法

與孩子共玩
生活物品教具大改造

孩子為父母所生養，學齡前的

幼兒生活場域以家庭為主，家長透

過親子互動並妥善運用家庭環境來

協助幼兒發展，是避免幼兒落入遲

緩的重要關鍵，為倡導居家教養的

重要，並協助照顧者看見自身在教

養中所扮演的角色，臺中市兒童發

展通報中心辦理「居家遊戲設計」

的課程，邀請黃琪惠認知老師親臨

授課，老師善於將促進幼兒發展的

元素與親子互動遊戲做結合，課程

中給家長兒童發展里程及五大發展

領域之概念，並教導運用生活中隨

手可得的物品改造成與孩子共玩的

小教具，邀請家長能「有品質的陪

伴」孩子，以下為參與本課程家長

的心得分享：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社工　林以琇

相信醫師專業評估很重要，可及時確認孩子的

發展狀況，把握黃金療育期。當我知道孩子有發展

狀況時，便開始紀錄他的日常，並在診間與醫生討

論來得到答案，讓我知道療育課安排的方向，我的

平時記錄與評估資料也可幫助屆時執行療育的治療

師加速了解自己的孩子。

在我經驗中健保給付跟自費課程的選擇，沒有

絕對好壞，取決於孩子與家庭需求性；孩子喜歡、願

意完成指令，回到家中延伸練習是開心的，且能夠改

善原先較弱環節，我認為就是值得去上的課，若經濟

或時間不允許，不妨跟老師商量嘗試增減堂數都是不

錯選擇。請記得：療育課要孩子有意願而產生學習動

機，並且可以生活化才是最重要的。

在自閉症的世界裡，沒有神奇按鈕可以一鍵見

效，這條路需要很多看不到的勇氣！不單單是孩子

心靈需要獲得滿足，家長在漫長早療過程容易失去自

我，如果雙方得到滿足，是很不同的故事結尾。或許

很老掉牙，換位思考對孩子和家長都是最直接有成效

的！我不是 100分的媽媽，也不想被冠上辛苦媽媽

的標籤，但我有一顆想永遠陪著小法一起探索成長的

心，我相信自己，更相信我的孩子！

小法今年快四歲，他是

我最愛的孩子。他剛滿

兩歲時醫生告訴我：「你

兒子有明顯自閉症特

質」，從開始的未知擔

憂，到現在對早療的肯

定，我想用三個層面來

跟各位分享。

小法喜歡排列

玩具物品

家長　小法媽媽

實際層面

專業評估與療育層面

無限支持層面

小

辰
玩
迷
宮

保存方式
裝進夾鍊袋中，

放在冰箱下層。

生活化
療育

家長參與
早療計畫

講座開始前和琪惠老師聊到，我的孩子小辰 4歲半有注意力及視知覺問題，老師告訴我，小

辰是聽覺型需要用聽來輔助學習的孩子，未來可能會遇到學習困難，但透過陪伴及引導一定會發

現他的改變！

我回家後每天撥出時間專心地「陪伴」小辰，用老師提供的居家遊戲及引導技巧，因顧及小

辰有注意力及視知覺問題，活動進行時結合各種聲音來維持小辰的專注力，像是玩迷宮遊戲快要

撞到牆壁時，我發出ㄉㄥㄌㄥ的聲音或按鈴聲玩具，有了聲音的輔佐不但增加專注力，也使他玩

得特別開心而產生了參與動機。

小辰現在會主動去拿迷宮遊戲出來玩，或選喜歡的故事邀請我唸，琪惠老師的方法讓我受益

良多，小辰也因此有所進步，看著小辰的成長令我深深感動。

琪惠老師的課程讓我了解日常生活中就藏著許多能訓練幼兒雙手能力的機會，只要稍具智慧

與耐心就可妥善利用那些隨手可得的材料，幫助幼兒精細動作的發展，像是在家可透過一些簡單

的家事，例如：曬衣夾可以請孩子幫忙曬襪子、小手帕和小抹布幫忙擦地板，讓孩子可以自行擰

乾抹布，可增加孩子手部肌力及雙手協調性，還有利用家裡的物品來做配對的遊戲，從遊戲中促

使孩子有自發性學習的意願，也將這份學習動機延伸到書本及課堂上。

家
長 

呂
昀
晏

家
長 

林
彥
君

認知老師　黃琪惠 
參考黏土的 15種創意玩法大集合
https://www.kidsplay.com.tw/index.
php/mobile/play/content/433

每種麵粉吸水
力不同，水量請
在 250~300cc
之間做調整

107年 10~12月

活 動 資 訊
臺中市第 1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電話：(04)2471-5220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PLAY！就愛一起玩 ~」
家長充權工作坊

10/07、
11/11

09 : 00-12 : 00 第一區兒資中心辦公室

「新生．心聲，做孩子的啦啦隊」

入小學後就學適應講座
10/13 09 : 30-11 : 30 救國團中清中心 201教室

「一起來 Play，寶貝好心情！」
家長親職座談會

11/18 09 : 30-12 : 00 第一區兒資中心辦公室

「小小故事屋 -創意快樂讀」
親子共讀團體

11/16、
11/23

10 : 00-11 : 00 第一區兒資中心辦公室

臺中市第 6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電話：(04)2636-5175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幸福親子園地開放 每週四及第一週六上午 09 : 00-11 : 30 本中心遊戲室、圖書室

幸福樂活營 10/4 10 : 00-11 : 30 本中心遊戲室、圖書室

心毓天使家長聯誼會 10/27、12/8、12/23 09 : 00-12 : 00 本中心

愛毓天使家長聯誼會 10/20、12/1、12/15 09 : 00-11 : 00
大甲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2樓團體教室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電話：(04)2202-2226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親子遊戲室 每週二、四、六
10 : 00-11 : 30
14 : 00-15 : 30

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教具圖書借閱 每週二、四、六 10 : 00-16 : 00 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發展諮詢會談 預約制 預約制 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我們一起玩玩具」親子活動 10/5
10 : 00-10 : 50
11 : 00-11 : 50

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臺中市兒童發展資源車服務 電話：(04)2636-9313/(04)2524-9313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親子學習樂園 -東勢資源站
10/2、
11/6

09 : 30-11 : 00 東勢區慶東里慶東街慶城 2巷 5號

親子學習樂園 -新社資源站
10/16、
11/20

09 : 30-11 : 00 新社區中和街四段 207號

親子學習樂園 -大雅資源站
10/11、
11/08

09 : 30-11 : 00 大雅區忠義里仁愛路 80號

親子學習樂園 -后里資源站 10/4 10 : 00-11 : 30 后里區三光路 42號

親子學習樂園 -神岡資源站 11/29 10 : 00-11 : 30 神岡區福成路 76號

親子學習樂園 -外埔資源站
10/24、
11/28

10 : 00-11 : 30 外埔區大東里大馬路 373號

親子學習樂園 -清水資源站 10/26 09 : 30-11 : 00
清水區海風里海風二街 326巷 13
弄 12號  (舊大楊國小內 )

親子學習樂園 -大安資源站 11/23 10 : 00-11 : 30 大安區大安港路 1156號

親子學習樂園 -大肚資源站 11/9 09 : 30-11 : 00 大肚區永和里永和街 11-1號

臺中市第5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電話：(04)2524-9769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圖書借閱及空間開放
每周二、五至 11/30止
(國定假日不開放 )

09 : 00-11 : 30
14 : 00-16 : 30

豐原國小

繪本說故事（個案為主，尚有名額開放民眾參加 ) 10/18、11/22 09 : 30-11 : 30 豐原國小

說故事活動 (個案及社區家庭皆可參與 ) 10/5、11/2、12/7 10 : 00-11 : 00 豐原國小

臺中市第3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電話：(04)2471-3535#1510、1508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融合教育講座 -提升孩子挫折免疫力 10/20 10 : 00-12 : 00 愛心家園地下一樓研習 5教室

親子繪本 -共融團體 10/27 09 : 00-12 : 00 永順社區活動中心

臺中市第4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電話：(04)2407-0195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107年「作伙來看冊」愛伊兒
社區兒童圖書室 -志工老師說
故事 &親子活動

10/20 10 : 00-11 : 30 第四區兒童社區服務資源中心 3
樓圖書室11/10 14 : 00-15 : 30

臺中市第2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電話：(04)2533-5276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伊力種子同樂會」

成果發表暨權益說明會
11/17 09 : 00-15 : 00 資二辦公室

伊寶貝兒童圖書室 -
說故事活動

10/6 15 : 00-16 : 30

資二圖書室11/3 10 : 00-11 : 30

10/24、 11/21、 12/19  15 : 00-16 : 00

入學轉銜能力預備活動 -
幼兒入小體驗教室

10/28、11/3 09 : 00-12 : 30 商借中

入學轉銜能力預備活動 -
入小能力預備講座

11/10 09 : 00-12 : 00 大毅幸福館

小法治療師告訴我：「每天排滿療育課，才佔多少

時間？孩子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庭，療育應該要回歸家庭

教養。」，這些話點醒了我，我開始將孩子的狀況列表，

主動和治療師討論出課程目標的必要、次要性，讓治療

師依目標規劃適合小法的課程。

天寶博士說過：「自閉症其實是一種多元化的障

礙，適合 A的未必適合 B。」因此我習慣在課前主動

告知老師在家遇到教養上的難題，請治療師留意，治

療師透過課堂間互動找到可循軌跡後提供策略讓家長

回家嘗試，如此這般反覆執行，真的改善了小法的問

題。另外，治療師在課後告知上課內容和目的，回家

我會找手邊容易取得的類似物品做延伸練習，反覆做

到認知與強化的環節，和治療師相處久了自然也學到

一些竅門運用在與小法的互動上，把治療室裡學到的

類化在日常中運用，努力讓早療生活化，我的育兒問

題自然越來越少。

我積極執行促進小法發展的居家活動並觀察孩子的

接受度與變化，在每次的療程中與治療師討論再即時修

正或維持，相信我：「家長的積極性與執行困難是成反

比的」，起初勢必辛苦，但當你看見孩子的變化，你會

信心倍增，倘若家長未配合在家執行延伸，老師即便再

用心設計課程，孩子的療育也難以看出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