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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積水的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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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的小安，因為情緒行為問題，被班級老師視為最急需尋求巡迴輔導老師協助、討
論的個案，因此，在巡迴輔導老師剛入班輔導時，班級老師即提出與巡迴輔導老師討論。
出

巡迴輔導教師在多次的入班觀察後發現，小安有以下狀況：
1

當老師對全班宣布事情時，小安頻頻拉高音量
的說：「ㄏㄚˊ，說什麼我都聽不到啊！」。或是
在老師講述完規則後，小安馬上因為沒有遵守規則
而遭到同學告狀。當老師詢問小安為何故意不遵守
規則時，小安則又以較大的音量說：「你又沒有說」、
「你明明就沒有說」。因為這些行為，讓班級教師
覺得小安是「故意」打擾上課秩序，因此對小安多
以較嚴格的方式，想糾正小安這些不適當的行為，
但不僅沒有得到教師原先預期的成效，反而讓小安
反彈更大，導致師生關係緊張。

小安與同儕一起玩遊戲時，也經常
被同學控訴：「態度不好」、「不遵守
規則」、「每次都不提醒同學，都直接
動手拉人」等狀況，導致其他幼生紛紛
表示不願意跟小安玩，甚至出現肢體上
的糾紛。而小安面對同儕這樣的態度，
也會以較負向的情緒表達：「我也不想
和你們玩啊」，甚至在其他同儕遊戲、
操作的過程中，故意居中搗亂。

媽媽表示，小安回家
多次向媽媽表達：上學都
被老師和同學誤會，覺得
很委屈、不想上學。

發現小安的情緒行為問題與過敏情況有高度的相關後，除了建議家長帶小安至醫療院所與醫生討論治療方式之外，亦建議家長在家
中保持適當的溫、濕度，當天氣濕冷外出時，配戴口罩保持口鼻的溫暖，以及盡量讓小安多進行體能活動，以期減少小安過敏的情況發
生、增加小安的抵抗力。
經過數個月的努力之後，家長及教師皆發現，小安的情緒行為問題出現頻率大幅降低，且因為班級教師了解到小安的情緒行
為問題與過敏情況的相關性，因此不再以小安是「故意」干擾班級秩序的想法看待小安。當小安因為過敏引發中耳積水時，教師
會調整小安與教師的距離，讓小安能更清楚的聽到老師傳達的指令；而老師在傳達指令後，也會再與小安確認是否有清楚的接收
到老師所傳達的訊息。巡迴輔導老師亦教導小安，當沒有聽清楚別人說的話時，該如何有禮貌地詢問其他人；或是當被同儕糾正
時，該如何因應比較適當。
因此，當幼生有過敏或中耳積水的病史時，在天氣不穩定、氣溫較寒冷時，若能做好身體保健的相關措
施，便能減少因為過敏、中耳積水的狀況所造成的行為問題。

親愛的家長、老師您好
看過許多家長及現場教師們的分享經驗，
您一定也有許多寶貴的教養經驗或教學法寶，
期待也邀請您一起在「小蝸牛」中呈現，
讓您可貴的心情點滴與愛的燃燒，繼續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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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蝸牛爬ㄚ爬—認識發展遲緩兒

文：文德國小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當小安服用藥物改善過敏後，巡迴輔導老師觀察發現，小安不再用較大的音量說話，也不再一直表達聽不到，甚至「故意」不遵守
遊戲規則的行為也不再發生。但當天氣或氣溫改變時，小安又開始出現明顯的鼻子過敏情況，而問題行為便又開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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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編輯群：賴荷婷、李秀臻、王靜
王淑姿、劉益蓉、許孟婷
江雅竹

發現發展遲緩與認識療育資源

巡迴輔導老師與職能治療師討論到小安的問題行為時，懷疑小安的問題行為與中耳積水的狀況有很大的關係，因此便建議家長帶小
安就醫，與醫生討論如何改善中耳積水的狀況。

徵 稿 啟事

總編輯：李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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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輔導老師觀察到小安的這些狀況後，欲先排除小安是否有生理上的問題，因此便向家長詢問小安是否有聽力的問題，
結果家長表示：小安聽力正常，沒有特別的狀況，但是小安常常因為過敏而引發中耳積水，也因為中耳積水的問題，有做了中
耳通氣管置入的手術，但由於近來過敏引發的中耳積水問題沒有解決，導致通氣管也堵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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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蝸牛報報」將因有您的參與而更加精彩、豐富。

小威是個三歲的小朋友，喜歡跑跑跳跳、到處探索，家人都
覺得小威身體健康、活潑可愛；唯一讓家人煩惱的是，小威「不
太會說話」。小威的哥哥在小威這個年紀的時候，已經會說很多
話了，但小威常常都只說很短的話，例如：「吃飯飯」、「不要」、
「去玩」；有時候會拉著家人哭鬧，也不知道他想做什麼，讓家
人傷透腦筋。
某次，爸爸帶小威去幼兒園接哥哥放學的時候，看到學校佈
告欄上貼著「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優先入園」的海報，上面寫
著「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同齡孩子相較，有明顯落後或異常者」，
爸爸心裡想：「我們小威講話比別人慢啊，這樣就是特殊需求的
小孩嗎？」爸爸問老師海報的資訊，也說小威不太會說話，老師
問：「爸爸有帶弟弟去看醫生做過評估嗎？」看醫生？做評估？
跟小孩比較慢有關係嗎？不是生病才要看醫生嗎？所以小威是生
病了嗎？要去哪裡看醫生？看完醫生之後呢？小威會進步嗎？小
威爸爸心裡冒出很多的疑問。
小威爸爸的疑問，也是很多家長初次意識到孩子或許發展比
較慢的疑問。通常會在新生兒篩檢或是跟手足比較後發現孩子有
比較慢的情況，當覺得孩子發展比同齡孩子落後時該怎麼辦呢？
以下介紹不同階段可以進行的行動與利用的資源，如果您認為孩
子或許有發展較慢、疑似發展遲緩的狀況，可以嘗試看看以下建議，
一起來幫助孩子！

一

孩子「好像」有比較慢，要怎麼確定？

如果覺得孩子有疑似發展遲緩的情況，建議
可以先用發展篩檢表對照孩子目前發展的狀況是
否有符合各年齡層的發展，相關資訊如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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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孩子就是慢了，下一步要怎麼做？

經過發展篩檢之後，若覺得孩子確實發展慢了，建議可以至
醫院進行兒童發展評估，由專業醫師與專業人員，為孩子進行發
展評估，專業人員也會提供療育的建議供家長參考。與衛生局合
作的評估鑑定醫院，可至社會局網站查詢（社會局網站→「福利
專區」→「兒童健康發展/早期療育」→「發展、篩檢與評估」）。

三

療育要去哪裡找呢？

完成評估之後，專業人員或許會建議孩子需要進行療育安排，
透過早期介入，提升孩子在各方面的能力。療育的場所有醫院、
診所、早療機構、發展中心等，建議家長參考專業人員的建議進
行安排。療育相關場所資訊，可至社會局網站查訊（社會局網站
→「福利專區」→「兒童健康發展/早期療育」→「早期療育資源
大集合」）。

四

學校也可以幫助發展遲緩的孩子嗎？

若孩子有發展遲緩的現象，到了就讀幼兒園的年齡，可以透
過「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優先入園」的程序，經過「教育評估」、
確認有「特殊教育需求」之後，進入公立幼兒園就讀，可以申請
各項特教相關資源，例如：巡迴輔導、專業團隊等。若孩子就讀
私立幼兒園，經由補助經費申請鑑定安置通過之後，也可以申請
特教相關資源。學校可透過各項特教相關資源，幫助孩子在學校
適應與學習得更好。相關資源可至「新北市幼兒教育資源網」網
站的首頁下方點選「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進入網站，查詢各
項相關資源。

1. 線 上 發 展 篩 檢 ： 可
至 「1633兒童發展
篩檢系統」網站，
至「兒童發展檢測」
處進行線上檢測，
該網站也有兒童發
展與早期療育相關
簡介。
2. 發 展 篩 檢 表 ： 可 至
「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網站點選「福
利專區」→「兒童健
康發展/早期療育」→
「發展、篩檢與評
估」中，下載符合
孩子年齡的發展篩
檢表進行初步篩檢。

孩子若有發展遲緩的狀
況，在醫療、社會、教育方
面，都有資源可以使用。妥
善使用適合孩子的資源，可
以讓孩子在發展的黃金期進
步得更好，讓我們與孩子走
過發展的關鍵階段，陪伴孩
子一起成長。

參考資料：
「1633兒童發展篩檢系統」網站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網站
「新北市幼兒教育資源網」網站
「新北市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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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不是不會，你只是需要時間和機會
認識慢飛天使，發展遲緩兒
文：林口國小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俗語說「三抬頭、四翻身」、「七坐八爬」，表示孩子的發
展通常有一定的成長過程。若在一歲前發現孩子心智發展及生理
發展異常，我們謂之為發展遲緩，但若其症狀較慢出現且不明顯
的話，家長反而不太容易早期發現孩子發展異常而疏忽。
發展遲緩是指未滿六歲的小孩在認知、動作、語言溝通、心
理社會發展或生活自理等方面，與大部分同齡孩子相較，有明顯
落後或異常的現象。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
發展遲緩幼兒的發生率約為 6-8%。發展遲緩包括：
1. 認知發展遲緩：指個人對事物、概念及邏輯、記憶、理解等，
較同年齡兒童落後。
2. 生理（動作）發展遲緩：包括粗動作、精細動作及動作靈巧與
協調度等。
3. 語言及溝通發展遲緩：包括說話、語言表達、語言理解等。

文：北新國小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顏志婷

孩子好像有發展遲緩怎麼辦？
人類出生到六歲是大腦發育速度最快、可塑性最高的時期，
若發現孩子滿四歲了，說話還是不清楚，總覺得應該是「大雞慢
啼」的關係，認為遲早都會說話的；但看看別人的孩子，同樣的
年齡卻能說出一口流利的話，為人父母難免擔憂起來，會不會是
語言發展遲緩？該怎麼辦？以下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局
所提供，有關3-6歲兒童生長發展量表（以滿5歲至未滿6歲為例），
作為發展里程碑之參考依據。
粗動作

細動作

語言溝通

身邊處理及社會性

(1) 不扶東西，能單
腳平穩站立十秒
鐘。
(2) 能合併雙腳跳遠
45公分以上。

(1) 會照著樣式或模
仿畫正三角形。
(2) 能畫人（至少有
可辨識的六個部
位）。

(1) 能正確排列出1
至10的數字卡。
(2) 會模仿覆誦五個
阿拉伯數字，如
92675。
(3) 能說出身體部位
的功能，如眼睛、
嘴巴。

(1) 自己會拉上或解
開拉鍊。
(2) 會玩簡單規則的
遊戲，如：抓迷
藏。

5. 非特定性發展遲緩：包括視知覺、聽知覺及感覺統合等。

淺談幼兒視力發展與保健

知識補給站

杜雪淇

4. 社會情緒發展遲緩：包括情緒失調及社會適應等，如：自閉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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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小天使降臨這美麗的世界時，並非剛開始就可以看到美麗的世界，因為當時他們的眼球發
展尚未成熟，此時爸爸媽媽們不用太擔心。嬰兒眼球多為無目標的轉動，對於光線有反應，對於亮度
較高的光線會出現眨眼與瞳孔收縮的反應，世界對他們來說只是不同亮度光影的變化，外觀上若出現
「對視」（鬥雞眼）或斜視狀況有可能是因為嬰兒兩眼距離較寬，導致一般人在觀察小孩眼睛時會有
內側眼白多於外側眼白的狀況，若有擔心，也可向小兒科醫師或眼科醫師諮詢或評估。

1個月左右
小孩對於眼前小範圍內的物品
比較有興趣(上下視野約各15
度以內，左右視野約各30度以
內，約莫20CM左右)，因為大
致上可以看到物體的輪廓，也
因為能感受光影的改變而喜歡
看「會動」的物品。

3-4個月左右
小孩會追視移動的小東西，也
能逐漸辨別物品的顏色。因為
眼球中視網膜上的錐細胞數量
逐漸增加也慢慢發揮功能，讓
孩子能逐漸辨識不同的顏色。

2

1

3

6個月左右

孩子的深度覺及立體感的發展
漸趨成熟，能夠區辨不同物體
間的深淺高。但由於眼球只有
成人的2/3，眼軸距離過短，
所以視力呈現遠視的狀態。

8個月左右
孩子才能夠真正的看到物品，
也因為能夠看到這世界，所以
更想用身體的各部位（觸覺、
手腳）去探索這未知的世界。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局

以圖片參考
粗動作

從出生到1歲之間，孩子的視力大約會在0.05至0.1之間，隨著生理構造逐漸成熟，到約2歲時，大約在
0.2左右，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趨近於1.0，約在10歲左右趨於穩定。

細動作

在發展的過程中，應留意飲食對孩子的影響，並確認孩子能均衡攝取各類蔬菜、水果及奶蛋類食物，適
時補充各類維他命A、B、C、D，促進構造的發展與成熟。除此之外，提供足夠的視覺經驗或刺激也是很
重要的。從近距離提供黑白對比、粗線條的圖片，或感受光影變化的玩具，接著會將物品改成色彩對比
強烈的圖片、玩偶，甚至會轉動的玩具，誘發孩子去探索與感受。
不扶東西，能單腳
平穩站立十秒鐘

能合併雙腳跳遠
45公分以上

會照著樣式或模
仿畫正三角形

語言溝通

能畫人（至少有可
辨識六個部位）

戶外活動的經驗讓孩子可以有不同的視覺經驗與感受，配合動作能力的發展，更能用不同的感官去認
識這個世界。

身邊處理及社會性
眼
看故 睛
事書

９６２７５

當然，爸爸媽媽們也要在不同階段注意孩子的視覺表現。

嘴巴
吃東西

眼瞼是否下垂
瞳孔的位置是否對稱

不扶東西，能單腳
平穩站立十秒鐘

會模仿覆誦五個阿拉
伯數字，如96275

能說出身體部位的功
能，如眼睛、嘴巴

會模仿覆誦五個阿拉
伯數字，如96275

會玩有簡單規則的
遊戲，如：捉迷藏

家長該如何心理調適？

家長應對方式

老師可以怎麼做？

如果孩子是符合該年齡之發展里
程碑，值得放心與欣慰，如果未達到
就有可能是發展遲緩了，身為家長要
如何做好心理調適呢？可以透過及早
診斷及早期療育，讓醫療、教育、福
利等介入，提供部分特殊需求幼兒降
低未來形成障礙的可能性。尤其三歲
前接受早期療育的效果，是三歲後的
10 倍，稱為黃金療育期，故需要家長
的 配 合 、 參 與 ， 有 效利用社會資源，
支持孩子的潛力發展，切勿錯失治療良
機。基於以上觀點，學前特殊需求幼
兒具有很高的療育成效，慢飛天使不
是不會，是需要一些時間和機會，未
來有可能成為一顆發光發亮的珍珠。

我們了解家中若有遲緩兒時，心中
難免會覺得擔憂無助，為了讓家長減少壓
力，建議家長可以有下列的應對方式：

面對班級裡有慢飛天使、發展遲緩幼兒時，
常常會無力招架，不知如何是好，提供以下方式，
作為老師參考之用。

1. 醫 療 診 斷 ： 可 以 透 過 各 縣 市 早 療 通
報系統及醫院、診所的發展遲緩聯合
評估，早期療育、早期介入，安排各
項領域的療育課程。

1. 學會觀察記錄及進行幼兒發展檢核工作：面
對能力差異及行為問題……等的孩子，老師應
隨時進行幼兒觀察與紀錄，透過每學期幼兒的
發展檢核更能掌握學習脈絡。

2. 教育服務：讓孩子進入幼兒園學習，
透過各縣市提供特殊教育服務的單位
取得相關資源，滿足特殊需求幼兒的
學習。

2. 尋求支援：班級中的遲緩兒需要協助時，老師
可以藉由幼兒園的行政協助，為孩子提報鑑定
安置……等；對於遇到行為輔導問題，可以尋
求巡迴輔導教師協助，共同解決遲緩兒的需求。

3. 自 我 成 長 ： 可 與 有 經 驗 之 家 長 交 換
經驗，蒐集相關的資訊，進一步了解
孩子的需求及自我成長學習效能。

3. 耐心接納：班上有發展遲緩幼兒可能帶給普
通班老師較多的壓力，但唯有接納包容、主動
協助、關懷並教導遲緩幼兒，才能真正解決孩
子的問題，也是自我學習最高價值的境界。

是否有畏光
是否會注視物品
是否會追視物品
看東西時是否瞇眼、揉眼、皺眉頭或斜著頭看東西的
狀況，甚至觀察眼球是否會不自主地震盪。
是否特別不喜歡用眼睛看東西的活動
完成用眼睛看的活動後是否出現焦躁不安、緊張、易
怒、噁心嘔吐的狀況。
孩子是否有較心不在焉、行動笨拙、手眼不協調……
等狀況。
有以上狀況，建議可以到眼科就診確認。

最後的小叮嚀，當孩子開始
閱讀書籍，就必須注意孩子
閱讀時的光線狀況、閱讀姿
勢（至少40 CM）、閱讀三
十分鐘休息5分鐘、遠眺遠方
綠色植物，以減緩眼睛的疲
勞。另外，盡量避免讓幼兒
接觸3C產品，因為眼睛長時
間接觸高解析度的螢幕，會
讓眼睛感到不舒服，甚至受
傷。即使有所接觸，也需要
適時限制使用時間，以保護
孩子的靈魂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