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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特教學校林麗容校長
「特教孩子對未來也有美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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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家家、劉冠均／報導】去年八月剛接下南

投特殊教育學校新任校長的林麗容，正是南投竹山

人。曾經在竹山高山耕耘十七年，有特殊教育專業

背景的她，後來考上臺中市立啟聰學校校長，教學

經歷相當豐富。在啟聰學校服務四年後，她接任投

特校長，再度回到故鄉服務，坦言心情特別不一樣，

「有一股使命感，要搭建起在地資源讓這群特殊孩

子勇敢想像未來！」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是教育部推動「一縣市一特教」

中最後一所籌備的特教學校，在 102 年 8 月正式招

生，學制有國小、國中及高職三個學部，現有 86 位

教職員工，118 位學生；因應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理

念「培養每一個孩子成為終身學習者」，林麗容將身

心障礙孩子同等看待，希望推動「自主行動、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結合校訓理念「打造投特幸福力 HAPPY」，

「Hope 擁抱希望， Action 實踐夢想， Passion 熱情參與， 

Progress 追求進步， Youth 樂活人生。」

林麗容認為適性揚才正是特教生所需要的教育，每

個人的個別差異大，不能同步要求，她也知道家長

及社會最關注的是特教學生畢業後的就業情況，上

任後隨即拜訪南投在地企業廠商和社會資源，希望

為孩子開拓出更多職業場域，也讓企業有機會更進

一步認識到特教孩子，「特教孩子大多是弱勢家庭，

家長對孩子未來不抱信心，也不敢對他們有要求，

我們努力訓練孩子自主學習能力，獨立性，畢業後

即使無法立即就業，也能減少家長負擔。」

在綜合職能培訓課程上，林麗容說除了有固定的

農園藝和裝配技能課程，也會根據校內師資、設備

設施以及學生所屬社區的就業需求去規劃課程，目

前增加汽車美容、西點烘焙、中式食物製備，對此

她進一步說明，在高一會安排基礎課程讓孩子多元

試探，高二則因應孩子興趣、能力、和未來可以發

展的面相去做分組訓練，老師會將能力較好的學生組

成工作隊到職場實習，直到高三能與企業真正接軌，

校內職業輔導員則會幫孩子媒合社區工作，讓他們能

在交通、場域等都能克服的條件下挑戰獨立工作。

但光是就業能力，就能解決孩子畢業後的生活嗎？

林麗容說，比起職業訓練，她更在意孩子的穩定性、

專注力和獨立性，曾經也有因自身毅力不足或家長

心疼等原因而離開職場的案例發生，為了不讓孩子

畢業後能力退化，老師們至少會持續追蹤六個月，

觀察孩子在離開師長們的安全羽翼下，是否適應良

好，「有些和老師們感情深厚，離職後會主動回來

求助老師，追蹤都超過半年以上。」

談起特教學校的性平教育，林麗容有驚人創舉，

她希望建構一間專屬性平教育的空間，裡頭放置繪

本、書籍、光碟等教材，輔助老師營造氛圍與情境

模擬，提供團體或是對性別意識薄弱的學生做輔導

使用，學生也能就性的自主權學習像是遭受性騷擾

以及有危害的時候該如何應對；她說，這個想法其

實在腦裡盤旋很久了，直到來到投特遇到兩位對性

平教育有興趣的種子教師，獲得鼓舞，才決定向國

教署申請教學計畫補助，目前已經動工，預計在學

年度結束前就能建設完成。

民國八十八年即進入特教領域服務的林麗容，有

感政府近年來對身障者的保護，像是要求所有教師

修特教學分、增加有愛無礙空間等，讓社會對身障

者的觀感比以往友善許多。她期盼企業對特教生能

有更多包容，給予試錯機會，畢竟中重度身心障礙

者從需要人照顧到獨立自理，已經是莫大的進步。

接下來，她會努力整合在地資源，打造投特幸福力，

陪伴孩子成長畫出未來，也讓特教家庭敢於想像孩

子的美好前景。

希望、實踐、熱情、進步、樂活

投特幸福力 HAPPY
林麗容 打 造

▲投特的綜合職能課規劃有農園藝，裝配技

能，汽車美容，烘焙等多元課程（黃家家攝）

▲南投特殊教育學校校舍設計以手掌造型為主（黃家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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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 中國醫藥大學姜中人老師 (前中 )

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黃鍵龍翻攝 )

SUPER-SPECIAL

【記者黃鍵龍、王雅汶／報導】】臺中市

教師職業工會 / 臺中市教師會 110 年臺中市

SUPER 教師獎得獎名單出爐，獲得 SUPER

教師獎的有西屯區上石國小老師詹騏璟、新

光國中老師張易書、大甲高中老師林秋萍、

中臺科技大學老師林富滄、中國醫藥大學老

師姜中人等五位。獲得 SPECIAL 教師獎得則

有南屯區大墩國小老師林沛頤、西區大勇國小

老師廖政彥、惠明盲校老師章雅惠、清水國中

老師高敏雄、葳格高中老師林紫涵等人。

  上石國小詹騏璟老師推動國際教育翻轉學

校逆境，教學上不斷精進，主動參與教學創

新團隊，飛輪多元課程 ( 包含智高 GIGO 機

器人創意手做課程 )，榮獲 108 年度教育部教

學卓越銀質獎。鼓勵學生多元展能，長年指

導學生參加競賽，獲獎無數；積極參與跨領

域協作，如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英語環

遊世界領袖營暨雙語教育營隊，擔任國際教

育課程共備社群召集人。 

  新光國中張易書老師創意教學翻轉傳統框

架，行政歷練豐富多元，創新校本課程，面

貌豐富多變。由校園美景發想「落羽松下說

故事」、「撩師金句」、「猜燈謎」到「學

譬孩」等教案，教學創意不斷滾動、試驗，

到成熟的系統開展，為學生學習搭設鷹架、

鋪展舞台，學生因而在國文領域有更多施展。

  大甲高中林秋萍老師利用美學專業整合在

地資源，深度產學合作與社區共榮，如藝術

與科學之美的探索 - 青瓷的科學研究＆數理

幾何玩彩墨，或是跨域連結外埔地方小農，

到策劃籌辦第一屆產學合作專題成果展暨食

農教育市集活動，林秋萍透過與學校老師合

作、與社區對話，並申請計畫支持等多種管

道結合，循序漸進達成夢想的目標。 

  中臺科技大學林富滄老師負責全口義齒技

術學及儀器維修與應用的授課，讓學生懂得

學理和實作，具備維修儀器能力，以克服未來

職場可能遭遇的各種問題。帶領學生全口義齒

健檢衛教服務活動，上山下海，到鹿草、枋寮

等偏鄉為民眾服務，豐富了學生的生命內涵。 

  中國醫藥大學姜中人老師參與前瞻生物醫

學整合學程，教學勇於創新和跨域合作，帶

領學生探索新知，在前瞻生物技術導、生質

能源與用永續資源、工業微生物學、分析化

學、當代生物技術、奈米生物科技及設 AI 的

現在與未來等課程，教法多元，成功激發學

生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效能。

  南屯區大墩國小林沛頤老師將學生創作融

入教材，課程戲劇化、故事化，學習因而深

刻感動。並將中高年級校訂課程進行專題式

教學，將議題融入戲劇中進行探討。在國際

教育教材中，用了學生寫給老師的小題目，

把學生的創作昇華成教材的一部份，真正做

到教學相長。 

  西區大勇國小廖政彥老師用體育開啟學生

潛能，讓學生有自信能思考，勇於面對挑戰。

常常鼓勵孩子設定學習目標，指導學生從自

己做起。從金牌教練到班級導師間的角色轉

換，順暢無礙，設計體育教學模組除分享在

學校、臺中市各校外，並發表分享至南投縣，

為教育現場帶來獨具特色的樣貌。

  惠明盲校章雅惠老師是台灣定向教育先行

導師，擁有全臺唯二美國合格定向行動執照，

透過演講、授課、參與組織、翻譯書籍，讓

臺灣定向技術可更加深入，發揮自身影響力，

替校內、外初任特殊教育教師指引一條道路。 

  清 水 國 中 高 敏 雄 老 師 結 合 GOOGLE 

EARTH，360 度翻轉，猶實境親臨歷史事件

軌跡路徑，在教室內也能進行史蹟踏查，展

現「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教學方法，

認為如果歷史課文是死的，那就讓歷史人物

活起來，讓他的教學成為學習的一種享受，

讓學生對知識回味無窮。

  葳格高中林紫涵老師擅長使用 iPad 將資

訊媒體融入國文學習當中，讓餐飲科的孩子

比較容易親近文本，只要孩子有不錯的回應

或想法，就可以立即在 iPad 上寫出、畫出心

中的想法或回應，老師也能同步在課堂上讓

同學們欣賞、評析彼此的回應或作品，更有

方向的進行閱讀寫作活動。 

等 ▲上石國小詹騏璟老師教學上不斷精進(黃鍵龍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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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積木課中，學生與學伴合作將印有「大安五

寶 - 米、蔥、酒、芋頭、豬肉」的積木放上懸吊的

圓板，力求保持平衡，驚險刺激。（黃家家攝）

【記者黃家家、劉冠均／報導】台中市大安區大安國中日

前與 10 位來自德國、美國、印尼、韓國、日本等國的外籍生，

進行「國際學伴」（ICL）計畫中的「玩中學、學中玩」本

尊見面會，讓已經視訊交流一年的雙方，終於能從遠距離縮

短為零距離的見面相處，一起享用午餐、玩遊戲。

受到疫情擾亂，許多外籍生還不能返校，相較往年雖少了

些歐美外籍生參與，但卻不減學生期待相見的喜悅，大安國

中學生一早就等在門口迎接，終於見到本尊時，雙方都興奮

不已，熱烈問候，而活動也在以全英文自我介紹中展開。

為了讓國際學伴能更認識偏鄉大安，學校用心規劃一系列

以大安為主題並跨域結合不同科別的活動，有介紹地理環境

與社會人文的「認識大安」、「大安五寶」、烘焙結合食農「做

米漢堡」、創客積木「大安濱海風車」，希望透過這些活動

達到文化交流，也讓安中學生能在跳脫以往的英文教學中，

用更生活化、在地化、輕鬆活潑的學習方式，瞭解英語是接

軌國際的基本要素，拓展國際視野。

校長國立民說，安中是第三年舉辦國際學伴相見歡，偏鄉

孩子見到外國人的機會比較少，對使用英語的敏感度也較薄

弱，但在外籍生的陪伴下，孩子學習英語的積極度提高，同

時也拓展視野，認識不同國家的風情面貌；每週一次的視訊

課程，國際學伴用心準備的主題分享，不但影響孩子願意在

課前重複練習用英文介紹主題內容，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全

然真心陪伴與關懷孩子。

校長也提到，安中雖地處偏鄉但教學團隊努力開創資源，

規劃不同主題課程，推展英語學習活動與競賽，創造英文學

習環境；去年爭取到外籍師資，一週來校上課兩天，明顯看

到學生的進步，現在見到外籍老師都敢開口打招呼了，種種

努力都期望能幫助學生在外語能力與國際視野上拉近和城區

學校的差距，讓家長願意把孩子留在大安本地。

國七的郭峻瑋從國小就開始補英文，他說，在補習班學文

法、單字，參加國際學伴計畫才真正感覺到在「使用英文」，

每週的視訊課讓表達能力變好，也更敢開口說英語；今天活

動他最喜歡做米漢堡單元，除了好吃還有大家非常默契的分

工，這種合作流暢的感覺很好。

來自印尼的 Josh 就讀台大森林系四年級，他也表示最喜歡

做米漢堡的單元，第一次親手做米漢堡，意外美味還學得一

道料理，參與國際學伴已經四年的他，畢業後仍會繼續支持

計畫，因為他說這是在台灣獲得最寶貴的收穫。台大心理系

大二的 Lisa 則認為，小朋友很可愛直接，會和她聊戀愛、同

性話題，還介紹安中的廁所是五星級，兩年的互動下來她發

現，小朋友會寫會讀卻不太敢說，但其實他們會的遠比自己

以為的還要多，未來，她也希望能繼續以寓教於樂的交流方

式，幫助偏鄉學校提升英語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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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學伴親手製作米漢堡，校長國立民 (左三 )表示，材料皆為大安產地，其中蔥是食農教育課中學生所種。（黃家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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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家家／報導】臺中一中第 24 屆美術班以

「螢 ˙ 遂隨螢火而行，漸漸見路」為主題辦展，螢

字代表微弱的光，後兩句採用《三國演義》少帝與

陳留王在黑暗中借螢火前行的典故。策展同學邱姿

寧、楊家棋、廖紫伶表示，2020 年是被新冠肺炎壟

罩的黑暗年，全新的 2021 年則帶來希望和溫暖，希

望藉作品鼓舞面對升學壓力的同學、迷茫的人們—

黑夜中的螢火雖微弱，卻是充滿力量。

指導老師謝怡如表示，有 30 位學生參與展出，他

們為了兼顧展出和課業，犧牲睡眠努力呈現自己最

完美的作品，成果非常令人驚艷，有懷舊攤車、結

合時事的新疆棉作品、以身體病痛為創作發想、成

長煩惱的玻璃心、絹布畫等，展現自由奔放的創意。

洪瑜君的作品〈幽游悠哉．逍遙自在〉是由四幅

水墨畫和一幅書法組成，她說，靈感來自國文課老

師教導的莊子文學，很喜歡〈逍遙遊〉的思想境界，

於是決定擷取一段內文以書法展現，然後構思出四

幅以喜愛的羊駝象徵自我的水墨畫，從日常等公車

上學、在書本前幻想，到展開充滿挑戰的人生旅程，

最後幻化成〈逍遙遊〉的大鵬鳥，從平凡到超越自

我、拉高視野的心境轉變，寓意深遠。

楊家棋的作品〈都是我〉佔地最大，又全是粉紅

色，非常醒目，她說，自己喜歡玩滑板、塗鴉，容

易給人男性化的感覺，但其實充滿少女心，於是決

定將屬於自己的元素融合；她先用保鮮膜包覆自己，

再用膠帶黏牢，剪下一個「透明的自己」，然後塞

入粉紅色毛線代表身上流淌的少女血液，再延伸到周

圍三面牆上的塗鴉名字和以自己為女主的愛情漫畫，

象徵將被壓抑的真實面完全展現，表現張力十足。

最後，謝怡如老師也獻上祝福與期許，「你人生

現在的精彩，要感謝一路累積的色彩」，盼學生成

為有故事的藝術人，充滿不一樣的光芒。美術班展

在臺中一中麗澤樓 B1 藝術中心展出，展期到 4 月

30 日，歡迎大家前往欣賞。

班展傳遞「螢火雖微弱，卻是充滿力量」正向力量

▲校長林隆諺與指導老師們配合主題，穿戴「螢」光（黃家家攝）

【記者黃鍵龍 / 報導】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小第

33 屆藝術才能美術班畢業美展，4 月 25 日剛在台中

港區藝術中心二樓圓滿閉幕，美術班老師陳毓蓓表

示，學生歷經四年藝術才能的學習，在平面彩繪創

作、立體塑型組合和創意媒材表現都有完整且扎實

的表現，感謝民眾參觀及給予小藝術家們的支持與

鼓勵。

  陳毓蓓指出，畢業畫展由六年級美術班 24 位同

學共同參與，並以「二十四」為名，集合 24 位同

學的奇思妙想，24 雙靈活巧手，延伸三大主題，

二十四節氣印象、二十四番花信風以及二十四祥獸

獻瑞，展出素描、水彩、禪繞畫、流動畫、複合媒

材等 24 件對開畫作、24 件裝置藝術、及數十件小品。

  美術班同學們將很多元素、訊息融合在圖畫，作

品清新、絢麗、多彩，給人一種滿滿的幸福感，裝置

藝術也十分可愛，憨態可掬，很有萌點，像「二十四

節氣」系列作品，每一幅作品都是孩子自己的主題

陳毓蓓

▲美術班 24 位同學與師長在畢業美展合影 (黃鍵龍翻攝 )

「二十四」彩繪創作畢展圓滿

理念，其他 23 位同學也會出現畫作裡，宛如是全班

24 位同學共同創作的。像詹承翰的《小滿》，以美

猴王孫悟空帥氣的盔甲搭配小滿節氣的麥穗來象徵

豐收的意義。而曾子芸的《立秋》把秋老虎化作女

神，搭配大大的向日葵象徵艷陽高照，再以銀杏葉、

松鼠、西瓜來感受其實酷夏還沒真正要離開。

邱姿寧

焦點話題 5

▲指導老師謝怡如 (右 )把學生名字與作品串

聯，隆重介紹出場，並對作品表示高度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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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態金屬紡線

改自成的智慧衣，

可供電還能操作

電腦（黃家家攝）

【記者黃家家／報導】成為米其林主廚是許多餐

飲學子的目標，但除了努力，明星主廚的素質養成

也是相當重要。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近日邀請

台北米其林二星 RAW 餐廳前主廚黃以倫，分享「台

灣的米其林之路」，真實的經歷引起現場學生熱絡

反映，踴躍提問。

「學生時期我的比賽成績很不錯，剛到業界覺得

一定沒有問題，但事實卻不是這樣。」黃主廚一開

場就直接了當和學生分享自己的挫敗，他說以前經

常代表學校參賽獲獎，因此充滿自信，不擔心工作，

但沒想到第一份在法國餐廳的工作卻是吃足苦頭，

頭三天被主廚教訓罰站，訓斥他，「我 40 歲才當主

廚，你在急什麼？」那次之後他才意識到必須把自

己歸零，放慢腳步學習，就這樣，他從實習生一路

做到主廚才離開。

黃主廚提醒學生，不要被職稱蒙蔽了學習的心，

主廚對他而言只是形容詞不是名詞，必須讓自己永

技職教育6

【記者黃家家／報導】身處科技時代，生活中充

滿各種大小型電器，如手機、電腦、電視等，這些

電器都具有電磁波能量，對人體也會造成潛在危險。

中興大學團隊花了一年時間研發出可以蒐集電磁波

的智慧紡線，結合人體動能，轉換成可以用的電力，

提供小型電子設備發電。這項傑出的研究成果也登

上國際頂尖能源期刊《先進能源材料》(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並成為封面故事。

團隊由興大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賴盈至帶領三名

學生組成，賴副教授說，研究靈感來自於好萊塢科

幻電影《魔鬼終結者》裡的液態金屬機器人，它能附

著於人體，於是開始思考能把液態金屬穿在身上嗎？

歷經一年的研究，團隊利用液態金屬和特殊高分子材

料，研發出可以蒐集環境電磁波輻射，並結合人體動

能的發電紡線，提供給個人電子、穿戴電子產品使用。

賴副教授說明，液態金屬鎵銦共晶，無毒無味，

在室溫下為液體，同時保有金屬特性，有非常好的

導電性，利用這個特點搭配特殊高分子製作成可以

穿在身上的液態金屬紡線，「只要從筆電吸收 20 秒

的電磁輻射，就能產生約 20 伏特的電壓；而除了發

電，液態金屬做成的智慧紡線更可以改裝成智慧衣

賴盈至  液態金屬 能供電及操控電腦

遠保持在學習狀態，不停挑戰新事物，特別是在餐

廳獲得米其林殊榮後，更是另外一個新的開始，「得

獎不是工作生涯的終點。」他強調，進入業界不要

等待別人主動教導，要懂得觀察、多閱讀、多練習，

因為要成為一名優秀的主廚，不光需要有過人的烹

煮技巧，也要兼具對食物與國情的知識儲備，甚至

對美感藝術持有概念。

演講後段，他分享到瑞典、法國、挪威、新加坡

等地的工作情形，讓學生受益良多。在提問環節時，

現場相當踴躍，「想要成為被栽培的人，要有什麼

心態？」、「會鼓勵學生到國外嗎？」、「廚師有

沒有天分的差別，起步有沒有算晚？」這些問題黃

主廚都一一耐性回答，他強調，要「學習不計較」，

不計較才有可能比別 人獲得發展機會，如果一開

始就計較付出，那恐怕得到的資源也會少很多，最

重要的是，珍惜每一次得來不易的機會，並且對行

業保持高度熱情和堅持。

餐旅系主任吳胤瑱表示，系上舉辦米其林系列講

座，陸續邀請許多職場達人到校分享廚藝之路，希

望輔助學生了解業界情形，刺激學生主動學習力，

這次邀請黃以倫主廚暢談成為米其林主廚的甘苦，

期望能讓學生體會到，想成為一位知名米其林主廚，

需要付出多少汗水，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自大，札

札實實地學好知識與技能，夢想就在不遠處。

▲

弘光科大餐旅系主任吳胤瑱 ( 右 ) 頒發

感謝狀給台北米其林二星 RAW 餐廳前主廚

黃以倫，感謝他到校演講（弘光科大提供）

黃以倫勉勵餐飲生
「得獎不是生涯終點！」

研
發

的人機介面，當作自發電的感測器，用來操作電影播

放音樂、玩遊戲等功能。」

這項發明為未來物聯網、個人電子和穿戴電子的電

力發展打開新的局面，賴副教授笑說，「或許將來只

▲中興大學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賴盈至團

隊，利用液態金屬與特殊高分子，研發出可

蒐集環境電磁波輻射、人體動能的發電紡

線，供個人小型電子使用（黃家家攝）

要帶著智慧紡線觸碰電線桿就能替手機充電。」目

前團隊正積極與廠商洽談，期許能將研究帶到大眾

視野，提升國人綠色智能生活水平，創造更優質化

的科技環境。

二
星
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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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鍵龍 / 報導】  每週 1 次在國立臺南特殊

教育學校駐診服務的牙醫師施建志，一直扮演特教

學生口腔的守護者。駐診期間總是能適時安撫看診

特教生情緒，施建志說，特教生口腔保健不易，會

持續為這些孩子服務，守護他們的口腔健康。國教

署從而意識到特教生口腔保健的重要性，推廣全國

特教學校設置牙科室。

  施建志醫生從民國 89 年 9 月開始迄今，每週 1

次前往臺南特教駐診服務，未曾間斷。面對特教生

容易因害怕看診產生焦慮情緒時，總能用讓人安心

的語氣安撫著孩子，也使得特教生逐漸能夠接受到

牙科室去看診，甚至能主動躺上診療椅；面對一些

無法坐上診療椅的孩子們，施建志醫生也都轉換方

式去配合，不拘泥固定的看診模式。

 「特殊生的口腔保健很重要，也有一定難度。」

施醫師從駐診中意識到特殊生的口腔保健照顧不易，

於民國 96 年，帶頭與學校合作成為觀摩學校，進而

【記者黃鍵龍 / 報導】

   使用資訊產品已成為現代人的日常，但視障者如何能和

正常人一樣悠遊在無垠的資訊世界。教育部為解決這樣的

數位落差，推動「視障教育資訊化」，設立教育輔具中心外，

更委託淡江大學舉辦視障電腦教育訓練，每年培訓超過 500

位視障者運用盲用電腦，進而利用網際網路取得所需的各

類資訊，突破視覺障礙限制，開啟新的就業契機。

  「視障教育資訊化」幕後推手之一的工程師張金順從小

就是重度視障者，國中階段在啟明學校老師引導下開始接

牙醫守護特教生口腔健康
推廣全國特教學校設置牙科室，造福更多的特教學

生。直至今日，施建志醫師還是自掏腰包免費提供

臺南特教學校學生氟錠和牙刷，扮演著學生口腔保

健的守護者。

  除外，施建志醫師對於特教生的運動發展也是大

施建志醫師為特教生口腔看診情形 (黃鍵龍翻攝 )

力支持，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看見孩子

在運動方面有特殊優良表現，都慷慨挹注經費，

盡力幫助他們圓夢。今年更取消診所的尾牙活

動，將結餘經費加碼捐贈 10 萬元做為臺南特教

的推廣運動基金，其精神義行令人感佩。

▲張金順工程師介紹 App 辨識臺幣紙鈔面額功能

(黃鍵龍翻攝 )

觸盲用電腦，從此與電腦結下不解之緣。自淡江大學畢業

之後，積極加入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工作團隊，致力開

發盲用電腦軟體，其所參與研發的「Windows 中英文盲用

資訊系統」、「多國語言編輯器」等，均獲得視障朋友的

廣泛使用。

   張金順是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系統工程師，25 年來

與團隊共同致力推動視障教育資訊化，更順應時勢潮流，

設計開發盲用智慧手機、智慧手機語音隨身助理等軟硬體

設施，成功拉近視障者與一般人的數位落差。更從使用者

的角度出發，參與開發協助視障者解決生活難題的手機應

用 App，其中「幫忙看見」App，能透過手機鏡頭拍照，

辨識鈔票的準確度高達 95％；另一款「語音隨身助理」

App，則是讓視障者透過手機網路瀏覽器或 APP 直接連到

網路雲端，讓視障朋友可以隨時隨地閱讀，透過科技協助，

讓視障朋友有看不完的書，達到「學習無障礙、資訊無距

離」的目的。

  「只要做一點小小的改變、跨出這一步，視障者的生活

也可以很多采多姿」張金順在 109 年榮獲全國身心障礙楷

模—金鷹獎時是這樣表示。他多年來不僅努力跨越障礙、

超越自我，更積極致力於改善視障朋友在日常生活上可能

面臨的難題，為更多視障者帶來「新視界」。

「
視
障
教
育
資
訊
化
」
推
手

張
金
順 

扮
演

施建志



採訪專線：04-22026646 / 廣告專線：04-22016761

e-mail / educator.maga@gmail.com

Educator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6 日   星期一校園亮點8

  顏金郎認為，教育工作者跟醫生救人是一樣

的，「無論如何，盡力去做，能多救一個孩子就

多救一個。」絕對不能小看自己，即使力量微薄，

只要日積月累，努力去做，就像 1 乘以無數次還

是 1，但只要多個 0.1，1.1 乘上七次，結果就會

大於 2，再微薄的力量，也能發揮驚人的影響力。

  他最常勉勵學生們的話就是「不要放棄」，也

常說給老師們聽，當「社會的壓力，時代潮流中

不正確的教育理念，甚至家長不公平的要求或誤

解，讓老師們非常沮喪時。」，正好提醒老師，

透過教育改變孩子的未來
不要輕言放棄，身為教育工作者，應

該懂得如何與人溝通，改變人們的想法；

不要被時代潮流左右，要回到教育的初衷，

不斷回溯最初從事教育工作時的熱情！ 

  事實上，「孩子是魔鬼還是天使，在於我們如

何看他？」顏金郎說，第一名只有一個，但每一個

孩子都有他不同的亮點，應幫助他們盡情展能，使

亮點更加閃耀。「造就每個孩子的亮點」是教育的

理念，這份理念無論他在哪所學校任職都持續秉

持，因此，他廣設多元社團與深耕藝文，致力推動

「一技藝一運動」，讓每個孩子從小都能身懷至少

一份才藝、培養一項運動習慣。

 「老師就像父母，哪有父母放棄自己孩子的道

理。」就連孩子自己，也不能放棄自己。顏金郎說，

曾經有一位隔代教養的小六男生，父親在外跑工地

工作，由奶奶撫養長大，因缺乏關懷，內心總充滿

憤怒，常因對老師出言不遜，被驅離教室。他知道

後就將孩子帶到校長室，與男孩打勾勾約定，上課

不吵鬧、不上網咖、不中輟，以及不放棄自己。

  也許在外人看來這只是一個打勾勾的遊戲，但

事實上，從男孩離開校長室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

已經不一樣了，約定讓他有了責任感，不能輕言放

棄，因為，至少有人願意相信他。多年後，男孩考

上國立農工汽機車修護科，高興的回到學校告訴顏

校長他的未來計畫，校長則悄悄為他安排畢業後的

修車廠工作幫助他圓夢。顏金郎說，盡心盡力，不

放棄任一個孩子，當孩子回來與他分享成就，便是

他最感光榮的時刻。

顏金郎最大使命是

透過教育改變孩子

的未來是顏金郎校

長最大的使命

(黃鍵龍翻攝 )

【記者黃鍵龍、潘韋宏／報導】

新港國小校長顏金郎榮登教育家部落格人物典

範，受爺爺「不要放棄自己」的一句話鼓勵，以

優異成績考取高中第一志願卻選擇進入師專，爺

爺要求他「把書讀好，自己做的選擇，就要自己

負起責任。」從此，當一位老師，透過教育改變

孩子的未來，成為顏金郎最大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