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港坪國小      六年三班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校  小己班 

 
 
 
 
 
 
 
 
 



 
 
 
 
 
 

港坪國小位於嘉義市西區，緊鄰嘉義特殊教育學校，是一

所成立十二年的中小型學校。港坪校徽的精神呼應學校的H型
建築，以五個彩色花瓣代表5H：健康（Health）、快樂（
Happy）、人文（Humane）、和諧（Harmony）、希望（
Hope）。我們和家長們攜手合作營造一個健康成長、快樂生
活、人文發展、和諧關係、實踐希望的學習園地，更將愛穿
越圍牆，送給我們的鄰居—嘉義特殊教育學校，兩校的師生
一起打破融合教育的限制，讓教育沒有界線。 



 
 
 
 
 

一牆之隔 
圍牆․心牆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港坪國小 

為特教學校的孩子開啟一扇窗， 
讓他們看見不同的新"視"界! 



穿越圍牆的愛〜愛的開始 

• 為解決傳統融合教育的限制，落實特教真正的社
會公平與正義，不再是少數幾位特教生回歸普通
班級，只由普通班老師進行融合教育。而是特教
老師和普通班老師帶領所有學生在正式課程中一
起學習。 

• 本方案一開始是因為一位特教學生的融合開始，
在過程中老師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再由學生討論
合作解決問題，再擴展為班級對班級的融合，從
校內到校外，從小學到樂齡大學，從社區公園到
安養中心，學生一連串的公益學習之旅，是畢業
前最大的禮物! 



 
 
 
 
 
 
 
 
 
 
 
 
 
 
 
 
 
 
 
 
 
 
 
 

104學年 

首次  穿越圍牆，送愛到嘉 
因為一場聖誕活動參與，引發兩校老師的靈感，我們 
嘗試穿越兩校之間的圍牆，一連串的準備與執行，終 
於打破有形的圍牆與無形的心牆，改變師生的觀點。 

前情提要 



 
 
 
 
 
 
 
 
 
 
 
 
 
 
 
 
 
 
 
 
 
 
 
 

105學年 

 跨校攜手穿越圍牆，走進社區 
第二年，我們嘗試多元學習，陪著嘉特生穿越校園圍牆，勇
敢走進社區，義賣商品，送愛到非洲，並和日本小學跨國交
流，再一起從小學畢業。兩年相處，彼此是為對方注入積極
樂觀的生命夥伴，在交流中也重新定義自己的價值，並期待
學弟妹愛的接力，能繼續穿越障礙，送愛到嘉。 

前情提要 



• 106學年，兩校學生都是全新班級，愛的接力，創新融
合教育模式的服務學習方案，持續進行「送愛到嘉｣的
服務學習課程。 

• 我們希望不僅可以敦親睦鄰，更希望做公益也能成為平
等、互惠、共好、共成長的學習夥伴，帶領不同的孩子
體驗到彼此在課堂上經歷碰撞、用生命激盪出來的溫度，
感受到用生命陪伴生命是一件幸福快樂的事。 

106學年 愛的接力，送愛到嘉 
前情提要 



• 第四年的融合教育課程，除了原本已執行過的課程活動，
孩子們腦力激盪、討論思考新的一年我們還能做什麼？ 

107學年 穿越圍牆的愛 

A：因為阿嬤動作比較慢、很有耐心、比較會
哄小孩，跟特教生應該很麻吉吧! (哈哈!) 

A：郝廣才老師說要我們天天在一起! 
B：怎麼可能! 

C：但能不能多一些互動時間？ 
A：早自修時間可以嗎？ 
D：可是有球隊、有樂團、還有科展… 

E：不要只有靜態活動，要多一些動態的活動。  
F：可以帶他們出去外面嗎？ 

G：去年樂齡中心的阿嬤和我們一起玩桌遊，
我們可不可以邀請阿嬤一起教特教學生玩桌遊？ 

準備階段 



104學年 105學年 106學年 107學年 

不同的時空，不同的人，愛一直都在! 

班級:504 

老師:3人 

嘉特:8人 

港坪:24人 

班級:604 

老師:3人 

嘉特:8人 

港坪:24人 

班級:503 

老師:6人 

嘉特:14人 

港坪:28人 

班級:603 

老師:7人 

嘉特:14人 

港坪:28人 

穿越圍牆的愛 

前情提要 



 
 
 
 
 
 

• 執行班級：嘉義市港坪國小     六年三班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校 小學部 

• 執行時間：2018/10/2～2019/6/18 



認識學習夥伴的特質 

• 嘉特老師介紹特教學生的特質(我喜歡VS我
不喜歡)，讓港坪學生知己知彼，師生一起
討論課程進行方式。 

準備階段 



歡迎新夥伴 

• 有三位特教生今年因健康因素不克參與 

• 有四位學生從普通學校特教班轉入參與課程 

準備階段 



學生反思日記 

活動後的日記心得分享、建議，學生梳理自己
的思緒，透過後設認知，進行分析、省思。 



學生反思日記 

活動後的日記心得分享、建議，學生梳理自己
的思緒，透過後設認知，進行分析、省思。 



讀報自學補充特教服務的超能力 

準備階段 



參與模式助特教生克服溝通障礙 
準備階段 



 
 
 
 
 
 
 
 
 
 
 
 
 
 
 
 
 
 
 
 
 
 
 
 

穿越圍牆的服務學習課程 

•邀請密碼女孩莊馥華分享生命故事 楷模學習 

•透過小小說書人讀報分享閱讀樂趣 閱讀共學 

•邀請樂齡中心長輩一起學習玩桌遊 代間共融 

•大隊接力跑步練習 
•特奧滾球運動練習 休閒體育 

•社區服務學習~ 港坪公園淨園趣 
•送愛到社區〜老人照護中心報佳音 社區服務 

為身障生開啟一扇窗，讓他們看見不同的新"視"界! 



一、生命教育講座〜楷模學習 
• 台灣的海倫凱勒&密碼女孩-莊馥華的生命故事 

莊姐姐在【穿越圍牆的愛】第二集出現過，她說：穿越圍牆
的愛，深深激勵著我。抬頭看甚麼？難忘港坪蝴蝶園啊! 



體驗敲密碼溝通的神奇，
學習馥華姐姐的感恩生
命，每一個生命的存在
就是一份美好的事，相
信不放棄就有機會! 



• 這次生命教育講座由港坪603主辦，特別邀請嘉
特的小學部及高職部的學生一起參與，感受到生
命的堅韌，讓夢想成為力量，讓殘缺化為祝福，
在會議廳，和一群身障學生專注聆聽，有一種特
別的氛圍在空氣中流動，用生命感動生命、陪伴
生命是一件幸福感恩的事！ 



二、穿｢閱｣圍牆的愛 
• 我們將閱讀課程打包，穿｢閱｣圍牆，送愛到嘉特，
用行動穿越兩校之間有形的圍牆，也用閱讀穿越
學生之間的心牆，進行跨領域的閱讀課程與體驗。 

 



讀報共學 
• 嘉特老師協助指導如何和特殊生一起讀報，但是
挫折不少，嘉特弟弟妹妹撕破報紙、沒興趣、發
脾氣不想讀…，港坪哥哥姐姐怎麼辦呢？ 



運用小小說書人〜穿｢閱｣心牆的礙 



獨家報導特展 
• 這是港坪603學生的寒暑假生活記錄，記錄小學

階段最後的精采。我們想和嘉特同學一起分享

我們的生活，特別辦了二場｢獨家報導｣特展。 



｢獨家報導｣內容有 
個人挑戰計畫、光陰的故事(訪問阿公阿嬤)、
遊記、下廚記、讀書報告、新聞時事、漫
畫、謎語、歌曲、電影推薦、3C產品介紹、
電動遊戲...等等。 



生命的美好在於分享，讓很不一樣的生命透過
閱讀活動，真實體驗，彼此激盪、改變、成長。 



白白分享921時阿公受
傷過世的故事，激動落
淚，讓人感到不捨! 

介紹越南外公的故事 



獨家報導特展一天參觀人數破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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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敦親睦鄰的概念，創造老幼共學，世代共
融，體驗到不同世代間用生命碰撞出來的溫度，
感受到不同的生命陪伴是一件幸福快樂的事。 

三、穿越圍牆 代間傳愛 

感
謝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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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和高齡者一起玩桌遊，孩子發現阿嬤們都很
聰明，特別喜歡跟阿嬤互動開玩笑或是撒嬌，阿嬤
也很心疼嘉特的孩子。高齡少子化的年代，透過跨
世代的融合教育，祖孫一起搭起世代間溝通的橋樑 



 

最美的畫面 
老幼共學同樂 



嘉特同學第一次見到不熟悉的阿嬤，心裡都很緊張，
情緒比較不穩定。我們努力讓嘉特生跟阿嬤有一些
互動，例如：請阿嬤抱抱他，在第二次的課程就好
很多，甚至有自閉症的嘉特生堅持要坐在阿嬤旁邊，
還一直跟阿嬤撒嬌，長輩又愛又憐惜這些特教孩子。 



代間活動後的反思-祖孫說愛 

每個人天生的個別差異， 
都有賴所有人的接納與包容。 



四、休閒體育服務 

• 協助嘉特生練習大隊接力參加校慶運動會。 

• 協助嘉特生練習特奧滾球運動，準備參加
特殊學生運動比賽。 



跑跑跑的服務學習 
• 是復健也是運動，協助嘉特生練習大隊接力，
每周四早自修固定帶嘉特生練習跑步。兩班學
生一起帶著愛心一起跑跑跑。 



一起享受御風而行的快樂 



嘉特運動會〜大隊接力陪跑團 
• 有人在前方吸引嘉特
學生向前跑，也有人
站在旁邊確保嘉特夥
伴的安全及加油打氣! 



遇到不動如山的夥伴，除了說學逗唱外，
只能求爺爺告奶奶，求你趕快跑吧! 



一人比賽，三人服務 

孩子們陪伴鼓勵身障夥伴完成比
賽，有的在前面跑給他追，有的
推拖拉，有的推著輪椅像飛一樣
的快跑，終於完成任務了！  



慢慢來，沒關係，我陪你 

最後一棒的夥伴因為他們班輸了半圈，最後只有他一人
在跑道上，這時候，一大群港坪孩子陪伴他鼓勵他走到
終點，獲得大家的掌聲，那一霎那好感人喔！用生命陪
伴生命，在別人的需要上找到力量，累的很開心！  



幫助別人加油，也是一種快樂! 

…陪韋傑跑步，我們一大群陪在他身旁，大家一起拍手
，一起加油，一起奔向終點，大家都好開心…為了讚美
韋傑堅持不放棄的精神，我們以最真摯的掌聲，最開心
的神情，向韋傑致敬！  



特奧滾球 

• BOCCIA，來自拉丁文中的Bottia，「球」的意思，
發音為”bot-cha”，在台灣稱作「地板滾球」，
是一種結合醫療、教育、運動的地板滾球運動。 

 



嘉特專業教練裁判的指導 



教練說：地板滾球運動的效益 
• 動作技能分析 

綜合手臂、手腕、手掌及手指的動作，控制落球點、滾動的速度、距
離與方向或企圖產生碰撞並預測碰撞的結果，並藉由控制身體的穩定
性達到手眼協調，以協助投擲。 

• 物理治療 / 職能治療 
運動中需要大量軀幹穩定、肢體控制、手眼協調及能的專注力、問題
解決和思考、觀察辨識力等適應日常生活與社會環境的智能需求，正
符合物理治療與職能治療的訓練目標。 

• 教育觀點 
地板滾球著重觀察、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再加上持久的專注力，
有助於課業的學習。而且地板滾球是一項團體活動，提供與同儕間互
動的機會，並在比賽中培養運動家的精神，並學習挫折、暴躁、退縮
或逃避等非正向人格發展。 

• 社會層面及心理衛生層面分析 
地板滾球提供一項休閒娛樂，提供重度腦性麻痺者口語及肢體溝通表
達與表現的機會，並增進與大眾同樂的機會，有助於生活內容與品質
提升，並增加人際互動，促進社會化  



港坪同學要學習 
1.陪伴小夥伴練習知識 
2.裁判專業知識 



老師是最堅強的後盾，港坪學生也是第一次練習特
奧滾球，除了教練的指導外，遇到困難時，班級老
師的協助引導，讓港坪同學有信心，相信就有機會，
想辦法協助指導這群輪椅族的特教生進行滾球練習。 



同學試試看，終於成功了! 



指導小夥伴及擔任裁判都沒問題! 

  



滾球活動後的反思 

服務學習是平等互惠的關
係，做公益也要學習，港
坪的同學感謝嘉特教練的
指導，嘉特夥伴開心哥哥
姐姐陪伴學習，愛的分享
蔓延持續中! 



五、社區在地服務 
• 港坪國小和嘉義特殊教育學校緊鄰港坪運動公園，
但是嘉特學生很少在社區公園活動，同學們討論要
讓社區居民更認識特殊生，因此決定帶嘉特夥伴去
公園做資源回收及聖誕報佳音活動。 



穿越學校和社區間的圍牆 

• 親師生一起穿越有形的
校園圍牆，再一起攜手
穿越社區圍牆，特教學
生也能做公益喔! 



港坪運動公園淨園活動 

 



社區服務狀況不斷之一 

• 小夥伴賴皮坐在地上不肯走，姐姐傷透腦筋，好不容易
小夥伴願意參與活動了，沒多久，突然一動也不動，姐
姐詢問他怎麼了？他往姊姊身上一坐，怎麼濕濕的，原
來尿褲子了，姐姐顧不得自己的褲子濕了，趕快安撫他，
陪他等助理阿姨拿褲子來換。 



社區服務狀況不斷之二 
• 小夥伴一直亂跑，開
心的不得了，哥哥姊
姊輪流牽著他，慢慢
教他，嘉特學生也可
以幫忙一起服務喔! 

 

 



社區服務後的反思 
• 穿越有形的圍牆容易，
穿越人與人之間的心牆，
則需要我們一起來搭橋，
有接觸才能了解，慢慢
來，我們陪你! 



港坪公園報佳音 



最美的畫面 
社區居民同樂 



社區服務 
帶身障夥伴來社區服務，第三年到社區老人
長照中心聖誕報佳音! 



我們有大合唱的歌舞表演，還有韓舞女團及
台客風男團，用歌舞笑容來穿越心中的圍牆! 



在團體歌唱舞蹈表演時，輪椅上的阿公阿嬤都面無表情，
但是，孩子早有準備阿公阿嬤愛聽的快樂老歌，他們的
表情開始不一樣了，在港坪男女天團的｢歡喜就好｣及｢
海草舞｣的歌舞中終於讓老人家一起開心拍手同樂了! 



感動的一刻，輪椅小女孩拼命想拿聖誕小禮物給另一個輪椅
上的阿嬤，就差那麼一點點，拼命扭曲身體，同學看到了，
趕緊來助他一力!還有阿嬤緊抓孩子的手捨不得放開，孩子
也貼心地和阿嬤多聊幾句。 



我們運用跨校服務學習模式 
支持融合教育，讓教育沒有界線 



穿越圍牆的愛 

to be continued... 

YES, 
We Are! 

港     嘉 

坪     特 

穿閱心牆的礙 



附件 
我們的公益行動還有很多補充資料喔 ~ 

(公益行動教案、同學心得感想、行動花絮、推薦同意書…等) 

 



｢穿越圍牆的愛｣ 
獲得兩校校長主任的支持與肯定 

• ｢穿越圍牆的愛｣方案已經實踐四年了，即
使換了校長，愛的超能力，持續穿越中! 



 港坪國小服務學習Logo 

• LOGO設計由愛心組合成飛舞的蝴蝶，緊緊聯繫著
兩校的愛心，而交叉跳耀的人如同學生滿懷熱忱
的心，展開蝶翼舞動飛翔，散播希望的磷粉，穿
越心牆，陪伴嘉特夥伴一起共學、共成長。 

港坪國小蝴蝶園的蝴蝶常常穿越圍牆，
穿梭在兩校之間，就像港坪學生的服務
學習課程-穿越圍牆，送愛到「嘉」，
把「愛」化為「行動」，把融合教育課
程和服務活動相結合，透過反省，不斷
地檢視與修正調整、學習、分享與成長。 

附件 



因為愛，所以我們變勇敢 

• 升上國中後，班上也有
特殊生，有些同學會去
欺負他們，我就和以前
港坪的同學去陪伴這位
特殊同學，也告訴那些
欺負人的同學，要彼此
尊重，幫他們搭起一座
橋樑，我們國中老師還
一直誇講我們! 

畢業學生返校回饋〜 
千燁(104-105學年) 

附件 



融合課程中兩校師生都是學習夥伴 

• 港坪603班上也有五位
特殊學生，因為參與｢
穿越圍牆的愛｣，在體
驗課程中，除了嘉特老
師給予協助指導，在同
儕的身上，更能感受到
彼此的差異，同學更能
感同身受，學習如何彼
此尊重、包容、互助，
成為最佳學習夥伴。 



師生一起解決傳統融合教育的限制 

 

https://www.parenting.com.tw/event/edu100/2018/edudetail/chenchuanman 
 

2018教育創新100入選 

https://www.parenting.com.tw/event/edu100/2018/edudetail/chenchuanman
https://www.parenting.com.tw/event/edu100/2018/edudetail/chenchuan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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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圍牆的愛榮獲國教署的肯定 

 

 

• 青年故事~創新服務 「穿越圍牆的愛」~~ 

• https://www.yda.gov.tw/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SiteID=56342606757
5657313&MmmID=617731532206355046&MSID=1001500463031064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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