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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五月愛家人~203 班就是愛你愛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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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是感恩之月，203班的同學們謝謝媽咪、爸比、阿公、阿媽平時的用心照顧，大聲說出「你們辛苦了，我們愛

校址：宜蘭縣五結鄉國民中路 22-20 號

你!」

網址： www.isse.ilc.edu.tw
電話： 03-9509788

「幸福宜特 善美東光」2018 學生作品展
教務主任林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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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是揪甘心~

的男人最帥氣!

我是小恩，她是我的媽媽，媽
媽很年輕喔，比我們老師還要
年輕 XD，她是一位很開明的媽
媽，有時我心情不好，媽媽就
是我的心靈導師，開導我引導
我，謝謝妳，我最親愛的媽
媽。

我是阿斌，這是我阿媽，
我的阿媽很關心我，也很
疼我，但是阿媽身體不
好，有時嚴重到需要住
院，我會和爸爸一起去醫
院照顧阿媽，希望阿媽能
健健康康的，要跟我一起
咪咪眼大笑喔!

我是小涵，我最喜歡我媽媽
了，媽媽是我的偶像，我最
依賴的家人，有時我不懂
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
讓媽媽很擔心煩惱，我要努
力的改變自己，將來能成為

我是騰哥，我最喜歡我阿母
了，有時候我偶爾會淘氣調
皮，但阿母總是包容我，有時
太過份了，她也會適當的修理
我一下，我知道是因為她愛我
要我變更好，阿母，要跟我一
起嗨下去喔!

我是小瑩，我現在住在新北
我是翔翔，她是我最愛的娘
我是阿勇，我也很喜歡我媽
咪，但我有時會讓她很操心、
很煩惱，但媽咪總是認真單純
的照顧我們三兄弟，最近媽咪
為了照顧我們手扭傷了，希望

親，我的媽媽很用心的教導
我、照顧我，但我也讓娘親白
了不少頭髮，多了一些皺紋，
我也在努力喔，努力讓自己嘗
試很多新事物，未來的挑戰不

媽咪能快快好起來，一定要頭

少，娘親啊~我們一起加油!

好壯壯喔!

市的益民呼吸照護中心，媽
媽非常辛苦，常要宜蘭-台
北二邊跑，到醫院來陪我、
照顧我，雖然我不能說話也
無法行動，但我可以用眨眼
來表達我的感謝之意，媽
咪，給你一個 wink , 愛老
虎油!

幸福學園 打造多元舞台 幫助孩子有成功經驗

他們最好的努力來照顧我，

我是倩倩，他是我最喜歡的爸
比，爸比平時很辛苦的工作，
照顧我們一家人，為了照顧
我，爸比也成長了許多，努力
配合學校，教導我學習生活自
理，爸比，你很不錯喔，認真

我是人見人愛、花見花開、
愛賣萌的小德德，他們是我
最愛的家人。在家裡我有時
會任性調皮，惹家人生氣
了，但他們還是很愛我，盡

今年的學生作品展於5/25日開始，今年的作品展主要由本校藝術潛能班學生林冠

 6/1 高三成年禮
 6/7 高三校外實習結束
 6/8 班際體育競賽
 6/11~14 期末 IEP 會議
 6/15 畢業典禮
 6/11-6/27 期末體適能檢測
 6/20 期末教專工作會議暨學習社
群期末分享

 6/23 新生報到暨評估
 6 月 29 結業式

宇、林家宏、雷芳妤、藍竣愷、劉振宇、程吉妮及蕭宇丞等7位學生的畫作，每一位
學生的畫作皆具有獨特性，一看就能了解是誰的作品，例如冠宇的作品，用色鮮明且
都以點來描繪圖像，真的十分不易，需要極大的耐性及對色彩的靈敏度；家宏的畫作
皆以色塊呈現，顏色飽滿豐富，並能充分顯現出個人內心世界的渴望；竣愷的畫作對
於人事物的描繪極具其獨特的觀察力，當你靜下心來細細觀察時，將會發現每一位孩
子的作品充滿了純真可愛。
同時，展場的一側展出學生手工藝作品，包括各式卡片、種子及時頭彩繪、燈飾
等等，作品琳瑯滿目，而這些作品的創作者都是障礙程度比較重一些孩子，能完成一
件作品也許需要將近幾個月的時間，相當的不容易。
除此之外，今年作品展配合均質化計畫邀
請東光國中美術班共同展出，當在天平兩端的
孩子共同展出他們的創作，應該會帶給學生們
不同的心態來看待作品，宜特的孩子雖然在構
圖方面不如科班出來的孩子，但是他們的用色
超乎大家的想像，突破傳統思維，經由這樣的交流活動期望能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本次作品展展至6月5日，還沒有參觀過的您，不妨撥個空檔到文化局第一展
覽室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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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食農教育課程栽種玉米筍”鬆土、除草、施肥、澆水”，一
點都不馬虎，感謝業師凃志昀老師的指導，讓同學當個快樂的小農
夫。

物理治療師陳佳惠

教師鄭雅芩

時序到了炎熱的夏季，每天一早起床，室外溫度已經高達30多度，校內許多克像是園藝實務、農產
百善孝為先，一說到孝順，很多人首先

品加工、蔬果加工，老師跟學生都要去自然農園澆水、採收蔬果，常常一呆就是一個上午及下午，這時

想到的是努力賺錢，寄很多錢給父母。然後

就很容易中暑，在這裡提供小小的方式來告訴大家，讓大家清涼一下!

沒錢的人，總會用這樣的話來自我安慰：

小農夫的玉米筍栽種生長日記…

“其實我也很孝順的，我只是沒錢……”真的只是錢

3/30 栽種經過二個月的生長，5/25 採收了第一支玉米筍，同學們

的問題嗎？我不以為然，孝與不孝重在心，關鍵在心

分享著自己栽種的成果，好不開心！

動！下面80後勵志網列出28種孝順父母的方式，縱使
你現在一無所有，只要能做到其中的三條五條，也是

扇）、紅外線輻射（待在陰涼處）或冰涼物質的傳導（如冰敷）來散熱。

或親口說我愛你、我想你。第2件：常回家看看，如
做不到，那就一週二次以上電話吧！第3件：每年或
照，尤其是帶女朋友或者有寶寶時。第5件：認真回
父母的短信，不要因父母的電話囉嗦而表現煩躁。第
6件：帶父母去旅遊。第7件：幫單身父母找一個老伴
。第8件：常和父母談心，談談你的工作、新認識的
男朋友。第9件：食物要燉得熱的，軟爛的，中老年
人脾胃虛弱，不易消化。第10條：寒濕省份，給父母
常備暖寶寶、保溫鞋、羊絨褲等保暖用品。第11條：
學習一些養生之道，教會父母。家中常備常用中成藥
，如板藍根、附桂理種丸、金匱補腎丸等。另備熱水
袋、刮痧板、拔火罐、按摩椅、足浴盆等保健產品。
第12條：常帶愛人回家，如無，適齡男女給父母一個
遠期規劃。第13條：每年幫父母洗一次腳，或者捶一
玉米筍幼苗慢慢長大囉！

次背，梳一次頭，剪一次指甲，回味父母曾經為我們
所做的事情。第14條：知道父母喜歡吃什麼，親手給
他們做一二道菜。第15條：解決父母最基本的衣食住
行問題，條件允許，給父母備足零花錢，每年親手幫
父母選一二套新衣，讓他們穿的舒暢體面。第16條：
準備錄音筆、或DV，聆聽父母往昔的故事，記憶今日
的笑容，給自己留點的溫馨回憶。第17條：父母若生
病，須知親情第一，事情工作第二，生病期間，凡事
須親力親為，悉心照顧，切不可生一個嫌惡的心。疾
病調理，為子女者，俱要放在心上。第18條：重要節
假日在他們的身邊，重要的決定要讓他們知道。第19

開心澆水 4/20

玉米筍努力成長中

玉米筍成熟囉 5/28

條：中老年人都比較小氣，傾聽他們的牢騷，解開父
母的心結。第20條：不要對父母指手畫腳，不要給父
母臉色看，不頂撞父母，不能辱駡父母。第21條：如
有婚嫁，夫妻相敬如賓，縱使吵架，也得避開父母，
老人最忌家庭不和。第22條：如有婚嫁，夫妻另一方
須對老人包容、尊重和真心愛護，夫妻雙方互相尊重
，莫讓老人擔心，莫讓老人生氣，莫傷老人心。第23
條：給父母購買合適的保險。第24條：完成父母年輕
時未完成的夢想，哪怕是坐坐飛機，看看大海，爬爬

玉米筍採收~開心、快樂的小農夫！

長城這樣的念頭。

幸福學園 打造多元舞台 幫助孩子有成功經驗

每兩年帶父母去做一次體檢。第4件：經常給父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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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件：記住父母的生日，生日當天送上生日禮物，

除草、施肥 4/13

在說明中暑或熱衰竭怎麼發生之前，我們得先了解一下身體是如何調節體溫的。身體可藉由代謝及周圍
環境所產生的熱能來提高體內溫度，一旦腦部感應到體溫太高時，會透過自主神經發出調節訊號，擴張血管、
加快血流並增加汗腺的分泌。多餘的熱能主要會在皮膚表面或呼吸道中，以蒸發的形式來散熱，這一系列調節
過程可以讓身體維持在攝氏 37 度上下。除了蒸發的形式外，人體也可以透過空氣流動所產生的對流（如電風

孝順，也能讓老人家感覺到你的愛和溫暖！

栽種玉米筍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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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或熱衰竭怎麼辦？降溫處理 8 步驟你一定要學起來

孝順父母的 24 種方式
教師陳春秀

鬆土、除草 3/3

宜特報報

第三版

第 0100 期 107 年 06 月 08 日

中暑及熱衰竭有什麼症狀？
●頭暈、頭痛●無力虛弱●大量出汗、皮膚溼冷●臉色蒼白●心跳加速、姿勢性低血壓●噁心嘔吐●肌肉抽
筋
當熱衰竭症狀持續惡化，人體已經幾乎無法調控體溫時，就可能出現熱衰竭以外的中暑症狀。熱衰竭的
時候，體溫雖然上升但不會到完全失控超過攝氏 40 度，人雖然會感到不舒服，但也還能流汗，大腦還沒受到
傷害因此意識不受到影響。然而中暑與熱衰竭的最不同之處，在於中暑會讓體溫調節失控及中樞神經系統受到
影響。因此相較於熱衰竭，中暑有另外 3 個最為嚴重的症狀：
●中心體溫超過攝氏 40 度●有中樞神經異常的症狀（如意識混亂、意識不清、情緒不穩、說話不清不楚等
症狀）●皮膚因無法出汗而呈現乾燥。請注意，如果發現上述的三種狀況，不要遲疑，趕快邊降溫邊送醫，
不然就很危險了。中暑可依據病發原因，來區分為傳統型中暑及運動型中暑。
針對這兩種中暑類型，我們分別說明如下：
●傳統型中暑：身患心血管、神經或身心相關慢性疾病的年長者（年齡大於 70 歲），該體溫調節的能力比一
般人來得差，容易有傳統型中暑的風險。此外，長期服用抗膽鹼藥物可能會抑制排汗、降血壓藥物如抗交感
神經藥物也可能會影響心血管系統對體溫的調節，娛樂性藥物如安非他命容易讓身體產熱，這些藥物可能會
影響人體散熱的效能。●運動型中暑： 7 成運動型中暑患者是在運動已超過身體所能負荷的狀態下發生中
暑，這類患者多數為年輕且身體機能健全的族群。運動型中暑是怎麼致病的呢？持續劇烈運動下的肌肉會不
斷收縮產熱，加上高溫高濕度的環境，大大提高體內溫度。
中暑或熱衰竭要如何降溫處理？
1.將患者移至陰涼處，揭開多餘的衣物 2.如果沒有出
現噁心嘔吐或意識不清的症狀，患者可以喝濃度在 0.1
-0.2% 的食鹽水或運動飲料來補充水份及電解質 3.讓
患者保持躺平的姿勢，抬起患者雙腳高於頭部的位置，
有利於下肢血液回流。4.持續往患者身上灑水降溫 5.
準備多條毛巾泡在裝有冰塊或冷水的桶子 6.將冰冷的
毛巾敷在患者的頸部、雙側腋下及鼠蹊部，灑水動作不
可中斷 7.每 3 分鐘更換一次毛巾 8.10 到 15 分鐘之後
結束降溫的處理

。

此外，在炎熱的夏天裡，別忘了做好防曬、補充
足夠水份等預防措施。好好記住這篇文章的重點，有一
天說不定會救了自己或者身邊的親友一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