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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大四的暑假，有幸來到烘焙班擔任志工，第一次踏入宜特的校園，當下就喜歡上校園裡舒適又親

傳真； 03-9509868

切的氛圍，因此便萌生畢業後來宜特實習的想法。

祥獅送暖阿基師來料理

美好回憶

主計主任李玉琴

興奮的問我：請問你是實習老師嗎？這位便是如芬老師，因為有她幫我開場，讓我暫時忘卻緊張的心

108 年 1 月 15 日本校與五結國際獅子會共同辦理祥獅送暖阿基師來料理，本次

情；後來在靜文主任的介紹下初步了認識宜特的大家庭，內心再一次肯定我來對了，清幽的校園、溫馨
的老師，讓我慢熟的個性逐漸化解，進而融入大家。九月份開學，實習重心逐漸移至教學和班級經營，
在佳純老師的聯繫下，讓我有機會能夠觀摩許多老師的教學，從各位老師的教學上增加自己設計課程的
巧思和班級經營的方法。十一月份開始上台試教，每週都在備課、做教材教具，每一次的上台都很

教學演示

位稱職的教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雖然老師這份工作待遇好，但是在
享受待遇之前卻是付出了許多心力，承擔學生在校的所有大小事、想
要有好的教學就是要備課、每天接受學生給的挑戰且需要一次比一次
機智，教師真的是一份了不起的職業。後來，面臨教學實習最重要的
考核–教學演示，許多老師、事務小姐、替代役哥哥的協助下，讓我
可以專心教學，而當天看到學生比我還嚴謹和認真，內心更加確信自
己也要加油，天時地利人和都有了，只剩下自己要拿出教師的風範和
專業，這場演示收到許多老師的建議、指導和鼓勵，讓我很感動，也

進學禮

收穫滿滿。
樂觀的心

中秋柚子趣味競賽

實習後遇上一群可愛的學生，每天與他們一起度過學校生活，有時候他們會做錯事、會調皮搗
蛋，但有時候又會做出體貼舉動和說出感人的言語，彷彿吃健達出奇蛋一樣，每次都有驚喜，也多虧

了這群孩子，增添我實習的樂趣。其實學期中我看著佳純老師處理許多學生的事情時，我曾感
到害怕，想到如果以後我當老師遇到這樣的學生或這樣的事情，我有能力解決嗎？有辦法像佳
純老師一樣臨危不亂嗎？這些質疑自己的話語纏繞在我腦海裡困擾和打擊著我；不過，還好有
佳純老師和媛婷老師的正向態度，讓我在與他們的相處和談天中，體會出老師不是萬能，有些
事情如果已付出心力了，那就不要過意不去，反而須以樂觀的心情去看待所有事情和所有學生，
順便也再增進自己的溝通技巧和問題處理能力。

幸福學園 打造多元舞台 幫助孩子有成功經驗

珍貴，可以思索教學策略和訓練台風、班級經營、學生行為問題的處理等等，也讓我體認到身為一

專業學校

去年八月開始了我的實習人生回想第一天報到時有微緊張在教務處外躊躇不前，突然有一位老師

 1/21
課

活動邀請福容大飯店廚藝總監阿基師到校教授麻婆豆腐水煮魚及番茄蝦仁滑蛋二道料
宜蘭縣課後照顧專班開始上

 2/2-2/8 春節
 2/11 開學
 2/11 開學典禮暨防治校院霸凌宣
導活動

 2/11 教輔會議
 2/13 職教分組課程及校外實習
 2/13 國三生適性輔導安置網路報
名作業

 2/11-2/22 期初學生體適能檢測
 2/20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2/18-3/22(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

教育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第二梯次
線上申請及紙本收件

 2/21 防護團複合式災演協調會
 2/22 義剪

理，阿基師親自教導學生料理與學生互動高潮迭起，學生學習烹飪技巧，現場教職員
工學生全部陶醉在阿基師帶動歡樂有趣的氣氛中，更讓學生感受到阿基師之關愛，透
過本次活動為歲末年終帶來歡樂温馨氣息。
當天活動食譜：
麻婆豆腐水煮魚
一、材料: 蛋豆腐 1 盒、鯛魚片 100 克、蒜末 5 克、薑末 5 克、香油 75 克、乾辣椒
2 克、花椒 5 克、蔥花 10 克。
二、調味料: 辣豆瓣醬 2 大匙、番茄醬 1 大匙、甜酒釀 1 大匙、太白粉 1 大匙(1
粉:3 水)、 紅油 1 大匙、香油 1 大匙。
三、食材處理: 魚肉切丁、豆腐切丁、乾辣椒切小丁。
(一)3 湯匙的油加乾辣椒、花椒冷油下鍋，香氣出來後倒出來備用，鍋子用紙巾
擦淨。(二)熱鍋入剛才的少許辣油，入魚炒一下起鍋。(三)辣豆瓣醬、番茄醬、
甜酒釀一起炒香，加豆腐，加水泡過豆腐表面即可，炒香。(四)加魚丁、薑末、
蒜末，試味道後，再入太白粉水勾芡，加紅油、辣油(剛才的要過濾)、蔥花、香
油，起鍋。
番茄蝦仁滑蛋
一、材料:培根 1 片、兩顆牛番茄、蝦仁 100 克、4 顆蛋、番茄醬 1 大匙、太白粉 1
大匙、蔥花 2 克、薑末 2 克、鹽 1/2 匙、香油 1 大匙、米酒 1 大匙。
二、食材處理:

總語
時光匆匆，這半年的實習即將結束，真的非常感謝宜特的校長和各位主任、老師、教職
員工，讓喬穎的實習可以順順利利且回憶滿滿，在此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諸事吉祥。

(一)番茄蒂頭切掉，畫 4 刀，入熱油鍋(油量=番茄的量)炸，取出番茄放水中，

歲末聯歡

蝦仁去腸泥對切成半，培根切片、打蛋，番茄剝皮切滾刀，之後把油鍋的油(較
涼了)倒出來。(二)油鍋剩下的油先炒培根，炒香後，再加番茄醬，入番茄，加

歲末聯歡

水煮一下，入蝦仁拌炒，加太白粉水勾芡，試味道入鹽。(三)加兩湯匙的油入鍋
教師黃煜庭

107 學年度歲末聯歡活動很榮幸的邀請到了阿基師來為大家做料理，這次做的料理有麻婆豆腐水煮魚與鮮茄蝦仁炒滑蛋，看到
大家都很踴躍並且很認真的學習做每一道料理，同時看到阿基師在示範做料理時，自己在料理食物時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做加
強，看著同學們認真做菜的模樣，想必過年應該能在家裡幫忙家人準備豐盛的年夜飯。
下午的「宜特健康達人秀」表演活動，看到很多同學們準備了很多不同的表演內容，
每段表演都很精采。跟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節目多增加了師長的演唱，看到每位師長都
深藏不露，在台上唱歌的感覺都很厲害，且台風也很穩健，透過歲末聯歡的活動，能讓
孩子們更踴躍的參與表演活動，且讓每位孩子都能展現自己最有自信的一面，也能讓全
校的師生彼此的感情更融洽。

後，小火放蛋液，和番茄拌一下至蛋熟加蔥花香油起鍋。
親愛的你有多久没下廚，上列食材簡單容易取得，找時間為自己料理加菜更有益
健康，聰明的你何不現在就
開始。 (食譜資料來源游如
芬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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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奔向國際海洋日！ 「2018/06/03」
今天參加了國家地理雜誌的海龜路跑，
來到宜蘭後，發現也有很多為了環保認真努力的人，我相信環境會越來越好的。
「為了環境生態，蔥蔥蔥！」
前陣子去了校外教學，現採現做的三星蔥油餅真是好吃，順便把採蔥的謙謙送給大家當成期末禮
物～
因為有好的環境，我們才可以跑在舒適的田野旁，吃到好吃健康的食物，感謝為生態環境盡一份
心力的你我他！

替代役男李國豪

52 公里的路途 90 分鐘的車程 333 天的五結鄉 一台腳踏車 感謝一路上有你們相伴
能夠來到宜特帶走這些特別又珍貴的回憶，都要感謝每一位夥伴。
謝謝每天早上溫暖的招呼、每句親切的問候、每趟乾爽的便車、每個珍貴建議、每家好吃好玩的真
情推薦，還有每一雙感人的援手。有了這些才能度過充滿幸運的一年！
#333 天特別的每一天『教育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謝謝每一位宜特夥伴，你們讓這一切更臻美好！』
2018 年的十二個月

從一台腳踏車開始

一張圖 一句話 跟著孩子們一起成長

初來乍到・莫忘初衷 「2018.01.05」
2018 年剛剛過去，從台中到台南最後來到了宜蘭！比起臺北要在濕潤寒冷的天氣，希望一切順順利

「現在我們該做的是一起等天晴。」
居住在自然生態豐富的環境裡，天氣只要稍微一轉變，就會發現萬物們也蠢蠢欲動。
特別是下大雨的時候，房間裡會頓時熱鬧起來，你可能會很擔心很害怕，不過仔細想一想，我們不過
是一起在躲雨而已。

專業學校

利。

天外飛來一隻大卷尾 「2018/07/02」
恭喜偉碩學長退伍啦！終於要面對一個人的服役生活，希望一切順利！
超感謝學長離開前送了我一隻防身樹枝，讓我可以平安度過剩下的日子。
「攻擊是為了保護重要的事物。」
身為騎腳踏車一族，在 4-7 月間最嚴峻的挑戰就是騎過電線桿下，一隻隻大卷尾緊盯著路過的人。
啊！！！一聲急速下墜給你致命一擊。
一開始我都是處於弱勢戴著帽子，忍住驚嚇的往前騎；感謝學長的堅硬樹枝，反擊的效果真的不錯，我
們都不會受傷，又可以保持安全距離。
其實一次次的攻擊是為了保護幼卷尾。有的孩子也是這樣，看似攻擊性的行為，也都是防衛機制而已。
怎麼讓孩子卸下心房減低攻擊行為？找到答案前，冷靜下來以保護好自己為優先！

有時候跟學生相處也是這樣，天氣稍微一變，各種狀況都會跑出來，我們能做的也是一起等待一切好
「我想能與自然和平共處的最佳狀態，就是不要再互相傷害了，我們一起等待放晴吧！」
新的一年祝您福壽綿延～ 「2018/02/03」
一個月過去最期待的就是年假啦！
喜氣的紅色，讓人想起倒垃圾時都會看到福壽螺粉色的卵；還有下大雨前後，爬來
爬去的非洲大蝸牛。

「學習和頑強的對手共存」
嘿！你知道嗎？有時候支撐自己成長的力量，就是一個可敬的對手呀！
想要對抗難纏的對手，我們就要先找到共存的方式。一定要相信最後可以得到勝利
的！
「有些學生問題也是難解習題，先學習如何和他們共存吧！」
爬呀爬，滿地都是毛絨絨的小生命 「2018/03/09」
恭喜侑廷學長退伍啦！真的好感謝有兩個很棒的學長，不然一個人真的滿孤單的呢！
學長粗粗的眉毛與紅緣燈蛾的幼蟲真的很像呢！「等一等，每個生命都是慢慢成長茁壯的！」
春天快要來的這段時間，學校滿地都是黑色毛絨絨的毛毛蟲。
因為數量太多有種洪水法的治癒感，突然覺得他們滿可愛的。這些小生命很容易在輪椅的摧殘下消
逝， 想一想這短短的爬行時光，在他們的生命中卻是很長遠而緩慢的，慢慢的爬、漫漫的經歷幼蟲
期！
有時候常常會氣餒，為什麼這件事情講了一百次還是學不會？恨鐵不成鋼的感覺讓自己心情也大受
影響；不過換個角度想，我們跟孩子的本來就不同，他們本來就需要時間慢慢的成長茁壯。

幸福學園 打造多元舞台 幫助孩子有成功經驗

轉。

呱呱呱！雞同鴨講別忘了比手畫腳 「2018/08/08」
暑假已經過了一半，因為前一年太累了，服役期間沒有要求自己要完成什麼目標，希望可以好好休息，
好好體驗服役的生活！

「傾聽彼此的聲音」
夏日蛙鳴是這陣子最新奇的體驗。固定有一兩隻小蟾蜍，會躲在門外的燈下，像極了正在休息的旅蛙。
夏日孩鳴是預料中會聽到的哀嚎聲，悶熱的時候也難怪大家脾氣躁動。
呱呱呱！啊啊啊！安靜！冷靜！當我們都想發言時，怎麼聽得清楚彼此在說什麼呢？
如果可以冷靜地傾聽就像觀察聆聽蛙鳴一樣，很多問題應該可以解決得更好！
中秋的力量 「2018/09/23」
在宜蘭的這段日子，是我看過最多柚子的時光了！
一桶桶的柚子，吃了二個月的點心柚子，是今年中秋佳節最特別的回憶了！
「相信團結的力量和團圓的力量！」
這陣子發生的大事之一，就是親眼看到消防隊滅虎頭蜂。
一道道強力水柱依然摧不毀高掛的大蜂巢，這樣的攻擊反而讓他們更生氣更團結地守護家園！
我想虎頭蜂們今年也渡過了一個特別的中秋佳節－特別團結的團圓日！
在這個團結的團圓日，靠著孩子們的力量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把一桶桶的柚子消化殆盡！
喇牙與喇牙殼 「2018/10/10」
歡迎學弟來到宜特～真是開心居然還有接班人，希望學弟可以快快適應宜蘭的生活～
「最卑微的角落也有美麗和尊嚴。」
自從在廁所被喇牙殼嚇到以後，進廁所前總是會仔細觀察一下四周，果然每次覺得有異時，立
刻就會有一隻狂奔出來，能看到一隻隻肥美的喇牙也算是兵役生活另類的回憶吧！
讓我想起小時候很喜歡的童書「夏綠蒂的網」，透過一個農場角落裡兩個不同生命的交流，帶
給我一些感動和省思。
對於生命教育的體悟，在特殊學校裡特別強烈，身處教育現場的我們需要更懂得欣賞和尊重每
一個生命。

就像那個還不成熟的自己，也是在大家的包容下持續成長茁壯展翅翱翔。
生日快樂！休假快樂！退伍快樂！ 「2018/11/17」
實用的小撇步:「耐心觀察」 「2018/04」

第一次參加校慶，真的覺得大家都好努力，辛苦了！

不知道為什麼四月過得好快，過了三個月後，時間就像按了快轉一樣，讓人有點措手不及。

「不要忘記那個溫暖的避風港！」

「耐心觀察，我們不一樣！」

對孩子們而言，這裡就是最溫暖的避風港。

還記得剛入班的時候，嘉羚老師給了我很重要的建議：在行為介入前，先觀察一下孩子們吧！

對即將回家的我來說，忘不了的是溫暖的宜特校園。

我們常常把自己慣用的模式使用在不同的情境下，但是這樣的結果，往往無法解決問題。

離開前最想說的是：「不要忘記那個溫暖的避風港。」我們都會記得像家一樣溫暖的地方，離開

相反地，當你仔細的觀察，發現問題再來對症下藥，問題就會事半功倍的解決啦！

前，要好好地說聲再見～！

為什麼是耐心呢？
我想是因為我們的孩子很不一樣，如果只是細心還不夠。就像當你在房間裡發現了一隻蟲，除了
仔細地判斷他是什麼蟲，還要有耐心的追蹤他，如果是隱翅蟲就要很小心地處理掉！
熱情洋溢 vs 綠博 「2018/05」
四月底去了一趟綠博，真的是非常熱情洋溢的一天，跟洋溢的熱情搏鬥真是讓人刻骨銘心！
「當你在期待一件事情或一樣東西孵化時，生命永遠是豐富沈著的！」
這陣子很常出現可愛的小壁虎，不像老壁虎那樣小心翼翼，他們笨笨的躲在明顯的地方，呆呆的從冰箱上掉下
來！
原來一顆顆的蛋蛋藏在門外的電箱裡，對壁虎而言，我是那個闖入的陌生人；
對我而言，能觀察到這些小小生命，其實也是熱情洋溢生活中的小小喘息！
這句話來自于夏綠蒂的網，韋伯期待著夏綠蒂孩子誕生時的感動。
生活也是這樣，總是需要一些盼望， 就像洋溢期待著餅乾，我期待著假期的到來。

未來：最溫暖的是你們都在 「2018/12/22」
有點像寫給未來的一封信，如果時間允許，一定要回去一起吃個聖誕大餐！
「節日最溫暖的是你們都在。」
可愛的白喵學長很適合當聖誕節的嘉賓。
十二月份因為有很多的節日，大家有很多機會見見老朋友們。
這樣的時節最溫暖的一件事，當然就是我們相聚在一起的時光！
親愛的家人朋友們，
聖誕節快樂！
「2018.11.30」
一年過去了，感謝宜路上的大家，也感謝大自然給了我很多靈感，這些靈感是很寶貴的。關於生活；關於和孩子們的相處；關於我這一年小小的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