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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意： 瑪姬雖然雙腳不方便走路，但是她會做很多事，她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和正常的

校址：宜蘭縣五結鄉國民中路 22-20 號

孩子有什麼不一樣。這一天她要幫媽媽到超市去買牛奶和蘋果，穿過公園時，她看到幾個孩

網址： www.isse.ilc.edu.tw

子在欺侮一個胖男孩，也看到好多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她，包括超市店員都「太」熱心的幫

電話： 03-9509788

她，讓她覺得不舒服，她氣哭了的時候，胖男孩過來安慰她，並讓她知道他們的外表的確和

幸福進行曲—祝福宜特

一般人不同，他們不需要拒絕人家的幫忙，遇到問題時也要勇於求助，這樣別人才會知道他

你有坐輪椅的經驗嗎？你能體會雙腳不便對生活有什麼影響嗎？
坐輪椅的小女孩第一次自己上街買東西，別人的異樣眼光及伸手援助會帶給她什麼樣
的感覺呢？我們應當用什麼樣的態度和身障朋友相處呢？藉由生命教育課程，和同學

生命教育繪本推薦：

受；也體會到心靈自由才是生命的翅膀，一個殘障者的人生如何在家人、老師、朋友

書名：輪椅是我的腳

及其他人的愛心澆灌下，逐漸萌芽，進而成長，綻放出璀璨的生命之花，是我們在生
命教育中必須在生活中努力實踐的目標。

文：法蘭茲－約瑟夫‧豪尼格

僅管瑪姬的雙腿不便，手指幾乎碰不到腳趾尖，每天起床必須花費一小時自己穿衣穿
鞋。但母親不讓她成為一個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女兒，飲食起居中只要是瑪姬做得
到的事，即使是拿果醬吃早餐這樣的小事，母親都讓她獨立完成。正因母親以平常心
相待，瑪姬才有機會像個小英雄單獨「出發」進而完成「探險」。
瑪姬穿梭在瑪路街道上，敏銳的察覺不論是遊戲場上緊隨媽媽的小女孩、咖啡店看報
紙的先生，甚至在長椅上晒太陽的老太太，都對她投以異樣的眼光。當她到了超市，
店員直接將食物遞給她，她大聲叫喊：「我想跟別人一樣自己挑蘋果！」甚至忍不住
歇斯底里：「我和別的孩子沒有不一樣。」時，並沒有人懂得瑪姬為什麼絕望哭泣，

A 組同學體驗雙腳無法自如行動

唯有那位被嘲笑是「大胖子」的男孩西吉來到面前，鄭重其事的告訴她：「你坐輪椅

時，穿脫鞋襪的困難！

，我長得比別人胖。你和我，我們都有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恰似「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寫照，技巧高超的作者讓男孩以受難者
的情懷前來引渡瑪姬，那相知相惜的赤子之心，使主角心情產生逆轉，呈現一種震撼
，一種感動。瑪姬回程途中，一一向所遇見的人釋放善意或主動求助，甚至勇敢的為
那位充滿好奇心的小女孩解惑：「我是殘障的人，就是不能走路的人。」
瑪姬的內心在這趟旅程中有了蜕變，西吉牽引的力量如靈光乍現。如果瑪姬只能認同
「輪椅是我的腳」，充其量也只是在表象上增添一雙有如垂天之雲的翅膀：並且在受
限的殘病軀體中，讓心令生命展翅高飛，自在翱翔。

B 組同學多了哲雨使用助行器和大
家一起出發！

幸福學園 打造多元舞台 幫助孩子有成功經驗

們分享「輪椅是我的腳」，透過討論和體驗活動讓同學們能更加體會到雙腳不便的感

專業學校

們的不方便，也才能找出可以和諧相處的方法。

校長曾坤祥

好像只是在昨日，在風雨中交接就任，在熱鬧中送別許校長，一回頭已是七年過
了。記得在校務報告中說了句話：我們不是用憐憫的心進入特教工作，而是用心回報

 7/1-8/23

開辦宜蘭縣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辦理 108 年度身心障礙學
生課後照顧服務專班

 7/1-7/5

辦理暑期公民營研習第

108 梯次

 新生資料彙整編班
 7/1~7/31 新生家訪
 7/1 ～ 7/5 唐氏症基金會借用場地

辦理「2019 唐寶寶出發 吧！海底
總動員夏令營」

 「108 年度第 1 階段加速改善無障
礙校園環境工程」

 辦理 108-1 學生註冊費相關工作
 前瞻經費-班級教室及電腦教室資
訊設備更新

孩子成就我們的所有，也用專業和熱忱，成就孩子更幸福的人生。
一本初心，在離開前，還是叮囑宜特同仁：別忘了感恩孩子給我們的成就，用我
們的專業，扶持學生的幸福！
從許榮添校長手上下接下宜特，看到活力四射的宜特人，環境設施、教學專業都
和創校時有很大的進步，最棒的是一群宜特人用心在學生身上。習慣在 7:30 前站在
川堂和值週的組長、教師、教助們迎接學生到來，看他們有的睡眼惺忪，有的還嚼著
早餐，也有精神旺旺的問早道好；教助同仁接著同學，拉拉他們的衣服，輕拍著臉，
笑著說誰又穿什麼好看衣服來、又帶著禮物(尿布)來；後來彩虹車道完成，一早天晴
陽光從東灑下來，人影交錯扶持，那幅晨景，實在令人屏息心動。
然後回到教室，沒來得及吃早餐的，沒來得及漱洗的，忙翻了師長；協助用餐、
學生洗臉刷牙，指導清潔掃；同學們也要一邊向路過的師長問早、打招呼，走過熱鬧
的走廊，此起彼落的問早，一天的精神都抖擻起來！這樣的日常有時會有一、二位特
別可愛的同學會冒出來，大聲的說：校長你好帥！那天就更美好了！
這幾年來我們做了些無障礙、輔具設施的改善，從庭院的斜坡平台，到電梯、,電
動側推門更新，從懸吊系統的裝設，到新購助行器、站立架、跑步機…；也有些教學
設備的更新，像教室的資訊設備，手工藝、美工、園藝溫室的裝修，烘焙、餐飲設備
充實。也把宿舍的中庭高屋、房間、交誼廳、餐廳、熱泵做最有利學生、最環保的修
繕改建；我們重舖透水的鋪面，爭取到自然農園樂活園區的撥用和建置，…。

感恩捐助：

 梁碩偉先生 新臺幣
100,000 元

 溫清華醫師新臺幣 6,600
元

 李中庸醫師新臺幣 6,600
元

所以我們敢說這是幸福學園！也是因為我們有專業支撐著這個幸福才一直都在，
而且日益深厚！宜特有一大堆開特教學校風氣之先的獎項：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典範學校高中職組特優、高中職均質化視績優子計畫學校一等獎；教育部品德
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教育部健康促進重點學校、佛光山三好校園實踐/典範學校；
生命教育特色學校、品德教育特色學校、健康促進重點學校；防災校園網路建置與實
驗計畫第三類學校銅質獎、防災校園建置績優學校、四省專案計畫績優學校績優。也
產生許多優秀的同仁：教育大愛菁英獎、特殊優良教師、杏壇芬芳錄、星雲教育獎。

同學閱讀故事後的感想：

一群優質的師資團隊，安定而有效率的行政同仁；因為這麼多的投入，所以可以看到

1.主動做好日常生活中自己所能處理的事，不要依賴父母。

學生原創十足的畫作，毫不矯飾的歌聲和舞姿，磅礡的太鼓，柔和的鋼琴；更可貴的
是沒有機心的笑聲和臉容！

2.要勇敢面對困難，主動想辦法解決困難。
3.看到肢障朋友遇到困難時，要問他需不需要幫忙。

C 組：只有阿翔可以將阿騰推上

每個教室、場域也都看到教和學的專注：教室中有活潑生動的教學，物理機能教
室有揮汗的學生和專業團隊，職教教室不時傳來烘烤煮的香氣，美工、手工藝教室看

4.每個人都和別人有不一樣的地方，每個人都可以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忙他人

到美和化腐朽為藝術的作品，美容美髮教室有按摩洗頭的口訣傳來，園藝教室忙著組

，當然也都有需要他人幫忙的時候。

合盆栽。戶外農場從播種到收成滿滿喜悅，療育庭園香草菲菲，旅宿清潔服務教室整
齊如新，健康怡然舘拔河、羽球加油聲，和表演的喝采聲交錯，戶外草坪綠油油的點
綴席坐上課或奔跑追逐的笑聲，…；所有空間都因為學生的活動、學習而生動起來，
整個校園充滿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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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體育競賽-水球大戰

職能治療師丁蓁豪

導師張哲瑋
放眼現代人生活，要完全避免使用塑膠，許多人會立刻反映「很困難」。是時候該重新思考自己對「便

本學期最後一次的班際體育競賽，主題是「水球大戰」。因為
「綜合功能性能力評估」是一種標準參考測驗，評估受

利」的癡迷程度了！大部分一次性塑膠製品不是必需品，卻打著方便的名號，讓人逐漸塑膠上癮。

暑一下，來進行水球大戰。活動內容為各班競賽，用4種不同的工 測者之身體能力，身體能力與特定工作需求的身體能力做
具運送水球，競賽過程同時也訓練學生的平衡、手眼協調、團隊

比較後是否能勝任或適合某類型工作的測驗。主要目的是

合作的能力。雖然下著雨，全校教職員工都很認真、賣力的參與

測驗受測者與工作相關身體能力狀況。

活動，最後由高203班獲得冠軍。學生們都很喜歡這次的競賽內
容，也反映往後可以再次舉辦。以下是高二年段A組的同學的心得
感想及比賽精采畫面:

第 0109 期 109 年 7 月 1 日
大家一起做環保

職業輔導評量評估工具介紹－綜合功性能力評估

生體組長謝振中

天氣實在太熱了，老師們討論活動內容時，決定讓大家清涼、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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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您我唯一的地球，從現在開始，優先選擇對環境友善的物品。看看以下9個邁向減塑（無塑）生活妙招：
放眼現代人生活，要完全避免使用塑膠，許多人會立刻反映「很困難」。是時候該重
新思考自己對「便利」的癡迷程度了！大部分一次性塑膠製品不是必需品，卻打著方便的

「綜合功能性能力評估」總共有 34 個分測驗，可歸納

名號，讓人逐漸塑膠上癮。

分為工作耐受、力氣、移動、手眼協調、姿勢耐受等 5 個
測驗、「移動」有 8 個分測驗、「手眼協調」有 10 個分
測驗、「姿勢耐受」有 5 個分測驗。
每種分測驗完成後填於表上，評量後對照常模，可得知
想中工作差異有多少，該加強部分是那些，從工作中需要
但能力不足的功能動作加強訓練。
評量是一種清楚讓你知道自己所缺乏的在哪裡，指引你
該努力的方向，但在那個方向你需要比別人更多的努力與
汗水，才可能達到你想要的 。

捏力測試

握力測試

單手搬運

為了您我唯一的地球，從現在開始，優先選擇對環境友善的物品。看看以下 9 個邁向
減塑（無塑）生活妙招：
1.永遠記得攜帶可重複使用的袋子
多數人都擁有幾個能重複使用的袋
子，最需克服的障礙反而是記憶力。一

幸福學園 打造多元舞台 幫助孩子有成功經驗

與同類型比較百分等級落在哪裡，且可知道身體能力與理

專業學校

範疇。「工作耐受」有 1 個分測驗、「力氣」有 10 個分

些簡單的方法讓您解決「遺忘」的問
題，像是將可重複使用的袋子放在家門
旁最顯眼的地方，或任何您最常使用的

6.將您的餐點裝進可重複使

隨身包包裡。

用的容器裡

一旦成功養成攜帶個人購物袋的習慣，

外帶一份便當，從餐

可以考慮往下一個挑戰邁進：說服您周

盒、免洗筷、塑膠袋到橡皮

遭的親朋好友，更甚者，擴及您的鄰里

筋，都是一次性的包裝與用

社區一同「去去塑膠袋」！

具。吃一頓「零廢棄物的午
餐」，不妨這樣做：使用不

2.攜帶可重複使用的水瓶

3.攜帶自己的杯子

做為一位聰明消費者，您必須知

忙裡偷閒的 Tea time，許多人喜歡

道，塑膠容器會濾出毒素，運輸過程

選擇外帶一杯茶飲或咖啡，短暫休息後

中，受到陽光照射或高溫影響，更容

再往下個進度邁進。然而，爆炸式增加

易因此釋放出有毒物質。

的外帶熱飲銷售量，卻為環境帶來嚴重

更健康、更友善地球的方法，就是
攜帶個人可重複使用的水瓶。最好選
擇不鏽鋼或玻璃材質，易於清洗，盛
裝酸性、高溫的飲品也不會產生毒
素。已有越來越多具環境意識的商
家，提供折扣給使用環保杯的消費
者。更有進階者會在出門前為自己沖
泡一杯熱飲，省下一杯飲料的費用。
愛護環境又省下荷包，不正一舉兩

雙手抬舉-地面至腰

演高

部

的天然蜂蠟保鮮膜。
7.在店內「慢食」

「不」！
據 2014 年臺灣淨灘統計結果，吸
管和免洗餐具皆榜上有名，是海洋塑
膠污染物的前五名。

8.將剩下的食材儲存在玻璃
瓶裡

您有多久沒有緩下速

的並非如此。為了能有效盛裝這些高溫

度，讓吃飯不再是配著電

液體，杯內會塗上一層薄薄的聚乙烯塑

腦、手機和電視，而是帶

材，特別是食材本身若是酸

膠（沒錯，是塑膠），這層塑料難以與

著一份感謝的心去充分品

性、高溫或需冷凍，都會提

紙杯分離，因此增加了回收困難度，也

嘗眼前的食物？

高塑膠毒素滲入食材的風

提高回收成本。即便回收了，也得由專

準備一個可重複使用的玻

門設備去除這層塑料，不過在全英國擁

璃或不鏽鋼容器，外帶餐

有專門設備去除這層塑料的回收場僅有

點時使用個人容器，取代

兩家！

店家提供的一次性外帶餐
盒。

4.向一次性的塑膠吸管與餐具說
右手翻轉與放置

鋼食物保溫瓶、可重複使用

後果。紙杯不是應該更環保嗎？事實真

得！
雙手抬舉-胸部至

鏽鋼的餐盒與點心盒、不鏽

使用塑膠容器儲存食

險。用玻璃容器儲存食物是
非常安全的選項。自己重新
賦予各種尺寸、外型、容量
的廣口瓶新的生命，也許您
很快就會發現，哪一款玻璃
廣口瓶最適合自己的需求。

5.別再使用塑膠製的袋子
您我都知道塑膠袋有害，但依賴成
癮，要跟塑膠袋分手，就是有那麼一點困
難？
您可以考慮購買或自己動手做一些輕

也許您早已練就在商家宛如無意

量、棉麻製、可重複使用的網眼袋，用網

識提供吸管前，快速地對他們說出：

眼袋取代塑膠袋。更好的是訂購本地直送

「我不用吸管，謝謝。」若是遇上非

的農作物，除了更新鮮美味、減少碳足跡

得使用吸管的情況時，請選擇可重複

外，這些在地農家也比超市更少使用塑膠

使用的不鏽鋼或玻璃吸管。

包裝。與其擔心蔬果沒分裝的衛生問題，
更該關注的是蔬果送到市場前的栽種方式
和運送過程。

9.與您的朋友分享這些減
塑生活的妙招
減少使用塑膠製品，
某種程度也是一種生活態
度的革新。這些減塑妙招
值得與您我身邊的家人及
朋友交流分享，激盪巧
思，啟發其他人加入減
塑，踏入無塑生活的第一
步。

您我都只有一次生命，也只有一個地球，盡最
大的力量和智慧，讓這個世界產生積極、良善

拉重量車

推重輛車

的影響。心動不如行動，以革新的精神，展開
屬於您個人的減塑生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