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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果汁跟吃水果一樣好？
事務組長吳淑如
水果富含多種維生素及植化素，像是維生素Ｃ、胡蘿蔔素及花青素等營養素，且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因此依據我
的餐盤建議，每天要攝取 2 至 3 個拳頭大的水果，相當於 1.5 至 2 碗去籽、去皮的切塊水果，然而許多民眾會認為「喝
果汁」等於「吃水果」，用果汁取代新鮮水果，但如果依賴果汁作為水果來源，可能對身體是種負擔。

編輯委員：陳建良、黃志欽、高藝真、俞舒涵
校址：宜蘭縣五結鄉國民中路 22-20 號
網址： www.isse.ilc.edu.tw
電話： 03-9509788

新鮮水果是獲取膳食纖維的好方法，膳食纖維可促進腸道蠕動，而且膳食纖維可作為腸道益菌的食物，幫助腸道益
菌生長，進而調節許多生理功能。市售果汁常常會濾掉果渣，讓水果的膳食纖維含量大幅降低，減少了水果的營養價
值，且增加糖類的吸收速度而導致血糖上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每天游離糖的攝取量不超過總熱量的 10%（1），甚至要低於 5%，避免攝取過多的糖類
造成身體負擔。依照此標準換算，500 毫升的純果汁就可能超出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攝取限量。

資料來源：
1. Bull World Health Organ 2014;92:780 – 781。2.果汁飲品（含經加工處理之果汁及 100%果汁）國民健康署。3.衛生福利

身心障礙教育 VS 機器平台
專任教師 林佳瑩
科技正以空前速度改變每個產業及每個人的生活，你該如何做，才能保持領先？
即使身為教育工作者的你，科技一樣翻轉你的教學，改變了你的傳達教育的方式，以及提供你更多教育背後潛在的質性
數據分析。 好書推薦：
全球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臉書（Facebook），本身不創造內容；而是在建構資訊分享與流通大量數據
的平台。臉書已經從一個少數幾間美國精英大學使用的社交人脈網站，成長為一
個全球每天有 9 億 3,600 萬人造訪，用來溝通、建立連結與創造內容的平台。
臉書自己並不創造內容，它把人群吸引進來，每天平均在網站上停留互動五
十分鐘。只要用戶狀態更新，發表了意見、張貼相片和影片，或是標示任何指標
及內容，都可以呈現給其他用戶，構成一股持續不斷的資訊流，讓人們持續回來
使用。
當然現今社群軟體的不斷新增，臉書已不是選擇的優先了，而是源源不絕的後
起之新。 啊！現在，用臉書，可能是被冠上「老人才用臉書」的說法啊…
身心障礙教育工作者的我們，對於機器、平台、群眾。我將它定義為機器（科技輔具、３Ｃ）
科技轉翻了你的生
平台（程式軟體、網絡平台集結）群眾（特殊需求群體），可以不受限在在各個環境進行教育、學習。在教師課程設計之
下，能夠呈現課程的內容、分類、選擇、次數、時間、頻率等…相關背景與內容資料，在個人或他人的協助操作下，做主
動、被動式的學習，只要有機器、平台和使用者，就構成了傳遞教學、學習的機會。同時在教學、學習的背後能得知許多
使用者數據背後的相關因素分析，來獲得更多值得探究與發展的事物。
以普通人的思維，一個人健身運動也不怕孤單！線上有許多實用的健身 APP 提供專業、有規劃性又多元的輔助，還可
以幫用戶量身設計找出最適合你的運動規劃並且可以即時馬上做紀錄，這對於觀察自己是否有進步是非常重要的。有了方
便的健身 APP，從此它就是你最貼身的教練，上健身房不需要帶紙筆、也不怕事後忘記自己的訓練進度。
大幅衝擊著主流的內容生產商，同時進行大規模的創新投資。其中包括在人工智慧、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等領域的重大投資，甚至還包括使用太陽能動力飛機，把網際網路連結帶給那
些居住在偏遠地區，沒有電信基礎建設的無數民眾，對教育的立場來說，即亦多元刺激與拉近教學的便利與差距。課程
設計平台呈現，當然可以從視覺的平面、圖片、影片、互動式、連動式的教學，最大差別在於使用者的喜好與習慣，創
新製造者的成本與時間的開發。
機器智能對應的是人腦（mind），舉凡離不開試算表的會計師、需要借助電腦輔助設計軟體的工程師，或是在機器
人旁邊工作的組裝線作業員，都是人腦與機器配對組合的例子。平台對應的是產品（product），包括貨物與服務。在市
內搭乘交通工具，是一項產品，Uber 是人們取得這項產品的一個平台；住宿供應平台 Airbnb 或新聞取得平台臉書，也
是相同的媒介。群眾對應的是核心（core），指的是各種組織在內部及供應鏈上建立的知識、流程、專業和能力。奇異
家電的核心是設計、製造、銷售冰箱和烤箱；美國航太總署的核心是建造太空船，試圖對宇宙有更多的了解；微軟的核
心能力，包括開發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
或許在教育機會上是優勢的傳遞，但可以深思的是？將運動、身體活動維繫或連結在機器、設備、科技產品上，對於
我們人類本身的實質價值、自我意識與認同是否有影響和改變呢？如何去平衡快速的科技進步帶給我們生活上的便利性，
與種種的破壞性的問題，值得讓現今被科技淹沒的我們來省思與討論。

校長柯建興

幸福學園 打造多元舞台 幫助孩子有成功經驗

除此之外，「我的餐盤」建議一天要吃 2 至 3 個拳頭大的水果，但將水果榨成果汁時，1 杯 （250 毫升）純果汁的
含糖量就相當於 2 個拳頭大的水果（2），很容易造成攝取過量的問題，因此建議民眾攝取原態的水果，不建議依賴果
汁，且攝取的份量也要遵照國健署的建議，這樣不僅能獲得完整的水果營養，也不容易造成身體負擔！

歡慶二十二 幸福在宜特
專業學校

果汁含有豐富的糖類，包含游離糖（free sugar），指的是游離在各種食物中的糖類，例如：蔗糖、果糖、糖漿、蜂
蜜等，游離性的糖容易吸收，因此過量攝取容易產生高血糖或肥胖的問題。新鮮水果所含的糖類不屬於游離糖，可是
當榨成果汁後，因為果汁的果渣被濾除，因此糖就會變得容易吸收。

傳真； 03-9509868

 12/7 09 ： 00~12:00 全校性平研
習

 期末領域教學研究會議週
 12/21 適性輔導安置宜蘭區宣導
說明會

 12/18 五結國中生命教育 4
 12/23 聖誕節感恩活動
 12/23 宜特園地(高二年段)佈置
 12/27 班際體育競賽 3
 12/24-12/27 期末合科教學研究
會

22 週年校慶，於 108 年 11 月 9 日隆重展開，感謝所有前來宜特祝福的貴賓，讓宜特感
到滿滿的祝福，謝謝林建榮副縣長、五結鄉沈德茂鄉長、羅東鎮吳秋齡鎮長等嘉賓蒞臨
指導，也感謝宜蘭市江聰淵市長補助校慶經費。
校慶典禮溫馨又熱鬧，慶典活動有家長會委員當選儀式，感謝李仁智先生擔任本
校108學年度家長會會長，相信在李仁智會長的支持之下，會有更多資源進入宜特。
學生優良表現頒獎，宜特孩子參加2019際青年創業美學競賽暨交流發表會，榮獲
佳績，獲得糖霜餅乾組：銅牌-李睿翔、劉俊隆、吳雅茹
果凍花特教組：金牌-陳湛道

銀牌-李睿翔

佳作-陳湛道、王培昇

銅牌-劉俊隆、吳雅茹

佳作-王培昇

感謝宜蘭縣餐飲協會林麗惠理事長的指導與支持，給孩子成功的舞台。
國中部馬廷恩及高職部莊詒如兩位同學，參加身心障礙者歡唱擂台賽表現優異，
分別獲得青少年組第一名及最佳表演獎，展現個人潛能，恭喜兩位同學。
表揚資深教職同仁，獲得表揚的教職同仁，感謝大家對宜特的努力與付出。
感恩捐助：

 李中庸醫師 新臺幣
6,600 元

 溫清華醫師 新臺幣
6,600 元

 財團法人葛瑪蘭文化基金
會 新臺幣 15,000 元

 財團法人永續慈善基金會
新臺幣 30,000 元

服務滿20年有林靜文老師、單雅蘭老師、謝承倉組長、江彥達先生、吳靜偉小姐。
服務滿15年有謝振中組長，服務滿10年有張哲瑋組長、連郁勤老師、林曉恬老師、
林佳瑩老師、林慧妮老師、朱柏虹教師助理員、張黃凱教師助理員。服務滿5年有陳
建良主任、游錫龍先生。
校慶典禮也進行國際教育旅行成果發表，感謝贊助此圓夢計畫的宜蘭中山獅子會
及冬瓜山扶輪社、家長會黄詩輔導會長及前任校長曾坤祥先生，有大家的支持，才能
順利圓滿完成此次交流之旅。
歡樂愉快的校慶班際競賽，結合親師生共同合作，讓幸福宜特大家庭一起來運動。
校慶典禮最後在全校師生齊聲高唱宜特校歌圓滿完成，令然感動！謝謝全校同仁的規
劃努力，宜特會越來越棒！
謝謝互盛股份有限公司，當日多位志工的參與，以及各位家長的到場祝福，與宜特
的孩子共度歡樂的時光。
宜蘭特教學校服務宜蘭縣境內國中及高職階段的特教生，22年來持續不斷累積特教
服務經驗及成果，過程中除了學校老師及專業人員的付出外，更多是家長、社區、職
場等，多方共同支持的成果，面對未來特教孩子的教學服務，宜蘭特教學校責無旁貸
，也感恩宜蘭鄉親對特教學生的包容和關愛，使得特殊教育更順利的推展，也期待更
多人能一起加入特教行列，為這群天使打造更友善、更完備的教育成長環境。

運動品牌的健身計畫ＡＰＰ

可愛減重 APP

個人健康管理與飲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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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是不是故意？ 如何鑑別學生的問題行為
導師劉于潔

復健組長陳鄯向

組合盆栽是園藝花卉藝術的一
種，是通過藝術配置的手法，將多
種植物組合在同一個容器內。組合
盆栽觀賞性強，在歐美和日本等國
相當風行，因單一品種的盆栽花卉
色彩單調，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
組合盆栽其色彩型態組合較為豐
富，成為花卉業的主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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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師彭煜哲

高三的豆類產品加工實習課程，帶領著孩子學習製

「要玩、要吃糖果的時候手腳就很快，要他做事就假鬼假怪，這孩子就是故意要惹人生氣才高興」，我過去在學

作黃豆類製品，期初我們動手製做黃豆製品如:豆漿、豆

校服務時經常聽到這類的抱怨。當我們面對孩子無法好好配合課堂指令時，我們常常會感覺到疑惑，孩子是不是故意

花、豆漿蛋糕，這陣子進入豆製品的加工料理，學習製作

的？

了麻婆豆腐、麻辣鴨血臭豆腐、百頁等豆製品滷味，以及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用孩子會不會或聽不聽得懂來判斷是否是故意的準則，但更多時候我們缺忽略了情境釋放出來

海帶芽豆腐味噌湯等。

的線索，以下就與各位分享我在分析問題行為的幾個考量的因素。

除了製作餐食我們還向校內的老師進行販售，體驗

什麼是「故意」？

製作不同的食品，彷彿來到了夜市小吃般。課程的進行運

組合在同一個容器內，以展現不同植物的觀賞特色。組合盆栽也

接下來的課程將進入紅豆料理，和學生們一起體驗、一起

可稱作「迷你小花園」，就像一個袖珍型的花園一樣。創作組合

嘗試、一起學習、一起成長，讓孩子們一起快樂的學習～

手跟著以下步驟自己來做一盆組合盆栽吧！
步驟一 做土壤基底:
盆器底部鋪紙蓋住洞，加約1公分高的發泡煉石，再加盆器一半高
的培養土。

步驟二
植栽移盆定位

幸福學園 打造多元舞台 幫助孩子有成功經驗

盆栽充滿了園藝栽培的樂趣，又能抒發創作者的想法，那就動動

專業學校

組合盆栽是技術和藝術的雙重表現，是將2種以上不同的花卉或 作，讓學生們不僅學到料理技能，在販售的同時也學到了
人際互動、口語表達的技能。
植物搭配盆器及配飾等依據觀賞性、文化性、環境性等條件共同

再談是否為故意之前，我們要先定義「故意」是什麼？我認為的故意會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對於指令出現不一致
的配合度，遵從與否則由他自行選擇決定，另一個是這個行為有明確的目的動機。很多時候我們經常能夠覺察前述的
行為表現，但關於後者我們卻比較流於事後的解釋。
孩子真的懂嗎？
「這孩子明明就會，就是懶所以故意不做」。我經常在與老師與家長討論學生的問題行為時聽到上述的反應，但會
不會是一回事、有沒有聽見是一回事、有沒有聽懂是一回事、願不願意做又是另一回事。
我們經常認為聽得懂就等於有聽進去，而忽略了注意力在我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當孩子對於我的指令沒有反應的
時候，我的第一步通常都是請學生復述一次，藉此評估學生的注意力是否有放在我們之間的對話上。，當孩子無法復
述時，表示學生可能根本沒有接受到訊息才對指令沒反應。
當學生可以正確復述指令，我的第二步就是與學生確認執行的細節，關於任務指令的人、事、時、地、物是否清
楚？舉例來說，當我們跟學生說「把這個拿去洗」，學生是否能明白「這個」事什麼？「去」什麼地方？「洗到什麼
程度」？甚至是洗完以後要做什麼？當學生在其中一個環節弄不清楚就很可能出現對指令沒有反應的狀態。
知易行難的困境分析
當我們評估學生有完整的聽到指令，也清楚如何執行時，下一步就是要確認學生在這個當下有沒有執行的能力？也
許有些家長與老師會認為學生過去都可以完成，現在不做到就是故意的，但想想如果一個 NBA 平均可以得到 25 分以
上明星的選手，今天整場比賽只拿了個位數的分數，以前神準的射籃、精準的罰球通通失常，你會認為他是故意的
嗎？
當我們在評估孩子是否是故意的，我們容易聚焦於當事人的內在因素，而往往忽略了其他的外在因素，例如孩子今
天精神好嗎？環境是否太過吵雜或是孩子正感覺被很多人注視著？是否有其他焦慮的事物讓孩子分心了？
被誤會的經驗我們多少都有遭遇過，被誤會的感受相信大部分的人不舒服的感覺都大於舒服的感覺，因此，當一個
孩子被問題卡住了卻被認為是故意，想想孩子可能會經歷一個怎麼樣的情緒心理歷程？因此去發掘讓孩子卡住的關卡
並協助去處理，也比探究是否是故意我認為更具有正面的行為價值。
故意背後隱藏的溝通意涵
當我們確定了當學生沒有配合指令並非出於訊息接收、理解以及執行困難時，那我們可能真的就要思考故意的可能
性。但故意這件事除了外顯的不配合以外，有時內在也隱藏了學生對於溝通無效的消極抗議。舉例而言，當我們認為
學生某些能力需要加強，因此會要求學生反覆練習，但若這樣的練習如同薛西佛斯的神話一樣是個永無止境的輪迴，
是你會想怎麼做？往往不配合就成為了一種打破輪迴的手段，因此，當學生出現故意的行為時，某種程度也是告訴我
們孩子正在嘗試另一種方式與我們溝通。另一種故意可能想要傳達的訊息是自己需求沒有被看見，我們有時候會看見
孩子故意唱反調或表現依賴，背後可能是想要獲取你的關注。

步驟三 盆景設計

面對故意行為處理技巧
1.適時給予行為忽略，並提供學生可獲得正向關注的方法。
2.主動出擊，詢問學生我要何做你才願意動，引導學生親自說出口，行動的動機會比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