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

宜特報報

第一版

第 0099 期 107 年 05 月 01 日

宜特報報

第 0099 期 107 年 05 月 01 日

宜特築夢 健康樂活體適能園區

發 行 人：曾坤祥
總務處 高藝真
編輯委員：林靜文、黃志欽、高藝真、俞舒涵

苦無足夠戶外活動空間一直是宜特建校以來所面臨的問題，而緊鄰學校南側圍牆的學產地又因缺乏管理嚴重荒

校址：宜蘭縣五結鄉國民中路 22-20 號

廢。因此，自98年起許榮添校長便積極向教育部申請撥用作為多功能教育場所；101年時曾坤

網址： www.isse.ilc.edu.tw

祥校長帶領行政團隊提出更具體的「幸福宜特、健康樂活—食農及體適能教育園區規劃案」，

電話： 03-9509788

想和做之間的距離

再向教育部爭取，終於102年7月獲教育部核定，將五結鄉國民二段147號國有地無償撥給學校

校長曾坤祥

作為學生活動及教學場地，於是，我們的夢想有具體落實的契機。

是宜特天使的福份是深厚的，103年初獲知宜蘭縣政府要尋找一塊地辦理可食風景和植樹活動，幾經接洽、實地會勘，
在總務處的努力下，促成了一個「永續幸福—可食風景植樹活動」。結合宜蘭縣政府、羅東林區管理處的力量，147學

後續經過邱錦和老師、小葉老師及呂學麟老師等的用心指導規劃、信義房屋志工到校「自然農園 幸福體驗」火山
菜畦製作、社區農事達人的辛苦認養；以及農園藝任課教師們共同努力，自然農園從滿是石礫遍佈的荒地變成滿佈蔬
果的幸福農地。更在「食在有意思」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規劃下，連續三年辦理「田園餐桌」，規劃透過結合農園藝、
烘焙、餐飲、手工藝等課程，完美呈現產地直送餐桌的美夢，每年都可以看到社區人士與孩子共同徜徉農園，共同坐
在一起享受豐收的喜悅。甚至今年在種菜人家黃王杰老師牽線下，首次以自然農園蔬菜及蔬果加工園產品參加宜蘭縣
政府在新月廣場所辦理的「宜蘭勁自然有機及友善農特產品行銷」活動，家長及社會大眾對於如此成果莫不感到訝
異，參與的家長更是為孩子滿足自信的笑容感到驕傲。也在一次一次活動中，透過社區人士和學生的參與，能與在地
社區有更多且緊密的接觸，讓地方人士更了解特教學生；進而從互動中理解和學習與身心障礙人士相處方式，提供必
要而適時的協助；另外也機會教育讓學生能熟悉週遭的陌生人，學得適當的互動方式，是自然農園為宜特帶來最大的
助益。
好，還希望更好。透過一次次永續校園推動會議，我們不斷的構想如何讓這塊學產地可以發揮更大效能，更在張
弘樺建築師協助下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建築藍圖向上級爭取補助經費，終於在 106 學年度整合起新課綱前導學校計畫、
食農體適能場改善、農園藝實習場地改善工程等多筆國教署補助案，朝向更美好的宜特健康樂活食農體適能場願景出
發。新藍圖裡，我們將園區切劃成兩大區塊：『健康樂活體適能園區』包含了枕木看台、迴圈腳踏車道、行動機能練
習道、陽光跑道、及樂活體適能場，彈性多元的場地設計，期待讓宜特的孩子就像跳躍音符般四處自由活動奔跑；
『自然友善食農教育園區』包括老樹平台、蜂巢教室、果樹區、水耕蔬菜區及友善耕種園區，由學校及社區人士共同
推動友善耕作，搭配學校課綱進行食農教育、園藝治療等課程，期待宜特的孩子能在安全友善環境中與自然共處。
未來，在這塊園地裡，我們期待可以看到孩子可以在迴圈騎著腳踏車、可以在鋼琴步道推著輪椅、可以在
體適能場溜著直排輪、可以在農園間併肩散步、可以在果樹區隨手摘取成熟的果實、可以坐在老樹平台乘涼聊
天，更可以在跑道上自由奔跑，讓這塊園地成為宜特孩子真正的幸福園地。

幸福學園 打造多元舞台 幫助孩子有成功經驗

產地在一星期內由荒草蔓生到平整開拓，從粗礫嶇亂到菜畦分明，我們看到幸福學園的延伸有了希望。

專業學校

本來這一片6984.69平方公尺的荒蕪地面，要從有到無建設完成我們理想的教育園區，相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

 5/4 班際體育競賽
 5/5 唱名分發
 4/30-5/4 生命教育週系列
活動

這學年的生命教育週請口足畫家謝坤山先生來，一開始其實擔心面對
我們的孩子，謝先生要如何去分享他的故事？而同學們又如何能在二~三
個小時中參與他的生歷程？謝先生一開口，就讓人放心了，他很掌握了同
學們可以理解的語言，讓同學們給出了少有的
熱情回應。難得的是陪在孩子們身旁的師長們，
也能在他的演講中得到許多啟發。

在即將結束分享前謝先生提問：距離最長
 5/7 蘭陽女中舞蹈融合演出
和最短的二個字是什麼？同學有五花八門的發
 5/14-24 職教競賽
 5/15-18 水療(1)高三年段 想，相信在場的師長也會都有不同的思考吧！
及國中部
 5/21-23 畢業生期末 IEP 會
議

當答案公布是〝想〞和〝做〞的時候，確實讓
人心中一動。他簡單的解說其實正中要害，我們
 5/25-6/5 學生作品展（宜蘭 確 實 常 在 想 了 後，再 找 許 多 的 藉 口 拉 遠 了
縣政府文化局第一展覽室） 〝想〞和〝做〞的距離。
 5/22-25 水療(2)高二年段
在宜特的孩子的學業、技能學習，或是生
活、社會適應中，常有很多藉口把〝想〞和
〝做〞的距離拉得遠遠的。藉口來自生理上的
限制，來自認知能力的缺損，也來自長久生活
習慣的固執，更會自障礙類別的判定。所以我們在調整教學的難度後，是不是也同時
調整了對孩子學習成就的要求水準？調整了我們對孩子該有的行為要求？會否因為對
感恩捐助：

孩子要求的向下調整，而讓他們失去許多向上成長的機會？是否降低對學生的行為要

 陳秀芳君 新臺幣 7,200 元 求，而讓他們多了些不該有的負向行為呢？於是同學們常想的比做的多：想要減輕體
重，郤沒有規律的運動和節制飲食；想要認真學習，郤沒有專心的投入學習；想要得

 萬家辰君 新臺幣 1,000 元
到工作機會，郤沒能認真的實習。
 盧絲梅君 新臺幣 2,000 元

其實很常聽到：孩子不會懂、不肯做、不會做、做太慢，…於是我們就幫他做了。

於是孩子就覺得自己不會、不用做了，反正有人會幫忙。就這樣，孩子們想和做距離
又更遠了。但是看看謝坤山先生沒有手會刷牙、會擠乾毛巾，會做一切有手才能做的
事，甚至可以完成一幅幅精彩動人的畫作；我們似乎沒有理由再去說不會做了。當然
為師為長的我們更沒有藉口說我有想過，但是因為如何而沒有去試、去做；也不可以
再用一直以來的習慣是如何，所以有想到但沒有去做的話了。
透過謝坤山先生的分享，我們看到一位不被障礙綁架的生命勇者，也再看到特教
的可能，一直以來我們投入精神在學生的多元才能開發：發展社團、參與運動賽事、
辦理作品展、進入社區教學等等作為，不都是要讓孩子們在〝想〞和〝做〞間有最短
的距離嗎？一直以來我們帶同學們校外觀摩、校內實作、職場實習、媒合就業等等作
為，不也是為了能讓同學們從想工作到真的去工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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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母親節 寵愛媽咪的少女心

慈馨表揚---模範母親

~康乃馨翻糖杯子蛋糕製作及餐桌上的攝影師競賽~

文書組俞舒涵

導師 曾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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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輔導組陳鄯向
特殊教育法適用的對象是在普通教育情境中無法獲得適性教育
，而需要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措施協助的學生。但是，有少數身心障
礙學生，因為持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重大傷病證明（如
白血病、惡性腫瘤等），非自願原因無法到校且有在家教育之必要者
。因此，在家教育巡迴輔導實施計畫目的提供安置於國立特殊教育學

宜蘭縣板模工李俊廷照顧腦性麻痺兒子十
八年，每晚幫愛子洗澡、躺床、復健，陪伴他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母親節，想好要帶媽咪去那兒慶祝呢？帶媽咪去吃一頓豐盛的大餐當然少不了，餐後最重要且

長大，昨獲本校模範照顧者表揚，形同另類的

一定不能少的就是母親節蛋糕了。除了6吋、8吋及10吋等的母親節蛋糕之外，小小的杯子蛋糕也很適合當作母親節蛋

「模範母親」；兒子獻花、致贈卡片，預祝他母親節快

糕。之前看到天后蔡依林製作的翻糖蛋糕超精美的，於是這次慶祝母親節活動用很好塑型的翻糖來做杯子蛋糕上的裝

樂。

飾。將翻糖製作成母親節的代表花-康乃馨，放在杯子蛋糕上。精美小巧的康乃馨翻糖杯子米蛋糕，想必能滿足媽咪的

校高中(職)部身心障礙在家教育學生適性的個別化教育，並銜接學校
課程。透過巡迴輔導人員定期到家教學輔導，使學生及家長獲得各方

在我的班級，就有需要在家教育服務需求的孩子，透過與家長及相

成腦性麻痺，智力受到影響，也不良於行，持有重度多

翻糖是由糖粉、泰勒粉、吉利丁、葡萄糖漿、食用甘油、白油及冷水等多種材料混和而成，或是用棉花糖與糖粉

重障礙手冊，妻子打理全家人生活起居，李俊廷下班後

隔水加熱混和而成。搭配上色膏染色，變化出不同的顏色。翻糖的質地像是手工藝常用的黏土，可用手捏塑形、用工

負責照料阿州，就算白天板模工作勞累，晚上仍打起精

關專業團隊的介入，擬定特殊需求相關課程，提供教學策略，例如1. 肢

神，與兒子聊天傾聽心事；他說「兒子是心頭肉，要顧

體復健教學策略：肢體伸展；2. 視覺提示：視覺的追視；3. 聽覺提

到不能動才放手。」

例如穿衣、吃飯、洗澡、刷牙、上廁所，都是完全需要別人的協助。甚

急著找爸爸陪伴，李俊廷上班時間做工養家活口，下班
後趕緊回家，協助兒子如廁、洗澡、穿衣、伸展身子，
肩上擔子雖重，卻覺得是「甜蜜的負擔」。

至，需要不斷定期做復健，以減緩身體功能性的退化。雖然如此，我看
見孩子很努力在學習，即使是肢體的復健讓她感覺很不舒服；縱使手
部提高的力量微弱；縱使一直需要別人拍痰。可是，我可以感覺到這群
孩子在學習的過程，就像是生命的勇士，沒有放棄學習的機會，令人感

母親節將至，學校昨表揚十二名特教生模範照顧者，
李俊廷是唯一男性受獎人；他的母親、妻子、女兒陪同
到校接獲表揚，阿州也上台獻花，贈送自製小卡片，感
謝父親不離不棄。

動。
「兒子啊，阿爸知道你的心意！」阿州見到父親上台
領獎，心情顯得激動，表達能力不佳的他，吃力地說：
「爸爸，恭喜！」李俊廷聽見兒子內心話，強忍高興淚
水，稱讚阿州已懂事，體會為父用心，一切辛苦都值得。
四十五歲的李俊廷說，阿州是他的寶貝兒子，身為一
個父親的卑微心願，「就是希望兒子有生活自理能
力」；妻子林秋雯說，李俊廷扮演爸、媽雙重角色，把
阿州照顧得無微不至，一人身兼兩職，比其他父母親更
為辛苦。

肢體復健

坐在輪椅上的阿州，在活動會場與父親同框拍照，帶

味覺刺

著靦腆笑容的他，開心祝福爸媽母親節快樂，兒子滿滿
的祝福，讓李俊廷夫婦感動地紅了眼眶。

幸福學園 打造多元舞台 幫助孩子有成功經驗

阿州今年十八歲，就讀本校高中部三年級，下課後便

在巡迴輔導的過程中，孩子因為自身無法翻身，許多的生活自哩，

具整形或是用模子壓形，製造出不同的圖案。不過，翻糖很容易變乾，沒有用到的翻糖一定要用保鮮膜或密封袋包
緊。製作好的翻糖要密封避光保存，或放置冰箱冷藏保存2個月。棉花糖翻糖糰作法，準備棉花糖及糖粉(棉花糖：糖
粉=1：2)，在棉花糖表面噴點水隔水加熱至溶化，接著將融化的棉花糖倒入過篩糖粉中，最後用手揉至表面成光滑
狀，觸感如耳垂的軟度，即可完成翻糖糰。

示：音樂賞析；4. 觸覺提示：觸覺球的感覺；5.口腔味覺提示：味道
刺激。 提供相關就業服務。

專業學校

面的資源服務。

少女心。
李俊廷夫婦育有一對子女，兒子阿州出生時缺氧造

那康乃馨翻糖杯子蛋糕怎麼做呢？這次邀請米樂客宜蘭鹹蛋糕的Tank老師教大家如何製作。要準備的材料有杯子
蛋糕(請將突出杯子的部分切除)、上一段介紹的棉花糖翻糖糰、色膏、牙籤、擀麵棍、康乃馨花瓣及葉子模型、糖粉
及水。作法如下介紹，相信您一定能做出獨一無二的康乃馨翻糖杯子蛋糕。
作法：
1用牙籤沾少許色膏(顏色自選)，塗在翻糖上，再用手揉捏使顏色均勻。
2用擀麵棍將翻糖桿平(約1-2mm厚度)，再用模型壓出康乃馨花辦3個。如果會黏，沾點糖粉當手粉就不黏了。
3用牙籤滾邊，使康乃馨花辦邊呈彎曲樣。
4第一片花瓣對摺，從邊開始捲；第二及三片花瓣對摺接續捲。(整型一下，花瓣稍微撥開這樣比較自然)
5用模型壓出葉子形狀的翻糖。
6組裝：將白色圓形翻糖放在杯子蛋糕上；搓白色長條翻糖沿杯緣圍一圈；康乃馨放中間；葉子沿邊黏上。
（沾點水即可黏著）
美美的康乃馨翻糖杯子蛋糕如果有美美的照片，就可以為食物加分。所以在這次製作康乃馨翻糖杯子蛋糕活動後
加碼美食攝影競賽，請每班以自己製作的康乃馨翻糖杯子蛋糕為主角，搭配其他造型的杯子蛋糕及小道具等，靈活運
用攝影角度、光線及後製修圖等方法，繳交一張照片作為評選。評審則是由宜特的大家長曾校長、進行康乃馨翻糖杯
子蛋糕教學的講師 Tank 老師及 3 位宜特大大小小活動的御用攝影師振中組長、捷雄大哥、淑芬小姐，這五位專業級的
評審，將從 12 張精美的攝影作品中，評選出 Top 5。因為每張攝影作品都拍得很好，不分軒輊，經過評審激烈的討
論，最後由國中一班、高 102 班、高 103 班、高 203 班及高 302 班所繳交攝影作品勝出。 Top 5 作品：

國中一班

觸覺刺

高 102 班

拍痰
文章載自自由時報記者江志雄 1070505

高 103 班

高 203 班

高 302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