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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該給孩子什麼？ 
    看著您細心呵護長大的孩子，您想過他要什

麼嗎？又該給他什麼呢？我們往往將過多的期待

寄託在我們的孩子身上，卻忘了停下腳步問他要

不要？也忘了思索是否對他太沉重？每個孩子其

實都擁有不同的才能，不同的天賦，用愛關懷傾

聽，了解孩子內心的想法，啟動孩子探索知識的

鑰匙，把舞台留給孩子，孩子便能順勢長成，或

許他不是國家的棟樑，但社會其實更需要的是腳

踏實地、堅守崗位又熱愛工作的螺絲釘，放手讓

孩子飛翔，孩子才能在未來世紀中找到自己，也

才能不在我們的羽翼呵護下，擁有獨立思考、解

決問題的能力。 

校長蕭淑美 敬上  100.9.19

 

․本學期學校為貴子弟之課業輔導，依舊擬定實

施攜手計畫。此外，考量家長工作繁忙，中午接

送時間不便，並希望培養學童閱讀習慣與學業能

力，因此增加下午時段將中低年級學生留校閱讀

與作業指導，也承蒙教師的全力支持。 

下表是本學期各年級的課後輔導時間及每天放學

時間表，亦請各位家長於放學時間前來接送學

生！（9月 13 日正式開始上課）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二 
三、四 16：00 16：00 中午 

12：30 

16：00 
16：00

五、六 16：40 16：40 16：40 
 

 

․一百學年度第一學期預定行事曆 
月 日期 預定行事 

八

29 返校暨全校消毒清潔日 

30 開學、迎新暨祖孫週活動 

31 環境衛生日--全校清潔消毒日 

九

1 瑪莉亞基金會送月餅 

4 語言學習營 

5 書包減重推動 

6-12 能源教育週 

9 複合式防災演練 

12 中秋節--放假一天 

13 
圖書室開放了！歡迎大家來借

書，閱讀活動一起來！ 
15 魔術稅務宣導 

19 班親會暨家長會 

30 金竹簡訊出刊 

4 環境衛生日--全校清潔消毒日 

10 國慶日--放假一天 

十

11 交通安全宣導 

14 戶外教學—科工館 

31 金竹簡訊出刊 

1 期中評量週、環境衛生日 

十

一

4 英語村遊學（高年級） 

7 人權法治宣導 

30 金竹簡訊出刊 

6 環境衛生日--全校清潔消毒日 

30 金竹簡訊出刊 

十

二

3 環境衛生日--全校清潔消毒日 

30 金竹簡訊出刊 

元

9 期末評量週 

14 期末成果發表 

17 休業式、金竹簡訊出刊 

18 寒假開始 
 

 



 
閱讀是一技之長，書是一生的伴侶。 

若能從小培養孩子讀的習慣，我們就給了

孩子一個終生受用最好的禮物。  
你知道孩子數學不好，不是因為不了解數

學概念，而是因為「看不懂」數學題目嗎？閱

讀能力是所有學習能力的基礎，在學好英文、

數學、科學之前，最重要的一堂課是「學會閱

讀」：讀懂內容，也能讀出自己的見解。 

四招教出孩子的閱讀力！  

與孩子共讀的時候，注意以下幾個重點，就

可以有效提昇孩子的閱讀力！ 

1、

孩子四歲左右時，就會開始認字。父母先

朗讀一次，然後可以鼓勵孩子拿起書來讀，並

且讀出聲音。當孩子長到五、六歲，認識更多

的字時，父母可以和孩子輪流出聲閱讀。這時

請觀察孩子讀的順不順暢？他認新字的方式

是用字形、部首還是從上下文猜出不認識的新

字？他學到的新字詞是否用得恰當？  

2、  

討論是讓孩子學習思考，並表達自己想法的機

會。假設有一對母子明天要去動物園玩，以下

的對話就能引導討論。 
媽媽：「明天你最想看什麼動物？」 
孩子：「長頸鹿。」 
媽媽：「我也是。他那長長的脖子，那麼優雅。」 
孩子：「我要看他怎麼吃東西。」 
媽媽：「那麼，明天你還要帶些什麼去動物

園？」 
孩子：「我要帶水壺、零食、面紙…..」 
媽媽：「你要不要現在把這些東西裝在背包

裡，背背看，看看會不會太重？」 
由這段對話中看出媽媽幫助孩子回想以前看

到動物的舊經驗（長頸鹿），還幫助孩子做計

畫與試行（裝背包）。到動物園後，孩子看到

長頸鹿時可以與既有經驗結合，自然較能有效

學習。孩子更學到事先準備需要攜帶的物品，

安排出門前的計畫。 

3、  

摘出故事重點是檢視孩子是否理解的方法之

一。試試下列幫助理解的問題。你可以問孩

子，故事裡有哪些主角？故事在說什麼？接下

來還有發生哪些事？若孩子一時之間答不出

來，父母也可以自問自答，加深孩子的印象。 
當孩子說出故事重點之後，父母可以提更難一

點的問題。例如讓孩子比較一下，不同故事裡

的主角有什麼不一樣的地方？故事裡的圖為

什麼這樣畫？如果孩子就是故事裡的主角，遇

到問題或難關時，會不會和主角作相同的決

定？ 

4、  

＊ 畫圖  
鼓勵孩子捉筆塗鴉，把所想的、所聽到的畫出

來。孩子塗鴉完，父母請他說說內容，幫他以

文字紀錄內容。這些故事累積幾篇後就成一本

故事書了。 
＊ 以說故事或接故事方式描述內容 
例如媽媽說：「昨天我們讀了一篇老鼠很想吃

榴槤的故事，真的很有趣！那隻老鼠想吃榴

槤，但是他不知道榴槤味道如何，他跑去

問…..」剩下的故事父母可以不必說完，讓孩

子開始接續故事，才能確定孩子到底是否理解

故事的內容。 
＊ 讓孩子跟著讀 
當第二次再讀同一本書時，可以讓孩子加入一

人讀一句的行列，不需要都由父母唸給孩子

聽。當他碰到不會的字，或是忘了怎麼讀的時

候，可以幫著孩子念出來，加深他的印象。 
＊ 其他各種方式，如編成舞蹈、歌唱、表演

等 
當孩子可以獨立閱讀時，他會自己找書讀，讀

的速度也越來越快，父母可能沒有時間將每一

本都讀過並與孩子討論，但仍要保持你對他所

閱讀書籍的興趣與關懷，多撥空請他說說書的

內容。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教出閱讀力》） 

 

 

http://www.cwbook.com.tw/common/book.jsp?productID=1112


 
認識網站分級與網站過濾 

我國把電腦網路內容分為限制級與非

限制級，未滿 18 歲者不得瀏覽限制及網路內

容，依照「電腦網路內容分級處理辦法」，

平臺提供者(如 Yahoo 奇摩、yam 天空)或聊

天室、討論區、貼圖區等內容提供者，若有

屬於限制級的圖、文及影音內容等，應按規

定於網站首頁或是各限制級內容網頁明顯

標示限制級分級標識，同時在程式碼標示供

過濾軟體辨識。 

     

※ 分級標章/及標章在網頁中示意圖 

什麼是網路內容過濾 

網路內容過濾是將網路中含有犯罪行

為、血腥暴力、成人內容、自殺等不宜兒童

和青少年瀏覽的內容排除，讓兒少無法成功

連上限制級網站，或是在進入限制級網站前

被要求輸入家長所設定的正確密碼才可瀏

覽。 

網路過濾的方式分為 2 種，第一種在家

戶電腦端安裝使用，市售軟體多由專人蒐集

限制級網站的黑名單資料庫；第二種加裝於

電信網路服務業者端，亦採黑名單資料庫過

濾的模式，只是過濾軟體安裝在電信業者機

房中，家長需另外向您的網路服務業者申請

此項付費服務。 

市面上有許多過濾軟體可供家長選擇，

有些需要付費購買，家長也可以選擇財團法

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金會提供可辨識國

內限制級網站自我標示程式碼進行過濾的

免費過濾軟體。 
http://www.ticrf.org.tw/chinese/rating-installati
on.htm 
 

認識網路遊戲 

線上遊戲世界的聲光效果和人際互動中得

到立即的滿足感、練功升級、組團攻城、寶物

等模式設計用意也是要留住玩家，讓他們花越

長時間在遊戲中，孩子很容易沉迷其中。 

如果您的孩子有以下情況，他可能就是沉迷網

路遊戲的高危險群。 

 開始無法克制想上網的衝動 

 無法上網時會出現失眠、煩躁等身心症狀 

 上網時間越來越長的時候 

 越來越少跟同儕一起出去活動 

如何預防孩子沉迷網路遊戲 

 共享網路資訊情境。 

讓上網成為一種家庭活動，將電腦放在客廳或

家人共同活動的房間，比放在子女的房間好。 

 父母應鼓勵子女接近大自然，培養多元興

趣、多樣休閒娛樂，協助青少兒身心健康發展。

保持親子的溝通管道與溝通習慣。 

網際網路是很好的學習及聯絡溝通的工具，如

同在真實世界中，多少要留意周圍的發展讓你

的孩子知道，一旦在網路上發生任何事，都可

找你傾吐不要過份緊張！不然會使得孩童更隱

藏，切斷彼此溝通的橋樑。 

發現孩子有網路沉迷情形時應審慎處理，不宜

一昧強制禁止，以免造成孩子做傷害自己等更嚴

重的行為反彈。 

當家長無法妥善處理時應向專業人員(如輔導

老師、專業諮商人員、醫師等)求助。 

選擇適合孩子的網路遊戲(網路遊戲分級) 

家長可以依照孩子的年齡篩選適合的遊戲，電

腦、電視及遊樂器使用之遊戲軟體分為 4 級： 

普遍級：全年齡皆可使用。 

保護級：未滿 6 歲兒童不可使用，6 歲

以上未滿 12 歲者應由父母、師長或成

年親友陪伴使用。  

輔導級：未滿 12 歲兒童不可使用，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者需父母或師長輔導

使用。 

限制級：未滿 18 歲者不得使用。 

 

http://www.ticrf.org.tw/chinese/rating-installation.htm
http://www.ticrf.org.tw/chinese/rating-installation.htm


 
車後座乘客應依規定繫安全帶 

立法院修正通過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

例第 31 條有關小型車行駛道路其後座乘客

亦應與汽車駕駛人、前座乘客相同應依規定

繫安全帶之修正條文。 

一、施行日期 

1.小型車後座乘客應依規定繫安全帶修

正條文，行政院已核定以 100 年 8 月 1 日為

施行日期。 

2.將進行全面宣導作業，讓國人普遍意

識暸解繫安全帶之安全性後，再輔以處罰為

手段。對一般成人及兒童，將分別有 6 個月

及 12 個月之宣導期。 

3.有關小型車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

帶之處罰，將採分階段實施，一般成人部

分，將自 101 年 2 月 1 日起實施，而兒童部

份則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實施。 

二、施行配套事項 

1.後座乘客應依規定繫安全帶之小型車

種類，指自用、營業或租賃小客車及小型客

貨兩用車等，不包括救護車及幼童專用車。

2.小型車後座附載逾 4 歲至 12 歲以下兒

童，應搭配使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

符合國家標準(CNS)11497 汽車用兒童保護裝

置所稱之幼童用座椅或學童用座椅(增高型

座墊)，但如其體型可正常安全繫安全帶者，

則無須加裝輔助座墊。 

3.計程車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乘客仍

未繫安全帶時，處罰該乘客。 

4.孕婦應依各廠牌車主使用手冊正確繫

妥安全帶，使用三點式安全帶時，應將腰帶

置於腹部下方，以免緊急煞車或撞擊時壓迫

或傷害腹部。 

5.小型車後座乘客得免適用應依規定繫

安全帶之例外情形 

(1)經醫療機構證明無法繫安全帶者。 

(2)乘座營業小客車(計程車)時，需加裝輔助

座墊才能妥適安全帶之兒童。 

正確繫戴安全帽，交通安全一把罩 

高齡者視覺退化的問題，因視力模糊、無

法清楚辨識標誌，較易發生車禍，根據研究發

現，高齡者視覺容易產生下列變化，包括：（1）

視力降低、（2）視野範圍降低、（3）對眩光

敏感及夜間視力退化、（4）易罹患白內障、青

光眼，或糖尿病引起的視網膜病變之情況。 

貪圖方便即隨意穿越道路，這樣的場景您

或許也曾在路上看到，這除了違反道路安全交

通規則，也是非常危險的行為，一不注意即有

可能被車輛攔腰撞上。 

部分國人可能存在輕忽心態，認為在住家

附近騎車，行駛距離又不遠，就隨意將安全帽

戴在頭上，帽帶也不繫緊，根據道路交通管理

處罰條例第 31 條第 6 項規定，機車駕駛人或附

載的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

500 元罰鍰。道路交通安全第 88 條也清楚規定，

配戴安全帽應正面朝前及位置正確，於顎下繫

緊扣環，安全帽並應適合頭形，穩固戴在頭上，

不致上下左右晃動，且不可以遮蔽視線。所以

安全帽帽帶不繫也是會被處罰的。唯有選購經

濟部檢驗合格及正確配戴安全帽，才能真正發

揮保護頭部的作用。 

開騎車前應先評估自己的健康狀況，檢視

駕駛能力是否已經退化，另外開騎車時也特別

留意遵守交通規則。 

顧好自己，就是顧好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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