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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夢想起飛 
王郁昭 校長 

上小學了!這是多麼令人興奮和期待的一

件事，揮別了幼兒園的學習，進入了小學，您

和您的孩子準備好了嗎？ 

您與您的孩子~陪伴 

國小是正式學習的開始，每天背的是裝有

書本和作業簿的大書包，五顏六色的彩色筆換

成了一枝枝單調的黑色鉛筆和橡皮擦，學習活

動也變成了靜態學科和動態的術科活動，不僅

要學國語、本土語、外國語；還有數學、自然、

社會……，這些複雜又陌生的學科名詞，正挑

戰著小朋友未來的學習胃口，也將考驗他們將

來學習的信心！ 

國小階段和幼兒園學習最明顯不同的

是，每天回家多了回家功課要完成，自古亙今

無論是學習知識或是技能，反覆的練習似乎是

無法避免的，只是愛玩是這個年紀的孩子的天

性，如何讓他們靜下心來學習，學習自我要求

完成作業，也是需要練習的。 

在學習奠基的時期，家長必須多花一些時

間來陪伴孩子學習，無論是和他一起寫功課；

協助他反覆練習課業；培養每天良好的學習作

息；建立正確且積極的學習態度……，越小的

孩子越需要大人的協助，如果你已錯過將孩子

放在腿上說故事的機會，此時別忘記每天多一

句關心，瞭解孩子在校學習狀況，是否可以跟

上學習進度，這些會讓他們奠下更穩固的學習

基礎喔！ 

 

樂在閱讀，從小開始—網路文章節錄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楊朝旭 

兒童成長最快速的時期，有主見、好奇、

愛探索、活力充沛、喜愛遊戲、想像及創造力

豐富，更是閱讀的豐沛期。他們好像一塊海

綿，遇水則吸，不限題材、不拘類別，凡是新

鮮的、有趣的，都照單全收。是訓練兒童培養

良好閱讀習慣的最佳時機。 
指導兒童閱讀的好處 

一、增加親子間的感情  

  圖書帶給孩子許多快樂，若由父母念給他

聽，他不僅學到許多豐富的語彙，更有被關

愛、被重視的感覺，有助於孩子健全人格的發

展，所以在親子共讀間，親子共享的不只是圖

書而已，還有彼此的關愛和親情的交流，無形

之中，親子關係越來越好，親子間的心靈溝通

也能保持暢通無阻。  

二、增加生活字彙理解力  

當寶寶說出第一個字、第一句話之前，他

其實已經有能力聽懂許多詞彙、以及說話者背

後的情緒和意圖。早期的讀書語言經驗，將成

為他開始說話、嘗試表達的重要資料庫。許多

專家指出，讓孩子多接觸書本，可以增加他的

字彙量和語言使用能力。  

三、奠定接受教育的基礎  
常唸書給孩子聽，可以奠定孩子日後接受

教育的基礎。因為經由共讀而發展出溫暖的親

子關係，會讓孩子樂於關懷別人，並且勇於接

受和嘗試新事物。當孩子進入學校後，就能很

快融入團體生活，與老師和小朋友建立良好的

人際關係。 

傾聽父母唸書的習慣，不僅激勵孩子擅用

視覺和聽覺，仔細觀察他週遭事物，也能幫助

孩子及早具備傾聽老師教導的能力。至於良好

的人際關係和語言能力，能讓孩子在團體中愉

快學習，因此，父母常唸書給孩子聽，就是為

孩子未來的教育奠定基礎。  

 

和孩子一起讀書是

件最快樂的事 

104 學年度 



 

金竹及時通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預定行事曆 

月 日期 預定行事 

八 
28 返校暨全校消毒清潔日 

31 開學暨迎新典禮 

九 

3 資源回收宣導 

8 家庭教育繪本宣導 

9 跑步大撲滿—創意路跑 

10 防災演練 

15 土石流預防宣導 

17 
彩虹媽媽—生命教育、性別

教育開始 

17 全國防災演練 

18 藝術深耕—舞蹈教學 

24 家長會暨親職教育 

28 中秋節補假一天 

29 雲水專車到校 

十 

2 藝術深耕—舞蹈教學 

6 自行車安全宣導 

10 國慶日（週五）放假一天 

13 用藥安全宣導 

16 藝術深耕—舞蹈教學 

19 資訊安全演練 

23 戶外教學 

27 雲水專車到校服務 

30 藝術深耕—舞蹈教學 

十

一 

2 期中評量週 

11 交通安全宣導 

7～16 佛光山國際書展 

13 藝術深耕—舞蹈教學 

17 水資源宣導 

28（六） 校慶暨社區親職運動會 

30(一) 校慶補假 

十

二 

1 雲水專車到校服務 

8 交通安全(保腦)宣導 

22 慈孝家庭兒少保護宣導 

29 雲水專車到校服務 

元 

1(五) 元旦放假 

11 期末評量週 

20 成果展暨社區親職活動 

21 寒假開始 
 

 

金竹榮譽榜 

 恭喜金竹國小榮獲高雄市104年度國

民小學校園出版品競賽書刊類優等 

 暑期游泳育樂營 
炎炎夏日，最開心的事莫過於參加游泳育樂

營，7/1～7/7，教練教我們水母漂、仰式、自由

式、還有各式救生方法，讓我們在開心游泳之

餘，能自救也能救人。瞧瞧我水中英姿，帥呆了！ 

 

   
 暑期桌球育樂營 

暑假辦理桌球育樂營，外聘張清祥教練到校

教授桌球課程，從握拍、發球、擊球……，

同學們都認真的練習，是不是很有架式呢！ 

 

  

   



 

校園花絮 

 小校教育翻轉在地—平埔探索育樂營 
追尋平埔—認識平埔 
金竹申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小校教育翻轉

在地」行動方案，以「藝術紮根˙金竹深耕」計

畫獲得教育局核准實施，學校以追尋平埔、榮耀

金竹，規劃建構遊學課程，引導孩子資料收集、

踏查、訪談、記錄、整理到成果發表等學習的過

程，培養孩子團隊合作、主動學習、給孩子學習

的能力。7 月份辦理為期一週的平埔探索育樂營

活動，首先透過「西拉雅少年」繪本，以有趣且

生動的方式，帶領孩子走進平埔文化與生活。 

並教導孩子們資料收集、訪問、記錄、基本

攝影技巧等，不僅為平埔探索之執行，更是提升

孩子的能力。 

 

  

  

  

追尋平埔—藝術展現、平埔印象 
孩子們透過育樂營活動中，研讀與蒐集平埔

資料後，例如：少年西拉雅、臺灣平埔族生活圖

誌以及網路資料、、、等，透過討論，擷取出平

埔族生活元素，透過分組討論，並結合學校多元

藝術特色所培養的能力，創作出平埔族生活型態

模型，重新呈現孩子自己心中的平埔文化，發表

自己習得的學習成果。 

   

   

   

   

 

   

  



 

校園花絮 
 小校教育翻轉在地—平埔探索育樂營 

追尋平埔—拜訪公廨 
公廨是祭祀太祖公的空間，依史料記述，

十七世紀時綜合多種功能，包括信仰、政治與社

群組織運作，然而始自日治的長期研究與現況調

查，均顯示近期至今之公廨除偶有與社群活動相

關外，僅存信仰與祭祀功能。 

透過育樂營方式，帶領孩子親自走入社區、

田邊，邀請地方耆老謝本賢先生、謝麗月小姐帶

著孩子前往各公廨，介紹與解說公廨信仰的方

式、祭拜的時間、太祖公的傳說等，讓孩子深入

認識與瞭解平埔的文化內涵！ 

    實地探訪、認識學校門口之公廨，以及謝本賢先生之

田地間的公廨，並請謝先生為孩子們做介紹與解說。 

  

   

  

 

   

    聘請謝麗月女士為孩子們解說其家族平日供奉公廨

之延由、祭拜與傳說等，並前往田邊原始三片壁之小公

廨，讓孩子瞭解與認識公廨不同形式及與時變遷之差異。 

  

 

   

  

  

 

 



 

親職教育 

國中小新生開學 16 問—國小篇（節錄） 

作者：張瀞文 2013-09 親子天下雜誌 49 期 

每逢開學季，無論孩子是小學或國中新鮮人，都

需要適應新學習環境。《親子天下》為家長整理

國中小新生開學時常見的問題，並提供解方。 

搞定初次進入校園生活的小新鮮人 

 Q1：孩子總是來不及抄聯絡簿，好不容易抄完

了，我也看不懂。 

A：對初學注音的小一新鮮人來說，抄對、抄好

聯絡簿實在不容易；對父母來說，要看懂小一新

鮮人寫的聯絡簿也非常吃力。 

親子各自工作後回到家，先休息一下聊聊天，就

翻開聯絡簿，裡面會有今天的功課與教學進度，

就算孩子都會了、功課也寫完了，仍要花一點時

間複習。 

Q3：一開學他就狀況百出，不會趴睡、不會用

蹲式馬桶，還常打電話要我幫他帶東西。 

A：小學的生活和幼兒園大不相同，這些在剛上

小學的前幾週，老師都會帶著孩子去認識，包

括：如何使用蹲式廁所、上廁所要關門、如何摺

衛生紙、廁所弄髒了要怎麼清理等。 

開學之後若有你覺得脫序的行為，也不要馬上處

罰，先聽聽孩子是怎麼想？遇到什麼困難？再與

老師一起幫助孩子。 

至於忘記帶東西，建議父母不要幫他送，讓孩子

學著自己想辦法。國小有個重要任務是生活自

理，忘記帶東西去學校是多數小一新生會發生的

狀況，不妨讓孩子透過這個犯錯機會，試著想辦

法跟同學或老師借。 

Q4：孩子回家時跟我說他上課都聽不懂，我該

如何協助他？ 

A：當孩子這樣反映，父母必須委婉的讓老師知

道，「孩子目前的學習似乎無法理解，我在家可

以如何幫助他呢？」 

小一前 10 週國語教的都是ㄅㄆㄇ，孩子在學校

學完後，回家一定要陪著他練習。有些孩子學習

比較慢，會挫折，但只要家長持續陪伴，小一上

學期結束前很少有孩子學不會。 

 

Q5：小學意外比幼兒園多，才開學，他就從遊戲架

上摔下來。 

A：低年級生是國小學生中，最常因為遊戲器材使

用不當，導致跌傷、瘀傷、撞傷的一群。 

雖然老師會提醒孩子遊戲器材的安全使用方式，但

父母在帶孩子逛校園時，不妨示範正確玩法，包

括：盪鞦韆手要抓緊，鞦韆停了才能下來；溜滑梯

不可頭下腳上或站著溜；玩翹翹板時不可以在板上

行走，或是突然跳下讓友伴掉下來。也讓孩子知

道，如果受傷了記得到健康中心找護士阿姨。當孩

子真的受傷，不要大驚小怪、興師問罪，冷靜下來

聽聽孩子怎麼說。 

Q6：孩子有些新生活適應上的狀況，我想要和老師

討論，寫聯絡簿、到校拜訪和打電話，哪個是和導

師最好的溝通方式呢？ 

A：視溝通事情的輕重緩急來決定溝通形式。親師

平時聯繫與建立關係可透過聯絡簿，就算沒有「問

題」也可以有反應，可以在聯絡簿上記下孩子的生

活及成長，除了替孩子留下紀錄，也讓孩子知道，

他在家或在學校發生什麼事，老師和爸媽都會知

道。 

緊急且可能有爭議的討論，為避免文字傳達有限、

想像空間大，以電話和面對面談為佳，但是要注意

時間。若要打電話，孩子放學後的下午通常老師還

在學校，是很好的時間；但許多父母到晚上才見到

孩子，如發現需要溝通，要打電話也記得儘量在 9

點之前。 

當你需要親自到學校一趟，先和老師約時間是一種

禮貌。無法事前聯繫的話，放學接小孩的空檔是不

錯選擇。如果臨時真的有急事，需要立即聯繫，為

了不打擾老師上課需要照顧全班學生，最好透過學

校行政等單位聯繫。 

親師座談會、聯絡簿、班級網頁，都有助於父母了

解孩子在學校的生活與學校教學成長。 

無論是什麼形式的親師

溝通，都要記得態度有

禮、委婉，表達出「我

需要老師的意見與專業

來幫助孩子」，才有可能

透過親師溝通取得良好

的親師合作。 

 

金竹國小與您一同關心孩子 電話 6601106 



紫錐花運動～ 臺灣發起的世界性運動！ 
「紫錐花」係北美菊科植物紫錐菊，為北美印地安人治療蛇、蟲咬傷

敷料，晚近歐美企業予以製成健康食品，以其具有內服外敷之「健身」、「抗
毒」的意象，故引為「反毒」的代表花卉。 

我國大多數成癮性毒品均源自境外偷渡及走私，以外來品種的紫錐花
意象推動反毒並推向國際，較符毒品之移動路徑。 
1.運動的總綱:  

反毒總動員，由校園推向社會、由國內推向國際，

全球一起來。 

 
2.運動的方法:  

響應聯合國國際反毒日，臺灣發起紫錐花運動。 

邀請您共同推廣紫錐花標幟。 

 

3.運動的目標:  

提升國民尊榮感，打造國家道德形象，消除人類病態文化。 

 

 

高雄市教育局於校安中心設立 0800 免

付費專線 

電話、信箱，受理防制黑道勢力介校園、校園 

暴力及霸凌、學生藥物濫用之投訴：  

A.申訴電話：０８００-７７５-８８５  

B.申訴信箱：高雄市郵政１８９０號信箱  

C.電子信箱：sos@mail.kh.edu.tw  

防制詐騙三步驟 

應變口訣:一聽 二掛 三查證  

♦警政署反詐騙專線:165 

♦金竹國小電話：6601106-9 

或撥導師手機 



 

 登革熱防治 
●登革熱病媒蚊之生活習性 

  在台灣傳播登革熱病毒的蚊

子，是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

雌蚊白天活動，吸食動物血

液，如吸食登革熱患者的血

後，再叮咬健康人，即會傳播

登革熱。 

 ●登革熱的主要病症狀 

 高燒，肌肉及關節的奇痛，後眼窩痛以及發疹，潛

伏期５－８天，死亡率不到１％。另一種出血性登革

熱的死亡率可高達５０％，尤其是兒童。 

 登革熱病媒蚊之防治 

 目前無特效藥，亦無疫苗，故只有防治病媒蚊。 

 ●基本防治法：清除病媒蚊之孳生是基本最重要的

防治法。把自己家內外的不必要之積水容器倒置，或

交由垃圾車運走，必須保有的盛水容器，如水缸、花

瓶、水盤等每週洗刷並換水一次，地下室積水應排

除，並施用殺蟲劑、清潔劑、油等。 

 ●緊急防治法： 當疫病流行時，則用殺蟲劑在室內

及住宅、學校和醫院之四週，於白天作空間噴灑。民

眾亦可購買市售之罐裝噴筒噴灑住宅。 

 ●個人防護法： 因病媒蚊是白天吸血，故午睡時應

有防蚊設備；最好穿著長袖長褲，裸露部份可塗抹驅

蚊藥水或藥膏。 

個人（家庭）登革熱防治措施(三不政策) 

 (1)不讓斑蚊繁殖，清除孳生源四大訣竅： 

1.「巡」─經常仔細巡檢居家室內、外可能積水的

容器。 

2.「倒」─將積水倒掉，不要的器物予以倒放。 

3.「清」─減少容器，留下的器具也應該澈底清潔。 

4.「刷」─去除斑蚊蟲卵，收拾妥當，勿再積水。 

 (2)不讓斑蚊進屋 

1.設置紗窗、紗門。  

2.噴灑殺蟲劑或點燃蚊香驅蚊。 

 (3)不讓斑蚊叮咬 

1.避免每天早上 9 時至 10 時及下午 4 至 5 時(登革

熱病媒蚊–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出沒頻繁時段)到

戶外公共場所之樹蔭、草叢、涼亭等陰暗處逗留。 

2.著淡色長袖衣褲、裸露處塗防蚊液。 

3.午睡時掛帳。 

 

●主要災害逃生應變措施 

地震時逃生應變作為 

室內避難時 

一、迅速關閉電源、爐火、瓦斯、

自來水開關。 

二、打開出入門，以免門變形無

法開啟；以墊子等保護頭

部，在堅固、高度較矮而重心穩定之家具下躲

避，或靠建築物中央的牆、柱站立。 

三、切勿靠近窗戶，以防玻璃、吊燈、巨大家俱

等物品墜落震破之危險。 

四、切勿使用電梯，以免受困。 

五、捷運、百貨公司、電影院等公共場所，請遵

守引導人員的指示方向逃生。 

六、地震後若小火災發生，應把握初期滅火時間。 

七、避難時記得穿鞋，並戴安全帽及防災護套。 

室外避難時 

一、站立於空曠處或騎樓下，不要慌張往室內衝。 

二、不要靠近狹窄的馬路或巷道，注意頭頂上方

可能掉落之物品。 

三、遠離興建中的建築物、電線桿、圍牆等。 

四、如在行駛中的車輛，應避開路橋、高架橋、

地下道、隧道，勿緊急煞車，注意前後左右所

發生之情況，應減低車速，將車靠邊停放。 

五、遠離山區，防止落石。 

火災發生時逃生應變作為 

一、初期逃生避難時不可搭乘電梯，避免因停電，

會被困於電梯中。 

二、循避難方向指標，由安全梯進入逃生。 

三、以毛巾或手帕掩口。 

四、濃湮中採低姿勢爬行。 

五、濃煙中戴透明塑膠袋逃生。 

六、室內待救時 

1.可利用避難器具逃生。 

2.塞住門縫，防止煙流入室。 

3.設法告知外面的人。 

4.至易於獲救處待救。 

5.儘量避免吸入濃煙。 

七、無法期待獲救時 

1.保持鎮定，絕不可跳樓，不放棄逃生機會。 

2.利用床單或窗簾做成逃生繩。 

3.沿屋外排水管逃生。 

4.觀察四周利用物品或地形地物進行逃生。 



 

 吸口好空氣．大家齊努力 

因應空氣品質惡化應注意護理事項 

    台灣空氣品質除了受到本地固定污染源(工

廠、工業區)及移動污染源(汽機車)影響外，每年

從台灣境外地區移入的污染亦嚴重影響台灣空

氣品質，主要以來自中國大陸地區污染源，包括

人為及自然環境的影響。 

    環保署於 101 年訂定 PM2.5 空氣品質標準、

加強多項污染源管制措施，並同時加嚴開發特殊

性工業區應辦理之空氣品質監測事宜，以提升對

國人健康的保障。民眾可至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

網站（http://taqm.epa.gov.tw/）查詢空汙數值。 

   教育部依空汙數值規定，制定相關防範措施: 

◎綠色旗幟 

備妥防護用具並熟知使用方

式。 

落實空氣品質教育宣導。 

◎黃黃色色旗旗幟幟----初初級級防防護護  
PM2.5 指標等級達 4-6 級： 
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的師

生，感受到癥狀時，應考慮減少體力

消耗，特別是減少戶外活動。 

◎紅色旗幟--中級防護 
PSI 值達 100 或 PM2.5 指標等級達 7-9
級： 
1.加強學生、幼兒及教職員健康防護宣

導。 

2.學生及幼兒於上、下學途中或進行戶外活動

時，應配戴口罩等個人防護用具。 

3.師生於室內上課時，得適度關閉門窗，減少暴

露於不良品質之空氣中。 

4.學校及幼兒園地點位於交通繁忙街道上者，宜

避免長時間逗留戶外。 

5.敏感性族群，應注意個人健康自主管理。 

6.一般師生：如果有不適，如眼痛，咳嗽或喉嚨

痛等，應該考慮減少戶外活動。 

 

◎紫色旗幟--緊急防護 

PSI值達200或PM2.5指標等
級達 10 級： 
1.學生及幼兒上、下學途中或進行戶外

活動時，應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

防護工具。 

2.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應立即停止戶外活動。 

3.學校應視室外課(體育課)、戶外教學或觀摩活 

  動之活動地點空氣品質條件，將課程活動調整 

  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4.敏感性族群，應加強個人健康自主管理。 

5.任何人如果有不適，如眼痛，咳嗽或喉嚨痛等， 

  應減少體力消耗，特別是減少戶外活動。 

6.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的成人與孩童，以及 

老年人應避免體力消耗，特別是避免戶外活動。

7.具有氣喘的人可能需增加使用吸入劑的頻率。 

◎黑色旗幟--停課 

PSI 值達 400 以上或 PM2.5 達 350.4
μg/m3 以上： 
1、 上課期間：以不停課為原則，惟各

校（園）長得視區域空氣汙染狀況，

逕行宣布停課；決定停課者，應通

報本局及區公所，並應同時研議補課措施；停

課原因消失者，應即恢復上課。 

2、 非上課期間：由教育局依程序宣布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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