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投縣集集國小 105 學年度
家長座談會
《六甲》

~品德集集．閱讀集集．藝文集集~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重要學習行事計畫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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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友善校
園議題

學校本位課程

9/4

9/11
~9/17

當週重要行事活動

8/29 (一)開學日、新生入學、新生家長說明會
（家庭教育【代間教育】2 節）
學校本位課程
8/30
8/31 (三) 8:00~8:35 友善校園宣導、遊戲器材
『集集復集集【一】』 （2）
安全宣導
8/31 (三) 8:40~9:20 社團活動分組

8/29
~9/3

~9/10

週二學校行事活動

安
全
教
育
月

9/5(一)傳染病防治宣導、口腔保健
9/6(二) 8：15-8：35 每周二體育日暨各班健康促

9/6
進活動-戶外健走及跑步開始
『集集復集集【二】』 （2）

9/9(五) 7：55-8：35 健康體位宣導-校外健走開始
9/10(六)補 9/16(五)課程

學生安全教育宣導
主題活動

安全教育宣導週
9/13
9/12 (一)防災教育防震演練預演
（2）
9/15 (四)中秋節，9/16 彈性放假

防災教育宣導週
9/21(三)防災教育防震演練
9/20
『集集復集集【三】』
9/19 (一) 傳染病通報開始、視力保健宣導
（2）
9/20 (二)新生 NTU 斜弱視、視力、聽力篩檢

9/18
~9/24

9/23 (五)大眾爺廟慶典(農曆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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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10/1

學校本位課程
『集集復集集【四】
』

9/28 (三)教師節
9/27
9/29 認輔會議
（2）
9/30 (五) 18:50~21:00「班級親師座談會」
10/4 (二) 8:00 戶外教育行前安全宣導

6

7

10/9
~10/15

8

10/16
~10/22

9

10/23
~10/29

10

學校本位課程
10/4 10/5 特教知能研習
『集集復集集【五】』 （2） 10/5~10/7 (三~五)六年級戶外教育
10/7 (五)幼~五年級戶外教育

10/2
~10/8

『快樂學語文【一】』
法
治
教
育
月

交通安全、保腦宣導

10/18(二)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創世)
10/18(1)
10/18 10/17 (一) 分發體位不良學童通知單-健康體
學校本位課程
（2） 位及健體班宣導開始、運動
『快樂學語文【一】』
10 月份預定一至六年級流感疫苗注射
『快樂學語文【二】』

10/30

期中學習評量

~11/5

10/11 10/10 (一)國慶日
（2） 10/12 (三)校園生活問卷

10/25 10/24 (一)視力不良學童宣導及未複檢者追蹤
（2） 10/26 (三)第一次校刊徵文收件
10/31~11/3 南投縣第 63 屆全縣運動會
11/1 11/1-3 期中學習評量
（2） 11/2(三)一、四年級健檢
11/4 (五)社區服務-健走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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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1/12

性
別

『快樂學語文【二】』

11/8 11/7(一) 菸害危害防治宣導
（2） 11/10(四)經典比賽(二甲)

週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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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11/19

平
等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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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11/26

育
月

11/27
~12/3

週二學校行事活動

當週重要行事活動

『快樂學語文【三】』

11/15 11/14 (一)愛滋病防治師生宣導
（2）

『快樂學語文【三】』

11/22 預定 11 月【健康檢查 1、4 年級尿液及蟯蟲】
（2）

11/28 (一)檳榔危害防治宣導【12/3 防治日】
11/30(三)田園老師到校(社團暫停一次)
學校本位課程
08:40~09:20 三、四年級
11/29
『快樂學語文【四】』
09:30~10:10 五、六年級
（2）
118 週年校慶週
12/3(六)118 週年校慶親職運動會
11/27-12/3 慶祝建校 118 週年校慶週配合校慶
週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12/5 (一)校慶補休

15

學校本位課程
12/6 12/6 (二)健康體位及健體班宣導
『快樂學語文【四】』 （2） 預定 12 月健康檢查 1、4 年級補複檢及蟯蟲異
常學生、家屬投藥

12/4
~12/10

生暨特
學校本位課程
12/11
12/13 ＊一、四年級健康檢查異常者追蹤複檢結果
命 教
16
『快樂學語文【五】』 （2）
~12/17
教 宣
12/19 (一) 營養教育宣導
育 導
學校本位課程
12/18
12/20 12/21(三)國語說故事、演說比賽
月 月
17
『快樂學語文【六】』 （2） 12/21(三)冬至
~12/24
預定 12 月健康檢查 1.4 年級複檢異常抽血

18

19

學校本位課程

12/27 12/26(一)健康體位及健體班宣導
『快樂學語文【七】』 （2） 12/28 (三)第二次校刊徵文收件

12/25
~12/31

1/1 (日)元旦。
1/3 1/2(一)元旦補假
『快樂學語文【七】』
（2） 1/4 (三)繳交寒假作業清單

1/1
~1/7

※1.4 年級健康檢查異常者追蹤複檢結果

20

1/8
~1/14

品
格
教
育
月

21

1/15
~1/19

期末學習評量

1/10-12 期末學習評量
1/10 1/13 (五)健走停止
（2） ※1.4 年級健康檢查異常者追蹤複檢結果【期
末前完成】

1/18 (三)全校大掃除
1/19 (四)社團、團隊發表、廢電池回收摸彩
休業式
1/17 健康促進：期末頒獎及健康體位及相關宣導
社團、團隊成果發表 （2） 1/20~2/12 寒假
1/27~2/1 年假
2/13 (一)開學日

南投縣集集國小 105 學年度
六 年 甲 班

班級經營計畫
學生人數：

23

級任：陳嘉仁

老師

人 (男生 9 人;女生 14 人)

班級經營理念：
1.注重「品德教育」和「生活教育」，除了課業外，生活知識與能力
均應具備，強調品行端正勝過課業成績，培養健全的人格。
2.以愛、關懷與尊重來營造安全快樂、積極進取、團結合作、歡樂
和諧的學習環境與班級氣氛。
3.除了注意孩子智育上的表現外，更要在生活上、行為上看出孩子
的英雄之處，適時予以肯定、讚賞，才不致造就「考試的天才，生
活的白癡」。
4.建立良好的班級常規是絕對必要的，有了好的秩序，才能進行有
效的教學活動；但更重要的應該是讓孩子學習自治。

班級經營目標：
1. 培養孩子勇於發表自己意見，並能傾聽與尊重他人發表意見的習
慣。
2. 培養孩子自動自發學習的興趣與習慣。
3. 以學生為主體，重視個別差異發展。
4. 培養孩子的榮譽心，讓孩子成為一個認真負責的人。
5. 營造一個適合孩子學習的班級氣氛。

班級經營具體作法：
1. 每天 7：40 前到校，住比較遠的小朋友也請儘量準時。
2. 安排及推選小朋友負責幹部的工作，培養小朋友的榮譽感。
3. 每天放學以後應該馬上跟著路隊回家，沒事不要在學校逗留。
4. 藉由每週一首唐詩的解說，加強孩子對古典文學的認識，培養孩
子的文學氣息。

班級約定事項：

1. 上課中請先舉手再發言。
2. 把自己負責的事情做好。
3. 作業按時交、有錯誤處請訂正。
4. 走廊上不可以奔跑，教室裡不可以玩耍，遊戲時要考慮到自己與
他人的安全。
5. 有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報告老師。

親師合作事項：
1. 學校或班級重要行事除了會跟小朋友叮嚀以外，在公佈欄都會有
相關訊息，請家長多加留意。
2. 非必要請不要讓小朋友帶太多的的金錢到學校。
3. 請假時請務必打電話告知老師，方便老師能掌握小朋友的行蹤，
讓老師家長都能安心。
4. 事假請提早告知老師，病假亦請家長即時連絡告知。
5. 請家長撥空指導小朋友的作業，瞭解小朋友的學習狀況。

學校電話：2762027
老師電話：0920117175
老師 e-mail：kyoking001@gmail.com

愛上閱讀 只需晨讀十分鐘
2011-04-13 天下雜誌 382 期
文/天下雜誌編輯部
《晨讀 10 分鐘》
作者：南美英
在台灣，國中小學所推動的閱讀運動，還停留在被動、由上而下灌輸的「共讀」模式。學生
要從「聽父母老師讀」，轉移到「自己讀」，往往是一大無法跨越的障礙。
國際閱讀協會研究指出，養成主動閱讀、獨立閱讀的習慣，是培養學習能力的重要基
礎。從美國、日本到韓國，「晨讀十分鐘」運動已被證明是養成中小學生主動、獨立閱讀習
慣最有效的辦法之一。
韓國閱讀教育開發院院長南美英博士所寫的《晨讀十分鐘》一書，提出成功實施晨讀的
七十八種策略，以及在韓國個別學校、教師實施的經驗分享。書中描繪韓國的教育，和台灣
處境非常類似：補習佔用太多時間、學生在校內重複無意義的學習，使得學生很難專注學
習；辭彙能力、表達能力愈來愈差、孩子討厭閱讀、缺乏思考力……。於是，韓國部份有心
的校長和教師，開始推動「晨讀十分鐘」，竟然得以改變學生的學習意願與能力。
以下摘錄《晨讀十分鐘》書中內容，值得有心培養孩子閱讀能力的家長和教師參考。
現在的韓國教育中，到處發生著不可思議的事情。根據韓國出版研究所調查，目前韓國
在教室裡能專注聽課的學生不超過一五％，比起小地方的學生，大城市的孩子更差。也就是
說，個人教育支出愈多的地區學校情況愈糟糕。
有段時間，隨著《早晨型的人》（稅所弘著）的熱賣，興起吃早飯運動。由於晚飯時吸收
的營養十二小時後就會全部消化，所以必須在中午之前透過早餐來補充營養，才能喚醒身體
各個器官。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吃早餐，身體各個器官仍然會認為現在是睡眠時間，就算
去上學或者活動，腦子還是處於睡眠狀態。
這是科學分析。但是，不能把孩子學習時間無法專注全部歸咎於沒吃早餐。實際上，首
爾某社區內小學的老師，對於吃早餐與學習是否專注的關係進行過調查研究。雖然老師所教
班級吃早餐的學生占全體學生的五六％，但結果顯示，吃不吃早餐與上課時間精神集不集中
並沒有很直接的關係。因為吃早餐的學生中也有上課精神恍惚的，不吃早餐的學生中也有專
注學習的。
需要課前熱身。熱身是運動員比賽前進行放鬆全身肌肉的準備活動。愈是重要的比賽，
熱身就愈重要。帶領韓國足球走向世界前茅的希丁克教練就以提倡賽前徹底熱身而聞名。
學習也是一樣。開始正式課程之前需要做喚醒大腦的熱身運動。但是現在學校裡並沒有
熱身的時間。孩子早上匆匆忙忙起床、吃早飯，跑到學校後和朋友剛聊一會兒，老師就進來
開始上課。上課一開始，孩子的大腦像生銹的機器一樣，只能發出不自然的聲音。
在朝鮮時代負責世子教育的侍講院（註），每天清晨會讓世子大聲朗讀自己喜歡的詩歌
或文章，這正是為一天學習而做的熱身。
實際上，在美國、日本、紐西蘭、法國、瑞典以及英國的一些學校裡，為喚醒學生沉睡
的大腦也進行晨讀。每天早晨花十分鐘閱讀，就可以在上課時集中精神，這是多麼經濟有效
的投入啊！
發揮自主學習的潛力
對大多數的孩子來說，學校不能成為學習的地方，補習班也不能。學校和補習班以學習
能力強的孩子為中心，能力較差的孩子就會有強烈低人一等的感覺。因此，學校和補習班就
成了不幸的場所。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呢？因為每天都用千篇一律的方法講授同樣的課本，就算有同
學因能力較差而無法理解講授的內容，但上課照樣進行。所以很多學生會感到自己是差勁的

學生，自責的同時心靈也會受傷。
誰都有在學校受教育的權利。學校應該在不傷害這些孩子的情況下培養他們的學習能
力，最簡便的方法就是晨讀十分鐘。透過這十分鐘閱讀時間，可以使孩子養成自主學習的能
力。
閱讀教育承載著心靈教育
人應該能夠掌管自己的心靈。如果連自己的心都無法掌管，那麼不要說自己，就連自己
的鄰居、社會都會變得不幸。教育應該承擔起使我們免於這種不幸的責任。
但是，隨著社會的產業化和競爭日益激烈，學校拋棄了心靈教育。當然，由於設置文
學、品德、哲學等課程，我們正在開啟心靈教育的大門。但是就目前的實際情況來說，這些
課程顯然不夠。閱讀是心靈教育的中心，特別是晨讀，是對所有學生進行心靈教育的絕佳機
會。
讓他們早晨帶書到學校來看吧，暴力漫畫等沒有教育意義的書不可以帶來，孩子必須帶
好書來。學校是有權利要求的，因為學校是幫助兒童成長的地方。起初可能很勉強，但一、
兩天之後孩子會自然地進入書裡和主角相見。
書裡的主角對任何人都是公平和親切的，所以閱讀的人會把每個人都當做自己的朋友，
隨著這個過程的持續，孩子的心靈會慢慢得到淨化。
十分鐘能做什麼？
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如果老師和學生看書的話馬上就會明白。十分鐘可以讀一篇隨
筆，孩子也可以讀一篇寓言。開始只能看完半篇的孩子每天看十分鐘的話，一個月後就能讀
完一篇。開始只是看文字的孩子，一、兩個月後書的內容就會進入腦子裡。
偶爾也有十分鐘會不會太短的疑問。當然，長時間閱讀也可以，但對於某些兒童來說，
可以忍受的時間不超過十分鐘。凡事只要堅持三個月後會成為習慣，六個月後習慣便會成為
生活的一部分，想甩都甩不掉。也曾有學校進行三十分鐘的晨讀，但缺點是實踐率大大降
低。晨讀不是為了了解內容，而是為一天學習所做的熱身，所以十分鐘就足夠了。
沒有天生就討厭閱讀的孩子。現在不喜歡書是因為沒能征服書，就算閱讀也因為無法理
解而被書嚇到。這種閱讀逃避症的治療方法就是晨讀十分鐘。書籍不會說生氣的話，也不會
忽視你或指責你。書籍對任何問題都會愉快地給予你答案，對任何人都很公平，都會親切地
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