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投縣集集國小 105 學年度
家長座談會
《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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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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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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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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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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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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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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五)大眾爺廟慶典(農曆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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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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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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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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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語文【一】』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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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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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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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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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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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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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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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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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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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預定 12 月健康檢查 1.4 年級複檢異常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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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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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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級健康檢查異常者追蹤複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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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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甲班

班級經營計畫

級任：石惠茹老師

學生人數： 17 人 (男生 6 人;女生 11 人）

盧梭說：「我未必是出類拔萃，但我一定是獨一無二。」；也有人說：
「孩子都在期待，遇到一位懂他的大人。」有些孩子擅長學科的鑽研學習；有
些孩子在技能上擁有天賦；而有些孩子則藏有一顆善良溫和的心。每一個孩子
都是獨特的個體，每一個孩子都需要被理解、被認同。因此，無論他是何種的
天賦與氣質，都是班上最重要的一分子。因此從日常生活中關心孩子的身心發
展，尊重孩子的想法，充分傾聽與溝通，接納尊重每一個孩童的個別差異。那
便是我要做的!

 班級經營理念
 三心兩意：
愛心：對待孩子，從「愛」為出發點。
耐心：成長是需要時間的等待，並隨時給予鼓勵，使孩子充滿自信。
信心：相信孩子，常給予孩子肯定與讚美，讓孩子學會愛與感激。
創意：教學活潑，讓孩子「活」用知識。
注意：隨時關心每個孩子的狀況，協助孩子適性發展。
 以身作則：教師的行為影響孩子深遠，言教不如身教，教師良好的言行也
在無形中影響孩子。
 不厭其煩：
「一件簡單的事，堅持久了便能成就偉大的事」
，孩子的教育就
是那件既簡單，且必須努力堅持的事。堅持久了，便能成就每個孩子。
 教學相長：學無止境，不進則退，教師一面從事教學，一面進修吸取新知，
才能在教學上有所突破與創新。

 班級經營目標
 品德、人際部分：主動、負責、友愛、尊重
1. 培養孩子能自動、自發、自律的探討與學習。
2. 帶領孩子瞭解自己、尊重他人，建立良好的人我關係。
3. 協助孩子彼此截長補短，合作互助，共同成長。
4. 培養孩子正向、樂觀的心理，並擁有積極的做事態度。
 語文閱讀部分：讓閱讀成為所有學科的養分
1. 培養孩子「有空便閱讀、時時在閱讀」的好習慣。
2. 令孩子能看好文、進而說好文、最後寫好文。
3. 將傳統文學之美，潛移默化至孩子的聽說讀寫當中。
4. 將閱讀習得的知識，類化到各個不同的學科當中，令孩子學得更好、懂
得更多。
 班級經營具體作法
1. 善用榮譽集點制度：以小組互助及班級生命共同體的觀念，推動榮譽集
點制。
(1)

班級蝸牛爬格子：全班一個月內，能四個小組同時爬到頂端五
次，就請全班中午吃比薩，因此全班必須互助合作，隨時提醒整
潔、秩序，以及其他生活常規。

(2)

小組學習加分數：全班一共分為四小組，每組課堂上皆進行 ABC
異質互助的合作學習模式，以 A 帶領 B、C，B 幫助 A 指導 C，
讓所有人皆達到老師要求的學習結果，進而得到小組的加分。
ABC 都有不同的學習，並且一同達到能力的提升。

2. 實施假日小日記：周末假日要求孩子以文字寫出一篇小日記（150 字以
上），加強孩子的敘述與寫作能力。
3. 加強國語文能力：
(1)

每週或背誦詩詞一首、或背誦經典一篇，令孩子將傳統文學的優
美深植於心中，以因應升上國中寫作或課程所需。

(2)

利用早自習進行晨讀，令孩子閱讀自己想看的書籍或報紙。

(3)

在課程中增加成語的學習，並以學習單進行理解與運用。

(4)

閱讀護照，要求學生每天至少閱讀紀錄 1 本書。

(5)

配合國語課的單元，進行「寫作教學」。

(6)

語文課程部分開始進行中小學課程銜接，因此依課程加以設計的預
習單，已加入國中國文內容，讓孩子小學階段便已開始起跑。

4. 閱讀空間布置與運用：教導孩子善用學校圖書室、集集文化所，並在教
室裡設置閱報區、讀書角，讓孩子時時身處閱讀氛圍，更鼓勵孩子多閱
讀，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提昇自我學習能力。
5. 數理能力：以增進邏輯推理思考能力為主，讓孩子多操作、多發表，並
且彼此合作，找出問題，提出想法，相互學習。
6. 提倡環保概念，養成節約能源、愛護公物的好習慣。
7. 飯後潔牙，每週二用餐後進行含氟漱口水。
 班級約定事項：
1. 上課專心聽，發言先舉手，勤勞作筆記，不懂趕快問。
2. 作業按時交，有錯要訂正，寫字工整、不潦草。
3. 學用品記得帶，不請家人送過來。(請務必每天睡前整理書包)
4. 離開座位桌椅要排好，環境要保持整潔。
5. 確實做好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的工作，並非等到考試前才開始溫習。
6. 為達有效學習之目標，中午一定要午休睡覺。
(時序即將進入冬季，麻煩家長讓孩子準備午休可以舒服溫暖睡覺的枕
頭與被子，當然若有睡袋就更方便了!
7. 說話誠實、守信用。
8. 樂於助人知感恩；待人和善有禮貌；做事負責、守規矩。
9. 進班緩步輕聲，個性學著不急躁、尊重他人不打擾。
 親師合作事項：
1. 用放大鏡看孩子優點：
多鼓勵、欣賞孩子的優點，並培養他自主學習的能力，是「引導」他學習，
非事事為之安排、樣樣為之操刀。
2. 每天只要 10 分鐘：

除了功課督導之外，也可和孩子聊聊學校生活點滴。
3. 比能力，也要比創意和耐心：
成績無法完全表達每個孩子的特質，培養孩子的學習能力、創意和耐心更是
重要。
4. 請遵守學校上學時間，每天 7:20 ～7:40 到校。
為了孩子的安全，請勿早到或遲到，並儘量讓孩子吃完早餐再到校。
5. 請養成孩子規律的生活習慣，並督促每日準時就寢。就寢前，務必依『聯絡
簿』準備學用品。(請家長務必協助與配合)
6. 請勿讓孩子攜帶貴重物品（手機、電動玩具、MP3、相機...) 或過多的金錢
到學校，以免損壞或遺失。
7. 孩子需要請假時，事假請提前告知，病假請一早電話告知。
8. 和孩子一起選擇有意義的電視節目，每日觀賞時間以不超過一小時為原則。
9. 電腦、電視遊樂器每日使用時間，以不超過半小時為原則，以免耽誤功課，
影響視力。
10. 簽聯絡簿時，請家長能抽空檢查一下孩子的作業【確實請孩子拿出每一樣
功課】，並協助孩子訂正。
11. 每個孩子都有個別差異性，為了讓孩子學習更愉快，家長若有任何的意見
或建議，歡迎在聯絡簿上留言或透過電話溝通。
12. 請多支持並參與學校及班級各項活動。

家長如何成為親師好夥伴？──和老師溝通的三個訣竅
親子天下雜誌 29 期

作者：許芳菊
為了兒女的管教、為了成績，愛子心切的父母常殺到學校找老師，一不小心就成了孩子
眼中的大恐龍，與老師也陷入對立的交戰，家長最要做的原來不是辯論和抗議，成功祕訣反
而在於「情」這個字。
諮詢專家│楊俐容（台灣北區小學ＥＱ教育推廣講師）、
黃倫芬（友緣基金會副執行長）
王意中（王意中心理治療所所長）
許多研究都顯示，親師關係對孩子不論在學業表現、行為品格上都有巨大的影響。擁有
正向的親師關係，孩子在各方面都會有更佳表現，反之則否。家長希望和老師建立好的親師
關係，牽涉到許多微妙的心理感受與互動、溝通的技巧，但最重要的是同理心，擁有一顆柔
軟的心，是親師正向互動的基石。相反的，缺乏同理心，就算有再好的溝通技巧、表達能
力，都是枉然。
在親師關係中，父母首先要思考自己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友緣基金會副執行長黃倫芬認為，老師主要的工作是在幫助孩子學習，啟發孩子對於知
識的好奇；家長的工作，則是要幫助老師了解孩子的特性，協助老師因材施教。
也因此，每當孩子來到一個新的班級，父母應該做的，是幫助老師了解你的孩子。
【第一步】幫助老師了解你的孩子
建議家長在一開學，就能尋找適合的時機（例如班親會），去認識孩子的老師。你可以
及早告訴老師關於你孩子的特質，或是他可能有什麼特殊的狀況，需要哪些幫助。例如，你
的孩子在上小學前，從來沒有去補習過英文或注音符號，也許在一開始，他需要老師更多的
協助與耐心。
你也可以問問老師，有什麼事情，是老師希望父母在家裡可以協助孩子的。對老師打開你的
心胸，表現出你對孩子學習的關心，是很重要的。
【第二步】親師互動要有情、理、法的概念
許多親師間的衝突，往往來自於彼此缺乏情感的基礎，就直接訴諸理、法上的爭辯，結
果弄得親師關係惡化到不可收拾。
親職專家楊俐容認為，情的基礎很重要，親師之間存款要夠，碰到事情才有辦法提款。
建議家長，平常多肯定老師的努力、老師的用心，給老師多點鼓勵。楊俐容以自已為
例，長期以來，他都會經常寫正式的書信給兩個女兒的老師，主要目的是肯定、鼓勵老師，

也幫助老師了解他的孩子。
當老師需要家長當志工協助時，例如校外教學需要家長協助照顧孩子安全，或是學校運動
會、校慶、競賽等，需要家長參與，都是你表達對學校、老師支持，建立良性互動的機會。
先建立情感的基礎，再來就要學習講理的方法。當父母對老師有意見，千萬不要用質
問、爭辯的態度去進行溝通，更忌諱直接跳過老師，動輒一狀告到校長室。因為教育並非父
母的專業，而且父母的角度（只看到自己孩子）跟老師的角度（要帶全班幾十個學生）有很
大差異。
跟老師講理，要先把問題做具體的觀察、描述，並了解這是孩子個別的問題或全班性的
問題。如果是全班性的問題，尋找志同道合的家長，先共同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案，再進一步
跟老師討論，會較恰當（見一七二頁，〈親師溝通關鍵問答—給家長的處方〉）。
總之，親師關係應建立在情、理、法的架構下，以情感為基礎，學會講理的方法，真的
不得已才投訴或走法律途徑。
【第三步】選擇合宜的溝通時間、地點、工具
親師溝通要即時，但時間、地點跟工具要恰當。
心理師王意中觀察，有些家長想找老師談話，就直接跑去學校找老師，也不管老師是否
正在處理教學事務；或是老師正急著要趕去接自己的小孩，在這種情況下，親師溝通效果往
往不佳。
要找老師談事情，在時間上，王意中建議最好是老師空堂備課時間或是約放學後半個小
時來談。因為老師有老師的節奏，跟老師約好時間，在一個單純的情境下，老師也可以有比
較好的準備。
黃倫芬也提醒家長要將心比心，不要佔用老師太多下班的時間。如果可以的話，儘量在
老師上班的時間來談。父母要避免帶著孩子直接跑到學校教室裡跟老師理論。
在溝通的地點上，在學校教室、輔導室等地跟老師談話，會比單獨把老師約到外面談恰
當。如果需要約到外面，最好找個公開場所且可以讓雙方靜下心來、彼此都自在的情境。
在溝通的工具上，王意中提醒家長，如果真正遇到有需要跟老師反映溝通的問題，建議
不要用聯絡簿寫。因為寫在聯絡簿上，孩子會看到，且學校會抽檢聯絡簿，老師、孩子都會
有壓力。
聯絡簿儘量給老師好的回饋，有問題可以另外寫封信給老師，或直接跟老師約時間討
論。
打電話或手機也不是很恰當的親師溝通工具，因為看不到彼此的表情，而且隨便就打電
話給老師也不恰當。

黃倫芬也提醒家長，在某些時候，家長一定要主動跟老師溝通。
第一，當老師寫聯絡簿告知父母孩子在學校有某些狀況的時候，爸媽一定要有反應。父
母可以先謝謝老師能注意到這些事情，並請問老師，在家裡可以做些什麼，來改善孩子在學
校的問題。
第二，當孩子回來有異常，說不想上學，甚至做惡夢、尿床等時，家長也要儘快去找老
師，跟老師反映孩子的這些症狀，並請老師協助觀察了解，孩子在學校是不是有發生什麼事
情，該如何和老師一起解決這些問題。
親師相處，就跟所有的人際相處一樣，往往都需要一段彼此了解、建立信賴的磨合期。
即使有時家長可能不同意老師的做法，或不欣賞老師的風格，但不論如何，家長應儘量以跟
老師合作為前提，協助孩子學習成長為目標。
要成為「完美」的父母並不容易，要成為「完美」的老師也是。正如楊俐容提醒家長，
不用奢求孩子的每個老師都是「完美」的好老師，對老師合理的期許是「夠好」就好。

學習生涯有如可帶走的盛宴/張忠謀

兩年前我動筆寫自傳時，參考過去的資料，發現 30 多年前寫的博士論
文，很少看得懂；再看過去的大學工程教科書，也很少看得懂。我發現，一個
人在學校學的東西，大學畢業後，前 5 年約用得到學校學的 20％，以後便絕少
用得到。
大文豪海明威說：
「年輕時住過巴黎，它會一生跟著你，有如一場可帶走的盛
宴。」這句話用來形容我前後 21 年的學校學習生涯，算是十分適當。

學校是培養「求知心」及「學習的習慣」；再者，是培養「思考能力」。求
知
心及，學習習慣是兩項基本，在學校裡若沒能培養前兩項，便完全是浪費時
間。
至於思考的能力，是內部化及整理的能力，讓你往後可做些與他人不同的事。
中國古語常說的「活到老，學到老」，並不是我認同的終生學習。因為，終生
學習必需具備三項要素：有目標、有紀律、有計畫。

＊ 要時時跟得上行業
終生學習的目標可分為短、長期，舉例來說，不論是醫生、科學家、半導
體業，都要跟得上行業。我一直在半導體業，因此我的目標，便是跟上半導體
業的發展。一開始我在技術的領域，就是以跟上技術為標就定在跟上半導體業
務。
30 年前或 40 年前畢業的銀行家，只需面對存、放款，發行政府公債、賺差
價，
業務很簡。當時，美國的銀行家每天下午 3 點鐘就可打高爾夫球。現在的銀行
受世界金融的影響，再加上 Internet 發展的影響更大。若不能保持跟上新的
發
展，職業、工作不會超過 10 年、15 年，便已脫節；而科技、工程領域則是更
快
失業。我畢業時，不認識 Transistor（電晶體）這個字，當時也很少人認識。

過幾年後，半導體業的人全都知道電晶體。知識很快地前進，但我一輩子跟上
半導體潮流。

＊ 立短期目標先充實
終生學習的短期目標，可以與興趣、工作職務調動結合。一個技術、或研
發的人，升職為經理時，便需要涉獵財務、行銷。如果不懂，就要立個短期目
標，
在半年學習內相關的財務、行銷，才能在新位子上完全發揮。我發現，法王路
易 14 及與清朝的康熙皇帝，兩人幾乎同時，都是盛世，但都不知對方的存
在，
因國情不同，後來發展也不同。這引起我的興趣，因此花幾個月的時間研讀兩
人的歷史。聽馬勒的音樂，對有音樂底子的人，也是花幾個月就可成為專家。
若是貝多芬，就至少要花 2 年的時間鑽研。
我在美國住了 30 多年，然後回來台灣 14 年。回來之初，喜歡看中文報，
也經常接觸中國社會，但仍不熟悉。於是立了個短期目標，要在 2 年內充份了
解台灣的政治及經濟。後來發現，這個野心太大，便延長 3 年。然而，到現在
還是不
太了解，這項短期目標就變成了我的終生目標。

＊ 專心聽比說更重要
終生學習的第二個要素是「紀律」。我認為「專心聽」要比說更重要。一
個人的學習，能否達到 100％的效率，與是否專心聽有關。提高聽的效率之
外，還
得內部消化。
我隨身都會攜帶一個小記事本，這是為了知己知彼，隨時注意客戶的財務
報表。我並且會把重要的資料和資訊記在案頭的標準型筆記本上，一個月或二
週溫習一次，我的經驗是可記下所有的重點。當我與客戶談話時，客戶往往驚
訝為何
我知道這麼多事，這是因為我終生學習是有紀律的。
好的終生學習，絕對會影響生活習慣。我年輕時每天看書 4 小時，現在 2

小時，周六、周日兩天加起來也有 8、9 個小時看書、聽音樂，所以不熱衷應
酬。我每天在跑步機上跑步半小時，運動量相當打高爾夫好幾倍。

＊選擇交往接觸的人
終身學習的最後一個要素就是有計畫，否則就會事倍功半。要與誰說話，
更是要有計畫，所接觸的人更會影響自己的生活。我對經濟、趨勢有興趣，所
交朋
友就鎖定是學術界、經濟界的人，不過自己要有料，選定一些有利學習的場
合。
生活習慣與接觸的人也要訂定一個方向。每年要回學校充電即使很忙，一年也
應抽出一、二個星期的時間，到學校聽課；或是聽 5 到 10 次的研討會，要嚴
肅
地做筆記，才能學到東西。學校是培養一個人的求知心、習慣及思考能力的地
方。
一所好學校的定義是師資好、設施好。我反而覺得這是其次；同學才是培
養一個人思考、學習的最大助力。有人 4、50 歲了，還喜歡說出自某某名校，
我覺得這是其次；同學才是培養一個人思考、學習的最大助力。有人 4、50 歲
了，還喜歡說出自某某名校，我覺得奇怪，他們把學校的那幾年當成生命的巔
峰，其實他出了校門便已開始走下坡路了。

~與我的伙伴-親愛的您,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