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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擁抱快樂人生 
學務主任  鄭博元 

永福國小校地面積1.8公頃，承蒙學區各里家長對
學校辦學的信賴與支持，目前學校共有66班，全校教
職員工生近2000人，活動空間相當不足，對於健康促
進之推動影響很大，家長們關注學童健康議題，平時
工作繁忙，若能利用假日多帶孩子到戶外活動，對於
健康體位以及視力保健都能夠有很大的助益。 

由全國學生健康資訊系統取得的108學年度學生之
健康檢查統計發現，在口腔保健議題之齲齒率分析
上，104學年度入學之一年級齲齒率為54.62％，升上
四年級至107學年度健康檢查發現齲齒率已降為46.22
％，當時仍高於新北市35.64％與全國36.43％的平均
值，而至108學年度時，四年級學生齲齒率降至27.17
％，大幅度優於新北市與全國的成績，顯示親師對孩
子的照顧有具體成效，特別是四年級已經為恆牙，若
能在此波換牙之後協助學生維持一口好牙，對於他們
的一輩子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視力保健與健康體位數據統計中，本校過重率
14.55％；超重率17.05％，兩項合計為31.6％，超過
全市27.1％及全國27.27％之數值，顯示我們的孩子在
體重的控制上是需要改善。此外視力不良率52.2％，
高於都會地區學生視力不良率，也高於新北市46.56％
與全國44.35％的平均值，雖然相較於去年(107學年度
本校視力不良率為58.2％)已有明顯6％的進步，但仍
是當前永福學子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身體健康才會有快樂的人生，為了推動健康促進，
學校推動了一系列做法如下： 
1. 配合 SH150政策，推動班級晨間運動及健康操，鼓

勵師生走出戶外活動。
2. 辦理大量課後運動社團，鼓勵學生戶外活動120。
3. 提供足量之運動器材供學童借用，並簡化借用流

程，增加下課教室淨空率。
4. 設置健康促進公佈欄及網頁，營造有利視力保健之

教學環境宣導健康促進事宜。
5. 配合衛生局視力保健活動，申請護眼筆記檢查巡迴

車到校，為弱勢學童服務。
6. 定期辦理健康促進研習活動，增進師生健康促進知

能。
7. 於健康領域課程中，有計畫的宣導視力保健技能。



8. 寒暑假推動健康自主管理卡，鼓勵學生落實健康促
進作為。

9. 結合校安會議，邀請安親班業者與會，溝通分享視
力保健事宜。

10. 於寒暑假提供健康促進資料，增進家長對視力保
健之認同及重視。 

11. 定期辦理視力、口腔及體位檢查服務，並由2名專
業之護理師，檢視相關數據，進行個案管理以提供
親師生服務。 

12. 開放校園，提供操場供學童及家長利用課餘及假
日時間至學校運動。 

13. 家長會提供禮品及經費，供學校獎勵落實健康促
進行為之學生。 

14. 結合社區眼鏡行資源，為就醫後有需求之弱勢兒
童提供配鏡服務。 

孩子未來的成就是我們這一代努力付出所最期待
的共同目標，而身體的健康更是所有人生成就的最基
本條件，指導孩子正確的健康知識、建立孩子良好的
健康習慣、培養孩子健康的生活方式，路遙，我們更
要一同攜手，孩子才會成長得更好。 



     網路世界不迷惘
  專輔老師 劉佳綾 

什麼是網路成癮，「網路成癮」一詞，最早源於美

國心理師哥登柏格（Ivan Goldenberg），在 1995年

所提出的「網路成癮失調症」，不單純是指過度使用

電腦網路，而是對使用網路已經產生依賴性，造成個

人學業、職業、社交、工作、家庭生活、財務、心理

與生理功能等各方面減弱的影響。 

   近幾年發現學生過度使用網路，或是沉迷於網路的

狀況日趨嚴重，網路成癮會導致真實世界的生活秩序

混亂，產生身心問題，亦有造成親子衝突或是師生衝

突的可能。依據 2016年全台網路使用行為調查報告，

94%的青少年六個月內有上網的經驗，平均接觸網路歷

史是 6.54 年，平均每天接觸的時間是 3小時，世界排

名第一。全國有 2.8%的學生呈現高度網路遊戲沉迷的

傾向。   

 本文將介紹網路成癮的原因、網路成癮簡單分

類、網路成癮的處理策略，提供給老師與家長參考。

文章最後，會附上一個網路成癮量表提供閱讀者進行

自我檢核。 

網路成癮的原因 

  造成網路成癮的原因可以分為兩部份說明，一部

份是個人心理層面，另一部份是網路心理層面。 



1. 個人心理層面：

  會有網路成癮的人，或是因為網路成癮而失去生

活能力的人，通常在現實生活的適應都是有問題，大

部份的問題是：生活中有許多的挫敗感，就學生而言

可能是生活自理能力不佳、學業成就低落、無學習動

機；人際關係互動不佳；家庭支持度低，家人互動疏

離；對於生命感到失望與失落，長期對於現實世界不

感興趣。上述這些特質的人們在使用網路社群軟體或

是透過網路遊戲，可以尋求在現實世界中所沒有的成

就感與自信心，進而全心全意的投入於網路世界。 

2. 網路心理層面：

  網路與現實世界的不同在於網路世界是匿名性，

且可以獲得網友的立即回應或是持續性的增強經驗，

匿名性與虛擬的情境給予當事人幻想的空間，滿足心

理渴望被理解的需求。依上述整理如下： 

(1)同步空間的立即回饋、(2)連續增強與間歇增強、

(3)匿名化身的挫折與喜悅、(4)網路致命吸引力(特別

是情色或是暴力議題) 

網路成癮分類 

  每個人使用網路的用途不盡相同，因此廣義的網

路成癮是針對使用網路的依賴性造成生活中的影響，

在求學階段的學生最常出現的是網路遊戲成癮。網路

成癮分類如下： 

1. 網路遊戲成癮：



當事人將時間、精力、金錢等花費在網路遊戲上（加

入會員、購買遊戲點數、網路遊戲世界的物質交

易），此類個案以年輕男性居多。 

2. 網路關係成癮：

當事人會長時間以電子郵件 (e-mail)、Facebook、

LINE、IG等平台，或用即時聊天室(如交友社群 APP)

和其他人交流，將網路上的朋友看得比現實生活中的

家人朋友還重要。 

3. 網路色情成癮：

沉緬於觀看、下載或是交換色情作品，包括文字圖片

影片等，或是以網路從事色情聊天或交友。 

4. 資訊收集成癮：

無法控制地從網路上收集資訊的行為，比如有人瘋狂

的從網路上收集圖片、影片，很多資料對現實生活並

無多大用處，如果超過一般個人嗜好興趣的程度，而

影響到日常生活，困擾就產生了。 

5. 電腦成癮：

當事人對電腦知識或操作程序特別有興趣，鑽研沉溺

於電腦程式編寫，迷戀網路技術，其中包括駭客行

為，熱衷自建和發布個人主頁或網站。 

6. 其他強迫行為：

明知沒有必要，卻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花許多時間

參與網路上的許多活動，諸如隨意瀏覽、鍵入某些關

鍵字、觀看影片、網路聊天、bbs留言、購物、拍賣

等等，除工作外，幾乎大部分日常生活皆以玩網路遊



戲度過。 

網路成癮的處理策略 

1. 加強現實世界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維繫技巧訓

練： 

協助當事人擴展人際互動與學習人際溝通技巧，可

減少當事人過度依賴網路，也可藉由實際的互動中

學習如何維繫與處理衝突，避免在網路或現實的人

際互動受到挫折或傷害。 

2. 訂立明確生活目標與學習時間規劃：

當事人過度使用網路可能是自認為空閒時間過多，

或將上網當作排除壓力的方式，因此時間規劃與壓

力調適，也可與當事人進行討論，訂立生活目標或

是學習時間規畫建議以漸進式策略依照實際狀況適

時調整。 

3. 重要他人的適度規範與約束：

當事人之父母可以透過物理空間調整以及與孩子溝

通，建議如下： 

電腦設備的擺放位置，適合在家中客廳，使家人有

共同參與式或互動之機會。父母若對電腦網路熟

悉，可協助孩子的使用網路經驗是安全、具教育

性，且有明確規範時間。在做決定前適合先與孩子

溝通，做一個彼此可以接受的調整。 



4. 列出自己目前使用網路的時間與未來使用網路的規

畫： 

透過書寫讓當事人覺察自己使用網路時在做哪些

事？可以先從減少哪樣網路活動開始進行？每週預

計減少的時間是多少？限制給予當事人使用網路的

規畫。父母可以觀察孩子的執行力，若能達成，給

予非使用網路時間的獎勵，包括：獎品、親子出

遊、精心時刻陪伴等。 

5. 提供選擇性、取代性的活動：

讓現實生活精彩，活在每個當下都是充實且忙碌

的，就能減少不必要的網路使用，當現實生活中的

活動能為當事人創造心流經驗與高峰經驗，相信當

事人會更加投入該活動，以學生來說，學習才藝、

參加社團、服務學習等。 

   上述策略並不是要完全戒除上網習慣，而是要合理

的上網與控制自己上網時間並非排除網路世界，而是

將網路與現實世界生活達到平衡，避免被網路操控。

若網路成癮嚴重，建議尋求專業醫師進行網路成癮的

醫療資源，同時家長在家要持續嘗試上述步驟，並與

學校老師進行溝通討論。發現問題不難，正視問題才

是關鍵，踏出第一步雖然困難，只要願意調整與改

變，我們都能不被網路所駕馭！ 



附註: 

網路成癮量表 

本量表是編譯自 Young, Kimberly S.的網路成癮評量

表可作為自我檢測的工具。 

題

號 題目 
幾乎不

會(1 分) 

偶爾 

(2 分) 

常常 

(3 分) 

幾乎常

常 

(4 分) 

總是如

此(5 分) 

1 你會發現上網時間超過

原先預計的時間嗎？ 

2 你會放下該完成或執行

的事而將時間用來上網

嗎？ 

3 你對上網的興奮感或期

待遠勝於其他人際互動

嗎？ 

4 你會在網路上結交新朋

友嗎？ 

5 你會因為上網而被他人

抱怨或指責嗎？ 

6 你會因為上網而上學或

上班遲到、早退或缺勤

嗎？ 

7 你會不自主的檢查電子

郵件信箱嗎？ 

8 你會因為上網而使工作



表現失常或成績退步

嗎？ 

9 當有人問你上網做些什

麼時，會有所防衛或隱

瞞嗎？ 

10 你會上網尋求情感支持

或社交慰藉嗎？ 

11 你會迫不及待的提前上

網或一有機會就上網

嗎？ 

12 你會覺得少了網路，人

生是黑白的嗎？ 

13 若有人在你上網時打擾

你，你會憤怒嗎？ 

14 你會因為上網而犧牲晚

上的睡眠嗎？ 

15 你會在離線時仍然對網

路活動的內容念念不忘

嗎？ 

16 當你上網時會一再延長

自己上網的時間嗎？ 

17 你曾嘗試縮減上網時間

或不上網卻失敗的經驗

嗎？ 

18 你會試著隱瞞自己的上



網時數嗎？ 

19 你會選擇把時間花在網

路上而不想出門嗎？ 

20 你會因為沒上網而心情

鬱悶、易怒或心神不寧

嗎？ 

根據上述評量表，將每題分數相加（幾乎不會 1分、

偶爾 2分、常常 3分、幾乎常常 4 分、總是如此 5

分），所得的總分就是「網路偏好指數」。 

  分數之結果分析如下： 

1.正常級（20-49 分）：屬於正常的上網行為，雖然有

時候會花了些時間在網路上消磨，但還有自我控制的

能力。 

2.預警級（50-79 分）：正遭遇到因網路而引起的問

題，雖然並非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還是應該正視網

路帶來的人生衝擊，要有警覺，並改變上網習慣！ 

3.危險級（80-100 分）：網路使用情形已成為嚴重的

生活問題，應該評估網路帶來的影響，並且找出病態

性網路使用的根源。或許已經成為成癮者，恐怕需要

很強的自制力才能恢復常態，建議趕快找專家協助。 



生命教育專欄-世界上最孤獨的大象 

   永福人編輯群 

有一隻名叫卡萬的大象在 1歲的時
候就被送到巴基斯坦的馬格哈札動物
園，原本牠有一個伴侶，名叫莎海莉
的大象陪著牠，但莎海莉在 2012年因
病離世，此後的八年，卡萬就一直獨
自待在動物園裡，牠成為世界上最孤
獨的大象。卡萬會連續不斷甩頭好幾
個小時，因為牠覺得很無聊。生活環
境不佳造成卡萬雖然過重，但營養不
良，體弱多病。看完以上的敘述，請
同學發表一下自己的想法吧! 

  如果你是大象卡萬，你心裡有什麼
話想說出來？ 

101 黃雅媛 
   假如我是大象
卡萬，我想要回到
大自然生活，跟我
的動物好朋友們
玩，自由自在，開
心過每一天。 

102 陳柔芊 
   假如我是大象卡萬，我想回到大
自然中，跟家人一起生活。我想要有
朋友陪伴。 

201 洪丞妡 繪 



106 許羽嫻 
   我好想有同伴陪我，讓我不孤
單，也希望大家都愛護我，而我也會
好好照顧自己的。 

108 林雨蓎 
   假如我是大象卡萬，我想要問：
為什麼我從小就要離開媽媽身邊？為
什麼我沒有朋友了？ 

109 廖紹淯 
   假如我是大象卡萬，我要回到家
人身邊好好過日子。請大家能幫我回
家，拜託。 

110 朱宣榕 
   假如我是大象卡萬，我想說我好
希望我有一個伴，陪在我身邊，現在
的我好孤單。 

201 洪丞妡 
   假如我是大象卡萬，我想問：為
什麼人那麼幸福，而我卻是這樣呢？
我想當人，和人一樣幸福。 

204 黃鈺晴 
   假如我是大象卡萬，我會很傷
心、很難過，我想家人、想朋友，我
一點也不自由，我想逃離這個地獄般
的地方，但我無能為力，只能孤伶伶
地懷念著莎海莉，直到老死。 



206 蔡薾瑭 
   假如我是大象卡萬，我想要一個
健康的身體，我會多吃東西、多運
動，想辦法讓自己放輕鬆，想想美好
的事情，使自己身心都健康。 

209 鄭又霆 
   假如我是大象卡萬，我要感謝很
多人這麼關心我，請大家放心，最近
我終於得到比較好的照顧了。 

211 杜承翰 
   假如我是大象卡萬，我想跟大家
說我太太莎海莉已經離開我八年了，
我很悲傷，沒了伴侶。我羨慕小鳥可
以自由自在的飛翔，我也好想回大自
然生活，尋找我的同伴。 

211 蘇盈穎 
   假如我是大象卡萬，我會自己解
決自己的困難，我會跟動物園的負責
人說：「我想出去，不想被關在動物
園裡。」 

209 王禹勝 繪 



  如果你是動物園的園長，會如何幫助大象卡萬解決生
活的困境呢？ 

301范騰元 
我會帶卡萬去看醫生，並且再找一隻大象陪伴牠、

和牠玩，讓牠不要那麼孤單，給牠營養的食物，還有幫
助牠減重，再買一些玩具讓牠可以和另一隻大象玩，讓
牠們快樂。 

301林晟煜 
我會每天跟卡萬玩，我還會幫卡萬找朋友，希望卡

萬可以身體健康、很有活力。我也會幫卡萬洗澡，教牠
很多才藝，希望卡萬有活力，我的願望是希望卡萬可以
變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大象。 

301李晨瑛 
我會找一隻大象來陪伴牠，並且給牠吃有營養的食

物，讓牠住在適合居住的地方，每天檢查牠的身體狀
況、飲食習慣和生活習慣，還要帶牠出來活動。 

302黃芷萱 
我會幫牠找一個營養師控制牠的飲食，也會當牠的

朋友，跟牠聊天。牠生病了，我就會請動物醫生來幫牠
看病，順便向醫生請教有關的知識，以後再遇到動物生
病的情形，才知道怎麼照顧。 

306邱品儒 
我會幫卡萬找朋友，讓牠不再孤單寂寞，相信牠在

友情的滋潤下，一定會在馬格哈札動物園重新振作，找
到生活的樂趣。 



308何丞皓 
我會幫牠找一個新家，給牠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並且提供充足的食物，讓牠營養均衡，恢復健康。我會
幫牠找一個伴侶，每天陪伴牠，讓牠不再孤單，快樂的
生活在一起。 

309吳庭儀 
我會改善園區環境，接近大自然生活，讓卡萬和很

多大象過群體生活，卡萬有朋友就不會孤獨，然後放音
樂給牠聽，牠就會很開心。 

404吳家翔 
    如果我是園長，我會把牠放回牠出生的國家，因為
我不希望牠沒有人陪伴，害牠因為這樣生重病而上天
堂，讓牠的爸媽永遠見不到牠。 

404葉苡媗 
    如果我是園長，我會請人做一個動物翻譯機，然後
再選幾隻大象，問卡萬喜不喜歡？再幫卡萬和牠的伴侶
打造一個舒適的環境，提供健康的食物。 

404簡晨安 
    如果我是動物園園長，我會盡我的能力幫助卡萬找
一位長得很像莎海莉的大象，這樣牠應該可以心情好一
點。因為卡萬需要一個朋友陪伴。 

407劉易昕 
    我會協助卡萬脫離惡劣的環境，送牠到其他國家醫
治，調養身體後，再送到良好的動物園與其他大象生
活。 

409廖品宥 
    我會把卡萬居住的地方打掃乾淨，然後再多放一點



大象進來，讓牠吃比較乾淨的草，這樣卡萬就再也不會
孤單和寂寞了。如果以卡萬的立場來想的話，牠一定會
覺得，當初不要被抓到動物園才是最好的。 

501 黃怡璇、童瑜熙、林祐逸 
我會增加牠的活動空間，再安排一些活動給牠，讓

牠不這麼無聊，並且多給牠一些營養的食物，或是再找
一些大象來陪牠，希望牠能不孤單，也希望改善牠營養
不良和體弱多病的狀況。 

506詹皓允 
我會幫大象找一個伴侶，讓他有一隻大象陪伴，再

找大象的醫生幫牠看病，讓牠們變得更幸福。 

507張瑋芯 
我會先找動物醫生幫卡萬治療，重新規劃牠的生活

環境，再找幾隻大象來陪伴卡萬，並且細心照顧牠，例
如:每天做好餵食工作、定期檢查身心狀況……。 

507李澤宇 
因為大象是群居的動物，自己一隻落單會很可憐。

所以我會把牠放生，讓牠跟其他象群一起生活。每隔一
段時間再去看牠，讓卡萬可以有一個「愛」的感覺。牠
可以自由的「吃」，不受限於管理員給牠的餐點，這才
是真的大象生活。 

508鄭兆惟 
我會幫卡萬找另一隻大象，並且定期請人來幫卡萬

打掃生活環境，增加一些大象可以使用的設施，和調整
卡萬的食物。大象和我們一樣，也是有情緒的，人如果
沒有人陪伴就會產生害怕、孤單、無聊、憂慮等情緒。
卡萬的伴侶離世了，我想牠應該會很傷心的。我們不能
因為聽不到卡萬的哀傷，就不理會牠，我想我們應該幫



助牠們。 

602劉哲瑋 
    如果我是動物園園長，我會將牠送回牠的出生地，
還給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604葉宥慶 
    如果我是動物園園長，我會幫牠找一個新伴侶，並
募款幫牠建新設施，改善居住環境。 

605楊千慧 
    如果我是動物園園長，我會帶牠回去原本生活的地
方，並幫牠找一個新朋友。 

606吳思儀 
    如果我是動物園園長，我會找一些人或動物陪牠，
把環境品質提升，定期請獸醫來檢查卡萬的身體，多給
牠吃一些營養的食物。 

606羅逸庭 
    如果我是動物園園長，我會找一隻大象去陪卡萬，
因為動物和人一樣都是有情感的，沒人陪伴會覺得孤
獨，所以有了伴侶，也許就能生出牠們的小象寶寶，卡
萬就不會再孤獨了。 

後記  
    卡萬的故事曝光後引起國際動保團體關注，經過漫
長的訴訟和協調，動保團體才爭取到卡萬的自由，6月
伊斯蘭馬巴德高等法院裁決，下令動物園關閉。卡萬在
動物保護組織「 Four Paws 」的協助下，將於 2020年
11月 29日從巴基斯坦起飛，前往柬埔寨的動物保護
區，在那裡接受專業獸醫的治療以及訓練計畫。這頭被
稱為「世界最孤獨大象」的轉移壯舉，屬動物界首次。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b7%b4%e5%9f%ba%e6%96%af%e5%9d%a6.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4%b8%96%e7%95%8c%e6%9c%80%e5%ad%a4%e7%8d%a8%e5%a4%a7%e8%b1%a1.html


認識情緒行為障礙
社工師  黃欣怡

一、 什麼是情緒行為障礙呢? 
依我國 108 年 4 月 24 日所修訂的特殊教育法

中，情緒行為障礙(亦簡稱為情障)為其所定義的
身心障礙類別之一。這群學生因為長期情緒、行
為等表現無法適應學校的生活，需要特殊教育保
障這群因行為或情緒議題導致學習不利的學
生，並提供學習上或其他相關服務需求。

二、 為什麼會有情緒行為障礙呢? 
(一) 生理因素：基因(情感性疾患女性

比男性在青春期後出現率為 
2-3倍、行為異常或過動男性出現率
是女性的 4-8倍)、基因與環境交互
作用、腦傷、藥物影響(母體孕期時有藥酒癮議題
等)。 

(二) 家庭危險因子：家庭衝突、家庭暴力、目睹暴力、 
  疏忽照顧。 

(三)學校危險因子：學校低參與、低成就、霸凌議題 
    等。 
(四)社區危險因子：缺乏社會相關資源支持。 

三、 情緒行為障礙可能會導致怎樣的不適應呢? 
(一) 生理議題 

情障學生的生理狀態其實與一般學生差不多，但
部分情障學生因故須服用藥物而導致副作用反
應的情況下，可能出現頭痛、心悸、反應遲緩的



現象；其次，少數過度焦慮而產生身心症議題的
學生所出現的生理症狀，就更難以評估實際的生
理原因。 

(二) 認知與學業狀態 
情障學生的智商分佈與一般學生相同，呈現倒鐘
型的常態分佈，以中等智商者為最多數，兩端及
高或低智商的人數最少。但學生可能因其症狀出
現學業表現低於實際的能力水準，或者不穩定；
這些學業低成就的因素可能是症狀影響了學習
能力，或是行為異常而導致的不利，例如常缺
席、容易分心、難配合作業的規定、過度固執無
法在考試上全力表現等。 

(三) 情緒行為與社會適應 
無法適當的表達情感，無法依照情境有合宜的行
為表現，無法與一般人維持適當的人際關係、普
遍的不快樂或憂鬱情緒。 

四、 我們能怎麼做? 
情障學生與一般學生一樣期待友誼，也嚮往快樂
自在的生活，然而卻常受到症狀的限制，而被迫
獨來獨往；期待大眾及同學們抱持著開放的態
度，嘗試瞭解他們。在過程中學習接納與同理，
以下方式供大家參考: 



五、 有哪些名人也是情緒障礙呢？他們透過自身努力
以及家長、老師的陪伴，或部分醫療的協助也能有
很好的發展呢! 

補充資料:情障的類型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對立反抗、思覺失調症、精神官能症、焦慮性疾患(如:
廣泛性焦慮、強迫症)、情感性疾患(如:憂鬱症、雙疾性躁鬱症)、妥瑞
氏症等。 

英國足球明星貝克漢接受英國 

ITV1 電視台訪問時，首度坦承自

己患有強迫症 (OCD)。他呈現自

身真實的恐慌情緒。 

中華少棒隊阿美族小戰士李承

杰，身體常會不由自主發抖，被

隊友取了「機器人」的外號；常

會不自主眨眼睛、聳肩、咳嗽等

症狀，原來他得了妥瑞氏症。但

李承杰因為打棒球，讓自己更有

自信，也更專心，症狀反而改善 



從故事中學安全教育-我會保護自己 
 永福人編輯群 

  動物學校的山羊校長喜歡出題
目讓大家動腦想一想。現在，山羊校
長出了兩道題目，請大家想想看，遇
到下面的情況時，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呢？感謝永福國小的小朋友和家長幫
忙提供建議，讓小兔寶寶能順利解決
難題。 

 題目一：放學後，剛上小學一年級
的小兔寶寶獨自一人去上圍棋課，到
了上課的教室，發現教室的門鎖了，
老師和同學都不在，等了很久，還是
沒人來。請問小兔寶寶該怎麼辦呢？ 

學生智囊團 
103 范博翔 

 我覺得小兔寶寶可以走到學校的
警衛室，請警衛伯伯打電話給媽媽。 

104 黃品勛 
 我覺得小兔寶寶可以去學務處找

老師幫忙。 

107 蘇柔云 
 我覺得小兔寶寶可以去操場、學

務處、健康中心、警衛室找人幫忙，
或是去找別班的老師幫忙。 



201 王于瑄 
 我覺得小兔寶寶可以找鄰近教室

內的老師協助，或是去學務處找老師
幫忙處理，也可以回自己班級找老師
解決問題。 

206 王名軒 
 我覺得小兔寶寶可以去警衛室，

請警衛先生聯絡圍棋課的老師。 

211 鄭晴 
 我覺得小兔寶寶可以先看看其他

教室有沒有老師，如果都沒有人，可
以再去警衛室問問警衛先生。 

家長智囊團 
104侯立的家長 

  小兔寶寶可以去附近的教室看看
教室裡有沒有老師在，將情況告知老
師，請老師幫忙。 

108 曹宬瑞的家長 
  首先先停留在原地，看是否有其

他老師經過以方便詢問，或直接去校
門口的警衛室尋求幫忙。 

201王于瑄的家長 
  遇到這樣的情況一定要找老師協

助處理，千萬不要一直在教室外等
待，若是沒找到老師協助，也可以找
警衛叔叔幫忙。 



210宇恩的家長 
  小兔寶寶可以去找學校裡的大哥

哥或大姊姊幫忙，或到學務處、總務
處尋求協助，並具體的把現況告知他
人。 

 題目二：兔媽媽跟小兔寶寶說：「今
天放學後，媽媽會來大門口接你。」
但放學後小兔寶寶走到和兔媽媽約定
的地方，等了很久，兔媽媽都沒來，
此時人行道上已經沒有人了。請問小
兔寶寶該怎麼辦呢？ 

學生智囊團 
101 林峻廷 

  找導護老師或警衛叔叔幫忙，或
去警衛室等，也可以回自己的班級找
老師幫忙。 

102 張瑜芯 
  可以去警衛室借電話，並在警衛

室等媽媽。 

106 蔡品潔 
  學校大門口有警衛室，可以在那

附近等，這樣比較安全。 

206 杜晨熙 
  請警衛叔叔幫忙打電話給媽媽，

或是跟學校老師說明情況，讓學校老
師陪著小兔寶寶等，也許就不會這麼
害怕了。 



207 許奕晴 
  小兔寶寶可以去警衛室或學務處

借電話，並告訴師長：「我媽媽還沒
來接我。」 

211 游智丞 
  借用學校的電話打給家人，或者

待在原地等待，不要跟任何陌生人離
開，等媽媽來接。 

家長智囊團 
103吳杰翰的家長 

  小兔寶寶要在學校內等待，不要
亂跑，以免危險。可以在警衛室等，
也可以跟警衛室借電話打給媽媽。 

107林芝萱的家長 
  先請小兔寶寶回學校，在警衛室

附近等，並跟警衛叔叔說明原因，警
衛叔叔就會想辦法幫忙。 

204鍾宛嬛的家長 
 先去警衛室打電話給爸爸媽媽，

若爸媽都沒接電話，也可以打電話給
姑姑、姑丈。還是聯絡不到家人的
話，就要聯絡老師，請老師協助。 

206陳思語的家長 
  一直等不到人，就要請大人來幫

忙，求助學校裡的老師和警衛叔叔，
請他們幫忙聯絡媽媽或其他家人，千
萬不要讓自己落單。 



從情境中學安全教育-保護自己我最行 
永福人編輯群 

你可以清楚並勇敢表達自己的意見嗎？你有自我保
護意識並能覺察出事情背後隱藏的危機嗎？讓我們藉由
模擬的情境進行練習，以增強自己臨機應變的能力與緊
急求助的技巧。以下有兩個常見的事件情境，請同學們
幫忙想一想，如果你是事件中的主角，遇到這樣的事情 
，你會怎麼做？

 事件一：放學後，小永正開心的在公園打球，這時 
  遇到了阿福。阿福語帶威脅的向小永要 100元……。 

學生智囊團 
301陳廷愷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跟阿福說：「我不會給你一百
塊錢的。」然後我會去跟其他大人、爸爸、媽媽或老師
說。當下趕快離開公園，趕快回家。之後不管是在學校 
、公園，或其他地方，都不要和阿福有來往。 

301許振興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告訴阿福不可以向任何人借錢 
，更不可用威脅的方式，讓人非常不開心。如果他急需
用錢，大可向師長或警察借錢。遇到困難的話可以找大

我該怎麼辦呢？ 



人、老師求救，或是回家和父母說，也可以當日和老師
借，隔天再還給老師。 

306林暐芳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告訴阿福不可以跟別人要東西 
，或威脅別人。我會馬上告訴老師或爸媽，有同學威脅
我帶錢給他。我相信阿福是善良的，所以我要用耐心、
善良的心告訴阿福這樣做是不對的，鼓勵阿福勇敢改過
自新，做個有正義感的同學，我們還是好朋友。 

310林沛蓉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說我身上沒有錢，請你跟你的
爸爸、媽媽說你需要一百元，不要威脅其他人。 

409連品溱 
我會跟阿福說：「我不要給你，你去跟你的爸媽要 

。」如果阿福搶走我的錢，我會大喊：「我的錢被搶啦 
！」回家馬上告訴父母整件事，在學校也要跟老師說。 

506廖憶溱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拒絕阿福；如果他又繼續威脅
我的話，我會跟家長或老師說。 

家長智囊團 
301陳廷愷的家長 
    遇到危險的事，要趕快離開現場，並且要告訴師長
所遇到的事，請大人協助。若是無法離開，就要大聲呼
叫，讓其他人知道你有危險，才可以即時協助你或救助
你。 



302邱子芸的家長 
    教孩子在當下先不激怒對方，以拖延戰術的方式慢
慢往人群多的地方移動，尋求大眾或店家的協助。也盡
量不讓孩子單獨外出。若要在戶外活動，應以團體行動
為主。 

306林暐芳的家長 
    告訴自己的孩子，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自
己沒有努力，不可能有收穫。阿福跟別人要東西是不對
的行為，我們不可以學習，而且要教導阿福正確的行為 
。 
    一個孩子的行為偏差，跟他生活的家庭息息相關，
藉由大家多關懷他並輔導他，讓他偏差的行為能導正，
大家的努力才能讓社會上的人更正向、更有愛心，成為
有用的人。 

306邱品儒的家長 
    當小孩遇到被勒索行為而有不舒服感受，必須立刻
告知師長。如果接受勒索，會使得阿福認為是正常行為 
，而養成一種不良「習慣」。所以教育小孩說「不」並
告知師長才是正道。 

310陳品豪的家長 
    我會教孩子先向大人或是回家求救。這種霸凌行為
須向大人報告，不然這種事會一直發生，反而縱容那些
學生，而傷到其他無辜同學。 
    下次真的發生，須記得霸凌的人是哪間學校、哪個
班級，請求協助處理，並請求了解家庭狀況，最主要是
給孩子建立起有事就應該告訴師長，而不是因懼怕而隱
匿實情，否則會有更多的事件發生。 



310林沛蓉的家長 
1. 教小朋友告知身上沒有錢。
2. 回家告知父母親，並請小朋友盡量不要再前往公園，
或由大人陪同再去。 

3. 若大人陪同去也可以直接告知阿福不可以威脅別人要
錢，指正阿福的行為。 

409連品溱的家長 
1.教小孩看環境是否有認識的人--向他求救。
2.教小孩勇敢說"不"。
3.教小孩回到家一定要告訴父母在公園發生的事情。
4.不可以單獨去公園玩，一定要結伴同行。

 事件二：某天下午，小永走在路上，偶然遇到了不熟 
 識的大哥哥--阿正，兩人相談甚歡，於是阿正邀小永 
 到家裡玩……。 

學生智囊團 
301連謙翰 
    如果我是小永，我不會想去阿正家，因為我跟阿正
不熟，而且我怕會有危險。在沒有告知父母的情況下，
我不會隨便去人家家裡。當我一個人遇到危險時，可能
會來不及反應，所以更應該事前保護自己。 

我該怎麼辦呢？ 



301黃紫晴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先問過家人的意見，問問家人
的想法。該帶的東西要帶，例如：急救包、哨子和手
機，再看看阿正大哥哥的臉色，然後想一想後果、逃生
路線，以及突發狀況該怎麼辦… 

301邱鼎毓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拒絕阿正哥哥。因為如果我去
阿正哥哥家玩時，爸爸媽媽會很擔心，我也可能被帶走 
，所以不能這樣做。我會學著保護自己，讓自己不在危
險中。 

301吳雨潔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拒絕，因為沒有經過父母親的
同意不能隨便去別人家裡，也不能隨便跟別人走。因為
沒有爸爸、媽媽陪著，萬一發生危險，要求救時就沒人
幫忙了，真的很可怕。 

302何詠翎 
    如果我是小永，我遇到不熟識的人要我去他家的話 
，我不會跟他走，我也會趕快跑。因為大哥哥有可能是
壞人。 

308呂玟誼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大聲跟他說：「不要，因為我
不認識你，你也不認識我，我不知道你會對我做什麼 
？」 



409陳芊錡 
我會說謝謝你的邀請，並找藉口離開。如果阿正還

是很堅持要我到家裡玩，我可以向附近的商店求助，不
可以在偏僻的地方拒絕阿正，儘量找人多的地方來處理 
。如果可以，出門最好找人陪同，不要跟陌生人說話。 

409廖品宥 
我不可以隨便跟著陌生人回家，就算是彼此興趣一

樣也不行，因為他有可能會對我做出不好的行為或傷害
我。 

404林彩婕 
我會跟那個大哥哥說：「謝謝你，但我媽媽說不可

以跟別人回家。所以我不可以去你家，我要快點回家寫
功課了，謝謝你的好意。」 

404葉苡媗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跟阿正大哥哥說我要回家問媽

媽，請等一下。因為怕他是個壞人，所以我要回家問媽
媽可不可以去他家。 

404陳貞秀 
我會跟他說：「對不起，阿正哥哥，我出來玩太久

了，如果再晚一點回去，我會被處罰，真的很抱歉！」
然後趕快跑回家，因為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 

506連奕愷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假裝自己有事要離開，如果那
位哥哥一直跟著我，我會躲到附近的愛心商店，並向店
員求助。 



506陳柏豪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拒絕他的邀請。我們遇到不認
識的人，不可以就這樣相信他，說不定那位大哥哥阿正
就是專門綁架、勒索孩童的人，所以我們遇到不熟識的
人，最好不要相信他的話，並且趕快離開。 

507江安妤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跟阿正說：「我沒有經過家長
的同意，所以無法去。」或是說：「今天先不要，下次
再約。」 

508鄭兆惟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拒絕阿正，因為我和阿正不認
識，而且我不知道阿正邀請我去做什麼；我也沒有讓家
人知道和得到他們的同意，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我也
沒辦法求救，也會讓家人擔心。 

508黃柔禎 
    如果我是小永，我會勇敢說不，因為我怎麼知道阿
正家有沒有毒品？而且太晚回家，爸媽也會擔心。如果
要去阿正家，可以找爸媽一起去，這樣就不用擔心安全
問題了。 

604陳楓琳 
我會向大哥哥說不用了，我還有事，快速的離開。

因為他可能是壞人，要綁架我，他拿給我吃、給我喝的 
，都有可能是毒品。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無法預期的事
情，所以我應該更加小心，俗話說：「千金難買早知道 
。」不要到時候才後悔，就已經來不及了。 



605劉芷君 
我會拒絕他，並委婉的說：「我不能自己去同學

家。」 

家長智囊團 
301林沛妤的家長 
    如果我是小永媽媽，我會跟小孩說：「跟不認識的
人回家，萬一他不讓你回家，或者把你關起來，讓家人
找不到你，這樣以後會看不到家人，你不會害怕嗎？」
提醒他不管認識或不認識都不能隨便去別人家裡玩，如
果是認識的同學，須雙方家長同意，並一起陪同至其他
同學家，並提醒自己小孩危險的事情不能做。 

301黃紫晴的家長 
    阿正是不熟識的大哥哥，就算聊得再開心也不可耽
誤放學回家的時間。家中有家人在等待孩子回家，若超
過應回家的時間家人會擔心，所以務必先回家再與家長
討論可否前往，取得家長的同意。 

301邱鼎毓的家長 
建議 1：不要隨便跟不熟識的大人交談。 
建議 2：孩子獨自出門，父母不在身邊時，必須告知小 

孩絕對不能隨便跟陌生人走，也不要拿陌生人 
的東西。 

建議 3：告訴小孩可以這樣回絕：「我不要跟你回家，我 
爸爸媽媽馬上就來了。」 



301連謙翰的家長 
    我覺得不能隨便去阿正家玩。從小耳提面命告訴小
孩不能去別人家玩，不理會陌生人，教導小孩正確觀念 
，事前做好保護，避免危險。 

302何詠翎的家長 
    即使熟識的人，也不隨便跟他走。壞人用盡心機，
外表看不出是壞人的。保持警覺、平日多叮嚀孩子不可
隨便接受他人的食物。 

409陳芊錡的家長 
盡量不會讓孩子單獨出門，也會交代他們不要隨便

和陌生人說話，尤其是異常熱情，上前攀談的人。孩子
總是會長大，總會有自己外出找同學的一天，請提醒他
們，遊樂場所須有大人同行，遠離偏僻或閒雜人聚集的
場所，也要讓對方知道自己和家人保持聯絡，若能了解
孩子的交友狀況，更可避免憾事發生。 

409廖品宥的家長 
小朋友作答的就是我們平常一直耳提面命提醒的。

身為家長平常就是多和孩子聊天，藉由日常生活事件去
引導，教導孩子在學校或是校外遇到不同於平時的突發
狀況要保護自己，並訓練危機處理能力。 

404林彩婕的家長 
    建議小朋友不跟陌生人說話、不交談，往人多的地
方靠近，必要時大聲呼叫。 

404葉苡媗的家長 
    回家問過媽媽，媽媽會親自去找阿正大哥哥，並且
陪同一起去他家，並帶伴手禮給對方家長，謝謝他們讓



小孩去家裡打擾，並且彼此認識一下，再讓小永留在阿
正家玩，並且約定好時間去接小永回家，順便約下次換
阿正來家裡跟小永玩。 

508黃柔禎的家長 
    防人之心不可無，任何事情都要跟父母說，不要朋
友找了就去。 

508鄭兆惟的家長 
    對，拒絕他，不管你們有多相談甚歡、一見如故…
因為壞人就像披著羊皮的狼，不會讓你發現他的真面目 
。 

508郭庭妤的家長 
    委婉的拒絕阿正，可以告訴他：「我和媽媽約在前
面的巷口等，她說再過幾分鐘就會來接我了，如果不快
點到巷口等她，她會以為我被壞人抓走，到時候她很緊
張，跑去報警就慘了！」

506陳柏豪的家長 
    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對於第一次見面相談甚歡的
人的邀約，我們還是拒絕。另外也要跟家長、老師提及
此事，讓大人們有所了解來判斷此人是否為真正的好人 
，若是他為有企圖的壞人則要告誡和提醒小朋友要遠離
此人，而校方也應趕走此人。 

506連奕愷的家長 
    會教導孩子若遇到此類事情，若有大人可以求助，
可儘快請求幫忙。回家也要跟爸媽溝通說明發生的事情 
，讓爸媽幫忙，避免下次再遇到相同事件。 



507林鈺富的家長 
    身為家長，我們平常都盡可能的保護孩子，不讓小
孩離開我們的視線範圍，但小孩總是會長大，我們不可
能一輩子都不放手。因此，如何學習放心讓小孩安全平
安的長大就非常重要了。除了大人們內心的調適，讓小
孩學習分辨安全與不安全的行為、環境，可以做的事與
不可以做的事，之後可能出現的結果，可相信的人與危
險的人等應注意事項及觀念，都是身為父母的我們從小
就應該培養給小孩知道，是責無旁貸的責任。放心且放
手讓孩子飛翔，是身為父母最大的欣慰與想望。 

604陳楓琳的家長 
就算是熟識的人也應該告知父母，更何況是不熟識

的人，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既
然是不熟識的人，理當要有防衛機制，三十六計走為上
策，才是明智的選擇。從小就要教育孩子遇到陌生人時
臨機應變和緊急求助的方法，學會幫助自己逃離危險免
於受到傷害的技巧，再加上學校教育的倡導，孩子才能
學習到更多的智慧，讓自己能更安全的成長。 

605劉芷君的家長 
對於不熟識的朋友邀請，要委婉拒絕，也不要獨自去

朋友家，避免發生危險。應約在公共場所聚集玩耍即
可，也要事先告知家長去處和自己的行蹤。 

。 

編輯的話 
讓孩子快樂健康的長大，是大家共同的期望。 
104期輔導期刊希望藉由不同情境的模擬及演練，

讓孩子擁有自己保護自己的知識和自信。 



感恩有您～教師節祝福專輯 
      永福編輯群 

    一張卡片、一句謝謝、一份記得，就是教師節最好
的禮物和慶祝方式。祝福全天下的老師們：教師節快
樂! 

104 王思筑 106 傅昱芛 

204 陳翾如 207 許奕晴 

105 吳昀桐 
209 林語辰 



感恩有您～教師節祝福專輯 

306 邱品儒 

301 林昀靜 

308 何丞皓 409 陳芊錡 

506 游安邦 604 魏亞芝 



605 林瑛霞 

508 王思婷 

507 江安妤 



聽見我的聲音 
   特教老師 林祐萱 

請大家回想一下，在家中是否常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呢? 

⚫ 與家人交談，對方常常回應:「蛤？你說什麼？」 

⚫ 在背後叫家人的名字，都沒獲得反應。 

⚫ 東西在家人旁邊掉下，家人都沒有察覺 

若是有的話，要注意可能是聽力受損，須盡早帶家

人就醫! 

一般人可聽見的最小聲音是 0分貝的音量，若聲音

要到 25分貝以上才能覺察聲音，代表聽力受損並且已

經影響到生活，即可能是「聽覺障礙」。根據世界衛生

組織(WHO)的資料，全球約有 4.6億的人患有聽覺障

礙，其中 3千 4百萬是孩童；而基因、老化、感染、噪

音或意外受傷等因素，也會造成聽覺障礙，不過有 6成

造成聽力障礙的原因，都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因噪音

造成的聽力受損。平時我們可以怎麼做來預防聽力受

損?以下有幾點建議： 

1.遠離過大的噪音。



2.戴耳機音量要適中、聽音樂不要超過一小時。

3.長時間要在音量大的地方，可以考慮戴耳塞。

聽覺障礙的特質有：1.對聲音反應緩慢。2.較難區

辨後方音源。3.聽講時容易分心或疲勞。4.常利用視覺

線索。若家長發現孩子有這些特質，建議您可以這麼

做： 

1.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把握孩子治療的黃金期!

2.增加孩子在語言上的刺激，多在生活中製造情境與孩 

  子講話。 

3.尋求家長互助團體，讓自己有可以傾訴的對象。

若班上有聽覺障礙的學生，為了幫助他們學習，老

師在班上教學時可以這樣做： 

1.不遮蔽嘴巴。

2.讓孩子可以坐在清楚看得到教師嘴型的地方。

3.注意是否有需要戴 FM發射器。

4.講話速度不用刻意放慢，這樣反而會影響助聽器的聲

音解析。

5.若孩子沒有反應，可以換句話說，或者注意助聽器是

否壞掉、沒電。

6.在教導時可以增加視覺提示，如：用手比、用顏色



  區分。 

班上同儕可以這麼做： 

1.不嘲笑。 

2.不隨意觸碰聽覺輔具。

3.說話時音量適中，太大聲會造成耳朵不舒服，太小聲 

  會聽不見，所以避免在耳朵邊大喊。 

常見助聽輔具 

1.助聽器:蒐集環境中的聲音，並放大傳送到耳膜。



2.人工電子耳:將聽覺訊號轉換成電流刺激聽神經。

https://www.epochtimes.com/b5/9/3/24/n2472553.htm 

3.FM調頻系統:說話者帶著發射器，利用無線電波傳送

訊號到聽損者的接收器中，可以減少環境中的噪音。

http://video.uho.com.tw/1150/%E8%81%BD%E6%90%8D%E5%85%92%E4%B8%8A%E5%AD%B8%E5%A5%BD

%E5%B9%AB%E6%89%8Bfm%E7%B3%BB%E7%B5%B1 

 心中有愛，有愛無礙 

http://video.uho.com.tw/1150/%E8%81%BD%E6%90%8D%E5%85%92%E4%B8%8A%E5%AD%B8%E5%A5%BD%E5%B9%AB%E6%89%8Bfm%E7%B3%BB%E7%B5%B1
http://video.uho.com.tw/1150/%E8%81%BD%E6%90%8D%E5%85%92%E4%B8%8A%E5%AD%B8%E5%A5%BD%E5%B9%AB%E6%89%8Bfm%E7%B3%BB%E7%B5%B1


推薦電影 簡介 

無聲(2019)

學校裡很寧靜，天真無邪
的學生一起在玩一個遊戲，但
這個遊戲卻是不能說的秘密，
可是到底為什麼不能說… 

還是，大家口中不能說的
遊戲只是一種無助的求救訊
號？在孤寂的無聲世界中「聽
不見」不代表看不見，其實，
你並不孤單。 

沉默的孩子 The 

Silent Child(2017) 

榮獲第 90屆奧斯卡最佳
實景短片。 

4 歲的莉比聽不見聲音，
多年來她在中產階級的家庭
中，生活在沉默裡，直到一位
社工的到訪，為莉比帶來了可
以讓她與世界溝通的禮物。  

聲之形(2016)

作為轉校生的女主角西宮
硝子來到了男主角石田將也的
班上。由於聽覺障礙，導致合
唱比賽輸了，所以西宮在班上
受到歧視，將也更帶領同學欺
負她。在西宮轉離水門小學
後，將也不甘願只有自己被大
人怪罪，因指責其他人未果而
遭到孤立。 

五年後將也升上高中，同
時將也下定決心在結束自己人
生之前非去見西宮不可，兩人
的「聲音」首次傳達給對方。 



多元文化教育～生命禮俗面面觀 

      永福編輯群 

永福國小每年都會辦理多元文化主題活動，本學期

再次與世界宗教博物館合作，介紹各國生命禮俗的起源

與意義。 

世界宗教博物館，簡稱宗博館，位於新北市永和

區，為全世界首座以世界宗教為主題的博物館。此次的

多元文化校內宣導活動，由永福國小五年五班的學生擔

任宣導小義工，在劉怡妏老師用心指導之下，宣導小義

工們在短短兩週的時間，已經將各國生命禮俗的內容介

紹給五年級 11個班級、四年級 3個班級及三年級 2個

班級認識，十分盡責及努力。學

校也在假日辦理一場親子看世界-

各國生命禮俗宣導講座活動，邀

請宗博館的推廣講師到校為永福

的家長及學生詳盡介紹各國生命

禮俗的內容，讓全校親師生都

有機會學習到多元文化的不同

面貌。 



多元文化教育小義工宣導心得 

505 陳楷翔 

我們這組負責介紹古禮抓周，大家齊心協力製作一

張內容豐富的海報並輪流說出一個個生動的小故事。任

務結束後，我覺得當一個導覽員還蠻有趣的，上台時雖

然緊張，但能漸漸感受到其中的樂趣。 

505 陳湘庭 

我們這組報告的主題是「抓周」，在準備報告的過

程中，我們常因意見不合而吵架，但經過討論後，我們

越講越好，也希望聽完我們講解的同學能對抓周更了

解。 

505 王心宇 

我從小就很害羞，說話聲音超小聲，最怕在人前講

話。一聽到我們要去別班報告日本女兒節這個專題，我

整個人崩潰了。但我決定要克服恐懼，多練習上台說

話，練習次數多了，就不會怕了。我會不斷努力的。 

505 蕭妤桐 

原本我很害怕上台，怡妏老師鼓勵我們勇於嘗試，

經過多次練習之後，我現在不害怕上台了，覺得自己還

可以更好。希望六年級時，還有機會到其他班去演講。 



505 沈宬羽 

一開始，我對於多元文化專題報告這件事，覺得很

恐怖。但對著三、四年級的學弟學妹們報告，又覺得沒

那麼緊張。之後，去五年級各班宣導時，我完全放開

了，還覺得這次的多元文化專題報告活動很有趣呢! 

感謝用心百分百的 505師生，帶來精采的多元文化教育導覽活動。 



多元文化宣導～魔法王國的秘密 

      永福編輯群 

永福國小今年邀請六藝

劇團到校進行多元文化校園

戲劇宣導活動，以《魔法王

國的秘密》一劇，帶領學生

們認識來自越南、印尼、泰

國、菲律賓的風火水土四個

元素。大家最喜愛的泰國潑水節、菲律賓扇子手巾舞、

越南的傳統婚禮、印尼的伊斯蘭教習俗，都融入在戲劇

之中。 

學生觀賞心得 

503 陳葶薇 

我目不轉睛看著台上的表演，學到了許多各國文化

的知識。這齣戲告訴我們不同國家的特色和文化，我們

應該尊重每個國家的文化。 

506 陳柏豪 

從這個故事中，我了解到各個國家的文化與人文的

不同，我們要以尊重和包容的心念，與大家和平相處。 



     510 施又瑈 

     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我非常喜歡劇中提到的一 

 個觀念：我們應該善待每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尊   

 重、包容不一樣的宗教信仰和風俗文化。 

     511 張念媞 

     從觀賞戲劇之中，我了解到不同國家的風俗習 

 慣，例如：越南的粽子是正正方方的；義大利人過年 

 會摔盤子，越大聲運氣越旺；泰國過新年會互相潑水  

 等。這齣戲教我們尊重不同的文化，才可以真正知道

「世界大不同」。 







做自己的主人-我的身體界線防護罩
專輔老師 呂佳珊 

    藝人隋棠投入兒童身體自主權的教育，她參加熟

人性侵害防治培訓成為講師，帶著一家大小走遍恆春

小學，以繪本《蝴蝶朵朵》與孩子談論「身體自主

權」的重要。「不要害怕早點跟孩子談身體自主權，

因為壞人永遠不會嫌你的孩子小。」這句話聽起來沉

重，卻也是事實。也許跟孩子談論身體界線自主並不

是件輕鬆的工作，但卻是件重要的工作。 

    「身體界線」指的是每個人能夠忍受別人碰觸自

己的限度，除了胸、臀、生殖器官等重要部位不隨意

給人觸摸之外，其他能夠接受被碰觸的部位也會隨著

地點、對象、時間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身體界線範

圍。 

    以下的情境劇可能發生在你我的周遭: 

花花有著水汪汪的大眼，見到長輩總是帶著笑盈

盈的臉，還有可愛的小酒窩。每次叔叔阿姨們看到

她，都喜歡擁抱花花，並給她一個寵愛的親吻，直到

花花上了小學，還是維持如此的打招呼方式。花花不

覺得討厭，但尷尬的感覺慢慢累積在心中，而花花並

沒有說出來…… 



    家中有長輩親戚來訪，我們很常見到以肢體語言

來打招呼，背後往往容易疏忽了孩子是否願意接受這

樣的問候關心方式。在傳統體制下，孩子們被教導看

到長輩要叫人，讓叔叔摸頭、給阿姨抱抱，若是拒絕

就是不禮貌，孩子可能害怕自己被責罵、被冠上沒有

禮貌的小孩，因此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心話，為自己發

聲。 

    若我們沒有及時教導孩子身體自主權的重要，當

孩子身體界線被侵犯時就會隱忍不舒服的感受不敢求

助、拒絕，而讓悲劇發生。 

    因此下次若是有親戚朋友想抱抱您的寶貝，或許

可以先問問孩子的意願，若他/她不願意，可以溫柔堅

定的方式回應:「孩子現在不想被抱抱、親親，他/她

們可以決定自己的身體自主權，我們要尊重他/她。」

給孩子安全的支持，讓他們知道適時的拒絕肢體語言

是可以被大人允許，並能保護自己的。 

    關於身體自主權我們可以這樣教: 

1. 與孩子一同認識自己的身體，讓他們思考身體部位

有哪些不能被觸碰、哪些人不可以碰。

2. 讓孩子明白自己有保護自己的權利，同時也要尊重

別人，不隨意侵犯別人的身體自主權。

3. 不管是家人或是陌生人碰觸自己，只要感到不舒

服、不喜歡，就要清楚的拒絕，並告訴身邊可以信

任的人。



   ★小秘訣★ 

以繪本來與孩子談身體自主權-好書推薦:

《不要親我!》 《你不可以隨

便摸我》 

《蝴蝶朵朵》 《家族相簿》 

 身體界線不單指身體的碰觸，也包括言語、展示不

雅圖片等，只要感到不舒服，都代表自己的身體界線

被侵犯了。處於青春期的兒少對於性徵發展多數是好

奇的，常衍生相關的玩笑話或惡作劇造成對方不舒

服，卻認為沒什麼。新聞常出現的校園性平事件屢屢

告訴我們言語性騷擾的力量不容小覷，除了對受害人

造成身心傷害，也可能觸犯性平法。對於孩子以言語

觸犯他人身體界線，除了喝止他們的行為之外，我們

不妨正面迎擊，與孩子認真嚴肅地談論言語性騷擾，

學習尊重性別，尊重每個人的身體自主權。 

    情境劇: 

東東是個男生，在班上喜歡跟女生一起看故事

書，一起玩扮家家酒，坐在東東隔壁的阿夏常常會取



笑東東是個「娘娘腔」，說他只會玩女生玩的遊戲，整

天跟女生在一起。 

    言語性騷擾如何談: 

1. 以繪本、影片教導孩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別氣

質，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以尊重取代開玩笑。男生

並沒有一定要剛強，女生也不一定都是柔弱。

2. 培養孩子的同理心，若今天換作是你，被笑「娘娘

腔」、「男人婆」你會有什麼感受? 不喜歡自己被開

玩笑，就應該避免對他人開玩笑。

    性平議題存在於日常中的每個細節，生活就是最

好的教材，孩子終會成長獨立，以生活經驗與孩子們

談論保護自己、尊重他人，能使他們學會身體自主，

也更清楚自己的身體自主權是由自己決定的!只要不喜

歡，就沒人能觸碰! 

推薦繪本：蝴蝶朵朵 

推薦原因：《蝴蝶朵朵》是臺灣第一本

以兒童性侵害為題材的繪本。作者幸

佳慧致力於關注兒童身心健康和國內

外層出不窮的性侵案件，希望藉由本

書的推廣，達到事前預防勝於事後治療之效果。 



親近老師有錯嗎 

兼輔老師   李玲玲 

     老師您好： 

最近我跟班上一位女同學起了爭執，因為她說了一

句讓我很在意的話。她說我是老師的跟屁蟲，喜歡一直

黏著老師。她真的是胡說八道，我覺得她根本是嫉妒我

跟老師交情比較好。其實，我下課時本來就不想跟同學

玩，即使有同學來找我玩，我還是比較喜歡找老師說

話，這樣不對嗎？ 

  小帆敬上 

小帆你好： 

 從你的來信中，老師覺得你的心情一定很悶吧！不 

 過，這正是一個找方法解決問題、更親近同學的好機

會。 

    喜歡和老師聊天是好事，同學會這樣說，也許是她

對你不了解，產生了誤會。畢竟少了互動的機會，只憑

觀察和猜測，雙方會起爭執在所難免。可以請你想想：

為什麼你都不和同學玩呢？這樣少了機會彼此真正認識

或了解，有時也容易造成誤解。你說同學下課也會來找

你玩，這表示有同學想要和你當好朋友。小帆，下次也

可以試試看答應同學的邀請，下課一起玩好嗎？老師期

待你踏出第一步，之後有什麼感想或問題，歡迎你再來

信哦！ 



   永福人輔導信箱 
----生活中的困惑、煩悶與恐懼，讓永福一家人陪你一起面對----- 

寫下你心中所有的疑惑與恐懼，投進「永福人輔導信箱」，讓專業
的老師一起陪伴你面對，迎回燦爛的每一天 
信箱設置地點:校長室旁樓梯(2-3樓樓梯迴轉處) 
※你的投遞內容及後續的陪伴面談，會有專業的老師處理，均會保持
隱密不外洩，敬請放心。 

104期輔導期刊有獎徵答 

1.（  ）平時我們可以怎麼做來預防聽力受損?①遠離過
大的噪音。②戴耳機聽音樂時音量要適中，且不要超過一
小時。③長時間要待在音量大的地方，可以考慮戴耳塞。
④聽歌時，音量調到最大聲。

2.「身體界線」是指每個人能夠忍受別人碰觸自己的限
度，我們是自己身體的主人，當有人以言語或行為觸犯你
的身體界線時，你會怎麼做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25(五)截止，請把握機會!填答完後請繳至輔導處參加抽獎。】 

 



上期(103)輔導期刊有獎徵答的回饋 

有一位國小的男生戴著粉紅色口罩而遭到嘲笑，以至

於他不敢再戴粉紅色口罩了，請問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呢? 

210 陳奕霏   302 洪子晴 

 402 林恆宇     503 陳葶薇 

  601 薛宇彤 

戴什麼顏色的口罩都

沒關係，因為口罩是

用來保護自己的。 

口罩的顏色沒有分男

生、女生。 

如果是做對的事，就

不必在意別人的看

法。 

不管男女，都可以戴

粉紅色的口罩，要尊

重每個人的選擇。 

口罩的功能是防止

飛沫傳染，不是拿

來嘲笑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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