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教中心家庭展能講師

謝佑麗

大同國小家庭展能親職講座

陪孩子一起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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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愛，
陪孩子一起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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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規律作息、生活自理能力

開學了，小一新鮮人得面對的生活型態與作息，與幼稚
園大不相同。步入小學，孩子得開始適應：

早上7:50前到校，鐘聲是作息的最高指導原則.下課才
能喝水、上廁所，上課不能隨意走動，學注音符號後，
要開始抄聯絡簿，午睡是趴在桌面上休息……哇！怎麼
辦？

別擔心！低年級導師與您合力讓小寶貝們當個快樂的
一年級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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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熟悉校園

1.建立環境熟悉度，家長可以利用假日造訪校園，認識

學校位置，以及教室、廁所等最常使用的場所。

2.務必與孩子確認接送地點。若孩子走路上學，最好帶

著孩子多走幾遍上下學安全路線，遵守交通號誌，為

了安全儘量多走人行道或騎樓。

愛他的每一天就從學會放手開始，送孩子到學校在校門

口跟他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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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孩子學習等待

幼稚園到小學，也是從「立即獲得」到「學習等待」的
過程。

父母可每天花十分鐘，讓孩子練習「坐在座位上，做自
己喜歡的事」，數週後漸次增加至二十分鐘，至少以三
十分鐘為目標。

要改變幼小孩童行為，可掌握以下步驟提升效果：

一、一次只改一件事情；

二、有進步就紀錄、給予獎勵；

三、一開始採取低標，隨熟練度提高可提高標準；

四、一項行為改好後再換下一個。 6



幼小銜接教室規矩的內涵的差異

差異一：小學老師說「請你專心」，就是聽老師說

國小教室的「規範和內涵」和幼兒園有很大的不同

差異二：上課了，聽到鐘聲要自己回教室

實際帶孩子在校園走一遍：最近的廁所在哪裡，來回大

概要多久？

差異三：從生活配備到「吃完飯」都不同

差異四：上小學多多發問，師生同儕關係會更好

老師說的話要仔細聽並立刻去做，有問題就問，下課的

時間才可以和同學自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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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坐姿與執筆姿勢

據教育部統計，小一近視率為28﹪，小三増為43﹪，到
小六更超過六成。建議父母從小留意孩子寫字習慣，避
免筆桿前傾、彎腰駝背、坐姿不良。

以握筆姿勢來說，父母可掌握「大拇指與食指夾住筆
桿，中指在筆桿下當靠山，無名指與小指併攏」的原則

，離筆尖約三公分，讓筆桿自然落在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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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閱讀與訂正習慣

一年級課業不會太難，很多老師都認為，與其
讓孩子花很多時間寫評量，不如及早培養閱讀習
慣更好。

尤其語文能力高低，會連帶影響其他科目，例
如數學應用題，就必須以足夠的文字理解力為基
礎。

家長檢查作業時，可往前檢查孩子是否確實訂
正，並讓孩子說出訂正前後的差異，避免一錯再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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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繪本和書本可培養的能力

好好聆聽別人說話，並且將自己的想法意見表
達給對方。

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並勇於挑戰。(個人天賦)
體諒對方的心情，並加以關懷的能力。

凡是能貫徹到底的能力。

對陌生的事物感到興趣，並加以探究的能力。

無條件接納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

（這都是每個人最好具備「個人社交技巧」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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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繪本導讀

書名 : 小阿力的大學校

作者： 羅倫斯‧安荷特

譯者： 郭玉芬, 萬砡君

繪者： 凱瑟琳‧安荷特

出版社：上誼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2017/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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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責任繪本

慌張先生

(做好時間管理，善安排自
己的時間)
作者： 賴馬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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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樑書的特徵

1、故事長度適中。

2、文圖比如大概在1:1，
還可以說是圖少字多，

甚至有些圖畫是黑白的。

3、適合對象是幼兒園大班
和小學一二年級。

選擇橋樑書，情況要根據
親子共讀的基礎而定。

《青蛙與蟾蜍》（一套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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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海底來的祕密

繪本:豬奶奶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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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燈拿著書講 vs 關燈娓娓道來

您會不會也有這樣的苦惱？寶貝經常注意力不集
中講完故事後也不容易入睡，經常越聽越興奮……

如果在幽暗的環境中講故事，孩子會根據爸媽說
的每一句話，結合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事物和體驗
，在腦海中完成一幅屬於自己的畫面，這其實比識
字或被一幅別人創作的圖畫束縛住更重要、更有意
義。

「內心圖景」對於兒童心靈和智力的發展至關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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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孩子數位資源介紹

• 一、「我和我的孩子」資源介紹

• 二、教材規劃

• 三、教材主題

• 四、內容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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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沉迷電腦

各位爸爸媽媽、阿公阿媽，

在陪伴孩子成長的過程，

一定遇到許多讓人頭痛的

教養問題，像是：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諮詢專線4128185
20

我的孩子總是頂嘴

和孩子說不上話

http://tguide.nc.hcc.edu.tw/myandmychild/3h.html
http://tguide.nc.hcc.edu.tw/myandmychild/3h.html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諮詢專線
412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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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管教不當、親子衝突、人倫悲劇等新

聞事件更是層出不窮！

https://youtu.be/X-7VHLDMTwA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諮詢專線
412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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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叛逆、不愛念書
怎麼辦？

誰來幫幫我們？

面對各式各樣的親子問題，家長們該從

哪裡獲得親職教養的正確觀念？

我和我的孩子手冊及光碟
協助您成為更稱職的父母！



我和我的孩子手冊是什麼？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諮詢專線
412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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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手冊，
還有互動
式光碟 針對國小

階段49個
常見的教
養問題

提供自我
檢視、案
例分享及
專家建議

教育部為
家長設計
的一套親
職手冊

分為低年
級、中年
級與高年
級，共3

冊



哪裡可以閱讀我和我的孩子手冊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諮詢專線
412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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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書籍
家庭教育中心

各國小圖書室
免費借閱

透過網路
苗栗縣家庭教
育中心網站

免費下載

http://mlc.familyedu.moe.gov.tw/SubSites/Home.aspx?site=dfec8388-c630-47e5-bc30-e8ce87bf50ec


親職easy go 隨時解答您的教養難題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諮詢專線
412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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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網搜尋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網站

3.下載所需內容或
使用線上互動光碟

2.點選親職教育>6-12歲學童親
職教育-我和我的孩子手冊

http://mlc.familyedu.moe.gov.tw/SubSites/Home.aspx?site=dfec8388-c630-47e5-bc30-e8ce87bf50ec
http://mlc.familyedu.moe.gov.tw/SubSites/Pages/Detail.aspx?site=dfec8388-c630-47e5-bc30-e8ce87bf50ec&nodeid=657&pid=1484


教材設計理念

教材設計初衷

• 化被動為主動，透過學校方的巧妙引導，
主動將親職教育的資訊帶入家庭，協助家
長自我學習並與孩子共同成長。

• 從父母與孩子的共同角度出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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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手冊與光碟面向

我和我的孩子

子女發展
子女身心發展
子女社會發展
子女學習發展

父母發展
子女的期待
親職責任
自我發展

親子關係
親子互動情形
溝通
管教

社會環境影響
社會文化
社區環境

高年級較多社會環境影議題

低年級較多子女發展議題 27

二、教材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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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主題重點 面向

子女的特質我了解嗎？
了解孩子的特質，欣賞孩子各方面的表
現

父母發展

我的情緒會影響到孩子嗎？ 家長情緒管理的重要性 父母發展

我沒有時間陪孩子怎麼辦？ 親子共處時間的安排與規劃 親子互動

如何與孩子一起快樂學習？ 親子共學、家庭共學 親子互動

如何培養孩子創造思考能力 創造力的啟發 子女發展

如何選擇一個適合我家孩子的安親
班？

課後輔導、安親議題
社會與環
境影響

從何處獲得子女教育的相關資源？ 親職教育資源的獲取
社會與環
境影響

我為何要參與孩子學校的活動？ 鼓勵家長參與孩子學校各項活動
社會與環
境影響

主題重點-低年級

三、教材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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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主題重點 面向

我的孩子沒有信心怎麼辦？ 自信心的培養 子女發展

如何培養孩子互助合作的精神？
團隊合作分工、互助精神、尊重禮讓態
度

子女發展

如何孩子情緒管理的能力？ 孩子情緒管理 子女發展

我的孩子不愛唸書，怎麼辦？ 孩子課業學習議題 子女發展

在孩子面前吵架對孩子有不良影響
嗎？

夫妻關係、家庭氣氛對子女的影響 父母發展

我的孩子常頂嘴，怎麼辦？ 孩子人際互動時的應對態度 親子互動

我該如何紓解親職的壓力 家長親職壓力的紓解 父母發展

如何培養子女的責任感？ 負責任態度、行為的培養 父母發展

三、教材主題

主題重點-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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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主題重點 面向

當我的孩子吵著買東西該怎麼辦？
金錢使用規劃、正確消費行為與態度的
建立

親子互動

我的孩子經常看電視，怎麼辦？
電視節目的選擇、時間管控、休閒娛樂
的提供

親子互動

如何引導孩子主動幫忙做家務？ 家務分擔、生活自理能力 親子互動

如何肯定或讚美我的孩子？ 欣賞、肯定、讚美孩子 親子互動

孩子的喜好與需求我了解嗎？ 關懷、了解孩子各方面的需求 父母發展

我的孩子為何對我說謊？ 誠信態度 親子互動

我的孩子被霸凌了怎麼辦？ 校園霸凌議題
社會與環
境影響

孩子受到媒體負面的影響，怎麼辦？媒體文化隊孩子的影響
社會與環
境影響

主題重點-中年級

三、教材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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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主題重點 面向

我的孩子「轉大人」，我該做些什
麼？

青春期子女生理的改變 子女發展

我的孩子對異性感到好奇了，怎麼
辦？

性別關係、性教育 子女發展

如何幫助孩子做抉擇？ 輔助孩子做決定 子女發展

如何協助子女紓解生活中的壓力？
關懷、了解孩子的壓力，協助孩子找到
適宜紓解方法

子女發展

孩子需要有自己的隱私嗎？ 隱私權、互信、尊重議題 親子互動

如何培養孩子挫折容忍的能力？ 教導孩子面對挫折的正確態度 子女發展

為什麼總和孩子說不上話？ 家長學習與孩子的溝通方式 父母發展

我常拿孩子做比較嗎？
家長了解每個孩子的差異性，不拿孩子
做比較

父母發展

三、教材主題

主題重點-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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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主題重點 面向

我真的可以放心讓孩子飛嗎？ 家長學習適度放手讓孩子成長 父母發展

我的孩子為什麼不再跟我談很多的事？家長了解與青少年子女的溝通模式 親子互動

我的孩子沉迷電腦怎麼辦？
建立電腦使用規範，提供子女多元休閒活
動

親子互動

如何協助孩子規劃個人生涯？ 多方嘗試，規劃自己未來的生涯方向 子女發展

與孩子分享生活經驗是重要的嗎？
透過家庭共處、互動的時光，達到家庭中
價值觀念的傳遞、生活樂趣的共享

親子互動

我的孩子進入叛逆期了，怎麼辦？
家長了解進入青少年時期的子女可能會有
的行為改變

親子互動

我擔心孩子受到同學不良的影響怎麼
辦？

家長釐清個人不喜歡孩子朋友的原因；教
導孩子結交朋友應注意的事項

社會與環
境影響

如何教導孩子避免遭受「毒害」？
關心生活中可能損害孩子身心健康的有害
物質

社會與環
境影響

如何培養孩子為他人服務的精神？
鼓勵孩子發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
神」

社會與環
境影響

主題重點-高年級

三、教材主題



33

互動光碟版面設計

學習階段選單

主題選單



每一主題均分為五大部分：「引言」、「案例分享」
、「自我檢視」、「專家的話」、「我可以這麼做」

34

互動光碟版面設計

• 以問題導向方式呈現引言

• 以戲劇方式呈現案例分享

• 以互動式問答方式呈現自我檢視

• 親職教育專家提供教養建議專家的話

• 提供親職教養技巧與建議我可以這麼做



互動光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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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賞 :話要好好說

我的情緒會影響到孩子嗎?

36



想一想，一起來討論

1.在上面的影片中你看到了什麼?
2.你是否有情緒處理不當，影響孩子的經驗?
3.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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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除了專家的建議，你還有
不同的看法與做法嗎?

當子女有進步或改善的時候，
別忘了，要給一些讚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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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蜊之歌【彩虹愛家中文繪本】

出版社：社團法人台灣彩虹愛家
生命教育協會

作者：劉清彥
繪者：林怡湘

師範大學黃迺毓老師小時候親身經歷的故事。利用
「會唱歌的蛤蜊」這個隨手可得的家事時光，巧妙
的讓孩子體會到，要怎麼樣接納朋友，與人相處。
在享用鮮甜蛤蜊的同時，全家人也學會一個無價的
功課。

故事分享:



親子教養好書共讀

作者： 白小良 （營養教育博士

）

出版社：大邑文化

出版日期：2015/03/04

41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7%99%BD%E5%B0%8F%E8%89%AF&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lianhe88


餐桌，孩子最棒的學習場所

• 全家的幸福關鍵– 母親

• 媽媽要先愛自己，才能開心與用心為家人料理美味
健康的菜餚。

• 良好親子溝通的第一步:在餐桌上說愛

• 品德教養，從餐桌開始。

• 認識真食物， 為孩子的健康把關。（紅燈、黃燈、綠燈 ）

• 小孩過動，都是早餐惹的禍。

• 再也不挑食! 矯正孩子偏食的對策。

42



爸媽的支援部隊─家庭教育中心服務資源、

4128185

感謝您的聆聽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諮詢專線
412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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