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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不是擋箭牌，只會讓情況更糟

防疫在家，「自主學習」的能力越來越重要

多元•自主•學習



2

多年前，網路上流行一支影片，名為《媽媽

之歌》，把媽媽角色描述得淋漓盡致，從刷牙洗

臉、出門穿衣、上學遲到、整理房間、禁玩電腦、

上床睡覺 ......，什麼都可以嘮叨，揶揄了媽媽

嘮叨的個性，傳遞出關心孩子的形象。最後，另

一曲《爸爸之歌》竟然短得只有一句話，那就是：

「去問你媽！」一語道盡家庭中，夫妻間微妙的

平衡與危險關係，也訴說了孩子的無奈。

新時代父親的角色

隨著時代變遷，雙薪家庭已佔多數的現

今，父親的角色定位，已經不是傳統的「男

主外，女主內」的時代；並非只需出外賺錢，

回家休息即可，而是需分擔養育子女並陪伴

的責任。

近年來生育率下降、資訊發達、社會文

化衝擊……等因素，教養問題更顯得重要。

父親能否在母親工作忙碌時，替補其空缺，

負起教養與陪伴子女的責任，攸關子女能否

順利發展。

隨著子女的成長階段不同，父親所扮演

的角色也隨之調整，稱職的父親會因著孩子

的年齡而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以下四種：

1. 守護者角色：在孩子幼兒期，灌輸孩子信

心、力量，並充份與孩子情感交流，使他

們覺得有安全感。

2. 約束者角色：在孩子學齡期，成為子女道

德規範的理想，並以身作則，協助子女判

斷是非及對錯。

3. 勇者與保護者角色：在孩子青少年期，與

之並肩面對變化與挑戰，並引導孩子走向

獨立、自主負責的階段。

4. 精神導師角色：在孩子青少年期之後，協

助子女規劃未來，祝福並鼓舞他們追求夢

想。

父親角色對子女的影響

在父母角色可能互換的情況下，父親跟

孩子的互動機會變多，父親如何與孩子建立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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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關係就顯得格外重要。

父親是孩子性別角色正常發展的重要條

件。男女孩最初都先從家庭中模仿父母，進

而模仿其他的男女角色。孩子會透過學習和

模仿與自己相同的性別角色，並形成正確角

色取向的觀念。

父親角色提供了男人的基本模式，尤其

男孩子會將父親看作是將來發展自己男性特

徵最實際的「楷模」；女孩子則會從觀察父

親如何對待母親的過程中，了解到男人應該

如何對待女人，並影響女孩成人後的性別行

為和婚姻關係。

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教授羅納爾 (Ronald 

Rohner) 的研究顯示，孩子認為父親對自己

的排斥或接納程度，會影響孩子性格成長。

如果孩子認為父親「接納自己」，則他

會形成積極性格，如情緒穩定、較少憤怒、

獨立、有包容心、樂於助人等；如果孩子認

為父親「排斥自己」，則會形成消極性格，

如易怒、懶散、具攻擊性、佔有欲強、不顧

他人感受等。

全職爸爸，世界新浪潮

生兒育女後，非得是男人在外掙錢，女

人在家帶小孩嗎？這現象逐漸被顛覆。在男

女平權觀念發達的西方，早就掀起「全職爸

爸」風潮，在美國和歐洲，在公共場合隨處

可見抱著孩子的年輕爸爸。

台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魏秀珍

認為，全職爸爸數量大增，是社會進步的象

徵。首先，是經濟因素，「這十幾年來，女

性的就業強度提升很多，」從農業到工業社

會之經濟面的轉變，是全職爸爸愈來愈多的

主因之一。

其次，是因為女性主義的興起與平權

意識的抬頭。東吳大學心理系教授王叢桂表

示，當代社會對性別角色已愈來愈放鬆，女

性有更多空間可以詮釋自我角色，兩性逐漸

能按照自己的特性，選擇適宜的工作。

爸爸不僅不缺席，還成了最主要的照顧

者，這對孩子來說，好處多多。許多研究顯

示，與父親相處較長、受到父親較多關愛的

孩子，不論身心發展、社交表現、學業成就

等，都明顯較優，也較不會有偏差行為，甚

至在成年之後也比較有抗壓性，工作表現較

傑出。

好爸爸的六大特質

在現在的家庭當中，照顧子女的責任，

多數依然是放在女性的身上，可是子女的健

康成長，是離不開父愛的。給父親以下建議，

希望不要總是拿工作忙，沒有時間陪孩子為

藉口了！

1. 重視孩子 多

花一些時間

陪 伴 孩 子，

經常和孩子

一 起 玩、 逛

書 店、 購 物

等。爸爸應是好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

多了解孩子的心事。

2. 有點特長 爸爸應該有些特長，讓孩子感

到自豪，覺得爸爸有兩下子，就算是會講

笑話也好。多參加子女活動，提供一些節

目，讓孩子增加自豪感。

3. 要有修養 不要動不動就打人罵人，或在

公共場合訓斥孩子；也不要衣衫不整、不

修邊幅、亂扔襪子。多關心體諒媽媽和孩

子，要幫忙做家務，說話要溫柔。

4. 說到做到 爸爸應該說到做到，不應老是

說別人應該怎麼樣，自己卻又言而無信。

爸爸應該氣量很大，不應計較太多，對小

事情碎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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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認錯誤 爸爸應該是一個男子漢，拿得

起放得下，做錯事情要勇於承認。只要解

釋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死要面子，那就很

難溝通了。

6. 說話幽默、不要一臉嚴肅 不要老是把臉

繃得緊緊的，孩子做錯事時，最好能以輕

鬆的方式讓他們改正，不要劈頭就是一陣

痛罵，強勢作風會把孩子嚇懵了！

最傷孩子的五種爸爸

爸爸經常在不經意間，做出令孩子傷心

的行為，自己卻不曾發覺。快檢查一下，自

己或先生是不是這樣！

1. 認為照顧孩子只是媽媽的責任

許多爸爸會認為，「我上班已經夠忙

了，老婆不就是在家帶個孩子、做點家事，

能累到哪裡去？」孰不知媽媽一個人要負責

孩子、又得打掃家裡，這其實一點都不輕鬆。

若媽媽還要工作，那只有更辛苦了！

2. 總是在滑手機

或許，有些爸爸自行在帶小孩，但很多

時候他的眼睛，幾乎停留在手機螢幕上，甚

至連孩子手中，也給他一台手機或平板。電

子產品阻礙了親子間情感的交流，冷冰的科

技產品，無法取代父母的愛。

3. 下班後，總是很晚回家

下班後，千萬不要忘了自己身為丈夫及

父親的責任，妻子不會不需要你，孩子也不

會只需要媽媽。不要讓自己和孩子之間，成

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孩子成長很快，錯過

了就很難彌補！

4. 不願陪孩子玩遊戲

一起遊戲是親子交流及培養感情最直接

的方式。如果媽媽的陪伴帶來的是安全感，

那麼，爸爸的陪伴，將會對孩子的獨立、堅

強，以及解決問題能力，造成正面的影響。

5. 在子女面前爭吵

家庭和睦與否，對

孩子的發展，有極深刻

的影響。一個充斥著爭

吵、謾罵及暴力氛圍的

家庭，若非造就孩子消

極抵抗或默默忍受的態

度，即是採取同樣的方式去對待他人或處理

事情，而這兩者都是不好的。

結論

親愛的爸媽們，成為「好父母」是需要

學習的，沒有人天生就會當一位好父母。多

花點時間陪伴孩子，做個「不缺席」的家長，

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你所能給予的愛和陪

伴，對孩子來說，會是多麼可貴及無可取代。

在雙薪時代的現今社會，如果雙方能彼

此分擔家庭工作及育兒任務，且在另一半忙

碌無暇時適時補位，陪伴關心孩子的情緒及

學校狀況，將能在孩子的認知、情感與能力

發展上，奠定良好的基礎。

和諧而美滿的家庭，不能受限於性別角

色的固有迷思，而應建構多元特質的家庭圖

象，增進與子女互動的更大空間。做為新時

代的父親，應多參與家務、陪伴孩子成長，

並做好榜樣，讓孩子能多元發展，建構一個

和諧、溫馨的幸福家庭。

【參考資料】

1.2016/ 黃男科，理想爸爸的六大特質 / 每日頭條網

站。

2. 2016/ 黃啟菱，全職奶爸新浪潮 有爸爸愛，孩子更

傑出 / 未來 Family。

3. 2017/ 最傷孩子的 5 種爸爸，我老公就是！ / 媽咪拜

網站。

4. 2015/ 邱嘉品，談新時代父親的角色與職責 / 臺灣教

育評論月刊。

5. 2014/ 曾俊銘，父親角色的影響 / 貞愛藍圖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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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妮 ( 化名 ) 來自重組家庭，小小年紀

就有竊盜紀錄，剛進班，學校班導就前來委

以重任，希望能藉由星心學苑，幫助她改變

向善。珊妮很聰明，懂得觀察情勢，讓自己

獲得好處，可惜的是，當她用在錯誤的地方，

就變成投機取巧了。

開學第一天，珊妮到星心學苑報到，她

便說謊。

「你的學校作業呢？」「已經在班上寫

完了，所以不用寫了！」其實我看穿了，並

沒有點破，只在聯絡簿上做記錄。第二天果

不其然，聯絡簿上出現了「作業未交」的紅

字。

我請她過來：「你可以告訴老師，這是

怎麼回事嗎？」她的眼神閃爍，故作恍惚：

「喔，是我記錯了啦！」「你是不是覺得寫

功課很麻煩，不想寫？」我誠懇的語氣，讓

她感到很訝異，因為居然沒有被責罵。

我開導她：「老師很信任你，但你的行

為讓老師傷心了。」「遇到問題逃避是沒有

用的，因為你說一個謊，就要用更多的謊來

掩飾，最後只會讓事情越來越糟。不如勇敢

面對，大家會一起幫忙的！」珊妮卸下心防，

才說出原因，原來她對作文寫作，完全不會。

找到原因就容易解決了，我請珊妮到我

旁邊，根據作文題目引導她的想法，再幫她

將想法梳理成文字。一開始，甚至謄好草稿

讓她抄寫，幾次下來，她抓到了訣竅，不到

一學期時間，她已能自行完成一篇日記。

數學是珊妮的強項，期中考進步到 95

分，國語卻只考了 66 分。發現她的問題來

自於識字量太少，甚至連注音符號的調號都

分不清，而且遇到困難就想逃避，所以寫國

語作業，是她最痛苦的時刻。幸好課後班熱

心的哥哥姊姊們，耐心陪伴她，教她查字典，

現在，每周作業也都能補齊了。

至於偷竊問題，我與學校導師做了深度

交談，分析珊妮之所以如此，這跟家庭無法

滿足她物質上的需求有關。我告訴她：「自

己想要的東西，要靠自己努力來獲得，不能

不勞而獲。」

她常會「順手」拿走老師與同學的東西，

甚至自行打開老師的抽屜，只要一出現這種

情形，我就會立刻提醒她：「不是自己的東

西，不能隨便亂動，這是尊重！」「如果需

要文具或學習用品，可以點數累積來兌換，

你如果努力進步了，老師會多給你點數！」

讓珊妮體會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喜悅。

習慣改變是無法一蹴可幾的，教育是用

愛心與信任循循善誘，讓孩子有反覆練習正

確行為的機會，以及正向進取的態度，這樣，

就能在潛移默化中，往好的方向發展，相信

珊妮一定能做到。

課後照顧

文 /課輔老師

順手牽羊
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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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為台灣離島，交通不便，加上缺乏足夠

教育資源，所以純潔協會安排此次巡迴，希望能

對城鄉差距的學生，提供自我保護的觀念。澎湖

很少下雨，此行恰巧碰上大雨，搭船去離島真的

很辛苦；但是，看到學生的反應很熱烈，辛苦也

甘之如飴。

闊別七年，再度巡迴澎湖校園，5/18

在馬公高中登場，展開為期四天 8 場的「校

園安全相聲宣導」，活動由公益彩券盈餘補

助辦理，在福朋喜來登酒店贊助下，進行「反

毒」與「拒絕色情」宣導。

此行由執行長何建賜與講師劉威群主

講，在乘風破浪中搭船往來澎湖、吉貝、七

美 3 島，共 7 個學校 ( 馬公高中、吉貝國中、

中正國中、七美國中、文光國小、七美國小、

雙湖國小 )，獲得熱烈迴響，受益人數共約

400 人。

馬公高中輔導主任賴俊生表示，因為多

年前的演出仍印象深刻，非常感謝協會的用

心與付出，將原本 1 場演出再追加第 2 場。

七美國中校長陳冠全表示，因被相聲內容吸

引而全程參與，最後更勉勵同學要有健康的

性價值觀，懂得分辨媒體資訊，避免錯誤的

性知識與行為。

防疫期間愛心不打烊，兩位講師戴著口

罩演出，一起用愛守護菊島學子，實踐「教

育無偏鄉」的服務精神。表演以獨特的說學

逗唱展現風格，帶給學生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通過幽默的問答，引發孩子學習動機與展現

自信表達的機會。

學生回饋：「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宣導，

覺得特別有趣。有獎徵答幫助大家輕鬆學習

正確的性知識。最大的收穫是，原本覺得接

觸色情可能對人影響不大，但聽完之後，才

知道色情會像毒品上癮一樣，傷害大腦！」

「反毒相聲」以詼諧生動的故事，運用

投影變換場景，讓學生深入其境，帶來很多

省思與啟發。澎湖社會處葉督導非常肯定我

們的成效，特別推薦給澎湖毒品防治中心，

希望明年可以合作。

純潔協會秉持「預防勝於治療」的理念，

推動品格教育、生命教育、全人性教育與家

庭教育，協助兒少身心靈之全面健康成長。

全台宣導場次累計約 8 千場，3 百多萬學子

受惠，成效良好，獲得各校熱烈邀請！

請共同關心下一代，守護兒少安全，敬邀成

為「兒少守護天使」，您的點滴支持與贊助，都

是我們持續前進的最大動力！

毒品

色情

校園宣導

守護
兒少宣導

澎湖跑透透



吉貝嶼

姑婆嶼

西嶼鄉

中屯嶼
大倉嶼

望安鄉

七美鄉

白沙鄉

湖西鄉

馬公市                           

7

台
灣

1 5/18 馬公高中

2 5/19 吉貝國中

3 5/19 中正國中

4 5/20 文光國小

5 5/20 七美國中
6 5/21 七美國小

7 5/21 雙湖國小

吉貝國中

文光國小

馬公高中 機場

中正國中

七美國中

雙湖國小

七美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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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心學苑

小照 ( 化名 ) 是隔代教養小孩，父母離

婚後，照顧的事情全落到奶奶身上。父親雖

然住在一起，但對他幾乎視若無睹，更別說

照顧了。

小照對學習興趣缺缺，如果請他複習功

課，他就直接回答「不要！」更令人擔心的

是，他有很多不好的壞

習慣。學校導師推薦他

入班，目的也是希望他

在星心學苑，可以養成

良好的品格。

他 非 常 愛 講 話，

在課後班會忍不住一直

講話，會跟老師講，會跟同學講，而且講得

很大聲，可能是家裡沒有人陪他講話吧！還

有，每天都會忘記帶功課，還要給他時間回

教室拿。有一次去拿，還說老師己經離開，

教室鎖了，結果半小時後，導師拿他的功課

來，原來他根本沒回教室，只是假裝走過去

而已。

另外，每隔十分鐘他就說，老師我多年

前所，如果真的讓他去，他就趁機跑去玩。

每天會故意說一些不雅的字，像「大便、尿

尿、屁屁」等，雖然我讓他罰寫，但他還是

照講不誤。玩遊戲時也不注意安全，會故意

撞同學，讓對方跌倒；有一次他倒著身子溜

滑梯，結果撞到自己受傷。我真覺得，帶他

一個，比帶其他八個還累。

我和班導及家長聊過，知道他很想吸引

別人注意，才會狀況層出不窮。後來我調整

心態，心想他在學校、在家裡，已經被責備

夠多了，多責備無益，所以試著用集點方式

鼓勵他做一些正確的事，希望用肯定的方式

來幫助他。

「你是一個很懂事又乖巧的孩子，老師

希望你可以更棒！」「以後功課帶齊加三點，

不說不雅的字加一點，點數夠了就可以換文

文 /陳月貴 課輔老師

帶 比      一個 八個 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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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或獎品，要加油喔！」我找小照，鼓勵他。

一個禮拜下來，他對這些方式感到很有

動力，開始可以帶齊功課了，也會約束自己

不再說不雅的話了。只是小照的學習程度非

常落後，讓我很擔心，有一次寫加減法課業

時，竟然 90% 以上都錯了。

那次我叫他來訂正，他覺得很挫折，不

願意訂正，讓我感到很沮喪，奶奶知道後也

很生氣。英文 26 個字母都還沒全學會，請

他抄一次，他就說「不要！」很想幫他補救

功課，他都一律拒絕，不願配合。於是我重

新思考，對小照而言，品格比功課重要，功

課落後就先加強基礎部分就好。

「小照，以後你過來坐老師旁邊，有問

題就問老師，老師會幫你。」後來，他的態

度改善很多，特別是比較困難的數學作業，

有問題就即時訂正，也不會那麼痛苦了。

此外，因為下課對他誘因很大，我就讓

他先抄 12 個字母，抄完才可以下課，之後

再慢慢增加份量，這樣引導他，結果他竟然

也把 26 個字母背起來了。接著開始背單字，

也是一步一步來，現在他開始願意背單字

了，覺得背英文單字不難。

小照進班三個月了，雖然還是有很多狀

況，但是比起剛開始，那真的天壤之別，實

在進步太多了。現在，找一點點事讚美他，

是我每天要做的事。

還有，放學時，我也會當著奶奶面前，

直接讚美他「小照今天表現很棒哦！」「他

英文單字都會背耶！」當我每次這麼說時，

都看到他在旁邊笑得非常開心……。天底

下，有哪個孩子不希望被肯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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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庭與小楷 ( 皆化名 ) 對立很久了，也

經常被小楷和同學捉弄和排擠，例如故意

把鉛筆盒藏起來，或是告狀違反規定等，

庭庭感到不知所措，所以常會以哭泣來回

應……。

我透過與班級導師討論，每周調整他們

的狀況，減少霸凌行為產生。平常則利用時

間，開導他盡量不要用哭的方式表達情緒；

又告訴他試著忽略別人的捉弄，才不會讓人

覺得好欺負；只有心態越堅強，才越能抵抗

外來的欺凌。每次聽完，他都默默點頭。

其實他是一個貼心的小孩，但因母親及

長輩較少以理性溝通，所以需要仰賴課後班

老師與同學做情緒支持。昨天他將兒童節禮

物 -- 洗手乳捐給課後班使用，漸漸懂得回饋

與感恩。

當我回送文具給他時，庭庭發現其中一

項家裡有了，就說：「老師，這我家有了，

所以還給你！」「沒關係，老師先幫你保管，

下次需要時再向老師領取。」這是以往沒有

的表現，以前他很

貪心，不管吃的或

用的，都想要多拿

一份，現在感覺他

長大了！

開學後，發現

他跟小楷兩人爭執

變少了，有時候聽到兩人互相妥協的對話，

討論桌面空間的分配，或提醒該怎麼放東

西，才不會亂七八糟，兩人的關係改善很多。

「咦！難道是有甚麼事情，讓他們的感

情變好了嗎？」正當心中出現疑惑，就在放

學時，看到小楷的爸爸，載著兩人一起回家。

又有一次，我望著兩人一起走路回家的背

影，這時恍然大悟：「原來如此…！」原來

兩個孩子的關係已經改善。

透過長期觀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之前，庭庭都是站在被害者心態，遇到事情

大部分都用哭的方式，來獲取他人的同情，

久而久之，同儕認為他是愛哭又討厭的人，

不願靠近。但經過持續的關懷、引導，加上

同儕間正面的互動，庭庭一點一滴改變了，

對立關係也破冰了，連帶解決了長期處於被

霸凌與沉浸在被害者心態的問題。

「老師，我最近沒有哭了，我冷靜下來，

同學就不再欺負我了！」

「對呀！哭不能解決事情，反而會被嘲

笑，會更捉弄你！」

庭庭的改變讓我思考，每個孩子其實

都可以朝著更正面積極的方向成長。透過學

校、家長、社區據點，三方持續的關心而改

變。真心希望能像他自己說的一樣，「我很

幸福，有得學、有得吃、有得住，長大後，

我一定要回饋社會。」以此祝福他！

文／課輔老師 李韻琴

兒少關懷

哭不是擋箭牌，
  只會讓情況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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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學校停課，如何在家學習？

新冠病毒疫情襲捲全球，對家長來說最

關心的，莫過於學習，萬一小孩停課了該怎

麼辦？培養孩子學會自主學習的能力，更顯

得重要！所謂自主，簡而言之，就是為自己

作選擇，並為這些選擇負責。

倘若學校停課，孩子待在家中的時間

會很長，如果平常沒有經過引導或學習，一

下子要馬上能夠在家自主學習，著實困難。

純潔協會在各社區據點及校內的星心學苑，

都進行了學習的提前部署，在課程中激發孩

子們的學習興趣，引導主動學習的態度與習

慣。 

台南據點「小創客計畫」

什麼是「創客」(maker) ？就是透過動

手做，學習並解決問題。而喜歡嘗試並動

手做的孩子，被稱為「小創客」（young 
maker），這是目前歐美教育期望培養的未

來人才。

孩子們可以主動學習，把自己的點子

做出來，並能清楚解釋作品的來龍去脈，科

技是他們的玩具。他們不用考試成績定義自

己，而用動手做的專題、模型，來展現解決

問題的能力和自信。

今年四月，仁德課後班與愛自造協會合

作，在「樂塾計畫」中帶領孩子學習當個小

創客，為孩子開創不同的視野。首先，從操

作桌遊開始，先翻轉孩子的觀察力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過程中除了要獲勝，也要從失敗

中學習教訓，訓練邏輯思考，讓劣勢逆轉。

之後，要接觸雲端，進入開放平台，學

習做一個世界公民，連結新觀念，實際認識

程式設計。透過自己動手做的實際任務，整

合知識，讓科學更有趣實用。

看誰先得到寶藏？把程式設計的複雜概念，

放入簡單的桌遊裡面。從玩樂中學習運算思維，

孩子們的互動討論非常熱烈。

線上學習 超前部署

因為疫情緣故，全世界許多產業、生活

方式都產生了變化，包括遠距教學等，都將

迎向嶄新的發展。而「線上學習平台」更成

為網路關鍵字，近期熱搜頻率大增 3 倍，成

為最佳的學習管道。 

仁德課後班向華碩再生電腦基金會申請

電腦，讓孩子們也能擁有遠端科技的體驗，

不用擔心疫情影響與家中設備困乏，還能完

成學校指派的線上作業，彌補學習缺口。以

下學習網站，提供參考：

（1）臺北酷課雲 
 https://cooc.tp.edu.tw/news/127
（2）國家教育研究院愛學網

 https://stv.moe.edu.tw/
（3）教育部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 
 http://siro.moe.edu.tw/
（4）教育部六大學習網 
 http://net.yhsh.tn.edu.tw/~music/edu.htm
（5）均一教育平台

 https://www.junyiacademy.org/ 

兒少教育

文 /編輯室

越來越重要

防疫在家，

「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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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引導小朋友，將他們對遊戲的熱愛放到學習上，然後設計步驟化、邏輯化，讓他們解決問題、挑戰自己。如此，能把城鄉差距縮短，弱勢也能變優勢！

仁德課後班 /教育可以不一樣

以綠色植物盆栽，用種子發芽、開

花、結果，比喻人生不同階段，引起孩

子興趣。選擇《蝴蝶》這部法國電影作

為經典教育教材，以大自然為背景，展

現了人性的善和美，幫助據點孩子從影

片中，獲得啟迪生命的意義。

萬華據點 /電影欣賞《蝴蝶》

教學現場

多元•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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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猜猜看，主角是什麼？」

「牠的表情給你什麼感覺？」「猜一猜

書名？」這堂課，孩子們學到生氣的時

候，可以離開現場、換個想法、找人說、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此外，他們也分享

了自己的方法：畫畫、玩玩具、躲起來

哭、吃東西……。周三下午的品格教育

課程，大家收穫滿滿。

永華星心學苑 /品格教育

，學習如何調節情緒

舞動扇子結合太極運動技巧，「功
夫扇」是健身養性的好活動，加上短跑、
側併步、盤腿、交叉步，練出一身好身
手！班上最小的弟弟，雖然常常跟不上
舞步，但最後一個「開扇」的動作，都
能展現帥氣，讓經過的里民看得哈哈大
笑，稱讚精神可佳！

歸仁課後班 /功夫扇

《拉密》(Rummikub) 有點類似麻

將，所以有「以色列麻將」之稱。這套

純粹只有數字變化的數學桌遊，可以讓

學生學習簡單的排列組合，並可增強觀

察與分析，可以提高注意力。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也能訓練舉一反三，增加對數

字的敏感度。

淡水課後班 /排列組合桌遊趣

孩子們以前不喜歡被拍照，常常擺臭臉或不自然；但現在，不但喜歡拍別人，也喜歡被拍。「攝影」除了能增進觀察力、豐富經驗、提升美感；在學習過程中，因需持續集中精力尋找目標，因此能夠調節眼部肌肉，進而緩解孩子們的近視眼，真是好處多多呢！

歸仁課後班 /透過鏡頭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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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收 支 餘 絀 表        109/1/1 ～ 109/6/30

搭配情緒課程，希望能引導孩子對

媽媽、父代母職、隔代教養的家長，觸

發出感恩之情並用文字表達出來。完成

的作品也要當面感恩送給對方，以實際

行動，將愛傳出去，透過愛的傳送門，

表達真心的感謝！

仁德課後班 /母親節愛的傳送門

寫完功課就可以下棋，這是孩子們
最喜歡的時光。下棋可以陶冶性情，磨
鍊意志力，鍛鍊思考與冷靜的性格。同
時，他們也可以從中收穫快樂、放鬆心
情、緩解緊張的學習狀態。

屏東滿州課後班 /下棋的好處

彰
化
課
後
班
／

 
 
 
 
 

感
謝
愛
心
店
家

人間有愛，溫馨滿人間。

埔心明聖國小課後班，受到許

多在地愛心店家支持，捐贈物

資關懷弱勢兒少。特別感謝員

林吉町麵包、加州陽光烘焙坊，

捐贈愛心麵包，讓正在長大的

孩子們，在午後享受飽足與幸

福感。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收入 佔總收入

會費收入 600 0.00%

捐款收入 16,147,221 95.26%

其他收入 802,305 4.74%

經費收入總計 16,950,126 100.00%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支出 佔總收入

人事費 1,692,887 9.99%
辦公費 235,291 1.39%
校園服務活動費 2,975,220 17.55%
星心學苑活動費 2,654,164 15.66%
社區據點活動費 8,107,577 47.83%
雜項費用 103,806 0.61%
經費支出總計 15,768,945 93.03%

本期餘絀 1,181,181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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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台灣貧富差距擴大，貧困、單親、失親、隔代

教養、家境特殊等弱勢家庭增多。為避免弱勢孩童

放學後無人照顧，純潔協會特設星心學苑－弱勢兒童課輔

班，免費提供每週一到週五的課輔照顧、品格教育，並提

供晚餐。

區域 /學校
蘆洲 /鷺江國小      桃園 /大崗國小       新竹 /三民國小
苗栗 /大湖國小      彰化 /明聖國小       雲林 /新光國小
台南 /永華國小 ( 中 )  台南 /永華國小 ( 高 )

屏東 /石門國小      屏東 /滿州國小

台北市 /古亭社區兒少據點  台北市 /萬華社區兒少據點
新北市 /淡水課輔班            台南市 /歸仁課輔班
台南市 /仁德課輔班

捐款辦法

³

³

³

³

³
捐款專線：(02)2366-0664

1 / 協會專職到府收款
固定每月拜訪收款並報告協會服務近況

2 / 信用卡自動扣款

請向協會專職索取信用卡捐款單填寫或至純潔官網下載

3 / 郵局郵政劃撥

劃撥帳號：19360586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4 / 銀行轉帳 ( 轉帳後請來電告知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公館分行
帳號：347- 5403- 0929-6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5 / 線上捐款

純潔官網：https : // pse.is / A4JZK

區域 /據點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6/1 福營國中 神 901 30
6/2 積穗國小 他 4 100
6/2 螢橋國中 神 902 30
6/2 積穗國小 小 1 100

6/3 福營國中 神 907 31

6/4 武漢國小 小 1 159
6/8 螢橋國中 神 901 21
6/8 螢橋國中 神 903 22
6/9 靜修國小 他 4 100
6/9 靜修國小 灰 2 100
6/10 螢橋國中 神 904 25
6/11 文山特教學校 小 全校 210
6/16 二重國小 小 2 150
6/18 內柵國小 他 1-6 98
6/19 廣福國小 灰 2 144
6/19 廣福國小 灰 2 144
6/19 廣福國小 灰 2 144
6/19 大同高中 神 8 200
6/20 富春國小 神 中高 176
6/20 新平國小 神 6 252
7/3 廣福國小 他 5 210
7/3 廣福國小 他 5 210
7/7 碧湖國小 他 4 140
7/8 廣福國小 小 1 160
7/8 廣福國小 小 1 160
7/8 廣福國小 小 1 160
7/9 大溪國小 灰 103-104-105 90
7/9 大溪國小 灰 101-102 60
7/10 廣福國小 他 3 225
7/10 廣福國小 他 3 225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6/1 福營國中 桌 917 19
6/2 螢橋國中 桌 902 30
6/3 福營國中 桌 903 29
6/4 建德國小 性 (1) 502 29

6/4 建德國小 性 (1) 511 28

6/4 建德國小 性 (2) 502 29
6/4 建德國小 性 (2) 511 28
6/5 竹圍國小 性 (3) 605 23
6/5 竹圍國小 性 (4) 605 23
6/8 螢橋國中 桌 903 22
6/8 螢橋國中 桌 901 21
6/9 大福國小 性 (1) 五 12
6/9 大福國小 性 (2) 五 12
6/9 大福國小 性 (1) 六 15
6/9 大福國小 性 (2) 六 15
6/10 螢橋國中 桌 904 25
6/11 建德國小 性 (3) 502 29
6/11 福營國中 性 (1) 904 29
6/11 建德國小 性 (3) 511 28
6/11 建德國小 性 (4) 502 29
6/11 建德國小 性 (4) 511 28
6/12 福營國中 性 (2) 904 29
6/12 大溪國小 性 (1) 604 27
6/12 大溪國小 生 (1) 603 25
6/16 大福國小 性 (3) 六 15
6/16 大福國小 性 (4) 六 15
6/16 大福國小 性 (3) 五 12
6/16 大福國小 性 (4) 五 12
6/18 大溪國小 生 (2) 603 25
6/18 大溪國小 性 (2) 604 27

&

6 ～ 7 月宣導，共計 30 場，參加人數 3，876 人 6 月進班教學，共計 30 場，參加人數 690 人

主題說明 ● 神 / 神仙遊 ( 反毒教育 )  
● 虧 / 虧很大 ( 性別平等 )   
● 小 /   )治防害侵性(狼野大與帽紅小
● 青 / 青蛙變王子 ( 自殺防治 )

● 生 / 生命教育 
● 家 / 家庭教育
● 性 / 性教育
● 桌 / 反毒桌遊 

● 梁 / 梁祝蜃樓 ( 性別平等 )
● 他 /   )治防害侵性(  它、她、他
● 灰 / 灰姑娘 ( 家暴防治 ) 
● 淑 / 淑女與鐵男 ( 性別平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