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文章

校園宣導

偏鄉宣導

個案故事

兒少關懷

星心學苑

課後照顧

打開潘多拉的盒子？情緒狂飆的青少年

用青少年的語言，談性侵害防治

國境之南－屏東偏鄉行

以孩子為師－尊重孩子的個別發展有多難？

心中的巨人

聰明卻又令人頭痛，怎麼辦？

孩子不笨，勇敢克服閱讀障礙

發行所：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立案日期：1999.06
立案字號：台內社字第 8886025 號
勸募許可字號：衛部救字第 1091362471 號
TEL：(02) 2366-0664   FAX：(02) 2367-5549
部落格：http://blog.udn.com/cxiehui/article
FB 粉絲團：www.facebook.com/pureteen

台北總會 //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 161 巷 20 之 1 號

各地辦事處 //
中彰投辦事處：南投市福山里八卦路 521-12 號　TEL：(049)-2292503
雲嘉南辦事處：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88 號 8 樓 B 座　TEL：(06)-2225362

純潔官網

Vol.144
2021年2 月號



2

青少年的情緒，有時如狂風暴雨，一發

不可收拾，若不善加引導，將對家人及自己

造成莫大傷害。青少年的情緒問題，通常來

自長期累積的負面感受，苦無抒發的管道，

最終爆發。因而，平時多給予陪伴和關心，

疏通其負面感受與想法，使之得到更多認同

與支持，將可避免未來火爆衝突的場面。

( 以下案例，皆來自本會輔導關懷的個

案，採化名處理，並非真名。)

【案例一】

柏翰才加入據點不久，一參加高智爾球活動

就被排擠。好幾次練習時，其他同學一直攻

擊柏翰的球，認為讓他出局這樣就算贏了。

某次球賽練習結束後，兩名學生大聲吵架，

扭打成一團，其中柏翰被緊緊抱住，怒髮衝

冠、拳頭緊握、呼吸急促，一直想往前毆打

對方，幾乎就要大打出手……。

【案例二】

庭豪常被班上其他同學捉弄，例如故意把他

的鉛筆盒藏起來，或是告狀他違反規定。每

當這情況發生，他常常感到不知所措，所以

總以哭泣來回應，導致日後遇到困難，也都

是用哭泣來表達。

【案例三】

志陽剛來課輔班時，很受不了別人的刺激，

一旦生氣想要揍人時，就會拿起椅子準備砸

人，有時是拿雨傘或滅火器。有一次甚至是

去拿菜刀…，然後說：「我好想把他殺掉！」

每次玩桌遊，他都把遊戲輸贏當做現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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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負，不是氣到丟牌說「不玩了」，就是衝

過去想揍人，或是罵髒話、比中指。

【案例四】

小亭來自單親家庭，因母親拾荒，從小即遭

受同學恥笑與霸凌。後來媽媽受不了生活壓

力，導致精神崩潰，進而離家出走，失蹤多

日。因事發突然，讓小亭頓失依靠，徬徨無

措的她，竟自家中頂樓蹤身一躍，所幸掉落

在二樓雨棚，緊急救回一命。

孩子壞脾氣，不只是叛逆 

很多父母覺得，青春期的孩子本來就叛

逆、火爆，過了這時期就會變好，哪有嚴重

到需要看醫生？不過專家提醒，診斷並不是

要給孩子貼標籤，而是提醒大家這群人的存

在，需要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幫助他們。

孩子叛逆的言行，其實在反應他們遇到

了困難，需要幫助。很多家長覺得孩子的語

言、肢體暴力，只要忍一忍就過去了，然而，

忍氣吞聲不會讓問題自動消失，反而讓孩子

覺得這樣待人就可達到目的。

長期情緒失調，對孩子自己和身邊的人

影響都很深遠。曾有孩子動不動就對父母大

吼、罵三字經、摔東西，盛怒之下還用拳頭

搥門。父母無法理解，當年捧在手心的寶貝，

怎麼變成不可理喻的暴走少年？父母受到很

大的驚嚇，自覺教育失敗，很挫折！ 

打開青少年情緒的黑盒子

為什麼青少年的情緒如此起伏？首先要

了解，這與成長的身心發展有關。青春期是

「兒童已達，成人未滿」的過渡期，除了身

體變化急遽，自主性也特別強，既不像小孩

那般依賴幼稚，又不具備大人的獨立成熟。

定位不明確、心理易挫折，負向情緒就

比較多，急躁、緊張、易怒、不安、焦慮、

沮喪、孤單、厭煩…，司空見慣。青少年光

要適應身體的變化，就已經夠他緊張的，再

加上學業的重擔、人際的負荷、親子關係的

拉扯，就容易導致急躁、易怒。

之所以比較不安，是因為他開始很在意

自己的表現，在意外人怎麼看自己，尤其異

性。所以，有時候爸媽一句無心話語，他就

覺得「你在嫌我不好」；別人一個無意眼光，

他就認定「他討厭我」。

另外，無論是身體、兩性或課業等，青

少年都容易感到焦慮、沮喪。他掛慮「髮型

不夠潮」、「痘子冒出來了」，也擔心「能

不能吸引異性注意」，還要煩惱「成績不夠

好」、「考不考得上好學校」…。

當孩子情緒失控，父母該怎麼做？ 

一、柔和關心的問「你怎麼了？」

如果父母察覺孩子有失控跡象，態度不

佳、講話大聲、眼神兇狠…等，當下用輕柔

的語調關心︰「你怎麼了？」不要帶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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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可以阻斷高漲的情緒，幫助孩子冷卻、

冷靜情緒，幫他拉回現實。絕不要火上加油，

激怒對方說︰「你是哪裡有問題！」

二、先同理孩子的立場

當孩子講話大聲，父母不是急著消除他

的憤怒，而是要了解他為什麼這樣。可能在

學校發生了什麼事，被同學嘲笑、成績不好，

或對身體外型缺乏自信等；或者就只是單純

餓了、累了，所以火氣大。孩子可能不會主

動講，需要大人觀察，用開放式的問題來問

及關心。

三、引導抒發沸騰的情緒

先接納孩子的情緒，再引導他用恰當的

方式表達，告訴他︰「你可以生氣，可以說

出來、寫出來或畫出來，但不可以摔東西、

找人出氣！」或建議他做運動，這是抒發情

緒的好方法，去打打球、跑步、騎腳踏車…，

轉移注意力，透過體力發洩，心情就會好多

了。

四、檢視自己的情緒表達

孩子如何表達情緒，往往從小就有蛛

絲馬跡，而父母的回應方式，決定了他們會

不會繼續用這種方式表達。其實孩子多半是

跟大人學的，所以父母要檢視一下自己表達

情緒的方式。如果孩子時常目睹父母大聲怒

吼、歇斯底里、摔東西…，等於告訴孩子可

以這樣做。

五、必要時使用藥物

看醫生並不是件丟臉的事，使用躁鬱症

的藥物，對控制嚴重情緒失調的效果不錯。

找機會好好談，尊重孩子的想法與感覺，要

讓孩子感到希望，可以問孩子：「你覺得現

在怎麼樣？你願意試試嗎？」孩子會願意嘗

試幫自己一把的。

陪孩子度過情緒狂飆的青春期 

總之，親子之間強烈的情緒衝突，多半

來自於不瞭解青少年的特質。青春期是身心

變化劇烈的階段，變化需要時間適應，適應

引發情緒波動，這點家長一定要接納。

父母過於嚴苛，孩子自然會反抗，表現

叛逆；過度保護，孩子會覺得煩悶或不安、

沒自信；過度期待，孩子的壓力感也會倍增；

至於父母太忙，與孩子較疏離，孩子就容易

感到孤單、無助與沮喪。

因而，如果父母能看到孩子有成長課

題，接納他的情緒波動，就不會那麼憤怒。

請允許孩子在家裡有稍微寬廣的情緒空間，

家長要明白，真正的接納，是瞭解到孩子面

臨許多壓力，自然需要宣洩。

雖然青少年對父母有時看似輕蔑，但在

情緒管理這件事情上，父母仍然是孩子重要

的學習對象。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是幫助

孩子度過青春期穩定成熟的關鍵，期待孩子

未來成為情緒成熟的大人，就請從我們自身

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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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青少年的語言，

談性侵害防治

打破一般宣導無聊上課的講座模式，運

用「Z世代」的語言，來對他們的生命說話！

( 註：Z 世代 (Generation Z) 是指在 1990 年代中葉至

2000 年代中葉出生的人，大約是 1995-2005 之
間，是源自美國文化對特定世代所習慣的稱呼。)

國中時期，我很喜歡到禮堂聽宣導，但

其實並不是真正愛聽宣導，而是愛跟同學坐

在最後一排，聊天做自己的事。只是因為難

得離開教室，而不是想去聆聽那些無趣的講

座，枯燥的演講，真的不想去吸收那些資訊。

但是「性侵害防治」真的是青少年非常

重要的課題！雖然我們都希望傳遞正確的價

值觀來幫助兒少，教會他們如何保護自己與

尊重別人。但是，若孩子根本沒有興趣或聽

不進去，那麼所付出的努力，可能都將白費。

因而，想要對年輕人說話，就要使用他

們的語言，純潔協會採用逗趣的相聲表演，

就能傳遞正確訊息，達到良好效果。運用青

少年聽得懂的語言，以及有趣的內容吸引他

們，這樣，在這短短的 40 分鐘，就會成為

孩子們放鬆歡笑，同時又充滿收穫的時刻。

如此不僅可讓青少年在欣賞表演的虛擬

事件中，學會了性侵害事前預防及事後處理

方法，還可以學習如何減少性侵害事件的產

生。藉此破除青少年對性侵害的迷思，進而

學會兩性之間應相互尊重，以及如何自我保

護。

然而，最大的滿足感就是來自台下同學

們專注的表情和歡樂的笑聲了。其次，則是

老師及同學們的回饋單，收到這些充滿感謝

的回饋，覺得一切付出，真的都滿足了！

很感動老師和同學們的回饋，這也是我

們繼續服務的動力，希望能為更多青少年付

出，祝福和影響更多生命。

【學生回饋】

「宣導老師謝謝你們！讓我更了解性侵害，

你們的相聲很有趣，也讓我學到很多，歡迎

你們再來。」

「謝謝你們願意來學校宣導，你們的每一句

話，我都會記得！」

【老師回饋】

「相聲是孩子們喜歡的主題，他們會全神貫

注仔細聆聽，快速吸收。」

「內容精采，完全吸引到同學的注意力，回

到班上後還不斷討論，效果奇佳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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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雖小，但從南到北，也算是一趟遙

遠的行程，為了服務偏鄉，純潔協會不遠千

里而來。今年首次來到了台灣南端的屏東縣

車城鄉、恆春鎮，路程超過 420 公里，可說

是「國境之南」，在此展開三場反毒與生命

教育宣導。

第一站車城國小

它是車城鄉唯一的國民小學，也是設立

115 年歷史悠久的學校。學校背山而立，低

矮圍牆讓視野顯得更加廣闊，放眼望去盡是

遼闊蒼穹、翠綠山巒，讓人有種心曠神怡的

舒暢感。

宣導開始前，雖然有某些班級遲到，

老師以同理心溫和提醒：「假如你們也像先

到的班級一樣，是不是也希望同學們都能準

時，而讓你們不用等待呢？」

站在舞台上，進行《神仙遊》反毒相聲，

台下孩子的狀況，大致能觀察得一清二楚。

看他們眼神專注，聚精會神地欣賞著演出，

每一個笑點，都帶來滿場歡笑。笑點過後，

靜默屏息，彷彿在期待著另一段故事情節的

高潮。

校長全程參與，宣導後給予滿滿的鼓勵

與感激。他分享：「這樣的宣導真的很棒！

孩子們都非常專心、展現專注力。相聲這種

活潑、有趣，而且融入反毒知識的宣導，讓

孩子注意力被深深吸引，短時間內就能吸

收，效果實在太好了！謝謝各位講師！」

恆春鎮僑勇國小

我們在學校活動中心進行《青蛙王子》

戲劇，宣導生命教育。因為校舍整修中，許

多老師辦公室被移動到這裡來，因而他們也

間接變成我們的觀眾呢！

劇本中，青蛙王子將藏有紓解情緒壓力

方法的錦囊，送給快樂王子。快樂王子會和

台下學生互動，複習「向左轉，向右轉」、

文 /宣導講師 邱致遠

偏鄉宣導

國境之南
 -- 屏東偏鄉行



7

「打開大門，找到出口」這兩項錦囊妙計。

當問起：「你們還記得剛剛提到的妙計是什

麼嗎？」孩子們踴躍搶答，而且回答都完全

正確！

學務主任會後提供寶貴的回饋：「你

們的表演運用很多技巧，教學生思考當遇到

不開心的事情時，應該怎麼做？向左轉向右

轉，就是轉變想法，然後要找到自己的出口，

非常有創意！」

「劇情中引導學生複習重要的知識觀

念，這在教學意義上是很重要的！教到一個

階段，讓學生去回想剛剛演到了什麼？而這

些東西是值得注意的！你們的宣導真的很有

內涵，不是表演過就算了！」主任還說，學

生的反應很好，整整 40 分鐘，都沒有看到

有人不專心。

最後一站恆春國小

操場彼端，就是恆春古城的北牆，由一

塊塊紅磚砌成，橫向綿延開來。學務主任說，

社區發展協會也和學校合作，培訓學生成為

青少年解說員，除了訓練思考、口條、表達

能力，也讓他們對這片蘊育自己的鄉土，有

深刻的認識。將歷史與文化的情感，融入學

子的生命中。

進行《神仙遊》反毒相聲宣導後，就是

由這位青少年解說員分享心得的。他說：「兩

位老師用相聲的方式，告訴我們關於毒品的

知識。印象最深刻的是純潔宣言：『拒絕色

情，反對暴力，遠離毒品，珍愛生命』。因

為這正是現在許多同學最容易遇到的問題。

想藉此勸勉同學，不要吸食毒品，也不要霸

凌別人。」

尾聲

原本隔天在滿州鄉還有一個行程，卻橫

空殺出一個輕颱「閃電」，導致全縣停班停

課，宣導被迫取消。原本就約好的滿州國小

老師，前一晚來電，擔心我們會被困在滿州

鄉，願意開車到民宿來，載我們到枋寮車站。

讓我們感受到偏遠鄉間滿滿的溫情，因為單

趟車程竟有 60 公里之遠，開車要 1 個多小

時。

車上我們聊著屏東偏鄉的風土民情、地

形氣候、落山風造成的環境影響……，也互

相表達期望下次再見，有機會來滿州，見一

見他們可愛的孩子。

每一次宣導，我們都緊緊把握住機會，

盡力演出，把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孩子們。因

為，與這些孩子的緣分或許只是短暫，但是

我們的表演、啟發性的內容，也一定也會在

他們心中留下片段記憶。

希望當他們遭遇人生關鍵的選擇時刻，

這些內容能夠適時幫助他們，度過生命的危

險與難關。未來，我們也將繼續走訪需要我

們去的學校，無論它在台灣的哪一塊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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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一種慢性

長期的神經生理疾病 ( 神經傳導物質異常、

遺傳及腦傷等，都是目前醫學界已發現的

可能因素 )，主要症狀包括：不專心、過動

及衝動。而這些症狀通常開始出現在童年早

期，半數以上會持續到成年以後。

造成 ADHD 的原因目前雖然沒有定論，

但是主要認為的問題是來自腦部額葉皮質下

迴路的功能異常，造成孩子有不專心、衝動、

坐不住、情緒和動作的控制失調、以及組織

計畫的能力不佳等問題。

初接課後班，聽說班上有個小魔王叫阿

翔 ( 化名 )，讓歷任老師很頭痛。其實「過

動症」的孩子時有所聞，但要真正與這樣的

孩子相處，這也是第一次。在腦中揣想各種

可能會遭遇到的問題，也思考如何陪伴的方

法。

初次見面 用網路連結彼此之間

第一天見面，阿翔完全不怕生，主動過

來與我聊天：「這個教室沒有網路，所以有

電腦也沒用，我們上網查資料，都要回家才

能查。」這事我早有所聞，於是就先準備了

無線網卡，便說：「來試試無線網卡吧！」

他很熱心幫我拆封、拿光碟，一步一步安裝

完成，再用我的手機分享網路到電腦上。

「耶！有網路了！」他開心的大聲放

送。剛來的第一天，網路接通了，和孩子之

間的連結，似乎也接通了。「完成功課或課

餘時間，你們可以適度使用手機！」聽到這

樣宣布，他們都開心極了。

阿翔很聰明，隨時能與陌生人搭訕聊

天，或許是因為媽媽在市場販售水果，他去

文 /課輔老師 陳佳楓

尊重孩子的
個別發展有多難？

以孩子為師

個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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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而學來的。課後班只要有訪客，都是他

帶頭聊天、起鬨，說話影響別人，常常寫幾

個字就分心了，忘記要寫功課。

常被告狀的人 變身班長和副班長 

阿翔比建勇 ( 化名 ) 小二個年級，兩人

卻是班上的死對頭，時常惡言相向。我想了

一個法子，希望改善狀況。一星期後，我公

布說：「阿翔和建勇最近進步很多，希望他

們擔任班長及副班長。」

聽到這個消息，平時說話最大聲的阿

翔，突然安靜下來。同學討論表決後，決定

讓建勇擔任班長、阿翔擔任副班長，這樣下

個學期，阿翔後來再當班長，可以當比較久。

沒想到這樣決定之後，兩人都開始有責

任感了。最有趣的是，阿翔原本非常討厭建

勇，卻因為想快點完成功課，就找建勇教他

造詞。兩人的感情裂痕，似乎找到修護的機

會，直到最近，兩人都不再互相用言語傷害

對方。

那一晚 我們一起寫作文

有一天，阿翔的哥哥找我：「老師，

我弟弟的狀況比較好，那是因為他最近有吃

藥，但媽媽打算把藥停掉！」只是沒想到，

停藥後，阿翔無法專心、不停講話、大聲亂

叫的情況非常嚴重。

接下來一個月，學校老師和媽媽的關係

陷入膠著，老師認為應該讓他繼續服藥，因

此不斷的以文字簡訊說服媽媽，每天的訊息

讓媽媽覺得老師在軟性脅迫，媽媽感到壓力

很大。

老師要求阿翔課業，媽媽也覺得太過嚴

格，認為求學只是個過程，孩子喜歡什麼才

是最重要的，希望老師可以尊重孩子，看到

他的優點，他喜歡車子和機械，希望老師不

要強迫他的功課要跟得上別人。

有一晚，我把阿翔留下來完成作文，作

文題目是「我的偶像」，他說：「我喜歡大

車蒟蒻。」「大車蒟蒻，什麼東西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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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一位個卡車司機 youtuber。為了協助阿

翔完成作文，我和他上網收集資料，一起整

理出他的特點、節目內容，一起分享他看過

的相關影片、為什麼喜歡他。

那一晚，我們一起完成作文，最後阿翔

的報告，獲得學校老師難得的讚美。

天賦就是自己喜歡的事 

有一天，鄰長和幾個孩子在討論羊兒的

事，鄰長模仿羊的叫聲，但阿翔糾正並示範

母羊叫聲，然後他說：「小羊的叫聲其實比

成羊還大，因為牠是要吃東西，所以叫得特

別大聲。」接著分享很多羊的知識，現場的

人都覺得他很厲害。

我認為，有時候老師或大人也是要跟小

朋友學習的，因為世上知識何其多，不一定

都有機會學到，像阿翔因為跟著爸爸載羊去

工作，所以對羊的知識很了解，這時候我們

就要向他學習。

又有一日下午，阿翔的哥哥正在計算數

學公噸的單位，他問阿翔：「最小的聯結車

是幾噸？」「35 噸！」他馬上脫口而出，並

流利的講出各種聯結車的規格。或許如媽媽

所說，當所有人都看到阿翔是過動的時候，

但他在家裡就是能專心研究車子，甚至幾個

小時。

尊重個別發展

媽媽常問：「這樣的孩子，能算是過動

嗎？」後來，媽媽和學校老師間的關係似乎

平息了，可能是彼此接受了，互相了解了，

或是彼此退讓了！

不過我認為，一個人的生命，若能找

到自己喜歡的事，那是何等幸運；倘若，又

能變成人生路上的支持，這又是多麼求之不

得！然而，在台灣教育的體制及競爭下，想

必依然艱辛，成長過程中還會遇到多少反對

或理解他的人呢？

期許他能如願以償的被欣賞、被尊重，

甚至被引導，進而找到潛能發揮的方向。這

樣，阿翔在未來，就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

路，逆風飛翔。



小鈞 ( 化名 ) 個子瘦小，是一個缺乏自

信的孩子，尤其在計算數學時最明顯，常對

自己答對的題目感到懷疑。另外，他很喜歡

講髒話，藉以突顯自己的價值與尋找認同。

然而我發現，他在小廚師及 DIY 手作課

程，感到特別有興趣。每次操作時，都能發

揮最大的專注力，手指及小肌肉的穩定性

高。老師講解時也都

能理解，所製作的

成果都很不錯，

看得出他在

這方面的天

分。

於 是，

我就跟家長

提到他的優

勢，建議媽

媽多了解小

鈞的性向，

幫助孩子發揮

興趣才華，建立

自信心與目標。

為了讓他學習負責任的

態度，這學期我請他擔任育樂班長，管理手

作區與桌遊器材。剛開始小鈞並不了解工作

內容，但因為是自己喜愛的物品，也會主動

問：「老師，這應該怎麼整理？」「那別人

亂丟的，我也要收嗎？」

我給他一些權限，除了管理物品之外，

也能糾正其他同學的壞習慣。學長學姊需要

使用前，也要向他登記，讓他不會總是覺得

因為自己個子小，又是家裡最小的而被忽

略，慢慢的，他擁有了發號司令的機會。

上太鼓課時，他常常漫不經心，被老師

頻頻糾正。一開始可能怕自己打不好，所以

都偽裝成自己不在乎。自從班親會表演給家

長看之後，獲得許多成就感，他便漸入佳境，

就算打錯了也都會嘴角上揚，不再築起防火

牆，擁有信心之後，出錯的機率也變少了。

這次母親節相框 DIY 製作，對於小鈞來

說相當挑戰，原本在情感表達方面就比較封

閉，所以他花了很長時間思考內容，左

思右想，終於完成。他

提 到 去 年

那場車禍，

當時受傷十

分 嚴 重， 摩

托車瞬間倒

下 那 一 刻，

他的小腿被

排氣管燙傷，

達到三度灼

傷 程 度。 即

便 現 在， 他

也因為傷疤嚴

重而一直穿著長

褲，害怕醜陋的傷

痕被別人看到。

小鈞為了感謝媽媽當時對自己的照顧，

換藥、洗澡都無微不至，甚至擔心他日後走

路可能不便，常常無法好好休息。所以趁這

次母親節，鄭重地對媽媽表示感謝。這樣的

表達，讓他突破了內向與害羞個性，也變得

更開朗了。

在一次情緒課程中，大家分享每位同學

最近的改變，當輪到小鈞時，馬上有同學說

他髒話變少了。這樣的正增強，幫助他內化，

不再需要透過講髒話取得認同，心中的巨人

漸漸長大，自信心慢慢增強，也不再容易被

欺負了。

兒少關懷
文 /課輔老師 李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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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豪 ( 化名 ) 很有自己想法，腦子裡天

馬行空，只要一觸動，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講

話。上課也是一點就通，在課業指導方面，

的確讓老師輕鬆許多，但在日常規範與寫作

業上，卻是令人非常頭痛。

他來自單親家庭，與媽媽和叔叔同住，

母親的管教過度寬鬆，常有睡過頭遲到或乾

脆請假的狀況，導致學習不夠嚴謹、容易分

心，作業草率，甚至缺繳等等。

即便頭腦聰明，但始終靜不下心來，學

習效果不佳；此外，他個性也很固執，容易

與同學衝突。由於 課

業與人際皆

不順心，

讓他

對學習更

加不積極。

家豪參加星心學苑後，我給自己的課題

就是讓他喜歡這裡，幫助他盡快融入班級。

首先，我利用多元的課外教材，如圖書角、

積木、黏土……等等吸引他。果然，他的作

業完成度明顯提高，只是字跡潦草，簡直龍

飛鳳舞，常常被導師提醒改善。

我找導師溝通，希望對他的作業有一致

標準，並讓家豪知道，老師們都一起在關注

他的學習狀況；同時，當他進步時，會立即

給予鼓勵。另一方面，則積極與家長溝通回

家複習的狀

況， 請 媽 媽

也一起重視

他的學習態

度。

通過這樣的努力，在這次期中考就看到

回饋了。考完後，家豪一臉懊惱地說：「好

可惜！本來是全班第三名，但平時作業太差

了，所以變第四名。」感覺他開始對課業關

心了，我鼓勵他並討論如何改善。

回憶家豪剛進班時，經常聽到同學調侃

他：「今天上學又遲到了齁！」聽見同學的

嘲諷，他就直接動手。調解幾

次後，他還是遲到，甚至中

午才到校，老師趕

在同學們發表高

見前，就先嘉

許 他：「 很 不

錯喔！雖然遲

到了但沒有因此

就請假。勇敢面對

學校，這也是一種負責

的態度喔！」家豪露出了微

笑，從此之後，他上學遲到、缺席

的情況就改善了。

改變需要時間，無法一蹴可幾，雖然寫

作業一樣會分心、感到不耐煩，與同學相處

也一樣有摩擦，但不可否認的，與剛進班相

比，家豪的進步真的非常明顯。

在星心學苑裡，孩子們所感受到的是一

股安心與關懷的力量，多一點鼓勵跟包容，

才能讓孩子們敞開心胸，去面對自己與自我

調整，以及有足夠的勇氣，去迎接未來無限

的可能。                       

文 /課輔老師 黃筱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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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心學苑



小彬 ( 化名 ) 從小被醫院檢查判定為「閱

讀障礙」，所以在識字方面很吃力。在幼稚

園時就對文字有陰影存在，對自己很沒有自

信，也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對語文有障礙的

人，只要是跟語文相關，都會排斥學習，覺

得自己沒有辦法。

但是家長並沒有放棄，一直給予陪伴和

支持。幸運的是，遇到現在的班導師，很用

心在引導小彬，鼓勵他可以多閱讀文字，並

指派每一天閱讀一本書的目標，從簡單的兒

童繪本故事書開始，到能慢慢閱讀小說類書

籍的一半。

雖然小彬在學校的學習狀況有所改善，

課業成績也慢慢提升，但對語文的信心依舊

不足。學校把小彬送到課後班，希望通過課

後陪伴，加強他的語文及課業。

一開始見到小彬，我發現他在閱讀文字

上的確有明顯障礙。不過他有一個優點，就

是會主動詢問不懂的地方，很願意去學習，

雖然學習速度較慢，但卻一步一步很踏實。

某天我約談小彬，只要是提到關於語文

時，他依然認為是自己的弱項，對自己毫無

信心。我問：「你在聽覺以及表達能力部份，

是不是比起閱讀識字要來的容易？」「好像

有吧！」「那這就是你的強項，其實聽力跟

表達，也是語文中的一部份喔！」我這樣鼓

勵他，試著找出他的優勢。

我告訴他：「寫國文作業時，老師口述

題目及解說後，你也能了解意思，其實你對

語文的理解力很不錯喔！」我以這樣的方式

慢慢增強他對語文的認知，小彬發現到，原

來自己在聽力理解上確實沒有問題。

為了開發小彬的優勢，我通過識才教育

和桌遊課程，引導孩子去發現自己的特質與

強項。小彬在數學和邏輯方面，具有興趣和

優勢，所以我請他擔任數學小老師，協助同

學完成作業，增加他的自信心。

在這樣的過程中，伴以耐心引導並用愛

心陪伴，我逐漸看到小彬對自己的信心逐漸

提升。小彬的進步也日趨顯著，得到班導師

的讚美，他第一次感到這麼開心；家長看見

導師的回饋與鼓勵，為他感到非常高興，也

再次肯定和讚美他。

我體會到，教育並非只看孩子的不足之

處，而是要發掘對方的優勢與強項，從而建

立他的自信心，輔以鼓勵和關懷，讓他從低

谷中轉為正向喜樂，這是我從小彬身上學習

到的內容。

文 /社工 陳羽宣

註：閱讀障礙（Reading Disabilities）是學習障礙的一

種，是非預期性的低成就，也就是智力高或正常，

但閱讀成就很低；而且這些低成就並不是因為視

力、聽力、文化接觸不足、智力發展障礙等所直

接造成的。其行為特徵有：唸字速度慢、認字量

少、字詞複習多次才記得住；默字斷詞有困難；

閱讀理解能力差，會跳行或漏字；對注音、文字

符號，與繪畫、空間等類型的學習，也會有顯著

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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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照顧

孩子不笨，
勇敢克服閱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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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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31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收入 佔總收入

會費收入 3,600 0.01%

捐款收入 32,981,004 88.13%

其他收入 4,439,191 11.86%

經費收入總計 37,423,795 100.00%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支出 佔總收入

人事費 3,013,202 8.05%
辦公費 505,712 1.35%
校園服務活動費 5,625,702 15.03%
星心學苑活動費 4,649,165 12.42%
社區據點活動費 16,213,715 43.32%
雜項費用 186,886 0.50%
經費支出總計 30,194,382 80.68%

本期餘絀 7,229,413 19.32%

※此為機構暫結報表，正式財務報告將於會計師簽核後公告於本會官網。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1/5 麗湖國小 小 1 229

1/7 樹德幼兒園 幼 大中小班 45

1/7 樹德幼兒園 幼 小幼班 45

1/8 大智幼兒園 幼 全園 32

1/12 慈圓幼兒園 幼 中班 70

1/12 慈圓幼兒園 幼 大班 70

1/13 靜心中小學 小 1 258

1/14 義興國小 青 5 116

1/14 新街國小 他 3-4 519

1/14 新街國小 他 5-6 439

1/18 插角國小 他 3-5 43

1/19 新街國小 小 1-2 566

2/22 文聖國小 他 全校 1058

2/24 霧峰國小 他 4-6 456

3/2 崇光國小 小 1-2 480

3/3 霧峰國小 小 1-3 544

3/3 永隆國小 他 中 538

3/4 文心國小 小 1-3 300

3/4 文心國小 他 4-6 300

3/9 萬里國小 小 1-2 84

3/9 青年高中 虧 1 50

3/10 光榮國中 神 8 494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3/11 東園國小 他 4 114

3/16 胡適國小 小 1 181

3/17 明湖國小 小 1 300

3/18 大里高中 虧 高一 250

3/26 興福幼兒園 幼 全園 106

3/30 永吉國小 小 1-2 230

4/12 葫蘆國小 他 4 160

4/13 葫蘆國小 小 1 170

4/16 大溪國小 家 5-4 24

4/16 大溪國小 家 5-4 24

4/16 大溪國小 家 5-1 23

4/16 大溪國小 家 5-1 23

4/20 平南國中 神 8 400

4/22 武漢國小 他 4 150

4/22 武漢國小 他 3 150

4/23 大溪國小 家 5-1 23

4/23 大溪國小 家 5-4 24

4/23 大溪國小 家 5-1 23

4/23 大溪國小 家 5-4 24

4/26 安溪國小 神 6 107

4/29 銘傳國小 他 全校 500

1~2 月份宣導共計 14 場，參加人數 3,946 人 3~4 月份宣導預計 29 場，參加人數 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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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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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