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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課後班的真實案例 (以下皆為化名 )

【北部】

阿翔具有過動症傾向，必須靠藥物控制才能

不受刺激。他有個外號叫「小魔王」，上課

不專心，愛聊天、起鬨，讓歷任老師很頭痛。

老師認為阿翔應該持續用藥，媽媽卻希望停

藥，雙方溝通出現問題。停藥後，阿翔無法

專心、不停講話、大聲亂叫的情況非常嚴

重……。

【中部】

許強患有過動症，情緒起伏很大，有時開心，

有時馬上就生氣；學校的作業，無法按時繳

交；此外，他相當缺乏自信心，有時候還會

說謊；也會在意他人的眼光，時常誤解他人

的意思。

【南部】

坤宏來自隔代教養家庭，本身患有癲癇及過

動症而長期服藥，因為缺乏教養與關懷，造

成他生性自卑、缺乏自信，冷漠孤僻又缺乏

同理心。倘若見到別人不順眼的言行舉止，

就會以挑釁、辱罵的言語，髒話脫口而出，

由於行為無法控制得宜，常影響了課後班的

氛圍。

過動症是什麼？

過動症的全名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簡稱過動症或 ADHD，包含「注意力不

足」（Attention-Deficit）跟「過動衝動」

（Hyperactivity Disorder）兩個主要面向。 

文 /編輯室 呂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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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精神醫學會定義，有「過動症」

代表孩子有一部分的大腦發育的比較慢，或

是部分大腦功能沒有發揮，可能會有「注意

力不足」或「做事衝動」的狀況發生；除此

之外，包含行為控制力、情緒管理能力、記

憶力、行動力，也都可能比其他孩子來得差。 

根據衛福部統計，台灣約有 7% 的孩子

有過動症。每個孩子受到影響的大腦位置不

太一樣，所以表現出來的症狀也不同。不過

即使大腦發育比較慢，也不代表過動孩子就

是笨的，事實上，他們的智商通常沒問題。

主要的行為特徵

過動症主要的特徵是，在各種場合 ( 家

中、學校、公園…) 出現和其年齡不相符合

的專注力不足、過動、衝動的症狀，明顯造

成學業、人際、家庭生活的障礙。出現上課

不專心、功課寫不完、忘東忘西、話多好辯、

坐不住…等狀況，造成老師和父母在教養上

的困難，老師與家長的身心和情緒也可能受

到影響。

約有一半以上患 ADHD 的孩童，到成人

期仍會符合診斷。過動症主要問題表現在三

個層面： 

1、注意力不集中

無法集中注意力去完成一件工作或遊戲；

受外界聲音或刺激時，注意力馬上轉移；

對於靜態遊戲往往無法完成；做功課時，

不能注意細節或粗心大意，常會逃避或

拒絕；也常會忘記工作或活動所需要的

東西。

2、活動量過多

老師的評語多是「活潑好動」、「調皮

搗蛋」，無法好好坐在椅子上，不是動

手動腳，扭動身體，就是坐立不安。上

課時離開座位，跑來跑去，跳上跳下；

靜不下來，有時話很多，講個不停。

3、行為衝動

往往還未聽完問題就回答，常打斷別人

的談話或活動，不能乖乖地排隊等候。

突然出手碰人，未經他人同意，擅自拿

取他人物品，不管是否危險，想做就做。

如果不治療，長大了會好嗎 ?

上述症狀，在七歲之前就已存在，而

且會對學業、工作及人際關係上造成不良影

響。因為這些特質，過動兒從小就被視為特

殊人物，而且怎麼罰都不會改善，這是無法

用打罵可以矯正的行為。

根據研究結果，過動兒成長至青少年

後，好動情形逐漸改善，自然寬解約發生在

12~20 歲之間。三分之一的病童在長大成人

後，可恢復與正常人一樣，有三分之一的個

案，因無法適應學校及家庭，而淪為不良少

年或發展出反社會行為、情緒障礙或藥物濫

用等問題。

早期的藥物治療是很重要的，若再配合

相關的行為、環境及心理治療，會使藥物的

療效及行為的改善，更加長遠與穩定。

得到過動症怎麼辦？一定要吃藥嗎？ 

基本上，要不要吃藥還是要看孩子的狀

況。通常在過動症狀非常嚴重，已經影響到

日常生活、上課、寫作業或人際關係時，還

是會使用藥物來控制。 

但如果症狀比較輕微，透過職能治療、

心理師的引導，或是運動紓解、飲食調整就

可以維持正常作息，症狀跟情緒也都控制得

很好，也沒有因為症狀導致人際關係變差，

也可以跟醫師討論藥物減量、或是假日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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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動症的孩子會有幾種比較特別的症

狀，建議可以調整平常的飲食習慣： 

●補充抗發炎的食物，像是富含維生

素的蔬菜、水果。 

●鐵質、維生素 B2、B6、B12。 

●避免的食物地雷，如燒烤、油炸類。 

●避免無機磷酸鹽的食物，如汽水、

加工食品、加工肉品、零食。 

●避免吃甜食，如麵包、蛋糕、餅乾、

甜點。

多運動可以改善過動症嗎？ 

對過動兒來說，運動有幾個好處： 

●幫助刺激大腦神經連結，讓大腦發

育變快。 

●增加血清素，穩定情緒。 

●促進心肺功能，增加腦部血流量，

讓大腦發展變快。 

如果要有比較好的、刺激大腦發展的效

果，建議可以做有氧運動，尤其是「游泳」

跟「慢跑」。 因為游泳跟慢跑是全身性的協

調運動，而且游泳的時候，因為全身都可以

感覺到水的刺激，神經也能接受到刺激傳給

大腦，多刺激就是多讓大腦有發展的機會，

自然有好處。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也提到，

ADHD 的孩子，特別需要戶外活動以及肢體

接觸，來刺激大腦的發展。所以，可以帶孩

子去玩黏土、玩沙、滑草、騎腳踏車，讓他

們使用身體上的不同部位，更懂得怎麼去控

制自己的身體，慢慢學會如何控制情緒。

對父母的建議，陪伴與共學的重要

父母要有這種體認，即使再怎麼責備

或處罰，他還是一個過動兒。同時，光用無

比的愛心而無適當的行為訓練，過動兒也不

會自動「改動歸靜」，反而更造成家人與學

校的困擾，過動兒需要的是耐性及清楚的規

則。

基本上，過動症並不是因為父母沒教好

而產生的，但家長對待孩子的態度，都可能

影響過動症的改善或惡化。如果對孩子多點

關懷，則可能會帶來改善，如果持續對孩子

忽視或是謾罵，就可能造成惡化。

所以，當發現孩子是嚴重過動的情況，

帶孩子接受正規療法，進行藥物控制是必要

的。但另外，父母的關愛與接納也是不可忽

視的，例如多花時間陪伴，以及一同進行親

子共學等。

據點的做法：提供適當課程，給予尊重、

肯定與關懷

【北部】

首先是，幫助孩子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有一

次，阿翔示範母羊叫聲，然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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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人都感到吃驚，直呼厲害。當我

們肯定孩子的優點時，他會感受到被尊重與

存在的價值感。

某日下午，哥哥問阿翔：「最小的聯結車是

幾噸？」「35 噸！」他馬上回答，並流利

的講出各種聯結車的規格。當所有人都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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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翔是過動的時候，但他在家就是能專心幾

個小時研究車子，就連媽媽也說：「這樣專

心的孩子，能算是過動嗎？」

【中部】

許強參加課後班的「木箱鼓」才藝課，他很

喜歡也感到很快樂，不僅很快記住節拍，也

會製造笑料，對同學開玩笑：「你一定是旁

邊沒有帥哥，所以拍子才記不起來！」引得

大家哈哈大笑。

「許強，你今天的表現很棒！沒有擾亂課

程，上課學習也很認真，還成為大家的開心

果，要繼續加油喔！」老師的讚美，讓他得

到很大的肯定。

在「親子共學」活動中，許強很期待媽媽能

來，陪他製作木工彈珠台。起初媽媽無法趕

來，讓他很失望。第二堂課時，媽媽終於出

現了，他的臉龐馬上露出喜悅的笑容。其實

他跟其他孩子一樣，只需要一個小小的陪伴

與鼓勵，就會影響孩子的成長。

【南部】

坤宏在課業和各項學習上都缺乏自信，面對

困難的事情，常常選擇抱怨或中途放棄，甚

至情緒暴躁、口出惡言。

透過「慈善音樂會」所提供的舞台，卻讓孩

子表現的令人眼睛為之一亮，雖然在背後練

習木箱鼓的過程困難重重。但最令人訝異的

是坤宏的表現，他在木箱鼓上的敏銳度、自

信心，讓他無論在打擊節奏、走位、動作學

習上，都比其他孩子積極且快速。

甚至更讓人刮目相看的是，坤宏竟會協助音

樂老師幫助其他孩子，鼓勵大家要有團隊精

神，希望大家能夠表演成功。也許是登上舞

台的魅力，但更可說是，循循善誘所帶來的

正面效果。

每個孩子都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阿翔的父母認為，求學只不過是一個過

程罷了，然而，在台灣教育的體制及競爭下，

成長過程中還會遇到多少反對或理解他的人

呢？期許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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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翔就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之於許強，我們可以了解，外在的躁

動不安是來自於內心沒有安全感，陪伴可以

安定躁動的心，適時的鼓勵與肯定，將可以

看見他們的不一樣，往後的成長也會隨之不

同。

而坤宏的改變，真正讓人看到了轉變

的契機，孩子內在被尊重與自信心的需求滿

足，可以帶來情緒掌控、自我價值……等方

面的成長，甚至也能帶來生活常規上的改

善，持續的改變自我。每個孩子都擁有自己

的一片天空，在飛翔之前，他們需要我們耐

心的幫助。

參考資料 :

1. 2021/ 盧映慈 / 過動症、ADHD 到底是什麼？用 9 大 QA 一次了解成因、症狀、治療

2. 2020/ 許育楨 /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從來不是用愛就能撫平的疾病

3. 2006/ 張學� /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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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純潔協會在台中「校園反毒宣

導」成果豐碩，提升了國中小學生的反毒意

識，並帶來深刻的警醒效果。感謝台中世界

獅子會共同合作，共舉辦了 22 場反毒宣導，

打破了歷年的紀錄。

宣導講師用說學逗唱的相聲表演方式，

讓小朋友在輕鬆有趣的氣氛中，認識毒品的

危害，學生們得以守護自己的安全。這是台

中世界獅子會，連續第四年合作，非常感謝

這群優秀企業家的誠心付出、愛心無限。

把反毒當作自我價值

特別感謝廖桂瑩會長的支持與肯定，每

一場演出皆親自到場鼓勵，並提供愛心傘做

為有獎徵答的禮物。獅友們分享：「看到會

長的付出深感榮幸，能夠把反毒當作自我價

值，並發揚在

未來的主人翁

身上，這是一

種 無 比 的 榮

耀！」

廖桂瑩本

身經營汽車耗

材公司，兩年

前加入獅子會，年輕熱誠而充滿活力。當首

次接觸到「相聲宣導」時，讓她大開眼界，

原來反毒宣導可以這麼生動活潑，儘管只有

一堂課的時間，卻收穫滿滿，學生們也都熱

烈回應。

去年，她接下會長職務後，充分展現女

性的親和力和號召力，即使是在百忙之中，

仍親力親為奔走在每場宣導活動中，提前 30

分鐘到場預備。過程中陪伴孩子一起聆聽宣

導，彷若回到學生時代的熱情，用行動支持

無毒校園，用愛心推動社會服務。

為善不落人後的鬥志

廖桂瑩認為，反毒、性侵防治…，這類

自我保護的宣導，要防患於未然，必須從小

開始做起，等孩子長大觀念定型後再引導，

文 /宣導講師 劉威群

校園服務

( 廖桂瑩會長社會服務總是一馬當先，奔走校園並贈送獅子會愛心傘。)

讓無毒

台中校園「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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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太遲了。本身也是一位母親的廖桂瑩，孩

子就讀國中與國小，更能深切體認到現今社

會充滿的誘惑與污染。

看著孩子們歡樂學習以及熱烈回應的模

樣，更激發她為善不落人後的鬥志，主動連

結其他分會會長，齊來相挺支持。以往每年

的活動，大約只辦理 10 場，今年在廖桂瑩

大力倡議，積極爭取理監事會同意，在任內

辦理 22 場，推廣到大台中地區 20 所學校，

她希望能讓更多學生受益，讓社會一起重視

反毒並響應公益。

服務兒少 持續向下扎根

廖桂瑩表示，「很感謝純潔協會，每一

次反毒活動，都是遠從台北而來，看到學生

們熱烈的反應，就知道 CP 值真的很高！」

在她身上看見積極、謙卑、感性，以及凡事

謝恩的胸懷。

「當看到學生們那麼開心與熱情時，那

一刻，一切辛苦都值得了！」談到這些點點

滴滴，廖桂瑩語帶堅定的笑容說：「希望這

個活動，每一年都持續下去，為了我們的孩

子們，一定要向下扎根，讓無毒『傘』亮台

中校園！」

（學生在聽完宣導後的精彩回饋）

1   內容簡介

由一代相聲宗師魏龍豪的嫡傳弟子～傅諦老師所

撰，主角小方因功課壓力大、好奇心、誤交損友以

及涉足不良場所等因素，導致吸毒成癮進而販毒，

並介紹毒品的種類及對身心所造成的傷害。

2   宣導講師

本會專業師資通過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認證之

「校園防毒守門員」

3   歡迎各校預約：02-2366-0664 分機 221 劉老師

反毒相聲～神仙遊



艾迪 (化名 )是一個細心與貼心的孩子，

人際關係不錯，表達能力及溝通良好，但因

為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狀，有時他的好動會

造成亂源，影響同學完成作業，或是捉弄他

人，也會去挑戰老師的底線。

課後班、家長、學校三向溝通

艾迪的媽媽其實很強勢，如果親師間沒

有良好的互動，就會出現許多衝突。例如媽

媽希望孩子在課後班就能完成作業，但課後

班還有多元學習和情緒教育等，孩子的作業

完成率就會受到影響，這件事情就需要好好

溝通。

新學期的數學難度增加，艾迪需要協

助，甚至一對一指導，所以需要更多時間陪

伴，同時回家也需要家長協助，所以這一點

也要讓家長明白。通常課後老師和媽媽溝通

之後，也會和學校老師討論如何協助艾迪。

我站在社工的立場，會向媽媽表達：「我

們會盡量讓艾迪完成較弱項的科目，回家再

請媽媽協助其他簡單的部分。」還好，艾迪

媽媽和爸爸也願意協助，雖然能力有限，但

她也會和孩子溝通，聽聽孩子的回饋，於是

三方之間達成良好的共識。

原來不是我想的那樣

日前，由於課後班老師離職，新老師接

任，孩子們必須重新適應。新老師第一次探

視孩子狀況，自我介紹完後便離開。孩子們

紛紛詢問：「她是誰？來這裡幹嘛？」「她

是你們之後的新老師。」我回答。

「一定要把她趕走！」艾迪一臉不悅。

「為什麼要把新老師趕走？」我問。

「因為她看起來就很難相處又嚴肅，跟

之前某某老師很像。」

「新老師都還沒來，你們就把人家講成

這樣，說不定不是你們想的那樣，也許老師

是可以溝通的。」我補充。

「一定是不好溝通的人！」艾迪又說。

一段時間之後，我找艾迪：「這段期間

怎麼樣？和之前老師相比，對新老師可以適

應嗎？」他說：「還可以啦！原本以為她是

個不能溝通的人，想要捉弄她，把她趕走。

實際相處後，發現她其實蠻好相處的啦！」

我微笑說：「你們都只看表面，還沒

實際相處就下判斷，之前還想把老師趕走，

現在你們能夠適應了，但請不要欺負新老師

唷！」後來證明，孩子們都能與老師互動得

很不錯。

協助孩子之間的溝通

雖然艾迪的數學概念不強，國語也只是

普通而已，某天他卻主動提出願意教導小傑

拼音，並協助他完成功課，果不其然，他的

熱情維持不到幾天就放棄了。

在木箱鼓課程時，艾迪打得很不錯，可

是他並不喜歡上課。才藝老師每次教完進度

後，通常會分組讓孩子們進行自主練習。我

特地請艾迪幫忙教導阿祥，他是新進的低年

級學生。

艾迪很沒耐心，才教沒多久，就很不耐

文 /據點社工 陳羽宣

兒少服務

溝通是人與人
之間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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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迎來了一群小一新生，即將展開

與幼兒園不同的學習模式，除了生活作息不

同，許多活動需要靠自己獨力完成，對他們

而言，需要更多時間與努力來適應。

放學鐘聲響起，課後班的孩子便陸續排

隊，準備前往教室。但有一個孩子站在一旁，

遲遲不願跟著隊伍前進，他是小汪 ( 化名 )，

一位星兒 ( 泛指自閉症孩童 )。怕生的小汪在

導師協助下，膽怯地依偎著我，一同前往教

室，一路上小心翼翼，深怕會遇到危險的模

樣。抵達教室門口，他卻不發一語，靜靜地

呆站著。

我引導他：「小汪，可以進來了！慢慢

來，不要緊張喔！」即便進入教室，他還是

站著不動，不想坐在座位上，我將他帶到桌

旁，關心安撫他，他才肯入座。

其他孩子很快就適應環境，彼此互相交

流，只有小汪不一樣，靜靜拿出畫板或計算

機，獨自玩耍，不與他人接觸。日子久了，

一旦小汪與同學相處，常會發生摩擦，導致

同學不想和他玩，他則會一直尖叫。久而久

之，同學就不太想和小汪玩了，認為他是「噪

音製造者」。

「小汪並不會無緣無故就尖叫，可能

是遇到一些事情，才會用尖叫來表達。」我

向同學說明：「我們面對新環境時，也同樣

會有害怕的心情，都是從慢慢接觸到熟悉，

才逐漸適應的。所以，小汪也一樣，只是他

需要比平常人多一點的時間，。你可能覺得

他跟大家不一樣，但我們每個人都是不一樣

的，世界才會更繽紛，是不是呢？」

對數字極感興趣的小汪，常會自己玩計

算機，同學則好奇圍在旁邊。一開始小汪只

會自顧自地玩，漸漸的，他會主動分享，問

同學要不要用計算機，然後教他們數學。

同學在寫作業時，小汪會在一旁倒數計

時，「還有 10 分鐘，還有 5 分鐘…」，讓

同學很緊張。我鼓勵他主動幫忙，成為老師

的小助手。慢慢地他學會主動，樂於分享作

業，還會問：「老師，我的字漂亮嗎？」

一學期轉眼過去了，小汪有了很大的改

變，不再用尖叫表達情緒，他與同學的爭執

也變少了，相處融洽。看著小汪一臉純真微

笑的臉龐，令人十分開心。成長之路或許漫

長，但他的成長，必定會使未來之路更加寬

廣。

文 /課輔老師 蔡汝怡

煩，不想再教了，還生氣說：「阿祥都聽不

懂，教也教不會！」我走過來鼓勵他：「不

然你先教他三個動作，你先示範一次，再讓

他做一次，一步一步慢慢來！」

艾迪按照我的指示，居然就可以耐心教

導阿祥了，最後他完成了任務，開心地說：

「老師，阿祥學會三個動作了！」阿祥接受

測驗過關成功，艾迪可以同時獲得加分，讓

他臉上洋溢著成就感與燦爛的笑容。

溝通是一門藝術，也是處世的哲學。良

好的溝通是兩人之間的橋樑，需要彼此退讓

一步，傾聽對方的想法與感受。當學會同理

對方時，對方也能接受自己的想法，營造良

好和諧的互動，就能一起創造美好的成果。

9

一位星兒的改變
 星星微笑了

兒少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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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這個英文單字，可代表的意

義相當廣泛，包括和平、和諧、平靜、祥

和……。倘若能好好體會 peace 這個字，自

己將會有非常美好的感覺。

我們常說，社會是一所大學，而生活本

身就充滿課題，只要秉持一顆和平 (peace)

與學習之心，那麼就會在我們的生活日常之

中，收穫許多不是外在而是內在的 -- 心靈世

界的豐富與成長。

以下是紫菱的分享：

我覺得最棒的禮物是－－妹妹可以不

調皮一天，因為她都在我忙的時候搗蛋，或

是在我的書桌上放死掉的蟑螂。而我曾經送

過印象最深刻的禮物，是在三年級時父親節

時，親手製作了一本故事小書送給爸爸，他

收到禮物時很開心。這讓我知道，禮物不一

定要花錢，做一些手工的作品也可以算是禮

物，如何表達心意才是最重要的。重點不是

禮物好不好、貴不貴，而是你有沒有用心的

準備。

我覺得「和藹」，像是奶奶的微笑。我

覺得「祥和」，像春天溫暖的陽光。我覺得

「和善」，是全球的人們互相幫助有困難的

人。

看到繪本，我想到導護媽媽、志工阿

姨每天幫助我們安全的上學，還有中午餐廚

阿姨幫我們打飯，我可以每天早上跟他們說

「早」或「謝謝」，感謝他們每天的幫忙。

也可以跟公車司機說句「謝謝」，他心情好，

開車就會更安全，一句話就可以溫暖每一個

人的心。

繪本裡有一句話，讓我感觸很深 --「我

孤單時，你願意陪我嗎？」。我想那個人應

該很想融入團體生活，也喜歡和同學熱鬧的

交談，但他卻不敢主動去和人交談，怕被人

排擠或排斥。因此，我覺得別人包容我不講

話的事情，讓我覺得很感動，我也應該學習

包容別人不足的事情，這才是給別人最棒的

禮物。

透過《最棒的禮物》這堂課，讓我瞭解

到禮物不一定要是金錢所買的事物，對人們

來說內心會感到快樂、感動，就是很棒的禮

文 /星心學苑老師 呂韻茹

品格教育

Peace
最
棒的

禮物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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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這份禮物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如果沒

有一顆Peace的心，怎麼可能會擁有這份「禮

物」、如果沒有 Peace，怎麼可能會有這麼

多傳遞溫暖的團體，例如：青少年純潔協會，

它幫助這麼多弱勢兒童，讓學生可以享用美

味的便當，可以免費的學習，讓每個兒童都

會感受到溫暖，這可能就是學生們眼中最棒

的禮物。

不是物質面的，那是什麼？

身為老師，我覺得《最棒的禮物》是一

本內容很棒的繪本。對高年級孩子而言，感

受可能較為深刻，但對三、四年級的孩子來

說，則無法有那麼強烈的感受。

我請孩子們思考，原本大家所認為的

禮物，可能都是物質上的，例如：手機、平

板、玩具……等，但繪本中所表達的禮物，

卻是生活中很常見卻簡單的一件事，像是一

首歌、認真的傾聽、一個擁抱、一個微笑……

等，為什麼這些事物也算是禮物？

對方喜歡的，才是最棒的禮物

透過繪本的說明，孩子們真的有比較

深刻體會，也們明確的瞭解到「禮物」不見

得要花錢買的才叫做禮物，因為金錢不一定

可以換取得到他人的心意。我們可以花些心

思，自己製作他人喜歡的事物，當成禮物送

給對方，這才是真正的禮物。

課程中，我以這次新冠狀疫情來補充說

明。從政府宣佈三級防疫開始，高中以下學

校一律「停課不停學」，長達四個多月的時

間，只能在家線上學習，與老師、同學之間

並無實際的互動。

當政府宣布防疫降級，九月正式開學，

孩子們上實體課時，就像放出籠中的鳥兒，

對於上學充滿了喜悅，而非以往的抗拒，在

學習上的態度也改變許多，變得較為主動與

積極，似乎非常珍惜這得來不易的學習。

平安就是最棒的禮物

因而，這樣的疫情的確改變了我們的生

活型態，藉此，孩子們更深刻的感受到，原

來「平安」就是最棒的禮物。

我也提醒孩子們，每個人都需要被關心

與鼓勵，因此我們也要時常關懷周遭的人事

物，大家都要擁有一顆 peace 的心，這樣世

界才會和平，不會有爭執、衝突與歧視，世

界才會變得越來越好，peace 必須要從自己

開始，願與孩子們共勉！



12

星心學苑

「葉虹 ( 化名 ) 來自單親家庭，媽媽為

生活而忙碌，功課都是由奶奶陪伴完成的，

但是課業始終落後，所以導師推薦她來星心

學苑，希望對她有所幫助。

進班第二天，葉虹寫完功課就主動表達

想要幫忙擦窗戶，讓我很驚訝！隔天，奶奶

向我致謝，說葉虹回家一直分享，她參加星

心學苑很快樂。

她平時和同學相處很和諧，對老師也很

有禮貌，但在訂正功課時，卻有頂嘴的壞習

慣，這一點讓我很無言。譬如導師要求數學

算式要用尺畫直線，她沒有用尺畫，我要求

她：「請你用尺畫線，這邊訂正一下！」她

就回嘴：「我已經用尺畫了呀！」我只好說：

「用尺沒畫直，也要重畫！」

其他科目也是，明明是在幫助她訂正

錯誤，就連社會科作業，一樣都很難順從，

一邊訂正一邊說：「我又沒有錯！幹嘛一直

改！」志工老師陪著她都覺得很累。

有一次，我指導她造句，當寫到自己奶

奶時，她突然冒出一句話：「奶奶說我上星

心學苑後，她都很少生氣了。她去跟朋友吃

飯，朋友都說她變年輕了！」我笑說：「是

不是你之前寫功課都一直頂嘴，才讓奶奶一

直生氣啊！」她馬上回答：「哪有？我哪有

一直頂嘴？」

我一直在思考，為何她在學習上會產生

抗拒？後來我發現，可能她在功課上的成就

感較少，所以表現在外的，就是態度不佳。

其實我多少看出來，她需要的是一種自我價

值的認同罷了，而「喜歡回嘴」變成她的習

慣，或許一時之間還不易改變。

因此，除了適時糾正她之外，我就盡量

找她的優點，多多肯定她。像她很喜歡幫老

師打掃，每天讓她服務一下，再肯定讚美她

一下，她就特別開心。事實上，奶奶不止一

次感謝我，因為葉虹來這裡之後很開心，讓

她可以放下重擔與壓力。

葉虹的英文也嚴重落後，小學三年級

A~Z 都應該認識了，但她還沒辦法。學了

一個多月，依然沒有辦法全部學會，明明今

天都默寫出來了，過了兩天，竟然又忘了一

半。幸好我和志工老師，特別鎖定她的英文

加強，密集的給予訓練，隔週之後，英文老

師發現她已經進步很多了。

半年下來，葉虹的學習態度已經有所轉

變，也可以謙虛受教。期待她在星心學苑可

以快樂地學習，不僅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

也可以找到興趣和志向，走向未來的願景和

希望。

文 /星心學苑 課輔老師

你 真的是
愛頂嘴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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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3/1 大園國小 灰 2 273

3/1 龍井國小 性 (2 場 ) 六丙 46

3/1 龍井國小 性 (2 場 ) 六乙 50

3/3 龍津高中 好 1 120

3/7 木柵高工 神 綜高三忠 30

3/8 彰化大成國小 小 1 180

3/8 烏日國中 虧 1 95

3/8 彰化大成國小 他 中 200

3/9 彰化泰和國小 小 1-2 270

3/9 大安國小 神 1-6 220

3/10 東園國小 他 4 120

3/10 螢橋國小 情 (2 場 ) 503 48

3/10 螢橋國小 情 (2 場 ) 502 46

3/10 信義國小 他 5 160

3/11 政大附中 神 7 330

3/11 鶯歌國小 小 2 230

3/11 政大附中 神 8 330

3/14 宜蘭公正國小 情 (2 場 ) 504 56

3/14 宜蘭公正國小 情 (2 場 ) 503 58

3/14 龍井國小 情 (2 場 ) 六丙 46

3/14 景美國小 情 (2 場 ) 503 56

3/15 豐山國小 情 (2 場 ) 5 甲 24

3/15 豐山國小 性 (2 場 ) 6 甲 22

3/15 胡適國小 小 1 181

3/15 中正國小 小 1 165

3/16 景美國小 性 602 56

3/16 明湖國小 小 1 300

3/17 螢橋國小 情 (2 場 ) 502 46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4/7 武漢國小 性 (2 場 ) 602 50

4/7 永吉國小 樂 3-4 212

4/8 陽明高中 神 702 30

4/8 大同國小 小 1-2 325

4/8 大同國小 樂 3-4 325

4/8 蘭雅國中 虧 8 890

4/11 葫蘆國小 他 4 184

4/12 永春高中 神 301 42

4/12 螢橋國小 灰 2 91

4/12 葫蘆國小 小 1 179

4/14 立新國中 虧 2 125

4/14 台中信義國小 神 3-6 600

4/15 豐原國小 神 5-6 150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4/19 文山國小 小 全校 75

4/19 南投幼兒園 幼 全園 17

4/21 武漢國小 性 (2 場 ) 603 50

4/21 武漢國小 性 (2 場 ) 606 48

4/25 溪尾國小 情 (2 場 ) 4 20

4/25 溪尾國小 性 (2 場 ) 6 12

4/26 碧湖國小 灰 2 150

4/26 景美國小 樂 中 228

4/26 景美國小 小 低 232

4/28 碧湖國小 樂 3 150

4/29 永春高中 神 111 42

4/29 永春高中 神 103 42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3/17 螢橋國小 情 (2 場 ) 503 48

3/18 關渡國中 虧 7-8 129

3/18 文心國小 樂 3-4 500

3/18 文心國小 灰 1-2 500

3/21 龍井國小 情 六丙 23

3/21 中原國小 樂 3 278

3/21 中原國小 灰 1 229

3/21 龍井國小 情 六丙 23

3/22 豐山國小 性 (2 場 ) 6 甲 22

3/22 豐山國小 情 (2 場 ) 5 甲 24

3/22 龍井國小 情 (2 場 ) 六乙 50

3/22 明湖國小 灰 3 300

3/23 景美國小 性 (2 場 ) 602 56

3/24 延平國小 他 中 166

3/25 景美國小 情 (2 場 ) 503 56

3/25 宜蘭萬富國小 情 (2 場 ) 5 14

3/25 宜蘭萬富國小 情 (2 場 ) 6 22

3/28 宜蘭公正國小 情 (2 場 ) 504 56

3/28 中原國小 小 2 232

3/28 中原國小 他 4 251

3/28 宜蘭公正國小 情 (2 場 ) 503 58

3/29 龍井國小 情 (2 場 ) 六乙 50

3/29 宜蘭萬富國小 情 (2 場 ) 6 22

3/29 宜蘭萬富國小 情 (2 場 ) 5 14

3/31 武漢國小 性 (2 場 ) 603 50

3/31 武漢國小 性 (2 場 ) 606 48

3/31 武漢國小 性 (2 場 ) 602 50

3/31 西門國小 小 1-2 220

4 月份宣導共計 30 場，參加人數 4,269 人

3 月份宣導共計 84 場，參加人數 7,249 人

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收 支 餘 絀 表        111/1/1～ 111/4/30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收入 佔總收入

會費收入 6,600 0.06%

捐款收入 11,037,306 94.64%

其他收入 618,136 5.30%

經費收入總計 11,662,042 100.00%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支出 佔總收入

人事費 1,153,169 9.89%
辦公費 172,011 1.47%
校園服務活動費 1,709,144 14.66%
星心學苑活動費 1,295,300 11.11%
社區據點活動費 8,773,605 75.23%
雜項費用 104,285 0.89%
經費支出總計 13,207,514 113.25%

本期餘絀 -1,545,472 -13.25%
※正式財務報告將於年度結束後，由會計師簽核公告於本會官網。

宣導場次表



名字 金額 
黃○淑  100 

楊○○鳳  100 

楊○○鳳  100 

蘇○華  100 

楊○霖  100 

黃○○紅  100 

楊○涵  100 

曾○娟  100 

王○軍  200 

王○涵  200 

鄭○屏  200 

鍾○霈  200 

郭○鑫  300 

吳○強  300 

陳○雲  300 

林○翊  300 

任○英  300 

爆炸毛頭

與油炸朱

利工作室

 300 

盧○鵬  300 

陳○霄  500 

張○白  500 

羅○綺  500 

白○玲  500 

黃○凱  500 

陳○燕  500 

林○如  500 

鄭○昊  500 

張○庭  500 

張○文  500 

王○雅  500 

通記陽

春麵
 600 

池瀁珠

寶銀樓
 600 

陳○錩  600 

許○蕙  600 

至勝文理

補習班
 700 

社團法人

台灣塔克

文創交流

協會

 800 

名字 金額 
張○珍  1,000 

德來茶飲  1,000 

林○瑱  1,000 

林○勳  1,000 

馬家莊

便當
 1,000 

女平服飾  1,000 

廖○容  1,000 

陳○鳳  1,000 

賴○勳  1,000 

宏基淋膜

紙業有限

公司

 1,000 

蕭○煌  1,000 

王○慈  1,000 

謝○彧  1,152 

徐○庭

陳○興

陳○羚

王○

 1,200 

狸之屋日

式食堂
 1,500 

劉○銘

黃○宜
 2,000 

巴特皮

爾影像

工作室

 2,000 

昶鴻麵點  2,000 

柯○雯  2,000 

蒸好吃

佛跳牆
 3,000 

李○芳  3,000 

呂○偉

呂○文
 3,600 

台北市

龍山寺

地下街

商場安

置店鋪

自治委

員會

 4,000 

謝○蓉  5,000 

宏匯社會

福利公益

信託

 

39,000 

名字 金額 
陳先生  100 
葉○麟  100 
楊○涵  100 
黃○○紅  100 
蘇○華  100 
楊○霖  100 
黃○淑  100 
陳○潔  200 
陳○鳳  200 
王○軍  200 
王○涵  200 
鄭○屏  200 
郭○鑫  300 
陳○雲  300 
林○翊  300 
任○英  300 
爆炸毛

頭與油

炸朱利

工作室

 300 

盧○鵬  300 
陳○霄  500 
張○白  500 
張先生  500 
羅○綺  500 
白○玲  500 
黃○凱  500 
陳○燕  500 
林○如  500 
鄭○昊  500 
張○庭  500 

名字 金額 
張○文  500 
王○雅  500 
謝○柔  600 
池瀁珠

寶銀樓
 600 

陳○錩  600 
許○蕙  600 
至勝文理

補習班
 700 

伍○平  900 
張○珍  1,000 
德來茶飲  1,000 
莊○賢

何○娟
 1,000 

賴○勳  1,000 
宏基淋膜

紙業有限

公司

 1,000 

蕭○煌  1,000 
王○慈  1,000 
徐○庭

陳○興

陳○羚

王○

 1,200 

伍○平  1,200 
伍○平  1,200 
游○洙  2,000 
柯○雯  2,000 
許○娥  3,000 
蕭○煌  3,000 
李○芳  3,000 

名字 金額 
黃○○紅  100 
楊○涵  100 
楊○霖  100 
蘇○華  100 
黃○淑  100 
陳○琪  100 
鍾○霈  200 
王○軍  200 
王○涵  200 
陳○鳳  200 
鄭○屏  200 
鍾○霈  200 
郭○鑫  300 
陳○雲  300 
任○英  300 
林○翊  300 
盧○鵬  300 
爆炸毛

頭與油

炸朱利

工作室

 300 

陳○霄  500 
張○白  500 
王○雅  500 
白○玲  500 
林○如  500 
張○文  500 
張○庭  500 
陳○燕  500 
黃○凱  500 
鄭○昊  500 
羅○綺  500 
池瀁珠

寶銀樓
 600 

許○蕙  600 

名字 金額 
陳○錩  600 
至勝文理

補習班
 700 

伍○平  900 
張○珍  1,000 
徐○逢  1,000 
許○森  1,000 
何○民  1,000 
王○慈  1,000 
宏基淋膜

紙業有限

公司

 1,000 

蕭○煌  1,000 
賴○勳  1,000 
王○誠  1,200 
徐○庭

陳○興

陳○羚

王○

 1,200 

伍○平  1,200 
游○洙

游○宜
 2,000 

黃○涵  2,000 
柯○雯  2,000 
喜邑企

業社
 3,000 

李○芳  3,000 
中英獅

子會
 5,000 

世界獅

子會
 5,000 

世界獅

子會
 5,000 

焦○麒  200,000 

名字 金額 
陳先生  100 
黃○○紅  100 
楊○涵  100 
楊○霖  100 
蘇○華  100 
黃○淑  100 
王○軍  200 
王○涵  200 
陳○鳳  200 
鄭○屏  200 
鍾○霈  200 
郭○鑫  300 
陳○雲  300 
任○英  300 
林○翊  300 
盧○鵬  300 

名字 金額 
爆炸毛

頭與油

炸朱利

工作室

 300 

陳○霄  500 
白○玲  500 
張○白  500 
王○雅  500 
林○如  500 
張○文  500 
張○庭  500 
陳○燕  500 
黃○凱  500 
鄭○昊  500 
羅○綺  500 
周○豪  600 

名字 金額 
池瀁珠

寶銀樓
 600 

何○育  600 
許○蕙  600 
陳○錩  600 
至勝文理

補習班
 700 

伍○平  900 
張○珍  1,000 
游○�  1,000 
王○慈  1,000 
宏基淋膜

紙業有限

公司

 1,000 

蕭○煌  1,000 
賴○勳  1,000 

名字 金額 
徐○庭

陳○興

陳○羚

王○

 1,200 

伍○平  1,200 
游○洙

游○宜
 2,000 

柯○雯  2,000 
李○芳  3,000 
台中市大

里家長會

長協會

 5,000 

台中市世

界獅子會
 5,000 

豐陽獅

子會
 5,000 

1月捐款芳名錄 2月捐款芳名錄

4月捐款芳名錄

3月捐款芳名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