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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養孩子是家長這一生中必然會面對的問

題，雖然在這世上並沒有一套全然能成功的教養

方式，但確實在許多案例上發現一些標準可以依

循，以下我們介紹專家統整六個提高孩子教養的

方法，希望能對您有幫助。 

一、讓孩子做家事 

    「如果孩子不懂得做家事，那就代表家長永

遠在幫他們處理這些生活日常。」專家強調，

「讓他們自己倒垃圾、洗衣服、打掃，這是讓孩

子意識到，做好自我的工作才能成為生活的一部

分。」在各種能做家務長大的孩子，會成為與同

事合作良好的員工，因為他們直接知道努力的過

程，並且能夠獨立承擔任務，因此更加善解人

意。 

二、教孩子社交技巧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在 3歲

到 25歲成人的成長過程間，追蹤了來自美國各

地的 700多名兒童，發現他們童年的社交技能，

與 20年後成年人成功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專家分享，這項研究表明，幫助孩子發展社交和

情感技能，是為健康的未來做好準備的最重要的

事情之一，因為他懂得如何與社會互動、懂得合

作技巧。 

三、對孩子有所期望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尼爾哈頓的研究數

據發現，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對他們的成就產生

了巨大影響，「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期望可以作

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專家說，雖然可能會

有壓力，但孩子能夠在獲得動力的啟發下，更前

往目標邁進。 

 

四、維持家庭的和諧健康關係 

    專家研究發現，生活在一個高衝突的家庭、

甚至是父母經常失和的環境中，對孩子童年的過

程會形成極大陰影，因為他們無法感受到愛，覺

得生活中盡是傷痕，一個常常衝突的家庭，會對

孩子造成負面影響，所以父母應努力維持和諧的

家庭環境，提供孩子溫暖的成長環境。 

五、培養好的學習習慣 

    讓孩子學習時能在固定的時間和地點寫作

業，不熬夜寫作業，時間過了就收作業，寫作業

之前要先溫習，明確寫作業是為了鞏固學習，而

非完成任務，更不是為父母所寫，做題目第一要

緊的，是審題要仔細，字跡要工整，姿勢要正

確，寫作業的環境要單純，保證專心，寫完作業

有專門玩的時間，遇到不會的可以問，但最好先

主動自己思考等等好習慣養成。 

六. 父母要做好榜樣 

    心理研究顯示，父母對孩子的影響不是取決

於父母怎麼做怎麼說，而是取決於父母是什麼樣

的人，父母是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導師，他

們的生活態度會在潛移默化中慢慢影響孩子，很

多父母自己天天看電視、打電動，卻要求孩子努

力學習，因此，父母想要孩子成為愛好學習的

人，最好的辦法應該是自己先成為愛學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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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地上有一棵樹，一棵只剩下短短一段樹幹的老樹。樹幹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輪，

上頭長滿了青苔，幾根細細的樹枝，奮力的從斑駁的裂縫裡伸出。 

  這棵樹常常回想從前，在她還是枝葉茂密、果實纍纍的大樹時，小男孩銀鈴般

的笑聲，在整個樹林迴盪。小男孩和玩伴常圍繞在她身邊，有時撿拾落葉編成王

冠，有時爬到樹上採蘋果吃，有時抓著樹枝盪秋千。玩累了，就靠著樹幹休息，在

樹下甜甜的睡一覺。 

    小男孩漸漸長大，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沒出現。直到有一天早晨，男孩終於來

了，樹熱情的招呼著：「孩子，來呀！快爬上我的樹幹，盪盪秋千、吃吃蘋果！」

男孩看了她一眼，說：「我現在不想玩，我想要錢買東西，你能給我嗎？」樹看到

男孩難過的樣子，立刻這麼說：「孩子，我沒有錢，我只有滿樹的蘋果，你拿去賣

吧！」男孩興奮的摘下所有的蘋果。 

    男孩過得好嗎？他用蘋果換到了什麼？樹的心裡，一直掛記著這件事情。不知

又過了多久，在一個有著溫暖陽光的中午，一個青春洋溢的男孩，朝著她走過來。

樹一眼就認出那是她熟悉的身影，她興奮的大叫：「快來快來，我們好久沒一起玩

耍了！」沒想到，男孩只是淡淡的說：「我已經是大人，不想再玩了，我想替我的

家人蓋一間房子，你能給我嗎？」樹伸長枝條，一邊摸著男孩的頭，一邊說：「我

沒有房子，但是你可以帶走我的樹枝，去蓋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男孩開心的砍

下所有的樹枝。 

    時光飛逝，過了好長的一段時間，男孩再度回到樹的身邊。樹用沙啞的嗓音問

著：「你的小屋呢？」男孩頭垂得低低的說：「別問了，我只想離開這兒，你能給

我一艘船嗎？」樹沒有多問什麼，她低聲的回答：「那麼……用我的樹幹吧！」 

    風吹過、雨下過、雪落過、雲飄過、太陽照耀過、星星閃耀過……。樹每天都

在想：「男孩航行到哪兒了？他會回來嗎？」有一天，一個駝著背、白髮蒼蒼的老

人出現在樹的眼前，樹一下子就認出這是當年的「男孩」，她又驚又喜，但是她只

能滿懷歉意的說：「孩子，你來了！我多希望自己還能給你點什麼，但是我現在什

麼都沒有了……。」 

  老人緩慢的移動腳步，輕輕的說：「我現在要的不多，只要一個可以休息的地

方……。」他坐在短短的樹幹上，靜靜的閉上眼睛休息，就像小時候一樣。 

愛心樹                            改寫自謝爾‧希爾弗斯坦愛心樹  



    母親年齡大了，雙腿顯得很不靈便，走路怎麼也快不起來。她提著菜籃，挨著

我邊走邊談些家務事。「樹老根多，人老話多。」母親這把年紀了，自然愛絮絮叨

叨，別人不願聽，兒女們不能不聽，那怕裝也要裝出忠實聽眾的樣子才行。 

    穿過馬路就是菜市場了。母親突然停下來，把菜籃挎在臂彎裡，騰出右手，向

我伸來……一剎那間，我的心震顫起來。這是多麼熟悉的動作呀！ 

    小學時，我每天都要穿過一條馬路才能到學校。母親擔心我的安危，總是要送

我過馬路才折身趕去上班。橫穿馬路時，她總是向我伸出右手，把我的小手握在她

掌心，牽著走到過馬路，然後低下身子，一遍遍地叮囑：「有車就別過馬路」。

「過馬路要和別人一起過。」二十多年過去了，昔日的小手已長成一雙男子漢的大

手，昔日年輕母親的細嫩軟手，已成為一雙枯乾節深的粗手，但她牽手的動作依然

如此嫻熟。 

    她一生吃了許多苦，受了許多罪，這些都被她像掠頭髮一樣一一掠開，但對兒

女關愛的情腸卻永遠也掠不去。 

    而她的兒子，卻對她日漸淡漠，即使一月半載回來看她，也是出於一種義務，

只為了不讓別人指責自己不知孝順、忘恩負義，不只缺乏誠意，更帶著私心。 

    我沒有把手遞過去，而是伸出一隻手從母親臂彎裡取下籃子，提在手上，另一

手則伸出來輕輕握住她的手，對她說：「小時候，每逢過馬路都是你牽我，今天過

馬路，讓我牽您吧！」母親的眼裡閃過驚喜，笑容蕩漾開來。 

    「媽！您腿腳不靈便，車多人擠，過馬路千萬要左右看清楚，別跟車子搶時

間。家裡有什麼難事，不管多忙，我們都會回來的。我是您一泡尿一泡屎，養起來

的兒子呀，您還客氣什麼？」母親便背過頭揩淚。 

牽著母親的手過馬路，心裡有幾許感激，幾許心疼，幾許愛意，還有幾許感嘆。我

們能夠愛幼，但我們卻時常忘了像愛幼一樣尊老。 

    為人兒女者，當你緊緊握住你的兒女的小手時，也別忘了，父母的老手更盼望

著我們去牽啊！ 

牽母親的手                                            網路短文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陪伴，透過親子的家庭作業，

讓孩子與家人對話，畫出親子的手，說出家人為自己做

過哪些事，體會家人的愛與辛勞，並學習感恩。再想想

自己也能為家人做哪些事，並紀錄下來，完成大手牽小

手家庭教育圖畫學習單。 





閱讀帶來的希望                           六年忠班黃欣圓 

       七點五十分鐘聲響起，晨讀時間來了。大家都

迫不及待的拿起書本，專心閱讀。十分鐘裡不能吃

早餐，就算被香味迷惑也是無可奈何的!唯獨只能

閱讀，有寧謐優美的讀書環境是我夢寐以求的呀! 

        閱讀能增加知識庫裡的知識也能打發時間，所

以校長要求導師們要按時請小朋友拿出自己喜愛的

書籍閱讀，書本猶如寶物，這寶物不如金銀財寶但

滿滿知識寶庫，必定讓人學富五車，也能精益求

精，更能融會貫通。因此多閱讀文章，也可從中獲

得不少新知與知識，真是一舉兩得，獲益良多啊! 

       有些人看到書會不自覺的呼呼大睡，但是如果

不看書會成為吳下阿蒙，對語文的精美用詞一無所

知。所以要耐心克服，別人才不會看笑話或取笑

你。 

        閱讀帶來的好處如此廣泛，為何要排斥呢?寫

作文的用詞可以優美些、說話的措辭也可以文雅

些，既然有那麼多好處，為何不有耐心點嘗試一下

呢?雖然我也不是什麼寫作很優秀的人，至少我也

努力的進步與克服中，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新聞閱讀能告訴民眾世界各地發生了什麼事，

網路閱讀能告訴我們各處的民俗風情、宗教信仰、

生活習慣等等……。所以如果你想出國，但因為種

種原因而不能去，你可以嘗試以閱讀的方式來感

受，說不定你能從書中挖到甚麼寶藏也說不定呢!

真正出國是親身體驗，那閱讀是要用心感受，才能

感受書中的大寶藏。 

        閱讀帶給我的希望是增廣見聞，可以取代無法

親身體驗的事。我喜歡閱讀，為我帶來認識世界，

關懷社會的無限希望。 

閱讀帶來的希望                六年忠班游凱升 

        閱讀帶來的智慧、知識、詞彙以及正能量，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

此我們更需要透過閱讀來成長。 

        閱讀時，我最喜歡講述歷史的書籍，例如：

三國演義，因為我想要去了解歷史或者是古人的

智慧，甚至是古人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走過那段日

子。 

        小時候當我第一次讀到三國演義的時候我就

喜歡上了這本書，書中所說到的一則小故事，也

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則小故事：草船借箭。書中

故事是這樣的：周瑜見孔明有才幹，總想找機會

除掉他。一天，周瑜以公務為由，要孔明十天內

趕造十萬支箭，沒想到孔明答應了，還說只要三

天，船靠近北岸曹軍的水寨，孔明下令把船一字

兒擺開，叫船上士兵擂鼓吶喊，而曹操摸不清需

實，不敢出兵，調集了一萬多士兵朝江裡放箭，

箭好像下雨一樣。天快亮了，這時候，船兩側的

草把子上已經插滿了箭，孔明下令回去，曹操才

知道自己已經上當了。 

        之所以要我們讀書，就是因為書中自有黃金

屋，而且每本書中的知識大有不同，因此我們才

要去學習、努力，才能去獲得這些知識。而且知

識就像願望一樣要去努力、打拼，才能得到朝思

暮想的禮物，閱讀雖然表面上只增加自己的知識

和閱讀能力，但在閱讀過程中，你不但提升寫作

能力與認識更多的詞彙，更能幫助人與人的語言

交流，也能更進一步的認識自己，發現自己和別

人的不同，這就是閱讀帶來的希望。 

        讀完「草船借箭」這篇文章，我想：孔明真

是聰明，不但巧妙的瓦解了周瑜的陰謀，也順利

將十萬支箭借到了，我十分敬佩他，我要向他致

敬、學習。學習並不是隨口說說的，而是要去證

實自己有那個能力。 



閱讀帶來的希望             六年忠班張藝馨 

        書本，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它使我脫離無聊，帶領我向前走，更讓我從閱讀中帶來學

習的希望。 

        外頭是晴空萬里的大好天氣，我拿著靠椅及一箱書籍在庭院坐了下來，再搭配上一杯清涼可口

的柳橙汁。我拿起一本封面簡單的書本，等不及的打開來，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讀過，頓時沉醉在書

香裡。當我打開第一頁，我便一步一步地走向書的世界，打開書王國的大門，這時我就是裡面的主

角，不論是繪本、小說、傳奇、科學書籍……等，都是陪伴我成長。 

        有時鄰居不在家，我就會去書櫃找書本一起在書桌前玩耍，玩累時，我就會送書本回家睡覺，

但有時候沒時間去找它玩，它就會擦上一層灰粉，沉睡在悲傷中。 

        每當我在寫作文卡關時就會去找寫作書籍，一同來研究如何才能寫出通順的詞藻與修飾，當我

不知字如何寫時，我會去找肥胖的辭典，優秀的它教我有關字詞的問題，當我不想看小說時，會去

找時尚的雜誌，看看可以如何裝扮漂亮的自己。當我……，所有的書籍都是我的好夥伴，陪伴我闖

關，伴我度過無數無趣的時間。 

        文章及書本使我看得更廣更遠，看見世界、人物、歷史等，無論是網路的文章、電視上的新聞

或是圖書館內的書籍，都帶領我看見廣大的世界，了解國際的種種瑣事、人物，例如近期的新型冠

狀病毒，只要打開電視、手機都可以看見有關的文章，我會仔細去思考原因與後果，我也會更認識

世界。這也使我更了解未來的目標與想完成的事。閱讀已經帶我走遍了世界，也更關注國際之事。 

        每當我覺得難過時，我就會去翻閱聖經，耶穌會把我從噩夢裡；帶領我從許多路口中走出來，

我不再難過。當我往後看，看見的是深谷，悲傷的自己掉入谷中，但向前看時，見到快樂的我正在

和美麗的蝴蝶在草地上玩耍，正向的我，才是真正的自己。 

        「閱讀」改變了我看我自己的想法，也改變了我往後的人生，即使未來的人生充滿關卡，「閱

讀」還是陪伴我度過這永不止盡的困難，使未來充滿了無限的希望，若是前面有石子，我就將石子

化成經驗，也讓「閱讀」來和我一同打敗所有困難，邁向遠方的星光。 

應該培養的好習慣          三年忠班林韋杉 

        著名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說過：「習慣是一個很大的力量，他可以改變我們的人生。」因

為，好的習慣可以讓我們有更大的收穫，但是如果養成了壞習慣，就更容易毀掉我們的一

切，所以我認為從小養成好習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有許多好習慣，例如：早睡早起、有禮貌、珍惜光陰、閱讀、節約能源……。 

        其中，最好的習慣是珍惜光陰。因為我知道「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這

句話是要勸勉大家珍惜時光，善於累積時間，學習和提高自己的能力，不要蹉跎歲月，虛度

光陰。 

        比如：我會早睡早起，利用時間閱讀，讓自己多一個學習機會，我也會利用吃早餐的時

間來關心國家大事、看看新聞；利用等公車的時候，做做運動讓自己更健康……等等。 

        珍惜光陰，我認為這是一件很好的習慣，我會繼續保持下去，也會將這個好習慣來影響

我身邊的朋友。 



應該培養的好習慣            四年忠班何珮慈 

        我認為培養好習慣非常重要，好習慣與我們

的生活息息相關，一個人如果有了好習慣，以後

出社會與人相處才不會被別人輕視，人際關係可

以順順利利，不會被朋友討厭。另外，生活環境

也會比較整齊、乾淨，因此我們要培養好習慣。 

        我認為應該培養的好習慣第一個是運動。運

動可以讓大腦比較靈活，並且讓四肢協調。當遇

到緊急狀況的時候，反應和動作都會很迅速，如

果你沒有運動的習慣，可能會造成身體不健康和

動作緩慢，並且容易生病和抵抗力下降。運動也

可以使人減輕壓力，促進身心愉悅，讓人更開

朗，因此我們要培養運動的習慣。 

        我認為第二個應該培養的好習慣是閱讀。閱

讀可以幫助我們學習各式各樣的知識，可以讓我

們增廣見聞。學生階段對於主動閱讀課外讀物很

重要，因為閱讀課外讀物可以讓我們的寫作能力

及詞句的見解力更強，如果你不常閱讀，你就沒

辦法得到許多知識，可能也會造成你出社會的時

候，因為專業知識不足，而造成工作效率無法提

升，因此我們要培養閱讀的習慣。 

        以上應該培養的好習慣只不過是其中兩個，

生活中應該培養的好習慣有很多。但是，培養好

習慣很不容易，習慣的養成需要時間，一曝十寒

不能半途而廢，不能因一時的懶惰輕言放棄。與

你的家人、朋友們一起勉勵、相互提醒，一起培

養好習慣，邁向更美好的明天。 

應該培養的好習慣           三年忠班郭芃瑜 

        俗話說：「良好的習慣能改變我們的人生，

一旦養成，便可終身受益。」安靜的早晨，我與

操場共度了快樂的時光，因為這是我最享受的時

刻，尤其是流汗的時候，我更會覺得讓身體得到

更棒的放鬆。 

        我習慣早上六點就起床做運動，因為「一日

之計在於晨」，尤其是早上空氣特別新鮮，更適

合做運動，我們還可以透過運動，讓自己身體更

健康，我聽老師說過，運動可以幫助我們讓腦細

胞連結得更好，幫助我學習，增強我的理解力，

這句話果然說得一點也沒錯！自從我養成運動好

習慣，我發現上課的時候，我變得很有精神，也

變得更專心，讓我成績更進步，這些都是我做運

動得到的好處。 

        所以，運動這個好習慣將伴隨我一生。同時

也希望世界上每個人都應該養成好習慣，那就是

運動。我會繼續保持運動的習慣，並告訴我的朋

友，也要有運動這個好習慣，才可以變得聰明又

健康。 



應該培養的好習慣            四年忠班郭宥妤 

        一個小小的改變，會造成一些你料想不到的

影響。人的好習慣能讓一個人身體健康、人際關

係變好，或許你想問養成好習慣容易嗎？我的答

案是：不容易。舉例來說：如果你想節約減碳隨

手關燈，你第一天忘記關燈，第二天你忘記關

燈，經過一個月你會記得關燈嗎？不會，所以想

培養好習慣不容易。 

        在我看來第一個應該要培養的好習慣是「閱

讀」。一個人如果有閱讀的習慣就會學到一些自

己不知道的知識。有句名言「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顏如玉」，許多偉人就是因為有閱讀的

習慣，才造就他不凡的成就。所謂「三上之功，

枕上、馬上、廁上」，枕上就是在睡前閱讀，馬

上就是古時候在馬背上閱讀，廁上就是在上廁所

的時候閱讀，利用瑣碎時間閱讀讓自己增廣見

聞，對你的人生會有很大的幫助。閱讀還能讓你

更加安靜和專注，讓工作更快完成。 

        另一個我們要培養的好習慣是「運動」，那

為什麼要運動呢？是因為運動能讓你反應變快、

減肥、打發時間、身體靈活……等。如果你沒有

運動，走路走到一半突然跌倒反應不及，你的頭

可能會撞到，如果你有運動或許你的頭就不會撞

到了。 

        總之好習慣是人不可缺少的。好習慣就如同

人需要空氣才能活命，它是必須品，如果沒有

它，我們的生活就會混亂且毫無秩序，就像沒有

空氣的人，所有生命都消失了。所以養成好習慣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可以使我們的生活更加

美好，讓我們向夢想中的美好生活前進吧！ 

應該培養的好習慣            三年忠班張峻瑋 

        著名英國哲學家培根說過：「習慣是一種很

大的力量，他可以改變我們的一切。」因為好的

習慣能讓我們有更多更好的收穫，但是如果養成

了壞習慣，就會把我們的一生都通通毀掉，所以

我認為小朋友從小養成好習慣是很重要的一件

事。 

        我有許多好的習慣，比如說運動、早睡早

起、閱讀、節約能源、隨手做環保......等等。 

        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閱讀，古人說：

「書中自有黃金屋。」說得一點都沒錯！因為我

在閱讀時，從書中獲得很多的知識、更可以學習

做人的道理。相反的，如果我都不去閱讀，有可

能我就是什麼都不懂的人，更別說可以明白事

理。 

        所以閱讀是一個好習慣，我會堅持並繼續努

力，並且去影響我身邊的朋友，希望這個世界透

過閱讀的力量變得更進步、更美妙。  



幼兒園主題活動：現在的我 

利用繪本【我有這樣嗎？】跟孩子討論，

哪些事是你小時候不會做，但現在卻會做

的呢？孩子們的分享，讓大家知道會有這

些改變，是因為「我長大了」，我們引導

孩子將自己說的變化畫下來，製作一本

【我會這樣嗎？】小書。 



        羊毛氈製作是很耗時的，透過此活

動可以增進孩子的配色﹑空間概念，與

美的感知。培養耐心﹑專注力，讓孩子

理解物品得來不易，進而學會愛物惜

物。 



我是大太陽     陳信至                                              

我是大太陽， 

每天住在天空中， 

我愛看高高低低的青山， 

也愛看形形色色的行人。 

我是大太陽， 

散發著強大的光芒， 

讓大地充滿生機， 

讓每個人感受溫暖。 

我是大太陽， 

我有一個小小的心願，  

願每個人快樂健康， 

願每個人平安幸福。   

我是戰車   陳書惟 

我是戰車， 

每天住在軍營裡， 

我愛看精神抖擻的軍人， 

也愛聽嘹亮的歌聲。 

我是戰車， 

我帶著軍人打仗， 

看他們臉上勝利的笑容， 

是我最大的快樂。 

我是戰車， 

我有小小的心願， 

願每個人都平安快樂， 

願世界和平不要有戰爭。 

我是稻草人    李子旭 

我是稻草人， 

每天站在田中央， 

我愛看綠油油的草地， 

也愛看黃澄澄的稻子。 

我是稻草人， 

伸出雙手把小鳥趕走， 

我每天不吃飯也不睡覺， 

靜靜守護稻田。 

我是稻草人， 

我有個小小的心願， 

願農夫平安健康， 

願稻米快快長大。 

林明郁 

張佳榕 

林怡希 



四年忠班

一年忠班 

我心中的海洋生物         

        臺灣四面環海，有著豐富的海洋資源，

但也因為全球環境變遷與人文進步，進而影

響原是乾淨且美麗的海洋環境。藉以「我心

中的海洋生物」繪畫活動，讓孩子在自我想

像與真實情境間做一個對比，期盼藉由此活

動提昇學生對海洋環境保護的態度與價值

觀。    

彩虹雨鞋        

        利用鮮豔色彩及幾何線條裝飾

雨鞋外觀，再使用水彩進行吹畫，

描繪出下雨天雨鞋踩進水漥的景

象。 



三年忠班 你是我的花朵 

           溫暖的春天悄悄來臨了!花園裡開出了朵朵爭奇鬥艷的花朵。學生透過對季節

轉換的感知，利用視覺的刺激與觀察畫出自己心目中對花朵的想像，留下色彩繽

紛、春意盎然最美好的紀錄~  



徵稿啟事： 

親師橋是親師生溝通的橋樑，為讓家長也能共同

參與，歡迎各位踴躍投稿。內容不管是生活分享、育

兒撇步、閱讀心得或是親子教養都可以喔！ 

126 期徵稿日期： 109.06.20 

     繳交方式：請將您的文章以電子檔方式 mail 至洪靜

雯老師信箱 s8631034@gmail.com 或請孩子轉交紙

本。 

學校各項活動照片

放置在大鵬國小

FB粉絲專頁，掃

描 QRcode即可連

結。 

聰明飲食~營養均衡  

https://facebook.com/qr?id=730259050730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