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的家長，平時對老師微詞頗多，說話內容老是對老師或學校充滿不滿和牢騷，就算孩子因為

犯錯而被請到學校溝通協調，部分家長還是認為千錯萬錯都不是自己孩子的錯。學者專家認為：有

問題要積極地去找老師溝通，而不是消極的抱怨，否則會把這種情緒傳染給孩子。而孩子又無法改

變和擺脫那樣的環境，可能會影響孩子的學習興趣。 

我們都知道，很多時候孩子喜歡這門課的老師，就會喜歡這門課，會認真聽講，就有助於這門

課的學習；如果孩子不喜歡老師，通常就連帶著討厭那門學科，不會在這個老師任教的課上很好的

參與，這門課的學習效率肯定會比較低，吃虧的只能是孩子。 

家長的職責不是為孩子製造問題，而是要幫孩子解決問題。要引導孩子去喜歡老師，哪怕做不

到喜歡，也要學會尊重老師，這樣才能讓孩子更好的學習。不要在孩子面前說老師的壞話，最好能

為老師在孩子心目中的印象加分，即使自己對老師有什麼不滿，也不要在孩子面前流露，可以私下

跟老師溝通。因為你的抱怨除了對孩子產生消極影響外，別無他用。 

家庭是港灣，孩子如果在學校受了委屈或者不公正的待遇，家長要給予包容和支持。在了解事

情經過後，如果覺得老師的做法特別不合理，應及時加強與老師的溝通，恰如其分的向老師表達不

滿。最好的溝通方式就是和善的語氣，堅定的態度。可是我們很多人跟老師溝通時恰恰是相反的，

發現孩子遇到一點問題，情緒就上來了，不管青紅皂白，先和老師一頓吵再說。情緒是發泄了，但

是問題卻沒被解決。 

有個故事說一個學生上課拿著不知名的植物問老師，老師請他去問他植物學博士的爸爸，他的

爸爸說你老師一定知道這個植物，他只是想要考驗你解決問題的能力，結果爸爸晚上和老師通電

話，隔天老師也教會了孩子，這個博士爸爸恰如其分的維護老師在學生心目中的尊嚴，親師的互動

更有助於孩子未來的學習。 

其實老師也是人，也須要終身學習，所以香港教育大學李子建副校長說：我們要允許老師失

敗，今天全球都在談創新，但創新首要打破迷思的是：能不能接受失敗。要創新，一定要失敗的，

社會大眾要能接受學生、老師失敗。失敗愈多，愈能創新，只是我們的制度不容冒險，這樣就很難

創新；有時候把很多學生或年輕人表現不好，大家就歸罪學校，說教育不完備。其實，這是社會問

題，大家要共同努力，一起實踐共同的理想。 

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不會嫉妒你的成功，反而對你的成功欣喜若狂，其中一種人是父母，另

外一種人就是老師，所以既然我們的目標都是要培育孩子成功，那麼且讓父母和老師共同攜手合

作，而非互相拉扯影響孩子進步的未來。 

-校長 

資料引自： http://www.readdoo.com/post602391 和 https://udn.com/news/story/6887/3042833?from=udn_ch2cate11195sub6887_pulldown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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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月 17日為本學期結業式，寒假期間學務處有幾項叮嚀事項如下: 

一、活動安全：  

(一) 室內活動：包含電影院、百貨公司賣場、KTV等，首應瞭解該等場所之逃生路線及

逃生設備所在，如：滅火器、緩降機等之使用方式。 

(二) 戶外活動：包含登山、溯溪或其他體育團體活動，應注意天候及地形之變化，同學

若外出游泳，請結伴而行，且應到有安全設施及救生之游泳池，海水浴場以維護生

命安全，請勿隨意至無安全設施之地方場所游泳、戲水。 

二、交通安全：請叮嚀孩子們遵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標誌、標線與交通服務人員之指

揮，以策安全。 

三、居住安全： 

(一) 杜絕一氧化碳中毒：注意室內空氣流通，使用時勿將門窗緊閉；此外，外出及就寢

前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關閉，以確保安全。 

(二) 注意人身安全：夜間返回住處或行經偏僻昏暗巷道時，應小心有無不明人士跟蹤尾

隨，個人自保物品如：防狼噴霧劑、哨子等應隨身攜帶，以備不時之需。 

四、毒品及藥物濫用防制：寒假期間應保持正常及規律之生活作息，切勿受同儕及校外人

士慫恿而好奇嘗試，因而造成自我及家人之終身遺憾。 

五、犯罪預防：近年來逐漸增多的電腦網路犯罪事件如：違法上傳不當影片、竊取他人網

路遊戲虛擬貨幣及道具、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尊重個人隱私權益，以免

誤蹈法網。 

最後祝福各位同學寒假愉快、闔家平安。 

活動快報 

教務處： 

1.3月 11日(三)高三包粽祈福活動，一起預祝高三同學各個順利考取第一志願! 

2.3月 19-20日中學部第一次期中考，請同學儘早開始準備。 

3.3月 19-20日為高三第三次模擬考，請同學儘早開始準備。 

學務處： 

1.3月 7日(六)為 108學年度第 2學期親師座談會，歡迎家長們一同參與。 

(1)為響應環保，當天不提供瓶裝水，請自備水瓶，謝謝！ 

(2)親師座談會當天，請出示您收到的邀請卡(下圖)，並於大門口量測體溫與使用乾洗

手，於手背蓋章，再進入校園，防疫期間，感謝各位家長們的配合。 

2.3月 11日(三)進行全校才藝秀，歡迎大家一同來給予孩子鼓勵與支持。 

 

What you think of yourself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others think of you.  

你如何看待自己比別人怎麼看待你重要多了。 



 

小學部寒假作業優良作品展 

 

小二班的孩

子選擇了過

年最喜歡的

年菜，將它

的食材及烹

飪過程畫下

來，也認識

到每樣食材

的金額。 

回顧了過去

一年，用一

個代表字作

為統整，也

在新的一

年，選了一

個字作為開

始，也是對

自己的期待

呢！ 

  小一班的孩子們學習欣賞唐詩意境，發揮

想像力，將詩中的涵義繪畫出來，也透過時鐘

記錄自己一天的生活，將上學學到的技能，展

現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了何謂學以致用呢！ 

史明瑞 黃若甄 刁如意 

黃若維 

張凱恩 李英彩 

賴裕恬 沈立翔 

小一班 

小二班 



小三班的孩子們自己設計了

漂亮的時鐘，也在寒假期間

練習了閱讀與朗讀能力，在

文章中嘗試找尋四字語詞與

佳句，學習在文章中找大

意，與撰寫自己的心得，列

出自己的所學，學生們獲益

良多。 

小三班 

館合淵裕 蔡侑珊 

許家怡 

李宰易 

王
世
彬 

鄭
開
晴 

許
子
健 

小四班的孩子們選

擇一項自己喜歡、

有興趣、想知道的

事物，在寒假期間

進行資料查詢、探

究過程、用海報進

行成果展現，讓我

們來瞧瞧他們研究

了什麼吧！ 

小四班 



 

大家好，我是吉隆坡臺灣學校的許家悅，今天我要介紹圖書館的一本書，叫作：「王冠與品德：

維多利亞女王」。 

維多利亞女王在 1819年 5月 24日誕生，她住在英國，她的父母親都是貴族。小時候，維多利亞

被媽媽和姐姐寵壞，於是請了一位老師，叫麗貞，麗貞老師教會小維多利亞許多身為皇室成員應該知

曉的事物。 

到了 1838年 6月 24日，維多利亞公主當上了英國的女王。在 1840年 2 月 10日，維多利亞女王

與亞伯特王子結婚，在同年 11月 21日，女兒維姬出生。後來維多利亞女王陸續生了七個孩子，但是

當四子里爾伯王子出生時，就發生克里米戰爭，直到 1856年才結束。在 1861 年 12月 14日，亞伯特

王子因為傷寒而病逝，過了 40年後，享壽八十二歲的維多利亞女王長辭。 

讀完這本書後，我覺得看到維多利亞女王的偉大功績背後，應該也要學習維多利亞女王的誠實、

簡樸、‚勤政和愛民的良好品德。 

大家好，我是吉隆坡台灣學校小五班的陳宏耀。我今天要介紹的書是「自請和親的奇女子王昭

君」。 

王昭君是在漢元帝時期遠嫁匈奴的人。她原本住在寶坪村，十六歲那年，皇上派欽差大臣各處選

美，王昭君因為喜愛經學和音樂，長相又十分秀人，所以她就入選到「掖庭」當宮女。 

因為入選的宮女很多，皇上無法一一過目，所以請了愛錢的畫師毛延壽來畫像，王昭君對自己的長

相很有信心，也不想低聲下氣的去拜託他，所以沒有給紅包，毛延壽很生氣，故意把她畫得很醜。此時

匈奴要臣服漢朝，為了兩國和平，所以呼韓邪單于來朝廷求親，漢元帝也同意了。王昭君無法見到皇

上，決定自願和親，尋找另外一片土地。 

可惜的是和親後第三年，呼韓邪病死了。漢朝拒絕王昭君回國，只好依照匈奴的習俗再嫁給弟弟復

株絫，漸漸的王昭君在北邊這自由自在的土地上，有親愛的孩子和單于，於是在匈奴生根，終身沒有回

到故鄉。 

當你只知道三角形的兩個長度，但想找出剩餘的資訊，該怎麼辦呢？這時候，就要運用畢氏定理！ 

畢氏定理的發明家：畢達哥拉斯是古希臘的數學家，奇怪的是，有些歷史學家並不相信他想到了所

謂的畢氏定理。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在家做的實驗完全驗證了畢達哥拉斯的畢氏定理。 

那畢氏定理到底是什麼呢？畢氏定理的重點是直角三角形的邊長。直角三角形的最長變長叫做斜

邊。斜邊長度的平方（斜邊長度乘斜邊長度）等於另外兩邊平方的總和。 

要瞭解畢氏定理並不難。傳謠說，幾千年前的古埃及人用這個方法確定他們蓋的建築物有完美的直

角。所以如果你知道直角三角形的兩邊長度，就可以用畢氏定理來算出第三邊的長度。 

我們試試看：一個直角三角形的兩短邊是 3cm和 4cm，最長的那一邊怎麼算呢？我們知道

3*3+4*4=25，而 25剛好就等於 5*5，所以第三個邊就是 5cm！這個方法是不是非常有趣呢？ 

許家悅 

熊正 

陳宏耀 

小五班的孩子們透過閱讀人物傳記，細心地整理資料後變成一份人物簡介呢！！ 

小 五 班 



董庭邵 

書名：給中小學生讀的：世界史古代卷遠古時代到羅馬帝國 

讀後心得及啟發： 

    讀完這本書後，我學到了許多歷史故事，這本書也讓我對歷史留下了好的印

象，我也終於知道歷史發生的先後順序以及為什麼發生這些事的主角一開始要選擇

這條路。 

    從這本書中，我看見了以前的人是多么有智慧、勇氣，而它也告訴我，凡事不

能太衝，要謹慎、小心、三思而後行，否則再怎麼有能力，都只是白費。 

    書中有許多國王和國民之間的相處，有成功的國主也有不成功的國王，甚至有

被趕出國家的國王，而那些失敗的國王，有的是因為想統領天下，造成國家四分五

裂；有的則是對人民不公平，而被人民趕出國家。 

    這些事情告訴我，想當一個好的領導者，必須要大公無私、不貪心等，才可以

長長久久的率領下去。 

【過新年】 

大年初一過新年， 

家家門外貼對聯。  

家人一起吃年飯， 

子時家家放鞭炮， 

滿天亮光似曉時。 

清晨起來燒百合， 

早上一起吃餃子。 

拿起餃子拜神明， 

祈求來年風雨順。  

【十二生肖齊拜年】 

新年到，新春到， 

穿新衣，戴新帽。 

鼠姑娘紅裙街上走， 

牛哥哥跟在後面跳。 

虎弟弟調皮放鞭炮， 

兔妹妹嚇得哇哇叫。 

龍兒飛舞慶賀新年， 

蛇仔纏樹上團團繞。 

馬寶寶紅褲路上跑， 

羊姊姊咩唱新年好。 

猴賽雷放完了鞭炮， 

雞飛狗跳豬湊熱鬧。 

恭祝大家新年好呀，新年好。 

世界和平，健康好。  

【除夕】 

家家戶戶貼春聯， 

拜天公，拜祖先。 

燒紙錢，好過年。 

年年有「魚」， 

「豬」事大吉， 

「腸」命百歲， 

「蘋蘋」安安。 

恭喜發財紅包拿來， 

財源廣進滾滾來。  

小 六 班 

鄭
靖
彤 

小六班的孩子們把過年時發生的趣事寫成新詩，

想和大家分享過年的喜悅和闔家團聚的溫暖，每

一首新詩都是孩子們創意與智慧的結晶，將所學

發揮的淋漓盡致。 

張峻銘 

蔣宜樺 



 

 

作為一個轉學生的媽媽，我至今記得自己當初的徹夜難眠、忐忑不安和孩子站在

教室角落裡的手足無措，我們都很緊張，不知道接下來將要面對的是什麼？特別

是，新老師是怎樣的？ 

幸運的是，很快有了提示答案：班導老師馬上看出了孩子的窘相，她上前輕聲地

叫上孩子幫她發書，孩子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怎麼做，立刻不那麼尷尬了。於是我

安心很多：這個老師能夠看見孩子，眼裡有孩子。 

之後的接觸，越發讓我肯定：孩子終於等來了一個非常懂他的老師。 

班導老師懂得孩子需要一個過程來面對學習上的種種困難，細心地給他一個個短

期目標，小目標，讓孩子能夠看到希望，樹立學習上的信心。用種種小措施，一點

點消除了孩子的恐懼和焦慮。半個學期下來，我不敢說孩子成績有了多大的飛躍，

但是，他在進步，他在越來越積極的面對學習這件事，他說，他要努力，他不想讓

老師失望。是的，孩子就是這樣純淨，老師能夠看到他的需要，他也能看到你的期

待。 

班導老師懂得每個孩子的天性不一樣，每個孩子的表達也不一樣，她能夠通過自

己的觀察和同理心，去讀懂孩子行為背後隱藏著的，說不出的需求和願望。也是因

為這份懂得，她很快贏得了孩子的信任。我很詫異，我的孩子竟然會主動去找老

師，滔滔不絕地傾訴自己的小心思，小秘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老師願意

聽他說，也相信他說的話。是的，孩子就是這麼敏銳，誰真正對他好，他很快就能

覺察出來。 

張愛玲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其實也可以反過來，因為慈悲，所以懂得。一

個老師有愛，有心，她就能讀懂孩子。懂得孩子，才會懂得怎樣真正地愛孩子。 

班導老師的愛，是有法有則的，不矯情不虛偽，美好而又不著痕跡。她的因材施

教和耐心等待，並沒有違背教育中最樸素的平等原則，因為可以這麼說，她對所有

的孩子都是一視同仁的特殊。 

她讓孩子們懂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地方，都有需要

別人包容的地方。在班級自由而嚴格的氛圍中，孩子從不因為老師的愛而鬆懈自

己，反而越來越守規則。他常說：我的老師從來不發火，但她說的每一句話我都會

聽，她上的每一堂課我都喜歡。是的，孩子就是這樣單純，願意聽，首先是關注誰

在說，其次才關注說的什麼，這不就是古話說的“親其師，信其道”嗎？ 

寫 給 灣 老 學 臺 校 的 師 們 



 

 

我非常感激這位優秀的班導，也非常滿意學校現在的氛圍，因為這裡有一個

非常優秀的教師團隊： 

有的老師機智幽默有愛心，上課非常生動，很有童真童趣，很受孩子歡迎。 

有的老師慈愛有耐心，比如美術老師，孩子常說，他超愛美術課，因為他的

天馬行空，可以在美術課上自由發揮，而老師全都能接受，並且讚賞他。 

還有英文老師——孩子原本對自己的英文非常的不自信，可是現在卻對英文產

生了濃厚的興趣，喜歡上英文課，經常聽他回來講英文課上演了什麼，也願意自

覺地去看英文書，寫英文日記。 

還有很多老師，學務處、教務處的老師等等，都非常的關愛學生。我經常在接

孩子的時候，看到有老師在和學生隨意聊天，或是友善的打招呼。 

正是在這些老師們的關愛下，孩子每天都會很期待去學校，越來越喜歡這個學

校，他的狀態越來越好，越來越穩定。從原來的焦慮，到現在的越來越從容……

我知道，這背後老師們付出的心血，不是我這拙劣的筆能夠描述出來的，我只能

用上世上最質樸，最簡單的詞語，對台灣學校的老師們說一聲：謝謝你們！你們

的付出，我們能看到、感受到，你們辛苦了！ 

作為媽媽，我的願望是多麼簡單，我不奢求他成為完美小孩，不要求他成績如

何出眾，我只想讓他按照自己的節奏，自如地生長，長成他自己原來的樣子。我

始終相信，每個人都是帶著一些自然給予的特殊密碼出生的，自然給了他一條鮮

活的生命，一定會同時注入某種天賦，每一粒種子都有他的潛能，只有在適宜的

環境中，在愛的灌溉下，這顆種子才有面對自我的時間和空間，才有機會學習適

應和調整，才能聚集起自我成長的力量。 

是鮮花，就怒放，是大樹，就伸展，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小草，能在陽光下舒展

它一片葉子，也有屬於它自己的獨特的美。 

每種色彩，都應該盛開 ，每個夢想，都值得灌溉。 

而我相信，台灣學校，就是孩子們夢開始的地方，這裡，將會書寫孩子們最好的

未來。 

一位普通孩子的普通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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