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斷重複提醒：由於此階段孩子思考能力的限制，意志
不堅定，也缺乏自制力，經常受到環境改變的影響，因此需
要父母在不同的場景中，持續提醒好的行為，才能逐步產生

三年級

「學習遷移」的效果。
自律階段的孩子，對於道德規範已開始有認知上估算與
修正的能力，也會選擇性地接受環境對他們的要求。因此，
教育自律期的孩子則可著重自治，鼓勵運用逐漸發展出來的
道德推理能力，去探討行為是否恰當。給父母的建議：
一、討論價值觀念：有別於在無律階段的「不知而行」，在
此階段的孩子已逐漸發展出抽象的思考能力，可以對道德行
為進行思辨討論。因此父母可以嘗試與孩子就生活中發生的
事件進行對話。
二、提供選擇決定：此階段孩子的道德行為已非全由父母告
知而行，因此父母可與孩子討論各種不同的可能，協助選擇
做出決定。在探索的過程或錯誤的嘗試中，逐步培養孩子反
省檢討的能力與負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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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篇／不同年齡的孩子，該如何教？
校長 鄭陳宏
摘自 2013-05 天下雜誌 親子教育出版
教育心理學家皮亞傑(Piaget）的道德發展論將兒童的
道德判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無律階段(約五歲以前）：行
為只是感官動作的自然反應或反射，而沒有道德意識；第二
是他律階段(約五∼十歲）：多以做了一件事或行為的具體後
果來判斷或決定行為的是非善惡，此時會片面尊重成人的權
威；第三為自律階段(約十歲以後）：多以行為的動機為善惡
判斷的根據，逐步邁向成熟。父母在了解了孩子的道德認知
概念發展階段後，就可以針對不同階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期
許與教育方式。
無律階段的學齡前孩子，在道德判斷上常容易受到情緒
上或周遭人的影響，也不具備思辨的能力。只要是自己覺得
有興趣的，或成人認為是好的，就認為是好的。一般而言，
教育無律期孩子的道德價值觀，需要多一些的引導與約束。
給父母的建議：
一、明確告知期望：在此階段的孩子因為不具備辨別對、錯

三、尋找生活典範：在此階段的孩子，情感上已開始漸漸獨
立，欲脫離原來對父母的倚賴，但生活裡他所認同的人依然
對孩子有重大的影響。因此父母可以協助孩子尋找生活裡的
典範。
上述這些建議雖是就認知發展階段而提出，但也不必然
有絕對的分野。主要是因為孩子本身發展的遲速有個別差
異，而後天和環境互動的經驗也有不同。最後要提醒所有父
母的是，道德價值常是在父母子女的交互作用中，透過微妙
的方式默默傳遞，如何有效讓價值內化，父母本身對此類價
值的體悟常是關鍵。

的能力，父母要明確清楚的告訴孩子在某一環境裡適當的行
為是什麼，並要求孩子表現出來。
二、父母以身作則：在孩子沒有自主判斷的能力下，最易受
生活在一起的父母影響。因此父母應將希望孩子養成的品
格，在生活裡示範給他看。
三、避免負面影響：因為孩子無法辨別在生活中哪些是父母
想要他們學習的，哪些不是，所以往往對父母的行為照單全
收。因此父母要特別留意日常非語言行為，是否有和對孩子
的期望相牴觸者。
四、鼓勵行動實踐：一般對有品德的人的認定，是著眼在其
道德行為而非道德知識。所以還是要在可塑性高的此階段，
指引孩子在適當的時間、地方，做適當的事情。
他律階段的孩子在道德行為的決定上，往往受到行為之

我最喜歡的水果

三年一班

林歆昀

我喜歡的水果有蘋果、西瓜、葡萄和芒果，其中我最喜

後的結果支配。同儕的關係已開始增加，與他人密切互動。
而在教育他律期孩子的道德價值觀時，可善用獎勵懲罰、提
示因果關係及透過同儕互動，來塑造合宜的行為。給父母的
建議：
一、體驗因果關係：因為孩子的行為常受到行為結果的影
響，所以父母可善用「行為改變技術」中的不同策略，將「鼓
勵」、「獎賞」與希望塑造的行為做緊密聯結；「處罰」、「隔
離」等與不當的行為做緊密的聯結，帶領孩子逐步行動出合
乎品德的行為。
二、激發同儕影響：同儕往往生活在一起，其影響不容小覷。
建議父母在適當的時候邀請孩子的朋友到家裡來，在同儕互
動中帶入適當的品格議題。

歡的水果是葡萄，因為他吃起來甜甜的又很多汁，所以當我
每次吃下它的時候，都會感覺心情特別好。
我看過的葡萄有兩種顏色，一種是紫色，一種是綠色，
不論是哪一種顏色，都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C，而且它還長得
像一顆顆紫色和綠色的寶石，看起來真耀眼美麗。
我曾經和家人去葡萄園參觀，當我進去葡萄園的時候，
一串串葡萄出現在我的面前，彷彿像走進寶石店一樣，非常
美麗。
我喜歡吃葡萄，妹妹喜歡吃葡萄吐司，媽媽喜歡喝葡萄
醋，爸爸喜歡喝葡萄酒，我們全家都喜歡葡萄，真是謝謝農
夫種出來的葡萄，當葡萄季節來臨時，我們要支持買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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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朋友

大海鹹鹹的，
因為裡面
被放了鹽。

三年一班 沈邑安

我有很多好朋友，其中有一個最好的朋友，我們是一、
二年級的同班同學，他的名字叫楊博倫。
楊博倫他長得高高壯壯的，每天都笑咪咪的，個性也十
分活潑開朗，是一個非常好相處的人，只要有同學遇到困難
他都很樂意幫忙。我記得有一次我跑步受傷，他第一個上前
關心我，陪我去健康中心擦藥，讓我非常的感動。
每當下課的時候，我們都會一起玩遊戲。例如：鬼抓人、
捉迷藏…。我們兩個都玩得非常開心，當上課鐘聲響起我們
才依依不捨地走回教室，平常下課的時間我們也會去圖書館
借書，雖然我們偶爾也會吵架，但是很快就和好了，因為我
們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
現在我們已經三年級了，二年級的我們每天都形影不
離，雖然現在我跟他不在同一個班級，但他還是我最好的朋
友。

心的小船

三年二班

大海黏黏的，
因為他
想跟人類做朋友。
大海的願望，
只有自己
能找得到！

賞樹

三年三班

陳宥羽

我很喜歡觀賞樹木，因為樹讓人看起來很舒服很放鬆，
還有一種很可靠的感覺。
我家門前有幾棵樹，有櫻花樹、有橘子樹和一些我不知
名的樹。我常常觀察這些樹，這些樹種在一起真的很美，他
們的顏色隨著季節會有不同的變化，有嫩綠、深綠、淺黃和
褐色等，有時樹梢還開著花，長出果實，所以我喜歡看著這
些樹。
每次有空時我會去找這些樹朋友，會發現有些樹根有螞
蟻窩，螞蟻也在這些樹下生活築巢，每天忙進忙出，看著這
些小動物爬來爬去的，真的很有趣。除了螞蟻還有不同的小
鳥會來樹上唱歌和乘涼，蝴蝶也會飛來玩耍，椿象偶爾也來
熱鬧一下，樹的好朋友還真的特別多呀！
我感覺有樹的地方空氣特別好，風景也特別優美，雖然
我家門前只有這幾棵樹，但卻像小型公園一樣，好多生物都

鄭可昀

心是一葉舟，
細雨灑輕舟，
一點落舟前，
一點落舟中，
一點落舟後。
心的小船輕輕走，
小船上要載什麼呢?
心的小船載著想像力，
一起想像開心的世界，
一起想像炎熱的世界，
讓我們想像美麗的勝地，
讓我們發現新世界，
一起去探索神秘的寶藏。

會來休息、玩耍，我也常和家人朋友來這玩散步遊戲，所以，
我覺得有樹的地方，就有快樂！

心的小船載著思念，
一起思念小時候，
一起思念上學的快樂時光，
一起思念開心玩玩具的歡笑，
小船載著滿滿的回憶。

我有一個好朋友，她的名字叫梁筠槿。
她有一頭烏溜溜的頭髮，瘦瘦小小的身體，有著一張很
可愛的臉龐；運動的時候，她跑得很快，彷彿像羚羊一樣，
追都追不上；此外，她還有一顆善解人意的心，當她看到我
有困難時，都會立刻伸出援手來幫助我，所以我們成為無話
不談的好朋友
希望三年級重新分班時，我們還能同班，再一起分享生

我的好朋友

心的小船載著煩悶，
去世界各地去旅行，
把煩悶變成開心，
一起加入開心的世界。

神奇的大海

三年三班

林宇宥

活上的點點滴滴。

自我介紹

三年四班

陳秉澤

大家好！我是陳秉澤，我是一名小學生，我的身材有點
胖胖的，眼睛大大的，鼻子很挺，每個器官都沒有生病或損
壞，因為太調皮，所以很常被老師罵。
我很喜歡打球，有上籃球隊，也常常約同學打球，如果
有跟我興趣一樣的同學，可以邀我一起打籃球喔！我也很喜
歡上體育課，除了跳繩、躲避球和羽球我不太擅長外，其他
運動我都很拿手，其中最拿手的是跑步和打球。

三年二班 簡若純

大海熱熱的，
因為裡面
有一些小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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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優點是會幫老師和同學分擔一點工作；缺點則是愛
發呆、注意力很不集中、不喜歡讀書和上課，所以我常常被
老師罵，因此這些缺點，我一定要改過。

進入博物館園區裡，處處鳥語花香、遊客絡繹不絕，好
熱鬧啊！園區裡有很多昆蟲館，而我最喜歡的是「蝴蝶館」。
一進入蝴蝶館裡，映入眼簾的是各式各樣的蝴蝶。其中，我

看完以上介紹，你們認識我的嗎？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做
朋友，也要跟我玩喔！

喜歡的蝴蝶有枯葉蝶、大白斑蝶、鳳蝶和粉蝶，牠們都有自
己的特色，例如：枯葉蝶看起來就超級像枯葉，這可是牠的
隱身術，為了不讓天敵發現行蹤喔！而大白斑蝶因為體型
大，飛的時候看起來動作優雅緩慢，真像一位穿著白衣的天
使，好美麗啊！
這次的賞蝶活動使我收穫滿滿，不僅讓我認識了許多蝴
蝶，更感受到昆蟲世界的奧妙。

賞花

三年五班 劉莉瑛

我很喜歡花，喜歡花散發出來的淡淡花香，喜歡花的顏
色萬紫千紅，最愛的是站在一片花海中，彷彿自己就是個美
麗的花仙子。
記得有一年我和媽媽去日本的大花園玩。站在花園門
口，一眼望去，四處開滿了五顏六色的花，真美！踏進花園，
我們馬上跑去和花合照。走沒兩步，路上看到一隻布偶熊坐
在椅子上，當然也逃不過我的相機囉！繼續前行，走到一座

如果我是一片大海

洋生物，除了能讓心情愉快，也能豐富視野。
如果我是一片大海，我非常歡迎每個朋友來玩水嬉戲，
例如：游泳、衝浪、潛水等，展現活力與熱情。也可以用石
頭當積木，疊成一座山，或是也可以靜靜的看著海，聽著海
浪的聲音，放鬆心情，慢慢思考問題的答案，所以我要當個
有包容性的大海，接受各式各樣的朋友，給每一位朋友力量。
如果我是一片大海，我想要保護北極熊和快要滅絕的海
洋生物，我希望大家有環保意識，不要大量製造垃圾，減少
氣候暖化，讓人類世世代代都能享受海洋資源，這樣地球才
能永遠生生不息運轉著。

三年六班 周夙瑩

不字出頭成「木」頭，
今字多點「令」人笑，
夫字縮頭「天」地寬，
申字縮頭變成「甲」，
牛字沒頭變「午」安，
抱字少手成皮「包」，
多點少點大不同。

我的好朋友

如果我是一本書

三年八班

何定謙

如果我是一本書，我願意在小讀者無聊的時候，為他們
排憂解悶；難過的時候，讓他們忘卻煩惱；開心的時候，則
能學習更多新知，讓小讀者們變得更聰明。
如果我是一本書，我願意在早晨時，和小讀者一起沉浸
在書香世界，享受寧靜閱讀的樂趣。在讀書會時，和大家一
起熱烈討論探索書中內容，花最少的金錢，最少的時間，獲
得最大的效果，為學習加溫。
如果我是一本書，我要帶小讀者乘著想像的翅膀，遊歷
山川、穿梭古今、冒險犯難，帶領小讀者獲得更多新知，認
識這個美麗又驚奇的世界。

三年七班 謝昀妡

我的好朋友是周語彤，她是我安親班的同學，因為和她
有很多話題聊，所以我每天都很期待放學時的鐘聲來臨。
語彤是一位善良的小女生，她瘦瘦小小的外型，跟我高
高壯壯的外表截然不同！雖然外型不一樣，可是我們的髮型
一樣喔！我們都是短頭髮，而且還是烏溜溜的短髮呢！
語彤也是一個笑口常開的女生，讓人感覺很溫暖。每當
我們一起搭車去安親班時，她總是大方、主動的坐在我的旁
邊，我們一起聊著今天在學校發生的事情，聊得我們倆個都
笑呵呵的，車子就這樣默默的開到了我們的安親班門口。
接著我們都要升上三年級，希望我們仍然可以像現在一
樣，每天放學後都能形影不離的在一起，也希望我們會是永
遠的好朋友。

賞蝶

許馨方

如果我是一片大海，那我要孕育出很多色彩繽紛的海洋
生物，讓海底世界多彩多姿，這樣就能讓人們欣賞獨特的海

吊橋，橋下是一大片的蓮花，真壯觀！我們就在這大花園內
待了一整天，拍了很多照片做留念。
最近因為疫情，大家都不能出去玩，只能待在家裡，所
以我也只能翻翻之前出去玩的照片解悶。看到這些照片，不
禁又讓我想起那段美好的回憶。

文字變變變

三年八班

最好的朋友

三年九班

鄭珮瑄

我最好的朋友是蕭紫妘，她是我的安親班同學。在我最
需要朋友的時候，她在我身邊；遇到不會的功課時，她願意
教我；在我煩惱的時候，她願意聽我傾吐心事，她是最關心
我的朋友。
紫妘的外型嬌小可人、笑容滿面，因此大家都很喜歡
她，也都喜歡和她做朋友。我們因為同在一個補習班而認
識，也因為她個性活潑開朗、樂於助人，所以我們很快成為
了好朋友。在班上只要有同學被欺負、或需要幫助，紫妘總
是第一個跳出來幫忙，非常有正義感！在我眼裡，她就是我

三年七班 林宥權

回想起二二八連假，爸爸開車載著媽媽、弟弟和我一同
前往南投的木生昆蟲博物館遊玩，那一次出遊讓我非常開
心、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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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英雄。因為我常常跌倒，她總會把我扶起來，並帶我到
健康中心擦藥，所以，她讓我知道什麼是真友誼。我和她的
友情，與對她的感激是從不間斷的，她也把我視為最好的朋

在哥哥的帶領下，我們攀登楊梅步道，拜訪神木「楊梅
阿公、楊梅阿嬤」
，哇！他們已經活了五百歲，雖然生病了，
仍然努力的活下去，讓大家佩服。

友，平常在補習班，我和紫妘都會互相分享在學校遇到的事
情，不但會傾吐自己傷心的事，我們也會鼓勵彼此並共同成
長。老師曾說：「我們像一對童話故事裡美麗的蝴蝶，穿著
美麗的衣裳，採著甘醇的花蜜，彼此照應、共同生活著，真
是幸福呢！」聽完老師的話，我覺得緣分真的很奇妙啊！也
希望我可以和紫妘的緣分一直持續下去！
我希望從現在到未來紫妘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曾想過
和她一起創造屬於我們的特殊回憶，就是我跟紫妘一起在美
麗的彌豆子紙上寫下現在的心願，然後將它塞進乾淨的瓶子
裡，找一棵健康、翠綠的樹，埋進土裡、製成時光膠囊，等
我們長大，回憶起現在的點點滴滴，就可以一同回到校園，
像挖寶一樣把當時的快樂心情開啟，這樣的想像真是美好！
最後，我想說，我會好好珍惜這段友情的。

這趟旅程我享受到了清新自然的森林浴，還有風景如畫
的瀑布，以及五彩繽紛的蝴蝶，這是疫情和緩後第一次出
遊，所以格外讓人開心。最後大家收穫滿滿、心滿意足的回
家了。

賞櫻

三年十班

何雨璇

每年到了三、四月時，我們家裡附近的櫻花樹就開滿了
櫻花。櫻花是美麗的，它象徵著高尚、純潔、美麗，所以我
特別喜歡櫻花。
每一年我們全家人都會去 新竹麗池公園賞粉嫩的櫻
花。每年到了這個時候，人們都會來到這裡賞櫻踏青。櫻花
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更顯得嬌豔欲滴，讓我忍不住和它合
影。

賞雲海

三年九班

只要來新竹麗池公園，我們就一定會順路去逛逛新竹動
物園和參觀新竹玻璃藝術館。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玻璃館
內沒有冷氣，工作人員一邊流汗，一邊吹玻璃，完成一樣樣
精緻的作品，十分辛苦。
每一次出遊我們都會拍許多照片，留下滿滿的回憶。一
趟賞櫻之旅，讓我們知道，沒有努力付出，就不會有滿滿的
收穫。美麗的櫻花需要人細心照顧，精美的作品也需要師傅
熟練的技術才能完成呀！

廖翊妍

去年夏天，爸爸帶我們去拜訪了美麗的阿里山。阿里山
美景如畫，有許多獨特的景色，其中最讓我念念不忘的，就
是千變萬化的雲海。
在阿里山森林步道裡散步，好像撐了一把綠色的大陽
傘，非常涼爽。除了可以呼吸有益健康的芬多精，還有悅耳
動聽的鳥叫聲，讓人心滿意足，非常舒服。我們也去參觀了
神木，巨大的神木好像大巨人一樣保衛著阿里山珍貴的花草
樹木。坐在小火車上欣賞著外面的風景，涼涼的風迎面吹

賞月

來，綠綠的山和柔柔的白雲就在身旁，讓我和哥哥興奮不已。
最令我難忘的是壯觀的雲海。站在高處，看著雲層變
化，有時像五顏六色的棉花糖，看起來很好吃，好想咬一口；
有時像成群的綿羊在玩耍，很可愛；有時更像海浪一樣，一
會兒平靜、一會兒翻滾，變化萬千。雲海的樣子真的美麗極
了，讓人大開眼界。
我覺得阿里山很好玩，美景也讓我流連忘返，希望下次
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好好享受阿里山的美。

賞大自然

郭又睿

中秋節當天，我們一家人回宜蘭看望奶奶。晚餐過後，
月亮已悄悄升起，大家也七手八腳的準備烤肉的物品。
這時，媽媽已經剝好香甜可口的柚子，而我調皮地把柚
子皮戴在頭上當成帽子，爺爺和姊姊也已經把肉片、海鮮烤
的香味四溢，哈哈，此時我食指大動，今天真有口福啊！
望著天上皎潔的一輪明月，我真希望每年的中秋節，全
家人都可以快樂的聚在一起談天說地，真是幸福。

賞流星雨
三年十班

三年十一班

莊鈞雅

三年十一班

王靖喬

很久以前，我和家人去苗栗獅潭的「國王的移動城堡」
露營區露營。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的露營，所以當我看到帳篷
時，真讓我感覺到很興奮！
這次露營中，最令我難忘的事情是：看到流星雨。那天
晚上，我和家人吃完飯後，大人們告訴我們小孩，今天晚上
會有流星雨出現。我們每個小孩莫不馬上地看著天空等待。
忽然，有人大叫一聲「啊！」流星雨就從我們眼前，飄過去
消失不見了。
之後，我就一直躺在露營椅上盯著天空，很幸運的，我
又有看到數個流星從我眼前滑過，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哪！

今天我和家人去馬武督探索森林，一下車就看到好多蝴
蝶在空中飛舞，我發現在遊客中心前面有一整排花叢，只要
有人靠近，蝴蝶就三五成群的飛起，好像在迎接遊客到來，
緊接著我們就要爬山了！
我們首先挑戰元氣步道，我遇到了特別的動物好朋友—
面天樹蛙，一開始我以為牠是一顆石頭，沒想到牠竟然朝我
跳來，讓我嚇了一跳。接下來，我們沿途經過虹橋瀑布、馬
武督瀑布，那裡的水很清澈，摸起來涼爽無比，而瀑布的流
水聲就像動人的歌曲，令人心情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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