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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后里區月眉國民小學 

  寒假安全與生活輔導 
                   主題：家庭教育  107學年度寒假輔導 

發行人：廖曉柔 

編  輯：陳淑玲 

出  版：月眉國小輔導室 

日  期：一百零八年一月 

 

※重要訊息公告： 
（一）寒假 1月 19日開始；2月 11日開學正式上課(課後照顧開始)。 
                                                                                       
※教務處訊息： 

1. 恭喜！本校參加臺中市音樂比賽獲口琴合奏第三名。 

2. 寒假期間小朋友除了按時完成寒假作業外，請多與家人一起進行戶外休閒活

動，增廣見聞，學習書本以外的知識。鼓勵多閱讀書籍，寒假書寫的心得單也

能納入 107下學期的篇數計算，請小朋友多多累積篇數，成為閱讀小博士。 

3. 寒期多項活動，期待多樣化的機會，帶給學生多元學習，提醒參加的同學請依

時間到校上課，並注意活動安全及往來交通安全。 

                                                                                       

※寒假育樂營開班訊息： 
 參加的同學請準時，並注意活動安全及往來交通安全。 

 班別 日期 地點 授課老師 辦理處室 
1.  桌球 1/21-1/25，8:30-11:00 

(每天3節，共15節課) 

多功能教室 外聘 

林慶宗教練 
學務處 

2.  迷你網球 1/21-1/25，8:30-11:00 

 (每天3節，共15節課) 

風雨操場 外聘 

蔡文金教練 
學務處 

3.  圍棋 1/21-1/25，10:30-12:00 

(每天2節，共10節課) 

中年級 

課照教室 

外聘 

何楚麟老師 
學務處 

4.  足球 1/28-2/1， 8:00-9:30 

(每天2節，共10節課) 

操場或 

風雨操場 

外聘 

孫禮智老師 
學務處 

5.  籃球 1/28-2/1， 9:30-11:00 

(每天2節，共10節課) 

操場或 

風雨操場 

外聘 

孫禮智老師 
學務處 

6.  直笛學習營 1/21-1/23，10:00-11:30 

(每天 2節課，共 6節) 

音樂教室 蔡尚耘老師 
學務處 

7.  躲避球隊 

寒訓營 

1/28-2/1， 8:30-11:00 

(每天 3節課，共 15節) 

操場或 

風雨操場 

鄭玉花老師 
學務處 

8.  書法 1/21(一)~1/25(五) 

上午 10：00-11：30 

美勞教室 陳恆敏老師 
教務處 

9.  口琴隊寒訓 1/21(一)~1/25(五) 

上午 9：00-12：00 

團練教室 吳麗華老師 
教務處 

10.  寒假國語、數學 

學習扶助班 

1/21(一)~1/25(五) 

上午 8：40-11：50 

四甲-六年級 

一乙-四五年級 

一丙-二三年級 

林治豪老師 

王巧亭老師 

鄭玉花老師 

教務處 

                                                                                      

※輔導室訊息： 

（一）歲末新春，學校輔導工作在全體師生與家長的配合，孩子們將完成本學期學業， 

      感謝家長會對學校辦學的支持，祝福月眉所有學生及家長新年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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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寒假生活輔導注意事項： 

1. 接受同學或朋友邀約，應明白活動性質及去處，並明確稟告父母或長輩，說明去處，

徵得同意才前往。勿任意接受網友邀約外出會面，以確保個人安全。 

2. 寒假期間學生閒暇的時間多，因此容易使得學生沉迷於網路世界或遊戲，請家長注意

孩子的上網時間及行為並慎選電子遊戲，避免產生沉迷上癮現象，與孩子共同制訂上

網公約及培養正確的網路使用態度與習慣。 

3. 孩子於假期中有任何疑難，皆可向學校導師及行政老師聯絡，並請求協助幫忙(學校

電話：25562342；教務處 710、學務處 720、總務處 730、輔導室 740)。請善用 113 專

線，若有特殊及立即性問題，學生或家長第一時間可直接撥 113 專線，讓我們一起

來杜絕暴力及性侵害犯罪。 

(三)社會資源可以在假期間幫助你我他： 

1.當你生活上感到許多壓力，以下提供相關心理諮詢專線:  

(1)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我)提供 24小時免費心理諮詢服務。 

(2)生命線 1995 及張老師 1980 等專線，相關人員亦可提供適當的心理支持與輔導。 

2.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教育部家庭教育網 https://moe.familyedu.moe.gov.tw) 

Q1:有什麼樣的問題可以撥打 4128185 專線？   

 A:家人關係(親子、夫妻、婆媳…等)與溝通、家庭教育與學習的相關問題都可打專線。 

Q2：4128185家庭教育專線可以幫忙民眾什麼？   

 A：凡民眾有家庭問題、婚姻溝通、性別交往、自我調適、親子關係、人際關係等溝通 

   問題，皆可來電諮詢，全省家庭教育志工老師將提供民眾家庭教育諮詢輔導服務。 

Q3：當民眾有需要時，是否可以隨時來電，請求協助？   

 A：全國的家庭教育專線服務時間為週一~週六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週一~週五晚間 18:00~21:00。國定假日如休館，則會另於語音系統內說明。 

Q4：4128185家庭教育專線，是哪些人為民眾服務？   

 A：家庭教育專線是由全國家庭教育中心受過輔導訓練的志工老師，義務為民眾服務， 

   希望藉由支持陪伴，與民眾共同渡過生命低潮。 

Q5：4128185家庭教育專線服務，求助資料是否會外洩？ 

 A：家庭教育專線服務基於輔導倫理，皆會保密，以保障求助民眾之隱私與權益。 

Q6：諮詢需不需要額外付費？一次可諮詢時間多久？ 

 A:不需額外付費；看個案狀況，一次時間約 30-50分鐘。 

Q7:若有需要持續諮詢，多久安排 1 次較恰當？持續諮詢輔導老師是同一個人嗎？ 

 A:原則上 1週為佳(可視個案狀況，時間可做彈性調整約 1週 1次或 2 週 1次)； 

   原則是同一人，對於個案的服務較能全面性深入協助。 

Q8:我的家人有狀況，你可以主動打電話給我家人或到我家面談嗎? 

 A:不行，基於個案自主與倫理原則，家庭教育中心服務對象為當事人；若當事者家人 

   需要面談可由當事人邀約或陪同到中心面談。 

Q9:我有空的時間與中心服務的時間不同？但我又需要諮詢服務時，怎麼辦？ 

 A:若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服務時間與民眾諮詢服務時間不同時，將可提供其他單位諮詢 

   服務時間給民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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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年 寒 假 期 間 學 生 活 動 安 全 注 意 事 項 

寒假將至，為維護學生健康及安全，就下列事項加強提醒安全預防工作，以避免學生涉足

不良場所或從事無安全規劃之工作，肇生意外事件： 

一、活動安全： 

（一）室內活動： 

室內活動包含圖書館、電影院、百貨公司賣場、KTV、MTV、室內演唱會、室內團體活

動等，首先應熟悉逃生路線及逃生設備，了解消防（逃生）器材操作，如滅火器、緩

降機等，避免涉足不正當場所。 

（二）戶外活動的「四不要」提醒： 

1.不要逞強：進行登山、露營、溯溪、戲水、水岸、田野等活動時，除需做好行前裝備

檢查外，更應考量自身體能狀況，不要逞強。 

2.不要去危險水域：不要去公告危險水域或無救生人員地方進行活動。 

3.氣候不佳，不要從事戶外活動。 

4.不要在無防雷設施的建築物內避雨。 

二、交通安全： 

(一)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的統計顯示，校外交通意外事故為學生意外傷亡的主要原因。 

(二)下列交通安全注意事項： 

1、請切實遵守交通安全教育 4項守則： 

(1)你看得見我，我看得見你。 

(2)安全空間，不做沒有把握的動作，只要猶豫就不要去做。 

(3)利他的用路觀，不影響別人的安全。 

(4)防衛兼備，防止事故發生，不要讓自己成為事故的受害者。 

2、自行車道路安全：請配戴自行車安全帽，行進間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不可附載

坐人，請禮讓行人優先通行,行人穿越道上請下車牽車，依規定兩段式左(右)轉、行駛時，

遵守行車秩序規範。 

3、行人道路安全：穿越道路時請遵守交通號誌指示或警察之指揮，不任意穿越車道、闖紅

燈，不任意跨越護欄及安全島，不侵犯車輛通行的路權，穿著亮色及有反光的衣服、在

安全路口通過道路。 

三、居住安全： 

（一）居家防火、用電安全： 

為降低居家意外事故發生，注意居家防火、用電安全，火災時切勿慌張，應大聲呼叫，

切勿躲在衣櫥或床鋪下等不易發現場所。並提醒家長有關打火機及點火槍等點火器具

之放置場所，應予上鎖，請家長告知學童家中的避難逃生路線，以建立危機意識並維

護學子居家安全。 

（二）賃居安全：  

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時，要注意室內空氣流通，使用時切忌將門窗緊閉，

易導致一氧化碳中毒；有頭昏、噁心、嗜睡等身體不適情況發生，應立即打開通往室

外的窗戶通風，若身體嚴重不適時，請先前往通風良好的室外環境，再打 119 電話或

與親友(學校)求助。外出及就寢前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關閉。 

四、校園及人身安全： 

    提醒學生寒假期間配合學校作息，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避

免單獨到校園偏僻的死角，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絕不單獨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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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若於校內外遭遇陌生人或發現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或快速跑

至人潮較多地方或最近便利商店，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並隨身攜帶個

人自保物品如防狼噴霧劑、哨子等，以備不時之需。 

五、藥物濫用防制： 

(一)提醒家長關心學生校內外交友及學習狀況，寒假期間應保持正常及規律生活作息，不依賴

藥物提神，務必提高警覺並且不隨意接受陌生人的物品及飲料。 

六、詐騙防制： 

(一)寒假期間勿點選不明簡訊網址，避免手機中毒被當成跳板而四處散發簡訊，切勿洩漏帳號

與密碼，使歹徒有機可乘。 

(二)歹徒常利用小額付費機制進行詐騙，建議學生可向電信公司申請關閉手機小額付費功能，

並且切勿代收簡訊。 

(三)應切記反詐騙 3步驟：「保持冷靜」、「小心查證」、「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尋求協助。(網址 http://www.165.gov.tw/index.aspx) 

(四)可關閉「允許自其他裝置登入」功能，以降低被盜用機率；另學生或其家屬接到親友使用

通訊軟體傳訊息借錢時，應當面或電話與對方聯絡，未確認真偽以前不可貿然匯款，以免

上當。 

七、網路沉迷防制 

假期間學生閒暇的時間變長，加上行動上網的普及，各式上網載具亦提供了種類多元的應

用程式與遊戲下載，因此更容易使得學生沉迷於網路世界或遊戲，近年來由於過度沉迷於

玩手機遊戲所引發的病症也逐漸增多，特別是對肩頸、手腕與眼睛的傷害，提醒家長應注

意孩子的上網時間及行為，並與孩子共同制訂上網公約及培養正確的網路使用態度與習

慣。 

八、學生發生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管道： 

    學生於寒假期間發生各類意外事件，可運用各級學校校園安全聯繫電話  請求協助。學校

電話 04-25562342#720。 

 

1 0 8 年 寒 假 期 間 學 生 流 感 、 健 康 體 位 、 
口 腔 衛 生 、 視 力 保 健 宣 導 

*預防流感養成衛生好習慣，若出現發燒、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狀，請做好呼吸道衛生與

咳嗽禮節，戴口罩、掩口鼻、勤洗手、生病盡速就醫，多在家休息，避免去空氣不流

通場所。 

*肥胖的原因，主要在於飲食和運動，三餐飲食均衡定時定量，蔬菜水果不可少，拒絕

含糖飲料及增加運動，是正確控制體重的不二法門。 

*建立潔牙好習慣，牙刷牙線牙膏含氟(1000ppm)不能少，三餐飯後刷刷牙，飯後甜點再

一次，定期檢查保健康，不怕蛀蟲來找碴。 

*<視力保健的叮嚀> ~~愈小預防愈好   

 保護孩子的視力，請提醒並留意孩子的行為： 

1. 每天睡飽 8小時。 

2. 每天五種蔬菜水果。 

3. 近距離用眼 30 分鐘要休息 10分鐘。 

4. 每天戶外活動 120分鐘。 

5. 每天使用電視、電腦、電玩、手機不超過 2小時。 

 

http://www.165.gov.tw/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