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暑假前進國中銜接營

人本教育基金會
2018 暑假 給小六畢業生最好的禮物

前進國中銜接營
暨爸媽的選修課

為什麼需要銜接營？
即將升上國中的孩子都知道：好日子就要過完了。
也許，這是成長的必然代價，但無可諱言的，我們的國中也確實還有一些未盡合理
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要再三告誡「你還這麼貪玩，等上國中就知道厲害了」，
以加深他的恐懼呢？還是助他一臂之力，幫他做好準備，以便迎接這個「銜接」的挑戰
呢？
舉個例子來說：許多國中老師相信「下馬威」可以「震住」這些小野獸，所以很少
肯露出一點好臉色；但是，如果我們的孩子能夠了解這是一種策略，也多一份察言觀色
的本領的話，或者可以從那疾言厲色中看出一絲善意，而只要一絲絲來自老師的溫暖，
就足以支撐他渡過許多難關。所以，我們為孩子準備了這樣的課，讓他掌握國中裡的各
種「眉角」，並跳脫有害的升學壓力。
當然，最根本的還是學習方法。總的來說，十二歲正是脫離「憑感覺」來認知，而
進入「形式運思」的時期（依照認知發展理論）
，但我們的教育體系，很少讓小孩知道自
己正處在這種重大的轉變之中，卻常常用考試來逼迫他。所以我們也為孩子安排了相關
的課，分別從三個主要科目和拓展記憶能力入手，幫他們發展新的學習方式。
然而，如果隔壁坐著一個很漂亮的女生，或有一個很帥的男生寫信來呢？還有，如
果在某個特別的時候，突然發現還有一個另外的自己，住在自己的身體裡，卻比別人更
顯得陌生，那又該怎麼辦呢？關於這些，我們也設計了特別的課程，讓小孩可以走出自
己的路，而不致迷失在成長的迷霧裡！
您還在擔心小孩能不能適應國中嗎？
我們雖然沒有把握能讓所有的鞋子都適應腳，但絕不贊成「削平了腳去適應鞋子」!
我們堅決相信，如果有人願意誠心誠意幫他一把，讓他更強壯一些，更有能力一些，
更自信一些，特別是，更知道自己的重要，更自主一些，那麼，和人生所要遇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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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來，國中根本就不值得放在心上！
我們的小孩無須適應國中，他要把國中收納到方寸之間，作為揣摩與探索這個世界
的一個開端！
所以，我們不只是要幫小孩銜接，更要和小孩一塊兒前進國中！
另外還有「爸媽的選修課」
，由國中現職老師和對國中校園生態有深入了解的大學教
授聯席開講，讓孩子在前進國中的同時，爸爸媽媽也絕不缺席！

一、課程內容介紹：
課程名稱
1-1 十二年國教

內容簡介
國中是圍籬，沒有一個孩子逃得掉；但那圍籬中也有陽光，只看我們的

改變了什麼？ 孩子能不能掌握得到。被叫到學務處時，該怎麼舉動？被大聲斥責時，
該怎麼回應？被同學欺負時，要報告老師嗎？被老師誤會時，要怎麼自

1-2 圍籬中的陽光 清？為了上國中，每個人都已經充分準備好了許多的「害怕」；在這一
堂課裡，我們要為孩子準備自信，經由提供各種難題的解法。
第一項法寶是：圖像思考，可以幫助孩子把直覺和推理結合起來，順利
進入形式運思模式；第二項法寶是：虛擬實境，把每一個問題都放在具

2. 迎戰國中數學
的三大法寶

體的情境裡來看，孩子就可以突破抽象符號演算的困境；第三項法寶
是：自我覺察，要在每一個學習的環節中，深切體會自己的狀態，反覆
自問心中的感覺，務必要達到心中透亮的程度才能罷手，而絕不能只求
多做題目。這一堂課裡，要舉很多數學實例，讓孩子看到這三項法寶將
如何讓他立於不敗之地。
《淮南子》上說：「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使用文字，為什麼

3-1 穿越文言文

能這麼讓人驚心動魄？但我們從課本上,或所謂課外書上所讀到的，為什
麼總是讓人失望？所以，必須要跳脫一般為國中生準備的那些閱讀材
料，才能真的培養出閱讀興趣，和閱讀能力。而寫作，也必須在「有話

3-2 閱讀與寫作

想寫」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真的進步；只是練習「作文」，只會把人的
寫作能力耗盡。那麼，到底該怎麼做呢？這一堂課將提供可以持續三年
的計劃，包括執行的方法，大幅提升孩子的閱讀與寫作能力。

4-1 從印象派到

小學的英文課是遊戲式的，這並沒有什麼不對，但有它的侷限性；一旦

立體派的語言 要往更深處去掌握一種語言能力，就不能只是憑著「多說、多聽」，這
學習法

只能加強表面的印象而已（姑且稱為印象派）。在這堂課裡，我們將提
供一些建立在語言學研究上的學習方法；這些方法，主要是集中在語言
的心理機轉，簡單說，有三個向度（所以稱為立體派）：一是思辨，即

4-2 輪轉英文

多想一句話為什麼要那麼說的道理（而不是只照著範句模仿）；一是對
比，取中英文或台語客語來相互對照，以感受一種說法、一種語法的味
道；一是直覺，語言畢竟是要以聲音呈現的，字、詞、語句在什麼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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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聽起來應該會是怎麼樣，這種直接的感覺，必須小心地建立起來。

記不起來？可能是忘得不夠！傳統的記憶法，只知訓練人如何記得；但

5. 從 8G 到 8T 的
記憶體升級法

新時代的記憶法，卻更強調如何把不重要的東西忘掉，以便挪出空間
來。這堂課，要帶領孩子認識大腦中掌管記憶與學習的「海馬迴」的運
作，並發掘記憶的秘密──只要用對方法，孩子的頭腦就會像一張記憶
卡，馬上就從古代的8G upgrade到8T！
因為青少年的生理變化和心理衝動太過明顯，我們很容易忽略了心智和
人格也是同步邁向成熟的：大自然早就安排好了，一旦產生了新的欲

6. 少年維特的
煩惱

望，就同時也具備了駕馭它的力量。可惜的是，一般師長對待青少年，
總是要用壞心眼去猜想，而不肯相信他們處理自身問題的能力。其實，
只要認真把事情說明白，把無知與迷信趕走，把流行的錯誤觀念澄清，
每一個孩子都能以最優雅的姿態，展現青春的美麗與光亮。這一堂課，
就是要好好和孩子們談一談維特的心事。
人慢慢長大的時候，有一天，會突然看見自己，想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個

7. 突然看見
我自己

體；不想被人管，不想配合別人的習慣，還會覺得跟爸媽走在一起有一
點點的丟臉。這一堂課，我們將跟孩子談，如何讓自己成為真正的自己，
同時，還能讓別人也很放心！

二、營隊流程範例（四天三夜）：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08:30-09:00

早餐
開學
十二年國教

09:00-12:00

改變了什麼？
圍籬中的陽光

12:00-13:30

從印象派到立體
派的語言學

迎戰國中數學的

突然看見

三大法寶

我自己

輪轉英文
午餐，自由活動

穿越文言文
13:30-16:30

少年維特的煩惱

從 8G 到 8T 的

結業

記憶體升級法

讚美時間

閱讀與寫作
16:30-18:30
18:30-20:30
20:30 之後

第四天

晚餐，散步，打球時間
電影座談會

銜接營創意市集

國中生活座談會
（與國中現職老師）

星光夜語，談心時間

三、│前進國中銜接營│全國梯次表（均為過夜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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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報名處

洽詢、報名專線

07EJ01

台北市 台灣神學院

7/01(日)-7/04(三)

台北

02-23661906 #303

07TJ01

嘉義縣 稻江管理學院

6/27(三)-6/30(六)

台中

04-23200078

【對象】今年小六畢業、即將上國中的孩子
【每梯名額】60 人，分兩班上課，每班 30 人
【活動費用】6,800 元
梯隊接送：
詳細集合資訊及攜帶物品將於出發前一週另寄行前通知。

四、全國講師陣容：
馮喬蘭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吳麗芬 人本教育基金會文字與圖像總監

謝淑美 人本教育基金會副執行長

江思妤 人本教育基金會三重青少年基地館長

張

邱曉芬 人本教育基金會想想研發中心主任

萍 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聯合辦公室主任

李慧貞 人本教育基金會新竹辦公室主任

黃俐雅 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聯合辦公室工作委員

王士誠 人本教育札記主編

陳雅萍 人本教育基金會親職講師

劉威羲 人本教育基金會數學想想國教師

何淑真 森林小學教師

（持續新增中）

│爸媽的選修課│
本課程對外開放，不限孩子參加銜接營的父母，亦不限小六畢業生的家長
專為新手國中家長設計的一日成長班（整日共 6 小時）
，內容如下：
1.
2.
3.
4.
5.
6.

國中現況—校園文化及教師心態
升學主義與課業壓力—因應作業、大小考與會考的方法
座談與討論
青少年次文化—孩子們都在想些什麼？
爸媽是小孩最後的支柱—十二年國教改變了什麼？如何陪著小孩上國中？
座談與討論

一、講師陣容：
每一場次都將有「深入了解國中現況與校園生態」的國中現職老師、及一位大學教授共同開課，
與您對談。

二、│爸媽的選修課│全國場次表：
上課日期

上課地點

報名專線

講師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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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日) 09:00-16:00

台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教室

02-23661906 #303

6/30(六) 09:00-16:00

人本基金會 台中辦公室

04-23200078

大學教授、
國中現職老師
邀請中

【對象】本課程對外開放，不限孩子參加銜接營的父母，亦不限小六畢業生的家長
【每場名額】80～100 人
【課程費用】每人 1,000 元（含午餐）；
凡孩子參加銜接營者，父母報名本課程每人只要 700 元，
夫妻同行總共只要 1,000 元。（本課程為一整日，恕不受理單堂旁聽）

● 2018/04/25 早上九點，請上官網線上報名 http://www.hef.org.tw
本次報名將採用網路報名及線上刷卡系統，請務必先上網了解報名方式。
報名方法：
 請上網報名，或來電預約名額，名額保留三天，可親自到人本辦公室繳交報名表及費用，或
三天內將報名表及劃撥收據／ATM 轉帳明細／信用卡繳費單，傳真或郵寄至報名處。
 請於傳真後來電確認傳真及資料無誤。
退費辦法：自梯隊出發日算起（請務必詳閱）
1. 一 星 期 以 前 通 知 本 會 者 ， 九 折 退 費 。
2. 一 星 期 內 ， 三 天 以 前 通 知 者 ， 六 折 退 費 。
3. 出 發 前 兩 天 通 知 者 ， 三 折 退 費 。
4. 活 動 期 間 退 出 者 恕 不 退 費 。
5. 刷 卡繳費者，以信用卡退費。（次月帳單上會有負數金額，可抵當月刷卡費用）
6. 劃撥、ATM 轉帳或現金繳納者，將以匯款方式退費，於要求退費之後約一個月內收到。
您的權益：
1.

持有人本之友捐款人卡之家庭，或三人以上團報，可享九折優待。

2.

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致取消營隊或延期，學員可選擇另擇期
參加同性質不同梯次之營隊，或選擇原全額之九折退費。

3.

營隊於進行當中，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為確保學員之安全，
得由主辦單位決定提前結束，並於計算全部成本後，扣除已發生之費用以及未發生但屬於必
要之費用後，剩餘費用全數退還。

各地傳真電話及劃撥帳號：


台北

地址：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77 號 7 樓
傳真：02-23638215
劃撥帳號：13385805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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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地址：403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30 號 3 樓
傳真：04-23205734
劃撥帳號：22195367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ATM 轉帳（2018.04.06 更新）：可利用全國【ATM】進行付款，匯入以下帳號
戶名： 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銀行：聯邦銀行公館分行（銀行代碼 803）
帳號：10021+手機號碼末九碼，共 14 碼數字。
例如：09xxxxxxxx，則輸入 10021+9xxxxxxxx
劃撥或轉帳後，請將報名表連同劃撥收據影本或 ATM 轉帳明細一起傳真或郵寄至報名處；
信用卡繳費請填妥報名表後附之信用卡繳費單，並傳真至報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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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國中【銜接營】報名表
孩子姓名
出生年月日

（辦保險、務必填寫）

梯隊代號 07_______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血

型

畢業的小學

□□□
地

（辦保險、務必填寫）
要前進
的國中
家裡電話

址
家裡傳真

爸爸姓名

服務單位

身分證字號

手 機

媽媽姓名

服務單位

身分證字號

手 機

e-mail

帳號主人

請孩子說說你對國中生活的期待與想像（簡述即可）：

繳費金額：6,800 元

繳費方式：□現金

□劃撥

□ATM 轉帳

請在劃撥單之「通訊欄」註明「銜接營」與孩子的姓名

□信用卡

□人本之友捐款人，卡號＿＿＿___＿（可打九折）

注意事項：一、本報名表請連同劃撥收據影本／ATM 轉帳明細／信用卡繳費單
二、請問你是從哪裡得到銜接營的訊息：□1.網站：__________站
□3.親友介紹

□4.收到電子或實體 DM

傳真或郵寄至報名處
□2.以前參加過人本營隊：_________營

□5.其它___________

【爸媽的選修課】 報名表

課程代號 07______

爸爸姓名

服務單位

身分證字號

手 機

媽媽姓名

服務單位

身分證字號

手 機

請說說你對孩子即將進入國中的期待與擔心 （簡述即可）：

地 址

e-mail

費用：每人 1,000 元(含午餐)；凡孩子參加銜接營者，父母報名本課程每人只要 700 元，夫妻同行 1000 元
繳費方式：□ 現金

合計：_________元

□ 劃撥

□ ATM 轉帳

□ 信用卡

請在劃撥單之「通訊欄」註明「爸媽選修課」與參加人的姓名
※ 發票資料：□捐贈發票給人本（愛心碼 31809）□二聯式電子發票（索取紙本，請提供收件地址）□二聯式電子
發票會員載具（Email 通知，若中獎會另寄通知及紙本發票供兌）□三聯式電子發票（Email 通知））□三聯式電子
發票（索取紙本，請提供收件地址）※ 三聯式發票請提供發票統編：＿＿＿＿＿＿＿________
若您要使用信用卡付費，請填寫信用卡相關資料

人本 2018【銜接營】信用卡繳費單
信用卡別

□聯合信用卡
□AE CARD

□VISA CARD □MASTER CARD
□JCB CARD

商店代號
持卡人簽名

持卡人姓名:

有效期限

背面末 3 碼

信用卡號
-

-

-

梯隊代號 07

授權碼

西元

20

年

月止

（消費者本欄免填）

發卡銀行

01-016-1339-0
消費金額
(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_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小孩姓名：

（孩子參加銜接營者）

註：1.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使用或訂購物品，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
2. 同時報名銜接營與爸媽選修課者，可將付費金額合併填寫於同一張信用卡繳費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