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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經典文化教育協會文化扎根發展脈絡 

 

  協會成立 

◎送件日期：1999年8月10日（星期二） 

 9月05日台北市讀經協會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議 

      (北市社一字第8825324000號) 

 9月23日台北市讀經協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北市社一字第8826419600號) 

 10月10日台北市讀經協會成立大會 

        (立案證書：北市社會字第1708號) 

 11月18日核准加入臺北市成人終身學習協辦單位 

         (北市圖諮字第8860618400號) 

 

◎送件日期：2003年6月26日 (北讀字第九二○六○○三號函) 

  7月2日本會志願服務運用計畫，社會局准予備查 

      (北市社工字第09237021400號) 

  7月7日本會志願服務運用計畫，文化局准予備查 

      (北市文化四字第09230919800號) 

 

◎第一次更名日期： 

  2008年1月1日團體名稱變更為「臺北市經典文化教育協會」 

◎再次更名日期： 

  2009年6月8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北市社團字第09837364500號) 

  同意核備本會更名為「中華經典文化教育協會」 

 
   協會會址、聯絡方式： 

◎會址：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40號2樓 

◎電話：（02）2595-9083、2598-9181 

◎協會網址：http://www.taclassic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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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家 禮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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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日期 9:00~9:30 9:30~10:00 10:00~10:30 10:30~11:30

1 111.03.19

2 111.03.26 孝經:三才章第七 論語:里仁11～14 唐詩：17

111.04.02

3 111.04.09 孝經:孝治章第八 論語:里仁15～19 老子：第18章 食物1

4 111.04.16 孝經:聖治章第九 論語:里仁20～26 唐詩：18 食物2-五色食療

5 111.04.23 孝經:紀孝行章第十 論語:公冶長1～3 老子：第19章 食物3-基改與有機

6 111.04.30 孝經:五刑章第十一 論語:公冶長4～6 唐詩：19 食物4-食譜

7 111.05.07 孝經:廣要道章第十二 論語:公冶長7～8 老子：第20章 母親節活動

8 111.05.14 孝經:廣至德章第十三 論語:公冶長9～10 唐詩：20 良知端正1-亞特蘭提斯

9 111.05.21 孝經:廣揚名章第十四 論語:公冶長11～14 老子：第21章 食物篇總複習

10 111.05.28 孝經:諫諍章第十五 論語:公冶長15～18 唐詩：21 良知端正2-生態村 馬沓芬內羅

11 111.06.04

111.06.11 孝經:感應章第十六 論語:公冶長19 老子：第22章 良知端正3-生態村 波利諾貝羅

12 111.06.18 孝經:事君章第十七 論語:公冶長20～22 唐詩：22 良知端正4 生態村 斯拉夫諾耶

13 111.06.25 孝經:喪親章第十八 論語:公冶長23～25 老子：第23章 智慧光明-猶太民族

14 111.07.02 孝經複習 論語:公冶長26～28 唐詩：23 智慧光明-禮

15 111.07.09 千字文：天地玄黃～菜重芥薑 論語:雍也1～2 老子：第24章 靜心靜坐

16 111.07.16
千字文：海鹹河淡～率賓歸王 論語:雍也3～4

唐詩：24 情緒和諧悠閒1-大吼大叫企鵝媽媽

17 111.07.23 千字文：鳴鳳在竹～器欲難量 論語:雍也5～6 老子：第25章 聽我說謝謝你表演

18 111.07.30 千字文：墨悲絲染～忠則盡命 論語:雍也7～8 唐詩：25 情緒和諧悠閒2-蓋章

19 111.08.06 千字文：臨深履薄～去而益詠 論語:雍也9～10 老子：第26章 父親節活動

20 111.08.13 千字文：樂殊貴賤～顛沛匪虧P18 論語:雍也11～15 唐詩：26 易經1-八卦的由來

21 111.08.20 千字文：性靜情逸～甲帳對楹 論語:雍也16～20 老子：第27章 情緒和諧悠閒3-九九乘法

22 111.08.27 千字文複習 論語:雍也21～24 唐詩：27 易經2-八卦的先天數字

111.09.01 孔廟祭孔大典 教室無法使用9/1~9/30

111.10.08

23 111.10.15 千字文：肆筵設席～驅轂振纓P19 論語:雍也25～28 老子：第28章 情緒和諧悠閒4-海德瑪麗.史懷莫

24 111.10.22 千字文：世祿侈富～趙魏困橫 雍也複習 唐詩：28 易經3-八卦取象歌

25 111.10.29 千字文：假途滅虢～鉅野洞庭P20 論語:述而1～5 老子：第29章 情緒和諧悠閒5-海德瑪麗2

26 111.11.05 千字文：曠遠綿邈～勉其祗植 論語:述而6～10 唐詩：29 易經4-八卦五行

27 111.11.12 千字文：省躬譏誡～梧桐早凋P21 論語:述而11～15 老子：第30章 情緒和諧悠閒6-海德瑪麗3

28 111.11.19 千字文複習 論語:述而16～20 唐詩：30 易經5-八卦的自然現象

29 111.11.26 千字文：陳根委翳～侍巾帷房P21 論語:述而21～25 老子：第31章 情緒和諧悠閒7-許哲

30 111.12.03 千字文：紈扇圓潔～執熱願涼 論語:述而26～29 唐詩：31 易經5-乾宮八卦

31 111.12.10 千字文：驢騾犢特～晦魄環照P22 論語:述而30～33 老子：第32章 石碇人文探索之旅

32 111.12.17 千字文：指薪修怙～焉哉乎也P22 論語:述而34～37 唐詩複習 班務經營

33 111.12.24 千字文複習 論語複習 老子複習 班務經營

111.12.31

112.01.07

元旦新春活動

111年度臺北孔廟親子共讀經典班暨姊妹班 成果發表會(因補班補課，延至3月舉行)
中華經典文化教育協會「經典生活化 生活經典化」

地址：臺北市酒泉街140號2樓  洽詢電話：(02)2598-9181

http://www.taclassics.org.tw　Email: taipei.study@gmail.com

111年度臺北市孔廟親子共讀經典子夏班課程表(範例)

中華經典文化教育協會 薪火相傳拜師禮開學日

清明節連續假日停課一次

端午節連續假日停課一次

中華經典文化教育協會23週年慶(辦理校外教學；延後到12/10舉行石碇人文探索之旅)

國慶日連續假日停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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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教學 
 

1、【開始上課時】 

大家請起立，面向大成殿向至聖先師孔子行三鞠躬禮，一鞠躬、

再鞠躬、三鞠躬，禮畢，請坐。 

 

2、①(主班老師開場邀請第一堂課老師上場)：各位家長各位

小朋友大家好，我們第一堂要上的是○○課，讓我們用一個愛

的○○鼓勵來請○○○老師來與大家一起分享○○課...。 

 

  ②(或由上課老師直接開場)：各位家長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這堂課要分享的是○○課，請大家把○○課本拿出來！讓我們

先用一個愛的鼓勵來鼓勵自己一下(同時教新的愛的鼓勵)。 

 

3、現在我們來複習上次學習的○○課，請大家翻到第○○頁

準備，左手（壓書）——右手(點字)大家一起念，預備開始…

（直到整段念完），現在開始驗收，請不看書就能誦讀出來的

小朋友全部到前面來排隊。 

 

（班規有說安靜、迅速有禮貌），就是這時候大家出來排隊要

安靜、迅速有禮貌（整隊大致完成後）聽老師的口令動作；立

正。上台一鞠躬(大家好)（小朋友好），現在要驗收要念的是

○○（某一段）預備開始…（請老師要和小朋友一起念誦整段

全文，老師也可以看著書念） 

 

哇！小朋友都誦讀的很棒！老師要送給你們一個愛的鼓勵（請

一個小朋友抽“愛的鼓勵”），好！○○愛的鼓勵預備開

始……，一個愛的鼓勵另外再送兩個榮譽章，等一下回座位坐

時請（老師或家長）幫忙蓋，下台要聽老師口令動作哦！立正

（一二）下台一鞠躬（謝謝大家） 

（小朋友好棒）請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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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好！讓我們開始來學習新的內容課、各位小朋友請翻開○

○課本第○○頁，跟著老師念，老師念一遍、大家跟著念一遍，

左手（壓書）—右手（點字）；弟子規（弟子規）、總敘（總敘）、

弟子規（弟子規）、聖人訓（聖人訓）~~~（整段教學念完）。

現在老師念一遍，大家要念兩遍哦！左手（壓書）—右手（點

字）；弟子規（弟子規）…… 

（整段教學念兩遍念完時，要給予一個愛的鼓勵或帶動遊

戲）。 

 

5、現在邀請家長來代替老師念一遍，小朋友再跟著念一遍，

好！左手（壓書）—右手（點字）請家長開始!(弟子規)~~~

（直到整段念完） 

 

6、現在請大家一起從頭到尾把整段念一遍，左手（壓書）—

右手（點字），預備開始！弟子規~~~（直到整段念完），大家

都念的很棒，老師要送給大家一個愛的鼓勵。 

 

7、今天我們一起所學習的內容，大家回家要每天讀五遍哦！

每天讀經讀五遍，脾氣毛病都不見（這二句要教大家會接龍

念出來），下次上課時老師要驗收哦！ 

 

8、（如果還有時間，就再複習更早以前教過的）（時間到的就

結束請說）今天我們一起所學習的內容請小朋友回家一定要

每天讀經讀五遍，脾氣毛病都不見（此二句要求大家要回接

龍念出來）。 

 

9、現在讓我們用一個○○愛的鼓勵感謝（也可以請小朋友先

選或老師推薦）○○老師給我們的生動教學；接下來讓我們

用一個○○愛的鼓勵（也可以請小朋友先選或老師推薦）來

請○○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下一堂課的○○，○○愛的鼓勵

預備開始…！○○老師，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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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天的課程結束時，要行下課禮】主班老師要帶著大家

念誦“每天讀經讀五遍，脾氣毛病都不見，隨手做環保，健

康沒煩惱。”大家請起立，面向孔子行三鞠躬禮，一鞠躬、

再鞠躬、三鞠躬，面向老師一鞠躬，志願者老師要回禮；請

家長和小朋友面對面站好，小朋友們向家長一鞠躬；家長擁

抱下我們的孩子。 

 

11、音樂起（爸媽謝謝你…） 

 

 

 

 

說明： 

每次愛的鼓勵抽籤後，將抽中的籤拿出來，以免重複；儘量

照顧到多數孩子，讓性格內向的也有機會表現；課堂氣氛的

帶動與控制：以愛的鼓勵為主；控制榮譽章次數；控制穿插

故事的時間長度，故事不得超過三分鐘；控制只有少數人參

與之遊戲的長度；用“最高品質靜悄悄”控制場面；時刻提

醒小朋友拿出一陽指，小手牽大手，大手牽小手；老師上台

要著裝整齊，穿志工服裝須繫上鈕扣；向台下一鞠躬，揖深

圓，立端正，切忌左右搖擺。 

 

 

用“愛的鼓勵”來輔助教學。 

誦讀的是聖賢經典，收穫的是生命智慧，與經典的邂逅使我

們的心靈更加純粹。帶著這一份純粹，我們有理由相信，人

類的明天會更加美好，世界的和諧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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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鼓勵 
 

1、愛的親親（口述版）： 

（1）用(啵)聲將愛的鼓勵完整發出來。 

（2）愛的鼓勵後，加手勢及（嗯啊！嗯啊！吱吱吱）。 

 

2、愛的櫻木花道：愛的鼓勵後，大笑三聲再說(我是天才)。 

 

3、愛的火花：愛的鼓勵後，以手勢並發出咻．碰的聲音。 

 

4、愛的煙火：愛的鼓勵後，以手勢並發出咻．碰，咻．碰

碰，咻．碰碰碰。 

 

5、愛的小叮噹： 

（1）愛的鼓勵後，以手勢並發出當．．帥。 

（2）愛的鼓勵後，小小的叮噹、叮噹叮噹，中中的叮噹、叮

噹叮噹，大大的叮噹、叮噹叮噹，超大的叮噹、叮噹叮噹。 

 

6、愛的小丸子：愛的鼓勵後，再加手勢並說（真是太好

了）。 

 

7、愛的震撼：以腳用(愛的鼓勵)節拍踏地。 

 

8、愛的天使：愛的鼓勵後，加手勢並說出（擦亮你的光圈，

揮動你的翅膀，勇敢向前飛）。 

 

9、愛的一萬次：愛的鼓勵後，加手勢並說一萬次。 

 

10、愛的很不錯：愛的鼓勵後，加我真的很不錯，我真的很

不錯，我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錯，我頭腦也不錯，我臉蛋也不

錯，我身材也不錯，我上上下下都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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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愛的噴火（水）(冰)龍：愛的鼓勵後，加我上面也噴火

（水）(冰)，我下面也噴火（水）(冰)，我上上下下，左左

右右都噴火（水）(冰)。 

 

12、愛的一度贊： 

愛的鼓勵後，加媽媽咪呀！媽媽呀！媽媽咪啊！媽媽啊！

嗯！讚！(翹起大姆指)。 

 

13、愛的泡泡龍：愛的鼓勵後，加上龍就是龍，泡就是泡，

龍的泡的泡的龍的泡泡龍。 

 

14、愛的心肝寶貝：愛的鼓勵後，加手勢並說出（你是我的

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的心肝寶貝）。 

 

15、愛的送出國：愛的鼓勵後，加手勢並說出（給你拍拍

手，給你放煙火，為你削蘋果，送你去出國）。 

 

16、愛的皮卡丘：愛的鼓勵後，加手勢並說出（皮卡，皮

卡，咻）。 

 

17、愛的羅蜜歐與茱麗葉：愛鼓勵後，加手勢並說出羅蜜歐

的歐呀！朱麗葉的葉呀！歐耶!歐耶！ 

 

18、愛的荷包蛋：大姆哥、加點油，二姆弟、打個蛋，三中

娘、撒撒鹽，四小弟、翻一翻，五小妞妞、呈起來；嗯..好

香喲，送給你，請慢用。 

 

19、愛的好棒：愛的鼓勵後，加手勢並說出棒，很棒，非常

棒，好，很好，非常好。 

 

20、愛的頂瓜瓜：冬瓜、西瓜、哈蜜瓜，姓名或班級名稱，

頂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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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愛的瓜瓜叫： 

愛的鼓勵後，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巧，四回好，五回妙，

六回呱呱叫。 

 

22、愛的四句話： 

愛的鼓勵後，對不起、請原諒，謝謝你、我愛你。 

 

23、愛的三朵花： 

愛的鼓勵後，一朵花，兩朵花，三朵花，送給你，我愛你。 

 

24、愛的小鴨子： 

愛的鼓勵後，咕嘎嘎，咕嘎嘎，誒呀呀，誒呀呀，Very very 

good. 

 

25、愛的 wonderfull： 

愛的鼓勵後，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wonderfull 

 

26、愛的很給力：我真的很給力，我真的很給力，我真的真

的真的很給力，我頭腦也給力，我臉蛋也給力，我身材也給

力，我上上下下都給力。 

 

27、愛的偶像：伸出你的左手，偶像偶像，伸出你的右手，

簽名，簽名，伸出你的雙手，我愛你啊我愛你! 

 

28、愛的升級：愛的勇氣，一起升級 

 

 

 

說明： 

用“愛的鼓勵”來輔助教學。 

誦讀的是聖賢經典，收穫的是生命智慧，與經典的邂逅使我

們的心靈更加純粹。帶著這一份純粹，我們有理由相信，人

類的明天會更加美好，世界的和諧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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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交流心園地 
 

 

2022.11.11 星期五 

 

侯*杉-賴*弘媽：老師您好~請問讀

經班可以有新同學進班嗎? (*弘

班群組詢問*弘注音符號都會都考

100 分~我說去讀經班讀來的)所以

也想幫助他同學~謝謝老師 
 
老師：明年開新班再來 中途不能

插班 
 

侯*杉-賴*弘媽：好優好優~謝謝老

師回訊~謝謝您 
 
老師：週日上午孔廟劇院有人文講座 歡迎邀她也來參加 
 

老師：其實最大的力量是家長陪讀來的，協會是建構平台，真

正落實的日常功夫 還是親子們 
 

侯*杉-賴*弘媽 謝謝老師對*弘的規定~他會願意聽老師的話~

才讓我能有機會借力使力~每天盯念拼音~這段路很苦(就像老

師上次看到的那樣有時會歇斯底里的抵抗愛哭)哈 
 
老師：一起努力 堅持  只要簡單照做一定有滿滿的收穫 
 
侯*杉-賴*弘媽 謝謝老師您～能遇到老師您們真的很有福氣

     

                             

每天讀經讀五遍 脾氣毛病都不見 

舉手做環保 健康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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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交流心園地 
 

 

    大約兩年前小朋友的媽咪向公司請育嬰假，每週六帶著

兩位哥哥一位姊姊到孔廟親子共讀愛的課堂來。孩子的爹地

則擔任起交通大使，負責接送他們母子、母女的上下課，因

為家裡還有個小的要照顧呢! 

 

    今年滿兩歲的大媺小妹妹，也跟著哥哥姊姊入班，耳濡

目染之下，開始跟讀經典詩句。聽說疫情期間在家參加線上

課的時候，聽到《禮運大同》的歌曲，她會主動拿制服套在

自己身上，並且跟著旋律哼唱律動。 

 

                             

大家一起送給大媺「愛的心肝寶貝」：愛的鼓勵之後，比劃動

作～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的心肝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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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交流心園地 
 

 

上課四個月後，有位媽媽分享：在孩子身上我沒有看到特別明

顯的不一樣，例如認識很多字、倒背如流，但在日常生活上我

感受得到孩子有《經典生活化》…比如下雨的時候，他們竟然

會集體對著天空念愛的四句話：對不起、請原諒我、謝謝你、

我愛你。 
 

有時講話講一講就會冒出幾句論語或弟子規… 
 

雖然他們也會吵架還會打架，但是彼此之間兄妹的情誼，還

有會挺身而出互相保護對方，都有符合… 
 
他們也特別包容疼愛最小的妹妹! 
 

附上大哥的讀書心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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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交流心園地 
 

 

  親子共讀經典人文扎根教育

非常重視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

動物植物的關係。我們的課堂傳遞

著萬物和諧共生的永續發展精神。

自民國 87年開班迄今 24年以來，

集體活動皆維持良好的素食傳統，

積極響應蔬食環保愛地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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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人文講座 
 

 

 
少年老子~線上課 

 
讓我們一起與莊子談天說命 

~線上課 

 
新世紀的人文教育與人文關懷

~實體課 

 
心開即 花開時~線上課 

 
從 SDGs探索覺之教育的傳統

與創新~實體課 

 
景觀藝術 生態與人文~線上課 

 
新世紀的建築美學與人文關懷

~實體課 

 
鏡花水月原是夢 談人生的虛幻

與真實~實體課 

今(111)年度成功開辦

八場人文講座，有線上

課四場及實體課四場。

線上課的參與人數大約

是實體課(50-70 人)的

兩倍。未來仍繼續採用

實體與線上兩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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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親子共讀 
 

一聲甜甜的問候 

一張調皮可愛的笑臉講究衛生，衣服整齊 

坐在書桌前看書寫字的端正身姿 

是弟子規的功勞 

亦是親子共讀的功勞 

大手牽小手指讀著我們古人的經典文化 

弟子規、論語、唐詩、老子、、、、 

優美的文字和諧的音韻 

朗朗的讀書聲 

豐富的人生哲理 

讓我們親子的心貼得更緊 

讓我八歲的兒子變得溫文爾雅 

讓我也變得更加寬容豁達 

一個個愛的鼓勵 

鼓勵著兒子樂觀向上 

看著兒子總是擁有著那麼強的表演欲望 

聽著兒子“咯咯”的笑聲 

享受著兒子緊緊的擁抱 

這不就是親子共讀的潛移默化 

多元教學真是豐富多彩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地球 

我們知道地球母親已疲憊不堪 

我們每個人都要善待地球 

我們每個人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它也讓我們感受到愛心力量的無私和偉大 

這難道不也是親子共讀帶給我們的深深思考 

讓我們一起攜起手來 

從我們身邊的小事做起支持環保 

讓我們一起攜起手來 

推廣親子共讀 

讓我們一起攜起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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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拜師禮
地點：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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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拜師禮節目花絮

1. 20220319子淵班開學拜師禮表演 https://youtu.be/9RhV2fQfPkc
2. 20220319子華班開學拜師禮表演 https://youtu.be/kABpkeftxXw
3. 20220319子夏班開學拜師禮表演 https://youtu.be/o9ppf70FLUg
4. 土城中正里子淵班開學典禮花絮 https://youtu.be/kHiyKbp9g2s
5. 孔廟親子共讀暨姊妹班開學拜師禮：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72142649531619/permalink/495100600497857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AJs2Pyr-Es
6.讀經班，是誰讀經呢？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72142649531619/permalink/4949458268466677/
7.親子熱情參與投入的身影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4804383866327371&id=100002674162680
8. 榮譽理事長高柏園教授致詞勉勵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72142649531619/permalink/4949458268466677/
9. 來賓介紹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72142649531619/permalink/494735419867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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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04親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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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人文探索
地點：淡蘭吊橋華梵大學

22



23



陶藝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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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體驗
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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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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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尼石
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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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0《石碇人文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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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0《石碇人文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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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0《石碇人文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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