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11/07（四）第一次定期評量（國語、自然、英語）。 

二、11/08（五）第一次定期評量（數學、社會）。 

三、教務處規劃於校園適當場所設置圖書角，提供學生於校

園中更方便的閱讀場所，目前先行於川堂設置一處，提

供早到學生閱讀。之後將於校園中陸續設置，提升學生

閱讀風氣，營造書香校園環境。 

四、教務處為提升學生閱讀風氣，自 11月起辦理「文林讀報

小偵探」活動，鼓勵學生在班上閱讀國語日報，並踴躍

參加有獎徵答，教務處每月擇期於兒童朝會進行摸彩。 

 

一、10/17(四)下午 13：00進行畢冊廠商遴選說明會，經家

長決議由山羊叔叔得標。10/21(一)已發通知單調查全園

40 位畢業生拍攝人數。請畢業生家長再留意相關訊息。 

二、花鹿班餐廳後方的教具整理工作,經由全園教師、廚房人

員及花鹿班愛心家長等人的協助,已於 10/23完成了。感

謝花鹿班義工代表總召李淑權女士,提議招募家長幫忙

整理方案,及二天到場整理的全園教師、廚房人員,和花

鹿班的愛心家長林姵君、柳依廷、簡秀芳、羅曉媛、薛

玲子等女士的協助，讓小朋友有更美好的用餐環境喔！ 

三、全園教師以「樂閱讀」為主題，參加新北市 2013年幼教

之光幼兒園特色教學徵選。 

 

本校配合新北市教育局校園開放政策，開放事項如下： 

一、開放場所：文心大樓前廣場、運動場。(一律由潭興街大

門出入)。 

二、上課期間校園不開放，家長及來賓請於大門口換證登記

後進入校園。 

三、禁穿高跟鞋、皮鞋、溜冰鞋及其他可能破壞運動場地之

器材進入運動場。 

四、為維護安全，操場禁止腳踏車、滑板車、蛇板進入；停

車場禁止各式車輛練習。 

五、請愛惜校園，若不慎破壞公物，請告知警衛人員並視情

節照價賠償；若有惡意破壞公物行徑，將由警衛人員驅

離並照價賠償。 

六、校園場所全面禁煙並禁止攜帶寵物入校園。 

七、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則依學校場地相關規定辦理。 

 

一、 根據聯合國的研究統計，溫室氣體排放結構中，有近 18%

是來自於農業及畜牧業。為能吃的更健康，並減少「食

物」於生產、運送、儲存及烹調等過程，所產生之二氧

化碳，且孩子平常攝取肉類食物都有過量現象，本校訂

於每月第 1週星期二及第 4週星期四為「蔬食日」。 

二、 每週二午餐食材都會有一道有機蔬菜，每月第 4週星期

四再增加一天提供一道有機蔬菜。另每週二、四午餐供

應廠商有提供水果。 

三、 本校大門口內為「單行道」，請以汽機車接送孩子上放

學家長遵守行車前進方向，不能逆向行駛或從停車格處

轉彎。送上孩子學時，請把車靠路邊，讓孩子下車立即

駛離；若需臨停家長，須把您的愛車停在汽機車停車格

裡，不可停在道路旁；接孩子放學時，汽車須停在汽車

停車格裡，請叮嚀您的孩子，從斑馬線穿越到您停車處，

機車可靠道路旁暫停接載您的孩子。 

四、 本校資源門口內為「單行道」，請以機車接送孩子上放

學家長遵守行車前進方向，不能逆向行駛。送上孩子學

時，請把機車靠垃圾子車邊，讓孩子下車立即駛離；若

需臨停家長，須把您的愛車斜放停在圍牆旁；接孩子放

學時，請孩子在垃圾子車前等待，雨天時可改在遮雨棚

內水溝蓋上等待。 

五、 孩子背過重的書包（含手提物品），可能造成孩子脊椎

側彎或肌肉拉傷，影響生長，請叮嚀您的孩子，放學前

養成整理書包的習慣，把當日晚上用不到的學用品，放

在學校的置物櫃。 

六、 11月 12日、21 日及 29 日辦理 2、5、6 年級校外教學，

遊覽車須進入大門口內，請從大門口送孩子上學的家長，

改在其他門口讓孩子下車。 

 

活動公告 

一、11月 1日至 5日本校六年級男生參加媽祖盃排球賽。 

二、11月 5日本校國樂團及管樂團參加市賽，地點分別為三

和國中、安溪國中。 

三、11月 7日至 13日本校男生桌球隊參加觀音盃桌球賽。 

四、11月 13日本校合唱團參加市賽，地點三和國中。 

五、11月 11日 2年級校外教學逃生演練，11月 12日 2年級

校外教學，地點：大溪松旺農場。 

六、11月 13日至 17日本校男生桌球隊參加國語日報盃桌球

賽。 

七、11月 21-22日 6年級校外教學，地點：劍湖山世界主題

樂園。 

八、11月 22日至 26日本校六年級男生參加華宗盃排球賽。 

九、11月 21日 4年級身體健康檢查，12月 22日 1年級身體

健康檢查。 

十、11月 29日 5年級校外教學，地點：六福村。 

十一、 12月 6日晚上 7時 30分至 8時 40分舉辦藝術下鄉，

由九歌兒童劇團到本校活動中心 2樓演出，演出主題：

畫龍點睛。 



 

一、11月 8日(五)下午 0630~0900學校將舉辦親職教育講座-

聽見天堂電影欣賞，在期中評量結束的夜晚，歡迎家長

攜帶小朋友一起欣賞電影，紓解壓力。 

二、11月 14日(四)下午 0630~0900之親職講座邀請前安坑高

中家長會楊會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快樂學習，活出生

命色彩”，主要內容﹕在知識爆炸的 21世紀，如何讓孩

子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更具競爭力?是否仍延用以往的教

育方式，就足夠讓孩子面對未來?還是我們必須開始培育

孩子，自我學習成長、吸收知識的能力，以面對我們都

不敢想像的未來世界。楊會長以他過來人的經驗，深入

淺出的精闢分享，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歡迎家長們報名，一起學習成長。 

三、獎助學金發放訊息，因承辦單位需要彙整審核等作業時

間，低收入戶的獎助學金可能會在 11~12月發，原住民

鄉的助學金，則在 1~2月左右通知審核結果。各項獎學

金的領取方式乃按照家長之前填寫資料，直接轉入帳戶

或由出納組通知到校領取。 

四、轉知「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

業年限實施計畫」已公告於校網，有申請意願的家長，

請於 102年 11 月 19日(星期二)前向輔導室特教組提出

申請。 

親職教育文章分享：「啟發生涯探索，當心 6大錯誤」                

    從熱愛「角色扮演」的 3、4 歲幻想期，到不斷自我懷疑

的 20多歲嘗試期，孩子不同階段的生涯探索需要父母做「對」

的事來引領前進。 

「生涯成長階段的教養」守則 

在生理、心理、智能與社會性變化最大的零至十四歲，孩子

藉由與父母、師長等對他影響較大的「意義他人」互動進而

模仿學習，同時也透過生活經驗，了解周遭的環境與工作世

界。 

4至 10 歲「幻想期」 

（X）嫌棄志向潑冷水      （O）鼓勵多角色扮演 

建議父母要留意的是，切勿動輒把孩子的志願與「是否有出

息」連在一起，也別因為孩子願望不是當太空人、醫師或大

老闆，就脫口評價「好沒志氣」。而是鼓勵多元的角色扮演，

增加多方想像。 

11、12 歲「興趣期」 

（X）侷限狹隘的生活課業   (O) 提供廣泛的探索經驗 

在國小中、高年級，建議儘量擴展孩子的探索面向，發掘不

同興趣的可能性。若有機會走出課堂，實地參訪、戶外教學，

多與達人分享、接觸，都是值得鼓勵。透過體驗式的各種活

動，孩子對外在世界的認識可以加深加廣，同時打開探索個

人興趣的大門。 

13、14 歲「能力期」 

（X）對內缺乏內省關照，對外缺乏認識想像   

（O）能力興趣交會，探索逐漸聚焦 

國中時期，「能力」在生涯發展的重要性逐漸抬頭。這個時

期開始要審度「性向興趣」與「能力」是否相符，對興趣的

探索需學習慢慢聚焦，學習的歷程必然辛苦，但是，若有「興

趣」做為背後支撐，孩子就會想辦法勉力忍耐，一旦跨過去

就是海闊天空。 

「生涯建立階段」的教戰祕笈 

從高中到大學、研究所的十五到二十四歲這段期間，可說邁

入正式職業的探索階段。此時父母要隨時提醒自己：生涯教

育的核心是「培育做決定的能力」，這個過程是提供「學習

做決定的經驗」､「為人生訂立生活目標」。 

15到 17歲「試探期」 

（X）只看重選擇結果    （O）重視選擇的過程 

當進入高中職五專階段，父母要小心不要落入「過於重視結

果」的陷阱。孩子思考與下決定的「過程」，才是此時亟需

關注與建立的能力。 

18到 21「過渡期」 

（X）不准轉換跑道      （O）允許調整彈性 

進入大學後，由於孩子會對科系的專業內容有更細膩認識，

也可能因社團或交友圈擴大而產生不同價值觀，對於他在生

涯規劃保有彈性是件好事，父母需要成為孩子的後盾，支持

他根據自己的能力與價值觀，重新調整未來的航道。 

22到 24歲「嘗試期」 

（X）以直線思維侷限對工作的想像      

（O）釐清工作不適應的問題與層次 

到了研究所或初就業階段，孩子也準備尋找人生的第一份正

式工作，在這個過程不免碰到「這份工作似乎並不適合我」

的自我懷疑，建議年輕人先釐清所謂「不適合」的層次:是自

己能力做不來?工作內容不喜歡?人際關係處不好?還是根本

價值觀不認同?找出真正原因，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我們上一代或自己的生涯發展，大多呈直線進行，面對

下一代我們至少可以做的是，不要用過去的直線思維來限制

他們，而是回過頭幫助他，扎實走過這一段生涯思考的歷程。 

摘錄自 2013年 10月 1日出版的親子天下，作者楊俐蓉老師。 

 

一、 賀!張綺芳同學參加中華民國第 44屆世界兒童畫展新北

市複賽，榮獲五年級組入選，並選送參加全國決賽。 

二、 賀!李翊瑄同學參加國際獅子盃全國中小學英文拼字總

決賽，榮獲全國國小個人組優等。 

三、 賀！本校參加 102 年度新北市南區學生美術比賽獲佳

績： 

版畫類 中年級組 第二名  404 林品希（參加國賽） 

版畫類 高年級組 佳  作  610 張綺芳 

水墨類 中年級組 佳  作  307 鄧巧蓁 

平面設計類 高年級組 佳  作 609 沈宜霖 

漫畫類 高年級組 佳  作  612 黃子譯 

漫畫類 高年級組 佳  作 612 周姿吟 

繪畫類 低年級組 佳  作 205 謝心瑀 

繪畫類 低年級組 佳  作 205 王玟淇 

繪畫類 中年級組 佳  作 405 林珈亘 

繪畫類 中年級組 佳  作 407 鄧伃芸 

繪畫類 中年級組 佳  作 307 鄧巧蓁 

繪畫類 中年級組 佳  作 406 朱凌慧 

繪畫類 高年級組 佳  作 508 張嘉佑 

繪畫類 高年級組 佳  作 601 張珈綺 

恭喜獲獎學生，感謝所有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 

四、 賀！本校參加 102 年全國媽祖盃排球賽六年級男生組榮

獲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