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養生活、品德教育從實做開始   校長 郭慶發 

    國民小學教育核心，強調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的養成，

由於孩童成長當中可塑性與依賴性高，奠定孩子生活教育與

品德教育國小階段是最佳時機，俗話說：好的品性與行為從

小開使養成，心理學上也談到，早期的發展是後期發展的基

礎，因此，國小教育階段養成孩子的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是

最佳的（關鍵期），值得慎思重視！ 

    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的養成，強調規範、明辨是非，並

從日常當中實做、模仿，逐漸雕塑內化成為好的行為與好的

品性，成為自動自發品德高尚的人。從實際面來看，孩子在

家希望能夠從幫忙做家事開始、在家能夠與全家和諧相處，

聽從父母親的指導，分擔家庭工作，從實際、實做當中養成

孩子勤勞節儉的好品德。其次，在學校當中，希望孩子從班

規、校規，動靜生活教育當中培養孩子品德兼優的好兒童，

舉凡打掃、生活整潔、禮貌、擔任服務隊、愛心小天使、班

級幹部、學校幹部或是各種幫手…都是希望孩子從自治與實

做當中養成好的生活品德教育，將來才能成為社會良好的公

民。 

    受少子化的影響，個個孩子都是家庭父母的寶貝，對孩

子的寵愛有過之無不及，媽寶、爸寶、直升機父母….各種「孝

子」溺愛稱呼立竿見影，不利孩子在校品德與生活教育的養

成，今年本校表揚模範兒童，希望班級每一位模範兒童，都

能成為班級與學校的楷模，成為生活與品德的化身，除此之

外，擴大於四月三日辦理十二項兒童節慶祝活動，除了慶祝

未來的主人翁，也希望這些未來國家的棟樑都有好的生活與

品德教育帶領社會國家進步！ 

 

一、4 月份「文林讀報小偵探」活動，請持續鼓勵學生踴躍參

加。 

二、第一次定期評量：04/16（三）國語、自然、英語；04/17

（四）數學、社會。  

 

本校警衛陳權先生於 3月 24 日退休，新進警衛為張

文先生。 

 

一、兒童節慶祝活動時間為：4/3(四)上午 10:30~11:20，綿

羊班和白兔班併班，花鹿班和小熊班併班進行，全園小

朋友一起歡度兒童佳節。 

二、母親節慶祝活動~親子 DIY，時間為 5/1(四)上午

9:30~10:10(白兔班和花鹿班) 及上午 10:10~10:50(綿

羊班和小熊班)，歡迎家長共襄盛舉！ 

三、「小蝸牛報報」已請特教組公布，請家長再留意相關訊

息。 

四、「五歲免學費計畫」、「經濟弱勢餐點補助」、「中低受入

戶教育補助」、「身心障礙幼兒教育補助」，已於 103/4/1 

送相關文件至新北市政府受審。  

五、「2-4歲原民補助」將會在 103.4.20前，收齊相關資料

送審，請家長再留相關訊息。 

 

一、請家長提醒您的孩子： 

1、在學校不要有借貸、贈送或接受他人物品行為。 

2、愛惜使用公物，不可隨意破壞。 

3、不要在走廊奔跑，避免發生擦撞、跌倒受傷情形。 

4、和同學和睦相處，照護學弟妹，不要有打架或欺負弱

小情形。 

5、準時上下學，不要流連商店或逗留學校。 

6、穿著學校規定服裝，上下學須戴黃色小帽，天氣冷時，

添加保暖外套。 

7、保密自己網路聊天帳號密碼，避免發生別人使用自己

帳號密碼在網路聊天留下不雅或不適發言。 

二、須從本校大門口內停車場接送孩子的家長，請提醒孩子，

從斑馬線穿越車道，避免發生危險。 

三、本校大門口車道是單行道，請家長遵行前進路線，不要

逆向行駛，大家都遵守規定，不但保護別人的孩子，也

保護自己的孩子。 

 

活動公告 

一、本校三年級預定 4/29 辦理校外教學，目的地：國立臺灣

科學教育館。當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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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校一年級原定 3/18 或 3/25辦理校外教學，目的地：

大溪松旺農場，但因流標關係，改於 4月 22日辦理。當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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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4月 7日~4月 11 日辦理運動會前之運動週。 



四、4月 8日六年 12班代表本校參加新北市拔河比賽（新莊

體育場）。 

五、4月 9日五年級田徑隊參加三鶯區田徑對抗賽（三峽明德

中學）。 

六、4月 10日三年 9班代表本校參加新北市健康操比賽（板

橋體育場）。 

七、4月 22日五年 3班代表本校參加新北市 10人 11腳比賽

（板橋中正體育場）。 

 

新北市文林國小 102 學年度下學期家長日班級會議紀錄具體

建議需行政裁量回覆事宜。           會議日期：1030221 

 
班級 問題 負責 

處室 

處室回覆 

103 數網前 50名可否頒發獎狀? 教務處 數網已有頒發獎品，是否增加頒發

獎狀，教務處會再研議，謝謝建議！ 

304 寒暑假校內活動請提早宣布

以方便家長安排。 

教務處 謝謝提醒與建議，寒暑假行事活

動，會於期末彙整各處室後，儘早

公告家長周知。 

310 建議在語文類也成立類似數

學研究社之網頁，有助於提升

學子的語文能力。 

教務處 謝謝家長寶貴意見，教務處會研議

增加語文類網頁。 

408 客委會有客語教學相關資

源，建議客語授課教師可多利

用，另可鼓勵孩子參加客語檢

定，未來多有益處。 

教務處 謝謝家長寶貴建議，教務處會轉知

客語教師多加利用，並且宣導鼓勵

學生踴躍參加客語檢定。 

408 上學年帶領班上客語的授課

張瑞琴老師教法深獲好評。本

學年不知是何原因，不再續

任，希望好的老師能繼續留在

校內任教。 

教務處 有關教師聘任牽涉教育主管機關法

令規定，以及教師主觀意願，用心

認真的好老師，學校立場與家長一

致，希望他們都能留在文林服務，

嘉惠學子。謝謝！ 

508 定期考查英語聽力部份的發

音測驗不清楚，是否校方能針

對英語發音部份做改善？ 

教務處 謝謝家長建議，教務處會與英語教

師一同努力，改善發音不清楚的相

關問題。 

101 

103 

202 

數網反應時間太慢，幾乎半小

時才做 10題，影響孩子視

力。有時經常打不開，所以要

完成數網題目得耗時冗長，請

校方協助解決數網問題。 

教務處 謝謝寶貴意見。有關數網連線速

度，因設備與程式設計問題，學校

會盡力尋求經費與專業人力改善缺

失。 

304 高年級小朋友講粗魯的話(三

字經)情況嚴重，請校方正視

並妥善處理導正。 

學務處 1、請級任老師把品德教育融入各領

域教學。 

2、利用學生朝會加強品德教育宣

導。 

3、利用各項家長會議，請家長一起

重視品德教育。 

306 希望能增加書法課，以利字體

長。 

教務處 謝謝建議，轉知語文及藝文領域教

師，能將書法教學適當融入領域教

學活動。 

408 上學期星光表演活動，不知學

校是否有錄影檔可攻下載，到

何處下載？ 

輔導室 可上 youtube"文林星光"可取得部

份節目 

608 可否請學校發給六年級畢業

生的家長們「多元適性入學宣

導手冊」讓家長們更加了解十

二年國教的內容。 

輔導室 本校三月份親師通訊有「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專刊，內容有詳盡介

紹十二年國教，另外，3月 14日及

3月 21日晚上 6時辦理「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說明會，歡迎家長參

加。 

101 請禁止合作社賣鬥片和玩

具，以免孩子偷偷帶錢私下購

買，更影響學習。 

學務處 請合作社禁止販賣鬥片及玩具，並

不定時視察。 

106 建議更換學校制服和運動服

的顏色，因為容易髒。 

學務處 學校制服改色牽涉範圍很廣，需要

詢問家長及家長會意見，3/19召開

家長委員會提出本建議。 

308 學校冬季制服白色太難洗，可

否改成深色，較好照護。 

學務處 學校制服改顏色牽涉範圍很廣，經

3/19之家長委員會討論，因議題影

響範圍甚大故為研議中。 

403 建議加強學童使用遊樂器材

的安全觀念。 

學務處 1、請級任老師把安全教育融入各領

域教學。 

2、利用學生朝會加強安全教育宣

導，及正確使用遊樂器材要領。 

407 放寒假前，學校發下的視力與

牙齒檢查表，要家長帶孩子去

檢查。視力本來學校就有檢

查，為何還需另外帶去檢查，

家中三個孩子，光掛號費就花

了 1000元，勞民傷財，且有

圖利廠商之嫌。 

學務處 學校發下的視力與牙齒檢查表，本

意是要建議未曾帶孩子做定期檢查

的家長，利用寒假帶孩子檢查視力

與牙齒。學校視力檢查，只檢查視

力，並未檢查眼球。 

601 定期視力、牙齒健康檢查之執

行，應考量醫療品質與時間，

以免市府之美意淪為擾民。 

學務處 學校發下的視力與牙齒檢查表，本

意是要建議未曾帶孩子做定期檢查

的家長，利用寒假帶孩子檢查視力

與牙齒，由於文件敘述不夠完善，

造成家長困擾，深感抱歉。感謝家

長提供建議，讓我們有進步的機

會，把事情做得更好。 

103 廁所燈太暗，女廁門關上後仍

太暗，孩子不敢上廁所，請改

善。 

總務處 感謝家長寶貴意見，近期將於女廁

上方靠牆處安裝燈管，增加照明度。 

110 建議教室增設紗窗。 總務處 本校經費拮据，仍會積極爭取經費

施作。 

202 上次小朋友下課跌倒，頭撞到

蕙質樓 3樓英文教室外柱

子，腫了一個包，是否可請學

校加裝「防撞條」較安全？ 

總務處 學校走廊大部分有防撞條，會爭取

經費，於蕙質樓 3樓英文教室及其

他未安裝處加裝防撞條。 

406 放學時常有外面人士聚集在

停車場，有時飆車，有時抽

煙，嚼檳榔，對小朋友有不良

影響。 

總務處 校園開放為市府政策，學校行政人

員、警衛、老師遇上述狀況已多次

上前勸阻，並請警察局不定期派員

處理，亦請家長一同勸阻，親師攜

手努力，共同為文林學子營造優質

的學習環境。 

601 樓梯止滑板剝落，應儘速修繕

以維護學生安全。 

總務處 會儘速修繕，維護全校親師生安全 

小熊班 希望千歲街的門可以提早開

門時間，建議可以運用國小糾

察隊或導護媽媽加以監督，開

門的時間就可以提早了。 

總務處 本校校園門口開放時間如下： 

早上 07:15~07:50 

中午 12:00~12:15 

下午 04:00~04:15 

為維護全校師生安全，其他時間請

由潭興街警衛大門進出，謝謝。 

白兔班 希望維持上學期開放機車道

側門，以便讓行痛不便的長輩

接送。因幼生的阿嬤膝蓋關節

疼痛且無力，若從潭興街口進

接送，需繞路而行且需走樓梯

對阿嬤而言，體力非常吃力，

希望開放餓門，方便長輩接

送。 

總務處 本校校園門口開放時間如下： 

早上 07:15~07:50 

中午 12:00~12:15 

下午 04:00~04:15 

為維護全校師生安全，其他時間請

由潭興街警衛大門進出，謝謝。 

花鹿班 推嬰兒車的家長，四點來接幼

兒走回大門時，常發現無障礙

坡道被上鎖，必須抬嬰兒車上

階梯才能回家，建議四點半後

再上鎖。 

總務處 謝謝家長告知，已交代警衛於四點

半巡視校園時才上鎖。 

 

一、102下校內語文競賽(演說、作文、寫字、一二年級

朗讀說故事)得獎名單，公告於學校網頁【榮譽榜】，

請家長上網參閱；恭喜得獎學生，感謝導師指導與

家長鼓勵！  

二、賀本校參加新北市 103年國小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榮獲甲等。 

參賽學生:四年九班 7位學生 

賴孝宗   郭承霖   包騏豪   賴姮妤   賴品昕  

賴封后   鄭佩純 

感謝指導老師:湯名琤老師~ 認真又辛苦的指導！ 

三、本校六年級男生參加全國青年盃排球賽榮獲季軍，

參加新北市師生盃排球賽榮獲第 1名，五年級女生

第 4名。 

四、本校六年級男生余振凱同學參加新北市中小學田徑

賽，榮獲跳高第 6 名。 

五、賀本校參加新北市國中小運動會榮獲國小色帶女子

組團體冠軍，指導教練：蘇幸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