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緣文林，歡喜無限 

     103 年 8 月 1 日起，玉環與文林結緣，接任文林國小

校長，內心深感榮幸與責任的重大。文林國小在歷任校長的

戮力經營，社區家長的支持與關懷，還有全體教職員工的耕

耘之下，奠定了優良的基石。而學校自然生態與文史資源豐

富，交通也便捷，是一所具有發展潛力的優質學校。 

    甫上任之際，玉環拜訪學區內九位里長，里長們對文林

國小的肯定，讓我與有榮焉；九月初的油品事件，會長、副

會長們立刻到學校關切，足見文林國小的家長，對孩子健康

及學習的關心；油品查核之後，行政人員用最快的速度將結

果製成書面資料發放，且在第一時間上網公告查核結果，由

此可窺見學校行政的效率與合作無間。 

    再翻開文林校史，看到歷年來，文林國小的孩子不管在

學科競試或社團表現，都有輝煌的成績，其關鍵便是學校教

師。文林國小的老師人才濟濟，用看待自家子女的態度給予

孩子諄諄教誨，激勵孩子們對自己有所期待。新學年度起，

我們將會承襲這些珍貴資源，繼續提供孩子最好的教學環境

與輔導策略，讓文林國小的每個孩子，都因此獲得更多、更

好的照顧，豐富基礎教育學習的生涯。 

    為了提升教學環境的舒適安全，新的學年度，我們有幼

兒園廁所改建工程，集賢樓與弘道樓間庭園整建工程以及窗

簾裝設工程，下學期還有外牆磁磚重貼工程，以及結構補強

工程等等。這些工程的進行對上課造成些許干擾，請家長見

諒。我們將督促廠商做好安全措施，並希望工程完工後，讓

孩子有更優質的學習空間。在課程與教學上，我們希望引進

國際志工，並落實拔尖扶弱，讓每個孩子都能適性發展，為

學校朝向更國際化、適性化與精緻化教育品質而努力。 

    9 月 12 日（星期五）晚上 6：30--9：00 是一年一度的

班親會，竭誠邀請您的蒞臨，給認真的孩子與老師一點鼓勵，

也給予學校一些建言，共同成就教育的夥伴事業。個人在教

育生涯滿 30 年之際，能與文林結緣，感到無限歡喜，希望未

來的日子，我們共同攜手，耕耘文林這塊福地，成就孩子的

無限可能。謝謝大家！ 

謹祝  

闔家安康 事事如意  

                              校長 朱玉環敬上 103.09 

 

一、09/20（六）三鶯區語文競賽於鶯歌國小舉行，感謝所有

參賽學生努力準備及指導老師們的辛勞，也請家長給予

參賽學生們加油鼓勵！ 

二、本（103）學年度起教務處業務整併，新設註冊組，原學

籍管理、轉出、轉入、獎助學金、成績證明…等業務，請

逕洽註冊組；另課後班業務亦移撥教務處辦理。 

 

一、學生各項收費繳費說明： 

1.本學期註冊繳費期間為 9/12-9/18，已辦理土銀扣款者

9/16 扣款。 

2.家長如超過繳費期間，無法至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繳

費，或已辦理土地銀行扣款學生扣款不成功，則請家

長盡速到學校出納組繳費。 

3.若家長逾期仍不方便到校繳費，請與出納組電話聯繫，

可改至郵局、台灣銀行或 ATM 轉帳繳費。如有繳費方

式及收費明細等相關疑問，歡迎電話洽詢出納組(分機

845)。 

 

二、庶務說明 

 

1.暑假已全面清洗水塔、飲用水設備及全面更換濾心，

請安心飲用。 

 

2.新生桌墊說明：此桌墊提供學生一到六年級使用，請

妥善保管。 

 

3.本校配合新北市教育局校園開放政策，說明如下： 

(1)開放場所：文心大樓前廣場、運動場。(一律由潭興

街大門出入)。 

(2)上課期間校園不開放，洽公人員、家長及來賓請於

大門口換證登記後進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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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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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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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依菸害防制法，校園場所全面禁煙。 

(7)禁止攜帶寵物入校園。 

(8)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依學校場地相關規定辦理。 

 

4.本校各大門口上學期間於 7：50 關閉校門，進出請由

潭興街警衛室大門。 

 

5.樹木修剪公告： 

時間： 103年 9月6.7.8.13.14.20.21日連續三個週末。 

地點：(1)孔園、兒童遊戲區（靠千歲街） 

(2)中庭(昆蟲園、水生植物區) 

(3)潭興街停車場周邊 

(4)運動場周邊 

 

6.學校電話代表號：(02)2681-2625 (教室分機號碼，例

如 1年 1班為 101，2 年 10 班為 210，以此類推...) 

 
 

7.學校工程說明 

(1)附設幼兒園無障礙廁所工程。 

(2)中庭及孔子像改善工程。 

(3)教室窗簾待公告周知後招標，盡量利用週末施工。 
 

 

上述(1)、(2)項工程因流標多次，工程延到開學仍施工，

造成不便之處，尚請家長及師生體諒。請大家多包涵。 



 

為維護孩子的安全，下列事項請家長協助: 

一、上、放學安全提醒 

1.本校上學時間為 7:20~7:50，請提醒孩子勿太早到校或遲到，

以免導護未到崗或已下崗，無人協助交通指揮，路程中會有

安全之疑慮。 

2. 為了孩子的安全，騎乘機車請戴安全帽。家長騎機車送孩

子上學，若是由 資源回收場進入，請遵照導護老師指揮，

依 單行道 方式行駛；若騎乘機車到文心樓前，家長如需到

教室，請將機車停放在機車格，不要停在文心樓彩虹廊道邊，

以免發生危險。 

3.本學期起，為了孩子的安全著想，禁止學生放學後回學校教

室拿作業或任何物品(學校周邊交通繁忙，孩子放學後再返

校，有交通上的安全疑慮)。功課可以補，東西可以再買，

但孩子的安全卻不容絲毫輕忽。 

4.依教育局規定，學生不可攜帶手機到校，以免影響上課秩序。

若需攜帶手機，請洽學務處填寫申請單，並且遵守下午 4

點之後才開機的規範。手機為貴重物品，如有遺失請自行負

責。 

二、服裝及常規提醒 

1.服裝及物品： 

制服、運動服、帽子、餐袋、水壺…，請縫製名牌或寫上孩

子的班級名字(遺失方便尋回) 。 

2.日常規定： 

(1)鼓勵孩子在家用完早餐後再上學。 

 (2)高鹽、高油、高糖的零食對健康傷害甚大，請少購買

且不要帶零食到校。 

(3)雨天時請穿雨衣，不可攜帶雨傘，避免刺傷同學。 

(4)上下學學生務必走指定路口回家，行進時嚴禁奔跑併排，

多注意行路安全。 

三、健康促進議題推動: 

1.健康體位策略「85210」:每天睡飽 8小時、天天 5蔬果、每

週運動 210 分鐘(30 分鐘)、每天 4電(電視、電腦、電動、

電話)少於 2小時、每天喝足白開水 1500cc(或體重數乘以

30cc) 。 

2.規律用眼 3010(用眼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多注意孩子的

視力保健，平時要有適當的戶外活動，定期視力檢查。 

3.督促孩子做好口腔清潔衛生，定期看牙醫。 

四、書包減重 健康啟動 

書包重量（含手提所有物品）不可超過體重的 1/8。 

例如：40kg ÷ 𝟖𝟖 = 𝟓𝟓𝟓𝟓𝟓𝟓 
五、其他 

1.學務處熱情召募「導護志工」，懇請家長們能熱烈響應，加

入導護志工行列，一同維護文林學生行的安全﹙報名請洽學

務處生教組﹚。 

2.歡迎家長踴躍參加「環保志工」，協助小朋友資源回收場整

理工作，一同愛護文林﹙報名洽學務處衛生組﹚。 

3.學校有任何新訊息，都會公告在文林國小網站的首頁，家長

可以不定時上網查看相關訊息公告及宣導事項。 

~感謝家長們的支持與配合~ 

 

一、 9/1-10/15 為五歲免學費&經濟弱勢加額補助，經濟弱勢家庭

幼兒之餐點補助，中低收入戶幼兒就學補助等相關補助申請的

時間，請家長填寫相關申請表繳給各班老師，方便業務辦理。 

二、 103 學年的家長日為 9月 12 日(五)晚上六點 30分，誠摯的邀

請各位家長參與活動。 

三、 新學期開始家長來接孩子回家時需填寫家長接送紀錄表，此表

為幼兒放學之依據,為了幼兒的安全著想，敬請配合，謝謝！ 

四、 103 學年度申請原住民族文化暨族語教學扎根計畫，每週五

9:30~11:30 開設阿美族語課程，授課老師為潘美珠老師，讓

我們一起帶領孩子體驗多元文化之美。 

 
活動快訊 

一、 開學日新生迎新活動照片，已連結在學校首頁活動花絮，歡迎

家長點閱，穿過勤學門、聰明門、拔智慧毛，贈書活動，象徵

小一新生開啟智慧學習之門。 

二、 9/12(五)晚上 18：30 舉辦家長日，歡迎家長踴躍參加。 

三、 103 學年度將辦理「新住民火炬推動計畫」，對象以新住民家

庭先參加，一般家庭也可以參加，內容豐富多樣，新住民母語

學習、親子創意手作工作坊、多元文化幸福講座等，屆時歡迎

家長踴躍報名參加。 
 

新北市政府 家庭教育中心 103 學年度家長宣導資料 

各位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們有很重要的家庭教育資訊和資源要與您分享，請撥一點時間詳

閱下列訊息，也鼓勵大家善加運用家庭教育中心資源，踴躍參與相

關課程及活動，讓您的家庭因學習而更相愛! 

一、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幫一幫我） 

1.服務內容：夫妻相處、親子溝通、子女教養、

婚前交往、情緒調適、家庭資源、生活適應、

人際關係等問題，歡迎撥打諮詢。 

2.服務時段： 

一~五早上 9點-12 點、下午 2點-5 點、晚上 6點-9 點。 

周 六早上 9 點-12 點、下午 2點-5 點。 

3.面談諮詢服務：請撥 412 – 8185 專線預約面談時間。 

4.手機請加區碼 02。 

二、其他相關諮詢電話 

三、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網站資訊 

本中心自 103 年度起已更新網頁

http://family.ntpc.edu.tw/，歡迎查詢或下載家庭教育各項

出版品參考。 

四、我和我的孩子互動學習網 http://family.ntpc.edu.tw/互動網

內容:分別以國小低、中、高年級家長為對象(適用到國中)，

規劃【案例分享】-【自我檢視】-【專家的話】-【我可以這

麼做】等四種互動設計。家長可透過互動網操作檢視親子互動

情形，了解自我親職教育需求，並能快速正確的學習親職知能

與技巧。 

★★103 年 9-12 月「幸福人生」免費系列講座課程★★ 

專線名稱 專線號碼 服務時段 

全國保護專線 113 24 小時 

生命線 1995 24 小時 

張老師 1980 下午 14 點～21點 

內政部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 上午 9點～23 點 

新北市新希望關懷中心（失

業、急難救助） 

1957 上午 8點半～ 

17 點半 

新北市政府高風險家庭服

務管理中心 

8968-2380 上午 8點半～ 

17 點半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8965-3359 上午 8點半～ 

17 點半 

時間 活動主題 地點 
10/4(六) 9:30~12:30 家有青少年—溝通無障礙: 

青春期 VS.更年期，隨著青少

年的成長，親子關係在「自由」

和「責任」中取得平衡。 

社團法人中華培愛全人關懷協會 

10/7(二) 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館 

10/14(二)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平溪分館 

10/21(二) 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分館 

10/3(五) 19:30~22:00 成功婚姻的溝通與表達 板橋誠品百貨 6樓樂為生活廣場 

10/07(二)14:00~17:00 家庭及婚姻衝突處理的溝通技

巧:面對家庭及婚姻衝突具

體例子演練、示範及說明。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分館 

10/21(二)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平溪分館 

10/28(二)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館 

9/6(六)14:00~17:00 探索家庭及婚姻中的自我: 

在家庭及婚姻生活中瞭解自

己、探索及肯定自我。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10/14(二)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分館 

10/21(二)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館 

10/28(二)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平溪分館 

11/15(六)14:00~17:00 男生女生齊步走:從個人特質及

家事分工打破性別刻版印象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9/4(四) 8:30~11:30 樂齡生活新旅程： 

婚姻家庭生活的再經營，老後

生活安排及資源，對配偶的感

恩、包容及寬恕。 

新莊農會大禮堂 

9/6(六)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民權分館 

10/18(六)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區分館 

10/07(二)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平溪分館 

10/14(二)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館 

10/28(二)14:00~17:00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分館 

http://moe.familyedu.moe.gov.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