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要像欒樹 

                                        校長  朱玉環 

時序進入秋季，文心樓停車場圍牆邊出現一抹黃豔。    

啊! 是台灣欒樹，原來文林國小有台灣欒樹呢! 

台灣欒樹是台灣特有種的樹木，生長速度快，能承受高汙

染，所以被各縣市列為行道樹的首選。如果把台灣欒樹比喻

為人才，各縣市政府比喻為企業，那麼台灣欒樹就是各企業

爭相聘用的人才啦!親愛的文林孩子們，如果我們希望自己長

大之後，也成為各企業爭相聘用的人，那麼我們就要跟欒樹

學習。首先，我們要跟欒樹學習的是-- 

＊扎穩根基 

非洲草原有一種尖茅草，是草原上最高的草，它在成長階

段的前半年，只有 2公分高，幾乎是草原中最矮的草，但半

年後只要雨季一到，尖茅草就像施了魔法一樣，一下子長到

160 公分以上，比朱校長還高呢！或許你會問，那前半年尖茅

草在睡覺嗎？還是在打電玩？不，都不是。尖茅草生長的前

半年，都在「扎根」，它把根往地下扎了 28 公尺，相當於九

層樓高，所以雨季一來，他比任何的草都有機會吸收水分，

努力成長。台灣欒樹就是如此，雖然它的根沒有扎 28公尺深，

但它的盤根穩固，扎實，抗風力強，即使強烈颱風吹襲也不

易折枝倒樹。 

孩子，就學階段都是你的扎根階段，你要認真學習---學

做事、學人際相處，學思考、學解決問題。學習的歷程一定

有苦有樂，我們都要勇敢面對，一旦我們把根扎深了，扎穩

了，未來就有機會長得高大且強壯，一如停車場的欒樹。 

扎穩根基之後，我們還要跟欒樹學習-- 

＊面對考驗 

欒樹原產台灣中南部低海拔向陽山坡處。由於原生地的土

壤貧瘠、冬天乾旱，練就台灣欒樹耐貧瘠、耐旱的本領，這

種忍耐逆境的生命力，成就欒樹成為行道樹首選的競爭力。 

孩子們，學校有各種學習—課業、社團、人際互動等等，

當然也有各種考驗。功課越來越重，是學習抗壓力和時間管

理的好機會；社團練習遇到瓶頸，是學習堅持與挫折容忍力

的契機；每兩年的重新編班，是學會和不同的人互動，讓自

己變得更貼心，更懂體諒得好機會。勇敢面對考驗之後，獲

得成長的將是自己，一如停車場的欒樹。 

除了扎穩根基與面對考驗之外，我們還可以學習欒樹--- 

＊造福他人 

欒樹的開花期是每年 10 月前後，這時我們可見到停車場

的欒樹由黃轉紅，為校園增添亮麗的色彩；欒樹也能夠發揮

植物釋放新鮮空氣的功能，為城市的空氣注入一股活水，降

低了空氣汙染對於都市人民身心健康的危害；欒樹更是紅姬

緣椿象的最愛，枝頭的花果，也免費請麻雀、綠繡眼、白頭

翁大飽口福，欒樹其實就是昆蟲與鳥類的大眾食堂，每年造

福無數小生命。 

孩子們，雖然我們只是小學生，但我們可以做的事可不少

哦！每天晨間打掃，當大家盡心盡力工作之後，校園煥然一

新，是不是覺得很有成就感？有一次我在校園裡，還看到兩

位六年級的大姐姐，想辦法幫一位哭哭啼啼的低年級學妹，

拿一條卡在拱型花棚上的跳繩。這個舉手之勞，就可以讓低

年級學妹破涕為笑呢！ 

所以，親愛的孩子們，同學若有困難請你幫忙，只要是對

的，只要你的能力做得到，就儘量不要拒絕。老師需要幫手，

就勇敢挺身而出。能服務他人，表示我們有能力，有團隊合

作的精神。讓自己享受服務的成就感，讓大家感受你的好，

一如停車場的欒樹。 

相信大家一定聽過名校的大學畢業生，畢業後卻找不到工

作的例子；大家也一定知道有一個博士高材生，考上政府高

考後，卻在訓練期間被退訓的新聞。孩子們，這樣的人不會

是文林畢業的，因為我們跟欒樹學習—扎穩根基，勇於面對考

驗，還能為別人著想，所以未來的我們，一定是各大企業爭

相聘用的人才。 

我親愛的孩子，生命，若像欒樹，便有競爭力！加油！ 

 

一、10/10（五）國慶日放假一日，三天連續假期，請妥善規

劃假期生活與親子活動。 

二、本學期「讀報小偵探」有獎徵答活動，預定 10 月份開始，

歡迎全校同學踴躍參加！ 

 

一、103.10.21(二)流感預苗開始接種囉!幼兒流感疫苗的接

種，須家長簽署同意書，當天備妥健保卡、健康手冊及

需要一名家長現場陪同幼兒施打，施打的時段排定後另

行通知，當日亦須經過醫師評估後始得接種，相關措施

敬請家長配合! 

二、9/21 起開始進行原住民語扎根計畫，本園已增加阿美族

語的教學，隔週上課一次。 

三、五歲免學費計畫、弱勢家庭幼生餐點補助、身心障礙幼

兒教育補助、中低收入戶幼兒教育補助、弱勢家庭教育

津貼……等補助申請，已於 9/26 早上至新北市政府６樓

大禮堂送件申請，日後請家長再留意相關訊息的公佈。 

 <童言童語>                          

今天下午桌上放了一瓶小朋友要帶回去的運動飲料，凱

凱看到很想喝，但是老師告訴凱凱，點心的草莓麵包沒吃完，

不能喝飲料。凱凱心急，想將剛剛打包放在塑膠袋裡的麵包，

趕快打開來吃完。但他急得打不開，這時凱凱說：麵包你出

來！你快點出來！ 



 

宣導事項 

一、天氣早晚轉涼，入秋為流行性感冒及腸病毒流行季節，

請家長特別注意貴子弟身體，遇有感冒發燒請務必就醫，

特別注意身體保健，才能有效預防。 

二、學務處加強宣導規定雨天學童一律穿著雨衣。請家長接

送學童時，宜讓學童穿著雨衣，避免學童持拿雨傘不穩，

容易戳傷發生危險。並請學童書包常備輕便雨衣，以便

不時之需。 

活動公告 

一、10 月 4 日至 7日本校五年級男女生參加華宗盃排球賽 

(台南學甲)。 

二、10 月 25 日至 28 日本校五年級男女生參加媽祖盃排球賽

(雲林北港)。 

 

一、新北市政府施工通知：本校大門口潭興街 5 號附近，即

汙水地下道原施工處，將進行管線推進施工，工期 30 天，

預計至 10 月 30 日完成，請各位學生、家長、老師，

進出校門時請多加注意安全。 

二、 為維護全校師生安全，請家長務必遵守本校門禁管制時

間 8:30--11:45 ; 12:30--1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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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一、10 月份為生命教育宣導月，輔導室舉辦生命教育標語設

計活動，優良作品將張貼於學校首頁與校園角落，「關懷

生命、尊重生命」，一句話的力量，透過分享，讓我們一

同感受生命的感動，期待因為這樣的分享深深觸動地球

上某個角落的心  讓彼此的生命有了共鳴。 

二、10 月 28 日大兔子姐姐教室：是一個適合小學的生命教育

課程，讓同學可從中學習到寵物兔的基本觀念以及正確

飼養知識。及早建立正確的寵物觀念可以大大的降低為

未來不當飼養或是惡意遺棄的產生。 

三、10 月 24 日晚上 19：00  親職講座  講師：吳寶芬老師     

講題：養出聰明健康的孩子 

四、10 月 29 日下午 13：30  親職講座  講師：李訓維老師    

講題：如何在管教時與孩子設立界線、培養責任心 

邀請家長來參加講座的小朋友能獲得榮譽卡一張及小獎

品一份，歡迎家長踴躍參加！ 

 
文章分享：嚴長壽：找到自己的第一名      
 

轉載自親子天下雜誌 21期 作者：賓靜蓀 
   

「我考前一天背會的東西，一看到考卷就忘光了！我強記能力

很差，而且緊張得不得了！」坐在亞都麗緻飯店的總裁辦公室，嚴

長壽談起當年自己念書的窘境，自我嘲笑了一番。 

如果以主流價值，用考試決定能力高下的標準來看，嚴長壽說，

「那他就是一個失敗者。」但是，他並不是，相反的，他以只有高

中學歷的背景，從美國運通的傳達小弟做起，二十八歲就做到美國

運通台灣區總經理。之後，更被延攬為亞都麗緻飯店的總裁，一路

帶領台灣觀光業走向世界舞台，希望「用觀光，讓台灣跟世界做朋

友。」他對台灣觀光與飯店業的貢獻，甚至被稱為台灣的「飯店教

父」。 

今年初剛退休的他，現在更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公益事業，創設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選擇台灣資源最弱勢的台東，開始搭建他的

公益平台。 

他帶著來自台灣，甚至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教育家、企業家，

去感受花東之美。因為感動，藝術家來為原住民上課、企業家慷慨

贊助、政府單位配合推動國際包機到花東、有人從海外自己花錢飛

來當義工教英文，當地的學校、老師、學生全都動起來支援活動。

嚴長壽說，他選擇台東這個最弱勢的地方，希望做出一個示範，「我

想把他們的生命力帶起來，我鼓勵他們要有骨氣。」 

退休後的嚴長壽，即使身體剛動過手術，摘掉一顆腎臟，體力

必須省著用，但他的行程幾乎比退休前更忙；一個星期裡，台東來

回好幾趟，他忙著培訓民宿業者接待國際觀光客、忙著為當地年輕

有才華的藝術家找舞台、忙著發展花東的美食產業……。 

他說，他正想著如何把台東成功漁港的魚，搭配台東池上的米，

做成頂級美食的台灣壽司。他的熱情好事，真的如他自己所說的，

「連自己都快受不了」。 

 

 
一、賀本校參加新北市 103 年度三鶯分區語文競賽榮獲佳績： 

國小國語演說甲組   李欣璇   榮獲第三名 

國小國語字音字形   周坤毅   榮獲第五名   

王思晴   榮獲第八名 

國小作文           簡苡蓁   榮獲第九名 

小學教師組作文  楊于儂老師  榮獲第一名（參加市賽） 

社會組寫字      吳睿哲老師  榮獲第一名（參加市賽） 

社會組客語朗讀  黃秀珍老師  榮獲第二名（參加市賽） 

恭喜得獎師生，感謝指導老師及家長的指導鼓勵！ 

二、恭賀 三年六班 項淵同學 參加 2014 樹林區體育盃圍棋

公開賽榮獲第七名，請大家給予鼓勵。 

三、校內教師節卡片比賽成績如下： 

獎

項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特

優 

301

12 

張翃菖 410

06 

彭紹孺 508

29 

林品希 612

25 

王思晴 

優

等 

302

18 

王郁潔 404

26 

李先馨 506

28 

張俽瑜 601

23 

張雅荃 

優

等 

304

03 

賴浩均 409

22 

張育瑄 504

28 

黃璵安 604

18 

廖子嫣 

佳

作 

307

19 

李宸秀 410

01 

廖宜駿 506

06 

廖柏智 602

05 

劉家齊 

佳

作 

308

22 

蘇怡潔 403

12 

陳嘉浚 501

14 

陳宏脩 604

25 

沈伶薰 

佳

作 

306

21 

王心瑩 404

24 

張語璇 503

22 

劉若琪 602

09 

陳秉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