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把通往世界的鑰匙 

                                        校長  朱玉環 

英飛凌科技公司(Infineon Technologies)是歐洲第二大

半導體公司，它在德國慕尼黑的總部，有超過 8,000 名工程

師，分屬於 50 個不同國家。這 50 多國頂尖人才在公司裡，

面臨的不只是半導體工程的問題，他們更須面對跨文化差異

的學習，而這將是我們的孩子未來會面臨的職場環境……。 

            ＊＊＊＊＊＊＊＊＊＊＊ 

文化是什麼？簡單的說舉凡食衣住行、節慶習俗、典章制

度甚至思想價值，都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多元文化又是什麼？

多元文化是指社會中各種族群、各種宗教甚至各種國籍的人，

都保有各自的文化或觀點，並且大家都瞭解彼此的文化價值

雖然不同，卻沒有對錯與高下之分，也願意彼此了解包容與

尊重。 

談多元文化，從飲食切入最有趣，下列食物您熟悉嗎？如

果來個各國美食歡樂對對碰，您有把握對幾題？下列打＊記

號的是各國美食，而＃則是各個國家，試著連連看吧！ 

  

＊披薩          ＃馬來西亞    ＊人參雞      ＃墨西哥 

＊拉茶甩餅      ＃日本        ＊玉米餅      ＃土耳其 

＊叻沙          ＃越南        ＊瑪黛茶      ＃韓國 

＊鴨仔蛋        ＃義大利      ＊袋鼠肉      ＃巴西 

＊壽司          ＃印度        ＊沙威瑪      ＃澳洲 

      

台灣一直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國家，原住民族最早在這

塊土地上耕耘，而後又有福佬人與客家人的移民開墾，造就

我們認識各種文化的機會。曾經造訪原住民部落嗎？如果他

們招待您吃飛鼠肉，那一定是視您為上賓！有閩南朋友嗎？

一起吃飯的時候，一定要體諒他家族世代務農，不吃牛肉的

習慣！喝下午茶嗎？客家人的下午茶可是擂茶哦！這一代的

台灣人何其有幸，從出生到現在，就浸潤在多元文化的氛圍

中，也因為如此，這一代的台灣人包容外來文化的能力特別

強，適應外來文化的速度也特別快。 

20 世紀末期，尤其 1990 年之後，因為全球化與台灣社會

人口結構的轉變，開始有許多外籍勞工來台灣工作，甚至許

多東南亞籍的婦女嫁到台灣，成為台灣的「新住民」，這些外

籍勞工與新住民讓台灣原本多元的文化面貌，又增添了許多

美麗的色彩。每年 4月，我們可以在新北市的中和區歡度泰

國潑水節；而 7月份，慶祝回教開齋節的活動人潮，還曾將

台北火車站擠得水洩不通。這些新文化元素的注入，不但開

拓了我們的視野，也給了我們一扇連接世界的門，讓台灣人

更有勇氣踏遍世界各地，且有開闊的心胸跟不同文化的人接

觸與往來。 

「彩虹之美在於多色共存，文化之美在於多元展現」，在

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們必需教育孩子瞭解不同文化，並且尊

重差異文化。給孩子多元文化的教育，如同給孩子一把通往

世界的鑰匙，它將為孩子開啟無限可能的未來！ 

 
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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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變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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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垃圾不落地，校園設置垃圾桶，請學童及到校運動人

士能垃圾分類丟棄，方便打掃班級整理，讓校園更美好。 
 
活動公告 

一、兒童月系列活動「新北好兒童『德』意喜洋羊、惜福感恩
樂悠揚」。 

4/1＊模範生表揚大會(8:20-10:30文林國小演藝廳) 
4/2＊米花電影派對(各班教室影片欣賞) 
   ＊翻轉課堂派對-上下課大反轉(10:30-10:40   10:40-11:20) 
   ＊愛心分享派對-班級愛心義賣跳蚤市場(10:00-11:20) 
   ＊好書分享派對-捐書暨好書交換分享 
   ＊書包大減重 
   ＊禮讚新北派對-兒童節禮物大放送 
二、本校一年級預定 4/21 辦理校外教學，目的地：大溪松旺農

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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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六年 05 班陳子安同學，參加「104 年度新北市小學聯
運游泳錦標賽」,榮獲蝶式 50 公尺 100 公尺雙料冠軍。 

四、本校六年 11 班陳思妤同學，參加「104 年全國青年盃田徑
賽」，榮獲女童跳高第四名(成績 1.44cm)。 

五、本校五年級男女排球隊，參加「104 年度新北市小學聯運
排球錦標賽」，榮獲第二名。 

六、本校五年級男生排球隊，參加「104 年全國青年盃排球錦
標賽」，榮獲第六名。 

七、4月 13 日~4 月 30 日辦理運動會前之各年級競賽預賽及運
動週。 

八、本校四年5班李翊瑄(40~43kg)、五年11班胡巧恩(46~50kg) 
、四年 10 班林欣樺(50kg 以上)參加「104 年度新北市小學
聯運跆拳道錦標賽」，皆分別榮獲第二名。 

 
一、 04/03（五）補 04/04 兒童節（六）放假一日；04/06（一）

補 04/05 清明節（日）放假一日。 
二、 04/16（四）第一次定期評量（國語、自然、英語）；04/17

（五）第一次定期評量（數學、社會）。 
三、 教務處近期內陸續辦理中高年級校內語文競賽各組比賽，

請各班老師及家長給予參賽同學指導與鼓勵。 
四、 04/23(四)世界閱讀日，圖書館將辦理主題書展活動，歡

迎親師生共襄盛舉！ 

 
 



 
4/2起出納組長李佳蕙榮調八里愛心教養院附設三峽日間

托育中心，出納組長缺改由 張菁芬 小姐接任，新幹事為 安台

興 先生。 

 

一、 本年度聽力篩檢、視力篩檢、腸病毒洗手查核，已配合辦

理並完成。視力檢測結果發現視力不良幼童日漸劇增，請

家長們多注意幼童閱讀時的姿勢、書距、光線等，並減少

使用 3C 產品，一起為幼兒的視力做好把關。 

二、 預計 4/17(五)中、小、幼幼班發下<就讀意願調查表>，以

利進行招生作業。 

三、 104 學年的招生作業：優先入園 5月 17 日，一般生入園 5

月 24 日，屆時等教育局發文，根據招生簡章辦理幼兒園招

生。目前已在文林附幼網頁公告招生日期，俟日後招生簡

章出來，會另行公告於首頁，歡迎家長上網點閱。 
 

<童言童語> 
綿羊班 

在<五顏六色>主題請小朋友觀察柳丁和檸檬，哲哲看完
馬上舉手說：「檸檬的屁股尖尖的，柳丁的屁股平平圓
圓的耶！」全班聽完哈哈大笑…… 

花鹿班 
阿寶有一個自己的魚缸養了幾隻小魚，每天第一件事就
是餵魚吃飼料，有時下課回家對著魚缸說:你餓了嗎? 

白兔班 
3 月 20 號是幼兒園校外教學的日子，老師告訴全班小
朋友那天中午午餐會提供米粉湯給大家吃，可愛的小銘
聽見後，立刻跟老師說:「老師我不喜歡吃 ”麵粉”」
老師回答說:「我們沒有要吃 ”麵粉” ，我們只有要
吃米粉喔！」 

小熊班 
小嘉在娃娃家，說我在煮飯飯喔! 

 
活動快訊 

一、4/21(二)下午 14：00-16：00 中華點亮生命教育協會邀請

松山高中劉桂光校長，講題：活出精采的人生，地點：本

校 2樓校史室。 

二、5/1(五)晚上 19：00-21：00 舉辦親職講座，邀請李偉文

講師，講題：「幫助孩子建立生活常規與自主學習」，講

師簡介：牙醫師、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作家。地點：活

動中心演藝廳。 

歡迎文林家長、志工、老師踴躍參加講座。 

 

四月份宣導主題： 

【多元文化宣導─新北市新住民專區網站介紹】 

網址：http://goo.gl/YLk1YZ 

新北市新住民專區網站 內容豐富，推薦主題專區有

學習區、教育篇、就業篇、交通篇、警政篇、社福篇、歸

化篇、醫療篇等，協助新住民快速了解新北市的環境與相

關福利資訊。 

多元文化主義            資料來源：轉載自教育 Wiki 網站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係指一個國家或社會

中不同文化群體以及不同族群之間彼此保持其獨特的文化，相
互尊重，和諧共處，甚至欣賞其各別差異，而該國家、社會也
不以任何一個文化作為主導性的文化，強調文化的多樣性。 

自 1970 年代開始，新的、更符合全球多數國家之人群組
成特性的社會意識與價值逐漸抬頭、興起，這便是「多元文化
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者以「沙拉腕」以及「馬賽克」作為其
比喻，來說明社會中的人群組成方式：一個國家或社會由各式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組成，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並
不需要「熔」成同一種顏色與味道，而是透過不同、多元的文
化展現，共同來豐富一個國家或社會。透過增加對不同民族、
族裔的文化傳統的理解，來促使人們尊重不同文化的傳統等，
並進一步消除對其他民族、族裔文化的誤解，以克服、消彌因
彼此間互不理解而產生的激烈文化衝突，甚至減少對其他文
化、種族的偏見，培養對於群體差別欣賞的態度。而如此的理
想狀態則需透過適切的社會學習來推進，以使各個族群、團體
之間能相互容忍，了解不同的問話各自具有其獨特性，進而尊
重、欣賞彼此之間的異同。 
世界各國不同的風俗民情篇          資料來源：轉載自網路 
1.日本：在日本，不管任何原因，都不能把筷子插入飯碗裡離

開，因為這是不祥的徵兆。因為飯碗裡直立的筷子會讓日本
人想起墓碑。 

2.印度：去印度或中東旅遊，吃飯和接拿東西，只能用右手，
絕對不能用左手。因為這些國家的人一般是用左手洗澡，上
廁所，左手是不潔淨的。所以用左手接拿食品是對主人最大
的不禮貌。 

3.泰國：絕不可騎在佛像上拍照，在東南亞的佛教國家，旅客
如果對寺廟、佛像、和尚等做出輕率的行動，被視為『罪惡
滔天』。有些不明厲害的觀光客，曾經由於跨坐在佛像上大
拍紀念照而被處以刑罰。另外，在泰國還有個規定，凌晨 2
時以後不准再買酒，否則會被警察處以罰款。 

4.印尼：印尼等地的人們不希望別人摸自己身上的任何一部
份，相對的，他們也不喜歡去摸別人，他們認為：頭部是人
體最高的部分，也是人體中最神聖無比的部分，尤其是孩子
的頭，被視為神明停留之處。 

5.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致力於保持清潔，亂丟垃圾初犯處以罰
金新幣一千元，累犯處新幣二千元，依最新修訂之懲治亂丟
垃圾條例，新加坡全面禁售、禁食口香糖，口香糖為最難清
除之垃圾之一。 

6.越南：越南人社交習俗總的特點：越南種族多， 飲食有特
色； 酸辣味受寵， 食品要斟酌； 傳統重禮儀， 熱誠待賓
客； 不准觸頭部， 肩膀忌拍摸；用腳若指人，屬於壞動作。 

一、賀！本校 103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得獎學生名單： 

學生姓名 參賽項目 指導老師 

509 陳品 書法類國小高年級組佳作 沈偵詢 

508 林品希 版畫類國小高年級組佳作 許維穎 

306 謝心瑀 漫畫類國小中年級組佳作 郭嘉慧 

二、賀！本校中高年級閱讀寫作比賽各年級優勝名單： 

三年級： 

302 王甄辰 301 涂詠絮 308 陳禹彤 305 王玟淇 306 陳妍熙 

四年級：  

406 顏岑軒 403 葉慧馨 406 劉嘉蔚 404 張語璇 408 陳沛佑 

五年級： 

510 張羽晴 504 陳姵安 511 沈嘉杰 506 鍾佳潤 505 沈冠華 

六年級： 

607 李欣璇 611 唐  萱 612 葉柏辰 609 鄭婉騏 606 林芸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