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6 日星期六為本校 103 學年度學校暨社區運動會，

歡迎家長踴躍蒞臨指導，5月 18 日星期一校慶補假一天。 

 

親愛的家長您好: 
本校將於中華民國 接受校務評鑑，而即日

起到 5月 29 日止，為家長上網填寫校務運作問卷的時間，關
心孩子學習的您，一定要記得上網填寫，因為填答率表示您
對孩子的關心，也代表對學校的期待。謝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李偉文醫師能，我們也能       朱玉環 

上星期五，104 年的五一勞動節，我們請來了荒野保護協

會的創辦人李偉文醫師，到文林國小為家長進行一場親職講

座，講題是—幫助孩子建立生活常規與自主學習，李醫師是專

業的牙醫，卻因為一對雙胞胎，而成為教養專家。李醫師能，

我們為什麼不能? 

李偉文醫師在孩子還小的時候，便規定孩子每天運動，

每天看書，每天要幫忙做家事，而且晚上九點半準時上床睡

覺。他也教孩子應對進退的禮貌，因為他認為自律與常規的

養成，是父母教養孩子最重要的核心。 

而為人父母的李偉文醫師不但堅持對孩子的要求，自己

也以身作則，晚上九點半之前一定陪孩子看書、看影片、聊

天，不看電視，不上網，更不滑手機。他說他要用不花錢的

方式陪孩子成長。 

他做到了！ 

他用不花錢的方式，教養出卓越的雙胞胎，一個考上政

大傳播學院，一個考上國防大學醫學系。他用不花錢的方式，

教養出有膽識的雙胞胎，在大學推甄放榜之後，兩姊妹背著

行囊，攜手到西伯利亞流浪！ 

他不花錢，但他花時間，他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  
家，是孩子第一個學習環境，父母是孩子一輩子的老師。

每一位當父母的，都愛自己的孩子，可是，往往因為太愛孩

子，捨不得孩子吃苦，捨不得孩子承擔壓力和挫折，而扼殺

了孩子成龍成鳳的機會。 

李醫師當然也愛自己的孩子，但他知道，父母不可能永

遠陪在孩子身邊，所以他讓孩子學自律，學與人相處，學獨

立自主。他像放風箏一樣，孩子還小時，緊緊地拉在身邊，

教紀律，教規矩。當孩子逐漸長大，他給孩子的自主空間便

跟著擴大，直到孩子能獨立遠颺。 

李偉文醫師不花錢的教養方式，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只

要我們願意，假以時日，相信我們也能像李偉文醫師一樣成

為教養專家。 

 
一、 （六）104 學年度新生報到日( 文心大樓一

樓教師辦公室)，請新生家長攜帶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準
時辦理報到。(本校學區內新生家長，如未收到樹林區公
所發放之新生報到通知單，仍可攜帶戶口名簿辦理報到。) 

二、05/26(二)五年級國語文學生能力檢測，敬請教師及家長
多予鼓勵指導。 

一、五年級排球隊參加 104 年度全國青年盃排球錦標賽榮獲
五男組第六名/五女組第九名。 

二、104 年度全國小學聯運新北市代表隊 6年 11 班陳思妤參
加跳高 榮獲第三名。 

三、新北市 104 年小學聯運獲獎成績: 

～感謝教練團辛苦指導與付出～ 

 
宣導事項 

腸病毒疫情流行高峰期，請家長加強防範孩子腸病毒
發生，提醒您的寶貝： 
（一）隨時用肥皂勤洗手。 
（二）返家或抱嬰兒前，務必更衣及洗手。 
（三）避免出入擁擠及空氣不流通的場所。 
（四）保持居家通風和清潔。 
（五）玩具經常清洗和消毒。 
 

活動公告 
 一、三年 2班於 5月 11 日代表本校參加新北市健康操比賽。 
 二、五年級排球隊於 5月 30.31 日參加中華盃排球賽。 
 三、國樂團於 103 年 5 月 30 日晚上 7點在活動中心演藝廳舉
辦成果發表會。 
 四、六年級飛盤隊於 5月 31 日參加 2015 徐匯扶輪盃全國青
少年躲避飛盤錦標賽。 

 

一、畢業典禮日期訂於 6/24(三)，歡迎家長蒞臨！ 
二、新北市 104 學年公立幼兒園招生簡章已於 104.4.15 公告

在附幼網站首頁，並張貼於警衛室外，而警衛室另備有招
生簡章資料，歡迎家長索取。 

三、5/17(日)為優先入園作業，5/24(日)為一般入園作業，符
合資格者，依指定時間辦理登記、抽籤及報到。  

<童言童語> 
綿羊班 

小恩最近迷上影劇三國演義，下課時和同學分享自己的
想法，說：「我喜歡貂蟬，還有貂蟬的女朋友！」 
小鴻訝異的回應：「嗯？是女朋友喔？不是男朋友喔？」 

花鹿班 
老師跟小朋友討論要去哪裡寄包裹呢? 
小菲說:去郵局寄 
小秀說:去 711 寄 
小勳說:去全家寄 
小泓說:去全聯超商寄?? 

白兔班 
某日，師在餵藥要紀錄幼兒用藥內容時，發現筆沒水
寫不出來。師：啊!沒水了。熱心的以文拿著他的水罐：
老師，我這裡有水。 

小熊班 
承承:我做的火車好長好長喔! 



 
感謝溫大隊長率領環保志工隊於 4月 26 日週日清晨整理

千歲廣場、孔園及幼兒遊戲區修剪花木，移除大型的枯枝落
葉，使得校園的前庭更加清爽，也增添了春意，感謝這群默
默耕耘的環保志工。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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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家庭因學習而更相愛! 
 

  「幸福甜甜圈」親職團體課程 
透過分享、團體支持、經驗交流提升家長教養知能。 
(一)參加對象：一般家庭家長、偏差行為兒童家長或主要照

顧者。 
(二)辦理期程：全年預計辦理 40 梯次，160 場次。每梯次 4

次課程，第 1梯 4~5 月，第 2梯 10~11 月。 
(三)課程內容：使用本中心研發團體方案手冊教材 
A 系列：親子溝通、教養態度、性別教育、同儕人際。 
B 系列：生活常規的養成、頂嘴叛逆的處理、孩子說謊的真

相、沉迷電視與網路。 
C 系列：看見孩子的亮點、孩子成長與溝通、家事分工總動

員、零用錢管理技巧。 
(四)小團體人數約 15-18 人，請有意參加之家長可向學校詢

問，由學校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家庭教育重要資源 
★★412-8185（幫一幫我）★★ 
家庭教育諮詢專線(手機請加區碼 02)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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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服務時段：周一至周五 早上 9:00-12:00、 
下午 2:00-5:00 、晚上 6:00-9:00。                    

周六早上 9:00-12:00、下午 2:00-5:00。 
(三)面談諮詢服務：請撥 412 – 8185 專線預約面談時間。  
   

  您一定要知道的資訊-家庭教育共學習 
 

一、★★子女從姓及取得財產權之平等宣導★★ 
(一)出生登記，父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母姓或父姓，約定

不成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年滿 20 歲成人得依意
願選擇從母姓或父姓。 

(二)民法 765 條規定所有人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
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保障兩性取得財產權利之平等。 

 
二、★★教導孩子防治藥物濫用及關注校園霸凌行為★★ 

提供家長瞭解孩子的自身狀況及教導如何拒絕毒品與反
霸凌等相關資源如下： 
(一)預防毒品近身的六個方法 
1.摒拒不良嗜好 

在許多毒品犯罪的吸毒經驗中，大多數是從吸煙、喝酒、
施用安非他命到海洛英的漸進方式發展，這些人為了追求更
大的感官刺激，而走上吸毒的不歸路！ 拒毒的最基本方法就
是要自始摒拒不良嗜好，而經常熬夜、日夜顛倒等不規則的
生活作息，也會間接造成不良嗜好，年輕朋友更應該謹慎。 
2.善用好奇心，不要以身試毒 

毒品所造成的心理依賴非常可怕，吸毒犯在監獄服刑三、
五年，其生理上的身癮早已戒除，但「心癮」難除，往往一
出獄後又情不自禁，千方百計再度找毒，這也就是吸毒者終
生進出監獄的悲慘寫照。因此千萬不要出自於好奇心，或自
認「意志過人」、「絕對不會上癮」而以身試毒。 
3.尊重自我、堅決拒毒 

毒品所傷害的是自己的健康、生命與尊嚴。尊重自我是
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千萬不要礙於情面或講求朋友義氣而接
受朋友的引誘與慫恿。 

 

4.建立正當的情緒抒解方法 
人生不如意時常八九，難免有情緒低落、苦悶沮喪的情

形，當然需要尋求舒解、宣洩，但是應該尋求正當健康的舒
解方法（如聽音樂、看電影、運動、找朋友傾訴等等），如一
時的空虛、鬱卒就靠毒品來舒解，反會沉淪於毒品之中而不
能自拔。 
5.認識正確用藥觀念  

健康的身體、飽滿的精神，必須靠適當的營養、運動與
休息，想用毒品藥物來提振精神或治療病痛，只不過是預支
精力，透支生命的愚行罷了！ 
6.遠離是非場所 

根據統計，電動玩具店、KTV、MTV 及地下酒家、舞廳等
場所，是吸毒者和犯毒者最長出沒的地方，販毒者往往不擇
手段地在這些場所設下陷阱，引誘或威脅青少年吸食、施打
毒品。提高警覺性、不隨便接受陌生人的飲料、香菸：毒害
不會從天而降，通常都是經由毒販設陷阱傳送，時下即發現
有將毒品摻入香煙供人吸食的案例，所以應該隨時提高警覺，
在不熟悉的場所中，不要隨意接受他人送的飲料或香煙等，
以確保自身安全。 
(二)拒絕毒品六不 

如果你的孩子被邀請做不好的事，你該如何應付呢？教
你的孩子六種說「不」的方法： 
1.肯定友誼：以誠懇的態度表示雖然很重視雙方友誼，但是

不希望因此做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2.家教嚴厲：面臨難以推託的壓力時，以家教嚴厲為藉口，

加以拒絕。 
3.自我解嘲：不理會朋友的嘲笑，並以幽默的語氣緩和不愉

快的氣氛。 
4.轉換話題：談到你不喜歡或是感到壓力的話題時，設法轉

換一個新的話題。 
5.遠離現場：朋友邀你一起做觸犯法律或校規的事情時，明

確拒絕後，立刻找藉口離開現場。 
6.堅持拒絕：無論朋友如何勸說，要始終明確地、堅定地說

「不」，不必做任何解釋。 

(三)受凌學生的異常行為 
1.對金錢的要求增加，花錢如流水。 
2.成績明顯下滑。 
3.不再拿出學校的通知單聯絡簿。 
4.毫無由來地煩躁。 
5.對什麼事情都自暴自棄。 
6.不自然的交友關係等。 
(四)相關預防專線與宣導 
1.教育部反霸凌專線：0800-200885 
2.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0800-700-885 
※其他相關宣導資訊，可到教育部防治校園霸凌專區下載※ 
資料來源：教育部(民 104 年 2月 14 日)。防治校園霸凌專區。
取自 http://goo.gl/j7a5nO 
 
三、★★孩子安全上網守則 網路資訊停看聽★★ 
(一)停：接到不明人士傳送的訊息時，先不要急著回應對方，

請先停下來想想，網路上的資訊都可信嗎？對方發布
訊息的目的有可能是什麼？我可以怎麼驗證網路資
訊的可信度？我可以找誰討論這則訊息？等等。停幾
秒的思考，對資訊安全的保障也會跟著提升。 

(二)看:區辨網路資訊的可信度，除可以停下來思考一下外，
也可進一步透過多聽多看相關資訊，確保資訊安全。  

(三)聽：多聽聽他人的建議與經驗，也是一種幫助我們釐清
資訊的方式。例如訊問同學的經驗，說不定有許多
同學都有收到類似的簡訊；或是詢問老師、爸媽或
兄弟姊妹，聽取多方建議，可以給你更多思考的空
間與釐清方向。 

資料來源：教育部 eTeacher - 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 。 
取自 http://goo.gl/pCddS4 

親子關係是彼此一輩子的支持與溫暖， 
透過學習的歷程增加家人之間的對話與分享， 

促進家人間的感情聯繫， 
學習讓我們更相愛，學習會造成改變， 

請攜手響應新北市「幸福家庭 123」運動： 
每 1天 

陪伴家人 20 分鐘， 
一起做 3 件事： 

(共讀、分享、遊戲與運動。) 
營造健康溫馨好家園～～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關心您 

http://goo.gl/9wzA9N
http://goo.gl/j7a5nO
https://eteacher.edu.tw/Articles.aspx?CateID=175
http://goo.gl/pCddS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