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涯輔導，成就未來人才  校長 朱玉環 
冰雪奇緣電影大家一定不陌生，片頭有一段工人鋸冰的

畫面讓人印象深刻，沒錯，在還沒有冰箱的時代，「鋸冰」確
實是一份工作。樹林古稱「風櫃店」，因為樹林以農業起家，
而修理農具的打鐵店，鼓風爐呼呼作響的景象，讓「風櫃店」
不脛而走。然而，隨著時代演進，「鋸冰」「打鐵」這樣的工
作已不復見…。 

最近有一則新聞非常吸睛，那就是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
畫署（ ）主辦的
「DARPA 救災機器人挑戰賽」結果出爐！鴻海集團所投資的
機器人 CHIMP 獲得第三名。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先生看到
未來的趨勢，所以近幾年傾全力發展機器人，希望未來鴻海
集團能以機器人取代部分人力。而英國牛津大學研究也顯示：
未來的英國，將有 的職位會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 

在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電腦還沒被發明；當我開始出
社會教書時，FB(臉書)的創辦人祖克伯才滿周歲，所以英國
創意、文化與教育的執行長寇特尼會說 ：「英國的統計顯示，
現在念書的孩子，日後將從事的工作，60%尚未出現！」 

這就是我們的孩子(全世界的孩子)正在面臨的現況！ 
現在的工作，在未來的社會可能消失，或被機器人取代；

而孩子未來要從事的工作，可能有 60%又還沒有出現，那麼，
我如何和孩子談「生涯」？我的孩子又如何能具備未來的工
作能力與競爭力呢？ 

這個世界正以驚人的速度改變，我們不能再用現在標準
為自己和下一代做選擇。但是我們可幫孩子培養未來人才所
需的關鍵能力，到底哪一些是未來人才所需的關鍵能力呢？ 

首先，我們要培養孩子察覺趨勢的能力： 
    如果機器人大軍是未來趨勢，那麼工廠作業員等勞力密
集的工作便會被機器人取代；但人口老化、地球暖化日趨嚴
重，所以未來健康養生、環保節能相關的工作，必定很夯。
孩子還小，必須大人引導他分析未來趨勢，將來他才有察覺
趨勢的能力，選擇未來需要的工作。 

其次，是培養孩子與人合作的能力： 
蘋果公司的創辦人賈伯斯是一個走在時代尖端，引領數

位生活夢想的人，但在創業路上，賈伯斯需要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而行銷麥金塔，賈伯斯則需要史谷利（ ）。
在分工精細的雲端時代，個人能力再強，都無法一人掌握全
世界。因此找出孩子的個人特質，同時教孩子應對進退，與
人合作，才不會被排除在外。我們寧願孩子是一個廣結善緣
的平庸大學生，而不是一個宅在家裡的台大高材生。「人際能
力」是孩子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資產，值得努力投資。 

最後，是培養孩子學習的熱情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許多孩子在小學階段並不知道自己的興趣與職業性向，

這時便需要父母從旁觀察，孩子是愛看書愛思考的學術型人
才？還是愛說話愛交朋友的業務型高手？協助孩子發現自己
的特質，找到自己的興趣，然後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最
大熱忱向前衝，那麼，孩子的未來便不是夢。 

時代的變遷愈來愈快速，學校所學習的知識，有可能在
孩子進入社會工作的時候就已經是舊知識，懂得如何利用學
校的知識做為基礎技能，以更開放的胸襟面對「學習」這件
事，讓自己無時無刻吸收新知。在不同人生階段跨界學習，
累積一種以上的扎實專業，才不會被市場淘汰。 

孩子二十年後，將有無限可能？還是一事無成？其實關
鍵時刻就是現在。親愛的家長，讓我們一起來豐富孩子的生
命，讓孩子有能力編寫一本屬於個人的、獨特的生命傳記吧！ 

 
賀榜： 

  3年 10班徐睿忻同學榮獲 新北市104年度樂活學習家年
華「家的角落 愛的承諾」攝影比賽-國小組特優 

  3 年 7 班何宜軒同學榮獲 新北市 104 年度樂活學習家年
華「家的角落 愛的承諾」攝影比賽-國小組佳作 

  劉育宜老師榮獲 新北市 104 年度樂活學習家年華「家的
角落 愛的承諾」攝影比賽-大專社會組特優 

恭喜以上得獎的學生及老師，本次活動 54 幅得獎作品展覽訊
息如下： 

  展覽時間：6/2-6/28 上午 9：00-晚上 21：00(市圖休館
日除外) 

  展覽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歡迎文林親師生踴躍參觀展覽！ 

六月份宣導主題：【生涯輔導宣導】 

恭喜六年級同學即將畢業，踏入學習的另一個階段，畢業之
後相關升學訊息是不是讓家長及同學感到困惑呢？升上國中
以後，就讀的國中會有一系列關於升學的訊息讓家長知道，
透過親師通訊介紹 2個與升學相關的網站，提供給家長參考。 

  新北市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http://12basic.ntpc.edu.tw/ 

 

  十二年國教理念及說明  

       〈轉載自新北市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政府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 103 學年度起，現行

多元入學方式將整合為「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兩種管
道，以免試入學為主，75%以上國中畢業生免試入學。 

為讓學生選擇所屬免試就學區內的學校就近入學，政府
持續推動高中職社區化、優質化與均質化政策，協助高中職
學校邁向優質。新北市也籌擘『新北市高中職旗艦發展計畫』，
針對課程、教學、師資與環境設備，進行統整規劃。期望 103
年，無論公私立，優質學校的比率能達 80％，讓家長及學生
可以放心選己所愛，就近入學。 
教育部生涯輔導資訊網站介紹
http://career.cpshs.hcc.edu.tw/bin/home.php 
生涯規劃三部曲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我想成為怎樣的
人？ 
我的才能為何？ 
我的興趣是什
麼？ 
我的夢想是？ 
我重視的價值
是？ 
我需要預備什
麼？ 

 
  

 

最有潛力的行業
是？ 
世界需要怎樣的
人才？ 
各行各業的發展
趨勢為何？ 
科系與職業的關
聯是？ 

 
  

 

擇汝所愛，愛汝所
擇。經過瞭解自
己、探索工作世
界、審慎思考、理
智抉擇後，把自己
放在工作世界上最
恰當的位置。到老
時，你會說：我的
一生是幸福的，因
為我選擇了一個我
最愛的工作! 

 
  

http://12basic.ntpc.edu.tw/


 
 一、06/18(四)第 43 屆畢業典禮(09:00 活動中心 2 樓禮堂)。 
 二、06/19(五)補假一天(補 06/20 端午節)。 
 三、06/23(二)一至五年級期末評量(國語、自然、英語) 
 四、06/24(三) 一至五年級期末評量(數學、社會) 
 五、06/30(二)休業式(12:00 放學)，07/01(三)暑假開始 
 六、08/28(五)二至六年級返校日(一年級新生不須返校)，中
午 12:00 放學。 
 七、08/31(一)開學日(含新生)，按各年級作息正常上課，低
年級 12:00 放學，中高年級 16:00 放學。 

 本校暑假期間重要活動與行事，將公告於校網首頁
(163.20.158.9)最新消息公告，請家長上網參閱！

 
針對校園安全近程作為 

一、門禁管理： 
1.早上 7:50 關閉 ，下午 16：00 開啟 
2.管制期間進出校園一律由潭興街停車場大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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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識別證：為維護校園安全，自本週起，校內全體教職員工
於上課期間請配戴識別證，教職員工由總務處製作；臨時
代課教師請至教務處申請；社團指導教師及教練請至學務
處申請；志工部分請至輔導室申請。 

三、監視系統：6/3（三）校方與監視系統廠商開會後，會陸
續增設監視器及更新相關設備。  

四、廁所求救鈴：全面檢視。 
五、校園巡邏：放學後及假日，警衛落實巡邏。 
六、安全宣導：提高警覺，勿落單結伴行。 

 

一、口腔塗氟，於 104.6/3(二)，8：50~11：00 辦理。當天登
記塗氟的幼生已攜帶健保卡完成塗氟，感謝家長配合! 

二、6/5(五)9:30<幼小銜接活動>，參與人員有 36位大班幼兒
和大班老師，老師特別的安排讓幼兒們體驗小學生活。 

三、104 學年度招生額滿，正取生全數報到完成，謝謝家長配
合。 

四、第 22 屆文林國小附設幼兒園畢業典禮，訂於 6/24(三)舉
行，歡迎家長蒞臨。 

五、身心障礙幼兒教育補助和弱勢幼兒教育津貼，及五歲幼兒
免學費計畫之經濟弱勢加額補助，皆已撥出，請家長檢查
是否收到，如有問題請立即反應。  

<童言童語> 
綿羊班 

小皮一邊看書一邊大聲唸著：「小猴子的生日要到了，
猴子媽媽準備幫她辦一場特別的生日派對，小朋友們也
一起來參加吧！」同桌看書的小布聽完了，大聲對小皮
說：「我才不要去勒!......那個在書裡面，我怎麼去
啊？」 

花鹿班 
~投稿人劉芊妘~ 班上集點換禮物(玩具 or 零食)或背
好寶寶背帶，一陣子下來樂樂也換過幾次。有一天，只
見她在家裡忙著勞作，又一邊分次問我：「弟弟在早上
8點、10 點、中午 12 點、下午 2點、放學 4點時乖不
乖？」我雖不知道為何她要如此問，但還是想了一下分
次回答她：「乖呀！那時弟弟在喝奶奶、洗屁股、吃飯、
睡午覺、和我一起去接妳放學呀！」於是她快人快手地
把一疊紙(屑？)交給我，對我說：「好了，我把弟弟的
獎品畫好了，他集滿 10 點可以換了。」這個姐姐真是
「學以致用」又疼愛弟弟呢！ 

白兔班 
某日下午，老師向全班孩子宣導安全教育，當老師滔滔
不絕講到:「如果傷害到別人，對方可能會到警察局"
告"你傷害....」可愛的小叡立刻跟老師說:「告(狗)
會咬人喔! 」老師聽了哈哈大笑…… 

小熊班 
丞丞：快來買東西 
霏霏：我要麵 
丞丞：不行只有排骨 

 
一、腸病毒疫情即將進入流行高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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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時序進入盛暑，請叮嚀孩子注意戲水安全： 

從事水域運動時，強調「戲水三不、三要」原則；戲水
三不原則：(1)危險水域不戲水。(2)酒後飯飽不戲水。(3)無
救生員處不戲水；戲水三要原則：(1)戲水要充分暖身。(2) 戲
水要同伴在旁。(3)戲水要量力而為。 
三、學期即將結束，學童心理情緒易出現浮動、衍生暴力或
其他偏差行為，請家長予以警惕與重視。請提醒您的孩子： 
（一）做好情緒管理，健康快樂學習，以避免發生情緒失衡、

衝突或暴力事件。 
（二）培養正當休閒活動習慣，避免涉足出入分子複雜遊憩

場所，並認識菸品壞處與拒絕毒品，以免對毒品危害及
藥物濫用認知不足，導致菸品或毒品對身體的戕害，造
成自我及家人之終身遺憾。 

103 學年度本校語文競賽各年級項目得獎學生名單。恭喜
得獎同學，感謝指導老師！ 

 
校內語文競賽六年級得獎名單 

項目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字音字形 周坤毅 李欣璇 鄧翔遠 
寫字 周坤毅 余柔蓁 黃楷哲 
作文 唐萱 李欣璇 王思晴 
國語朗讀 李欣璇 唐萱 李佳玲 
閩語朗讀 林孟潔 方妍之 王妤婷 
國語演說 李宛融 余柔蓁 李欣璇 
閩語演說 陳品臻 高若涵   
校內語文競賽五年級得獎名單 

項目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字音字形 林育函 張羽晴 吳宣宏 
寫字 陳品伃 刁立昀 黃子珈 
作文 張羽晴 劉若琪 柯佩岑 
國語朗讀 沈嘉杰 任家萱 林榆宸 
閩語朗讀 曾奕鈞 張祐姿 王卉杉 
國語演說 劉若琪 王嘉彣 許宜榛 
閩語演說 曾奕鈞 吳郁湘 黃沛甄 

校內語文競賽四年級得獎名單 

項目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字音字形 祝宇辰 蔡昀芸  顏岑軒   
寫字 李先馨 游姍穎  彭紹孺   
作文 葉慧馨 張語璇 顏岑軒 
國語朗讀 劉嘉蔚 王姿雅 張金伶 
閩語朗讀 黃睦天 劉家吟 張育甄 
國語演說 顏岑軒 林欣樺 張語晏 
閩語演說 王玫嵊 杜俊賢 蔡宜如 

校內語文競賽三年級得獎名單 

項目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字音字形 童妍晳 洪一亘 王甄辰 
寫字 陳政瑋 何宜軒 周思瑤 
作文 陳憶萱 陳妍熙 陳禹彤 
國語朗讀 劉孟昕 王姿晴 廖儀宣 
閩語朗讀 胡心妤 陳伯禎 陳易婕 
國語演說 李宸秀 詹士緯 項淵 
閩語演說 周思瑤 詹士緯 杜宥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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