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10/02（三）新北市原住民語文競賽；10/04（五）新北

市語文競賽南區市賽。 

二、10/10（四）國慶日放假一日。 

三、10/18（五）聯合盃作文比賽報名截止；10/25（五）文

林百篇徵稿截止。 

四、預告：11/07（四）及 11/08（五）第一次定期評量。 

五、本校 102學年度教育實驗課程經教育局核定開設： 

1、 體育類 4班：(1)桌球隊；(2)田徑隊；(3)排球隊（高

年級）(4)排球隊（中年級）。 

2、 自然類 2班：(1)自然研究社；(2)科學研究社。 

3、 音樂類 7班：(1)管樂團（A1）；(2)管樂團（A2）；

(3)管樂團（B）；(4)國樂團（中年級）；(5)國樂團

（高年級）；(6)合唱團 ；(7)直笛隊。 

4、 補救教學類 1班。 

5、 開班人數：除補救教學班外，其餘各班以 15～25人

為原則。 

6、 上課時間：各班皆於每週三下午 12：40～16：00（含

午餐午休 1節）。 

7、 其餘事項依教育局相關規定辦理，如有疑問請洽教務

處。謝謝！ 

 

一、感謝各班家長踴躍參加 102學年度的家長代表大會，恭

賀綿羊班家長丁銘音女士、花鹿班李淑權女士當選家長

委員。 

二、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五歲幼兒免學費入學、經濟弱勢加額

補助及經濟弱勢家庭幼生餐點補助等，已送至新北市教

育局申請與審核，補助將於十月陸續通過審核，屆時申

請補助的家庭，再另行通知繳交撥款資料，請家長留意

相關訊息。 

三、102 學年度保險權益宣導通知單已分發，請家長詳閱不要

讓自己的權益睡著囉！ 

四、新北市流感疫苗開始免費接種了，對象為年滿六個月以

上、入小學前的幼兒及年滿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詳請

參閱各班分發的宣傳單，接種時請攜帶兒童健康手冊或

健保 IC卡，到各區衛生所及流感合約醫院診所施打。 

五、腸病毒流行期間，請提醒孩子多洗手，養成良好衛生習

慣。 

 

102學年度文林家長會組織(於102年9月30日完成改選作業) 

會長：盧鋒瑋會長 

輔導會長：陳昱森會長 

副會長 

王增文副會長 施文勝副會長 黃義豪副會長 黃志平副會長 

許智瑋副會長 李以德副會長 簡國隆副會長 張寶川副會長 

黃欽聖副會長 丁一權副會長 陳香桂副會長  

常務委員 謝當敏常委 劉雅琪常委 潘玉婷常委 蘇幸慈常委 

家長委員 

李淑權委員 陳彥豪委員 張依林委員 黃淑樺委員 

丁銘音委員 劉芷伶委員 鄭雅慧委員 李慧君委員 

何振邦委員    

家長的支持 是文林進步的活力泉源 

家長的鼓勵 是文林發展的最大動能 

『文林家長會』讓校務發展全無後顧之憂，歡迎所有對文林

有熱忱的家長們一同加入『文林家長會』的行列！ 

 

一、學校工程 

1、 暑假期間：懷恩樓廁所及志惠樓廁所整修工程、懷恩

樓前階梯地坪整修、102學年度新(增)附設幼兒園工

程（含新設幼兒園廁所）、特教班廁所工程，以上工

程皆已完工並驗收中。 

2、 學期中：女兒牆欄杆增高改善工程-懷恩樓五樓部分

女兒牆、志惠樓四樓部分女兒牆及活動中心三樓看台

等欄杆增高工程，已於 10/2完工。 

二、關於學生各項收費繳費說明： 

1、 本學期註冊繳費期間為 9/9-9/13，課後班第一次收

費繳費期間為 9/24-10/2，通常繳費期間為 5-7 天，

請家長在截止日前完成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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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飲水設備每年均請廠商定期做系列檢查如下： 

1、 每個月定期巡檢一次、三個月濾心更換一次。 

2、 每季教育局簽約商來校檢測水質：均符合安全標準。 

3、 每學期開學前均請廠商全數保養清潔維護飲水設備，

並清洗水塔。 

4、 請全校師生安心飲用本校之飲水，並一同維護清潔。 



 

一、六年級游泳課程教學於十月 4 日至十一月 1日實施。 

二、十月 28日至 31日舉行本校 3 年級健康操比賽，獲得第 1

名班級，將代表本校參加新北市國民小學健康操比賽。 

三、十月 16日上午流感疫苗接種。 

 

親職教育文章分享：當孩子吵架失控時‧‧‧                 

    孩子吵架時，可能互罵甚至於打起來，若大人出面阻止，

通常雙方都會暫時熄火。可是有一種孩子當他發怒時，威力

十足，像摔踢東西，或展現非打到人不可的憤怒等等；這時

的他完全失去理性，情緒全然失控，此時若只想以大人的權

威阻止他發飆，通常是無效的，甚至會更激怒他，因為他覺

得大人在挺對方。 

    這些孩子為何會如此暴怒？除了可能是說了無效導致挫

折而發飆以外，他們通常有個共同現象，就是平常就表達不

出當下生氣的事。有的是鮮少表達生氣；有的只是生悶氣；

有的雖然容易生氣，但常說不來他在氣什麼。這些現象累積

久了，情緒自然就會爆炸，行為跟著失控。 

    失控行為無法被強行壓制，又不能任憑他做些破壞東西，

或傷害別人的舉動，這時怎麼辦？「攻心為上」是妙方。此

時可以一方面從後面抱住他們，不讓他們繼續搞破壞；另方

面則不斷同理他們當下的心情，也就是說出他們當下最生氣

的事，例如:「你很生氣跟他說那麼多次都沒有用」、「你很

生氣那是你最心愛的東西，卻被弄壞了」等等。若當下不知

他在氣什麼，就讓他覺得你會支持他，例如:「我知道一定有

什麼事情讓你這麼生氣，我會幫你。」（幫助他讓對方瞭解） 

    同理一次可能無效，需不斷說些類似的話後，通常孩子

這時會逐漸冷靜下來。等他情緒已完全穩定後，再開始協助

他跟對方對話溝通。這時大人的立場是中立的，只是不斷幫

助雙方說出自己的心情及想法，最後協助他們找到彼此滿意

的解決方法。 

    有些孩子此時雖然攻擊的衝動行為已經沒有了，可是還

是很難面對問題，表示他們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沈澱冷靜，最

好不要強迫他們面對問題，等他們完全平穩後，再談剛剛的

事情，他較能接受。 

    其實，孩子對於自己的失控行為通常也會有罪惡感，而

誤以為自己不應該生氣，因此幫他釐清生氣的情緒跟表達方

式是兩件事是很重要的。事後，可以以輕鬆的心情找他談談：

「你很棒，能夠讓對方清楚知道你在生氣什麼事情，這樣事

情就解決了。不過我知道你自己也不喜歡剛剛那樣的生氣方

式，大家跟你一樣都嚇一大跳。下次若又有類似的事情讓你

生氣時，你覺得可以怎麼辦呢？」陪孩子想想：例如直接跟

對方說。如果說不出來可以怎麼辦？找我幫忙，或告訴我你

需要冷靜一下。 

    生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失控的生氣方式會讓孩子

周遭的朋友離他遠遠的，孩子本身也會懊惱及喪失信心。利

用與家人互動的機會，幫助孩子找回生氣的權利感及培養適

當表達能力，將有助於孩子的情緒控制能力。 

      本文出處：「友緣家庭月刊」216期，詹純玲老師撰寫 

 

一、本校參加 102年度三鶯區語文競賽榮獲佳績，感謝所有

參賽師生及指導老師！ 

1、學生組 

潘蕾旭 寫字組 第 3名（參加市賽）；賴禾旻 字音字

形組 第 3名（參加市賽）沈鈺婷 作文組 第 6名 

2、教師組 

林婉玉老師 字音字形組 第 2名（參加市賽） 

 

3、社會組 

楊正朴老師 閩語演說 第 3名（參加市賽） 

黃秀珍老師 客語朗讀 第 1名（參加市賽） 

蕭薇筠老師 寫字組   第 1名（參加市賽） 

二、本校參加 102年新北市原住民語文競賽榮獲佳績，感謝

所有參賽學生及族語指導老師！ 

國小學生組 

噶瑪蘭族      第一名陳諺芳（參加國賽） 

太魯閣族      第一名施孟筠（參加國賽） 

阿美族 A組    第六名陸佩汶 

阿美族 C組    第二名黃子齡  

排灣族        第五名陳佳琦 

三、教師節製作敬師卡系列活動，獲獎作品名單如下： 

 

四、世界清潔日學藝競賽系列活動，獲獎作品名單如下： 

新北市文林國小 102 學年度世界清潔日學生學藝競賽成績一覽表 

名次 
特優 優等 優等 佳作 佳作 佳作 

項目 

3年級標語創作 306劉嘉蔚 306黃御臻 308鍾旻妍 308謝憬禾 308廖芝頤   

4年級標語創作 408陳翊瑄 401陳薏涵 401方馨怡 401黃品瑄 408陳姵安 408吳昀樺 

5年級壁報 

502陳秉寬 

502鄭潔宜 

502王玟涵 

501凃秉諺 

501李浩維 

501王玉如 

510王宣荏 

510俞翊華 

510曾巧妮 

508藍啟揚 

508余謹彤 

508崔  薺 

509謝佳勳 

509吳玟萱 

509龔俐安 

503林宜樺 

503陳薇如 

503林諭庭 

6年級壁報 

609陳子熙 

609沈宜霖 

609鄭琬蓉 

611陳奕瑄 

611林  頎 

611胡佳芊 

610陳玥儒 

610張綺芳 

610陳慧霖 

608沈鈺婷 

608陳佳琦 

608江玥萱 

602何柏謙 

602吳冠頡 

602陳舒羨 

601宋佩珍 

601林庭伃 

601簡宇晨 

 

五、本校排球隊參加各項比賽獲獎如下： 

1、全國精英盃榮獲六年級男生組冠軍，五年級女生組前

八名。 

2、全國永信盃榮獲六年級男生組季軍。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209 王甄辰 307 陳品瑄 404 林品希 504 沈伶薰 608 陳品佑 

202 張翃宣 304 李先馨 407 林育函 512 王思晴 608 王芊涵 

209 申仲亨 301 曾緯庭 405 林珈亘 504 詹巧微 601 張珈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