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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校園

教室變得教室變得不一樣！不一樣！

國中部寒假特色課程

課程活動化、活動課程化課程活動化、活動課程化

寒假輔導課程對大部分國中生來說，是剝奪假期的撒旦、困

守教室的桎梏、照本宣科上課的酷刑。同樣是十三歲的台灣國中生，

是否曾經比較過：世界上其他跟他們同年齡的孩子都在學些什麼、

想些什麼？身處在跟父母成長背景大不相同的環境裡，這一代的國

中生，最需要培養的關鍵能力是什麼？

去年寒假開始，國中部以「不一樣教室」出發，突破、改變傳統的輔導課，在綜合

專家學者建議與國際趨勢下，我們以兩個面向為目標：一、發展國中三年這個階段，孩

子的身心最需要、也最有利的能力。二、協助培養未來工作趨勢與能力。以上述目標為

定錨，為國一國二的學生精心擘畫了一連串橫跨人文、外語、社會及自然科學的內容，

不僅透過情境教學、班際英語布偶秀及科學實作，引導學生快樂學習，在最後兩天更

將課程徹底翻轉，把舞台、發言權交給學生，讓學生透過小組合作，以製作專題報告方

式，結合動態演藝及靜態作品展覽，呈現在觀眾面前。在此，將學習營就【學科特色課

程】、【多元特色活動】兩部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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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文科適逢農曆春節前，又因國一甫

在近體詩教學學會了對偶修辭；國二學

了六書、文字演進，因此國文科規劃了

書法寫春聯與版畫拓印。於是設計一年

級課程為「對聯創作、門神介紹」；二

年級課程為「拓印鐫刻、創意吉祥話創

作」。

(二)數學科規劃課程為一年級「數學抱報」~介紹數學家的故事與趣聞及海報製作；二年級「面

面俱到」~以摺紙製作正六面體與正十二面體。

(三)英語科一年級主題為「Puppet Show」，以跨社群的教學模

式，請家政老師教學生製作布偶，學生自己編寫劇本、製作

布偶、架舞台並表演；二年級主題為「Oh!Chef」，藉由異

國食物製作，練習餐飲英文用語，由本校餐飲科支援，學生

穿著正式廚師服上台簡報，頗有Chef架勢。

一、【學科特色課程】臚列如下：
國中部學科任課老師精心規劃結合課程、實作的特色教學，不僅讓學生活用課本知識，也能

藉此結合時事脈動、國際情勢、陶冶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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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會科更為豐富：一年級其中一項為「茶藝文化」，讓學生了解茶道與三明治的由來，

並嘗試製作個人風格的三明治；其二為「我的成長印記」，製作個人歷史小書，增進自我

了解，並與好友分享成長點滴。二年級課程為「墨西哥Pinata」及「貴族的午後時光」，

前者可認識墨西哥特有趣味文化；後者了解下午茶由來。同學將學習歷程及成果製作成

PPT，發表介紹給同學。

  (五)自然科是製作手工「阿明肥皂」及「葉脈書籤」。經過親身體驗，學生表示真的動手做

才知道原來外面手工皂售價比較高是有原因的。在葉脈質做過程，學生不僅認識各種植物

的葉脈，也學會了風乾、典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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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學院創辦人薩爾曼˙可汗在《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書中提到:「粗糙又不合時

宜的傳統教育法阻礙了學生，有些孩子明明能學得更快但被迫齊頭式減速，另一些則是被逼著

得精通不擅長的學科，這將讓孩子們墮入懵懵無知的一生。若不能啟發學生創造性，上課就只

是在扼殺學生靈魂，讓他們學習聽話與服從卻而掩蓋他們的熱情與獨特性。『舊的上課模式根

本不適合我們不斷變化的需求』。那是被動的學習，但世界真正需要的越來越主動去獲取資

訊。」讓孩子主動探索、學習團隊合作、訓練演繹推理能力、增加口語表達練習機會，不僅是

未來在社會立足所需具備的能力，也是因應教育會考、大學學測越來越重視邏輯思考、訊息檢

索的趨勢。

大明高中國中部一向以小班教學為特色，透過小班教學，我們更能深入、精緻化落實特色

課程的教育理念。期待孩子擁有的，不再只是五天中滿挑戰與樂趣的寒假課程，更能把這些課

程活動，像種子一樣深埋每個孩子心中，在未來萌芽生根。

         

 二、【多元特色活動】:

     有別於學科課程，活動課程讓學生增進生活樂趣、陶冶心性，達成生活技能的學習。

(一)童軍教育體驗：平日孩子們對於山林的接觸較少，因此利用童軍教育課程，教導孩子如何紮營、

結繩，並傳授相關山林、星象等知識，讓孩子有基本的野外求生概念。

)二)武術教學：另外也由武術老師教授基本武術動作，除了讓孩子藉由身體的律動，鍛鍊強健的身

體，也讓孩子體驗中國武術之美。

(三)專題報告:這個時代的國中生，已不再能再用傳統填鴨式教學，必須要有解決問題、邏輯思考的

能力，還要能口語表達、分享傳遞知識。因此，寒假學習營特別要求學生將前四天所學，以專題

報告方式，結合理論、實作及學習心得，以集體創作的精神，繪製海報或製作PTT，團隊上台演

示，考驗團隊合作及台風，盼多給孩子觀摩及練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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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校園繽紛校園

   餐 旅 群 畢 業 成 果 展

創四季，巧食藝

本 屆 成 果 展 主 題 設 定 為 「 創 四 季 ， 巧 食

藝」，同學們融合在校所學，發揮創意及巧思，

運用食材特性設計出以12生肖為主題的餐點，觀

光科學生則以節慶台灣為主題展出特色遊程靜態

展覽，讓賓客一次體驗不同文化的色、香、味等

感官刺激，本次所有活動及作品皆以餐點與景點

合璧的概念製成，採用新鮮、特殊的食材，同學

們用心料理每一道菜餚，皆令來賓激賞不已。

2016新年初始，餐旅群畢業成果展，在中天樓3F活動中心盛大舉
行。由觀光科及餐飲科師生們親自籌劃，為參加成果展的師長與家長貴
賓們準備一系列精彩的表演以及提供中、西式精緻料理與特色甜點。

畢業成果展是餐旅群學生最重要的活動之

一，學生們將過去三年來所學的知識、技能以及

課程研習的經驗，利用畢業成果展大顯身手，畢

業展覽當天邀請學生家長與師長蒞臨見證學生學

習的成果。此次畢業成果展從月初就開始著手進

行，今年所展演出的創四季.巧食藝饗宴，精心策

畫的開幕秀、上菜秀、桌邊服勤及歌舞秀或從菜

單安排、菜餚製作、活動設計、現場布置、服裝

道具、音樂影像等，皆由餐飲與觀光科學生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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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光科成果發表靜態展台

2.4.冰雕藝術作品-2016冰上封侯

3.餐飲科成果發表靜態展台

1 2
3

4

規劃、設計。學生充分將所學技巧、管理與實務

等方面做進一步的融合及變化，透過成果展來展

現大家對於服務的精湛技巧及熱忱。過程雖然備

極挑戰，也發生過許多令人難忘的插曲，但在同

學們齊心戮力、克服萬難後，終於發揮解決問題

能力，以團隊精神圓滿執行本屆成果展。

此次活動也邀請到台北遠東香格里拉國際大

飯店蔬果冰雕藝術主廚-賴龍柱先生現場示範冰雕

藝術作品，現場來賓及師生無不聚精會神，專注

欣賞師傅的絕學。 校長也在公務繁忙之際特別撥

冗蒞臨指導，更全程參與此次盛會。期間 校長也

以賴主廚來本校客座教學時所談到的精神：「學

問需要延綿，技能更需要傳承」由實做到創意欣

賞，提供初學者練習、欣賞者體驗與感受，希望

藉由冰雕的創意，啟發同學對餐飲藝術有更深一

層的了解與幫助，期許有更多餐旅科系學生能對

飲食藝術文化，不斷地提昇與發揚光大而努力。

與會貴賓與校長留影

台北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賴龍柱主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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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校園

青春初綻‧創意     翔青春初綻‧創意     翔

藝術設計群專題成果展

立體造型類第一名得獎作品「陶境樂園」，作品在翻新求變的過程中完成，以實用性為目的「杯

子、盤子、罐子」為發揮題材，讓藝術具體的表現在生活之上，使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

平面設計類第一名得獎作品「足蹟」，設計理念是藉由探討籤詩的奧秘，了解台灣的特色宗教文

化，並運用籤詩圖案設計一系列文創商品；每個籤詩背後皆有不同的故事，從故事中挑出四個具代表性

的關鍵字來做設計，再以四方連續排列出襪子設計。

為提昇設計群美工、廣設、多媒體科學生設計專業與團隊合作的學習，提昇設計實務能力，設計群

每年落實專題設計競賽及舉辦對外展覽，以提昇學生能見度與自信心。

今年設計群專題設計競賽主題為「創意綻」，意謂著設計群學生「青春初綻‧創意飛翔」，此次專題

設計競賽作品共分為平面設計類、立體造型類、空間設計類、數位影音類等四大類，共有59組參賽，由

設計群所有教師群評審出每類別前三名、特優、優等及佳作等獎項！

立體造型類  第一名「陶境樂園」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足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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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間 設 計 類 第 一 名 得 獎 作 品 「 歸

來」，是透過深入了解老人的需求、身體狀

況、行動方式及生活變化，構想出完善的老

人福利社區，解決原有住宅的規格與設備，

預防老人們往後生活之不便，改善老人之生

活。

數位影音類得獎作品第一名「淼」，以

影片的方式呈現，透過真人的演出，以學校

為起點，沿途經過臺中的特色起點，並以連

結海洋及陸地的高美濕地作為終點，強調水

的匯集，並重視水資源的重要。

今年專題設計競賽除了各類第一名作品外，尚有許多優秀精采之作品呈現，主題多元化，例

如產學合作的「綠寶石」、台灣米創意包裝設計的「米樂」、以木作呈現節氣茶罐設計的「貳時

肆」、兒童木材家具床設計的「EMBRACE」…..等，這些專題競賽作品在台中創意文化園區展出

的成果展讓所有參觀者為之讚嘆，獲得各界極大的迴響。

空間設計類  第一名「歸來」

數位影音類  第一名「淼」

綠寶石(平面設計類 第二名)

祈天大勝(平面設計類 特優)

Embrace(立體造型類 第二名)

具點(立體造型類 特優)  

米樂(平面設計類 第三名) 

童樂繪(平面設計類 特優) 

貳時肆(立體造型類 第三名)       

囚望(立體造型類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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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
行動學習翻轉教學新概念

科技愈來愈便利，教育無法迴避這樣的時代趨勢，身為教師必

須能夠借力使力，透過「課程活動化、活動課程化」的理念，帶領

學生善用自己既有的工具和學習條件，從文化、科技、生活中找尋

屬於自己的特色亮點，期許學生在面對競爭激烈的工商社會中，發

揮自己的優勢。

去年開始，本校向教育部申請高中職行動學習計畫，除補助軟

硬體的經費外，由信望愛文教金會捐贈400台hTC Flyer平板電腦，

其中300台做為學生專用行動載具，每位老師也配發一台專用的hTC 

Flyer平板電腦做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的工具，共同肩負起翻轉

學生未來的重責大任。經過一年的實施推動，讓同學們體驗到不同

的學習方式，找到對學習的熱情。今年，本校更導入iWonder教學互

動系統，提供即時回饋、多媒體互動、作業繳交分享、評閱、行動

學習探索等豐富多元的互動學習環境，使同學們更能夠熱情投

入學習情境中，增加課堂中師生的互動，掌聲、歡笑聲接連不

斷，使教學活動更具意義。

「要有精采的教學活動，必先準備充分的教學材料」。在

推動教學創新的過程中，我們知道老師們教學的辛苦和常遭遇

到的科技瓶頸。因此，在教師增能方面，我們亦導入iTutor教

學即時錄製系統，可將動畫影片、紙本試題、講義、投影片等

加以整合，快速完成示範、導覽、互動、測驗習題等編輯的工

作，大幅提升準備教材的效率，並且可透過語音旁白解說、字

幕文字提示等，豐富影音教材讓學習更具成效。

未來本校將持續推動行動學習等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

運用資訊科技優勢，翻轉教學新概念，期許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及探究的精神，發展更高層次的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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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產業發展新選擇
資處科儲備職場新動能

基於商業經營型態已從傳統實體通路

逐漸轉向虛擬電子通路，資料處理科在105

學年度開設了「電子商務行動應用班」，將

「行動商務、網站建置與經營、APP製作、

網路行銷、物流管理」等融入各相關學科，

發展特色課程模組，期能培養符合產業發展

趨勢的基礎應用人才。

在發展特色教學課程中，本科辦理了

多項專業講座及研習課程，講題內容，包含

「行銷實務與生涯規劃」與「淺談微型創

業」，分別邀請富士康廣告加盟部曹景鈞副

總經理以及台灣連鎖創業知識協會執行長魏

昆基先生擔任講者，豐富的內容加上職場實

務經驗，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與進入職場先備

知識。

在技能專業領域方面，我們開辦在高

中職階段少有辦理的「Google應用認證」研

習，邀請台灣地區第一位Google認證講師-職

場電腦韋大裕總經理蒞校指導，鼓勵學生取

得多元性的證照資格。

本科期許學生可以具備各項多元能力，

以儲備職場競爭優勢，其具體成果在本年度

各項競賽中呈現，如全國商業類技藝競賽

「商業簡報」與「程式設計」職類榮獲佳

績，分別取得「金手獎」與「優勝」；二年

級學生參加2015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機

器人程式設計也榮獲「第一名」與「佳作」

的殊榮。

104年全國商業類技藝競

賽商業簡報類

榮獲【金手獎】

江承隆同學

指導老師：紀孟君老師

全國商業類技藝競賽

程式設計類

榮獲【優勝】

盧建佑同學

指導老師：江坤祥老師

2015亞洲機器人運動競

技大賽機器人程式設計

榮獲【第一名】

田馥綺、何冠霆

楊景淳同學

指導老師：江坤祥老師 

2015亞洲機器人運動競

技大賽機器人程式設計

榮獲【佳作】

林晉瑋、林育德、

王子豪、萬嘉興同學  

指導老師：江坤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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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家慶簡介

以自創作品-九天衡 以東方風格創作的造型，目前作品以銷售至:中國、香港、日本、澳洲、加

拿大、美國、德國、瑞典、荷蘭、紐西蘭、希臘、法國、韓國、西班牙、比利時、巴西等16個國家於

2009年4月開始創立個人工作室- PK King美術模型工作室主要是以原型製作模型塗裝代工、修復、角

色造型設計、製作為主的各種模型公仔風格。

得獎記錄：

香港E-2046模型比賽 人型組 第三名

台灣高手出版社-全國模型高手杯第二名

新竹市政府模型比賽-人型組第一名

日本良笑株式會社-模型師甄選會亞洲區-最優秀賞

台北京華城-人型創作公仔展參展

高雄市文化中心-至真堂一館-江家慶模型創作個展

廈門2015國際動漫展-展出

日本WF國際原型創作展夏、冬季參展

"Clash of the Titans"  在美國舊金山-AX2作品展出

Asmus toys 合作推出量產完成作品-天鵝

"Thailand Toy Expo 2014" 在泰國曼谷-AX2 作品展出

美國紐澤西 jerseyfestfair 參展. 

jerseyfestfair展場 人物創作類第一名

jerseyfestfair展場 The Best Show 最佳獎

九天衡-麗姬&曉薇 (2010)

霹靂-亂世狂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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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科金手白豐誠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104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

技藝競賽汽車修護職類金手獎-臺中市大明高中白

豐誠…。」今年參賽得獎的情境至今還是不可至

信的迴盪不已。我只是一個對汽車有興趣的平凡

學生，卻因為進入大明汽車科，受到師長們的提

攜和鼓勵，堅持了對汽車修護的執著，才能有機

會與全國菁英競賽勇奪金手獎。

全國工業類技藝競賽，有來自全國各校遴

選出來的選手，競賽內容分成初賽五站，決賽兩

站。在初賽時須把學科、電子、電系、引擎、底

盤分解組合，進入決賽之後再比試對引擎及全車

故障排除的解決能力，選手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取

得最高分，才能晉級成功。

為了準備參加技藝競賽，從高一開始我就努

力向學，從科內老師們的身上學習專業的知識和

正確的工作態度，為自己打好基礎。期間也曾整

天關在工廠裡，面對冰冷的機器進行研究，這期

間幸好老師和同學們都常前來關心，詢問我練習

的狀況如何?讓我在奮鬥的過程中，明白自己並不

孤單，如今也因接受了大家默默的關心、支持和

指教，才能斐然有成的贏得本屆金手獎第六名。

在比賽過程中，我告訴自己，不管有什麼困

難，都必須全力以赴，也靠著這樣的精神順利的

比完這場努力已久的賽事。在領獎當時，我非常

的緊張和激動，因為三年的努力在這一刻準備揭

曉。當得知「白豐誠」三個字榮獲金手獎時，腦

中掠過指導老師陪伴我挑戰困難時的身影和父母

的鼓勵與期待，心中萬分感激大家的這份用心，

也開心自己的努力總算沒白費掉。於是我告訴自

己:「挑戰，成功了!」

賽後，我和老師們一起光榮返回學校慶祝。

因為指導老師蘇德賢先生傾心費力的栽培，我才

有為校爭光、光榮返校的成就，指導老師為我所

付出的一切讓我無比的感動，同時我也感激大明

高中汽修科團隊給予我的支持、栽培和機會，因

為你們才能成就今天的我，我期盼未來在我們汽

修科全體師生共同努力下，團隊表現的成果更加

輝煌，更加榮耀大明高中。

技藝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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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科蘇德賢老師
此次能有機會創造佳績，不是單憑自己的

努力，還需仰賴校內同仁和同業間的支持與協

助，在設備的提供及技術傳授方面，給予最大

的支援，才能讓我能在此次訓練選手的過程中

更加有信心與順利。

訓練過程是用漫長時間，一點一滴慢慢累

積的，訓練過程不只教導技術，同時更需要培

養選手的耐心、細心，更重要是培養他解決問

題的能力，以及對任何事物都能秉持高度熱忱

及盡最大的努力。在這艱難困苦道路上，唯有

訓練忍耐，再加上堅持，才會有邁向成功的機

會。有時候看到豐誠晚上獨自一人努力練習，

不斷挑戰自我，鞭策自己可以更進步，技術可

以更成熟。孩子認真的態度，讓我更加感動，

也激勵我要盡最大的力量，成為孩子完成夢想

的推手。而豐誠也在訓練配合下，一步步的成

長，愈來愈穩定，技術愈來愈成熟，最後終在

競賽中榮獲金手獎。

在我生涯規劃中，最大的目標就是，將多

年來累積業界工作經驗的技術教授給學生，希

望他們可以活用專業的技巧並且涉獵更多的資

訊，抓住機會朝自己的理想、目標前進。未來

我將會秉持著一顆熱忱的心，不斷提昇自己的

知識領域，進而為學校、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技藝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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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簡報職類
金手選手江承隆

人生有許多的抉擇點，我最佳的抉擇，是選

擇了大明高中的資料處理科。

一年級，剛成為高中生的我，對未來滿是茫

然，但在科內老師的引導下，開始對商業概論產

生興趣，也積極練習取得TQC各項證照，提升個

人專業能力，努力爭取成為商業簡報選手。紀孟

君老師，在多次的測試和晤談後，成為我生命中

的伯樂，點燃人生道路的一盞明燈，我，成為全

國技藝競賽「商業簡報」職種正選選手。我了解

到，自己將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比賽，為校爭光，

從此，面對的對手不再是校內同學，而是全國精

英，各項挑戰接踵而來，除了熟練使用工具，更

重要的是挑戰自我的極限。

訓練的道路滿是困難與挫折，但指導老師-紀

孟君老師為我安排了一系列完整的訓練計畫，從

最初的工具書開始研究，深入了解簡報架構，思

考整體的邏輯性、連貫性、圖文表達性與配色，

要學習的知識非常廣泛，但有老師的教導，使我

的作品越來越精緻，但，或許天生對色彩缺乏敏

感度，簡報呈現出的顏色總未能使人驚艷，而

「色彩」，在簡報中佔有極關鍵地位，我努力想

跨過障礙，如無頭蒼蠅般的搜尋網路、書籍，但

仍未見成效，後來，孟君老師商請美廣科洪敬惠

主任協助，在多次的講解與提點之後，終於擺脫

色彩的桎梏使作品色彩呈現精緻優雅的畫面。

商業簡報的學習重點當然不只在配色，得從

一份十二頁以上的文書資料中找出重點，這些資

料可能是某間公司的營運狀況書、新產品上市計

畫提案、創業計畫提案…等，必須將文字化為具

邏輯及連貫性的簡報，於是，「抓重點」也成了

練習的核心，長達半年的訓練生活中，孟君老師

不斷提供大量資料供我永無止盡的閱讀，釐清思

緒，訓練文字的敏感度，使我習慣從文章及題目

中找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字。

日復一日的訓練生涯中，每天只要有時間，

孟君老師就會來選手室指導我，每天晚上也都會

留下來陪我練習，曾經為了算出損益平衡點的最

正確答案，留到九點才回家。老師不斷提醒我：

「不要管別人有多強，自己做好最重要，要對自

己有信心」，這句話鼓舞了我，即使偶爾分心，

他也沒有責怪，當我懷疑自己的能力時，老師卻

堅定的告訴我：「如果你做不到，我當初就不會

選你了」，這句話，使我充滿信心，也重新找回

努力的動力。

比賽一天天接近，每天待在學校面對電腦

的時間長達十二小時，當我灰心喪志時，老師們

的鼓勵、主任的提點都使我重振精神，返家後繼

續鑽研商業概論，有時真的好累、好想休息，但

在腦海中不斷告誡自己:「要贏、我要贏、一定

要贏！」這個信念讓我意志更加堅定，也持續鼓

勵自己，讓自己努力堅持，做好萬全準備迎接挑

戰。

比賽結束後，帶著不安的心情參加頒獎典

禮，孟君老師在身邊不斷安撫，一得知獲得金手

獎，師生倆欣喜若狂，一切的努力總算有了收

穫。從比賽中過程中我得到很多，除了知識及技

能上有極大的成長，而努力堅持練習的過程也成

了生命中極重要的回憶。很感謝紀孟君老師犧牲

假日休息時間不間斷的陪伴，無怨無悔的教導，

感謝學校給予的支援、科主任的鼓勵、導師時時

的叮嚀與關心、爸媽的陪伴、科內老師們的建議

及同學們的加油，今天能擁有金手獎的光環不是

靠我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無限的感謝置放

心中，謝謝你們。

技藝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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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廣告職種
金手獎藍心妤

我是商業廣告職種的選手藍心妤，很幸運的在校內

初選中能脫穎而出，並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商業類技藝競

賽，獲得金手獎的殊榮，能為校爭光，深感榮耀。

擔任選手期間，背負著的是對自我的期許、家人

的期望與師長的期盼，這些都是我努力前進的動力。雖

然有時種種壓力與緊張的情緒常一湧而上，但是我知道

只要用心突破，壓力即可蛻變昇華為能力。越困難的

事情，越是要去超越及克服。所以，在訓練的過程中我

不斷的在內心告訴自己，這是種使命，也是考驗自己實

力的時候，如果沒有盡全力去拚命，才是真正對不起自

己！只要勇敢跨出了第一步，就會是成功的一半。

訓練歷程是辛苦的，從確定選手名單開始，就在選

手室每日接受密集的訓練。每一步走來，都必須紮實、

認真，因為我知道努力是成功的不二法門，所以，我沒

有回頭的可能，只能邁開腳步加緊往前，反覆不斷的練

習。隨著時間一天天的倒數，愈是接近競賽日期，休息

的時間就愈來愈少，無形的壓力及得失心常影響我畫圖

的心情，而這一切只為了讓作品能一次次的進步。在密

集訓練的這段期間十分感謝校長、主任和指導老師，以

及所有科內老師時時為我關心與指導，讓我更有勇氣面

對一次次的考驗，並在不斷的修正中朝著下一個目標再

努力。此外，和其他的選手在朝夕相處下，培養了革命

情感，透過相互扶持、彼此激勵，讓我有了可以繼續努

力下去的動力。所以，在集訓的過程中我學到的不只是

專業技能的磨練，還有心靈的成長、心態的調適和經驗

的累積，更重要的是也從中鍛鍊出絕不向失敗低頭的堅

定意志。

最後要感謝所有在訓練過程中無怨無悔、辛苦指導

我的老師們，還有時常鼓勵我、全力支持我的校長，當

然還有一路陪伴我的選手夥伴以及時時為我加油打氣的

同學們。一份榮譽的產生，心血的付出過程是生命中最

重要的成長力量，很珍惜一路上陪我成長的恩師情誼，

更珍惜這份深厚的「大明情誼」。

 

技藝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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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廣告職種
團體獎優勝
莊良柔

很高興有這樣的福氣，可以成為大明的技藝

競賽商業廣告類的抽籤選手，當初知道獲選時心

中頓時感到各種壓力接踵而來，也曾經有想放棄

的念頭，但是還好有家人、老師、朋友及同學的

支持與鼓勵，還有跟我一起奮鬥的正選手們的陪

伴，才能擁有優異的成績。回憶當初比賽時每一

位選手都全力以赴的展現平常所練習的技能，努

力為學校爭取最高的榮譽，在經過一番激烈的拚

鬥與競爭下，我很幸運也很高興地可以從眾多參

賽者中脫穎而出，順利獲得商業廣告職種團體獎

優勝。

訓練歷程雖艱辛，也曾失意、沮喪過，還

好在密集訓練的這段期間有校長、主任和指導老

師，以及所有科內老師時時為我加油打氣，還有

曾經得過金手獎的學長姐特地回學校與我們分享

經驗，更讓我受益良多，讓我更有勇氣面對一次

次的考驗，並在不斷的修正中一次次的進步，也

因為有了您們，我才能有今日的成就，所以心中

充滿了感激。

十分感謝學校給我這次寶貴的機會到校外參

加比賽，不但可以見識到來自各校所推派出來的

菁英，拓展自我的眼界，也藉由此次的比賽讓我

領悟到比賽不只是生命中一個成長的過程，實踐

自己心中所追求的美夢與目標才是人生的志向，

即使是遇到再多的挫折都可以考驗與提升自己的

實力，成為未來築夢的無限動力，因此比賽得獎

並不是學習的終點，而是要以這個榮譽來締造更

上一層的佳績。因此，此段回憶將長駐我心，裝

入我人生中的行囊裡，成為成長歲月中永不褪色

的一頁。

技藝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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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繁星高中、職繁星

適性揚才適性揚才齊飛揚齊飛揚
創佳績創佳績

觀光事業科、應用外語科、廣告設計科、美工科、多媒體動畫

資料處理科、餐飲管理科、水電技術科、汽車科、資訊科

觀光事業科、應用外語科、廣告設計科、美工科、多媒體動畫

資料處理科、餐飲管理科、水電技術科、汽車科、資訊科

大明高中大明高中
TA  MING  HIGH  SCHOOLTA  MING  HIGH  SCHOOL

專 業 群 科專 業 群 科

技  藝  超  群  ‧  學  術  雙  棲技  藝  超  群  ‧  學  術  雙  棲技  藝  超  群  ‧  學  術  雙  棲

商 業 簡 報    料 三 1  江 承 隆
商 業 廣 告    廣 三 1  藍 心 妤
汽 車 修 護    汽 三 3  白 豐 誠  

金 手 獎金 手 獎
1 0 4 全 國 技 藝 競 賽1 0 4 全 國 技 藝 競 賽 1 0 3 考 取 乙 級 證 照1 0 3 考 取 乙 級 證 照

電 腦 硬 體 組 裝   2 1 人
電 腦 軟 體 應 用   5 4 人
汽 車 修 護 證 照   5 6 人
印 前 製 程 證 照   1 7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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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業 簡 報    料 三 1  江 承 隆
商 業 廣 告    廣 三 1  藍 心 妤
汽 車 修 護    汽 三 3  白 豐 誠  

金 手 獎金 手 獎
1 0 4 全 國 技 藝 競 賽1 0 4 全 國 技 藝 競 賽 1 0 3 考 取 乙 級 證 照1 0 3 考 取 乙 級 證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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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腦 軟 體 應 用   5 4 人
汽 車 修 護 證 照   5 6 人
印 前 製 程 證 照   1 7 0 人

本校高中部學生參加105年大學聯合辦理的

「繁星計畫」推薦甄選，成績揭曉，錄取率100%

再創新高，特別是高三1菁英班同學們，在導師與

各任課老師的用心教學之下，同學們鎖定目標全

力以赴，獲得亮麗的成績，其中高三１王嘉瑜、

紀采媚、陳冠吟、紀汝謹、陳欣妤等5位同學更以

高分錄取國立大學理想科系。

此次錄取國立臺灣大學的王嘉瑜同學及錄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紀采媚，二位皆是本校國中部

直升的學生，國中時期成績表現就相當的優秀，當

年國中教育會考時各科成績均獲5A，原可上國立

高中第一志願，由於家長肯定本校辦學，選擇直升

本校高中部就讀，三年期間成績維持一直保持前三

名，也參加了許多課外活動，王嘉瑜更是校內儀隊

的台柱，如今如願考上心中理想學府，家長除感到

欣慰的同時，更感謝學校的用心栽培。

本校105年大學繁星錄取國立大學名單如下：

錄取學校 姓名 錄取學校 姓名 錄取學校 姓名

國立臺灣大學 王嘉瑜 義守大學 楊千儀 大葉大學 辜亭毓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陳冠吟 銘傳大學 陳夢真 大葉大學 陳楷倫

東海大學 劉嘉元 世新大學 周昦成 實踐大學 林昌霆

淡江大學 劉芷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紀采媚 亞洲大學 孫彩綾

逢甲大學 林念樺 國立東華大學 紀汝謹 亞洲大學 洪沅愷

中國文化大學 賴郁潔 國立屏東大學 陳欣妤

靜宜大學 高友廷 輔仁大學 蕭愉璇

105年技職繁星錄取名單如下：

班級 姓名 分發結果 班級 姓名 分發結果

料三1 劉秀卿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不分群 資三1 李沂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

廣三1 熊亭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廣三1 劉亭妤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餐三1 古羽庭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運動保健系 應三1 張雅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汽三3 白豐誠 南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餐三1 陳佳琳 聖約翰科技大學-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系

汽三2 簡肇廷 南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3 謝旻錡 健行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高職的同學參加本次「技職繁星計畫」亦有

亮麗的表現，其中料三1劉秀卿同學錄取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資三1李沂澤同學及廣三1熊亭筑錄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廣三1劉亭妤及應三1張雅萍

同學錄取臺中科技大學，餐三1古羽庭同學錄取國

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高職同學個個在自己的專

業領域上學習，更是證照達人。此優異表現證明

了，同學們不論就讀高中部或是選擇以技能為主

的高職部，只要能配合老師的指導加上同學的努

力，自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只要有追尋

自己理想的勇氣與動力，最終可以得到最大的肯

定與回報。

今日如此亮眼成績，同時也激勵了三年級的

考生，相信只要努力往前，向著標竿直跑，一定

可以有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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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之星

高三１王嘉瑜
　錄取台灣大學中文系

我很幸運可以在大明高中學習六年，因

為這裡有最棒的國、高中部老師，以無怨無悔

的愛心與熱忱對待每一位學生。回想六年前考

上國中部精英班，享受公立學校收費，但班上

同學個個是菁英，我的成績在班上並不是特別

突出，這點使我感到些挫折，慢慢地自信不見

了，目標也不見了。但在我最迷惘的時刻，國

中班導雅慧老師說：「你現在的努力就像在拼

圖，在完成最後一片拼圖前，你永遠不知道拼

出來的圖案會有多美。」因著這樣的鼓勵，成

為支持我繼續努力下去的動力，因為不想被絕

望打敗，不想向挫折妥協，希望用我的努力去

拼出最美麗的圖案。

直升高中後，進入精英班，遇見一位認真

教學，又有想法的導師-紫君老師，她總在我們

迷惘與失去信心之際，給予我們正確的方向與

指導，讓我們不再孤獨特別在學測前，為了提

振我們的信心，重燃對夢想的執著，送給全班

一首歌-范瑋琪演唱的〈最初的夢想〉，歌詞中

寫著:「緊緊握在手上的夢想，怎麼可以在半路

就返航？怎麼可以在成功前就投降？、、、如

果夢想不曾被誰狠狠地摔破，又怎麼會曉得，

執著的人才擁有實現夢想的價值？」這也將會

是陪伴未來持續夢想之路的動力，在此，我想

也把它送給學弟妹，彼此共勉。

今日嘉瑜能錄取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

要感謝的人很多。特別是學校裡的老師及同學

們，不斷地鼓勵我，替我加油打氣，讓我在選

擇的道路上不脆弱、不沉默、不妥協、不退

縮、不慌張、不絕望、不狂妄、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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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之星

高三１紀采媚
　錄取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

對於自己能順利錄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教

系感到很開心，要感謝所有關心我及鼓勵我的同學

們、老師們。當初國中基測成績原可以錄取臺中女

中，但是因為無法適應，於是選擇回到大明高中。

在大明同學們彼此感情很好很緊密，常常一起玩

樂，一起讀書，讓我重新喜歡到學校上課。

還記得考學測前的那段日子是最難熬的，記事

本裡滿滿的考試作業，每天留在學校讀書到晚間九

點半，要求自己兩年裡讀過的書要全部複習一遍，

但總是有讀不完的書，感覺壓力好大，還好一路上

有同學及老師們的陪伴，讓我挺了過來。

　　每個科目都有它該準備的方向，例如：國

文非選題要找到自己的寫作風格、要分析古人的文

章；英文單字必須不停地再複習，英文寫作要記很

多特殊的表達用法讓文章越來越有張力；數學要每

天練習訓練解題手感，不會的要馬上弄懂不能拖；

社會科有三個科目每天都要努力記誦；自然科題型

多變必須多做題目，如果考前能確實掌握考題方

向，相信對拿高分會很有幫助。

感謝所有國高中部教過我的老師，大明高中老

師們的最大特色就是「認真」，總是在我們需要時

協助我們，盡全力幫助我們，適時地給我們鼓勵及

加油打氣。還有，謝謝在學校一起奮戰的同學們，

我們一起熱情生活，一起面對許多難關，一起用真

心交朋友，一起拼命準備學測，這些那些都讓人感

到很幸福，謝謝這麼多人陪我一起實現夢想。

「如果人生是一道證明題，你自己，就是最好

的答案。」老師說過，學習是不能停止的，考上大

學不是結束，只是剛開始，怎麼樣讓自己沒有遺憾

才是最重要的！祝福即將考指考或統測的同學及學

弟妹們，不管你們的夢想是大是小，都要努力去實

現，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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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之星

高三１陳冠吟
　錄取國立海洋大學
     海洋法政學系

國中畢業後，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進入大明高

中，對茫然的未來感到害怕、畏懼。面對一張張陌生的

臉，我告訴自己，要趕快適應，一定要認真讀書，考上理

想的大學。但是，我要如何實現呢？有目標沒計畫，那就

只是空想，我決定去找班導商量，訂出最適合我的計畫。

我每天花兩至三個小時念文科，理科部分上課認真聽講，

再利用下課時間完成練習，其餘時間用來複習我最爛的英

文，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床後開始聽英文背單字。這個計

畫執行二個月後，我心中的小惡魔便開始躁動。當我獨自

一人讀書時，總壓不住心中那份煩躁，想偷看連續劇放鬆

一下，但這樣做只讓我浪費更多時間，而且讀書效率愈來

愈低。我決定稍稍改變計畫，讓自己在讀書一至三小時之

後，適時釋放些壓力，聽些輕音樂來放鬆心情，調適過心

情之後，接下來讀書會更加專注。

高中三年裡，有好幾次我幾乎讀到要放棄，但想到父

母為了供我讀書而辛苦工作，各科老師不遺餘力的教學，

以及導師課後犧牲她寶貴的時間陪我們自習，我覺得跟他

們相比，我一點都不辛苦。感謝老師們給我的磨練，讓我

懂得安排時間，訂定讀書計畫，並指導同學如何有效率的

讀書，讓我變得更加穩重，學會處理人際關係。最後，我

要感謝上帝，讓我來到大明高中，我的轉變及成長都是老

師及同學帶給我的，謝謝大家，在大明的日子我沒有虛

度，過得很充實。

考上國立海洋大學是三年來犧牲娛樂、努力讀書獲得

的成果。「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要完成每一個夢想，

都要付出代價，想要有豐碩的果實，就要施足夠的肥。謝

謝身邊的每一位同學，謝謝國高中部的老們們，沒有你們

無私的付出，就不會成就現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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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之星

料三1 劉秀卿
　錄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三年前的選擇，決定了自己的未來。原本是考上臺中家

商的，但在家人的支持下，雖然面對許多老師、同學詫異的

質疑，我仍然堅持選擇大明高中。三年後，結果證明了，我

的選擇是正確的。

剛升上高職，老師就分析了三年後的升學管道，一得

知有繁星計畫的實施，我便有了要全力衝刺的覺悟，為了達

到理想，每一個學習時刻都要認真面對，不僅時時刻刻警惕

自己不能鬆懈，還要努力補足自己的不足。經過一學期的努

力，我得到全科第一名的成績，從那時開始，老師便時時叮

嚀提醒我要更加努力，不可有絲毫的鬆懈與退步，除此之

外，更要積極參與各項比賽，並熱心擔任班級幹部以提升個

人各項能力的增長，這使我的高職生涯忙碌且積極，家人及

老師的期許與個人的不肯放棄使我有了極大的壓力，但壓力

使我更加成長，最後，保持了高一到高三各項考試都第一名

的佳績，終於，有了參加繁星計畫的機會。

在高中生活中，我體會到了最重要的四個字──勇於嘗

試，三年，對於我而言是充實的日子，社團、球類競賽、演

講、學術比賽……等，不論成績好壞，這些經驗讓我學到如

何克服困難、團隊合作，相較於國中時期一說話、一上台就

會緊張到結巴的那個我，已經全然不同了，且「有意義的課

外活動」，也能夠使我們的生活更加多采多姿，讓我在進入

大學時，能展現個人更自信的一面，也讓我在面對挑戰時更

有競爭力。

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許多重要的推手，支持著成功者堅持向前。而我背後的推手，除了家人

外，學校提供我各項學習的資源，老師們引導我在學習的洪流中勇敢向前，在我失意挫折時給予支持，

使我能在三年中始終保有正向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學習中的各項挑戰。

在得知自己有機會以繁星計畫的甄選方式選擇未來學校時，心中十分開心，而在確定名次的那一

刻，還是難以置信。感謝資料科全體老師給予我的教導，更感謝大明高中提供的優異學習規劃，使我有

機會選擇自己的第一志願。三年前大家站在同一條起跑點上，面對著同一個目標努力向前，三年後，站

在終點，心中的激動難以言喻，只有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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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三1 熊亭筑
  錄取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計系視覺計組
很榮幸能夠得到這

次「繁星計畫」推薦甄

選的機會，也對於自己

三年來的努力沒有白費，

由衷感到歡喜。促使我擁有這

樣亮眼的成績。首先，我最必須要感謝的人即是

我的導師──吳品叡老師，如果說我這三年來最

感成就的科目，絕非國文莫屬。然而我從班導身

上學習到的不只是國文上的常識，還有待人處事

的道理，對我來說，老師不僅僅是為我授業、解

惑的教育者，更是引領我思想變革的開導者。

我還要感謝所有教導過我的科任老師們：鍾

佩容老師、謝明穎老師、葉紫君老師、朱桂誼老

師、鄭淑娟老師、呂建孟老師、王永義老師、黃

美玲老師、林瑩貴老師、劉芯綾老師、陳榮杰老

師、蘇文雄老師、王逸民老師，以及洪主任──

因為有「您們」認真敬業的教導與關懷，才能使

「我們」在學習上吸收得更多，也變得更好、更

成熟。我很敬佩所有的老師，也很珍惜您們的付

出。

柴契爾夫人說過：「一場仗你可能要打好幾

次才能得勝」，就我認為，要維持穩定、不錯的

成績，並非倚仗考前的臨時抱佛腳，而是仰賴平

時一步步穩扎穩打下來的根基。如何穩扎穩打？

以下是我要分享的幾個要點：

一、課堂上認真聽課，並且勤做筆記以加深印

象。

二、回家作業一定得照時完成。也許有些人認為

一張考卷或是幾道題目並沒有什  麼，殊不知

有許多課堂上不曾提及的重點就是這樣一點

一滴補充來的。

三、把握時間。一整天八節課的課程再加上兩個

小時的夜輔，明知道回家後很難再把精力花

在讀書和功課上，何不在學校空閒時就多完

成一些？利用瑣碎的時間，回家後的心情會

輕鬆許多，也比較不會有玩樂後功課完成不

了的罪惡感。

四、複習，等於考試。沒有人認為成績不重要，

也沒有人真的願意把答案分享給其他人，既

然我們做不到放手一搏，那麼就花些時間準

備明天的考試吧！

我的母親常說：「讀書，不是唯一的事」，

古人也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大家都能理解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讀書、擅長讀書，然而現在我

們站在「讀書」的崗位上，就要好好地去完成我

們該完成的事，並這麼告訴自己：幸不幸福，端

看自己的努力有多少、決心有多少。也要記得，

不論未來要往哪一方面發展，都必須像讀書一樣

持之以恆，方能成功。

在大明將近三年的時間裡，儘管總覺得時

光過得飛快，卻也經歷了各種大大小小不同的事

情，有快樂、有感動、有緊張、也有波折，每歷

經一個事件，自己的想法和行事也會跟著成熟一

點。在這裡，不僅僅只是知識增長的家，也成為

我人格發展的重要地方。來到大明，我學習到了

很多，也得到非常多的溫暖，期盼我與我的同學

們能時時記得每一刻微小卻也巨大的幸福，擁抱

著感動、努力去追夢，讓夢想實現！

學藝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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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櫥窗
TA-MING SE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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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路追求自己的夢，能一路追求自己的夢，

是件幸福快樂的事。是件幸福快樂的事。
關於獨特關於獨特

小時候的我總愛做白日夢，一想著一邊畫著，在那時奠定

了與繪畫之間的緣份。求學的階段遇到了蘇文雄老師，在懵懂的

年紀跟著老師身邊學習，高中三年扎扎實實打下我日後繪畫的基

礎，我很感謝蘇老師那些年的鼓勵與教導。

在高中時期，每個月總迫不及待的事衝到書店裡翻閱最新一

期的「dpi設計插畫雜誌」，每翻閱一張內心的激動如潮水湧出，

裡頭總是有著來自各國插畫家的作品，在不同風俗文化之中創作

風格也有所不同，那時的我透過雜誌也漸漸展開了視野。

對於繪畫的熱情從沒有熄滅過。在大學時期才是我真正

走向「插畫」條道路，曾經內心有這個疑問「藝術與插畫有甚

麼不同呢？」，隨著時間漸漸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插畫

Illustration」與藝術的最大分野之處就在於文字的敘說性，而插

畫背後目的有著具體的商業市場和特定的對象，所以插畫較藝術

來說，插畫是一種結合藝術創作與文字(非語言和語言)的藝術表

現，有著「敘說」內在思維傳播性。

女孩說夢
從前，有個女孩

她在尋找她遺失的夢，

她憑著僅有的記憶去述說，

請問，你有看見我的夢嗎？

她問著。

當全部偽裝都放下時

你/妳還剩下什麼？

.泣。
  NO AIDS to destroy  the 

health of African Women

動靜平面海報設計
當全世界都沈睡了，

只有

夢

還清醒著。

廖唯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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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路追求自己的夢，能一路追求自己的夢，

是件幸福快樂的事。是件幸福快樂的事。
關於獨特關於獨特

每當我創作設計時，都會先了解案子的內容，為了這案

子我會先想幾個文案去做搭配，有一個好的文案內心的畫面也

會漸漸浮出。在無數次的創作之中，漸漸找到自己的風格與定

位點，在大學時期奠定「風格」是重要的一門課；每個人都是

獨特的，而設計師就是要將那「獨特」去展現出來，讓消費者

一看就知道這是出於自哪一位設計師、插畫家的作品，就像是

「聶永真」的簡約、「鄒駿昇」的沉穩，他們有著他們獨特的

風格消費市場也能脫癮而出。

我喜歡手繪的感覺，因為那是電腦無法展現出「人的味

道」，在每個創作裡頭我都會先將手繪作品掃描至電腦在進行

修圖及編排讓作品更加精細，每當作品完稿時我都會賦予它們

一段文字，好的文字搭配好的畫面便是成功的作品，在這過程

中來來回回好幾遍，也是人家所說的設計師總是龜毛，你要先

要求自己，出來的作品才會越來越成熟。創作來自天馬行空的

亂想，自言自語之中也是靈感的來源，有時跨越心中的那條

線，也許看到的視野也有所不同，所以做任何事別害怕，相信

自己，因為你／妳是獨特的。

嚴梵小型個人售票演唱會

高中時，總提把吉他開始演唱。

大學時，草地傳來熟悉的聲音。

我們總是談夢想，

談著談著，也二十好幾

但他始終沒放棄這夢，

他是 嚴梵。

獨立刊物no1.-載地人

室內萎凋

茶師傅告訴我們室內萎凋會使茶發

出花的清香味，

不信的我將頭埋入茶葉之中，淡淡

清香味飄入鼻中。

製茶是需要等待的，每個階段的變

化對於茶來說都不可馬虎。

christmas card 設計
聖誕快樂，天天快樂。

Fukurou living
品嚐孤獨寂寞的味 展
邀請卡設計

我渴望

渴望在塵囂裡孤獨

我擁抱

擁抱那寂寞的美好

在吵雜的人群中

靜止著

在靜止的黑夜裡

清醒著

在寂寞孤獨裡

沉靜著

La Vie 1月號/2016 第141期
台灣民藝【實用 美】內圖插畫-顏水龍

【在工業時代洪流中，

仍曖曖發光的台灣民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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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之美

廣三2 周嘉慧 廣三2 林芷萱

廣三1 洪子琁

廣三1 廖芳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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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work

廣三2 林儀珊

廣三2 劉冠汝

廣三2 劉鳳芝 

廣三2 廖芳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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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之美

廣三2 林珊于

廣三2 葉柔妤

廣三1 張凱堯

廣三1 郭芳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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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work

廣三1 王亭文

 廣三1 謝芳妤

廣三1 陳柔安

廣三2 賴慈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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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沙龍攝影沙龍

Photography Salon

老  師  作  品

清  流

夜影獨行

鄒春祥 老師Photograp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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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Salon

老  師  作  品

青  春

獨  白

鄒春祥 老師Photograp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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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沙龍攝影沙龍

荷  韻

王逸民 老師Photographers

彩繪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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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Salon

老  師  作  品

寧靜湖心亭

校園美景

王逸民 老師Photographers

綿密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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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沙龍攝影沙龍

門之三

謝明穎 老師Photographers

門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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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Salon

老  師  作  品
王秋敏 老師Photographers

兒  時

艷  紅

初  始

埤塘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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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作  品攝影之美攝影之美

多二1-張書寧-綠

多二1-楊雅鈞-希望

多二2-張宸毓螢火蟲小屋

46



Photography Salon

多二1-楊雅鈞-希望

多二2-黃子儀-桃機

美二1-曾定澤-夜景

廣二1- 林子權-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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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作  品攝影之美攝影之美

廣二1-謝韻柔-玉米

美二1-劉子萱-忘憂

廣二1 鄭凱云-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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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Salon

廣二1-林映慈-夕照

廣二2- 陳冠璇-晨昏

廣二2- 陳冠璇-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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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遊蹤
TA-MING SENIOR HIGH SCHOOL

大明高中→桃園國際機場　　大阪關西空港→奈良東大寺→奈良 梅花鹿公園
→ HOMESTAY

HOMESTAY →嵐山渡月橋→嵯峨野觀光小火車→西陣織會館( 和服表演秀)
 →清水寺 二年坂～三年坂→祉園 花見小路→飯店

飯店→京都造形車站→宇治抹茶體驗～宇志川散策→下午京都東宇治高校拜會
→甲子園球場外觀瀏覽

飯店→日清泡麵DIY 體驗→下午大阪市立扇町總和高等學校
→心齋橋/ 道頓堀/ 美國村/ 歐洲街→免稅店→飯店

飯店→大阪 全日暢遊大阪環球影城(電車來回體驗)→飯店

飯店→大阪城( 上天守閣) →狹山池博物館→ AEON 商場( 和泉府中店) 
→關西機場　　桃園機場→大明校門口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日本國際教育之旅行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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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縣

京都府

大
阪
府

環球影城/扇町高校

大阪關西空港

奈良東大寺

京都車站/嵐山渡月橋/西陣織會館
清水寺/祉園 花見小路

東宇治高校

關西

Kan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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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二２黃佩瑄

十月二十五日，為出發日本的第一天。

此刻，迎接的早晨，是個太陽還沒現身的時

段，興奮期待勝過於睡意。第一次出國就像

新生兒般的我什麼都不會，跟著導遊一個腳

步一個動作，深怕過海關時會出差錯，還好

順利過關了。上飛機時心裡好奇又興奮，我

很幸運的坐到靠窗的位子，當飛機穿過雲層

抵達上方時，那是一種說不出的極致美，此

刻景象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雙眼去品嘗，再

也不是單單照片上的圖像。

剛 踏 上 日 本 的 第 一 天 ， 就 體 驗

HOMESTAY生活，HOME 爸、媽對我們親切

並熱烈迎接，儘管我們遲到了一個半小時，

但他們對我們的態度依舊熱惰，HOME 媽幫

我們準備的晚餐，不僅好吃且帶有濃濃的日

本在地味道，至今令我無法忘懷，這也是在

日本六天中最合我胃口的餐點。除了食物好

吃之外，就連屋子都令人印象深刻，木造的

房屋在台灣似乎少之又少，來日本能住到如

此的房子，一輩子也無法忘懷。

隔天一早參觀了京都車站，本以為車站

就是平常那個樣，沒想到它卻是如此壯觀。

京都車站應該叫京都博物館才適合，其建築

外觀以鋼骨的結構成形，如同藝術

品般，令人讚嘆!下午到東宇治高

校參訪，剛到高校時，內心十分緊

張，進校門後發現日本學生們看見

我們時也十分興奮，雖然開始交

流時語言是一大障礙，但以比手

畫腳的肢體語言卻成為彼此溝通

的方式，與日本高校生交流又尷

尬又好笑，也因此不再那麼的

緊張，反而成為朋友，此時才

發現英文是多麼的重要。

第四天下午到扇町高校參訪，因為有前一

天的經驗，所以這次並沒有那麼緊張。這次交流

的方式與前次不同，時間較少，但體驗到他們的

社團，也體驗到穿和服，及和服的文化意義。老

實說，穿上和服不到一分鐘我就想脫掉了，我穿

和服的樣子竟然跟幻想中的差那麼多，但仍是一

個令人無法難忘的經驗。結束前扇町高校的樂隊

送我們三首曲子，他們的樂隊演出真的很意想不

到，他們的音樂活潑又有加動作，以活潑可愛的

方式呈現，加上了動作也絲毫不亂，整齊的完成

他們的演出，雖說扇町高校跟東宇治高校比起

來，東宇治高校的校園以及環境都比較好，但令

人印象深刻的卻是扇町高校。

環球影城刺激之旅，原以為是此行最值得

期待的，但沒想到讓我最有印象且值得回憶的，

卻是清水寺、東大寺及梅花鹿公園，當然還有

HOMESTAY。環球影城也很好玩，整個結合了高科

技，非常精緻，如同真的一般，尤其是那個超大

雲霄飛車，只差沒掛在上面，好刺激也超級可怕

的。

日本旅遊的最後一天，心情既想家又不捨，

不知下次再來到這個有禮貌又乾淨的國家是甚麼

時候了， 這次的旅遊不僅學到了很多，也體會到

了文化的不同，是個值得回味的旅行。

值得回味的日本之旅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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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二１耿筠芷

一輩子無法忘懷的
〝心〞體驗

參加學校舉辦的日本國際教育旅行中，讓我

印象最深刻的，不外乎是與二所學校參訪交流的

兩天。這兩天我交到了許多日本的朋友，也留下

了彼此聯絡的方式，體會到不一樣的風俗習慣。

例如在日本，一進入教室都需要脫鞋，而且社團

活動時間非常的長。常常聽說日本人的英文不

好，在這次參訪中，我才真的深刻的體會，這對

不會講日文的我來說，在溝通上又是一大困難。

但我還是非常努力與他們溝通，在彼此的努力之

下，還是可以以各自可以了解的語言來進行交

流。 另外一個印象深刻的行程，是在東大寺看梅

花鹿。第一次可以近距離看梅花鹿，真的很興奮

又很新奇，而且梅花鹿長得好可愛，在台灣除了

動物園，根本無法近距離看見梅花鹿，隨處可見

近在眼前，手一伸就可以碰觸! 如夢境般卻又是

如此真實！ 我想這將是我一輩子都無法忘懷的體

驗。

最後一天的環球影城，剛好遇到了萬聖節

週，看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穿著各式各樣的

角色服來到環球，又是另一個全新體驗！裡頭五

花八門的商品，也都讓人為之瘋狂啊！唯一的小

遺憾就是沒有玩到什麼遊樂設施，因為都要排好

久。

這次的教育旅行，讓我學習到了很多，也體

驗了一個完全不一樣國家的風俗習慣。非常謝謝

學校舉辦這樣的活動，讓我們能夠出去走走，增

廣見聞，了解到不只是課本上的知識， 還有更

多學校所學不到的生活經驗。也謝謝這次的帶隊

老師，對我們盡心盡力的照顧，從行前訓練到活

動結束，隨時隨地的在我們身旁陪伴我們，提醒

我們。如果以後有機會，我還希望能再夠參加一

次！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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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觀二１ 張稔鈺

日本高校交流
真情流轉兩校之間

對於這次的旅行，我收穫很大，除了認識日

本朋友外，也體驗了日本的觀光景點，這些讓我

深度的體會日本文化。第一天住寄宿家庭時，我

十分緊張，深怕做錯事讓home媽討厭，而且聽不

懂日文，無法與他們溝通，幸好我們那組有一個

會日文的同學。晚上吃晚餐時，home媽很熱情的

招待了我們，吃了一頓又香又美味的牛奶火鍋，

吃飽後我們就輪流去洗澡，後來home媽拿了好幾

顆橘子上來說要讓我們當飯後水果，這種感覺真

的就像回到家，非常幸福。隔天起床，早餐十分

豐盛，日本的早餐不像台灣的早餐，分量多又美

味，台灣則是方便就好，幾乎都是外食；吃完飯

後home媽送我們到門口，我們依依不捨與她道

別，離開了這溫暖的地方，內心真的很難過，雖

然認識不到一天，但我們對他的感情就如同自己

的母親一般。

第三天和第四天去了日本的學校做參訪和

交流，剛開始對他們很陌生很害怕，畢竟語言不

通，但是交流了一下後，發現日本的學生真的很

大方又好相處，跟我原來想像的不一樣，我以為

日本的學生都是很文靜很優雅的，結果我在走廊

上看到的是他們大方又活潑的樣子，而且還很開

心的迎接我們，這種感覺真好！雖然交流不到一

天的時間，離別時依舊依依不捨，學生熱情的追

著車子與我們招手道別，我感動得差點流下眼淚

來。

第五天去了環球影城，第一次搭上日本的電

車，覺得日本的電車和台灣的公車有些不同，日

本的電車很穩，台灣的公車則是很晃。搭電車沒

多久就到了環球影城，原本以為一個設施要排很

久，結果算了一下時間，排最久的遊樂設施也才

花40分鐘，比我在台灣的遊樂園排隊還更快，日

本的遊樂園真的很有效率！在環球待了一天，玩

到晚上時因為買了太多東西，真的很累又很想離

開，回到飯店時，才意識到隔天就要回去了，當

下真的很不想離開日本，每個地方給人的感覺完

全跟想像中不同，日本人的熱情、乾淨的街道、

有秩序的車站，還有注重禮貌的日本人。

如果明年還有日本教育旅行，我還是想去！

這樣會讓我更了解日本的文化及交流，現在我還

是有和在日本學校裡認識的學生聊天，他們也有

加了我的社群網站，即使我們相隔兩地，我們還

是能一起聊天。我跟他們說：下次來台灣時，請

一定要告訴我，讓我能好好招待你們，介紹你們

台灣有趣的景點以及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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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應二 1 羅莉琪

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參加這次日本國際教育旅行，其實我猶豫

了一陣子，因為之前已去日本旅行過幾次，覺得

費用相較於一般的旅行，似乎有點高，但參加之

後，才發現我錯了，因為每天的行程都充滿了精

彩。

原本在一年級時，就有想過是否要參加日本

國際教育旅行，但那時日語還未學習，而且家中

經濟亦不允許，加上才剛就讀應用外語科，正面

臨學習日語和英文的衝突，所以先暫緩此計畫，

直到第二年，自己對日文有了口說能力，才決定

參加。

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團體旅行到日本，一直

以來都是跟家人去，但卻沒有機會與日本學生交

流，因此我十分嚮往日本高中的生活，也很好奇

他們的教育環境，而這次的活動終於讓我實現願

望。

經過了這次的活動，我深深的體會到，國

家與國家間的緊密關係，即使日本跟台灣相隔不

遠，但我們還是必須具備國際觀，接納彼此文化

的差異性，培養與世界接軌的能力，就如同東宇

治高校的校長所說:「現在我們的世代已經不一

樣了，我們要培養國際人才，才能適應現在的社

會。」此行讓我見識到世界不同的面貌，以及人

類歷史的成就，是一次豐富之旅，如果說你覺得

我是去玩的，那可未必，因為我覺得我學到的比

我在台灣讀一年得到的還多，這也印證了古人所

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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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掇英
TA-MING SE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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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統計夢
葉紫君老師

「你是那個系畢業的？」，「統計系」，

「哇！統計！好難耶！」這是我與剛認識友人的

對話，不難嗅出一般人對「統計」的看法。

在統計系除了學習統計的理論課程外，還

包括實務應用課程。雖然理論課偶爾讓人感到

「乏味」，卻奠定我日後統計專業的能力。上實

務課程的心境自然與理論課桯大相逕庭，它是令

人期待且興奮，非得熬到三、四年級才有機會接

觸。大三的「市場調查」課程，請業界（中華徵

信所）的主管來上課，從決定目的（我當時的題

目：瞭解大學生使用手機的情況），訂定計劃，

設計問卷，到每個班級實際做調查，資料分析，

至最後下的結論，每個步驟都必須謹慎，才能夠

獲得正確的結論。

大四「電訪實務」及「面訪實務」課程訓練

我如何當一位電訪員、面訪員。當時系裡有統計

推廣研究中心，它提供統計諮詢、抽樣調查與資

料採礦的服務，中心內更有規劃完善的統計諮詢

室與電訪教室供學生實習之用。課堂中到外面去

發問卷，訪問路人，當遭到路人冷眼或白眼拒絕

受訪時，心裡頗不是滋味。別以為當電訪員就比

較輕鬆（只是講電話罷了），在被話線另一頭的

受訪者用不堪入耳的話語回應時，更是感到萬般

無奈。經歷過這些事情之後，我不再小看訪員的

工作，如果沒有訪員，那來的資料？

有 人 曾 問 過 我 ， 「 什 麼 樣 的 人 可 以 念 統

計？」，我想，如果你有一點好奇心，願意去觀

察，對數字有些敏銳度，再具備「柯南精神」

（對任何事物都具有抽絲剝繭的態度），都可以

念統計系。另外，「資料分析」是統計工作中主

要的一環，統計系非常注重學生對統計套裝軟體

使用的閑熟度，因此要先學習跟電腦和平相處。

隨著環境變化，統計的應用愈來愈廣泛，

相對地，統計人的出路似乎就更為廣闊。但在各

行各業用統計，人人學統計的情形下，不免讓

人懷疑「統計系的學生畢業後真的能找到工作

嗎？」。因此，大學時期我會到其他系所旁聽

或選修一些輔系課程，例如：經濟、行銷、新

聞……等課程，多涉獵其他方面的知識，累積自

身的實力。畢竟機會是不等人的，你隨時都要準

備好迎接挑戰。

人生的旅途會遇見不同的人、事、物，珍惜

每一次學習的機會，用認真地態度去面對上天派

予你的任務。在政大寫論文的期間，指導老師讓

我懂得如何獨立解決問題；中研院的那段日子，

我體會到學術工作仍是我的最愛；清中的實習生

活，從前輩身上我偷學不少。還有，來到大明之

後，如果沒有你們這群可愛的孩子，我不會懂得

更多。這些過程中，雖然會遇到挫折，也有過想

放棄的念頭，但自始自終我都會問自己「學到了

什麼？」，感謝身邊的這些人，讓我有機會成為

更好的人。最後，謹以「把握當下，堅持到底」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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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順臣老師

從小到大未曾想過會從事烘焙行業。求學過

程也未曾有接觸，本身是學電子工程，結果形成

半路出家，一頭栽入烘焙領域，從此打開了我的

烘焙人生。

從事烘焙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剛踏入烘焙職

場從基層學徒做起，隨時自我檢視，上班早到晚

回、專心工作、盡心盡責、精益求精做好交辦工

作，同時心存感謝給我們工作機會的人。在職場

要眼明手快，勇於接受挑戰、不怕失敗與挫折，

凡事要忍耐、多做、多學、多聽、多請教，更要

尊重公司每個人的職位、職權、名譽與彼此之間

的差異，並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樂於接受任務與

承擔責任，更要有責任感與敬業精神。同時也要

給自己目標，樂在工作並把壓力化成進步的原動

力。

創業之時，凡事起頭難，事前的準備與籌

劃很重要。實際經營卻是必須全力以赴，勞心勞

力，每日的經營壓力相當大，每晚都必須檢視當

日的營運狀況，隨時做改善。創業前半年幾乎無

休假之日，每日的休眠時間約4、5小時，因經

營項目有麵包車、供應早餐店之土司漢堡、黃昏

市場、早市場、福利社等，因此晚睡早起已成習

慣，卻也日積月累造成身體的負荷爆表，所以生

意要做身體要顧。

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之下，進入大明高中兼

任烘焙教職，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深怕專業學理

不夠專精，便利用晚上重新拾起書本進修研習，

教學及進修期間剛開始有點不適應，（因要做生

意、教學、進修）整個人太過於忙碌導致三方面

不太理想，心想有捨才有得，便慢慢的把生意縮

小至最後只做接訂單，專心於進修與教學。

一步一腳印，歷經四年時間完成學士到碩

士，並將所學的學理應用在實務課程上。有人問

我是如何辦到的，我只說兩個字『態度』。對於

任何事情要負責任，盡心盡責，既然選擇了就必

須要堅持到底。因態度決定了你日後成功與否，

而平時也要培養競爭力，人的成功是態度與後天

的努力，而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因為準備是機

會的推手，安逸是危機的溫床，壓力是成長的動

力，熱忱是成功的助力，端看自己的想法，一切

操之在己。有學生問我，老師烘焙做了那麼久你

不覺得厭倦嗎？烘焙是我的興趣，我樂在其中，

從不喊累因為這是我喜歡的我甘願受，雖是辛

苦但甘之如飴，秉持著一個觀念做事要全力以

赴，「產品是要帶給人們幸福、快樂」。當大家

在享用之時，臉上充滿喜悅的表情，我更熱愛

這個工作，也從不後悔選擇烘焙。自己對自己

要有信心，要給自己機會，凡事不要先說不行、

不會，那是『懶』的藉口，要成功就只有一個字

『勤』。

要實現烘焙夢想，除了認識產業特性外，

職場上的禮儀倫理、工作態度以及對工作環境的

適應能力也不能忽視。當你進入烘焙職場必須了

解，唯有透過良好的職場倫理，強化個人的人際

關係，保持良好的工作態度，如此才能創造個人

與公司都立於不敗之地，共勉之。

烘焙豐富
     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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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下磨練成長的福氣  
曾崇智老師

我高中畢業於本校的美工科，並在103年時、

可以以校友身份加上春祥與文雄等老師們的推

薦，從軍中退伍立即任職設計群教師乙職。感謝

科內老師們的提攜與照顧，在歷經高中、大學、

研所與社會歷練後，希望可以過來人的身分來與

學生(學弟、妹)經驗分享與建議，冀望能對於高中

階段的你們有所助益。

其實，高中的我並不快樂，當時因家裡有房

貸壓力且又就讀私校，經濟上也就更加沉重，父

親嚴肅地對我說：「你課業平均沒80分就不要

讀，跟我去做水電、做苦工!」，就在這壓力下

我收起國中玩三年的個性，高中不能再混了，因

為父親不是跟我開玩笑的!所以只能天天埋起頭苦

讀，就這樣拿了三年的每次段考前三名，如今回

想...當時我少有笑容。

然而，我相信人要成長必須經過壓力的磨練

才會成長，這是天經地義不變的道理，在父親給

的壓力下，我只能〝拚!〞除學業努力外就是〝得

獎〞，這輩子第一張的獎狀，是參加彰化社教館

在臺中豐樂公園舉辦五縣市寫生比賽，當時得知

得獎時我興奮到難以言喻，就因為這張獎狀使我

信心大增，推動著我未來的繪畫人生。不斷的參

賽與得獎是我持續的目標，從大學至今得獎獎狀

共計76張，其中高中得到的獎狀計27張、證照

(書)計3張，我現在仍不敢相信高中時是如何做到

的？換算下來高中3年內平均1個月左右就得到一

張獎狀!會有這樣文藝雙全的績優成績還真是托我

父親給我的「福」!

人生的的旅途上不一定是平順無礙，只要努力，終會因遇見伯
樂。很慶幸，在大明可以在此學習，在此成長，也在此分享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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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大明高中優秀的老師們指導就不會

有現在的我成績，特別感謝榮杰老師與文雄老師

對我的照顧，兩位老師總不厭其煩的指導我，提

供我許多書籍，甚至交換人生經驗，建孟老師循

序漸進式教學使我喜歡上色彩學這門課，在繪畫

上的應用助益很大。影響我最深的是當時的班導

鄒春祥老師，記得剛新生報到時跑錯教室，跑去

了廣設科，鄒老師到那班上說我跑錯，應該要去

美工科的，就這樣拜入鄒老師門下學習。我的利

器「水彩」是鄒老師給的，老師本身多才多藝，

沒有老師的細心指導與照顧下就沒現在的能力；

礙於篇幅無法細細感謝其他老師，相信大明高中

的老師們都是一級棒的，對學生真的是細心呵護

與認真教學的，這是我深深的體認與感激的。

《忘憂》2015年南投玉山美展水彩類優選-(第二名)《忘憂》2015年南投玉山美展水彩類優選-(第二名)

最後想給同學們階段性建議，一年級因對於

技術能力上還不足，應向老師們請教，把能力給

培養起來;二年級就要將之前所學，大量參與競

賽與檢定，競賽優點相當多，如作品集彙整、獎

狀、資歷、升學加分、高額獎金及累積自我信心

及肯定自我價值;三年級就要努力做最後的升學

前衝刺，每次的考試都不能輕忽，把自己提升到

〝穩定〞的高水平，如能如實做到，相信這三年

你會很滿足與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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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幫助別人，能不求回報，才是服務。」也有人說：「為什麼要服務

別人？應該讓別人來服務我。」那到底什麼是「服務」？我個人認為：服務是不分貴

賤，你我都做得到的。即使只是一個順手之勞，也是服務。生活中處處有服務，但有

「心」的服務是最不容易的，常常有些候選人為了選票，承諾選民一些服務，卻只是

敷衍了事。卻有些志工盡心盡力的服務人們，完全不求回報。

有「心」的服務
國一1 林玟均

許多從事服務業工作的人們，常常會滔滔不

絕的說起自己的經驗，遇到「奧客」不講理．．

等。但他們從未想過自己不耐煩的態度，也會成

為客人心目中如同「奧客」的服務生！就舉我自

己親身的一個經驗為例，那天，是人生的一個里

程碑，我們從無憂無慮的國小畢業了，為了留下

更多美好的回憶，我和五位同學決定去一中街逛

逛。在一中街，我們遇到了態度極差的店家！還

記得那時是為了解決午餐，去了一家小店，剛開

始店裡的服務生見我們都是小孩子，便沒什麼理

睬，當我們坐好位子後，他仍然沒過來打招呼，

我們於是大聲說我們要點餐，這時他才露出不耐

煩的表情慢慢地走過來，我那時真的很生氣，但

又能怎樣？真的是很勢利眼的服務，這樣算是有

「心」的服務嗎？但是也有優良的服務業人員，

除了能為客人設想到所需的服務，還會詳細地幫

忙介紹餐點，這才應該是服務生要有的態度。打

從心底做出的服務，是受大家喜愛的。用心，讓

每個人都開心。

再舉一個例子，記得小學五年級時，我和

姐姐去了山上的部落服務老人。當時的我只是抱

著「隨便看看，反正服務也不是件壞事」的態度

前往。坐上遊覽車後，車上還坐著許多大哥哥、

大姐姐。我剛好坐在一位阿姨身邊，便跟她聊起

天來。從她口中得知，她是個終身志工，工作退

休後，常常到各地服務。我問她：「為什麼妳做

這些無酬的工作卻能甘之如飴？」她笑著說：

「我當初在山區服務了一次，就愛上它了。記得

那時，我也覺得很無聊，可是當我不情願的端食

物去給老人家們吃時，看到他們臉上的笑靨，就

好像我是多麼善良的天使一般，讓我在那一瞬間

不禁深感慚愧地流下淚來。」講到這裡，她已哽

咽。到了目的地後，阿姨臉上果真充滿了笑容，

上前和老人噓寒問暖，雖然我還是有點不習慣，

害怕接觸他們，但至少我做到了對每個人微笑，

帶著我的真心，釋出善意。相信以後，我一定會

跨出自己的那一步，做用心的服務、做有心的服

務。

現在政府將每學期的服務時數列入升學加分

的項目，但這也造成了一些問題。常常聽到身邊

的學長姐在討論自己的服務時數是否足夠等等？

顯然部份中學生對服務的態度是為了時數而服

務，因而常是敷衍了事；或是等到服務時數已足

夠，就再也不願意付出愛心。因此，政府希望透

過加分的方式來培養學生建立服務的態度，似乎

有點搞錯方向了。

聖經上說，施比受有福。真正有「心」的服

務，是不會計較回報的，服務是為了讓這個世界

變得更美好。真正的服務是十分困難，但也是很

簡單的，其差別就在於是否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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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與分享 國一２　司徒于新

沒有農夫勤勞的耕耘，就沒有粒粒晶瑩的米飯；沒有父母細心的呵護，就沒有

今天成長茁壯的我；沒有志工在社會上默默的付出，就沒有整潔乾淨的環境。當你

在和他人分享時的快樂，自己也會沾上兩三滴的喜悅，相反的，當你不願意與別人

分享時，這個名叫『自私』的惡魔便會找上你。

有種快樂叫『分享』。分享的定義是：不吝

嗇的將自己所擁有的給予他人，並在適當的時機

伸出友愛的手，與他人建立友誼的橋樑。在求學

過程中，我們往往都會需要幫助，若我們不在他

人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予友愛的手，那當我們需

要幫忙時，別人自然也不會伸出援手與你分享。

例如：有一次，我生日時，許多好朋友都送我生

日禮物。然而，其中有一位同學送了十吋的蛋

糕，我吃不完，便和朋友們一起分享這個可口的

蛋糕。俗話說：『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

依稀記得，原本平凡無奇的蛋糕，和朋友們

一起享用後，變得更好吃了，這也見證了分享的

可貴。雖然，『分享』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但

是卻可以帶給每個人更多的歡樂與祝福。

有種悲傷叫『自私』。自私的人是永遠不會

得到快樂的，一個人若不會分享，只會在別人需

要求助時，對他人不理不睬，不給予任何援手，

那這個人也不會有很多的朋友，人際關係也不

佳。『自私』能使你被盲目所包圍，迷失自我方

向，無法從中自拔。我們若想逃離『自私』的束

縛，就必須從現在開始做起。當看到別人需要幫

忙時，就要主動前去詢問協助。平時若有多餘的

物品，可以捐給公益團體，讓他們幫助更多人。

若人人都可以做到以上的事，這個社會將會更和

諧，人與人相處時，摩擦也會減少。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

酸』這句話吧！其實，這個道理時時刻刻都存在

在我們生活周遭喔！例如：有時候，我們都會因

為別人考的分數比我高，而破壞了彼此深厚的友

情。若我們換個角度想，就會發現：大家不都是

好同學嗎？為什麼要因為成績錙銖必較，接著大

家撕破臉，瞬間從最要好的朋友變成最熟悉的陌

生人？當然，這也不代表競爭就是壞事，如果大

家都能與同學良性競爭而不是惡性競爭，這樣不

僅僅可以彼此切磋，還可以提升自己的實力呢！

沒有太陽熱情的照耀，就沒有陰涼的樹蔭可

以避暑；沒有老師不厭其煩的與我們分享知識，

就沒有今天知識淵博的我們；沒有古人努力的開

闢土地，就沒有今天安全的道路。分享是一扇開

啟康莊大道的大門，使我們獲得更多人如太陽般

的燦爛微笑！自私是通往地獄的一扇門，使我們

失去要好的朋友。所以，就讓我們屏除自私，迎

向明亮的分享！

63



在學校，我們學習著不一樣的知識，其中讓

我感到最有趣的科目就是國文。雖然在升上國一

之後，國文也變得愈艱難，愈來愈需要去探索、

思考，但這正是我喜歡國文的理由。

國文課時，翻開課本，發現了新的生字和

成語，當老師講解我不熟悉的成語時，我會把解

釋抄下來並且把它背熟，當下一次，再遇到這個

成語，我就會了。頓時心中湧上一種成就感，這

就是我所說的學習的樂趣，學習還有另一個樂

趣，就是可以跟別人切磋，比分數。假如別人分

數比我高，我就會找出為甚麼會輸他的原因，然

後記取教訓，下次再打敗他，如果想反過來，我

贏了，我會去勉勵他，叫他不要氣餒，回去再加

油，一定可以打敗我，通常這種競爭，可以促進

我和別人的關係，並增加彼此的實力。

學習的樂趣
國一2 黃紹展Student

另外，在國文合作教學的樂趣，就是針對老

師的問題，分組之間搶答，答對了！你會很有成

就感。別人輸了也不甘心，心想：「沒關係，我

們一定要再努力打敗他們。」彼此就會產生良性

競爭的狀況，也使團隊間，產生互助的力量，看

著團隊學習的成績，一分分往上加。學習的樂趣

也增加許多。另外在學習中，我們還可以學到怎

麼表達自我意見，並互相溝通，無形中也增進同

學們之間的感情，還可以使班上和樂融融，簡直

就是一舉兩得。

總而言之，學習的樂趣對我來說，就是可以

讓我變得更精進，讓我和朋友增進感情，還有讓

班上學會團結合作。當然我們要對某件事有興趣

時，才可能發掘到樂趣，如果無法在所學習的事

物中發現興趣，你會事倍功半。所以只要學習發

現樂趣，你就會愛不釋手，難以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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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雨 聽雨
Student 國二1-楊寓如

急風喧囂，轟雷嘶喊，狂雨紛飛。雷放肆地

鳴，風桀驁地吼，雨狂妄地吶。雨珠大顆小顆砰

然落下之聲撕裂了夜色中原有的寧靜……

仰首望著低低垂下的夜幕，平時滿天的星

斗，今夜悄然無蹤。只剩下大雨嘩嘩的磅礡與它

讓風吼成了濛濛雨霧的模樣。聆聽雨舞影零亂的

滴答聲，我擁有同孟浩然花落知多少的擔憂。花

兒尚未爭妍，卻早已不經風雨摧殘，香消玉殞。

我是厭雨的，曾經。雨落太過嘈雜，每每

擾人入眠。雨擋著陽光，阻著青天，更將我囚於

家中。而如今，我卻戀雨。若說雨滴咚咚輕躍於

每一隅是雨的穹音，那微微掀揚的葉便是他頑皮

拂過的裙襬。若說雷霆萬鈞是天的怒吼，雨便是

天的淚水。天泫然，我亦然。望雨，聆雨，在這

分外寂靜的夜晚裡，記憶任雨淋的濕漉，過往雲

煙歷歷在目。曾經的失去，過往的錯誤，一再地

牽扯我的心緒，更勾勒出一抹惆悵。雨水滲入我

的魂，透入我的魄，整個世界恍如為我哭泣。滿

身的壓力，隨著雨，和著淚而潰堤。然而，暴雨

後，卻有種釋懷……

我戀雨，正因狂風驟雨後，便是天青。在潸

然後更能釋然。讓雨狠狠地洗刷世俗過分的言論

與批判，我便能夠重新振作，找回原先的初衷，

更擁有嶄新的思維。

比起戀雨落聲，我更鍾於雨四季的輾轉。

春雨細而繾綣，潤萬物而悄然；夏雨豪而瀟灑，

濯穢世而譁然；秋雨淡而蕭颯，滌塵間而漠然；

冬雨微而寒涼，沁心脾而淒然。我尤愛秋雨，人

說一葉知秋，我卻是一雨知秋。秋雨有著獨有的

蕭瑟聲，當落於枯葉上。秋雨已然歷經了春的青

翠，夏的繁盛，秋雨是淡然的，不似冬的淒冷。

秋雨是靜謐而悠閒的，正同我嚮往的生活。不追

求讚譽，更不汲營繁華。

每一個階段，抱持著截然的的心境，必然會

有不同的感受。有人鍾愛夏雨，卻也有人傾心冬

雨。但唯一不變的是雨水能洗滌大地，能沖刷人

們充滿汙垢的心靈，更能滋潤殘缺的傷口。那些

痛的回憶，悲的經歷，被雨水包裹得晶瑩剔透，

無聲地滲入土裡，滋養了春的大地，開出下一個

美麗花季。

看雨，鮮明了初衷，最原始的夢想；聽雨，

訴說了方向，最正確的道路。看雨聽雨吧！你會

看見最真的自己，你會聽見人生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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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令人醉心的熱情

竄染在十字路口

走過

我與妳的那次萍水相逢

激盪出的欣喜隱隱邃動

轉角

一場令我魂牽夢縈的完美邂逅

粉紫色的咖啡店

再一次

春風輕輕掠過

彷彿舊識

你我又在那轉角重逢

轉角
國二１　劉育丞

靜謐安穩的心

因為你

而有了冀望

咬下一口青蘋果

傳說中的那隻青鳥

盤旋於空

在下一個轉角

我會提起勇氣

闖進你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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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謝謝您 國三1-侯聖新

走在幽暗的旅途，吼叫聲從四面八方而來，恐懼攫住了

我的心頭，顫抖的腳不再肯定轉身逃離，卻擺脫不了心魔的

枷鎖。而遠處，是您點亮了微弱的燈火，將信心的溫暖一點點

注入我的心窩，謝謝您！教會了我如何面對恐懼，不再徬徨迷

惘，大步前行。

進入國中，全新的數學概念，一再的考試挫敗，將我的信心

鎖在堅固的幾何圖形之中，看著眼前的數字逐漸轉換成恐懼的惡

魔，顫抖的筆桿無法肯定的作答，只能看著時間與分數一點一滴地

被恐懼吞噬，使我迷失在黑暗的迷宮。我開始選擇逃避，認定自己

的努力不可能有結果，選擇放棄，抱怨上帝的不公平，在一陣衝撞之

後，卻又回到了原點，絲毫看不見出口的光亮。直到老師發現了我的

不安，主動與我對談，原本心想免不了嚴厲的責罵，迎來的卻只有句

句的關心，老師要我將不會的題目做上記號，利用放學的時間詢問，心

中懷著疑惑與不安，索性的依照老師的吩咐。

每天留下來的時間，逐漸地迫使我面對一個個醜惡的傷口，揭

開了一層層綁著的繃帶，當我真正去面對恐懼，不在逃避，考卷

上的符號不再跳躍，取而代之的是飛騰的筆桿，信心也一點一

點的回流，我才知道，老師教會我的並不只是解題的技巧，

而是如何認真的面對自己最深的恐懼，在一次次解開題

目的瞬間，鬆開了鎖住信心的鐵鍊，輕輕地在傷口塗

上自信的膏藥，而當我不再選擇逃避，恐懼的吼聲

無法再嚇住我，實力也一點點的累積，再次轉身

面對那道深深的傷口，揭開繃帶時的痛楚已化

作自信的笑容，只留下一道信心的疤痕，使

我勇敢向前。

再次踏上了幽暗的旅途，耳邊的

吶喊聲依舊，而我的腳不再顫抖，轉

身面對恐懼的心魔。紫君老師，謝謝您

教會了我，用微弱的燈火引導我走出曾

經迷失的迷宮；謝謝您教會了我，穿起

信心的鞋子，將黑暗踏在腳下；謝謝您

牽起我的手，跨出面對黑暗的一小步，我

知道這是我的一大步，成功的彼岸就在不

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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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知識不只是書本中的內容、師長的教誨，生活中「處處留

心皆學問」，長輩的人生經驗、朋友的言行動作，乃至大自然的千變萬化，我們眼見耳聞的事物都可能

成為我們的老師，帶給我們一些啟發。

一天放學時，我獨自一人走在路上，此時遠方那道火輪正緩緩下沉，往一棟棟樓房的稜線後方隱

沒，雲彩染上了一抹絢麗的紅霞，夜幕正漸漸低垂。此時正值下班的尖峰時段，馬路上轟隆隆的引擎聲

此起彼落，喇叭不時加入幾個裝飾音，整條路演奏著一場氣勢磅礡的交響樂。走在路上，不時有車子從

我身旁呼嘯而過，捲起一陣風沙，可見大家的歸心似箭。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綠燈已經剩幾秒了，我停

了下來，這時我瞥見對面有兩個人正在過馬路，不過他們的速度實在慢的出奇，和奔騰的車子比起來就

像烏龜一樣，顯得很突兀。

幾秒後，紅燈了，另一邊的綠燈亮起，那兩人卻仍在路中央，然而這時整條路安靜了下來，沒有車

在動，沒有喇叭，也沒有謾罵，彷彿時間瞬間靜止。我感到十分奇怪，但隨著那兩人漸漸走近，我明白

了那是怎麼回事。

那是一位盲眼的老先生和一位年輕人，年輕人正攙扶著老先生過馬路，仔細一看便赫然發現那位年

輕人一邊褲管空空如也，其中一隻手拄著一根拐杖！那一幕給我極大的震撼，我想當時整條路的人都和

我一樣，為它的神聖而沉默，被它深深感動。

那是三、四年前的事了，但至今回想起來仍歷歷在目。雖然我不認識那位年輕人，但我想對他說:

「謝謝你教我會了我這件事──只要有心，就能付出愛。」我了解到：即使我們自身的條件沒有很好，

我們也能為他人付出，對別人伸出援手。許多時候幫助別人『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只要願意，我們

隨時都能做到！」

「助人的雙手比祈禱的雙手更加神聖！」那位年輕人教會了我：「即使只有微薄的力量，我們也能

幫助別人，愛在付出後才會變得更多。」我由衷的感謝他。或許我的力量無法改變世界，但我要盡力去

幫助，去愛我周遭的人事物，帶給他們幸福與歡笑，一點一滴的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謝謝你教會我這件事
國三1-蒲慶瑋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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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淚水中，
我領悟到親情的可貴

國三2 林彥伶

那是個陰雨綿綿的午後，窗外路上的行人個

個流露出不耐的神情，抱怨著落不停的雨水打亂

了原本假日的計畫。似乎是因為小男孩臉上的笑

容太過醒目，我的目光在不知不覺中停留在他嬌

小的身軀上，一雙淺藍色的雨鞋在水坑中揮灑著

用不完的活力，一切看似那麼的祥和……「碰！ 

碰！」車子的碰撞聲，和一沉悶的落地聲，就在

我還來不及反應時，不偏不倚的入了我的耳。路

人驚慌失措地四處逃竄，伴隨著張了又合、合了

又張的唇，想將恐懼釋放，而我的耳畔卻只響起

那象徵死神降臨的前奏。就在眾人竭盡所能地

遠離現場時，有一抹纖細的身影奔向那一地的

豔紅，不顧一切，撞進我的心，掀起了一陣漣

漪……。

那女人肯定是孩子的母親。她緊咬著下唇，

不願讓痛苦輕易的在孩子面前溢出，儘管男孩的

雙眼，已無法再睜開，看這個他尚未看完的世

界……。空氣中，悲傷的氛圍仍持續蔓延著，而

女人的手緊緊環住懷中凋零的生命，想阻止年輕

的靈魂步入最終的旅程，她一遍又一遍的喚著兒

子的小名，好似恨不得自己替男孩承受這致命的

痛楚。在這位倔強但堅強的母親奮力抵抗下，淚

終是隨著男孩逐漸冰冷的軀體奪眶而出，夾雜著

依舊落個不停地雨，落入我的心田……。

此後，我對「親情」有了全然不同的體悟。

親情，是段得來不易的相遇；親情，是修了千年

才得來的緣分；親情，是一個用多少錢、多少時

間都喚不回來的靈魂邂逅。讓我更珍惜我所擁有

的親人，更能體會他們對我的愛，這就是那淚水

所給我，最震撼的領悟。

親情，不過就是段相遇；親情，不過就是個緣分；親情，不就只是個稍
微不同的靈魂邂逅嘛？這曾經是以友為重的我對親情的認知。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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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別是為了下一次的再見面，抑或是這份感

情的最終篇。那一刻忘了牽住的手，變成了喚不

回的遺憾；那一秒未說出口的話語，就讓它沒入

我的心底；那一剎那眼角閃過的淚滴，恥笑著：

捨不得， 又如何？

那年蕭瑟的秋季，我遇見了她，在紛亂的環

境裡，在嘈雜的人群中，我感受到一種脫俗的清

新氣質，那是多麼特別的。忘記心是怎麼漏跳了

一拍，直覺告訴我，她是個天使，是屬於完美的

存在。

忍不住心念的驅使，我便主動的去認識她，

「嗨！做個朋友吧！」我微笑的說道。

「好啊。 」她回答臉上掛著甜美的笑靨，我

不禁再度失了神。原來簡單的笑，便能牽起一段

緣份。又有誰能想到，那抹笑已使我心中泛起了

不平凡的漣漪。

自從與她相識以來，我的生活似乎增添了許

多名為「快樂」的元素。

在她面前，我能盡情的展現出最真的一面，

像個長不大的孩子般，相對於她的成熟穩重，讓

我顯得幼稚許多。我們在一起的時光，我總是想

把最好的呈現給她，

捨不得
國三2 楊竺軒

而她快樂，我也會高興，我的心情似乎不知

何時便和她的連在一塊了。

後來我們分隔在兩地，我仍努力的擠出時間

來找她，無論如何一小時也好，一分鐘也罷，只

要能和她在一起，即是我最大的滿足。某天，一

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傳入我耳裡，她告訴我：她要

離開了，要到另一個更遙遠的城市，我到不了地

方。這是不是代表緣份已盡？心中不禁泛起酸楚

之感。臨別，我們走在長廊間，願時光走的慢一

些，每一步都帶著一份捨不得。長廊的盡頭代表

著我們的別離，她揮了揮手微笑著，我亦然。不

過，我的笑裡盡是苦澀，目送她身影由大轉小，

沒人注意到一個細小而清晰的聲響─ 只有我最明

白，那是心碎裂的聲音。

捨不得，又能如何？也許現在的離別是為了

未來能再見，她縱然離去，卻為我們留下了這一

份回憶，把捨化作得，在心中默默寫下約定，只

求，未來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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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盒子 多一2 賴梓榆

曾經，我一度以為時間改變不了什麼，直到長大後，我又再

次的打開舊盒子，然後停下腳步，思考著從前，我確信了，我害

怕現實，真的很怕。

過年大掃除是最為繁忙的一天，因為不擅長定時整理的習

慣，所以打掃自己的房間很是費力，正當我打掃到一段落，正準

備休息時，我赫然發現到櫃子邊的某一角，放著一個舊式盒子，

我打開了它，但並沒有碰觸裡面的物品，只是靜靜的看著它，淚

水也在不知不覺中流下，這是母親兒時最喜愛的收藏品，也是去

世後唯一留下的遺物。在六歲時，我時常帶著舊盒子溜到表姊家

玩，只要一打開盒子，我便向表姊炫耀手上的卡牌，那是當時最

流行的卡通，哆啦A夢的道具卡，除了卡牌，裡面也放了一組用

保麗龍做的三國演義象棋，我和表姊時常互相較勁，輸的一方必

需在自家外大喊自己最丟臉的糗事，而我一次都沒有贏過她，所

以丟臉的永遠是我，其中盒子裡最經典的東西，一本畫冊本，那

是媽媽最喜愛也最捨不得畫在裡面的畫冊，但卻被我畫的一蹋糊

塗，連鬼都看不下去的塗鴉，當時的我甚至認為沒人比的上我的

畫技，盒子伴隨著我長大，也為我創造了兒時快樂的回憶，我永

遠忘不了當時的心情和笑容，或許那是我人生中最短暫也最美好

的時刻吧﹗

直到那一刻來臨，我的人生出現了巨變，喪禮的那天，自己

所聽到的、所看到的，只有悲哀與贈恨。「這孩子真可憐。」、

「不要難過，妳應該堅強點。」、「妳媽媽的死，我們也很悲

傷。」……為什麼講出如此殘忍的話，你們憑什麼講得理所當

然？我抱著舊盒子，那是生命中最深沉難解的痛，已經是停止呼

吸的我，趕緊大嘆一口氣，卻又難以呼吸的情況，大概就是這種

感覺吧！自此之後，我再也沒有碰過舊盒子，那是我唯一能夠逃

避現實的方法，那一聲最後的再見，是我陪著自己，真正迎向成

長的開始。

以前的點點滴滴，是好是壞，都會積成現在的自己，曾經，

我一直以為只要轉過身繼續前進，傷痕自會消失，但是不管走了

多遠，終究無法逃避，我也知道日子還是要繼續過，只是不曉得

如何跨越眼前這個大洞？但現在我似乎明白了點，唯有正視它、

接納它，才能超越這份巨大的哀傷，完整拼回人生，關於改變，

就像赫列克裏特斯所說的，「世上唯一不會改變的就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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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的智慧
-多二1-陳仕霖

拒絕，是人生中值得讚揚的真理，能考驗自我堅定的內心。身處於世風日下的社會中，應

該習得在隱晦曲折的小徑上尋找通往光明磊落的境界，以智慧之鑰開啟拒絕的門扉。

松柏拒絕紅塵的紛擾，即使孤獨佇立在高山峻嶺，也不願與世俗隨波逐流；曇花拒絕風

塵的爭豔，即使夜闌人靜，也要在俄頃間素淨芬芳，展現純白的面容；翠竹拒絕大紅大紫的陪

襯，即使沒有奼紫嫣紅的綺麗，也要顯現正直挺拔的君子氣節。當我們被物欲橫流的風氣所圍

繞，是否該堅毅信心，不被周遭的氣息感染。拿出內心最真誠的態度，懂得拒絕，保有透澈光

明的心靈，以智慧之燭照散前方的路，我們便會看見智慧之門。拒絕，是以平和的說話之道來

表達堅毅的立場，要懂得拿捏分寸，不要有過度的頑固而滅了情誼，這才能展現智慧，用智慧

化解偏頗。文天祥正直敢言的個性為他的仕途之路增加崎嶇，但是他有著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

的信念，與忽必烈談判時，提出隱居深山的條件，但忽必烈的條件竟是做官或處死，最後文天

祥選擇處死，表達其壯志，彰顯拒絕的價值。拒絕就如一闕優美漫妙的詩詞，要深解其意義必

須開啟智慧的窗，與自己內心溝通，才能吟誦出悅耳動聽的的曲調，細細嚼出一詞一字的滋

味。在海海人生中，我們唯有秉持信念才能到任何地方都無所畏懼，拒絕他人前我們當須了解

自己，傾聽內心微小卻量大的聲音，帶著自己內心深層的信念，鞏固自身想法，與他人做和諧

的溝通，才能乘著信念的雲，拒絕雜念的紛擾，飛向人生最高點。

拒絕，就算是堅守自我，也不忘須顧及別人的感受。真誠是待人和善的不二法門，猶如暖

陽霍霍照耀彼此心房；猶如絲絲柳樹，隨風輕輕飄拂過淡粉的臉頰。以真誠的真理拒絕他人，

才是能展現拒絕的智慧。拒絕的智慧似水之清潺潺流貫於人間，清瑩透澈，以圓融純樸的性情

顯露最誠懇的一面，若把這誠懇的一面用來修正敗俗傷風的社會，促使人們悟得拒絕的真理，

並將智慧當做是一道橋樑，在橋樑上展現拒絕的智慧。拒絕，看似兇狠，能在對方的內心留下

一道深深的傷疤，如果我們懂得以婉轉的言語取代繁雜的偏執，隨時間的沖淡，這道傷疤也會

漸漸痊癒，甚至忘了它的存在，而在光陰中改寫了價值。

拒絕，是一扇門，是與自我內心溝通的媒介，在拒絕的同時先推開心中的門扉，踏出勇

於拒絕的步伐，並在踏出步伐前，先三思其中的智慧，以最真實的心肯定自我的價值，由己身

的論點延伸到對方的感受，使拒絕在心中散著金光，發出正面能量，讚揚其真正的真理，並於

真理中習得雞鳴不已於風雨，松柏後凋於歲寒的明悉，且在那彼眾昏之日當位清醒的人。如果

我們不懂得拒絕，那麼將掉入惡的深淵；若我們不知拒絕，那麼將被布滿荊棘的環境所拘束；

若我們不願拒絕，將被這個比屋可誅的社會吞噬。人愈是往無俗塵煩擾的境界，愈能領得拒絕

的考驗。我杜絕雜念的攀附，秉持堅持的真理，帶著智慧之鑰開啟拒絕的門扉，迎向生命的光

彩。我想，這把智慧之鑰該是人人都得把持的，唯攜著真誠與堅定，才能勇敢邁向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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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椎名もたさん
多二1-曾家琳

隨著時間的流逝，激烈的內心逐漸穩定的平靜下來，在網路上大家嘆息你已

經逝世的消息，死因未公開的你，在離去當天上傳了最後一首歌曲，此刻我戴起

耳機、按下播放，在音樂還沒開始之前，清楚地傳來了心跳聲響，似乎是來自於

我，又或是曾經活著的你。

在寫這封信之前，我已經寫了一篇關於你的介紹，你的作品就如同孩童轉變

成大人的那個模糊階段，有著天真與成熟兩種截然不同的況味在相互撞擊，娓娓

地敘述內心世界。就在前奏奏出的那一瞬間，你對我們的告別也同時開始……。

樂曲中的歌手用著難以形容的歌聲傳述，痛苦卻又矛盾的吟唱著…，像放棄

抵抗以致無可奈何的迎向結局的主歌唱向瞬間迸發激動感情的副歌，就在高昂詮

釋即將做出最後掙扎並化成平靜時，我對於你的不滿也在此刻從眼眶滿溢而出。

你的樂曲總是在探討人生，你的人生也是我生命故事中的一章，在一首又一首慢

慢聆聽的同時，你破碎的形影也不清楚的穿插在我心深處，你時而吶喊、時而讚

嘆這世界，你就像是一條四處交錯、彎曲轉折的黑線一樣，沒有大家的美卻有另

類的美。在一陣激昂、令人不悅的旋律奏完後，接著又是那令人難受的安靜，在

安靜中，我確認你已經完全離我而去，這時的我終於嚎啕大哭起來。在耳機裡我

又聽到了心跳聲，但那僅僅是源自於我，此刻你已不在世上的事實，令我難受、

難受、難受…。

今天天氣很好，彷彿連天都不感到難過，一切都留在昨天了，這讓我想到

你在「諸位永別」這一曲所傳述的詞曲，我是不是也該放下昨天，向今天前進？

陽光正在窗外閃耀並反射到地上映照出我的影子，那一剎那，就像是「踏影人」

這首曲子的副歌旋律響徹空氣之間，這又再次使我失去控制落淚，我的影子與無

聲的耳機，伴著強烈耀眼的陽光與桌上幾滴仍保有溫度的淚水，提醒我忘了吧！

放下你！說再見呀！窗外有令人舒暢的藍天好景和新鮮的空氣…。「踏影人」

的旋律與我的哭聲零碎混合在一起，地上的影子，窗外的陽光，這一天就猶如

你所知，而我已難忘的歌詞中所寫的──這真是太快又如此輕易的消失了、消失

了……。

粉絲 曾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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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手，有著粗糙的紋理；有著厚實

的繭，更有著包容一切的溫暖。

小時候，特別喜愛父親的手，他不似母

親的那般纖細修長。皮嫩膚潔。反而是極端

地——充滿勞苦的繭，和辛勤的疤。它經歷

總總風霜，看就明白，是位勞動者的手，但

我仍獨鍾於它，因為這是父親為我們付出的

證明！

還記得某一次，受挫的哀愁牽動了淚。

我獨自畏縮角落，陷入悲傷而難以自拔的深

淵。眼淚撲簌簌地滴落，落進誰的心坎？是

父親！父親一把拉起我，溫柔的擁我入懷。

粗糙的手，此刻顯得特別細膩，一次次撫慰

的輕拍，拍走我的憂慮。在強而有力的安慰

下，我脫離了哀傷，凝視拍撫在背的手，寬

大厚實，像能承載一切喜怒哀樂、酸甜苦

痛。人如其手，樸實而有擔當，不只承受我

的情緒，更承擔家中大部分的生計！三個孩

子對父親來說，或許是種負荷，父親卻牢

牢緊握，毫不動搖地承接下來了，用這雙

手……。

而現在，我已不再輕易流淚；不再輕易

掉入傷悲築起的囹圄。但那雙手依然在我身

旁，遭遇困難時；孤單寂寞時；甚至百般無

聊時，手的主人一直都在，不曾遠去。

那
一
雙
手

美二2  梁禮女威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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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忘的一道菜
美二1-葉雲芷

夢中－掛著星光的黑夜，看著腳下鋪滿土

石的大地，我知道，只要一抬頭，那棟爬滿著綠

苔、有著生銹鐵窗的房子會在眼前，而窗上必然

映著那略顯駝背卻慈祥的身影，因為我嗅到桂圓

炒蛋的味道，嗅到阿嬤的味道。

從有記憶以來，阿嬤的手藝就非常的好，我

甚至認為她比阿基師更傑出，因為她有阿基師所

沒有的「阿嬤的愛」。憶起第一次吃桂圓炒蛋，

那時的場景朦朦朧朧的，味道卻記憶猶新，再口

中徘徊了八年甚至更久，麻油與米酒的香，融合

著桂圓獨有的甘甜，實在令人垂涎三尺。阿嬤坐

在藤椅上看著我吃，我連抬頭看一眼阿嬤的時間

都空不出來，嘴巴不停的攪動著，但我知道阿嬤

正用喜悅的表情凝視著我。吃桂圓炒蛋的回憶，

像蠟燭溫暖卻短暫，那是我第一次吃也是最後一

次吃阿嬤的桂圓炒蛋。

出事前一個禮拜，我坐在餐桌前，吃著飯，

阿嬤坐著看我，充滿笑意，這樣熟悉的場景，讓

我想起桂圓炒蛋。我和阿嬤約好下次回阿嬤家要

煮桂圓炒蛋給我吃，高興的彷彿聞到麻油香了

呢！但麻油香太香了，越飄越遠、越飄越遠到了

我去不了的地方。我想，這樣美的香味，ㄧ定回

到最初的地方了。

星光依舊閃爍，腳下土石發出喀啦、喀啦

細碎的聲響，眼前是爬滿綠苔、有著生銹鐵窗泛

著微暖燈光的屋子；路燈昏黃的灑在周圍，ㄧ切

都像往常一樣，卻不全然是。窗上慈祥的背影已

不再，但我嗅見桂圓炒蛋的香味，嗅見阿嬤的味

道，一切，都回到最初的地方；桂圓炒蛋的味

道，飄不走、不能飄走，我緊緊的將它鎖進心

中，那個最開始的地方，八年、十年、甚至更

久。

睜眼，十六年來夢一場。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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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擁抱熱情的島嶼，你埋葬記憶的土耳

其，你流連電影裡美麗的不真實場景。」耳邊傳

來甜美的淺淺吟唱，只是到了歌曲的結束，也沒

有一個答案，告訴聽歌的人，旅行的意義到底在

哪裡。我認為，每場旅行都有它的目的與該達成

的任務。也許是為了尋找生命的出口，又可能是

為了讓自己在繁忙的生活放一次假；也許汲汲營

營尋找的那個人，說不定就在燈火闌珊處……。

旅行，可以不帶任何想法，說走就走。

我想尋找生活中的童話，想知道是什麼支

撐了人們對愛情的華麗想像。於是我選擇德國。

來到德國的巴戈莉亞，奔流不息的薩爾河畔、如

雪的阿爾卑斯山¬¬¬——這裡是白雪公主的故

鄉。記得童話故事裡，壞巫婆便是忌妒白雪公主

的美，才想殺害她。在此地，我看見人們沉浸在

浪漫中，生活在童話裡。彷彿停留在公主和王子

不變的幸福傳說中，永遠相信這樣的單純，我找

到了童話的美好。

有任務的旅行
美二1-賴玥彤

在德國的海德堡，一座讓你迷失在童話中

的小城，一個把浪漫刻進骨骸的城堡。小至德國

的海德堡，大至整個全歐洲，這裡的人與浪漫共

生、與童話共存，讓出身於保守台灣的我目不轉

睛的看著，大膽的表達愛與承諾。你說他們是這

樣衝動，我卻認為這是種勇氣。人生無法重來，

把握當下陪伴你愛的人，才不會有遺憾。

每個人都是童話中的主角，而愛情本身就是

個童話，如果你願意相信，一分鐘也能成永恆。

隨著時光歲月的流動，那往日的情懷，那過往的

美好，你又記得多少？旅行的任務，是讓自己找

回最原始的那份初衷；不要在忙碌生活中，讓人

不知不覺，失去愛人和被愛的能力。

那就從愛自己開始吧!去執行一場有任務的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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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短，做自己最好
料二1-林政凱

重新找回自己、走出生命框架，瞭解生命的

價值，是人生重要的課題。我們的人生不該是別

人來控制，也不該為了他人而改變自己，應當是

為了自己而活才是，如果我們有一本人生必勝祕

笈，只要遵循秘笈中的步驟，就能擁有完美的人

生，雖然看似美好但是這樣真的好嗎?這樣是不是

就會一成不變?當然這本秘笈是不可能存在的，

自己的人生自己過，自己來讓自己的人生變的更

好，就算別人成功的步驟在你身上也起了作用，

但是當你恍然大悟時，你會發現這些都不是自己

所想要的人生!

我們的人生就該自己創造，而不是活在別

人寫好的劇本下，每走一步都是人生中重要的過

程，有時候希望成為我們眼中的「完美人物」，

擁有龐大的財產、成就、外表，但我們並不了解

這些完美人物表面看起來令人羨慕，但背後其實

也有著令人無法預料的事，不要眼饞肚飽只想要

得到一切，我們與其跟著世俗盲目追求，還不如

好好地把握當下所擁有的，懂得知足常樂，如此

才是真正的幸福人生。

人們相處中，常常都會由摩擦產生誤會，但

是都不會去「問清楚」，寧可互相猜疑、憤怒，

覺得自己眼見就是事實，最後可能讓良好的關係

因此破滅，但是事情往往不如自己所見。記得在

我國中時期，也曾因為彼此想法不同而和同學起

了口角，雙方都不肯聽對方說，當時我不願相

信他所說的一切，只堅持自己的看法，卻沒有了

解到事實的真相，結果原本的友好關係，瞬間降

到冰點，還好最後都把話給說開，雙方才得以把

誤會解開，結束了一場無聊的鬧劇，這時候才發

現，溝通往往是雙方保持良好關係的不二法則!

充分了解到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而不

需要在意別人的想法，人生要為了自己而拚搏，

過程中或許艱難，但是你所受的苦、流的每一滴

汗水，都是為了自己的志向而做，也將練就獨一

無二的自己，往美好的人生更進一步。不要活在

別人的影子裡，更不要為了別人而活，如果你的

人生只是為了別人而存在，那你所做的一切，都

會是盲目的，只會迷失了自我，這會讓自己的人

生毫無意義，永遠找不到自己心中的那個你，就

等於失去自己所有的人生了!學會珍惜、感恩，人

生中所遭遇的考驗、歷練，往往都讓我們身心俱

疲，甚至痛不欲生。此時，我們不妨換個角度，

把苦難轉化為人生的墊腳石，如此反而能使我們

更堅強、勇敢，更有智慧的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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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之海 高一2-王婷瓔

月光優雅地照著沉靜的夜晚，我躺在潔白的

沙灘上，看著今夜的星空。突然間！一逆流星從

天際劃過，我訝異的抬了起頭，接著又一道！漸

漸的，這一如往常的黑夜下起了流星雨。這廣大

的沙灘卻只有我一人，獨自的享有這片風景。

我眼前的這片海叫記憶之海。為什麼會有

這個名字呢？那是應為鎮上有個傳說，有著這樣

的詩句：「迷失的人啊！請你細聽。星星對海，

歌頌記憶。但人終究，是會離去。而星辰也，隨

之落地。然而記憶，流入海裡。請你細看，請你

細聽。天偶爾會，下流星雨。請你細看，請你細

聽。寂靜的夜，歌曲響起。」這片海灘的夜晚，

在很久以前，時常有鎮上的居民來觀賞星空和海

洋。月光輕柔的照亮，海面上的月影更顯得柔

美。小小的波浪濺起了細小的水滴，在星海底下

閃閃發光。從前人們會為了這片刻的美景前來此

地。但時代不同，來的人少了！

隔天，一往常的來到這片海，靜靜的等待夕

陽。而在我轉頭過去看看遠方的山石，看到了一

位老太太。她緩慢的坐下，望著那片海。她的眼

神好特別。因為好奇，我走到她的身邊坐下，問

她的名字，為什麼在這裡？

原來她叫羅雅，她小時候住在鎮上，大約

在讀高中時，父親為了工作才搬到了別的城市。

她說，以前她曾曾祖母常常帶她到這裡說海的故

事。我問道：「海的故事？是那篇詩句嗎？」她

微微笑，然後回答：「不，比詩句更美。」

那是在這片海成為「記憶之海」之前的事，

也是因為那件事，才有現在的詩句。從前有個名

叫薇雅的少女，她笑起來，就和天上的北極星一

樣閃亮。她常常在這裡看著星空許願，如果見到

流星雨，就會在沙灘上多待好幾個鐘頭。某天，

薇雅認識了一名叫勞倫斯的少年，他們兩個是一

見鍾情。

兩個人很快就在一起了。但好景不常，勞

倫斯因為有事要出國，他答應薇雅五年內一定會

回來，而薇雅也答應勞倫斯一定會等他會來。三

天後，勞倫斯出國了。但兩天後，電視報出一架

飛機失事的消息！薇雅好擔心，他每天許願：

「希望他平安歸來。」她等了又等，等了又等。

五年後，勞倫斯依然沒有回來，她還在等……。

三個月後，薇雅看著夕陽默默的流下眼淚：「他

大概回不來了。」天空漸漸的昏暗，而當夕陽落

下時，勞倫斯在機場下飛機。原來，勞倫斯的班

機，沒有失事。但由於天後不佳，還有當地發生

地震，所以延遲回來。他拿著行李奔向薇雅的

家。但此時，薇雅在星空底下，將她和勞倫斯的

所有記憶都放到海裡，包括她自己……。

記憶和她慢慢的化成了海，而勞倫斯看見

薇雅不在家，便覺得事情不對勁。他衝向海邊。

在遠處，他看見了薇雅的身影慢慢的化成海。他

跑在沙子上，呼喊著她的名字，只差一點點，勞

倫斯的心裡不斷地向上天祈求：「求求您，阻止

她，讓她回來。我承諾要愛她，讓她回來！讓我

的薇雅回來……」但一切都太遲了。

最後，勞倫斯只看見她最後的微笑。他跪在

沙灘上為他的愛哭泣……。

咻！的一聲，天上下起了流星雨。勞倫斯將

記憶和自己化成北極星。永生永世，對著海，歌

頌他的愛，和他的記憶……。

多麼淒美的愛情，這片風景的故事是如此的

美麗。我看著星海，又想起了那篇詩句，不禁默

念了那句「星星對海，歌頌記憶。」這片黑夜，

又靜靜的下起了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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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韌性
高二1-鄭心柔

生命沒有一定的標準，有很多思想深刻的哲學家在總結形形色色的人生後，都感慨生命何其的脆

弱；但是有些人，就像是集結了所有的不幸和苦難，卻都承受了下來，並勇敢而堅定的走著自己的人生

之路，彷彿是要證明給我們看，生命是如何的堅強有韌性 。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乙武洋匡、貝多芬、蓮娜瑪莉亞、海倫凱勒、楊恩典、楊玉欣....都是身體殘障

或有缺陷的人，但他們的生存意念都是十分強韌的，甚至活得比我們還快樂。我看過楊玉欣的報導，她

是人間衛視新聞主播及節目主持人，在19歲時她罹患了罕見疾病「三好式遠端肌肉無力症」，目前全球

病例約40人。雖然這疾病現在尚無醫療方法，但楊玉欣說：「我覺得光是面對痛苦是沒有幫助的，痛苦

只能超越、克服，一直看它只會讓自己陷在痛苦的感覺裡， 要用心裡的意志去超越痛苦。」因此，她不

再把注意力放在病痛上，而是努力去做每一件對人有意義的事，身體雖然疲累，她的內心，卻是喜樂與

平安的，她說她深刻體驗到神賜給她的祝福。在楊玉欣身上，我看見了生命的韌性。

生命的韌性是可以被激發出來的，人是如此，動植物亦然。在柏油路旁的縫隙裡生存的小草，不論

是超級強颱的侵擾或是連夜豪雨的摧殘，仍然綠油油的挺立在那兒，不受任何影響，秉持著堅忍不拔的

意志生存下去；「草猶如此」，我們人豈能輕易認輸呢？

生命是有韌性的，要讓它如何展現，全都取決於自己。雖然我現在人生的歷練還不夠豐富，但我相

信以後我一定會有跟他們一樣的「生命的韌性」！並且好好的發揮。

生命能夠承受多大的重量呢?
生命是如何去衡量得呢?生命有著怎樣的韌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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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裡爺爺還肯外出的時候，總是每個禮拜到他最重要的農場去，忙碌

著他所珍愛的一切。路途顛簸遙遠，峰迴路轉後，面而襲來的，是爺爺製茶

廠裡濃濃的茶葉香。閉起眼睛，就聞到風裡帶來一陣一陣山的味道，清新的

像少女的髮香。

童年的記憶裡，爺爺身上總是伴隨著茶葉的香味。有著仔細挑選每一片

茶葉的氣味、高溫烘焙茶葉的濃郁氣味、小心翼翼包裝每一包茶葉的氣味，

這些氣味總是很沉很香，讓我著迷著它的優雅。爺爺也喜歡泡茶，茶葉在滾

燙的熱水裡暈開的剎—那，望著它輕柔舒展蜷曲的葉片時，竟也有一種沉靜

的芬芳，在忙碌的城市裡蔓延開來。

上了小學以後，爺爺就鮮少願意外出。即便是他最喜愛的那座山，山裡

有他戀戀不捨的農場和製茶廠，仍然抵不過他的頑固，只願意在家泡茶，享

受溫熱茶水帶來山裡的安心氣味，以及我每天放學後，為我煮一碗熱騰騰陽

春麵的香氣。常常一回到家還沒有看見爺爺的身影，就被濃濃的麵香包圍。

看著爺爺在廚房裡忙碌，我知道胡椒粉嗆鼻的氣味、麵條滑溜的氣味、土雞

蛋飽滿而色澤圓潤的氣味、鮮綠色青菜健康的氣味，都是記憶裡充滿幸福的

味道。總是懷念小時候爺爺會為我煮麵的日子，那些平淡卻深刻的童年味道

伴隨著感動，自胸臆中汩汩流出，都成為內心深處對爺爺滿是愛的氣味的記

憶。

時光飛逝，爺爺的味道伴隨著我對生命的記憶，一下子快轉到了青澀的

十七歲。這時候，童年沁人的茶葉芬芳和難忘的麵條香氣，在歲月流轉的同

時，已經悄悄替換成一個令我畏懼的氣味。那是各種藥膏塗抹之後混在一起

的刺鼻味，陌生而恐懼。因為爺爺的腳受傷，常常自己忍痛

塗抹那些藥，卻不願到醫院做檢查。強烈固執的過了好多

年，直到最近才主動要我們帶他去醫院……

回憶，像一串串糖葫蘆。一顆顆包裹著糖衣的過

去，就在細細地吸吮著外表黏黏的甜蜜時，卻佐著內

餡山裡紅酸澀的後勁。很慶幸我聞到了一股安心釋

懷的味道。爺爺牽著我的手長大，記憶裡滿是他身上

難忘的特別味道，在紅了眼眶的同時也不自覺嘴角上

揚，憶起那些屬於我們的氣味。

餘
味
日
新

高三1-林念樺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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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燈
高三1 陳冠吟

當帶著滿身疲勞，拖著沉重的身軀回到家

中，看到家人留了盞燈，是否有種今天的努力都

值得了的感覺？身心恢復滿點狀態，能繼續奮

鬥。

家人為我點的燈，是我在完成一天繁重課

業，還能面帶微笑地回家的最大原因。小時候，

在我還未懂事前，便深深明白不可在外逗留，因

為會有那麼一個人，在客廳中痴痴地坐在沙發上

等我。後來，當我長大之後，在異地讀書，搭車

回到家中，都已過午夜，不再有人為我等門，只

留下那盞，我從未見它闔眼的燈，靜靜等我。我

很欣慰，那抹澄黃色的柔光，撞入了我的腦中，

深深映入我的記憶裡。

高中後，有一天回到家中，發現那盞燈已不

見了，牆上那突兀的掛勾和明顯的色差油漆，讓

我知道它曾經存在過。我愣愣地看著牆面，轉頭

問媽媽，牆上那盞燈去哪了？她說前些日子，在

廚房打掃時，突然聽到巨大聲響，跑過去一看，

燈已無聲地躺在地上，聽到這，我一時之間感

到有些無助，像是被拋棄一般。之後，當我再一

次回到家中，抬眼看向那道牆，那抹柔光一閃即

逝，彷彿還在一般，從我記憶中甦醒。

媽媽為我點的燈，是我孤軍奮戰的動力，源

源不絕地傳來力量，讓我百戰不怠。當我深夜回

到家後，看到客廳內那微光，讓我知道有人在惦

記著我，即使那一盞燈已經消失，但我明白記憶

中的那抹柔光永遠存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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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吱吱的風偷偷的從窗縫鑽入，悄悄地掀

起了垂掛在一旁的窗簾，頓時，屋內充滿了刺骨

的寒風，與屋內電暖爐的和煦，恰巧成為兩方勢

力，互相對抗。這時，一陣香味傳入屋內，濃濃

的奶香挾帶著茶香闖入了這一場競技。

隨著香味伴隨而來的是一聲又一聲的腳步

聲，不久，母親便端著一杯熱奶茶走進了我的眼

簾。接著向我撲鼻而來的奶茶香，叫醒了一個躲

藏在記憶深處的味道。那是一道隱藏在奶香後的

人情味。

還記得那天是個百花齊放的春天早晨，偶

而有幾陣涼風吹來。我正沿著沾上晨露的紅磚街

道直直的走下去，頓時，一陣香氣傳來，順著香

氣傳來的方向看去，一間咖啡店佇立在眼前。被

吸引住的我，走了進去，一陣陣的磨豆聲傳入耳

裡，眼前還坐著一名穿著樸素的中年婦女。

茶  香

高三1蕭愉璇

她見我是新面孔，便自我介紹，我才知道原

來她就是老闆。接著我們便聊開了，不知道為什

麼，明明才第一次見面，便彷彿許久不見的朋友

一般。後來她看我穿的單薄，便藉口說：「因為

你是今天第一位客人，所以可以獲得老闆的小禮

物。」她去泡了一杯香甜的奶茶讓我暖暖身子。

那茶香和奶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就像一

位女子終於找到了她的良人，是那麼的契合。一

口飲下，那味道便在口腔內化開，接著，這口溫

暖隨著口腔、食道來到了腹中，不只如此，還有

一股暖流流進了心底。這一杯簡單的奶茶看似簡

單，但裡面卻充滿了不簡單的味道，一種人與人

之間的愛的味道。

我想我會一直記得這個味道，並把它傳遞

給更多人，讓他們也可以嘗到世界上最美的味道 

　　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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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好的朋友─籃球

資一1-張家祐

「啪──啪──啪」、咻──的一聲，球進

了！每到了球場上，我都會很享受在場上盡情揮

灑汗水的那種感覺，真是痛快極了！在打球時我

除了可以展現出自己的球技以外，還可以發洩壓

力，讓我非常放鬆。

在我還是國小階段時，身材在同儕中算是

滿高的，所以下課或者是體育課時，我都常常被

叫去跟班上的人一起打球，但是當時的我對籃球

這項運動並不是很熟悉，對規則更是不懂，所以

在場上常常犯規，也打不好，隊友自然也就斥責

我，從那時候起，我就不喜歡打籃球了。直到國

中時，只要一下課，班上的人幾乎都往球場跑，

久了我也受到影響，漸漸的想要去瞭解籃球，剛

好班上有一位跟我比較要好同學友，他很會打

球，觀念也很好，所以我就常去請教他，他也很

樂意教我，之後我們放學後幾乎都會留在球場上

互相切磋，打到快要七點了才肯回家。那時候的

我對籃球真的如癡如狂，連放暑假我也不放過，

大中午的你就會看到一個人在球場上拚命的練

投，投完球就撿球，這動作不知道反覆了幾遍。

當時的我只是不想輸給別人，所以一直練、一直

練，可能是因為一直練投的關係，那個時候的我

真的特別的準，準到連我都不感置信，不相信那

是我投出去的，後來的我對投球越來越有信心，

投出了心得，所以投籃時球進了，我都會覺得是

理所當然的事，反倒是球沒進框，我才會感到訝

異！

後來在一次段考裡父親要我好好準備考試，

別再一天到晚跑出去打球了，在那幾天我只好乖

乖待在家裡念書。段考結束了，我又很興奮的回

到球場上打球，但是我發現才短短的幾天沒碰

球，我竟然怎麼投就是不會進，籃框就像被加了

一個蓋子似的，球怎麼樣也進不了，當時的我很

沮喪，那段時間大概就是所謂的低潮吧？後來我

又打起精神，重新振作，想把失去的手感找回

來，所以又繼續努力加強練習，最後雖然找回了

投球時的感覺，但卻沒有我的「巔峰時期」來得

準了……。

我喜歡在球場上打球，我認為打球開心最重

要，也很喜歡團隊合作一起防守、一起進攻的那

種感覺，畢竟籃球不是一個人就能完成的。在防

守時，我的注意力會非常的集中、非常的專注，

讓我更沉浸在籃球的世界裡，更重要的是「以球

會友」，我許多的朋友都是打球認識的，這也是

一大收穫，而籃球也將永遠是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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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成功、筆記
資二1吳明宸

為了防止自己忘記重要的事情，需要的就是

做筆記。如何做一個好的筆記？在書中，作者Esor

提到了許多方法，以我來說，最適合的應該是分

類整理了。將所有要記起來的事情分類整理，要

找的時候就較為輕鬆。整理起來之後，在問題碰

到瓶頸，就可以套用先前發現而記錄下來的方法

了，每個問題都會有他的解決點，當筆記多了，

你的方法也多了，招式一多，那怕打不敗魔王

呢？

在電影「藥命效應」之中，主角得到了一顆

藥丸，吃下了便會記得所有發生過的事情，此後

他的辦事能力變的跟往常不一樣了，平凡的他成

了天才，為甚麼會這樣子呢？答案正是他回想起

來舊的想法，Esor在書中提到了：「靈感的產生

是在舊想法與新想法交會之時」，靈感不斷的產

生，自然事事順利，當然那是電影，但比起羨慕

電影中的主角，我們也可以做出屬於一本自己的

「魔法書」，在關鍵時刻，你便可以施展起你的

超能力。

筆記有百百種，上課抄的筆記，備忘錄，

日記等等，甚至連別人公開的小祕訣也稱得上是

筆記的一種，但要好好的應用筆記，可不是單單

的抄起來就好，重要的是轉換成自己的語言，讓

自己能理解，使用讓自已容易記起的方法，很多

人常做了一堆筆記，卻甚麼進展都沒有，在瀏覽

過去的筆記時，甚至看不懂自己在寫些甚麼、做

些甚麼？類似情形就是因為沒有轉換成自己的語

言，寫上自己看不懂的東西，就算紀錄了，實際

的效用也幾乎等於沒做，我們不喜歡做白工，所

以，在盲目紀錄之前，先「翻譯」吧！

作筆記其實並不一定要用文字，也可以用

畫圖、聲音、影片、照片等適合自己的方法來表

現，或者使用聯想的方式，甚至是繪本之類的；

人的記憶可以說是種連鎖反應，有時候看見一個

事物，便會聯想起另一個事物，例如看到菜籃想

要今天要去買菜，看到冰箱想到食材快用光了等

等，我們可以利用記憶的這種特性來做出更佳的

筆記，使得找到解決方法的時間大大縮短，讓短

短的一句話達到最強大的效果：光看到隻字片

語，可以聯想起好幾天的行程，這就是筆記的魔

法。

要整理出好的筆記，除了上面所說的「自

己看的懂、適合自己的方法，另外就是適時回想

了」當人生遇到瓶頸時，就彷彿遇到一座大門，

這時打開大門的鑰匙可能在以前的路途上，既然

硬衝突破不了，這時就要後退幾步找方法。在一

堵牆的面前，我們常常要後退才能看到整體，就

是這個道理。為甚麼要做筆記？就是因為在人生

的關卡中，我們常常需要很多的鑰匙來打開各式

的大門，在路途中蒐集許多的鑰匙做後備，自然

遇到的情形會少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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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河 資三1 劉文傑

曾經的我在拔河，拔一條名為志向的河，拔一條眼睛看不到，手也摸不著的

河，必須用心去平衡，才能穩住自己的地盤。更得拿出十足的勇氣，才有不被敵

人嚇倒的膽量──我在和未來爬河。

有時，我也與自己的興趣拔河，與自己的興趣拔河是很可怕的，如果只有自

己一個人，絕對連萬分之一的勝算都沒有。所以有好幾位的隊友在支撐著我，其

中包含了老師、同學、好友，還有更重要的──父母，他們是我最穩固的後衛，

不管情勢有多糟糕，環境有多險惡，他們永遠是我拔河隊的最後一道防線，所以

我才能用心、放心地去拔這一條河。即使我不小心倒下了，還有他們可以支撐，

撐到我站起來的那一刻。

常常，我還要跟敵人拔河，我的敵人是肉眼看不見的，他們是名為考試、職

場等各種稱呼的對手，他們孔武有力、陰險狡猾，不論什麼時候總千方百計，處

心積慮地要陷害我。在考場上，它是名為難題的考卷；在職場上，它便是要人死

命工作的上司。與這些對手拔河是很恐怖的，幸好我有陣容堅強的隊友，即使被

對方拉動，他們也會馬上穩住陣腳，幫我維持看似沒什麼大不了，但卻很重要的

平衡。

其實人生就像拔河，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拔河，只是程度和規模大小不同罷

了，自己一人是不可能一直撐到最後的，所以需要隊友的幫助，例如家人、朋

友，感謝他們總是跟我們站在繩子的同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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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長一點的時候，我們必定會被磨掉什

麼，但是我們可以一直決定，想要留下什麼。」

那些據理力爭無法接受的事情，在慢慢接受和習

慣了之後就會發現，其實也就是那樣而已！那些

以為是盡頭，以為永遠達不到終點的事情，或許

只差一個勁，若咬著牙不怕成功失敗的向前奮

鬥，得到的可能比預料的更多。

力克‧胡哲剛出生時像是被上天開了玩笑，

患了海豹肢症的他沒有了四肢。當其他人用詫異

的眼光看著他時，他總用一臉嚴肅的態度說：

「香煙害的」。然而天生樂觀的他對於失去雙手

雙腳並沒有影響他挫敗退縮。六歲時母親經常唸

一本《我愛的上帝》，書裡描寫主角瓊妮原本熱

衷於游泳與騎馬，卻因一場意外不慎傷到脖子而

無法繼續做她所喜愛的事情，脖子以下全身癱瘓

的瓊妮幾乎心灰意冷，甚至想要結束自己的生

命，但她站了起來，勇敢的說：「這不是宇宙丟

擲銅板，也不是命運的輪盤，而是上帝對我人生

計劃裡的一部分。」而這故事讓胡哲重新拾回自

己。

與其要帶著受傷的心情去尋求同情，不如

找一個傷的更重更深的人，然後幫助他們治愈傷

痛，走出難關。失去了四肢卻澆不息力克對生命

的熱忱，失去了雙手雙腳的他不但沒有怨天尤

人，也沒有待在原地癡等著奇蹟發生，那終究只

會留在原地，一事無成。沒有奇跡那麼就自己去

創造奇蹟！力克‧胡哲用嘴緊緊的咬著筆學習著

如何寫字且在課業上取得優秀成績；學習如何游

泳、如何滑滑板、開車，將所有不可能轉變為可

能，不停的至今仍在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蹟：他克

服了生理缺陷，沒有放棄自己，反而越挫越勇努

力去完成他所想完成的事，比別人擁有的少，就

從挫敗中得到的事
 廣一1 賴云謙

盡力而為的把一切去一點一滴彌補回來。他相

信，只要肯努力就一定會可以，沒有甚麼做不

到，而是願不願意奮鬥下去而已。他把自身缺陷

當做上天送給他的最好禮物，他也曾被同學言論

譏笑，但是他沒有放棄。而如今的他，不但取得

了會計與財務規劃雙學士的高學歷，也被提名為

「澳大利亞最佳年度青年」。而他的公益活動仍

然在進行中。

將不可能視為一定可能，且不要輕易把事

情定義成不可能，成功與否不在事情上而在自己

身上，願意去試那怕機率小於一也會成功。給自

己一個失敗的機會，不要害怕跌倒，要記得所有

成功都是經歷了無數失敗。像愛迪生失敗多少次

才終於使一顆燈泡發亮？並非每個努力都會有結

果，但倘若不去嘗試，和判自己死刑又有什麼不

同呢？

再前往夢想的路上，將會有很多挫敗，可

能跌得太慘讓人沒有力氣爬起，覺得全世界都在

和自己做對似的，看著那些離成功剩一步的人又

更無力。但回頭看曾經拚了命的自己，憑什麼為

了一次的跌倒放棄全部呢？人生和未來都是自己

的，如果不去努力怎麼有資格夢想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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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
廣二1-林映慈

等待，有人說是無聊的；有人說是緊張的；

也有人說是期待的。等待持來的友人，等待即將

揭曉的榜單；等待出遊日子的到來。當你在等待

時，又是懷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呢？

我喜歡夜晚。當接近黃昏時分，我的心情總

是期盼的。若幸運的坐在窗邊，我總會下意識的

望向窗外，接著發現今日耀眼的晚霞。夕陽照耀

的天空，由內而外是熾熱的紅、香純的橙、朦朧

的黃以及憂鬱的藍。雲彩也為天空增添了一層神

秘的面紗，我無法自拔的探尋那如女人般喜怒無

常的風景，同時等待夜色降臨。

終於，暗藍色取代了橙紅，而月亮也代替太

陽，成為夜晚的聚光燈。零散的星星點綴了那漆

黑的披風，它眨了眨眼，似乎在向我這觀賞者打

招呼。而我渴望沐浴在月光之下。走在小巷，輕

輕的哼著歌，感受涼涼的夜風擁我入懷，並將累

積了一天的疲憊順道帶走。我多希望門禁的時間

再晚一點，路上的行人再少一些，讓我霸占整片

天空，然後等著月亮昇起又落下、星辰現身又消

失。接著，天空再度染上太陽的色彩，為新的一

天拉開了序幕。

我等待夜晚的心情是愉悅的、是期盼的。但

當然，人生中的等待不全都是快樂的，像那時，

我等著正在急救的爺爺。當時，心急如焚的感受

仍深深刻在腦海，無法遺忘。所以，別總是抱怨

父母太晚來接你，至少，他們還能出現在你身

邊。珍惜現在還可以等待的，因為有些事情，就

算你願意等，他們也永遠無法到來了。

Student

87



不知從哪時候開始，我開始愛上了舊的事

物，因為我總覺得在它們身上有一種極為奇妙又

真實的光芒，它們反射出來的美好和回憶是新事

物所無法代替的。新事物雖很好，但它們身上那

潔淨鮮亮的光，是無法讓我給予信賴和回憶的；

而舊事物身上純樸、幽曖的光芒，卻一直在我心

中歷久彌新、揮之不去。

我曾有一張用了七年的圖書證，上面的字被

時間沖刷的淺淡而白，但卻給人一種踏實、心安

的成熟感覺。一旦丟失，便如失去了老朋友般令

人止不住的思念。倘若卡不見了，今天重辦一個

新的，精新燦亮，雖然好看，但那種熟識、安心

的感覺卻消逝殆盡，只餘一冰冷的陌生人了。以

前的舊卡被指腹、皮夾子磨的均勻月白，那個白

光、那個影子，是無法抹去的。大家都有小時候

穿過的衣服，軟軟的如同嬰兒的皮膚，衣服上都

有一種陳舊的色彩，也許上面大半的卡通圖案被

光陰的粗礪洗掉了，但你嗅一嗅，殘留其上那純

樸的氣息難道不是童年時光那頭的你從蟲洞裡遞

來的一抹微笑。

舊的事物
餐一2 李柏誠

觀賞舊事物，需要一種心態，那種心態猶如

一雙摩挲陶器的手，將每一條細縫，每一條紋理

都銘記在心，上面的突兀也刻畫在指紋和心裡。

舊事物的美麗，如蒙娜麗莎的微笑，穿越千年的

時光而不改變容顏，如同陳列在博物館的古文

物，它們沉藏在地下，經過幾百、幾千年才被世

人發現，它們身上帶有那個時代的背景、故事、

風味和外表，這是不是一種奇妙的感覺呢？猶記

幾年前一首老歌裡頭唱到：「人說情歌總是老的

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可不是嗎？每一種

事物都是舊的好，不管是回憶也好，夢想也好，

都因蘊含歲月的重量而顯得如此厚實、美好。

 不要以為老東西只能被拋棄，被取代，其實

那些舊事物，才是不離不棄陪你一起走過坎坷，

走過人生的忠實摯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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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享清晨的山林
餐三1林美芳

山間水聲潺潺，鳥鳴啁啾，遠離喧鬧的都

市，而沉浸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吸吐間，彷彿

濁氣都被這山水百靈給淨化了，尤其是晨霧漫漫

之時，感覺天上的謫仙隨時會從霧裡飄出似的。

天空剛露出魚肚白的顏色時，我便從睡夢中

甦醒，今天是來到阿公家的第二天，父母昨晚開

了一夜的車，現在還在呼呼大睡，我躡手躡腳的

走出屋外，天！那真是透到骨子裡的冷

，我立刻縮回去套了件外套。清晨的霧氣開

始聚集，我茫然地站在路中，左看看、右看看，

就算戴上眼鏡，也是一片迷濛，我走在一個人都

沒有的路上。

霧替山林增添了一份神秘，我走著總感覺

會有東西從霧中衝出來，這樣想著，隨風變化的

霧在我眼裡開始化成一頭奔馳的鹿、一棵參天的

樹，又或者是在父親懷中，病兒所懼怕的魔王，

我凝神傾聽，不知道從哪裡發出｢呱」的一聲，

接下來一個接一個，不同的音色奏出一場大自然

的小型音樂會，我享受的閉上眼，在那一刻，我

感覺這山林是屬於我的，一種歡快的心情油然而

生，我把自己交給山林，山林也回應著我，恰似｢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之後，天明了，山中的霧氣漸漸散去，屋

子裡的人們開始一天的活動，我小心翼翼不被發

現又跑回去躺下，躺下前再瞄了山上一眼，此

時，山的面貌又改變了，露出她披著翠綠地衣的

身姿，不同於清晨的神秘嫵媚，散發著活力與朝

氣，但我想：清晨的山林是屬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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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境

餐三3-喻郁雯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逆境，在逆境中要怎麼面

對及克服就靠經驗和智慧了!逆境是成長的催化

劑，只要破除逆境就可以累積抗壓性，接下來，

我分享人生中最美麗的逆境!

「不對!重來!不對!重來!」對於要上場的表演

者來說，表演前的排練極其重要，第一次演戲的

我被指導老師以嚴格的眼光看待，只要台詞一不

對或是走位和表情不對就要重頭來過，忘詞的我

心中非常難過，覺得自己扯劇團的後腿，怎麼可

以這麼不靈光?當時的逆境從沒想過會造就了現在

的自己，只覺得好想放棄這一切，藉此看見了軟

弱的自己。

當發生這種逆境，第一個念頭往往是「我想

放棄」，但親愛的，沒有了逆境怎麼會有順境?逆

境是開啟順境的鑰匙，不去打破它，豈能嚐到後

面的甘甜呢?「換個信念」吧!面對逆境必須要有正

面的思想，這樣才會有「快樂的逆境」呀!當我這

麼思考的時候，我就找到「克服」它的動力，於

是我不停的練習，每次要表演都自己先預備好，

到了現在臨時上場也可以了!我如何克服?就是努力

去做就對了!

看過老鷹飛翔嗎?牠是順風飛還是逆風飛翔

呢?是「逆風」飛翔，牠在逆風中展翅卻不費力，

那種霸氣及高傲都歸功於「逆風」!誰說逆境一定

不好?我認為每一步的成功都是由逆境堆疊而起的!

經過這美麗的逆境，我成長了，看事情的態度也

不一樣了，好好享受下一次的逆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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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落的純真
應三1-林育君

就這麼坐在窗邊，手隨意地撐著頭，往窗外

一瞥，看到的也許是車水馬龍的匆匆，也許是人

群的紛擾，或是望著街道，拂著風，細細地在心

裡默默細數著自己的過往。

其實這也不過是一趟平凡的回家之路，也

不知怎麼著，平常一上車便倒頭就睡的我，那天

突然饒有興味的望著窗外。窗外沒什麼，從來就

都沒什麼，有的只是花花綠綠的招牌把視野塞得

滿溢，那種瞬間的光害總使我有些許暈眩。而這

時車子一如往常轉了彎，開進了好似遠離喧囂的

路徑。我再次從車窗望出去，也許是因為車速，

那些電線杆和盞盞路燈全被拉成綿延長線。而這

長線就這麼和平凡無奇的樹相互搭配，唯一的點

綴，便是那輪皎皎明月了。

我從車裡看著月，腦中呈現的畫面突然回

到孩提時期。那時我童言童語地看著同樣的月，

這麼問著媽媽：「媽媽，為什麼月亮要追著我們

呢？它跑得好快，跟我們的車子一樣耶！」那時

我是帶著一點害怕，和十二萬分的好奇問的。而

媽媽則認真地講述地球和月亮的體積大小和公轉

速度，再正經的糾正我，並不是月亮跟著車子

跑，是因為它體積大，而且在太空中，才讓人有

這樣的錯覺！但那時對於媽媽的說法，我並不是

很買賬。我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是月亮追著我

跑！

但是到了如今，假如有人問我相同的問題，

我卻會用當初媽媽的回答來回覆他。是什麼時候

開始，當初的爛漫消失了呢？是為什麼兒時的言

語被科學式的數據取代了呢？曾經我們每個人都

是小孩子，帶著無限好奇和探索的心，要了解這

廣大的世界。但，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卻一點一

滴地迷失了！我在窗邊，手撐著頭，拂著髮，細

想著那曾經的單純。人們都說春去，春會再來；

花謝，花會再開，那我們的純真呢？可還會回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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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給寶貝女兒的12封信》後，我在羅傑斯身上感受到他對寶貝女兒強烈的父愛，能遇

到一位為自己的女兒如此設想周到的父親，我認為他的女兒是非常幸運的。羅傑斯特別寫了「12

封」很有感觸的信給他摯愛的女兒，而我們也跟著閱讀的視角成為了「她」，在這本書中羅傑斯

不斷的提醒我們：在做任何決定之前一定要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收集並彙整資料，並且有效的分

析它，做完後再決定這件事值不值得我們去做。在還沒收集資料和彙整之前，不可貿然的做任何

行動，否則後悔也來不及。我們身邊有太多人因為沒有做好功課就隨便下決定，造成的結局往

往不太理想，接著去責怪別人或自我責備，但我們應該要以這些事為經驗，警惕自己下次不能再

犯，也給自己一個機會再去完成。

我就是個例子。我總是沒有事先規劃完全就急著去做，所以家人都說我虎頭蛇尾，我也思

考，為什麼別人做得到我卻做不到呢？在書中我領悟到：要善用自己的智慧！生活是自己的，不

是別人的，儘管家人總勸我不要去做，但我認為把這當作是一個可能成功的指標，反而能惕勵自

己。有部電影叫【攻其不備】，當中的主角麥可在他第一次打橄欖球的比賽中，敵隊的四分衛非

常瞧不起麥可，因為他壯雖壯可是卻不熟悉球場規則。但麥可的教練這麼告訴所有的人：「球隊

裡的人都是我的孩子，任誰都不能傷害他們。」於是，他重新振作，並成功地打敗敵隊，順利晉

級。受別人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你可曾自己靜靜地想過：當我們什麼都不想，只專注於自己，或

許就會有出乎意料的結果，我想這是同樣的道理吧！相信自己，旁人說的不一定對，不需要因為

別人的話語，而影響自己真正的想法，做就對了。

在書中也提到，作者在真正認識自己之前到改變自己後，在信中對女兒說：「雖然我是你的

父親，但是我不能替你思考或替你做決定。我會盡我所能幫助你，和你分享我的經驗，但終究，

你的成功與否全靠你自己。」又有「每個人都必須獨立思考，不可依賴別人。」這兩句話都讓我

很有感觸，我們年輕人往往都不相信老一輩人的經驗，或許我們想嘗鮮，但這些經驗其實對我們

是最重要的，大部分的人會把經驗當作考驗，讓自己有所進步，而大部分的人則把經驗當作參

考，這也是很好的選擇。作者把自己歷年的經驗送給女兒當禮物，讓女兒長大後在遇到困難時能

當作一個啟發。

《給寶貝女兒的12封信》中有非常多的人生哲學與投資觀念，作者羅傑斯當初寫信的理由也

在這，他相信「信遠遠超過金錢的力量」，要勇敢的去實現夢想，並「記得我們是因什麼而活，

而不會活得沒意義」，正因為這12封信裡包含著他的智慧，才能深深打動讀者的心，成為人生不

可或缺的禮物。

閱讀「給寶貝女兒的十二封信」
觀一1-吳念芳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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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美
觀一3 塗紫淳

台灣，一個經過歷史洗禮的小島，她在外國

人眼裡或許只是一座小島，個在地球儀上不易找

到的國家，但那都只是表面，因為小島上充滿了

滿滿的熱情和溫暖，濃濃的人情味，點亮這名不

見經傳的台灣寶島。

一路由北到南，有熱鬧的基隆夜市，有充

滿日式氣息的九份老街，在人山人海的人潮中品

嚐著各式各樣解饞的在地美食，見證繁華城市中

的一絲純樸。再往南走，有白雪紛紛的油桐花和

宛如回到古時詩人竹下吟詩的幽幽深林──南投

杉林溪，若想徉徜在綠色護眼、芬多精護肺的氛

圍裡，親近杉林溪準沒錯。更往南，我們來到了

臺灣人造港──高雄港，在那可以搭船到離島小

琉球，來個一日遊。當然，都到了海港，不去吃

一下海產怎麼行呢！吃著令人垂涎的炸飛魚、炒

三尾娘、薑醋章魚等，一道道都是令人食指大動

的現撈海鮮，吃了再運動吧！再開兩個多小時就

到了年輕人的天堂──墾丁，踏在墾丁的沙灘上

就會讓人想到電影『海角七號』那浪漫唯美的橋

段，想必每對情侶都會想親身感受一下吧！

由基隆到墾丁已經走了半個臺灣了，接下來

就讓我們一同進入後山，探索台灣島上擁有許多

歷史的族群：原住民。在臺灣包括離島共有十四

個族，每個族都有自己獨特的風俗，像達悟族的

飛魚季、泰雅族的紋面、賽夏族的矮靈祭、魯凱

族的百步蛇等，這些臺灣特有族群文化應該受到

保護才是，政府現在也更積極推廣著，像原住民

母語電視臺、原住民母語認證，及現在部分學校

也開設許多原住民語言教室，這些都是保護原住

民的平權，讓這些逐漸消失的歷史文化得以永續

發展。

雖說臺灣是座小島，但她的特有文化卻不勝

枚舉，但這樣獨特的環境卻屢屢遭到破壞，所以

保護她是我們的責任，讓下一代以及更多人了解

這號稱「福爾摩沙」的小島，也是有讓人讚不絕

口的地方。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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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筆著墨，儘管千頭萬緒仍理不出頭緒，但

內心的想法早已確立。隨著年紀增長，所要承受

的壓力也日漸增多，對生存的意義感到質疑，疲

憊不堪的身軀，厭倦著一成不變的生活，更厭倦

那個懦弱而畏縮的自己。在學制的打壓下，多少

夢想隨之幻滅了，多少人的熱情縱然消逝了，滿

山滿谷的課本就像夢靨，理想的藍圖止步於考卷

上不及格的挫折。曾經的我也擁有過夢想，但經

歷了那名為成長的滂沱大雨，被迫長大的我，已

無法承載更多，也許，我們都早已過了那敢做夢

的年紀，也已經不是那個跌倒了，能夠賴在地上

哭鬧的時期，只能拍拍屁股站起，告訴自己，沒

事，你已經盡力了。

被無數挫折充斥的生活，跌跌撞撞，因為

怕痛而不敢再勇往直前，反而更來得小心翼翼，

武裝成世人所希望你變成的樣子，層層堆砌成的

象牙塔，禁錮著誰那想自由的心，已經好久沒有

真正發自內心開懷的笑著。好久，好久……久到

我都差點忘了怎麼快樂了。也許，曾經信誓旦旦

的說著那莫忘初衷，也隨著時間的流轉而被淹沒

在時光的洪流中，看不見彼岸，也找不著靠港，

縱容所謂世故在風中狂舞。是啊，經過世俗的洗

禮，我們都會變得不像自己，一味地迎合、討

好，只為了能在殘酷的現實中佔有一席之地，不

允許自己被世人淘汰。但到頭來，得到的反而比

失去的更多，迷途在這個絢爛七彩的花花世界，

你我都忘了那被遺落的——夢想。

你還在等什麼?
觀二1-何苡瑄

等我長大就可以實現夢想了！等我考上好學

校再談夢想吧！算了吧！沒有多餘的空檔想這些

白日夢了。人的一生，庸庸碌碌的忙著都是為了

什麼？為了過更好的生活？或者為了功名利祿而

失去理智？人生有幾個十年可以拿來揮霍，何不

趁著年輕時去闖蕩、去嘗試，去尋找自己真正的

天賦，而不是停滯在原地虛度光陰。歲月如梭，

很快的，又要在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啟程，卻步，

卻不得不跨出那一步，連待你準備的機會都沒

有，況且，人生所花在等待的時間有太多太多，

沒有時間遲疑了，放手一搏吧，就算跌倒了又如

何，身旁總有人為你鼓舞著，所以，拋開那沉重

的束縛往前飛吧，永遠要相信，你做的每個決定

都會帶領你前往更精彩的旅程，屆時你將會感謝

此刻勇敢的自己。

小學畢業前夕，那時仍是懵懂無知，面對未

來沒有任何想法的年紀，唯一記得，也記憶猶新

的是班導期勉全班的一句：「不止逐夢，更要築

夢」，短短兩句話卻帶給我如此深遠的影響，儘

管我越來越看清，我們不過是學制下的犧牲品，

但只要勇於追夢，跳脫窒礙的框架，總會有那麼

一天，回過頭來你將會佩服那時莽撞而做出的決

定。不管在逐夢的過程中遭逢多少挫折與阻礙，

摔跤了，再爬起來就好，累了，稍歇過後再繼續

朝理想奔馳，你將會看見滂沱大雨後的彩虹。曾

有人說：「可以因為夢想而忙碌，但不可因忙碌

而忘記夢想。」想要有什麼樣的人生全看自己如

何詮釋。青春，是人生中最精彩的片段，所以別

再蹉跎，你，還在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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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悍的敵人
觀三1-陳昱雅

生活中，難免遇到許多挫折，它也許來自

外在事物，持續打壓著我們的忍耐力，但最強悍

的敵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想要勝利；就必

須戰勝意志。跨出去，攻無不克，反之，窒礙難

行。

意志力挑戰生活各方面，癮君子因為工作

繁忙而抽了幾口菸，喝了幾杯酒；減肥中的人受

不了口腹之慾，吃了誘人甜食；作業堆積如山的

學生，抗拒不了誘惑而先樂後苦；明知不可為而

為之的小偷……等，太多的誘惑，足以將意志力

消磨殆盡。再多機會都會因為克制不了而重蹈覆

轍。能解決這一切的人是誰，只有我們自己，心

念的轉變，引領著我們的行為，要當身體的主

人，還是要任人宰割，全看一念之間了。

不能下定決心今天就開始的事，往往沒有開

始的一天。「還有明天」，是使人怠惰的藉口，

唯有砍倒無限成長的強悍意志力，才能事半功

倍、卓然有成。腦中浮現再多的行動，如同沒有

機翼的飛機，在地面上漫無目的的行駛，無法一

展身手、展翅高飛。

我們都說未來遙不可及，其實未來就是明

天，今日事今日畢，別因一念之差，後悔一生。

最強悍的敵人，是脆弱的內心。唯一有效的方法

是人內心革命，做了，便找到方法，不做，便是

藉口。上帝懲罰人不是用鋼鐵般的手，而是自我

催化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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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的心事 觀二2-王詩茜

我，有著八十八顆、有黑有白的牙齒，卻只能被他人的心情控制著流露出他人的情感，

聽著他人的心弦，而自言自語地伴奏著。

雖然，也具有著各種情緒的我，可以從早晨鳥兒輕快的音絃轉換到雷雨交加的節奏，也

能夠傳達響音的大小。但擁有這些完美音層的我卻不能擅自發聲，而是歸屬於有著心事來抒

發的他。他用了靈活的雙手彈奏出有如微風吹拂，清新涼快的弦律，就如他的心中完全沒有

一絲雜念。有時，彈奏出淒美荒涼，就像一個人狼狽地坐在船港旁，搭配著夕陽的背景，那

聽起來就像等不到人似的。這種弦律大多表示著彈奏人的心情以及心中說不出的苦悶。而我

呢？我的心事大概就是不想被人一直操控，也能敘述自己的心聲吧！雖然我只是個能發出音

聲的樂器，但偶爾也想試著發抒內心的一番情懷，表示自己的存在。

身為樂器的我，能在茫茫琴海中遇到主人是多麼得慶幸！而我最害怕小孩來向我投訴心

事，因為他們所訴說的方式通常都不是溫和的，而是像胡亂撒野般，敲打著我的牙齒。而當

我發出哀號淒厲的吶喊聲時，豈料小孩更變本加厲地繼續敲擊……

當然，最幸福的是，巧遇一個溫和深情的主人，能與他在風和日麗的下午一起度過。且

還能不時地關注我，替我矯正牙齒，調整我的樂音，共奏悠長輕快、無盡優美的樂曲，一起

有著同樣的哀樂情愁，更能時常傾聽他的心事，這樣地互相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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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呼吸的空氣》
觀二3-白宗玄

城市裡，只有我存在。

遛達了一會兒，偶然經過你、偶然想起他，

曾經將我傷得體無完膚，看見脆弱的我你捨得

嗎？也許不會，因為你不記得我是誰，可是用的

卻是我盡了全力所換來的生命。

芬多精在森林裡培養了使人心曠神怡的香

氣，帶點柔和卻不失感覺，可是－－「不！不要

砍了！」樹木先生一株株的倒下，看著工人們肆

無忌憚不斷砍伐，可我卻什麼也做不到。因為時

代的進步，我們都漸漸的成了犧牲者。

哈囉孩子，你為什麼要帶著口罩呢？是我身

上有股怪味嗎？還是你不喜歡我？怎麼在咳嗽？

難不成因為我的靠近害你難受嗎？我該怎麼辦？

曾經你們在這片草原上，吸進大口的我，可

是現在似乎連碰我都感到作嘔、厭煩，刻意將我

隔離，心就會莫名刺痛。

現在的我，好髒、好臭、好累，不知從何時

起變得如此狼狽，「啊！是人類！」就這樣被眾

人唾棄、失去大自然的朋友、跟家人走散，也沒

有人記得我。

城市裡，只有我記得我。

眼前新科技不斷興盛，大樓林立在柏油路

旁，這樣生活的人們快樂嗎？我還記得以前這裡

是片草皮，總有人在這散心，他們明明比較幸

福！

我想放棄，但我不能放棄，如果放棄了，人

們只會活在更痛苦的深淵，但我該如何堅持呢？

在我依靠的漸漸被奪走了，偶爾哭著就下雨、偶

爾笑著就放晴，多麼期待你再一次的抱我，多麼

渴望與你相遇。

我也只是一陣想呼吸的空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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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科技發達，很多人都會拍下照片上傳到網路上，有一天我在臉書上看到一位專門在養

爬蟲纇的人，他令我好奇所以我決定每天搜尋他，他把爬蟲拍的美艷動人，就算只是照片也能從

照片裡看到牠真實的樣貌，展現出了力與美、剛中帶柔、栩栩如生的畫面。

人們往往把蛇、蜥蜴視為恐怖又噁心的東西，那是因為沒去了解牠們，會發現牠們有如呆滯

的可愛小臉，還有蛇蛻皮後那七彩的鱗光。我本身很喜歡動物，而這位在臉書的養爬蟲的人他是

專門飼養和販賣各種蟒蛇和大蜥蜴，這令我著迷，他每天把爬蟲的一舉一動拍下並紀錄，他是一

為熱愛又細心照顧的爬蟲玩家。最令我著迷和感動的是他很注重關心爬蟲的蛋，每一顆都是他的

寶，他就像是第二個媽媽，寶寶生產和破殼他都在場。剛破殼的蛇寶寶都是濕濕黏黏的，許多人

覺得噁心，但是他說在他眼裡都是說不出的感動和希望。

我很喜歡他的細心和觀察的心。蛇蛻皮後身體的鱗光是鮮豔的亮七彩、小丑蛙準備起跳的樣

子也被瞬間拍下，前腿伸直後腿成快一字馬，還有蛇媽媽懷孕時身上的鱗片會撐開。這些都是需

要細微的觀察才能發現，也因為他使我更了解動物們，在這之前我真的對爬蟲沒什麼興趣直到遇

到他，我被感動了，原來牠們如此的溫馴、可愛。主人說了一句話：「大家說牠們是冷血動物，

其實牠們充滿了溫暖一點也不冷血。」這句話深深的印在我腦海裡。

日復一日，我每天都在關注他的新動態，很期待有新的消息，我只想跟大家說動物沒什麼好

怕的，用正面的心去了解牠們，我也很希望害怕的人們能夠部要去傷害牠們，牠們會如此兇猛只

是為了生存，給彼此獨自的生活空間，這世界會更多美好與善良。

爬蟲人物誌
觀三2-林佳祺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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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假日生活
觀三甲-林玉卿

在現今的社會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處在壓

力的環境中，文明病､職業病愈來愈普及，如何

紓壓呢？能讓身､心得到放鬆的機會呢？我認為

人人都應依自己的興趣與喜好，做些良好的休閒

活動來幫助自己紓壓。

我最喜歡在假日中，坐在人來人往的餐廳中

來杯咖啡，喝個悠閒的下午茶，品味著芳香咖啡

的味道，放空心靈､悠然自得，有著眾人皆醉我

獨醒的慢活生活。

或是跟三五同好，參加登山協會的爬山活

動，南征北討去山上去吸收負離子､芬多精遠離

塵囂多愜意啊！尤其是攻頂時，從山上放眼一

望，一望無際的群山環繞，雲霧繚繞；會讓人的

心胸､眼界更為開闊，似乎煩惱也跟著消逝；人

生啊！不過過往雲煙，沒甚麼可計較的。

在登山活動中，更讓我學習到人生逆水行

舟､不進則退。有時自己體力不行，無法負荷，

可是在同伴的加油打氣中，又生出一股力氣往上

爬；有時路況坑坑痛痛､彎曲難行，憑著一股不

服輸的心，最後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征服它

了；心中的喜悅，非筆墨可以形容。這是體力､

耐力與心力的考驗，每次都讓我受益不少。

在忙與盲生活腳步中，壓力是無所不在的，

人們在桎梏的框架中，缺乏休閒活動導致身心俱

疲､人際關係的互動､工作效率也不斷地下滑

中；影響身心健康。

所以只要你願意，隨時都可以做些有益自己

的良好休閒活動；放慢生活節奏步調，為自己的

身､心､靈加分，從中找到意想不到的驚喜與樂

趣。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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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人因夢想而偉大。」我相信世界上

每一個人都有夢想不論是多麼微不足道的事對某

些人來說卻是非常閃爍和很努力想做到的事，那

就是夢想，像我，我也有好多夢想。

在那好多的夢想裡，有一個是我非常想實

現的夢想，那就是：心理諮商師。如果你問我：

「為甚麼想成為一位心理諮商師呢？」以下是我

的回答，因為人的內心其實很複雜，有句話是這

樣說的：「女人心海底針。」其實不只女人，男

人也是，要去了解一個人的內心是很難的，而我

為何偏偏夢想是這個呢？因為我有個看似平凡卻

影響我非常的故事。

夢
    想

餐一乙 -沈芷葳

我因身體的關係而需要諮商，我諮商很久

了，而在諮商的過程中，給我很多的想法，我想

去了解人心，不論小孩，大人，都是需要被理解

的，喜怒哀樂，一個人為何開心？為何會悲傷？

我想知道，我更想去聆聽，從中而去探索每個內

心，更去幫助因內心而有困惑的人，陪伴他們，

給予他們建議或者他們分享自己的事，從中而幫

助他們，也更進一步了解人心，對我來說那是非

常美好的事，當每個人的好朋友，讓他們覺得:原

來還是有人能理解我。

雖然這個夢想對現在的我來說是遙不可及的

夢，但我相信只要有心不難，我會因這個夢想而

茁壯，甚至因它而被人感到偉大，有夢最美，然

而，為了夢想而努力是更開心的事，也讓我成為

一個夢想家，人人有夢，至於是否能做到？努力

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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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沙漏 餐一乙-陳佳欣

上層的沙子減少了，可是時間也增加了我們的經驗和閱歷，下層的沙子增加了，細

沙不斷地傾瀉，我們不斷的成長,終有一天，發現自己失落的年華,，再把沙漏到轉來，使

回憶像電影般在腦中顯現。

有時候,我還會想，如果沙漏裡面有一粒稍大一些的沙子,把口堵住,那又怎樣呢？當然,

後面的沙子也就無法再留了，但你卻可以想辦法，讓沙子繼續流，比如晃一下沙漏，小沙

子先流，這使我想到生命。

生命正永不停息的向前流著，在這過程中當然不可能一帆風順，難免會遇到挫折，

正如那些稍大的沙子，擋住了沙子的出口，如果不去處理那些沙子，後面的沙子就永遠不

會再流了，那麼當我們遇到挫折時，如果只是徒然的傷心喪氣就很容易被打倒，那我們的

人生也就因此停滯了，但如果面對挫折不驚慌失措，而積極的想辦法解決，那麼人生就會

又多一處光亮，人生，亦如沙漏,，沙漏流著的沙子，正如流逝的生命。

生活也如同沙漏，時間流逝,帶走了我們的青春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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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螺絲 餐二甲- 莫益凡

但我卻早已沒有了以往的興奮心情，這個寒假雖然算不上多災多難，但也是麻煩不斷。

辭去了第一份工作，換了一份本以為還不錯的工作，但是工作比想像中困難，環境也很嚴峻，

面臨超時、工資不到基本薪資的問題，自己的表現也不符合對方的要求，所以很快就不做了。

事後回想自己的過失，深深覺得每個不被人在意、在乎的小「工作」上卻都不簡單，很多人對

於他們工作不以為然，但是正因為這些大家不以為意的「小小螺絲」才讓人們的生活更加的便

利。

但縱然是小螺絲，沒有定時的清潔保養也會生鏽，如果承受過重的壓力會斷裂。一些知名

的連鎖加盟的大企業為了招攬新顧客，不斷地增加周邊服務、各種便利功能，使得最前線，基

層的員工們工作量不斷增加，但薪水卻僅僅隨著政府調漲最低薪資時間增加幾塊錢，對年營收

上千億的財團而言，這些錢微不足道，這些勞工對大老闆而言也是漠不關心，頂著它大公司的

金字招牌，不怕招不到人，但它可能沒發現，小螺絲得壽命越來越短，更不會聽到螺絲在斷裂

時的悲鳴。

時間飛逝，不知不覺就度過了一個學期，到了很多學生期待的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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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of Choosing a 
Vocational High School

應三1 林育君

People maybe have a stereotype that a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is worse than a traditional high school. 

Since that a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s always seen for problem students or trouble makers, many parents 

then refuse to send their kids to a vocational school. However, in my opinion, a vocational high school will 

be much better than a traditional high school! Here are some supportive ideas. First, I think that most of the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provide many kinds of major subjects for student to choose, which must be the best 

advantage for a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 certainly. Compared with the tough subjects which high schools 

offer for their students, the student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only have to take the courses that they take 

interest in, that is, we do not need to work on tons of subjects at one time. In that way, it makes our study 

more effective, doesn’t it? Next, a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considers that having experiment in the course is 

necessary ,since it helps learners to discover which par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more and what they have to 

improve. In addition, an experiment or an actual operation does make classes more vivid. Finally, combine 

the benefits mentioned above, we can find that studying in a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might be the most valid 

way for those who are not ten out of ten on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s a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 I major in Applied English. Frankly speaking, if I had chosen to 

study in senior high school three years ago, I would have learned nothing, since I am not interested in math, 

needless to say chemistry or physics, but I take interest in English.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studying English, 

including oral ability, read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Also, I have a variety of courses about English, such as 

TOEIC classes and ESL classes. I wouldn’t have these experiences or certificates if I studied in an academic 

high school. So I reckon that a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truly gives students more ways to learn, more time to 

practice and more chances to better profession skills. Hence, with ample experience, students who graduate 

from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s definitely own brilliant abilities to fight with the other competitors in the 

world and are well-prepared for the future.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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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 Chose Studying in 
a Vocational School

應三一雲永溱

Nowadays, more and more people do not know what 
they want to do. A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offers a wide 
choice of options from a variety of career training for you.

I major in applied English, and I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nine years. Like other people, I did not like 
English at first. I didn’t like my mom always left me in the 
cram school just because she wanted me to speak English 
fluently and communicated with foreigners smoothly. As 
time goes by, I can understand why my mom did this to me. 
When I saw a lot of foreign movies and talk shows, I found 
the important parts of language. I want to be the girl who 
can speak to the whole world. I learn English with my open 
arms. And I love what I do now.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offers me the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English every day. Hence, I can find what I like and 
what I’m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For me, this is the best 
thing ever. I’m ready for whatever comes, and all is well.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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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sson from a Knight 
觀三甲-林玉卿

The Knight in Rusty Armor is one of my favorite books and I learnt many lessons from this book and 
it changed my thoughts and attitude toward life. It’s a story about a knight who wants to prove he is good, 
kind, and loving so he wears the armor all day long in order to save people who need help. The day after day, 
everyone forgets what he looks like, including his wife and his son. He is very upset and depressed. Then, 
he tries his best to find the solution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He had to pass through three castles named 
silence, knowledge and courage. 

When people keep silence, we’ll hear real voice of our heart. The voice reminds us what is worth to 
be done. Silence is for one, knowledge is for all. We set up barriers to protect who we think we are. Then 
one day we get stuck behind the barriers, and we can’t get out, whether we often conclude ourselves by our 
outside performance or not. Here is another sentence I love very much--when you learn to accept instead of 
expect, you’ll have fewer disappointment. You’re starting to see the differences in other forms of life because 
you’re starting to see the difference within yourself.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courage castle means all of us need courage and ambition. I thought I don’t 
have enough courage to face everything I met so I missed some chances sometime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should pick up courage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In the story, it occurs to the 
knight that for most of his life, he seldom listens to anyone or anything. The rustle of the wind, the patter of 
the rain, and the sound of the water running through the brooks must be there, but he never actually heard 
them. 

There is a common mistake that we treasure the thing after losing it. From this moment on, he no 
longer blames his mistakes and misfortunes on anyone or anything. When we understand how to put down 
everything, we can realize that it is not as worse as we think. As we find our faults, we also get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ourselves. The Knight in Rusty Armor is not only easy to read and it also really gives us food for 
thought. I wish everyone wouldn’t be imprisoned by virtual armors. In that way, we will have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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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with Morrie
應二1 張慈純

"Learn how to die, you learn how to live.", which triggers me to ponder that what death is? We're all 
afraid of dying, yet we all will face it eventually. Would either of dying or aging make you start to figure out 
your identity and your daily routine? When you realized that you failed being what your heart truly want you 
to be, and you don't have the time to make it right, would you feel life chases you down? One way Morrie 
dealt with death is to imagine one little bird standing on your shoulder asking you “Are you doing the best 
for your life” After all, as you know death is not deniable, you'll not waste your time in trivialities.

Morrie was suffering from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which made him no longer eat his favorite 
food, dance on his own feet and breathe on his own. Mitch, the author, who was Morrie's favorite student 
came to his professor's final course: his own death. Mitch is an ordinary person who pursued money, fame 
and a successful career. He buried himself in accomplishment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he felt that things 
are under control. In the deep of his heart, he lived an unhappy life until he finally reached Morrie. It seemed 
that he had all that this world required people to own; however, something inside of him was gone.

I notice most people, including me, spend so much time regretting things we didn't do, people we didn't 
hold on to, and feeling sorry about our lives during waking hours. We've been confused by some negative 
feelings such as fear, anger, and frustration from failures. Take myself for example, I would try not to think 
about it and deny the feeling I was going through. However, from this book I learned that a quiet moment 
helps─ I can feel whatever I want to feel. Then, I put the feelings aside, and pay attention to wonderful things 
happening around me. Morrie mentioned that telling yourself that what you feel right now is okay, knowing 
how you truly feel right now, even though it hurts. You get through it; then you get over it. In other words, 
when you feel like crying your eyes out, then cry as much as you want. You won't find peace until you let the 
feeling out. Now, I know how to control my emotions and detach those negative feelings perfectly.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instead of feeling bad on what's wrong, to be grateful for what's right, which is also my motto 
now.

I learned so many good attitudes and great philosophy from this amazing book. One of them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is devoting yourself to loving others. "Love each other or perish." Why must we love? The 
answer is simple because love always wins. Love not only makes us stronger but keeps us alive. If your heart 
is full of love, it'll make you reach more. That's also why people are stronger when they're falling in love. 
You might say love makes us blind. But I'd like to think this way─love makes us more charitable. Think of 
it, a world without love, a world with hatred. People would be full of resentment, selfishness, hopelessness. 
How pathetic will it be? In that way,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hat gives you purposes or meanings. That's 
why love is the greatest thing that exists on earth.

There's also one thing which I believe is important--trust. You have to believe what you feel rather than 
what you see. Your heart will tell you the answer. I like the course he gave in this book. He was teaching 
them how to trust each other. If you ever want someone to trust you, you have to trust them, too, even when 
you're at your darkest time, like Morrie said "Even when you're falling."

You can't not help but read the touching parts again and again as soon as you open this book. Have you 
ever read a novel like this one? If not, I'll say "Tuesday with Morrie” is your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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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guan
英語導覽--谷關

應三1 許珉寧 謝欣純 黃心妤 何梓銘

         張雅萍 藍鈺敦 林宛瑩 蘇筠如 林聖哲Students

*Meiji spa                          
Hot spring was introduced into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t can not only ease up the 

mood, but also heal the insomnia. Surprisingly, the calorie one spends on going to the hot spring for 30 
minutes is equal to that of jogging for two kilometers. There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hot springs called 
Meiji in Gugan. Though having been struck by the earthquake and other nature disasters for plenty of times, 
Meiji spa has become a historical hot spring under people’s conservation.

Gugan, one of the famous sightseeing spots in Taiwan, has spectacular 
views and appetizing specialties. Aside from those features mentioned 
above, it is known for hot spring.

*Kiss Fish Pond                     
Another special facility is Kiss Fish 

Pond which can both eliminate foot skin and 
enhance one’s immunity system. It kills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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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Pine                      
In Guguan, there is a thousand-year-old shen-mu, which is as high 

as a twelve-floor building, and it’s very amazing, isn’t it? Nowadays, 
the uses of “Taiwan Pine” are innumerable. For example, its leaves 
can be made into health supplements, and used on medication, since 
they’re very effective to slightly stroke patients. They can ventilate our 
digestive system and balance the fat in our blood vessels. In addition 
to these advantages, they can be consumed as food!! In Guguan, the 
Taiwan pine leaves are part of the ingredients of egg rolls, juices, 
jellies, and popsicles - one of the best foods to eliminate the burning 
heat in summer. These products are the must-eat foods when you come 
to visit Guguan.

*Atayal                                 
If you want to spend the night at Gugan, you can live in the cottage 

which is built by Atayal with bamboo. You can also experience lots 
of activities; for instance, hunting and knitting. After having thes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we can enjoy local cuisine ------millet wine, 
preserved meat, and salted fish. Atayal also features its facial tattoo, 
which indicates driving out devils, decorating faces, recognizing 
different group, and symbolizing glory.

Transportation
Though it isn’t easy for students to arrive the destination, the transportation to get to 

Guguan is pretty convenient

After arriving at the Taichung Railway Station, we can buy the shuttle bus tickets to 
Fengyuan Train Station. Next step is to take the bus to the destination.

英語導覽--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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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Taroko has the aboriginal hunting road, war trail and the north road while it has been 

colonized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and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With the time passed, some 
roads have disappeared today.

When Taroko was under the construction, it often threatened by typhoons, earthquakes and 
torrential rains, causing people dead and equipment damage. It had taken three years, nine months 
and 18 days, finally the road opened on May 9,1960, a road build with blood and tears.

Taroko 
   National Park

英語導覽--太魯閣國家公園
應三1 孫芸婕 郭玟檍 張嘉珮 王沛云 劉心汝  

         蔡淳晴 邵新豈 吳家逸 李佳美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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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llow Grotto
Next to the Liwu River, with caves of different sizes, many swallows make nest inside the cave, flying 

between the river, hence named as "Swallows Grotto". Along this trail, you can see the potholes, fountains, 
canyons, and Indian Chief rock. It’s a spot that you really have to see once in your life time!

Tunnel of Nine Turns
Tunnel of nine turns is the first open path of the Central Cross-Island Highway. In order to go through 

cone-foot cliff, it cut out a winding road from the solid rocks. Due to typhoons, earthquakes and torrential 
rains, the tunnel often has falling rocks after the earthquake occurred so there has providing free helmets for 
people’s safety, and be sure to use the equipment before going inside the tunnel.

111



Changchun Temple
Changchun Temple constructed in the Central Cross-Island Highway, in 1958. The temple was to 

commemorate the predecessors who sacrificed themselves when build the Highway 212. Streams flowing 
through the river next to the Changchun Temple, with Chinese-style buildings, forming a beautiful picture. 
Along the trail, you can see the Changchun Temple Canyon and the beauty scenery of waterfall.

Wenshan Hot Spring 
Besides those trail in the park, Wenshan hot spring is also a well worth visiting spot. After all, it is one 

of the few wild hot springs in Taiwan and it’s easy to reach. 

There are only two places have spring, one in a cave by the river, which was a marble cave, make it 
looks very strong. However, the cave spring comes directly from cliff and the hot spring temperature is very 
high, so some people may not be able to accept that. 

Another spring is in creek and the only way to there is to climb down the cliff by the rope. The creek 
hot spring is it neutralized the hot water and cold water, and it also associated with a natural wild cree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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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ions  Taiwan Tourist Shuttle Bus

Taroko 
Hotel Telephone number Website

Liwu Inn 03-8610769 http://liwu.hoseo.tw
Taroko hotel 03-8611558 http://www.taroko-hotel.com.tw

Buluowan 
Hotel Telephone number Website

Leder Hotel 03-8610111 http://www.leaderhotel.com

Tienhsiang 
Hotel

Telephone 
number

Website

Silks Place 03-8691155 http://taroko.silksplace.com.tw/
Tienhsiang Youth 
Activity Center

03-8691111 http://www.cyctsyac.com.tw/index1.htm

Acomma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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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大明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104學年度商業類、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得獎名單如下:

　汽車修護類：金手獎汽三3白豐誠 商業簡報類：金手獎料三1江承隆

　商業廣告類：金手獎廣三2藍心妤 電腦修護類：優勝資三1洪子廷

　程式設計：優勝料三１盧建佑 商業廣告類：優勝廣三2莊良柔

•餐三2王詩婷、觀三3葉人華、陳彥佑、餐二3黃梓峰同學參加「第九屆王品盃托盤比賽」，榮獲「銀牌

奬」，頒發獎牌乙面

•汽三2邱浚源、劉昱呈、陳健文同學參加「2015 WRO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中區初賽」榮獲「競

賽高中組第一名」，頒發獎狀乙幀，獎盃一座，以資鼓勵。

•全國花燈比賽（桃園），得獎名單如下：

　特優：美二2林晏琦、陳泓碩、邱品翔、陳璿皓、美二1劉冠霆。

　甲等：美二2黃俊傑、柯美辰、江奕箴、洪采杏。

• 國二１許綵煊、呂亭蔚、胡莉絃、林姿齊同學參加2015第五屆台中市國中小科學創意趣味競賽，榮獲

國中組創意爆破王競賽優等，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2015年第31屆武漢國際中小學生楚才作文競賽，得獎名單如下:

　一等獎：國二1 謝馨儀   三等獎:國三1侯聖新、余欣儒、國二1劉育丞 

•國一1劉帛方同學參加第13屆大台中盃運動舞蹈全國公開賽，榮獲拉丁舞國中二項組第三名，特頒獎座

乙座，以資 鼓勵。

•國一1巫函頤同學參加臺中市105年度國民中學學生英語演講比賽，榮獲佳作，特頒獎狀，以茲鼓勵。

•國二1楊寓如、謝馨儀、國一1劉帛方同學參加台中市104年度文昌盃藝文比賽，榮獲國中組作文比賽佳

作，特頒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廣三2周嘉慧同學參加104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榮獲平面設計類高中職美術組優等，主辦單位特

頒獎狀乙幀，學校頒發獎金5000元，以資鼓勵。

•2015亞洲大學全國創意偶像公仔競賽：

　美二2 陳俊佑同學榮獲銀獎，特頒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美二2 吳佩璉、楊淨如同學榮獲入選，特頒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多三2曾愉晴同學參加2016希朵夫盃國際音樂大賽，榮獲樂器合奏類M組第一名，特頒獎座及獎狀，以

資鼓勵。

•2015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展覽，獲獎名單如下：

　廣三2 林芷萱、呂丘予、林珈儀、呂泉昕、陳家妤，榮獲「優異獎」，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廣三2 呂丘予、林珈儀、施佩嘉、賴悅寧、賴慈昀，榮獲「佳作」，頒發獎狀乙幀

•日本「第４屆東亞高中職國際公募展」：

　廣三3 劉冠霆、葉愛禮，榮獲「入選」，頒發獎狀乙幀。

　廣三2 林苡涵、謝宛淩、游皓程，榮獲「入選」，頒發獎狀乙幀。

•104年度資訊月全國海報徵選活動，獲獎名單如下：

　廣三2陳家妤，榮獲「全國佳作」，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廣三2陳薇羽、周嘉慧，榮獲「全國入圍」，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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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ING SENIOR HIGH SCHOOL

•水鹿裝置藝術競賽，獲獎名單如下：

　多一1陳柏揚、陳采婕、蕭嬿庭、石馥瑜、洪子淇，榮獲第二名，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廣一1蘇鈺淇、郭庭瑜、余品慧、吳欣庭、蔡品萱，榮獲「佳作」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汽一1吳秉恩同學參加修平科大資訊管理系2015高中職智慧機器人與感測實務應用競賽，榮獲「優

勝」，頒發獎狀乙幀。【指導老師：蔡銘育】

•汽二2賴家慶、賴俊諺；汽三2邱浚源同學參加修平科大資訊管理系2015高中職智慧機器人與感測實務

應用競賽榮獲「佳作」，頒發獎狀乙幀。【指導老師：蔡銘育】

•汽三2洪育筌、餐三2劉宸豪、觀二3鄒昆穎、邱德瑋、廣二3才耀傑、汽一2林明軒、資二1蔡祥泓、美

二1嚴暉茗、程冠樺同學參加台中二中舉辦情人高校盃頭賽熱舞比賽榮獲第一名。

•2016生肖創意節「猴運當頭裝置藝術彩繪比賽」：

　廣二3陳怡禎、全孝翎、游心瑩、陳明欣同學參加，榮獲第三名。

　美二2詹鈺純、陳孟圓、鐘雅誼、許品洋、黃莉玲、余佩萱、陳俊傑。榮獲佳作

•美二2洪羽岑、黃珮瑄、王郁雯、陳玟菱、廖宜欣、黃文承同學參加彰化花燈比賽，榮獲入選，特頒獎

狀，以茲鼓勵。

•觀音杯花燈比賽（清水紫雲巖），得獎名單如下：

　第三名：美二2劉舒婷、陳妍汝。  佳作：美二2蔡純馥、美二1賴佩巍、洪欣榕、范心瀠。

　入　選：美二2林鈺軒、林俞妏、劉怡伶、林生炘。

•廣二1鄭凱云同學參加麥當勞設計大賞比賽，榮獲最佳人氣作品，特頒獎狀，以茲鼓勵。

• 美二1陳阡滋同學參加104學年度第40屆全國學生創道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個人賽殿軍，特頒獎狀

及獎座乙座，以茲鼓勵。

•廣三１張語芹同學參加2015高雄電腦展全國海報徵選比賽榮獲「入選」，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資三1李沂澤、洪俊豪、洪子廷同學參加中華民國第55屆第三區高級中等學校展覽會，榮獲生活與應用

科學科 佳作，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觀二2林志龍、觀三2張文耀、觀二3魏榮澤同學參加104年國立臺中家商品格運動家校際籃球邀請賽，

榮獲高中職組第三名，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104年台中市大里區打造運動島3對3籃球錦標賽高中女生組

　第一名：應三1廖于婷、觀二3林榕姿、美二1葉乾樺、料二2黃玫菱，頒發獎狀乙幀，獎牌乙面。

　第三名：廣三3謝宛淩、林倩、應三1黃心妤、觀二3黃怡婷，頒發獎狀乙幀，獎牌乙面。

115



榮耀大明

•2015第二十四屆時報金犢獎：

　廣告設計類/平面廣告類高中組「優勝獎」：廣三２陳儀珊、羅卉渝、劉家瑄、廖芳誼、林芷萱

　廣告設計類/平面廣告類高中組「優等獎」：廣三２許筱芸、呂丘予、周嘉慧、林珈儀

　平面類－高中（職）組「優選獎」：

　廣三２陳儀珊、羅卉渝、林苡涵、賴慈昀、許筱芸、呂丘予、周嘉慧、林珈儀

　平面類－高中（職）組「佳作」：廣三２莊良柔、陳怡文、陳家妤

　指定品牌類－網站行銷平面廣告設計「入圍獎」：

　廣三2莊良柔、陳怡文、陳家妤、廖欣瑜、蕭羽秀、溫琇媚、施佩嘉、林珊宇、林苡涵、賴慈昀

　平面廣告類－高中（職）組「入圍獎」：

　廣三2  陳郁蓉、曾怡瑄、廖芳誼、劉家瑄、林芷萱、莊良柔、陳怡文、陳家妤、袁高駿、林倩、

　　　　謝宛淩、藍心妤、劉冠汝、林珊宇、張立鴻、黃偉哲、游浩程、劉子豪葉俊佑、蔡雨攸、

　　　　林冠廷、黃麒樺、呂泉昕、鄭青駐、粘永澤

　美三２ 陳芝庭、吳靜瑜、林瑩宣

•餐三2徐德如、陳潁方、朱琇誼同學參加2015米穀粉中、西式產品創意大賽榮獲學生組優勝，

　特頒獎狀乙幀。 

•美二2林晏琦同學參加中區國稅局104年度「稅美畫藝、揮灑創意」暨防制菸品稅捐逃漏宣導活動油畫 

比賽，榮獲金牌獎及獎金一萬。

•臺中市104年高中職客家美食烹飪比賽獲獎名單:

　餐二1沈祐丞、林姿儀同學榮獲「銅餚獎」，頒發獎牌乙面。

　餐二3洪郁晴、餐三2林姍霓同學榮獲「佳餚獎」，頒發獎牌乙面。

•餐二1陳姿羽、劉姿含同學參加「2015地瓜創意料理全國廚藝競賽」，榮獲「第二名」，頒發獎牌乙面。

•2015第五屆蓬萊盃校園創意調酒大賽獲獎名單如下:

　觀三2林佳祺同學榮獲高中職傳統標準組「特優金指奬」，頒發獎狀乙幀。

　觀二4廖士傑同學榮獲高中職傳統標準組「佳作」，頒發獎狀乙幀。

　觀二2周孝宣同學榮獲高中職創意花調組「佳作」，頒發獎狀乙幀。

•104年全國高中職創意微電影競賽榮獲佳作，得獎同學如下：

　多三1  王惠琦、吳巧茵、劉冠億、黃郁涵、葉雨蓁、劉子菱、王家駿、史荐軒、紀承煜、黃琮文、

     蔡松穎

　多三2  毛敬薇、林姿伶、林宴伶、劉亞宗、洪珮綺、紀盈齊、張育禎、陳珮綺、陳霈萱、劉育琪、

　　　　劉彥君、蔡家馨、賴桂蘋、羅嘉筠、王竣毅、阮浩軒、林國豪、林璟翔、陳舜凱、蔡佳恩

•餐二1沈祐丞、林姿儀、蘇佩璇同學參加「2015中區客家美食料理比賽」，榮獲「佳作」，頒發

　獎牌乙面，以資鼓勵。

•美二2班林晏琦、林俞妏、林鈺軒、劉怡伶、李裕翔同學參加104年度「友善校園週」學生創意廣告競

賽，榮獲佳作，特頒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廣二1陳百兪同學參加「紫錐花運動-創意寫生活動」，榮獲高中組第三名，特頒獎狀，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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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一2莊翊琳同學參加「2015年東勢林業文化園區-彩繪山林、擁抱綠意寫生比賽」，榮獲高中組佳

作，特頒獎狀，以資鼓勵。

•2015愛台中創意獎學金，榮獲高中職組文創設計類:

　佳作：廣三3王平、許靖、蔡家豪、楊婉瑜，頒發獎狀乙幀，獎金一萬元。

　優勝：廣三2鄭青駐、廣三3姚宇思、林妙心、沈蓉兒，頒發獎狀乙幀。

•美二2林晏琦、林生炘、劉怡伶、李裕翔、陳泓碩、邱韋綾同學參加台中市104年「青春無憾、安全至

上」微電影徵選比賽，榮獲佳作，特頒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104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台中初賽獲獎名單：

　國中普通班組漫畫類：第一名：國三2林邑帆

　國中普通班組西畫類：第三名：國一1鄧佑家 佳　作：國二1廖巧瑜

　國中普通班組版畫類：第三名：國一2林靖凱

　高中普通班組西畫類：第二名：高二2林睿哲

　高中普通班組漫畫類：第二名：高二2林睿哲

　高中美術班組漫畫類：第二名：廣一2莊雅棋 第三名：廣一1林芷儀

　　　　　　　　　　　佳　作：廣三1張凱堯、洪暐婷、廣二1羅郁萱

　高中美術班組西畫類：第三名：廣二2江秉城、 佳作廣三1蔡欣穎

　高中美術班組書法類：佳　作：廣二1耿筠芷、美二1黃怡嘉

　高中美術班組版畫類：佳　作：廣二1謝韻柔

　高中美術班組水墨畫類：佳　作：廣三2謝宛凌

　高中美術班組平面設計類：第一名：美三2林家蓁 第二名：廣三2劉家瑄

　　　　　　　　　　　　　第三名：廣三2周嘉慧 佳　作：廣三2黃麒樺、林珊宇、廣二1鄭凱云

•料三2黃道佑、餐三1洪新凱、餐二2洪愉評、餐二3謝昆澄、汽二3張家洋、觀二2王崇宇、陳緯、林志

龍、資一2蔡弘衛、莊英儒、美一2童冠錞同學參加台中市104學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籃球聯賽，榮獲高

中男子乙組第五名，特頒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汽二1陳柏東、莊凱鋐、汽二2蘇品嘉、曹聖偉、汽二3林毓頡、杜灝文同學參加南開科大舉辦2015全

國高中職氫能模車創意製作競賽，榮獲得造型設計佳作，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應三1廖于婷同學參加台中市文山里104年第三屆環保盃三對三籃球賽，社會女子組，榮獲亞軍，特頒

獎座乙座，以資鼓勵。 

•廣二3陳儀珍、美二1嚴暉茗、曾定澤、程冠樺、美二2李裕翔同學參加第十屆「百世盃」孝道創意表演

競賽全國總決賽，榮獲【銅鶴獎】。

•汽一１張吉宏、汽一３張啟賢同學參加104年國家教育研究院舉辦「愛學網創意影音徴集活動」，榮獲

特優獎，特頒獎狀，以資鼓勵。

•多三1黃郁涵、葉雨蓁、王家駿、史荐軒、劉冠億同學參加第1屆大台中環境教育微電影創作大賽，榮

獲高中組佳作。特頒獎狀，以資鼓勵。

•廣二１楊芸喬，參加2015交通安全圖騰設計競賽，榮獲「機車安全組第三名」，頒發獎狀乙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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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二３熊怡鈞、莊淨宇、楊佳玲、全孝翎、羅億霞，參加2015年玩具暨兒童用品創意設計競賽，榮獲

高中職組「創意特別獎」，頒發獎狀乙幀。

•資三２陳冠銘、孫翊程、徐盛煜參加中州科技大學舉辦2015全國高中職微電腦應用設計競賽」之二足

機器人足球PK賽，榮獲第三名，頒發獎狀乙幀。

•第十六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榮獲服務獎等78名同學名單如下: 

　多二1賴亭臻、曾育玲       多三1李雅婷、廖祐淇、劉冠億

    多三2周恕羽         汽二3單昱傑

　汽三2陳俊文、鄒永琛       美二1黃怡嘉、蕭東祐

    美三1賴盈璇         美三2李律誼、何佩樺

　料三1施瑋華、劉秀卿       高二1郭千芳、吳婉儀、吳婉筠、廖詩容

    高二2彭楷芯     　資二1陳冠霖

    資二2郭御銘         廣二1盧姝聿、耿筠芷

    廣二2洪妙甄、張晏庭       廣二3陳慈憶

　廣三2王溱鎂、陳薇羽、林珊宇、李元瑞、藍心妤、賴慈昀

　餐二1王浚洋、林佳君、甘婷鈞、林旻瑩、餐二3石伃茹、林柏憲、林佩萱

　餐三1洪敏嘉、賴沛榆、餐三2林家丞、楊竣捷、應二1馬德旼、李菁喻、鄭婷之

　應三1林宛瑩、許　寧、觀二1周育因、陳俞心、馮羚喬、林姵妤、何苡瑄

　觀二2林芷涵、張家紝、觀二3呂柏瑋

　觀三1林品秀、劉晴旼、江佩玟、賴藝文、洪于婷、何淼容、鄒綺文、吳于萱、謝妃婷、林珮慈

　觀三2李佳蘋、余姿函、劉育靜、觀三3楊惠云、莊淳臻、應湘芸、林杉珊

　資三2張宗翰

•第104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 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特優獎：廣三1  熊亭筑、廣三1洪暐婷、廣三1林昀立、廣三1許達豪、廣三2莊良柔、觀三1曾思瑜、

　　　　　觀三2  鄭詠仁、餐三1白廷宇、料三2林雅雯

　優等獎：觀三1  王心岑、周淑君、林佳靜、林思婷、陳冠霖、劉育靜、謝妃婷、張峻銘、覃傳翔、

　　　　　　　　黃敬淳、林俞均

　　　　　觀三2  許雅筑、陳惠雯    應二1  張慈純

　　　　　餐三1  陳凱勛、古羽庭、林美芳、簡宛柔、吳岳璋、張惠珉

　　　　　廣三1  許采羚、黃嘉玟、劉亭妤、賴菀君、吳佳臻

　　　　　廣三2  劉子豪、周嘉慧、林昀萱、林珊宇、林珈儀、林倩、陳儀珊、劉冠汝、劉家瑄

　　　　　廣三3  張曉瑜  　　　　　  廣二3  羅億霞

　　　　　資三1  林慶華

　　　　　料三1  林佳潔、劉秀卿、許鈺欣   料二1  施暖萱

　　　　　美三1  胡嘉芬     美二1  葉雲芷

　　　　　多三1  李雅婷、林芳郁、紀承煜、廖祐淇  多三2  李瑞琳

　　　　　餐三3  喻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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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獎：觀三1  張文嘉、廖雁南、劉晴旼、江佩玟、蔡帛融、余姿函

　　　　　觀三2  阮淑苹    應三1  林育君

　　　　　應二1  林建佑    餐三1  林鈺芬

　　　　　餐二2  李欣倫    廣二3  全孝翎

　　　　　廣三1  洪子琁、郭芳蘋、戰詠歆、謝芳妤

　　　　　廣三2  張馨芳、羅卉渝、陳郁蓉、曾怡瑄，葉柔妤、廖芳誼

　　　　　資三1  陳信全    料二1  胡妃萱、黃馨誼、葉俊佑、歐陽慕璇

　　　　　料三1  游婷雅    高三1  賴郁潔

　　　　　美二1  鈺瑄、鄭嘉怡   多二1  盧姿吟

　　　　　多三1  劉子菱、陳俞卉、黃郁涵、黃鈺媚

•第1041115梯次全國高級中學小論文寫作競賽獲獎名單如下：

　優等獎：廣三2 張馨芳、羅卉渝、陳儀珊

　甲等獎：廣三2陳薇羽、陳彥君、觀三2鄭詠仁、陳惠雯、阮淑苹

　　　　　應二1羅莉琪、多二1陳仕霖、料二1卓佳淇、何冠霆、吳冠婷

　　　　　觀三3張雲慈、蘇琬婷、謝宜潔、多三1江念儒、史荐軒、汽二3王文泉

大學繁星錄取同學與校長合影

技職繁星錄取同學與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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