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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青少年聊天守則1：沉默是金

父母能給孩子最好的禮物之一就是「全心全意且不帶批判的關心」。這在青少年形成自
我、轉大人的敏感階段又特別重要，因為孩子的自信來自他的心聲是否被聽見、受到重視。

就算你對電玩、足球一竅不通也不感興趣，仍可以欣賞孩子長大了，甚至比你更懂某件
事，因他們的成長、專業而喜悅，並從中聽取他們真實的想法和在意什麼。拋出簡單的問題
引他們開口就好，別掉進質詢模式。

想知道孩子的近況，可試著先說：「最近在想些什麼呢？」然後想辦法按捺住主導話題
方向的衝動。若希望孩子願意繼續跟你聊天，沉默通常是上策，特別是要忍住批評他、指正
他的話語，如「怎麼可以這樣？」「這樣不好吧？」若孩子難過，想抱怨，就安靜聽他講就
好，不用打斷，也不用企圖幫他解決問題，多半他只是希望有人能聽聽他的委屈。

與青少年聊天守則2：牢記「他想的跟我不一樣」

試著耐心聽對方把話說完，用「還有什麼其他可能」的非慣性思考去理解對方的困擾。
為什麼會產生對峙或「你根本就不懂我在說什麼」的局面，是因為多數人在聆聽時，注意力
都放在「糾錯」，聽不合邏輯或不對勁的地方，然後在心裡開始跟這些疑點辯論，錯過其他
訊息。「就是因為你遲到又沒帶作業，老師才罵你吧?」這種聆聽技巧或許很適合律師，但用
在家人身上，就有負面效果，聽不到對方真正想傳達的訊息。

有時，我們會很害怕沉默，會不斷跟對方確認「你有沒有在聽？」或催促著孩子「你為
什麼不回答？」但安靜一下能讓彼此有空間整理思緒，減少因失言而爆發的衝突。

五撇步，讓孩子聽進你的話

一、一次講一件事就好：當你好不容易逮到機會跟孩子講話，想說的事一定不只一件。
但拋出的主題愈多，聽的人就愈不容易聚焦，很快就左耳進、右耳出，因此先講最重要的那
件事就好，其他的下回分解。

二、避免自說自話：每講兩分鐘就停頓一下，讓孩子有時間消化資訊與提問，否則就會
像疲勞轟炸，孩子也會直接把耳朵關上。

三、選對時機：避開上學或剛放學最慌張與疲憊的時候，可以選孩子洗完澡、快吃完飯
等較放鬆的時候，或跟孩子說你有話要說，請孩子忙完一個段落來找你。這樣，孩子才能專
心聽你說話。

四、不要「鬼打牆」：一直聽重複的話，任誰都會厭煩。若你不確定孩子是否明白，可
以問孩子「對媽媽剛說的，你的想法是什麼？」若孩子沒聽懂，自然會跟你確認。

五、抓準結束的時機：每個人專注的時間不一，有些人是幾分鐘，有些人是半小時。如
果你覺察孩子在恍神了，多說無益，就此打住，下次再說吧。

為協助本校學生瞭解大學及科大各系所資訊與相關升學管道，輔導室特於103年11月18日舉辦升學博覽會
。本次的升學博覽會共有43所大學與技專院校參與，藉此讓學生瞭解各所學校的特色、學制、獎助學金、交通
住宿及就業進路等，使能選擇適合個人性向、興趣與專長的學校系所，輔導學生適才適性的發展。
博覽會現場提供學生升學問題諮詢，學生能依個人性向及興趣，以找到適合自己的進路。參與活動的學生表示：

透過升學博覽會，可以直接與有興趣的學校或科系之師長面對面詢問相關資訊，能立即獲得詳盡的解答。
高中生對於大學生活懷抱著無限的夢想與想像空間，透過博覽會能直接與大學端的師長、學長姐互動，協助

學生更接近自己嚮往的學校及未來。

103學年度大學/技專院校

摘自：2015-02 親子天下 作者：李岳霞

103學年度特殊教育暨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給他機會，他也可以做得到 本校餐旅群的楊順臣老師指導校內特殊學生製作精緻手工餅乾；設計群的鄧

雅馨老師指導學生製作精美飾品。作品完成後在校內進行義賣，同學們從製造到銷售一手包辦，忙得不亦樂
乎，最後還把義賣所得全數捐贈給本校「引玉基金會」，共同協助學校需要急難救助的同學。

只要不放棄，沒有難成的事 楊恩典老師在整個下午的演講過程中，闡述他幼年受到養父母照顧和關愛，
讓他學會知足感恩；同時舉出他面對愛情和建立家庭時遭遇的磨難，體會到面對困難，需運用智慧和意志力
來解決。最後他達成了他的人生目標，讓本校師生同蒙啟發，學到用積極的態度來面對生命中的苦難。

感受、感動、分享、傳播  配合本校50周年校慶，輔導室還辦理了一系列宣導及省思活動，藉由這些活
動過程，期望激發同學們能用珍愛生命、積極奮發的態度，營造自己的美麗人生。優秀作品包含照片、學
習單等，張貼在中天樓的川堂，與全校師生共同分享。

來趟認識大學輕旅行吧～

跟青春期的孩子好好談心 

二守則   五撇步

想念孩子小時候，經常嘰嘰喳喳跟你實況轉播在學校發生了哪些事的親密光景嗎？家有青少年的父母
，不管感情再好，難免都會有「孩子愈說愈少」的遺憾，甚至連你說的話，他都愛理不理，不知到底
有沒有聽進去。美國《Real Simple》雜誌提供父母跟青少年溝通的技巧，讓親子至少能平和共處一
室，孩子不會甩頭就走，或躲回房間，並聽進你想傳達的重要訊息。

升學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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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斐然

同學踴躍諮詢相關升學資訊同學踴躍諮詢相關升學資訊
北中南各校熱情參與本校博覽會北中南各校熱情參與本校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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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ven Your Life Enjoy Serving People

“There are the most possible opportunities in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s,” said Dr. Lian Jia En to 
his families, upon starting his journey to West Africa for his Alternative Military Service.

It was this fearless and eager-to-serve spirit that had made Dr. Lian, who was on his early twenties, 
to resolutely give up a comfortabl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ilitary physician at Taiwan and, instead, 
choose to go to the remotest country from Taiwan – the Burkina Faso in West Africa.

During that three years’ service, Dr. Lian had witnessed the hardships of local daily life, but he had 
also experienced local people’s simplicity and honesty and, therefore, had organized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such as trashes-for-used clothes, raising funds for drilling water wells, setting up orphanges, 
etc.

Dr. Lian has lived his life so seriously, and he has turned his caring for the society into actions. So, 
my dear students! Could you also feel that eagerness to serve the public?

“To learn by serving people” has always been the kinds of activities that have been constantly 
held and emphasized by this school, under the expectation that, through which, our students can learn 
and experience all kinds of sweetness in life.

By serving people, we can have more features of our lives opened and we can, empirically, live out 
an influential life.

It is believed that all the participants, be they in creating volunteer corps , in joining community 
street-sweeping activities, in being elementary children’s studying partners, or in collecting invoice 
receipts for the brain-dead people, had had rich harvests, with their souls even richer.

In last semester, this school began to hold seminars on basic-level and special-level training for 
volunteer workers, with the intention of inviting those who were already working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a devoting heart and volunteer experience, to come to this school to share their stories with our 
students, so as to inspire our students to expand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also to know, through the 
sharing within those seminars, how they can effectively help others, thus making their volunteer service 
more meaningful.

“Grand planning and hard toiling for half a century, a shining and illuminating gold diamond 
for fifty years.” Ta-Ming High School is now in its fiftieth year. Among all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there was an expanded “Campus Famine” co-organized by Ta-Ming and World Vision 
Taiwan. The “Campus Famine,” also named “Ta-Ming fiftieth, Color Drawing and Hungry Together,” 
had involved 1,180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to experience hunger for twelve hours, with every 
participant having his or her saved-up meal money of NTD 100 donated to charity, so as to show that 
they understand how those who are in destitution are suffering. You need not to go abroad to show your 
caring for the world, rather, you can do it at your dwelling place – Taiwan. By amassing all the kindness 
of ours, we can contribute our share to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lobe.

“While making changes, you are sure to encounter difficulties!” Thus, Dr. Lian’s “journey” 
wasn’t a very smooth one. After the Alternative Military Service, he chose to go back to West Africa 
again, but this time with his newlywed wife.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he did encounter difficulties. 
Once his child was ill and he, despite being a physician, could do just nothing as he was surrounded by 
a very rural roughness. Nevertheless, he hadn’t given up but, instead, had held on persistently, solving 
all the difficulties coming up to him. Dr. Lian said that he was neither trying to be a maverick nor 
fulfilling some kind of dignified mission, but just intended to use his short military service time to enrich 
his life experiences, to expand the vision for his life, by going to somewhere he had never been before.

So I believe that every time we take on a volunteer service, we are individually presenting respect 
to our lives. When we are willing to observe our lives seriously and devote ourselves to serving people, 
we can see better that our lives are expanded and that our lives are better nourished. When we no longer 
turn our palms up to ask for something but, rather, have them face-down to happily give out something, 
we can then get more in return. It is better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So, my dear students, what a beautiful thing it is! A little bit of contribution can bring about big 
changes! May we all work hard at it!

「最困難的地方最有機會！」這一句話，是當時連加恩醫師決定遠赴西非服替代役，告訴

親人的話。因著不畏艱困、熱心服務的精神，二十幾歲方考取預官的連加恩醫師，放棄安穩的軍

醫役，毅然投身前往距離台灣最遙遠的國家──非洲布吉納法索。在布國三年的替代役生活之中，

連加恩醫師看見了當地困苦的生活，也感受布國人民的淳樸可愛，並且在當地相繼興起垃圾換舊

衣、募款鑿井、興建孤兒院等活動。連加恩醫師如此認真生活，將己身對社會關懷的熱心化為行

動。同學們，是否能同樣感受這份為眾人服務的熱心？

「服務學習」，一直是學校長期辦理並且十分重視的活動，期望同學們能從中學習、體驗

生命的各種甘甜。藉著服務他人，來開啟生命的更多面向，實踐出有影響力的生活。無論是成立

愛心志工隊與社團、社區掃街活動、國小學童伴讀、為植物人募發票…..等等，相信每一位參與其

中的人，都有豐盛的收穫，心靈更富足。在上學期中，學校更是開始舉辦志工基礎訓練研習、特

殊訓練研習，讓更多已經在各地服務、擁有熱忱的心與志工經驗的人們，來到學校與同學們分享

自己的心路歷程，藉此鼓勵同學擴展生活經歷，並且在研習經驗分享中瞭解：如何有效地幫助他

人，讓志工服務更有意義。

「大擘深耕半世紀　明耀金讚五十年」，大明高中五十歲了，五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之中，

我們與世界展望會共同擴大辦理校園饑餓體驗。「大明五十‧彩繪齊饑」，一千一百八十位師生，

共同在十二小時之中體驗饑餓，每人捐出一百元的餐費，發揮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精神。關懷

世界，不必遠赴他國，在我們自己的居所──台灣，也能做到。集合大家的愛心，我們也能為地球

另一端的人們盡上一己之力。

「想改變一定會碰到困難」，連加恩醫師這一路上走得並不順利，在三年的外交替代役生

活之後，其後更是帶著新婚妻子再赴西非。過程中經歷孩子生病，在荒郊野外中，連加恩雖身為

醫師，卻仍然束手無策。然而他始終不放棄、並且繼續堅持下去，解決困難。連加恩說，他不是

要特立獨行，也並非懷抱崇高使命感，他只是想用這短短的兵役生活，增加自己的生命經驗，去

一個未曾見過的地方，擴展人生視野。

我相信每一次志工服務活動，都是個人對自己生命獻上一份敬意，當我們願意認真注視生活

，並且投身服務活動，我們更能看見自己的生活因此被擴張，生命更加被滋養。當我們的手掌不

再是朝上向人索求，而是朝下樂施於人，我們能夠從給予的過程之中，獲得更多，只因施比受更

有福。同學們，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小小付出，可以帶來大大的改變！讓我們共勉之。

校長的話

實踐生活 樂在服務
校長 宋一芬

生涯探索體驗趣

國二生涯實作及高職參訪
    本校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理念，協助國中部學生

提早認識教育環境及工作世界，輔導室於103年12月12日、12
月25日舉辦國二生涯實作及高職參訪活動。此次生涯實作課程運
用本校各群科的豐富資源，由職業類科張振坤老師、王永義老師
及蔡育榕老師開設西餐、陶藝及染布體驗課程，透過老師們精心
地安排，讓學生們能實地操作並了解相關專業知能，對於技職教
育的課程特色也有更深入的了解。透過學生的課後學習單，顯示
出此次實作課程確實讓學生開了眼界，有學生表示因為對餐飲科
課程有了更多的認識，也因此更確定自己的生涯興趣；也有學生
表示透過課程發現自己比較擅長動手操作，依照自己的生涯強項
能力，未來想選擇高職就讀；另外對於原本就想就讀普通高中的
學生，藉由此次活動也體驗了各個產業在職場工作的點滴。本校
國二學生在老師們用心地指導之下，人人滿載而歸，度過一個充
實又愉快的午後。

如何幫助校園裏的特殊同學
近年來教育部對於校園中的特殊教育，採取融合教育的模式，讓身心障礙的學生能在普通班和同儕共同學習，一

起成長。因此，教導學生接納和幫助班級裏的特殊同學，就成為一項很重要的課題。

在103學年度的生命教育/特殊教育系列活動當中，輔導室舉辦了一項「宣傳單製作比賽」，請同學們透過圖畫、

標語和文稿表達自己的想法。讓我們一起來分享他們的作品吧！

◎對待身心障礙朋友的態度，不是憐憫、同情或施捨，而是真心的關懷，以寬容的心去對待。他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

，和我們呼吸著一樣的空氣，不該受到惡意的打壓。如果可以，請接納他們，陪他們一起面對這個世界吧！（高三

1陳宜臻）

◎無論你身旁的朋友有什麼障礙，我們都應該先從「溝通」著手，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他們需要的協助。對於有肢體

障礙的人，如：楊恩典姐姐，太過度的協助可能會讓他們感覺不舒服。我們可以默默地在旁扶著門讓他們方便進出

，只要學習一些小技巧，就可以減少他們的不安和焦慮。（觀一2陳俞璇）

◎我覺得他們一定不喜歡被別人看做「特殊生」，內心裏一定希望我們把他們看作普通人。（觀三3陳汶玲）

◎不歧視，不嘲笑，多關心，多互動。（料一1胡妃萱）

◎在廣大的人群中，不是每位都完美。如果沒有我們的協助，他們要耗費更多的精力來度過生活的難關。與其手忙腳

亂的協助，不如直接詢問他們是否需要更多的幫忙，我們可以做視障者的眼睛，為他們指引方向；我們可以做聽障

者的耳朵，幫忙他們跟外

界對話。（廣三2陳毓臻）

◎保持積極心態，多跟他們

相處。多鼓勵他們，為他

們加油打氣，激勵他們努

力的勇氣，讓他們能更自

立自強，更快樂。聖經上

說：「喜樂的心是治病的

良藥。」我們要接納他們

，讓他們成為我們的好朋

友（美二1紀姿宇）。

-學生作品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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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學期本校參加教育部「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此計劃對於推展國民
美感素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指標；學生具備美的觀察、真實的親身經歷，假以時日將可培
養學生美感與文化的感受力，是提升台灣未來競爭力很重要的基礎。

此計劃課程是以色彩、比例、構成、結構、構造、質感等六大主軸，加上綜合習作的規劃
安排，整個學期以每週兩堂課，共計32個小時完成此項計畫課程。課程的執行以觀察與描述、
美感試驗、案例欣賞、分析與應用等四部份進行。上學期實驗對象是選定餐一1具餐飲專長的學
生；這些台灣觀光、餐飲業的生力軍及未來從業人員，若能培養其具美感素養的眼光，不管其
創業或就業，都是直接可以改善與提升台灣餐飲環境與飯店經營品質的尖兵，長期而言對台灣
將會有所助益。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的價值，就是對於美這件事，在學生心中放下一顆種子，希
望有一天自然發芽結果，成為一個有美感體悟的人。

提供安全舒適的運動環境 本校運動場展現新面貌
本校運動場PU跑道及球場，自921地震

重建後，陪伴本校師生14個寒暑，由於經年
累月烈日曝曬及高頻率的師生活動及教學使用
下，諸多跑道破損隆起、球場龜裂，已不敷使
用，為了避免造成師生使用不便及預防傷害，
委由專業建築師進行診斷，了解整修工程之急
迫性，本整修工程特於103學年度上學期開始
籌畫進行，並於12月初委請專業建師規劃設
計。並於103年12月15於公共工程委員會上
網公開招標，由「正永工程有限公司」得標，
該公司為專業運動場地施工廠商。

本項工程PU使用MDI系統且材料供應商

須經國際品質保證系統認證，取得ISO-9001
證書，跑道施工及材料均符合國際田徑總會
IAAF認證通過，耗資新台幣3,997,491元。

整修工程於104年2月26日如期竣工並完
成驗收，已於新學期提供全新的運動場地。
具備一座完善的
運動場，是全校
師 生 共 同 的 福
氣，希望大家好
好地愛惜這塊屬
於大家的美好場
地。

培育教師數位教材製作能力
為達到資訊融入教學及教學多元化之目標，本校規

劃教師數位教材及多媒體應用能力之培訓，藉由資訊知
能研習活動，強化教師資訊素養，提升教學與學習內容，
以培養製作數位教材之能力。

開設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研習，提供完整
的電子書編輯與閱讀功能，創作者只要透過簡單的步驟，
將PDF、PPT等原始素材匯入編輯軟體，就能夠整合多種
多媒體元件，包含：影像、圖片及文字，完成個人的數位
創作。製作完成的電子書更能夠支援不同的智慧型行動
載具，讓學習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障礙，是最具行動力的學
習方案與出版選擇。

教學資源中心資訊媒體組於103年10月22日(星期三 
) 13：00～15：00，在本校勤學樓地下室第三會議室，聘
請哈馬星科技有限公司黃秀鳳副總經理，辦理「行動服務
暨電子書之創新應用」專題講演；10月25日(星期六) 
9:00~14:00，在本校希陽樓二樓多媒體教室，聘請哈馬
星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吳佩嬙講師，辦理「SimMAGIC 
eBook Hsmlearning軟體介紹及應用」研習，在研習活
動結束後，老師即刻就能完成電子書的製作，達到教材數
位化的理想。

此次研習中，參與的教師均專心於課程的學習，透
過學習中了解最新的電子書製作方式，並吸取國內外各單
位在相關領域的寶貴經驗，應用在教學上。

參與高中職行動學習輔導計畫，開啟數位學習時代
二十一世紀是E化數位科技的時代，各行各業對行動網路及資訊

科技的運用與依賴，已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
，學校是知識與學習的中心，全球先進國家無不積極地對其國民加
強實施資訊教育，在資訊化的生活環境中，提升國民資訊素養與知
能是必要的措施。由教學資源中心於103學年度第一學期，向教育部
申請高中職行動學習輔導計畫，獲得甄選通過，除補助軟、硬體的
經費外，參與計畫的資訊科、資料科一年級學生，每人由信望愛文
教基金會提供一台hTC flyer 平板電腦，而學校建置校園行動學習環
境，加強無線網路設備，參與計畫的四班教室，均設有無線網路基
地台(AP)，打造網路無障礙之行動學習環境，讓學生皆能快速使用。

為了強化師資培訓工作，本校特邀請專家、講師辦理系列培訓
課程，首請臺中教育大學陳鴻仁教授擔任本校行動學習的指導老師
，在9月3日、12月19日及103年元月9日蒞臨本校進行輔導，也在10
月25日上、下午辦理兩場師資培訓，讓本校教師能將資訊技術應用
於教學中，並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為讓全校教師能體認行動載具之高互動教學特性，舉辦了三場教

學觀摩，由資訊科賴振昌老師、資料科蔡佩倫老師、國文科高宏儀老
師進行教學演示。觀摩的老師都聚精會神的參與課堂的進行，藉由結
合行動載具及校園無線網路建構校園行動學習環境，打破傳統教室的
藩籬，讓教與學的時間、空間變得無限寬廣，觀摩會後參與的老師們
都覺得行動式數位學習時代即將到來。

學 校 預 計 建 置 校
園行動學習機制，創新
學習情境，將教學範圍
擴大到整個校區，老師
可利用行動載具透過遍
及全校的無線網路資源
，達到無所不在的教與
學；學生也可以利用相
同方式直接於行動載具
上查詢及課後練習，真
正做到「無縫學習」。

國中部寒假學習營 夜宿大明 充滿　　　　的新體驗

欣逢創校五十週年校慶，本校以「大擘深耕半世紀 明耀金讚
五十年」為活動精神主軸，規劃了豐富校慶系列主題活動。

計有「傑出校友藝文講座」、「五光十設專題展」、「大明
五十彩繪齊飢」、「校史回顧展」、「校園演唱會及社團表演」、
「園遊會」等項目。

慶祝活動於103年12月20舉行，當日中部各大學、中小學校
長、社區嘉賓及本校校友和學生家長紛紛前來與會祝福。

大會表演首由本校樂儀隊開場,同學動作精湛獲得滿堂采；接
序龍隊加馬雙龍演出「祥龍獻瑞」祝福學校校運昌隆，最終敬邀校
長敲鑼「歡喜開市」，園遊會場到處充滿歡樂溫馨，舞台上的校園
演唱會與各社團精彩表演、和台下觀眾呼應甚為熱烈，盛況空前。

閱覽室則以風華50校史回顧展呈現，竭誠歡迎校友回娘家與

久違的師長、同窗好友敘舊回憶年少青澀懵懂在校學習的歡樂時
光，並分享母校蛻變成長的喜悅。當日校友籌備會同時辦理遴選校
友會幹部事宜，並感謝歷屆校友的投入與付出。

藝文深耕向來為本校特色,特辦理各群科『五光十設專題
展』，藉由活動中心展出我大明學生各群科專題特色作品，更是獲
得社區家長來賓及師生的一致讚賞。

本校50週年校慶前夕還特別邀請校友楊惠姍女士返校演講，
為本校學弟妹醍醐灌頂，加油打氣。5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中，除
了同學參與競爭激烈的科際龍球比賽、也看到各班的同心協力準備
工作。園遊會各班同學都卯勁全力為班自己為級爭取佳績，直到活
動結束打掃乾淨方為本次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這也看出學校師長
對學生們在生活教育及品德教育的涵養與要求得到良好的成效。

大明高級中學環境教育 大明高中103學年度環境教育文化探索活動於十二月十三
、十四日起展開為期二天的活動。本次將隊伍拉至杉林溪自然
教育中心歡欣登場。

辦理此次環境教育文化探索活動的目的，是藉活動課程的
安排與設計，增進教職員生對環境保護的敏感度，並產生正向
的價值觀。另藉由環境文化探索途徑增進教職員生對環境保護
的價值觀、知能與行為，以提高教職員生對環境保護的行動。

全程活動方式採分站體驗學習模式進行。諸如「星月爭光
」以趣味活動讓學員暖身，同時了解探索活動的引導要領。「
認識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室內課，介紹自然教育中心的功能，
並讓教師了解如何使用自然教育中心的服務。「臺灣杜鵑步道
-植物辨識」藉由活動，認識植物與生態的關係。「分享與討
論」將闖關調查的成果，繪製成海報分享。「步道踏查與分組
探索活動教學示範」分組進行步道勸查，認識杉林溪動植物的
生態。讓參與教師及學生們瞭解森林資源的重要！

今年針對高中部的孩子，設計有別於一般走馬看花
、吃吃喝喝的畢業旅行，希望透過鍛鍊吃苦耐勞的毅力
、找到自己生存的價值。在6月底高二的同學將挑戰:「攀
登合歡山北峰」。高中部二位導師、主任及訓育組的規
劃，希望透過活動讓同學可以秉持「自我挑戰、追求卓
越」的精神，用攀登合歡山北峰作為自己青春的里程碑
。標高3342公尺的合歡山北峰，是一項險峻的考驗，面

對艱難的關卡，事前必須有所準備。所以本學期開始，
高二1、高二2由葉紫君、黃鈺峰老師領軍，短期目標在
三月份至少要跑十次操場，一次至少10圈；逐月增加。
葉老師並製作集點卡，作為檢驗自己的記錄。希望不僅
對了完成目標，也能在練習中，培養恆心、毅力，及學
會堅持到底的修養，相信此次的挑戰合歡山會令高中畢
業旅行別具意義。

國中部今年寒假有了不一樣的學習，配合教育部推
動合作學習，及翻轉教室的概念，各學科社群針對學生在
學期中學習較困難或是不易理解的單元，設計一套與傳統
教學不同的教學方式與內容，橫跨人文、外語、社會及自
然科學的翻轉教育內容，不僅透過情境教學、班際英語秀
及科學實作，引導學生快樂學習。最後兩天以營隊方式融
合童軍教育課並以前三天教學活動成果，把舞台、發言權
交給學生，讓學生透過小組合作，完成晚會表演與專題報
告。

此次學習營分學科特色課程、營隊活動兩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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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趨勢、陶冶人文素養。如在國文科規劃了書法寫春聯與羊
年版畫拓印，學生並以任課老師的名字創作對聯；數學科
有正六面體與正十二面體製作。英語科則由學生自己製作
布偶、編寫劇本、「Puppet Show」及讓學生穿著正式
廚師服以英文簡報說明製作西點過程及成品的「Oh!Chef
」；社會科利用遊戲及狀況劇的設計，了解法律常識，自
然科製作手工「阿明肥皂」讓學生動手做學習自然科學。

後二天以營隊方式進行，「童軍教育
」課訓練學生紮營、結繩、野外求生，並帶
領學生架設砲台發射水砲，現場驚呼連連。
「晚會活動」是學習營最高潮的一天，這次
夜宿大明，晚會活動全程由學校規劃，由程
家明主任和司徒智主任主持晚會，晚會正式
由程家明主任急如風、迅如電的大行列揭開

序幕，學生開心狂high，甚至氣力放盡，校長及多位主
任全程參與評分，許多家長也一同參加，中天樓的夜晚燈
火通明、歡呼不斷。 「虔敬集會」接續白天童軍教育的
精神，晚會不僅要high要刺激，我們希望能夠在有教育
意義、學生懂得感恩反芻下收尾。同學們在燭光熒熒下懷
著感恩的心學會對師長、到場觀禮的家長表達感謝。                                                                 

如果國中三年要寫下什麼難忘的記憶，「夜宿學校
」應該是最深刻的回憶。第四天晚上，吃完黃鈺婷組長親
手烹調暖胃的鹹粥消夜後，我們真的在教室打地鋪睡覺了
。主任還特地拿來一條封鎖線區隔男女，男老師輪班熬夜
站崗，老師們熬夜守夜。第五天的「專題報告」要求學生
將前三天所學製作成專題報告，將理論、延伸出來思考繪
製於海報並於活動中心讓每組輪番上台，主任要求每位組
員都要講話，盼多給孩子磨練大將之風的機會，此次活動
在國中部學生分享滿滿感恩回饋單落幕，學生從五天活動
中對於各課程有了不一樣的學習方式與態度，也透過分組
共同創作分享，學習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此次寒假學習營
讓國中部的孩子有了不一樣的學習與難忘的回憶。

「行動學習專家質詢輔導會議」
臺中教育大學陳鴻仁教授蒞臨指導
「行動學習專家質詢輔導會議」
臺中教育大學陳鴻仁教授蒞臨指導

因應社會變遷快速，教育環境多元
且開放，學校教育目標除講求「品質」與
「績效」外，更致力於校務的「改革」與
「創新」，因此，本校高中優質化的計畫
擬於104學年度進入第二期程的「焦點
創新」。為了擷取它校寶貴的辦學經驗，
特別安排此次「優質化」校際參訪活動，
並由宋校長帶領一、二級主管及優質化
子計畫負責人共計 23人，參訪優質化第
二期程推動有成的「惠文高中」。

首先，由惠文高中學務主任蕭主任
為我們做校務簡報，藉著詳細的解說，了
解到惠文高中的願景及運作模式。隨後
一行人進行校園巡禮，惠文高中校園規
劃以「多元、活力、溫暖」為主軸，建築

中處處可見橙色的設計概念，簡雅卻深
富藝術氣息的庭園以及張貼著優異學
生得獎心得、各班模範生勵志話語的川
堂布置，皆可見校方在校園建築設計上
的用心。

為了推動環保節能，惠文高中特別
採用新式工法，建置了頗具特色的「美
綠cool綠屋頂」。另外，校方還教導學
生將落葉棄置於樹底下或集中堆置使
用，以達回歸自然、再生利用的目的，這
樣的作法相當值得推廣。

此外，亦參觀了惠文高中在各項教
學設施中最具特色的「天文觀測站」，其
全自動的圓頂設計可進行遠端遙控，能
夠精確觀看到星象的變化，對學生的實

際情境學習有莫大的助益。接著，一行
人巡訪至圖書館，在圖書館蔡主任的介
紹下，接觸到文創坊的活動內容，包括
中青文創營的辦理、詩歌祭及人文講座
的舉行，都十分值得效仿。

此次參訪惠文高中的行程，應證了
「行萬里路勝過讀萬卷書」的道理，透
過實地的體驗和親身的察覺，讓我們從
行動中發現更多、感受更深。年輕學校
的確有快速成長的機會，而已於教育界
深耕五十年的大明高中，在校長、行政
團隊用心帶領，以及全體教師高度配合
下，相信也一定可以達成「溫馨和諧、適
性多元、向上躍升」的學校願景。

「行動學習暨電子書之創新
應用」講演-黃秀鳳講師與
宋一芬校長相見歡

「行動學習暨電子書之創新
應用」講演-黃秀鳳講師與
宋一芬校長相見歡

新紀元

繽紛熱鬧圓滿完成

把握兒童人格發展的黃金期，體驗人際互動，讓孩子在專業老
師引導下以遊戲或活動的方式，在快樂的學習中成長，大明高中特
別在寒假期間規劃一系列兒童潛能探索營隊活動。

這次冬令營課程規劃以「專業、有趣、實用」為理念，包含：創
意樂高機器人科學營、探索智高機器人營、藝術探索營、小廚師生活
創意美語體驗營、競技疊杯運動體驗營、兒童資優自然科學營，營
隊為期五天，共吸引143位兒童報名參加，有些還報名上下午2種不
同營隊，體驗創意樂趣！

「樂高機器人營」邀請本校蔡銘育老師於「機器人專業教室」
上課，課程內容含蓋機構感知器簡介、認識NXT基本功能、基本車
體組裝、軌跡車競賽。課程中以軌跡車競賽最為激烈，兒童們各個大
呼過癮。

「智高機器人營」邀請謝吉雄老師擔綱，課程藉由智高專業教
室設備使用，認識水力、風力、太陽能及遙控機裝置。進而啟發探索
物理、機械與電學應用的概念

「藝術探索營」由本校美廣科教師群授課，課程內容涵蓋捏陶
創作、電腦繪圖、創意勞作及兒童創意繪畫，活動中，老師指導小朋
友透過故事引導、發想，進行創意彩繪及造形設計，學員各個盡情發
揮巧思親手製作完成屬於自己的作品。

「小廚師生活創意美語體驗營」由本校外籍美語教師與餐旅
群教師協同授課，課程涵蓋Baking (DIY鳳梨酥、手作餅乾)，Table 
manners（餐桌禮儀）， Beverage Preparation(飲料調製)，由老
師帶領小朋友「一邊進行實作、一同品味美食;一邊說美語、一起享
受生活」。活動中小朋友各個全神貫注發揮創意、充分體驗吃喝玩

驚奇

童軍教育課程童軍教育課程

國文課程-創意春聯國文課程-創意春聯

圓滿結束圓滿結束

開辦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作研習

攀越高峰　捨我其誰 畢業旅行挑戰自我　高中部不一樣的挑戰自我　高中部不一樣的

本校餐旅群賴怡年老師參加2015馬里亞
納「一週實習生」選拔活動，在參賽活動過程
中引起熱烈迴響，不論是網路人氣及影片支持
度皆大幅領先其他參賽選手，最終從415人中
一舉奪魁獲得甜蜜的果實。不僅榮獲2015馬
里亞納觀光大使代表一職，還獲得直航機票、
食宿免費玩樂，並笑納周薪6萬一圓寶貴實習
機會的美夢。

馬里亞納觀光局在臺灣舉辦「2015徵選
實習生計劃」，凡18歲以上，對旅遊充滿熱
忱的人士，即可報名參加。馬里亞納觀光局臺
灣代表處希望徵求有創意想法的人才，擔任此
觀光大使的重責大任，向臺灣民眾推薦馬里亞
納群島之美。賽後評審表示，賴怡年老師個性
坦率、外向，很有觀光大使特質，她為學生勇
敢圓了一個夢，這點讓人非常感動。

餐旅群賴怡年老師表示，自己畢業後就
到大明高中觀光餐飲科擔任老師，會參加這個
活動，就是希望以自身行動告訴學生「我做得
到，你們也做得到」，也計畫拍攝各種體驗行

程作為教學素材，活化教學內容。起初想參加
活動僅單純是為了教學熱誠，希望能藉此給孩
子們多元且全新的東西，把理論結合實際生活
達到教育真正的意義，並鼓勵學生們也能”勇
敢追夢”。

在活動過程中，觀光領域最重要的就是
行銷，學生在助選過程中跑班級宣傳、經營粉
絲團都是一種學習，讓學生了解每一次的經驗
都是自己的重要資產。當夢想只為自己時，想
到的只有「贏」，但當夢想是為了造福很多人
時，將充滿著「使命」。學以致用回饋給學生
是每位教師不變的心志，回盼初心希望能在這
次活動中
，證明「
老師」存
在的價值
，及實現
「教學」
原有的理
想。

大明高中賴怡年老師超正點 築夢踏實榮膺馬里亞納觀光大使

為落實本校舉辦之特色教學課程，進而提升設計群學生的學習興趣與藝術風氣，藉由蘇文
雄老師（簡老師的大學同班同學）的關係，邀請知名水彩大師簡忠威老師蒞校舉行專題講座，與
師生們面對面分享個人學習歷程，並於講座結束後舉行簽書會，以增廣本校師生對水彩技法的知
識涵養，啟發美感覺知與經驗，讓學生除了抽象推導的「理性認識」外，也能運用「感性認識」
來覺知世界，在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之間取得動態平衡，並奠定美感生活之基礎。

簡忠威老師是馳名國際知名水彩畫大師，現職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兼任講師、繪畫教室主
持人、專業繪畫藝術創作者、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正式會員兼任理事，本次講座定於104年4
月2日(星期四)，現場共有一千多名設計群的師生齊聚一堂，參與簡老師的精彩演講。講座一開
始。簡老師以哆啦A夢的漫畫內容為主題，運用幽默風趣的口吻帶出了許多繪畫構圖上的重要觀
念，並以他自己的FB大頭貼「元高角三」為主角，道出一個在生命奮鬥的過程中，歷經低潮、
困惑與痛苦，一步步的在探索生命意義的藝術工作者，一個落魄的小說家『元高角三』的故事。

其實故事最後終於得獎的Happy Ending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元高角三自從知道他的未來
果然只是個夢之後，還是選擇繼續寫下去。不管外界評價，從此不再患得患失，一邊打工一邊寫
作，安貧樂道。漸漸的，他發現終於寫出了令自己覺得滿意的作品，也才得以說出：「我現在很
幸福……」。創作者的終極幸福感，往往來自最純粹的
自我實現。簡老師也藉此來勉勵同學：「誠懇面對自
己，用自己已知的最高標準要求自己」，也唯有如此
，創作者才有可能真正去發現、吸收與學習，潛能與
天賦也會源源不斷的被激發出來。接著簡老師以各時
期的個人照，娓娓道出了他學習歷程的一些感人又勵
志小故事來與同學們分享。

他認為藝術不是技術，藝術是思想，美的東西要
靠自己體會，「一切都往最美的方向去思考，這就是
生活的美學」。本次活動就在簡老師精彩的演說與師
生熱回應中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大師風采
本校舉辦水彩畫家簡忠威的藝術之路專題講座

探索形趣之境探索形趣之境

進入學校大門在左側放置一台汽車科已經報廢的汽車，用豪華的
墊子支撐，近看有一條鯊魚栩栩如生游在車門上，花園上的汽車、鯊
魚有何關聯?

汽車開入花圃表示汽車科的學生能夠在各種環境下皆能勝任，不
同的道路有不同的駕駛方式，汽車種類不同其性能也不同，適應不同
環境的要求，鯊魚號稱“海中狼”，兇猛異常，汽車號稱“路上的
舟”，沒有優良駕駛就是公路殺手；鯊魚的種類多種，汽車的廠牌眾
多。鯊魚的特性有許多是人類要學習的，我們要有個觀念：並非是越
光滑，阻力就越小。 當速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時，物體在流體中前進會
產生渦流，速度越快，渦流就越明顯，嚴重阻礙了前進的速度。鯊魚
的鱗結構，有利於減少渦流的產生，使他游得如此快速，汽車塗裝的

設計能讓汽車行駛更快
速、行駛風阻更小。能
讓人人都感受除了很重
要、也是給人帶來快樂
的源頭。

此次汽車科的校園
裝置藝術，不僅讓人耳
目一新，更深具教育意
義，可說是一舉兩得。

汽車科校園裝置藝術令人耳目一新

深具教育意義 一舉兩得深具教育意義 一舉兩得

國中部英文競賽屢傳捷報！繼英語作文、英語演講獲得台中市第
三、二名後，緊接著，讓全國中部上下動起來的大型比賽--「104年度
英文合唱比賽」再度榮獲第三名殊榮。

英文合唱比賽是項艱鉅的挑戰，因為選手不僅要有正確的英文發
音與腔調，也要展現合唱技巧，更要兼顧手勢、走位、隨著劇情而能
有臉部表情變化。

為期一個多月的訓練，來自國一1、國二1、國二2、國二3的選手
們，不辭勞苦，犧牲了許多上課、休息時間，每天勤學樓5樓音樂教室
、中天樓活動中心、國一1教室來回穿梭。本次比賽的指導老師，更是
分工合作、發揮個人專長，音樂老師廖偲淨老師，這段時間幾乎把所
有空堂全拿來訓練選手，她從選歌開始，先跳脫窠臼，揀定時髦流行
的加拿大歌手艾薇兒的<Wish you were here.>並為之寫了合唱譜；選
手發聲、音準修正、合唱練習、伴奏各式樂器訓練，老師無不親力親
為，著實辛苦。而本次合唱團中，有18位來自吳培芝老師的導師班，
另外國二1也是吳老師的任課班。因此，吳老師毅然扛下指導的責任。
老師從團練時間安排、調度選手、指導學生設計劇本、動作，每天奔
波忙碌，跟廖老師搭配相得益彰。

我們更要特別謝謝國中部的外籍老師Andrew Fathy.Andrew老師
別具教育熱忱與創作想法。每一周他會利用ESL課訓練選手口條、修正
選手發音。剛開始背歌詞時，多虧了吳老師與Andrew協助，讓選手英
文口說能力也有長足進步。

值得一提的是，四月15日比賽當天，不只偲淨、培芝、Andrew
老師、張美滿主任陪同指導、照護同學，我們驚喜於神秘嘉賓到場為
大家加油打氣---宋一
芬校長默默到場支持所
有選手。有了校長的加
持，大家在強敵環伺下
激發潛能，表現得比任
何一次練習都精彩，獲
得全市第三名佳績!

Wish you were here!
動人的合唱，希望您在場聆聽......

視覺型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

展開『焦點創新』參訪展開『焦點創新』參訪推動教育環境優質化推動教育環境優質化

本校獲選為種子學校

廣二1：謝芳妤、詹宛霖
廣二1：熊亭筑
廣二1：李嘉進
廣二2：陳郁蓉、陳家妤
多二1：廖祐淇、吳巧茵
多二1：林祐萱、廖旻紘、王竣毅
美二1：張佳琪、陳瑜暄、胡嘉芬

觀三1：林嬿馨、楊綿雯、楊馭評、
餐三1：洪瑞蓮、簡銘諒
廣三1：陳敏慧、林芳葦、陳秋樺、
　　　  柯語蓁、孫筱瑜、鄧皓芸
廣三3：潘韋儒
料三1：陳靖芳、洪紹祥、林郁芳、
　　　  郭俐伶、林育陞
資三1：全閔咨、陳冠霖、姚雅茹、
　　　  張明煌、曾子冠
廣三3：林玟儀、鄭苡妏、張譯云、
　　　  曹容榕、武雯慧
美三1：坤庭、白琦琛
多三1：陳佳蘭

料三1：趙宇新、賴韋翰、王鈺婷
觀三2：陳宥華
廣三1：楊祐瑄、許心怡、賴宣樺
應三1：洪郁涵
美三1：黃芸鳳

本校參加第103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
比賽」，本校計有86位同學獲獎，成果斐然。獲獎名單如下

特優

優等

高二1：陳冠吟
餐二1：張瑜庭、古庭羽
廣二1：張怡臻
多二2：姜孝臻

應三1：曾惠平
廣三1：顏雅真、賴怡君、黃信銨、
　　　  曹瀛心、王韋靜
美三1：王姿玲、劉懿心
觀三1：許芷瑄、林祜嶼
餐三1：陳怡潔
多三1：翁筱婷

甲等

優等

美一1：涂鈺瑄優等

優等

甲等
廣二1：黃嘉玟、余雨蓁、張心愉、
　　　  趙家儀、謝喬妮、陳儀珊、
　　　  蔡欣穎
廣二2：劉子豪、廖欣瑜、賴慈昀、
　　　  廖芳誼、劉家瑄、林昀萱、
　　　  陳怡文、藍心妤、劉冠汝
美二1：胡嘉芳
多二1：楊于萱、黃鈺媚
餐二1：林美芳、盧孟吟、詹子鋆、 
　　　  賴沛榆、劉妍竹
汽二1：李育旻、詹智勳、詹逸新
料二1：余柏安
應二1：張雅萍

甲等

本校參加第1031115梯次「全
國小論文寫作比賽」，共計8
組同學獲獎，獲獎名單如下：

103學年度國中英文演講比賽

多二1：葉雨蓁、黃郁涵、史荐軒

台中市第二名 國中部 二年一班
林彥伶同學

103學年度國中英文作文比賽

台中市第三名 國中部 二年一班
蒲慶瑋同學 智高機器人營：每人一套，

各自組裝
智高機器人營：每人一套，
各自組裝 美術營： 成果展示美術營： 成果展示競技疊杯營：每人一套 認真練習競技疊杯營：每人一套 認真練習

樂高機器人營：全神貫注，
認真操作
樂高機器人營：全神貫注，
認真操作

小廚師美語營：專業外師及
英文教師共同教學
小廚師美語營：專業外師及
英文教師共同教學

自然科學營：水火箭
及科學玩具成品展示
自然科學營：水火箭
及科學玩具成品展示

高三組 高二組

高一組

高二組

校友楊惠姍女士接受儀隊列隊歡迎校友楊惠姍女士接受儀隊列隊歡迎

大明祥龍獻瑞表演大明祥龍獻瑞表演 熱鬧精彩的演唱會熱鬧精彩的演唱會 「五光十設」專題展「五光十設」專題展

汽車科校園裝置藝術汽車科校園裝置藝術

簡忠威老師與校長暨本校同仁合影簡忠威老師與校長暨本校同仁合影

文化探索活動

104兒童潛能探索冬令營 104兒童潛能探索冬令營 六大營隊、熱鬧滾滾！ 六大營隊、熱鬧滾滾！ 

馬里亞納觀光大使記者會馬里亞納觀光大使記者會

本校國中部同學參加104年
英語歌唱比賽榮獲第三名
本校國中部同學參加104年
英語歌唱比賽榮獲第三名

樂與說美語樂趣。
「兒童資優自然科學營」由本校自然科學教師群擔任授課，課程涵蓋水火箭製

作及射遠、種子手工藝、科學玩具製作、神奇的科學魔術及親親大自然，活動中，老師
帶領小朋友透過觀察學習、紀錄，實作體驗、小朋友各個全神貫注發揮創意、腦力激
盪親手製作完成屬於自己的實驗作品。

「競技疊杯運動體驗營」由本校社團指導老師擔任授課，競技疊杯運動是目前
很熱門的活動，透過一人一組專業教具的練習，可以加強手眼協調、手腦並用，並協
調活化左、右腦，課程內容有：3-6-3教學、1-10-1教學、Cycle練習等。

本校自99學年度開始辦理兒童潛能探索營至今，獲得學生及家長很好的評價，
讓我們戰戰兢兢的規劃更適合的課程來啟發孩子的多元智能，並藉由「做中學」讓孩
子在專業教師引導下能多元學習，以增加孩子未來的競爭力！

大明高中兒童潛能探索營，暑期「夏季班」仍規劃開設機器人營、藝術營、自然
科學營、小廚師美語體驗營、競技疊杯等才藝學習營隊，歡迎父母親帶著寶貝，來享
受學習創造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