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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市誼聯繫校誼推展外交

 本校組團訪問日本芳泉中學
【本刊訊】教育部為擴展國際視野，提昇學習品質，推動高中高職學

生教育旅行，訂定「挑戰2008─E世代人才培育計畫」，鼓勵各級學校組
織教育旅遊團到日本遊學訪問。新竹市與日本岡山市締結為姊妹市多年，

雙方政府高級官員每年都有交流訪問，情感至為熱絡。本校配合新竹市政

府推動國民外交之政策方針，與該市芳泉中學結為姊妹學校，透過互訪與

書信往返，早已建立堅固友誼基礎，為鞏固岡山市與新竹市姊妹市情誼，

聯繫芳泉中學姊妹校情誼，本校於十二月四日至九日止，組成龐大親善教

育訪問團，前往芳泉中學交流學習，獲得該校校長山脇健先生暨全校師生

熱烈歡迎，在中日雙方國旗並列的歡迎場合，岡山市教育委員會山根文男

教育長特派次長曾田佳代親臨致詞，本校托兒所姊妹校河合保育園小西志

安園長、深柢保育園出宮智子園長到場觀禮，活動內容有紀念品交換、管

樂演奏、工藝教學活動、餐會活動等，熱鬧歡樂，深情感動，難以言表。

本校這次親善教育訪問團陣容如下：

團　長：教務主任程曉銘　　　　領　　隊：社團活動組長鄔滬生

翻　譯：課程研究組長葉健誠　　副 領 隊：導師關蕙倫
管　理：幹事謝文海

綜高271班 蔡佳均

綜高271班 陳德佳

綜高271班 陳姿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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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高271班 許眉可

綜高271班 吳珈羽

綜高271班 查姵瑜

綜高271班 彭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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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高271班 鄭瑋婷

綜高271班 彭佩芳

綜高271班 李　璇

綜高273班 林嚴懋

綜高273班 林璟棠

綜高273班 楊欣諭

綜高273班 張裕子

綜高273班 陳加樺

綜高273班 羅浩茹

聘清大博士擔任科學講座

國中生對生物科技有興趣
【國中部訊】本校為培養學生對生物科技之興趣，提高學習效果，

特別邀請清華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暨生命學系的李寬容教授到國中部演

講，主題是「生物科技簡介」。

李教授自清華大學畢業後，獲美國羅契斯特大學物理化學博士，並

在賓州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專長是核磁共振和生物化學，這次專題演講

的主要內容談到螢光鼠和螢光魚的基因轉殖、肥胖、同性戀、母愛等的

基因作用、染色體的異常構造、裸鼠身上為什麼會長出人類的耳朵等有

趣現象。李教授的演講深入淺出，生動有趣，同學們聽的津津有味，最

後同學們提出許多相關問題，與李教授有精采的互動，開竅良多。

綜高281班 陳倢安

綜高281班 康嘉翔

綜高281班 溫苡均

綜高281班 楊育鈞

綜高281班 邱安琪

綜高281班 徐偉堯

綜高281班 吳季玫

綜高281班 宋芸葶

綜高282班 黃芷榆

綜高282班 施啟新

綜高282班 楊怡萍

綜高282班 吳怡君

綜高283班 戴筱柔

綜高283班 劉雅晴

綜高283班 梁芷樺

綜高283班 陳怡君

綜高283班 呂欣盈

綜高314班 吳曉崴

綜高314班 范慧茹

新竹市光復高中

原住民文化社天使

隊為將愛心落實為

善行，2006年開始
踏出校園，利用假

日到原鄉部落服務

獨居老人暨行動不便

患者，除贈送物資及打

掃家庭外，又可與部落耆老訪談，深

入了解原住民文化風俗。為與全國志

工服務社團分享服務心得，報名參加

「行政院青輔會2007年GYSD弱勢關懷
服務類少年組績優團隊」競賽，榮獲

全國第二名。

在最初社團服務的日子裡，天

使隊的學生們以出力的服務為主，在

看到慈濟、獅子會等慈善團體贈送物

資，為給予更直接的實質幫助，決定

以演出方式自募款項籌買物資。所以

從2006年2月起，天使隊用歌聲、舞
蹈參加科學園區揚明光學公司、安泰

人壽新竹竹塹服務處尾牙宴、新竹市

文化局燈風照吉慶元宵、新竹市東區

扶輪社24週年社慶表演等，共募集演
出費11,561元。

2006年7月在尖石鄉公所社會課
葉弘和課長、嘉樂村、錦屏村、梅花

村、新樂村各村村長、光復高中鄔滬

生組長、劉雅蘭老師帶領下，天使隊

學生帶著紙尿褲、內衣等民生用品，

及40個便當給兩位行動不便的獨居老
人，完成首次自籌經費資助原鄉部落

獨居老人暨行動不便患者家庭。目前

天使隊的愛心已散播至竹東鎮世光教

養院，在服務重度、極重度（智障、

多障）院童時，更能體驗協助者應具

備的耐心、愛心、關懷，而院童的笑

容就是最美好的回饋。

今年榮獲GYSD弱勢關懷服務少年
組績優團隊全國第二名，帶給天使們

更大的信心，也藉以號召更多泰雅族

的學弟妹加入志願服務工作，服務更

多需要幫助的人。

餅香和盈盈笑聲。

當日除比賽現場外，同時有光復

中學學生表演的魔幻聖誕秀，由喜憨兒

慈善基金會谷世偉副主任、光復中學家

長會黃進財會長及光復中學姜禮讓校

長，共同舉行薑餅屋的點燈儀式，一同

為聖誕佳節祈福，並將義賣所得48800
元捐贈給喜憨兒慈善基金會。隨後進行

頒獎，各取國、高中組前三名和佳作

六名，依次頒發3000、2000、1000、
300元獎金和獎狀獎品，最後在學生載
歌載舞演唱聖誕歌曲，享用觀餐學程學

生製作的茶點歡樂氣氛中，圓滿結束此

聖誕系列活動。

「送愛心至部落」原住民文化社
天使隊榮獲行政院青輔會弱勢關懷
服務類少年組績優團隊全國第二名

【本刊訊】在薑餅飄香中，桃

竹苗區國中生於12月15日上午齊聚
本校，參加光復中學觀餐學程第一屆

『薑心比心 餅意無窮』－薑餅屋創意
大賽暨點燈儀式，當日並配合學生製

作之薑餅屋愛心義賣，將所得捐贈給

喜憨兒慈善基金會。

本校已舉辦過六屆校內薑餅屋創

意大賽，有鑒於本校與新竹各國中合作

技藝班行之有年，希望能在升學之路之

外，為技藝取向的學生開創一擅場舞

台，今年特別擴大舉辦此技藝競賽，除

活動前由觀餐學程學生親手打造出桃竹

苗最大薑餅屋(約2.5公尺高)外，活動當
日並邀請桃竹苗區國中學生組隊競賽，

高中校內參賽68隊、國中有來自各校共
35隊報名，在2個小時比賽過程中，學
生們得從準備好的大片薑餅進行裁切、

組合，粗具薑屋模型後，還得發揮創

意，妝點聖誕味，讓會場中瀰漫著濃濃

陳總統親臨志工大
會師會場致詞

榮獲弱勢關懷服務類少年組全國第二名

光復高中妝點溫馨聖誕節
竹苗最大薑餅屋點燈儀式桃竹苗最大薑餅屋點燈儀式

點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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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光復高中紅絲帶社團

「Low梗劇團」，擔任學校、監獄、
社區防疫志工，執行愛滋病防治宣

導，參加「行政院青輔會2007年
GYSD一般服務類少年組績優團隊競
賽」榮獲全國第二名。

95年11月21日本校接獲教育部
中部辦公室書函：財團法人台灣紅絲

帶基金會計畫補助30所高級中等學
校成立「紅絲帶社團」，鼓勵學生參

與愛滋病防治工作，於是本校結合新

竹市衛生局、教育局、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分院、新竹市東區扶輪社的支

援，擬訂防疫宣導行動方案計畫案，

送交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審

核，96年3月19日通過紅絲帶基金會
初審，96年6月22日通過複審，並榮

獲高中組計

畫評選第二

名。

本 校 紅

絲帶社團─

「Low梗劇
團」，由鄔碧芬老師指導，編寫出

「希望在唱歌」劇名，20位紅絲帶
社員利用課餘時間排練，從人物角

色、道具製作、音樂選曲、舞台佈

景，皆透過師生熱情參與討論建立

共識，計畫以生動、活潑、逗趣的行

動劇，從基層做起，採取「母雞帶小

雞」策略，進入高中、國中、國小、

監獄、社區宣導愛滋防治，遠離愛滋

病，許台灣一個無愛滋的未來。

96年9月7日Low梗劇團首次到新
竹縣立寶山國中莒光分部演出，接著

到新竹國小、光復高中、香山國小、

民富國小、內湖國中、大遠百陽光廣

場、新竹監獄、台大醫學院、建華國

中巡迴演出，4000位觀賞者已認識
如何做好愛滋病防治工作。紅絲帶社

團計畫持續擔任學校、監獄、社區防

疫志工，執行愛滋病防治宣導工作，

期許台灣一個沒有愛滋的未來。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是成功

必須要有一番努力。 
今年四月我開始接觸紅絲帶的

相關資訊，或許大部份的人對「紅絲

帶」的這個新名詞很陌生，起初我也

是如此，「紅絲帶」是推動愛滋病防

治宣導工作，直到參與了紅絲帶基金

會研習課程後，使我發現原來一般大

眾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對“愛滋病＂有

所誤解，「紅絲帶」是推動愛滋病防

治宣導工作。 
愛滋病是二十一世紀最嚴重的

人類浩劫，一場人類輸不起的戰爭，

也因為如此我們更不能忽視它的存

在，於是我們開始了紅絲帶計畫。今

年暑假，我們這群熱愛表演的孩子

們在組長的號召下，成立了Low梗劇
團；什麼都不懂的我們，在社團老

師鳥媽媽的帶領下，我們開始摸索，

NG、討論，面對一幕幕的挑戰，對
我們來說都很新鮮。擬定劇本、選角

色、對台詞、彩排直到正式上場，整

整花了一個暑假，或許有人覺得這根

本是瘋子的行為，但在首場表演中，

觀眾的專注與熱烈的掌聲，給我們很

大的迴響，兩個月的打拼很值得。 
在每場演出的前一晚，我們總

會留校開會討論與排演，課後拖著疲

憊的身軀參加團練，這就是Low梗劇
團的熱血精神，重視每一場的巡迴宣

導，針對宣導對象年齡層的差異性，

修改劇本內容與尺度，以最佳的表

演方式傳達愛滋病預防方法。記得在

香山國小表演結束後，有位女老師感

動的哭了，感謝我們願意到他們的學

校巡迴宣導，讓孩子們獲得更多愛滋

病的資訊，她給我們無比的信心與鼓

勵，使原本就很熱衷表演的我們，更

積極投入完美演出。 
在這四個月內我們總共跑了11

場的宣導，觀眾比預期4000人還要
多，掌聲一場比一場熱烈，大夥的心

愈來愈緊密。為了奪得行政院青輔會

2007年GYSD全國績優社團的名次，
我們使出渾身解數，在月考完的午後

捨棄了玩樂，留校九個小時製作競賽

簡報資料，比賽越接近大夥向心力越

強勁，彼此的支持與鼓勵便是最好的

精神糧食，在我們心裡只有一個共同

的理念：「非贏不可」！拿到全國第

二名的成績，並帶給新一代學子正確

的愛滋病觀念，是我們的榮幸，每一

滴汗水與淚水都是值得的！ 
感謝Low梗劇團團員們，因為有

你們的付出才有這麼美好的果實；

也很感謝團員們的家長，因為有您

們在背後的支持，使我們的表現更

為出色；謝謝社團老師鳥媽媽的指導

與栽培，讓我們每一個人擁有寶貴的

經驗，更具備了舞台的魅力；更要感

謝社團活動組的鄔組長，因為有您給

我們站在舞台上的機會，我們才會有

現在的好成績！要感謝的人太多了，

Low梗劇團真的很幸運，得到很多貴
人的支持，我們會繼續努力！也希望

擁有「志工服務」熱誠的學弟妹們加

入Low梗劇團，把我們的熱血精神延
續下去，Low梗劇團不只有第一屆，
還要有第二屆、第三屆……，甚至連

我們的子孫都能看見。 
今年，我們經歷了一個不一樣

的暑假；明年，學弟妹們將會擁有更

特別的暑假！

本校響應新竹愛恆啟能中心成立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廠－校園

募發票活動。於短短一個月中募集大量發票，其中綜123班共募
得4800多張發票，勇奪新竹縣市第一名，獲邀參加愛恆啟能中心
「愛心聖誕感恩派對」，與中心院童同歡。

會中我們的同學除主動協助身心障礙院童用餐，更熱情上台

表演街舞，忘情熱舞之餘還把褲子給跳破了，製造最佳的笑果！

我們同學的愛心不僅獲得愛恆啟能中心大力讚賞，也得到多

家媒體的青睞，差點擠爆了版面，也讓社會大眾見識到光復中學

的愛心，真是新竹第一名！

愛恆啟能中心為了答謝同學的熱情贊助，中心主任戴耀賽先

生於聖誕節當天將化身為聖誕老公公，到本校與募集發票第二名

的綜 2 8 1
班同樂，

讓學生感

受一個別

具意義的

聖誕節。

榮獲一般服務類少年組全國第二名

Low梗劇團甘淑青團長心得分享

榮獲行政院青輔會一般服務類少年組榮獲行政院青輔會一般服務類少年組

績優團隊全國第二名績優團隊全國第二名

紅絲帶社團

紅絲帶社團Low梗劇團受
邀於志工音樂會演出

※運動社團競賽優勝名單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補助本校辦理96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運動社團辦

理體育活動，96年11月23日13:10在文化廣場1樓大廳舉辦舞蹈比賽，96年
11月30日13:10在忠孝保齡球館舉辦保齡球比賽，獲獎學生於12月21日全校
升旗時請校長頒獎。

※96學年度班際杯羽球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男組 綜291 綜201 綜131

高女組 綜324B 綜302A 綜171B

高混組 綜281 綜282 綜304

國混組 國304A 國303 國104A

  校園募發票

  愛心奪第一

第三名  
264-10 翁翊婷、264-04 徐韻庭、
264-36 田絜瑀、264-45 夏  瑩、
264-42 徐會翔、264-27 張堂桓

保齡球比賽：

第一名 282-20 李紹瑋    
第二名 224-34 鄭凱元    
第三名 222-13 吳宗庭

舞蹈比賽：
第一名  
292-20 彭一峰、223-45 呂學發、
223-19 羅煒傑、292-9   朱俊宇、
112-42 莊詠盛、111-30 廖志峰、
123-46 陳柏勳、122-31 梁任禹、
152-8   成官軒
第二名  
317-30 吳國聖、309-16 羅仕清、
194-44 黃俊鴻

※96學年度班際杯排球賽 

高男組

第一名綜306班  
第二名綜104班  
第三名綜305班

高女組

第一名綜301班  
第二名綜293班  
第三名綜281班

運 動我 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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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訊】本學期教務處舉辦之各項國語文競賽已經全部比賽結束，

感謝所有參賽同學們的大力支持與競賽期間的努力及國文科教研會老師們的

協助，讓本次競賽圓滿落幕。

本學期各項比賽之國高中參加人數總計有中文作文54人、國語演說32
人、國語朗讀43人、中文寫字(書法)39人、字音字形測驗52人、硬筆書法55
人，總計參與人數275人。在競賽前，許多參賽同學為了爭取最高榮譽，利
用課餘時間積極練習，為了更瞭解自己的缺點及應該改進的方向，同學們都

能主動尋求老師的協助與指導，為了比賽，每個同學都卯足勁不斷練習，不

論得獎與否，相信對參賽的同學都是一次最好的經驗。

對於本次競賽得名的同學及未得獎的同學，我們皆給予最熱烈的掌聲！

因為有了大家一同的參與，讓這場競賽更加精采成功，期待來年會有更多的

同學一起來參與！

※項目：國語演說               

國中組：
第一名  國104  林雅雯
第二名  國202  涂至伶
第三名  國203  力士航

高中組：
第一名  綜272  葉譯婷
第二名  綜101  戴涵妮
第三名  綜203  彭雅屏
第四名  綜161  陳欣屏    
　　　  綜204  林哲瑋

※項目：國語朗讀

國中組：
第一名  國102  魏美瑱
第二名  國104  吳俊頡
第三名  國202  林耘而     
　　　  國203  陳鴻任

高中組：
第一名  綜291  王俐婕
第二名  綜202  羅景彥
第三名  綜103  何家瑋
第四名  綜171  范育芳
第五名  綜203  羅涵微

※項目：中文作文

國中組：
第一名 國103 曾祈瑜
第二名 國202 吳雅琪
第三名 國101 彭子謦

高中組：
第一名 綜202 甘淑青
第二名 綜273 廖偲勛
第三名 綜101 宋欣螢
第四名 綜203 徐　維
第五名 綜102 李巧旻
第五名 綜182 劉俐瑩

※項目：寫字

國中組：
第二名 國103 黃子晏
第三名 國203 吳彥霆
佳  作 國101 賴韋幗

高中組：
第一名 綜182 劉媺玲
第二名 綜152 林美綺
第三名 綜151 黃逸茹
第三名 綜202 羅  婕
第四名 綜293 黃翊倫
第五名 綜242 游冠琳

文藝青年龍虎榜─96年國語文競賽  

※項目：字音字形

國中組：
第一名 國104 許凱博
第二名 從缺
第三名 從缺

高中組：
第一名 綜272 羅  婷
第二名 綜195 劉育玟
第三名 綜292 詹雅婷
第四名 綜202 溫若敏
第五名 綜242 劉美芳

※項目：硬筆書法

國中組：
第一名 國104 蔡幸容
第二名 國203 傅建霖
第三名 國103 許怡慈

高中組：
第一名 綜273 練　美
第二名 綜241 陳綉慧
第三名 綜251 蔡佳璇
第四名 綜102 羅光軒
第五名 綜264 張子璇
第五名 綜282 林羽柔
第五名 綜283 孫育鈴

「羅婕」是我的名字，從有記

憶以來，就知道我身於一個單親家

庭，媽媽離了婚兩次，我和弟弟是同

母異父的姐弟，家中有媽媽和弟弟共

三人，因不符合低收入戶的條件，家

中所有經濟來源均由媽媽一人身兼數

職教養我及弟弟，也因為這樣的環

境，造就我從小獨立、自主的個性。

記憶中我們常搬家，可說是

「遊牧民族」，因為媽媽只要拖欠

房租，我們就會被房東趕走，但媽

媽說：「忍耐，克難一下。」，只為

能有多些錢，讓我跟弟弟多點費用學

習、參與校內外的活動與課程。

我不是一個聰明的人，但我知

道「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不努力是

絕對不會成功！」。

一路走來，不管是課業、各項

才藝，如音樂、舞蹈、電腦、社會服

務，除了自己的努力，感謝我有一個

身兼數職的母親給我全力的支持，感

謝從小到大所有老師無悔的指導，更

感謝社會與學校給我適時的

支助，雖然身處於「貧窮」

家庭，但在學習的過程中我

是「富有」的。 
媽媽曾說：「很抱歉，

不能給你一個很好的學習環

境，只能給你在學習過程中最大的支

助。」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想，有想

唸的學校，但理由或許不同，我想唸

跟醫學相關的學系，在我的求學路程

中，接受過太多人的幫助，像是家

人、朋友、學校、社會團體，讓我從

小學便有幫助他人的願望，而常因生

病進出醫院的我，看到醫院裡人滿為

患的情況，也深深的覺得我應該對社

會有些貢獻，我的母親長期辛勞的工

作，造成她身體越來越差，只要一個

小感冒，她都可以因此而住院，讓我

好害怕會失去她，因此，我希望自己

能幫助像我一樣的人，每個人都有家

人，我不希望他們經歷跟我一樣的痛

苦，所以我決定走上醫學這條路，話

說施比受更有福，我希望能盡我一份

力量，讓更多人得到幸福，也能好好

照顧我的家人。

對於「總統教育獎」，只覺得

那是遙不可及，心裡直問：「可能

嗎？我有這種榮幸嗎？我有這種資格

嗎？」但又好希望能爭取到這份獎

金，在我推薦總統教育獎的內容中，

我寫下了我的自傳及各項經驗，像是

幹部、獲得獎項、成績等等，以上都

是參與這個獎項所需的。

我並不是在誇耀學校，但學校

真的是給我很多機會，從國一的電腦

文書、聲樂比賽、到高二班聯主席、

高三總統教育獎，這些都是學校給

我的，還有普仁基金會，這也是從

學校得知的機會，這個基金會在通過

他們的內部選擇後，就可以從他們那

邊得到金錢方面的資助，只要偶爾盡

些義務。也要感謝國中的班導─春玲

老師的提拔，要不是老師在國中時不

斷的鼓勵，我在高中也不會有這樣亮

眼的成績，還有雅文老師，總是支持

我，當然也要謝謝同學們，我能有現

在的個性，都是因為班上同學的開朗

活潑，他們一直在背後支持著我，真

的是〝要感謝的人太多，就感謝天

吧！〞

賀
綜301班羅婕同學 獲選入圍2007總統
教育獎並榮獲教育部2007奮發向上優秀
學生獎學金5萬元及本校獎學金4000元。

十一月
借閱排行榜
第一名 綜192班
第二名 綜302班
第三名 綜195班
第四名 綜303班
第四名 綜328班
第五名 綜142班
第五名 綜252班

星星光光頻頻道道
升學講座暨證照檢定現況說明會

【教學組訊】為使進修學校學

生及早了解與準備升學相關知識，有

別以往由三年級參加，11/23日特別
安排一、二年級同學參加升學講座，

講師邀請進修學校教學組長鄭福昌

老師擔任，針對如何準備『桃竹苗區

四年制進修部專科學校二年制夜間

部』、證照加分的介紹及歷年考古

題作深入淺

出的分析，

相關資料置

於進修學校

網站，歡迎

同學上網查

詢。

為使同學了解技能檢定現況，

亦邀請實習輔導處陳春色主任舉辦證

照檢定現況說明會，介紹各類證照考

試方式與應用，以清晰簡單的概念，

強化同學考照的信心與動力。

全國盃髮型美容競技大會
【教學組訊】11月22日美容科

13位學生參加在建國科技大學舉辦
之2007年中
華民國全國盃

髮型美容競技

大會，成績優

異榮獲個人組

優等2項，佳
作 1 1項；團
體組獲得團體

特優獎盃乙

座，於 1 1月
2 3日由美三
甲程珈蓁同

學代表將團

體特優獎盃

獻給學校。

得獎學生如

右：

工讀生座談會
【建教組訊】建教組為了解本

校工讀班學生各項問題，於12/5舉辦
工讀生座談會，計有300多位學生參
加，會中除校長針對工作態度懇切叮

嚀外，另由夏偉倫組長推薦本校校友

常晏榕先生(90年汽車科畢業)作專題
演講，演講題目是「我的求學過程及

工作經驗分享」，在風趣的演說中，

引起學弟妹熱烈的迴響。

班級 姓名 名次

美二甲 宋岱芸 佳作

美二甲 林易緯 佳作

美二甲 陳姿蓓 佳作

美二甲 黃莉萍 佳作

美二甲 余萬霖 佳作

美二甲 邱鈺珊 佳作

美二乙 李侑勳 佳作

美三甲 洪莉雯 優等

美三甲 程珈蓁 優等

美三甲 葉博軒 佳作

美三甲 陳姵吟 佳作

美三甲 陳志忠 佳作

美三甲 陳雅屏 佳作

聖誕主題櫥窗特展
此次主題櫥窗特展由餐飲觀光科負責，除

了聖誕裝飾佈置外，也配合『薑心餅心，餅意無

窮』活動，展出學生

薑餅屋作品三座。

聖誕主題櫥窗學生薑餅屋作品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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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教育訪問行程概述
本校於96年12月4日－12月9日，辦理國際性學術交流活動，參訪日本姐妹

校-岡山市立芳泉中學，順道參觀日本大阪、岡山、廣島、福岡等地。
六天五夜之行程如下：

第一天12/04 星期二 學校—桃園—大阪—姬路
第二天12/05 星期三 姬路—芳泉中學拜會—後樂園—倉敷—廣島
第三天12/06 星期四 廣島—和平紀念公園—宮島嚴島神社—錦帶橋—關門大橋—

八幡溫泉

第四天12/07 星期五 八幡溫泉—豪斯登堡暢遊（漁人碼頭、荷蘭皇宮、豪斯登堡
宮殿、泰迪熊王國、神秘的艾沙、水晶夢幻館、音樂盒幻想曲、大

航海體驗館、雷射燈光煙火秀）

第五天12/08 星期六 豪斯登堡—太宰府天滿宮—博多運河城—福岡
第六天12/09 星期日 福岡—桃園—學校

芳泉中學

二、芳泉中學校長山脇健先生來函全文

三、山脇健校長來函中譯文（葉健誠老師執筆）

致　光復中學校長   姜禮讓 先生
初冬之際，敬祝校長先生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前幾天，貴校的老師和學生們訪問本校，在親切的氣氛之中進行溫馨的交流，

非常感謝！

訪問當天全校的歡迎會、學生們的交流活動以及午餐時的暢談，雖然時間非

常的短暫，交流活動卻很充實。學生們馬上變成好友，互相的歡樂交流，加深了彼

此的了解。也有學生因此成為很好的朋友，甚至在最後時看到了學生依依不捨的表

情，我被姐妹校學生之間的熱烈交流，大為感動！我也和貴校的老師和程曉銘主任

及其家人在午餐時暢談甚歡，並為今後的交流交換意見。

在全校的歡迎會上，岡山市教育委員會山根教育長的代理人曾田佳代教育次

長，也來校致詞。從貴校領隊程曉銘主任及學生代表李璇的致詞，留下了美好的回

憶，非常感謝！透過這一次的訪問，加深了和貴校姐妹校的交流及學生們對國際觀

的理解和教育活動的充實等等。我們期待兩校的友好交流可以更加發展。

現在我們由衷的期待2007年元月訪問貴校的日子，有關訪問的計劃及學校的訪
問、學生的家庭住宿等活動，令貴校多費心，由衷地表達感謝。訪問當天，也要請

貴校多多照顧。另外，有關詳細的內容，今後也會透過葉老師和貴校聯絡調整，以

更加充實訪問的內容，敬請多多指教。

最後，感謝貴校校長先生及全體教職員的深厚情誼，同時祝大家身體健康、校

運昌隆。

岡山市長芳泉中學  校長  山脇  健
2007年12月7日

四、姜禮讓校長致謝函全文（余佳臻秘書執筆）

致　芳泉中學校長　山脇 健先生
甫接來函，由衷歡悅，歲末迎新送舊之際，敬祝　校長先生新年快樂，如意

順心！

日前本校教育旅行團訪問　貴校，特別感謝　山脇校長和河合保育園深宮園

長的熱情接待，本人因校務在身未能躬自拜訪，由本校教務主任擔當領隊之職，

程主任特別轉知　貴校誠摯熱情接待之誼，並蒙賜　貴校拍攝之行程照片，從盛

大的歡迎會、學生課堂上的交流、豐盛的午餐招待、提供後樂園門票並由校長陪

同參觀，最後還獲校長贈送美味蘋果和紀念品，本校學生承蒙　貴校師生多所關

照，實感無限感激。

本校學生對此交流活動均給予高度肯定和善意回饋，咸感此行收穫良多，對

於日本的文化人情和教育現場都有更深一層的領會，相信藉由姊妹校的教育交流

模式，對於開闊學生國際視野必有正向助益，並有益於深固兩校友誼。

此次教育交流活動亦為本校取經觀摩之旅，透過　山脇校長、　貴校老師與

程主任、葉老師的直接研討，更有助於本校舉辦2007年　貴校來訪的活動，本
校自當悉心規劃，妥善安排，期能使　貴校師生有賓至如歸的感受，葉老師特別

請我轉達寄宿家庭已安排妥當的訊息，在此請　山脇校長放心，其他相關事宜也

請　貴校不吝賜教，本校必當竭力配合，以充實訪問內容。

再次表達歡迎芳泉中學師生明年一月的親善訪問，也敬祝貴校　校運昌隆！

新竹市光復中學　校長  姜禮讓
12.13.2007

親善訪問交流活動記實光復中學 VS

五、關蕙倫老師訪問心得分享
懷著一顆興奮期待又帶些忐忑緊張的心，我們這支由程曉銘主任帶領的日本教

育旅行參訪團，於十二月四日下午浩浩蕩蕩的啟程前往日本了！成員計有葉建誠組

長、鄔滬生組長、關蕙倫老師及謝文海先生率領五十六位學生一同踏上旅程！

第一天晚上到達大阪國際機場，冷冽的寒風襲來卻吹不熄大夥高漲的熱情，

連夜搭車趕至姬路的旅館後便儘速歇息，養精蓄銳以便迎接第二天早上此行的重頭

戲—芳泉中學參訪。一早起床，我們捉著晨光，整理好每個人的行頭，於預定時間

抵達了我們位於岡山的姊妹校。一入校門，就受到了芳泉中學師生的盛大歡迎。換

好室內拖鞋，稍事休息，欣賞了日本傳統茶道及品嚐甘美的和菓子後，大家便魚貫

進入體育館，同時響起熱烈的掌聲及悠揚的管弦樂團演奏曲—桃太郎！接著雙方介

紹來賓、致詞、互贈禮物、樂團表演等，在在表現了兩校間的良好互動！隨後同學

們分組進入教室和芳泉中學生交流，熱絡的做著紙陀螺、中國結，教室裡交雜中、

英、日文，更有無國界的肢體語言，笑聲充斥期間！中午享用了營養滿點的美味午

餐，過後我們帶著滿篋的禮品，滿心的祝福，依依不捨的揮別了芳泉中學。相信此

次圓滿成功的參訪會更加深兩校的情誼，甚至也是一次融洽和諧的國民外交!並深切
期盼著明年元月芳泉中學校長、老師和同學的到訪。

之後的行程我們的足跡陸續踏上了悠靜的日式庭園—後樂園，沉浸在楓紅片片

的浪漫中，也乘船到宮島的嚴島神社，巧遇了一對新人正在舉辦古代婚禮，讓四周

的碧海為他倆的愛情做見證，大家也紛紛鼓掌給予祝福……，伴隨著新娘嬌羞的笑

臉，我們繼續旅途：充滿日式建築之美的錦帶橋；雄偉的海峽大橋，及令人低迴不

已，感觸良多的廣島和平公園；豪斯登堡的美麗城堡使人彷彿置身歐洲街頭，夜間

的煙火燈光秀更得到驚呼連連；太宰府天滿宮前，大家摸著銅牛，緊握著御守，虔

誠祝禱能順利考上理想的學府；最後的壓軸—福岡大血拼：目不暇給的各式精巧飾

品、衣物讓人暈眩，重口味的拉麵也好吃得讓人舌頭都快掉出來了……

六天五夜的旅程平順的結束了，提著滿載的行囊，離開福岡機場，回到了溫暖

的台灣。此趟行旅能如此順遂，都要歸功於程曉銘主任睿智開明的領導風格、葉建

誠組長精確風趣的翻譯言談、鄔組長和海哥的熱忱與負責等，更要為同學們的配合

鼓鼓掌，我們此行體認了日本人周到的禮數和親切的言行，但在溫煦的笑容中內心

也堅持著謹慎不茍的處事態度，對自己民族精緻細膩文化的驕傲與延續保存……，

在羨慕讚嘆他人的同時，我們除了反躬自省，更要效法其進步成功的精髓，這也是

無形中最深化的教育與收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