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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中午於本校彭園會館，

舉行光復中學校長迎新送舊餐敘活

動，總計有新竹縣國中校長21位參

與，新竹市建功高中溫校長貴琳也

一同來共襄盛舉，於餐敘中前姜校

長禮讓，除了感謝各位校長嘉賓蒞

臨，並向在場校長們對光復中學的

支持表達謝意，也期望在未來的日

子裡秉持對禮讓的支持，繼續給予

新校長程曉銘一樣的關愛，其表達

真情流露經驗傳承令人為之動容。

為提倡健康生活的概念，於

餐敘後提供校長們游泳、網球、

SPA、彩妝等健身活動，其中網球

與SPA+彩妝最受歡迎。共有7位校

長參加球賽，校長們於球賽後十

分誇讚本校體育老師及教練球技

高超，指導有方，學生深具服務

熱忱，感覺好像是參加澳洲網球

公開賽般備受禮遇，十分愉快。

SPA活動由本校新聘梁筑庭老師

訓練10位學生為校長們服務，經

過SPA後，每位校長有如重新充電

般神采奕奕，對高中學生就能有

如此純熟的手法技巧讚賞有加，

而彩妝則由本校約聘彩妝大師 ED 

CHEN為女校長們授課，現場除了

傳授彩妝秘訣外，大師也親自位

校長們妝點門面，一番巧手改造

後大家都年輕了十歲。

此次活動能圓滿成功，都歸

功於本校專業的師資和

學習有成的學生，校長

們對本校師生的表現非常滿意，

舉凡開車入校糾察隊的指揮、愛

校社的引導、體育班學生的球場

服務、餐飲學程的下午茶服務、

美容學程的SPA及指甲彩繪服務，

在在顯示本校教學的用心及設備

的投入，透過這樣的活動，也給

學生充分體會將來職場上待人處

世之道的難得機會。

新學期伊始 校長勉學子

 重學習守規 力行不抱怨

人，還會影響別人，所以對生活不

抱怨，用積極態度面，自然也會成

為快樂的人。所以現在有一種「不

抱怨運動」正在全球八十個國家推

行，這運動就是在手上戴上手環，

每次抱怨或指正別人就要換手戴，

得連續不抱怨２１天才算成功。兩

年多來，不抱怨活動已經蔚為風

潮，在全球八十國流行，六百萬人

參與。

大家都知道知足常樂，不知足

喝可樂，喝的一肚子氣，只是氣死

自己，對自己一點好處都沒有，所

以在這新的學期，希望大家也能推

行光復不抱怨運動，不是要大家人

人帶紫色手環，而是大家每天在光

復這校園中，主動去發掘一件好

事，可以是發現一朵可愛的小花，

可以是看到一位正妹或帥哥，也可

以是感受到老師給予的關懷，只要

大家用心感受，一定可以發掘在光

復值得讚美的事很多，自然抱怨就

少了，大家天天帶著正面能量在光

復生活，光復就能形成一個好的氣

場，這樣每個人都能成為一個更有

福的人。 」

送舊迎新校長餐會 
  竹縣21校長盛情參與

97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典禮於

2月12日舉行，開學當日同學們精

神抖擻，神采煥發魚貫進入校園，

進行完註冊領書手續後，先進行環

境的打掃，為新學期學習的開展整

理出一個舒適整潔的環境。完成所

有開學前的準備工作後，全體同學

集合在操場參加開學典禮。開學典

禮首先由新任程校長向同學們訓

勉，除了勉勵同學開學後要盡快收

心，重回學習軌道，善盡學生應盡

的唸書和守規的本分外，也分享

「不抱怨」的生活態度。校長在典

禮時致詞道：

「各位同學大家好：

開學了，同學們重返校園，經

過一個過年，個個似乎又長高了，

也更成熟了，大家站在這裡精神抖

擻，神采奕奕，相信大家在新的學

期會很快進入狀況，努力向上。

大家都知道過去這一年台灣受

到金融風暴的衝擊，很多家庭面臨

父母失業，或休無薪假，以致經濟

陷入困境的慘況，昨天新聞也報

導，因為經濟問題，有許多家庭

卻面臨繳不出學費的困境，根據統

計，全國有4萬多名貧童求助於家

扶中心，相較之下，同學們今天能

站在這裡參加開學典禮，代表你們

是很幸福的一群，所以大家不要再

抱怨開學了，又要每天來學校上課

了。

少抱怨就是校長今天要在開學

典禮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校長以前當教務主任時，常常

會聽到老師們轉述同學在抱怨光復

管的太多、學費太貴、福利社賣的

東西不好吃、老師太機車、作業考

試太多……等等，每天都能找到新

的抱怨點來抱怨，只是這樣的抱怨

會讓自己快樂、能讓自己成長嗎？

大家應該都認識台啤籃球隊員

毛加恩吧，提到毛加恩，很多人都

會直接聯想到他跟名模白歆惠的緋

聞，其實毛加恩除了有帥氣的臉

蛋，更有精湛的球技，只是他不是

一加入台啤就表現出色的，他剛回

國內打SBL時，對於台灣高速節奏

相當不能適應，加上對於裁判執法

意見很多，因此技術不但未能發

揮，還有一籮筐的抱怨。後來是當

時的教練告訴他：「你要少抱怨，

好好打，讓大家看到你的成長，也

讓球迷知道，你除了有帥氣的臉蛋

外，也有優異的球技。」聽了教練

這番話，毛加恩抱怨少了，練習多

了，才奠定自己在球隊的地位。

抱怨的話表達出我們的想法，

這些想法又創造了我們的生活，

因此負面思維不只是我們最大敵

妝大師 ED CHEN為女校長們說明 校長與體育老師切磋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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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教育學程的教育目標旨在

加深國中學生生涯試探，培養學生

自我探索、生涯探索、觀察模仿、

模擬概念及實作技巧等五種核心能

力，幫助學生未來生涯之發展。本

校與新竹市各國中合作技藝教育

學程採抽離式上課，每週三堂課，

一直深受社區內國中評價極高，每

年欲與本校合作開班之國中學校眾

多，為掌控教學品質，每年開辦約

25班。本校國中技藝教育特色如

下：

l	本校為新竹區規模最大之高中

職，各項軟硬體設施充足，現有

學程眾多，提供學生多樣化試探

職業性向選擇的機會。

l 本校為新竹市唯一即測即評即發

證中心，有多間技能檢定乙、丙

級考場，專驗教室新穎且符合規

範。

l 課程規劃除依國中技藝課程大綱

外，並設計學習單，引導學生學

習檔案的建檔與留存。

l 國中學生來本校上課由本校校車

支援接送，無交通往返問題。

l	每年合作辦理國中技藝學程班級

二十幾班次，經驗豐富。

l	參加國中技藝競賽成績優異。 

今年寒假期間觀餐學程師協辦98.1.21新竹市教育處年度會議餐敘、

98.2.9~2.10 協辦湖口國中一連兩天於關西鎮統一健康世界舉行98年度
全國中小學校務會議發展座談會之茶點以及98.2.13協辦橫山國中於 97年
度新竹縣中小學校長會議之餐敘等活動。

由觀餐學程沈淑婷主任及老師們帶領觀餐學程學生參與活動，餐飲

學程學生負責內場製作及外場接待服務，觀光學程學生負責飲料調製及

外場接待服務。每次的餐會及場地型態不盡相同，負責老師藉此帶領學

生利用上課所學的烹調製作、飲料與調酒及餐飲服務技術理念，實際運

用在餐會活動。

餐會的服務過程中，學生最緊張的事情就是來賓的臨場考驗，例如：

菜餚、點心如何製作及飲料成分等問題。因此，餐會之前的規劃，負責老

師針對外場服務同學解說菜餚的特色、烹調方式及相關服務工作分配，同

學明確地瞭解服務之任務，讓來賓感受到光復中學觀餐學程學生貼心的服

務，並將最完美的服

務呈現給大家。經過

幾次的餐會活動，學

生的實務經驗及積極

態度明顯地進步，學

生的表現讓來賓頗受

好評及鼓勵。

職　 群　 別 科  　　　 別 合作國中名稱

餐旅職群 餐飲服務學程 三民國中

餐旅職群 餐飲服務學程 內湖國中

動力機械職群 汽機車技術學程 光華國中

動力機械職群 汽機車技術學程 香山高中國中部

家政職群
美容學程

幼兒保育學程
光華國中

商管職群 資料處理學程 成德高中國中部

商管職群 資料處理學程 南華國中

電機電子職群 資訊技術學程電子技術學程 成德高中國中部

電機電子職群 資訊技術學程電子技術學程 建華國中

電機電子職群 資訊技術學程電子技術學程 三民國中

電機電子職群 資訊技術學程電子技術學程 竹光國中

 97-2合作學校

98.2.9~98.2.10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茶點

性別平等教育研習 校園案例審視借鑑
自立法院陸續通過性別平等教

育法、性騷擾防治法等性別平等相

關法案後，台灣在兩性平等上有了

大幅度的邁進。但法條的進步不表

示人民的腳步也同步跟上，尤其在

校園裡，性騷擾或性侵害的事件仍

時有所聞。

中學階段的學生因心智未臻成

熟，在上述法案中多被視為應被保

護和教育的對象，相對之下，校園

中的成年人（教職員工等）若對法

案的內容和精神不了解，有可能會

因為與學生的互動頻繁中誤觸了法

律卻不自知。

有鑑於此，學輔中心於本學期

特規劃了兩場研習活動，分別針對

職員工及教師以校園常見案例解析

相關法案的內容和精神。於開學

初2月11日先行辦理職工研習活動

（含職工、舍監、駐廠老師、校車

司機、駐校廠商代表等），邀請清

華大學黃囇麗教授以法律常識大

會考為引子，結合活潑生動的案

例解析，尤其對經常被美化的「師

生戀」以法律觀點放大檢視，讓在

場參與研習的人員都能對性騷擾及

性侵害有清楚的認知，並且踴躍提

問，整場活動於下

午五時圓滿辦理

完畢。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開學囉!

98.2.13 97年度新竹縣國中小校長會議餐敘

▲大會考滿分的同仁開心索取紀念品！

▲黃教授唱作俱佳

地講授相關法案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第9711梯次 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觀餐學程支援教育處餐會

  餐飲服務品質獲肯定讚賞

榮獲 新竹區
高 一 組

第一名　綜101  林婷葦  郭時銓       

第二名　綜101  彭亭瑄  林捷蘋  葉聖方  林玟蕙

　　　　綜102  周佳蓉

第三名　綜101  王柏翔  楊瑞梅

　　　　綜102  蘇郁翔    

入　選　綜101  楊肇瑄  曾于席  吳佳晏  陳宗棠  陳茹琳

入　選　綜102  林保瑄  陳郁婕  曾錦淳  李佳恩

高 二 組
第一名　綜201  林辰諺

第二名　綜201  詹玉竹  郭珉菱  戴涵妮  林傑

第三名　綜201  羅光軒  湯根瑋  古安平

入　選　綜201  宋欣螢  彭子威  田瑋倫  林婉婷  

　　　　　　　 游東照  彭仲萱

高 三 組
入　選　綜303  徐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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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學生從事正當休閒社團活動，增進學生對社團型態的認

識，並提供下學年度選社的參考，舉辦97學年度上學期靜態社團成

果展，98年1月9日至10日在文化廣場（新大樓）5樓圖書館前走廊

展出，參展社團有模型社、DIY串珠製作社、指甲彩繪社、黏土捏塑

社、超炫網頁設計社、氣球造型社、漫畫研究社、手偶製作社、圍

棋社、太陽能創意社、綜合工藝社、POP研習社、象棋社等13個社

團，安排一年級及二年級實務班學生輪流至會場觀賞各社團展示的

作品，參展作品的學生可獲得精美

禮物一份。

氣球造型社邱善榛老師帶領社

團的學生負責會場佈置，超炫網頁

設計社林子楊老師設計製作展出作

品名牌及海報，模型社許裕明老師

現場動態模型展示，吸引許多學生

駐足觀賞，不少學生要使用消費券

購買模型並申請轉入模型社，達

到社團成果展的目的，98年6月5

日將舉辦「動態社團成果展」，

本校熱門音樂社黃祥禎指導老

師出錢出力於97年12月31日（星

期三）18：00至凌晨01：00在新

竹市東門城迎曦廣場舉行「跨年熱

門音樂會」。

學務處社團活動組首次向新

竹市文化局申請「跨年熱門音樂

會」，活動消息公告，本校熱愛音

樂的學生、畢業校友及友校學生爭

相報名，向隅者須再等一年。

當天會場非常擁擠，座無虛

席，表演樂團互相較競，秀出最棒

的曲目，迎接2009年倒數3 2 1 東

門城四周立即施放煙火，鞭炮聲遮

蓋了喇叭的音樂聲有5分鐘，表演

者更是賣力演出一曲接一曲，直到

凌晨一點鐘結束。

熱音社張修齊社長說：「第一

次參加熱音表演，事前與團員苦練

很久，上台還是非常緊張，看見學

長熟練精湛演出，給我很大的啟

示；家人到場加油、打氣，給我更

大的信心，感謝學校及黃祥禎老師

的支持與指導」。

黃祥禎指導老師說：「今年跨

年熱門音樂會光復畢業校友遠從各

地趕回來熱情贊助演出，感到很窩

心，2010年跨年熱門音樂會持續

辦理」。

光復畢業校友
團演奏

光復熱音社演奏

「跨年熱門音樂會」

     熱力四射HIGH翻天
 靜態社團成果展

學生作品大觀園

模型社許裕明老師現場動態模型展示

▲黏土捏塑社學生作品

▲

超炫網頁設計社、P O P

社、漫研社學生作品

光復中學附設實驗托兒所於97

年1月10日下午一點至四點，假中

正堂舉辦「歡樂迎鑫牛」跨年活

動，本次活動的目的是希望以中國

傳統的年節習俗與活動，讓家長與

孩子共同體驗中國年的溫馨氣氛。

本次活動分為兩大部分；第一

部分是表演活動：托兒所的小寶貝

們以「中國年」為主題，表演多種

可愛的舞蹈和直排輪舞獅等節目！

第二部份是園遊會型式的「年貨大

街」親子活動，內容包括：知性大

街（認識中國年、吉祥話和十二生

肖）、美食大街(各式傳統年糕的

托兒所「歡樂迎鑫牛」跨年活動

創意新吃法)、藝術大街（傳統年節

藝文活動，）、健康大街（毽子、

高翹、、、等傳統童玩），這些都

是老師們貼心設計的親子活動，讓

爸爸媽媽和寶貝們充分感受到共享

中國年的喜悅與快樂！

此次活動的圓滿成功，除了要感

謝本校觀餐科師生的友情贊助外，更

要感謝新竹香山牧場，載運可愛的小

乳牛到現場，讓小朋友們「牛年摸牛

行大運」，開心無比！此外；也要向

陳秀珍老師的友情贊助至上最誠摯的

謝意，當天的現場迎春納福大揮毫；

讓家長帶回牛轉乾坤、牛年鴻運……

等春聯，更為活動增添「歡樂迎鑫

牛」的吉祥氣氛！

小A、小B班--發財迎福中國年

舞蹈班--新春喜洋洋

幼幼班表演--牛年到

舞蹈大班--新春喜洋洋 舞蹈班—歡慶戲鼓舞 大A、大B班--鼓舞賀年 知性大街—親子共釣吉祥話 小A、小B班--發財迎福中國年

舞蹈大班--新春喜洋洋 中A班--祥獅戲瑞 中B、中C班--歡歡喜喜 大C班--歡歡喜喜 知性大街--牛轉乾坤小乳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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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招生訊息】
日　　　期 活　　　　　　動 備　　　　註

3月28日 (星期六)
◎MOCC新竹區英語專業能力競賽
◎國一新生入學說明會一

限小五、小六參加

4月11日 (星期六)
◎國ㄧ銜接課程開課(為期六週)
◎國一新生入學說明會二

限小六參加

4月12日 (星期日) ◎樂高創意機器人研習營一 限小六參加

4月19日 (星期日) ◎樂高創意機器人研習營二 限小六參加

4月25日 (星期日) ◎國一新生獎學金測驗 前10% 享有高額獎學金

5月3日  (星期日) ◎國一新生登記日

辦理教職員車年終健檢 一月底學期接近尾聲時，為使本校同仁在寒假期間用
車更安心，汽車科與裕新汽車合作辦理年終愛車健檢活動，就近在本校汽車工場實

施，裕新汽車也相當重視本活動，派出了幹部級的技師支援，為同仁提供一個方

便、省時又兼顧行車安全的原廠專業服務，除了最基本的五油三水檢查、調整外，

並對整體車況提出書面建議，讓車主對愛車的狀況有初步的瞭解。期間亦讓本科同

學協助原廠技師各項操作，同時也可觀摩到技師的專業工作手法及工作態度，相信

對同學的專業提昇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也為本科汽車快速保養實習課程預作熱身。

本次共計服務三十

餘車次，車主普遍

感到滿意，活動算

是相當成功，未來

汽車科將結合各汽

車廠家資源，陸續

提供各項汽車服

務，敬請期待。

汽車科與裕新汽車合作

技師操作示範汽車快速保養技師示範操作儀器汽車健檢

 學測64居縣市

   私校之冠
朱昱臻感謝光復師資栽培

我在高一下學期時轉學到了光復高中。一開始，我

選擇了應用外語科。由於有好多年沒有接觸台灣的教

材，我其實很擔心不能夠適應。結果老師和同學們都很

關心我，常常提醒我該注意的事情。與外界的傳言完全

不一樣，我的同學們都很友善，我也看到了許多很有上

進心的同學。

我本來是個比較不會主動發言，也較不會主動參與

活動的人，個性也比較內向。但是老師很鼓勵我參加校

內外的比賽，參與和外語有關的活動，上課也會讓我帶

動念英文單字和課文。從那時起，我便開始積極累積比

賽和活動經驗，也因此開始對未來有些規劃。

就像學校裡所有職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一樣，應

用外語科在英語方面的專業課程的師資和課程都很優，

而設備上更是沒話說的。不過對我來說，我希望自己能

夠全方面的學習，能夠有更多的選擇，以英文為專長去

跨領域的涉略。

所以，我有了想轉普通科的想法。我的老師們都表

示支持，也儘可能的幫助我。光復是個很有人情味的學

校。在一次英文比賽中，我對領導老師也是普通科的

英文老師周春英說自己想轉科。當時要辦理轉科似乎太

遲了，但是因為有老師全力幫助我，學校也很有彈性的

接受我轉科的請求。後來，成績證明了選擇這條道路是

對的，在過去對我伸出援手的老師同學們，真的非常感

激。

轉到普通科時，我的不安比轉學時還要嚴重，我擔

心自己無法跟上課業，無法融入新的團體。但是，一樣

的，我又很快便適應了新的環境。最感謝的就是我的班

導師也是我們的國文老師――張淑芬老師。雖然我們已

經是高中生，老師仍然堅持使用聯絡簿，這樣能每天和

每一位同學都保持聯繫。這一年半的時間，我不知道在

聯絡簿上寫了多少的煩惱，老師總是不厭其煩地幫我打

氣，告訴我：「撐著點！」。不管是課業、家庭、人際

的問題，一堆瑣碎繁雜的事情，班導總是一肩扛下、有

求必應，凡事都要求自己做到好！就是這樣的精神，帶

領著我們班，共同創造出一次次的好成績。只要有好表

現，老師絕不吝嗇給我們獎勵。如果犯錯，老師總會苦

口婆心相勸。她甚至比我們自己更關心我們。她是我遇

過最用心、最關心學生的老師！

光復有很多很棒的老師。資歷豐富，上課時還很幽

默。學生普遍討厭的課像是數學、地理、歷史等等，也

因為老師們而變的有趣。下課時，我們常常會包圍任課

老師，老師們從不介意我們佔用他們的休息時間，雖然

會累，卻很高興我們積極的問問題，沒有課的時候還會

專程來幫我們解惑！我們跟老師們的互動良好，同學之

間相處融洽，上課感覺很快樂。放長假時，我們反而有

種空虛的感覺，迫不及待想開學呢！

在光復的日子裡，充滿了歡樂和溫暖。享有了比一

般學校要好的設備，還有經驗豐富又非常照顧學生的老

師們，身為一個光復的學生，我覺得我的高中生活，很

幸福！

給國中部家長

    的一封信
敬愛的家長您好：

今年寒假，本校姜校長屆齡榮退，自

98年2月1日起由教務處程曉銘主任接任

校長。程校長歷任本校訓育組長、普通科

主任、副總務主任、校長室主任秘書、

教務主任、國中部主任等職，學經歷完

整。本校在教育行政資歷豐富的姜校長四

年半的努力經營下，深獲新竹市政府教育

處蔣處長及新竹縣市各級學校校長的好

評，相信在姜校長紮根的穩固基石及程校

長的用心下，本校會持續穩定成長。

後學太華自本學期起接任國中部主

任，太華在他校任教2年，歷任訓育組

長、課務組長；在本校任教16年，歷任導

師、學程中心主任、實驗研究組長、就業

組長、學生事務組長等職。太華將秉持校

長指示辦好國中部，除要求導師嚴管勤教

外，也期望導師能本著愛心與耐心多給予

學生關懷、幫助孩子成長，期使能達到老

師用心、學生安心、家長放心的目標。

今年正逢全球金融海嘯的襲擊，全台

各級學校許多家庭面臨學費繳交的困境，

教育部也針對此一問題提出就學安置計畫

來紓困。本校董事會針對就讀本校國、高

中部繳交學費有困難的學生，也提出紓困

辦法，學生就學若有困難，家長可向學校

提出申請，我們將竭力為您解決困境。

今（98）年大學學測新竹區有4人滿

級分，其中1人為本校國中部95年應屆畢

業生葉浩瑋同學(目前就讀科園實驗中學

三年級，國中導師為張淑芬老師），本校

與有榮焉，未來我們的辦學目標期望能在

國中階段打好同學們的基礎，讓每位同學

都能適性發展。

最後，感謝各位家長給予我們的支持

與鼓勵，光復國中部勢必在生活教育、品

德教育及學業成績上給予孩子最大的協助

與教導，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來電

賜教，我們將虛心檢討改進。敬祝  各位

家長

身體健康  事業順心

光復中學國中部主任  黃太華 敬上

98年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