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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本校創校55週年校慶運動會於11月14日星期五在大操場舉行，
開幕式由校長姜禮讓親自主持，校長致詞說：光復中學創立於民國42年，由當
年的3班100多名學生，55年來發展到現在全校150班6000多名學生，本校是一
所不斷成長、發展、壯大的學校。今日的光復是創校以來設備最完善、升學率最

高、學生取得技能證照最多、校譽最隆盛、最多人想來就讀的學校。但是我們也

面臨就業最困難、學生平均體能最弱的時候，所以我們以運動會方式慶祝校慶，

希望全校師生都能因參與運動而強身，也希望全校師生從趣味競賽中體會團隊必

須同心協力，團結合作才能取勝的寓意。

這次運動會全部活動以趣味競賽方式進行，全校分成國中、高男、高女、

高男女混、教職員工等五組競技，以班級為單位參加，運動項目有「我是勝投

王」、「滾滾紅塵」、「喜從天降」、「面目全非」、「蜈蚣競走」、「拔

河」、「10人11腳（20人21腳）」、「大隊接力」等八大運動項目，當天風和
日麗，氣溫涼爽，極宜運動，全校師生都在興奮、賣力、熱鬧中進行，過程進展

順利，全部活動於當天下午四時閉幕頒獎，由於獎項多，各有勝負，得獎班級歡

呼之聲此起彼落，有的班級製作加油海報，頒獎時用海報助勢，有如嘉年華會，

歡樂連連，皆大歡喜。閉幕式由家長會長黃進財主持，特別讚揚全部運動會秩序

安排得宜，感謝大會工作人員辛勞，盼望競賽結果勝不驕、敗不餒，明年再來。

97學年度創校五十五週年校慶暨趣味競賽運動會成績總表
序號 頒獎獎項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1 高男組我是勝投王 293張啟榮 344呂佳洋 323黃琮貿 312吳屹楓 331林范斌 131曾瑋翔

2 高女組我是勝投王 395黎  昂 382莊庭宜 361黃惠琳 294鄭羽涵 395邱若瑜 382曾怡軒

3 國混組我是勝投王 204黃泰盛 302許方韋 301范佩伶 102王怡文 101吳尚軒 202武  宣

4 教職員組我是勝投王 進 許宜平 實 鄭福昌 總 陳玫銨 學 侯俊宇 實 陳芳儀 教 吳淑慧

5 高男組滾滾紅塵 312 381 121 322 352 124

6 高女組滾滾紅塵 181 361 242 261 173

7 國混組滾滾紅塵 103 301 101 102 204 202

8 高混組滾滾紅塵 342 102 195 304 344 271

9 教職員組滾滾紅塵 總務 進修 實輔 教務 學務

10 高男組喜從天降 193 321 122 312 323 124

11 高女組喜從天降 261 242 381 173 142

12 國混組喜從天降 204 304 103 101 302 301

13 高混組喜從天降 綜三聯 304 181 203 382 281

14 教職員組喜從天降 進修 學務 實輔 總務 教務

15 高男組面目全非 321 322 281 293 381 331

16 高女組面目全非 295 352 361 351 371 173

17 國混組面目全非 304 202 201 302 203 204

18 高混組面目全非 303 102 271 382 304 192

19 教職員組面目全非 進修學校 總務處 實輔處 學務處 教務處

20 高男組面蜈蚣競走 312 304 322 124 122

21 高女組蜈蚣競走 242 341 361 381 261 382

22 國混組蜈蚣競走 202 201 102 203 204 101

23 高混組蜈蚣競走 303 372 101 395 394 243

24 教職員組蜈蚣競走 總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 進修學校 實輔處

25 高男組拔河 111 322 131 304 324 123

26 高女組拔河 342 381 261 371 351 242

27 國混組拔河 201 204 303 302 101 202

28 高混組拔河 294 391 193 394 291 201

29
高男組20人21腳

(秒數)
312

(08”93)
124

(09”60)
304

(10”78)
122

(16”63)
322

(22”62)
324

(52”17)

30
高女組20人21腳

(秒數)
261

(07”83)
272

(08”00)
361

(08”07)
281

(08”25)
181

(08”61)
161

(08”93)

31
國混組20人21腳

(秒數)
202

(07”41)
204

(08”18)
203

(09”04)
101

(24”11)

32
高混組20人21腳

(秒數)
373

(07”32)
101

(07”47)
251

(07”58)
203

(08”09)
103

(08”13)
303

(08”32)

33
教職員組10人11腳

(秒數)
總務處
(08”44)

教務處
(09”19)

進修學校
(09”25)

實輔處
(12”48)

學務處
(16”13)

34
高男組大隊接力

(秒數)
331

(4’36”37)
304

(4’46”63)
131

(4’51”06)
211

(4’51”27)
324

(4’55”07)
111

(4’59”03)

35
高女組大隊接力

(秒數)
261

(5’42”93)
361

(5’45”50)
161

(5’50”13)
181

(5’53”20)
371

(5’57”75)
142

(6’01”09)

36
國混組大隊接力

(秒數)
304

(5’05”04)
204

(5’15”48)
202

(5’21”49)
201

(5’24”05)
101

(5’25”58)
203

(5’42”50)

37
高混組大隊接力

(秒數)
382

(5’11”03)
251

(5’16”06)
182

(5’17”04)
綜三聯

(5’22”00)
192

(5’24”01)
172

(5’26”65)

38
教職員組大隊接力

(秒數)
進修學校

(3’21”82)
總務處

(3’24”17)
教務處

(3’25”37)
實輔處

(3’29”54)
學務處

(3’37”57)

39

國中組 204 202 304

高中組 261 312 304

教職員組 進修學校 總務處 實輔處 學務處 教務處

40 精神總錦標 303 261 361

【本刊訊】本校校友會第三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於十月二十五日在綜

合大樓演講廳舉行，由理事長姚瓊珠

主持，校長姜禮讓應邀列席，會中表

揚懷舊老師、傑出校友、傑出服務人

員、優秀學生，並選出新任理監事，

姚瓊珠蟬連為第三屆理事長。

當日活動溫馨感人，校友感念老

師們的教導，對懷舊老師致以深深擁

抱。傑出校友們有感於踏出校門後繼

續打拼，始終忘不了母胎的孕育。退

居第二線的歷任會長看到校友會後繼

有人，亦感欣慰。對在學清寒優秀的

學弟妹雖只有三千元助學金，也感受

到校友會的愛與關懷。

姚理事長獲知連任後表示責任重

大，希望今後多辦活動以凝聚共識，

也希望塑造一個團結感恩的校友會，

當下並聘任熊哲良常務理事擔任總幹

事，相信會務必然蒸蒸日上。

一、懷舊老師

(一)吳學利教官：在本校服務前後十六
年，多才多藝，指導學生軍歌比

賽，擔任司儀等有卓越貢獻。

(二 )楊貴珠老師：在本校服務三十一
年，教學績效卓著，指導學生參加

會計技能檢定成果輝煌。

(三 )石淑珍老師：在本校服務三十三
年，擔任數學科教學極富耐心，深

受學生愛戴。

校友會活動積極貢獻多活動積極貢獻多  懷舊揚善懷舊揚善獎勵優秀同學 (四)洪碧霜老師：在本校服務二年，擔
任英文老師，表現傑出，最受學生

推崇，現任新竹市培英國中校長。

二、傑出校友：

(一)孫光明：68年畢業，曾任新竹縣運
動會總裁判長，第五屆冬季奧運會

雪車教練。

(二)何高祿：56年畢業，曾任新生報記
者、中國時報特派記者、新竹市新

聞記者公會理事長。

(三)倪瑞穗（滿足）：65年畢業，考試
院二職等特考及格，現任新竹市北

區區公所社服人員。

(四)曾仁宗：71年畢業，現任新竹市議
員、國民黨中央委員。

(五)陳喬恩（嘉蕙）：85年畢業，薇薇
雜誌服裝模特兒，電視劇「命中注

定我愛你」女主角。

(六)林基森：57年畢業，大亞公司、啟
迪資訊公司總經理，熱心培訓企業

專案人員。

三、傑出服務人員：鄭炳熹、孔金

城、李德義、藍台新、汪維琛五

人，他們都曾任校友會會長。

四、受獎優秀同學：

 萬庭安、周祝蘭、劉怡伶、吳佩

怡、羅綉惠、魏紹真、吳垂恩、

張睿涵、劉庭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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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週年校慶運動強身週年校慶運動強身
趣味競賽寓意團隊合作趣味競賽寓意團隊合作

總錦標

拔河 大隊接力

 20人21腳

喜從天降

面目全非 滾滾紅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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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11月14日是母校55週年
校慶運動會，第十屆校友十五人在鄭炳熹校慶運動會，第十屆校友十五人在鄭炳熹

前會長策劃下返回母校參訪，已過半百的前會長策劃下返回母校參訪，已過半百的

校友們百感焦集，闊別四十年的母校，留校友們百感焦集，闊別四十年的母校，留

存的記憶歷歷在目，右任樓是以前的辦公存的記憶歷歷在目，右任樓是以前的辦公

室，托兒所前廣場是腳踏車停車場，愛室，托兒所前廣場是腳踏車停車場，愛

樓---當年的教室，是現在的教學樓，涼亭樓---當年的教室，是現在的教學樓，涼亭
還在，只是換了妝…。還在，只是換了妝…。

第十屆傑出人物最多，有軍系張日麟第十屆傑出人物最多，有軍系張日麟

少將、苗台安少將、何江海少將、籃球界

梁美雲國手，檢調系統郁台慶，畫家趙小

賓，和知名高科技公司的CEO林基森，也賓，和知名高科技公司的CEO林基森，也
有從事社會服務的鄭炳熹會長。當年在劉有從事社會服務的鄭炳熹會長。當年在劉

鐵軍及張明校長首次推動升學計畫下造就鐵軍及張明校長首次推動升學計畫下造就

了人才輩出，大家頗懷念二位校長。了人才輩出，大家頗懷念二位校長。

回娘家當日，林基森學長接受傑出校回娘家當日，林基森學長接受傑出校

友表揚並受邀致詞，也鼓勵弟妹應活出個友表揚並受邀致詞，也鼓勵弟妹應活出個

人人格特質並培養做事能力,尤其讀書成就人人格特質並培養做事能力,尤其讀書成就
和就業能力不能相提並論，但都要積極培和就業能力不能相提並論，但都要積極培

養,以便在社會工作才能與人競逐。    養,以便在社會工作才能與人競逐。    

【本刊訊】本校應用外語學程37位師
生，由實習處主任陳春色、學程主任葉建

誠及271班導劉韋伶老師領隊，於11月8日
至13日至日本遊學，很圓滿的達成異國文
化體驗及與姊妹學校岡山芳泉中學友好訪

問，師生皆感收獲豐碩，滿載而歸。

本次前往芳泉中學訪問是自2005年
締結姊妹學校後第四年度交流，該校前任

校長山脇 健(現任岡山縣教育委員會教育
長)及現任校長三宅 義史均以最隆重的儀
式歡迎，該校以樂隊相迎，本校學生也以

一曲“ 夢想途中＂合唱回贈，儀式後34

位學生分8組至各班以日語一同玩堆積木
及大風吹等遊戲，結束前二校學生們擁抱

痛哭互道珍重，期盼來日再相逢。

六天五夜行程排定以大阪、神戶、京

都及岡山等風景古蹟等地參訪，豐富了師

生的視野，尤其日本街景的乾淨、民眾的

多禮、滿山楓紅的景觀…。這是一趟有意

義的海外遊學！本校更期盼藉海外交流，

除了提昇語文能力外，使學生成為一個可

以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的國際人。學生們

都表示收穫滿盈且會努力學好日文,考過
12月日文三、四級檢定！

得知身為班導師

的我，具有責任參與

及帶領今年十一月八

日起為期六日的日本

教育旅行，就一直懷

著期待又忐忑不安的

心情：期待的心情是

因為非常開心能和自

己班的學生們一同出國，而忐忑不安的心情則是擔心學生們在旅程中的

安全問題、能否謹守校規，以及在日本姊妹校的致詞及表演是否能順利

呈現等，諸多細節讓我深感責任重大。

這次的日本參訪團，由陳春色主任所帶領，成員計有葉建誠組

長、劉韋伶老師以及三十四名學生。出發當日的時間相當早，於早上五

點半前在學校體育館集合，清點完人數後，一行人就浩浩蕩蕩搭上巴士

開往桃園機場，搭機啟程前往日本，就此真正展開了六天五夜的日本教

育之旅。

第一天下午抵達大阪機場，就感覺到拂面而來的冷冽寒風刺骨，

儘管如此，大夥兒仍怡然自得且興高采烈地前往大阪城公園觀賞遊玩，

拍照留念，當晚則下榻於大阪的飯店。第二天一早起床，集合點名後，

便前往神戶夢風船、布引香草花園、北野異人館、道頓堀等著名景點觀

賞，由於這個時節正逢楓葉盛開期，這些景點在楓葉的襯托下更顯亮麗

許多，沿途上也不難看見許多學生大肆品嚐日本當地小吃，如：章魚

燒、大阪燒、抹茶麻糬丸、牛奶冰淇淋等，看到他們一臉滿足的樣子，

再再表現出對日本美食的喜好及高度接受。到了傍晚搭上巴士後則趕往

岡山，當晚便住進岡山的飯店休息，由於隔日是重頭戲──芳泉中學姊

妹校參訪，為了明天的表現能完美演出，當晚不惜在寒風颲颲下仍集合

全員演練再三，學生們也毫無怨言地卯足全力練習以期達到更好，完畢

後便叮嚀學生們務必早早就寢，養精蓄銳準備應戰。

第三天未到鬧鐘響鈴之前便自動醒來，學生們似乎也感受到今日

參訪的重要性，迅速梳洗完畢後穿上整套冬季制服，便準備出發前往芳

泉中學。一進校門，就感受到芳泉中學師生們的盛大歡迎，在芳泉師長

們的引領下進到室內，換上室內拖鞋，便到圖書室稍做休息，之後則進

入體育館，沒多久整場盛大隆重的交流活動便開始了。首先，雙方相互

介紹來賓、致詞及互贈禮物，接著一陣氣勢磅礡撼動人心的管弦樂團表

演完畢後，便輪到我方上場了。此次擔任學生代表致詞是綜271班的陳
巧芳同學，在她毫無看稿情況下以流暢無礙的日文致詞完畢後，獲得熱

烈掌聲，爾後便在我方全體學生的一片日文歡樂歌聲中夾雜活潑動作

下，畫下完美句點。隨後，芳泉學生依序帶領著學生們進班互動，當中

有透過玩遊戲、教中文、摺紙等交流活動，讓彼此可在短時間拉近彼此

距離，在熱絡的互動過程中，夾雜有中文、日文、英文，更有相當實用

的肢體語言，體現出十分和樂融融的氣氛。之後，學生們也隨班一起享

用營養午餐，過後學生們帶著芳泉所贈送的日式和菓子、日式仙貝、大

蘋果、暖暖包等滿滿禮物及祝福，兩校互拍團體照留念後，便依依不捨

地向芳泉中學師生們揮別。爾後，芳泉中學的教務長十分周到且貼心地

隨車陪同我們一行人至岡山後樂園，迎送我們全員入園後再自行回校，

由此可看出芳泉中學的待客之道其禮數是如此的完善。深信透過此次的

參訪交流活動將更加深兩校的情誼，亦是跨國界的和諧國民外交活動，

在此也衷心期盼今年十二月份芳泉中學校長、師長及學生的蒞臨。

芳泉中學的參訪行程結束後，心中的重擔頓時減輕許多，心情上

也變得稍稍輕鬆些，欣賞完後樂園的日式庭園之後，當晚則趕往大阪的

飯店休憩，迎接明日旅程的到來。接下來的旅途，我們依序走訪到東大

寺，映入眼簾的盡是鹿隻包圍著人群，連廁所標語都寫上「請隨手關

門，因為鹿會闖進來」，鹿隻的數量可想而之。此外，在寺內有一著名

高達寺廟屋頂的樑柱，據說若隻身穿過該樑柱底下的洞，願望將可實

踐，免不了地學生們也跟著蜂擁而上湊身體驗，祈求十二月的日文檢定

能順利通過。隨後，陸續參觀有春日大社、金碧輝煌的金閣寺、有著精

采華麗和服秀演出的西陣識會館、以及充斥著許多遊樂設施及精采表演

的大阪環球影城等…

此次六天五夜的日本教育旅行能平順圓滿地畫上句點，都歸功於

陳春色主任英明睿智地率領，以及葉建誠組長幽默風趣的翻譯，更要為

這一群配合度高的參訪團學生們鼓掌，經過這一次走訪日本之旅，觀察

到了日本街道果真如傳言般一塵不染，到處都未見有殘留垃圾，飯店人

員更是禮數周到在大門外排隊目送顧客離去，日本人用餐前後一定會說

「我要開動了」「我吃飽了」的生

活用語，諸如此類的事項，讓我們

深深體會到日本人做事嚴謹、彬彬

有禮且重視生活教育的態度，在在

都值得我們去學習效仿，期許學生

們在學習日語的過程中，不僅只是

語言的學習，更是需要學習到日本

人的民族精神！

第
十
屆
校
友
返
校
拜
會
校
長
合
影

傑
出
校
友
林
基
森
於
開
幕
典
禮
接
受
表
揚

日本參訪之旅日本參訪之旅 劉韋伶

日本教育旅行日本教育旅行

第十屆校友畢業4040週年回娘家

綜271 陳巧芳

「你會去嗎？你會去嗎？」耳邊忽

然傳來一陣陣竊竊私語的騷動，「嗯？去

哪啊？」　「日本教育旅行呀！」，呃！

這．．．這不是我已期盼多時的旅行嗎？

二年級和同學們一起到日本，增廣見聞、

看看新世界，更想清楚了解這一年多來我

到底學到了多少？

當老師在徵求致詞代表生時，同學們

紛紛鼓勵我報名，心中突然充滿了悸働，

好想給自己一個機會，哪怕是一時衝動也

好，如果不將它緊緊抓住，以後再也不會

有這種難得的機會了！當下我馬上走向講

台並肯定的告訴老師〝我想參加〞，就算

訓練過程需要付出多龐大且辛苦的代價，

我也相信我能堅持到底。

期盼已久的這天，終於來臨了！下

了飛機，陣陣涼風迎面吹拂，卻絲毫不覺

得刺骨，四處都佈滿了楓葉，一片一片從

樹上落下，在空中飛舞著，像是電視劇裡

的場景般，不禁令我有滿滿的感動。接下

來的行程中，參訪了許多著名景點：《東

大寺》是間以鹿為神的使者的廟宇，裡頭

到處有鹿群的蹤跡，人與大自然大自然合

而為一的景象，真是新奇、有趣無比，許

多同學還被小鹿們輕輕咬了幾口屁股，更

有同學嗑起了小鹿餅乾，也許我們比牠們

更飢餓呢！《金閣寺》是整座由黃金打造

而成的建築，湖畔的倒影更襯托出他的

華美、壯麗，像是夢境般，加上楓葉四

處飄落，心中深深感動著，「哇～好美

唷！」，甚至懷疑自己在作夢，好幸福，

幸福到眼淚不停地在眼框中打轉，好多好

多地方，說不出口的感動，來不及接收的

幸福，這一切的一切都令我陶醉在其中。

行程第三天，是這次參訪的重要日

子－與芳泉中學做交流，日本人嚴謹的態

度令我敬佩，而要登台致詞的我更感到有

些畏懼，當我上台的那一剎那，我身體瞬

間像是蛻變成一顆石頭，動彈不得，兩百

多人直立立的在我面前看著我，深怕自己

的一個小失誤，會搞砸這場演出，我謹慎

的唸著每一字、每一句，伴隨著字句所要

表達的心情起伏，讀出向那樣般的感覺，

下台後我望向師長們，他們給了我一個微

笑，並得到全場如雷的掌聲，我做到了！

我成功了！好開心．．．但，依稀感受到

自己的心激烈的在跳動著，「噗通！噗

通！」全身仍緊張的顫抖著，卻有一股隱

藏不住的喜悅，他們的熱情是我在這寒冷

的氣候裡最好的保溫劑。

這次的教育旅行讓我深刻體驗到日本

人們的精神，既嚴謹又熱情，禮貌像是深

植在每個人的心中一般，從事的態度更令

我佩服不已，也享受到了仙境般的美景，

至今始終在我腦海裡徘徊不去。然而也為

自己學了一年多的日文感到肯定。很高興

我抓住了這樣的機會，也很謝謝我身邊的

人給了我這樣的機會，更希望每一個人都

能緊緊抓住自己身邊的機會！倘若讓它給

流失了，時間將再也不會倒流。

回到了台灣，心仍然依依不捨的留在

日本的每個角落，我會努力往目標前進、

朝夢想出發！爹地、媽咪、我親愛的家

人，我好想你們！

應用外語學程海外遊學應用外語學程海外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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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年度第二次餐飲觀光學程科

主任時間11/7(五)於中正堂舉行，此次

活動結合觀光餐飲簡易食材名稱、菜

餚名稱、餐旅業名稱作為競賽題目，

透過比手畫腳的肢體語言動作傳遞訊

息，培養學生的團體默契，藉此提升

觀餐科學生彼此間的互動。

參加對象為一～二年級及三年級

實務班觀餐科學生，每班6位同學代

表班級參加小隊競賽，遊戲採三階段

方式進行。第一階段由觀餐科16個班

級，分A、B、C組三次進行，每組遊

戲時間10分鐘；第二階段由6組晉級

之隊伍一同競賽，遊戲時間5分鐘；最

後晉級的三個隊伍進行第三階段總決

賽，爭取前三名，遊戲時間5分鐘。

活動邀請楊怡之老師擔任主持

人，觀餐科科學會會長陳俊良擔任小

天使之工作任務，科學會成員擔任幕

後工作人員協助活動進行。

經過如火如荼的競賽之後，第二

次觀餐科科主任時間活動競賽前三名

為：第一名 綜283、第二名 
綜292、

第 三 名 
綜394。

感謝觀餐

科同學熱

心的參與

活動。

 竹市就業服務與職涯規劃活動

  
97年11月10日汽機學程211、212班學生由科主任領隊，師生一行八十餘

人，參加新竹市政府主辦、新竹市校外會承辦的97年度青少年就業服務與職涯
規劃活動研習。課程包括生涯規劃座談、機車安全駕駛訓練、服務廠參觀等活

動，透過研習課程及參觀，希望能引導青少年建立正確的生涯規劃。現場並以

實車演練示範，體驗正確的機車

駕駛技巧及安全駕駛的重要性，

最後安排參訪本田汽車服務廠，

由在廠服務的光復校友，帶領學

生參觀標準化的汽車保修廠，在

學長仔細的解說下，同學對原廠

服務的流程及工作態度都留下深

刻的印象。

97年11月14日為一年一度的校

慶，為增加當日活動的歡樂氣氛，汽

車科特別邀約福特、裕隆、中華、本

田等四家車廠到校進行新車大展，共

計有十二部新車於本校體育館前靜態

展示，期間有許多師生、來賓前往賞

車、詢問，會後亦有進一步的洽談成

交者，對於目前低迷的車市更顯可

貴；本校汽車科將保持與各廠家良

好的互動，密切的技術交流及產學合

作，將有助於廠校間的互惠互利。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補助本校辦理

97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運動社團辦
理全校舞蹈比賽，推選優秀舞蹈

隊伍參加55週年校慶暨趣味運動會開
幕式表演，增加開場熱

鬧氣氛。

97年11月7日（星
期五）13：00在文化
廣場1樓舉辦全校舞蹈
比賽，文化廣場東側1
樓整面都是玻璃鏡子、

光滑的地板外加冷氣設

備，頓時成為參賽隊伍

課後練習的最佳場所，隨著此起彼落

的音樂聲及舞風，帶動學生對自己團

隊的信心，都想要拿到舞蹈比賽第一

名。

校園舞蹈比賽第一名原住民街舞T 
S 隊，第二名Kuang－Fu Crew 隊，第
三名原住民文化社天使隊。  

96年2月本校學務處社團活動組
籌設成立「校園紅絲帶社團」，獲得

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補助伍萬

元經費，由班聯會指導老師鄔碧芬策

劃年度工作計畫，邀請新竹市衛生

局、教育局、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及東

區扶輪社共同推動「學校、社區防疫

公益活動」。

96年曾到過新竹縣市高中、國
中、國小、監獄、大遠百、紅絲帶基

金會、青輔會GYSD志工音樂晚會，以
行動劇的方式宣導愛滋防治，約5000
人觀賞過「LOW 梗劇團」的演出，為
社會公益活動盡一分棉薄之力。

97年持續推動「學校、社區防疫
公益活動」，紅絲帶基金會補助計畫

遲遲未定，新竹市東區扶輪社、城中

扶輪社、竹塹扶輪社、竹風扶輪社及

台灣網路扶輪社熱心協助渡難關。97
年11月21日（星期五）19：00東區
扶輪社在新竹市卡爾登飯店舉行年度

聯合會議，邀請本校紅絲帶社團蒞會

表演，周瑞澤社長致贈貳萬伍仟元給

紅絲帶社團，鄔滬生組長回贈錦旗一

面，與會社員觀賞「LOW 梗劇團」的
演出，獲得熱烈掌聲，持續支持愛滋

防治宣導公益活動。 

新竹私立光復中學

  圖書館週活動預告
詩情『畫』意繪畫比賽作品展

時間：11月26日-12月5日

地點：藝文走廊

班級讀書會

主題：余光中的著作

時間：11月28日 下午第七節

優良圖書展

時間：12月22日-12月26日

地點：體育館

專題演講

講員：李崇建先生

時間：12月5日 下午12:50-14:40

題目：古典詩

地點：四樓會議室

主題作家演講

講員：陳義芝教授

時間：12月12日 下午12:50-15:40

題目：閱讀余光中

地點：四樓會議室

過期雜誌義賣

時間：12月1日-12月4日

地點：圖書館

「新詩好好玩」

新詩電電看 http://dcc.ndhu.edu.tw/poem/tpoem/011.htm

觸電新詩網 http://dcc.ndhu.edu.tw/poem/menu.html

詩路 http://dcc.ndhu.edu.tw/poemblog/

空中詩路 http://issue.udn.com/CUL TURE/EPOETRY/

向陽工坊 http://hylim.myweb.hinet.net/

本田技師帶領學生參觀本田技師帶領學生參觀
標準化的汽車保修廠標準化的汽車保修廠

同學在安駕教練的指導同學在安駕教練的指導
下學習安全駕駛下學習安全駕駛

觀餐科

光光復新車大賞復新車大賞

　建立產學合作

各廠家新車靜態展示

教職員前往賞車實況

新竹市扶輪社挹助經費給校園紅絲帶社團共同推動新竹市扶輪社挹助經費給校園紅絲帶社團共同推動

「學校、社區愛滋防治宣導公益活動」「學校、社區愛滋防治宣導公益活動」

原住民街舞T S 隊表演

Kuang－Fu Crew隊表演

原住民文化社天使隊表演

「LOW 梗劇團」的演出 與會社員觀賞「LOW 梗劇團」的演出

周瑞澤社長致贈貳萬伍仟元給紅絲帶社團 鄔滬生組長回贈錦旗一面

『認識台灣系列展』，本月份

展出的是雲林縣、嘉義縣市與南投縣

市，預計展至12月7日，歡迎師生到館
參觀。

雲林縣是由綜202班邱鈺婷、陳昕
秀及黃佳蓉同學所負責，她們對西螺大

橋、北港朝天宮有一番詳盡的介紹，對

於古坑咖啡她們當然也沒有錯過。

嘉義縣市由202班孫立芬、廖曉玲
及羅名岑同學所共同製作，她們以「嘉

義縣、市的人文古蹟」為介紹主軸。

提到南投，旅遊觀光景點少不

了，廬山溫泉、清靜農場、溪頭

及日月潭都是大家所熟悉的，

203班的楊敦涵、梁凱崴、鄭
達雍、陳脩文、方廷宇、張志

宇和蔡宗霖同學，除了介紹上述

景點外，還對「921地震教育園

區」及聞名的「埔里酒廠」有一番的

介紹，該酒廠1999年9月21日，因地
震而爆炸。展品中的『921集集大地震
救災記實』，對當時的慘狀、台灣人

的愛心與精神、災後重建的過程及面

貌，均有詳實的紀錄，值得一看。

本展覽承蒙嘉義市李錫津副市長

及雲林縣文化局，寄贈資料，使我們的

展出更豐富，謹

此致上最誠摯的

感謝。

「認識台灣系列展認識台灣系列展」：雲林、嘉義與南投雲林、嘉義與南投「認識台灣系列展」：雲林、嘉義與南投  學生運動社團

  辦理全校舞蹈比賽  辦理全校舞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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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生命的春天！

掙脫了國中基測的束縛，來到令人期待的高中生活，

其中最令人興奮的就是社團活動了。因為直升光復高中部

的我，對於學校社團相當的期待。

盼呀盼的，終於等到社團選單下來，表格上密密麻麻

的社團內容，公益性社團、技藝性社團、體育類社團等，

只要想得到的社團上面都有，還有許多看了使人感到不可

思議的社團名稱，像是陽光海岸休閒SPA社，超級星光大
道社，禪修社等，我這才了解，原來光復是個如此多元的

學校，跟國中時只埋頭唸書截然不同。

經過審慎考慮，我選擇加入班聯會這個體系。加入班

聯會等於加入了學生的核心組織，學校舉辦各種大大小小

的活動都需要由班聯會組織、企劃、支援，所以班聯會是

個極為重要的團體，也因為如此，學校會從高一新生挑選

人才開始培訓，為了充實自己的能力與內涵，我努力的把

握住種種機會，更學會了如何為自己爭取機會。另外，學

校還推派我接受國家舉辦的新世界領導人才培訓營，我記

取師長給我們的訓勉：「態度，決定人生的高度。」帶著

這樣的精神參加了各項的培訓與研習，我要爭氣也要為學

校爭光！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經驗與能力慢慢地累積，擔

任了班聯會的副主席，成為劇團的團長，從培訓營原本的

900人之中脫穎而出進入了100人的高階訓練，更帶領劇
團拿下青輔會青少年志工服務獎全國第二，這些看似閃耀

的光環，如果不是學校的栽培，我也無法有今天這等頭

銜。

是金子就會發光，是人才就會被重視。在學校社團的

多元體制下，每個人

都可以找到合適自己

的定位，闖出自己的

一片天。

青春，是生命的

春天！如何讓自己的

高中生活綠意盎然，

光復高中是個不錯的

選擇。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第7名 第8名 第9名 第10名 第11名 第12名 第13名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3
陳盈羽 張家瑄 邱楹傑 賴亞欣 朱薏如 馬千又 李昀蔚 王騰凡 蔡宜君 羅士城 吳尚軒 陳宥青 劉紘睿

第14名 第15名 第16名 第17名 第18名 第19名 第20名 第21名 第22名 第23名 第24名 第25名

國101 國103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1 國103 國101 國103 國101 國102 國101
林思宏 游千鋒 楊中睿 王俐文 蔡啟邦 尚霖 張惠雯 詹宸羽 洪易丞 田家安 溫于箴 蔡帷昕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第7名 第8名 第9名 第10名 第11名 第12名 第13名

國204 國204 國204 國204 國204 國204 國204 國204 國203 國204 國204 國204 國204
熊思閔 游知軒 楊馥家 林雅雯 潘祥鈞 許凱博 鍾承佑 范凱玟 曾祈瑜 陳彥均 楊清雲 陳鵬安 謝翔宇

第14名 第15名 第16名 第17名 第18名 第19名 第20名 第21名 第21名 第23名 第24名 第25名

國203 國204 國203 國203 國203 國204 國204 國204 國203 國204 國203 國203
陳逸群 張文凱 邱佳琪 唐婉蓉 王瑋晟 林禹成 彭兆鋆 吳俊頡 江范嘉俊 鄧安軒 彭采薇 彭詩涵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第7名 第8名 第9名 第10名 第11名 第11名 第13名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2 國304 國302
林士育 陳鴻任 劉峻廷 林法毅 吳彥霆 張義成 葉永彬 王子暄 劉柏廷 朱芸萱 張育昕 范翔宇 丁筱嫚

第14名 第15名 第16名 第17名 第17名 第19名 第19名 第21名 第21名 第23名 第23名 第25名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2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4 國302
武  俊 何恭齊 涂至伶 官聲鴻 陳宣亦 王彥文 林曼婷 藍偲庭 殷兆婷 吳庭瑜 蔡宗憲 楊鈺聖

◎國一、二第二次複習考及國三

　第二次模擬考優秀名單
國 中

精精 英英 班班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國語文競賽得獎名單
項目：國語朗讀

國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國202 魏美瑱

第二名 國204 林雅雯

第三名 國203 熊佳敏

高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綜271 范育芳

第二名 綜241 劉羽昕

第三名 綜103 施凱晴

項目：寫字(書法)

國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國203 黃子晏

第二名 國101 張育誠

第三名 國102 梁書樺

第三名 國204 范凱玟

高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綜251 黃逸茹

第二名 綜112 彭玉里

第二名 綜252 林美綺

第三名 綜242 黃逸瑄

第四名 綜101 侯泰宇

第五名 綜151 劉可芸

項目：國語演說

國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國203 吳旻珊

第二名 國204 吳俊頡

第三名 國202 藍海寧

高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綜201 戴涵妮

第二名 綜183 徐蕙筠

第三名 綜171 姜志偉

項目：中文作文

國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國203 邱佳琪

第二名 國204 楊馥家

第三名 國202 葉紋嘉

高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綜261 李易宣

第二名 綜201 宋欣螢

第三名 綜242 汪 芷

第四名 綜101 周佳蓉

第五名 綜142 戴妘芯

第五名 綜121 陳俊霖

項目：閩南語演說

國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國203 楊宜恩

第二名 國202 黃少洋

高中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綜202 韓宗亦

第二名 綜101 柯振煌

第三名 綜291 陳俊良

項目：硬筆書法

國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國101 蔡宜君

第二名 國203 林瑀涵

第三名 國204 鍾承佑

高中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綜142 陳鳳涵

第二名 綜261 黃司澐

第三名 綜281 王怡婷

第四名 綜122 陳炫豪

第四名 綜201 羅光軒

第四名 綜272 郭思婷

第四名 綜202 郭昕秀

項目：字音字形

國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國204 許凱博

第二名 國203 曾祈瑜

高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綜283 陳景雲

第二名 綜141 莊羿珺

第三名 綜291 李筱萱

第四名 綜201 張瓊文

項目：客家語演說

國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國202 陳韋志

第二名 國203 余柏揚

第三名 國102 楊文琮

高　中　組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第一名 綜101 葉聖方

第二名 綜121 劉邦平

第三名 綜141 林思婷
◎綜302  甘淑青

光復寶寶系列報告

青春不留白~~我的高中社團青春不留白~~我的高中社團

我是國中部直升的學生，

人稱

電子資訊學程綜221班馮于倫同
學，在11月1日代表我國參加WRO機器
人世界賽表現傑出榮獲大會高中創意

組—銅牌。指導老師群由謝其杰主任

擔任創意指導；作品影片後製指導為

劉俐珍老師、吳冠蓓老師；英語口說

與報告指導為王鳳祥老師。學生能有

如此豐碩的成績是全體教學團隊師生

共同努力的成果，特將這份榮耀與學

生參賽心得與全校師生共同分享。

◎馮于倫

2008/10/31~11/03在日本橫濱舉
辦了2008年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
世界賽，這場比賽來自了26個國家，
包含了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每

個國家都是派出該國國內賽前三名的

隊伍來參賽，所以要在這場比賽嶄露

頭角可以說是非常的困難。

今年的國際賽對我的意義非常重

大，今年也許是我在高中學生生涯中

最後一次代表台灣參賽，所以我一定

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為國爭光。今年

我把自己的目標訂在世界前三名，去

年的國際賽只拿到優勝，所以今年一

定要從日本拿回去年失之交臂的那面

獎牌。

在比賽的過程中算是非常的順

利，評審問的問題我都聽得懂，所以

整體的表現算是不錯。在各隊評比之

前，我去參觀了其他國家的隊伍，各

個國家的隊伍都搬出了『家當』來參

賽，比賽作品一件比一件還要大型，

我們這次的比賽的作品在國內已經算

是非常龐大的，沒想到人外有人、天

外有天，到日本我們的作品還算小設

備，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比賽完的隔一天，是各隊交流比

賽作品的時間，有許多國家的隊伍來我

們的攤位參觀，在介紹設備的過程中，

我們也互相交換了意見，我想參加比賽

的重要目的就是「交流」。在過程中我

也參觀了別隊的作品，每個地區國家所

做的作品風格也都大不同，像是中國大

陸、日本與韓國的隊伍，大都是以大型

機具的外觀取勝，但實際上的功能只有

簡單的一兩項；歐洲和俄羅斯的隊伍作

品風格則以小而巧為主，他們注重的是

作品的概念；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

的隊伍，他們的作品都屬大眾化，作品

的功能多、場景佈置漂亮充滿著南洋風

味。

終於捱到最緊張的頒獎典禮，每

個代表隊都期望在國際的舞台脫穎而

出，我終於順心所願拿到了世界第三

名，這個獎項是我參加國際賽四年以

來最好的一次。

回顧這次的作品準備從今年二月

到十一月，整整十個月的時間，原本

的馬桶還需要燈光輔助光源感應器來

測量水位，現在改變到只用一片浮版

和超音波感應器就解決水位的問題；

從原本只有馬桶加入的自來水塔和水

車發電機，到最後把三項作品結合成

一個大作品。這十個月的時間不斷的

在做改變與進化，我們一路從竹苗區

校際盃打到全台灣的選拔賽，最後代

表國家到日本參加國際

賽，一點一滴的慢慢累

積能量，比賽勝敗關鍵

就是在向評審講解作品

的那短短十分鐘，這讓

我體會到最累的不是比

賽，而是準備比賽的過

程。

這次很感謝學校

給予我的支持，讓我順

利完成了比賽，感謝謝其杰主任的指

導、班導師劉俐珍老師的幫忙、更感

謝鳳祥老師的英語口說訓練，還有謝

謝我們班上幫我加油的同學，謝謝校

長、主任在前往日本比賽前特別召見

我，為我打氣加油，讓我為校也為國

爭光。

◎主任的話：
「參與競賽是一時的，而專業知

識的學習與累積是長久的」。同學參

加競賽能得獎是件可喜的事情，但是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看見別人成功

除了羨慕之外，也要學習人家在背後

默默耕耘的執著。古人云：「若要人

前顯貴，就要人後受罪」，你們都有

著無窮的學習機會與潛力，加油吧！

孩子們。

        
  

電子資訊學程WRO機器人世界賽
再創佳績榮獲高中創意組—銅牌

▲與小朋友互動的猜拳機器人

▲我們的作品—節能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