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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廣設畢展

「圖」破沸點

蛻變化蝶

新竹市光復中學廣告設
計科第六屆畢業展，於99年3
月24日至4月4日在新竹市文
化局演藝廳舉行，經
由專業教師團隊
及同學們的努
力下，呈現多
元而豐富的創
意成果，光復
中學程校長呼
現場來賓冠蓋雲集
籲各界能呼朋
新竹市許市長蒞臨祝福
引伴，來一趟創
意之旅及久久不散的視覺與心靈的饗宴。
這次展覽的主題叫做「圖破沸點」，廣設學程鄭主任說：「因為參展學
生在專業老師們的指導下，本著創意的精神，加上理性與感性的結合，就能
突破自己的盲點，激盪出滾滾的創意感受」。而這次畢業製作的方向，老師
讓同學以「關愛」作為創意的起點，以關心、愛護為出發點，從周圍的人事
物取材，融入理性與感性的觸發，為每一產品注入嶄新的創意視角，呈現專
業的設計元素，最後集結成十六組豐富的作品。
例如「康樂社區」就是結合新穎造型與人文元素，讓社區總體營造增
添新的生活趣味；「What do you do」反應環保議題；「黑蝴蝶」以繪本
探討人性層面；「Play the food」、「魔法學堂」、「糖袋」、「燭願」

電子資訊學程

創意巧思 整合綠色能源 節能智慧家
「98年全國高職節約能源專題製作競賽」

榮獲全國甲等獎
電子資訊學程綜231班蔡承佑、王
昱惟、林祺鑫等三位同學，由謝其杰
主任、何淳淳老師共同指導，於98年
9月起參加由經濟部主辦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協辦的「98年全國高職節約能源
專題製作競賽」，初選時全國共計參賽
38隊，決選出28隊參加全國總決賽，
於99年2月26日全國總決賽的28隊中脫
穎而出榮獲全國甲等獎及大會頒發獎金
15000元。。
此競賽的目的在培養高職學生對能
源正確的使用觀念及態度，激發學生對
於節約能源專題製作之興趣與創造力，

獎狀

做出值得玩味的包裝
製品；「瘋清團」是
一個很另類的清潔團
隊；「宙夜之城」、
「守歲」、「The
wave」、「Deep
Breath」充分的舞台設
計感，展現十足吸睛
魅力；「好罩頭」透
過安全帽的造型，表
達交通安全的省思；
「茶覺」、「B u J u」
給予茗茶及手工娃
娃的新印象等等，這些都是藉由
生活中的體會與觀察，加上一些
「kuso」效果，利用設計的語言，

各界貴賓合影

現場來賓素描
揮灑出來的生活大創意。
二年多的學習成果，半年多的籌劃
設計，這一路走來，同學們最感謝的就是老師們的專業指導與熱忱陪伴，更
難忘懷的是同學間彼此扶持與合作的攜手情，因為創意不是閉門造車、單打
獨鬥的產業，唯有同學之間團體合作、腦力激盪，才能激盪出耀眼的火花，
也才有今天廣設學程的圖破沸點，蛻變化蝶。

小朋友專注欣賞

打造全國節約能源專題製作師生交
流平台，鼓勵學生未來投入能源科
技相關領域之研究，參賽對象為各
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職業類科，不
限科別，可以說是集全國高中職各
方優秀人才齊聚。
電子資訊學程無論是參賽的
學生還是老師，經歷六個月比賽時
限中日夜辛苦的研究與討論，完成
了結合創意思考、太陽能、風力發
電、整合家庭水力發電的作品：
「節能智慧家」。在全國總決賽中
得到大會評審團的一致通過，榮獲
全國甲等獎。
將全體參賽師生參賽心得與全
校師生共同分享：

◎綜231班 指導老師 何淳淳老師：
光復孕育的孩子不但男的帥、
女的美，而且非常聰明，你可能會
說老師妳也寵他們過頭了吧!不!我
可以舉例，多元的社會有多元的機
會，學生也有多元的學習方向，此

次98年高職節約能源專題製作競賽
的結果能贏過很多的國立高職而得
到甲等獎，不就證明光復的孩子不
但聰明而且有智慧的。
去年九月份報名，通過十一月
初賽，承辦單位就給了我們三千元
的入圍決選的材料費，可是我們的
內容涵蓋太廣，將綠色能源陽光、
水和風都轉換為替代的能量，其實
節約能源的主要骨幹就是＂省＂，
所以本主題材料盡量用回收物品，
不但節能並減碳又能省金錢。這個
三人團隊製作作品大部份利用寒
假，只休息了過年的五天，其他時
間甚至做到晚間十二點以後，慢工
果然出細活。經過半年的時間看著
學生成長，在這做中學的過程不只
孩子們有所獲得，指導老師也能教
學相長。
參加競賽不但是得獎平台，也
是學習的機會，在各評審評分時間
時，會場讓各校交流，所以也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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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別校創新的作品，例如餐飲快
速茶壺，汽車科的太陽能/空氣燃
料電池混合動力車之開發研究，
及自動冷風扇的涼快娃娃車，讓
我們開了眼界，確實別小看高職
生，小兵也可以立大功。
這次比賽感謝電子資訊教研
會所有老師的協助和綜231導師立
志老師的支持，希望這次的比賽
能夠拋磚引玉，有更多的同學為
光復爭取榮譽。

◎綜221班

蔡承佑同學：

每個人都可以做選擇，每
個選擇都會造就不同的未來，選
擇自己想要的、選擇自己覺得值
得的、選擇自己所愛，愛自己所
選，然後堅持下去。當初在課堂
上聽老師問到有誰要參加節約能
源的比賽，也告知得名的話對升
學有幫助，我舉手參加，這是我

場集合，要做最後一次的審核，

內的老師提供很多參賽寶貴的經

此刻在場的參賽者大家好像都繃

驗。

緊了神經等待成績揭曉，首先公

得獎是喜悅也是激勵，也希

佈的是佳作，沒有聽到自己的名

望我能將這比賽的努力心境帶入

字，心中忐忑不安，因為優等、

我未來的學習，讓我能有好的成

甲等沒上就會落榜了。呀!我們影

績在考大學時能有適當的科大就

片放出來了，入選了前六名，喜

讀，也希望各位學弟妹們抱持著

悅顯在臉上，接著唱名頒獎我們

只要肯努力就會成功的心態，為

得了甲等獎。

電子專業繼續努力。

這次的比賽讓我們學習了很
多關於電子科的知識，也學習了
很多課本之外的東西，像是做人
處事的方法，像是不管遇到什麼
問題，主任跟淳淳老師總是會很
樂觀正面的角度去看待，讓我真
的很佩服，老師的堅持和用心，
都是讓人感動的，也在此想跟各
位幫過我們的主任、老師、學長
說聲謝謝。

◎綜231班

◎綜231

林祺鑫同學：

很多時候老師上課說的東
西，我都會覺得學這個有用嗎？
要用在哪邊？因為這些學問學起
來好難。但是經過這次比賽讓我
知道學以應用的方法。我們這
次的作品分成四部份：水力的地
方，我們學到了水電這領域，學
了水電的基本技巧，還有利用水
位能來發電；風力這邊，我學會

王昱惟同學：

發電機的原理，發電機是利用不

一年級上學期淳淳老師在上

斷轉動的磁鐵或線圈不斷的轉動

在做專題的過程有很多問

課中就有提起過全國高職專職製

來發電，那要讓這兩者其一轉

題、麻煩，像是電路接錯、沒有

作比賽，那時候何老師已經正在

動，那就要看方法了，現在的風

材料，還常常熬夜弄到很晚，每

準備帶學長參加第一次全國高職

力水力都是利用同樣的原理；太

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問題，甚至還

節約能源專題比賽，當時心裡就

陽能板雖然發電很好，可是成本

在比賽前一天電路出現了問題，

想，原來在學校不僅可以讀書，

太高，目前都還在研究；電路學

在晚上十一點半才結束。比賽最

還能將讀書所學運用在比賽中，

到的更多，以前做的電路幾乎都

重要的就是口試，如果沒法清楚

我當時就很有參加比賽的想法，

只是照著圖做，然後才稍微了解

的呈現自己的作品，評審也不會

科主任也說過科內的小孩不僅

零件的功能，上課的時候老師會

懂我們在做什麼，感謝科內的老

要會玩，也要會讀書，更要會比

解釋I C是如何工作的，可是我們

師以評審的角度訓練我們這一個

賽。國中階段愛玩所以基測考差

都還是不了解如何應用，但經過

部份，直到我們都清楚我們要說

了，暑假的打工賺學費也意外領

這次的學習，我們可以清楚的了

的話，也熟練我們作品的內容。

悟到讀書真的比作工輕鬆，也激

解IC的應用。

的選擇，我會堅持到最後。

雖然我們的作品是組裝式的

勵了我參加比賽的耐力。

當天比賽的口試真的好緊

但還是很大，裝上車也是一件不

在一升二的暑假報名了

張，可是因為從出發前就不斷心

容易的事，在到台北的路上，心

「98學年度全國高職專題製作比

理建設，所以當時都有把要說的

裡不斷複習著作品該如何介紹，

賽」，原本我們班有6個人參與訓

傳達出去，之後的交流時間看了

所以時間過得特別的快，到會場

練，經過淘汰團員減為3個人，在

好多組，都好厲害。最後的頒獎

開始布置我們的節能智慧家，我

製作過程中也常碰到許多困難，

我們榮獲全國甲等獎，很開心。

們比預期順利快速組裝好。我們

趕工趕到夜間12點以後，實作

回家的路上整個好放鬆，一

是下午場第一組的第三隊，看前

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也會意見不

路回想當時老師、學長的叮嚀，

面兩隊的解說結結巴巴，讓我

合，我們絞盡腦汁的去想辦法解

果然都派上用場了，老師說口試

們信心大增，換我們這組講解，

決事情，使我們團隊更團結，也

的時候，要先發制人，先把問題

我們三個人都講解的很順暢，評

使我們體悟到團結及團隊精神是

說出來，果然都派上用場。我學

審也露出了在聽前面兩組時沒有

處理事情的重要支柱。

到了一個重要的經驗，以前總以

的笑容，讓我們都放下心中的不

這次很感謝謝主任和何老師

為演講是很簡單的，但這次自己

安，評審都很專業，對於數據都

犧牲假日帶領我們這團隊製作比

經歷過才知道，報告的十分鐘，

很了解，也跟我們說了些我們可

賽作品，也很感謝蔡承佑的爸爸

真的是要練習好幾天，評審問我

以再加強的地方。

及媽媽將木工廠借我們作實驗工

們今後有什麼打算，我們說過今

終於結束了口頭報告，緊接

作室，當我們趕工到三更半夜，

後也要好好努力，朝課業努力。

著大會廣播全部的參賽者都到會

也連累他們無法入睡，也感謝科

全國電力溝通宣導 與 多媒體廣告製作
資處科榮獲佳作
光復中學資料處理學程241班學生林澤
明、陳君柔、張嘉君、莊羿珺四位，參加「98
年全國電力溝通宣導與多媒體廣告製作競賽」
榮獲全國佳作，指導老師為張清文老師和梁國
珍老師。本次參加比賽隊伍高中職組一共五十
多隊參賽，其中不乏有各校菁英，脫穎而出實
屬不易。
學生於９８年十二月初得知要參賽後，便努力搜集資料，利用課餘時
間討論主題和繪圖，其中一月中旬又遇到期末考，而一月底就要繳件，所
以時間之緊迫，連假日也要回校製作。

孩子們還記得嗎？
在你們剛進入光復電
主任的話：
子資訊學程就讀，在
第一次科主任時間時，
主任曾對大家說過：「主任期望電子資
訊學程的學生能成為一位會唸書、會
玩、會比賽、愛研究與分享的孩子」。
那時調皮的你們還認為主任在開玩笑、
主任別鬧了。
現在請你們再看看自己的表現，主
任可以肯定的告訴你們才不到二年的時
光，孩子你們真的做到了，你們也在老
師們的潛移默化中改變了，主任真的沒
跟你們開玩笑，主任是跟你們玩真的。
高二上時鼓勵各位跳級挑戰這次
的全國節約能源專題競賽，儘管面對競
爭的對手都是全國外校高三學長。但主
任告訴各位對自己要有信心，發揮創意
思考、大膽想像、細心思索與整合自己
的所學，「積極迎接挑戰」機會是留給
有所準備的人，這個道理大家都懂也都
知道；但「機會」它也是很折磨人的意
境，又有多少人能真心體會受之甘之如
飴，「歡喜做、甘願受」研究的精神就
是如此。
經歷漫長的六個月競賽過程，我們
在寒假期間辛苦熬夜作實驗、在經歷全
國初審與全國各高中職一較高下，我們
一起努力，帶著全體老師的祝福與加持
下全力以赴打進全國決賽。在28支隊伍
中脫穎而出榮獲全國甲等獎，更是全國
私立學校的第一名，雖然優等獎的三隊
都是公立學校；主任真的以你們為榮。
「心態決定未來發展的寬度、態
度決定未來專業的高度」，看到各位的
成長，主任真以你們為榮，孩子們球是
圓的，在球賽沒有終了前；別因暫時的
輸贏而大意或氣餒。若要人前顯貴，就
要人後受罪；競賽是一時的，學習是長
久的，未來繼續一步一腳印紮實的走下
去；你們不儘在為自己寫下學習成長的
全記錄，更是為學弟妹做榜樣。

全體合照
於９９年二月十二
日獲知進入決賽後，再
繼續修正其作品，於三
月一日到清大發表其
作品。整個作品從製作
到完成，同學表示要感
謝，張老師先前的指
導，在獲知入決選後，
梁老師的協助修正，在
製作過程中，並感謝顏
士勛老師的協助錄音，
此外更要感謝科主任的
大力支持。競賽要獲取佳績，除選手的努力、指導老師的辛勤指導外，各
項的後勤支援更是重要，感謝學校及各指導老師心力的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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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主題閱讀

閱讀．電影
∼電影原著小說

十八尖山「山之春」
◎綜273班
光復學子展才藝

傅凰婷

海裡。許多膾炙人口的小說對於劇情的鋪陳和人物的刻劃精采絕倫，因此成

3/14這個日子是一年
一度的白色情人節，四周

為好萊塢電影喜歡搭的順風車，從「哈利波特」、「魔戒」到「貧民百萬富

洋溢著幸福的氣氛，雖然

翁」等全球賣座電影的成功，原著小說的魅力實功不可沒。而電影將書中精

不是每個人都有情人的陪

彩的劇情搬上大螢幕，透過人物的演出和特效的展現，也能將原著小說賦予

伴，但光復學生們帶著滿

新的生命，所以小說和電影是能相輔相成的。然而二個多小時的電影片長，

滿的才藝表演到十八尖山

畢竟無法真實呈現小說的完整面貌，文字的魅力也往往無法透過影像具體呈

參與「山之春」活動，度

閱讀包含了文字和影像，兩者相輔相成，書中內容將能更深切烙印在腦

現，是以電影對於將小說搬上大螢幕多半是採取改編和擷取的方式，因此想

魔術社表演

過了一個充滿青春活力與

陽志隆精彩演唱

熱血的情人節！

要真正了解小說內容的全貌，閱讀小說仍是無可取代的。
本學期圖書館

我們有光復卡拉o k大賽得獎者表演出美妙歌聲，

的主題閱讀訂為「閱

鳳涵的聲音十分的好聽，還有阿美的歌聲是聽不膩的聲

讀．電影∼電影原著

音，他唱著那令人陶醉的抒情歌曲；也使全場的觀眾拿

小說」，特別規劃

起手中的相機，有的拍有的錄，彷彿就是大家眼中的

主題書展和電影海

Super Idol呢。
魔術社也有一位優秀的小魔術師，他的魔術使觀

報展，希望同學在觀
賞電影的炫目影像之

吳皓宇精彩的模仿秀

餘，也能回歸樸實的

眾摸不著頭緒，也讓在場的媽媽們目瞪口呆，在旁都會
聽見伯伯們討論出來的結果是＂一直找不到這魔術的破

文字閱讀，從字裡行

綻，但始終研究不出，只能說這小魔術師真的會讓人豎起大拇指！這也證明

間去感受更豐富的閱

了一句諺語“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還有令觀眾掌聲與尖叫連連的小

讀饗宴。

Michael真是多采多藝，模仿Michael Jackson的舞風之外，每一個動作都跟
Michael Jackson 有90%的相似度呢，除了這之外還帶給觀眾一場RAIN的模
仿show，只能說真的太厲害了!!!

愛閱護

啟用

照

培養閱讀
習慣
知識在握

讓閱讀變成習慣為提升校園閱讀風
氣，培養學生閱讀能力，並鼓勵學生善用
學校圖書館資源，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本學期圖書館試辦「愛閱護照」的活動，
並配合撰寫心得以提升思考及寫作能力。

熱舞社也在上臺前帶著十分緊張的心情，但踏上舞台的那一刻，每一個
人都抱著努力帶給觀眾最美一幕的心態，用微笑及整場舞蹈帶給觀眾歡樂，
讓觀眾們知道其實跳舞不是要給自己壓力，重要的是要樂在舞中！
當天也有貼心的美容
科的學生們，為觀眾做免

為鼓勵同學多元閱讀，特別請各科教

費的指甲彩繪，用熱忱的

研會推薦該領域閱讀書目，推薦書單各班

心去服務，也溫暖十八尖

發放一份，另公佈在圖

山觀眾的心!讓光復給外人

書館網頁上，供學生參

的印象深獲好評！

考。同學亦可從圖書館

也展現了光復學生

館藏任挑書籍閱讀（不

們其實能讀書之外，還有

包含漫畫和期刊雜誌），凡閱讀完後書寫至少100字

許多才藝可以與大家分享

的心得，交由任一位老師檢查即完成認證，圖書館一

呢！

為節目劃下完美的句點!

學期將查核兩次，本學期將於4/7和6/9查核。

寒假讀書心得寫作比賽獲獎名單

汽機學程 高三學生
產業及升學參訪活動
汽機學程及實輔處就業輔導組為協助汽
車科高三學生認識產業及就業現況，及有志
升學的學生對技專院校相關科系的瞭解，於
99年3月19日安排至「國瑞汽車」(TOYOTA
汽車生產工廠)，藉由同學親身體驗工作
職場，及安排公司專業人員進行「專業對
話」，讓同學在未正式進入職場前，加強所
學的不足，以利將來就業；下午則前往桃園
縣「南亞技術學院」機械系及材料系參訪，

國瑞汽車解說員講解汽車
組裝線工作情形

該校師生熱情招待，將帶領同學分
組參觀該系具特色的實驗室及實習
工廠，並安排經驗豐富的教授，指
導甄試書面資料的準備技巧，相信
對即將畢業的光復學子能對大專院
校的學習內涵有進一步的認識，提
早體驗大學的學習環境及學術氣
息，強化用功求學的動力，師生一
行人收獲豐碩，順利完成參訪的活
動。

南亞學院教師講解專題製作過程

第四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校園星光 大道

魏德聖導演新片
原住民同學支援
海角七號大導演魏德聖最近拍
一部片，片名為＂賽德巴克萊＂，
主要是以泰雅族的抗日英雄－莫那
魯道為主角。由於本片為歷史大
戲，工作人員就有200人，並且有韓
國及日本的專業團隊一起共同拍攝
本片，為了解拍片的過程中是否安
全，社團活動組長林欣穎及生輔組
長金隆興特別到林口片廠了解，除
了片廠廠景的考究外，整個工作團
隊是很嚴謹，所以我們3月1日遴選
了原住民10位男生9位女生，到復興
鄉羅浮片廠進行5天的拍攝。

同學化身為勇士

---進修學校98學年度卡拉OK比賽

在過程中魏導演的要求很高，
也許在片中3分鐘的鏡頭，魏導演
拍了好幾天，也讓同學了解不同領
域及行業的佼佼者，對自我要求是
很高，並且認真完成每一個細節。
同學深刻體認到，＂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當一個人人稱羨的巨
星，背後所付出的心血,絕對是外人
所難了解。同學在拍片過程中了解
到熬夜拍片、寒冷時仍穿著薄衫、
同一個動作一再重覆表演的辛苦。
學校讓同學到片廠拍片，除了
讓同學了解表演藝術外，更希望同
學能了解成功的背後是累積許多的
心血而成的！

OK大賽，各參賽同學無不卯盡全力。在經過96位參賽者的激烈初賽競爭，
18位佼佼者脫穎而出，全力爭奪98學年度歌唱大賽的桂冠。有鑑於本屆素質
提升，評審方面續聘請音樂老師謝馥霞與陳雅筑再加上陳主任擔任評審。開
場由觀三甲林立同學鋼琴演奏，再加上主持人今年由觀二乙顏美如及劉家伶
二位主持人接力上場，妙語如珠的串場與氣氛帶動，及中場由餐三甲、餐三
乙、資三乙、觀二乙、美二甲、餐一甲七位同學表演精彩街舞，同學熱情捧
場，全場熱力四射，絲毫不輸電視節目星光大道比賽，中正堂門口更是擠滿
了許多無法入場的熱情同學。最後在18名參賽者比賽結束，還特別邀請觀三
甲林立同學上台表演爵士鼓，全場喝采不已。最後激烈比賽後，名次結果如
下：第一名 資三乙班 呂蕙 第二名 電三甲 林郁興及餐一甲羅雯琳 第四名 餐
二乙 林金智。

劇中女生的服飾

樂聲悠揚 才藝多元
國中部音樂才藝競賽心得
◎國202

【訓導組訊】進修學校於3月19日晚上假中正堂舉行98學年度卡拉

唐婉甄

一個下午剛睡醒的數學課，下
一節就要才藝表演的我，準備就要
扮演觀眾與表演者的兩種身份，總
覺得鐘聲早早響起，我帶著半緊張
與半期待的心情走進會議室。
第一個節目就是一場勁舞，
他們衣服上的金色膠帶閃閃發光，
每個動作，無不吸引著我，接二連
三的還有趣味變裝秀，「勇敢秀自
己」，這不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嗎？
大膽的穿著打扮，更超越了現代的
時尚流行。而溫馨的話劇加上創意
的台詞，使它更生動了，許多長笛
表演及小提琴演奏，他們的用心演
出，我們也以熱烈掌聲回應。
我們班的表演是唱歌──「Do
Re Mi」大合唱，拿著七彩的牌子，
兩部合唱的方式，就算不是最厲害
的，也為自己班的團體演出感到驕
傲。我和兩位同學上台吹直笛，就
算是看著譜吹，拿著幾塊簡單的板
子搖來搖去，我們也想表達對老師
們的感謝。這一次也是第一次看到
「台客」演出，口袋插玫瑰花，大
跳「你是我的花朵」，老師都上台
跳了，全場也H i g h到不行，而慧欣
老師的生日驚喜，大家一同參與，
四周圍繞著感動的氣氛。
就這樣，音樂才藝競賽圓滿
結束了，而我認為，人氣投票不重
要，重要的是有學生的用心與老師
的感動，就夠了。

◎國101

張奕琪

三月十九日是我們光復國中
部的音樂才藝競賽，我們班有三個
節目，第一個是六人直笛吹奏「隱
形的翅膀」；第二個是四人管弦演
奏「卡農」；最後一個節目是全班
合唱「木棉道」。這次才藝表演，
我覺得每個班都表現得很好、很用
心！當我們班上台表演的時候，大
家都覺得好緊張，而且有些同學手
腳還會發抖，我覺得站在台上時，
有一種回到去年歲末感恩活動的感
覺，然後會感覺此刻同學們的心都
凝聚在一起，一同用「向心力」把
我們的表演好好的呈現出來。
站在台上的時候，說真的，不
緊張是不可能的，雖然我緊張時一
樣笑笑的，不會露出苦瓜臉，但是
聲音會變小，不過好險的是，班導
在前面舉出「大聲」、「微笑」的
牌子，讓大家笑出來，所以就慢慢
變大聲了。整個才藝競賽中，最讓

我印象深刻的表演是國103班的「青
春悲喜劇」，我覺得他們真的用
心，對嘴演出對得很好。我也喜歡
國201班的表演，他們演唱「修女也
瘋狂」主題曲，超好聽的！這次的
音樂才藝競賽圓滿的落幕了。

◎國201

溫于箴

一年一度的國中部才藝競賽，
已圓滿的落幕了。今年的才藝表
演，只有短短的三個星期做準備，
但卻是如此的盛大，每個表演都帶
給臺下觀眾們滿滿的驚喜，而表演
者更得到熱烈的掌聲。
才藝表演的前一天，是我們
班這幾個星期練習以來，最糟糕的
一次，不是忘了加上動作，就是合
聲不整齊，都被老師糾正好多次。
在大家幾乎練到快要放棄時，老師
讓大家休息一下，也對大家精神喊
話，老師說：「大家一定都希望可
以拿優勝吧！拿出在籃球場上想奪
冠軍的拼勁，認真的配合練習，一
定會得到更多的掌聲！」可能也因
為老師的鼓勵，接下來的練習，一
次比一次順利，大家也終於露出愉
快的笑容。
到了才藝競賽當天，每一組隊

伍的表演，都相當精采。其中最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國203班所演出的
「你是我的花朵」，203班導師也跟
著上台表演，上臺前，還將原先紮
在褲頭裡的衣服拉出來，解開靠近
脖子的扣子，大落落的走上舞台，
就像是位活生生的台客，而且一上
台便使全場都感染舞台上的熱情及
表演者的活力。不知不覺地大家很
有默契的拍起了節奏，持續著台上
的熱情。
這一次的才藝表演，是我第
一次站上司儀的位置，讓我有機會
能夠近距離的觀察到表演者們的表
情。當前一組上台時，下一組準備
上台的同學們都會露出，第一次站
在二百多人面前表演的緊張、恐懼
表情，當他們走上舞台，收起了緊
張，露出了笑容，而笑容也跟著漸
入高潮的音樂，漸漸地自然，在一
陣熱烈的掌聲後，我看著他們走下
台，似乎露出意猶未盡的表情。
當所有的表演都結束時，主任
對大家說，他覺得今天國中部齊聚
在一起，像是一個大家庭。每一組
的演出，都為台下的觀眾們帶來不
同的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