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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高中程校長

獲選99年 反

視台」將本校反毒決心昭告社會大

總計送驗427名學生，56名學生呈

眾，深獲各界好評。

陽性反應，驗出率13%，居全市之

(三)98.9.9-10指導本校反毒文宣，榮
獲反毒四格漫畫高中組第一名，並

※三級預防部份：本校實施春暉小組

於亞太反毒會議接受表揚，成效卓

輔導戒治，全年驗出陽性反應56

著。

名，經春暉小組輔導戒治後，目前

(四)98年10月28日接受公共電視拍攝

自從教育部在民國86年推動春暉
工作，希望透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及三級預防輔導計畫，讓青年學子遠
離毒品的危害以來，本校董事長陳東

※行政支援方面：

怎麼解?」，說明本校反毒的一貫

(一)全力支持本校各項反毒活動，單就

立場與作法。影片於98年11月7日

98學年度部份，編列之預算高達

播出，廣受好評。

61200元整，辦理執行春暉專案相

十八尖山舉行拒菸反毒路跑活動。

支持教育部的反毒政策。陳董事長提

(六)97、98學年度指導本校徐興鑫組

到：「藥物濫用的情形在近年來日益

長反毒工作，現徐組長已為軍訓處

嚴重，本校本著教育的立場，找出需

反毒種子教官。

要關懷輔導的學生，除了協助學生遠

(七)98年4月至99年3月共計向新竹市

離毒品外，更重要的是將毒品趕出校

所屬高中、國中、國小教師實施反

園，還學生一個乾淨的學習環境。

毒宣教活動，合計共實施17場次、

鑑此，本校程校長為了達成董

宣教人數達1060人；向全國其他

事長反毒理念，支持教育部的反毒政

縣市教師及教官實施反毒宣教活

策，特於上任後，戮力配合教育部的
各項反毒工作，在校園中進行反毒三

各級預防工作，摘述如下：

動，合計共實施7場次、宣教人數

級預防工作。程校長在主管會報中特

※一級預防部份：

達840人，成效卓著。

地指示：「我們之所以要全力推行反

(一)帶領本校教職員參訪法務部調查

毒工作，不是只為了我們這一代，只

局，加強教職員反毒知能研習。

要我們做得好，更是對下一代有著莫

(二)邀本校前家長會長黃進財先生，

反毒尿液篩檢工作，共計查獲56位

大的幫助，就像教育的理念一樣，只

學務主任吳淑芳、主任教官鄭曉

學生吸食3、4級毒品，成效良好，

要是對的事，就要堅持下去，全面的

恩、春暉社全體同學至新竹火車站

居全市之冠。

做！」。本校在程校長任內所進行的

進行反毒宣導，並由「新竹振道電

2010年TNA美甲國際賽

輔導成功18名，繼續輔導3名。

反毒專輯「天堂與地獄、毒惑人生

( 五 ) 9 8 . 11 . 6 帶 領 高 二 學 生 至 新 竹 市

和先生即在本校主管會議上宣示全力

冠。

※二級預防部份：
(一)98年4月至99年5月於校園中實施

(二)全年查緝藥物濫用實施尿液篩檢

在小小的指甲片上作圖，對他們來說

關活動。
(二)向家長會爭取10000元專案經費做
為反毒工作相關經費。
※整體成效方面：
(一)本校春暉社獲選為中辦室95學年
度、97學年度績優社團。
(二)98.12.15本校獲頒中辦室97學年度
春暉工作績優學校第二名。
(三)99.2.1本校獲頒教育部97學年度春
暉工作績優學校第二名。
(四)98學年度指導本校呂紹江教官榮獲
春暉工作績優個人並獲頒教育部部
長獎狀乙幀。
光復高中是一所蛻變中的學府，
不論在教育上著力，也在全國的反毒
工作中為後世的子女們，盡自己的一
份心力，期許在未來的日子裏，成為
一所擁有向上提升力量的一流學府。

指導老師：李芊慧老師
李治慧老師

已不再是件難事了！！！

光復高中學生組勇奪11獎

程，但在學生身上看到的是自我的突

第一名 詹雅惠

第二名 楊忠桂

破，學習腦力激盪，學習專注思考，

第三名 呂汶容

第四名 陳姿伶

學習用心讓創意延伸無限大，學習對

第四名 吳倢伃

第五名 林芳榆

「台灣」這個非常具代表性的

先給大家做個腦力激盪的遊戲，從一

美的事物欣賞，學習自我鼓勵和給予

第五名 張育玶

佳

作 鄧安雅

名詞為今年的比賽主題，這次光復高

個主題遊戲下讓學生們去延伸自己對

自我自信，學習挑戰自己，這不就是

佳

作 溫志揚

佳

作 黃苡瑄

中美容學程學生２５人參賽勇奪第

事物的印象和感觀與創意的發想，沒

最終所要學習的課題嗎？

佳

作 李佩真

一至第五名及佳作等１１項大獎，非

想到大家卻是發表的很踴躍！此時可

「比賽」，其實背後的學習精神

常的驚喜和充滿了喜悅。從這學年增

發現學生們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敢去

才是重要的！無論輸贏與否，那就是

高中組總組數為40人

加了指甲彩繪和專業保養的課程，給

嘗試自己所沒接觸過的未來和事物，

自己跟自己比賽，挑戰自己超越自己

本校參賽人數為25人

予學生們更多元化的學習和機會，培

因此開始不斷的訓練技法和賽彩運用

才是最快樂的事！！！

本校實際得獎名單人數為11人

訓學生在學期間考取二級美甲師專業

及圖像配置等，畫在圖畫紙上，無論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不要限

證照，使學生們在未來不論是升學或

漂亮或專業與否，始終對學生們說：

制自己無限的可能＂

就業有更多的幫助與提升，國際賽事

「藝術是抽象的，是主觀

ＴＮＡ美甲聯合會大會邀請全台各校

的！在你心中只要是你所

學生參予比賽提升技能與國際觀，科

要表達的，都是最美麗的

內及任課老師鼓勵學生們參加這次國

藝術品」。也因為如此他

際賽事，進修夜校學生們第一反應

們不再擔心自己畫得不好

都是：「自己一定不可能得獎！」

或專業與否，越來越懂得

「那實在是太難了！」「我從來沒想

化自己所喜歡的，進而對

過要參加！」等欠缺信心的反應，

這門課感到極大興趣。開

要如何改變學生們對自我信心的增

始不斷的從在圖畫紙上較

加，給學生們許多的鼓勵，首先，

粗糙的筆法慢慢練習到可以

指甲彩繪雖是個專業技法的課

得獎名單：

學生組別總參賽人數為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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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扮成同學的樣子，把平日嚴肅的校規
教條，用生動詼諧的方式來表達，影片
不但吸引了全場的目光、笑聲不斷，也
讓畢業生將情緒拉回在校時的心情，回
校長率領機組員入場
憶起過去的生活點滴。典禮開始，校長
著細雨，仍無損校長率領帥氣與美麗的
仍以「不祝各位一帆風順」來期許全體
空少空姐們入場。98學年度光復中學畢
畢業生，三年光復的光陰，同學除了在
業典禮就在全體畢業生的驚呼中展開序
技藝與知識的學習外，更該用謙虛、謙
幕。
卑的態度來面對未來的人生。現場還有
典禮開始以班聯會拍攝的校園巡禮
陳東和董事長、石炳榮董事、家長會長
VCR為序幕，將一幕幕的校景用平日
蘇仁忠、副會長莊勝強以及育達科大、
會在各角落發生的大小事來表達同學們
玄奘大學、大華科大等貴賓們來為本次
最深刻的回憶。最經典的就是啟航前的
畢業典禮祝賀。整個典禮高潮的部份莫
飛行注意事項，教官與組長們犧牲色相
過於三年級導師上台表演，三年級導師

復領航，神采飛揚—98畢業典禮

手握著首航的機票、懷著期待的心
情進入座位、等待機組員的入場…。這
裡不是桃園國際機場，也不是航站大廈
的旅行團，而是光復中學的畢業典禮會
場！突破傳統、延續去年翱翔天際的精
神，今年以「啟程」為主題，全體三年
級導師全員著裝，男老師扮空少，女老
師扮空姐，一襲紫色空姐服，在校長著
機師服與空軍友情支援下，即便天空飄

校長與空服員準備入場

全體機組員一字排開

典禮進行學生坐定位情況

─

記 99年國中部畢業典禮
Recollection，John Boswell演奏
的鋼琴樂音與玫瑰、百合幽香盈溢99年
6月12日的國中部。陳東和董事長賢伉
儷、程曉銘校長、家長會何維政副會長
以及國中部黃太華主任喜氣洋洋地挽著
應屆畢業生緩緩經過國中部的教室、辦
公室、藝文走廊──長廊上貼滿了應屆
畢業學長姐一千多個日子以來的活動照
片、感念師長的話語、給學弟妹的叮嚀
以及學弟妹特別製作的祝賀海報──通
過了繽紛的氣球拱門後，畢業生進到了
嘉賓滿座的典禮會場。
「歡迎畢業班導師進場」，司儀
迎進來居然是四位頭戴粉紅鬈髮、黑色
墨鏡，腳蹬高跟鞋，身穿國中部制服的
搞怪媚妹──原來是畢業班導師神秘搞
笑，「驚嚇指數破表！」害得一向是乖
寶寶的應屆畢業生大大地吃了一驚！
鳳凰輕舞
點醒叢叢赭紅
榮光乍現
激起熾烈年歲
微動 漣漣漪漪
憶成豐熟完滿
榮光再現 乘夢 展翼 翱翔
（畢業班導師 曹雅筑老師作）
不願淚眼相對，也捨不得說再見
的畢業班師、生決定一起「撩落去」，
要以精采的節目重現班級的「曾經」：
是在國一？國二或國三時的活動呀？是
303家伶老師還是304慧欣老師班級的
表演啊？就是那些班導師和同學們曾經
努力排練過的歌舞、賣力演出而獲致專
屬於班級或光復中學榮耀的過往，就讓
那些曾經的「榮光再現」吧！尤其電力
超強的301班居然能邀請年長的、年少
的、與會的大大小小，每個人都站了
（戰慄Thriller）起來，大跳拔河舞、游
泳舞、交通指揮舞！而校長、董事長夫
人、家長會何副會長上台致詞時也都期
勉畢業生要能持續敦品勵學，讓榮光恆
現！更令人感動的是，今年國中部117

四位導師著學生制服驚喜豋場

名畢業生中，有116名通過「騎、走南
寮──34公里自行車體能挑戰體驗活
動」的考驗，為個人的生命再添一道榮
光，也為國中生涯留下完美精采的句
點。
302班魏美瑱同學代表「畢業生致
感恩詞」時，輔以304班游知軒、葉紋
嘉及范凱玟同學編輯的「生活點滴相片
簿」帶領所有的家長、來賓與師生一同
走過應屆畢業生三年來的成長之路；
相較於行家，Album的製作技巧當然不
是那麼純熟，但是張張照片都能撩撥影
中人的心弦──眼眶泛紅。接下來是
「師長的叮嚀與祝福」。都說「我不會
哭」，舞台上「四個畢業班共同擁有的
五個導師」述說著三年來「表面魔鬼，
內心天使」的心路歷程時，硬是要把盈
眶的淚水汲了回去，但成串的淚珠卻不
聽使喚地滴落在滿座畢業生的臉龐……
以擁抱、以鮮花「感謝師恩」吧！帶著
師長的諄諄教誨與期許，今天畢業的孩
子們「放心去飛」吧！
在司儀的「禮成」即將出口時，
除了舞台，四周燈光忽暗，「今天我要
嫁給你啦」歌聲響起……國中部學生事
務組長（明明也是女生啊！）突然接過
了麥克風，對著被留在舞台上的靚女
302班蔡宛容老師「告白」，一連串有
些靦腆卻又甜入心坎兒裡的溫柔話語可
把大家給弄糊塗了？原來是宛容老師交
往多年的男友終於等到了她先前承諾的
時刻：「等這一屆學生畢了業再談婚事
吧！」準師丈向宛容老師獻上真愛花
束、下跪求婚的那一刻，典禮會場上的
每一顆心都滿溢浪漫與甜蜜……女主角
的「我願意！」此話一出，全場的氣氛
更是high到最高點。宛容老師也是光復
中學校友，在場的程曉銘校長及周春英
主任都是她的科任老師，宛容老師能在
同一時、地得到自己的老師與自己的學
生衷心祝福，真是圓滿啊！好一場溫馨
的畢業典禮，令人永難忘懷。

董事長夫人蒞臨頒獎

校長頒獎

頒獎

為全體畢業生唱出「因為我相信」這首
歌，希望全體畢業生能發揮長才，創造
奇蹟，光復也將以你為榮。典禮接近尾
聲，在全體畢業生一起大合唱的同時，
由每個三年級班導師為這些即將跨出校
門的孩子們，一一戴上智慧祈運御守，
象徵著給畢業生滿滿的祝福與庇護。佩
帶的同時，無論老師或學生都被這刻氣
氛所感染，全場莫不感動。
今年的主題式的典禮，就是希望給
畢業生一個難忘的回憶，感謝所有人的
戮力付出，也希望這些努力與能點滴永
存於98畢業生的記憶行囊中…。

資深教師頒獎

三年級導師表演

國中部畢業典禮觀後感
◎國102班

鄭家俐

微風吹來，他們也隨著風慢慢的
鼓動翅膀，準備飛翔了。在這重要的一
天，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就是希望在
此時，能夠留下最美好的回憶，他們─
─就是要畢業的國三生。
今天是他們的畢業典禮，我很榮
幸的參加了，也很高興能看到他們精
湛的演出，但是我認為的重頭戲還在
後頭，那就是老師們的致詞，有些感
人的時刻，即使我不是畢業生，但是
眼淚就是不自覺的佔滿了整個眼眶，
差一點就要滿溢出來了，幸好我即時
忍住，但是我看看周圍的學長姐，有
些已經淚流滿面了，有些人還邊哭邊
跑到台前擁抱老師呢！
讓我倏忽想到，兩年後的我們，面
對考完基測，最後一天在這個陪伴著我
們三年的地方，想著想著，不禁落寞起
來，才感受學長姊們的不捨。所以同班
同學和老師在一起是種緣份，這個緣份
可遇不可求，因此，我們應該珍惜這得
來不易的緣分，這樣在離別的時候，才
不會是留下遺憾及後悔的情感，而是充
滿感恩及祝福的離別。
參加今年的畢業典禮讓我學到的很
多，感觸也很深，雖然參加園遊會的時
間減少了，但是有捨必有得，至少我得
到的是一場永生難忘的畢業典禮。

◎國102班

黃大維

看完了國三的畢業典禮後，我覺得
學長們好厲害喔!他們剪接了國中三年
的點點滴滴，製作成回憶錄以及籌劃畢
業『榮光再現』表演，典禮最後還有班
導師『愛的叮嚀』一一感動了我們，我
相信這些回憶，一定會深深的烙印在學
長姊的心中。
畢業典禮中有些橋段非常有趣，
有high翻全場的『你是的花朵』、還有
搞笑逗趣的『帶動跳』以及優美的歌唱
表演。表演結束後是隆重的頒獎典禮，
每個上台領獎的學長姐，個個充滿著自
信與感恩，相信在台下的家長與導師也
深感驕傲。典禮最後是班導師『愛的叮
嚀』，每位導師真情流露，感謝學生帶
給老師的成長、感謝一路走來支持他們
的家長、感謝主任組長的協助，今天國
三學長姊的優異表現，相信是一個大團
體共同努力的成果。
典禮最後本來是師生話別離情依
依的氣氛，突然302班老師的男朋友現
身，上演一場浪漫求婚記，讓這場畢業
典禮在溫馨的氣氛下畫下完美的句點。
參加這次畢業典禮後，我了解老
師對學生們雖然很要求嚴格，但私底下

還是很關心我們，不知道為我們付出了
多少心血。所以，這次的畢業典禮，讓
我領悟了許多事情，這些我都會謹記在
心裡，讓老師減少一些擔心，多一份放
心！

◎國101 張奕琪
又到了六月－畢業季，看見學長
姐們帶著愉悅的心情畢業，突然想起去
年自己的畢業典禮，想必現在他們一定
百感交集吧？每次到了這時候，氣氛就
會有一種莫名的感傷。雖然和學長姐沒
有很熟識，但是一看到他們即將離開光
復國中部這個大家庭，內心還是萬般不
捨。希望學長姐們畢業後還可以經常回
母校看我們這些學弟妹們與老師們。
典禮一開始，三年級四位女導師
穿著國中部制服進場，引起全場很大的
騷動！接著進行的是畢業班才藝表演，
三年級學長姐們的才藝表演都表現得令
人嘖嘖稱奇，看得出他們想把在光復國
中部三年來所學會的才藝一一的施展出
來，並且再次證明光復中學國中部除了
讀書之外，也可以學到許多才藝，透過
表演展現各班向心力。頒獎典禮隆重而
莊重，獲獎的學長姐個個展現出他們的
自信，當時內心想著：「如果站在台上
的是我就好了」。看著畢業生們受獎時
笑容滿面，身為在校生的我們，也替他
們感到相當開心。典禮的尾聲，聚光燈
凝聚在站在台上的302導師－蔡宛容，
有一位極為神秘的男子走出場，他求婚
了！原來他是宛容老師的男朋友，真是
叫人羨慕啊！

◎國101

何吏庭

鳳凰花開的六月，依依不捨的心
情，國三的學長姊們即將畢業，我們用
以最歡樂的方式送走學長姊們。
畢業生用開心的腳步走進會場，在
校生則給予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拍的手
都紅了！不知道學長姐們有沒有接收到
我們的祝福？典禮剛開始就是國三們的
精彩表演，果然，學長姐的表演就是不
一樣，默契十足、台風穩健，每位都很
投入在表演裡。表演完畢開始頒獎，看
見學長姊風光的站在台上領獎，我似乎
也感受到了這份喜悅，臉上藏不住的笑
容感染大家，大家也為他們感到高興。
聽見在校生祝福畢業生的致詞十分
感動，心裡有種藏不住的憂傷，但也為
學長姊們感到開心。希望學長姐們能帶
著我們的祝福開心的離開學校，繼續人
生的下一站。
祝福學長姐們能飛向遠方，讓自己
進入更高層的境界，你們永遠是我們的
榜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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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訊學程參加2010大葉盃全國太陽能模型船競賽

六隊榮獲高中職組全國佳作再創新紀錄
本校電子資訊學程高二學生，參

131班 湯家祈

能板重量、馬達位置、天氣不好怎麼

加2010年大葉盃全國高中職太陽能模

剛開始我們並沒有想到船要怎麼

改進太陽能板功率等等，經過不斷改

型船競賽。電子資訊學程已連續三年

做，後來發現保麗龍可以利用，所以

良與測試最後終於完成了。比賽當天

參加全國性綠色能源專題競賽、太陽

我們決定使用保麗龍做一艘船。在製

十分煎熬，太陽一下出來，一下又被

能模型車、太陽能模型船競賽，並屢

作太陽能船中發現最麻煩的東西是馬

烏雲遮住，真的要靠運氣，最後我們

創嘉績。

達，馬達如果很會晃的話，船就不會

以成績18.37秒奪得2010年大葉盃全

今年全國高中職組合計有68支隊

直直的跑，而且還會轉圈圈，所以我

國太陽能模型船比賽之佳作，我們能

伍參賽、大專院校有72隊參加競賽，

們花很多時間在調整馬達，到最後終

有這成績，指導老師功勞不小，她給

科內選出九隊精英參賽，並榮獲高中

於把馬達調整到最好，也在比賽前把

了我們許多的建議，在這邊要感謝老

組最佳創意獎佳作二隊、榮獲高中競

船調整到最佳狀態。在比賽中我看到

師，謝謝!!

速組佳作六隊，再創新紀錄。

好多不同隊伍都非常出色，所以明年

獲獎成績如下：

榮獲高中組最佳創意獎佳作
1.綜221班學生彭俊傑、莊偉祥、黃瀚
慶，指導老師：高正中組長、林愛蘭
老師。
2.綜131班學生林凱祺、楊泓偉、郭炫
震，指導老師：吳冠蓓老師。

榮獲高中競速組佳作
1.綜221班學生彭俊傑、莊偉祥、黃瀚
慶，指導老師：高正中組長、林愛蘭
老師。
2.綜223班學生邱正輝、綜131班 徐凱

地方，未來我很有可能會延續綠色能
源的潮流到大專組比遙控太陽能船比
賽。

221班 羅元佳
比賽當天，我們頂著大太陽依
然不斷的測試，利用時間做些微調，
當我們在比賽場地測時，不斷的出狀
況，害得我們這組手足無措，不過我
們還是盡力的去微調和修改，希望可
以回復到最佳狀態，直到要比賽時，
只能讓它勉強的跑完全程，最後還是
沒辦法進入複賽爭奪前八強，這是這
次比賽的遺憾。
比賽最後雖然沒有得名，不過這
次我並不後悔，因為我努力過了，而
且這次又看到了比上次更快的船，所

222班 陳弘鋼

以又讓我對太陽能船的了解和知識增

我希望還可以去大葉大學比賽，拿到

這次的大葉盃太陽能船比賽，一

比佳作更好的成績，在這裡也要感謝

加了許多，希望還有下次的機會，可

開始做船的時候，我和組員們都非常

謝主任、吳冠蓓老師的指導。

以讓我再做一次，雖然我屢戰屢敗，

的頭痛，主要是太陽能電池的重量太

不過每次失敗我都學到了很多東西，

重了而我們的船身小，怕放入水中馬

這次又是一次寶貴的經驗，好讓我下

這一次出去比賽，真的是一個

達會進水和扭力不足，光是這兩個問

次做的船可以更好。

美好的回憶，雖然說天公不做美，可

題就已經讓我們想很久了，最後終於

是我們還是順利的比完賽了，這一次

解決了。比賽當天因為天氣不穩定我

比賽真的是有很多有趣的地方，見識

們還臨時改裝太陽能板，最後終於在

到了很多東西，像是有一些學校做的

烏雲與太陽的夾縫中完成比賽，獲得

船真的很好看，也有一些學校的船速

佳作不單單只有我們的努力，也要謝

度很快，並看了其他隊伍的作品自我

謝指導老師的辛勞。

131班 徐凱浩

充實，改進自己的缺點。也要謝謝我

222班 呂學韋：

221班

彭昇輝

到了比賽現場大葉大學，我們
馬上去測試船，測試船的時候，就觀
察一下別的學校的船長怎麼樣子，發
現到很多學校的太陽能板跟我們的不
一樣，他們的版子很輕，可以讓船更
輕，也因為今年的規定船的大小是

們的指導老師，他不厭其煩的教導我

我們在準備太陽能船的時候，一

們，讓我們從剛開始完全不懂到完成

直想、一直研究、一直失敗，那時真

比賽，第一次比賽就拿到了佳作，我

的是非常辛苦，比賽當天超緊張的，

真的很開心，也要在下一次比賽中拿

這次比賽看到大家的船都不太

那時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船，而且那

到更好的名次。

一樣，有雙螺旋槳的，有長的像快艇

些船都做的比我們精緻，又很酷，但

的，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名的那

後來發現我們的速度比他們快許多。

艘船，那艘船跑的超快的，速度是震

比賽當天我們看到別人的船都跑

比賽時也看到很多比我們強的隊伍，

驚了我們在場的所有人，九秒的好成

好快，害我有點怕怕的，終於等到我

他們做出來的作品都很棒，讓我體會

績像是豹一樣的速度在奔馳，明年就

善，指導老師：謝其杰主任。

們比賽時，我把船放下水道沒想到才

到我們的不足，並知道需要改進的部

要生上三年級了，雖然我已經沒機會

指導老師群：謝其杰主任、高正中組

跑 20公尺就撞牆了，但是我們沒有氣

份。

可以再參加一次太陽能船的比賽，但

長、林愛蘭、唐燕玲、吳冠蓓、蕭弘

餒，我們把船拿去比最佳創意獎，裁

益老師，學生能有如此佳績表現；全

判說我們的船雖然看起來沒有什麼，

剛開始接觸太陽能發現了好多

賴全體師生團隊全力以赴，以下願與

但是他很喜歡我們的創意及環保概

好玩的事情，我們大家也抱著勇於挑

全校師生共同分享同學參賽心得與榮

念，所以他給我們的分數很高喔，最

戰與學習的態度參加了比賽。除了須

後得到最佳創意獎，在這裡要謝謝吳

隨著近年來環保意識提升、「京

耀：

具備資訊電子的專業領域知識與技術

冠蓓老師和謝主任的辛苦指導。

都協議」與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等議

外，還要對太陽能板、製船有基本的

題，世界各國提倡節約能源發展綠色

認知，期間我們請教了謝其杰主任、

能源。在學校的支持下，早在三年前

們電訊學程第三年參賽，期間看到許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太陽能船比

吳冠蓓老師及去年比賽的學長姐許多

就已將「綠色能源」與「創意機器

多各地的學校製作的作品一直在改良

賽，讓我擁有一個非常美好的回憶，

問題和比賽經驗，讓我們學習到了許

人」列為科發展特色與方向，由逐年

進步，每年對參賽的同學來說都是一

我看到了許多隊伍都來勢洶洶，馬達

多知識。製作過程中雖然有過爭吵但

導入課程、社團發展、競賽參與、辦

場硬仗，從第一屆至今每次參賽的同

一個比一個大聲讓我覺得有點害怕，

大家最後都培養出了很好的默契，再

理國中小營隊經驗分享。

學總是利用課餘時間留校研究製作太

到了正式比賽時，我們的船向前跑不

加上緊張的比賽後每個人都在困難中

這些都是電子與資訊科教學團

陽能船，不僅要改良學長姊的缺點，

到２０公尺，就邁向偉大的牆壁衝了

不斷學習與成長，還有很謝謝主任與

隊老師用心投入教學研究，學生積極

還要加入自己的創意及其他學校的優

過去，於是我默默的走過去把我們的

老師給我們這次機會去比賽，讓我有

參與各項競賽活動；所共同諦造的成

點，因此製作過程中更是辛苦，但我

船再作微調，雖然知道現在改已經來

了很棒的比賽經驗。

果。每次參與競賽看到老師學生們全

相信參賽的學生們收穫一定也比學長

不及，但我還是發揮了運動家的精神

姊更多，老師也期許太陽能社的所有

盡力完成比賽，雖然沒有擠進前八

這一次的做的船體真的很輕，

社員們能夠秉持這種團隊合作的精神

強，但我也記取了這次的教訓，讓我

輸的地方是板子的選用以及數量的差

主任真以全體師生們為榮，參與

參加各場比賽，並將此精神延續下

有更多想法去做一艘更穩的船。

距，其他學校的船體中，我還看到類

每一次的競賽都是--成長的機會、接受

似快艇的船和雙螺旋槳的使用，都是

每一次的挫折洗禮--讓自己更堅強、分

這次大葉盃太陽能船比賽，真的

在找如何可以提升速度的方法，我也

享每一次的競賽心得--讓自己成為一位

花了很多腦力，煩惱船身該使用哪一

有去看大專組的比賽，對於用遙控

有福的人，積極思考向上提升與全體

種瓶子阻力最小、船身支撐不了太陽

器去控制它的行進比速度更為重要的

師生共勉勵。

浩、湯家祈，指導老師：吳冠蓓老
師。
3.綜222班學生徐永霖、陳弘鋼、呂學
韋，指導老師：吳冠蓓老師。
4.綜221班學生羅元佳、翁興憲、彭昇
輝，指導老師：高正中組長、林愛蘭
老師。
5.綜231班學生王昱惟、蔡承佑、張存

吳冠蓓老師指導心得：
大葉盃太陽能船競賽今年是我

去，讓我們太陽能社更加發光發熱。

131班 郭炫震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太陽能船比
賽，在過程中學習到許多事情，像是

131班 林凱祺

131班 楊泓偉

222班

徐永霖

223班 邱正輝

221班 翁興憲

A3，所以能讓太陽能板放到最大的使
用量，而且不讓船變的更重。

希望能趕上最後一次的太陽能車比
賽。

主任的話：

心投入競賽，享受參與競賽成長的過
程；分享競賽成果的榮耀。

測試船身跟調整船舵時，必須根據缺
點不斷改進微調，一直到比賽前一天
我們還在調整就是要求到完美。比賽
完後老師還鼓勵我們下次在加油一定
可以有更好成績，使我深深感動，所
以下定決心下一次的比賽我一定要努
力向上不辜負冠蓓老師的期望。

太陽能船測試

全體大合照

我們的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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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6月12日舉辦了一年一度的園遊會暨演唱
會， 雖然老天不作美，一直下著雨，但並未澆熄同學
們的熱情，因為本次邀請的歌星都是同學最喜愛的歌
星，有星光幫的潘裕文、葉瑋婷、超偶的林宗興及唱
了許多炙手可熱歌曲的A-LIN，主持本次也找來偶像團
主持人Terry及Mia
體-棒棒堂的成員Terry及常在TVBS主持的Mia，尤其Terry
在一出場時，模仿亞洲舞王羅志祥，大家更是尖叫連連。接下來表演的是超偶
的林宗興，林宗興又唱又跳帶動了全場的氣氛。
當星光幫的潘裕文出現時全場女生為之瘋狂，也因為現場歌迷的熱烈回
應， 潘裕文開心的到台下和同學們握手互動，擔心場面會失控，但同學們卻出
乎意料的守秩序也將組長不安的情緒稍微緩和。AK為全新的偶像團體，在本次
的活動中是唯一辦理簽唱會的歌星，當場購買CD的同學除了可以獲得偶像簽名
外，也可以和歌手近距離的合照。葉瑋庭的出場表演，更是精采絕輪，載歌載
舞的表演更是讓現場high翻天，大家在歌手帶領下唱著歌曲，現場台上和台下
氣氛密切的融合在一起。
因為下雨的關係， 高速公路大塞車， A-LIN從台北下來整整開車開了四個
鐘頭，雖然同學等了許久，但偶像一來，把先前許久等待的不耐之情完全拋到
腦後， A-LIN唱到成名曲「失戀無罪」時，徵求下面同學一起合唱，現場馬上
有三位自告奮勇的同學上去演唱，開心完成了和偶像合唱的夢想。最精采的部
分莫過於A-LIN和本屆高三學生陽志隆的合唱，更是將節目帶到最高點， 並且
在美妙的歌聲下劃下完美的句點。

國中部榮譽榜

星光超偶齊聚光復

一、99年本校國中部應屆畢業生免試暨申請入學公立高中職榜單:
國立科園實驗高中：熊思閔(正取)、楊馥家(備取)、彭聖倫(備取)
國立新竹高中：熊思閔、謝翔宇、范凱玟
國立新竹女中：楊馥家、曾祈瑜、彭聖倫、游知軒
國立竹北高中：胡凱雯、賴沛瑄、葉紋嘉
國立新竹高商：鄭雅勻、許怡慈
國立新竹高工：黃子晏、林威志、張偉傑、江范嘉俊、張文凱、胡凱雯
國立竹東高中：張偉傑
國立竹南高中：黃子晏
國立關西高中：徐振剛、彭子謦
國立大湖農工：吳禾愛
市立建功高中：唐婉蓉
市立成德高中：葉家菱
市立香山高中：趙俊博
英文滿分：楊馥家同學、彭聖倫同學、鍾承佑同學、謝翔宇同學、
曾祈瑜同學、楊清雲同學、吳俊頡同學、游知軒同學、
林雅雯同學、葉紋嘉同學、許怡慈同學、陳世晟同學、
姬佩君同學、鄭翔駿同學。
社會滿分：楊馥家同學、鍾承佑同學、許凱博同學。
自然滿分：熊思閔同學、楊馥家同學、彭聖倫同學。
數學滿分：張文凱同學、林禹成同學。
國文滿分：熊思閔同學。
作文滿分：邱佳琪同學。

本校國中部今年有115位應屆畢業生參加第一次國中基測，作文成績突飛猛
進，四級分以上就有106人，佔了九成二以上，五級分的也突破四成，達47人，
均較去年為佳，其中邱佳琪同學作文滿級分，邱同學去年曾獲第三屆聯合盃全國
作文比賽佳作及新竹市初賽第五名。整體基測成績優異，熊思閔同學及楊馥家同
學考出400分以上的成績，考300分以上的同學也有六成，PR值90以上的同學平
均分數高達394.27分，國三前20％平均分數也有382.5分，共96人達竹苗區公立
高中職登記標準，佔了八成以上。有如此的佳績，除了要感謝所有國三任課老師

星光幫潘裕文演唱

AK簽唱會

星光幫葉瑋婷
載歌載舞

A-LIN和畢業生陽志隆
合唱PS我愛你

及導師們的付出與指導外，更要感謝家長們的配合及同學們的辛勤耕耘。

二、98學年度新竹市國中小科展本校國中部脫穎而出
本校國中部2年1班陳盈羽、王俐文、溫于箴、賴亞欣等四位同學參加第28

美容科

參加第40屆全國技能
競賽分區賽－美容類

◎指導老師 劉宜蓉
第40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在6月5日盛大展開，各校好手齊聚一堂互相技藝
切磋，為了提升學生的素質及技能，我們抱著學習的心態參與了此次的中區分賽，
而「美容類」的競賽地點在弘光科技大學進行，美容類中區分賽共計有33名選手參
賽，本校參賽選手為綜263的林思涵、曹汝萍及呂佳珍同學。競賽主題為男性，競
賽項目分別為足部護理與脫毛、指甲彩繪、運動手錶代言模特兒造型設計。
自從得知競賽題目後，就開始找各種不同外型的學弟及男同學來練習足部護
理、脫毛及運動手錶代言的造型設計，所以美容學程的男同學們皆難逃被脫毛的
命運，每個人的腿都是光溜溜的呢！真是辛苦了。除此之外選手們每天除了請公
假接受科內教師的指導訓練及練習，還利用放學後的時間留在學校，及到校外的
店家練習，常常都要練到晚上十點多才回家。訓練過程中因為時間及標準要求高
的壓力，使選手們有暴瘦、失眠、情緒不穩等狀況出現，幸好她們都能在短期內
調適自己的心理壓力，使訓練才能順利進行。
由於參賽選手年齡上限為21歲，所以除了高中職學生外，也有大專院校的
代表選手，看著個個選手摩拳擦掌、誓在必得的樣子，競爭相當激烈，我們選手
也承受著莫大的壓力。競賽過程中在指甲彩繪及造型設計的部份皆完美且順利完
成，可惜在足部脫毛的部分未能在時間內完成，而無緣晉級全國賽。事後與學生
檢討原因發現學生花太多時間在足部護理的細部處理，由於男模特兒是比賽當日
現場抽選，須按照男模特兒個人不同的足部狀況來處理，而能在時間內完成的
選手是簡單處理足部護理後，便直接做脫毛的動作，因此完成動作的選手不到十
位，這表示大部分的選手對於時間掌控狀況不佳，這是我們未來要改進的方向。
此次競賽前三名的選手皆為台中護專美容科的學生，我也與台中護專的指導
老師互相分享訓練過程及心得，希望能藉由他校的成功經驗來修正未來比賽訓練
的方向及方式。而本校選手藉由這次比賽的洗禮及刺激，不僅開了眼界也增加了
珍貴的比賽經驗，未來將透過經驗的傳承讓下一屆更好。

學生參賽心得
◎曹汝萍
我們從五月就開始出來訓練，幾
乎是天天，麻煩了美容科的所有老師
和主任。每天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
好好練習。我們要比賽的主題是以男
性顧客為主，所以每天都會請不同的
男生出來給我們練習，也辛苦了那些
學弟。
我們有比男生的彩妝、指甲彩

繪還有足部保養及脫毛，其實內容並
不多，但需要花很久的時間來練習。
專業技術真的是要不斷的練習，才能
比其他人突出。真的是要「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很多人很想參加
這個比賽，大家都以為出公差是去玩
的，其實並沒有。每天神經緊繃，三
餐就跟著不正常，瞬間爆瘦了好幾公
斤，每天精神不濟，放學還要去練習
足部保養，回到家已經十點多了吧！
根本沒有力氣去做或想其他事。重點
是我們去比賽，三個人都各花了三、

屆新竹市國中小科學展覽競賽榮獲國中乙組生物科佳作，感謝陳慧欣老師的指
導。本校國中部能以少數隊伍在眾多公立國中隊伍參賽的競爭壓力下，脫穎而
出，獲得評審老師們的青睞，實屬難能可貴。
四千買這些材料，眼睛一睜開，就是
要花錢的時候，家裡負擔就變的比較
大。接近要比賽的日子，三個人都很
緊張，我每天都拉肚子，痛到想哭。
但為了比賽，只能振作。比賽當天，
我們到了台中弘光，進了考場，準備
抽模特兒，很緊張，大家都希望能抽
到好的模特兒，我也是這麼想的，沒
想到，我抽到了籤王，哈哈，我瞬間
臉垮掉，因為他跟我想像的差太多
了，長的真的不是很好看，身高沒很
高，是全部裡面最矮的，氣勢整個就
輸掉了。重點是我在做足部保養的時
候，戴著口罩，竟然還可以聞到一古
異味＂他的腳真的很臭＂，我當時真
的快哭了，想帶三層口罩，但又怕不
給他面子。我除了脫毛沒做完，其他
的我自己認為做的還不錯。終於考完
了，看另外一個同學互相擁抱，有感
動到，感覺身上上萬斤的包袱瞬間卸
下來了。這次去比賽真的是一個很棒
的經驗，雖然沒有得名，但我們在這
場比賽中體悟到一句話：「人上友
人，天外有天」，發現自己是那麼的
不足，還有很多是我們沒有學到，很
多是我們還不知道的。他們真的很厲
害、很專業、動作又很快速，我們可
能還要訓練個一、二年才能夠趕上他
們的專業。

◎呂佳珍
這次很榮幸可以代表美容科出
去比賽，為了這次我們從比賽前好幾
個月就一直出公差去科上練習彩妝、
美甲、足部護理，這一陣子也辛苦了
科上的主任及每一位老師，要不是他
們的指導也不會讓我們有這一番的成
績，也辛苦了每天給我們練習的學弟

們，要不是他們，我們也不能這麼順
利的練，而且每天要重複的我們斂衣
樣的東西，雖然很累但付出是有代價
的。為了這次的比賽，我們三人都花
了不少錢來購買這次比賽中所需的東
西。快到比賽前幾個禮拜，我們每天
從早到晚都在練習，放學還到指甲彩
繪老師的店裡練習彩繪和足部護哩，
每天都忙到快十點多才回家，而且一
回家洗完早就馬上睡了。努力了那麼
九，終於到了比賽，在比賽前一天，
我們就做客遇到了台中，這次比賽地
點是在台中弘光科技大學，那學校超
大的，我們第一天住的地方也就在弘
光裡面，到了比賽當天，每個人都要
穿著整齊的工作服，每一所學校的工
作服都好不一樣，而到了考場中要抽
模特兒時超緊張，因為希望自己可以
抽到又高又帥的，但是就是沒那麼事
事如意，我的模特兒不高也沒很帥，
這樣沒關係，而是他的痘痘多、腳皮
也多，害我搓的速度變很慢，光修剪
指甲就耗了很多時間，而且邊剪他的
腳邊抖，害我也緊張了起來，但時間
還是不夠，就差後面，真的有那麼不
甘心，不過別人真的很厲害，或許我
的技術還要更加的努力才能跟上，這
次的比賽，真的讓我學習到很多，也
讓我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真的要學的東西還很多，也突然發現
到美容這條路其實並沒想像中那麼好
走，因為外面要競爭的
對手真的太多了，自
己要更努力才行，雖
然這次沒得名，但學
到很多東西，也讓我
開開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