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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本校電子資訊學程二年級學生，首度參加「2008年大葉杯全

國太陽能模型船競賽」，在高中組五個獎項中包辦三項，還得到團體總冠軍。

這項比賽4/26在大葉大學舉行，此次比賽主要訓練學生如何利用太陽能電池當

電源並使用寶特瓶等回收產品當船身，讓學生學習環保能源概念。大會並規定

學生設計的太陽能船，大小不得超過A4紙張大小，且電池不得有蓄電功能，

還要能承載重六十公克的雞蛋，橫渡十公尺的水道才算完成比賽，增加了比賽

的困難度。

今年報名參賽的學校有台中女中、中山工商、弘文中學、東海大學附

中、光復中學等五校十六隊參賽，大專組則有51隊參賽，本校「輕功水上漂」

組獲第二名（范振浩、楊建明、甘書豪）；「陽光行船」組獲第三名（林欣

翰、王柏鈞、藍啟維）；「要拼才會贏」組獲佳作（江哲源、鍾文耀、邱垂

賢），團體成績獲總冠軍。

指導老師唐燕玲、吳冠蓓說，太陽能模型船的設計，必須考慮船體的重

心、垂直平衡，以及負重位置，還要思考造型。學程主任謝其杰說，透過實作

經驗，學生的創意與應變能力都獲得提升。

校長姜禮讓說，本校電訊學程教學，理論與實務操作並重，特別著重創

意發揮。去年參加太陽能模型車競賽，成績列全國24強；該科馮于倫同學去

年參加全國機器人競賽獲第二名，代表台灣參加世界機器人競賽，在18國170
隊激烈的競賽中獲大會優

勝獎；該學程應屆畢業同

學考取乙級證照者有26
人，其中許耀中同學參加

繁星甄試錄取台北科技大

學光電學系；又該學程教

師謝其杰、林愛蘭、何淳

淳等三位以創新的教學

法，在前年獲教育部長頒

金質獎，所以校長特別讚

許本校電訊學程師生發揮

創意，屢建奇功，為校爭

光。

【本刊訊】日本學校法人電子學

園所屬電子專門學校，在理事長多忠

和、理事多忠貴、校長古賀稔邦、廣

報部主任內田滿等一行四人，於5月

16日下午1時蒞校訪問。該校為職業

類專科學校，目前設有電玩、音樂、

動畫、設計、情報、網絡、電氣、電

子等系，日本是電子業先進國家，畢

業學生在日本擁有高就業率。

校長姜禮讓在致歡迎詞時表示，

本校應用外語學程設有日文組，本校

廣告設計、電子技術、資料處理、資

訊技術等學程學生具有高度技術專業

水準。本校與日本岡山市芳泉中學締

結為姊妹學校，每年都會組成學生教

育旅遊團訪問日本，因此與日本學校

交流進修已有基礎。圖書館主任兼廣

設學程召集人藍慧禎希望十一月間組

團先參觀日本「動畫、遊戲、GE展示

會」後再安排到該校實地訪問，為廣

設畢業學生尋求深造機會。該校古賀

校長說，如果語言程度不夠，可以先

選修語言課程再甄選入學，留學生如

果取得日本專門技術就業簽證，還可

以在日本就業。該訪問團一行在參觀

本校圖書館、體育館設施後，盛讚本

校具有現代化學校水準。

日本電子專校專程來邀
廣設科有意廣設科有意G o  G o  J a p a nG o  G o  J a p a n

洪家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

徐碧苓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羅　婕 長庚大學醫檢系

林司樺 國立東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盧昱志 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彭雋崴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不分學系

許耀中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多元入學光復先聲奪人　
   推薦甄選端出亮麗榜單

97.5.14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暨校內成果發表

電訊學程師生電訊學程師生屢建奇功屢建奇功
參加太陽能船賽參加太陽能船賽獲冠軍獲冠軍

【本刊訊】九十七年度大學暨四技二專多元入學，繁星計畫及大學甄選最先

登場，本校參加大學繁星甄選五人上榜；科技大學繁星計畫甄選二人上榜；普通

大學甄選，已有八人名登國立大學金榜，預計陸續有四技二專甄選及技藝優異生

保送甄選，本校都具備有利條件。今日光復耀眼風光，確實令人刮目相看，玆將

載至5/20為止，已知榜單公佈如下，以昭公信：

一、97大學繁星計畫錄取人數             二、97技職繁星計畫錄取學校

      為新竹市私立學校之冠                              成績為新竹縣市公私立之冠

三、大學甄選入學榜單(5月20日前放榜…)

楊義駿 國立成功大學

楊宇庭 國立中正大學

董清筑 國立高雄大學

楊宇庭 國立暨南大學

張繼威 國立臺東大學

王聖元 國立海洋大學

孫嘉鴻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王聖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柯欣汝 中山醫學大學

郭明諭 中原大學

賀孝芸 中原大學

歐陽信 中原大學

蕭湧蓮 中原大學

王明煒 中華大學

朱俊諭 中華大學

吳柏慈 中華大學

李昆翰 中華大學

林品筑 中華大學

張培威 中華大學

張皓倫 中華大學

張雅婷 中華大學

莊雅帆 中華大學

彭筱崴 中華大學

黃玉婷 中華大學

萬杰明 中華大學

劉樂年 中華大學

薛欣妮 中華大學

簡秀青 中華大學

饒佳晏 中華大學

龔正哲 中華大學

莫瑞嬿 台南科技大學

陳家豪 台南科技大學

黃正廷 台南科技大學

陳璿安 朝陽科技大學

黃心怡 朝陽科技大學

趙　笙 朝陽科技大學

歐陽信 朝陽科技大學

吳柏慈 明新科技大學

林保華 明新科技大學

林偉鈞 明新科技大學

龔正哲 明新科技大學

鄭紹勳 明新科技大學

蕭湧蓮 元智大學

林振安 東吳大學

陳璿竹 淡江大學

呂怡萱 輔仁大學

張鈴軒 輔仁大學

羅婉華 輔仁大學

林振安 東海大學

楊宇庭 東海大學

黃伯文 世新大學

黃志誠 世新大學

王明煒 中國文化大學

范　有 中國文化大學

陳璿安 中國文化大學

陳璿竹 中國文化大學

蔡偉成 中國文化大學

簡秀青 中國文化大學

陳璿安 文藻外語學院

洪明孺 玄奘大學

張培威 玄奘大學

彭君賢 玄奘大學

趙昱婷 玄奘大學

駱彥宏 玄奘大學

曾穎婕 大葉大學

黃玉婷 大葉大學

謝璧徽 大葉大學

范瑞婷 長榮大學

張芷馨 長榮大學

彭荃琪 長榮大學

陳可豫 南華大學

蔡總成 南華大學

駱彥宏 南華大學

韓元翰 南華大學

王斯瀚 真理大學

吳悅慈 真理大學

洪明孺 明新科技大學

洪衛翔 明新科技大學

范瑞婷 明新科技大學

許懷仁 明新科技大學

黃柏凱 明新科技大學

詹雅婷 明新科技大學

歐陽信 明新科技大學

【本刊訊】本校應屆畢業生畢業典禮將在6/13下午7時舉行，日校綜

高暨進修學校畢業生共同參加典禮。慶祝活動安排在次日上午舉行，操

場上將有各式各樣的園遊攤位，體育館將有巨星獻唱，屆時將邀請應屆

畢業同學嚮往光復的各縣市國中畢業生前來觀賞遊園，共襄盛舉，至於

哪位巨星將會翩然蒞臨，暫時列為最高機密，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慶慶祝畢業歡祝畢業歡喜喜收割收割
活動將有活動將有巨星巨星登場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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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本學期教務處舉辦之各項學

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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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感謝

國文科、英文科及廣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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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語比手畫腳45組、詩歌朗誦50人、畫法
比賽36人、英文單字力競賽102人、海報設
計48人，總計參加人數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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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英文單字力獲

獎的同學，將代表本校參加北區英文單字力

比賽，期待同學能再創佳績，為校爭取最高

榮譽。

項目：詩歌朗誦              

國中組：

第一名 國102 魏美瑱、第二名 國102 藍海寧
第三名 國104 游知軒、第三名 國202 涂至玲
高中組：

第一名 綜191 陳俊良、第二名 綜202 羅景彥
第三名 綜202 朱昱臻、第三名 綜171 范育芳

項目：書法競賽

國中組：

佳　作 國103 余淳雅、佳　作 國203 吳彥霆

高中組：

第一名 綜202 羅　婕、第二名 綜182 劉媺玲
第三名 綜152 林美綺、第四名 綜151 黃逸茹
第五名 綜192 徐新瑾
佳　作 綜201 吳俊葳、佳　作 綜203 黃怡純
佳　作 綜261 彭思嘉、佳　作 綜261 邱筱雲
佳　作 綜242 游冠琳

           
頂著甫獲得的全國女生組競技啦啦隊冠軍的

光彩，這一群光復中學最可愛的小娘子們，最近頻

受各大電視台的青睞，積極邀約參加節目錄影，因

此我們這群可愛的小女生最近非常忙碌，除了學校

課業要努力，還得要青春不要留白，為自己、為學

校，塑造年輕有活力的健康形象。

4月24日到了台視「鑽石夜總會」攝影棚，幸

虧有林宜靜老師的從旁協助，從化妝、彩排到錄

影，過程順利圓滿，大家錄影的情緒都很high，非

常愉快，過程中還邀請藝人麻衣跳我們的舞蹈和技

巧，她也親自穿上一套光復中學的啦啦隊服，讓我

們加分題獎金持續升高，最後我們獲

得了一萬兩百元

的參賽獎金，大

夥都非常高興，

也帶著愉快興奮

的心情完成台視

鑽石夜總會一日

遊。

為展現光復學子對文學、圖畫類、創作才能，提供師生文化交流的園地．

請余佳臻秘書擔任光復青年總編輯，邀請國文科的老師擔任執行編輯、文字審

稿、校稿；廣設科的老師擔任美術編輯，在各班導師

全力支援鼓勵投稿下，第37期光復青年於5月20日出

刊了。內容有校長的話、教師園地、奇幻文學、人物

專訪、學生創作、班級風雲錄、畢業留言版、圖畫創

作及懷璞文藝獎得獎作品。

本期主題「舞文弄魔－奇幻文學」特與圖書館主

題閱讀結合，專訪《魔戒》翻譯作家朱學恆先生，並

搭配學生寒假閱讀心得和奇幻插畫比賽，讓主題呈

現更豐富多元。今年光復青年還有另一特色，即借

重廣設科同學的繪畫設計長才，在藍慧禎主任指導

下，由學生負責封面設計和散文、新詩部分插圖，

讓光復青年更貼近學生創作刊物的宗旨。

圖書館主題櫥窗特展

五月份主題櫥窗展是『瑞典文化

月』，展出內容包括露西亞節、威薩

博物館、林格倫的童話世界、眾所皆

知的諾貝爾及本館相關書籍館藏。

1 2月 1 3日露西亞節（ L u c i a 

Day），是瑞典最重要的文化節日，也

是經歷漫漫長夜之後，長晝來臨的第

一天，一早即可看見身穿白袍，腰繫

紅帶，頭頂著燭光的少女，唱著「散

塔露西亞」走進會場，迎接曙光的來

臨。

威薩博物館 (Vasa Museum)，

是斯德哥爾摩一個極重要的博物館， 
「威薩」是一艘皇家戰船的名字，

建成於1628 年的春天，船上裝載了

48 門大砲，但可能設計錯誤，船身太

重，以

致在該

年 8 月

10日的

處  女

航，船

身竟然

側向一

邊，還

沒駛出

港，即

沉下32 
米深的

海底。

1 9 6 1

年打撈起來，置放在一個臨時的展覽

廳，到1988 年12月，威薩號才搬進現

時的「威薩博物館 」，於1990年正式

對外開放，在21世紀，可以看到17世

紀一艘完好的戰船，是極難得的，有

機會到瑞典一定別錯過。

林格倫的童話世界，雖然我們不

認識這位偉大的說故事奶奶，但她的

故事，可是陪伴著每位瑞典兒童長大

的喔。逝世後，瑞典政府以她的名字

設立了一個國際文學獎：The Austrid 

Lindgren Memorial Award，獎金高達

500萬瑞士克郎，是世界第二大的文

學獎。今年適逢林格倫百歲，天下雜

誌及遠流出版社，出版了林格倫的童

書，本館配合展出，已全數購買，待

展覽結束後即可上架流通，雖然她的

書已翻譯成30多國語言，但在台灣是

第一次出版。

 文采斐然、說畫完美

 第37期光復青年出爐了

『瑞典文化月』

     魅力滿分魅力滿分

風靡鑽石夜總會風靡鑽石夜總會

啦啦隊啦啦隊 

瑞典文化月主題櫥窗
露西亞節

項目：棒棒糖之成語比手畫腳                 

國中組

第一名 國103 曾思為、王瑋晟、黃子晏、王云慈、楊依婷
第二名 國104 張宸瑄、林雅雯、楊馥家、陳育鈞、張偉傑
第二名 國202 張義成、許方韋、洪淑貞、朱芸萱、王子暄
高中一年組

第一名 綜141 潘美君、劉羽昕、周雯琦、鄭依荃、康瑜軒
第二名 綜195 劉邦鼎、葉為文、林翊筠、張怡婷、陳玉婷
第三名 綜181 張雅棠、徐莞玟、林柏諭、楊育誠、鄒子靚
高中二年級組

第一名 綜271 蕭莉萍、陳麗安、彭芷婕、吳珈羽、彭珮芳
第一名 綜291 范富國、彭信豪、鄭洧棋、徐翊銘、張閔勝
第三名 綜204 鄭雅馨、葉旻軒、田雅菱、宋庭葳、劉蓁妘
第三名 綜272 劉育如、詹淑君、廖雅嫻、古佳玉、劉韶宜
第三名 綜281 陳倢安、陳柏綸、宋佐君、楊育鈞、鍾承達
第三名 綜294 簡珮瑜、繆明霖、張依婷、許茹雯、彭勻宜

全校單字力測驗得獎名單
國中組：

第一名  國104班 楊馥家　(總分277分)
第二名  國103班 鄭雅勻　(總分270分)
第三名  國103班 曾祈瑜　(總分262分)
第四名  國104班 林雅雯   (總分257分)
第五名  國103班 鄭翔駿　(總分255分)

高中組：

第一名  綜202班 朱昱臻　(總分291分)
第二名  綜204班 周　易　(總分271分)
第三名  綜101班 林子鈞　(總分254分)

高職組：

第一名  綜272班 張羽廷　(總分226分—22分鐘)
第二名  綜272班 羅　婷　(總分226分—27分鐘)
第三名  綜272班 葉譯婷　(總分219分)
第四名  綜272班 黃文良　(總分214分)
第五名  綜241班 劉琬婷　(總分204分)

5月2日的班級讀書會為這學期的圖書館

週畫下完美的句點。各班就主題「奇幻文學」

的作品，做導讀及討論，其中綜191班以「西

遊記」為主題，陳俊良同學主講，其唱作俱佳

的敘述方式，引得全班笑聲不斷，絕對是位很

好的說書人。

各班讀書會紀錄，已上傳至圖書館信

箱，待整理完畢後，將置於圖書館網頁展出。

綜194班全體同學陶醉在吳淑惠
老師的故事情境中。 

圖書館週圓滿落幕

眾所皆知的諾貝爾一直是瑞典人

的榮耀，每年頒發的各項諾貝爾獎，

更使瑞典成為世界注意的焦點。

感謝瑞典貿易辦事處提供相關資

訊，並出借國旗、皮皮等故事玩偶，

使展出內容更豐富。本活動展出至6月

10日止，歡迎師生參觀指教。

學藝競賽週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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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與證照雙管齊下　就讀科技大學不是夢
技職繁星　許耀中

我很高興能代表學校參加今年的

高職繁星計畫甄選，而且以84高分順
利推甄上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的光電工

程系，很感謝光復所有老師的指導與

鼓勵。

當初進入光復中學就讀是因為國

中時成績不太好，但進入光復後我找

到了我的興趣，讓我學到一技之長，

在光復求學的三年中，受到很多老師

的栽培，使我的專業能力進步許多，

這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因此我不後悔

我的選擇，我永遠以光復為榮。

當初校內篩選時，很感謝所有師

長的認同，使我有機會為學校爭光，

因此上了大學我會更加努力用功讀

書，不會辜負老師們對我的期望。

而確定代表學校參加繁星計畫

後，由於時間太趕，我還記得繳交備

審資料的前天，科主任謝其杰老師

熱心地指導我到晚上9點多，之後每
天都全力以赴加強訓練面試，班導陳

秀瓊老師讓我在課堂上對著同學模擬

面試，科主任和心輔室的所有老師也

不遺餘力的幫我加強練習，甚至還用

V8攝影，而我當然沒辜負老師們的付

出，在面試部分拿了高分。

我能代表學校參加這次的繁星

計畫的主要因素是我的在校成績始終

保持全科第一名和考取「儀表電子乙

級」證照的優勢，所以各位學弟妹們

千萬不要放棄任何考取乙級證照和全

民英檢的機會，不管是推薦甄選還是

出社會工作，都會有幫助，此外也希

望學弟妹能試著發掘讀書中的興趣，

因為能上學讀書是人生最美好的事。

由於光復的優良學習環境、以及

老師們熱心地教導，再加上自己的努

力向上才能成功，希望未來學弟妹也

能加油！

技職繁星　彭雋崴

高二時聽老師提到『技職繁星

計畫』的升學管道，各個學校中成績

最優秀的學生可以到頂尖科技大學就

讀，高三時學校進行初選，由八個學

生角逐兩個名額，而我很幸運地在那

八人之中。

我想我能代表資料科出來競爭的

主因是歸功於我的證照和學業成績。

在學業方面，我的成績一直維持在班

上的前幾名，模擬考共同科目的成績

更是突出！在專業方面，我拿到『電

腦軟體應用乙級』、『電腦軟體應用

丙級』、『網頁設計丙級』三張證

照，是對自己能力的一種肯定，也能

提升自己的成就感。除此之外，我也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因為我爸爸

是做國際貿易方面的工作，他很了解

英文的重要性，從我小四就開始積極

指導我英文，高中時還找了個美國人

訓練對話，對我的幫助真的很大。

這次的篩選方式是請校長、各處

室主任以及各科科主任來對我們做面

試，雖然是教了我三年的師長們，但

面試時還是難掩心理的緊張，過程中

我想起科主任余若玥老師跟我說的：

「表現出真正的自己，讓老師們看到

你的自信以及企圖心！」果然沒錯，

當聽到我脫穎而出時，開心雀躍之情

實在無法用言語形容！但是不能光顧

著開心，還有許許多多的挑戰要等著

我去面對，當務之急就是要準備備審

資料以及面試。

在準備面試方面，學校輔導室和

資料科的老師不斷的在替我做模擬面

試，假設各種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和狀

況，也細想過面對各種問題我應該要有

的反應態度及回答。老師們甚至為了

幫我做練習，即使已經到了下班的時

間，還是不斷的給我建議及練習。準備

的過程中真的很苦，幸虧班導劉雅蘭老

師一直給我打氣鼓勵，讓我重新找回信

心，為了感謝師長們對我的教導，我

一定要在面試當天，表現出最好的自

己，來回報師長們對我的期許。

終於到了面試的時間，到了雲

林科技大學，心中的感覺其實很複

雜，在我身邊的人都是全台灣各校的

精英，要怎麼樣才能讓自己的表現吸

引教授們的注意成了最重要的問題，

一樣的，我秉持著「表現出真正的自

己，展現自信及企圖心」應試，當結

束面試踏出雲林科技大學時，心中的

大石頭頓時放下，努力已付出，接下

來就是等待希望能開花結果了。

等待放榜的過程真的很難熬，每

天心懸在那裡，不時就上網看一下有

沒有最新的消息，但是也不能讓自己

放鬆，還是要不斷的努力讀書。終於

在4/23等到了令人開心的消息─錄取
了第一志願：台灣科技大學！我真的

很感謝師長們以及父母，謝謝所有人

這段時間不斷的給我鼓勵與打氣，讓

我能度過這段奮鬥的時間，也很感謝

學校給了我這次的機會，太多的感謝

無法言喻。

謝謝光復！ 
謝謝！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 low，1908～1970)將人類的需
求分為生理、安全、社會（愛與隸

屬）、自尊（尊重）、自我實現等五

個層級。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

包括食物、水和空氣等這些能夠讓人

類生存及溫飽的東西均屬之；安全需

求是第二層級的需求，包括對人身安

全、生活穩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脅或

疾病等的需求，在安全需求沒有得到

滿足之前，這是人類極為關心的需

求；社會需求屬第三層，包括對友

誼、愛情以及隸屬關係的需求，當生

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滿足後，就會

出現社會需求，如果此項需求得不到

滿足，就會影響員工士氣；自尊需求

是人類第四層級的需求，包括對自我

價值的感覺或成就感，以及他人對自

己的肯定與尊重；自我實現是最高層

級的需求，這種需求若能達到滿足，

不但解決問題能力會提高，自覺性會

增加，並且能夠獨立處事，發揮潛

能，也能接納自己與接納別人，是人

類最高的生存目標。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並非每

個人都能達到這些需求，例如：非洲

國家很多種族每天為了吃的問題而

煩惱；亞洲國家許多人為了找份工作

得離鄉背井。人要一層一層的往上追

求，似乎頗不容易。弱肉強食、相互

競爭成為人類歷史中未曾間斷過的戲

碼。不過，想想看，我們自己能夠為

人類社會做些什麼？

一般人皆知：在慈愛的環境下

長大的孩子懂得愛人，在暴力環境下

長大的孩子學到粗暴；在讚美聲中長

大的孩子懂得稱讚別人，在批評辱罵

聲中長大的孩子學會謾罵，這就是俗

話所說的「有樣學樣」。孔子深知這

種道理，在從事教育工作上，始終秉

持身教的原則。《論語•衛靈公》中

說：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

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

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

斷了糧，隨從弟子都餓得病倒了，站

不起來，狀甚狼狽，弟子子路內心

相當不悅，甚至懷疑老師孔子，子路

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於是來見孔子

說：「君子也有這樣窮困潦倒的時候

嗎？」但孔子是個有智慧的教育家，

不會受外在環境的影響，他很沉穩的

告訴子路說：「君子固然也會有窮困

的時候，但是他會守住自己的本分，

堅定自己的意志；但小人就不一樣

了，小人在窮困之時，便無法守住本

份，容易自暴自棄、亂了分寸了。」

《莊子•讓王》中也有記載此事，而

且對孔子堅定的意志寫得更為詳盡：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

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

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

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

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

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 
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

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

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

可謂窮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

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

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

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

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

乎。」 
孔子與弟子們困於陳蔡，斷炊斷

糧，大家都疲憊不堪，孔子還可以不

停的弦歌於室，不管外在所面臨的困

境，在宋這個地方講學時甚至還有人

要殺他，子路和子貢也批評自己的老

師簡直無恥極了。顏回聽到了並不回

應，只是進入室內告訴孔子此事，孔

子推開手中的琴，感嘆的說：「子路

和子貢見識太短淺了，請他們進來，

讓我來告訴他們。」子貢和子路兩人

進來之後，子路說：「現在這種情況

可以說是窮途末路了。」孔子告訴子

路什麼是「窮」？孔子所謂的「窮」

是「窮通」，即使面臨怎樣的困境也

不改追求了解真理的決心，臨難也不

會失去自己的道德意志，對於陳蔡之

厄，孔子反而認為自己很幸運，正可

以磨練自己的志節與挫折容忍力。這

是孔子之所以能為人師表之處，他不

但做學生的榜樣，也採取正向思考來

教化子弟，讓他們有正面的領悟及收

穫。

正向思考會為我們帶來快樂，去

除煩惱，美國心理醫學博士霍華德•

卡特勒（Howard C.Cutler）說：「人
生的目的就在追尋快樂。聽起來像是

老生常談，西方的哲學家從亞里斯多

德到現代的威廉•詹姆斯（Wi l l iam 
James），都同意這樣的說法。但是
一個人只顧追求快樂，會不會就是一

種自我中心或自我放縱的本能？其實

並非如此。事實上，許多的研究都顯

示：不快樂的人通常是自我中心、退

縮、無趣、與人敵對的。相對的，快

樂的人通常比較喜歡社交、有彈性、

有創意，而且比不快樂的人更容易調

整生活中的挫折感。最重要的是：他

們比不快樂的人更懂得付出愛與寬

恕。」

達賴喇嘛也在《快樂 - - -達賴喇
嘛的人生智慧》一書中說：「我想憐

憫、溫柔、仁慈都是健康的心態。

只要你的心中有慈悲、愛與仁厚，你

心中那扇緊閉的門就會自動打開了。

這樣你與人溝通自然就會容易多了。

溫暖的愛心能開闊你的胸襟，你會發

現所有的人都跟你相似，你也很容易

與他們連成一氣。你會擁有友誼，也

不需要隱藏自己的感覺；你也不再害

怕、自我懷疑或缺乏安全感。同時別

人對你也會產生信任感。」愛與寬容

是讓我們快樂的方法之ㄧ，也是讓人

與人彼此拉近距離的好方法。在良性

的人際關係互動之下，必然為群體帶

來良性的循環現象，就會有好的結果

產生。師生的互動，可以建立在互信

的基礎上，教育的過程不是製造對

立，而是幫助與了解，對立造成群體

中無謂的內耗，幫助與了解可以成就

不少人，是非常有功德的事。

想想看，我們能夠為學生做些

什麼？老師是學生的榜樣，老師在面

臨很多事情的當下，學生也會觀察

老師是如何處理事情的，「身教重於

言教」這是身為人師大家都熟悉的道

理，可是人是有情緒的，老師也是

人，所以也免不了意氣用事，但是老

師的職責不同於一般職場的員工---只
要負責把任務完成達到公司的要求即

可，教師這份工作比一般職業更具有

教化下一代的使命，有讓學生學習、

模仿的無形力量，所以老師的一言一

行不能夠不謹慎，稍有錯誤若未能及

時修正，即可能造成負面的影響。

德國教育家福祿貝爾（Friedrich 
Frobel，1782～1852）有一句名言：
「教育無他，愛與榜樣而已。」教師

這份工作是很有功德的，它不僅是一

份職業，更是一生的事業與志業。我

們何其幸運能夠為人師表，這是累積

多少世的德才能換取的福分。教師是

助人的工作，想想我們的學生，多看

看他們的優點；也想想我們的老師，

多看看老師們的優點，多給些支持、

鼓勵與讚美，學生的表現及老師的表

現都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教育之道無他，愛與榜樣而已
作者：黃太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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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231班 范振浩：

這場太陽能船的比賽我們使用模

型船來改造，由於報名到比賽間隔時

間不多，我們只能盡快的把船改良完

成，並利用有限時間進行測試與修改

各項缺點。開始比賽時我們的船都一

直偏離航道，讓我很擔心，不過幸好

後來順利跑完晉級了決賽，決賽時我

們跟中山工商的船比，而我們得到第

二名，雖然最後輸了，但從比賽中學

習到別人的優點也看到自己的缺點，

下次還要再挑戰一次，讓作品更完

美。

綜231班 楊建明：

為了參加比賽，幾乎每節下課都

在做測試船的動作，剛開始三個人的

意見都不同，本來船的底部要用保麗

龍做，可是發現時間不太夠，所以決

定用模型船來做，一開始試了好幾次

速度都不是很快，最後想到可以減輕

船的重量，結果速度果然比較快。

這一次到大葉大學比賽太陽能

船，我們得到第二名，雖然沒有拿到

第一，可是得到了很多經驗，也看到

了大專他們的船又快又穩，爾後有機

會一定要向他們好好學習。再來感謝

老師指導我們，指出船的缺點，比賽

前還不斷的為我們加油打氣，讓我們

可以有這麼好的成績，謝謝老師的指

導。

綜231班 甘書豪：

這次太陽能船競賽由於時間太

緊湊，又是第一次接觸太陽能電池，

在製作的過程中隊員常常會有意見不

同、甚至紛爭的情形，但經過協調

後大家會達成共識繼續努力。我特別

要感謝爸爸的支持，他總是會帶著我

到處尋找所需的材料（如齒輪、馬達

等），還有科主任、指導老師唐燕玲

老師，總是會在遇到瓶頸時給予指

點，並督促鼓勵我們，才能交出這張

漂的成績單。

綜231班 林欣翰：

剛開始我們思緒一團亂，連開

頭要怎麼做都不知道，在經過謝主任

跟吳老師的指導後，我們先把自己的

想法與構圖寫出來，然後將它實現，

在尋找材料時找了將近一個禮拜才找

到，因為時間緊迫我們隨即馬上動工

改造。改造的過程中，要考量平衡、

船身大小以及其他因素，我們失敗了

很多次，材料也報銷了不少，但總算

在失敗中找到成功的機會。

綜231班 王柏鈞：

一開始我們構想用木頭做船，

但因為沒有足夠的技術，所以只好打

消念頭，但我們沒有放棄，決定用模

型船改造，不僅船需符合大會規定

的大小，還要考量船身平衡、太陽能

電池驅動馬達、速度要快要穩定等等

問題，在改造船時因為有些地方經過

切割、挖洞，在測試時還發現防水工

作也要注意加強。比賽當天，我們雖

然努力晉級到複賽卻還是輸了，不過

我們沒有灰心氣餒，從失敗中努力嘗

試調整，終於在敗部復活賽又殺到季

軍，我們沒有得到冠軍有點失望，但

也因此知道我們還是有需要加強改進

的空間。

綜231班 藍啟維：

我們這組剛開始有點混亂不知道

如何做起，直到同學買到了太陽能船

的模型玩具，我們的船終於跨出了第

一步。製作的過程中時常利用放學後

的時間來討論，很感謝同學家長願意

提供製作中需要的工具，讓我們可以

順利的完成。

比賽當天，看到了大專組、高中

組各隊的船，真令人大開眼界，尤其

是大專組的專業程度真值得學習，才

知道自己組的船還有最致命的缺點－

沒有考慮到水道的牆會使船偏離航

道，這算是最大的失算，最後我們得

到了季軍，這種成績讓我有了想進一

步去了解製作太陽能相關產品。  

綜231班 鍾文耀：

這一次的比賽我體會到比賽競爭

的激烈，在學習的過程中，感謝科主

任的從旁指導，許多不可能都在嘗試

中變成可能，雖然不怎麼完美，可是

依然有達到我們原本的目標及架構。

在製作過程中材料是讓我們最傷腦筋

的，我們採用了浮力較大的材料來當

成品及輔助平衡－保麗龍及寶特瓶，

達到了浮力和平衡最佳的優點，可是

方向不好控制，雖非原本想的完美，

可是卻是用低污染低消耗的物品所製

作出來的，提倡了環保意識，這也受

到評審的青睞，使我們得到了佳作。

運動健兒風雲榜
            名次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男菁英賽】 綜305 綜307 綜204

【高女菁英賽】 綜304 綜322 綜182

【高一男生組】 綜132 綜172 綜122

【高二男生組】 綜251 綜204 綜222

【高三男生組】 綜307 綜305 綜303

【高一女生組】 綜191 綜182 綜161

【高二女生組】 綜295 綜293 綜272

【高三女生組】 綜322 綜304 綜320

【國中男生組】 國304 國303 國202

【國中女生組】 國203 國201 國202

組別           名次 第一名 成績 第二名 成績 第三名 成績

國中男女混合組 國203 4.20.53 國202 4.20.83 國201 4.52.19
高中男生組 綜304 3.32.97 綜204 3.34.00 綜103 3.56.63
高中女生組 綜202 5.33.66 綜261 6.01.09 綜264 6.04.47

高中男女混合組 綜303 4.04.49 綜204 4.27.35 綜304 4.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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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5/1假體育館舉辦學生優良作業展，由進修學校教

學組安排各班參觀時間，並由各科主任帶隊與介紹各科專業

課程和作業特色。此展覽讓

學生能有展現自我學習成果

的舞台，讓平時認真於作業

準備的同學，得到旁人的肯

定與增強，並使學生藉由觀

摩他人作業、作品創作，刺

激作業較不認真的學生，明

白自己不足處，達到見賢思

齊之效。

綜221班 邱俊綺：

參加這次競賽使我受益良多，不

僅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也對太陽

能發電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未來再

生能源是必須的，希望可以多推廣此

類能源，減少地球污染使生活環境更

美好。

綜221班 蘇品嘉：

剛開始參加比賽以為是一件很簡

單的事，在實際製作船身與太陽能電

池、馬達結合時才發現原來其中含有

很多我必須學習的地方，比賽當天看

到其他隊伍的船覺得我們真是井底之

蛙，希望下次能有機會再參加競賽，

我會以這次失敗為警惕加倍努力以獲

得勝利。

指導老師 唐燕玲：

學生的未來是可以期待的。只

要有良好的設備與充分的支援，都可

以將不可能的任務達成。學生有心參

加任何一項的比賽均可吸收到很多有

用的知識與技能，「凡事盡力去做，

就沒有可後悔的事。」培養學生面對

問題，解決困難，並以人為出發點處

事，相信每位學生均有其長處，團體

競賽依靠的是相互合作、相互鼓勵，

發揮每人的長處，團結一致，任何困

難均可以突破。

指導老師 吳冠蓓：

這次指導綜231班林欣翰、王柏
鈞、藍啟維等三位同學參賽，雖然同

學的在校成績不是最優秀的，但在製

作太陽能船的過程中，發現同學的投

入與用心是超乎想像的，期間也讓他

們了解為什麼要學電子相關課程，達

到學以致用目的，看到船體從無到完

成，有問題一起討論一起解決問題，

感覺也跟著他們一起成長，讓身為指

導老師的我也感到很欣慰。

看到各校參賽的作品，其專業、

穩定度與美觀、還有其他我們沒想到

的問題，可以發現自己的缺點，所以

鼓勵學生多多走出去比賽，真的可以

增長許多學校沒教的事，不僅可以增

加學習的動力，還能為將來升學增加

競賽經驗。

主任的話：
每次帶領孩子們參加比賽，看著

孩子們從無中生有，將自己的想法設

計理念與創意嘗試實現，在挫折與失

敗中找尋解決問題的對策、師生共同

討論、雖然過程中孩子們有些意見想

法不同，各自為自己的想法對策爭辯

與實做證明辯論。

學習包容不同的想法與作法，學

習如何在假設、實驗證明、在歸納結

論中探討彼此的差異，只有專業的討

論，沒有鄉愿的妥協。在這過程中看

到孩子們的執著研究與討論、寓理論

於實務的精神。這是主任所樂見的研

究精神「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

便是如此。

在完成參賽後，我們並沒有太多

的時間沉醉在成功的喜悅中，馬上要

完成所有的參賽紀錄、競賽報告撰寫

與經驗傳承；為下一個更高難度的競

賽「2008年全國高中職太陽能模型車
競賽」而努力準備。

凡是走過必留下痕跡，一步一腳

印；專業技能的學習與累積是沒有捷

徑可言。期許每位同學喜愛學習、勇

敢接受自我挑戰與突破挫折、樂在競

賽與觀摩成長。孩子們對自己要有信

心、相信你可以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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