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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經過運動會的

各項預賽，我看見你們的熱

情已然將潛力化為爆發力，

更感動於你們為班級榮譽的

付出！或許成果不如預期，

但你們的成長正一點一滴地在光復留

下美好的記憶。謝謝你們，相信十仁

未來會更好！

十年仁班 周家妤

希望迎新露營的精神總錦標是個

開始而不是結束！喜歡智班彼此間都

是朋友更是家人！讓我們在這些年創

造歷史，才有那些年值得我們回味！

一起為自己的夢想打拼！加油！

十年智班 張鈞傑

親愛的十義小屁孩：

歷經始業輔導﹑隔宿露營﹑稿紙

的摧殘……感覺上十義更有默契，也

更團結了。從各項競賽，我感受到你

們爭取榮譽的強烈企圖心 。希望十義

的存在絕對不是為了逃避鯊魚的追殺，

而是為了築夢﹑追求理想的最佳組合。

捨不得瘦的花阿姨

親愛的 100 班孩子們 :

歡迎你們加入光復這個大家庭！

我們的成員名單是經過一波好幾折才

定案，這也表示班上 40 人很有緣分。

雖然班上有三個不同科別的同學，共

同話題會少了點，但從新生始業輔導

的彼此陌生，到隔宿露營的逐漸熟悉、

培養默契和團隊精神。老師看得出大

家都很努力在「聊天、找共同話題」，

也想留在這個班，並爭取班級榮譽。

教室佈置時同學自發性地留校好幾晚

幫忙，讓教室變得很有學習氣氛和充

滿朝氣。運動會的初賽，也很努力的

練習，讓我們班才高一就能進拔河四

強、蜈蚣競走也進決賽。這可不是「普

通」班級做得到的！期望未來三年，

大家能繼續秉持互相督促、協助的精

神，一起到達考上「國立科大」的終

點線。

每天碎碎念的班導 : 瑞萍                                              

十年修得共船渡，百年修得共枕

眠，是多麼難得的緣份才能讓我們在

此相聚，希望我們能夠為這三年寫下

精采的故事，創造不一樣的回憶，我

們一起努力吧 !!!

141 班 溫琬卉

這也是我執教鞭十九年載第二次

接到這個百寶袋，裡面裝有校長對我

們老師的期許與我們應該要付出的愛

心、耐心、關心、恒心與同理心，我

也一直期許著自己，秉持當初走進教

職的初衷──以一顆熱忱的心面對所

有的學生。

142 班 梁國珍

給我 151 可愛的大「小孩」，有

幸在光復結緣，也一起度過了學校許

多的活動，期待妳 / 你們都能順利在

光復這個大家庭習得一技之長與成長

茁壯。設計的路途很長也很專業，就

如同老師的嘮叨聲一樣，所以也就請

大家繼續支持與鼓勵囉。

151 班 黃雅芳

2014 年 9 月初入光復，隔宿露營

是你入群的起點，儘管同學臉上還帶

著好奇與陌生，籤神的命運連繫了小

組行動，因為有你的付出參與，最終

我們獲得最佳營地建設獎，這緣聚的

默契存在我深深的腦海裡，我的夢裡

我的心裡，我的歌聲裡畫下晚會句點。

敬師典禮後展開你的學習旅程，我們

仍期望未來的你能再次榮耀 152 多

媒 .多美。

152 班 鄭淑雯

親愛的 161 孩子們～

歡迎你們來到光復幼保這個可愛

的大家庭，期待你們能「選你所愛，

愛你所選」，認真投入並體會多元的

高中生活。開學至今，我們一起經歷

過漸凍人、隔宿露營、拜師儀式、業

界參訪、校慶運動會、園遊會、管樂

練習、太鼓表演等活動，期待在每一

次的活動中，培養更多的好品德與態

度，加強自信心與成就感；也期待同

學們之間，從認識與瞭解中，學會更

多的包容與體諒。未來，讓我們一起

創造更多美好的歡樂與回憶！加油～

       班導 孟玲老師 103.10

162 時尚造型科的孩子們，經過

科校外校學 ( 對整體造型有概念 )，

隔宿露營 ( 進一步認識同學及默契培

養 )，拜師禮 ( 尊師重道 ) 以及運動會

與園遊會 ( 團體合作 ) 的洗禮後，你

們漸漸淬鍊成更懂事的人了，未來 3

年妳們還要過得更加精采，為高中寫

下多采多姿的日子 !

162 班 林昱伸

親愛的孩子們 :

我們在光復相遇，在 163 相聚，

也許只有短短三年，但是對老師來說 , 

你們是我最在乎的人！因為在乎，所

以會傷心、難過；因為在乎，所以總

是站在前面給你們加油打氣！一個人

的力量有限，但是一群人可以成辦很

多不可思議的事 !

就讓大家等著看 163 的成長與蛻

變吧 ! 163 加油 !!           

     163 班 柯佳妏

給 171 班的寶貝

我們在光復相遇了，註定結下這

三年的師生情誼。對高中生活充滿期

待、憧憬、不安，再經歷一些活動之

後，相信你們對學校、班級、老師、

同學都漸漸熟悉。學習是一條漫長之

路，高中階段你們將會成長、懂事、

成熟，別擔心班導一定陪伴在你們的

身邊，勇敢邁開腳步，大步向前走，

加油！我們一起向前進。

171 班 邱麗珠

為倡導學生尊師重道，培養學生實踐尊師重道、知恩感恩的精神，並配合節

慶讓敬師美德融入日常生活中，營造學生「敬」老師、老師「愛」學生的友善校

園氣氛，學務處訓育組於9月 22日（星期一）至9月 26日（星期五）舉辦「2014

教師節感恩敬師活動～有愛大聲說」的活動，活動一為「愛的放送」，各班學生

可於 9月 26 日（星期五）08:00-15:55 的每節下課時間，利用學校的廣播系統大

聲說出給老師的悄悄話，並點播歌曲送給老師；活動二為「感恩 敬師 愛」拜師

儀式，經由莊嚴的敬師活動，增進師生及同儕之間的情誼，促進班級氣氛的和諧，

建立學生尊師愛師的觀念，全體學生宣誓，並向老師敬獻春雨茶、肉脯、冰糖蓮

子、愛心尺，導師亦回贈學生龍眼乾、智慧糕，希望同學能開竅及增長智慧，待

人接物彬彬有禮、學業成績節節高升。

有愛大聲說
1. 見到師長問聲好，提升品德有禮貌

2. 尊師重道不能忘、頂撞師長是大錯

3. 服儀被記要改進、頭髮不染也不燙

4. 考試作弊沒實力、盡心盡力最重要

5. 定下目標要畢業、大家可以我也行

孩子你們好讓我感動；話說學校

辦敬師禮的那天，老師們陸續被介紹

上台，當介紹到淳淳老師時你們用力

拍手、努力歡呼的假天作響，充分的

表現出對老師的尊敬，敬師儀式一幕

幕進行，孩子們也都遵守分際，尤其

是對老師行敬師禮時每人都九十度的

鞠躬，那份恭敬、真誠及莊嚴的態度

必定能在你們求學過程中啟發出更多

的知能，期盼光復三年你是一位會玩

更會讀書的好學生。

121 班 何淳淳

給“光之子”:

“相逢即是有緣”，盼望你們能

善用時間，好好造就自己。所謂「九

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想要成就事物，都是要從點滴

的功夫累積而成的。只要你肯邁開腳

步，你的世界就會不一樣。  

導師 蔡銘娟與你共勉之！

紛擾的大會考，經過二次免試、

續招 --- 長達 3 個月的審慎評估！你

的父母以及你，選擇了光復中學 -- 資

訊科。師長們張開雙臂歡迎你、接受

你！期盼你謹守著學校的規範，遵循

科裡的規劃，隨著導師的腳步，好好

的完成高中三年的學習。

孩子們 ! 在光復要快樂學習，愉

快成長，收穫滿滿，順利畢業！再邁

向另一個新的學習里程。綜 123 孩子

們要努力！要加油喔 !       

123 班 林愛蘭

給 131 班的期許

初相見新生訓練的靦腆稚嫩，隔

宿露營的團結合作，拜師儀式的莊嚴

虔誠。親愛的孩子們，讓我們攜手合

作，教學相長，共同迎向 231.331 至

畢業！孩子們！加油！

131 班 立志勉之

的悄悄話老師愛

2014 教師節

  感恩敬師活動～ 學生的

    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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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這一班 ~~195

新生訓練至今三個月的相處，身

為95班導的我，從開學初期因為王董、

陳董、彭董，黃董等一堆我行我素的

人，讓我感受到空前未有的挫折以及

自己的渺小、無力。直到現在，終於

有挺身而出的小天使站出來主動協助，

完成一件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務，讓我

發現原來自己在 95 並不孤單。隨著日

子的增長，小天使也愈來愈多，你們

真是太棒了。

95 寶貝們，還記得當初為何選擇

光復？選擇餐飲學程嗎？莫忘初心，

堅持到最後，你就是贏家。人生是很

累的，你現在不累、不學習，以後就

會更累。真正的強者不是沒有眼淚，

而是含著眼淚依然為自己夢想奔跑的

人。而我，很幸運地，能在你人生最

璀璨的高中三年陪著你，走過這一段

追夢的青澀歲月，期待三年後的你再

回首，沒有遺憾，只有更多的感謝。

我愛你們 ~95 寶貝。

195 班廖杏珠

 第 2 名 391

第 3 名 372 第 4 名 321

第 5 名 293

第1名 281 第1名 281 第1名 281 第1名 281 第1名 281

老師愛的悄悄話

我的第一次給了你

們，8 月接到通知擔任應

英的導師…

哇 !

週遭的同事老師沒

有人不質疑及關心，在光復第一次當

應英導師，第一次帶一年級，托各位

的福，得以參加各位的新生始業輔導、

隔宿露營還有拜師典禮，珍惜和你們

相處的每一個日子，現在直到畢業。

172 班 張堂南

歡 迎 來 到 光 復 中 學 觀 光 科，

welcome aboard，ご搭敎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す，本航班將開往光輝燦爛

的未來，請繫上安全帶，我們準備出

發了。相逢就是有緣，能一起完成這

三年真是難得的緣分；181 的 45 位乘

客，該不只是吃喝玩樂的朋友，在旅

途中難免遇到困難與阻礙，期能互相

加油打氣、共渡難關，在智華的領航

之下，一定能夠順利平安抵達終點，

在這三年內能有所得、有所成、成為

有目標有能力的專業人士，Fighting!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181 班 智   華

給超級無敵

活潑可愛的 182

班 49 位同學

相 逢 自 是

有緣 , 老師非常

珍惜這個緣份。

但也希望你們不

要害怕或拒絕改

變 , 要像美麗的

蝴蝶一樣 , 有一天你們可以在師長的

祝福中迎向璀璨的人生。

每天都催你們要認真掃地因為掃

地可以訓練責任心及培養未來做事的

方法、態度。千萬要認真掃地 , 才不

會對不起自己呦！

182 班 王秋仙

親愛的 183 孩子們

還記得剛進入光復時的心情嗎 ? 

那時的我們彼此都有些陌生，只能默

默地看著對方，當時你們臉上的表情

單純的可愛，讓老師好想快快認識你

們每一位寶貝！『敬師活動』是我們

的第一類接觸，開啟師生的緣分；『隔

宿露營』是你們學習群體生活的起點；

『校慶活動』是我們共同參與各項競

賽活動與攤位策畫佈置的美好時光，

很多的第一次我們一起度過，未來希

望能陪伴著你們度過每一個不同的精

心時刻，很開心與你們同行，有你們

真好！ 183 真棒！

       愛你們的 班導 ^^

親愛的 191 小朋友，進入光復也

已近 2 個月了，你 ( 妳 ) 們從不知情

況的小屁孩 , 慢慢地轉化成知書達禮

的高中生 (I hope)， 珮玲在這祝大家

在光復收穫滿滿，三年後都能成為吳

寶春第二。

191 班 王珮玲

92 的同學們：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期待

妳們能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挑戰

艱難的事，也能成就最獨特的自己。

光復餐飲科這大家庭歡迎各位的到來，

希望大家都能成為自己最獨特的奇蹟。

192 班 鄭荺樺

194 的孩子，相處已兩個月，從

陌生到熟悉，彼此間越來越歡樂、越

來越融洽，但一些待改善的習慣也開

始浮現。期待你們能正確地判斷在適

當的時機做適當的事；盡全力做好該

做的事，再去做想做的事；選擇了自

己所愛，就全力以赴地去表現。

194 班 柯力瑋

用心的角落藝術

廁所綠美化競賽

吃喝拉撒睡，人生五大事，可見廁所對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衛生組秉持提供舒適如廁環境的服

務精神，每學期第 3 週舉辦廁所綠美化競賽，除注重乾爽、清潔外，負責打掃廁所同學更是發揮巧思：

或是彩繪牆面、或是張貼標語等…亦或是擺放盆栽、裝飾物品，雖稱不上美輪美奐，但絕對是舒適潔爽！

上學期環保局曾至校檢查廁所環境，幸賴全校師生的辛苦維護及小心呵護，榮獲新竹市 " 廁所特優

" 榮譽！往後的日子裡，還需仰賴大家的努力與付出，才能持續提供舒服、整潔的環境給大家，感謝負

責打掃廁所班級的用心與平時的辛勞，更期許所有的使用者，能愛護使用並協助保持廁所的清潔，大家

共同愛惜校園的每個角落，才是環境教育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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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十年來配合教育部拓展國際視野的方針，在國際教育的交流態度積

極、成果斐然。不同於其他學校的遊學形式，而是從語言的學習、文化參訪跨越到

專業課程的實作演練，讓學生深度的體驗專業課程，並作為未來的另一項新選擇。

目前與日本、英國、澳洲、韓國等各國均有簽訂友好同盟合作關係的大專院

校。尤以日本為重要據點，每年 3 月份與東京好萊塢美容專門學校、日本電子專

門學校合作舉辦「時尚研習營」和「動漫研習營」；每年 10 月份與東京藍帶餐

飲學院、東京菓子專門學校合作舉辦「餐飲研習營」，近年來學生畢業後直接前

往日本攻讀大學或專門學校的人數逐漸增加，甚至已有學生完成學業後，直接在

日本就業。 

日本文部科學省於平成 26 年度開始推動一項計畫：「成長領域核心人才養

成推進事業」，此項重大計畫之中有關「海內外美容師教育學程模範講座」的實

施是委託與亞洲各國有深厚交流的東京好萊塢美容專門學校策劃執行。預計日本

和海外共將舉辦 4 場講座 , 第一站是中國北京財貿職業大學、第二站是日本東京

好萊塢美容專門學校、第三站是台灣新竹私立光復高中、第四站是韓國首爾東

元大學，各國部分皆是大專院校，只有台灣由新竹光復高中時尚造型學程雀屏中

選，也是臺灣唯一的一場，可見光復高中時尚造型學程無論在硬體設備、師資陣

容、學生素質都得到日本方面高度的肯定，足以與各國大學並駕齊驅。

103 年 9 月 23、24 日，日本東京好萊塢美容專門學校與本校時尚造型學程

舉辦這場「美容師教育學程模範講座」，好萊塢美容專門學校表示「此次講座的

目的是為了評鑑這份專業美容教材的運用，並從知識系統、技術系統、評鑑系統

的執行中、確認成果是否提昇」。為了協助辦理此次活動，本校時尚造型學程動

員 36 位同學參加。講座日程為二天 : 第一天，講師是以講義及實際操作為授課

主軸，讓學生透過「適合臉型的髮型與彩妝」的學習，以增進相關知識為目的。

第二天，將第一天的學習內容透過實作，轉化為能夠具體掌握的技能為目的；學

生每 3 人為一組，一人擔任模特兒、一人操作髮型、一人操作彩妝，進行實作競

賽。兩天的講座活動，由日本東京好萊塢美容專門學校張芳茵教授擔任授課、津

久間 由美教授擔任評鑑員、蓑地 章子教授擔任記錄員、蔣曼文處長擔任翻譯。

整場活動均需全程攝錄影，並收集學員的回饋資料，製作完整成果報告呈交日本

文部科學省。

希望這場難得的重要講座能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打破臺灣人對整體造型繁

複雜沓的觀念，讓學生學會整體造型乾淨素雅的美感，以成為國際級的專業美容

師自許，也希望透過中日攜手合作，為臺灣時尚潮流寫上新歷史，立下新里程碑。

日本好萊塢 103 時尚造型 9/23.24 日本文部省、好萊塢美容美髮

大學共同實施專案心得
在與日本好萊塢美容美髮大學深度交流第三年，時尚造型爭取到了與日本文

部科學省〈日本教育部〉共同執行產學官美容領域專門人才養成實證講座。

四月份，日本好萊塢美容美髮大學研究所江夏校長、國際事務川島事務長、

台灣辦事處蔣處長蒞校參觀，也至全台各相關大學參觀，將各學校相關資訊帶回

日本，經由日本文部省與好萊塢大學開會討論後，台灣由本校時尚造型執行專

案，而光復中學也是亞洲地區唯一非〈大學〉的示範學校，這對日本文部省、好

9 月 23 日和 9 月 24 日是我們時尚造型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與我們

有姊妹校關係的「日本好萊塢美容美髮大學」的教授要來我們台灣光復中學做美

容美髮的教學交流，這個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很感謝日本教育部能看重我們

光復中學，因為日本教育部在其他亞洲地區都是以「大學生」為教學對象，唯獨

在台灣是以「高中生」為對象，所以光這一點就給了我們非常大的鼓勵與支持！

而我也非常幸運地能被科上選為 36 位的其中之一，這 36 位同學就是要與日本教

授一起參與這項交流的，非常開心老師們也能夠認同我的技術，讓我能跟日本教

授學習更多更深入的東西。

其實在前一天的晚上是興奮得睡不著，因為隔天就要見到日本的知名造型

師！我覺得讓我很有振奮的感覺，而且也很雀躍。隔天一早就興匆匆的起床整理

自己的服裝儀容，讓自己更有乾淨俐落的感覺，而我們也早早的集合完畢後，等

著日本教授們的到來……當教授們一進來全體都很嚴肅並且尊敬的歡迎她們到

來，而且教授們的整體穿著幹練、專業與乾淨，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科主任要我們

每次上實習課時都要注意自己的整體儀容，為了就是要呈現最專業的一面！第一

天因為還要開記者會，所以校長與董事會的大人物都有來，而且還跟日本教授們

一起大合照，這一天我們全體學生也變得更沉穩了。教授們還依依的介紹自己跟

給我們學生一些鼓勵的話，真的是忠言，我們可要好好聽進心坎裡啊！聽完後也

感觸很多，讓我往後對自己的技術要有更好的態度去學習，很謝謝教授們給我們

這麼好的心靈激發。

主要授課的教授是張老師，早上她教我們各種臉型、還有各種臉型適合的髮

型與瀏海，還有眼睛的五區分部，每一區都有顯現整個妝感的效果，這還是我頭

一次聽到的知識，只能說自己

的學識尚淺，真的是讓我上到

一門很珍貴的課程。下午的時

候張老師就直接真人示範「長

形臉」與「圓形臉」要如何去

做造型，老師說長形臉的人眉

型不能在有角度更拉長整個臉

型，所以要較平直的眉毛來修

飾整體感；而圓形臉的人眉毛

萊塢美容美髮大學來說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因為在亞洲其他國家都是以〈大

學〉為示範學校，這難得的機會是對我們最大的肯定啊！

日方指派張芳茵教授擔任主講師，津久間 由美教授擔任評價員，簑地 章子

老師擔任助理紀錄，台灣辦事處蔣處長擔任翻譯，全部費用皆由日本文部省支付。

事先從二、三年級挑選專業技能較佳的 36 位同學參與，並預先挑好兩位模

特兒，請其準備風格對比 - 成熟風 / 可愛風、派對風 / 休閒風的服裝，教授將針

對風格做示範。36 位同學事先分成 12 組，經由討論後各組準備不同風格服裝。

一切準備就緒，全科師生滿心期待。

9 月 23 日，第一天講座內容以主講師教授及示範，課程內容是分析臉型五

官及臉型與髮型的搭配設計，最大的不同是台灣的專業教育以整體完成美感為

主，而日本的專業教育則是除了整體美感更重視每個細節、環節的精緻度，完全

以顧客的舒適為導向。授課過程中，教授不斷的調整同學的儀態，也灌輸同學真

心服務的概念，教授告訴同學，在日本，是將客戶當作神，只有客戶能坐著，因

為若造型師也坐著操作這表示與客戶平等，這是對客戶不禮貌且不尊重，而所有

的操作環節皆以客戶的感受為主。這與台灣的名師光環有著極大的不同，是啊，

服務的本質不就是以人為主嗎？

除了仔細的講授課程內容，津久間 由美教授會不斷的觀察學生上課的狀況，

雖語言不通，但津久間教授仔細的觀察每位同學的表情及動作，適時解惑。其實，

這就是所謂的差異化教學啊！

而教授針對風格 - 派對風、可愛風示範的兩位模特兒，完成後所有的同學都

驚呼不已，根本是日本雜誌上的模特兒啊！

9 月 24 日，第二天是 12 組同學以授課內容造型企劃，每組中選定一位模特

兒、一位髮型、一位彩妝，各組上台依企劃與結果說明，由講師及評價員提問應

答、意見交換，再依據最符合課程設計之實習成果選出 4 組，每組同學都卯足精

神全力以赴，教授們在同學操作時仔細觀察，由主講師張芳茵教授做總評。張教

授將每組成果的優缺點提出，且以自身學習經驗與同學分享。回憶第一天當張教

授用流利的中文開場時，同學都驚訝不已，原來張教授出身中國東北，至好萊塢

美容美髮大學修讀大學及研究所，研究所畢業後，因表現優異被留在大學部任

教，專長是形象設計，而後被北京財經大學聘任回國，並在中國電視台開設固定

節目，張教授更是中國第一位教育當局官方認證取得美容研究所先驅。她以自身

努力過程鼓勵同學，學有專精，一定會發光發亮！

而津久間教授則是在兩天的過程裡，將我們的學生當成她自己的學生，無私

的傳授，除了技術之外更注重學生的儀態和態度，仔細且不厭其煩的調整每位學

生，她告訴同學說：專業不在花俏，最重要的是紮實的基礎和謙卑的態度。

在總評時，津久間教授提到，其實將如此專業的概念與技術傳授給高中生，

對他們來說也是第一次，而兩天下來的學習成果讓他們驚訝不已，津久間教授提

到，雖然學生年紀上與大學生有差異，但專業學習及程度是相同的，甚至因為社

會化未深，所以作品更有創意、活潑。

幸運的四組，由教授頒發從日本帶來的美容小物，設想周到的藍主任事先

做了琉璃獎盃。接連兩天曉銘校長都親自到場關心，第二天甚至連光復的大家長

陳東和董事長、石堅主任秘書也到場。學生的眼睛發光、臉龐發亮，走路時抬頭

挺胸氣宇軒昂，寫至此仍不禁憶起當時學生神采飛揚的模樣，或許，學科並不擅

長，但是，專業技術給了他們自信的力量，學校的支持，更讓他們有了發揮的舞

台。時尚造型在與國際接軌的道路上，除了持續的海外交流，更往前大大的邁進

一步，發光發亮！

就必須較有角度去拉提臉型，因為眼睛也較圓，所以適合使用前短後濃長的假睫

毛與兩段式彩妝，使原本可愛的圓臉變得更成熟氣質些。今天老師教了造型知識

也示範了真人，就是要讓我們明天直接運用在自己組別的模特兒身上，如何讓自

己模特兒能修飾的變得更美麗。

第二天的時候是要讓我們 36 位同學總共 12 組一組有 3 個人一起做一個整

體造型的比賽，我們這組有姿怡、奕庭還有我，我是負責彩妝、奕庭負責髮型，

而姿怡就是我們的模特兒囉～我們這組的主題是—浪漫的波希米亞風，那當然就

是一個非常成熟優雅氣質的造型，說真的姿怡雖然化妝前很孩子氣的臉，但是一

旦畫完妝後……真的會變一個人！可是非常美麗的喔！尤其是她一貼假睫毛整個

畫龍點睛，我是以粉嫩色系的眼影去襯托出優雅的感覺，重點是我貼了兩層假

睫毛，兩副搭配起來非常自然卻又不失深邃感，在加強一下眼線的修飾，並且也

在下巴打上些許的腮紅，使得臉部與脖子不要有色差，最後在 T 字部位打亮，增

加整體的立體感與線條，讓整體感更大大的加分，而且做完造型後，每一組還要

輪流上台去解說你的設計理念，可惜上台時太緊張害

得我講話不順暢……雖然如此但是我們還是有第四名

唷！還拿了獎盃跟小禮物，真的非常的開心～很感激

教授給我們這一組的肯定，我們會更努力跟改進的。

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天，但在這當中學到了很多的

東西，最重要的是還學到了人家的態度，這真的是非

常難得珍貴的機會能聽到、學到大師的知識，要好好

的把握與珍惜，這讓我更確定了自己要往整體造型邁

進，而且我也做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那就是我高

中畢業後要去日本好萊塢美容美髮大學念書！而且爸

爸與媽媽也非常支持我出國留學，真的很感謝我的父

母。為了將來我只能更努力，有句話說得好「先苦後

樂」，就看自己的決心了，加油！

光復中學時尚學造型學程美容師教育學程模範講座

364 班 趙鈺珮

中日攜手合作  美麗時尚 UP

日本好萊塢美容美髮 

大學示範教學心得感想

時尚造型學程 魏嘉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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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客家

文化比賽中，我是

擔任歌唱客家比賽

的工作人員，在比賽的前一天有先去

交大勘查地型，了解比賽當天我需要

幫忙做些什麼事情，那裡的老師很親

切，都很有耐心的告訴我們需要注意

的一些小細節，也讓我們實際的演練

次，讓我們能夠在當天做到最好。

比賽當天，全部工作人員都在

7:30 就抵達交大，我興奮的穿著主

辦單位發放的服裝掛著工作人員的牌

子，我心裡就想著今天我是工作人員，

臉上一定要面帶著微笑，很開心的為

大家服務的態度來完成我今天的工

作，在工作的過程中，看著許多低年

級組的小朋友，比賽前還很努力練習

的態度，就覺得他們好棒，小小年紀

就可以參加全國賽，看著每個小朋友

上台都拿出必贏的精神上台，也表現

的都很棒，台下觀眾席坐著各位小朋

友的家長們，臉上都露出幸福和驕傲

的表情，看著自己的小孩在台上表演，

我真為這些小朋友感到驕傲，每一個

小朋友的表演都是經過很多的努力，

讓我看了如此的感動，他們傳承著客

完全中學部  鍾秋美組長童軍大露營活動

～ 103 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中區預賽～

家文化的精神，藉著表演來展現出來，

讓我見識到客家文化原來也是那麼生

動、活潑、有趣，我身為一個客家子

弟，在此刻我感到無比的興奮和光榮！

參與這次的活動中，讓我對客家

文化更加充滿興趣，這次能夠有榮幸

參與這項特別的活動，不僅讓我見識

到很多也豐富我的人生經驗，也對客

家文化更進一步的了解，在這一天，

我覺得一切都很值得也很充實，也相

信客家文化有這些小小主人翁的傳承

之下，一代接一代一定會發光發熱，

讓客家文化揚名全世界。

「志工」的意

思就是自願服務的義

工，很開心主辦單位選中了我們光復

中學。為了讓我們能先了解各自的工

作場地及工作分配，老師集合我們多

次，還出題模擬狀況，就是要考驗我

們大家的臨場反應 ! 在學校都很順利

的都能應付，但真正的考驗在星期六

才開始。

梳好頭髮綁著馬尾，穿著主辦單

位發的衣服，在掛上工作證，給人感覺

就是非常的專業。等了一會兒，活動正

式開始，舉著牌子引導小朋友及家長和

老師們進入比賽場地，因為有許多工作

人員的互相配合，活動場面顯得井然有

序。在比賽場內可以欣賞到小朋友們的

演出，這工作真的是太棒了。很快的，

下午就結束了比賽，我們留下來收拾場

地，大家也很有公德心的把垃圾一袋一

袋的放在垃圾桶旁邊排好，減少了我

們的麻煩，這就是互相的為對方著想，

將心比心的態度。因為這個難得的機

會來當志工，我才能學到一些實際上生

活的應用，而不是課本上的紙上談兵，

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而這些都是要

自己去體驗、摸索才會找到對的方法，

訓練自己的臨場反應，很開心有機會來

擔任這活動的志工，又充實了自己。

18 號

這天，我去

交 大 當 了

全國客家藝文活動競賽的服

務人員，最主要的工作內容

就是引導參賽小朋友們的上

下台和維護現場的秩序。在

競賽前一天有先到過交大做

事前的準備，那時只覺得自

己的工作很輕鬆、很能夠偷

懶，但等到服務的當日，才

驚覺自己身上賦著重責大任，

任何一點錯誤都不可以有，

因為只要有一絲的差錯很可

能就會造成對參賽的人有成

績的影響，所以那一整天我

是整個人上緊發條的做每一

件事情。然而，那天的服務

順順利利的結束了，在那過

程中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在

台上發揮自我的自信，各個都是活潑

外向，相當可愛，小小年紀的他們會

講許多的客語真的讓我相當佩服他們。

這一整天下來，我也學到了很多經驗，

每一場比賽背後都是有許多辛苦的工

作人員在為大家默默的付出，如果沒

有他們，比賽可能無法順利進行，中

間可能會出現很多意想不到的狀況。

也讓我提早面臨到未來在工作職場上

的氛圍，該如何和工作夥伴們相互幫

忙、合作，如何把自己份內的事情照

著上面的指示完成，這次的服務裡讓

我學到了這些。希望以後還有更多的

機會去服務，也藉此對自己應變的能

力更加提升。

鮭魚很辛苦，來到了最後一關跳水，那

裏正是我找尋到勇氣的地方，從那很高

的地方跳下來是需要克服恐懼的，一開

始是教練協助幫忙推下去，但是跳過的

人，似乎上癮了，就一直跳一直跳。到

最後我是覺得這整活動要久久去一次，

因為時間久了，勇氣和毅力也會慢慢隨

著時間流逝，需要再次的被激勵。

 8 禮 陳奕如

溯溪這個活動是絕對難忘的，雖

然一開始沒有什麼想法，但去了就會喜

歡上，學會了互助合作，時時提醒對

方那裡有大石頭可以踩，然後在朋友、

同學需要幫忙時在好好拉他 /她一把，

這些是我在溯溪過程中學到的，其實幫

助別人對我來說很開心，因為你的能

力夠，所以才能幫到這個人，在過程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跳水了，一共有三

次從高處跳下來，一次小的、大的和背

對著跳的，讓人最感刺激的是全班加上

我們班小隊長一起擠在一塊大岩石上

唱著「當我們同在一起」，那時我超怕

掉下去的，因為我站在最外面溪流的那

邊，但朋友站在我前面把我抱住，讓我

安心了點，我才發現信任一個人以多重

要，她是我的朋友我覺得很幸運，最後

我們成了第一個溯玩溪的班，而且我們

可能也贏過了別團溯溪的大人，我還想

到了一件事，就是我們班是第一名了，

因為總有些老師會看低我們班，讓我

多 增 加

了 點 勇

氣 和 自

信。

 8 仁 張瑀軒

這次的溯溪活動，是我人生中最

明亮的回憶。陽光將大地烘的暖暖的是

溯溪的好天氣，這次的活動，讓我看到

不一樣的八年仁班。偶爾水流湍急，偶

爾遇到高大石塊時，身旁的同學都會伸

出雙手，幫助你度過難關，就連平常總

是打鬧、鬥嘴的男生似乎也忘了身分，

主動伸出雙手，輔助攀爬岩石。水質清

澈，彷彿是一面透的鏡子，溪水清涼透

骨，卻不令人感到寒冷，我深深愛上了

這塊土地，希望能永遠不停歇的流著，

當然我們也要垃圾不落地將美好永遠

留在大地上。

 8 仁 范筠筠

溯溪活動怎麼就這樣結束了呢 ? 

明明才剛開始，不如就讓我來回為這短

短的兩天中最有趣的 ~ 溯溪 ~ 吧 ! 走

在 700 公尺溪流，看著每位同學一步一

步努力的往上邁進，心中不禁漾起一波

波漣漪，回想起前一段時間全班還有點

小爭執，如今大家手牽手、心連心，都

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讓我們對溯溪的

看法有了不同的見解。

溯溪，不只是為了好玩、為了刺

激、更是為了全班的團結之心 !! 下次

的活動還是想去溯溪啦 ! 而且這次還

有烤肉的說，這真的是我從七年級一開

始的童軍活動以來，最…最…最喜歡的

一次活動經驗了。

 8 義 陳昱瑞

在 7 月 27 日，我們像逆流而上的

鮭魚，返回自己的故鄉，但是我們有些

不一樣，因為尋找遺失已久的勇氣和意

志力。在爬到最上游時，我體會到了鮭

魚的意志力，牠們從海平面游到深山，

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逆游上來，

但我們只從中游爬上來就那麼累，所以

11 義 梁欣惠

11 義 鍾羽潔

11 義 魏曉筠

103 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中區預賽由新竹市政府主辦，本校學術學程

接下服務人員訓練的工作，期間參與多次的會前會議，著實感覺到肩上的重擔，

對學生而言是個非常難得的機會，讓學生走出校園服務社會；中區七個縣市的

菁英隊伍，從幼稚園組、國小組到國中組，皆會在 10/18 這天來到國立交通大

學參賽，心中想著要如何的帶領學生們，在如此多項的競賽項目中，模擬多次

的狀況，引導學生皆能用「心」去服務，盡「力」去完成，把這次的任務當作

是自己的要務，全力以赴的完成，11年義班及 11年禮班的學生們真的作到了，

贏得主辦單位的稱讚，參與大型賽事活動實屬難得經驗。

103 新竹市 國中部八年級～

清淨山林溯溪活動
光復童軍團成軍已邁入第二年，參加過新竹市所舉辦的童軍初級考驗、中高

級考驗活動、每年暑假新竹市政府規劃全市的童軍露營活動，是童軍最喜愛的活

動之一，光復童軍團成員在技能及營火晚會表演節目上，經過一年的活動參與有

更深的認知，不斷磨練不斷成長，過去一年皆利用假日到國立清華大學向清大羅

浮團請益學習，對於新加入的成員，也能大手牽小手帶著新進學弟妹一起探索童

軍的領域，國中部更於 103 學年度更規劃童軍社，讓學生有更多元的社團選擇參

與更多元的活動。

 9 義  何僅玟、張羽辰

一早，帶著既期待又興奮的心出發前往學校集合，本來以為，剛結束完畢業

旅行隔天就要參加露營的我們，大家的臉上多少都會透露出一些疲憊感和睡樣，

沒想到當到學校時，看到的大家卻是精神抖擻得討論著我們該如何發揮我們的團

隊精神，為學校帶回最大的榮耀。

「夥伴好」:「好伙伴」，我們三天的全市大露營就此展開。

第一天的社區參訪和慈濟做環保工作，第二天的 17 公里鐵馬之旅、消防安

全體驗，到第三天的團隊合作遊戲，當然也少不了我們最愛的營火晚會，而這次

的營火晚會更是讓我們百感交集，五味雜陳，同樣的場地，同樣的時間，回想

去年我們參加全市露營時，也正好是我們成團後的第一個露營活動，在營火晚

會時，明明這應該是我們最喜歡也是最開心的時候，卻一點也不是如此，我們既

沒表演又害羞不知道要怎麼幫別人歡呼給予鼓勵，就這樣我們在當時的營火晚會

中，成為了最失落的一角，當別人開心的站起來跳舞歡呼時，我們卻是尷尬的坐

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只希望營火晚會可以快點結束才好，然而這次我們不僅是

營火中受人矚目的表演者，更是一群台下看完表演給予熱烈讚賞的好觀眾們，儘

管表演的不是很出色，但夥伴們卻一點也不會吝嗇的給與歡呼，但歡樂的時光總

是過得特別的快，「營火已經成為餘燼，耳邊有聞歡樂聲……」，這次我有多希

望這個營火繼續燒下去才好啊 !

拋開無聊的課本，逃出侷限的教室，引領而來的是一個課本上沒有的、老師

沒有敎得、需要靠自己和伙伴們去摸索的童軍活動，儘管再課業上不是最亮眼最

出色的佼佼者，但在童軍的活動中卻可以創造自己的一片天、創造屬於我們自己

的舞台，每一個人在團隊裡都是缺一不可的，我想這就是我熱愛童軍的原因吧 !!

完全中學部  鍾秋美組長

光復學術學程師生們的

  「服務」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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