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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式平面與電子媒體的報導與推波助瀾之下，「翻轉教
學」、「學習共同體」、「分組合作學習」、「學思達」……

等各種教育名詞或許正在您的心中投下一個又一個問號，它們
的定義和內涵是什麼？它們的實際效果如何？會不會又是一個
個震天價響的口號？
　　其實，這一波翻轉教育的浪潮不斷地強調同一件事——教
學創新改變。不管是「翻轉教學」、「學習共同體」、「分組
合作學習」或「學思達」，都是將基礎學習的機會還給學生，

　　回家先利用老師發下的光碟進行預習。上課時先利
用學習單瞭解預習狀況，再進行共同授課或分組共同練
習的方式讓學生學習更高層次能力。最後利用課堂練習
進行學習能力檢測與加強。

任教班級：802、804、806

李志鴻老師

學習方式
　　上課時老師利用提問或學習單的方式讓學生進行小
組討論。討論時間依提問難度決定，小組成員分為「紅、
橙、黃、綠」，討論結束後由老師隨機抽點小組成員上
台發表。累計一週積分最高小組，可以豁免書寫聯絡簿
中的生活札記一天。

任教班級：805、809

吳麗菁老師

學習方式

　　利用分組的方式進行小組學習，或完成小組任務。
再利用搶答的方式增進學習興趣，搶答得分小組可以獲
得積分及點數，積分及點數則可以向老師換取獎品，讓
學習的熱情持續延燒。

任教班級：701、704

廖翎雯老師

學習方式

讓他們利用時間進行自主學習。而在課堂中與老師進行較高層
次的作業討論，目的則在訓練或引發每個孩子本身就有的「自
學基礎能力」，並持續保持學習動力。
　　武漢國中的老師們也站在這股浪潮的尖端，除了精進自己
的教學能力之外，也用這些創新的教學方式，讓每個孩子更專
心、更樂意投入課程的學習，且讓我們來看看武漢國中的老師
如何為學生的學習注入更多活力吧！

國
文
科

任教班級：801、805、806、809、810

鄭筱慧老師

學習方式

　　每組發小白板，課堂上給予小組任務，例如：歸納文法關係，透過討論，讓學生
對文法有更深認識。討論結束後，每組利用白板作發表，再由老師做補充及總結，除
了增強學生表達能力外，也更清楚學習任務的內容。

英
語
科

任教班級：705、901、903、906

林美怡老師

學習方式

　　「學習就像玩線上遊戲」，除了上課的講授及分組教學外，利用老師自行架
設的「數學之塔」網站進行課前預習、課間練習及補救教學。每週都有學習任務
必須完成，完成任務之後可得到獎勵卡及能量點數，能量點數則可兌換實體卡片
在數學課使用，為小組爭取答題機會，並增進學習樂趣。

　　共同學習如何解題後，老師會將類題或較難題型交代給同學。老師確認每組組長
都了解如何解題後，請組長回來教組員，老師同時也隨機抽問組員，或請組員跟老師
說明如何解題，來了解同學們是否學會了。

任教班級：701、702、703、704

謝偉欽老師

學習方式

數
學
科

任教班級：706、801、803、805

胡靜文老師

學習方式
　　學生分為「師傅」與「徒弟」，再兩兩配對，上課時，師傅與徒弟的位置併在一起，
徒弟有不懂的地方，隨時可以問師傅。老師上課會給各組學習任務，解開任務後，由徒
弟進行發表或說明解題流程。最後再以師徒二人進步分數做為平時成績加分的依據。

　　老師講解該堂課的學習任務後，先由老師講解例題，再讓同學們各自練習類題，
寫完後，進行分組討論。小組成員分為「春、夏、秋、冬」，老師會根據題目的難度
決定由哪一位成員上台解題，解題成功加小組分數，若解題後還能對全班同學講解者
再加小組分數。最後根據小組分數進行獎勵。

任教班級：804、806

章寧靜老師

學習方式

數
學
科

任教班級：702、704、708

賴昭安老師

學習方式

　　自行閱讀後，老師用提問的方式，來加深學生印象，並澄清觀念。較高層次問題
則利用小組討論，互相學習，並由小組中學習成就較低者負責發表，加強學習興趣與
自信心。

　　上課前老師會先發下學習單，學習單根據課文編排，學習單與課本都是上課的重
要教材。上課時，老師先從生活中或以前學過的東西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再進行
共同授課或分組討論。分組討論結束後，利用隨堂測驗的方式進行小組競賽，最後再
進行分組獎勵。

任教班級：801、803、804、805、807、809、810

何家儀老師

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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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廖穎榛

701陳昀祥 703謝少樺

706葉孟樺

707汪俊成

803徐瑞鴻

806李芷瑄 802徐佳欣 806陳振平 808劉權鋒

807李宜庭

807何明俊

809楊如玉

801徐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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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潘雨綺

809蔡炎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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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之
塔
網
站

校園
大小事 肥

皂製作
肥
皂製作

餐飲
冬

令
營

餐飲
冬

令
營

餐飲
冬

令
營

餐飲
冬

令
營

木
工
冬令營

木
工
冬令營

家長踴躍參加親職講座家長踴躍參加親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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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演說

閩語演說 作文

朗讀

字音字形

項目 年級組別

第1名
702侯雨璇

第2名
706劉瀞雅

第3名
705楊明萱

第1名
809蔡炎杏

第2名
807林翊婷

第3名
805李忠蕙

第1名
705王千鈺

第2名
706董家瑜

第3名
707吳佳晏

第1名
805葉日詠

第2名
809謝沂庭

第3名
808許毓軒

第1名
706 巫采璇

第2名
707 沈心妤

第3名
701 王佑凱

第1名
805 魏苡庭

第2名
808 蒲欣妤

第3名
802 曾郁婷

第1名
706 馬翔恩

第2名
703 陳以恩

第3名
702 邱燕萍

七年級組

八年級組

七年級組

八年級組

七年級組

八年級組

七年級組

八年級組 第1名
808 嚴晟珈

第2名
805 方心言

第3名
803 何芳羽
801 鄭家榆

名　　次

賀！本校807林侑辰同學參加「104年桃園市國中自然科學奧林匹亞競賽」

　　榮獲佳作！

賀！本校901李翊萍同學參加「桃園市103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以「餐旅職群

　　（西餐組）」榮獲佳作！

本校104年客閩語競賽得獎同學

賀！本校804蔡名曜、邱羽彤、邱品瑄同學參加「桃園市第55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於
　　「國中組數學科」榮獲第三名！

賀

第1名
704 李宜庭

第2名
810 方暐甯

第3名
803 林芷瑄

閩語朗讀 第1名
809 傅彥龍

第2名
808 趙嵩峻

第3名
802 林竑諭

客語演說 第1名
706 羅向榮

第2名
801 林靜欣

第3名
從缺

客語朗讀 第1名
803 何芳羽

第2名
703 范旻鈞

第3名
705 吳亭葦

名　　次項目 演說

作文

朗讀

字音字形

本校104年國語文競賽得獎同學賀

校
的話

長

親愛的九年級同學們：
　　時間飛逝，轉眼間你們也即將踏出校門面對自己學習的另一個階段，
每到此時，我的心中雖有不捨，但卻有更多的祝福與期待，祝福你們健康
平安，期待你們掌握自己最精華的學習歷程，努力穩健的扎根，讓自己更
為充實，面對未來的挑戰能擁有更厚實的能力。
　　不論同學是選擇高中或高職，都要確定自己的目標把握未來的三年，
在這變化的時代，有很多未知的事情，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把自己準備

好！發明家愛迪生曾說「天才不過是一分的靈感和九十九分的努力」，自古至
今不變的道理就是有毅力且堅持努力，再困難的事情也能迎刃而解。要有甚麼
的收穫就必須付出相對的努力，這些道理我相信你們都能了解，但如何落實，
就需要隨時砥礪自我、督促自己，而養成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更會是你們進步
的最大利基。
　　學習的過程難免有挫折、困難，孩子們，請記得：自助才會有人助！無論
是求學或就業「態度決定一切」如果只是圖個安逸及得過且過的心態，最終不
只是虛度光陰，也會一無所有。孩子們，期許自己一個有意義的未來，善用時
間、努力學習、勤奮上進、感恩惜福，帶著我們的祝福迎向你人生光明的未來，
也祝福你們鵬程萬里、前途似錦！

許自己一個

有意義的未來

許自己一個

有意義的未來

校長  張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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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芝青老師　感謝您！

雖然您從八年級才開始帶我們班，而一開始大
家也都帶著「害怕」的心情接觸您，但後來我們反
而喜歡跟您開玩笑、聊天，也因為有您「專業」的
教導方式，才讓五班的英文成績持續進步。「蛙姐」
是我們最喜歡也覺得最親近的名字。 905　游芷皓

屬於我的武漢記憶

劉玫玲老師、周宜平老師　感謝您！

感謝玫玲老師、宜平老師教導我理化，在我八
年級到九年級的這段期間，理化對我來說，可說是
比登天還難。當時的我，就像一名不會游泳的少年，
載浮載沉，隨時都會沉下。正當我打算放棄掙扎時，
老師即時拉了我一把，讓我又燃起了對理化的熱情，
讓我盡情的遨遊在理化的世界。學習的過程中，我
也了解到了，分數、名次，絕對不是一切，它不過
是個數字，最難能可貴的反而是那份態度，認真的
態度，那比什麼都重要，我感謝老師教給我的這一
切，他不僅引導我解開對分數的執著，更讓我擁有
一顆積極上進的心。老師，謝謝您！

907　李家寬

鄧曉如老師　感謝您！

因為有您的教導，使我對藝術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還有耐心的帶我們一件一件的參觀作品，從中
國藝術史到西洋藝術史，不辭辛勞的為我們解說。
在做五花八門的作品時，您也總是為我們示範各個
步驟，並幫我們修改，讓作品的美感，發揮到極致。

在老師您的指導下，我學到不氣餒的精神，要
把每個環節做好，就算一百次做不好，也要在一百
零一次的時候完成它。

901　林道明

鍾月玲老師　感謝您！

在剛見面時，我以為您是一位莊嚴的老聖人，
是嚴肅而無法親近的人。可是認識久了，時光之流
將您的本性沖刷出來了，原來您是位風趣又容易親
近的聖母。溫柔時如上帝的聖光照亮我們，如我們
的母親孕育我們成為有禮義廉恥的有為青年；生氣
時卻像鬼神阿修羅般，揮舞魔棍，在我們誤入歧途
時，使我們回歸正途。

我親愛的老聖母啊！您讓我的國文程度已非七
年級的那位吳下阿蒙，我現在的程度已媲美詩仙李
白了，這一切都歸功於您那無私諄諄教誨，這份愛、
這份恩情，小的將銘記在心。

敬愛您的學生　黃教明 敬上

陳誼臻老師　感謝您！

雖然您從九年級才開始教我們，但您帶給我們
班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很高興能當您的小老師。也
很謝謝您這一年來細心的教導，雖然要畢業了，但
我絕對不會忘記您對我們的教導。

906　彭云臻

謝雅君老師　感謝您！

謝雅君老師，非常感謝您！總是認真的回答我
們的升學問題，有什麼不懂，只要去詢問您，您都
會盡力地幫我們找出可以解決的方法。您的熱心，
總是鉅細靡遺地告訴我們您對我們未來的期望以及
想法，最後要告訴您：我們愛您！ 906　黃沛禎

彭嘉婷老師　感謝您！

謝謝嘉婷老師這三年來辛苦的教導，在國中生
涯陪伴著我們，也教我們許多音樂方面的知識，有
了您用心的指導，使原本只會讓您生氣、調皮的我
們，變得更成熟、懂事，您對我們的付出，永遠難
忘！ 907　徐郡彣

周宜平老師　感謝您！

這三年來您教過我們很多東西，像是要怎麼做
人，怎麼去學習，還有與人相處時，要互相尊重，
將心比心。自己做錯了一件事，就要勇敢的去面對
自己的錯誤，而不是去怪別人或是去逃避。這都是
我學習到的，我也因此知道了要怎麼去和人相處。
老師，謝謝您教了我們這麼多，非常感謝您，謝謝！

901　謝宇昇

林美怡老師　感謝您！

自從老師開始教我們906的數學之後，我們的
數學有慢慢進步，老師的教法很容易了解，我在七、
八年級時的數學都不曾有及格過，在九年級終於讓
我了解數學的算法。謝謝美怡老師對我們的好，我
不會忘記老師愛我們的方法，愛妳唷！

906　莊翊如

鍾月玲老師　感謝您！

在這所學校度過了三年，經歷了許多痛苦與快
樂，也留下難以忘懷的回憶。當您第一次踏進班上，
還未說話時，我原以為您是很冷酷的人，但在師生
彼此的互動下，我漸漸的了解您，也對愉快的國文
課感到驚艷，被深深的吸引。在您的薰陶下，我學
到許多知識，甚至是人生的哲理與生活的經驗。老
師，一直以來辛苦您了，也期望在未來的某一天，能
夠與您重逢，共享過去的美好回憶，老師，謝謝您。

906　楊子欣

老師，謝謝您老師，謝謝您

張碧純老師　感謝您！

感謝您這三年來的教導，讓我從什麼都不懂的
小鬼，變成成熟懂事的少女。日子一天天的過去，
對您的感恩就像是裝在瓶子裡的水即將滿溢而出。
您還記得八年級的我嗎？那時候的我正面臨成績下
滑而感到無助，原本想要放棄一切的時候，是您給
我鼓勵、給我振作的勇氣，真的很謝謝您對我的關
心，如果那時沒有您的幫助，就沒有現在的我。老
師，謝謝您！

904　蔡婷如

胡佳華老師　感謝您！

讓我們從剛進國中時的小屁孩，成長為如今成
熟的模樣。

感謝您對我們無私的奉獻，感謝您教導我們學
科以及生活知識，感謝您對我們無限的包容。我們
在武中的時間所剩不多，現在想想，時間過得真是
快，但剎那永恆，無論如何，我們的回憶永遠都會
存在，不管是喜怒哀樂，我們永遠都會記在心裡。
辛苦您了，讓我們擺脫剛入學的稚氣，成為成熟懂
事的青少年。感謝您，老師！ 904　劉鴻暘

胡佳華老師　感謝您！

老師，感謝您在我感到挫折、
不安、緊張的時候在一旁提點、安
慰我；在我平常犯錯時會指導我，
讓我能學習到補救的方法，也讓我
因為錯誤而緊繃的神經得到舒緩。

三年轉眼就過了，但我真的很
開心能被老師指導，謝謝老師。

904　呂易宸

張月霞老師　感謝您！

謝謝老師這三年以來的照顧，謝謝您為我們班
付出這麼多，雖然班上常常出很多包讓老師擔心，
但是老師不曾在班上發脾氣，而且也會常常教我們
很多人生的道理，常提醒我們要做好學生該有的本
分。我在目前的求學過程中，您是我遇過最盡責的
導師，能夠被您指導，我真的覺得很幸運，也很開
心，對於您的教導與付出，我會永遠記在心坎裡。

905　劉玟慧

張月娟老師　感謝您！

Dear 月娟大美女：
還記得剛入學時，我是國文小老師，但這並不

是重點，重點是所有科目的老師中，我最愛你！雖
然我國文不是最好的。

老師的教學方式真的很讚，而且老師上的課特
別開心。三年一下就過了，再也聽不到老師說的笑
話，但是很謝謝您讓我帶走這麼棒的回憶離開校園。

905　張雅欣

張月霞老師　感謝您！

Dear 月霞媽咪：
還記得前年的八、九月我們相遇，那時候905

每個傻孩子都快把您氣瘋了。悄悄的走了三年，很
多的挫折都有您在身邊拍拍肩來個溫暖的擁抱，句
句溫馨的話語都是我前進、改變自己的動力。很多
的勉勵、很多的人生大道理都深刻的烙印在我心中。

走出了這美麗的校園，充滿愛教室後，我雖然
不是最完美的孩子，但是有您，我知道至少我不缺
基本的禮貌。謝謝您，我愛您！ 905　林薇妮

陳秋華老師　感謝您！

雖然您只教了我們一年，卻讓我們學到了很多，每次我
們做錯事，您不但不會生氣，甚至會好好的跟我們說人生的
道理。如果有重要的事情，您也願意借出您的上課時間讓我
們練習，讓我們在比賽中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還記得我時數不夠時，您會幫我找一些工作讓我做；快
要會考時，我需要題本，您也送兩本題本給我，讓我可以回
家做複習，這都讓我在學校裡感受到非常大的溫暖。

祝福老師以後也可以教到像我們班一樣活潑可愛的班級，
也祝您身體永遠健康，在學校教書也非常順利。902　胡宇辰

邱秀娟老師　感謝您！

謝謝老師這兩年的照顧與教導，謝謝您在
我人生低潮的時候，幫我加油打氣，雖然我每
次的段考成績都不是很亮眼，但是您還是把我
的平時成績打得很高，然後謝謝您帶給我們班
許多歡笑，用心的教導我們的每一個孩子，不
管成績好不好，都努力的把他們教會。雖然我
們班有時候會惹您生氣，但是我們還是很愛妳
的。如今我們將要畢業了，希望您能教到比我
們班還要認真、勤學的班級！ 910　廖于淨

黃美綸老師　感謝您！

感謝您這三年的教導與照顧，雖然我們這
群小惡魔常常使您生氣，可是您還是細心的、
耐心的教導我們。像是中午吃午餐時，您總是
會提醒我們吃東西時不要說話也不要張嘴咬食
物，但是有的人就會把這些基本應遵守的禮貌
當作耳邊風，可是您還是會每天提醒我們。

謝謝您三年的照顧，祝福您
天天開心，身體健康

910　詹明翰

張淑怡老師　感謝您！

老師，雖然我們相處的時間不長，但老師您帶給我們的課程與學習經驗卻是無可
取代的，謝謝老師的認真指導，就算我離開了武漢國中，But I’ll never forgot you！
您上課時總是帶給我們班不同的感受，讓大家都很期待您的課唷～ 903　黃敬忻

吳瓊玲老師　感謝您！

三年過去了，謝謝老師的扶持與
鼓勵，陪我們走過三年國中生活的風
風雨雨，還給予我許多機會和幫助，
讓我有很多快樂的國中回憶。能遇到
老師我真的很開心，也感到很幸運，
老師的叮嚀我會帶到高中去，希望高
中也能遇上像老師一樣處處為同學著
想的導師，我一定會更加努力，永不
放棄的追求自我，也不會忘了老師，
國中對我來說有很多成長，希望老師
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903　徐佳惠

劉玫玲老師　感謝您！

老師，非常謝謝您，每次都
不厭其煩的教導我們人生的道理，
就算我們很糟糕，就算我們很悲
哀，您依舊沒有放棄我們，還鼓
勵我們、開導我們，也因此白頭
髮多了不少。

希望我們的離去，能夠讓您
的白頭髮開始減少，變回以前年
輕有活力的您，剩下的就是滿滿
的歉意及謝意。對不起，謝謝您！

908　謝明君

劉玫玲老師　感謝您！

您教了我們三年，從生物、理化到地球科學，用了老師以前讀書的各種小撇步
來讓我們更容易吸收知識。我們犯錯時，老師對我們諄諄教誨，事後更寬宏大量地原
諒我們，也常常分享與我們同年紀兒子的趣事，藉此告訴我們一些人生道理，真的很
謝謝您！ 908　蔡哲勳

陳秋華老師　感謝您！

那一道曙光，在我們迷失於道路上，快被黑夜吞噬時，
突然射入，充滿了溫暖與光亮，讓我們的世界如掀開紗幕般
漸漸明亮。一切都改頭換面了，從單調的黑白色轉成了繽紛
多彩的顏色，無聊的生活也增添了許多樂趣。儘管您只帶了
我們一年，但您用三年的愛來澆灌我們，彷彿被您帶了三年，
彷彿有了和您三年的回憶。 902　徐楚涵

黃伊瑛老師　感謝您！

因為您的教導，使我現在不輕易說出髒字，
這樣的改變不僅使我情緒管理稍微變好，更能
避免許多麻煩，最後，謝謝您的雞排（笑）。

902　吳華煜

羅培文老師　感謝您！

您是唯一教了我們三年的老師，每一次您
都會鼓勵我們，但我們每次段考都讓您失望。
即使如此，您還是一再的鼓勵我們，這三年來
真的很謝謝您的教導和照顧，這三年來，在您
身上除了學到英文之外，也在您身上學到了人
生的道理，真的太感謝您了。 902　廖育成

張月娟老師　感謝您！

謝謝您這三年的細心照顧，
因為有您，我的國中生活變得更
加精彩有趣，是您讓我覺得上國
文課一點都不無聊。最喜歡您的
國文課了，讓我學到了非常多的
人生大道理，「言近旨遠」最能
形容只屬於月娟老師的國文課。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月娟老師
對我的幫助，謝謝您熱心大方的
給我做服務時數的機會，一輩子
感謝您，遇見您是我這一生最大
的幸運。 909　鄭欣亞

張月娟老師　感謝您！

謝謝月娟老師三年來的陪伴，這三年來發生了
很多快樂和難過的事，但是這一切都已成為一段最
美的回憶。更要感謝您三年來無私的付出，過程中
也讓您生氣過，在當下其實心裡是很不滿的，想說
一點小事也要被您罵成這樣，不過後來冷靜的想一
想，才知道您這麼做是為我好。而我也從以前那個
幼稚的小女孩變得比較成熟，也會去分辨事情的對
或錯，這都要謝謝您三年來跟我們說的一些大道理，
一開始會認為這些話是廢話，但當我遇到了問題，
才會發現您所說的道理，對我真的很有幫助。老師，
真的很感謝您，您對我說的話，我會永遠記在心裡！

909　田語心

陳誼臻老師　感謝您！

雖然上課時我們班都很吵，但您都很鎮定的教
導我們。雖然我們都叫您小叮噹，但有您教公民，
我們才有很快樂的公民課。 905　蔡卓強

　　　　武漢國中是我在人生經歷裡非常難忘的一個地方。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我們八年級的園遊會發生的。那
時，經過全班討論後，決定要義賣手工餅乾，將這個活動的收入全部捐給
慈善機構。其他老師和同學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都十分踴躍的預訂，想
到大家都這麼有愛心，使我們班更有動力去做這件事。
　　當時我們分工合作，先從試做開始。剛開始做的時候難免會失敗或做
不好，但是我們同儕間互相支持、鼓勵，一直做到我們滿意為止。終於完
成之後，我們把餅乾包裝成一份份的小禮物，才稍稍鬆了一口氣。
　　但接下來，衡量成本之後，我們把餅乾的定價定在一包五十元，大家
又開始緊張：會不會賣不出去？大家會不會看到五十元就下不了手？幸好

大家都心地善良，願意做善事，結果都賣光光了。最後大家都很有成就感
的跟朋友分享一些我們製作的過程，使我們班更有向心力且團結。
　　過了沒多久，我們看到慈善機構給我們的捐款收據，雖然金額不是很
大，只有三千多元，但是我相信我們的心意，
以及願意為社會貢獻一份心力的想法，
都呈現在這張收據上了。
　　最後，很感謝曾經參與這場
活動的老師及同學，讓我在
武漢國中學習到這麼多，
有一個如此有意義的回憶！

90 1   古柏宏

　　　　站在校園的司令臺旁，薰風徐徐吹來，隨著風的
緩急，遠處的畢業歌聲也漸弱、漸強，枝頭上玲瓏小
巧的鳥兒鳴唱清脆的樂音，看著隨風飄逸的國旗，我
的思緒逐漸飛往遙遠的過去。
　　 還記得，由於以前讀的國小並不大，因此，當我
踏進校門的那一刻，除了對所有的事物感到新鮮之外，
也對校園的廣大充滿驚奇和喜悅。一排翠綠的蒲葵和
整片味道清新的草地映入眼簾，學生都活潑有朝氣，
甚至連老師都很親切，讓我對學校留下美好的印象。
在這裡，我學到許多事物，除了教科書上的知識外，

生活上的常識和經驗也讓我受益良多，使我更珍惜在學校的時光。
　　這三年，時間彷如黑影般，在無人察覺的時候，悄悄的溜到
遠方。現在，我即將畢業，回想起曾經的記憶，有的喜悅，有的
悲淒，有的令人氣憤，有的令人安心，甚至對校園一草一木都有深刻
的回憶。我仍然記得，在去年暑期輔導的那段期間，各地天氣都十分炎熱，
但待在學校，我卻感到很舒爽，輕涼的風陣陣吹拂，一片綠地也降低了室
外的溫度，對我來說，「風」就如學校的象徵，令人印象深刻。
　　微風輕柔的飛舞著，樹上的小鳥譜出一首首旋律，雖然我將離開這座
校園，但三年來經歷過的回憶必永存於心中，成為我人生的至寶，並使我
飛向夢想的舞臺，創造美好的未來。

906  楊子欣

　　　　第一次進到武漢國中，是在國一的新生訓練。
　　走進校門，經過了蒲葵大道，就是棟美麗的建築物，也是上課的地方。
在武漢國中的這三年，發生了許多事，都是令人難忘的回憶。
　　武漢國中就像生態區一般，夏天時，樹上有獨角仙，有時白鷺鷥還會
飛過操場，從後門的草地到前門的草地覓食、休息。下雨時，蚯蚓和青蛙
還會出來和大家打招呼呢！學校還有兩隻校狗，它們就像衛兵一樣，保護著
學校，放學時，還會跟在警衛先生的後面，一起巡邏教室，確保校園的安全。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春天的櫻花，從教室就能看到中庭的櫻花盛開，
櫻花為校園增添的新色彩，風一吹，飄舞的花朵就像小精靈隨風跳舞，有
著歡樂的氣息。

907  徐郡彣

　　而我們班是個充滿笑聲的班級，我們充滿默契、團隊
合作，一起努力的練習，為班上爭取榮耀，雖然過程中遇
到許多挫折，但是班導不斷的為我們加油打氣，使我們增
加了自信，比以前更努力的練習，才獲得好的成績，這三
年裡，班上的感情越來越好，不會因為畢業而消失，也謝
謝班導對班上的付出。
　　不管是武漢國中的風景，還是同學、老師，都是
屬於我的武漢記憶，這些美好的回憶會永遠
記在我的腦海中，武漢國中的
人、事、物都令人難忘。

人物
木刻
畫

人物
木刻
畫指導老師－鄧曉如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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