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日 D J  !我要成為──我要成為──
　　各位學弟學妹大家好：
　　我是9年5班的葉日詠，看到我的名字，你們或許覺得很陌
生，但是我的聲音你們一定不陌生——我就是經常在中午時播放
音樂的一日DJ。我從八年級開始，每週至少會有一天擔任一日
DJ，接下來，我就根據這一年來的經驗，和各位學弟妹談談成為
一日DJ的SOP（標準操作流程）吧！
　　準備成為一日DJ，必須先找大家有興趣的內容來訂定主題，
這個主題可以是以歌手為主，例如我之前介紹過Bon Jovi或梁靜
茹；也可以以歌曲為主，例如搖滾歌曲或海洋歌曲；還可以結合
時事，例如金曲獎或是太陽花學運。
　　定好主題之後，我會先上youtube試聽這首歌，也看看歌詞
是否適合在校園裡播放，如果是太誇張的搖滾樂或是歌詞太粗俗
的話，我會選擇放棄這首歌，重新換主題。
　　確認主題後，我們再針對主題找資料，找資料時，除了大家
熟悉的yahoo或google這些搜尋引擎之外，維基百科也是我經
常使用的網路資源，因為維基百科已經把我要的東西整理得非常

詳細。不過，要注意的是，不管是維基百科或搜尋引擎，找到的
內容都很多，這時候就需要用你的智慧，決定哪些資料是你真正
需要的。你可以把網路上的文章印下來，畫出你要的重點；或是
直接看著網路上的文章，把你需要的重點寫下來。
　　畫下或寫下你需要的重點之後，請你把這些重點按照你的需
要排列順序，哪些應該先講，哪些後講，再把它們串成逐字稿，
也就是把你上場時要講的所有內容，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為
了讓聽眾對你的內容保持高度的興趣，文章的長度最好控制在
300字左右，我建議學弟妹們可以把文章分成三段：引言、主題
和總結，這樣文章的內容會更能吸引聽眾哦。
　　在寫文章的過程中，我會一直回頭去看寫好的部分，重點就
是要讓文章「非、常、通、順」。寫好之後，我至少會再檢查兩
次，確定逐字稿完美無缺，然後再開始對著鏡子練習，也可以用
手機錄下來，自己聽聽看自己的表現。等到練習過幾次之後，我
們就可以上場囉！
　　以上是我的分享，希望各位學弟妹也能成為一個優秀的DJ唷！

學長這樣說學長這樣說

學弟妹這樣學學弟妹這樣學

　　我要介紹的是由戴咪‧洛瓦托所演唱的《讓心休息》，由
於戴咪有獨特的唱腔及爆發力，所以廣受大家的好評。
　　其中我最喜歡「讓我為你的心放鬆休息」這句中文歌詞，
我覺得它有很大的寓意：它告訴我不要為了愛情把自己搞得
悶悶不樂，要嘗試走出陰影樂觀地面對自己。
　　這首歌以輕快柔和的旋律，敘述女主角一心想幫男主角
治療創傷，讓他重新感受愛，不要畏懼愛情。雖然倆人相愛，
但是男主角卻遲遲不敢面對，因為擔心再次受到傷害，女主
角也不想讓他受到傷害，只想讓他的心休息一會兒，撫平他
的傷痛，女主角告訴男主角：「試著學會嘗試，人生就僅僅一
次，沒時間去等待和浪費，如果你願意，世界將見證我倆。」
　　這是多麼浪漫的一首歌，猶如電影中的劇情，愛情中的
挫折是難免的，面對事實，是最好的解決之道；接受事實，
是最好的愛情良方；打敗挫折，是重新振作的好方法。
　　聽完我的敘述，是否也覺得這是一首很浪漫的歌呢？它
表現出一種令人哀傷的特色，少了愛情中的甜美意境，卻多
了悲傷中的浪漫，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聆聽這首歌吧！

701  陳逸昊

葉日詠

702  謝郁安

　　李榮浩是一位頗具特色的藝人，
無論是在唱腔、旋律或歌詞，都讓人相當陶醉於
其中。他在2013年9月藉由個人首張專輯《模特》正
式以歌手身分出道，而他同時也是填詞人、作曲家、製
作人，是個多才多藝的藝人。
　　《喜劇之王》這首歌收錄在專輯《李榮浩》中，同時
也是他的代表作品，至於為什麼這首歌要取名為《喜劇之王》？
這和周星馳主演的電影《喜劇之王》有很大的關聯。這齣
電影名稱雖然是《喜劇之王》，但情節和主角遭遇卻是極
悲劇化的，李榮浩的歌曲《喜劇之王》也呈現出這樣的反差。
這首歌曲中，李榮浩以他過去少見的強烈、甚至歇斯底里的
聲腔，表現出這首歌曲中主角對現實的反抗與無奈。
　　這首歌用詞深奧，誇張了戲劇世界中所有情緒，去傳遞
真實人生中的所有狀態。而最後一句歌詞「我傷得斷腸，我
哭得誇張，只為了紅幾年」這句話表達了許多人不自覺在別
人面前放大了自己的感受，只為吸引別人注意，更增添了戲
劇世界與真實人生之間模糊地帶的獨特魅力。
　　我的主題是李榮浩的《喜劇之王》，為什麼我喜歡這首
歌？因為這首歌讓我體會到原來戲劇的世界和真實人生有很
大的不同。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欣賞這首歌吧！　　

　　《小幸運》共長4分25秒，原唱是田馥甄，由
Jerry C譜曲，徐世珍及吳輝福填詞，這首歌是根據
電影《我的少女時代》所創作的，許多人也因為這
首好聽的《小幸運》而去觀賞電影，其中感人的高
中愛情故事搭配上這完美的《小幸運》，真是一大
享受啊！
　　而《小幸運》會選擇由田馥甄來詮釋，是因為
導演認為田馥甄有著特殊的唱腔，能夠唱出五、六
年級小學生或18歲年輕人的感覺，剛好符合電影中
所要表達的氛圍，而且田馥甄的聲音也是這個世代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聲音。除此之外，導演將《小幸
運》放在整個電影故事裡重要的情節中，讓許多人
的眼淚也隨之蠢蠢欲動呢！這也讓《小幸運》在第
52屆金馬獎獲得最佳原創歌曲的提名。
　　田馥甄清脆的歌聲搭配好聽的配樂更是為這首
歌曲大大加分，就有如筆和紙那完美的搭配，伴隨
著磅礡的弦樂及鼓聲的交織，聽眾的心也依著田馥
甄的聲線起伏，就像訴說著一段過往的悸動，重燃
年少時的感動。
　　《小幸運》這首歌有四大優點：
一、好聽的《小幸運》搭配感動卻又真實的電影，
　　不僅好聽，又能夠讓這部電影的票房隨之提升，
　　一舉兩得。
二、想聽音樂時，就聽《小幸運》，歌曲的旋律會
　　在腦海中無限循環，嘴巴也能跟著運動，不知
　　不覺就跟著唱起來呢！
三、想睡覺時，就聽《小幸運》，可以安心入眠，
　　不怕有妖魔鬼怪來抓你！
四、傷心時，聽《小幸運》，傷口可以快速恢復，
　　都不用使用OK繃了。
　　此外，小幸運還衍生出許多的翻唱，雖然是同
一首歌，還是能唱出屬於自己的風格，一起來聽聽
這首歌，你也可以找出屬於你的風格的《小幸運》
喔！

704  彭若晴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園DJ，
七年七班羅莠茹，大家有看過偶像劇吧？我今天要
介紹的就是常常在偶像劇歌曲中出現的動人歌聲
——林凡。
　　她的歌，大家一定有聽過：「這樣明明愛你卻
要騙自己，是我害怕未來沒有了你，不言也不語，
不理也不應是這世上最殘酷的徒刑……」沒錯！這
就是《我的自由年代》的片尾曲，大家可能不知道
　　林凡這個人，但對於她的歌曲應該都耳熟能詳，
她的聲音很容易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現在，我們
就來介紹林凡和《明明愛你》這首歌吧！
林凡之前憑藉《重傷》這首歌入圍了22屆金曲獎國
語女歌手，她唱的歌經常都可以搭配劇情，讓我們
融入情境，有時候還會讓觀眾不自覺地流下眼淚來
呢！
　　《明明愛你》的歌詞是在講述主角愛上了一個
人，卻只能維持好朋友的關係，最後還被在乎奪走
了勇氣，無法表達自己的心意。
　　講了這麼多還唱了歌，大家一定對林凡留下了
印象，回家記得要上youtube聽聽她的歌曲噢！

707  羅莠茹

705  柯景翎

　《勇敢傳說》是由皮克斯動畫製作的3D電腦動
畫電影，編劇是布蘭達‧查普曼，《勇敢傳說》是一個蘇
格蘭的傳說，這部電影是在說一位小女孩很活潑，但是她
的媽媽想要把她變成溫文儒雅的淑女，因此小女孩透過各種
方式進行反抗。
　　我最喜歡電影中《Touch the Sky》這首歌，其中有一句
歌詞是這樣的：「I will ride, I will fly, cause the wind can 
touch the sky」，是不是很有自在遨翔的感覺呢？這首歌是
《勇敢傳說》的主題曲，聽完這首歌，大家應該都會唱幾句，
因為這首歌的歌詞很簡單，像：fly, wind, can和touch，因為這
首歌的歌詞簡單，所以很容易就聽懂歌詞的意思，而且它的歌
詞優美，非常好聽，我在家時，也常放著聽。
　　因為實在太太太好聽了，我不再多說，因為大家一定非常
期 待 今 天 的 歌 曲 到 底 有 多 好 聽 ， 接 下 來 ， 我 們 就 來 聽 聽        
《Touch the Sky》和《勇敢傳說》裡頭很好聽、很容易上口
的其他歌曲吧！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紹的這首歌是《愛不需要裝乖》，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聽過。在這世界總有堅持己見
與嘲笑自己的聲音，而謝和弦用他的特立獨行來
擁抱失敗，不怕和世界不同，勇敢渴望愛和作夢
的滋味。他說過：「沒人可以替你勇敢，也沒人
可以拿走你的堅強。」在新專輯發行以前他已累
積超過60場的校園演唱場次，用別人拿不走的
創作，說服他人的不看好，謝和弦早已準備好用
更強的意念去面對。他只想在音樂的世界裡使壞，
用無畏的青春來加料現實的殘酷。
　　這首歌收錄在堪稱最多人合唱的專輯中，在
謝和弦與好兄弟兼好師傅陶山的製作加持下共同
完成，放膽唱出自己的歌。這首一體兩面的愛情
搖滾歌曲，「愛」不需要裝乖，無須偽裝的愛才
夠動人。
　　我推薦大家去試聽謝和弦的歌曲，雖然他有
些歌曲是18禁，不適合在校園播放，但除了這些
歌曲，謝和弦還有很多風格豪放的歌曲，他的歌
曲也受到了許多讚賞，相信大家聽了一定會愛上
他的作品。

705  黃莉卿

704  詹雨璇

　　我今天要介紹的歌是艾薇兒的《Hello Kitty》。
艾薇兒一向是個酷帥、有個性的人，但其實她
心中非常少女，她也和我一樣，非常喜歡Hello 
Kitty。
　　拍攝這首歌的MV時，艾薇兒還特地飛到Kitty
的出生地拍攝，MV中以粉色系的糖果店及日本
的街道場景為背景，並找了四位日本女孩擔任
舞者。這首歌和平常的搖滾樂不太一樣，艾薇
兒甚至在歌詞裡加入了日文，使整首歌顯得更加
可愛有趣。
　　這首歌的大意是：趁今天媽媽不在家，偷
偷和可愛療癒的Kitty開個酷炫的派對，好好放
鬆玩樂一下！最後則是稱讚Kitty可愛及呆萌來
結束。
　　聽完這首歌後，會發現艾薇兒真的非常喜
歡Hello Kitty，因為歌詞裡，每個句子都寫到關
於Kitty的事情，能夠將自己最喜愛的卡通人物寫
成歌曲，又寫得如此可愛、有趣，真是充滿創意。
　 　 現 在 ， 請 大 家 動 動 你 的 小 手 ， 按 下
youtube的播放鍵和Hello Kitty開場酷炫的派
對吧！

迎向未來生涯啟航

808郭庭瑄　網路競賽國中簡報組決賽                              榮獲全市第三名

904張銘津　網路競賽國中查資料（自由軟體）組決賽      榮獲全市第三名

 805吳亭葦    網路競賽國中簡報（自由軟體）組決賽          榮獲全市佳作

本校同學參加104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網路競賽榮獲佳績賀

本校同學參加桃園市104年度「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榮獲佳績

全市第一名 802 劉啟宇、802 陳俊良

全市第二名 808 曾御銘、808 程世安

賀
迴旋計分賽（各國中參賽隊伍 100 隊）

全市第一名 803 陳永勳、804 王冠惟

全市佳作    802 劉啟宇、802 陳俊良

全市佳作    808 曾御銘、808 程世安

滯空計時賽（各國中參賽隊伍 118 隊）

賀！本校同學參與104年桃園市學生美術比賽榮獲佳績

第二名 903 許孜賢   佳作 903 馮聖崴

第二名 807 沈芯妤 佳作 703 徐筱玟 佳作 806 巫采璇
 

  佳作 906 郭紫晴

  佳作 808 張芷涵

漫畫類 平面設計類版畫類

賀

校長  張美珍

校長的話

賀！907班級林侑辰榮獲2015桃園市

中英文輸入競賽中文看打（Linux）績優獎！　　

狂賀！806羅向榮同學榮獲桃園市

客語演說比賽第二名！

賀！103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

國中英文輔導小組「12年國民

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

品質計畫」——表現優良人員：

翁崇修主任、鄭筱慧老師、

林雅茜老師

賀！桃園市103學年度「國民

中學領域教學研究會採學習

社群模式運作實施計畫」

——表現優良人員：

張淑怡組長、廖翎雯老師

賀！鄧曉如組長榮獲——
「2015 BestEducation

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

藝術與人文組特優獎。

賀！黃瑪瑙組長、楊筱瑩老師、

張元薰老師、李志鴻老師

榮獲——104年度

《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

教材教法設計徵選教師組佳作。

狂賀！吳麗菁老師與905班

榮獲——104學年度桃園市

心三美班級遴選-國中組-

創意經營類-特優。

狂賀！鄧曉如組長甄選錄取桃園市

104年度國民中學第19期主任候用人員

賀！李志鴻、楊筱瑩、田惠芳老師

以〈夏夜〉閱讀引導參加愛學網教

師創意教案徵集獲選。

狂賀！903許孜賢、807沈芯妤

榮獲——104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版畫類-佳作。

狂賀！本校楊筱瑩老師

入選104年度品德教育資源網徵稿

活動「品德教育故事類（甲組）」

之優良作品。

賀！林雅茜老師

指導八年級英語讀者劇場團隊榮獲全市

第一名！！

演出同學：

803朱宇威、803孫睿謄、803陳靖雅、

804丁幗樺、806張書豪、807林芳賢、

807吳佳晏、807邱詩涵

主動學習、
創意無限

名及佳作；12月份時，8年級同學代表學校參與創意飛行競賽，更獲得全桃園
市的「雙料冠軍」，參賽的同學們是從100多組的競賽隊伍中脫穎而出，這真
的非常不容易啊！緊接著一群可愛認真的另一批8年級同學也參與全市英語讀
者劇場比賽，不遑多讓，他們也抱回全桃園市分區第三組第一名的好成績，同學
們的好表現，令人開心、興奮及感動啊！
　　這些佳績讓全校師生分享這份喜悅外，更增添學校的榮耀，除了感謝辛勤
的指導老師：鄧曉如組長、劉勝民組長、賴昭安老師、林雅茜老師、黃莉莉老
師及許多默默付出的老師們，更要恭喜這些同學為自己青春歲月留下美好的痕跡。
　　這次比賽的同學們，校長一直以為是老師們挑選的選手，後來得知同學們
都是「志願參加」，這樣的答案讓我很驚喜，因為他們的「主動學習」 不僅激
發學習的動力、潛力、興趣外，更帶來學習過程的快樂，這些都不是用金錢可
以換得，卻比金錢更有價值。當校長問練習參賽英語讀者劇場比賽的同學們，
會不會辛苦啊，同學們都異口同聲回答：「不會辛苦，很開心！」哇～多棒的
快樂啊！
　　和所有同學分享這些榮耀與喜悅，是因為校長感受到這些同學因主動學習
而發自內心的快樂，2016年新的開始，期許所有同學主動學習並祝福所有的
同學學習快樂、快樂學習。

　　同學們，快樂是甚麼？我們常說：助人為快樂之本！能夠且願意幫助
別人是一種福氣，因為有能力幫助別人，不但提升自己的無形的價值，更
是一種快樂。除幫助別人的快樂外，你是如何培養或是如何增添自己的快樂
呢？
    
　　今天我想和同學們分享的是：主動學習的快樂！

　　這學期我們有非常多的同學表現傑出，我們同學的版畫作品、平面設計
等，榮獲全桃園市第2名和第三名的佳績外，也入選全國賽佳作的好成績；
另一批同學們的網路自由軟體及簡報比賽也表現不凡，獲得全桃園市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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