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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龍潭鄉語文競賽：

	 張碧純老師榮獲字音字形教師組	第二名

◆ 100年桃園縣語文競賽：

 湯美芳組長榮獲客語字音字形社會組	第三名

◆ 100年度閱讀教學設計方案徵選：

	 楊筱瑩、劉勝民、張君怡老師榮獲國中組	佳作◆ 縣長盃柔道錦標賽：

	 907班	林荐宏	/	907班	陳振彥	/	804班	陳重宇 榮獲國中男生團體組第三名

◆ 100全國有氧體操錦標賽

	 802班	張永海	榮獲國中男子單人組		第一名

	 804班	傅語萱	榮獲國中女子單人組		第六名

	 802班	張永海	/	804班	傅語萱

	 榮獲國中配對組		第一名

	 802班	張永海	/	804班	傅語萱	/	907班	黃曉暄

	 榮獲國中三人組		第四名

參與、團結、賞識自己 ◎校長 張美珍

100學年度的校慶於11月5日熱鬧登場，看到每

班同學精采的進場表演、全校直笛演奏、趣味競賽活

動等，校長不禁要說：「孩子們，你們真的很棒！」

許多到場的來賓都讚許同學們的表現，有秩序、有禮

貌；而孩子們你們的努力也讓老師們覺得辛苦有了甜

美的感覺。

這次的校慶，校長想與大家分享3個觀念：參

與、團結、賞識自己。

第一是參與：參與是學習的基本步驟，在學校任

何課程學習都需要你們用心參與，小至班級的打掃工

作大至學校的競賽活動，都需要參與！參與的過程你

可以學習與別人互動，遇到不同意見時，可以學習表

達自己的看法並提出建議，參與的過程也許會有磨

擦，但這是成長彼此最好的方法之一，想想看同學們

經過了腦力激盪後是不是又激發了更好的點子呢？我

看到各班別出心裁的道具、整齊活潑的動作，這些都

代表武中的同學「自愛愛人」，因為有榮譽感，所以

更積極參與班級的活動，即使過程需要一再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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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溝通後一定能找到一個共識點，而參與也表示認

同，認同自己、認同他人；相信這次的校慶活動為同

學們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因為—你們用心參與！

第二是團結：團結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團結

可以創造奇蹟，團結是學習縮小自己的利益，不是以

自我為中心，是以大局為考量，是學習與人合作且能

尊重他人，所謂「事成於和睦，力生於團結」！學校

是一個微型的社會，在學校所學為人處事，希望能影

響同學們的未來，在進入社會中成為良好的公民。團

結的過程是需要互相扶持、互相鼓勵及互相包容，才

能一起渡過難關往前邁進，這是非常值得學習的課

題；同學有看過拔河比賽嗎？當裁判的哨聲響起，團

隊需聚精會神、方向一致、且仔細聆聽彼此的口號，

才能贏得最終的勝利，在團體生活中只有集體的努力

才會有真正的成就。如果你有能力卻不能與別人合

作，即使再了不起的才華，也只是孤芳自賞罷了，而

團結最令人心喜的是分享其過程，因為一起付出、一

起流汗、一起歡笑、一起流淚，這樣的過程是值得一

再品味的記憶與故事。校長也期盼我們同學能學習付

出、學習分享，就能夠於團隊生活中如魚得水。

第三是賞識自己：為什麼我第三點是賞識自己

呢？因為當你「參與」了學習或活動，你會發現到自

己的特質，瞭解自己的優勢；而當你能在團隊中學習

「團結」且與人共事，你會發現到自己的潛能無限，

且從參與及團結中學習成長。但每個人是不同的，無

需比較；我們都是獨一無二，即使是雙胞胎也會有不

同的想法和喜好，既然我們是唯一，我們要賞識自

己、肯定自己！每個人都會面對挫折或是失敗的人生

課題，所以當我們遇到了困難，找尋方法、尋求資源

（可能是你的父母、師長、同學或朋友）來協助我們

渡過。嚴長壽先生說：「你是自己的天使，只有你

能決定自己的未來！」100年餐飲界的風雲人物莫過

於—冠軍麵包師傅吳寶春、名廚師阿基師，他們是我

們很好的學習典範，他們瞭解自己、肯定自己、腳踏

實地且與人為善，他們成就了自己一片天，也鼓舞了

大多數的人。所以，同學們，我們要相信自己有巨大

的潛能，堅信自己「有能力」、「我很棒」，校長相

信我們每一位同學都能找到自己的價值，並發揮到最

好，當然也期盼我們不僅是自己生命中的天使，也是

別人生命中的天使，如此我們的生命會更加豐富！

類別	 題目	 名次	 班級	 姓		名

	 防禦狀態	 第二名	 904	 田秋容

	 沉門國度	 第三名	 906	 黃紫婷

版畫	 巨浪	 第三名	 903	 謝宜儒

	 貪蝶	 佳			作	 909	 陳妍如

	 沉睡森林	 佳			作	 802	 黃婉玲

平面	 星宴	 第三名	 903	 葉芸茜

設計	 消逝的美麗	 佳			作	 806	 紀沛緹

	 這種場面：	
佳
			
作	 808	 呂頤安

漫畫	 我們更要hold住	

	 壓力箱	 佳			作	 806	 黃于婷

本校同學參加桃園縣100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成績優異!!

學生榮譽榜

教師榮譽榜

平面設計類 第三名 / 星宴
 903班 葉芸茜

平面設計類 佳作 806班 紀沛緹

漫畫類 佳作   808班 呂頤安

特優 
801班 張悅鈴-吳嘉盛老師 特優

807班 徐浩恩-賴昭安組長

特優 

808班 呂頤安-游美櫻護士阿姨

優等

805班 翁子涵

李志鴻老師

優等 806班 林旭昇-羅培文組長 優等 807班 林芊和-馮愛琴主任優等 806班 紀沛緹-張美珍校長

優等

808班 管俊諺

周欽錫主任

版畫類 佳作  802班 黃婉玲版畫類 佳作  909班 陳妍如

版畫類 第二名 904班 田秋容 版畫類 第三名 903班 謝宜儒

版畫類 第三名 906班 黃紫婷漫畫類 佳作   806班 黃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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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桃園縣語文競賽：

	 802班		賴文琦		榮獲客家語朗讀南區國中組	第五名		

◆ 100年桃園縣原住民語文競賽：

	 806班		胡誌恩		榮獲太魯閣族朗讀南區國中組	第一名 

	 910班		陳玫諺		榮獲阿美族朗讀南區國中組	優勝 		

◆ 100學年度第1學期

 閱讀心得徵文比賽：

	 第一名	808班		陳雅婷

	 第二名	808班		呂頤安

校內Q版教師漫畫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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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習方法 畢業校友：盧慶原同學 (目前就讀武陵中學)

有時候，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聊天免不了聊

到關於課業的事，當然也免不了酸我一番。朋

友們也常常問我，我究竟是如何讀書的。看我

總是如此輕鬆的面對考試，卻依然能獲得好成

績。藉著這次的機會，我就要來分享我的讀書

心得。為什麼說是「心得」呢？真正的適合自

己的讀書「方法」每個人不盡相同，並不是全

部如法炮製便能名列前茅，還是要靠自身慢慢

的摸索出適合的方法。既然學科有五大科，那

這次也先分成五大方向來分享。

(一) 學習新知
    課前預習--預習其實能幫助自己在上課時能更快的進入狀況，提早發現自己比較難

搞懂的地方。若能在課前就瞭解之後所要教的東西，在老師上課時就能當做第一次複

習。可是，說真的，這一部分說真的，我很少做到。...一方面是沒有預習的習慣，另一

方面就是惰性發作了：但是，既然沒在課前作準備，在上課中便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來彌

補囉。

    課中學習--這一部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部份，也就是所謂的上課「認真」。在上

課中，老師教的東西、所有說出的隻字片語，都要全神貫注的聆聽並理解其中的涵義。

無法立刻理解的部份，做個記號，下課詢問老師以求理解。上課教的東西若能全部吸

收，在複習時便能事半功倍，接受更進一步的東西時，也能擁有良好的基礎消化進階的

事物(不是食物喔)這樣一來，就算面對考試，也能從容不迫的面對。

    課後複習--有了認真上課的基礎，相信在複習時也不會有太大的困難。複習就當作

自己教自己，摸索出最簡單且自己能夠完全理解的方式熟記上課時吸收的知識。針對做

記號的部份，要加強複習，一定要確定自己對於那個部分沒有一絲模糊或是分不清楚的

記憶。

(二) 自我評量
評量的部份，其實就是額外的練習。但是要確定自己有足夠的時間來寫評量，若

是複習完就將近三更，奉勸各位，別再操勞您的腦細胞了。評量或自修，建議擇一就

好。有些自修，習題的部分也不少，充足的練習，有助於解題的速度，面對題目也較不

會有太多的陌生感。許多題型也都會在評量裡出現，在複習之後，趁著記憶猶新，多練

習一些題目。運用做題來幫助記牢所學習的知識。不過，還是一句話，別為了練習，犧

牲寶貴的睡眠時間。這時候是長高的黃金時期唷！而且，要有清醒的腦袋，才能在隔天

的課程中以最有效率的狀態吸收新知。

(三) 課後補習
其實，需不需要補習端看個人的需要，並不是樣樣都要補。我認為，如果可以的

話，能夠自補(自修啦)是最好的。自補的話，能夠自己發現自己的弱點，比較能夠針對

那部份加強，而且能夠養成自己檢視自己學習成果的習慣，不需要他人從旁告知自己的

弱點。事實上，我也只有補英文，畢竟英文是一種語言嘛，就依照程度一直補上去，不

需要配合學校課程，能愈精通愈好。若自補還是不能夠跟上大家的腳步，那時再來尋求

補習班的協助。總之，還是看個人需要。

(四) 心態調整
嗯...或許這項應該擺在第一項。心態調整對讀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本身不願

意讀書，卻硬要去讀，那必定是事倍功半的。我相信，這世上喜歡讀書的(我指的是學

校課業)絕對是少數。而我...不好意思，我是屬於多數。但是，我讀書的目的是為了自

己。有時候，我會做做白日夢，想像未來的生活。最後都會想到，完成這一切的前提，

是現在努力。自然而然，這成了我讀書的動力。或許，不喜歡讀書沒關係。只要是有個

目標，或許是為了獎勵，為了某個人，但最好的是：為了「自己」。只要心態調整過來

了，相信要下定決心讀書絕對不困難。(可是不要一天到晚做白目夢喔！)

(五) 休息減壓
呼...辛苦讀書了一整天或是一整週，一定要安排一些休息時間，不然很快就會瘋掉

的。一直處於專注的狀態，會在不知不覺間累積了太多壓力，可以在星期日下午(或是

自己另外安排時間)，小小的放縱自己。我的減壓方式喔...玩玩電腦是個不錯的選擇~~但

是，放縱的前提，是要能把自己從放鬆的狀態下重新上緊發條。其實，沉迷和放鬆真的

只有一線之隔。這邊，我要謝謝我的媽媽，她對我的電腦時間是決不寬容...我才不會沉

迷於電腦遊戲。若擔心自己會放縱的太超過，不仿尋求他人幫助，那種不容易寬容自己

的是個不錯的選擇。還有，千萬千萬不要讀書讀到三更半夜，讀到那麼晚，不僅精神狀

況不佳，對於隔天的課程也沒有幫助。在感到疲累時，讀書絕對不是個好主意，不僅無

法集中精神在讀書上，效率無法達到最佳狀態，勉強讀書也會更加疲勞。不仿休息片

刻，瞇個十幾分鐘，等到恢復最佳狀態，才能讓讀書事半功好幾倍。

有了良好的心態，正確的讀書態度，確實的複習、記熟所吸收的知識，在考試時

必能輕鬆應付。不需要太懼怕考試，不管是大考、小考、畢業考甚至是升學考，都要抱

持著同樣的心態：「考試就是檢視自己理解的程度」。錯的題目，試後絕對要確實詢問

他人正確的解答，並且「理解」、「吸收」。考了越多，就能累積越多實力。

當我翻開小學的紀念冊時，種種五味雜陳的回憶浮現於我的眼前，不禁使我想

起小學的各種樂趣，更讓我想起了小學畢業典禮當天的情景，那深刻的回憶畫面在

我眼前開始放映……

畢業那天，想到要離開陪伴我以久的校園就讓我得心中更加感到不捨，因而走

到學校的路似乎變的好遠好遠，走的速度也愈加緩慢，心中不停的吶喊著：「我還

不想畢業啊！」，我依稀還記得我剛上小學的模樣是那麼的彆扭，而如今我今天，

此時此刻將要畢業了，我記得我好像才剛上一年級，為何隔天我馬上就要離開我美

麗的校園？就要離開我與同學們真摯的友誼？就要進入一個新的團體生活？為甚

麼？時光過得如此的快？就如同閃電一般？想到這兒，我發現我竟然已經到了小學

校門外了！

一到教室我的好朋友們就蜂擁而上，把他們親手做的禮物遞給早已驚訝不已的

我！不論大小、高低、瘦形、形狀如何，都使我萬分感謝，而我也趕緊把我開夜車

所做的禮物拿出送給他們，其實我們都早已約定好，畢業當天每個朋友都要給對方

一個禮物、一個精美但無形的祝福，或一個溫暖人心的擁抱！就算畢業了，同學們

各奔前程也不會忘記我們河水般永不停止友情！

來到即將舉行畢業典禮的體操館，那種迎面而來的莊嚴卻又帶些離別的感覺，

使我的心情頓時變的嚴肅了起來，坐在位子上聽著校長和來賓的自詞，隨著心理即

將要畢業的壓力正慢慢攀升著，頒布畢業各種獎項時，看見我的好友們一個接著一

個的到台上領獎，臉上洋溢著快樂的笑容，但我比他們更加快樂更加喜悅，從小很

少補習的我竟然可以得了其他人也夢寐以求的獎項，『龍潭鄉民代表主席獎』，我

的努力中就都會有成果的，領獎的那一刻真是使我雀躍不已。

然而，畢業卻悄悄就此降臨於我的身旁，在我耳畔輕輕低語著告訴我，『準備

好了嗎？』使我驚覺我離畢業只剩下幾秒！當驪歌響起「時光的河入海流，我們終

於分頭走，沒有哪個港口是永遠的停留……」，每個同學都正暗自掉淚，我的眼角

也正躺著淚的閃光，離開母校是一定的，但我還沒準備好啊！

離開國小的時間已到，穿著白襯衫、黑裙子的我將要離開和我有深刻情誼的校

園，實在是讓我難過不已，不可能在和所有的同學及朋友同班，但是「畢業不是一

個結束；而是邁向一個新的開始！」，所以我要重新開始過一個不同的新生活！用

不同的眼光看世界，開拓我的視野！重新的起跑點再次出發！我摯愛的朋友們，讓

我們各奔前程，奔向不同但卻美好的未來！祝各位鵬程萬里！珍重再見！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凡踏過必歷經成長」。小學的回憶縈繞在我的腦海中，

每回想起來，必心中有所感傷。

小學畢業典禮當天，會場上人山人海，每人身上穿著白上衣、黑裙子(黑褲

子)，整齊劃一。場地裡，放著悠揚的音樂、五彩繽紛的汽球，歡迎著我們新一屆

的畢業生。坐定後，許多老師、主任、代表會主席，還有校長、鄉長、桃園縣議

員……等，開始一一在台上祝福我們、勉勵我們、期許我們，希望我們在未來的日

子裡能發揚光大，為下一秒的人生做好準備。再這六年裡，有了大家的陪伴，所以

我感謝老師的教誨，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不忘跟在校生互道「珍重再見」...

「…時光的河入海流，終於我們分頭走，沒有哪個港口，是永遠的停留，腦海

之中有一個鳳凰花開的入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給我最珍惜的~朋‧友~」唱完驪

歌，有些班級的女生都淚如雨下。我覺得心中還有千言萬語想講、澎湃不已。散場

後，我拉著好朋友回教室，讀著之前畢業旅行寫得道別信，還有跟喜歡的老師、同

學做最後一次的合照、擁抱。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這是我們班最後一次的打鬧、

嬉戲。老師帶領我們走出校門口，一路上，許多在校生，歡送著我們離開，還放拉

炮。天空中，夾雜著歡送聲，禮炮的碎紙片…

回首一瞥，學校依舊壯麗的座落

在那，只是少了我們在操場上騰越的

身影，少了我們朗朗的讀書聲，少了

我們的種種回憶。每個人都紅了眼

框，不敢掉出淚來，我想從今以後，

有些同學去了很遠的國中，恐怕連見

面的機會也沒有，所以我只能抱著

這些回憶，好好的收藏在盒子裡：

老師、好友、母校『	珍‧重‧再‧

見』…。

我們之間的距離事實上只差一小步，但那一小步對於我們而言卻比銀河還遙遠。

雖然是走在同一條街，面向彼此眼神似乎很有默契的一起躲開了。曾經愛過，痛過，瘋

過，深刻觸及你我內心深處過，可最後卻只剩，走過。黯淡的臉龐滑落一滴滴淚，再也

沒有哪個人，會默默地出張衛生紙，給我。然而，我們曾掛起笑靨，說聲再見過。好好

的，冷靜的，為這段感情畫下句點。

到目前，我認為唯一不變的真理便是改變。年齡的增長，歲月的變遷，僅只是大

自然的循環，短短的生命，不會比早在四十六億年前誕生的地球悠久。如何在有限生命

中，創造無限光采，這是值得耐心思考的問題，而我打算拿這幾十年來做什麼？我不確

定，有太多太多的東西吸引著我投入三分心力，所以我能有多少時間做抉擇呢？

你們看！在我想這件事情的同時，時間又改變了無數次。

質量是物質的重量，那心情呢？心情又如何去測量？人本身就是感官動物，不論有

無殘缺。「心」是會品嚐一切的，如雲、如海、如風（自然）的隨意，如天、如地、如

智（人為）的浩大。我們原本是自己的，卻會與他人擁有相同的特質，這是環境的影響

也是學習。就算人生隨意，也需自行掌握，並加以「智」才能獲得浩大的天空。

你，太多時候讓我追不上，但，有時卻是讓我厭煩的慢，那就是時間。

你提供人們每分每秒，總是不等人的一步一步往前。每次與媽媽一起看相簿時，

她總會看著我說：「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咻一下，就長大了。」看到自己小時候的照

片，看著自己走過的地方，就會發現，雖然你跑得很快，但，總不忘帶給我美好的回

憶。每次想到這就會很謝謝你，因為你的不留情，讓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長，也創造了屬

於自己擁有的回憶。

然而每當到了暑假，有了完全屬於自己的二十四小時，和上學比較起來，真是天差

地遠，時常覺得時間很慢，巴不得你走快一些。不過換個角度想，當你緩緩移動，不就

是我可以更妥善利用你的機會？

認為時間過的太快、太慢，都只是我的感受。其實我不該抱怨你，反而是該感謝

你。因為你一步一步地往前，所以我學會了如何規劃自己的時間。

(上課上到一半…)	咦？為什麼天突然黑了，琢磨了一會兒，才發現原來是我的眼

睛，正在緩緩地拉下捲簾，此時老師銳利的目光射入，阻止了我的「閉目」儀式，我看

了看時鐘，張大雙眼，不敢眨一下，因為還有二十分鐘，只要稍一鬆懈，就有可能滑入

夢鄉，眼睛開始充滿血絲，手中的筆開始亂劃，至於寫什麼，我也不懂，漸漸我聽不見

四周的聲音，眼前變得一片模糊，我揉揉眼，欸？老師怎麼變成林志玲了！而且還不時

的對我微笑，我癡癡的望向她，對她笑了笑，她緩緩朝我走過來，啪！這疼痛的感覺徹

底把這美麗的邂逅毀了，「志玲姐姐」變回了班導「月玲姐姐」，我看著老師的臉，莫

名的失望，也再無上課的心情，我傻傻的等待下課的到來，最終下課鐘聲響起，心頭湧

起一股感動，鼻酸，我含淚睡去。

只有那些自以為是的人們，才會認為我們所居住的地球是很大的，但其實不是，地

球就像是一粒小灰塵，而這個小灰塵上居住了一些生物……

地球科學課上到宇宙這個單元，計算我們到某行星需要幾十光年。有時我會盯著黑

板思考著：這個宇宙如此的浩瀚，我們人類無法去探究完這些浩瀚無垠的宇宙奧祕，那

為何我還要讀書呢？可是正因為我們有讀書、有思考能力，才會去思索這些問題。有人

會問，世界終究還是會毀滅，那我們活著又有什麼意義？但正是因為我們會消失，所以

我們要在地球上活的更精采、更有意思，更要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把握身旁的所有。

因為這些問題，讓我知道：我要珍惜每一刻、努力活好每一天。

書推薦專欄味小學畢業典禮回 好 讀
書名：SHOW出你的人際魅力

出版社：校園書房出版社 

作者：魏玲娜   譯者： 劉如菁

這本書中是鼓舞年輕人們，或許我們有做錯事失敗的時候，但我們是否有好好的

思考想過：在平常生活當中把危機變為轉機？作者把自己遇過的問題和青少年的煩惱

一一寫出，並告訴大家：每個人的問題只要能冷靜思考，一定有答案能解決的。

書中告訴我們人際關係的重要和男女有別的情緒管理方式，男女生先天身體構造

就不大一樣，所以溝通就更不容易，女生重細節也較受到情感影響，在聽覺上也較容

易被說服，男生則是從大範圍看事情也比較容易被視覺所影響，所以男、女生要先了

解彼此	，才能做更進一步的認識。

其實人際關係和情緒管理有極大的關係，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想先了解別人的品

行、脾氣和情緒等等，才想和你做朋友，而這些也會影響人際關係。有些女生說悄悄

話妳就會以為她在說妳壞話，有些男生開玩笑你就會對號入座而有生氣或哭泣的反

應，其實這些是自己的負面情緒，只要臉上多掛點微笑，看事情多開朗點，慢慢改善

情緒，自己的人際關係就會慢慢好起來了。

在目前的生活中，我遇過很多有煩惱的朋友、自己也煩惱過很多事，但是看完這

本書，我學會了去面對就一定會有辦法解決。靜思語也有這樣的一段話:「面對不一定

最難過，失去不一定不再有。」找得到理由難過也一定找得到理由快樂，不要覺得世

上只有對與錯，因為一定會有路給妳走，只要自己的心肯面對自己的問題，一定會有

辦法和答案能解決的。

迎刃而解
100學年度第1學期閱讀心得徵文比賽第一名作品   808班  陳雅婷

9月份	(禮節)	品格之星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901	 唐			蜜	 902	 曾明豊	 903	 張雅妍	 904	 曹砡銘	 905	 黃雲

	906	 鍾佳男	 907	 方林揚瑞	 908	 李書文	 909	 鍾京珉	 910	 楊佩娟

	801	 陳奕臺	 802	 高宜均	 803	 蔣平凡	 804	 黃亭裕	 805	 林伯霖

	806	 張怡婷	 807	 李欣憓	 808	 蘇映竹	 809	 賴奇鋒	

	701	 葉孟萍	 702	 錢囿宇	 703	 莊智帆	 704	 廖韋傑	 705	 羅晴文

	706	 黃憶暄	 707	 俞如觀	 708	 徐嘉祥	 709	 鍾學鈞	

10月份	(合作)	品格之星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901	 范正輝	 902	 周承諺	 903	 陳怡璇	 904	 林保合	 905	 陳建莊

	906	 林翠萍	 907	 張哲豪	 908	 張健良	 909	 劉佳蓉	 910	 管俊瑋

	801	 林怡君	 802	 劉文淵	 803	 沈俊霖	 804	 商慕釩	 805	 劉彥均

	806	 胡誌恩	 807	 林芊和	 808	 蘇信瑀	 809	 邱亞文	

	701	 黃意濤	 702	 吳東翰	 703	 黃星語	 704	 袁玉宣	 705	 張鈺婷

	706	 陳怡靜	 707	 許端展	 708	 詹蕙嶺	 709	 張淳彥

桃園縣立武漢國中100學年度校內品格之星名單

龍城發企業---廖森威先生
捐贈貳仟元致盧慶原同學

書策略分享專欄回味小學畢業   702班  柯亭羽

感動的一刻   702班  錢囿宇

〈走過〉短寫   906班  林翠萍

改變  906班  鄭巧如

漂浮  906班  鄭巧如

想說的話──給時間  801班  涂惠玟

打瞌睡  906班 鍾佳男

宇宙的奧秘  906班  陳貞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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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陽光耀眼，而我們第八屆的運動會也正式的開始了。

在開幕典禮時，一進場，每個班級的穿著都標新立異、引人注目，接下來的各項

競賽更是精采絕倫。下午，令人期待的大隊接力也在槍聲中開始了，就算狠毒的太陽

再怎麼耀眼，大家的氣勢也都不變，各個選手飛也似地跑著，就在加油和尖叫聲中，

最後一棒終於奮力的跑了出去，「砰！」，比賽結束了，雖然這次我們班沒有得名，

不過也讓大家更瞭解團隊合作的重要了。

我們一生中會遇到很多次合作的經驗，但對我來說最可貴的經驗，就是今年武漢

國中運動會的大隊接力。

我們班男女同學常常有意見不合的時刻，但是只要一談到運動會的大隊接力，每

個人都將私人的感情放在一邊，心中同時燃起熊熊烈火，想要一起為班爭光。自此之

後，每到體育課時，大家都很認真地聽老師講解各個環節，更努力地練了又練，交接

棒、跑步姿勢…，無一不仔細。

經過了漫長的等待及練習，終於是運動會。大家都在起跑點上摩拳擦掌，準備在

場上大顯身手。「預備──」的聲音從起點傳來，明亮的槍聲也響徹雲霄。剎那間，

大家就像在草原上奔馳的野馬─急速而過。在一接一傳的過程中，我看到大家的努力

及認真。在他們汗水淋漓的衣服上，有盡力的標誌；在他們紅通通的臉龐上，有太陽

般耀眼的面容。

我想不管結果如何，對大家來說都是美好的回憶，因為最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

團結合作、齊心努力的過程。在這一次可貴的合作經驗中，我想大家一定比以前更有

向心力了！學生生活不就是在互助之中學習成長？你呢?是否也有很棒的合作經驗呢？

還記得懵懵懂懂的我剛來到武漢國中這個陌生的地方，那時我只是一個什麼都不

懂的「菜鳥學妹」，只是一個常常做錯事被老師糾正的學生。如今過了一年，我已經

是學姊了，是一個受老師疼愛的學生。這點點滴滴的成長進步全來自武漢國中。

民國100年11月5日是偉大的武漢國中生日，而這一天也就是全體學生最期待的運

動會，在此之前，全校師生無不賣力為這一天拚命準備。每一個班級，都盡各班最大

的努力，甚至放學後仍留校挑燈夜戰，當然我們班也不例外。不論是進場或是場邊加

油，我們都練習又練習，期盼自己能有最好的表現。

終於是上戰場的這一天了！活潑有勁的運動員進場結束，就是各項競賽了。在這

裡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認真和努力，也可以看到團隊合作的默契。我想最令人期待的

還是大隊接力，可惜的是，我們班的大隊接力成績並不理想。雖然是全校八年級的最

後一名，但我們班並沒有因此而灰心喪志難過。因為在我們檢討反省後發現是我們努

力不夠，當然也就沒有資格怨天尤人。我相信沒有人想要最後一名的，所以，明年運

動會，我們更努力！相信上天也會被我們感動的。

武漢國中是所有人的家，是讓人開開心心的地方，如果沒有了這裡，我們會有這

些成長嗎？我想除了感謝邵校長創造了武漢國中，美珍校長的用心經營，還要感謝所

有師長們的用心。沒有你們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們！

武漢國中，如果沒有你，我仍只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孩。感謝有你，親愛的武

中，祝你生日快樂！

閱讀心得

運動會的心得

801班 陳奕臺

801班 張晏萍

805班 葉意紫

可貴的合作經驗

武中，生日快樂

心情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