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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成、衍綱、維恩、杰鋼、盈瑄、柏元、羅偉，一早聽到你們問候聲總是
令我心喜﹔技藝學程的孩子們，謝謝你們的貼心與校長分享你們的學習成果，
更讓我引以為傲的是來自司機先生對你們的守規矩有禮貌的讚許﹔兼鑠、翠萍
你們是很稱職的小市長及小副市長，峻文、維陞你們的進步已得到師長們的肯
定，要持續努力喔！
　　回顧這三年，運動會上你們熱情的進場、賣力的比賽，親子園遊會上你們
展現與平常不同的能力潛力無窮、英語歌唱比賽你們優秀的表現，球場上你們
的加油聲、課堂上讀書歡笑聲，當然在校園裡我也常聽到刷地的聲音、看到拔
草的你們，我知道老師正在調教你們。學習的過程有歡笑、有淚水、有成功、
有挫折，這一切的過程將會是你們生命中最閃亮的記憶之一。 
　　今年你們交出了亮麗的升學成績單，也樹立很好的榜樣讓學弟妹們學習，
未來不論是就讀高中或高職，相信自己，努力學習，絕不輕言放棄！
　　期許同學們做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不論是對事、對物或對人，有責任感
的人重承諾，會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務，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態度，其次是養成
閱讀的好習慣，從閱讀中豐富我們的生活與生命，而面對多元的環境一定要有
健康活力（樂觀進取）的身心去面對未來。
　　感謝所有陪伴你們成長的師長們，孩子們，祝福你們——
展翅飛翔　鵬程萬里！

                                    

　　九年級的同學們，恭喜你們即將畢業了，6月13日是一個值
得慶賀的日子，因為你們完成國中課程，要邁入人生另一個學習
階段！
　　三年來，看著你們的成長，校長心中滿是歡喜，感謝老師對
你們的教導，尤其導師們更是你們生命中的貴人，多少個放學後
的時間裡，校園裡燈火通明，老師們仍孜孜不倦的指導你們，陪
伴你們；多少個活動比賽的日子，老師們與你們併肩奮戰；多少
個你們做了讓老師們傷透腦筋、煩惱不已的糊塗事，但我知道，你
們仍然是老師們的神奇寶貝啊！
　　這些日子在校園裡看到你們長得更高、更壯、更懂事的臉
龐，我知道你們長大了！

校長  張美珍

賀
！

★師生參加桃園縣101年度閱讀專題報告競賽脫穎而出！

807班林芊和、邱梓雯、羅姵玹、徐浩恩榮獲全縣第三名
感謝張雅綾組長辛勤指導

★桃園縣100學年度技藝競賽表現優異！

910陳宛君榮獲中餐組佳作
902溫元慧榮獲商管職群佳作

★桃園縣小桃子樂園中學生網路作文徵稿優秀同學：

100年10月份主題「幸福的滋味」807林芊和－佳作  808周霓－入選
100年12月份主題「一次認錯的經驗」807林芊和－佳作
101年3月份主題「霧裡看花」706黃憶暄－入選
101年4月份主題「家鄉印象」706黃憶暄－佳作

★本校101年度考取電腦丙級證照優秀同學：

905彭子豪   907陳韋君  907張哲豪 

★龍潭鄉第52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本校師生表現優異！

807邱奕笙、807徐浩恩、807陳韋綸 物理類國中組第二名  
704邱國緒、704溫宥茹、708張妤萱 數學類國中組佳作   
802江佳芸、802謝佳鈴、802薛鉅諠 生活與應用科學類國中組佳作
感謝指導教師：劉玫玲、周宜平、林美怡、邱秀娟老師

桃園縣101年度英語演講比賽表現亮眼！

807邱奕笙同學榮獲南區國中組 第三名
感謝指導教師：呂芝青老師

101年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表現傑出！

709沈靖芫榮獲個人單項【環】第七名
706王妘瑄、709沈靖芫、808申純慈
榮獲國中組成隊第五名

項目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國語演說

朗      讀

作      文

寫      字

字音字形

七年級     705李昊龍     702錢囿宇     706邱繼弘
八年級     807林芊和     802劉文淵     803張綾珊

七年級     705林恆道     706王文灝     702柯亭羽
八年級     808呂頤安     802薛鉅諠     807羅姵玹

七年級     706黃憶暄     704袁玉宣     709章雯琦
八年級     807邱奕笙     803葉家妤     801陳奕臺

七年級     707陳軒琇     705羅晴文     706徐偉傑
八年級     802黃婉玲     808蘇映竹     806紀沛緹

七年級          從　缺         從　缺     704陳亭潔
八年級          從　缺     804金多鴻     806張怡婷

 

100學年度第2學期校內國語文競賽獲獎同學：

101年度寒假「品格閱讀」心得徵文比賽得獎同學：

第一名706陳怡靜 第二名702錢囿宇、706黃憶暄 
第三名705游雅婷、705劉彥池、706邱繼弘

第一名808周　霓 第二名807邱梓雯、801張晏萍
第三名802高宜均、804黃亭裕、807林芊和

702柯亭羽、707俞如觀、707翁敏瑜、801張悅鈴、
802劉文淵、802陳芊妤、808陳雅婷、906林翠萍

七年級

八年級

佳　作

楊梅高中 潘誼珊、陳柏佑、
                           方林揚瑞、符文軒、
                           彭寧郁、童詩蘋共6名
觀音高中 江志佳
桃園農工 蘇翊豪
中壢高商 王柏元等10名
中壢家商 吳佩柔等10名
龍潭農工 袁宗甫等41名
關西高中 黃玉玲

本校101學年度公立高中職免試入學成績亮麗，

共計107人。公立學校錄取率達33.5％， 賀
武陵高中 金多毅、鮑柏勳共2名
中壢高中 羅皓文、林競文、鍾佳男、
                           王雅雯、林翠萍、曾明豊共6名
內壢高中 張雅妍、鄭巧如、謝宜靜共3名
桃園高中 葉芳瑜
平鎮高中 蒲民軒、溫宥辰、林文雄、
                           許祐瑄、陳蓉萱、王康馨共6名
陽明高中 吳佩璇、陳冠妤、葉芸茜共3名
大園國際高中 蕭雅云
大溪高中 林家蓁、李書文、陳禮娟、
                           古美婷、葉幸雯、黃竣楷、
                           黃承梁、徐郁晴、杜妤珊、
                           徐敏展、楊景雅、宋育廷、
                           陳皓宣、張嘉成、陳冠竹共15名

4
親愛的畢業學長姊們：
　　你們就快要畢業了，雖然在你我心中，都感到不捨，但
我們會把你們放在心中，也祝你們，在高中的旅程上，能
夠一帆風順，在途中可能會遇到瓶頸，但要努力的度過，不
要半途而廢，在武中的這三年，大家都有酸甜苦辣的時
候，但仔細回想，都是很美好的回憶，在剩下不久的日
子裡，珍惜著和每個人相處的每一刻，讓我們的回憶再
添加一些美好的點綴，雖然最後要和你們珍重再見，但
我還是會記住大家。 祝：一帆風順，你們都是閃亮的那
顆星，也希望你們能讓武中發揚光大！
                                                             　　　　　　 808婷

Dear 學長姐們：
　　武中真的是一個迷人的地方，廣大的草坪、操場，碧
藍的天空，及大家爽朗的笑聲，對於即將離開校園的你們，內
心一定充滿了不捨，但是畢業結束的是國中的學業，而不
是跟武中的關係，這裡的人事物都值得你們隨時回來回味。
高中又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新奇的探索，我相信這會是
一個很刺激的挑戰！祝福在高中茫茫的學海中能一路順利
航行，盼望大家都能有一個理想的高中，並在未來開創屬
於你們最精彩的高中生活～加油
                                                            　　　　　　 807芊和

親愛的親愛的學長姐們：
　　國一剛進武中，就一直把你們當學習的對象，比
我們早一年踏進武中的學長姐們，如今就要畢業了！還
真是有些不捨……，九年級是什麼滋味呢？高中生活
是如何光彩？等著我們一一體驗的未來，一起加油！
敬祝：畢業快樂！
                                                           　　   807邱梓雯

給各位學長姐：
　　三年看似漫長，但現在，離畢業是越來越近了，心
裡頭有的是快樂，更多的卻是即將和好友、師長分開
的惆悵感，妳／你們是否也這樣的覺得呢？畢業快樂～  
                                                          　　　　　 蔡千慧

Dear學長學姐們：
　　雖然時間短暫，但希望你們能把所學的知識發揚光大，別
忘了在這裡的老師們，也別忘了在這裡得到的回憶。多年後，記
得來探望這個「溫暖的家」。珍重再見～

                                                           　　　　　　　709＊＊＊

我愛你／妳／你們／妳們
這段緣分 無法代替
這段回憶 無法忘懷
笑聲 哭聲 罵聲
依然清晰

謝謝您 對我的關愛
謝謝您 無怨無悔耐心教導
謝謝你們 一起走完這三年
我要再次啟程 走向未來。
祝你們幸福／祝你們快樂

TO畢業生學長／學姊：
　　祝福！又到了分離的時刻，心中難免有些不捨，相
處了三年，相信也認識了不少知心的好朋友，也學到
了不少東西，畢業之後你們也要出去打工了，我們會
以你們榜樣，作為武漢國中的學弟妹的我們，會向你
們看齊，我們升上九年級的時候，也會做學弟妹的榜樣，
讓武漢國中的風氣更好！
祝～一路順風、平安、快樂  
                                                      　 武中 808 陳婉萍上

Dear學長學姐：
　　你們是我永遠的榜樣！！一直以來都想快點步入九年
級，但現在你們要畢業了……心中極度的捨不得。不管未
來到了什麼高中，你們仍舊是我們很好的榜樣。或許在未
來，又能在同一所高中遇見！！謝謝你們的照顧！武漢國
中的大門永遠會為你們開啓：-*
                                                        　　　　　   805 彭淑蕙

DEAR 學長學姊們： 
　　恭喜你們即將邁入下一段旅程，不知道你們是抱著什麼
樣的心情呢？俗話說的好～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三
年就這樣過去了，不知道當你們回想過去的一切，是不是會
不自覺漾起一抹淺笑呢？這就是「友情可貴」！在這裡，我
要誠心的祝福你們：一帆風順 鵬程萬里　賀　
                                                  　　　　　　　　　  807泡泡

Dear學長姐們：
驪歌初動，離情依依，互道一帆風順
因為有風有雨，才無畏無懼
彩色的人生需要畫筆描繪
似錦的前程需要汗水的播種和耕耘
畢業是另一段的開始，也為未來開航
願你們的成長像大樹一樣欣欣向榮
永不氣餒，邁開腳步，向著標竿直跑
分離總是為了下一步的相聚
沒有哪個港口是永遠的停留
鳳凰花開的日子已漸漸逼近
即將要離開了武漢的大家庭
未來的日子裡，有夢就追，因為機會總是只有一次……

                                                               　　　703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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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宋育廷

903徐敏展 敬上

904 ＊＊＊

904 容～

       905＊＊＊

905＊＊＊

908蕭雅云 敬上

Peng Mei 筆

909 Ping筆

粿 筆

909洪雲甄

910 羅念怩

 910 杜妤珊

9年級畢業生

907肉圓

畢

業

生

To 903：
　　Hey！親愛的903！好快～一下子，三年就這樣過去了……有點捨不得，也覺得自
己很幸運，能夠認識這麼有活力的你們！我們曾經一起渡過三次的春秋及夏冬，好多
回憶也都發生在那短短的三次，記得我們七年級時，初次見面，是多麼陌生、不熟悉，運
動會時，全班努力地爭取榮譽，那些獎狀、錦旗遍佈在三班的教室時，那一刻，我是
多麼的被那份團結的心所感動，也因為有你們的存在，國中三年裡的每一天，天天精
采，七年級的校外教學、八年級的隔宿露營、九年級的畢業旅行，我們總在車上搶麥克
風，也留下了許多美麗的回憶，而在學習上，我們總讓班導生氣、擔心，三年了，即
將面臨別離，回頭來看，才發現我們的班導從來都沒放棄過我們，即使我們犯了N百
遍的錯誤，班導還是不厭其煩的再講一次，再原諒一次，我們曾經一起被處罰，一起
享受開心快樂的家政課、同樂會，如果少了你們這些快樂也隨之消失而去，上天安排
我們在903相遇，是我上輩子修來的福氣，但短暫的三年要結束了……心裡是有那麼一
點點不捨難過，為什麼是一點點？因為剩下的全是感謝，謝謝你們陪著我笑了三年，一
起受責罰三年，因為有你們，增添了九年三班的活力，要分開了，重新出發吧！我們
都要為自己美好的未來努力再努力哦！三年國中的所有回憶，在此劃下美好的句點了。
祝福：903所有同學畢業快樂！                       
                                                       

碧純老師：
　　這三年來，您總是在我們身邊，不停地教導我們，教導學問和品德。這三年來，您
生了病也不隨便請假，因為您擔心我們學習，我們常常犯錯，你也不厭其煩對我們教誨。
如今我們將要畢業了，謝謝您的用心和關懷。
祝老師平平安安　順順利利                              
                                                            

　　這三年好快的就過去了～～真的好感謝這三年來陪我們一起度過的鄧曉如老師，不
管是快樂的事還是悲傷的事情，您都很支持著我們，您是一位超級好的班導唷！三
年了，我有好多句謝謝想對您說。
                                                       

　　又到了畢業的日子，當然難免感傷，但畢業不會成了我們的句點，而是我們人生
中的逗點，因為我們還會有更多的路程要走下去……

　　曉如老師：謝謝您帶給班上那麼多快樂。也陪伴了我，比賽了許多的美術競賽，謝
謝您陪伴了我們三年許多的歡笑～～

                                                         

　　每次的國文課都很有趣，互動方式是嗆來嗆去的～有時候老師還不小心破音了呢！
看來是被傳染了～還有翻譯一哥，用台語翻譯呢！特別～有您，讓國文課更歡樂～～

                                                

給全校各位老師：
　　謝謝各位老師這些年對我的包容和教導，能來到武漢國中當學生是我的榮幸，這
些年我做了許多錯事，但是有許多次都被老師們原諒，真的很感謝各位老師，若沒有
來到武漢國中，我沒辦法想像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子。雖然現在要畢業了，但我會常常
想念各位老師，常常回學校。真的非常感謝老師們的教導。
                                                        

感　
　

恩　
　

物　
　

語

畢業感恩與祝福

Dear班導：
　　謝謝您這三年來的教導，一年級時常常發生很多事來惹您生氣，是您教導我們是非對錯，讓
我們知道什麼事是該做，什麼事是不該做的，而當我們有什麼困難或煩惱時，您都會盡力地
替我們解決，並且仔細聽我們傾訴我們的煩惱，在這三年中我們過得很充實，也要謝謝班導
對我們這個班的付出與照顧，謝謝您。
祝身體健康　青春美麗  
                                                       

For Dear Teacher：
　　記得剛轉來武漢國中，當時還不知道班導是習慣性地擺著冷酷的臉，還以為是不習慣
這麼「平靜」的小孩呢！其實才不如此呢！班導冷酷酷的外表下，可藏著熱忱忱的心呢！充
滿少女心的班導「出乎意料」地關心學生，受了她不少照顧在聯絡簿上的諫言，絕不會遺忘，永遠。
                                                             

To 我親愛的小月玲老師：
　　三年來的照顧，因為你的守護和幫助，而讓國中回憶更添一份溫馨與支持。最難忘的是
每年新年小卡片的祝福，當然，還有很多。謝謝妳的包容及笑靨，完美了我的國中生涯。
                                                        

謝謝妳 給了我愛
謝謝你 當一個乖兒子
謝謝妳 借我肩膀靠
謝謝妳 我愛的腐女
謝謝妳 我對生命又重新認知

　　三年了！學校裡有許多的老師都教過我們班！這三年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事，都讓我難以忘
懷！畢業後，我還會回來看看可愛的校長、老師及可愛到極點的學弟、妹們啦！祝福九年級
的同學們畢業快樂！  
                                                             

　　六月已是鳳凰花開，在這溫暖的季節裡，感謝所有在這三年來無怨無悔付出的老師，也
就是因為老師們的付出教導，才使我們更加的成長。「一日為師，終日為師。」即使我們已
經畢業了，老師們還是永遠都是我們的老師！老師感謝您們～～

                                                            

正英老師：
　　謝謝您這三年來不求回報的付出，還有這三年來的教導，從不放棄我們！這三年我過得
很開心，也很充實～～即使畢業了，您也永遠是我的老師！
                                                   

　　I LOVE YOU！即將離開這三年來對我照顧甚多的武中！即使是老師的苛責，我都會銘
記在心，我們多　花圃，陪著我們罰跑，我們多　操揚，每天陪著我們減肥，就是這些地方
值得大家留戀。第六屆同學，會再相見的！
                                                   

給武漢國中的所有人：
　　謝謝這兩年來，武漢國中給我的一切！美麗的草原，廣大的操場，都是我喜歡的地方！雖
然快畢業了！心中也有些許的不捨，但我們還是要向前繼續前進！祝福：武漢的師長以及學
弟妹個個身體健康！學弟妹的學業可以蒸蒸日上！
                                                             

武中風雲榜

本校906林翠萍參加

桃園縣第9屆「桃青文學獎」

榮獲國中組小說類 第二名

　

校長的話
武中風雲榜

畢業感恩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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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全國鄉土歌謠比賽

原住民語系榮獲優等！

各位學長姊們：
　　就要畢業了，希望你／妳們能帶著微笑和武中的知
識迎向未來的高中，也希望你／妳們不要忘了我們這些
學弟妹喲！要常常回來武中喲！祝福你／妳們進入新高
中後能天天快樂，友情不變！
                                                           　　　　  705張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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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上學途中總是會遇到有人在遛狗，被主人拉著狗鍊，套上項圈的狗跟能夠在
校園中自由自在奔跑的校狗比起來多了一分不自在、約束和無奈。如果想要硬衝，便
會受到主人的處罰。我想他們的快樂，應該是僅次於被關在動物園的小動物吧？
　　我開始注意校狗，是來到武漢國中上學之後。到校門口時，所聽到的不是野狗打
架時的狂吠，也不是狼犬的一聲聲嚎叫，而是因為要捍衛校園，趕走野狗和陌生人的，忠
實的吠叫，有時候是一聲長嘯，有時候是一聲又一聲有力又充滿威嚴的短吠。不知有
多少野狗，被這樣的叫聲嚇得奪校門而出，等到上課時間，學生漸漸多了起來，校狗
就不叫了。一直到放學，才又聽到校狗那趕走陌生人的盡責叫聲。人類教出來的狗竟
然能比人類還忠實、盡責，真是令我感觸良多。
　　在上課期間，聽不到校狗在吠，但是看得到校狗們的形體。桃園縣的校狗，沒有
比武漢國中的校狗更可愛。多少我們不知道的時候，校狗在校園中奔跑、嬉戲，有時
像在跑百賽跑一般衝刺；有時在綠意盎然的草地上打滾、玩耍；有時把自己當作石像
一般，一動也不動地躺在人行道上的樹蔭底下乘涼。沒有例外的，校狗在校園中的每
一天都是豐富的，看牠高興地飛奔著，我也不自覺地快樂起來。不知是什麼東西來了，牠
像是注視著獵物的野獸，朝著校門口衝去，牠沒有猶豫，沒有退縮，像是賽車似地一
下就消失在眼前了，牠留給我的是無限的溫馨啊！

卓玫君

林保合

張嘉成

李健霖 

邱邦彥
陳嘉羚

　　牠們腳踩七星步，巡視著校園，那雄偉的英姿配上閃亮的雙眼，宛如轉世的潘
安，希望在未來也能繼續看見牠們雄偉的走在這個校園中。

　　有時剛進入校園，就看到牠們懶懶的躺在路邊，牠們那小小的身體、黃色的
毛、短短的腿……。躺在那邊卻覺得牠們分外地可愛，有時也會看到兩隻結伴一
起在校園中巡邏，看到牠倆昂首闊步的走著，任何有邪惡念頭的人，只要一看到
校狗，一定嚇得退避三舍。校狗就像學校的守護者，日日夜夜從來不嫌苦，總是
無怨無悔的把守著整個校園的安全。雖然他們如此的勤勞，卻沒有要求半點薪水，只
是簡單的吃著學校提供的中餐，而且牠們總是比我們早起，這樣校狗應該算超時
工作了吧！
　　希望校狗可以永遠的守著武漢國中，將來畢業後，再回到這裡時，可以看到
牠們昂首闊步的身影，用牠那炯炯有神的雙眼向久別的老友打招呼！

周嘉萱

　　號稱「校狗」當然所言不虛，每當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時，就
好像警察看到藥頭一樣，馬上衝過去一探究竟，所以牠們就像小
小警察似的幫我們國中貼上了一張安全標章呢！
　　不過就算是如此，牠們還是一隻狗，每天的午餐時間就會自
動地到抬餐的地方準時報到，連下雨天也不放過，牠們就是為了
「吃」，沒辦法！這是所有的狗都沒有辦法拒絕的誘惑，聞到遠
處飄來的香氣，牠們的嘴巴就不自覺地張到最大的垂涎三尺，連
舌頭都快要貼到地板，來回不停的搖擺著尾巴，發出類似氣喘的
呼吸聲，一直等到美食上桌的那刻，就會露出狗的本性——一隻狼
吞虎嚥的狗。旁人看了都會以為那隻狗是餓了幾天沒吃飯了咧！
　　就算如此，牠們依然是校園中的吉祥物，真希望以後也可以
養一隻像校狗一樣的狗，不過千萬不要像牠們一樣愛吃啊！

　　牠們拖著長長的尾巴，不時會因為學生逗弄而翹起左
右搖動。我羨慕牠們的自由，能擁有整片校園，能夠自由
自在的奔跑；我羨慕牠們的伙食，能擁有吃不完的午餐，更
能夠享受「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自在舒適。
　　有些狗兒會聽主人的話，是因為怕被打；校狗會聽警
衛的話，是因為懂得報恩。相形之下，我們的校狗完全是
跟「束縛」搭不上邊的呀！
　　傍晚夕陽透過樹葉的細縫灑落金粉似的陽光，只見那
兩隻校狗穩如泰山地坐在石階上，在牠們的目送下，我們
安心的回家。即便到了現在，我仍舊喜愛著校狗那動如疾
風、靜如泰山的身影。

　　我佩服校狗不畏風雨的捍衛大家的安全，而且牠奔馳的速度比人還要快，簡直神速，所
以沒人敢打了牠就跑。
　　雖然校狗不會說人話，但是牠一定懂人話，也知道要知恩圖報，了解自己應作的本分，真
是一隻好狗。

　　在我們學校有兩位讀好幾年都沒畢業的學生，反而是每年送走一位又一位的畢業生，這兩
位就是我們的校狗了。
　　牠們叫大乖和小乖，在學校裡你可以不認識學長姐或是學弟妹，但一定要認識這兩隻黃色
的校狗，雖然不是高貴的品種，但對每個同學來說，這兩隻校狗可說是無聊時可以打發時間的
玩伴，好像一天沒見到就感覺不對勁。時常可以看到牠們悠閒的躺在學務處裡睡著大頭覺，有
時還滿羨慕牠們呢！
　　如果有可疑人士進入，肯定要被這兩隻狗追著跑，如果是換成穿著制服的人進來，牠們也
只會瞧一下就趴下休息了，真不知道牠們到底是認人還是認衣服？有時候看到牠們在草地上打
滾抓癢的樣子，或是在太陽下做日光浴曬肚皮的樣子，也是十分可愛，相信那些不喜歡狗狗的
人會因此而改觀的。

　　記得第一天來辦轉入的時候，被牠們嚇慘了，超級兇！但也是因為這樣我們才有如此安全的校園。不過
當我穿上武漢國中的校服之後，牠便溫和的對我搖尾巴，可愛極了，前後簡直是「判若兩狗」！
　　每當中午吃完飯時，走到倒廚餘的地方，就看到牠們乖乖的坐在那裏對著阿姨們搖尾巴，水汪汪的大眼
彷彿是在對阿姨們放電。後來我無意中聽到阿姨對校狗說：「看哥哥姐姐們有沒有乾淨的東西再給你吃。」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在心裡這麼滴咕著。

陳蓉萱

　　平常溫柔的牠們，在吃飯時，脾氣可
就沒那麼好，如果牠們吃飯時，你跑去摸
狗，可是犯下大忌，牠們可是會生氣的。
　　每當有人叫牠時，校狗就會睜大眼
睛，仔細的看清楚對方，再慢慢的享受被
摸的感覺。你可以和牠握手，左右手都可
以，就是不能握雙手。 

袁湘茵

數

蛛
你那八隻眼緊盯著人，
你那八隻腳緊抓著人，

但願有天我能征服你！

數學啊！你是個可恨的妖精，
在名次前編織著無數惡夢，
捕捉
可憐的我們。

你將痛苦注入精神，
你的可怕令人力不從心，
你的網千變萬化，稍有改變就被
拖入
無
盡
深
淵！

                    
    　走進武漢國中一片綠意盎然映入眼前，灰色建築搭配綠色欄杆顯得莊嚴而寧靜，清
風徐徐蟲鳴鳥叫，伴隨學生的朗朗讀書聲，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裡，盡是一片祥和。偶而
傳來球場上學生上體育課的打球與歡笑聲，洋溢著青春與活力，這是我們生活與學習的
園地，是清淨舒適的安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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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作品是畫一位
老師努力認真的教導台
下的小朋友，黑板上大大
的四個字「感恩知足」，
代表「感恩」老師努力
的為小朋友付出。

      

　　我想呈現欣賞各種
事物的抽象概念。所以
我用畫風景時會用到手
框的概念來表示欣賞的
事物，再用眼睛表示看
「世界」！希望人人都
能領悟欣賞的美。

      

　　一個人的力量小，只
能做小事情；許多人合起
來的力量大，可以做大事
情。不分男女，大家一起
團結合作，把愛傳到世界
的各個地方，使這個世界
更和諧。

      

　　我想描述的是現在
的人都很缺乏關心人和
被關心，所以我就畫了
一個小女生伸出手，希
望能有股治癒孤單的感
覺，也希望每個人都能
互相關懷。

桃園縣立武漢國中100學年度
「品格100實踐學校」書籤設計比賽得獎作品及創作理念

設計者 林素鈺 設計者 謝佳鈴

設計者 李欣芳 設計者 呂頤安

感恩核心價值創作理念 欣賞核心價值創作理念

合作核心價值創作理念 關懷核心價值創作理念

指導老師－邱美容老師

美術創作
優秀作品

夏爾‧凡多海姆
707陳軒

蛋糕
705管晉德

貓咪
709蘇禹禎

I Love Shang
705羅晴文

足球小子
708廖于涵

冬之兔
708詹蕙嶺

我的老師
804陳妍安

KOBBE猴猴
709章雯琦

海底世界的早晨
701黃捷

海上帆船
702錢囿宇

憤怒的桐乃
707周青璉

海豚
703謝冠鈴

七八年級品格之星 九年級品格之星

　　春天來臨了，為了配合花開時節，請了庭園整理公司為本校的樹木做了一翻修整，氣象煥然一新。前庭浦葵樹下的金露花
圍籬，在守衛先生照護整理下充滿整齊豪邁的氣息。電塔基座四周經過台電協助，繪製上903班謝宜儒同學作品，增添校園一
景美美的只想多看一眼。五月的校園就像一座公園，放眼望去草皮翠綠柔和、傾聽鳥語蟲鳴、風和日麗晴空萬里，生活於其中
悠然自得神清氣爽，是一種幸福，擁有都市學生所享受不到的寧靜與舒適。在此期盼同學們珍惜你所擁有的學習環境，規劃人
生未來的方向，學會認知、負責、與人相處，相信武中這片土地會給您愛的養分，讓師生共同經營與成長，開創武中新天地。

武 漢 國 中 －
清淨舒適的學習園地 

校
園
風
情

總務主任  周錫欽

　　學校重視校園安全門禁管制，亦強調綠化美化環境整理，因此總務處在100年10月爭取縣府補助
二十萬元，建置教務處走廊的風雨窗，讓飽受冬季強風豪雨之苦的教務處同仁，身心獲得舒緩真是
好事一樁。100年12月份獲得縣議員徐玉樹先生的協助，爭取敦品樓－武漢樓風雨走廊整修工程之補
助，12月底前發包完成，經過二個多月的努力，於101年3月初完工驗收，防曬屋頂配上紅色鋼構十
分強眼，外加北側防風玻璃及彩色的採光罩，為中庭增添一份美麗氣息。

1010310

家長參與親職教育日活動有創意的園遊會活動

802陳芊妤：「這次參加千人健檢的活動，令我感到很高興，因為不但能替社區居民服務，也
能把這次的活動當成是一種學習的經驗！整個過程中，我看見了大家互相幫忙合作的態度，不
管人潮不斷湧上，都不喊累！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助人為快樂之本』吧!若大家都能抱持這種
積極、正向的態度，相信對自己以後會有很大的幫助。」

801余承容：「我覺得這次的活動非常好玩也具有意義，因為大家同心協力幫助了許多的人
跑完每一項程序。也讓我們學習到，幫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是第一次參加社區服務隊。
很多人都不熟，但在幾小時的相處，相處氣氛也越來越好了，很開心能參加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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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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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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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大 成 功

　　今年4月28日（六）在本校舉辦一場「千人健檢活動」，辛苦的張美珍校長、學
務處翁崇修主任、組長們以及護士美櫻阿姨一大早就率領著本校熱血又有活力的
「武漢國中社區服務隊」，跟著醫療團隊準備為社區居民做免費健康檢查。每位
服務志工同學非常地熱情，用親切的笑容來接待及引導民眾，不但順利完成當天
的任務，也在整個過程體會服務的樂趣及精神，大家熱心負責的態度獲得居民和
師長們的讚許，讓身為武中人的我們感到驕傲！

‚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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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級籃球賽優勝班級

品格之星 藝術大師 校園大小事

8年級排球比賽

八年級班際混合排球賽  第一名801 第二名806 第三名808 第四名805

七年級班際籃球賽      第一名704 第二名702 第三名706 第四名709

7年級籃球比賽

801李欣芳：「這次活動我覺得非常辛苦，不但要有耐心等候，並且還要幫
助每位來這裡健檢的人，不過在辛苦的過程中，學到了不少東西。」

802林錦濤：「這次參加千人健檢的活動，讓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可以服務到
很多的鄉民，雖然很辛苦，不過看到村民的笑容，讓這些勞累都不見了，同時
也讓我學習到怎麼去幫助別人，如果下次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參加的。」

802謝婷萱：「參加千人健檢的活動，我服務到了很多龍潭鄉民，看到每個鄉
民滿足的笑容，不管多累、多辛苦都值得了，在活動中，我學習到了如何幫
助他人，經過這次活動，讓我對服務抱了更大的熱忱。」

千
人
健
檢
活
動

班
際
球
賽

1 0 0 學 年 度 親 職 教 育 日 活 動 剪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