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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智宏老師，感謝您！
　　感謝您在八、九年級的教導，讓我們在音樂方面能發揮
出來，才能比別人更強，您的歌聲非常動聽，隨時都可以來
一首，讓我們印象深刻，感謝您二年的教導，我們要畢業了，
也請您保重，老師謝謝您！　　　　　　　　　  903 蔣平凡

劉玫玲老師，謝謝您！
　　身為理化小老師，當然要感謝　理化老師，雖然您有
時嚴肅了點，還帶法器來對我們施咒，但都是為了我們好。
我是個糊塗的小老師，有時忘東忘西的，或者東西沒交，
但是您都口氣很好地教導我，不讓我小孩子般的心靈受創，
所以，謝謝老師的教誨和愛護！　　　　　　 903 陳思媛

嘉盛老師，感謝您！
　　嘉盛老師，感謝您這三年來對我的教導，想起剛入學時，
我還只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小男孩，如今在您的循循善誘下，
我已蛻變成成熟、懂事的小大人了。您教會我的，不僅僅只
是課本裡的知識，一些待人處世的道理，您更是一再地叮嚀。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老師，老師，您辛苦了！　　   901 陳奕臺

呂芝青老師，感謝您！
　　Hey，蛙姊，謝謝您這三年的指導，有您在的每一天都
十分精采。七年級時，我們為了新式健康操大賽努力練習，
感謝您的督促，雖然沒奪冠，但我們已經十分滿足，尤其是
隔幾天的甜甜圈，更是令我們欣喜若狂！八年級英語歌唱比
賽，感謝您提供許多意見，不斷支持我們，用搞笑的舞步讓
大家會心一笑，從沒忘記得第一時老師的稱讚及鼓勵！參加
英文演講時，老師給了我好多建議，我也學到了許多。九年
級運動會，大家賣力的練習，只為了贏得接力第一，老師響
亮的加油聲，是我們努力的最大動力！三年就這樣結束了，
途中有哭有笑，不僅學到了許多知識，還了解到許多做人應
有的態度，剩下一個月的日子，除了要好好珍惜外，還得更
加汲汲營營！
　　老師謝謝您，三年的督促及教導，您永遠是我們最年輕
貌美的蛙姊了！　　　　　　　　　　　　　　  907 邱奕笙

許詩婷老師，感謝您！
　　許詩婷老師，謝謝您這兩年來的辛勞，也總是包容、指
導、教導我們班「不要像菜市場」，您總是這麼對我們說（可
想而知我們班有多聒噪）！
　　您與我們總是維持著「亦師亦友」的好關係。有煩惱的
時候，您總扮演著「好朋友」的角色，也站在「老師」的立
場替我們解決疑團！希望您能永遠HAPPY！　　 902 林怡君

魏君玫老師，感謝您！
　　在我們即將踏入7年級，你是用關懷的心，包容這些無知
的我們，在我們即將踏出學校的大門，你依然還是用妳那關
懷的心，督導我們高中要如何努力，國一到國三街那我們的
心不曾變過，偶爾犯錯，使你責罰，但這些都是疼愛我們的
表現，老師─謝謝您！　　　　　　　　　　　   904 劉子筠

吳麗菁老師，感謝您！
　　在我不知道如何跟別人講話，人際關係很差的情況下，您依然不放棄，
緊抓著我的手，不讓我掉下去而陷得更深，如果沒有您在旁邊的勸誡，我國
中的畢業旅行回憶，也可能會像國小一樣的空白，我很感謝老師無怨無悔的
付出，讓我不再繼續往黑暗的深處前進。　　　　　　　　　　   903 王培瑞

林雅茜老師，感謝您！
　　謝謝老師這2年又313天，一直以來的關心與照顧。
　　妳就像我的小精靈，給我能量，給我信心，給我大大的鼓勵！
　　就要畢業了，超捨不得妳，不可以忘記我喔!!　　　　　　　902 江佳芸

吳麗菁老師，感謝您！
　　您有如馴獸師般，總是不厭其煩的鞭策我們這群牛慢慢進步，給了我們
最佳方向的指引，您的教誨使我們如沐春風，沉浸在知識與文學交織的灌溉
中，賦予我們成長的動力，您將來可能不記得我們的故事，但是一日為師，
終生為父，我們不曾忘記。　　　　　　　　　　　　　　　　   903 曾浩瑋

林雅茜老師，感謝您！
　　謝謝您在英文教學上的付出，我們班一直有個目標，就是英文單字檢測平
均100分，雖然這個目標尚未實現，還是希望能有這個機會與你分享這榮耀。

903 楊益帆

芝青老師，感謝您！
　　自從七年級擔任學藝，就開始幫忙班上的事，老師您
的信任是我行動的動力。我永遠記得在我心情不好時，您
給我的關心與問候，上了三年英文，從來不減對英文的喜
愛，畢業之後，我一定會很想念、很想念您的英文課，還
有蛙姊最鼓舞人心的笑聲，有了蛙姊，907才最完美。
　　Dear teacher, the world isn’t beautiful without you! 
When I fail, you’ll say “It’s OK.” Because you know I won’t 
　　　　　   make thesame mistake again. Thank you a lot.

907 邱梓雯

鄧曉如老師，感謝您！
　　親愛的曉如老師：
　　從八年級開始，我真的從您身上學到許多。包括從整
幅圖的草稿，到最後上色完稿，還有像是印刷、雕刻……
等。都令我獲益良多。而且在作品上的許多缺點，您也不
厭其煩地指導我改進。有時看到您已經忙到焦頭爛額，還
是撥空指導我，真的令我十分感動！謝謝您協助我開啟美
術的另一扇窗！以及其他所有武中的老師，也非常謝謝您
們的教導！我愛您們！　　　　　　　　　　 908 呂頤安

　　　　　　　　黃郁倫老師，感謝您！
　　　　　　　　　　郁倫老師，這三年來辛苦您了，您
總是很認真的教導我們，雖然我們六班不是個很認真的班
級，您還是一直不放棄我們，努力指點我們。老師您對我
們的諄諄教誨，我一定謹記在心！謝謝郁倫老師！

906 朱存蓉

簡佳敏老師，感謝您！
　　簡佳敏老師，謝謝您在這近三年來的教導。您對待我
們就像母親對孩子那般嚴厲卻又不乏疼愛，讓我們在三年
來過得十分充實。老師，我想對您說：「因為有您的幫助，
我才能無後顧之憂地踏進知識殿堂；因為有您的教誨，我
才能腳踏實地地步上正途，不偏離；因為有您的關懷，我
才有勇氣及信心面對心中的黑暗，並將它驅離。您是我最
敬愛的一位師長，謝謝您，老師。」　　　　 902 林怡君

　　各位學長姐，恭喜你們即將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面對
未來，許多的未知數，等著你們破解，無數的困難，願你們能
堅強面對。我想現在你們應該是百感交集吧！三年了，多少回
憶在腦海，曾經一起在操場揮灑汗水，一起在教室裡朗誦課文。
還記得老師的諄諄教誨，使當初還懵懂的我們變得成熟，希望
你們離開武中之後，別忘了曾經陪伴你的師長和朋友，如今得
分道揚鑣、各奔前程，願你們帶著祝福，向光明未來前進！

805游雅婷

　　淡橙的木棉花，在和風清拂下怒放渲染了枝枒，湛藍的蒼
穹，群鳥掠過天際，無限地延伸……。
飛吧！盡情的張開雙翼，勇敢的翱翔，飛向無盡的天空，奔向
世界的盼望，我知道前方的路途是如此的遙遠、未知，但只
要越過恐懼，必定能綻放光彩。
　　知了依舊在樹梢唧唧地叫著，好像在說再會吧！再會
吧！熱鬧的校園彷彿也安靜多了。但是學長學姊們，在
感傷之餘，請接受我們最虔誠的祝福，展翅高飛吧！

703王心怡

　　畢業，有喜也有悲，喜的事——進入下一個階段，悲的
是——那種悲傷歌頌。雖然彼此並非認識，但總是默默在歡笑
中共存。
　　六月在即將畢業的學長學姊眼中，經常是悲傷的，但其實
畢業不是人生的終點，而是另一種新生活的起點。學長姊們，
謝謝你們給我們不少的示範，也謝謝你們給我們精神上的幫助。
在此，祝你們有學成之喜、鵬程萬里，希望在你們的下一階段，
能更有成長。

706孫意惠

　　國中畫上句號，開始展開另一段的新生活！不管未來
再怎麼的艱難，都別忘了，在武中曾經留下唧——唧——
唧——的蟬叫聲，將伴著學長姊們一同踏入另一個不同的
環境，這三年，你們的淚水和笑容都將在的種種回憶，一
起奔跑的運動會、一起吶喊的園遊會，和各式各樣的團體
賽中所產生的各種心情都令大家感到濃濃的友誼。祝各位
學長姊們學業進步、一帆風順！

805陳潔儀

　　又到了蟬鳴鳥叫，鳳凰花開的盛夏時節，三年過了，
三年的點點滴滴，有如跳躍的音符，有起有落、高低起伏，
那都是永存腦海裡的回憶！
　　學長姐即將離開武中這個大家庭，在這離別的夏季，
你會看見未來正在鳳凰花道的另一端，向你們招手，希望
你們珍惜自己隱形的那對翅膀，在屬於自己的清澈藍天，
自由翱翔。更祝福你們見茁壯成高大挺拔的大樹，加油！
　　珍重再見了，自信、意氣風發的你們！

803黃星語

　　各位學長姊們，看到你們即將畢業，我為你們高興，
因為你們即將走向嶄新的路程。這路程可能處處充滿考驗，
但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戰勝考驗，因為考驗是走向成功的
重要指標，如果沒有考驗，就不會有成長，如果沒有成長，
就永遠沒有成功。祝你們鵬程萬里、錦繡前程！

704蔡婷如

　　又到了鳳凰花開，離別的季節，三年就這麼過了，共
相處的時光已經在歡笑和淚水中消失，留下來的盡是無比
的懷念與惆悵，我想學長姊們回想起三年來多采多姿的生
活，一定會覺得非常的甜蜜，即使有過挫折失敗、即使曾
心酸，當畢業驪歌輕輕響起時，這些都成了過往雲煙，畢
竟這是一段永難忘懷的「成長史」，一段光輝燦爛的人生
旅途，一段一生中僅有一回的國中三年，最後在此祝福所
有學長姊們，「心想事成」、「金榜題名」、「一帆風順」、
「事事順心」！

710梁至君

　　真心祝福學長學姊：學業進步，順利考上高中，加油喔！
也希望你們步步高升。你們畢業後，我們還是會愛護校園，
維持環境整潔，請你們放心的去上高中吧！你們有空的時
候，一定要回來看我們喔！各位老師和學弟妹都會想念你
們的。最後要謝謝你們的種種付出，最後我要祝福你們展
翅高飛、鵬程萬里，像小鳥一樣越飛越高、越飛越遠，也
希望你們可以像星星在黑夜裡光彩耀眼、燦爛美麗。就算
在高中的時候遇到困難，一定要勇敢的站起來，最後我要
對你們說：「珍重再見。」

703羅翊文

　　時間如快馬似地奔騰，轉眼間，學長姐就要畢業了！
　　還記得那又哭又笑的日子，真令我難以忘懷。就讓這
夏天的微風替我傳達思念，獻給我最敬愛的你們。祝福你
們在未來的路途能夠
　　平步青雲、鵬程萬里、展翅高飛
　　畢業快樂！　　　　　　　　　　　　　   

803邱雪華

　　風，帶來夏天的訊息，也帶來了離別的感傷。
　　太陽依舊閃亮著，可是，學長學姊們卻要離開校園，
前往人生下個里程碑，探索新的世界。雖然少了學長學姊
們的校園顯得有些孤獨，但是曾經在朗朗的晴空下，接受
師長的關懷和鼓勵，曾經在朗朗的晴空下，和朋友們一起
嬉戲玩耍的回憶，是永遠不會變的！
　　現在，讓我們淡淡的劃去離愁，將思念託付給白雲清
風，將晨星化作千萬個祝福……珍重再見！

708符硯涵

　　恭賀各位畢業生順利完成學業，在漫長的人生路程中，踏出最重要的一步，揮灑出黃金燦爛的青春歲月。求學過程是最令
人感動的，為了編織出一段璀璨的生命，要感謝的人也很多，期望各位在感受畢業喜悅的同時，毋忘隨時懷著感恩的心，感謝
師長的教誨，父母的養育、兄姊的關愛與同學的扶持，感謝所有陪你們一路走來的人。畢業並不是學習的終點站，而是另一學
習階段的開始，表示你們距離自己的目標和夢想，更進了一步。如今學長、學姐已經是一隻準備展翅飛翔的小鳥，即使是萬般
的不願和不捨，也不能不飛離這個溫暖的鳥巢展翅高飛，到另一個學習環境去創造屬於自己的天空，為自己創造一條新的康莊
大道。在此畢業前夕，離情依依，隨著祝福的心情傳送，不管將來你們人在何處，毋忘師長的諄諄叮嚀！親愛的學長、學姊們，
千言萬語已經是多餘，最後獻上短短的一句話：「祝你們在往後人生的每個階段，鵬程萬里、一帆風順！」　

705劉玟慧

李芳瑩老師，感謝您！
　　芳瑩媽咪，我的小寶貝！謝謝您這些日子的教導，使我的數學
進步了好多呢！謝謝您每次都被我黏著，讓我在您身邊撒嬌，真的
好有家人般的甜蜜感！媽咪，我好喜歡您！您總是不厭其煩地教我
數學，陪我一起裝可愛，真的很感謝您，希望不再有細菌占領芳瑩
媽咪的身體了！我會心疼！芳瑩，我愛您！　　　　    903 葉家妤

月霞老師，感謝您！
　　原本對歷史複雜的事件、人物、時間總有些害怕。記得第一次
上課，您活潑的講述故事，一邊貼著筆記，整節課沒有空檔也沒有
心思去想一些雜七雜八的事，歷史結合故事讓上課更專心，對於要
考基測的我來說，複習起來更輕鬆簡單了！你也會教我們一些比較
容易記憶的口訣，雖然不是每次立刻記住，但是記住以後幫助都超
大的。謝謝老師兩年來認真有趣的指導，相信面對高中歷史一定也
能得心應手的！　　　　　　　　　　　　　　　　　907 林芊和

魏君玫老師，感謝您！
　　謝謝您這三年的陪伴，讓我們不孤單。謝謝您交我們如何閃避
法律問題，雖然有一陣子，您不在我們的身邊指導我們，但我們非
常努力做個乖孩子，不讓老師擔心。我們雖然要離開這個擁有很多
回憶的地方，但我們不會忘記老師的這份恩情，會努力的在未來發
展，謝謝老師您的教導。　　　　　　　　　　　　904 黃玉珊

廖泳汶老師，感謝您！
　　謝謝您這三年來的教導，謝謝您不厭其煩地教導著九班的同學們，
讓我們從最難教的班變成品格優良的班級，廖泳汶老師，謝謝您！

　　　　　　　　　　　　909  劉佳靜

邱秀娟老師，感謝您！
　　老師您總是很認真的教導我們，同一個題目不厭其煩地一直教，
就是希望我們每個人都會，有時成績考得不理想，您雖然會生氣，
但最後會和大家說「加油」、「下次要更努力」，讓我們從谷底再
次站起來。有時老師您會給些小獎勵，讓我們開心且讓好成績保持
下去。老師謝謝您的認真教導，讓我打從心底真心的喜歡數學，且
在這方面有好的表現，真的很感謝老師總是全心全意的為我們付出！

908 陳雅婷

洪嘉敏老師，感謝您！
　　洪嘉敏老師，謝謝您這三年的教導和照顧。
　　不論我們犯下多少次的錯誤，您都願意再給我們機會。雖然曾
經讓您一再失望，但您依舊相信我們，並給予我們更多的愛和關懷，
我會記得這三年來的點點滴滴，在未來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不會
忘記您這些年堅持的品德和您所給我們的衣切，剩下的日子，我將
會更加珍惜，老師，您辛苦了！　　　　　　　　　　905 吳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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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11月

101年11月

101年11月

101年12月

101年12月

101年12月

時間時間

一則新聞的啟示

一則新聞的啟示

一則新聞的啟示

我最想說的一句話

我最想說的一句話

我最想說的一句話

參賽題目參賽題目

701

906

903

909

806

903

班級班級

林道明

鄭芷鈴

張綾珊

劉佳靜

江承澤

張綾珊

姓名姓名

張碧純

張雅綾

吳麗菁

廖翎雯

楊筱瑩

吳麗菁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特優

優選

佳作

特優

參加獎

參加獎

102年01月 天人交戰 806 黃子軒 楊筱瑩 參加獎

名次名次

狂賀！本校榮獲桃園縣「閱讀盤石學校」國中組
　　   優等！

賀！本校合唱團參加101學年度全國鄉土歌謠比賽榮
　　獲甲等！

賀！本校籃球代表隊榮獲101學年度國中聯賽乙級桃園縣
　　預賽第六名佳績

賀！本校籃球隊榮獲102年桃園縣籃球錦標賽第四名！

狂賀！907林芊和同學參加第六屆聯合盃作文大賽（桃園縣初
　　　賽）榮獲九年級組第二名！

賀！本校九年級學生參加桃園縣技藝競賽獲得佳績！
　　中餐組佳作  909詹雅竹
　　烘焙組佳作  904袁慈妤

賀！701陳彥銘、廖明志、徐郁芳、張怡萱、鍾嘉參加桃園縣
　  「閱讀桃花源」閱讀專題報告競賽榮獲佳作！

項目

國語演說

朗讀

作文

字音字形

年級組別 名次

本校國語文競賽得獎名單本校國語文競賽得獎名單

本校參加小桃子樂園中學生網路徵文比賽，屢獲佳績！本校參加小桃子樂園中學生網路徵文比賽，屢獲佳績！賀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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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簡綾萱

第1名
806王文顥

第1名
705游芷皓

第1名
805林恆道

第1名
709宋曜榆

第1名
806黃憶暄

第1名
701張怡萱

第1名
809鍾學鈞

第2名
709蔣超凡

第2名
809蘇禹禎

第2名
703王心怡

第2名
806陳怡靜

第2名
704呂易辰

第2名
805劉彥池

第2名
707朱宇誠

第2名
804陳亭潔

第3名
707李家寬

第3名
805李昊龍

第3名
708韓菲

第3名
803黃星語

第3名
710陳亦溱

第3名
802張書平

第3名
704王宇婕

第3名
805張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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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黃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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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大師

　　　　　　   心之鎖
706盧鴻源、簡綾萱、708符硯涵

        大自然的怒吼
906黃于婷、909胡德宇、劉佳穎

　　校長和同學們分享2則小故事：
　　有一個年輕人向一位老人家抱怨，覺得自己懷才不遇，怨別人的
不是。這位老人家聽了他的遭遇，隨即把一粒沙子扔在沙灘上，老人
家說：「請把它找回來，」「這怎麼可能？」年輕人說道。接著老人
又把一顆珍珠扔到沙灘上，「那現在呢？」他說：「如果你只是沙灘
中的一粒沙，那你不能苛求別人要注意到你，認同你。如果你希望別
人能夠認可你，那你就應努力想辦法先讓「自己」變成一顆珍珠。同
學們，想一想，我們是否也只是會埋怨別人、責怪他人，卻忘了「自
己」應該好好的努力學習呢？
　　另一則小故事：有一個年輕人一畢業就去了法國，他開始了半工
半讀的留學生活。漸漸地，他發現當地的車站幾乎都是開放式的，不
設檢票口，也沒有檢票員；甚至連隨機性的抽查都非常少。這個年輕
人憑著自己的自認聰明勁，他精確地估算了這樣一個概率——逃票而
被查到的比例大約僅為萬分之三。 

話校長的
　　他為自己的這個發現而沾沾自喜，從此之後，他便經常逃票上車。他還
替自己找到了一個寬慰自己的理由：「自己還是窮學生嘛，能省一點是一
點。」四年過去了，名牌大學的金字招牌和優秀的學業成績讓他充滿自信，
他開始頻頻地進入巴黎一些跨國公司的大門，躊躇滿志地推銷自己。然而，
結局卻是他始料不及的，這些公司一開始對他熱情有加，然而數日之後，
卻又都是婉言相拒。真的令他覺得莫名其妙!! 
　　最後，他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煩請公司告知不予錄用的理由。當天晚
上，他就收到了對方的回覆——陳先生，我們十分賞識您的才華，但我們
調閱了您的信用記錄後發現，您有三次乘車逃票記錄。我們認為至少証明
了兩點：1. 你不尊重規則。2. 您不值得信任。鑑于上述原因，敝公司不敢
冒昧地錄用您，請見諒。直到此時，他才大夢初醒、懊悔難當。 
　　然而，真正讓他產生一語驚心的感覺，卻還是對方在回信中最後摘錄
的一句話：「道德常常能彌補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卻永遠填補不了道
德的空白」。 
　　分享這2則小故事是期盼所有同學養成正確的學習態度，找到自己的
優點，發現自己的長才，努力向學；我們更別忘了學習良好的品格，因為
好品德比聰明重要的太多了，同學們，加油，相信武中的孩子們天天都在
進步。

校長  張美珍校長  張美珍



這本書透過一百五十個國內外耐人尋味的故事，耐
人尋味的故事來啟發我們面對夢想、品德及人生有更多
不同感受和想法，讓我們的生命可以燃起明亮的一盞明
燈。

這本書中有三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分別是「我
的未來不是夢」，因為他對於自己的夢想都一直堅持不
放棄，都一直堅持不放棄僅管在當時看起來有些不切實
際，但是，但是，只要抱持希望，我們就會有前進打拼
的動力，就會有前進打拼的動力，我記得在航海王的卡
通中，魯夫曾經說過一段話：「面對夢想，嘲笑是別人
的自由，但堅持下去卻是妳的選擇。」所以我也要像他
一樣堅持自己的夢想，相信總有一天會成真。

挫折中蘊藏了挫折中蘊藏了
挫折中蘊藏了珍貴的寶藏—《培養孩子好品格的150個故事》讀後心得 706 陳傳恩706 陳傳恩

成長，是每個青少年都期待的事，我也不遑多讓。但，
有些成長，是令人感到悲傷、空虛的。

這本《紅瓦房》，寫出了一位中學生到高中的一段經
歷。初入中學，交得好友，彷彿一切便是美好，成長也是
美妙的。但與同學相交愈深，加上命運勾起波瀾，主角林
冰此時開始被友情、愛情支配，像捲進了漩渦，無法自
拔——此時的成長，是不由自主。最後，朋友同學的各奔
東西，家人的寄望，使得林冰急促且無奈的走向大人的世
界（黑瓦房），最後的成長帶有無限的惆悵。
　　本書描寫的雖然只是中學生在成長中所遇到的每一件
事，但那簡樸的文字卻有一股韻味幽況其中，令我讀到最

紅瓦房紅瓦房
成長的不同代價—《紅瓦房》讀後心得 808 王天宇808 王天宇

從閱讀到寫作 908晨讀的收獲與啟發908晨讀的收獲與啟發
姚怡慧

晨讀使我的理解能力增進了不少，就連閱讀的速度也變快了，在還沒有晨讀的習慣前，
我看文章的速度很慢，有時還要讀到兩次以上，腦中才開始去理解那些文字，但現在不會了，
文章可以很快的看過，而且還可以去抓重點了。

前幾天在晨讀時，我看到了一則小故事，我領悟到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才是面對問題
的重要態度。

呂頤安

我覺得這三年的晨讀，雖然一次時間不多，但「積少成多」。我現在就有很多書是在晨
讀時看完的。而且，讓我學到有別於課本的知識，那些書能讓我們先一步認識這年紀還不足
以親眼見識的人事物，先體認到這世界還有許多奧妙的智慧與令人嘆為觀止的美景，有種「預
習」的感覺！

我覺得，要是早上沒先看課外書我會感到渾身不對勁，而且上課時思緒比較容易卡到，
就像開車時，路面有坑洞或者是撞到電線杆。也許是晨讀變成一種習慣了吧！

我最近看完了《當幸運來敲門》。我看完真的對有些事情改觀了。我之前都認為幸運和
好運能畫上等號，但我看完這本書才明白——幸運不等於好運，因為幸運必須由自己創造。
其中影響我最深的一段話是：「幸運必須由改變環境開始，且今日事，今日畢，還有相信自
己做得到」。唯有肯付出努力，才可能有甜美的收穫，而這就像個法則，遵循著那些規則做，
久而久之就成了習慣，所以也就等於自己創造幸運。在那本書中也有很多的名言，其中讓我
眼睛為之一亮的就是愛因斯坦的「上帝不會和人類玩骰子的賭局」。所謂「天下沒有白吃的
午餐」，並沒有運氣供自己一輩子使用，也不要總是抱持著「僥倖」的心態，這樣做什麼都
必定不會持久且不會成功。唯有讓自己腳踏實地，才是通往「幸運」與「成功」的鑰匙。

周　霓

晨讀是一件能讓我心靈沉澱的習慣，使我能安靜地進入書的世界。當我讀到一本好書時
總是會忘了時間，忘了自己還在學校，整個人就像是那書裡的主角，在精彩刺激的情節中，
心跳會加速；看悲傷痛苦的故事時，感到難過痛心；看到令人氣憤的部份時，也跟著忿忿不
平。晨讀的時間是我快樂暢遊每位作者思想的時候，將他們的想法過濾、消化、吸收，好的
就期許自己，鼓勵自己；壞的就成為一個借鏡，勸勉自己不要走向那條道路。

而我就有看過幾本深深觸動我內心的書像是張文亮的《深入非洲三萬里》，在這裡面的
內容中，對宗教信仰的正確觀念，使我受益良多。當一個「良好」的信仰深植人心，並化為
行動的力量和準則時，能使人不輕易被自我的恐懼打倒或沉溺於外在物質及名聲的泥沼之中，
就如這本書的主角李文斯頓，把一生奉獻給非洲土著，他對所得到的名聲、功績一點也不在
乎，仍繼續堅守著信仰往前，即使在這稱為黑色大陸的地方，也絲毫不畏懼地撒下希望的種
子。

另外還有一本關於世界歷史的書，看著那些偉大的世界遺蹟照片，讓我感到敬佩。從書
中我看到廣大的世界，這使我發覺到自己的渺小，並且對古人所擁有或發現的智慧和真理有
所佩服，可是在歷史中，我也看到人性的險惡，原來利欲逐漸侵佔人心時，人會迷失自我，
做許多違反道德倫理的事，也許變得比野獸更兇殘、無情。

蘇映竹

晨讀就像是一條捷徑，讓我的腦子從昏睡狀態快速進入到清楚靈活，只要短短的幾分鐘，
就能達到很好的效果，且過程輕鬆又愉快，真是條很棒的路呢！

有一本書叫成功人生，是媽媽推薦我看的，它讓我了解到對人生要抱持何種態度才能成
功。成功的途徑只有一條，就是走向內心深處，再活出自己特有的風格。成功的條件是：目
標明確、全力以赴、自得其樂、提升心靈。

晨讀讓我了解一本好書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價值觀，進而影響一個家庭，甚至能使一個國
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如果每個人都把時間使用在看好書上，那麼我們的國家就有前途了。

陳雅婷

晨讀對我有許多的幫助，讓我在早晨頭腦清晰，不用想著關於課內的書，可以好好地看
著一本充滿許多新奇知識的書，不僅能因為好奇心讓一整天精神滿滿，而且又能知道多方面
的知識，真是一舉兩得。

晨讀讓我知道分配時間，不會一大早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要做甚麼，讓我知道甚麼時間該
做甚麼事，很有條理地把事做完。晨讀讓我吸收到更多的知識，把學到的東西好好運用在生
活中。

書中的內容給了我很多的啟發，作家巴路克曾寫道：「如果你把壓力看成是一把榔頭，
那麼每個人看起來都會像一把釘子。」有時候人們會把自身的壓力擴大，造成無形的壓力，
這樣不僅很累，旁人也會被影響，所以我們要有堅定的信念，對自己說：「我可以的。」，
長久下來，自己的目標一定會達成，而且也會更樂觀。

邱嘉萍

每天短短的晨讀時間，讓我看了許多國小沒看過的書，也讓我在書中學了許多課堂上沒
教過的人、事、物。這三年，每天十分鐘累積起來，也很可觀，讓我早上的心情很開心很正
向，看課本也很容易懂。

李嘉芸

在國中很少有時間可以放鬆的看課外書，雖然晨讀時間只有短短的十分鐘，但是這可以
讓心情沉澱。晨讀可以讓我很開心，有時會突然會心一笑，這樣煩惱就通通拋在腦後了。最
近我看了一本書叫《秋草愛和她的動物朋友們》，這是一本作者去完動物園後所作的介紹，
介紹各種動物的習性，像食蟻獸就只有吃的時候是醒著，其他時間都在睡覺；馬來貘在淺水
時，耳朵會閉攏。這本書寫著我所不知道的知識，也讓我對動物有進一步的認識。

徐晞芸

有一本書叫愛呆西非連加恩，看完這本書之後讓我知道在地球的另一邊還有一群非常需
要幫忙的人。那邊的小朋友很想上學，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增進自己的知識才能有工作，有了
工作就可以養活家人，如果沒有上學的小朋友也會到市場去賣東西賺取零用錢，他們都是為
了讓家人吃飽，在那邊只要一家有一人生病，他們家就沒錢了，因為這些錢都拿去買藥了。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有的不去找工作而是在家當啃老族，如果這些人都可以像西非那些小朋友
一樣會替家人想就好了。

吳祐祺

在晨讀時，總是會好奇書中人物會怎麼做呢？或是會發生什麼事呢？每次我都很期待晨
讀，有時還因為太好看，我用了一整天的下課時間把一本書看完了。

陳信宏

上國中前我沒有閱讀課外書的習慣，國中時老師讓我們每天早上閱讀十分鐘，之後我發
現閱讀能力慢慢的進步，也讓我養成良好的習慣。

周俊佑

我在深入非洲三萬里一書的序言中，看到張文亮教授寫的一句話：「我像一隻快樂的狗，
總在不同的舊書堆裡找到好吃的骨頭。」，這句話很像晨讀之於我的寫照。

常惟閎

從國一到現在，我已經閱讀過不少書籍，印象最深的是關於聖經的故事集，它是以漫畫
的方式畫出創世紀與耶穌傳福音等的事蹟，這些故事就像一面鏡子，返照出人的貪婪、自私
與無情，頗有警惕的效果。

寒假品格閱讀心得比賽八年級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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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個字時，頗有餘音繞樑之感。作者想必在寫作時，亦
深深沉浸在這小說裡頭。

裡頭有幾段讓我欲罷不能，像是夏蘭香和楊文富這段
寫得真實，把人對背叛所受的傷害，及少爺脾性刻劃得入
木三分，簡直將楊文富活生生的封在書裡。這段故事使我
明瞭強求的不可能，和背叛的代價；而趙一亮和許一龍更
是讓我學到聰敏不可恃、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而馬水
清和林冰的友情是如此的真誠可貴，真希望我也有這樣的
摯友。

而喬安則令我打從心底的畏懼，且莫提他的身世，單
是他無法無天、猥瑣卑劣的個性、行為便使我痛恨他了。

但我越深入《紅瓦房》，就越同情喬安，因為他的行為、
個性都被他的身世所累。旁人做錯事，道歉就沒事；可是
他只要出一丁點差錯，便有許多人用鄙視的目光來「殺死」
他，只因他是「賤種」。其實喬安只有一個願望——不要
被人歧視。這讓我記著一個規則：「眾生平等，千萬別歧
視他人」。

《紅瓦房》教會我不同成長所需的代價，令我明白許
多道理及成長的真諦——人的一生，不斷的促使著成長，
千萬別說自己已成熟了，因為在你浪費時間說這些時，世
上早已有許多人又成長了。

再來是「放下心中的石頭」，它説到誠實是做人的
基本品格。真正誠實的人，是不會佔有它人的東西，因
為我們如果昧著良心去佔有別人時，所得到的並不是快
樂，而是害怕，所以即使我们在喜歡那種東西也不要去
佔有，放下心中的石頭才能擁有海闊天空的人生。

最後一則是「緊追不捨的獵豹」，豹和羚羊的生活
就是要拼命跑，若不如此，牠們就會在當中被淘汰，只
有堅持下去的，才能活下去，所以我們面對生活的挑戰
或夢想也是如此，只要我們肯再堅持一分鐘、一小時或
一星期，我們就要敲開成功的大門了。
我覺得這些故事敎會了我很多事，也開啟我更開闊的思
想，真是一舉數得啊！像船航行在大海中需要燈塔指引

方向，我們人生的方向也是如此，我們需要明燈來照亮
我們前方的道路，幫助我不至於迷失方向走錯了路。這
些故事正有這樣的作用，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有一種豁
然開朗的感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受，因為原本以為
只是在看一篇故事而已，但卻沒想到故事的背後居然還
那麼深的意義和提醒，讓我從中學習到很多新的想法，
這些收穫也將幫助我能更加充滿勇氣和信心的去面對未
來的人生挑戰，我相信每一次的挫折、困難和錯誤中，
都蘊藏著珍貴的寶藏，等著我们去發覺，因為這些都將
成為我們生命中非常重要養份，去豐富我們的生命，讓
我們活的更加精彩，更加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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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范綱哲
在我還沒參加圖書館達人之前，我覺得

這應該是一個非常無聊的社團，就像坐在那邊看書之類的。
但經過兩個志工媽媽的詳細解說，我才知道，原來000是總類、100是哲學類、200

是宗教類、300是自然科學類……。書背上的一堆號碼是什麼密碼呀？摩斯密碼？還是
達文西密碼？原來是分類號，這個學問也是兩位志工媽媽教的。參加了圖書館達人，我做
了很多種工作，有些很愉快，有些卻要花費很多勞力。其實我算是有一點「半工半讀」，
邊工作邊看書，偶爾可以發現新奇的事物，偶爾還可以增加知識，就是這點讓我從不缺
席。

我也做了一些雜工，當初擦窗戶可是擦得我腰酸背痛，掃地時甚至變得像清潔工，
雖想半途而廢，但想一想，這是為了讓全校幾百個人有整潔的環境使用，就燃起了服務
的鬥志呢！原來排書也可以這麼有趣，剛開始雖然是為了志工時數而參加圖書館達人，
但做了之後卻越來越得心應手，根本忘記了時數，只是一直埋頭做，笑著做，開心的做！

Q1、何謂「服務表現」？其分數如何取得？
A1：「服務表現」為「多元學習表現」項目之ㄧ，其積分最高為十分，可以透過「擔任班
　　  級或學生幹部」及「志願服務學習」取得積分。

Q2、擔任哪些幹部可以取得「服務表現」積分？
A2：擔任班級內幹部（班長、副班長、學藝股長、風紀股長、康樂／體育股長、事務／總

務股長、衛生股長、輔導股長、環保股長、資訊股長）、自治市幹部及社團幹部任滿1
學期，經考核表現優良者可得2分，惟幹部積分三年累計最高得四分，超出之積分不得
併入志願服務或其他多元學習表現項目。

 
Q3、「志願服務學習」積分如何計算，總共要幾個小時才能得到滿分？
A3：因「服務表現」積分最高為十分，而志願服務學習時數，每1小時0.2分，因此若要取

得滿分，則每個學生三年需達成50小時服務學習時數。若扣除幹部積分，則擔任過一
任幹部者，需達成40小時服務學習時數，而擔任過二任幹部以上者，需達成30小時服務
學習時數。

Q4、學生可以透過哪些方式取得「志願服務學習」時數？
A4：學生應事先徵詢老師及家長同意，並考量時間和能力選擇參與校內外公告之服務學習
　　 活動：
   　 (1)校內志願服務學習認證：由國中學校認證。
       　 1. 交通類：交通服務、糾察等。 
       　 2. 環保類：全校性資源回收、垃圾分類、環保尖兵等。 
       　 3. 學術類：與教學相關服務志工，如圖書、實驗室、體育器材管理
                  　  　    志工等。 
       　 4. 典儀類：司儀、值星、旗手等相關類型。 
       　 5. 其他類：經學校核可之全校性志工。 
    　(2)校外志願服務學習認證：由政府機關學校或依人民團體法登記立案
       　  者提供服務經歷認定文件，並帶回學校認證。 
        　1. 關懷服務弱勢族群：養老院、醫院、育幼院等

機構之服務。 
       　 2. 政府機關學校或公益團體舉辦之非政治、商業、

營利且無給酬勞之服務。 
       　 3. 各社區或公益單位長期或臨時招募之志工。 
        　4. 其他經校方認可之公益性服務活動。 

　805林煒峻
一開始看到圖書館達人可以有服務時數，我就想參加！而且，我以為圖書館達人只是幫忙整理書，沒想到來的第一天就看到圖書有好

多分類，學完分類的方式後，老師教我用電腦查分類號，還叫我統一圖書價錢的格式，以及把分類號有誤的圖書編號記錄下來。
這九天下來做了很多事，一開始雖然覺得很煩、不想來，不過後來我覺得還滿好玩的。以前，我都不去圖書館，這次來圖書館幫忙才

發現圖書館有不少我喜歡看的書，看到喜歡的書就偷偷的停下來看了一下。開學後，我應該會把那些書借來認真地看一遍。
我想，沒來過圖書館當志工的人可能會以為圖書館員很輕鬆吧，來幫忙過圖書館的才會發現圖書館員是這麼辛苦。圖書館的書籍編號、分

類都是浩大的工程，那些圖書館員表面上看起來輕鬆，但在那背後卻是有非常辛苦的一面！在離開圖書館的時候，不妨跟他們說聲謝謝哦！
這次在圖書館幫忙發生了很多有趣的事，還有老師發現有人在偷懶或不認真時大聲說話的樣子，都相當有趣。這次來幫忙的收穫很多、

很實用，如果下次還有「圖書館達人」我還是會來參加唷！

志工營心得

圖書館達人
志工營心得

園大大 事校 小小

北區四縣市專題寫作比賽—參訪海巡署北區四縣市專題寫作比賽—參訪海巡署

    　(3)學生於校外進行「志願服務學習」活動前，請先至學務處填寫「校外志願服務學習申
       　  請單」，確認欲服務之單位或機構所提供之服務學習內容是否可以接受認證。

Q5、學校能否提供足夠之機會給同學參與？
A5：當然可以。本校目前提供之「志願服務學習」活動包含：
   　 (1)常態性服務學習：由各處室自行規劃並於學校網頁或透過廣播公佈固定時間之「志願
       　  服務學習」，提供學生選擇參與。
   　 (2)臨時性服務學習：由各處室視學校臨時需求，於學校網頁、透過廣播公佈或隨機尋找
       　  合適學生進行一次性之「志願服務學習」機會，提供學生選擇參與。
   　 (3)合作性服務學習：由各處室與校外單位合作，並於學校網頁或透過廣播公佈「志願服
       　  務學習」機會，提供學生選擇參與。

Q6、「志願服務學習」時間為何？
A6：以社團活動時間、假日、課餘或其他適當時間進行服務，利用課堂時間所進行之服務

不列入服務學習認證（除特殊狀況經學校認可）

Q7、學生持有之「志願服務學習手冊」若不慎遺失，可否補發？
A7：1. 本校已發放縣政府印發之「桃園縣志願服務學習手冊」給全校每位適用十二年國教

之國中生，人手一本，據以登錄及認證服務學習時數。
     　2. 若手冊不慎遺失，學生得影印空白頁使用。
     　3. 請提醒學生保留每一次服務學習證明，若學生遺失手冊仍可至學務處

補行認證。

Q8、若學生課外活動繁重，假日亦無法參與校內外「志願服務學習」活動，學校可否安排
其他服務學習機會？

A8：1. 原則上，學生志願服務學習活動以課餘或假日時間為主，若學生確有困難可參與校
內服務學習社團或至學務處尋求其他可能「志願服務學習」機會於課堂時間進行。

     　2. 請家長考量得失，並尊重學校認證服務學習的公平性，讓學生於適當時機進行「志願
服務學習」，除獲得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外，亦可真正學習到服務關懷的熱枕。

Q9、學校能否提供適合的校外「志願服務學習」場所或單位？
A9：1.  目前本校學生較常參與之校外「志願服務學習」場所或單位包含：武漢國小、龍星

國小、龍潭鄉圖書館、三林村社區發展協會、中興村社區發展協會等，家長可自行聯
絡接洽。

     　2. 校外之志願服務學習具有一定的危險性，請盡量不要單獨前往，最好由家長陪同或多
人進行。

圖書館達人圖書館達人

學務主任�-翁崇修學務主任�-翁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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