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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教育部今年為實現

「照顧弱勢、區域平衡」理念，12
所大學經教育部核定辦理「繁星計

畫」，以發掘全國各高中之英才，

期使每一所高中具有潛力之優秀學

生，皆有就讀優質大學之機會，進

而培育未來之社會中堅。本計畫由

清華大學率先提出，台灣大學、交

通大學、政治大學、中山大學等11
所優質大學跟進，清華大學最低錄

取分數為學測總級分達59級（達二
頂三前最低標準）；中山大學只需

總級分達45級分即可能錄取（尚需
比序在校成績）。

96年大學學測表現優異學生

◎繁星計畫星光熠熠

◎生命教育紮根　攜手傳大愛

◎守護環境　動手植綠樹

◎本校勇奪全國高女組鏈球第六名

◎畢業校友一舉三得　考取三研究所榜首

◎溫馨校園　光復有愛

◎圖書館「加拿大文化月」特展

◎推廣教育隱現藍海　大學課程陸續開班

◎聯電光復明新攜手　升學就業路順暢

◎國三模考續拼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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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語君 翁瑞嬪 張哲源 謝宇全 羅仁政

　 陳昱希 張哲源 莊栢榕 蘇詠評

　 李玟萱 徐尉芯 陳威廷 邱德軒

　 林昱睿 徐研修 邱郁茹

　 張儷齡 蕭偉宗 　

　 張吟霜 羅芳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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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玟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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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君碩 鍾文國 陳昱希 王棖其 謝　勤 張議文 陳語君

　 翁惟恩 李玟萱 余曼慈 莊栢榕 宋明彥 曹君碩

　 洪子強 張儷齡 戴琴儒 曹君碩 曹君碩 　

　 楊浥昕 曹君碩 徐研修 沈家維 何欣航 　

　 洪國挺 何欣航 李佑鴻 　 　 　

　 陳宜芳 黃星維 　 　 　

「繁星」感恩心語
※陳語君　　

六年光復人 無悔選擇
三年前的國中基測我考了232分，

錄取省商應用外語科，因為外語非我

感興趣的科系，加上國中就是唸光復

國中部，對這裡的的師資、設備和讀

書環境都深具信心，於是毅然放棄省

商，選擇直升光復普通科。很慶幸昔

日正確的選擇，讓我得以在光復接受

各科任課老師的專業和耐心教導，正

因為有這些師長的鼓勵和支持，才讓

我今日有機會透過「繁星計畫」，如

願以償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大學，在這

裡要誠懇的謝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

因為有你們，才有今日的我。

※楊浥昕　

捨建功就光復　進國立大學
國中基測考236分的我，當時原

可進入建功高中，但我選擇私立的光

復就讀，看重的就是光復有良好的師

資及設備，雖然我的家境不是太好，

但靠著學校每學期提供的獎學金，為

父母省下了一大筆的教育經費。如今

很幸運透過「繁星計畫」考取「國立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也很榮幸成

為班導師的學妹，在這裡我要感謝班

導師及各科任課老師三年來對我的教

誨，未來我將繼續努力，不負光復的

栽培。

兩顆明星 照　 光復亮亮

校 務 聚 焦

本校今年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最

高級分學生為曹君碩同學61級分，
達清大錄取標準，可惜該生一下始

轉入本校就讀，不符三年就讀同一

校標準，因此與清大痛失交臂。此

外達中山大學最低級分要求的學生

共有陳語君等26人，經校內篩選後
共推薦學生楊浥昕等8人參加本次
「繁星計畫」，3月15日放榜後，本
校學生楊浥昕錄取「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陳語君錄取「元智

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成績在新竹地區堪稱亮眼，實屬難

得。

繁星計畫  星光熠熠

大陸教師指定參訪大陸教師指定參訪

本校設施訪客本校設施訪客

【本刊訊】中國大陸教師團

體，最近有兩批到訪，他們說早已

聽聞光復中學名聲，是慕名而來。

首先是三月一日河南省平原大學副

校長閻宏斌、主任翟尚奇、教授王

慶兵一行三人，由前國大代表田昭

容陪同到校訪問，該校有大學部及

職業專科部，對本校職科設備充

驚艷驚艷

實，每年承辦勞委會十數種技能檢定

表示欽佩，在接受本校餐觀科的餐飲

招待後感歎的表示，他們的職專部無

此能耐。其次在三月十五日，有山東

省教師教育學會成員一行十七人，在

領隊楊波光主席率領到校參訪，藉由

簡介、座談、參觀等方式進行交流，

他們對本校多功能圖書館設施，在體

育館看到啦啦隊生動活潑的教學，在

托兒所看到新穎現代化的經營方式，

在教學樓看到餐觀教室五星級的服務

水準表示訝異和艷羨，他們絕沒有想

到台灣一所私立學校竟有那麼多的教

學資源，可以與現實社會接軌經營。

嚴管勤教落實加強

三位導師分享經驗
【本刊訊】認真學習是本學期

重要努力目標，本校畢業生就是大學

生是本校願景之一，人人打好學業基

礎，期望將來再度進修，則在校期間

養成認真學習的態度是必要的，因此

校長一再要求早上到學校來：認真學

習，從早自習做起；勤快快事，從打

掃做起。開學以來，各班級勤學用功

的風氣已逐漸好轉，三月十三日導師

會議時間，教務處分別邀請三位導師

報告加強學生早自習的做法；213班
劉雅蘭老師說：她首先查明未搭乘校

車者不准遲到，每天指定一至二位小

老師每十分鐘考一科，班級自治幹部

分四人負責維護責任區，並聲言遲到

同學老師要上門載到學校；綜111班
蔡文彬老師說，他規定每天7:40前一
定要打掃完畢，如掃不完，只留下一

人續掃，每天要同學們背十個英文單

字，反複練習，數學、國文等則全班

統一抄寫；抄不完則在回家前寫；綜

102班王愉欣老師說，她的做法是對
同學的指令要明確，嚴格執行，公正

無私處理學生事件，與家長聯絡，小

事用電話，大事用紙條，運用壓力鍋

原理，不能給同學找到漏洞，以免洩

氣；三位導師做法不同，各有特色，

也各有成效。吳主任則要求各班導師

每二週要檢討處理學生出勤問題，不

要延宕。

教 亦 有 道 ～教務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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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植樹節，本校於三月九日舉辦植樹活

動，目的如下：(一) 藉由全校學生植樹的活動，
讓學生體驗生命的可貴。(二) 透過照顧樹木的過
程，培養學生的責任感，並享受其所帶來的樂

趣。(三) 讓學生對樹木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有更深
入的了解。(四) 落實永續校園，用植樹綠美化校園。(五) 由三年級學生種植認

養，畢業後傳承給學弟妹。

當日三年級的同學冒雨植樹，在挖土、植

種、澆水、的過程中，看每一位同學臉上皆是笑

容，可見這次的活動為他們帶來滿滿的回憶，希

望多年後他們回校，看到他們所植的樹，能給

他們溫馨的回憶。

「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
係指教導個體去了解、體會和實踐

「愛惜自己、尊重他人」的一種價值

性活動。一般而言，生命與教育息息

相關，生命是教育的根本，離開了生

命，個人不可能有教育可言；而教育

則是生命的動力，透過教育的力量，

可使個體的潛能發揮，生命會更有價

值。

基本上，生命教育的目的乃是讓

個體在受教過程中，不僅要學到生命

所需的知識技能，更重要的也要讓個

體有豐富的生命涵養，成為社會有用

之人和幸福之人。是故，生命教育消

極目的在於避免個體做出危害自己、

他人和社會的行為，至於其積極目的

則在於培養個體正面積極、樂觀進取

的生命價值觀，並且能夠與他人、社

會和自然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因此，生命教育的內涵應該包

括三個層次：第一個是屬於認知的層

次，認識和了解身體及生命的意義和

價值，熟悉與他人相處的法則以及知

道愛惜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方法；第二

個是屬於實踐層次，個體除了具備維

護自身和他人生命的知識能力之外，

也要能夠真正去加以履行，不輕視自

己和別人、不踐踏自己和別人、不做

出傷天害理的事、都能為自己行為負

責；第三個是屬於情意層次，具有人

文關懷、社會關懷和正義關懷，而且

能夠不斷的自我省思，欣賞和熱愛自

己和他人的生命。因此，生命教育的

實施，若能透過「知、行、思」的方

式，將會發揮其效果。

是故生命教育的推動，與家庭、

學校和社會可說息息相關，因為家庭

是實施生命教育的基礎，而學校是實

施生命教育的關鍵，至於社會則是發

展生命教育的環境，所以生命教育的

倡導與實施，不能只依靠學校教育，

否則效果仍是相當有限，它必須結合

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力量，「三位

一體，共同努力」，才會彰顯生命教

育的功能。

學校有鑒於推動「生命教育」

的重要性，而慈濟功德會自九一一開

始推動『愛灑人間』，上人希望愛灑

鄰里，愛灑網路更綿密，一直朝『淨

化人心和社會，天下無災難』願景

邁進。又以1.啟發高中學子心中的善
念，讓學子們能有份積極向上的力

量。2.以世界上許多青年志工在做的
事，以有意義的正向例子，開拓學子

的眼界，看到世界不同角落為目標。

特於本學期初商請「慈濟功德會」至

校連續舉辦兩場生命教育講座：

一、96年3月2日為王桂蘭師姊
帶隊，慈濟基金會東區和氣二互愛愛

灑企劃，活動項目包括：1.手語—我
願、2.人間菩薩、3.慈母心、女兒情、
4.愛的回饗、5.祈禱。

二、96年3月3日為慈濟大專青年
聯誼會，活動項目包括：1.引言、2.帶
動唱—以幸福美滿呼啦啦帶動現場氣

氛、3.大愛台名主持人黃啟明講師經
驗分享、4.法喜多分享、5.手語—讓愛
傳出去。

最後讓學生體會到生命之意義

及重要性，學校實施「生命教育」正

如在一個訓練有素的水手上紋上「抓

緊」兩字的工作，在教育過程中，不

斷的訓練與提醒學生，除了必須具有

好的技藝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要抓緊

生命的方向。

生命教育紮根 攜手傳傳大大愛愛

九十五年第二學期廁所綠美化比賽得獎班

級如下：第一名：綜217；第二名：綜325；第
三名：綜226；第四名：綜318；第五名：綜
216；佳作：綜214、綜224、綜312。透過這樣
的競賽可以提升學校廁所的乾淨與美觀。本學

期的佈置綜217班利用可愛的米妮造型，將廁所美化，讓使用者使用時覺得
舒服與快樂，得到評審的一致認同，獲得第一名。

廁所綠美化比賽廁所綠美化比賽    營造「方便」好心情營造「方便」好心情

守護環境　動手植綠樹守護環境　動手植綠樹

「慈母心、兒女情」〜溫秋蓉師姊與女兒分享

手語〜讓愛傳出去

植樹節活動

植樹節活動

受到師長們的愛護及鼓勵的綜306班劉均如同
學，經過兩年來辛苦付出，參加96年港都盃全國中等
學校田徑錦標賽，終能獲得全國高女組鏈球第六名，

並締造個人最佳成績。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恩師孫冠宇

教練，平時犧牲假日，365天細心及嚴厲的指導，均
如同學才能有今天豐碩的成果和成績。

田徑隊劉均如勇奪全國第六名

圖書館正舉辦『加拿大文化月』特展，展期

至3月31日止， 內容包括本館加拿大相關藏書、
加拿大歷史地理篇、加

拿大感恩節、曲棍球的

由來及加拿大遊學資

訊。此次展出承加拿大貿易辦事處提供兩支冰上

曲棍球桿（crosse），及一顆球（puck）；智意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提供圖騰柱與皇家騎兵，使得

本展覽更為豐富，謹此致謝。 

『加拿大文化月』特展

廣設科『絕袋風華』展
「風華絕袋」作品展，目前

於圖書館外的藝文走廊展出， 利
用「袋子」的概念做裝置藝術。

創作者可以盡情發揮想像力與創

造力，運用不同技法及媒材，表

達想要呈現的內容。非常具有可

看性，歡迎全校師生來趟知性的

藝術饗宴。  

加拿大遊學資訊

加拿大文物展

守法，就是遵守

法律，而遵守法律為

什麼重要呢？如果全

國國民，都不遵從守

法律，那這個國家哪有

治安可言呢？相信大家都瞭解，治安

好、守法律的國家是最強盛的，相反

的治安差，人民不守法，那國家是最

落伍，最失敗的！

一個守法的國家，需要許多守

法的人民一起來造就。守法的人，相

對的也被法律所保護，被大家所誇

獎，看到別人犯錯，自己也問心無

愧。守法的人，在別人眼裡是個既團

結又能自律的人。而不守法的人，有

如一鍋粥裡的老鼠屎，害群之馬，做

出來的事，說出來的話，沒有人願意

聽，也沒有人會相信，會被大家所排

斥，也就無法在這個民主的社會中立

足，那是多麼可悲的事啊！

一個國家想要進步，就必須人

人守法，如果一個國家裡的人民能夠

做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那這

個國家必定會強盛。而守法的人也會

被大家所尊重、禮遇，而不遵守法律

的人，將會被大家所鄙視、唾棄，那

不是很不值得嗎？為了我們的國家，

大家一同來守法吧！

為加強學生守法觀念特別敦請

內政部認證合格講師林玟安先生至校

演講，其主題為：遠離暴力、活出精

采，內容如下：

壹、案例的分享：{互動問答法}.
1. 刑責篇 {精采動畫案例}.
2. 網路篇 {精采動畫案例}.

貳、故事的分享:{演講法+問答法}.
1.往好的地方想.{心靈引導}.
2.拉一把,助人成功.{為人之道}.

叁、成果驗收：{學習單填寫}        
肆、結語： {演講法}

透過此次的宣導，將守法觀念

的種子撒落青

少年的心田，

進而深植人

心，讓每位青

少年在現在和

未來都能成為

一位守法重律

的好國民。

法 治教育

宣 導

林玟安講授遠離暴力
活出精采

形塑守法好國民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寒假
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成績揭曉

書 香 盈 校 園 ～圖書館訊

光 復 生 活 圈 ～學務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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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訊學程92年畢業校友黃
凱懋，最近一舉考上三所大學研究所

推甄的榜首。於96年3月15日滿懷感
恩的心返回母校，拜訪科內老師，與

學弟妹們分享學習心得及在校三年求

學點滴回憶，並接受光復中學校友會

理事長姚瓊珠所提供傑出校友升學獎

學金2000元，由總幹事陳春色主任
代為頒發，藉以鼓勵與肯定校友黃凱

懋的努力，做為學弟妹們加油與努力

的榜樣，當天並接受聯合報記者採

訪。相關報導節錄如下：

校友黃凱懋家住苗栗縣，建國

國中畢業後考上國立新竹高工，那年

暑假，他陪同學到新竹市私立光復

中學報到，看到學校展示室有學生自

己動手組裝的VCD放映機，特別感興
趣，決定放棄新竹高工，選擇到光復

唸電子科，「我運氣好，遇上拿到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的謝其杰

老師，他教我做CCD攝影機和機械
人，好有成就感」。

黃凱懋說，當時美國太空總署

的無人探測機器人成功登陸火星、無

線探索頻道以遙控機器人進入金字

塔內拍攝等，這些事件都勾起他對

CCD元件應用的興趣，謝其杰老師
帶領他自製了一個影像傳輸機器人，

還到各國中、高中去秀。

高中三年的班導師宋隆枝對他

本校觀光學程綜215、216班共
26位學生於二月十四日，擔任新竹
市政府國宅「動土典禮」活動服務

人員，女生負責引導、接待及協助

動土，男生擔任祭拜典禮中的「禮

生」，負責協助祭祀的工作，包括獻

花、獻香、獻酒等相關傳統的禮俗，

表現非常出色，備受好評。

活動心得
班級：綜215 姓名：李欣潔
很慶幸被學校挑選參加新竹市

政府所舉辦的「動土典禮」。

當天是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

一大清早，每位學生都把自己打理的

相當整齊，準備這次的活動，雖然練

習的時間很短，但每位同學都很盡

力，每一位同學的表現也都相當的配

合，當場令大家對光復中學的印象大

大加分。

活動現場來了許多嘉賓，有國

防部的副局長、新竹市林政則市長、

新竹市議員、海軍陸戰隊隊長、還有

許多當地的鄰長以及村長，是個相

亦師亦友亦兄弟，鼓勵他抓緊自己的

興趣走，所以高中畢業，他不想追求

國立學校，而是就近唸竹縣的明新科

技大學光電系統工程系，學光電模

擬、3D製圖、電路軟體等，參加95
年全國LED照明應用創意設計競賽獲
佳作，發明的太陽能蓄電安全帽正申

請專利中。

他白天在明新上課，晚上就到光

復當助教，在研究所推甄放榜後，考

取國立聯合大學、中華大學及明新科

大的電子工程研究，前二所考榜首，

後者因前兩名放棄，所以也可望躍升

為第一。但他以興趣優先，選擇繼續

唸私校「我還是選擇唸明新」，他說

「唸書要有興趣，未來才有前途」。

他說，他對興趣很執著，加上

明新科大與交通大學都已建立雙指導

教授制，又鄰近工研院和竹科，「我

相信不管唸哪所學校，只要自己肯

學，成績一定會愈來愈好」。（內容

請詳閱96.3.20聯合報C4版） 

當隆重的典禮，每位同學都相當的認

真。

典禮開始是致詞，緊接著是祈

福祭拜儀式，包括點燭燃香、披紅、

上香、分香、進香、祝文、獻花、獻

果、獻酒，一直到動土儀式的奉手

套、奉鏟、動土，每項都很順利，沒

有出差錯，真是令人開心不已!整個
活動很順利的結束，而當嘉賓離開會

場的時候，我們負責發送點心給離開

的嘉賓，每個人臉上都露出開心的表

情，因為這次活動，大家都很認真的

演出。

這次代表光復中學去參加這個

規模不小的動土典禮，是我們觀光科

學生的榮幸，不但替自己增加了經

驗，也替學校爭光，希望下次能有更

傑出的表現。

站對舞台 
 演出精彩

捨國立選私校 教師群教學用心

學子念興趣 學習努力有成

光復中學校友會頒發傑出校友升學獎學金

協助新竹市政府國宅新建統包工程奠基動土典禮活動 

服
務
同
學
擔
任
﹁
禮
生
﹂

，
負
責
協
助
祭
祀
的
工
作

光復中學校友會於3/7(三)晚
上6時，假竹北尊煌古藝餐廳舉

行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會

議中決議3/21（三）中午邀請日、進校及國中
部三年級導師共進午餐，並宣導校友會功能；

另外訂於4/1舉辦新春健行活動，邀請母校教職
員一同參加。

校友餐敘關心校務

 本校餐飲學程綜220班學生於二月一日，至「老爺飯店」校外實
習，老爺飯店除了本身有宴會場地外，更承包園區公司尾牙辦理外
燴，此次校外實習，對學生而言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除可讓學生
將學校所學與實務融會貫通外，更可從中獲得相關經驗。

「老爺飯店」校外實習心得

班級：綜220 姓名：蕭翔駿    
聽到本班要到「老爺飯店」校外

實習的時候，心情很緊張，因為這是我

生平第一次到校外實習，有機會能到校

外實習，心中非常期待，因為到業界環

境真正的實習，可以增加我們的經驗，

相信也可以學到很多專業知識。

當天到了「老爺飯店」，一進

到會場，看到整個場地佈置的很不

錯，尤其是舞台設計，非常符合場地

的搭配。

開始工作時，我們跟著一位學

姊一起工作，學姊用微笑不斷鼓勵著

我們，我們也認真的聽著學姊講解整

個晚上的工作流程。

在上菜前，我們先擺設所有的

餐具，但我們不知擺設是否正確，所

以就請學姊講解及示範，接著就換我

們自己去擺設餐具，學姊也叮嚀我

們，到了第幾道菜時就要換碗盤，我

們記的很清楚，上菜前老師特別提醒

我們，上菜時要以笑容來面對客人，

這樣對客人比較有禮貌。

客人慢慢的到齊，我們開始上

菜，在上菜時有一點點的小緊張，因

為這是我第一次為客人服務，不過在

忙著上菜的過程中，緊張就從我身上

慢慢的消失，因為在忙碌中就會不知

不覺的習慣這種工作，也會讓我感覺

到服務客人是我的榮幸。

雖然在學校裡也有學習餐飲服

務技術這個科目，但我們在學習的過

程中，同學們都不是很專心，但在這

裡，我發現到全班都是很積極的學

習，同學帶著嚴肅的表情在實習，而

且也沒有半個同學在聊天、嘻鬧、不

專心，這是很令人稱讚的一點，因為

我們發揮全班的團隊精神，而且也是

我跟班上的第一次合作，讓我感覺到

班上實習起來的時候非常認真，而且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全班都很嚴肅的表

情，感覺起來學校學習態度和外面真

正實習的態度是有差別的，相信以後

不管在哪裡學習，只要有心、認真和

努力去學習，就會成功，這樣對自己

也有很大的幫助。

實 習 輔 導 網 ～實輔處訊

謝其杰主任於本校教學服務年資九年，平日熱心於學生輔導、指導

學生取得乙、丙級專業證照檢定與競賽指導。為鼓勵學生接受檢定考試挑

戰，謝主任更是身先士卒，個人取得各類專業證照合計：九張。為充實自

身教學研究與專業能力，先後取得各類科合格教師證合計：八張。目前正

於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研究所在職專班進修中。

因應教育潮流有效提升教學品質，更熱衷於多媒體教學研究與教案設

計，歷年研究成果更榮獲95年度教育部教師教學卓越獎--金質獎、95、93
年度技專職校院電機與電子群專業科目數位化教材甄選全國第一名、第三

名。先後發表專業著作合計：四本、教育與專業期刊合計：四篇、專利取

得合計：二項。

平日為鼓勵學生培養多元化學習興趣與能力開

發，多年來更親自參與競賽及指導學生參加全國國

語文競賽。曾多次獲獎更榮獲95年全國語文競賽
客語演說中學教師組第五名，與校內教師教學--愛
心獎，期能帶領學生做多元化自我能力提升。

教育理念：

學生到那裡，老師的教學就在那裡。
為學生點一盞燈，樂於分享教育愛。

本校電子資料學程主任簡介

生活照--小雪人

新 人 新 氣 象 ～

【本刊訊】本校為使經常犯錯或學習態度不夠積極同學有改過遷善機

會，自本期起開辦溫馨校園關懷管課程，內容包括校規解讀、身心整合、

打氣時間、服務學習、生命教育、課程回饋等，第一梯次於三月六日至八

日連續三天實施，共有三十多位同學參加。據參加過同學事後反映：有同

學很感動的說，學校沒有放棄留校察看的同學；也有同學表示，從今以後

一定要改變學習態度，每天整好服裝儀容，不遲到，不早退，不吸煙，不

吃檳榔；有的同學說，如果高中唸不畢業，將來還能做什麼大事？當天服

務學習時間，天空下著毛毛細雨，同學們冒著寒風細雨挖坑種樹，有一位

同學說這樣可以體會農夫工作的辛苦，也有同學說為學校做一點事，毫無

怨言，另一位同學說：「我保證改過……，但是改過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希望老師可以給我一點時間……」。從這些同學積極正面的反映，可以瞭

解課程內容設計得當，同學們能體會到老師的用心，校園有愛，學子有

福，期盼同學們要認真學習，不要虛應故事。

溫馨校園光復有愛
關懷學習開班勸勉

心 橋 情 報 ～心輔室訊



第四版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三十日

【本刊訊】國中部第四次全國大會考成績出爐，本校國三同學成績再見

躍進，依據總分、學校排名、考區排名、參考PR值，對照去年錄取分數，本
刊試行蠡測榜單，刺激同學們打氣加油。所謂蠡測，如同用瓠瓜做的杓子測

量海水的數量，不可能準確，畢竟球是圓的，考試除憑實力之外，還有臨場

運氣，何況距離考期還有一個多月，同學們再拼一拼，還會拼出意想不到的

佳績，全校國、高中應屆畢業同學都要加油啊！

第一級模擬建中、實中榜單：
林清揚、黃宇群

第二級模擬竹中、竹女榜單：
邱翊維、楊仁甫、王羿棋、劉宜佳、

林祐平、廖珮如、王彥傑、洪偉庭、

林　青、劉子瑋、劉丞軒、蔡榮凱、

潘俞辰、王琇麒、林昊緯、張珈菱、

吳孟筠、曾能禹、張芷菱、黃之瑩、

陳鵬仲、王嬿蓉、黃品雯、余星睿。

第三級模擬竹北、建功榜單：
翁嘉奇、劉柏邑、蔡佳君、陳奕婷、

蔡曼羚、沈伯遠、田昌明、林迪葳、

古安平、邱捷揚、洪偉翔、萬品郁、

劉靖雅、王敬豪、黃彥榕、楊　荀、

陳宜君、劉安祐、胥佳瑋、楊雅喬、

郭育家、劉宗瑜、李諭恆。

第四級竹工、竹南、竹東模擬榜單：
陳柔妘、葉佳安、魏鈞涵、沈欣蕾、

黃品璇、陳凱隆、江念哲、陳怡安、

王思云。

第五級關西、成德、香山模擬榜單：
彭聖容、周彥廷、何柏翰、陳義文、

劉奕君、葉翰杰、鍾孟璇、彭昱婷、

陳帝丞、楊雅惠、陳彥婷、彭仲萱、

蘇奕維、許子謙、蔡伊葶、黃子玹。

星星光光頻頻道道～進修學校訊～進修學校訊

【進教學組訊】為配合五育

均衡教育目標之發展，培養性向

適於才藝發展的學生，使其具有

某項專長，同時藉此豐富校園精

神生活，以提高學生對藝能的興

趣與素養。本學期競賽項目計有

1.作文比賽、2.新詩創作、3.五子
棋競賽、4.四格漫畫、5.海報設
計、6. 賀卡設計，比賽日期如後: 
詳情請查閱進修學校網站公告。

報名截止
日　期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96-03-26 作文比賽 96-04-03 導師會議室

96-03-26 新詩創作 96-04-12 導師會議室

96-03-26 五子棋競賽 另行公告 導師會議室

96-04-20 四格漫畫 96-04-20 自行交件

96-04-20 海報設計 96-04-20 自行交件

96-04-20 賀卡設計 96-04-20 自行交件

日  期 節次 活　　動　　內　　容 活動地點 參加年級

3/26(一)

3/23(五)

3/23(五)

4/03(二)

4/10(二)

二

二

二

二

三

汽車科: 演講

(福特汽車新苗區副總經理)
電子科: 科特色介紹、雙向溝通

資訊科: 科特色介紹、雙向溝通

美容科: 科特色介紹

幼保科: 雙向溝通、同樂會

中正堂

中正堂

中正堂

中正堂

班級教室

1~3年級

1~3年級

1~3年級

1~2年級

1年級

 活動預告

(一)為培養學生向心力及對科系認識，辦理各科科主任時間，安排各項活

動，本學期各科預定辦理內容如後：

競賽（發表會）主題 課程名稱 年級 進行時間

商資科：商品包裝 銷售 物二甲 第九週

觀餐科：水陸之饌

　　　　浪漫羽翼饗宴

　　　　創意蛋糕賽

中餐

餐飲實二(餐服)
點心製作

餐三甲乙

觀三甲乙

餐二甲乙

4/30、5/3
4/19

6/4、6/7

汽車科：技藝競賽 汽車實習
汽二甲乙

汽三甲乙
課程中

資訊科：工電丙(電路)
　　　　簡報製作

基電實習

簡報(網路應用)
訊一甲

訊三甲乙

課堂

4/2第二至三節
美容科：創意宴會妝

　　　　標準冷燙

美顏

美髮

美二甲

美二甲

6/7
6/13

幼保科：幼兒餐點

　　　　捲紙偶造型

家政概論

教具製作

幼一甲

幼二甲

4/21至4/25
4/28至5/1

(二)教學過程中若能加入技藝競賽將使教學更活潑，並藉以鼓勵學生，獎勵

表現優異的同學，提昇學習風氣，本學期各科預定辦理競賽如後：

一、96年銜接課程開課暨新生入學說明會
96年3月10日銜接課程反應熱烈，經家長要求3月31日開第二梯次銜

接課程。歡迎有志升學的國小六年級學生報名參加。1.報名方式：即日起
至國中部註冊組報名繳費。2.報名表：請至網站下載或向警衛室索取。
3.繳交費用、相片：講義費500元、一吋相片一張製作上課證。4.開課日
期：第二梯次96.03.31開課。5.課程內容：數學課程、英文課程。6.上課
時間：每週六上午8：30〜11：40(八週)。

二、新生入學獎學金考試
96年4月21日新生入學獎學金考試，歡迎國小六年級學生踴躍報名。

三、新生報到
96年4月28日新生入學報到(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模擬考後模擬榜單

　國三同學續同學續拼佳績

推廣教育隱現藍海
大學課程陸續開班

【本刊訊】本校東側推廣部大樓於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隆重剪綵開幕

後，首先有玄奘大學在本校開辦推廣教育

暑期課程，共有61位高中應屆畢業生參
加進修，全部課程結束後，隨即參加玄奘

大學校內甄試，共有59人金榜題名，分
發在玄大各學系就讀，九十五學年度開學

後，陸續有國內各著名大學在本校取得根

據地，開辦各類大學課程，列舉如下：

(一 )「實踐大學乙級室內裝修工程
管理術科班」，自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起，每週六全天在本校東側綜合

大樓205室開辦，為期八週。
(二)「文化大學社會工作師暨不動產

估價師」教育訓練課程，自民國九十六年

一月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止，每週六、日在

本校開課二班次。

聯電、光復、明新攜手聯電、光復、明新攜手

 就業學業升學順暢就業學業升學順暢
【本刊訊】本校與聯華電子公司、明新科技大

學，於二月十三日共同簽訂九十六學年度產學攜手

計劃合約。依照該合約，本校將自九十六年九月入

學時，開設資料處理學程，學生資格須經聯電甄選確

定後編入「半導體產業專班」，限收五十名新生，在

修業三年期間，一般及專業科目在本校上課，專業實

習場地在聯電工廠，自第三年起取得聯電正式員工身

分，可以支薪分配福利，畢業後直升明新科技大學就

讀資訊管理系，以半工半讀方式完成學業。聯電為栽

培這些未來員工，將自高一入學起，每人每學期補助

學雜費一萬三千元台幣，共發四個學期，最後一年以

聯電正式員工支薪，這樣優厚的條件和升學就業的保

證，預料將會為本校招生帶來利多，本校國中部畢業

生如果生涯規劃為「半導體專業工程師」，將有優先

錄用的機會。

(三 )「玄奘大學推廣教育四十學分
班」，自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至六

月二十九日，每週一至週五晚上六時至九

時，在本校二樓演講廳上課。

(四)大華技術學院推廣部，自九十五
年十月起，每週二全天在本校開辦「新竹

縣市美容工會學員推廣教育學分班」，現

有學員18人。
(五)元智大學繼九十六年一月二十七

日至二月十六日在本校開辦國小科學研習

營之後，並自九十六年三月五日起，在本

校開辦「全民英檢考前衝刺班」，每期上

課四十五小時。

此外，本校附屬人文藝術中心亦在

每週一至週五早晚不同時段開辦瑜珈和中

東肚皮舞初階入門課程，顯見本校雄心勃

勃推動藍海策略，要擴充教育市場，跨足

高等教育領域，已隱約見到浩瀚藍海。

國 中 搶 鮮 報 ～國中部訊

國中部招生活動快訊

藝能競賽開鑼囉!!

學 習 新 觸 角 ～～推廣中心訊推廣中心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