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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中文華高級中學校園識別系統 

 

設計理念 

以花卉的方式呈現，其中豔麗的色彩代表文華的朝氣與活力。 

四色花瓣都別有深意： 

紅色—熱情；黃色—意志力 

綠色—踏實；紫色—智慧 

象徵文華人的特質。 

Wh,Wen Hua英文校名的縮寫，水墨筆墨則鉤勒出文華人的高風亮節。 

 

 

 

設計參與人員：葉麗君校長、吳正吉主任、黃進亨主任、王立仁組長、許博超老師、李家賢老師 



淳‧純樸真誠‧坦直踏實 

恕‧寬容關懷‧互尊互諒 

敏‧積極奮發‧勤學勵德 

善‧至善至美‧服務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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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我文華二十五  宏我校風一輩子 

校長 

 

 

 

 

 

 

 

 

本校為因應臺中地區的快速發展，人

口急驟增加，配合國中畢業生升學的需要，

於民國 76年 9月 14日經臺灣省政府首長

會議決議成立並於 77年 3月 28日成立籌

備處，由時任臺灣省教育廳第二科陳時宗

科長兼任籌備主任，77 年 8 月 12 日臺灣

省政府邱創煥主席核定「臺灣省立臺中文

華高級中學」始於 77 年 12 月 29 日教育

部核准設校，78 年 7 月 1 日正式設校，首

任校長即為籌備主任陳時宗先生轉任。 

民國78年正式參加臺中市省中聯招，

該年首屆招收 11 班 511 名女學生，唯設

於現址之校舍仍在積極籌建中，乃暫借省

立臺中二中校舍授課，直到 79 年 8 月 25

日結束借用。第一、二屆共 27 班學生遷

回仍在興建中的校舍，以「敏學樓」、「善

群樓」已先行完工之教室中上課，備極辛

苦。校舍四期工程於三年多陸續完工，並

先後使用。 

本校招生之初，原以招收女生為主，

後增設部分男生，初期佔 25%，延伸至今

大約已佔 33%，從女男三比一，至今約二

比一，仍以女生為多數。81 年第一屆學生

至今已有 23 屆畢業生約近 2 萬名，分佈

於國內外各行業的優秀中堅幹部，年齡最

長者也剛超過 40 歲，正是人生的精華黃

7



楔 子

金歲月，正是體力、智慧、經驗的顛峰時

期，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以及未來的成

就都遠超過預期。 

舞蹈資優班成立於民國 80 年，招生

原以臺中以南為界，但多年來優異的表現，

讓臺中以北熱愛舞蹈的國中生，紛紛南下

入學。近年來連續 6 年榮獲全國高中舞蹈

比賽特優第一名，啦啦舞第一名，並曾在

2009 年赴美參賽榮獲國際賽第二名及

Jazz 舞第三名。每年的舞蹈成果發表展巡

演在全省各地，都造成滿席觀賞的轟動。

教學過程中嚴格落實的基本功以及加廣

加深的補充課程，讓學生術德兼修，充實

涵養與藝文陶冶，已成為文華舞蹈班的特

色。 

本校歷經陳時宗校長、蔡瑞榮校長、

葉麗君校長、吳寶珍校長、劉永順校長的

擘劃經營，各具高瞻遠矚的遠見與踏實，

其間吳正吉代理校長、蘇俊宏代理校長，

也在校長出缺之際，恪遵看守校務之責，

努力推動既定任務，使文華高中在短期之

間樹立校風、開創新局，成為中臺灣學子

嚮往就學的指標高中。來自全省各地的優

秀教師也在文華高中付出青春歲月，投入

熱誠與愛心，對學生的教育與影響留下卓

越的成績與長久的典範。至今學校已屆 25

載，而創校服務至今的曾蓮組長、美玲組

長、智美老師、鈴茵老師、麗環老師、金

時老師、玲玲老師、莉莉小姐、春珍小姐

仍兢兢業業的耕耘教學或服務行政，歲月

在額際留下華髮也留下典範，儘管部分退

休的老師，已不在教職，但是過往的優質

教學，對學子長遠的身教，至今仍為師生

津津樂道。 

25 年不算是長久，但卻充滿了溫馨的

記憶，也留下許多曾在文華待過的師生創

造出精彩的火花。我們都在寫文華的歷史

也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希望在我們

的這一棒不論是三年的學生生活或是一

輩子的教學生涯，我們都期待是值得自己

珍惜的一段時光，因此在文華的 25 載生

日，我們延續了 20 歲生日的改變，記下

屬於我們的點點滴滴，為永續文華的生命

留下曾發生的改變。 

 

 

曾在文華服務的優秀師長，出任他校

校長，現在仍在任的：國立新豐高中陳勇

延校長、國立新營高中陳沛郎校長、國立

員林高中呂培川校長、國立臺中一中陳木

柱校長、國立臺中家商林怡慧校長。最近

五年，得到優良表揚獎項的師生，在學校

服務立下某些典範的師生、為學校奉獻了

特殊成就的師生等，我們特別為他們留下

紀錄。此外，這 5 年來異動的行政人員、

退休的師長等等人事的資料，都是 20 屆

到 25 屆的記載。 

 

  

學校的大事紀，也涵蓋得獎的所有優

良事蹟，學校發生的新事實，都是蒐集的

範圍，此外，每年得到的補助款，以及推

動的優質化、均質化等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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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縱軸，所發生的記載包含在不

同時間學校發展的目標與方向，整體教育

政策隨時間的因素所造成學校的改變。 

學校內部建設的更新、調整館舍的異

動、使用的改變，都是留下紀錄的內涵，

讓所有文華師生能深切關心文華的建

設。 

睹物思人，物能見證，都是讓文華這

5 年來創新摒舊的過程，能成為代表年度

中的特性所珍存下來的，如文青會每年的

紀念品、學校的刊物、紀念冊、活動照片、

錄影帶、海報、學校自製的吉祥物…等等

都是值得保留的。 

文華的 25 歲，我們省思過往所創下的榮

耀史蹟，也感念曾經為文華付出的師生，

面對十二年國教的政策教育生態的重大

改變，我們以優質文華，特色領航的啟動，

以及延續推動均質化。「友善的文華、國

際的文華、科創的文華、精進的文華、律

動的文華」是我們努力的文華五個面向、

架構已立，內涵與方案的充實與推動尚需

文華所有的伙伴同仁及學生積極投入，未

來的 5 年、10 年乃至 25 年也會回首檢視

我們曾在這個階段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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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嚀與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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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段真善美的歲月 
劉永順校長 

 

民國九十七年永順剛接文華高中校

長一職，八月初的一個早晨，第一次站在

操場中央環視校園，校舍精緻整潔、環境

安靜優雅；參加社團練習的同學兩頰曬得

通紅，大聲問候我「校長好！」，留給我

很深的印象。文華高中在全體師生的努力

下，展現了昂揚的氣勢與令人驚豔的風華。

恢宏的校園、新穎的設施、勤敏的學風、

頂尖的師資，這是前人一步一腳印辛勤奠

下的基礎。永順很榮幸的成為文華第五任

校長，帶領文華師生邁入二十一世紀，更

感責任重大，在心中時時警醒自己，並積

極構思將與這個校園共同創造什麼樣的

歷史。 

在我任內喜迎文華二十歲生日，永順

以戒懼謹慎的態度，為凝聚文華人的共識，

邀集熱心且具使命感的同仁召開「校務發

展委員會」，擬定「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

學校務中程發展計畫」，作為校務發展的

方向，期盼延續文華創校以來「年輕有活

力、熱情具使命感」的特色，為往後再十

年、二十年……的教育大業共繪藍圖。 

台中有舒適的天候、美好的人情，感

謝文華師生、教師會、家長會及文教基金

會的支持，永順在文華校長任內校務推動

順暢，在硬體設備上除了校舍改善工程，

我最在意的是教師的教學需求，所以積極

建設教室無線藍芽擴音系統，爭取經費採

購教師用筆記型電腦。好的教學環境有助

於提升教育品質，這正是文華賴以成長、

茁壯再求精緻、卓越的根本。 

對於文華的孩子，永順尤其注重全人

教育，期待文華的學生都能擁有利益他人

的品格，享受美好生活的品味，進而提升

生命品質。有品格，代表著對生命中「真」

的追求；有品質，代表著對生命中「善」

的追求；有品味，代表著對生命中「美」

的追求。青年學子不只能立定志向、勇於

追求自己的目標，更能有足夠的素養，懂

得欣賞、珍惜身邊美好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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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盼與叮嚀

秉持這樣的理念，我與教師及行政團

隊共同規劃寒假學生學習營隊，取代傳統

寒假輔導課，部分營隊與大學合作，例如

醫學營、獸醫科學營，也曾搶搭「賽德克．

巴萊」原民歷史熱潮，舉辦「賽德克．巴

萊原鄉文化行腳」，由該電影的文化指導

郭明正帶領學生了解原民文化，並到霧社

和清流部落實地行腳體驗。透過各類營隊 

讓學生走出課堂，真正落實全人教育，

實地體驗、觀察，達到「全方位成長」的

目標。 

或許我可以再寫出更多在文華與老

同事、朋友們的「輝煌」點滴，而我心中

最真實的記憶是在文華與你們曾經或理

性或感性共同走過的珍貴畫面。如同這一

段文華同事的贈言： 

 

 

 

「春天不是說再見的季節 

我們只互許珍重 

 

我們會永遠記得 

校門口道早的和煦 

晚自習陪伴的溫柔 

引吭高歌的真率 

活動儘量辦錢我想辦法的豪氣 

 

謝謝你帶領我們走過文華最燦爛的二十 

謝謝你指引我們邁入文華穩定的校務發展 

謝謝你告訴我們人性的尊重才是計畫流程實行的重點 

 

致敬愛的校長 

您的大名將是文華校史永遠的印記 

退休 

我們一樣會給你記住」 

 

謝謝文華所有的人事物，那是一段真善美的歲月。 

誠摯的祝福，文華二十五歲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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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文華，再創風華 
 

首先恭喜文華高中歡度 25周年校慶。 

25歲，相較台灣其他學校，是年輕的。

但文華的表現，相較其他名校，絲毫不遜

色。勇延自民國 87 年至 99 年，服務於文

華 12 年，在這裡度過了 10 周年、20 周年

校慶，能陪伴文華一路成長茁壯是我服務

生涯的榮耀。 
 

「淳恕敏善」是文華的校訓，「淳正、

恕人、敏學、善群」為科學館四面建築命

名，怡園的鯉魚池上方，「止於至善」四

個字，提醒我們不可甘於現狀，要勇於創

新求好，臻於至善。這股力求突破、追求

卓越的精神，是文華能在競爭激烈的中投

區屹立不搖的關鍵。 

面對十二年國教，未來 25 年，相較

前 25 年，是完全不同的局勢。招生規則

的改變，造成入學鑑別模糊化，這一兩年，

包含台中一中、女中、文華、二中、興大

附中等各校應該都感受到學生素質不如

往年整齊了，是繼續抱怨外在環境呢？或

者該有怎樣的策略因應或組織調整呢？ 

楠木建在其著作「策略就像一本故事

書」以餐廳為例，假設有一家風評不錯的

餐廳，它之所以風評好，或許是因為主廚

設計的菜單很不錯，又或許是因為使用的

材料、廚師的功力或服務團隊表現良好。

如果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主廚的菜單，那就

是策略定位(SP,Strategic Positioning)。

若關注的焦點是廚房，那就是重視組織能力

(OC,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的 策

略。 

定位，涉及取捨，

「決定不做甚麼」和

「決定要做甚麼」一樣

重要。面臨十二年國教，

有免試、有特招，學校

招生委員會決定是否

申辦特招，也是策略層

面的問題。決定不申辦特招後，學校決定

以三年期程發展校本特色課程，既是"特

色"，應強調差異，因此也涉及課程「定

位」與課程教學發展的「組織能力」。 

大陸在談特色時喜歡講的一句話「人

無我有，人有我優」，前者即是藍海定位，

後者是組織能力的實力展現。理論上，若

能兩者兼備，競爭者想要模仿或追上的難

度很高。目前各高中職，罕見定位的差異，

差異的部分通常是組織能力與資源，其中

又以資源差異居多，所謂的資源包含環境

設備、師資健全、學生程度。根據教育現

場的觀察，明星高中與社區高中的最大差

異，仍是在學生程度，但隨著免試超額比

序、會考等級的雙重模糊化，可以預見的

是校際學生程度的模糊化。有自覺的學校，

此時此刻不僅會審慎應對招生的挑戰，更

會將心力用在學校內部組織的健全化與

創新能力的提升，這項工作遠比招生挑戰

難度高，非兩三年難以見成效。值得高興

的是，文華團隊在現任校長的領導下，已

經順利爭取到特色領航計畫的補助，並且

聚焦在特色課程發展與組織能力的提升，

相信未來的 25 年仍能看見西屯區閃閃發

光的文華之星。 

我愛文華，祝文華生日快樂! 

陳勇延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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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團隊共識 卓越文華永續 
圖書館主任 蘇俊宏 

從文華二十周年校慶到二十五周年

校慶，俊宏行政職務從圖書館、總務處、

教務處、再次回到圖書館，這五年裡的工

作經歷將會是教育生涯中體會最深的一

段歷程。 

有人用日記紀錄人生，90 學年進入

文華大家庭服務以來，行政兼職歷經導師、

組長、秘書及處室主任，回首過往可說是

用行政職務紀錄我在文華的生活。特別是

擔任教務主任四年內，面對十二年國教之

衝擊，期間又有半年代理校長職務，更是

點滴在心頭。 

俊宏於 99 學年起擔任教務主任行政

職務，正值十二年國教啟動準備階段，面

臨教育政策的巨大改變，思索如何與文華

夥伴一起面對此變革，尋求教學精進之可

能，並期許文華在未來朝卓越發展而努力。

為此，除例行之教學行政業外，對外爭取

各種計畫尋求外部經費以挹注教學資源，

這過程中有賴各處室間的和諧相處及教

師們的教學熱情。 

高瞻計畫，在自然學科教師支持下，

針對綠能主題設計課程，結合教務處設備

組行政支援，為本校科學課程發展特色。 

均質化計畫，連二年擔任總召學校，

除社區資源共享外，各學科教師(包含語

文領域、數學領域、自然領域、社會領域)

均能主動投入「閱讀文華」課程設計，讓

國中生能體會高中課程，為本校招生宣導

做最大努力。 

第三期程優

質化方案特色領

航計畫，更是對學

校課程發展有深

遠的影響，透過各

學科努力發展特

色課程及結合各處室行政支援下，提出本

校特色領航計畫-「卓越文華」，順利通

過初、複審，獲得經費補助。 

唯有高度凝聚力之教育團隊，才能順

利推動校務，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

教育團隊的共識及支持，是我在各行政職

務上最大的助力，翻開自己的工作日誌，

在代理期間曾與同仁共勉:「面對外界，

更要展現文華團隊精神」，謝謝一起努力

的夥伴們，讓校務順利推動，也如願遴選

出薛校長帶領文華迎向卓越的未來。一路

走來感謝各位夥伴，有你們真好! 

薛校長曾說本校最大的優勢，在於文

華的教師團隊，於此我有深刻的體會，各

位老師在教學本業上的努力，在學校行政

上的配合，文華才能有今日的口碑。教師

們真的是文華最大的資產，然而面對劇變

的教育生態，如何因應以確保文華之卓越

永續，將是教育團隊最大挑戰，期許共勉

永保教學熱情、勇於追求教學精進，讓我

們永遠是文華最大的資產。 

～所有的付出努力  

將化為教育生涯最美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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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翻轉的浪頭 

教務主任 李炎儒 

 

盱衡今日，專家觀察這十年資訊與知

識的進展，竟然超過過去半世紀知識的總

和。資訊狂潮以猝不及防之姿席捲而來，

我們來不及過濾消化，便得強迫自己生吞

活剝並裝填入袋。中國以小米機傳奇和上

海房價，展現巨龍如何崛起；韓國以影視

產業強力推銷高麗文化、其 3C 產業以傾

銷亞洲為起點開始攻佔全世界，據稱他們

在 2050 年將成為全球首富之一；杜拜在

沙漠中創造綠洲奇蹟已經樓起樓塌過一

回、北非茉莉花革命花開又花落已經巡迴

一輪；全世界人口俱在雲端上產出、吸收、

聚攏、分裂。實體和虛擬的通路都在空中

完成...... 

面對這樣一個巨變的時代，教育界一

片翻轉的革命聲浪，我在這波巨浪的波頭

接下教務主任的位置，來不及後悔便迅即

投入一波波優質化、均質化、高瞻計畫的

腳步之中。 

在這波翻轉教育之中，文華，怎麼走

在時代尖端？ 

首先，爭取經費、改變教學，是當務

之急。教師改變教學方式、學生改變學習

態度，是簡單的口號，背後卻是一連串思

維革新的歷程。真理往往以最簡樸的方式，

向我們展示它的複雜性。 

然而，我看到文華的改變。本學期文

華高中開始進行一連串優質計畫。各學科

開始與業界、大學端合作，舉行專業講座。

如自然科舉行一系列科學新知講座，同時

大規模規劃以實驗、實作為核心的硬體設

施，建立實驗室、建置生態園區、採購器

材設備亦毫不手軟；除了硬體環境的擴充，

文華的軟的實力也不容忽視，訓練種子教

師示範最新器材的實驗、設計專題課程，

各種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一一建立……當思

維轉變，心態革新，環境便會跟著革新。 

英文科開設全民英檢、多益能力培訓

班、小說閱讀及寫作訓練等語言課程，又

開設第二外語班：德語、法語、日語及韓

語各 1 班。強大的外語師資與團結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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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使文華的學生，未來具備強大的國

際移動力。 

國文科開始進行班級共讀活動、各班

閱讀分享，閱讀推廣志工也義不容辭進行

跑班分享活動。老師們更絞盡腦汁設計許

多閱讀活動、說古典文學比賽、分組討論…

熱鬧非凡。上學期國文老師們鑑於教育改

革勢在必行，幾個同仁自動相約坐車至中

山女中觀摩受到誠致教育基金會支持的張

輝誠老師其施行許久的翻轉教學、到台大

聽白先勇講紅樓夢，雖國文科老師們對於

紅樓夢已經爛熟，如此用心是希望給孩子

帶來一些閱讀的力量。 

閱讀力與學習力息息相關，一個人真

正的財產，不是自身具備的技能，技能也

有遭淘汰的一日。真正的財產是，無論到

何處，他都有強烈的學習動機與能力。 

數學科開始將教學影片置放網路上供

學生課後隨時可以複習自學。同時，已由

幾位老師指導 90 位學生參加 99 文教基金

會 8/16、8/17辦理之台灣區高中數學競賽

(TRML)。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團隊也組成，

除相互討論教學上之優缺點外，更開始著

手蒐集/研發專題或特色教材，為未來年優

質化延續作準備。 

社會科延緒小論文指導的優良傳統，

同時辦理教師「檔案支援教學網」、「考古」

研習、霧峰林家花園參訪，更與美術科合

作有一系列建築與人文系列課程。 

我看到文華在流動。雖然外在環境流

動得更快更急，然而文華的活水來自於教

師的熱忱，若老師們自動開啟了翻轉的機

制，校園的革新自不待言。 

歸納各科的轉變，我想不難發現，文

華未來走向的核心理念為：國際競爭力，

以全球教育為核心，期望透過有系統的課

程與教學設計，培養學生具備博雅通才與

專業素養能力。本校以培育學生「專業力、

語言力、適應力」三大面向能力。未來除

了將辦理更多教師增能、教學成果分享外，

將積極擴大參與教師群，加入原本學校已

推動之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厚實增強學

生的實踐力，並提供學生發表機會。建構

更完整之學校課程地圖，養成教師社群定

期分享、研討、精進的習慣，以達到延續、

永續發展之目的。 

站在這一波翻轉的浪頭上，我想只有

一個信念，哥倫布老早就告訴我們：「今

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最後謹

以我喜愛的一部電影「海闊天空」經典台

詞作結： 

「掉在水裡你不會淹死，待在水裡才

會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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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願景與優質化發展目標 

教務主任李炎儒 

 

一、學校願景：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自民國 78 年建校以來，歷任校長用心經營，師長精進教學，

學生努力上進，在各方面有優異的表現。前任校長於九十八學年度召開「校務發展委員

會」，以「學校發展願景特色」，廣徵教師與專家學者參與討論，希望藉由擴大參與，訂

出文華的近程、中長程的發展目標，讓世界未來的發展趨勢能融入文華的校務發展，使

文華再創巔峰。 

現任校長薛光豐就任以來，賡續校務發展計畫及「淳恕敏善」校訓，以「淳正、恕

人、敏學、善群」態度追求「三業(專業、敬業、樂業)、三品(品格、品質、品味)」內

涵，確立「友善校園、謙恭自省、適性揚才、卓越創新」的學校願景，並朝「友善的文

華、國際的文華、科創的文華、精進的文華、律動的文華」五個面向發展，使文華高中

的發展以原有的優勢及學校的特色，來開創新的面向，成為中臺灣的特色高中，並進一

步成為國際性的卓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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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發展「卓越文華-優質競爭力」計畫，第一年側重語文課程及自然學科性向之

專長探索，提供學生適性楊才機會，進而發展其優質之競爭力，以回應全球化趨勢，使

文華成為卓越高中，也呼應文華願景「卓越創新」。文華規劃特色課程核心理念為國際

競爭力，以全球教育為核心，期望透過有系統的課程與教學設計，培養學生具備博雅通

才與專業素養能力。103 年共有四個子計畫，本計畫課程架構如下： 

 

 

 

 

103 年透過四個子計畫，透過 D 計畫教師精進研習及社群討論，推動 A、B、C 三個

子計劃推動課程及活動實施，在國際競爭力上，以提升學生語言力、專業力及適應力三

大能力向度發展，累積每一次課程或活動辦理之經驗，提出討論及因應策略，作為 104

年計畫規畫之依據。 

 

卓越文華 

 聚焦:學生學習、教師跨領域統整與特色課程創新永續 

子計畫 A 

斐然文華 

子計畫 B 

科創文華

子計畫 C 

國際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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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課程設計社群 

提升教師教學知能社群 

子計畫 D 精進文華 

圖一-1「卓越文華」特色領航計畫實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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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發展目標： 

文華在在103年以卓越文華--優質競爭力為主軸，希望學生能具備未來國際競爭力，

側重語文及自然學科性向之專長探索，並加諸拓展學生國際視野的社會領域、文創及模

擬聯合國活動，提供學生適性楊才機會，進而發展其優質之競爭力，以回應全球化趨勢，

教師專業也因應課程之需，辦理相關研習及研討活動，進行專業知識及教學精進。 

以 103 年發展的課程及活動為根基，104 年發展目標為打造學生國際移動力。面對

未來全球在地化與競合的時代，國際移動力已成為一個世界公民的重要能力。「從教育

觀點來看，學生跨國移動能力的培養，主要來自三方面的訓練：專業素養、溝通能力和

生活能力。學生的專業素養是教育養成的核心價值，嫻熟的外語能力則是國際化溝通的

工具，而良好的心理素質與調適能力，則是未來國際化社會必須的生活能力。簡言之，

專業力、語言力、適應力構成國際化養成教育的三個主軸。」 

104 年文華以培育學生「專業力、語言力、適應力」三大面向能力，將 103 年規劃

之特色課程與活動投入高一/高二選修及融入必修課程單元執行，並透過學生回饋及課

程研討分享、反思、修正調整。並邀請學者專家諮詢輔導、建構大學策略聯盟之教學支

援體系及高中校際交流，發展更有系統性及具體之特色課程、活動及有效教學方法。透

過教師研討、研習及增能活動，發展更符合國際化養成教育三大能力之課程基礎。 

105 年除持續修正課程檢視執行成效，辦理教師增能、教學成果分享外，將積極擴

大參與教師群，加入原本學校已推動之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厚實、檢視課程實施後之

學生實踐力及影響力，並提供學生發表機會。建構更完整之學校課程地圖，養成教師社

群定期分享、研討、精進之態度與習慣，以達到延續、永續發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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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質化招生文宣 

文華高中五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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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盼與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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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的 回音 

 

29



校友的回音

 

凝聚、拓展與期許 

第二屆文華高中校友會理事長楊芳育 

 

 姓名：楊芳育 

 學歷：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 

 現職：1.裕隆日產汽車公司管理部人力資源科科長 

2.玄奘大學應用心理系兼任講師 

 

1.勞委會中區職訓中心授課(薪酬設計管理) 

2.台中市甘霖基金會授課(主管管理課程) 

3.同致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授課(人力資源管

理) 

4.青輔會職涯講座社會叢林社會篇-職場經驗分享 

5.勞委會「101 年推動企業實施家庭友善措施入廠

輔導」擔任輔導顧問 

6.成功大學心理系人資講座(招募管理) 

7.台東家立立社福慈善基金會(主管管理課程) 

8.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系講座(社會新鮮人你準備好就業了嗎?) 

9.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系業師演講(方案設計與評估) 

 

各項人力資源、選、訓、用、留之規劃./管理職能/勞資議題/組織管理 

 

要運作一個全國性的人民團體除了要擁有熱忱之外,我想更需要有組織運作上的管理

做法,尤其當我們的理監事成員忙著開創事業的同時,其實有更多的校友散落在世界

各地,而我們不知道你是否願意加入我們的行列,這無形中增加了我們運作校友會這

個組織的難度,因此,我提出以下對會務推動的幾個想法,請校友們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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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母校文華高中「凝聚校友」與「拓展校務」的堅強後盾 

• 凝聚校友： 

維繫畢業校友,促成校友資源共享互動之平台 

• 拓展校務： 

協助母校運用畢業校友的資源,推動校務發展 

 

一、文華傑出校友選拔 

二、理監事校友座談會 

三、畢業校友立即入會 

四、優惠折扣廠商招攬 

五、分享工作職缺訊息 

 

(一)理事長任務： 

1.提出校友會重點工作之具體方針與目標 

2.於任內去對外拓展人脈與資源 

(二)常務理事任務： 

四位常務理事協助理事長,對重點工作達成共識並落實 

(三)秘書長任務： 

擔任理事長之重要行政幕僚,與校方連繫事務 

(四)會務資訊管理系統建立與維護： 

校友會網址 http://whshaa.blogspot.tw/ 

(五)每季召開理監事會議： 

由全體理監事會成員確認並一起執行。 

 

期望各位理監事成員以及校友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來壯大我們整個校友會的

組織。我們會積極尋求各種對校友可用之資源,相對也會回饋母校文華高中懇請大家

多多幫忙,也請多跟我們交換意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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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高中第一屆傑出校友選拔 

 

一、表揚類別： 

凡畢業校友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學術類：從事學術研究、創造發明，有卓越貢獻者。 

（二） 服務類：熱心公益，造福人群，對國家社會有傑出之表現或貢獻者。 

（三） 行政類：任職各級機關之行政人員，有特殊優良績效者。 

（四） 企業類：任職營利事業單位對營運有卓越績效或自行創業有特殊成就者。 

（五） 科技類：有特殊創新或發明，其作品或產品功能對社會國家有顯著貢獻者。 

（六） 教育類：任職教育界之從業人員,對於教育發展有其卓越貢獻。 

（七） 特殊貢獻類：行誼、聲望、品德或其他優良事蹟獲政府頒贈獎章表揚，或對

母校校務或校譽有重大貢獻者。 

二、表揚名額： 

上述各表揚分類至多 1～2 名,各類別得從缺,總額上限為 10 名。 

三、遴選方式： 

（一） 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由校長、行政代表二名、教師代表一名、家長會代表

一名、校友會理事長、常務理事四名、社會賢達一至三人組成之，至多以 13

人為限。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校友會理事長擔任副主任委員。 

（二） 傑出校友推薦案之遴選，須有遴選委員會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

開會，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委員同意始能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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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文華高中當選第一屆傑出校友一覽表 

姓名 畢業年  學 學     職現現   

王良輔 89 年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法律博士（JD）

美國西北大學法律碩士(LLM)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士(LLB) 

1.德律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美國律師/顧問

2.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所

業界專家講師

3.紐西蘭 NZGFT 公司公關經理

孟志雲 81 年 
SanDiegoStateUniversity 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學士 

1.美國聖地牙哥台中姐妹市協會

會長

2.SanDiegoStudyTour 創辦⼈
3.SanDiegoEliteVacation

Rental 經營者

陳君彥 82 年 中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醫影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芭蕊速顏館總經理 

李柏翰 83 年 CUNY,BaruchCollege,MBA 瑞弘精密工業總經理 

李  尚 88 年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雙和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治醫師

ACLS 指導員 

廖乾宏 83 年 英國倫敦大學 盛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淑敏 81 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所碩士 

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教

學發展中心副主任 

張嘉玲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張嘉玲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楊淑婷 88 年 芬蘭大學 
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採購部主

管  

張維潔 86 年 

BA,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MB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USA JD,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School of Law, USA 

LLM, 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USA   

Tax Atto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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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愛人的能力、勇於作自己 

第一屆畢業生 孟志雲 

首先，先謝謝母校的栽培，才有

今天的我。身為第一屆文華高中的校

友，這份特殊的情誼格外讓我珍惜及

感念。由於目前繁忙的工作及家庭在

海外，分身乏術，無法親自飛回來台

中跟大家敘舊，在此先致上萬分的歉

意，但是身在海外，心繫台灣的我，

還是會盡力協助促進母校與海外高

中的交流，及提供學弟妹國際教育學

習的機會，承蒙母校創校 25 週年紀

念校慶特刊邀約，在此與大家分享我

小小的心得。 

問題一：在你的生涯職業裡，需要具備哪一些能力？ 

回答一：InterculturalBusinessFacilitator(跨國文化商業促進師)是我的工作，所以

我必須有愛人的能力，喜歡幫助人的熱情。由於跨國文化商業的項目廣泛，必

須時時刻刻進修不同的領域，勇於挑戰。 

問題二：目前生活中最大的喜悅，最大的困境來自於哪裡？ 

回答二：我目前生活中最大的喜悅來自於父母的健康，伴侶小孩的陪伴，每天有學不完

的東西，認識各行各業的精英，居住在我理想中的家園。最大的困境來自於時

間永遠不夠用！ 

問題三：請分享妳的時間管理方法？ 

回答三：由於我也是全職媽媽的身份，在小孩照顧，交通接送，三餐料理，家裡清理，

先生事業上的協助之後，其實剩下來留給自己的時間並不多，但我不會輕易放

棄自己喜歡的東西，如：參加可以使自己成長的任何機會，完成我的工作目標，

舞蹈表演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延續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台中姐妹市友誼的義工

服務。7-11全年無休，因此我的時間管理法就是靠極大化，有效率，提前準備。 

孟志雲與家人，和李健維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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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請說說妳的成長過

程？ 

回答四：我生於一個平凡簡

單的家庭，但是擁

有一對不平凡愛我

疼我的父母，我的

年代是處於升學壓

力，每天考試補習，

唯一的目標就是考

上最優秀的大學。

但是我珍惜生命及

每一個學習的機會，

因此我從高中開始

就參加很多課內課

外活動，到了大學

更是活躍，寒暑假國內外營隊，代表國家出訪美國，墨西哥，加拿大三國 17

個城市青年友好訪問團表演及畢業後到國外念研究所都是在我成長過程中不

可磨滅的印象及生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即使現在已進入不惑之年，我的

成長過程還是在繼續中，學習新的專業，做人處事的圓融，不同文化價值觀的

吸收，面對各種困難挑戰的應對。 

問題五：高中時代有沒有值得紀念的事件、課程或老師？ 

回答五：由於我們是第一屆的學生，所以擁有許多的第一。第 1 年校區尚未蓋好，我們

必須借用二中的教室上課，當年的文華是女校，因此吸引不少男校學生好奇欣

賞的眼光。我們學校的制服也是由第一屆全體學生的投票選出來的，冬天高雅

的灰色制服套裝裙，配上白色的褲襪，成為文華一大特色。因為第一屆只有十

一 個 班 級 ， 所 以 除 了 自 己 本 班 同 學 的 情 誼 之 外 ， 我 們 幾 乎 是

everybodyknowseverybody 與其他班同學的感情也是非常好的。 

學校每年舉辦不同的比賽活動，如：拔河，合唱團，軍歌，啦啦隊，園遊會，……

等都足以證明文華高中是一個德智體群美全方位的學校，非常榮幸能成為第一

屆文華高中的學生。在創校陳時宗校長帶領之下，每一位文華高中的老師，教

職員都非常用心，大家的感情就像一家人一樣，我沒有一個不喜歡的課程，每

一位老師都有自己的教學特色，幽默感，豐富的人生閱歷，撇開考試的壓力之

外，我還蠻喜歡上課的。 

左三為孟志雲，促成文華高中與美國聖地牙哥高中

Pacific Ridge School 締結姊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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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生命至今，請濃縮一句話形容妳自己？ 

回答六：樂觀進取，勇於挑戰，感恩惜福。 

問題七：有沒有一句話可以送給學弟妹呢？ 

回答七：我可以送給學弟妹很多話，但如果只有一句話，我會希望文華的學弟妹：「勇

於做自己」 

 

 

 

 

 

 

 

 

 

 

 

 

 

 

 

 

 

 

 

 

 

 

 

 

 

 

 

 

 

孟志雲返校演講，同學們凝神諦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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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what only you do best.  
第二屆畢業生 陳君彥 

 

高中成長過程

中，最令人難忘的是

陪伴我高中三年的

導師，周志遠老師。

老師為人幽默風趣、

教學認真、而且真正

地關心每一位學生，

沒有例外！每日中

午時分，老師都會依

序與班上的其中一

位同學面對面用餐，

席間不止談談課業、家庭，也聊聊班上的流言八卦，進而瞭解班上每一位同學的狀況，

並及早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老師的帶領之下，本班同學感情十分融洽，團結具向心

力。在 2012 年文華校慶，校方邀請畢業二十年的第二屆校友返校參與盛會，班上同學

來了近 20 位，相較於其他班的三三兩兩，更突顯出老師所凝聚的班級向心力歷久不衰

（有以下照片為證，前排中間持文華小書包的是導師，老師右邊持畢業紀念冊的是我本

人）。時至今日，我們班上同學仍維持著大年初一到老師家拜年的習慣。（真不好意思，

每次都是老師中午請客吃飯，還會發紅包給小朋友…） 

 

◆我最感激的人： 

高中成長過程中，最令我感謝的人還是高中三年的導師，周志遠老師。除了課業上

的指導以及生活上的照顧，還教了我們許多為人處事的道理。記得高一那年，新校舍剛

落成啟用，學校舉辦教室佈置比賽。擁有創新實驗精神的我，本想製造出軟木塞墊邊緣

燒灼的感覺，卻不甚引發大火燒掉整個布告欄，一時消防警鈴大響，附近老師紛紛趕來

救火，消防車也派來好幾輛。年少的我嚇得臉色慘白、呆若木雞，直到火熄滅了才回過

神來，並主動向老師們告知是我的過失。至今仍記憶猶新，周老師一句責罵的話也沒有，

只關心我有沒有受傷。（還好只燒破了我才剛新訂作的褲子。）而我除了得賠償校方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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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損失之外，教室牆上及天花板也被黑煙燻的烏漆抹黑，必須分好幾次課後及週末時間

來油漆粉刷，而周老師一次也沒有缺席，默默地陪著我。（悲慘的是：油漆又滴到我新

買的褲子，洗不掉、再次報廢。） 

 

◆談一談職業生涯裡，必須具備的能力： 

1. 創新能力: 掌握未來關鍵。你將來從事的行業，很可能現在還沒出現。二十幾年前，

誰也不曉得 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將改變整個世界。沒有創新，就等著被淘汰。 

2. 專業能力: 職場必備技能。要依據個人特質找出自己的工作特長，然後結合自身條

件，找到符合自己個性的工作。「專業」是上班族能在職場叢林中，長期存活發展的

關鍵能力。 

3. 業務能力: 不受景氣影響。你一定得懂得推銷，不管是推銷產品還是理念想法。根

據調查，世界 500 大企業的 CEO，最多是業務出身，即便原本是技術出身的 CEO，為

了企業成長，最後都會參與業務與市場行銷的工作。 

4. 應變能力: 世上唯一不變的就是....改變。不管什麼行業都會碰到各式各樣的突發

狀況，所以擁有事前的計畫力、處理上的機動力和應變力，將是你是否具有競爭力

的重要關鍵。 

 

 

 

◆目前生活最大的喜悅來與困難： 

目前生活最大的喜悅自於家庭；而最大的困境來源…沒有。正向思考，永遠保持樂

觀態度。 

創新能力

25%

專業能力

25%

業務能力

25%

應變能力

25%

職業生涯裡，必須具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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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時間管理方法：  Enjoy your life.  Work Smart, Play Hard, Live well. 

 

◆結語 

非常榮幸能在國立文華高中成立二十五週年，獲得傑出校友的殊榮。感謝母校的栽

培，師長的諄諄善誘。期許未來能持續以文華人「淳恕敏善」的精神服務社會，為母校

爭光。並祝願母校校運昌隆，為國家社會培育出更多優秀的棟樑。 

        

 

 

 

 

 

 

 

高中照片 大學照片 研究所照片 現在照片  

 

最後，給學弟妹勉勵的一句話： 

Do what only you do best.  Do the stuff that only you can do. 

（把興趣當事業，做你自己最擅長的事。而且是無可取代地「只有你」才能做得最好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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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 -working and Being sincere 

學歷： 

BA,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MB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USA 

JD,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School of Law, USA 

LLM, 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USA  

經歷： 

Regional Product Manager, Johnson & Johnson Medical Asia Pacific 

Teaching Assistant,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School of Law 

Legal Intern, District of Columbia Office of Tax and Revenue 

Legal Intern, Office of Chief Counsel,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Dear National Wen-Hua Senior High School, 

Thank you for the great honor being selected as the recipient of the honor alumna.  This 

was certainly a significant honor to me since I had graduated from Wen-Hua for seventeen 

years and eventually landed in the USA after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for long years.  I 

now call the USA my home for the reason of my presence.  However, in my heart, I always 

recognize Taichung, Taiwan is my first and only home, where I had all my sweet memories 

with loved families and friends.  My root will never change, no matter how far I am away 

from it or how long the time has passed.  Thus, when I learned about this honor, I sincerely 

appreciate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because this reinforces my belief that Taichung is 

where I am from and there will be always part of my stories attached to this beautiful 

hometown. 

I graduated from Wen-Hua in the summer of 1997.  Back then, I was a passionate 

learner who couldn’t wait to step into tomorrow’s wonderland, filled with much excitement 

and uncertainty.  I was like many of the 18-year-old girls, dreaming to own the world and 

believing we could conquer the world.  I had much passion learning English and Japanese, 

which were my majors at college, so I spent all my energy and time reading and pract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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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s.  I dived in the ocean of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and tried so hard to 

figure out what life was about and how a woman could position herself in this relatively short 

lifespan and in this busy world.  There were many theories in books, but I couldn’t find one 

and only truth I was aiming to find.  I worked hard to earn myself a scholarship sponsored 

b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o that I could spend a year in Canada as an exchange student. 

I opened my eyes to see the western world and continued searching for those answers I 

wanted, hopefully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  When I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 learned one 

thing- there was no one and only answer for each of my question because “life is a mystery” 

and “I am the writer to my own life story.”  Nobody could tell me the answers because I had 

to find them throughout my life journey.  Thus, I decided to change my gear from reading 

and thinking to “experimenting” with my life. 

I went to the USA to pursue a master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cause I thought 

working in the business world could lead me to see the realistic world.  It was an honor for 

me working for a prominent company- Johnson & Johnson after my MBA.  I started as a 

medical device sales representative covering the Taipei region, promoting back-then famous 

drug-eluting cardiovascular stent and other devices.  I overcame difficulty of learning all 

new jargons and techniques in the medical field as well as managing people relationship.  I 

learned what it took to earn people’s trust and believed “hard-working” and “being sincere” 

could lead me to success.  All of these great experiences brought me to escalate to the next 

level, where I was promoted as an Asia-Pacific manager at the age of 26.  I covered and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to market the world-class advanced medical devices.  I had honor 

working with professional medical practitioners and intelligent colleagues around the world. 

My world was big, full of challenge and accomplishment.  I grew with my passion to change 

the world by delivering the best devices to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for “people” and also 

with my continuously polishe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I have known since long 

time ago, English would be a necessary tool for me to conquer the world.  I saw it was a 

powerful tool to allow me talking to the world and enjoying every second of my life.  This is 

something I really want to share with many young people in Taiwan.  I am like many of 

them, being born and raised in Taiwan.  When some people said, “why bother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 would always tell them, “you don’t have to if you just want to live in 

‘one life’”.  I meant the life they are familiar with, in Taiwan, in mandarin Chinese. 

However, if they are like me, who can live in ‘two lives’- where I saw two worlds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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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glish, they should pick up a foreign language.  Life will certainly become much more 

colorful.  

A couple years back, I decided to quit my job at Johnson & Johnson and moved to the 

USA because I was engaged to a wonderful man, who is now my husband and lifetime best 

friend.  I also decided to continue learning something new, which was law.  Because I 

worked in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I becam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regulations/laws to the 

business outcome.  I then decided to go to a law school to open another door to the world.  I 

appreciated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law school in the USA at the age of 29 because of a 

different educational system.  I became a lawyer in 2011 and now enjoy my life at my new 

home, which people call it the USA. 

I am a tax attorney now, aiming to use my profession to help people and to continue 

giving back to the Asian community in the USA.  I am grateful for all the blessings I have, 

especially the blessing that I can achieve my goal with strong belief and hard-work.  Once 

again, I sincerely appreciate the honor from Wen-Hua and I also thank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some experiences to hopefully inspire some people somehow.  I miss Wen-Hua and 

also Taichung, where would be always my home in my heart. 

Sincerely, 

Wei Chieh (Lily) Chang 

（以上為文華優秀學姐張維潔，百忙中來自美國華盛頓的祝福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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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作熱情，對生活微笑！  
專訪第六屆畢業生 張嘉玲 

編者去電傑出校友張嘉玲建築師時，深感不愧是創業的

女中豪傑！因為嘉玲言談中，帶有一種果決利爽的氣息，所

以訪問起來，相當順暢明快。 

嘉玲是本校第六屆畢業的校友，回想高中生活，她印象

最深的是理化老師的人生觀。老師曾說過一個觀念，至今仍

影響她：「人的一生中不要只浸淫在狹窄的本業，要發展出

其他興趣，生命才不會過於狹隘。」 

◆及早確立目標，及早起步便及早奠基 

張嘉玲走向建築業的過程，是計劃性的。因為舅舅是建

築師，她自小耳濡目染，加上自身對美術的天份，高中本打

算念美術班，然而父親的遠見，讓她在多數人仍徬徨茫然的

年紀，便有明確立體的目標。擔任教職的父親認為，未來走

的路，應該以應用科目優先於專業科目作考量，因為前者的

職業取向比較明顯，未來出路也顯得寬廣。所以嘉玲捨第一類組，進入文華高中第三類

組；亦即她捨棄念美術系的想法，決定走建築系。這是一個極劇烈的轉變，但是如果一

個人目標興趣很明確，這樣的轉變絕對是可以承受的。 

她因為很早便有明確的未來藍圖，所以民國 93 年便已經考上高考，民國 98 年開始

獨立執業，在業界算是很早起步的。 

◆建築系需要哪些先備條件 

念了建築系之後發現，高中時化學不好無妨，但是物理邏輯絕對逃不掉的，建築結

構非常需要物理力學觀念。念建築系相當辛苦，週六也要上課，所以適合耐得了苦、熱

情不減的人。 

其次，對於美感具靈敏度，這樣的特質讓自己入門較快。而素描能力，是必備且必

要的條件。 

到了建築領域，又細分為許多專業項目，有人走向音環境設計，有人則偏向光環境

設計，結構觀念強者，則偏向耐震力領域……依個人才性會有不同分支。 

最後，要能維持良好人際關係。社會不似校園單純，在業界，「人脈」非常重要，

張嘉玲建議，高中開始即訓練「溝通能力」。在業界能廣結善緣，人際良好，不但讓接

案過程順利，也會有許多美好機緣順勢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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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有沒有那一項能力是建築界最為重要的？ 

對此，張嘉玲建築師非常斬釘截鐵地說：簡報能力！ 

在建築業，那些傳統修為，如「言語含蓄、謙讓不居」「行先言後」……等等都不

適用。強大的語言表達力，吸睛的簡報能力，才能讓自己完成接案任務。尤其她常接許

多公共工程案子，軍方體系人員因為較缺乏表達訓練，所以經常造成誤解。她深感無論

我們在學校課業成績多傑出，語言表達能力一弱，連帶影響其他工作表現，在業界表現

便不會突出。 

◆給學弟妹建議：空間設計和建築系應如何選擇？ 

對設計有興趣，應該選擇室內、空間設計系抑或建築系？她認為若為就業考量，室

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都不是理想選擇。因為這些無法考證照的科系，依然如同沒有一

技之長，念了四年等於徒勞無功。她建議喜歡空間和設計的人，不如選擇建築系，未來

才具備考建築師資格。 

◆如何平衡繁重的工作與家庭 

第一：時間管理很重要。 

建築師是全年無休的行業，所以時間管理決定了生活品質。張嘉玲會將孩子帶到

工作場合，既與孩子相處，又讓孩子親身見識到父母究竟忙些什麼？讓孩子了解

父母工作內容，比一直訓勉他們認真或孝順更有效用！ 

平日怎麼怎做好時間管理？ 

1.沈澱思緒，先釐清事情輕重緩急，讓事情更有效率。 

2.每天做 Memo，每天開工時，結束時，都檢視一遍，哪些已完成、哪些待完成，

然後再安排先後順序，對事情進行有極大幫助！ 

第二：適時抒壓。 

建築師最大的壓力來源，便是交圖期限將屆的壓力。其次是工地施工種種問題。

這時如何抒壓？孩子是她的快樂泉源！張嘉玲會選擇作一趟短暫旅行，或與孩子

共度週末；與好友喝茶聊天，生活小

確幸一樣是不能少的。 

◆有沒有一句話送給文華學弟妹

們？ 

「對工作熱情，對生活微笑！」 

熱情是一切的源頭，找到興趣全力以赴，

那麼熱情自然來到，即使遭遇困頓，那對領

域的熱情，也會讓人想盡辦法，努力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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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的經歷都是人生的禮物 
第九屆校友 王良輔 

 (Jack Liang-fu Wang，Esq.) 

王良輔 2014 廣州金融投資博覽會 演講 

學歷與執照： 

1. 美國紐約律師執照（Attorney at Law， Licensed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U.S.A.） 

2. 美國農工大學法律博士（Juris Doctor， J.D.） 

3. 美國西北大學法律碩士（Master of Laws， LL.M.） 

4.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士（Bachelor of Laws， LL.B.） 

5. 中國政法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法律班結業（Certificate） 

6. 海牙國際法庭 Int’l Justice Program 結業（Certificate） 

7. 國立交通大學 律師司法官專班 

8. 金融證照：信託人員、期貨商業務員、投信投顧、銀行內控...等七種金融證照資格考

試及格 

現任職： 

1. 德律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美國律師/顧問 

2. 登富特 NZGFT（紐西蘭） 公關經理暨法務負責人 

3. 臺北科技大學 專家業界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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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及國內外二十餘家企業之法律顧問與講師 

專長： 

大型演講（中文＆英文）、涉外商務合約與談判、國際商務案件紛爭解決(ARD)、智

財規劃與風險管理、國際法律與涉外法律(衝突法律)專題研究與法律意見提供、國外專

利訴訟策略擬定 

主要事蹟： 

多次受邀參與國內外大型會議演講、多次接受國內外媒體專訪、經濟部中小企業專

欄以及國內知名法律專欄作家、曾獲國際期刊邀稿發表法律文章、國內外大學受邀講

師。 

◆當選第一屆傑出校友： 

各位學弟妹們大家好，我是母校第九屆的畢業生王良輔（Jack），很高興有這個機

會，得到母校肯定，當選第一屆傑出校友，同時也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將自己的一

些心路歷程，跟各位學弟妹們分享，由衷希望能夠藉由這個分享，給許多努力向上的各

位們，一個正面向上的力量。 

我目前是在徳律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的臺中分所，擔任美國律師暨涉外法律顧

問一職，主要服務企業客戶，從事國際法律商務案件，以及國際訴訟、協商、談判和仲

裁案件等事務，迄今主要承辦之重要案件有歐洲藥商仲裁案件談判、東南亞合資公司談

判、美國勞資訴訟協辦與策略規劃、美國鉅額貨款催收案件、以及國內外智慧財產授權

和侵權案件，涉及之標的高達上千萬甚至上億元。同時，我也是許多知名企業的法律顧

問，以及國內外知名顧問公司與學術機構的專家（業）講師，主要講授關於智慧財產、

公司治理、以及商務交易風險等議題。 

◆求學歷程與職涯生活： 

我大學是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LL.B.)，畢業後考上預官擔任義務役少尉排

長，退伍後赴美深造，取得美國西北大學法學碩士學位(LL.M.)以及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法律博士學位(J.D.)，並於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赴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學習中國法律，也

因緣際會在北京知名的律師事務所實習。 

在法律博士學位畢業當年，便順利取得美國紐約州律師執照，並且在紐約市律師事

務所與法院工作，也因為這樣的機會，後來有機會到海牙國際法庭以及中國上海復旦大

學參與培訓，與世界各地的優秀法律人互相觀摹和學習。除了對於法律的熱衷與學習之

外，我本身也對於財務和金融領域有相當程度的參與，也對於社會人文領域有很深的興

趣，也發表了許多相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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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應具備的幾大能力(含時間管理)： 

相信很多學弟妹們看完我以上的介紹後，都會想要知道作為一個有成就的人，必須

具備的幾大能力有哪些。雖然我不是一個非常有成就的人，但是就我求學和職涯經歷過

程中，也略有一些心得，而一個有成就的人，至少必須具備以下九大能力： 

1. 專業能力 

2. 外語能力 

3. 文筆/文章撰寫能力 

4. 口語表達能力 

5. 社交能力 

6. 時間管理以及計畫安排能力 

7. 財務管理能力 

8. 其他知識與人文素養 

9. 創意+努力 

 

謹將以上幾大能力作成一個圖表，供各位學弟妹們參考。這些能力其實每一個都非

常重要，但是如果嚴格說起來，那麼專業能力就會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為沒有專

業能力，其他再多的也都失所附麗，但是如果一味只重視專業能力，也會有所偏頗，所

以除了專業能力之外，其他能力也是要一併予以強化。 

當然，要發展這些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分配好時間，因此時間管理能力就相當重

要，同時也因為現在大部份的人每天所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少能夠一次只需要處理一

件事情的情形。 

◆做好時間管理 

針對時間管理的部分，幾個建議的方針可以給各位學弟妹們參考： 

1. 依照事情的輕重緩急作好優先次序的分類 

有的事情需要立刻處理，但有的事情卻不需要，作好分類，把有時間壓力的事情先

處理好，然後再去煩惱沒有時間壓力的事情。 

2. 運用零碎時間「練基本功」 

一些基本功如背單字、記專有名詞或化學方程式…等等需要著重於平常記憶和累積

的功夫，是不需要太多的專注就可以鍛鍊，這些可以運用零碎的時間去累積，就不

用到時候還要額外花時間來記憶。 

3. 妥善計畫每一個階段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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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世界一直在變，計畫常常趕不上變化，但並不代表就不需要去計畫，畢竟成功

者都是那些有事前做好計畫的人，頂多是局勢變化後作適度的調整，這樣的作法會

使得自己做事有根據、有方向、有章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善運而不要濫用自己的智慧型手機 

現在很多人都有智慧型手機，原本立意是為了便利，但是後來因為過於便利而流於

濫用，幾乎無時不刻都在滑手機，或者隨時隨地都在等待回覆，甚至作一些無意義

的事情。建議能夠善用而不要濫用，無形中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時間。 

◆極具衝擊的成長過程 

我出生於台灣，但一歲到七歲卻與留學美國的雙親一同住在美國，說好聽是奠定了

日後英語基礎，但其實背後受到的文化衝擊相當大，甚至剛回國的時候，自己還面對了

「自我認定與歸屬感」的糾結。不過，任何事情的好壞，都是一體兩面的，這樣的衝擊

對於我日後不論是進入一個新的環境或是進入任何新的團隊，都能夠快速融入，也能夠

體會新進成員的心情，並適時伸出援手，無形中也累積了很多的歷練機會以及人脈。 

大學期間，我積極投身於社區服務以及法律服務等社團活動，為了提早準備自己面

對出社會的挑戰，我甚至還作過兩年兼職的推銷業務員，讓自己對這個社會商業流通有

深刻的領悟。大學畢業那年，我決定以出國作為人生下一步的規畫，由於考上了預官，

我便率然投入軍旅生活，歷練軍官排長以及訓練官等職務，雖然過程艱辛但是回顧那段

歷程，對我人生發展而言非常重大。 

退伍後，我順利申請到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遂而出國攻讀碩士，求學期間我也積

極參與美國法學院學生活動，以及法律服務，並在畢業典禮上獲得學校的表揚。畢業後

回國在群展國際法律事務所涉外部門擔任顧問，發覺在美國所學上有不足，於是在隔一

年我申請到了德州農工大學法學院的法律博士 JD學程，繼續返回美國攻讀。這段期間，

我也不斷爭取課外學習的機會，我在德州極富聲望的兩個非營利組織的法律部門擔任實

習以及法律顧問等工作，接觸到當地的案件，在 2010 年暑期，我以學校代表的身分，

受邀到北京中國政法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以及學習中國法律，並且成為北京陸通法律事務

所兩位實習生名額中之一，期間參與到北京當地的案件以及與中國的律師交流等機會，

獲益匪淺。 

法律博士學位取得後，我獨自從德州開車行跨 14州到達美國的中心-紐約市，在經

歷過一連串的面試審核，我終於應徵到了紐約市一家以訴訟為主要業務的律師事務所工

作。雖然這裡具有豐富挑戰工作環境很好，但是我心裡始終嚮往著回到故鄉與家人相伴，

畢竟家人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資產。所有的人生歷練，最終都會發酵而產生意想不到的

48



 

效果，也因為前面所有歷練與經歷的累積，才能夠在後來的挑戰中脫穎而出，最後能夠

用比別人更短的時間，創出更好的成績跟成果。 

◆回憶高中歲月 

高中最值得紀念的幾件事情，不外乎所有英文演講比賽。母校十分重視英文能力的

養成，因此每學年度都會舉辦校內英文演講比賽，比賽內容模擬教育部所舉辦的一年一

度全國高中職英文演講比賽，分「背稿」與「即席」兩個區塊，使得我三年下來累積了

豐富的實戰經驗，最後才能在高三那一年因為校內英文演講比賽成績優異，而獲選代表

母校參加該學年度全省高中職英文演講比賽，最終奪得全國前三名的獎項。還記得準備

演講的期間，尤其是在準備中區準決賽和全國總決賽的期間，英文指導老師陳美伶老師

中午與課後時間，在大教室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模擬與練習，到現在還是很感謝陳美伶老

師的支持與鼓勵。 

我高中時期最懷念的另外一位老師，是我高一時候的導師莊森桂老師。高一懵懂無

知的時候，莊森桂老師就經常告訴我，對自己要有信心，對將來要懷抱遠大的夢想。到

了高二、高三時，每次遇到莊森桂老師，老師都還是會不停地鼓勵我，甚至有好幾次遇

到瓶頸，我都會到數學科老師辦公室去找莊森桂老師，老師也沒有因為我不是他的班級

的學生就吝於給我指導。還記得得到全國英文演講比賽前三名的榮譽時一度沾沾自喜，

莊森桂老師知道我的個性，還特別叮嚀我不可因此自大自負，並且希望我能夠不要選擇

保送或推甄台大外文或師大英語系，而是跟同學們一樣參加大學聯考，因為莊森桂老師

的影響，我毅然決然放棄保送與推甄的機會，而選擇參加聯考考試，考進了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系。如果今天能夠在國際法律領域有所成就，就要感謝莊森桂老師的指引。 

◆想給學弟妹一句話勉勵的話 

人生中，不可能事事盡如己意，更不可能一帆風順。然而，在起起伏伏中，我們仍

然要時時告訴自己勿忘初衷，才不會在得與失之間迷失了自己。所以最後，我想給學弟

妹一句話勉勵的話，就是「成功是屬於努力不懈的人，堅持才能成就永恆」 

◆結語： 

最後，很感謝母校在我高中三年的栽培，以及對我高中畢業後人生的深遠影響，希

望藉由這個感言的分享，能夠給學弟妹們更多的啟發，以後不論事在社會中的甚麼領域，

都會讓文華人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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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剪輯： 

 

 

 

 

 

 

 

 

 

 

 

 

 

 

 

 

 

 

 

 

 

 

 

  

王良輔 

2013 臺北科技大學專家業界講師 

王良輔 2014 團體致辭公益

王良輔 2013 台灣菁英協會 法律顧問聘書 

 

高三那年代表母校，參加該學年度「教育部全國

英文演講比賽」決賽，榮獲全國前三名，由葉麗

君校長頒發獎學金 15000 元 

(英文指導老師 陳美伶) 

與同學們在校園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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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熱忱、提昇競爭力 

文華第一屆 畢業生 陳琬菁  

各位文華的學弟妹，我是第一屆的文華校友，

距離離開校園已經進 20 年；雖然已離開這麼久了，

但我們都看到文華的茁壯與風評在校友與老師們

的努力經營下都有很優異的表現，我們真的以身

為文華校友為榮！ 

當時對我們第一屆的學生來說，要選擇一個

沒過去歷史與口碑成績的新學校就讀，都是很大

的不安，在那個以升學掛帥年代來說，新學校代

表的是不確定的，儘管我們的入學分數不低，但

沒有升學率的背書對家長與學生來說難免都會擔

心；儘管師資優異，但沒人能保證名師能讓我們一路順風上好大學或是有好的未來。 

現在回頭想想，我們真的很勇敢，年輕的我們已經在 15 歲人生對自己做出第一個

決定與選擇，選擇一個沒有名聲的學校，選擇一個連校區都沒有的學校，選擇一個不知

道未來發展的學校。那時候的我們背負著文華未來名譽與升學率的壓力，但是現在回頭，

我們不曾後悔也沒有遺憾。 

相反的我們那時候超級以身為文華人為榮。我們走在校外，我們抬頭挺胸說我們是

文華人，畢業後在市場上就業，我們會說我們是第一屆的文華校友。 為什麼?我們哪來

的自信阿?  

你不能選擇環境，但你可以創造歷史，只要你願意相信你自己。 

因為我們相信即使是第一屆，我們也有能力創造新學校的歷史與成績，我們相信只

要努力學習盡力表現，積極參予學校的活動，文華一定會變的更好，就算我們不是第一

名的學校，但文華的校風與素質早就超過當初所有人的期待！ 

時至今日，當我們離開校園走入社會進入企業界後，深深的體認到，環境跟制度都

很難改變，自己的出身也不是我們能決定的，與其徬徨與不安，只有加強技能，提升自

信心與競爭力，走出成功的機會才會越大。目前的就業市場跟我們當初離開校園的狀況

是很不一樣的；學弟妹面臨的挑戰也比我們那個時代更險峻艱難；如果你選擇自我安慰

與逃避， 或是選擇一條比較舒適的道路，我想在這年代是很難生存與勝出的。以我目

前投入的網路廣告產業來說，完全是沒有任何大學可提供課程的，而且網路廣告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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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斷的在演變，只有願意抱持著高度的熱忱與高度的投入，才可能在這個行業中生存

下去。 

我想跟所有的文華人分享的其實很簡單：若我們清楚未來的路是不好走的，但是勇

於面對它、接受它，並付出努力堅持下去，我想成功的果實一定在前面等著你的！ 因

為「 你不能選擇環境，但你可以創造歷史，只要你願意相信你自己」。 

  ▼猜猜可愛的琬菁學姐是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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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永遠也放不掉的青春歲月 

第八屆畢業生 張展圖  

南投縣立竹山國民中學國文科教師 

     

「張老師，代課老師是你學妹耶！」、「張

老師，替代役男是你學弟耶！」就算畢業十五

年了，還有人時時刻刻提醒你是文華人。每次

只要有新進同事，經大家一探詢，是文華高中

畢業的，必定指名找我當「靠山」。在我的課堂

裡，三年中的少年輕狂、埋頭啃書、青澀戀情，

都一一化為上課的笑料和素材。同事之間，我

也常常將「文華」掛在嘴邊，所以大家只要聽

到「文華」，自然而然都會想到我。三年高中時

光，目前不過人生的十一分之一，但每每想起，

總有說不完的故事。 

高中的求學歷程一時半刻也說不完，但影

響我最深刻的，應該是地理課和國文課吧！在

林素鑾老師的地理課裡，我們有很多發言的機

會，舉凡世界各國的新聞事件、自然環境的變

遷、台灣的政治都是討論的話題。高二那年，1998 年年底正值北高直轄市長選舉，即便

我們沒有投票權，不是直轄市民，但我們卻也深究各個候選人的政見、了解政治及歷史

背景，老師在上課時，讓我們理直氣和地發表看法，遊說立場不同的同學。「真理是愈

辯愈明」，高中地理課裡，讓我更堅信這話的深意。 

賴金時老師的國文課同樣有趣，舉凡圖書館裡的資料查找、課堂上的課外補充，都

讓教室充滿知性，老師的妙語如珠也同樣令人著迷。在老師指導下，我在課堂上為同學

大聲朗讀「國殤」，分享一首又一首現代詩歌……，原本在國中只喜歡讀社會科的我，

也因此喜歡上東方文學。現在為人師表，一樣上起國文課，我想有大半原因是如此吧！

七年前，在彰師大國文所在職班榜單上，看見我的名字竟和高中國文老師並立的那份驚

喜，記憶猶新。從此，便和金時老師從師生變成了同學，這樣的感覺確實特別，也因為

這份機緣，又再次與老師在研究所課堂上鑽研中國文學，讓我一點都不敢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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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課業之外，課外活動更是難忘。當年高二上的校慶啦啦隊比賽和高二下的合唱

比賽是爭取班上榮譽的大型活動，高二上時，身為編舞小組一員的我，幾乎一個多月待

在華苑沒回家，為了舞蹈，犧牲許多休息時間，編舞、練舞、編曲……。最後索性連讀

書的時間也犧牲了，常常晚自習藉故未出席。放學後穿堂中，放假時操場上，到處都有

我們的回憶，雖然最後比賽以第三名收場，但我想，付出的一切早已超越了名次。高二

下時，合唱比賽捲土重來，從選歌開始，一次又一次的練習，衝突、磨合、精進，最後

奪得全校第一名！名次宣布時，大家在教室擁抱、流淚，當初的感動依然深刻。 

體育活動也是高中主角之一，高中籃球風氣鼎盛，每天放學，宿舍的晚餐之前，便

是在球場上揮灑汗水的時光，但真正影響我最深刻的卻是游泳和跑步。上高中之前，我

是一隻旱鴨子，沒有進過游泳池的經驗，但基於文華高中的特色，我必須自我突破，從

打水慢慢學。意外的，在高中學會自由式和蛙式的我，游泳自然成了每年大學體育必選

的課程。高二開始，喜歡上一個人慢慢跑的運動，高中畢業後，一直維持這樣的好習慣

到現在，從五公里，十公里到半程馬拉松，甚至這幾年可以四處征戰全程馬拉松和鐵人

三項，都要感謝那時培養的好習慣。 

上次回學校是前年的事了，畢業的學生成了學妹，應她的邀請順便回去走走。除了

這次之外，大概就是有意無意開車經過文心路三段時，迎面而來的華苑和體育館，雖然

牆面些許斑駁，雖然不及後來慢慢設立的完全中學、國立高中校舍班光鮮亮麗，但不管

如何，那三年是我永遠也放不掉的青春歲月，我以文華人為榮。 

 

 

     

 

 

 

 

 

 

  
那一段走廊上聽著小白花鐘聲的日子，是難忘的青春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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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之軌

 

  

                                                  

 

 

 

 

 

 

  

年 月 日 大    事    記 

99 1 1 預算體制由公務預算改為校務基金制度。 

99 1 7 完成游游池加溫瓦斯熱水鍋爐汰換工程及太陽能板。 

99 1 25 首次辦理寒假適性多元學習營隊活動。 

99 1 29 完成修業樓無障礙電梯工程。  

99 2 10 完成修業樓消防改善工程。  

99 2 22 舞蹈班應日本交流協會邀請赴日交流演出。 

99 3 16 上海市高中校長訪問團蒞校參訪。 

99 3 26 首屆免試入學新生報到。 

99 4 15 完成風雨走廊及科學館採光罩急迫性工程。 

99 4 19 承辦「全國教育會議-全民參與論壇」中區場。 

99 4 29 完成教室擴音系統-無線藍芽傳輸設備。 

99 5 18 承辦第 50 屆高級中等學校第三區科學展覽。 

99 5 25 四川省校長訪問團蒞校參訪。 

99 6 24 
承辦教育部「99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與文共舞－學生校園刊

物競賽暨觀摩編輯研習營」。 

99 7 12 舞蹈班師生赴滬江市參訪。 

99 8 1 陳勇延主任榮任國立新豐高級中學校長。 

99 8 4 承辦教育部「全國學生事務綜合活動研習」。 

99 9 15 
承辦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中

南區公聽會。 

99 9 17 承辦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草案」中區公聽會。

99/6/24 承辦教育部「與文共舞－學生校園刊

物競賽暨觀摩編輯研習營」 

99/1/25 首次舉辦寒假適性多元學習營隊 99/9/18 Campus News 文華校園英語新聞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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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大    事    記 

99 9 18 Campus News 文華校園英語新聞正式開播。 

99 10 1 邀請知名作家王文華先生蒞校演講，講題：「在文華遇見文華」。

99 10 10 

臺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落成，首次舉辦國慶日升旗典禮,本校儀

隊及管樂隊獲邀擔任典禮表演節目，本校禮生擔任升旗典禮旗

手。 

99 9  林子棋先生接任本校第二十二屆家長會長。 

99 11 1 

綜合活動學科中心訪視北中南東共計 8 所高中 (新豐高中、屏

東高中、新竹女中、中和高中、羅東高中、蘭陽女中、員林高

中及豐原高中)。 

99 11 4 承辦教育部「生命教育媒材研發與推廣研習」。 

99 12  完成無障礙廁所暨恕人樓、敏學樓一樓廁所整修工程。 

99 12  完成游泳池機房設備更新工程。 

99 12  裝設普通教室學生置物櫃。 

100 3 15 馬來西亞學生訪問團蒞校交流參訪。 

100 3 17 舞蹈班應臺北市政府邀請參加花博展場表演。 

100 3 25 日本鳥取縣立日野高等學校郷土藝能部師生蒞校交流演出。 

100 4 16 承辦臺灣南區舞蹈班聯合甄選術科測驗。 

100 4 20 
接待加拿大 Saskatchewan 省 Saskatoon Public Schools 師生

至本校進行學習交流活動。 

100 5 3 辦理第 51 屆高級中等學校第三區科學展覽。 

100 5 13 
邀請 AIT 新聞部長暨發言人萬德福先生蒞校演講，講題：「外

交官生涯」。 

100 5 26 承辦中一區學生輔導工作第一期個案研討會。 

100 6 11 
邀請嚴長壽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土地種一個希望」。(與

天下文化出版社合辦) 

99/12 無障礙廁所整修完成 100/5/13邀請AIT新聞部長暨發言人萬德福

先生蒞校演講「外交官生涯」 

100/4/20 與加拿大 Saskatoon Public School

國際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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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大    事    記 

100 7 5 
承辦教育部「100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與文共舞－學生校園

刊物競賽暨觀摩編輯研習營」。 

100 6  完成無障礙廁所暨恕人樓 5 樓、敏學樓 2 樓廁所改善工程。 

100 8 1 承辦教育部全國高中學生暑期英語營。 

100 8  完成游泳池更衣室淋浴間整修工程。 

100 9  完成仁愛樓實驗室風管系統改善工程。 

100 9  林子棋先生接任本校第二十三屆家長會長。 

100 10 1 承辦教育部「導師專業知能研習」(北中南區)。 

100 10 10 承辦教育部「全國學務人員專業成長研習」(北中南區)。 

100 10 19 中國醫藥大學女性科學家展，假本校展出。 

100 10 27 辦理「精進學科中心工作團隊成長策略聯盟研習」。 

100 10 29 承辦教育部 12 年國教宣導中區說明會。 

100 11 1 
承辦教育部「100 年度國立暨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中區社團活

動組長研討會」。 

100 11 18 承辦中一區學生輔導工作第二期個案研討會。 

100 11 24 綜合活動學科中心訪視馬公高中及澎湖海事學校。 

100 12  裝設普通教室電話分機。 

100 12  完成演講廳地板及冷氣機更新。 

101 1 1 蔡瑞榮先生當選「文教基金會」第六屆董事長。 

101 1 15 本校全國校友會正式成立，黃利瑛小姐當選第一屆理事長。 

101 2 1 劉永順校長退休，由教務主任蘇俊宏代理校長。 

 

 

 

  

101/9/7 本校師生赴加拿大 Saskatchewan

省 Saskatoon Public Schools 進行海外體驗

學習交流 

101/11/7 女性學生領導力中區培育營 101/11/2 日本長野縣知事阿部守一先生率團

蒞校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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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大    事    記 

101 2 24 邀請林存青 (Vicky) 小姐蒞校演講，講題：「創意與夢想」。

101 4 9 辦理「綜合活動學科中心工作團隊成長策略聯盟研習」。 

101 5 11 承辦 101 年度中一區輔導教師第一期定期會報。 

101 5 15 承辦第 52 屆高級中等學校第三區科學展覽。 

101 6 6 新加坡淡馬錫初級學校師生蒞校交流演出。 

101 6 13 承辦 101 年度中一區輔導教師第二期定期會報。 

101 8 1 
蘇俊宏代理校長卸任，薛光豐校長接篆視事，擔任本校第六任

校長。 

101 8 1 本校首度申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101 8 1 

首度辦理 101 學年度均質化計畫，擔任總計畫學校。子計畫學

校包含國立清水高中、市立西苑高中、市立后綜高中、私立嶺

東中學、私立東大附中。 

101 8 8 承辦教育部「全國學務人員專業成長研習」(北中南區)。 

101 9 7 
本校師生赴加拿大 Saskatchewan 省 Saskatoon Public Schools

進行海外體驗學習交流。 

101 9  趙姍姍女士接任本校第二十四屆家長會長。 

101 9 25 
完成文華苑無障礙設施、善群樓 3 樓無障礙廁所、恕人樓 2 樓

東西側廁所整修工程。 

101 10 4 承辦教育部「導師專業知能研習」(北中南區)。 

101 10 25 
承辦臺中市 101 年度第 4 季擴大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暨清泉崗參

訪活動。 

101 10 27 辦理全國高中職「躍動青春－帶動唱」競賽。 

101 11 2 日本長野縣知事阿部守一先生率團蒞校參訪。 

101 11 7 
承辦教育部「101 年度國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女性學生

領導力中區培育營」。 

 

 

102/3/14 配合植樹節，辦理 Green Blessing 植樹

活動 

102/7/6 兩岸四地走進南京 102/3/8 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蒞校演講「臺灣

學生如何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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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之軌

 

 

 

 

 

 

 

 

 

 

年 月 日 大    事    記 

101 12 27 綜合活動學科中心訪視金門高中及金門農工。 

102 1 3 
日本修學旅行協會理事長河上一雄先生率日本高中校長蒞校參

訪。 

102 1 6 
邀請嚴長壽先生蒞校演講，講題：「教育應該不一樣」。(與天

下文化出版社合辦) 

102 1 25 首次完成學生交通車招標。 

102 2 23 韓國赴臺知性之旅修學旅行推廣團蒞校參訪。 

102 2 27 日本大阪府教育委員會高中校長教師考察團蒞校參訪。 

102 3 8 
邀請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蒞校演講，講題：「臺灣學生如何與

國際接軌」。 

102 3 14 配合植樹節，辦理 Green Blessing 植樹活動。 

102 4 19 承辦臺中市第 28 屆行義蘭姐童軍專科考驗暨聯團露營活動。 

102 7 6 本校師生參加兩岸四地走入南京交流活動。 

102 7 22 本校師生參加上海高中科普交流訪問團。 

102 8 1 

續辦 102 學年度均質化計畫，擔任總計畫學校。子計畫學校包

含國立清水高中、市立西苑高中、市立后綜高中、私立嶺東中

學、私立東大附中。 

102 8 7 承辦教育部「全國學務人員專業成長研習」(北中南區)。 

102 9  江斗文先生接任本校第二十五屆家長會長。 

102 9 30 完成教學區室內消防設施改善工程。 

102 10 8 辦理全國高中職績優學生社團甄選。 

102 10 1 承辦教育部「導師專業知能研習」(北中南區)。 

 

 

 

  

102/7/22 師生參加上海高中科普交流訪問團 102/8/1 本校擔任均質化總計畫學校，開始

執行「閱讀文華」活動 

102/11/25 淳正藝廊啟用，首展為書法藝

術暨舞蹈攝影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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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大    事    記 

102 10 10 
本校舞蹈班應交通部觀光局邀請，至日本三重縣津市參與安濃

津(YOSAKOI)演出。 

102 10 15 
完成校區廁所、屋頂及水溝整建修繕工程，解決漏水悶熱、穿

堂淹水及化糞池汙水臭味之問題。 

102 10 26 辦理全國高中職「躍動青春－帶動唱」競賽。 

102 11 25 淳正藝廊啟用，首展為書法藝術暨舞蹈攝影聯展。 

102 12 23 完成男女生宿舍熱水系統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工程。 

102 12 26 日本北海道名寄市市長加藤剛士先生率團蒞校拜訪。 

103 1 4 楊芳育小姐當選校友會第二屆理事長。 

103 1 9 東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學生訪問團蒞校交流參訪。 

103 1 22 
本校師生赴美國聖地牙哥 Pacific Ridge School 海外學習體驗

活動，簽署姊妹校協定。 

103 3 5 
申請教育部 103 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提交本校特

色領航計畫書，計畫名稱「卓越文華」。 

103 4 4 
本校師生赴加拿大 Saskatchewan 省 Saskatoon Public Schools

進行海外體驗學習交流。 

103 4 7 首度辦理赴韓國國際教育旅行。 

103 4 22 
完成全校普通教室單槍投影機更新、有線擴音系統建置工程及

全校教室 55 吋電視裝置。 

103 5 26 
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校辦理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第三期程特色領

航計畫。 

103 6 18 韓國教育旅行協會閔興基會長蒞校參訪。 

103 6 20 
完成 RC 樑柱補強及壁面修繕，以解決 102 年 03月 27 日南投地

震受損之校舍。 

 

  

103/1/9 東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學生訪問團

蒞校交流參訪 

102/12/23 男女生宿舍熱水系統節能績

效保證專案工程。 

102/12/26 日本北海道名寄市市長加藤剛士先生率

團蒞校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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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之軌

 

 

 

 

 

 

 

 

 

 

 

年 月 日 大    事    記 

103 7 5 本校師生參加兩岸四地走入南京交流活動。 

103 7 11 完成「川堂數位電子佈告欄」建置。 

103 8 1 承辦中投考區 104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試務工作。 

103 8 11 承辦教育部「全國學務人員專業成長研習」(北中南區)。 

103 8 20 完成女生宿舍變壓器改善工程。 

103 9 1 開辦全校學生午餐團膳。 

103 9 1 
承辦臺灣南區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甄選入學術

科測驗暨聯合分發工作。 

103 9  陳正雄先生接任本校第二十六屆家長會長。 

103 9 12 舞蹈班首度於澎湖演出。 

103 9 12 完成科學樓地下室停車場坡道整修工程。 

103 9 20 完成哺(集)乳室設置。 

103 10 2 承辦教育部「導師專業知能研習」(北中南區)。 

103 10 9 
本校舞蹈班應交通部觀光局邀請，至日本三重縣津市參與安濃

津(YOSAKOI)演出。 

103 10 20 辦理全國高中職績優學生社團甄選。 

103 10 25 完成屋頂防水隔熱工程(恕人、淳正樓)及男女生宿舍修繕工程。

103 10 28 日本千葉縣知事森田健作先生率團蒞校參訪。 

103 11 6 完成大學入學考試英語聽力測驗考場學校設備。 

103 12  完成進德樓、修業樓及男女生宿舍消防管路更新工程。 

 

 

   

103/5/26 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校辦理高中優質化

輔助方案第三期程特色領航計畫 

103/8/11 承辦教育部「全國學務人員專業成長

研習」(北中南區) 

103/9/ 12 舞蹈班首度於澎湖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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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文化走廊，

多了一排八重櫻，

詩意盎然。 

2014 年 11 月

由江斗文家長

會長及張詠勝

家長會顧問捐

贈壽山石，以

誌八重櫻文化

走廊之事，並

由國文科陳克

明老師書藝篆

刻。 

◆文化走廊 自古至今 

▼2005 年文化走廊，還是樹立著公佈欄的年代 ▼2012 年的文化走廊 

▼2013 年 3 月 14 日 10 點 10 分舉辦本校植樹活動，由薛校

長、家長會黎智玟副會長及文教基金會蔡瑞榮董事長帶領

全校師生共植 15 株八重櫻，在驚蜇綠回大地的好時節，

以植樹實際行動，並在綠色祝福卡上書寫對地球的祝福，

替地球母親帶來綠的訊息，營造更優質的生活環境。 

▼2014 年 10 月由國文科數位老師以蔓達拉花之物語，祝

福八重櫻文化走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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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之軌

 

怡園藝文廣場舞台主要設計人為本

校許博超老師及黃進亨老師，並特地將

美術教學成果融入其中，於民國 88 年

12 月 8 日開工，並於同年 12 月 29 日完

成並揭幕開始啟用 

隨著時間的推

移，在 100 年 10 月間

發現整座基座因白蟻

蛀蝕毀壞而封閉。 

◆怡園藝文廣場舞台整修紀實 

 

 

 
 
 

 

 

 

 

 

 

 

 

 

 

 

 

 

 

 

 

 

 
 

承蒙劉永順校長、家長會林子棋會長、本校文教基金會何永全董事長、立人文教基

金會蔡瑞榮校長及文華員生合作社的支持，將舞台改以鋼筋水泥，於 100 年 12 月 7 日

完工。 103 年再度因為白蟻蛀蝕，在薛光豐校長支持下又重新整修木質階梯及藝術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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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3 年教師及行政人員榮譽事蹟 
 

年度 得獎者 榮譽事蹟 成績 

99 林真真組長 臺中市特殊優良教師  

99 段佳君老師 
16 屆全國聽覺障礙國語文競賽中區初賽手語演講 社會

乙組 
第一名

99  交通部金安獎 第一名

100  全國高中職校務評鑑 
特優 

一等獎

100 劉永順校長 教育部師鐸獎  

100 梁玉龍老師 臺中市特殊優良教師  

100 賴雯祺老師 臺中市 SUPER 教師獎  

100 高呈龍教官 臺中市語文競賽原住民語演說-阿美族語教師組  第一名

101 高呈龍教官 教育部 101年度全民國防教育教學卓越獎野外求生 優等 

100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北隊複賽團體組 第二名

101 莊文庭主任 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101 林嘉宏老師 臺中市特殊優良教師  

101 潘如玲老師 第八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 佳作 

101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團體組 第一名

101  榮獲教育部臺中市聯絡處 101 年度辦理國家防災日 優等 

101  榮獲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0 年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 第一名

102 薛光豐校長 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  

102 魏秀蘭老師 臺中市特殊優良教師  

102  臺中市語文競賽南區複賽團體組 第一名

102  
榮獲教育部臺中市聯絡處 101 學年度軍訓工作評比軍訓

教育類 
特優 

103 陳克明老師 萬和宮萬和美展書法組 第二名

103 謝鳳玲老師 臺中市特殊優良教師  

103 陳信華組長 臺中市優秀青年  

103  榮獲教育部臺中市聯絡處 102 學年度軍訓工作訪視評比 特優 

103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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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之軌

 

99～103 年學生榮譽榜 
 

時間 獲獎者 榮   譽   事   蹟 成績 指導老師 

99 合唱團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中區決賽混聲合唱高中職團體 B 組 優等  

99 管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中區決賽管樂合奏高中職 B 組 優勝  

99 國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中區決賽國樂合奏高中職 B 組 優勝  

99 舞蹈班 中等學校啦啦隊錦標賽(HCL) 第一名 
黃蘭惠•林宥均

謝易親 

99 舞蹈班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高中職乙組古典舞 第一名 蔡銘元 

99 舞蹈班 臺中市舞蹈比賽高中職組 第一名  

99 王珮倫 環球盃英語演講比賽 第一名 林真真 

99 蔡喻旻 環球盃英語演講比賽 第三名 謝茜宇 

99 林奕君 臺中市舞蹈比賽高中職組古典舞 第一名  

99 

江珮妤•林育萱 

林孟婷•陳育瑄 

劉凱榛•李桂泉 

全國英語配音比賽 第五名 張祥玫•王筱玫

99 林育萱 全國英語配音比賽獲最佳英語配音員 第三名 
張祥玫 

王筱玫 

99 

李慈惠•黃靚嫻 

楊邵瑩•陸怡臻 

張俞君 

全國英語配音比賽 佳作 謝茜宇•王筱玫

99 118 班 全國高中英語短劇比賽 
全國 

第五名 

謝茜宇•BB 老師

Mark 老師 

Vaughan 老師 

Edward 老師 

99 陳冠綸 地理奧林匹亞競賽全國決賽 
第一名, 

金牌獎 
王彥妮 

99 李桂泉 地理奧林匹亞競賽全國決賽 入選獎 王彥妮 

99 文華校訊 全國高中學生校園刊物競賽 銀質獎 莊文庭 

99 

賴立晶•童皓楷 

王貞臻•許如宣 

陳宛貞 

文藻盃高中職英語團體說故事比賽全國決賽 第三名 
謝茜宇•鄧梅華

陳秀環 

99 陳昱杰 
16屆全國聽覺障礙國語文競賽中區初賽書法比賽高

中組 
第二名 莊文庭•段佳君

99 洪蔚庭 
16 屆全國聽覺障礙國語文競賽中區初賽手語演講

高中組 
第二名 莊文庭•段佳君

99 何岡霖 臺中市語文競賽即席演說組 第二名 林翠琴 

99 吳乃慧 臺中市學生美術比賽西畫類 第三名 戴岳弦 

99 劉依芯 臺中市學生美術比賽漫畫類 第三名 戴岳弦 

99 黃  群•簡佑殷 中區學科能力競賽 數學科 佳作 羅惠玉 

99 曾昭程 中區學科能力競賽地球科學  佳作 王明珍 

99 
江瑜軒•吳坤諺 

葉國璽•張景松 
中區學科能力競賽生物科 佳作 

蘇英德•江美慧

彭振雄•簡湘怡

鄭明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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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獲獎者 榮   譽   事   蹟 成績 指導老師 

99 賴俊寧 中區學科能力競賽化學科 第三名 
謝志仁•莊明憬

王雅玲•郭金財

99 陳乃瑜•邱煒皓 中區學科能力競賽化學科  佳作  

99 
古耕竹•張瑞展 

黃威誌•蘇誌航 
中區學科能力競賽物理科  佳作 

洪麗環•蕭淑娟

林朝章 

99 
張景淞•葉國璽 

吳坤諺•江瑜軒 
中區學科能力競賽生物科  佳作 

蘇英德•江美慧

彭振雄•簡湘誼

鄭明宜 

99 賴俊寧 清華盃全國高中化學科能力競賽第一階段筆試 個人金牌  

99 李  潔 
臺中市東南區扶輪社第六屆 

高中生英語說故事比賽 
第三名 張玉秀 

99 洪文彥•陳昱君 第八屆全國高中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國際賽 第三名  

99 陳凱詩•周席廷 第八屆全國高中智慧鐵人創意競賽中區初賽  第一名  

99 
紀欣宜•曾家薇 

王薇潔 
第八屆全國高中智慧鐵人創意競賽中區初賽 第二名  

99 

王詩渝•林宜萱 

王姵勛•饒文婷 

江瑜軒•黃  群 

李京諭•古君葳 

第八屆全國高中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初賽 
表現 

優異獎 
 

99 
許哲誠•周心硯  

周奕伶 
全國高中職英語會話競賽 優勝 陳秀環 

99 李  潔 全國高中學生英語演講比賽 優勝 張玉秀 

99 國樂社 臺中市國樂合奏比賽 第三名 方國龍 

99 國樂社 臺中市國樂絲竹合奏比賽 第三名 方國龍 

99 管樂社 臺中市室內男隊管樂合奏比賽 第二名 黎文忠•簡惠婷

99 合唱團 臺中市合唱團混聲合唱比賽 第一名 林馥郁•呂岱衛

99 
夏詩珮•鍾  晨 

陳姿羽•楊從筠 
外交小尖兵全國決賽 第七名 

張麗玟•謝和親

張祥玫•鄧梅華

99 113 班 臺中市創意偶戲比賽,榮獲高中傳偶組 第一名 張祥玫 

100 
趙瑋辰•張子元 

張恩榕•林昱辰 
第 16 屆遠哲趣味競賽全國總錦標賽全國決賽 第二名  

100 賴俊寧 43 屆國際奧林匹亞化學輔選選訓營 入選 謝志仁 

100 李晉瑋 全國性別平等教育詞曲創作比賽全國決賽 甲等  

100 舞蹈班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第一名 

及最佳 

編舞獎 

李國興•楊琳琳

100 合唱團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獲高中職混聲合唱 優等 林馥郁 

100 管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獲高中職團體 B 組 優等 黎文忠 

100 
陳羿廷•梁瑋珊 

江冠葳 
中區科展化學科 特優 梁玉龍•王雅玲

100 
張耕睿•賴彥辰 

陳乃瑜 
中區科展應用科學科 佳作 張佑慈•王綉雯

100 113 班 全國創意偶戲比賽高中傳偶組 優等 施炎郎•張祥玫

100 周奕伶 第二屆余光中散文獎 佳作 魏淑平 

100 曾珮瑄 
教育部國文學科中心高中寫作心得網站徵文比賽四

月份高中組 
第一名 張佳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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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莊喻能 
教育部國文學科中心高中寫作心得網站徵文比賽四

月份高中組 
第三名 張佳瑤 

100 夏詩佩 環球盃英語演講比賽 第一名 陳秀環 

100 何珮貞 環球盃英語演講比賽 佳作 饒佩瓊 

100 

羅婉瑜•羅有淳 

黃渝傑•林易宣 

徐可芹 

全國英語配音比賽團體組 第一名 
陳玉秀•陳秀環

李家賢•王筱玫

100 

許哲誠•周奕伶 

王聖安•陳孟嫻 

蔡靖妏•林尚毅 

全國英語配音比賽團體組 第一名 
陳玉秀•陳秀環

李家賢•王筱玫

100 許哲誠 全國英語配音比賽個人獎 第四名 陳秀環 

100 林易宣 全國英語配音比賽個人獎 第五名 陳玉秀 

100 蔡汶勳 全國日文配音比賽 第五名 蘇子翔 

100 許嘉彧 全國日文配音比賽 第 14 名 蘇子翔 

100 
王翎宇•李  昕 

李宜芝•林昀萱 
第四屆全國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學藝競賽高中組 佳作 李家賢 

100 
林孟玫•張于靚 

劉芳維•屠馨瑩 
第四屆全國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學藝競賽高中組 入選 李家賢 

100 
鄭逸倫•蔡昊翰 

廖建鈞 

WRO 國際奧林匹克機器人大賽-全國選拔賽-總決賽

" 

第四屆全國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學藝競賽高中組 

優勝 李家賢 

100 李謙慧 「書籍與影片賞析網路心得比賽」-「生涯規劃組」 特優 王雅資 

100 謝旻憲 「書籍與影片賞析網路心得比賽」-「生涯規劃組」 優等 王雅資 

100 周範雅 學生英文作文比賽中區決賽  優勝 林素鑾 

100 
翁靖雯•蔡妮曦 

林育聖•張如均 
全國外交小尖兵比賽 優勝 

蘇文卿•王伶慈

帶隊指導，  

魏秀蘭•張祥玫

張麗玟•張荷青

共同指導 

100 周範雅 全國高中英文單字比賽決賽 二等獎 謝茜宇 

100 林姿宇•張鼎矗 全國高中英文單字比賽決賽 三等獎 謝茜宇 

100 陳柏伸 國際物理奧林匹亞初選 入選 蘇哲真 

100 歐乃瑄•夏詩珮 中區英文演講比賽 優勝 黃玲茵•陳秀環

100 320 班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臺中市初賽」高中團體乙組古

典舞項目  
第一名 吳曉菁•蔡銘元

100 張景淞 高中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中區複賽生物科 第二名 

蘇英德•江美慧

彭振雄•簡湘誼

鄭明宜•何安柔

100 許  晴 高中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中區複賽生物科 佳作 

蘇英德•江美慧

彭振雄•簡湘誼

鄭明宜•何安柔

100 
楊明祥•廖敏閔 

趙序培•洪楚喬 
高中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中區複賽數學科 佳作 許世易•黃兆禾

100 陳柏伸 高中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中區複賽物理科 佳作 蘇哲真 

100 黃彥融 高中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中區複賽化學科 佳作 梁玉龍 

100 黃婉亭 高中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中區複賽地球科學科 佳作 王明珍•陳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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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林銘泉 高中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中區複賽資訊科 佳作 劉慶富 

100 

蘇友淳•謝佳恩 

黃聖傑•許哲誠 

張鼎矗•林姿宇 

林宜君•周  衡 

周範雅•李慈惠 

朱  奕 

全國英語單字大賽 
通過中區

複賽 
 

100 劉書岑 臺中市學生美術比賽西畫組 第三名 戴岳弦•沈佳瑩

100 謝詠竹 臺中市學生美術比賽漫畫類 第二名 戴岳弦•沈佳瑩

100 趙子賢•陳依禧 臺中市學生美術比賽水墨畫 第三名 戴岳弦•沈佳瑩

100 陳采伶 高中化學創意實驗闖關競賽初賽 二等獎  

100 陸怡臻 第一屆臺中文學獎散文組作品<列車不過站> 第三名  

100 張鼎矗 全國地理奧林匹亞競賽 三等獎 王彥妮 

100 周心硯 臺中市語文競賽-國語演說 第二名 魏淑平 

100 陳孟嫻 臺中市語文競賽-閩南語演說 第二名 莊明憬 

100 吳育如 臺中市語文競賽-作文 第二名 魏淑平 

100 劉育杰 臺中市語文競賽-國語朗讀 第二名 賴金時 

100 張軒妮 臺中市語文競賽-客家語朗讀 第二名 彭振雄 

100 辜方婕 臺中市語文競賽-國語字音字形 第一名 鄭麗涓 

100 
梁瑋珊•陳羿廷 

江冠葳 
第 51 屆全國科學展覽高中組化學科  

最佳團隊 

合作獎 
梁玉龍•王雅玲

100 
蔡昊翰•鄭逸倫  

廖建鈞 

WRO 國際奧林匹克機器人大賽全國選拔賽高中職

組 
優勝 李家賢 

101 張鼎矗 
全國地理奧林匹亞競賽(代表國家參加 2012 國際地

理奧林匹亞） 
三等獎 王彥妮 

101 120 班 中等學校啦啦隊錦標賽啦啦舞高中組第二名 第二名 

編舞老師： 

蔡銘元 

指導老師： 

吳曉菁 

101 220 班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高中職團體乙組古典舞 
特優 

第一名 

編舞老師： 

古竺穎  

指導老師： 

吳曉菁 

101 林奕君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個人組部份高中組古典舞 第四名  

101 林奕君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個人組部份高中組民俗舞 第二名  

101 管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決賽管樂合奏 高中職團體 B 組 優等  

101 國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決賽國樂合奏 高中職團體組 B 組 優等  

101 國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決賽國樂合奏 絲竹室內樂合奏

高中職團體組 B 組 
優等  

101 國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決賽國樂合奏 打擊樂合奏 高中

團體組 
優等  

101 合唱團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決賽混聲合唱 高中團體組 甲等  

101 陳柏伸 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初賽 入選 蘇哲真 

101 呂艾珊 國際生物奧林匹亞競賽初賽 入選 江美慧 

101 陳乃瑜 國際物理奧林匹亞選訓營 特優 郭金財 

101 毛書培•高斟壹 中區科展數學科  佳作 邱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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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聖翔 

101 陳柏宇•施嘉誠 中區科展地球科學科 佳作 陳正元 

101 校刊社 青花筆鋒-全國校園刊物競賽高中組校園書刊類 銀質獎 吳婉君•高嘉宏

101 校刊社 青花筆鋒-全國校園刊物競賽高中組校園報紙類 銅質獎 吳婉君•高嘉宏

101 校刊社 青花筆鋒-全國校園刊物競賽 文編獎 吳婉君•高嘉宏

101 

陳姿宇•魏君祐 

潘岱琳•陳祖聆 

何亦修•陳穎萱 

臺中市春暉專案,菸害暨藥物濫用防制宣導月學生

創意飆舞競賽 
第一名  

101 陳柏璋•吳怡珣 
第 10 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全國複賽高職五專組 

第一名 

決賽表現 

優異獎 

張祥玫 

 筑  萱•李益安 
第 10 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中區初賽高中組 

第一名 

複賽表現 

優異獎 

 

101 劉佩蓉 大學指考作文全國最佳範文。  黃麗秋 

101 

郭源安•陳依鴻 

陳姿穎•毛書培 

王柏勛•江茂榮 

冷俊瑩•高斟壹 

黃志鈞•廖柏翔 

呂萬瑋•吳昇彥 

莊正宇•吳承之 

鄒明翰 

第 14 屆臺灣區高中數學競賽（TRML）臺中地區團

體 
優良獎 劉雅惠•邱元星

101 周心硯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國語演說    第二名 魏淑平 

101 林筱瑄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閩南語朗讀  第二名 莊明憬 

101 劉晏瑄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客家語朗讀  第二名 彭振雄 

101 李雨潔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寫字        第二名 史麗珠 

101 蔡舜宇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字音字形    第二名 鄭麗涓 

101 吳育如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作文        第二名 吳婉君 

101 孫晉善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作文        第三名 吳婉君 

101 張韶云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國語朗讀    第三名 鄭麗涓 

101 陳明緯 度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國語演說    第三名 張綠君 

101 林昱豪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閩南語演說  第三名 莊明憬 

101 陳師儒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客家語演說 優勝 彭振雄 

101 劉芳維 第 11 屆高中地理奧林匹亞競賽全國決賽 三等獎 洪華君 

101 許哲誠•黃鑠傑 第 11 屆高中地理奧林匹亞競賽全國決賽 入選 洪華君 

101 

黃彥鈞•蘇阡瑜 

張景婷•紀潔 

莊順雯•楊偲羚 

第 11 屆高中地理奧林匹亞競賽全國決賽 
入圍海報獎

決賽 
洪華君 

101 陳宥君 國文學科中心全國線上徵文比賽（8 月份） 第一名 盧翁美珍 

101 李靜雯 國文學科中心全國線上徵文比賽(9 月份) 第一名 盧翁美珍 

101 許博雅 國文學科中心全國線上徵文比賽(9 月份) 第三名 黃秋月 

101 劉佩蓉 大學指考作文榮獲全國最佳範文  黃麗秋 

101 張鼎矗 101 學年度全國高中英文單字比賽區域複賽 一等獎 張祥玫 

101 朱  奕•蘇友淳 101 學年度全國高中英文單字比賽區域複賽 二等獎 張祥玫 

101 蔡容慈•張岑伃 文藻盃全國高中職組英語團體說故事比賽 第二名 鄧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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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 寧•吳旻瑜 

施佑諭•沈方琪 

101 王士朋 
全國視障學生及視障教育教師點字比賽高年級點

字機組 
第二名  

101 陳靜儀 第六屆環球盃英語演講比賽 第二名 魏秀蘭•Tr.Ian 

101 徐士珍 第六屆環球盃英語演講比賽 第三名 魏秀蘭•Tr.Ian 

101 陳昱菁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臺中市初賽漫畫類  第一名 高嘉宏 

101 李雨潔 101 學年度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臺中市初賽書法類 第三名 戴岳弦 

101 陳冠伶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臺中市初賽書法類 佳作 戴岳弦 

101 林呈翰 
第九屆清華盃全國高級中學化學科能力競賽第一階

段筆試 

個人 

銅牌 
謝志仁 

101 王柏勳 
第九屆清華盃全國高級中學化學科能力競賽第一階

段筆試 

成績 

優良 
謝志仁 

101 林銘泉 中區高級中學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資訊科 第二名 
劉慶富•陳軒正

廖偉良 

101 邱品毓 
學年度中區高級中學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資訊

科   
佳作 

劉慶富•陳軒正

廖偉良 

101 石筑萱 中區高級中學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生物科 
佳作 

 

王盈涵•張渼晨

鄭明宜•簡湘誼

彭振雄 

101 邱俐雯 中區高級中學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生物科 佳作 

王盈涵•張渼晨

鄭明宜•簡湘誼

彭振雄 

101 李俊德 中區高級中學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地球科學科  佳作 王明珍•陳正元

101 王柏勛 中區高級中學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化學科 佳作 
謝志仁•莊明憬

王雅玲 

101 冷俊瑩 中區高級中學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數學科    佳作 邱元星 

101 黃志鈞 中區高級中學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物理科    佳作 
邱建宏•洪麗環

陳冠宏 

101 鄭宇恩 中區高級中學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物理科    佳作 
邱建宏•洪麗環

陳冠宏 

101 賴季夆 中區高級中學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物理科    佳作 
洪麗環•陳冠宏

邱建宏 

101 吳柏昇 中區高級中學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物理科    佳作 
陳冠宏•洪麗環

邱建宏 

101 李  寧 全國高中學生英文演講比賽中區決賽 佳作 鄧梅華 

101 楊  羚 國文學科中心全國線上徵文比賽 10 月份高中組 第一名 陳毓秀 

101 陳兪均 國文學科中心全國線上徵文比賽 10 月份高中組 第二名 盧翁美珍 

101 黃至鈞 物理奧林匹亞初選考試 入選 邱建宏 

101 張鼎矗•蘇友淳 全國高中英文單字比賽全國決賽 三等獎 張祥玫 

101 
徐士珍•陳靜儀 

李語欣 
大葉大學 2012 全國高中職英語會話比賽 優勝 魏秀蘭•Tr. Ian 

101 舞蹈班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臺中市初賽高中(職)A 團體乙組

二組古典舞 
第一名 

蔡銘元•賴珆緽

吳曉菁 

101 
林銘泉•邱品毓 

謝秉潔 
第 14 屆網際網路程式設計全國大賽 優勝 廖偉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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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李雨潔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類高中職普通班組 入選 戴岳弦 

101 
戴倚心•程新耘 

邱珮慈 
臺中巿大同扶輪社英語比賽 優勝 Tr.Ian•魏秀蘭 

101 洪蔚婷 
第 17 屆全國聽障國語文競賽，全國決賽高中職一般

學校組手語演講 
第二名  

101 簡佑蓁 國文學科中心全國線上徵文比賽 11 月份高中組 第三名 盧翁美珍 

101 劉惟鈞 多益(TOEIC)英語測驗 
獲得940分

佳績 
 

101 張家晉•李俊德 生物奧林匹亞初賽 入選 簡湘誼 

102 林晏儀 臺中市中等學校運動會跆拳道品勢比賽高中女子組 第一名 張景然 

102 220 班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決賽高中職Ａ團體乙組古典舞 特優 蔡銘元 

102 管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團體項目中區決賽－管樂合奏 特優 黎文忠 

102 國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團體項目中區決賽－國樂合奏、

絲竹室內樂、打擊樂合奏 
優等 方國龍 

102 合唱團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團體項目中區決賽－女聲合唱 優等 
林慧芬 

陳怡君 

102 220 班 中等學校啦啦隊錦標賽啦啦舞高中組 第一名 

編舞老師： 

古竺穎 

指導老師： 

賴珆緽•吳曉菁

102 218 班 全國高中英語短劇比賽決賽 入圍 鄧梅華•Tr.Ian 

102 石筑萱 國文學科中心全國線上徵文比賽 3 月份高中組 第三名 魏淑平 

102 李欣樺 「第十屆中臺灣聯合文學獎」徵文比賽小說組  第三名 柯雅雯 

102 蘇  容 「第十屆中臺灣聯合文學獎」徵文比賽小說組 佳 作 盧翁美珍 

102 藍佳洵 「第十屆中臺灣聯合文學獎」徵文比賽新詩組 佳 作 雷青梅 

102 楊治家 「第十屆中臺灣聯合文學獎」徵文比賽新詩組 佳 作 柯雅雯 

102 鄭雅馨 「第十屆中臺灣聯合文學獎」徵文比賽散文組 第二名 柯雅雯 

102 張岑伃 「第十屆中臺灣聯合文學獎」徵文比賽散文組  佳 作 潘如玲 

102 218 班 全國英語短劇比賽高中組 第五名 鄧梅華•Tr.Ian 

102 218 班 全國英語短劇比賽高中組 
舞臺 

設計獎 
鄧梅華•Tr.Ian 

102 石軒寧•劉姿吟 53 屆第三區科學展覽會生物科 特優 彭振雄 

102 
張乃文•顏羽羚 

李乙青 
53 屆第三區科展數學科 佳作 陳正賢 

102 
曾啟洋•郭彥廷 

黃柏壹 
53 屆第三區科展地球科學科 佳作 陳正元 

102 

戴倚心•白澔勻 

陳靜儀•陳巧昀 

施沛均 

全國英語配音比賽 
第一名及 

最佳人氣獎 
Tr.Ian 

102 施沛均 全國英語配音比賽最佳配音員 第三名 Tr.Ian 

102 周心硯 學測國文作文入選全國最佳範文  魏淑平 

102 夏詩佩 學測英文作文入選全國最佳範文  陳秀環 

102 王奕忻 國文學科中心全國線上徵文比賽 5 月份高中組 第三名 柯雅雯 

102 高斟壹•徐偉玲 臺中市高中職盃英語字彙王團體大賽 第二名 張玉秀•陳麗娟

102 孔令恩 全國總統盃分齡游泳錦標賽 15-17 歲級-100 公尺蛙式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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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獲獎者 榮   譽   事   蹟 成績 指導老師 

102 林怡萱 國文學科中心全國線上徵文比賽 8 月份高中組 第一名 魏淑平 

102 林栢漢•武家暘 
第 15 屆臺灣區 TRML 高中數學競賽 

 

個人賽總成

績優異， 

全隊最高分 

劉雅惠•陳正賢

陳惠香 

102 

劉致維•林胤彤 

蔡宇軒•謝承佑 

謝佳運•翁群智 

鄒明翰•林宴慧 

戴紹倫•劉廣鋐 

陳衡以•莊正宇 

吳昇彥•吳承之 

趙怡慈 

第 15 屆臺灣區 TRML 高中數學競賽 

臺中地區團體 
三等獎 

劉雅惠•陳正賢

陳惠香 

102 陳明緯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國語演說」 第二名 蘇嫈雱 

102 石兆平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國語朗讀」 優勝 潘如玲 

102 許智斌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閩南語演說」 
第一名 

參加全國賽 
莊明憬 

102 林筱瑄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閩南語朗讀」 第二名 莊明憬 

102 林昀宣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客家語演說」 
第一名 

參加全國賽 
彭振雄•葉宛秦

102 陳巧昀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客家語朗讀」 第三名 彭振雄•葉宛秦

102 曾庭筠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客家語朗讀」 第二名 徐蘭英 

102 黃宇涵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寫字」 
第一名 

參加全國賽 
陳克明 

102 李雨潔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寫字」 第二名 陳克明 

102 楊承昕 臺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國語字音字形」 第三名 賴金時 

102 
史佩珣•陳巧昀 

戴倚心•蘇鈺柔 
文藻盃全國高中英語說故事比賽 第三名 

Tr.Ian•魏秀蘭 

協助指導 

謝茜宇 

102 黃宇涵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臺中市初賽「書法類」 第一名 林詩婷 

102 李怡佩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臺中市初賽「書法類」 第三名 戴岳弦 

102 郭蕙瑄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臺中市初賽「西畫類」 第三名 戴岳弦 

102 孔令恩 
臺中市102年議長盃游泳錦標賽-高中男子組50公尺蛙

式 
第二名  

102 孔令恩 臺中市 102 年議長盃游泳錦標賽-100 公尺蛙式 第二名  

102 謝宛芯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02 年【少年拍․警察公仔合照】

徵文活動 
第一名  

102 

趙俊凱•卓業軒 

朱 奕•史佩珣 

沈旻萱•林明慧 

盧冠容•黃紹軒 

劉芳綾 

全國單字比賽 入圍決賽 張荷青 

102 

 
劉恒瑋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物理科 

第五名 

晉  級 

全國賽 

張瑞宗•蕭淑娟

102 黃威傑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物理科 佳作 張瑞宗•蕭淑娟

102 林柏翰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物理科 佳作 張瑞宗•蕭淑娟

73



歲月之軌

 

時間 獲獎者 榮   譽   事   蹟 成績 指導老師 

102 

 
曹洋彬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化學科 

第六名 

晉  級 

全國賽 

梁玉龍•王雅玲

102 吳孟鑫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化學科 佳作 梁玉龍•王雅玲

102 林明慧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化學科 佳作 梁玉龍•王雅玲

102 

 
林銘泉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資訊科 

第二名 

晉  級 

全國賽 

陳軒正 

102 邱品毓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資訊科 佳作 陳軒正 

102 林胤彤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數學科 佳作 陳正賢 

102 謝  寬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生物科 佳作 
鄭明宜•彭振雄

簡湘誼•江美慧

102 戴紹倫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生物科 佳作 
鄭明宜•彭振雄

簡湘誼•江美慧

102 劉致維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地球科學科 佳作 
王明珍•陳正元

林珈樺 

102 劉威典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地球科學科 佳作 
王明珍•陳正元

林珈樺 

102 洪宏明 中區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地球科學科 

第三名 

晉  級 

全國賽 

王明珍•陳正元

林珈樺 

102 劉恒瑋 奧林匹亞物理競賽國家代表隊初選 入選 王綉雯 

102 張婷雅 英文演講比賽中區決賽 佳作 魏秀蘭 

102 陳靜儀 英文演講比賽中區決賽 佳作 魏秀蘭 

102 
楊治家•洪文萱 

郭子嘉•汪恆易 
外交小尖兵 

晉  級 

總決賽 

李宜軒•巫映璇

吳曉菁•黃培媁

102 舞蹈班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臺中市初賽(第三區)高中(職)A 團

體乙組二組古典舞 
第一名 蔡銘元 

102 管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臺中市初賽】～管樂合奏 
優等－ 

第 1 名 
 

102 管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臺中市初賽】～木管五重奏 
優等－ 

第 1 名 
 

102 管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臺中市初賽】～銅管五重奏 
優等－ 

第 1 名 
 

102 國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臺中市初賽】～絲竹室內樂 
優等－ 

第 1 名 
 

102 國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臺中市初賽】～打擊樂合奏 
優等－ 

第 2 名 
 

102 國樂社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臺中市初賽】～國樂合奏 
優等－ 

第 2 名 
 

102 合唱團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臺中市初賽】～女聲合唱 
優等－ 

第 2 名 
 

102 黃宇涵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入選 林詩婷 

102 

王亭蘊•江旻柔 

張育菘•施沛均 

胡椿叡 

全國日文配音比賽 (非日文組) 

全國 

第一名 

最佳 

蘇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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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獎 

102 王亭蘊 全國日文配音比賽最佳配音員 第二名 蘇子翔 

102 何姿慧 全國日文配音比賽最佳配音員 第三名 蘇子翔 

102 施沛均 全國日文配音比賽最佳配音員 第五名 蘇子翔 

102 王詩嫚 全國日文配音比賽最佳配音員 第七名 蘇子翔 

102 
楊于萱•陳信如 

嚴瑞琪 
全國高中職英語會話比賽 第二名 謝茜宇•Tr.Ian 

102 
陳采璘•蔡孟蓁 

張庭輔 
全國高中職英語會話比賽 優勝 謝茜宇•Tr.Ian 

102 盧養宣 英文作文比賽中區決賽 佳作 鄧梅華 

102 劉侑讓 「澄海波瀾—我的油彩獨白」徵文活動高中職組 第二名 徐懷玉 

102 劉恒瑋 奧林匹亞物理競賽國家代表隊選拔初選 入選 王綉雯 

102 楊子鋒 奧林匹亞生物競賽國家代表隊選拔初選 入選 江美慧 

102 謝  寬 奧林匹亞生物競賽國家代表隊選拔初選 入選 江美慧 

102 石軒寧 國際科學展覽會展初選 入選 彭振雄 

102 劉姿吟 國際科學展覽會展初選 入選  

102 朱  奕 全國高中單字比賽決賽 第一名 張荷青 

102 林銘泉 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全國賽-資訊科 三等獎 陳軒正 

102 洪宏明 
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全國賽地球科學科-野外

實作項目 
優選獎 

王明珍•陳正元

林珈樺 

102 孔令恩 
全國冬季短水道分齡游泳錦標賽 男子組 15~17 歲

級：100 公尺蛙式 
第四名  

102 孔令恩 
全國冬季短水道分齡游泳錦標賽 男子組 15~17 歲

級：50 公尺蛙式 
第三名  

102 孔令恩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男子組游泳 50 公尺蛙式 第七名  

102 孔令恩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男子組游泳 100 公尺蛙式 第六名  

102 紀敦譯 
教育部 102 年度生命教育「愛己、愛人、愛地球」

徵文比賽高中職組 
第二名  

103 孫致善 第七屆聯合盃全國作文大賽全國總決賽 
優等 

(創意類) 
賴金時 

103 舞蹈班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高中職 A 團體乙組古典舞 
特優 

第一名 

蔡銘元•吳曉菁

鍾佩芹 

103 孔令恩 
臺中市中等學校運動會游泳蛙式比賽 50M 100M 

200M 
第一名  

103 舞蹈班 中等學校啦啦隊錦標賽 
啦啦舞 

第一名 
古竺穎 

103 管樂社 
102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中區決賽管樂合奏 

高中職 B 組 
特優 黎文忠•蘇嫈雱

103 管樂社 
102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中區決賽木管五重奏 

高中職 B 組 
優等 胡郁如 

103 管樂社 
102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中區決賽銅管五重奏

高中職 B 組 
優等 黎文忠 

103 國樂社 
102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中區決賽絲竹室內樂 

高中職 A 組 
優等 方國龍 

103 國樂社 
102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中區決賽國樂合奏 高

中職 B 組 
優等 方國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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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國樂社 
102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中區決賽打擊樂合奏 

高中職 B 組 
優等 方國龍 

103 合唱團 
102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中區決賽女生合唱 

高中職組 
優等 

林慧芬 

陳怡君(伴奏) 

103 黃立宇 希望盃數學邀請賽 優勝 陳正賢 

103 武家暘 希望盃數學邀請賽 優勝 陳正賢 

103 汪恆易 103 年度中臺灣盃英語辯論活動(中科實中主辦) 優良辯士 謝茜宇 

103 林芳妤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閩南語演說組 第一名 陳克明 

103 黃靖瑜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客家語朗讀組 第一名 葉宛秦 

103 張雅喻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閩南語朗讀組 第二名 陳克明 

103 陳巧昀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客家語演說組 第二名 葉宛秦 

103 鄭雅馨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作文組 第二名 賴金時 

103 林佳穎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寫字組 第二名 陳克明 

103 黃加淳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閩南語演說組 第三名 莊明憬 

103 杜采芙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客家語演說組 第三名 彭振雄 

103 黃怡齡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客家語朗讀組 第三名 彭振雄 

103 李怡佩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寫字組 第三名 陳克明 

103 楊宜霖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國語字音字形組 第三名 吳婉君 

103 黃柏壹 全國語文競賽臺中市分區賽-作文組 第三名 賴金時 

103 劉  昀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高中女生組武術長拳 
第五名 

8.57 
張景然 

103 孔令恩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高中男生組游泳 100 公尺蛙式 第八名 張景然 

103 孔令恩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高中男生組游泳 50 公尺蛙式 第六名 張景然 

103 孔令恩 
全國短水道分齡游泳錦標賽男子組 15-17 歲級 100

公尺蛙式 
第五名 張景然 

103 孔令恩 
全國短水道分齡游泳錦標賽男子組 15-17 歲級 50 公

尺蛙式 
第三名 張景然 

103 鄧忻穎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個人組古典舞 優等  

103 李泓叡  國立臺灣科教館青少年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初選合格 彭正雄 

103 康勝富 國立臺灣科教館青少年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初選合格 彭正雄 

103 賓文曼 54 屆中區科學展覽會物理科 佳作 陳冠宏 

103 郭名蓁 54 屆中區科學展覽會物理科 佳作 陳冠宏 

103 劉致維 54 屆中區科學展覽會化學科 佳作 梁玉龍 

103 陳亮宇 54 屆中區科學展覽會化學科 佳作 梁玉龍 

103 陳乃嘉 54 屆中區科學展覽會化學科 佳作 梁玉龍 

103 楊羿柔 國文學科中心全國線上徵文比賽 5 月份高中組 第二名 魏淑平 

103 劉欣旻 國文學科中心全國線上徵文比賽 5 月份高中組 第三名 盧翁美珍 

103 孔令恩 
全國中區分齡游泳錦標賽-男子組 15~17 歲級 50

公尺蛙式 
第一名 張景然 

103 孔令恩 
全國中區分齡游泳錦標賽-男子組 15~17 歲級 100 公

尺蛙式 
第四名 張景然 

103 劉  政 AMC 全美中學數學分級能力測驗 
團體成績 

最高分 
陳惠香 

103 謝佳運 AMC 全美中學數學分級能力測驗 
團體成績 

最高分 
劉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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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獲獎者 榮   譽   事   蹟 成績 指導老師 

103 張玉璇 臺大模擬聯合國會議 
最佳立場 

文件獎 
李宜軒 

103 羽球隊 文華盃羽球賽(女生組) 冠軍 黃映雪 

103 籃球隊 文華盃籃球賽(女生組) 季軍 羅孟影 

103 

賴煜明•林書岑 

武家暘•湯忠禮 

蔡宇軒•汪佳樺 

張竣富•魏庚生 

王譽霖•曾啟洋 

徐詣誠•林献智 

潘律瑋•廖宜昀 

林胤彤 

第十六屆臺灣區 TRML 高中數學競賽 
中區團體 

優良獎 

陳正賢•陳惠香

羅惠玉•林煜家

林勇誠 

103 
王祥任•何珮瑄 

徐睿朋•吳永清 
第十六屆臺灣區 TRML 高中數學競賽 

中區團體 

優良獎 

陳正賢•陳惠香

羅惠玉•林煜家

林勇誠 

103 
汪恆易•郭子嘉 

陳彥廷•白澔勻 
文藻盃全國高中職組英語團體說故事比賽決賽 第一名 謝茜宇•Ian 老師

103 杜采芙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客語演說組 第二名 彭振雄 

103 曾庭筠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客語朗讀組 第二名  

103 黃靖瑜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客語朗讀組 第二名 彭振雄 

103 徐建平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原住民族朗讀組 第二名  

103 黃宇涵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寫字組 第二名 陳克明 

103 陳明緯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國語演說組 第三名 蘇嫈雱 

103 林芳妤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閩南語演說組 第三名 陳克明 

103 黃怡齡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客語朗讀組 第三名 彭振雄 

103 鄭雅馨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作文組 第三名 賴金時 

103 孫致善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作文組 第三名 賴金時 

103 李怡佩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寫字組 第三名 陳克明 

103 林佳穎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寫字組 第三名 陳克明 

103 楊宜霖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國語字音字形組 第三名 吳婉君 

103 陳師涵 臺中市語文競賽市賽客家語字音字形組 第三名 彭振雄 

103 孔令恩 臺中市議長盃游泳錦標賽-高中男子組 50 公尺蛙式 第一名  

103 孔令恩 臺中市議長盃游泳錦標賽-高中男子組 400 公尺自由式 第五名  

103 陳萱安 臺中市議長盃游泳錦標賽-高中女子組 50 公尺蝶式 第一名  

103 陳萱安 臺中市議長盃游泳錦標賽-高中女子組 50 公尺蛙式 第二名  

103 佟玟蓁 第 16 屆亞洲輪滑錦標賽花式滑輪雙人組 第一名  

   

77



歲月之軌

 

99 年～103 年校刊 
 

 

 

 

 

 

 

 

 
 

◆第 31 期校刊 

主題： My way 

理念： 

就照這樣度過三年了嗎？我不要這樣。 

我想證明，一本校刊，能承受少文字的重量。 

我們不是真的要去成就什麼大事，而是在尋覓 

中，像個旅人在沒有地圖的道路上流浪。終於 

真的找到一個方向，然後將這個希望小心翼翼 

的捧在手掌心…頭也不回的朝這個方向下去。 

 

 

◆第 32 期校刊 

主題：I am Here—Those school days 

理念： 

學校對我們而言是怎樣存在呢？ 

有關華舞的姿態，是一個又一個手勢以及努力實踐 

的身姿； 

有關校慶，是把青春煮茶； 

有關 school days 的曾經，那些運動服揮汗的日子 

圍牆後鬥嘴、互動，閃亮著素樸情感的的日子 

如果我們不急著結束，一起欣賞她的妖嬈翩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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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期校刊 

 

 

 

 

 

 

 

 

 

 

 

 

 

◆第 34 期校刊 

主題：So / Soul 

理念： 

人生就是不停的 So？ So？So？ 

然後構成了 soul  

眺望、然後質疑，於是我們思考 

身處文華以不同角度張望著 

然後架上與社會的鍊結。 

 

 

 

 

 

 

 

 

 

 

 

   

主題：Young & Free 

理念： 

We are Young and Free 

明天也許我自己也還不了解今天的我，但現在我還

握在手中。我們不承擔什麼時代的重量，也不認為

我們比他人偉大，我們只希望藉由這些連結你我自

身相關的某些，為滂沱的十七歲留下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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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期校刊 

主題：思途藍縷 

理念： 

關於旅行的意義。 

九○年代的靈魂，並不軟弱，並不自負。 

我們的言語常被社會視為無病呻吟， 

但為什麼我們沒有作夢的權利？ 

但望循著這本文字羅盤 

踏上找尋自我的旅程。 

 

 

 

 

 

◆第 36 期校刊 

主題：Creat / Idea 

理念： 

Creat /代表創造；Idea 代表意念 

立足文華，我們妄想打破學校與學校、 

學校與社會的藩籬。 

創造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汲取四面八方的意念 

透過大時代的轉化 

孕育心靈的活水 

而這道源源不絕的活水 

正是創意（Creat  Idea） 

   

80



 

99 年~103 年畢業紀念冊 
 

 

 

 

 

 

 

 

 

 

 

 

 

 

 

 

 

 

 

   

第 21 屆 

歷屆畢業紀念冊，美工

之精細、風格之多元，

反映文華學生們之才情

橫溢。 

第 22 屆 第 23 屆 

第 19 屆 第 20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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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3 年吉祥物及定格動畫 
 

101～103 年，文華高中社團活動組舉辦了三次定格動畫比賽及影展、一次吉祥物設

計比賽。定格動畫於校慶前完成徵件及評審，獲選作品於校慶時開辦影展；吉祥物則作

為校慶吉兆並帶有祝福之象徵物。 

 

24 周年校慶吉祥物徵件比賽  優勝吉祥物出爐 

第一次辦理的校慶吉祥物設計比賽，透過紙本徵件、初評、校慶籌備委員複評與全

校網路投票的結果，從 29 件參賽作品中，決選出前三名的吉祥物設計。吉祥物身上的

造型與色彩，與文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優勝作品分別是「拉普」、「華兒」跟「瑞文」，

在校慶的邀請卡與活動當天，皆會有他們的身影。 

拉普 Ropop 是由 Robot 與 Pop 兩字組成。  

◆ 個性：活潑外向、喜愛大自然及園藝、愛發明、有創意，有鋼鐵般的意志。平時喜

歡打球。  

◆ 設計理念：鋼盔塗上紅綠黃紫具有某種神奇魔力，能使百花綻放。 

華兒 

◆ 個性：世界無敵樂觀，又積極上進的樂天派

小孩。  

◆ 設計理念：頭上頂著代表文華的四色光輝，

象徵文華人愛校「弘我校風」的意念。眼神

閃爍、炯炯有神，帶點喜感的圓滾滾身軀，

希望帶給大家快樂。背後一對小翅膀，在需

要伸張正義時便會快速張開到達目的地。顏

色為淺黃色，希望能帶給人溫暖。 

瑞文 

◆ 個性：開朗勇敢、愛運動、注重環保，對世

界充滿熱情。  

◆ 設計理念：身高 165cm，外型是文華高中校徽上的馬，尾巴的顏色分別是紅黃綠紫

與校園識別系統相同。他最好的朋友是文華高中魚池裡的鯉魚們，身上領帶也是他

們送的。他的瞳孔是校徽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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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3 年校慶定格動畫影展海報集結 

 

 

 

 

 

 

 

 

 

 

 

 

 

 

 

 

 

 

 

 

‧得獎影片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atYU5NJn5M 

‧完整影片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KlVZO4PFFM&list=PLYr0kH4fflJBhmgwZdUK2ylECqFO3fwLO 

101 年開辦文華高中第一屆定格動畫影展 

徵件海報 

第一屆特優作品：Limit Fading 

102 年第二屆定格動畫演展海報： 

「謀定而後動」徵件海報 

103 年第三屆定格動畫徵件消息     

102 年定格動畫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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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華 

師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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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本校薛光豐 校長 

榮獲 102 年度校長領導卓越獎 
教育部於日前

公布「102 年度校長

領導卓越獎」獲獎

名單，校務領導表

現卓越之校長，全

國高中職的校長只

有 4 位。本校薛校

長是國立高中兩位

獲獎校長之一。 

薛校長自 101

年 8 月 1 日至本校

就任後，以人性化

的思維改造學校軟、

硬體設備，創造優質人文校風。除了積極爭取經費與社區資源挹注學校發展外，並運用

各種領導理念與策略，展現卓越的領導績效，並根據學校優勢，確立學校的定位，發展

出不同的適性教育。到任以來即揭舉以「友善的文華、國際的文華、科創的文華、精進

的文華、律動的文華」五個面向，期勉與全校師生共同開創努力，獲得全校師生的認同

與支持。 

對於此次獲獎，有三家平面媒體特予專訪報導，教育電台也邀請錄製專輯報導。薛

光豐校長表示，要感謝一路走來所有的學生與同事大力相挺，在辦學過程中給他的協助

與支持，才有今天的榮耀。他認為，名師≠良師，前者是以學生的努力來成就自己，良

師則用自己的努力來成就學生，校長要多鼓勵栽培良師。「教好」學生重於「教」好學

生，教育給學生無限的希望與可能，透過教育成就了許多人才，影響社會階層的往上流

動，讓學生發揮潛能、適性發展，才是有教無類的精神。我們常期待別的老師如何來教

我們的孩子，用同樣的態度、精神去教別人的孩子，標準是一致的。教育的工作沒有任

何捷徑，凡事一步一腳印，履徑履心深，給老師努力的舞台，許孩子希望的未來。 

未來薛校長將巡訪各地學校與校長們分享辦學經驗與學校領導的成功經驗。希望能

有更多優秀的校長把學校經營得有成就，嘉惠學生，提升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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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華 師長篇

 

悠悠四十載，始終如一 

本校資深優良教師賴玲玲老師，教授家政科。自

文華創校，玲玲老師便是黨國元老，姑不論其他，能

在崗位堅守四十年，談何容易？等於一生心力與青春，

畢集於此。 

編者在與玲玲老師交談過程中，發現老師非常真

誠直率，說到何以能任教這麼多年不厭倦？玲玲老師

說了一句看似簡單，其實意含很深的話：「這一直是我

很喜歡的工作……」這句話足以給孩子們及所有人提

醒，從事一件喜歡的事，無論多困難，那熱情依舊會

在！無論遭受什麼挫折，那個「熱愛」會支持我們努

力去克服難題。 

玲玲老師教學內容豐富，教學方法多元。從生活

管理到親子關係，從食品營養到心靈學習成長，賴老師不但從影像中讓學生了解，也重

視實務操作。四十載悠悠歲月，盡瘁於斯，令人感佩！ 

 

99 年特殊優良教師－真真媽媽 林真真老師  

林真真老師擔任本校英文科教師 17 年了，93 年

～100 年兼任教務處註冊組長一職。在多元入學的變

革浪潮下，註冊組的業務日益趨重，真真組長一路走

來，面對家長與學生，總是耐著性子為電話那頭的家

長或學生解說相關權益，有時還要扮演心理輔導角色，

成為學校教務處安定的重要力量。 

林老師擔任註冊組長六年，積極改善註冊組業務，

推動學籍、成績、獎助學金等網路化、透明化，服務

迅速確實，實在是註冊組的守護天使。 

真真老師的用心教學深獲學生肯定，有些孩子還

會親切喊她一聲「真真媽媽」。擔任行政期間雖然工作

繁忙，還是不忘利用課餘指導學生，曾指導學生獲得

中區高中學生英文演講作文比賽第一名及環球杯英語

演講比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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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教不會的學生」是她教學的堅持，二十多年前教的國中後段班學生，在她的

感化及激勵下，不怕英文進而愛上英文。 無論行政與教學，真真老師實在是學生的守

護天使！ 

 

100 年臺中市優秀教育人員梁玉龍老師 

 
本校的金字招牌梁玉龍老師，任教文

華已經 17 年，文華學生，只要有機會，

不會有人願意錯過梁師的化學課。 

梁老師教學認真，各項工作績效卓著，

擔任老師至今，已經獲得記功四次、嘉獎

七十九次表揚，表現優異。尤其是犧牲假

日與課餘時間，指導學生參加科學展覽競

賽，已獲得優勝 4 次、第二名 1 次、佳作

2 次，表現特殊。擔任導師認真督導學生，

每一天皆參與班級的早修活動，十多年如

一日，並協助學生解決生活及課業上問題，

把每一位學生當成自己的兒女來照顧，以

學生的成就當成自己的最大榮耀，是學生

心目中的「梁爸爸」。 

梁老師上化學課幽默有趣，每一堂的

化學課就像是一堂的魔術課，有位學生回

憶寫道：「老師每天上課的第一件例行公

事：那就是運用化學的極致實驗，媲美於

劉謙大師的魔術秀，總是能神奇地讓下午

第一節不再一片死寂，使我們不再暈睡，

不是逗得我們哄堂大笑，四腳朝天；就是

能讓我們瞪大雙眼，百思不解。教學方面，更是獨樹一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簡直是

轉世再生的「現代諸葛亮」。豐沛的化學知識並不拘束於狹隘的教科書更是遍及日常生

活中各個領域。」 

梁老師用新、用欣、用馨與用心，把每一位學生都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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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臺中市 SUPER 教師獎賴雯祺老師 

 
賴雯祺老師，同時是文華校友，教學活動多元而深

入，如寒假多元學習營隊「府城行腳」臺南古蹟巡禮與

自然生態之旅；「賽德克巴萊」霧社事件遺址區與清流部

落人文史蹟考察…等活動，歷史課上起來生動有趣。 

雯祺老師常將歷史與美術館結合，帶學生參加「亞

洲藝術雙年展」、普普藝術「安迪沃荷展」「華麗巴洛克

展」；班級經營更是多彩多姿，如「給媽媽的三行情書」、

「媽媽的優點轟炸」活動，鼓勵孩子勇敢說出愛。推動

「一個人的旅行」生活學習，引導學生自我探索，畢業

前夕更以此延伸成「人生是一個人的旅行」活動。 

雯祺老師還運用假期實施「你最寶貴的是？」以及「傳送幸福的波動」活動，鼓勵

孩子不吝惜對家人、朋友及陌生人給予愛與關懷，並進行回饋分享。她的班，每學年全

班刷地、油漆教室，並藉由「植物照顧」活動培養孩子看重自己、關心生命互助合作。

還有協助孩子建立自己的「人生學習歷程資料庫」，將每學年的相關生命探索資料歸納

整理，作為日後回溯自我成長，思索未來發展的寶庫。 

相信文華的孩子在這些「給未來自己的信」、「追分成功，夢想分享」活動之後， 

都能勇敢說出自己的人生夢、掌握自己的人生！ 

 
 

101 年臺中市優良教育人員 

林嘉宏老師 
 

1. 服務 36 年中，服役 2 年、教學組長 2 年、專任 3 年、

導師 29 年，認真盡職。 

2. 擔任導師盡心專研，多次擔任學務處舉辦的導師知能研

習經驗分享講師，同仁反應良好。 

3. 精心統整歷屆學測及指考試題，多次擔任輔導室舉辦數

學科學測分析專題演講講師，同學反應熱烈。 

4. 熱心參與學校行政革新，擔任 100 學年度文華高中教師

會理事，溝通行政與教師的意見，服務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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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優良特殊教育人員莊文庭主任 
 

教育部為喚醒社會大眾關懷特殊教育與重視

特殊教育工作人員之辛勞，特於 101 年 9 月 25 日

假臺北市青年育樂中心舉行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

員頒獎典禮。 

莊文庭主任一直熱忱勤敏，犧牲奉獻，多年

來在特殊教育界，躬耕默耘，一以貫之；無論在

特殊教育教學、學生輔導、行政工作方面績效卓

著，或在研究發展和改進教材教法教具及推展適

應體育各方面等，均有具體事蹟及卓越成效，其

行誼值得學習及效法。 

 

 

102 年臺中市優良教育人員魏秀蘭老師 

英文科始終熱情奔放，神采奕奕的魏秀蘭老師，多年教學生涯中，舉辦很多活潑有

趣的活動，舉凡校園英語新聞錄製、英語話劇……除了讓學生對英文懷抱熱情，也致力

於英文口語能力的精進，使文華高中英文科成為一塊閃亮的招牌。 

秀蘭老師對教育的貢獻不勝枚舉，以下僅窺

豹一斑： 

1. 96-97 年擔任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英

文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推廣成果推廣

研習講師 

2. 99 年擔任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英文

學科中心「2010 全國性高中英文作文研習

-高中英文作文教學與評閱」講師 

3. 指導 94 年全國高中英語短劇比賽第六名 

4. 指導 95 年中區英語演講、作文比賽優勝 

5. 101 年環球盃演講比賽第二及第三名 

6. 101 年大同扶輪社盃全方位英文比賽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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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臺中市優良教師謝鳳玲老師 

 

執教三十年的謝鳳玲老師，依然有二十歲的青春氣息、孩子似的古道熱腸，赤子之

心同時兼具圓融開闊的睿智。 

民國 98 年～100 年擔任訓育組長期間，無論辦

演講、帶活動，都是風風火火，精彩非凡！一個個各

界大師，從郝明義、朱學恆到拒絕聯考的小子---吳

祥輝，都一一請來文華讓學生一親謦欬。 

在教學現場，以經典帶動閱讀、以「在地做義工」

作班級經營，以「抓住夢想」做生命教育，一樣有聲

有色、創意十足！彷彿親身示範如何熱愛生命，如何

活出意義。一如鳳玲老師自己的人生一般，那樣全力

以赴，熠熠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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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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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科展 

319 陳亮宇 

科展是一個對升學很有幫助的比賽，相對地大量的時間投資在這方面是無可避免的。

科展固然重要，但若因此荒廢學業可就本末倒置了，幾百小時花在化學科科展是更是免

不了，從設定主題到交出報告少說也花了約莫半年。 

我不後悔自己花了大把時間做實驗，最後只得了佳作。實驗過程中，其實收穫是不

少的，例如：實驗的小知識，操作一些平時用不到的實驗器材像是ＰＡＳＣＯ主機，據

說當時學校花了將近十萬元購入，如果我們沒用到，那它就會繼續在準備室當展示品。

但最重要的還是「做科展才能跟上時代潮流」，顧名思義做科展最忌諱的就是重複，同

樣的題材是絕對不可能得獎，因此我們需要創新，需要了解現代技術做到哪。為了解現

今的技術得先查閱一些參考資料及研究。另外，收集資料亦不可畫地自限，欲知最新的

資訊必先讀過國外的論文，甚至是購買，蒐集資料少至耗上幾個月，若英文不太好，這

部分更是一大道難關。 

能有一個懂科展的指導老師更為重要，老師需要能夠深入探究其細節並且精通得獎

秘訣，有時若想突破障礙必定得尋求老師。最後在此提醒大家，做科展前必先熟悉各比

賽辦法以及比賽格式，「一項作品是可以投許多獎的」。 

 

 

 

 

 

 

 

 

 

 

 

 

 

 

 

（由左至右陳亮宇、陳乃嘉、劉致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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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不要怕麻煩  

319 陳乃嘉 

我和另外兩人參加的是化

學科科展，由梁玉龍老師指導。

當初是由我們其中一個同學提

議去找梁玉龍老師做科展，而題

目則是從班上化學科專題報告

中取材。 

一開始老師帶我們進實驗

室，一切都從基礎開始，後來才

慢慢進入我們的主題──「不同濃度聚丙烯酸鈉的吸水量」。我們從配製溶液開始，也

順便練習用各種器材，對我而言，其實一點都不覺得辛苦，因為個人比較喜歡動手做，

對於書上死板板的東西興趣缺缺，故而做得很開心，最重要的是科展實驗不像課本的實

驗你已經知道最後結果，而是自己要從實驗中找答案，這是我喜歡科展的最重要原因。 

不過還是有些累人的事，比如：整理數據，我們從前面的實驗得到的數據要整理出

關聯性才是最麻煩的，先不說整哩，光把數據抄下來回家再輸入電腦就事件大工程了，

表格上密密麻麻的數字很容易寫錯，要邊抄邊反覆確認順序是否有誤，一寫錯或打錯就

要整排檢查，還有最後要結論，要反覆比對數據、照片再加以討論，再訂出結論。而做

這些事情的時間大多是星期五下課後從 4 點到 5 點半，也就是平常第 8 節的時間，也就

對其他事情像是課業造成影響，而到最後的整理有時要帶回家做還有大家聚集到某個人

家做，甚至寒假來學校做，這些就真的要自己壓縮其他事情的時間，做其他事情時就得

快一些。 

參加科展真的能學到很多事，除了實驗本身學習各式器材的使用、藥品的配製，由

於梁玉龍老師的用心，我們還學習用到一些平常實驗碰不到的器材。除此之外，我們也

學到報告的技巧和研究的精神，我覺得這才是我最大的收穫，這些終生受用，而這些都

要感謝梁玉龍老師的用心指導，不但幫我們準備器材，教我們使用方法以及反覆訓練我

們的表達報告能力，也培養了我們研究的精神，真的非常感謝老師的指導，如果沒有梁

玉龍老師的教導，我們不可能得獎。 

至於可以給學弟妹們的建議，想做科展可以找梁玉龍老師，他在這方面真的是專業；

還有千萬不要怕麻煩，做科展的過程中有很多事情很費事而且很花時間，像我們是從開

學後沒多久開始做到 5月比賽，但這些都是過程就算沒得獎，你也會受益無窮。 

   

獲獎項目：化學科展 獲獎人：319 陳乃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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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展給我一次自我成長的機會

319 郭名蓁  

我在二年級下學期參加了中區科展，這組的題目是與「巴西堅果效應」探討有關。 

從高二上學期找題目、設計實驗流程到尋找實驗器材、參考文獻再到準備報告、講

稿等，花費了很多心血和時間。因為我們的主題是要自己動手設計做實驗，尋找身邊唾

手可得的器材來運作，所以為了要符合實驗的要求，在挑選實驗器材跟組裝上就花了很

多時間，例如：找出最適當的大顆粒與小顆粒重量比，使偏心齒輪不會因為物體過重而

無法運轉、製作支架的材料要夠堅固以免在震動過程中造成實驗誤差。實驗過程中時常

遇到馬達過熱、電池電量不穩定無法等頻率運轉等問題，都要想辦法克服。 

在準備科展過程中，指導老師和合作的同學都是很重要的一環，老師可以提供給我

們很多想法、資訊，在遇到問題時可以為我們突破盲點。合作的同學就好比戰友，準備

科展過程中給了我勇氣，提升我獨立思考、口頭報告、製作說明書和臨場反應的能力。 

比賽前一天當會場時，會看到很多其他組的作品，包括他們的題材、敘述方式(圖

表製作、攝影圖片)和口語表達能力等，可以從中學到很多。由於比賽過程中面對評審

各式各樣的問題，必須立即完整的回答，所以在這一部份我們就花了很多時間模擬問題

並回答。而當評審看到作品時，各種反應都會有，學習如何從容不迫面對都是很好的訓

練。其中評審提到科展作品中，創新事很重要的，要有新的發現遠比重複過的實驗流程

還重要，還有要盡量動手做實驗。 

製作科展海報版時，要盡量有圖表，讓評審透過圖表就可以明確了解實驗過程與結

果，並且海報要盡量簡潔明瞭。最重要的是─參考文獻一定要標住年分與出處。至於在

競賽與課業的平衡中，我們本來規劃上課認真聽講，放學再討論實驗內容、操作實驗。

但是規劃跟實際其實存在著落差，每逢段考、模擬考或是不預期的狀況發生而需要從新

設計實驗時，科展進度總是有延誤。所以我們建議應該提早規劃實驗並嘗試、蒐集完備

資料，每天都要有一點進度，這樣到比賽前才不會兵荒馬亂！如果最後還是有延誤，可

以請同學幫忙抄上課筆記或錄影上課內容等方法來彌補錯過的上課進度。 

這次科展給了我一個自我成長的機會，培養自信心並在公共場合中不畏懼演講等，

我也從合作夥伴身上學到了追根究底的精神、邏輯思考和如何規畫圖表等。例如：每次

當實驗有差錯，我總是要思考很久來找出解決方案，如果沒有頭緒就會著手重新設計實

驗，但是我的夥伴會查很多資料與我一起討論，給了我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我認為做

科展不僅可以學到更專業的內容，還可以學習更多課本中沒有的知識，認真做一次科展

可以有很多收獲！祝各位高中生活可以多采多姿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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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要自己盲目亂竄， 

 不管是人生或課業都一樣 
319 賓文曼 

序 章 

上學期以「巴西堅果效應─體積與密度的影響」為題，得到中區科展高中組物理科

的佳作，今天以「科展作品說明書」的格式，和大家介紹，我們這一條血跡斑斑的心路

歷程(淚)。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身為理組的我們，有時候就是這麼務實，如果說做科展是因為對知識的熱愛與富有

探討神秘現象的精神，那我絕對會幫你按一個讚。畢竟我要很誠實地告訴你，我的目的

可是拿到獎狀，在大學推甄的自傳裡能夠多一份光榮事蹟，當然啦，得要抱著這樣的覺

悟，才能積極的迎合教授的口味。千萬記得，理性思考很重要！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科展的過程 

如果你未來沒有要參加科展，那可以跳過這一章，我要強調的是，如果沒有上一章

的覺醒……我是說，覺悟，在選題目的時候你就會陷入困境。 

巴西堅果其實是非常常見的題材，做別人做過的沒關係，重點是要發現其他人沒有發現

的，我們的報告雖然在教授看過看板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有人做過了。」但是我們還是得

獎了。重點在我們用了別人沒想過的器材(好幾片樂高全部被黏死，我的童年啊～～)，這就

是讓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只是可惜的是我們的內容不夠吸引人，也沒有新的結論與想法，所

以成績並沒有非常出色。請謹記，能夠創新思考，才是人類進步的關鍵。 

第三章  實驗結果：得獎的經過與課業 

得獎挺爽的，但是因為那天文華出了五組以上，卻只有兩組得獎，所以氣氛有點低

迷，這也表示，如果沒有充分的把握與萬全的準備，抱著嘗試看看的心態，我是不建議

你參加的。殺死腦細胞的實驗不用說，做看板這件事絕對是耗掉午休與自習課的一大殺

器(不對，我們沒有自習課，都用地科課來做)。不過啦，我們也有人雖然公假請了一長

串，但是那次段考還是考了個前三名，課業這種事，只能說是看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習慣，我可找不出其中的控制變因與應變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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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未來展望：給學弟妹的期許 

給建言麻……課業方面，課前預習課後複習這種事大家都知道嘛，只是我說了你也

未必會做，重點是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方法，有很多次段考可以嘗試，這次考不好就換

一種方法。像我就喜歡用造句的方式背英文單字，畫連結圖來背歷史，化學老師喜歡出

講義的題目，我就把講義算兩遍，這個社會簡單得要命，就像我說的，你要用自己的手

段，去迎合那些在上位者，我是說這個大環境。 

第五章  參考資料：科展還有人生的參考資料 

有些人覺得參考資料不重要，小論文最後要求的三篇以上不包括網路的參考資料愁

死一票人。我要告訴你，參考資料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

我們在跟教授報告的時候就被質問，為什麼沒有放 Science 和 Natural的資料。我在這

邊呼籲各位，教授想要看「國外」期刊的資料。 

人生有時候也需要一些資料，不要害怕求助，想想劉邦那個痞子也只會哭喪著臉去

找張良秀秀(教到鴻門宴就知道了)，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關於科展的細節，學弟妹不妨看

看以前的人怎麼做，多找學長姐和老師聊聊，不要自己盲目亂竄，不管是人生還是課業

都一樣！ 

Hypatia Bin 2014/11/04 

p.s.對了，教授也喜歡看圖表。 

 

 

 

 

   

獲獎項目：

「巴西堅果效應─體積與密度的影響」

獲獎人：319 賓文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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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只有一次高中科展 

319 劉致維 

 

我參加的是做關於防火凝膠(fire gel)的化學科展。其實不需要去想做科展有多忙

多累或多佔時間，因為那些都是隱藏在科展兩個字背後更深層的意義(笑)。 

如果談起過程甘苦談，要細講可能破千字了，相信每一組都是經過一段很長的歲月

很多的心思在這上面。那時候我們和老師約定了很多時間一起來做，有放學有假日，沒

事就來學校烤烤肉(?)，因為主題是要測試防火能力，可惜的是實驗室裡的東西一律不

能吃。 

我們不只是科展，還混雜了其他比賽，所以每個禮拜五都是生不如死…做科展是個

不斷要去思考新方法、新主題來實驗，而且需要不斷地整理實驗數據、實驗結果，而且

隨時改變實驗方法或加強調整，這應該是比較累人卻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們的指導老

師說實驗做出來的數據，不整理是沒有用的，等於是一堆紙、一攤拉機放在桌上，於是

我們很努力的把一堆紙上的數據整理得……還是一堆紙(我們真的很努力整理

了……)。  

至於參賽後收穫：認識了很多人，包括學弟(為什麼沒有學妹!?)，也和指導老師混

得更熟了～而且當天還不用上課～然後也見識到員林高中附近 15 塊的早餐真的超便宜

超好吃，讓我對臺灣的物價又重新燃起小小的希望。 

而那種和教授四眼相對、腦袋一片空白說不出話的感覺，真的值得體驗一下！  

在競賽與課業如何取得平衡？其實這應該問問其他更有謀略的學長姐，因為小弟我

那時候是直接放棄段考了，才會讓我現在讀到痛不欲生……不過，既然都參加，就不要

顧慮太多，做就對了，這輩子沒第二次機會做高中科展了，段考有那麼多次，學測前還

有 300 天讓你衝刺，神魔 gameover 了，等體力恢復就好，大不了奢侈一點用魔法石復

活，可是高中科展只有一次機會阿~有興趣的同學建議全力以赴，事後會通體舒暢的！ 

孔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沒事不用在書桌前讓爸媽覺得我們很認真(因為我

們心裡都明白，我們的認真是不需要靠讀書來表現的，是不是！) 

真的還有問題而且想問我的話，請蒞臨小弟我的信箱 a0986516968@gmail.com。祝

各位高中生活多采多姿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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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得開心、快意行文     

306 孫致善 

 

老實說，雅雯老師找到半吊子的我，希望我寫些比賽感想的時候，我真是意外極了。 

我是因為第七屆聯合盃作文得了獎才插隊成為了語文競賽市賽的種子選手，從七月

初到九月底比賽前，每個禮拜要在 90 分鐘內寫出一到兩篇至少 1200 字的作文。剛開始

的幾週真是痛苦，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在時限內鋪排完，而我最敬

愛的導師，國文科的金時老師在訓練的時候也曾多次語重心長的告訴我:「你這不適合

參加作文比賽，比較適合文學獎」。 

性質問題直到我進賽場前的最後一次練習都沒能改善，但訓練確實讓我累積了不少

經驗，應付模擬考作文也變得輕鬆許多，這是後話。比賽當天老師來送行，便笑說：「玩

得開心就好」，今天我把同樣的話送給喜愛寫作抑或掙扎於大考作文的各位，你必須寫

得開心、說自己想說的話，至少模擬考與平時的練習裡，你能甩掉一切八股的框架，真

真實實的「快意行文」。 

高三以後，幾乎每個週末都奔波於各類大考、鑑定、比賽，同學間有人變得急躁、

失去了自己的步調；有人壓力大到熬了夜又睡不好，報名了一堆補習班，最後捨本逐末；

我唯一做的就是什麼也不做，睡飽、吃好，一切照進度走。規律的生活中得到穩定的心，

充足的精神下發揮穩定的實力，然後所有多餘的負擔都將不再困擾你，畢竟，說句明白

點的話，這些多餘都是必須要接受的。 

最後，尚有空閒的學弟妹們，閱讀真的是課本外最好的學習方法之一，你不能環遊

世界，但你能看遍地球風景；你不

能穿越古今，但你能遍覽秦漢隋唐；

多讀、多想，自然下筆有神，自然

貫通百家學問，自然水到渠成。 

 

  

獲獎項目：語文競市賽 

獲 獎 人：306 孫致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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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存文化之美而努力 

318 陳巧昀 

我住在東勢，母語是大埔腔的客家話。從小在家爸爸和奶奶都以客語和我溝通，平

時和街坊鄰居聊天、幫忙家裡做生意，都必須說客家話，在那樣的環境下，客語對我來

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了。此外，東勢的學校推動的母語教學也是客語，以至從小一開始，

我便開始參加和客語相關的比賽。 

雖說我的客語還算流利，但為了寫演講稿，常常會出現一些客語不常用的詞句，每

當遇到這樣的狀況，便得花上許多時間查字。客語是一種很口語的語言，因此一開始寫

稿時，就得用客語的思維去寫，不僅為自己省去很多的麻煩，演說起來也比較有味道。 

其實我大部分參賽成果都不是很理想，我的聲音在朗讀或是演說領域一點也不吃香，

演說技巧也不夠頂尖，如果僅僅只是為了名次的話，大概也不會年年都報名參加。客家

話的腔調分好幾種，台灣最大宗的當屬四縣腔，相較之下，會說大埔腔的人越來越少，

甚至連我自己的弟弟也不太會說了。會這麼積極大概是出自於不願讓自己如此熟悉的語

言就這麼漸漸消失，想讓身邊的人都能看見這個文化的美好。 

即使現在保有純正腔調的人日漸減少，我很慶幸也很驕傲自己仍然能夠很流利很標

準的把客語說好。 

 

 

 

 

 

 

 

                                  

 

 

 

 

 

 

 

 

 

獲獎項目：客語演說 

得 獎 人：318 陳巧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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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時間裡創造無限的可能 

獲獎人：318 陳靜儀 

◆喚醒被低估的勇氣 

參加比賽就是要不斷地克服、挑戰自己的焦躁與不安。無論是在準備期間或是比賽

當日都戰戰兢兢的狀態，難免覺得寂寞，而且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正是自己。 

在準備的日子裡，最常困擾我的是時間管理。沒有一天不覺得睏倦，沒有一天時間

夠用，隨時都可能會被捲入時光流沙的漩渦裡。面對這樣緊湊的生活步調，告訴自己「堅

持下去就對了，要珍惜這個磨練自己的好機會。」一邊與時間賽跑，一邊與自己的內心

對話。儘管有時會覺得那些勵志的字句根本只是空泛的自我催眠，但是距離比賽的日子

愈近，就會發現自己愈需要相信正面思考給人的力量。 

除了穩定日趨複雜的思緒，更重要的還有喚醒被低估的勇氣。其實，每個人比自己

所認知的都還要堅強、有潛能，平日卻無視它的存在。正因如此，需要勇氣的時候不免

要掙扎一段時間。增加練習量，是激發勇氣的催化劑之一，而這段過程亦不輕鬆，不僅

壓縮課業時間，更要克服情緒起伏所帶來的煩躁感。即使覺得做足準備，比賽前一天到

比賽開始的片刻仍然非常難熬。  

◆「過程」是最大的收穫 

比賽後一年的今天，我可以堅定地說，最令我難忘的非「過程」莫屬。得獎的當下

的確有一股成就感，但那只屬於當時，直到現在仍陪伴我的是經驗。 

這些經驗之中最讓我珍愛的是和身邊的人們之間的互動。不管是和指導老師或和並

肩作戰的隊友們，溝通的技巧是非常關鍵的角色。一個團隊在數個星期裡的目標和決心

無疑是一體的，但對於練習的方向與細節的聚焦卻時有出入。此時，不僅要懂得聆聽，

還要巧妙地融合大家的意見，共同拾得最適當且和諧的結論。 

另外，比賽更讓人強烈感覺到真正關心自己的人對自己有多重要。家人和朋友們的

鼓勵都是帶領我前進的引擎，比賽之後我更確信自己要好好珍惜這些人，並且不吝於向

他們分享自己的心情。人與人之間扶持的力量是無懈可擊的。 

◆平衡 

 練習時不要擔心課業，上課或寫作業時不要顧慮比賽的事情。把握這個原則之後，

再適當做規劃，一定要用相同的態度正視兩者的重要性，不得輕言放棄某一方。在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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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時，都要十分專注，並且找對方法才能提升效率。不要執著於有限的時間本身，而

要在有限的時間裡創造無限的可能，努力不懈、力爭上游。 

◆建言 

原則上減少娛樂的時間，

但是該放鬆的時候要儘量不

去想惱人的事情。不管是準

備課業或比賽，一定要多

「問」，聽聽老師們和同儕的

建議，掌握進步的關鍵與比

賽本身的核心，必然會有更

多的收穫，也別忘了用感恩

的心去面對每一次的考驗或

他人溫暖的關懷。 

 

 

 

 

 

 

 

 

 

 

 

 

   

獲獎項目： 

英語配音比賽、 

英語演講比賽 

獲獎人： 

318 陳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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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了冷靜與效率 
白浩雲 

準備比賽的過程中，除了得在短時間內寫稿、背稿外，最辛苦的就是：犧牲每天午

休去練習，但這同時也是最令人開心的部分，因為大家能聚在一起腦力激盪，並且相互

提供建議，無疑地是件既難得

有成就感的一個經驗！ 

最大的收穫非比賽的經

驗和準備過程莫屬。不僅使我

學習成為好的說書人、如何在

舞台上保持冷靜、呈現自己最

佳的表現，更學會事前的規劃

和行前的籌備，這次的經驗大

大提升了我的辦事效率、與他

人的默契培養、團隊合作等。 

就時間分配上，課業和比

賽之間其實並沒有什麼兩全

其美的辦法，只能盡量在人際

互動、休閒、競賽和課業間做

取捨，至於如何取捨，取決於

現階段的你認為哪些才是最

重要。 

最後，我認為努力準備競

賽固然重要！但也別太過苛

求自己，享受其中的過程才是

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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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報名、要事先做 

陳彥廷 

 

準備過程不大順利，一位隊友在比賽前一週下顎發炎，痛到無法開口，而後隊友們

陸續喉嚨沙啞，令我緊張且焦慮。所幸在幾經波折後仍舊努力不懈，最終還是順利完成

比賽！ 

這次比賽的最大收穫是英文口說能力的提升，不僅是發音和語調，同時也學到如何

把故事講得精彩以及舞台上的各種戲劇效果，有別於較嚴肅、正經的英文朗讀或演說。

此外，我們團隊還觀摩學習到他校代表的演出，令我們大開眼界。 

我認為必須在課業與競賽之間做適當的「取捨」，一旦認為「重要」的事就認真有

效地完成！切忌浪費時間，高中生的事情很多，得學會把要事擺在第一順位，若是無益

或無意義的事就不要做，平時上課也一定要認真聽課，把當學生的本份做好，才有餘力

做其他的事。 

建議學弟妹把對自己較有幫助的事做好，而且不要害羞、要相信自己並且勇於把自

己最好的一面大方展現。未來想走自然科學方面，建議踴躍報名科展。若決定要做就要

百分百投入，猶豫不決則易招致最後的兩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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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說好一個故事 

 

◆關於準備比賽過程甘苦談： 

我高一時曾經參加過一個更艱難的比賽，所以在

這次的比賽準備過程中沒有感受到任何壓力，可以很

開心的投入在其中。感覺整個過程是非常有趣而且輕

鬆的！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班導：謝茜宇老師，

以及我們的外師 teacher Ian。他們兩位很認真很負責

地抽空教我們如何去說一個「故事」，他們非常有耐心

的一句一句教我們語調要如何起伏、哪些地方該強調

以及每個角色的性格......等等。多虧這兩位優秀的

老師用心的指導我們，我們才有機會拿到全國第一的

佳績！ 

◆參賽後收穫： 

我學到了如何把一個故事說得生動且引人入勝。

關鍵就是:千萬不能求快而且口齒要清晰，如果台下的

觀眾們聽不懂，那麼講得再好也是徒勞無功了。而且

每個角色都有不同性格及特色，所以說起話來的樣子跟語調也有所不同，我們必須經過

不斷的揣摩及練習才能把故事講得到位。 

◆競賽與課業如何平衡： 

我認為，比賽跟課業是同等重要的。準備的過程中必定會佔用掉一些讀書時間，因

此我們必須更珍惜剩下的念書時間，要比平常更努力才能把落後的進度補回來。而我平

常有準備一本計畫本，隨時把考試、作業、讀書計畫、個人行程記錄下來，就不怕忘東

忘西，也能做好時間管理。 

◆給學弟妹的建言： 

建議學弟妹們準備比賽的話一定要去請教老師，他們帶領學生參賽的經驗非常豐富，

也一定會樂於給你們實用的建議的！而課業的話一定要鞏固好自己擅長的科目，讓成績

維持在一定的水準；對於弱科則要找出問題點並想辦法解決，一步一腳印的打好基礎。 

   

獲獎項目： 

文藻盃全國高中職英語說故事比賽 

獲獎人： 

218 郭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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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風景 
   

105



課堂風景

 

數學科 TRML 的數學盛宴 

TRML(培訓+競賽) 

TRML 是一個針對國內高中在學

學生所設計的競賽，命題範圍在於數

論、代數、幾何及組合等四個主題，

每隊由 15 人組成，進行一場分團體、

思考、個人與接力等四個階段的數學

團體競賽。歷年來，文華高中學生在

老師的協助下，都有參加此一數學盛

宴，無論結果是否得獎，過程中無形

地帶動了校內學習數學的風氣，也藉

此開發學生數學潛能。 

 

     

 

 

 

 

 

 

 

  ◆高一數學補救輔導 

     
 

 

 

 

 

 

 

文華數學科開設補救教

學，補救奠基須從高一開始，

基樁穩固，程度便會慢慢跟

上。文華高中在「拔尖」及「適

性教學」上的努力，不遺餘力。

▲ 19 班 TRML 的培訓 

▲ 兆禾老師帶學生參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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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12 年國教入學方式之重大改變，高一學生異質性明顯增加，導致教師在教學

上較無法全面顧及到所有學生，因此，數學科在開學後即針對入學成績較差之學生進行

補救輔導調查，並完成開班授課（觀念釐清或試題解析 /小班制），讓有意願主動加強

數學的學生有一個固定的管道解決學習困惑。 

 

◆均質計畫就近入學之學術性向試探 

 
關於引導國中生就近入學

方面，學校近兩年辦了許多場針

對鄰近社區國中的學術性向試

探講座，數學科老師也鼎力支援

此活動，開設一些有趣的操作課

程，讓來訪的國中生深深地感受

到數學的奇妙，更有國三學生因

為參加了活動後，立志把文華高

中當作第一志願，儘管在國中教

育會考有優秀的表現，仍放棄就

讀一中的機會，直接選擇了文

華！ 

 

自從 100 年均質化「閱讀文

華」講座開辦，鄰近社區對於文

華高中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國中

生自從上過「閱讀文華」體驗課

程，反應非常熱烈，眾口交譽，

期待下一次體驗講座。103 年度

續辦「一日高中生」體驗講座，

將文華優良的師資、先進的技術

及新穎的設備分享至附近中學，

以達到資源共享、拉近程度落差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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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歷年活動及講座 
 

 

  

科學講座：孟憲輝老師談「鑑

識科學」。主持人：本校彭振

雄老師。

103 年以前，雖然尚未申請到優質化補助，自然科

仍請到徐仁修老師蒞臨本校，談臺灣自然生態之

旅。當天不但學生踴躍出席聆聽，也吸引文史科老

師參加講座，一親這位在自然寫作領域極其專業、

斐然一家的大師之謦欬。 

103 年文華高中申請到優質化補助，自然科資源

更豐沛，開辦許多叫好叫做的講座。圖為「蛙蛙

世界」科學講座。 

自然科著重從做中學，圖

為受到熱烈歡迎的梁玉龍

老師指導學生化學實驗。

梁老師教學活潑清晰，專

業又具備熱忱，放學後自

願留校，為晚自習的學生

解惑，如是六年，令人感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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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優質計畫模擬聯合國會議(MUN) 
 

主題：聯合國的組織和運作方式，模擬聯合國的議規和烏克蘭分裂的議題引導。 

課堂特色： 

由於學生須發表 opening speech，英文科與他科老師協同教學，引導認識烏克蘭分裂的

議題，成員們對於 opening speech 須融入什麼內容頗為疑惑，所以上課時他們目不轉

睛看著有鈺老師的 ptt，下課也還特地留下提出問題，好學的精神令人讚賞。 

 

 

 

 

 

 

 

 

 

 

 

 

 

 

 

 

 

 

 

 

 

 

 

 

 

 

 

模聯簡介及介紹台灣代表團 

宜軒老師帶領高一 MUN 新生發表 Opening Speech 

on Crisis in Ukraine 且教他們如何寫好一篇 position 

paper 

學員專心聆聽烏克蘭與叛軍的衝突和國家分裂的情景 

教導同學如何寫一份立場文件，以

ppt 解說重點外，也讓同學欣賞

sample，導讀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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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in Ukraine 代表名單 

土耳其 Turkey 文華高中 王奕涵 瑞典 Sweden 台中二中 許仁耀 

羅馬尼亞 Romania 文華高中 陳玟妤 澳洲 Ustralia 台中一中 盧彥丞 

阿根廷 Argentina 文華高中 洪子軒 德國 Germany 葳格中學 林子韶 

墨西哥 Mexico 文華高中 林漢祥 烏東 Rebel Forces 葳格中學 蔡齡萱 

俄羅斯 Russia 文華高中 蔡映妤 瑞士 Switzerland 立人高中 吳璧均 

英國 UK 文華高中 方薪昀 中國 China 東山高中 黃鼎堯 

印度 India 文華高中 陳昀萱 荷蘭 Netherlands 葳格中學 蕭詔允 

馬來西亞 Malaysia 文華高中 高德瑜 加拿大 Canada 葳格中學 王紹容 

白俄羅斯 Belarus 文華高中 游乃衡 盧森堡 Luxembourg 立人高中 陳彥靜 

拉脫維亞 Latvia 文華高中 江東穎 美國 USA 台中二中 吳姿儀 

巴西 Brazil 文華高中 陳元復 西班牙 Spain 台中一中 李昇翰 

捷克 Czech 文華高中 陳禾育 智利 Chile 文華高中 賴宛莘 

烏克蘭 Ukraine 文華高中 郭芃廷 日本 Japan 文華高中 謝志群 

保加利亞 Bulgaria 文華高中 白佩穎 南韓 South Korea 文華高中 王妤如 

約旦 Jordan 文華高中 陳嘉萱 挪威 Norway 文華高中 陳家語 

法國 France 文華高中 劉思旻 波蘭 Poland 文華高中 林佳臻 

奈及利亞 Nigeria 文華高中 郭令庭 義大利 Italy 文華高中 陳芸禾 

愛沙尼亞 Estonia 文華高中 林欣霈 比利時 Belgium 葳格中學 周子翔 

    興大附中 張琇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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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科的狂野青春 
 

◆從心情素描簿開始 

為了打破寫作窠臼，國文科推出：心情素描簿。舉凡生活剪影、新聞事件、閱讀心

得、佳詞摘錄、瑣瑣心語、圖像素描…….無事不可為文，無物不可下筆。因為全無限

制，學生不必在擔憂什麼文字是評審喜歡的，什麼文字是可以得高分的。就只有一念：

寫，就是了。 

漸漸地，一些細碎卻如回聲般的回憶，一點蟲咬似卻礙著人的煩惱、一樁樁無可言

說卻一定要抒發的心事……開始像水流，從發源的泉眼開始，一點點一滴滴慢慢匯聚成

河，最後浩浩湯湯，橫無際涯。 

原來，寫作可以這樣。 

   

 

 

 

 

 

 

 

 

 

 

 

 

 

 

 

 

 

 

 

 

 

 

透過毫無拘束的文字或腦中第一念

的圖像，學生的創作開始突破框架，

發現原來自己很能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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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心情素描的概念延伸，成為狂

野寫作計畫: 

文華高中語資班將寫作課堂拉到臺中

勤美誠品書店，創下高中生即席寫作的

首例，連誠品書店演講主辦人都讚曰：

「文華孩子的文字，比我編輯的許多本

書更熟流利。」 

如玲老師在誠品書店的的開場令人動容： 

～當我們帶領孩子往臺、清、交、成、政，不斷前去的路上，如果有

孩子看得見所有的過去都值得承認、值得被接納，然後開始對自己的未來

產生希望的話，我好希望能多一點這樣的孩子…… 

～文華是一個可以讓孩子實現小小夢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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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語資班<狂野寫作>專案規劃進度表 

 

9月 【越界閱讀】 
聘請講師授課，加深增廣學生閱讀力 

學習資料建置於網路平台 

10 

11 

12 

月 

【狂野寫作】 

學生自組讀書會 

寫作指導講座 

學習資料建置於部落格 

1月 【校內成發】 

學生透過越界閱讀與狂野寫作的學習，在校內分享

【閱讀與書寫】的力量 

結合語資班成發，校慶活動成果展 

2-3 

月 

【身心靈合一 

寫作課程】 

邀請身心靈專業講師，探索書寫的更大可能性。 

《狂野寫作成果書》進入編輯流程 

4-5

月 

【狂野寫作 

成果書與卡片】 

學習資料編輯 

出版 

6月 【write for you】 
與誠品書店合作，進入書店即席為人書寫 

活動資料建置於網路平台與《狂野寫作成果書》 

 

 

 

 

 

 

 

 

 

 

 

 

 

 

 

   
文華的師長和家長，得知文華

高中在勤美誠品的「狂野寫作

計畫」，紛紛排除萬難一起參

與這場盛會，連校長賢伉儷也

一起加入。 

當天校長及文華師生， 

熱情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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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寫古人的八卦　＜虯髯客＞等課文特輯活動 

一、主題 : 將國文課本某一課，改編製做成特輯。可以充滿創意，但切勿出現妨害善

良風俗的照片。 

二、方式: 每七～八人一組，分成總編、編輯、美編三個工作。 

三、內容: 1俠女紅拂的的戀愛專題講座。 

        2狗仔直擊，李靖紅拂夜半私奔。 

        3黑金:狗仔深入李靖豪宅的調查。 

 

 

 

 

 

 

 

 

 

 

 

 

 

 

 

 

 

 

 

 

 

 

 

 

 

   

將古典小說＜虯髯客傳＞編成水果日報或

數字週刊，引發學生對堂傳奇的興趣。透

過一個創意作業，發現學生在突破考試限

制後，創發力與閱讀力具有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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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 ：「師」說新語 

二、內容 ：仿「世說新語」品評人物方式，以身邊老師為對象，以文字形容描繪，以

與世說新語一樣留下名士事蹟。 

三、作品賞析舉隅 

 

 

 

 

 

 

 

 

 

 

 

 

 

 

 

 

 

 

 

 

 

 

 

 

 

 

 

 

 

   

「師說新語」呈現方式多

元活潑，或以報紙形式，

或以文華校訊方式，或以

文言文寫作方記錄教師事

蹟。其豐富與描述筆法，

幾乎可以稱為民國版「世

說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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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觀萬物，而後載其所

聞……夫子長於作圓，嘗

競作圓與數師，竟勝」 

高一同學們的文言文功力，已

不容小覷了。 

「此賢者姓梁名玉龍，舉手投足有王者之氣……其王者之風範可擬天將之神龍」「未

料不測風雨毀之，俄而雨驟…為若銀河傾瀉而來……」 

能將任課教師們描摹得維妙維肖，便是真正有效能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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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高中公民教育 

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其任務在於協助高中生，從未成年邁向成年的生命旅程中，

為即將扮演成年公民的角色，做好準備。而一位受到社會認可的公民，必須具備下列三

種特質：一、有權利意識的公民   二、能負起責任的公民   三、有參與意願的公民。

故本科之教學亦以此為導向，在認知方面--以使同學具備充分公民知識為目標；在情意

方面--使同學們對社會現象有辨識與批判能力，並建立對社會的關懷情感；在技能方面

--使同學能實際參與社會的運作，發揮一己之影響力。以此達成完整的高中公民教育之

任務。 

 

 

 

 

 

 

 

 

 

 

 

 

 

 

 

 

 

 

 

 

 

 

 

 

 

 

政治--- 

參訪臺中市議會，了解

民主政治之運作 

經濟---

藉由操作「現金流」人生遊戲，

模擬成年後之經濟生活，實際體

認理財之要訣

法律---- 

參觀臺中地方法院，並旁聽法官

審理案件，實地了解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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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公民培訓營-- 

利用模擬法庭之運作，同學分

別扮演法官、書記官、檢察

官、律師、原告與被告等不同

角色，了解刑事訴訟之內涵 

時事分組報告--- 

CEFA 與 MOU 與臺灣的未

來、神秘的北韓、美牛與食

品安全均是同學的報告內容 

惠明認養活動-- 

從 2006 年起迄今，推動全校

以班級為單位，平均每學年認

養約 57 位惠明盲校之盲童，實

際從事社會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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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理科芳苑濕地實察 

 

地理科經常舉辦地理實察，高一下學期第 15 章單元內容便是地理實察，本刊以靖

茹老師課堂為例，一窺地理科課堂景觀。 

一、地點：因為芳苑溼地可以看到台灣西南部典型的沙岸地形，也可以觀察人文養蚵活

動，符合地理實察的多元面向需求，故選擇芳苑濕地。 

二、活動流程 

（一） 芳苑鄉普天宮 

（二） 彰化縣芳苑鄉濕地（魏清水先生帶領解說） 

（三） 雲林古坑鄉華山土石流教學園區 

 

 

 

 

 

 

 

 

 

 

 

 

 

 

 

 

 

 

 

 

 

 

 

芳苑有全台灣僅存的海牛車，學生

正乘牛車前往潮埔地蚵田 

把小蛤蜊埋在灘地中養大,為避免養殖過程中小蛤蜊被海水

沖走,因此要圍網保護之 

烤鮮蚵和杏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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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山土石流區，實察到許多書上的地形： 

土石流防治-梳

子壩 
土石流防治-連續壩 

土石流顆粒大小混

雜且多具稜角 
邊坡型土石流 

    

 

 

這次活動學生們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呢？第一次坐牛車,第一次看到鮮蚵,第一次養

蛤蜊、太多第一次的體驗，並且結合課本土石流課程,活生生的把課堂知識展示在眼前,

學生們驚喜不已！ 

 

  

解說員帶學生挖螺類 

古坑華山土石流園區進行考察,水土保持局志工正在進

行植物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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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麗的服務學習地圖 
 

 

文華高中的特色以熱愛服務、友善愛群為最著名，本校

校長治校理念五大面向中，亦以「友善的文華」居首位。試

看學生的社團中，眾多屬於服務性、助人特質極強的社團，

每年均持志不懈地舉辦利他性質的活動，我們的校風亦朝向

服務學習、培養人文素養的方向前進。以下活動涵蓋了學生

的生活、學習、社團、服務活動，如果以校園平面圖為範圍，

將學生的服務範圍標示出來，便會鉤勒出一幅文華高中美麗

的服務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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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融入教學 

◆國文科--「抓住夢想」活動：在「心情素描簿」上問自己：你的夢想是什麼？自己的

行動力有多少？你認為夢想有多高？志氣有多大？ 

 

 

 

 

 

 

 

 

 

 

 

 

◆生命教育科       ◆綜合活動科 

「正信與迷信」的延伸討論  

 

 

 

 

 

 

 

 

 

 

 

 

 

 

 

 

 

 

  

生命教育科- 

進行道德思辨狀況題的分組討論 

 

如果夢想仍然遙遠，站到桌子

上吧！ 

社會科、綜合活動科等教師，籌畫一系列原住民

文化及歷史脈絡的探討，讓學生對文化、生命有

更深入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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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活動：一人一盞光  在地做義工 

文華高中潘如玲及謝鳳玲兩位老師，在上學期發起一項有意義的服務學習活動：「在

地做義工」的親身實踐。服務精神的實踐，不在偉大的遠方，而是由身邊一點微小的改

變開始。不要忽視每一份微小的力量，在集合傳遞之後，它便成為改變的巨大能量，並

足以撼動世界。 

利用班會課時間，一般負責隨機分配工作，一班配合打掃校園，合作無間，在地服

務精神，輕易便可以展現！當天兩班先至籃球場集合，說明打掃細節，為提振士氣且叮

嚀同學們認真做好份內事項，潘如玲和謝鳳玲兩位導師，先帶領全班閉上眼期許，也藉

此沈澱思慮。老師還貼心地帶來小糖果發放，要每位同學含上糖果，象徵「少說話，多

做事」。 

打掃完後拖著疲憊但心滿意足的身軀，回到校園內，坐在籃球場上享受同學家長準

備的愛心豆花。 

 

 

 

 

 

 

 

 

 

 

▲當義工不必企求一個遠方。非洲、巴勒斯坦固然需要援手，然而身為一個高中生，先從自身能力所

及的力量開始，也可以成為有助益的施予者。在校園、在身邊，都可以不分界線，不分班級場域，

盡一份舉手之勞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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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風景

 

 

 

 

 

 

 

 

 

 

 

 

 

 

 

 

團體服務學習 

◆展望社：認識飢餓十二活動講座 

 

 

   

 

 

   

◆青愛社：至特殊教育學校、兒童之家及康福

安養院等的服務活動 

◆閱讀種子：二手書書展。向全校師生募集二

手書，舉辦書展。書展所剩書籍，全數捐給

慈善團體。 

在地做義工」結束，快樂享用家長

提供的美味豆花 

活動發起人：潘如玲老師、謝鳳

玲老師 

◆班會：利用班會分組討論，以高中生的力量，如

何創造一個友善校園；如何有一分光、發一分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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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典範教育 

◆本校骨癌天使劉○妘 

原本是鋼琴、笛子、舞蹈等比賽常勝軍，多才多藝，卻在國二罹患「骨癌」，憑著

堅定的信仰、樂於分享助人，化癌為愛，戰勝骨癌。 

1.榮獲 2014 總統教育獎-教育部推薦初選通過。 

2.獲第七屆宏碁數位創作獎-評審團最佳 touch 獎(我的抗癌紀錄片) 

3.送愛到馬來西亞圓夢系列公益活動：參加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送愛到馬來西亞，關懷大

馬最弱勢的癌童，勉勵大馬癌童痛苦會過去、美麗會留下，帶給更多人希望。 

4.生命教育專題演講：以「活著，就是勝利」的講題，至惠文國小及霧峰農工演講，分

享其抗癌及鼓勵病友之經歷。 

 

 

 

 

 

 

 

 

 

 

 

 

 

 

 

 

 

 

 

 

 

本校生命小鬥士劉○妘同學，努力戰勝病魔並回饋社會 

 

∼懂得生命需要勇敢及毅力的堅持，更能夠懷著感恩的心看待諸多事物∼ 

摘自劉○妘同學大學申請入學的備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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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場域 
文華高中週邊，有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源，以文華為

圓心，觸角向外延伸，有近在咫尺的科博館；再五

分鐘車程，有與我們策略聯盟的逢甲大學；再行五

分鐘，便是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文華地處交通便

利、人文薈萃之處，以下便是文華師生善用這個文

化場域活動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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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立公共資訊館尋蹤 
 

◆國立公共資訊館地圖 
 

 

 

 

 

 

 

 

Google Map 

 

◆交通資訊 

(一)臺中市公車(依客運公司分) 

台中客運：35、60、82、101、102 

仁友客運：105 

統聯客運：23 

中台灣客運：31、125、281 

豐榮客運：89 

 

(二)臺中市公車（依停靠站牌分） 

公共資訊圖書館（復興路）：60、82、89、101、

102、105、125、281 

公共資訊圖書館（建成路）：35、35  

公共資訊圖書館（五權南路）：23、31、281 

 

◆文華行蹤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僅距文華高中十五分鐘車

程，成立於 2010 年的文華高中「閱讀種子團隊」，於

2012 年寒假，開始將它列為固定探訪的地點，彷彿一

座肥沃豐富的後花園，文華學子不是去網咖泡一整天，

．國立公共資訊館地址: 

402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 號 

．開放時間：  

星期一 休息 

星期二 09:00–21:00 

星期三 09:00–21:00 

星期四 09:00–21:00 

星期五 09:00–21:00 

星期六 09:00–21:00 

星期日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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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場域

而是選擇去圖書館尋訪探索一整天。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的建築外觀，是以貫穿台

中的兩條河為主概念:美麗的柳川與綠川。 

所以每個樓層窗戶相連，以不規則狀連接成一

條河流的意象，充滿柔和的流動感。 

多元文化服務區，集合各國文化，包含西方文

化、東南亞文明、少數民族歷史。 

閱讀種子團隊，中午便在館內設置的「休憩小

站」用餐，繼續下午的「尋書比賽」。連圖書

館都可以玩出童趣。 

透過國資圖長長的窗外，享受光影 

與視野的洗禮。 

一進國資圖，學生們迫不及待忙著在最前端的檢索區查詢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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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寒假這個明麗的一天中，文華高中閱讀種子的成員，在國資圖享受一天的文化洗

禮。學生自行規劃這樣的流程： 

1.認識檢索方式

2.分組熟悉環境

3.查書、找書比賽

4.成果檢討

原來進國資圖可以這樣玩！沒有比閱讀更有效的學習，沒有比閱讀更能帶來內化的

力量。善用這些唾手可得的資源，久了之後那種環境的習染，絕對讓人更不一樣！ 

國資圖視聽區，分為團體視聽包廂、雙人包廂，

單人視聽包廂，視人數與需求預定即可享受這個

資源 

一整排上網區，讓民眾隨時插

上筆電，就地上網，兼有休憩

功能，適合待整個下午，享受

一個書香的下午

→多元語言學習區開設各種免費歐洲語言課。這

樣的服務既符合國際潮流又切合學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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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場域

    逢甲大學圖書館行腳

「這場閱讀的寧靜革命，是他的一生懸命！給孩子一個玩具，不如給他一本書！給

學生一份考卷，不如給他一本課外讀物！」 

這是發動一場閱讀革命、翻轉 8000 個孩子閱讀信仰的丹鳳高中宋怡慧老師，新書

封面上的話。那麼文華的孩子還有哪些圖書館資源可以善用？文華高中附近的文化資源，

除了科博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還有一處豐富的油田隨時可以擷取：逢甲大學圖書

館。於是我們與逢甲大學圖書館，利用寒假做了一次圖書館交流，探訪這座近在咫尺的

寶山。 

第一站：逢甲大學圖書館組長演講： 

如何定一個閱讀計畫 

逢甲張簡組長帶給學生許多新觀念： 

1.未來課堂不只是在實體教室，雲端教室

已成為未來趨勢，教育與學習態度都需

要翻轉革新。

2.閱讀的習慣，需要養成一輩子。亦即，

閱讀習慣養成，不只可供一輩子的成長；

一輩子需時時注意培而習慣的養成，需

從文華到逢甲大學，只須

區區十分鐘。無論資源交

流或查找資料，都極具便

利性，因此文華高中優質

計畫裡，咸將逢甲大學列

為策略聯盟的友校，這也

是高中走向的未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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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花一輩子。 

這兩個觀念其實既簡單又複雜。這讓人聯想到教育名列全球第一的芬蘭，怎麼樣讓

孩子的閱讀興趣也名列全球第一？一個氣候嚴寒、資源缺乏、人口稀少、強鄰環伺的小

國，因為自知唯一能建構起國家未來的，只有人力資源。而良好的教育，就是把人力資

源轉換成人才的唯一竅門！芬蘭的圖書館設施，非常完善，既平民化、又實用舒適，最

根本的理念，只不過是要落實一個「平等」的精神。（在全世界中，歐洲何以成為最重

視平等的地方？而其中北歐重視平權的程度又居歐洲之冠） 

在《芬蘭教育全球第一的祕密》一書中提到： 

北歐人與芬蘭人都相信，平等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基礎。然而真正要能落實根本上的

平等，就必須要讓人民真正擁有「知的權利」。  既然是種權利，政府就有責任提供

一切，或許某些娛樂享受型的設備可以缺一點或少做一些，但圖書館資源、信息、

教育，一樣都不能少，大家才能有「公平」的起點。這象徵了一個國家與政府，對

人民與社會的公平正義有義務與責任，提供不分貧富貴賤的基本條件與權益。 

其實，在台灣談教育與閱讀，是一件極其奢侈的事情。孩子縱有再多奔騰的想像力，

也得被迫窄化到選擇題五選一的荒謬選項當中。 

然而，站在第一線老師們，仍是可以在夾縫中給學生一些力量，只是需要不停作其

中僵化制度與創意思考的平衡。既要激發學生創意，也要教會他們如何將飛馳的創意，

裁剪修邊，符合大考命提式作文的扣題要求。那麼，先從閱讀開始！ 

第二站：圖書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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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場域

第三站：走訪迷宮般的借閱區 

館員導覽時，再三強調逢甲大學圖書館的願景： 

1.從實體圖書館到突破時空限制的數位化學習資源中心

2.從被動提供支援到主動與教師協同教學

3.從以管理資源為導向的封閉式使用狀態到以讀者資訊需求為導向的服務

未來的一切，雲端似乎解決了所有界線。在這樣一個沒有國界的地球村中，資訊能

力應是除了外語能力以外，國民必備的基本素養了。 

第四站：視聽體驗 

大學的視聽設備畢竟和高中

不同，沙發和乾淨寬敞的空間，因

應了大學選修制度課餘時間較為

充裕的學習型態。 

這次學生實地見識了逢甲大學七十六萬冊的中西文圖書，加上一百一十八萬冊的

電子書。我想引用陳芳明教授為宋怡慧老師新書《愛閱讀》這本書寫的序作結：「讀

書不等於閱讀，教科書不等於知識，考試不等於修養，明星學校不等於全世界」當一

個人努力追求卓越之際，背後的人文底蘊，才是支撐他真正卓越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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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志工利用暑假，探訪自然

科學博物館，圖為文華學生正

在研究熱帶植物。 

專屬生物教室：科博館探訪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距文華高中僅五分鐘車程，彷彿文華高中潛在的專屬博物

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簡稱科博館，位

於台灣臺中市北區，是中華民國國家十二項建設文化建設項下臺灣科學博物館計畫中的

第一座。館區由科學中心、太空劇場、

生命科學廳、中國科學廳、地球環境廳

與植物園所共同組成。每年參觀人數居

台灣博物館第二（僅次於國立故宮博物

院），達三百萬人次左右。台中市霧峰區

的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與竹山鎮的車籠

埔斷層保存園區，也成為科博館館外園

區。 

 

僅距離文華五分鐘車程的自然科學博物館， 

成為文華師生俯仰即是的資源。班會時間假 

日，都有老師帶領學生造訪。(Google map) 

 

 

 

 

         

 

 

 

 

 

 

 

 

 

從照片中，可得到一個結論，只要善用，隨處都是教室！ 

科博館解說員，認真為學生解說：

熱帶生物特性。 

科博館的大水族館，是進行

海洋生態教學的最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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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能量補給站 
教學是一個不斷發散能量的工作，適時的停駐、及

時的能量蓄積，使得教學得以走得更長更遠。靜心

寫書法，高聲練合唱，文華的教職員們，抽離之後

再出發，便得以再進行漫長的教學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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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 終飄著墨香與茶香的書法研習社 

 

本校教職員工書法研習社創立於 100 年 9 月。當時的校長劉永順先生希望鼓勵本校

藝文創作欣賞的風氣，特地請來書法家陳克明講授。 

陳老師當時任教於豐原高中，每隔兩週便蒞校指導。從介紹文房四寶、各體書法入

門，再選定智永千字文作為臨摩的初階，社員們跟著老師的一筆一劃，開始舞筆弄墨。

第一學期的研習很快地在克明老師家琳瑯滿目的書房畫上完美句點，每個學員都拿到

「客製化」的春聯，暗暗立下來年自己揮毫的目標。其後劉校長退休，但書法社在大家

熱情參與下仍然繼續。 

一年前陳老師從豐中調到文華，成為國文科的一員，課後更常與同仁談論書藝，有

時分享自己的創作，有時帶來名家

的碑帖供大夥把玩，將書法、茶藝

融入於同仁生活中，讓人不再感到

與藝術的距離。今年又有幾位新面

孔加入，包括英文科的秀環老師、

音樂與生物科的實習老師仲維和桓

瑄，真的達到東西文化交流、開啟

各種藝術形式的對話。 

在書法研習社，你可以隨自己

的個性選擇字帖臨摩；閒暇的時候

每天寫一千字，染黑一缸水；當然

偶爾偷懶空著手來上課，也不必擔

心被老師鞭數十，驅之別院。在科

學館二樓的僻靜角落—國文科專科

教室，我們布置了一方書法天地，

期待大家週一下午一點，來喝喝茶、

聊聊天、寫寫字、賞賞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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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課後補給站

 

    文華教職員合唱團 

◆簡介： 

本校以提倡音樂活動，推廣音樂風氣，促進

同仁身心健康，鼓舞工作情緒，增進彼此情感交

流，並提升校園文化，淨化人心為宗旨，於民國

87 年成立教職員工合唱團。民國 88 年到民國 91

年期間，曾多次參與校慶演唱會，亦曾於台中中

興堂及清水港區藝術中心登台演出。 

於民國 99 年 9 月，合唱團重整旗鼓再出發，

加入了不少生力軍，也有許多退休老師熱情參與，

並由本校音樂老師林馥郁老師指導，大家秉持著

對音樂的興趣與熱情，每週撥出一小時的時間齊

聚一堂，讓同仁在教學與工作之餘，能舒展身心

並增進彼此情感。重整後，於 21 週年校慶典禮上

表演，隔年校慶亦受邀參與星光音樂會演出。去

年在校長及校長夫人的全力推動下，與澎湖海翁

合唱團及台中二中教師合唱團聯合演出。 

◆活動一 

時間：99 年 12 月 6 日 21 週年校慶 慶祝大會   

地點：禮堂 

曲目： ①月亮代表我的心  ②秋蟬  ③Any Dream Will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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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時間：100 年 12 月 8 日 22週年校慶 「與星空享樂」露天音樂會   

地點：怡園 

曲目：①聽泉  ②女人花  ③回憶  ④OYE LA MUSICA    

 

 

 

 

 

 

 

 

 

 

 

 

◆活動三 

時間：102 年 6 月 14 日 「有澎自遠

方來」音樂會   

地點：國立台中第二高級中學 音樂

館演藝廳 

曲目：①聽泉  ②風吹的願望  ③

火金姑叨位去  ④回憶  ⑤

想欲彈同調⑥ Any Dream 

Will Do  

 

文華、二中教師合唱團、澎湖海

翁合唱團，校長邀請了曾參加的三個

合唱團─藉合唱彼此聆賞、切磋、聯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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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課後補給站

 

◆歷屆幹部 

99 年 9月～101 年 8 月 團  長 呂桂珠   

 總幹事 張荷青 

101 年 9 月～102 年 8 月 團  長 張祥玫   

 總幹事 張荷青 

102 年 9 月～至    今 團  長 陳秀環   

 總幹事 張荷青 

 

◆團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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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是最美好的旅行 
文華高中的教職員們，退休生活反而比上班生涯更忙碌、

更多元、更豐富！拋開職場責任，退休生活彷彿沒有邊界的

地平線，無限自由與寬廣。彷彿重新得到另一次新生，或者

一次新的旅行，而且是最美好的旅行！ 

細數教職員的退休活動，計有三類： 

一、讀書會 

二、溪頭健行 

三、志工 

這三類都是定期、持續、帶狀的活動，退休同仁們很少

缺席，多年來始終如一，不離不棄，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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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是最美好的旅行

 

    文 華愛閱讀書會行跡心影 
 

˙那天我們讀川端康成、邂逅生活美學 

在興大盛宴餐敘及分享川端

康成「千羽鶴」，對大文豪筆下諸

多象徵意涵，多所交流分享。雖是

意猶未盡，仍依約移師國中圖附近

的一處幽境！--劉小姐手作工坊。

她是個生活玩家，觸目所及都是她

手作的：羊駝氈、毛線織物，甚至

一球球毛線都是她從羊駝毛製作

成的！在檜木長桌上，她為本次讀

書會布置了日式風味的茶桌，令我

心神為之一振的是她親自為我們

沏的蜜香紅茶，竟也是自己花了三天三夜揉出的高山紅茶！很少有機會喝到高山品種、

手工製作，而且以工夫茶的方式沏泡！那份清香、甘醇是英國紅茶絕無的，也是臺灣各

色紅茶所沒嚐過的滋味。但最令我感到幸福感的，不只是茶道，更是昔日朝夕相處的老

同事，得以同桌共食、不談工作，只言生活。整個與川端康成的日本美學互相呼應！好

讚好讚的讀書會。 

 

˙那天我們閱讀蔣勳《肉身供養》— 在二

月山家。 

閱讀蔣勳《肉身供養》之後，大家感觸頗多，

即使是書名「供養」二字，也多所討論分享，更

何況書中俯拾即是的美學、哲學、信仰……諸多

面向。 

席間大家發言踴躍，觸及的人物，如莎樂美、

李娃、褒姒、佛陀、耶穌……名副其實的縱橫上

下古今，各自表述看法。意猶未盡，後續再談如

何肉身供養… 

 

140



 

˙那天我們在秋山堂比肩同席學品茗 

張潮說：「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也,花月亦書也。」 

品茗，所以品書，其致一也！ 

「坐，請坐，請上坐； 

  茶，好茶，上好茶。」 

 

都是雅座，全為好茶，俱

是愛書友。我們今天來就秋山

堂店長老師，上了一堂首尾俱

足的品茗課程。 

在座我們全倒空自己，凝

神於眼前這位年輕的店長老師，

專意在她帶領的「茶道」。在每

一道程序美裡，悠然神往於茶

情詩意與生活美學的境界！ 

每一巡，我們聞三香：浮

面香、杯底香、冷凝香。 

秀雲師興起，隨口帶唱「一

枝紅豔露凝香」的清平調三闋。

爾後，素鑾師帶頭吟茶詩，在

座都默契十足，信口拈來，古

人茶詩一一口齒留香！ 

今日良宴會！好天良日，

我文華愛閱讀書會，美妙的「以

茶會友」，此中有真意，欲辨已

忘言⋯	
 

 

   

141



退休是最美好的旅行

 

    溪頭健行隊 

如果有一條路，可以每天步行；有一座坡道，供你每天徜徉，你將會選擇那一條路？

那一座坡頭？文華高中退休聯誼會選擇的是：溪頭。 

距市中心只有一小時路程，從水泥建築到自然的山光水色，只有七十多公里。很少

有這樣便利又天然的目的地可以隨時洗滌心靈，調息身心。 

 

 

 

 

 

 

 

 

 

 

 

 

 

 

 

 

 

 

 

 

 

 

 

 

 

 

 

 

 

 

每週二、每週五，

退休同仁會固定

集合於溪頭，找一

條美麗的步道，步

走一整天。 

如果選擇爬上更

高的山，隨時可以

體會見證「山在虛

無縹緲間」 

找一片蔥綠，盡情

環繞自己；尋一處

人情，保持與人世

的交接。不必扭曲

自己的自由意志，

無須糾結於體制的

意義。有什麼生涯

規劃如此美好？那

便是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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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活

力依舊，對

生 命 的 與

熱情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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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103 年 

人事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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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103年教職員退休離職名冊

離職年度 離    職   人    員 

98年 許玉麟．陳秀雲．吳佩玲 

99年 

趙雪雯．洪美鳳．呂家誠．楊倩昕．顏楚祐．羅仁佑．楊糧綱．林松崑．張志偉．

陳俊昌．鄭美玉．陳勇延．凌宗琪．王立仁．詹勝芬．粘美花．鄭凰英．陳怡誠．

劉麗君．王綵嬋．丁秋美．劉歸銘．賴慧珍．張萬鈞．陳妍卉．施育麗．黃啟修．

廖蕙君．蕭又嘉．吳怡姿．陳逸卉．詹德仲．王韋翔．姚沛妤．孫建平．劉筱筠．

張懷文 

100年 

蔡旭娥．李鐏銘．邱嘉慧．劉秀蘭．陳美卿．張天豪．孫肇漢．何中青．雷青梅．

彭維光．涂德源．范淑娟．賴惠虹．洪杕煌．黃進亨．方國龍．吳武烈．張佳瑤．

楊懿芹．黃寶珠．謝和親．林芳羽．張佑慈．李佳穎．李營鴻．孫韻芝．林剛正 

101年 

林麗宜．蕭凱勛．劉永順．司秀媛．許慧美．紀雲騰．陳秋影．史麗珠．林翠琴．

張勝燦．邱芳津．蘇哲真．池純貞．劉慶富．謝育臻．段佳君．高呈龍．張琬婷．

王雅資．蘇明智．張幸貴．王伶慈．雷晏青．梁永欣．吳億珊．林淑雲．賴銘權．

沈佳瑩 

102年 
林麗霞．黃靖雅．石健成．謝健輝．張祥玫．方議賢．柯瑋郁．童千芬．張綠君．

蘇麗方．蕭承先．尤淑玲．鄭依淳．賴珆緽．潘靜芬．林彥汝．張雅雯 

103年 
廖霖谷．陳顗鈞．謝志仁．蘇英德．洪偉哲．葉宛秦．莊文庭．陳毓秀．陳嘉馨．

洪麗月．王明珍．張景然．林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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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異動

   歷 年行政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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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異動

 
 

 國立臺中文華高級中學教職員到職名冊

到職年度 到    職   人  員 

78年 

蘇秋永•蔡淑貞•傅輝玲•林文雄•林淑女•陳錦碧•張獻城•廖淑芬•黃金山•劉朝榮•

童毓齡•陳時宗•何素蘭•張貴米•莊資正•林明國•陳美珠•李坤輝•劉秋菊•陳英傑•

張淑欽•崔勝男•吳祖六•陳小玲•余瓊莉•詹佳容•羅秀雲•許冠生•賴彩雲•賴金時•

陳美玲•趙雪雯•洪美鳳•彭維光•陳美卿•雷青梅•王綵嬋•王智美•黃鈴茵•涂德源•

洪麗環•賴玲玲•曾  蓮 

79年 

蘇娃丰•顧彩媛•高榮祥•陳怡君•陳璟農•莊昭華•陳永吉•廖鳳枝•陳維賢•杜朝鑫•

陳瑜君•盧秀鳳•李淑惠•洪檸標•張美鳳•楊蕊香•周志遠•蔡昱弘•葉明麗•黃瓊仙•

羅玉燕•許博超•呂培川•洪淑湄•金武嬌•詹仕鑫•洪紫鈴•洪杕煌•王玉萍•史麗珠•

粘美花•陳毓秀•劉麗君•張勝燦•石健成•呂桂珠•郭金財•洪華君•王明珍 施育麗• 

黃進亨•方國龍 

80年 

黃千芳•陳翠綿•吳天萍•萬艷芳•劉國宏•李孟鄰•彭子君•林怡菁•賴双凰•劉麗玲•

黃壽國•莊振興•許月華•陳斐郅•游美惠•莊金平•謝昱璋•黃麗美•王素貞•戴仁傑•

陳淑芬•詹玉蘭•姚樹語•翁埈武•林素鑾(地) •紀雲騰•吳正吉•賴惠虹•林翠琴• 

謝鳳玲•黃秋月•鄭麗涓•林美麗•魏淑平•蘇慧娟•陳嘉馨•林素鑾(英)•丁秋美•陳麗娟•

邱芳津•劉歸銘•林嘉宏•洪麗月•蕭淑娟•陳妍卉•池純貞•鄭錦靜•沈素貞•賴銘權 

81年 
張列梅•吳銘和•陳怡瑾•朱開陽•丘 靜•陳美伶•謝震柏•陳美玉•廖慧慈•鄭凰英•

黃麗秋•張麗柔•張玉秀•李健維•謝健輝•謝志仁•蘇英德•張萬鈞 

82年 
江明德•周健民•謝水木•曾桂和•許龍智•黃明月•林秀卿•廖秀媛•莊森桂•張景然•

蕭雅丰•林淑雲•許慧美•陳秋影•陳怡誠•潘如玲 

83年 
陳朝揚•孫念台•吳希玲•王紅梅•陳力強•林顯榮•張荷青•陳美美•魏秀蘭•林曉明•

賴慧珍•蘇哲真•范淑娟 

84年 
陳敏郎•初復華•李健嶠•王敬芷•蔡瑞榮•柯德洲•吳武烈•徐懷玉•盧翁美珍• 

王敦儀• 王文君•曾淑美•李怡慧 

85年 
張積慶•安四方•黃安華•陳木柱•方慧慧•陳榮吉•林怡慧•曾文馨•朱淑禎•李叙文•

林錦霞•黃映雪 

86年 姚培文•賴素美•蔡美瑤•梁玉龍•張筱英 

87年 許藝瀞•劉蕙蘭•趙淑貞•陳勇延•林真真•謝茜宇•林朝章•王敬甯•陳沛郎•施懿芳 

88年 

邱肇璞•彭貴琳•張瑋玲•李姿瑾•張秀馚•謝德生•陳香如•林宜慧•高春霖•王宜珍•

簡水源•葉麗君•李俊銘•王麗惠•申永財•吳曉菁•莊明憬•王苑芬•洪淑娟•夏素芳•

劉慶富 

89年 杜咏芳•蔡幸娟•杜光武•林心穎•鄭宜玫•林原君•陳宜和•王麗惠•李家賢 

148



 

到職年度 到    職    人    員 

90年 
張范國•李宗禮•李明峻•張惠雯•蘇俊宏•邱建宏•曾義湰•王立仁•張麗玟•林雅慧•

王彥妮 

91年 劉嘉慶•蔡旻玲•黃秀雲•陳煌嬌•吳志信•許玉麟•呂家誠•詹勝芬•邱元星 

92年 賴金隆•傅麗貞•林育仰•施凱玲•楊倩昕•程思凱•林剛正•凌宗琪 

93年 
游淑妃 張文娟 洪鳳黛 吳寶珍 朱崇正 魏舜櫻 許世易 王綉雯 

王雅玲 江美慧 何宜璟 莊文庭 楊慶芳 李鐏銘 

94年 
卓子文•施乃綺•黃心怡•黃音慈•柯惠華•洪美花•王惠美•楊雪芬•石曉晴•黃兆禾•

林奇賢•賴雯祺•戴岳弦•顏楚祐 

95年 
江郁玲•李佳珣•蕭唯善•呂岱衛•邱麗如•蔡佳萱•劉黃春瑗•張祥玫•饒佩瓊•  

蘇文卿•羅惠玉•劉怡芳•孫肇漢 

96年 
龐麗華•曾鈺珊•傅家玫•蔡瑞軒•李清泉•陳鈺婷•曾馨儀•張仕麟•張宗祥•田應平•

徐儷玲(國) •林麗霞•張湘淩•張懷文•黎瑞景 

97年 
莊耿坤•張亦姍•徐儷玲(音) •游青霏•陳秀雲•廖美珍•趙友崧•林惠雯•楊惠宇• 

吳文蓉•溫美玲•陳俞靜•劉永順•李益安•劉雅惠•簡湘誼•廖飛筆 

98年 

鄭美玉•洪承鈞•林文怡•張志偉•蕭凱勛•陳俊昌•楊糧綱•林松崑•謝育臻•鄭明宜•

李佳浤•柯維欣•張耀軒•段佳君•黃啟修•廖蕙君•蕭又嘉•吳怡姿•林麗宜•巫曉婷•

陳逸卉•劉秀蘭•何中青•吳佩玲•羅仁佑•孫建平•姚沛妤•劉筱筠•張天豪 

99年 

司秀媛•吳宜芳•吳文虎•王韋翔•邱嘉慧•蔡旭娥•詹德仲•李炎儒•張佳瑤•陳秀環•

鄧梅華•陳正賢•王靖茹•閔  懿•林馥郁•高嘉宏•黃寶珠•楊懿芹•謝和親•林芳羽•

張佑慈•李佳穎•李營鴻•王聰鑫•孫韻芝•高呈龍 

100年 

林麗娟•方世同•江寶仁•張雅芬•林姿余•張武雄•賴淑齡•廖偉良•陳瑋岳•陳信華•

林正忠•吳婉君•柯雅雯•林勇誠•陳惠君•陳冠宏•陳正元•陳璟綸•林聖凱•洪家慧•

湯韻蓉•鄭旭煒•張琬婷•王雅資•蘇明智•張幸貴•王伶慈•方議賢•雷晏倩•梁永欣•

吳億珊•許銘汶•杜光武 

101年 

黃羿菱•陳珍蘭•洪雅萍•廖家君•童馨如•蔣沛綺•陳惠香•楊蕙甄•張瑞宗•曾芝穎•

柯瑋郁•童千芬•張綠君•蘇麗方•蕭承先•尤淑玲•鄭依淳•賴珆緽•陳軒正•沈佳瑩•

黃成銓•潘靜芬•林彥汝•周閔惠•蔡宜真•王貞尹•張雅雯 

102年 
郭盛宏•洪美華•陳克明•蘇嫈雱•鄭心怡•李宜軒•巫映璇•歐陽惠玉•林煜家• 

蔡明倫•施郁凱•陳齊珮•顧芳羽•吳梅蘭•羅孟影•廖霖谷 

103年 
陳顗鈞•林軒帆•洪偉哲•葉宛秦•李宜蓁•林孟瑜•陳建志•林佑佳•施錚懿•洪倖珠•

歐如程•曾世宏•許廷安•林子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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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異動

 

 
 

 

 
 

 家長會長名錄 民國 99年～103 年 

學年度 姓  名 學年度 姓  名 

99 林子棋 102 江斗文 

100 林子棋 103 陳正雄 

101 趙姍姍   

 
 

文教基金會第五、六屆董事名冊 

第五屆董事 (98.01.01～100.12.31) 第六屆董事（101.01.01～103.12.31） 

董 事 長 何永全 董事 蔡敦仁 
董事長 

常務董事
蔡瑞榮 董事 李重毅 

副董事長 蔡瑞榮 董事 蔡博文 
副董事長

常務董事
蔡博文 董事 張志成 

常務董事 周明智 董事 劉永茂 常務董事 何永全 董事 楊淑婷 

常務董事 童耀洲 董事 賴建川 常務董事 周明智 董事 林慶芳 

常務董事 林大倫 董事 詹朝郎 常務董事 黃建順 董事 陳君旭 

董    事 周明勇 董事 李健維 董事 陳木柱 董事 謝豐享 

董    事 陳木柱 董事 林麗霞 董事 陳威權 董事 張永利 

董    事 陳威權 董事 劉慶富 董事 蔡敦仁 董事 童偉堯 

董    事 黃建順 董事 蘇俊宏 董事 劉永茂 董事 薛光豐 

董    事 葉元宏 董事 李炎儒 董事 詹朝郎 董事 黎智玟 

董    事 廖松柏   董事 林子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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