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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活得有模有樣

輯∕光華高工青刊社

校長 賈德琪

成功可以學習，但無法複製？
當這樣的議題提出來時，許多人不會認可，
因為仿冒就是複製，然後成功的案例還不少！
雖說依樣畫葫蘆，然而只要功夫下得深，甚至是青出於藍勝於藍！
話說張大千花了三年，在風沙漫漫的敦煌臨摹壁畫，不僅是中國藝術史的
文藝復興，從此之後的大千，繪畫技法隨心所欲的揮灑渾然天成，因為四十歲
的他，在原有的學習上需要提升與突破，所以透過臨摹，模仿歷程中，眼裡隋
唐宋元的色彩線條，心領神受，下筆轉化成獨樹一格的大家！
同學們，我們可以依照許多成功的典範學習，但絕不會是影印般的複製！
知道嗎？如果孩子是父母的翻版，那麼孩子出了問題，就是要追究原版囉？
學校師長固然有校對校準的責任，父母也承擔了身為指標的義務，但是同
學你呢？是活生生又有主見的學習主角，你該如何面對自己呢？
期許光華人能從歷史人物身上多學、多聽、也多看，更要多想，這樣才能
長見識，就會知道謙沖，尊重別人的生命與存在，這樣的你有模有樣，才是活
得有尊嚴喔！
成功可以複製，因為有學習，更為了真心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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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影像辨識 ~ 師生共學

教務處

110 年 4 月 16 日 ( 星期五 ) 辦理校內 AWS (Amazon Web Services) 視
覺影像辨識研習，邀請東海大學雲創學院白鎧誌教授到校指導，講題是影像分
析應用。參加除校內老師外，亦有種子同學參加，採師生共學模式。AWS 是
全球最全面和廣泛採納的雲端平台，透過全球資料中心提供超過 200 項功能
完整的服務。
白教授提出，這次研習主要除了介紹的 AWS 雲端概念及探索外，也實
作相關應用。AWS 就像是一個後台有人協助管理的控制台，提供各項雲端服
務。而且範圍包括全世界。舉凡運算、儲存、資料庫、移轉或傳輸、管理與管
控、機械學習 (machine learning)、分析等等應用服務都有。研習主要實作三
部分，幫助判別人物追蹤、
名人搜尋、物件辨識、點名
應用、高乘載管制應用等都
是屬於機械學習中一項應
用 ~ 影像分析應用 (amazon
rekognition)，在老師的指導

◎大使帶你遊世界

教務處

110 年 3 月 5 日 ( 五 ) 辦理的週班會活動，透過臺中市辦理大使帶你遊世
界活動，特別邀請到退休大使薩支遠教授蒞校演講，薩大使精通法語，曾任駐
巴林代表、駐法國代表處副代表、駐薩伊代表、駐比利時代表處副代表、駐法
國代表處副代表。薩大使藉由自己過去在外交任務上的處理，分析國際局勢及
參與外交工作的心得分享，同時也鼓勵所有同學全力以赴，以自己的專業為榮。
同學在薩大使幽默又生動的演說中，彷彿也身歷其境，與薩大使一同經歷
他說提及到的國際事件與危機處理經過。

◎靜宜大學體驗營活動 ~ 國際移動力

教務處

110 年 4 月 8 日 ( 四 ) 辦理英文體驗營戶外教學，由英文科召集人徐玉雪
老師帶領各班代表同學進行，活動地點在靜宜大學。目的是希望透過診斷及自
我練習機會，讓英語程度較佳學生自我成長體驗，進行情境學習以增進英語能
力。
教學設計除由靜宜大學外語教學
中心趙毓銓主任介紹各科系外，也參與
由靜宜大學老師及學長姊安排的學習活
動，如導覽觀光英文如蓋夏圖書館和聖
母堂、外籍學生國際文化交流及運動場
上互動式體育英語等活動，彼此互動良
好，參加同學都認為這樣的情境學習，
對於語言學習有很大的幫助。

◎美術比賽 ~ 陶冶藝術，彩繪人生

下，同學及老師都覺得未來
學習在雲端，能夠在高職階
段就接觸這樣的學習，真是
太受用了 !!

◎高二英文說故事比賽 ~ 企業家說故事

教務處

109 學年度 11 月 15 日舉行高二「企業家說故事比賽」，比賽是以雙人
或三人一組 Talk Show 的表演模式，以英文介紹世界成功的企業家故事。比
賽內容包括「奧馬哈的神諭華倫・巴菲特」、「企業領導的發展 : 張忠謀的崛
起」、「謝爾蓋．布林的非凡之心」等主題。當天參賽同學穿著正式服裝，藉
以展現專業形象，加上沙發布置，設計成專業辦公室行式，雖然表演時有些許
靦腆，開始有點緊張，但靠著團隊合作，許多隊伍也都順利完成。
經過激烈的比賽，最後脫穎而出的獲勝名單 :
第一名：二年丙班 韋淯傑、徐安妤、張意昀。
Grand Ambition for the Unstoppables：
The Chairman of Qisda — Peter Chen
雄心壯闊、勢不可擋：佳世達科技董事長—陳其宏
第二名：二年丙班 陳建均、張啟哲。
Elon Musk and the Quest for a Fantastic Future
鋼鐵人馬斯克—追求夢幻的未來
第三名：二年甲班 林任謙、陳苡瑄、吳杰霖。
CEO of Amazon, the world's largest Internet company- Jeff Bezos
世界最大互聯網亞馬遜執行長 - 傑夫・貝佐斯

教務處

109 學年度高一高二美術比賽在 110 年 3 月 27 日 ( 星期五 )。比賽方式
為靜物寫生，主題為靜物及雕像素描。藉由本活動呈現美術教學成果，激勵同
學發揮創造力及展現才華，另一方面落實美感教育，培養學生藝術鑑賞能力，
提升人文素養及陶冶心性。
參加同學分為素描組與水彩組，比賽當天有些同學表示，由於時間控制不
佳加上緊張，整體構圖完整性稍嫌不足，但看著自己作品逐漸成形，表示非常
有成就感。

◎英文單字擂台賽 ~ 提升專業英文 PVQC，英文單字大胃王

教務處

109 學年度英文單字擂台賽在 110 年 3 月 12 日 ( 星期五 ) 中午舉行。比
賽方式為單字競賽，數位平台競賽，三年級以「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
認證」和「Easy Test 全民英檢中級單字」，二年級以「基礎專業英文」和「Easy
Test 全民英檢初級單字」，一年級則以「Easy Test 全民英檢初級單字」為範
圍。藉由鼓勵大家踴躍
參賽，提升英語學習興
趣，並且加強運用單字
之基礎能力，展現平日
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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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及創造力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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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本學期持續推動閱讀活
動，早修時間利用補充教材，
由同學寧靜閱讀，思考文章
涵義，融會貫通，學習如何
統整及思考。在現今資訊爆
炸的時代，能夠靜下心來好
好理解文本內容，不僅能夠提升同學思考能力，也能幫助同學培養表達能力。
除此之外，學習展現幽默，培育創造力思維，希望同學在閱讀理解過程中，培
養展現自我表達能力，發展創造性思維。
110 年 3 月 19 日邀請到海洋科大王東璽老師，再度蒞校指導，藉由東璽
老師的演說及與同學互動，幽默的培育油然心生，期許在未來同學的心中，埋
下日後發芽茁壯的種子。

◎高雄科大升學講座

教務處

為了鼓勵同學學習第二外語，增進學習興趣及培養國際觀，109 學年度校
內辦理日語及韓語學習班，參加同學分別利用寒假期間，返校上課。本次邀請
勤益科大外語中心教授日語賴郁君老師，及韓語丁興蘭教授，分別開設基礎日
語韓語課程。
對於平日常接觸日劇韓劇的同學而言，學習貼近鄰近亞洲國家的語言，不
僅可以增進不同語言間的溝通，也可藉由語調及文法的差異，體會日韓國家的
風俗民情。對於短短的兩天學習，同學們都意猶未盡，未來會再利用課餘時間
繼續自主學習。本校 108 課綱也將規劃第二外語日語、韓語的選修，屆時同學
可依興趣選修，協助同學多元發展。

◎高一對口相聲比賽

教務處

為了展現國語文教學成效，宣導正確觀念，109 學年度舉辦高一對口相聲
比賽，除了可以藉由比賽練習培養同儕默契外，如何設計一搭一和，又要有說
學逗唱的效果，更考驗著同學及指導老師在平時練習的扎實與否，本次比賽高
一同學表現都相當棒，經過激烈評選後，獲獎同學名單如下：
( 一 ) 第一名：一年丙班
林柏禎、安耘宏。
主題 : 拒絕誘惑永保安康
( 二 ) 第二名：一年乙班
黃柏閔、楊喆堯。主題 : 品德教育
( 三 ) 第三名：一年甲班
何承修、許建雄。主題 : 情緒管理

◎科學化適性診斷公開觀課

2版

教務處

109 學年度是本校啟動擴增實境 AR 學習的關鍵年，原先虛擬實境 VR 的
學習如 Cospaces Edu 已在校內課程扎根，隨著接下來雙語教學的啟動，身為
技術型科技高中的光華，已為同學預備好工具。因應 2030 年國家的雙語政策，
更應對專業實習課程，有現代化數位學習的設計，不僅在教學策略上要因應，
也將從實際場域上設計情境，讓學生在實習操作上，也能夠跟上 AR 學習領域。
藉由師生的親身體驗，戴上智慧眼鏡 J7EF( 雙眼穿透式顯示器 )，可以無
界限的虛擬互動，從機械手臂的運作，人體器官的立體視角觀察，比起之前全
罩式的 VR 眼鏡，更具有臨場感，參與體驗的師生都感受到未來課程應用，必
定更能增進學習成效。

教務處

110 年 3 月 24 日利用第 8 節辦理高三升學輔導講座，邀請高雄科大該校
副教務長許鎧麟教授及本校校友蒞校指導，校長亦親自在場參與，高一高二同
學也一併在教室觀看視訊。
許副教務長提到的全方位跨域、國際移動力、永續學習力及具人本關懷，
與本校致力的科技與時俱進、專業跨域、雙語推動、共學共好等目標不謀而合，
在場的校友學長亦鼓勵應屆的同學能夠多多選讀高雄科大，讓光華的精神持續
發揚光大。

◎第二外語日語、韓語班

◎擴增實境 (AR) 的技術在光華已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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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109 學年度推動科學化適性診斷，透過臺灣師大心測中心團隊的指導及協
助，協助同學了解在基本學科國文、英文及數學上的起始能力，並就個人各
領域的能力加以分析，同學透過這樣準確的分析資料，可以了解個人應該在
那些範圍或單元要多加努力。
109 學年 12 月 29 日臺灣師大胡翠君教授蒞校指導，與英文科老師進行
課程討論，並參與英文科觀課及議課，提供在教學策略的意見，並在大表演
廳 556 與高一高二同學面談，鼓勵同學努力學習並加油打氣。

◎專題講座連結產業資訊

實習處

本學期辦理兩場專題講座，3 月 12 日舉辦的「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應用簡介」
與 3 月 26 日舉辦的「職業安全衛生宣導」，邀請中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健康
管理系暨資訊管理系吳福興教授與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曾若鳴教授，專題講
座內容各講述了 AI 與醫療科技的連結、職災預防及案例宣導並將講座內容融入
段考中，透過講座使同學們了解最新的產業與職安知識，也將對未來在職場發
展上，擴展同學視野並能在職業安全上奠定良好基礎。

◎增進專業英文素養

實習處

面對全球化趨勢與變化時，迅速
掌握產業脈動，擁有專業英文能力本
身就是個優勢，很多有專業能力的人，
就是因為外語不好而發展受限，透過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融入專業英文教
學，累積專業英文詞彙聽、說能力，
為同學們奠定未來職場成為專業人員
應有的閱讀與溝通能力。配合優質化方案子計畫 109-B3-3【奠基國際移動力】
計畫，本學期舉辦「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三年級有 63 位同學
通過認證。
參加「2020 臺中市菁英盃」、「2020 專業英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中區
賽」，大放異彩，真是難能可貴。2020 臺中市菁英盃何秉橙「冠軍」、林毅銘「冠
軍」、孫彥中「亞軍」、李瑋祥「季軍」，邱子軒、簡廷燁、黃祥瑋、丘鈞言
分別獲得「金腦獎」。2020 專業英文詞彙中區賽，數位多媒體設計類丘鈞言「冠
軍」。機械類林毅銘「冠軍」、李瑋祥「亞軍」、簡廷燁「亞軍」、林荎陽「季軍」。
土木建築類。孫彥中「冠軍」、何秉橙「亞軍」。【全國總決賽】何秉橙【冠軍】、
孫彥中【亞軍】、林毅銘【季軍】、丘鈞言【季軍】，因疫情關係取消頒獎典禮。

◎向下扎根培養機械領域興趣

實習處

本學期持續辦理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一身好本領人才培育計畫」，於
授課期間仰望基金會的志工姐姐、中平國中前會長、曉萍組長、光華高工向梅
香家長會長與賈德琪校長都會來關心這些剛起步的國中孩子們；在課程學習中
孩子們的表現努力且積極，渴望能學習更多的技能也樂於沉浸在學習中，在動
手操作中找到自信及興趣；此外基金會及本校也希望能幫助到家庭經濟需要援
助的學生，能夠習得一技之長，得以在未來有謀生的能力，更期待藉由學習上
的成就感與培養的興趣，為他們的人生帶來正向積極的影響，成為機械科技產
業未來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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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校外比賽成績表現亮眼受肯定

實習處

獲獎學生

競賽名稱

獲獎名次

指導老師

二年丙班
梁云慈、徐安妤、張意昀

109 學年度台中市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

【佳作】

陳楷霖

二年丙班
柯偉忠、江昆龍、施帛宗

遠東科技大學主辦 2021 年
全國高中職創意發明構思競賽

【潛力獎】

徐玉雪

一年甲班
江可晴、黃盈雅、黃鈺茹

全國高中職創意發明構思競賽

【創意獎】

林明芬

三年甲班
邱致豪、柳昦宇、謝力弘

修平科技大學「2020 全國電腦輔
助電路板設計技能研習及競賽」

二年甲班
李冠穎、盧昱霖

全國智能科技創新應用競賽

二年甲班
曾竹豪、黃新祐

遠東科技大學主辦 2021 年

南台科大 2020

【佳作】
【銅牌】

黃釧泉

AIoT Sensor( 智聯感測 ) 全國聯
賽 (Win Win 盃 )」決賽

【佳作】

王宏仁

三年丙班
徐稚凱、羅友辰、白峻毓、黃昭瑋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110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複賽

【佳作】

江明德

三年甲班
孫彥中、柳宗佑、陳威圻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土木與建築群
110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複賽

【佳作】

洪紹恆
郭仲肯

三年甲班
何秉橙、孫彥中
三年丁班
林毅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人資訊語
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
2020( 第九屆 ) 專業英文詞彙與
聽力能力大賽」全國總決賽

三年己班
丘鈞言

土木建築組
林立婷
【冠軍】【亞軍】
機械工業組

【季軍】
數位多媒體設計

【季軍】

李科廷
郭仲肯

光華看見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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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10 年 2 月 22 日的「開學典禮」，校長頒發各項獎學金，鼓勵上學期表
現優秀的同學，並以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與同學們分享。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來自於企業公民的概念，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企業不只是獲利的工具，更應是負責任的公民，對社會、環境的永
續發展有所貢獻。未來的領導級企業，不只是商業世界的領導，也將是社會的
領導力量，沒有落實 CSR 的企業，很難再獲得消費者的認可。光華一直以來
就是在同學的公民責任，在防疫期間皆有責任回報自己是健康的、是安全的，
在一個簡單的愛人如己，不希望自己被感染，也希望與你相處的人都健康。
校長期許同學們能有更多的遠見，有更大的胸襟，有更開闊的視野來看待
自己。懂得欣賞、對人友善，必能收割掌聲、無冷漠軟暴力。在光華，師長教
導的不是只有知識、技能，
更多的是為人處事、品德、
態度、價值觀、習慣及情緒
管理，若無此基本條件，再
高的學問、再強的技能皆是
枉然，祝福同學在新的學期
裡，都成為更好的人。

繽紛社團～飛揚青春

學務處

109 學年度，本校「管樂隊」、「儀
隊」受邀擔任臺中市「110 年遙祭黃
陵春祭國殤典禮暨故巡官楊庭豪烈士
入祀安位典禮」勤務，莊嚴、肅靜，
整齊劃一的步伐、俐落一致的槍線，
受到與會各界人士的讚賞與好評。
「儀隊」參加「第五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中
區初賽，表現精彩，榮獲績優，光華陽光男孩英挺的身影與
陽剛精湛的槍法是文心森林公園圓滿劇場最精采的畫面。

多元化親手動動看 - 勞作教育活動
◎ 109-2 各班級書籍物品整理

總務處

本校推行勞作教育活動多年，相關內容多元化，110 年 2 月 17 日辦理「勞
作教育」－物品整理活動，由各班總務股長、服務組長參加，課程中教導同學
對於事、物的分類及整理有著整體概念，在眾多龐雜之物品、書籍中思考有系
統、有規律的置放方式，以便於日後之取用與歸位，強化物流之重要性。當天

太平區青工會邀請本校「太鼓隊」擔任「太平青工顧問團、會職幹部聯合
授證暨尊親敬長聯歡晚會活動」開幕表演，鼓聲隆隆磅礡，震撼人心，表現出
外鋼內柔而震懾人心，讓在場民眾留下澎湃激昂的感動。活動結束後，青工會
邱會長表達本校太鼓隊學生落落大方，精湛演出，讓整個活動生動、活潑，圓
滿成功。學校之用心與支持，有目共睹，令人感動。

在同學們努力積極的參
與下，順利將各班用書
整理、清點並移回各班
教室置放，以備開學後
之課程使用。

◎園藝養護活動
培養同學具有環境美化、園藝養護與栽植花木之知能，從活動中提升「服
務熱忱」與「良好品德」，
第 一 次 活 動 110 年 3 月 12
日，校園內之樹木認識及種
植對環境的助益，並對現有
植物進行養護動作，希望藉
由這些活動使同學學會樹木
種植及養護等技能。

高三升學暨親師座談會～展翅高飛

學務處

3 月 20 日 ( 星期六 ) 舉行 109 學年度高三升學暨親師座談會。各班導師
向家長說明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110 學年度四技二專重要日程、統一入學測
驗科目及考試訊息相關網站、多元入學方案、面試資料準備，另針對本校高三
升學就業策略，畢業選擇就業的優勢，透過校外教學職場體驗增進實務經驗，
協助學生提早認識職場完備就業準備力，期勉光華人！好！還會更好！同學及
與會家長，因三年學校與時俱進的科技輔助學習，面對未來升學或就業挑戰，
皆信心滿滿，勇於迎接新的人生歷程！

◎黃校長紀念花圃
自接任校長以來，黃校長以為國培育英才為己任，一生奉獻給光華。在黃
校長安息週年選擇他所鍾愛的
校園一隅設立紀念花圃，使後
世學子永懷黃校長作育英才之
精神及為教育的付出，努力向
學，為國為民奉獻己力，如此
才不辜負黃校長建設新光華之
目的。

好表現，歡迎家長蒞臨。

共學共好，提升學習競爭力。

專題製作、創客實務教學說明。

導師向家長說明升學進路。

科技輔助學習，精進學習效率。

玫瑰馨香 ~ 感恩的心。

光華高工網址：http://www.khvs.tc.edu.tw

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校友講座～贏在學習，勝在改變！

學務處

110 年 2 月 22 日開學日，為鼓勵同學及光華人傳承之校友講座，邀請大
可意念 (Duck Image) 傳達有限公司謝董事長隆發校友蒞校指導，與學弟、學
妹暢談生涯發展、創業歷程及未來展望，透過互動，引導學弟妹思考在技職體
系中，以「贏在學習，勝在改變！」來為自己定位。
過程中，句句都讓人感受到學長對於學弟妹的關心，所傳承的不僅是經營
管理的實務經驗，同時亦是學長對於學
弟妹的殷切期望，最後以 " 愛心 "、" 包
容 "、" 信任 "、" 溝通 "、" 創新 " 為準則，
並付諸行動來祝福學弟妹學習成功、生
涯發展順利。
內容精闢，獲得熱烈迴響，謝學長
當場並發予獎學金勉勵學弟、學妹勇於
表達與提問 ~ 謝謝學長。

光華菁英～優秀青年與模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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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10 年 4 月 11 日 ( 星期日 ) 本校啦啦隊參加「109 學年度中等學校啦啦
隊錦標賽」，假新北市新莊體育館舉行，參加競技啦啦隊「指定動作組」及「五
人混合組」等二項競賽，比賽當中選手展現出光華人團隊合作、熱情活力、青
春洋溢的氣息，結合整齊劃一的技巧動作，搭配鼓動人心的精神口號與默契，
瞬間感染全場觀眾為之喝采，呈現光華人多元才華。

學務處

優秀青年：三年己班賴佳薇同學，膺選為臺中市 110 年度中等學校優秀
青年代表，至臺中市政府接受表揚。佳薇連續六學期擔任班級幹部，處事決
斷，規劃及執行校內各項事務，展現領導統御、溝通協調之菁英風範。佳薇學
行均優，守法重紀，應對有節，多元學習，表現傑出，為時代優秀青年之典範。
模範生：經過嚴謹的遴選過程，本校 109 學年度各班模範菁英順利產生，
其甄選標準除審查學業 / 專業科目成績外，且有遵守入學承諾，守秩序；擔任
代表性團隊 / 社團 / 班級幹部，具溝通、規劃事務、領導能力；具服務熱忱，
積極參與班級事務、校內外
各項競賽活動；尊敬師長、
孝順父母，群己關係和諧等
優良事蹟者。計有 56 名，
獲選名單公告在學校網站。

校友專欄～一粒麥子 ( 生生不息 )

◎多元體育活動．繽紛校園生活

第

110 年 03 月 13 日本校辦理運動科學化訓練研習，邀請到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邱志暉教授及其團隊蒞校指導，研習課程內容豐富，包含運動科學理
論基礎、身體能力評估、速度及增強式訓練概論、實務操作訓練方法等，使學
員了解到運動訓練的過程除了苦練之外，還需要有
科學化訓練的支持，訓練的過程像「處方籤」一樣，
經過診斷、調整讓運動發揮出最佳表現，各班學員
亦將於體育課中分享本次研習心得，讓光華人一起
學習運動科學化訓練方式增進運動績效。

學務處

10 5 級室內空間設計科畢業 翁博軒

你問我「生生不息」這幅畫的創作靈感來自於什麼 ?
我會說「一粒麥子」這首歌，但其實這背後，是對於黃秀忠校長的尊敬、
感恩及思念，在一次的班聚中，偶然從我們導師口中聽到黃校長很喜歡這首
歌，在這一次漆畫構想中，當下就決定這次的設計就是「它」了。
從「一粒麥子」這首歌裡面一段歌詞「一粒麥子，它若不落在地裡死了，
不論過了多少時候，它仍舊是它自己，它若願意，讓自己被掩埋被用盡，就必
結出許多子粒，經歷生命的奇蹟」，我在光華三年的時光，黃校長總是笑笑的，
不多話，但在開學典禮、畢業典禮、新生營、公民訓練等活動中，黃校長總是
會說一則小故事來教導與勉勵我們，使我們成長與茁壯。
光華是工科學校，也是一所科技學校，無論是軟硬體設備或學校師長教學
方式，都是領先在前的學校，在學所學，真的可以讓自己，不管在上大學或者
在職場上，都能領先群雄，而身為光華人所具備「優質的品格」與「專注的學
習能力」下，使我面對未來種種的磨練，都能堅持下去，勇往直前，謝謝黃校
長，您的遠見與堅持，締造了許多屬於光華的麥子，讓我們能在人生道路上經
歷生命的種種奇蹟，期許學
弟學妹，放下自己內心的叛
逆、狂妄與自以為是的優越
感，如果你願意，讓自己敞
開心胸的學習，堅持對的方
向，努力向前，未來必結出
屬於自己的優秀光華麥子。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高一、高二班際五對五籃球暨精神總錦標比賽，
比賽時間自 110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9 日，假本校集合場籃球場舉行。籃球
場上選手拚勁十足、全力以赴使出渾身解數，積極爭取班級最高榮耀，透過班
級啦隊加油團呼聲吶喊，促進班級同學之情誼交流，增進班級向心力與榮譽
感，期待光華健兒持續發光發亮。

攀岩是一項對人體很有挑戰性的運動，無論是對人的身體素質還是心理素
質都是要有一定要求的，做這項運動，首先就要有很堅強的意志，不能半途而
廢，在期間，不僅可以收穫到身體素質的加強，還能培養個人的勇氣和毅力
本校打造攀岩場地，110 年 4 月 2 日在來賓及校友見證之下，由運動代
表隊隊員進行攀登，揭開攀
岩場啟用儀式，陸續規劃攀
岩融入體育課程活動，並辦
理教師增能研習，聘請專業
教練指導攀岩各項技巧，培
養本校師資，幫助學生發展
多元運動習慣與能力。

親子之間～教養的終點，是放手讓孩子負責任

學務處

高三是面臨升學就業的關鍵時刻，有時父母會比學生還要緊張，擔心學生填錯學校、擔憂科系填的不對、煩惱學生選錯學制，結果學生悠哉悠哉研究志願，
父母卻徹夜不能成眠，甚至還因為與學生意見相左而憂愁。
台大經濟系林明仁主任在《台大教授談選志願》一文中提到 :「同學在跟家人對校系的意見有分歧時，多半會覺得：『爸爸媽媽就是喜歡反駁我，他們都是
來說服我的』，但這種賭氣的想法其實很危險。父母親會有一些盲點是當然的，但他們在社會歷練這麼久，有一些資訊是你看不到的，所以你必須從父母的看法
中萃取出有用的部分。
而父母也請你放過自己，沒有孩子喜歡被管，自然聽不進原本出於善意的建議，所以與其急著想對孩子下「指令」，還不如向他「展示」自己所觀察到的社
會是什麼樣子、又預見了什麼樣的風險，有話就好好談，最後尊重孩子的決定，畢竟人生是他要過，父母總不可能管孩子一輩子，放心讓他自己去闖吧！
學生邁入成年階段，父母要學會放手讓孩子有機會成為具備品格、能力、自信、自律的社會公民，父母必須訓練他，將來即使沒有人在他身邊，他一樣可以
過得很好，這樣的愛對於孩子才有幫助。如果孩子自己做了錯誤決定，他必需承擔起責任，父母最好不要馬上介入，或許有人會覺得很殘酷，但無論如何都要忍
住，孩子才能學會面對挫折的忍受力、學會對自己負責任、學會了解並運用自己的能力，而非活在金錢與愛心堆疊出來的幻想裡，當一個人有能力去解決他自己
的問題時，他的自我價值感也會比較高。
同學也要學習如何說服父母，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很好的學習，需要去蒐集、彙整、分析資料，並且有系統向父母呈現與表達，試著站在「對方在意」的觀點
上陳述選擇的理由。而且同學一定要清楚知道，今天不論選擇日校、夜校、產學、雙軌、甚至士官班，不論你與父母是否達成一致決定，你都要對結果負責，你
不能回過頭來跟父母說：「當初都是你叫我走這條路，現在才變成這樣」，這是說不通的，因為「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