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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商人的學習檔案【黃贇瑾校長撰】

中華民國 100年 9月 17日 第1版

路不怕遙遠，只怕沒有方向；只要方向正確，持續前行，一定能

到達目的地。為了讓同學們在士商的學習，有目標可遵循，得以築夢

踏實，士商人的學習檔案誕生了。

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做為教育核心，設計相

關學習活動，提供各種學習機會，幫助同學型塑優良品格、培養多元

能力，滿足學習需求。期使士商人的學習，不僅是快樂的，而且是有

效能的。

每一個士商人都需要經過六藝教育的洗禮，依照學校漸近式的學

習活動安排，完成禮、樂、射、御、書、數全人學習護照，達成六藝

的教育目標。

一、服務學習護照→型塑學生優良品格→達成「禮」的教育目標

二、藝能學習護照→發展學生多元才藝→達成「樂」的教育目標

三、運動學習護照→培養學生健康體能→達成「射」的教育目標

四、合作學習護照→建立團隊合作精神→達成「御」的教育目標

五、國際學習護照→拓展學生國際視野→達成「書」的教育目標

六、閱讀學習護照→深化學生閱讀能力→達成「書」的教育目標

七、專業學習護照→提昇技職專業能力→達成「數」的教育目標

透過上述各類學習護照之實踐與完成，

士商人都能淬煉成為「六藝俱全、動靜有

序、快樂的學習者」。

經過六藝教育的洗禮，你將擁有足夠的

能量，去面對未來的人生挑戰。這本學習檔

案將是你在士商所有學習的菁華濃縮，對你

將來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同學們一定

要把握這大好的學習機會，努力填滿屬於你

自己客製化的學習檔案，讓青春不要留白！

 輔導室家庭教育活動【孫中瑜主任 、趙慧敏老師】

2011年赴澳體驗學習活動 【實研組組長 洪儷倩】

◎孩子不笨2影片賞析   李瓊雲老師 

  將班級經營原則對比家庭經營狀況，

  同樣是以愛為基礎。

◎親子照片編輯套印

  親子或夫妻一起參加研習，感情
  更親密！

◎「就業趨勢」看家長如何協助孩子做

     生涯規劃Carrer雜誌總編臧聲遠，為

    家長與學生說明科系出路與各個科大

    狀況，由最新就業趨勢的解析，幫助

    家長增進輔導孩子生涯規劃的能力。

◎生活寫真小書

   透過電腦研習，將家庭生活溫馨相片

   ，整理成電子書，使家長學習家庭資

   源與管理的方法。 頗受家長好評！

◎家庭諮商與輔導個案研討

   心理師從不同角度分析孩子的行為與 

   內心，幫助家長更了解孩子。

◎一場婚姻，一場夢，是美夢還是惡夢

   講師呂麗絲老師談如何經營和諧的

   婚姻關係。

◎特殊學生家長支持團體

   團體帶領者黃裕惠老師，以團體成

   員間互相分享、討論的方式，提供

   家長支持與學習。

◎以家族治療觀點營造親子關係

   王鳳蕾老師帶領學員練習覺察他人的溝 通 

   姿態，將親子互動情形以家庭圖呈現出其

   關係與樣貌…

◎從人格特質與家族星座談創造美滿親

   子關係

  講師藉由星座的個性分析讓家長了

  解，如何用適合孩子的方式，幫助孩

  子找出自己的亮點！

◎親子溝通藝術

   王淑俐教授以多元的資料豐富演講

   內容，協助家長與孩子做有效溝通

   幫助孩子成長。

2011年赴澳體驗學習活動  實研組組長洪儷倩
承襲著前兩年的辦理經驗，今年5月23日由教務處周

靜宜主任、莊念青老師以及實研組長儷倩帶領25位日、

夜間部的同學，一同前往氣候宜人、風景優美的澳洲-布

里斯本，進行為期九天的體驗學習之旅。

記得說明會當天，非常多感興趣的同學前來參加，

甚至人數多到連位置都不夠坐了呢！後來報名參加的同

學多達50位，讓老師們非常苦惱，不知道該如何挑選出

25名同學。後來考量高三及高二的同學明年因畢業或考

試無法參加，最後採以高年級優先為原則，順利遴選出

25位同學，對於無法參加的同學，老師只能說聲：「抱

歉！以後還是有機會唷！」

在出發前，我們舉辦了四次的行前研習活動，看見

同學們都能出席參與，讓我感到欣慰。也因此，在研習

過程中，同學們能夠事先了解澳洲的天氣、地理環境及

文化背景，且能於出發前清楚知道在寄宿家庭可能面臨

的問題及情形。此外，我們也邀請曾經參加的同學以及

本校的交換學生分享寄宿的心得，並商請董華明老師協

助指導大家練習排舞，讓我們能在最後的成果發表與老

師及家人們分享。

出發當天，天空飄著濛濛細雨，仍然不減大家滿懷

期待的心情。在抵達機場後，我們順利check in準備過

海關，此時卻發生了點插曲，我們的隊長意外地因為兵

役問題無法同行，還好因為他的獨立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隔天順利搭機抵達布里斯本與我們會合。在飛機

上，同學們學習填寫入境卡，在安穩的睡了一覺後，準

備迎接澳洲的第一天生活！在澳洲機場過海關時，大家

都格外緊張，因為當地的海關非常嚴格，還好同學們對

於可否攜帶的物品及食物都特別謹慎小心(不過還是有人

的鐵蛋被沒收啦~)，也因此在過程中也體驗到澳洲為了

保護國家的農業，對於境外攜帶物品的嚴謹。

第一天，同學們滿懷驚喜和期待順利地和寄宿家庭

見面。在見面會上，有的同學很害羞，有的卻十分雀

躍，場面非常逗趣！接下來幾天的課程有別以往，今年

同學們被安排在主校區上課，因而更有機會觀察到當地

學生上課情形及學校生活。同學們除了修習英文課程之

外，也與校本部的澳洲同學們一起進行體育課和中文

課。在中文課堂上，同學們以輔助的角色協助澳洲的同

學並和他們交流互動！校外教學的部分我們參訪了許多

澳洲當地著名的景點，如科學中心、植物園、無尾熊保

護區……不僅如此，我們還搭乘City Cat渡輪遊河以及

前往有名的度假勝地黃金海岸等等，課程和活動皆為充

實。

時間一天天過去，大家對澳洲環境日漸熟悉，藉由

與寄宿家庭互動，對澳洲的生活方式與文化有更深切的

了解。大多數同學都很自然地融入寄宿家庭的生活，有

的同學會幫忙煮飯、洗碗，有的同學和寄宿家庭的小朋

友玩成ㄧ片，而從同學們的日誌中也可以看見他們對寄

宿家庭的喜愛，並知道他們受到很好的照顧及關心，雖

然還是有因為溝通上出現的問題，對同學來說，也都是

一項學習與考驗。本次參加活動的同學們表現得可圈可

點，除了聽到當地老師們的讚賞，更有寄宿家庭誇讚同

學們很有禮貌和主動協助，他們可是很想把同學們留在

澳洲呢！

八天的旅行不算長但也讓同學經歷了許多不同的事

物並開拓了視野，英文溝通能力、人與人的相處及文化

的差異都是其中的課題。感謝大家的配合，每個人在活

動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有你們而讓這次的旅行

完美與豐富!也希望此次的經驗讓你們成長，並期待這樣

的活動能一直延續下去。

2011年赴澳體驗學習活動心得 【311 唐惟昭】

大家好！我是本次澳洲體驗團隊長，首先很高興在

三位美女師長的協助之下，平安回到台灣，也非常感謝

學校給我們這個拓展國際視野的機會。你們相信嗎？在

出發當天晚上，年滿18歲的我居然因為兵役的緣故無法

出國，讓政府以為我要逃兵，所以只能獨自搭客運回

家。幸好隔天辦完出國證明，就立刻啟程飛往澳洲和大

家會合。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是我再次看到老師和同學們

的心情寫照，說不出心中百感交集的滋味。談到寄宿家

庭，我的Homepa很酷，他拿著一根拐杖，頂著超大肚

子；而我的Homema是印度人，她用手吃飯，由此可見文

化的差異之大呢！澳洲的天空很藍很藍，就像那種只有

在颱風前才看得到的藍天。在澳洲，我們除了上英文

課，還參與森林湖學校的中文課，並且體驗他們的體育

課。女生們體驗曲棍球，男生則是去玩Rugby──一種很

像美式足球的運動，一直跑來跑去，讓我們玩得非常熱

血也氣喘吁吁，透過這些課程活動，我們結交好多澳洲

朋友。

在八天的行程中，我們參觀非常多的地方，有動物

保護區、博物館、SHOPPING MALL、黃金海岸……讓人最

印象深刻的是澳洲的動物保護區是開放式的，所有人都

可以自由的摸袋鼠、抱無尾熊等等，真的很棒！在最後

一天要離開時，大家哭得唏哩嘩啦，每個人都捨不得回

來呢！這次澳洲旅行，讓我學習到許多，原來世界這麼

大。

2011年赴澳體驗學習活動心得 【夜306廖心怡、許淑

涵、鍾沛奇】

   這次澳洲的旅程，讓我們成長許多。還記得剛開始，

我們都很害羞不敢講話，隨著時間過去，我們慢慢的練習

開口說英文，即使說錯了，老師及家人們都會很有耐心的

聽我們說。當我們跨出語言隔閡的那一步，發現其實也沒

有這麼難，甚至肢體語言也是個很不錯的溝通方式。

澳洲的環境很好，沒有空氣污染的問題，水龍頭的水也可

以直接飲用。在整個環境中，讓我們覺得最新奇的是澳洲

的動物和鳥兒，似乎都能夠自由自在的活動。參觀無尾熊

保育園區時，我們可以跟無尾熊近距離拍照，但是仍然

得要小心，因為如此親密的接觸，有可能會被尿得滿身濕

呢！

寄宿家庭的經驗告訴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非僅僅建

立於金錢的付出，Homema怕我們吃不習慣，甚至會特地料

理炒飯給我們吃；怕我們吃不飽，為我們準備豐盛的三

餐，並帶著我們參加姐妹的聚會。對我們來說，這些都是

很棒的經驗，在澳洲的生活讓我們了解澳洲人的生活方

式，我們都好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能再ㄧ次前往。如此一

來，我們就能看得更多、更廣，感觸也會有所不同！這趟

旅程，真的很棒！Viva～！喜歡嗎?士商買給你
●詳情請參閱學校網站(重要公告) ：http://www.slhs.tp.edu.tw/

◎電影賞析講座---超完美告別



【100年日本教育旅行心得】呂旻叡/324

現在想想我會去日本真的很不可思議，因為我

原本打算這輩子都不要離開台灣，好險後來我媽有

逼我去，要不然我可能沒辦法體會到日本的美好旅

程，

這次交流去了兩間學校，其中有一間學校比較

特別，它叫日本語學校，看起來長得很像補習班，

很特別，那所學校是專門教日語的，裡面有很多來

自不同國家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因為要在日本生

活，所以去學日語。

利根高校當然不可少啦！我們的車一到校門

口，馬上見看一整排的利根學生在對我們招手，感

覺真的很感動，沒想到會有如此大陣仗又熱情的款

待，很興奮很開心!後來我們還有一起摺紙，雖然

語言不通，但他們還是很有耐心的用比手畫腳的

方式教我，他們都充滿著熱心助人的態度，與他們

相處很親切很舒服，感覺好像他們是我上輩子的同

學！

【100年日本教育旅行心得】李函

終於結束了六天五夜歡樂的日本之旅，從第一

天搭飛機就無法停止的興奮與期待怎麼樣也無法消

除，每一天的行程每一天的相處每一天的小細節即

使到了現在也依然清晰的印在我的腦海。

日本語學院的茶道與和服體驗實在讓大家受益

良多，這才知道茶道並不只是單純的喝茶，而是包

含了很多很多必須遵循的步驟，而和服也同樣的包

含了很多很多的複雜程序。

蕎麥麵的製作過程大家總是一團混亂，但只要

經過老闆的巧手後馬上能變的超完美！出來的成品

真的很好吃，雖然在這麼冷的天氣中吃著的是冷的

麵條，但老闆的熱情和用心使的我們不知不覺還是

吃了很多很多。

 讓我最記得的是與利根的交流，真的很謝謝他

們在這麼忙的時候還願意抽出時間接待我們，不管

是迎接或者是歡送他們都會大陣仗的待在校門口，

看起來真窩心！而我們這組的日本人們也很貼心，

在摺紙的過程中我總是一直遇到麻煩一直忘了下一

步，但他們都願意不厭其煩的反覆教我！聊天時，

即使語言不通，但我們還是用了簡單的英文以及肢

體語言更進一步認識了彼此！

 六天五夜實在是過的太快了，現在雖然回到了

台灣卻還是時時掛念著日本的很多事，也持續和在

利根認識的朋友們通mail，希望有機會下一次在去

日本

【100年日本教育旅行心得】李錫鳳/90319

二月二十七日清晨，抱著一顆期待的心，來到

了學校，看到好多跟我一樣懷抱出遊喜悅的人。今

天是士商2011年教育旅行的第一天。

 很多不認識的人，三三兩兩成群，原本想說都

不會有認識的人，沒想到因為這趟旅行，我多了更

多的朋友，可以一起討論生活中的趣事。在日本，

我們先後參訪了兩間學校：第一間，是日本東京國

際語言學校，我覺得有點像台灣的補習班，採小班

制，每個班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彼此都為了一

個目的，想把日文學好！在那邊我們也學到了喝抹

茶的正式喝法，有很多的規矩、動作必須遵守；

另一項則是和服體驗，包括日本最原始最傳統的習

俗，和服浴衣及忍者裝，像是顆洋蔥，一層一層的

穿法，獨特且有民族風味。

 第二間學校則是

一直跟我們有良好互動

的利根高校，還記得上

學期，利根參訪我們學

校時，雖然不是一年級

去迎接的，但因為學長

姐熱情的款待利根的同

學，才讓我們這次的回訪有了收穫，全校的師生，

逐一排排站在校門口的長廊，每個人手中拿著姓名

牌，歡迎著我們的到來，兩校的友誼更因為此次參

訪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在利根，同樣的我們也體

驗了和服，真的很美，和服對日本人來說一生可能

穿的機會只有三四次，我們很幸運，來了這趟旅行

就穿了兩次，每個人換上和服就像是一個實實在在

的道地日本人噢！接著分小組各班體會不一樣的日

本風俗，我們這組是摺紙，或許是因為當天是日

本的女兒節，所以我們摺了最具意義的天皇作為代

表。

 這趟旅遊，因為學校安排了這樣的機會，讓

我們更加認識了日本，也因此增進自己對日本的認

識，如果明年還有此項活

動，我勢必會抱著相同的

心參訪這躺旅行。

 2011年日本教育旅行【鍾允中主任、何杉友主任】

本校2011年日本教育旅行規劃於2011年的2月27日

至3月4日舉行。辦理日本教育旅行的目的是希望能帶給

學生更多的文化衝擊，了解我們鄰近的國家--日本，因

此、我們透過說明會，說明本次參訪的目的與意義，其

次辦理日語教學、滑雪教學等課程。

2月27日晴天，一大早，我們由學校出發，預計搭

乘9時55分的日航班機前往成田機場。在前往桃園機場

的車上，每位同學帶著一顆興奮的心，期待飛往未知的

國度，感受不同的生活習慣及文化認知，更期待到群馬

縣利根商業高校見見他們的朋友(利根商業高校師生已

經連續3年參訪本校)。在那稚嫩的臉龐，充滿期待的模

樣，可以發現國際教育旅行對高中生們在海外學習有莫

大的吸引力及助益。

下午抵達成田機

場後，隨即前往東京

灣的台場，參觀富士

電視台及彩虹大橋的

夜景。彩虹大橋是橫

跨東京灣、連接東京

與台場和千葉縣的一

座美麗而壯觀的吊橋，分上、下兩層，上層為高速公

路，下層為臨海公路。

2月28日雨天，今日規劃迪士尼樂園與東京城市探

索兩組。在昨晚回飯店前，我們再次做行前教育，教導

學生如何查看東京地鐵路線圖，如何搭乘日本的電車，

如何轉車以到達目地等。在今日的分組活動中，馬上可

以看出哪些同學對電車線路的認知較快，哪些同學只是

Follow。迪士尼樂園這一組，我們期待同學了解、觀察

日本在商品的陳設，空間的規劃以及各項遊樂設施的路

線規劃等。另外、本校廣告設計科的同學，更須觀察園

區各項佈置的配色與表演的節奏，這些都是值得學習

的。東京城市探索這一組，最主要要讓學生了解日本的

電車，如何搭乘與轉乘，在車上觀察日本人撘電車的情

境，安靜無聲，自己做自己的事，總歸日本人撘電車大

約有3種狀況，一是補眠、其次是玩手機、再者是看書

報。

3月1日陰天，早上前往東京國際日本語學校參訪。

該校安排有日本語會話課程、茶道體驗、著物體驗、上

課交流等活動。這次的茶道體驗，該校安排我們每位學

生實際體驗傳統日本喝茶的方式，雖然過程很長，但同

學也初步了解日本飲茶文化。

著物體驗安排學生穿和服、浴衣及扮忍者。日文教

學更讓學生感受到原來學日語也能如此有趣與快速學會

一些基本會話。半天的時間，實在有點快，同學都覺得

還來不及跟該校學生深入交流就需離開了。在依依不捨

下，只能說明年再見了。下午前往群馬縣水上高原滑雪

場。約莫7點餐後，第一次看見滿山遍野雪地的我們，

興奮的不得了，大夥不管天氣有多冷，馬上衝出去雪場

打起雪仗，在燈光及雪景的襯托下，學生玩得精疲力

盡，好不快活。

3月2日下雪，這一天

是滑雪練習日，早餐後，

大夥穿著滑雪衣褲、風

鏡、帽子、靴子，全副武

裝來體驗滑雪。因這種場

景是台灣不易見到的，全

體學生對滑雪雖無經驗，

但興致高昂，也因怕摔

倒，所以學習滑雪更是認真。在教練的細心教導下，同

學立刻學會滑行、停止的動作，接著學坡度滑行及停

止、學乘坐上行軌道車，經過兩回的訓練，大部分的同

學都學會了這些滑雪的基本技巧。

下午開放自由練習，大家越來越敢挑戰坡度較大的

坡道，有幾位滑得很棒的同學，教練也帶他們去坐纜

車，登上山頂，滑初級滑雪道下來(真是厲害)。約莫4

點多因風雪加大，所以大夥就停止練習，改打起雪仗來

了。這一天的滑雪體驗，收穫良多，同學以後也會說—

我會滑雪喔~~

3月3日大雪，早上要離開滑雪場飯店，因昨晚下了

一場大雪，所以飯店周圍都積滿厚厚的大雪，小客車只

見窗戶而已(很慘)，我們的大客車車頂上也積滿了一層

雪，雖然有趣，但也擔心起下山的路是否順暢與安全。

在厚厚、軟綿綿的大雪誘惑下，大夥又去玩雪，躺在有

如綿花的雪地上，好不快活。我想這2天的雪地生活的

確帶給同學無限的想像與感受，也慶幸我們生活的國

家，天氣是如此的溫和，四季如春，百花盛開。

今天早上的行程是蕎麥麵的製作體驗，這也是日本

特色體驗活動之ㄧ，我們期待同學透過此項學習體驗，

了解麵食製作的過程與製作的方法。大夥在日本製麵達

人及阿嬤的教導下，從麵粉的介紹，加水搓揉，軟硬度

的拿捏與施力的方法，一一的遵照阿嬤的教導製作。再

來、如何將麵糰桿壓成薄片，厚度要均勻，形狀要圓，

這樣做出來的面才會Q度平均。對同學而言，最難的應

該是切麵，如何把麵餅切成麵條，大小要均勻適中，這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總之、製作蕎麥麵讓同學學了一堂

製麵的課，大夥此時也了解原來各行各業都有其專精，

處處留心皆學問。

下午，我們拜訪群馬縣利根商業高校，這是我們第

2次拜訪他們學校。他們非常熱情的接待我們，歡迎式

更讓同學體會到日本人做事的用心與周到。歡迎式後，

安排有各項的交流分組，主要是女兒節的活動，包含女

兒節人偶介紹、和服穿著、摺紙、毽子、童玩等，同學

輪流體驗，其中的和服穿著更是讓同學雀躍不已，因為

這是一次很難得的機會，我想在台灣的學生大概一輩都

難得體驗到日本和服的穿著。

3月5日晴天，今天是參訪的最後一天，安排有淺草

觀音寺、秋葉原，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去東京帝國大學參

觀。東京大學是日本國立大學，也是七所帝國大學之

一，建立於西元1877年，世界大學排名第16，我們這次

參觀的是本鄉總校區，佔地約40公頃，因時間上的關

係，我們主要是從大門進去後，參觀文學院、安田講

堂、圖書館等。安排參觀的目的是讓同學體驗一下這所

日本最高的學術殿堂，感受一下東京大學的深情與校園

風光，讓同學能受到感動進而激勵自己努力向上。大夥

在校園裡拍照留念、作遊戲、躺在草地上看書，彷彿感

覺自己好像是東京大學的學生一樣。我也觀察到一所優

質的學校，真的能潛移默化，看我們的學生的氣質，瞬

間改變，說話及舉止，儼然有東京大學學生的氣度，真

是了得。

2011年本校日本教育旅行圓滿結束，在天氣方面很

多樣，雨天、陰天、小雪天、大雪天、晴天都遇到了。

活動非常多元，參觀東京大學及迪士尼樂園、日本電車

乘坐體驗、淺草觀音寺祈福、水上高原滑雪及泡溫泉、

群馬縣學做蕎麥麵、東京國際日本語學校及群馬縣利根

商業高校交流。因剛好碰上日本女兒節，接待學校也特

別安排女兒節的初步認識，日本傳統摺紙學習，和服、

浴衣、忍者著服體驗等。整體而言、精采又豐富，新奇

又刺激、寓教於樂。當然、還是要感謝教育部、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台灣國際教育聯盟、外交部、日本觀光協

會等單位的協助，因為有各單位的協助，此次參訪得以

順利完成。這趟日本教育旅行，對第1次出國的同學而

言很新奇，感受日本電車的快速與平穩，日本的公共場

所、街道乾淨無比，日本的商店窗明几淨，日本的商品

包裝非常漂亮，還有日本人的敬業態度，這些都是值得

我們學習的，我也相信這些同學回來之後，對自己的要

求，對學校的服務態度，及對自己未來的為人與處事的

方法，一定有若干的改變與啟發。

 2011年日本教育旅行心得【呂旻叡 李函 李錫鳳】 

 今年四月接到城東扶輪社（城東扶少團的輔導母社）通知，香港庇理羅士女子

中學扶少團將於五月來台做「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rip」訪問，希望我代

為安排扶少團二天的社會學習及交流活動，我在校長的支持與許俊鈺主任的協助下，

以社會學習--關懷、感動、知識為學習主軸、觀光美食為輔，安排了陽明山的台北市

至善老人安養護中心參訪(關懷)、參觀本校並參與本校特教學生學習成果展活動(感

動)、另外安排了參觀台灣著名的－成功高中蝴蝶館(知識)及最受學生歡迎的淡水漁

人碼頭及士林夜市（觀光美食）。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扶少團是香港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校內最大的課外活動組織之

一，由香港半島南扶輪社贊助，自1997年11月創立，也是國際扶輪3450區(香港、澳

門、蒙古)最強大的扶少團之一，今年來訪的領隊是半島南扶輪社扶少團霍穎壎主委

及二十位團員，另有二位指導老師張少  老師、汪敏慧老師陪同訪問。

五月七日（週六）下午，香港訪客一下飛機就迫不急待直奔陽明山至善老人安養

院。時值母親節，我們安排做康乃馨獻給老人，祝福她（他）們母親節快樂；有幾位

老先生非常害羞說：「我們又不是母親！」，經過同學們熱誠邀請，終於所有的老人

家都來一起參與，因人數暴增，只好將老人家分成三組，大家快樂的相互學習，分享

一朵朵花從手中一點一點的被創造出來的喜悅，最後把花束打上一個美美的蝴蝶結，

終於在五時左右老人家要用膳了，才在依依不捨的心情下離開老人院，離開前老人還

興奮的將花別在胸前並要求拍照留念。

 離開了老人安養院，團員開始分享著老人院裡的故事與心中的激動，有一位老

人非常害怕認識的人知道她在老人院，會指責她非常有成就的兒女不孝，只好躲躲藏

藏的，在我們保證不會將她入鏡下，終於放寬心共同參與活動；有一位老人家終生習

舞，後來因中風就不能再跳了，但心中還是非常懷念跳舞的日子，得知團員也愛跳舞

後，老人請團員一定要再去看她，她要教團員跳舞。這趟關懷之旅受惠的不僅是老

人，更深深觸動每個團員的心弦。

 晚上大家已經熟稔的玩起『身口不一』的遊戲，全部的團員開心的笑成一團，

只差沒把屋頂給掀了，餐後由本校扶少團團長陳怡如同學、秘書陳羿君同學等幹部指

引逛士林夜市，一路上嘰嘰喳喳，大家好不開心，聊到士林夜市賣什麼都已不重要

了，甚而老師點名同學也沒感覺了。

因為五月九日（週一）學校辦理期中考試，所以週日的活動，就由已考完四技二

專前任團長魏庭柔同學及城東扶青團團員，陪同參觀成功高中蝴蝶館及遊淡水漁人碼

頭。

週一全程中最重要的活動---訪問士商及訪問特教生。一進大門就有怡如團長率

領全體團員列隊歡迎，引導進入三樓會議室，由校長出面歡迎並介紹士林高商，班聯

會及團長率領幹部負責協助接待。簡報結束，一面參觀士商校園，一面轉往特教班的

基地-－地中海餐廳，郭景倫老師早率全班同學熱情等待；特教班學生的努力學習及

熱情，給香港訪客留下非常深的感動，因此彼此交換禮物、交換聯絡地址等，相約再

見並拍下大合照做為留念，特教班及扶少團成功的拓展了國民外交。

數天後，扶少團同學特地到郭元益餅店，買了名產寄給香港友團分享；香港友團

也在開學時捎來了名產給扶少團及特教班同學品嚐。現在台、港的同學都非常懷念這

段友誼，雙方正透過電子書信往來，相互鼓勵共赴升學大考，各自為前途打拼。

附記： 

一直以培養年青人的領導能力、品德、社會責任、國際觀為目的城東扶少團（國

際扶輪3480地區），平日活動有：職業參訪、協辦全國台語演講比賽，國際清潔日去

淨山或淨灘、勸募捐血、勸募發票、「職業發展優秀青少年領袖楷模獎學金」核發

等；而國外友團的互訪也是我們的重要活動。去年暑假團員訪問了日本地區扶少團

（國際扶輪2780地區），十二月又接待了回訪的日本地區扶少團並聯合辦理『2010年

度聯合聖誕晚會』，今年接待了半島南扶少團，此刻正與城東扶輪社籌畫明年回訪香

港及日本。

人生中第一次滑雪，就愛上這

種快感！

大家都很開心，也很捨不得結

束這次美好的旅程

  走進城東、踏出國門、迎向國際--城東扶少團的國際交流活動【指導老師盧錫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