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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透過影像創作傳遞親情、鼓勵祖孫經由互動與互惠的學習

來增進家庭情感凝聚，並傳遞孝道及敬老尊賢的精神。本校家庭

教育中心在99年9月份舉辦「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99學年度第1學期

『祖孫超級比一比』攝影比賽」。比賽主題有二：「拍攝日常生

活中與祖父母間的互動」、「拍攝與祖父母長相相似度最高的畫

面」，並邀請校內外專家、老師組成評審委員會，辦理評選事宜。

得獎的作品在99年10月7日至99年10月20日，於本校家庭教育中心展

出。

【得獎名單】

名次 編號 作品名稱 學校 班級 姓名

第一名 B006 完美角度 士林高商 323 賴沛樺

第二名 B005 吮嘴和笑容 士林高商 323 鍾念庭

第二名 B017 午餐時光 士林高商 120 鐘怡茵

第三名 B004 近在咫尺 士林高商 323 鄭詩穎

第三名 B007 笑容 士林高商 323 王蔚綺

第三名 B011 最像的髮型 士林高商 123 蘇郁鈞

佳作 B010 我們的眼神 士林高商 123 劉湘庭

佳作 B019 休息 士林高商 123 郭人慈

佳作 B003 專注 陽明高中 104 鄭若芸

佳作 B015 我與我的古錐阿嬤 士林高商 120 曾于珊

佳作 B018 分身 士林高商 123 蔡毓庭

入選 B013 樓梯前 士林高商 120 陳思晴

入選 B002 祖孫 金甌女中 1丁 李宗妮

入選 B008 大手牽小手 士林高商 123 陳暐婷

入選 B009 零距離 士林高商 123 張文瑋

入選 B001 我愛的人 金甌女中 應日101 陳秀梅

入選 B014 感情不滅 士林高商 120 陳韻竹

入選 B016 祖孫相似比一比 士林高商 120 許佳穎

入選 B012 阿嬤！笑一個！ 士林高商 123 李靜

【主題一: 日常生活中與祖父母間的溫馨互動】

【本刊編輯】有鑑於近期校園霸凌事件的報導層出不窮，為了

協助本校師生對霸凌建立起正確觀念，並瞭解本校處理霸凌事

件的管道、程序，本校已於99年12月份，利用導師會議時間、

週會時間（日間部學生）、晚會時間（夜間部學生）對師生進

行反霸凌宣傳，期望達到「有效宣導、有效減少」的目的。

右圖為「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本校已成立專責小

組，由學務主任、輔導老師導師代表、家長代表、生輔組長、

主任教官、輔導教官等成員組成。同學一旦發現霸凌事件，請

即時通報生輔組，或最信賴的老師、行政人員，使事情受到最

好的處理。維護學校和諧安寧，建立快樂受教環境，讓我們一

起來！

【本刊編輯】本校的各項刊物，經過去年黃校長有計畫性的

彙整之後，分別賦予了不同的任務，並確立其主要閱讀群

眾。「風樓紀事」，作為一個忠實呈現學期活動成果的刊

物，舉凡：師長期許、國際交流活動、重大比賽獲獎學生

心得、特殊節慶活動報導、品格教育、家庭教育、愛心勸

募等有關於士商的「人」、「事」、「物」，皆是本刊報

導的內容。透過本刊物的發行，我們期許長官、外賓、友

校、家長明白士商校務推展的過程，並期待各位給予我們

更多寶貴的意見。

本刊刊名「風樓紀事」由校長黃贇瑾命名，並請曾獲得

臺北市國語文競賽書法類教師組第一名的主任教官陳俊中

慷慨贈字。

  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99學年度第1學期

『祖孫超級比一比』攝影比賽

【主題二: 與祖父母長相相似度最高的畫面】

 家庭教育專欄
【本學期家庭教育內容與執行情形】

項次 日期 人數 主題名稱 活動內容

1
 99/10/01（五）

13:30-16:00
101人   

「教養子女的好方法」
專題演講 

引導父母重視家庭教育，促進和諧家庭。

2
 99/10/12（二）

13:40-17:40
41人

「宗教信仰、服飾藝術
對家庭教育的影響」
宗教博物館參訪活動

1.  認識宗教信仰對家庭生活的重要及影響。
2. 體驗生命歷程，學習扮演生命各階段的角

色，進而體會生命之美，學習家庭經營的概
念，創造美好生命。

3. 發現各國民俗服飾，學習尊重不同文化與包
容不同民族。

3
 99/10/22（五）

9:20-11:50
88人

「當孩子的心理師」
專題演講

引導父母重視家庭教育，促進和諧家庭。

4
 99/11/09（二）

14:00-16:30
97人

「小太陽的願望」
家庭教育影片賞析

透過影片放映與討論，增進家庭和諧關係，體
會親職教育的內涵。

5
 99/11/16（二）

13:30-16:00
23人

「生活寫真小書」
電腦實作課程

藉數位相片及其整理，為家人生活作紀錄，增
添生活情趣，學習整理印出成書的技巧。

6
 99/12/03（五）

13:30-16:00
27人

「親子照片編輯套印」
電腦實作課程

1. 透過親子共學，將家庭生活溫馨相片剪輯美
化、增進拍攝技巧

2. 透過故事敘說與相片欣賞，將滿意相片套印
於鑰匙圈，促進親子和諧關係。

7
 99/12/07（二）

14:00-16:30
62人

「用愛慢養，讓愛自由」
專題演講

促進親子溝通，降低親子衝突，促進和諧家
庭。

【第一場「教養子女的好方法」專題演講】

主講人:吳澄波教授

內容：藉經驗分享及心理學分析，讓父母了解
孩子行為原因，培養適當的教養態度與方法。 

【第二場 宗教博物館參訪活動】

【第三場「當孩子的心理師」專題演講】

主講人：黃心怡心理師

內容：透過案例分享，分析青少年心理，幫
助家長了解孩子想法、情緒與行為，更能包
容與陪伴青少年。

【第四場「小太陽的願望」影片賞析】

主講人：柯書林心理師

【第五場「生活寫真小書」電腦實作課程】

主講人：教師研習中心陳怡杰老師

內容：講師說明寫真小書製作方法。將生活中
的親子照片整理並製作成書的過程中讓親子關
係升溫，家長參與熱烈且廣受好評。

【第六場「親子照片編輯套印」電腦實作課程】

主講人：教師研習中心陳怡杰老師

【第七場「用愛慢養，讓愛自由」專題演講】

主講人：本校校長秘書秦玲美老師

內容：分享多年帶班與親子互動經驗，讓家長看
見孩子的正向亮點，也讓孩子看見父母的真心。

 特聘校外兩位評審及校內廣設
科老師負責評審工作

第三名：
士林高商 杜芯儀

 「平安長大唷！」

第二名：士林高商  陳昱珊「緬懷」

第三名：士林高商  鄭詩穎
              「近在咫尺」

第三名：士林高商  蘇郁鈞
              「最像的髮型」

第三名：士林高商  王蔚綺 
             「笑容」

第二名：
士林高商
鍾念庭

「吮嘴和笑容」

第二名：
士林高商
鐘怡茵

 「午餐時光」

第三名：
泰北高中 許卲儀 

「佐/凝聚」

第二名：士林高商  楊小萱「2010的8月」

第三名：
士林高商 周佳玉

 「這麼開心？！」

 同學參觀得獎作品

本校校園霸凌處理程序

刊名改名示意

第一名：
士林高商 許中怡 「樂」

第一名：
士林高商  賴沛樺 「完美角度」

發現期

處理期

追蹤期

學校反映 家長通報學校主動發現

霸凌行為

再評估

施暴學生受虐學生 旁觀學生

重大校安事故

管轄警區
少警隊

啟動
輔導機制

一般偏差行為

依學校三級輔導
機制介入輔導

轉介其他教育
資源單位

函送少年法庭
進行感化教育

結案

申訴專線
申訴信箱

重大違法事件
幫派、校安事件

保護、關懷、
支持

行為規範、校規
懲罰、法治教育

澄清、同理、
規範

※ 求證   ※ 確認   ※ 評估      

不成案

成案

未改善

少年虞犯

改善

申訴專線
申訴信箱

校園問卷
輔導課程
老師評估

專責小組

學務主任、輔導老師、導師、
家長代表、生輔組長、主任教官、輔導教官

   東忙西忙，一陣慌亂之後，坐下稍事歇習。驚鴻一瞥，瞧

見桌上一抹醒目的紅，近看才知是「紅包」。打開一看，不多不

少，十張全新的新臺幣壹仟元。一萬元不是小數目，是什麼人大

發善心，為我送來紅包，慰勞我一年的辛勞？再定神一瞧，紅包

上寫著斗大的幾個字─「獎學金」。原本只是驚喜，現在更添幾

分驚奇，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真相！

      幾經打探之下，方才得知紅包出處，原來是門口的警衞伯伯

─林先生送來的。基於禮貌與好奇心驅策，我決定親自拜訪林先

生一探究竟。林先生說這紅包是女兒的獎學金，經濟不景氣，看

到師長們為了替學生們張羅愛心便當，四處奔走募款，深受感

動，所以他和女兒決定共襄盛舉，將此獎學金捐做本校愛心便當

基金。

      近年來，我們發現許多遭逢巨變、父母非自主性失業，導致

生活困頓家庭越來越多，為了幫助孩子們安心就學，我們成立了

「認助清寒基金」及「愛心便當專戶」，四處奔走募款，只為

了把孩子們留在校園中，協助他們完成求學的夢。

      近3年，申請免費盒餐的同學也從最早的每日20人暴增

到現在的100多人，而且還有不斷攀升的趨勢。

儘管經費來源拮据，但師長們仍是極力奔走，

只為讓孩子們有一頓溫飽。每天中午看到孩子們

井然有序、臉上洋溢快樂表情來領盒餐時，我總

覺得，對孩子我們做了最即時、也最有意義的事。

      除了感謝林先生及其女兒的善心義舉之外，我也

曾在朝會(晚會)上和學生們心享這個感人的紅包。期

許同學們懂得知恩圖報，受人滴水之恩，湧泉以報、

勿以善小而不為，盡力為善的道理。新的一年，藉由

這個「愛的紅包」，期勉全體士商人感恩惜福，立志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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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0 參 觀 花 博 ， 同 學 心 得

    

 參觀花博，大家一起來！ 

【101 張耘齊】11月25日是士商的校慶，同時也是校

外參觀花博的日子。但是老天爺不賞臉，天氣竟是如

此的惡劣。雖然如此，我還是期待能趕緊到花博會

場，想趕緊觀賞園內到底有多麼壯觀、多麼美麗！

終於，抵達花博的入口外。多麼壯麗的大門！在

花博的園地裡，覺得自己好像置身在童話世界般。那

一朵朵花，有著旺盛的生命力，不管是風吹或雨打，

都能保持住自己的美麗姿態。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值

得令人參觀的地方。尤其我最喜歡的是位於舞蝶館內

的日本區，真的非常美，也很有日本的味道。還有很

多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花博真的是很精緻，真是台灣的榮譽！我覺得花

博很好玩，希望下次可以參觀久一點。

【101 陳怡君】忽大忽小的雨絲清敲著五顏六色雨

傘，全校師生踩著腳步往花博前進。雖然路程不短，

又加上下雨，但我們幾個好朋友卻不受外在環境的影

響，一路上唱歌、玩耍、遊戲，歡樂的笑聲將我們團

團包圍，竟也不知不覺走到目的地。

點完名後，我們首先去了「爭豔館」。裡面充滿

許多漂亮又有創意的作品，讓我們看了目不暇給。我

們忍不住在那裡駐足許久，也拍了很多照片。外面還

持續飄著綿綿細雨，雖然撐著傘很麻煩，但是我們不

想浪費這難得的機會。

在大家解散後，我和好朋友仍繼續留下來，直到

快日落，才意猶未盡的彼此道別。                                                                                                                                   

【109 羅美欣】一踏進花博會場，眼前的人山人海不

出我所料，從幼稚園到高中生，甚至許多外國觀光

客，都聚集到這個頗具盛名的展覽會。雖然來時天候

不佳，但不能澆熄我們高昂的興致。和同學相伴、撐

傘走在雨中，細細品嚐會場內的點點滴滴，手裡的相

機快門不斷閃動，直想把每一刻留為永恆。

會場內的花朵，呈現前所未見的樣貌。亮麗的色

彩互相爭豔，豐富的姿態引人注目。每次我想要一窺

究竟，但總因人潮太多而未能如願。紀念品販賣處為

我們製作了許多精巧可愛的紀念品，雖然比不上實體

的多樣，但卻讓我們輕鬆的將「美」帶回家。看著身

邊的幼稚園小朋友，拿著花博玩偶小心翼翼的觀看，

臉上洋溢著快樂的笑容，我的心也跟著飛揚起來。

雖說天空不作美，但這一天下來，心底盡是滿滿

的幸福！這一天，真的很值得！

【109 陳立亭】去花博當天剛好下雨，不知道是否是

老天的惡作劇？在行走路程中，突然聽到：「西臨淡

水，東倚圓山……」的歌聲。是誰，是誰在唱我們學

校的校歌？原來是前方隊伍呀！大家跟著一起唱啊和

啊，沈重的步伐逐漸轉為輕快的腳步，有部分的人甚

至當起了指揮呢！唱累了，有人就從隊伍前方遞過零

食，只要想吃的就自己拿。感覺大家好像一個大家

庭，有福同享，不會吝嗇。

途中還遇到一位阿嬤帶著孫子，阿嬤開心的跟我

們打招呼，孫子則快要哭的模樣，這真是一幅很有趣

的景象。

一進花博會場，就聞到一股淡淡的花香。美麗的

景象，彷彿置身在天堂。色彩繽紛的花朵，點點雨珠

掛在花瓣上，有如七彩寶石般燦爛！這真是一場視覺

跟聽覺的美妙饗宴！

 從學校出發囉！

 擲骰子拿糖果

 手忙腳亂裝扮

 一起享受閱讀

 承載願望的聖誕樹  特教小天使出場

 來角色扮演吧！

 闖關活動之比手劃腳

 盛況空前

配合不同節慶活動，學校設計
了不同的趣味活動。除了宣洩
同學的課業壓力之外，也可以
學到很多許多課本學不到的知
識唷！

 雨中行樂

特殊節慶
活動報導

【萬聖節活動】─ 設備組舉辦

每年十一月的重頭戲，當然就是設備組所舉辦的萬

聖節活動囉！只要回答出中英文版的萬聖節通關密語，

就可以各獲得精美糖果禮物唷！這次新增加了角色扮演

和擲骰子活動，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呢！

【聖誕節一系列活動】─ 應外科舉辦

為了讓同學們在玩樂中增進英文能力，並感受西方

文化中最熱烈的節慶氣氛，應外科在今年的聖誕節設計

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聖誕節海報及有獎徵答、聖誕

樹祈福卡、闖關活動、Party Queen扮裝及走秀，還有社

團的多語文化社報佳音活動。活動當天，不僅有校長扮

成可愛的聖誕老婆婆發送聖誕禮物，還有俏皮的特教小

天使粉墨登場唷！

今年錯過了嗎？沒關係！明年再來報名吧！

【閱讀領糖趣】--圖書館舉辦

愛讀書的小孩有糖吃活動：凡是在12/20～12/24下午

4：10分以後，至圖書館1次借閱3本書的前50名同學，即

可領取由圖書館所準備的精美糖果一份。另外，借閱家

庭教育或親子教育相關書籍的同學，可以額外獲得由輔

導室準備的精美贈品唷！贈品有限，送完為止唷！

 本校三大服務隊介紹：交通服務隊、秩序服務隊、衛生服務隊                 

身為士商的一份子，絕對聽過這三大服務隊的
大名：交通服務隊（簡稱交服）、秩序服務

隊（簡稱秩服）、衛生服務隊（簡稱衛服）。無
論在學校重大慶典的流程、日常事務的推行、維
繫整潔的要務上，三大服務隊各司其職，發揮了
重大的功能，可說是學校不可缺少的幫手呢！就
讓我們來介紹這群無名英雄吧！

【交通服務隊】

    99學年度第九屆交通服務大隊主要幹部名單：

職稱 學號 姓名

大隊長 81908 邱子睿

副大隊長 81919 劉宸岳

首席訓練官 82109 彭俊翔

首席行政官 81833 陳妍婷

一中中隊長 81636 蔡婉瑜

一中副中隊長 81014 方郁婷

二中中隊長 81630 陳明旻

二中副中隊長 82020 蔡坤佑

三中中隊長 81526 陳宇柔

三中副中隊長 80820 李筱珺

四中中隊長 80210 楊錫陽

四中副中隊長 80524 洪琬鈞

 交服大隊長 220 邱子睿 

每個服務隊都有自己
一套的服務項目，而交服
的責任是讓大家在全校性
活 動 時 （ 如 上 下 學 、 實
商…），有一定的交通秩
序及安全。

我認為交服有兩點是比別的服務隊更需要加
強的能力：一、專注：在執勤時不能分心。因為
只要做錯動作、下錯口令，都有可能造成別人暴
露在危險中；二、直覺的判斷：在執勤時總是會
有不在預料中的事（如闖紅燈的人、車），在遇
到這些情況時，靠的是學長姐的經驗和自己的臨
場反應。這兩點的堅持讓我們可以在服務時鍛鍊
自己，這是我們交服的服務性質。

當我還是高一時，學校要大家選一個服務
隊 ， 當 初 很 想 不 參 加 ， 因 為 我 家 住 很 遠 （ 五
股）。但後來我卻選擇了每天要很早起的交服，
因為我不想單單服務學校內的同學，交服可以讓
我站在校門口，服務更多人。來到交服後，就很
喜歡這個環境，喜歡這裡的學長姐，喜歡大家為
執勤這件事一起努力，一起付出。當幹部後我和
中隊的高階及其他幹部經歷了很多快樂的回憶，
我們培養的不僅是執勤上的默契，也培養私下的
友誼，對我的高中生活影響很大。

有很多人常說在交服裡很單純，大家不會因
為課業而斤斤計較，不會因為感情而勾心鬥角，
這好像是士商的一個小角落，只有參予的人才懂
的小角落。對吧，所有的交服人！

當上大隊長後，很多事情都和原本不一樣。
位置越高，代表不是權力，是責任。我當了將近
兩個月，這四槓很重，對我來說那是學長姐對我
的肯定、服務隊對我的認同。很多人對服務隊有
很多批評，覺得我們只是一群人在搞一個「學校
性」的小團體。但是在這裡能學到的是很多學校
學不到的經驗及態度。唯有全心參予其中的所有
人，才懂這種「小團體」的感受。身為兩百多人
服務隊中的一員，很榮幸能為大家付出，也很謝
謝大家能給我領導的機會。努力是共同的，我們
是在同一條船上，我只是個默默無名的船長，靠
的是大家努力的划槳，我們才有嶄新的交服號！

 交服副大隊長  220 劉宸岳 

2010年11月的第一個
禮拜，我擔任起交服大隊
副大隊長的職位。直到現
在，一個月過去了，就開
始想起去年只是個隊員，
那樣的日子。 

當初加入交服是因為家裡很近，被老師就這
樣放進空格裡。炎炎夏日裡，跑步一圈讓我汗流
浹背，心中的抱怨只能任它在一聲聲哨音中飛逝
而去。就這麼周而復始的早上，六個禮拜過去
了。雖說不必每天都到，但依然是訓練、訓練。
直到某個禮拜，換成我們執勤了！是執勤不是訓
練，它需要判斷、需要謹慎、需要思考。由於關
係別人的安全，它也成為我喜歡交服的第一個原
因！執勤拋去死板的訓練，但緊密的訓練卻奠定
了執勤基礎！

就這樣過去一個學期，某天交接日時記得大隊長這
麼說：「等下念到名子的大聲答有！」、「2-4分隊長劉
宸岳」、「有！」。那天的畫面依然在腦海時常盤旋。

在升上幹部的日子裡，我找到第二個喜歡交服的原
因！因為交服就像一個大家庭，不分你我、關照彼此！
那是一種兩百多人對事物的熱愛所聚集起來的想法，因
為希望這件事更美好，因為都能為這件事盡心盡力，所
以才能團結合作，所以才能成為這個家！當然也得承受
更多的責任、更多的煎熬，更要有判斷是非的態度，以
及果決的想法，只要多了那一秒鐘，那麼你就做錯了！

如今成為十二高階之ㄧ的我，成為這個家的樑柱，
那麼就得屹立不倒，就算天垮了，還有教官、還有我們
十二個在，那麼還有甚麼事情難的倒我們嗎？「士商交
服：交點中心，通力合作，服星高照，物捷群雄！」

【秩序服務隊】

     99學年度第九屆交通服務大隊主要幹部名單：

職稱 學號 姓名

大隊長 80802 李昱寰

副大隊長 81934 陳苡帆

首席督察官 80014 羅肇均

首席行政官 81318 洪語柔

典禮組組長 81027 張嘉文

典禮組副組長 80537 蕭羽倫

第一中隊中隊長 81537 鄭佳紜

第一中隊副中隊長 81916 楊嘉麟

第二中隊中隊長 80041 簡翠吟

第二中隊副中隊長 80426 陳宇萱

第三中隊中隊長 82137 劉芳安

第三中隊副中隊長 81123 林芮羽

第四中隊中隊長 80011 蔡泰宏

第四中隊副中隊長 81338 韓依庭

 秩服大隊長 219 李昱寰

熱鬧且充滿朝氣的士林高商
裡，除了多彩多姿的社團外，還
有三大學生自治團體「班聯」、
「社聯」、「畢聯」，及熱心為
學校付出的秩序、交通、衛生三
大服務隊；其中，秩序服務隊更

是教官落實校規的得力團體，努力奉獻不遺餘力。

秩服分為四大中隊、典禮組、行政部、督察部…
等，而中隊下面分成分隊及小隊，是一個不小的組織。
四大中隊檢查學生的服裝儀容是否整齊、維持朝會、午
休秩序以及協助學校準備相關活動的前置作業…等多項
不同的工作；典禮組是負責擔任朝會司儀、升旗、協
助頒獎或是在重要活動中接待貴賓，甚至還有機會協助
其他校外的的重大活動等事宜；督察部負責督促整體大
隊的紀律，行政部的工作則是負責各項文動的整理等。
「秩服」就是一個為學校盡心盡力服務的團體。

在每一屆新生訓練時，秩服在各班都會徵求熱心自
願的同學入隊，開學便會開始學習一些相關規定及基本
的教練等課程，在往後的一年多裡，更有期初大會、寒
訓、服務杯、幹部的甄選、儀態比賽、暑訓…等許多精
彩的課程及活動。在這樣一段的過程中，除了學到寶貴
的經驗以外，還會認識許多的朋友，大家互相幫忙，你
會發現身邊永遠會有一群人支持著你。

時間會慢慢的流逝，秩服的幹部和努力為學校服務
的精神一屆一屆的傳承下去，在我的心中秩服就像是一
個大家庭，永遠不會散。

 秩服副大隊長 220 陳苡帆

秩序服務大隊，簡單來說，
是維護校園秩序、讓同學能遵守
校規穿衣服。大家可能認為秩服
很囉嗦，有很多的規定。但現在
的我們，已慢慢修改規定，讓規
定合乎常理，又不失去意義。

說到服務，很多同學可能看不出我們服務在哪：在
大門口時，秩服要幫忙勸導違規者；朝會時，管理遲到
區；中午時，會有隊員站在司令台上，看操場圍牆是不
是有人在傳遞物品。或許有人會說：「來傳東西給我的
是我朋友。」但基於安全，且操場圍牆是處在校園中
較偏僻的地方，常會有人在外面徘徊，其實是有危險性
的，所以秩服才要管制不能傳遞物品。還有協助實商、
校慶、畢典的執勤。以上大概是秩服的服務性質。

回想一年級選服務隊時，我就自願加入秩服，本以
為：「秩服是管人的吧…那不就很威風？」但新訓開始
時，才發現秩服不僅管人，也是替人服務的「服務隊」。

剛進秩服時，我是四中的隊員，慢慢升上幹部，當
我升上了分隊長時，被選到二中，雖然和相處快一年的
四中夥伴分開，但是到了新的中隊，可以認識更多朋

友，感情雖不像同班同學般親密，但在執勤時的相處，
都是培養良好友誼的契機。這裡很單純，就是一群為學
校服務的學生所組成的一個團隊。從服務隊可以學到課
堂上所學不到的東西，在服務隊要面對很多的突發事
件，反應要夠快。另一項就是培養責任感，幹部或高階
交待的事 ，一定要準時做好，不要東拖西拖—在服務
隊，除了服務他人的心，最重要的就是責任心了！

到現在，升上秩服的副大隊長。剛開始其實是很害
怕，害怕自己無法勝任。手臂上的四條槓，常壓得我喘
不過氣，但位階愈高壓力愈大，強迫自已一定要把事情
弄好。而且在這麼高的位階，常要接受各界不同的眼光
看待，也常常聽到不同的批評，但化批評為自我成長的
力量，以後，我會更為秩服、全校同學，盡一份心力。

【衛生服務隊】

   99學年度第九屆交通服務大隊主要幹部名單：

職稱 學號 姓名

大隊長 81328 陳庭均

副大隊長 81731 馮家瑜

巡務長 80022 林秀

一分分隊 81922 李懿真

一分副分 80032 陳宣瑋

二分分隊 80332 陳宛妤

二分副分 81235 劉芷廷

三分分隊 81125 洪子婷

三分副分 82127 徐子涵

四分分隊 80409 黃敬淳

四分副分 80031 陳奕彤

 衛服大隊長 214 陳庭均

當初加入衛服，是因為覺得
服務隊很新奇，加上迷迷糊糊的
就進來了。剛進來的時候，什麼
都不懂，而且要記好多東西，每
天都要跟不同的人打板，還要開
一張又一張的罰單，如果開錯了

就要重新再寫一遍，感覺真的很困難，但是慢慢熟悉以
後就越來越愛值勤。四月中的實商活動是衛服的重頭
戲，在活動的過程中，我看到了衛服的團結，還有衛
服做事的效率。永遠記得在實商結束後大家辛苦的刷完
地，坐在一起吃飯的時光。組長說衛服是一個溫馨的大
家庭，那種一起努力的感覺真的很好。

　　當上大隊長後，發現要做的事多了很多，不僅要管
好隊員，看他們有沒有認真、做出違規的事，也要帶領
好幹部，讓衛服正常運作，每天要煩惱的事情真的很
多。起初有些不習慣，覺得有點辛苦，但是在過程中也
學習到了很多做事的方法，以及待人處事的原則，這是
在平常的生活中所經歷不到的事情。雖然要常常講同樣
的話，做重複的事情，還有偶爾要處理一些突發的小狀
況，但我相信這些經歷都會在以後帶來很大的幫助。

　　常常感覺衛服都是默默在做自己的事情，不像交服
或制服比較能夠受到注目，偶爾還要接受別人的責罵。
但是如果沒有衛服，那麼廁所就很難常保持乾淨，教室
及外掃區域也可能會很髒亂。所以維持校園的乾淨與整
潔並不是想像中那麼輕鬆容易，是需要大家一起來維護
的。我愛衛服，我以衛服為榮。

 衛服副大隊長  218 馮家瑜

當初會加入衛生服務隊，是
因為沒當上班級幹部；跟交服
及秩服比起來可以不必很早到
學校、不用站在外面風吹雨打太
陽曬…。但一開始覺得很煩，每
天還要跟不同的人一起打板，和

四十幾個不認識的人相處一年，還有一堆瑣事要注意。

一開始什麼都不會：跟著學姐學開罰單學打板，打
板回來還要被學姊質疑打板有無確實檢查、看到幹部學
長姐要打招呼等……。很多事情需要去注意、處理，真
是苦不堪言。但經過幾個禮拜的相處，我們隊員間的感
情越來越好，而且學姊人其實都很好，所以越來越喜愛
這個團隊，越來越覺得這是個有很多歡笑的地方！

如今我已當上了衛生服務隊的副大隊長，雖然過程
有些辛苦，但卻發現其實自己還蠻樂在其中的：幫忙組
長、管理二年級幹部及一年級全體隊員、規定及規範隊
員的狀況、幹部間的協調及問題等，都是我和大隊長所
擔心煩惱的。跑跑公假單、勾勾幹部們的缺曠、還要三
不五時跑去衛服室和分隊長討論錯開的單子……等，實
際上工作很多又很雜。

大家都剛當上幹部，很多事都還在學習中，幸好有
薛組長指導我們，也有學長姐傳承的經驗可供參考。衛
生服務隊沒有想像中的那樣輕鬆，畢竟學校的整潔是要
靠大家一起去維護及管理的！一起加油吧！

【本刊編輯】結合花卉、園藝、美學、科技、環保的

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在2010年11月6日隆重開

幕。這是臺灣第一次獲得國際授權所舉辦的展覽，展

區內並結合臺灣在高科技上的努力成果。所謂「讀萬

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讓同學走出校園，藉由參觀

國際性展覽的機會，開拓同學們的視野、培養更寬廣

的國際觀。

由於花博展區共包含圓山、美術、新生、大佳河

濱等四個展區，範圍之大、展品種類之豐富，無法在

一天之內全部看完。於是學校在這個學期安排了兩次

花博校外參觀，分別是：配合校慶當天活動的2010年

10月25日、期末的2011年1月19日，配合老師出發前的

解說，以及低廉的票價，使同學能一窺花博之美。

校慶當天，天空不作美。在綿綿細雨中，同學們

或撐著傘、或穿著雨衣，踩在微濕的路面上，拍搭拍

搭地，雖然辛苦，卻彷彿回到了孩童時，那一段吃著

零食、背著背包玩的時光。三公里的路程中，同學們

或吃著零食、或拿著相機四處拍照、或一起躲避因急

馳而過的車子而濺起的水花……。日後回憶起在士商

的點滴時，想必這會是一幅永不缺席的景象。  爭艷館前合照

   記得剛進士商小高一時，國文老師就推薦一個網站─「國文深耕網」。其中一

個關卡是好書閱讀，必須閱讀指定書目、通過20個相關問題，才算過關。它的書目
也高達十類四百多本，所以有相當多的選擇；每通過五本學校也會發一張獎狀當作
獎勵。那時我卯起勁來很勤的翻閱每一頁，越看越愈罷不能。明明就只是幾個簡單
的文字，卻能在巧妙的運用下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感覺，令人讚嘆不已！那段時間我
媽說我怎麼一直都在看課外書。哈，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深深著迷了吧！
      除了深耕網外，還有博客來舉辦的好書推薦，只要寫一些推薦文章就可抽獎品
和拿書，每五本會發一張博客來的獎狀、徽章和獎品。看一本書又能拿到額外的獎
勵，這簡直是超好康的消息！當我很興奮的跟班上同學分享時，換來的卻是一句句
「你不會覺得無聊嗎？浪費時間……。」可是，當我現在回頭一看，我沒有後悔，
因為有些東西是課堂上學不到、卻可以藉由閱讀中得到。它使你心靈成長茁壯，有
更多的想法與見解，並能看到更廣大的世界。在這個活動中，每個人把自己的想法
用文字寫下來，敘述自己的心得以外，也等於為自己留下痕跡，我非常推薦這個活
動！

 閱讀達人經驗分享【304陳思蓓】 
另外上述活動外，我還有參加由士林圖書館在暑假舉辦的「閱讀新視界研習營」。
老師上課方式是每週規定一本書，每個人都要上台報告自己的感想。這是很好練習
自己台風的好機會。同學們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你會發現原來還有這種思考方
式；大家提出問題一起討論，探討每本書更深層的意義，老師也提出自己的想法跟
我們分享。在這場活動中，激發出非常多思想的火花。能夠參與這個活動，我真的
感到非常幸運！
       只要給我一本書，我就能一整天都閉上嘴巴，安靜到彷彿從空氣中消失般。我
媽曾開玩笑的對我說：「就算天塌下來了，你也還在看書吧！」不知道為甚麼，我
就是這麼沉溺在閱讀的世界裡。有道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裡雖然沒有黃金，但
卻有更無價寶貴的知識。因為閱讀，我時時刻刻點石成金、累積知識、擴展視野。
每本書的味道不盡相同，酸甜苦辣盡是美味。與閱讀的邂逅是讓我感到最開心的
事，我誠摯的希望每個人都能培養成閱讀的好習慣，甚至是終生學習，因為從閱讀
中會獲得不一樣的想法與思考，進而提升自己。
        期盼大家一同前往閱讀的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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