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湖國中直笛團民

國89年由張婷君老師創

立，曾獲得多次臺北市

音樂比賽直笛合奏等第

一名暨全國音樂比賽直

笛合奏優等榮譽，101
年林祖鑫老師加入共同

指導，學生利用平日午

休及週五聯課活動時間

進行練習。直笛合奏有

其一定的難度，尤其在

音準上的練習是最重要

但又亟需耐性的！團員除了要注意自己本身音高以及同聲部整齊度外，更要

聆聽，與其他聲部融合。雖然練團十分辛苦，但從反覆、紮實的訓練習中，

優美的和聲逐漸形成，同學除了辛勞練習，也能享受音樂之美。在直笛團，

孩子不只是來練習直笛的吹奏；他們更要學習如何與別人合作、分享及保持

積極樂觀的學習態度，同時也可藉由團隊的力量提升團員的氣質及榮譽感。

東湖國中的音樂性社團發展蓬勃，除了每年音樂比賽皆獲得優良成績外，更

是臺北市國中的一大優良傳統。近幾年除了校內既有的合唱團、直笛團，更陸續

成立了管樂團以及弦樂團，提供從小學習樂器的學生，延續對音樂的熱情與喜

愛，在樂器演奏技巧上精益求精，培養學生藝術專長。而東湖國中管絃樂團今年

在楊明惠校長的帶領下，正式成立。合奏課程由校內李小珍老師、蔡閔媜老師共

同指導，學生藉由每周下午分部課、週間午休、週五傍晚合奏課的規律訓練，提

升演奏技巧、累積合奏的經驗，並安排

校內、外發表機會，訓練學生上台的經

驗及膽量，更是提供一個同儕、師生相

處融洽、和諧愉快的練習環境，所以練

團是學生在繁忙的課業重擔中，最好的

舒鬆活動。

因為校長的支持以及校內音樂老師

的努力付出，目前東湖國中管絃樂團人

員已經多達七、八十人，今年更是初試

啼聲，獲得臺北市東區管弦樂比賽第一

名的佳績。

東中男排已成立四年多，征

戰了好幾場大大小小的賽事，在

過程中，失敗總比成功還來的多

次，但是我深深相信，只要讓孩子們學會站起來的次數比跌倒多那麼一次，

那我們總有成功的一天，對我來說，成功不一定是贏得比賽的勝利，生活態

度的成長、待人處事的態度、不怕面對失敗的心理，或者是學習態度上更積

極以及學會不輕言放棄，這些是對我來說，遠比「勝利」來的更有教育意

義，這不一樣的學習，在課堂上是很難學到的，只有在那十八乘以九的長方

形框框裡，才會開始產生化學作用。

我常常對隊上的孩子們提到，國中生要學會如何兼顧打球和唸書是真的

很不容易，讀書和寫作業仍是學生的義務和本分，我還是相信只要自己肯努

力一定都有辦法做得到，也許我們都會在球場上寫下我們的休止符，但我們

的人生依然持續著，人生的成功不是我們到達到怎樣的高度，而是超越自己

和成長。

教育是個長期抗戰的有趣志業，要面對太多的狀況與變化，隨著時間流

轉，熱情難免減退。願自己保有初衷，持續幫助需要幫助的孩子。努力耕種

的這片稻田，在經過不斷的日曬雨淋，我期待看到他們未來的豐收！

「我帶的不只是排球，是教育！」

教練　莊凱崴老師　2016.01.03
成立於2012年，以成為全方位表演藝術社團為目標，演出融合戲劇、舞蹈、

綜藝等元素，成立以來參與東湖國中校內外多項發表與重大活動，頗受好評。

2016年春天，即將加入第五屆新團員。

創團至今每年皆參與校外活動或競賽，包括「一彎藝術涓漾東中――東湖國

中千人藝術創作展」開幕歌舞劇、「臺北

市還寶戲劇比賽」榮獲優等、「104年全

國中等學校熱舞大賽」等。

表演藝術團也協助學校教師完成東湖

國中重要活動與慶典，舉凡校慶、畢業典

禮、才藝競賽、英語歌唱比賽，都可以看

到社團成員賣力演出的身影。

在台上風光演出的背後，是大量體力

的消耗與無窮創意的激盪。表演藝術團創

團團員入選後至今無人退出社團，最大的

原因是夥伴之間彼此的鼓勵，以及所有人

對表演的熱情。

今後，東湖國中表演藝術團將延續其多元與全方位的傳統，製作出能夠感動

自己以及感動觀眾的演出。期望大家都能在演出中共同享受一種興奮與活力，一

起看到熱力四射的東中表演藝術團。

本校為讓學生能發揮潛能及提供更多

元的升學管道，藉由籃球訓練的情境，培

養學生積極奮鬥的精神、團結合作的態

度、及提升自我認同感，自102年3月起成

立女子籃球隊，期能在賽會中為校爭光，

也讓籃球隊成員能留下美好的回憶。

球員在不影響課業、班上作息下，平

時即默默利用晨訓與中午來加強基本體能

與球技，訓練期間感謝楊校長鼎力支持與

指導、及南湖國小阮文盛教練、王嘉惠組

長與東中行政團隊及教職員的協助，方能

擁有當今的輝煌戰果。這群娘子軍積極進取奮鬥不懈勇奪104學年籃球聯賽臺北

市預賽第一名，取得全國北區複賽代表權，將代表臺北市參加全國北區複賽，我

們會全力以赴再創佳績為校爭光。

本校女子籃球隊歷年榮獲102學年臺北市教育盃第一名、102學年籃球聯賽

臺北市預賽第二名、103學年籃球聯賽臺北市預賽第三名、104學年籃球聯賽臺

北市預賽第一名。

直笛團

男生排球隊

女生籃球隊

東中特色社團東中特色社團

表演藝術團

管弦樂團

今年暑假，有三位九年級同學甄選上參加「嗡嗡嗡市政

體驗營」，難得的市政體驗，學校決定安排三位同學於11
月的朝會中分享，讓其他學生也能有所學習。坐在台下，聆

聽著學生從容不迫、侃侃而談的分享，也欣賞著他們用心準

備、精采豐富的簡報，東中學生的優秀表現，讓我油然而生

喜悅與感動！

12月份，我們邀請了甫於兩年前畢業、目前就讀社區

高中一年級的校友回校演講，分享他在過去一年申請到美國

當交換生的體驗與學習。流暢的英語開場、精采而生動的簡

報、因努力而爭取到的無數榮耀、大方而自信的台風，不僅

全場鴉雀無聲，成功的掠獲每一雙學弟妹的眼睛，也讓所有

在場的師長們與有榮焉。

已經辦理26屆的內溝越野賽，今年首度擴大辦理，邀請

社區內的東湖國小、南湖國小、明湖國小學生一起來體驗競

跑。原本就氣勢磅礡的千人起跑場面，今年因為有小朋友的

熱情參與，更顯熱鬧與溫馨，未來我們希望有更多大手牽小

手的機會。

2015年最後一幅學校網頁的首頁照，是由學務主任所刊

登，標題為「東中四大天團，明年一同進軍全國賽」的四幅

照片。這一年，東中管弦樂團、東中直笛團、東中男排、東

中女籃，持續繳出了亮眼的成績單，分別拿到了一票難求的

全國賽門票。榮耀的背後，絕對是長時間淚水與汗水交織的

結果，師生們為校爭光、為自己的興趣理想所投注的努力，

都將在東中校史上留下燦爛的一頁。

楊明惠校長

文／林俐萍老師

難忘的盛夏獨木舟營隊，教練用日

以繼夜的手做木工課程，指導四十幾位

大小師生木工新手，叮叮咚咚、敲敲打

打地將木條、塑膠皮慢慢裁鋸、打磨成

型、合作蒙皮，終於在首航日前午夜時

分，完成十艘透明亮麗的獨木舟，這一

刻親師生一起歡呼，倍感喜悅與榮耀！

孩子們搖晃金色酒瓶，讓香檳噴泉

灑在準備啟航的果凍透明色獨木舟船

首，在夢想造舟隊長關渡國小吳文德校

長、造舟指導大沐老師、航行教練孫

浩、以及建宏、小葵老師，和友情支援

的專業獨木舟戒護志工保護下，大朋友

小朋友歡天喜地的划著自己打造的「格

陵蘭雙人蒙皮獨木舟」，航向藍天碧

海。

東湖號在寬闊的關渡淡水河口興奮

地展開處女首航，雖然營隊已經在游泳

池裡行舟訓練，但真正進入大自然懷裡

實戰操作，學生們可是各個戰戰兢兢，

老師群人人小心翼翼，划著自個兒打造

的東湖號，讓師生興奮莫名；第二回遠

征冬山河航道十幾二十公里航程，青山

綠水間，迎著薰風小雨，大小水手一派

瀟灑，青山綠水間豪邁競速；第三趟勇

敢地航向豆腐岬海灣上，挑戰海洋獨木

舟的實力。這艘師生親手琢磨打造的

「東湖號獨木舟」，在碧波盪漾的小河

口大海洋，漂亮出航！

為了確保安全，雙人獨木舟的每趟

航行安排一位學生搭配一位老師，師生

協力合作，駕著水晶透亮的船身，輕盈

划行在飛鳥橫渡的浪漫紅樹林河道旁，

搖呀搖地搖近社子島岸，微風輕吹、水

盪漾。七天嚴謹課程，日日12小時製

作與訓練，「海洋之心——造舟航向大

海」研習，讓大家有機會、有能力，愛

上造舟划船，這美好經驗，一輩子難

忘。

河面航行時，小船友卯起勁全力衝

刺，不料側風吹暗流推，經驗不足的東

湖號新手，撞上守護船，竟然咕嚕嚕地

翻船了！救援大隊立刻齊上，快速安全

地救人救船，展現完美戒護能力。

學習過程中，有操舟翻船復位等練

習，加上教練仔細交代穿妥救生衣，還

有令人安心的戒護大隊保護著，船翻人

落水，一點兒都不擔心!更證明獨木舟課

程，規劃扎實、組織嚴謹，海洋之心團

隊真是一級棒！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細心完善

的規劃，教練們認真辛苦的教學。從造

舟歷程，孩子學到的是盡心盡力、做人

做事的態度；在操舟划船中，感受到福

爾摩沙海洋熱情的呼喚，更願意將海洋

之美永續傳承，用這股毅力和勇氣面對

人生驚滔駭浪。一艘手工打造的東湖

號，一個「海洋之心——造舟航向大

海」的少年夢，東中彩繪獨木舟美麗出

航！

▲嘿唷！嘿唷！東湖號亮麗出航囉！ ▲美術課學生發揮創意彩繪船身。 ▲內溝越野賽結合海洋教育情境布置，讓人眼睛一亮。

▲「東湖號」輕盈划行在飛鳥橫渡的
紅樹林河道。

▲師生親手打造「東湖號」獨木舟。

▲自己造舟自己划，這經驗太難忘了！

東中二三事2015

海洋之心造舟航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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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畢業校友／趙正明

98年畢業校友／簡晨軒

104年畢業校友／林思妤

20 13年，我參加了日本魔術大

賽，我以「綠色的寂靜」為主題，透過

紙牌不斷的移形換位，描述魔術世界的

繽紛與神奇。「綠色」代表的是神奇的

魔力，靈感來自歐洲女巫提煉出來的綠

色藥水；「寂靜」代表的是魔力消退之

後的「虛白」、「真淳」，那是一個生

命週而復始的樣態。為了這次的比賽，2007年起，我就開始構思、設計程序，

我希望技法能創新，模式能不蹈前人；我也希望整個表演，有跌宕起伏的情節，

也有感人的情思流瀉其中。於是，本來是方形、扇形的綠色紙牌，在我的推移揉

捻中，變成了領帶、球、絲巾、梳子、雪花……。此外，每一個彈指，每一個眼

神，每一個身影，都要與樂音契合。為了做到無懈可擊，賽前數個月，我每天花

上十五個小時練習。

那次，高手如雲，同臺互競後，我得了冠軍。

這並不是我魔術生涯的第一個冠軍，2010年法國巴黎FFAP魔術大賽，2011
年義大利聖文森魔術大賽，我也得到冠軍，所不同的是，桃太郎給了我「神之

手」這個封號。

端詳著這雙「手」，我想起了在東中的歲月。我也曾以同樣的這雙手，演算

過數學程式，書寫過青澀年華，彈奏過鋼琴，曾在童軍課編織出細緻的繩結，也

曾用這雙手遞出溫熱的接力棒……東中三年，磨礪了我性格上的堅毅與專注，薰

陶了我藝術的創發力與鑑賞力，形塑了我凡事甘之如飴的性情。而今，對於經常

在世界各地演出的我而言，東中卻是讓我繫念不已的海灣。

那一年，我十三歲，頂著一顆西瓜皮正式成為

東湖國中的一分子。記得當時最期待穿插在主科中

的家政課、體育課、音樂、美術與工藝課，直到現

在，第一次烤出餅乾時的興奮還在腦海與舌尖打

轉；從羽球、排球等各式球類，到水墨畫、油畫、

陶藝十八般武藝都讓我摸過一回；工藝課時老師總

是給我們問題而不是答案，絞盡腦汁後亮相的成品

總是讓人很有成就感，許多能力不知不覺間培養起

來。

當年的我大概永遠不會想到，當時只是覺得跑

很快好像很帥而加入田徑隊，這一跑，竟然就是十

餘年的羈絆，替自己的人生開啟了一段奇幻旅程，

也磨練出專注、執著的韌性。

入隊一開始，教練花了很多時間在幫我們打基

礎，大多數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完成教練要求的訓

練，起初我也不以為意，國一那一年結束前，第一

次拿到繡有學校名字的比賽衣，心理的亢奮全寫

在臉上，然而或許資質上算不上是天才，又不夠努

力，因此預賽結束就只能提前打道回府，我也終於

看到了原來外面的世界是這麼大，自己和高手的差

距是這麼遙遠。從那一刻起，我學會了取捨，我要

犧牲玩樂的時間，去換取我與高手們的距離。

接著，迷戀被窩的我，不論是春夏秋冬，六點

一到，我已經在前往練習的路上。不論是艷陽高

照，或是冷雨澆淋，你依然會在田徑上發現我的身

影；別人過年放到初五，我總是初二就開工了；很

多朋友在寒暑假出國、度假，而我總是埋頭繼續打

拼，就算真的要出遊，你一定會在我的行囊中看到

一雙跑鞋。甚至是在準備考高中前，我也不願意讓

考試當作我跑不好的理由，因此我開始晚上練習，

在唸完書之後，剩下的體力全部釋放在訓練上，為

了節省時間，我的訓練場開始轉移到家裡的樓梯

間、車庫、社區的走道等等。因為這件事我想要做

好，做得很好，我想證明運動員也可以把書念好。

我真的沒想到，這樣的生活，就跟了我到大學

結束。

大一那一年，一舉拿下全大運一般組冠軍。就

算在這之後，我受了重傷，膝蓋髕骨軟骨破裂，導

致我一整年無法訓練，接連看了十來位醫生沒有好

轉，我仍然不停嘗試。最後，我上了手術台。動完

刀，稍一移動腳步，都劇烈難當，但我還是咬牙飆

淚撐過了復健。回到跑道上一切基礎都沒有了，不

要緊，我還有願意挑戰的意志。最後的最後，我回

來了，我不僅回來了，還一再刷新自己最佳成績，

破大會紀錄，成為全國大賽獎牌的常客。但對於我

最重要的是，我真的不顧一切、用盡全力的努力過

了，我的人生因為這些起伏而有了故事和光澤。

飲水思源，我很感謝開放、民主的東湖國中母

校，提供多元的社團環境，讓我有了一個好的圓

心，在未來畫出一個美好的圓。

國中三年裡我最喜歡的課程，那非家政課與生科課莫屬了！還記得那是我第

一次自己一針一線的將裁好的不織布縫成一個小巧可愛的蛋糕吊飾，對於一個不

曾用過針線的小孩來說那是一件多麼有趣又有成就感的事，自從那堂課以後，不

管是破掉的袖口還是斷掉的書包背帶，我都能將他們縫回去，不見得好看，卻非

常實用。還有在廚房的烹飪課，雖然最後的成品可能不像外面的精緻，口味也可

能因為一些失誤而十分驚人，但過程中的合作與笑鬧，和老師們分享成果的那些

時刻，都是十分有趣的記憶。生科課則總是充滿驚喜和創意激盪，從竹筷塔疊麥

香、針筒液壓機械手臂、蠕動式小機器人到房間設計、水火箭比賽等等，各種創

意嘗試與挑戰，不斷地在失敗中學習、改進，思索如何會更好。這些經驗都不是

將歷史記起來、數學算出來所能得到的。

東中最大的特點絕對是一年一度的越野賽跑，長長的人龍散佈在內溝山區的

路上，或獨自奮鬥，一個一個的超越前面的人，或結

伴前行，與三五好友互相鼓勵。累了就稍作休息，享

受大自然的翠綠清新，精神來了就再次邁開步伐，努

力向前奔跑，體力好的可以挑戰自我，體力不好也沒

關係，只要有毅力，最終也一定可以到達終點。

學校能給的不只是知識的傳承，更重要的

是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分享，

對於世界的好奇、探索、無懼，自我

的思考、學習、堅持，而這些正是那三年

裡東中教我的事。

個性稍為內向的思妤，不只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在各類技藝能的表現

上，成績也相當的亮眼，除了對游泳非常喜愛之外，舉凡珠算、心算均有5段以

上的實力，也參與鋼琴、小提琴、繪畫、書法……等各項競賽，家中堆滿了各式

各樣的獎狀與獎盃，她還是東湖國中弦樂團與直笛團的一員，平時認真練習並代

表學校對外比賽。

原本父母希望思妤國中階段就讀私立學校，但因為她對練習才藝的堅持，毅

然決然選擇了學區內能提供孩子多元發展舞台的東湖國中，求學過程中仍然繼續

學習各種才藝並樂此不疲，不但沒有影響課業，還屢

獲佳績。 
很難相信在國中繁重的課業壓力下還能兼顧

才藝的練習，根據媽媽的觀察，思妤對各項事物

均充滿好奇，並且有一顆勇於接受挑戰的心，

所以一直到九年級下學期時才停止練琴，專

心準備會考，也許是在學習才藝的過程中，

一方面紓解了壓力，一方面也讓她能

夠活用知識，進而將其融會貫通，也

因為如此，才能讓思妤能以會考滿分206
分，為她的國中生活劃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那些年
東中教我的事

96年畢業校友／
陳宣任

◎台大土木 四年級

◎北一女高一

◎104年會考滿分

◎2010法國巴黎魔術冠軍

◎2011義大利魔術大賽冠軍

103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男乙800m新紀錄 1.55.47
國立台灣大學 陳宣任

◎104年台大法律系畢業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一般組800公尺紀錄保持人

漫步於東湖藝術美樂地，隨處可見學生美術創作作品，隨時可聽學生曼妙樂

音，欣賞藝術、親近藝術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

近幾年，本校教師精益求精的腳步未曾停歇，期盼美感大門敞開，春暉澤被

每一位學生。去年，藝文領域教師以全年級學生集體展演的概念為基礎，結合音

樂、美術、表演藝術三科知能，規劃「藝術大匯演」課程，以Michael Jackson 的
顫慄（Thriller）為主題，於音樂課指導學生練唱「Thriller」英文曲目，並搭配管

樂團等樂器，展現更豐富的音樂層次、樂曲效果。於美術課指導學生自製大型地

景布置、彩繪麻布手套身體道具，展現更多元的視覺效果。於表演藝術課，指導

學生身體律動與舞蹈表演，展現更青春、更有活力的表演效果。

歷經多日練習，6月畢業季，全八年級學生呈現音樂、美術、表演藝術三科綜

合學習成果，以千人「Thriller」歌舞秀獻給畢業生，9月再以同曲目迎接七年級新

生。當千人齊聚操場欣賞震撼的樂音、創意的布景、律動的舞蹈，這一刻，東中

校園迴盪著舞雩歌無盡，青春樂未央……

一道聚光燈從天空照射進我的靈魂，我呼吸著、舞蹈著，這個

燦爛的早晨就是我的舞台。

去年四月，我們開始學習這支特別

的舞蹈。練習的時候，總覺得老師做

起來是多麼的輕鬆，自己跳起來卻變

得像機器人一樣的不協調。一次又一

次，我們練得氣喘吁吁、筋疲力盡。漸

漸地，教室裡的呼吸聲慢慢規律的運行，

每個人專注的神情裡閃爍著耀眼的星芒，一個月後，發表成果的時刻終於到

了。

突如其來的領跳通知，使我有點措手不及，要是在台上跳錯了，豈不是

全校都知道了？那個早自習耳裡聽著「戰慄」，身子也不自主「戰慄」，在

後台的我不免有點緊張。一到台上看見台下人山人海便激起了內心的鬥志，

我深吸一口氣，全身的細胞不自覺的聞歌起舞，台下的同學們個個賣力的跳

著，台上的視野很好，看下去實在壯觀，像是一朵朵綻放的花朵，表面上看

似長得一樣，但卻又多了點不同的獨特。太陽看見我們一早的活力，也用他

的熱情幫我們伴奏，當音樂結束的那一刻，我享受著觀眾們的掌聲，頓時為

自己的努力感到值得。

參與「藝術大匯演」是個很難得的經驗，全校一起揮灑青春熱血舞蹈的

場景是多麼少見。謝謝辛苦帶領我們的兩位表藝老師，因為有你們，我們才

能順利的演出。下一次的大匯演，一樣要一起綻放！

大匯演雖不是專業級的水準，但是事前的準備工作，也是一點都不

能夠馬虎。道具的準備、音樂的挑選、舞蹈的編排……這些都不是一時

半刻就能完成的事，必須要提前開始規劃，而且動作要整齊劃一，一定

得要經過密集的排練。 
下一次大匯演的主角就

輪到我們了。其實也沒有特

別緊張，但是練習真的不能

夠缺少，這樣才能帶給學長

姊精彩的演出，讓他們刮目

相看！

記得我剛入學沒多久，就看到學長、學姐為我們準備很久的迎新表

演――大匯演，我可以很大聲的說那是很棒的表演！他們花了很多時間

在準備道具，還要練習表演的內容，就算有些人動作不到位，仍然努力

表演。

之後就要換我們表演了，這對我們來說也算是一種傳承吧！而且我

覺得大匯演滿有趣的，看完表演之後，也要給表演的人一點掌聲，讓他

們有更多的自信，才會越做越好，也希望在將來輪到我們表演的時候，

可以比學長、學姐更好，當學弟、學妹們的榜樣！

我們在操場上看八年級表演藝術大匯演，上百人在操場做著整齊劃

一的動作，使我十分震撼、佩服，俗話說：「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

功。」學長學姊們一定是經過長久的練習，才能有這樣的成果。

下一次，就要輪到我們表演了，我要認真練習，把最好的練習成果

展現出來！

▲樂團同學敲擊樂器伴奏，豐富表演內涵。 ▲跟著節拍舞動青春。 ▲美術課共同創作大型地景藝術。 ▲麻布手套彩繪表演道具。

舞雩歌無盡 青春樂未央

大匯演看我 我看大匯演

文 / 蔡閔媜老師、文麗婷老師

文 / 815邱子馨 文／705許　云

文／705詹恩齊

文／705鄭元伯

校本特色課程之一　藝術東湖—大匯演

105年2月 第二版 印象東中 105年2月 第三版印象東中



  課程面向 負責領域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生活篇
挑戰 6.6

健體領域
鐵人二項里程累積活動

運動傷害處理與預防為輔
體能訓練為主

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為輔
體能訓練為主

自主訓練計畫為輔

綜合領域 班級圖騰彩繪 獨一無二號碼布 運動與飲食

社會領域 文史東湖 內溝踏查活動

科學篇
生態東湖

自然領域 內溝步道踏青趣 內溝地質步道巡禮 內溝地質

數學領域 越野賽跑的數字之謎

語文篇
閱讀東湖

國文領域 越野賽跑敘事文
越野賽跑

寫景藏頭詩對聯
越野賽跑抒情文

英文領域 越野賽跑短文引導
越野賽跑
標語設計

藝術篇
文創東湖

藝文領域
音樂：越野賽跑天天年輕歌曲教唱
美術：白鷺鷥之愛
表藝：勝利的 Pose

社區篇
社區與我

社區關係 邀請鄰近社區、心湖坊及其他學校一起參與活動

親子活動 邀請家長擔任活動義工或參與比賽

這是一次成功的教學活動，不論是老師或學生都在課程的準備與進行中增強了自身的能力，也相信透過這次在地東湖校本課程的進行，師生對在

地文化都有更深層的認識，明年將更發揚光大，將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設計，期許孩子們能「站穩東湖，放眼國際！」。

再依目標設計出一系列能夠提升學生能力的課程：

數學領域教學 藝術領域教學 國文領域教學

一項好的課程，孩子參與程度越高，成效就越大！在地東湖

校本課程就是本著這個理念進行設計，東湖國中6.6公里越野賽已

持續舉辦了25年！是歷屆校友票選國中三年印象最深刻的活動。

今年為了讓越野賽不再只是一項活動，而是能夠透過系統化

的課程設計，讓學生達成預期的教學目標，於是各領域的熱血教

師開始絞盡腦汁，訂出以下目標：

自然領域教學 綜合領域教學

6.6 公里 爭鋒跑

1.可以培養學生的毅力      
2.可以展現學生的美感     
3.可以展現學生的創意

4.可以提升學生的自信

5.可以增強學生的體能

6.可以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7.可以提升學生的語文表達技巧

8.可以增進學生對內溝地質與生態的了解

9.學生比以前更願意享受跑步的樂趣

10.學生更加喜歡東湖，並認同在地鄉土文化

曠野競速，勇腳青春
校本特色課程之二

在地東湖，放眼世界！

105年2月 第五版印象東中105年2月 第四版 印象東中



榮譽榜
104學年度

1.管弦樂北市音樂比賽第 1名
803 夢真 ‧ 阿嬪 ‧ 法蕾萳

這次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因為「合奏」需要大

家一起努力才能練好的，每個音符都很重要，每個樂

器都要互相配合，才能演奏出完整的樂曲。

想起比賽時，在台上的緊張感，深怕不小心拉錯

一個音，影響的就不只有自己了；但相對的，若是演

奏好，那一個個美妙的音符也是大家一起感受的。

這次比賽對我來說是個特別的經驗，因為以往多

半是參加個人賽。這次讓我了解到大家一起努力的重

要與美好，而比完賽後，我想說：「我們進決賽了！」

918 鄭丞妃

當初在接觸管弦樂的時候，有時候真的會有「不

想練了」的念頭閃過。

但直到管樂和弦樂一起練合奏的時候，我那時才

深深感到震撼。弦樂的主旋律加上我們管樂的伴奏，

整個曲子都活過來了！

其實練管弦最辛苦的地方就是――音準和整齊

度。當要把整個樂團統整在一起，是一件困難的事，

因為需要極大的耐心和專注度，還有所有團員的向心

力。

雖然很辛苦，但我們越來越喜歡練管弦樂團了，

謝謝所有音樂老師以及所有團員，希望默契能更佳，

並且更加進步。我真的很愛這個大家庭！

4.女籃北市聯賽第 1名 918 簡翊廷

回想起剛進東中我們還只是個七年級的小學

妹，看著九年級的學姐在球場上揮灑汗水，想像著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是否可以和她們一樣在球場上打

屬於我們的球賽，拿下屬於我們的勝利。

說真的，三年來每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練球

真的很辛苦，常常會有放棄的念頭，但女籃的大家

都會彼此鼓勵、彼此加油，告訴對方咬牙撐一下就

過去了，不要忘了我們的目標我們的全國賽，就是

因為有這種情感我們大家才能一直再女籃中堅持沒

有人半途而廢，一起朝著約定好的目標前進。

終於在努力這麼久之後，今年的聯賽我們拿到

了第一次的冠軍，在贏得比賽瞬間有種不真實的感

覺，我們拼命了三年的目標理想達成了，很感動也

很興奮，付出、努力了這麼多年，我們所熱愛的籃

球給我們很棒的回報，沒有浪費、沒有遺憾，這三

年夠值得了！

5.客語朗讀北市第 1，全國第 6名
713 溫紫羚

我的父母親都是客家人，由於南北腔調的不同，

在家中並未以母語交談，因此，我也沒有機會學習。

我要感謝國小的客語啟蒙老師――朱老師，因為她

上課生動有趣，讓我開始喜歡學習客語。

雖然在國小階段我就有豐富的比賽經驗，也受

過完整的訓練，但是這次市賽中有位強勁的選手，

她是國小全國客語演說及朗讀的雙料冠軍，我也比

輸過她，所以，這是一場艱難的挑戰。

這次可以勝出，完全要歸功於所有指導過我的

老師們，因為有他們的栽培，才讓我得以展現自信

贏得勝利！

6.原住民語北市第 1名
803 夢真 ‧ 阿嬪 ‧ 法蕾萳

「語言」是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如果語

言失傳了，文化的傳承就會變得很困難。參加布農

語朗讀比賽，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學習布農族的語

言，並把這語言傳承下去，那價值將遠比名次還來

得重要。

我想感謝在比賽過程中為我加油的老師、朋友

還有我的家人，若不是大家的鼓勵，我可能也沒有

信心能得到名次。

7.生科創作競賽北市第 2名  914 吳晏儀

這次能夠得獎讓我們倍感光榮，能有如此殊榮絕不

是偶然，從一開始的構想與設計，我們三人與倪惠

玉老師花了許多時間構思和製作，發揮我們的巧思

及創意，以及勤奮努力的練習，終於在比賽當天拿

到亮眼的成績。這一路走來，雖然遇到不少瓶頸，

但最後都迎刃而解，這要歸功於幫助我們的老師，

若非老師的建議和提點，或許就無法得到這份榮耀

了，真的很謝謝老師的指導，也很感謝另外兩位伙

伴，讓這次的比賽劃下完美的句點。

2.直笛團北市音樂比賽第 1名
913 蔡孟凌

我喜歡音樂，加入直笛團滿足我對音樂的渴望。

最初，我們能隨興吹奏，徜徉在音樂遼闊的領域

中；但越接近比賽，便越有壓力，要背譜，要記老師

的手勢，要請公假……，當時的忙碌，讓我倍感疲倦，

但想到是為了音樂，再辛苦我都甘之如飴。

到了比賽那一刻，我用真誠的態度演奏。音符

的高低像在訴說一路走來的笑與淚、喜與悲、苦與

樂……。當曲目終了，感動如潮水般席捲而來，喜悅

的淚水也充滿眼眶。

3.男排北市教育盃第 1名 915 周伯翰

加入排球隊三年來，真的讓我變得很不一樣，

從前沒想過矮小的我能打排球，如今，我也耕耘出

屬於自己的天！這一切得來不易，教練希望我們不

只是「球員」，而是在「學生運動員」的身分下做

好學生該做好的本分，注重禮貌、兼顧課業。雖然

相當辛苦，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更不輕易去放棄，

更懂得堅持甚麼，好比我們清楚「球，不要落地」。

我想謝謝凱崴老師，讓我們知道我們不只要打

球，更要成為品學兼優、文武雙全的孩子，還有以

恆老師讓我在球技上變得更聰明，我永遠不會忘了

在東中走過的這段旅程，即使我們是乙組球隊，也

要打出甲組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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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程式設計比賽北市優勝   813 陳柏翰

原本我只是抱著去磨練磨練、玩玩看的心態，

沒想到竟獲得優等的佳績！

比賽時放輕鬆很重要，壓力愈大，失誤的機率

愈大，我想如果我剛開始就被施加要得前幾名的壓

力，結果一定不會是這樣，所以，我要感謝老師、

父母告訴我：玩玩就好。

同時我也希望可以和更多高手們切磋增加我的

實力。

14. 田徑比賽北市多項獎項        　
　　　　　　　　　　  　806 曹虹鈺

我為什麼會參加田徑隊？因為國小時原本陪同學

去考，但到了五年級，自己也想參加，所以我就踏入了

田徑的世界，漸漸的，我就對田徑愈來愈有興趣。

我們平常都以練耐力來維持體力、增加速度。而有時會以五次跳、

鴨走、跑樓梯、伏地挺身……等等來訓練肌耐力，雖然這些練習都使我練玩後

筋疲力盡，只要有些許的進步，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

15. 童軍認證，表現卓越
814 林嘉琦

參加童軍團除了早學一技之長外，還讓我

們學到什麼是團結、獨立、勇敢、負責、助人，

這些事可能不是每個人都能學會、知道的事。

我也想告訴大家，行善是種美德，每個人，一

生當中難免會遇到危急情況，正不知所措時，

別人及時伸出援手，想必你一定倍感溫暖。日

行一善，並不是只有童軍才要做的事，其實每

個人都可以做，所以請跟我們一起日行一善

吧！使世界更優！

8.生科競賽北市第 2名   801 秦鵬翔

今年的觀摩賽是要做出一輛軌道車，它要能準

確的抓住軌道下方特定位置的仙草蜜，並能抵達終

點。一開始我們在製作作品與實驗的過程中失敗的

無數次，讓我有了想放棄的念頭，但是也因為倪惠

玉老師耐心的指導才能讓我堅持到最後完成這個作

品。原本只希望我們可以得到前 6 名就好，沒想到

竟然得到全臺北市的第 2 名！我們會更努力，相信

明年我們一定可以得第一。

9.美術比賽北市第 2名   916 吳郁柔

這幅畫我花了八個月的時間，中間有「毀滅

期」，整張超難看，修改後慢慢的漂亮了起來，畫

完拿去拓底再蓋印章，我完全沒有想過會得名。我

要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糾正我的同學，還有爸

媽，謝謝他們繼續讓我學畫，也要感恩老天給我這

麼好的運氣，讓我第二名。

10.美術比賽北市第 2名   713 溫紫羚

從小，我就喜歡畫畫，也喜愛豐富的色彩，更

喜歡美麗的漫畫人物，在國小階段的作品也時常於

校內或校外比賽時入選。

這次，我利用整整三天的時間，完成了這幅

畫。從主題的構思、顏色的搭配、人物的呈現等，

用漫畫的方式，描述國中繁重的課業壓力所產生的

恐懼感。

很高興能代表學校拿到市賽名次，未來我會更

努力的，也希望以後能有更好的感績，謝謝老師的

肯定。

11.環保戲劇競賽北市不分齡第 3名
   812 周映妤

這次代表學校參加了臺北市政府所舉辦的環保

戲劇比賽，讓我們表演藝術團的團員們都學習到了

很多舞台上的表演技巧，同時也能訓練自己在舞台

上不害怕、不退縮，當一個好的表演者！很感謝花

時間調教我們的團長――孫雅雯老師！

非常開心能為學校爭取光榮！下次我們會更認

真表現！

13.動畫創作比賽北市優勝  901 林睿瑜

感覺每次去比賽時就像雨果出任務一樣，緊張

又刺激，但這次較上次不同，我投入了更多心力，

也有更多時間和 Louise 老師討論，加上我小小地

改變演說的方式，就成功地登上了優選的殿堂！過

程真的好辛苦，因為白天要上課，只能在晚上做，

再傳給老師，但老師總是在線上，立刻就給我回

覆。老師，現在是一點鐘啊！真正辛苦的是您啊！

得到榮耀的同時，絕不能忘了背後付出的老師

們，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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