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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光彩
105學年國中技藝競賽榜單揭曉，本校選手共創佳績~
909 何世華 榮獲 第一名 （街舞主題） 

917 蔡承祐 榮獲 第二名 （電腦資訊應用主題） 

921 梁議方 榮獲 第三名 （基礎描繪主題） 

906 朱敬為 榮獲 第四名 （汽車基本維護主題） 

913 鄭雅欣 榮獲 佳作 （電腦繪圖主題） 

913 簡子晴 榮獲 佳作 （電腦繪圖主題） 

902 鄧雋永 榮獲 佳作 （餐旅服務技術主題） 

901 詹懿暄 榮獲 佳作 （飲料調製主題） 

915 洪聖傑 榮獲 佳作 （機車基本修護主題）

913 游鎧榕 榮獲 佳作 （戲劇主題） 

919 連姵瑄 榮獲 佳作 （戲劇主題）

本校919丁翊民同學 考取中華民國丙級技術士

<電腦裝修>證照!

本校903班陳筱芙同學榮獲救國團106年新北市中等

學校優秀青年

本校童軍團榮獲105年度全國績優童軍團

重慶輔訊重慶輔訊

本期

主題

我一開始會想參加技藝班，是因為對有些科
目感到興趣，而且在未來的升學上也有幫助，所以

就決定朝技藝班發展。因為自己對電腦有一定的了
解，也很感興趣，在與父母討論時，他們也都很支持我
往自己熱愛的群科發展，並鼓勵我日後要專心上課、朝
著目標前進，因此就毅然決定加入技藝班的行列。

上技藝課程時，老師都非常親切，在教導時，都會先
說明下一個步驟，就算有跟不上的地方，老師也會在第
一時間來幫忙，讓大家都能了解，且同學間也都會互相
幫助。我在技藝班學到不少東西，從「零」到學會架設
網站、設定IP、製作網路線⋯⋯真的是收穫滿滿。其實
上技藝班跟我原本的想像一樣，雖然一開始起步會感到
比較困難，但其實任何事情都是如此的，只要積極、認
真一點，就可以把擋在前面的巨石變成小石，只看你有
沒有這份心。技藝課程重要，但學業也不能偏廢。因此
少上到的那三堂課，我會去問同學上課的重點，之後再
自己讀，如果還不不太了解，就去請教別人。    

當初入技藝班時，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讓自己成
為競賽選手，所以平時上課除了要專心聽講外，

還要懂得踴躍發言、多表現自己，讓自己的亮點被看
見，才有可能脫穎而出。

因此，當如願成為選手時，一方面感到雀躍，另一
方面卻也感受到了壓力。為了讓自己在比賽時能有最好
的表現，培訓時，我每天複習學科，並利用測驗結束的
零碎時間練習術科，雖然辛苦，但這是我自己決定的，
就要努力做到最好。

比賽時，雖然非常緊張，但只能盡量讓自己冷靜下
來，畢竟情緒也是實力的一部分。最後，得知自己得名
了，雖然不是期待的第一名，但自己的努力能獲得肯
定，就讓我非常開心了，班上同學得知消息後也紛紛恭
喜我，對我另眼相看。

其實一個人的成功，背後依靠著許多人的幫忙，我要
感謝老師的教導以及同學們的幫忙，讓我不僅在技藝課
程上能學到許多，也懂得怎麼去看待自己的夢想。

希望學弟妹們也能好好重視自己的興趣，
認真學習、堅持到底，千萬不要把技藝班當成
逃避學業的地方，這樣只是逃避責任，一點意
義也沒有。

在報章雜誌的人物專訪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個名詞─「職人」，到底它的意涵是甚麼呢?日本傳統意義上的職人，是為日本皇室和貴族提供日常生活用品

的手工藝人。在日語中有兩個詞專門用來形容職人：一個是「一生懸命」，即把一生都貢獻在所從事的職事上，是其敬業精神的寫照；一個是「一筋」，即專注於

一道一藝，從一而終，決不變心。因此，當我們看到鏡架廣告上老師傅的工藝與韌性時，我們為之敬佩；看到廚師在烹煮食材時的專注與堅持時，我們為之感動。

為了讓大家在未來的生涯選擇上有明確的方向，國中階段提供了各種職業試探，讓大家了解自己的性向與專長，以達適性揚材的目標。

故本期以技職教育為主，包羅了「我的未來，由我作主」、「台灣之光，世界名廚」、「職群參訪面面觀」、「發掘自我，適性揚才」、「條條大路通羅馬」

等專題，一定要看喔！

本期

主題

─技藝競賽光彩紛呈

街舞主題-關均 909 何世華

電腦資訊應用主題-亞軍 917 蔡承佑

當初會想要參加技藝班是因為想要多學一
項技能。我選的是設計科(上學期)跟商業管理(

下學期)，當時其實有一點猶豫，一位會擔心沒上
到的那三節課會不會趕不上進度之類的，所以我都會在下
課時跟同學借筆記來抄，如果有不懂的問完同學後，回家再
好好思考、弄清楚。去上技藝課程的實際狀況跟我想得差不
多，就是跟平常上美術課異樣，設計一些作品。在那邊我學
到很重要、對我很有幫助的一點就是「大膽的去畫」！以前
我都會畫得中規中矩、死氣沉沉，但自從老師向我建議要大
膽的去畫之後，我覺得畫得比以前好很多了呢！

從被選為選手的那一刻起，我的心情是一半開心、一
半不安的，因為為了有更好的成績，寒假要去高職培訓，
開學也加課了四天，沒上課的這幾天，說真的課業進度完
全落後，上數學課在說甚麼我都聽不懂。所以我只在回家

後努力讀了很久的數學，也跟著課本上的方法一步一步
做，才勉強跟得上。

而高職培訓的過程，就是一直練習，要畫到精熟為
止。因為真得很辛苦，我曾想過要放棄，但這是我的喜
愛、也是我的選擇，最後我還是堅持下來了。比賽當天，
我真的超級緊張，因為每一位都是各校來的菁英，比賽
時，我的手不斷的抖，所幸最後還是在時間內完成了作品。

我要特別感謝高職的老師和同學，老師花了很多時間教
導我，也給了我很多建議；而同學不僅提供我缺課時的筆
記，也一直鼓勵我在強手中能「遇強則強」。

最後，我想告訴正在猶豫不決的學弟妹們：想上技藝班
的話，就去吧！雖然會有三節課沒上到，而這或許是你不擅
長的科目，但只要有心，課業與技藝一定能兩者
兼顧！先好好面對自己，選擇自己喜愛的群科
，既然決定要加入技藝班，就要做到最好，不
要想著去那邊混水摸魚，最後兩者皆空。這是
你的人生，決定了就傾盡一切吧！

展覽

2/15~4/17(9:00~17:00)
集復古 極現代
－ 106 新北客家雅石展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2/24~4/9(9:00~18:00)
月下─加藤真美陶藝創作個展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3/9~4/12(9:00~17:00)
劉得興師生聯展—「繪畫大集合」

板橋 435 藝文特區

3/10~4/23(9:00~18:00)
曜變釉與器的交織 - 楊金本陶藝個
展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3/11~7/2(9:30~18:00)
印象淡水、彩繪古蹟
─歐秀明、林文昌創作展

淡水紅毛城 

4/8~6/29(9:00~18:00)
106 年畢業祭《青春分號；不句
號。》

板橋 435 藝文特區

活動

3/27~4/29(9:00~17:00)
「新北創新雞 ( 機 ) 兒童尋寶趣」-
「樂色」彩繪通

樹林垃圾焚化廠 ( 採網路報名
http://www.shirp.epd.ntpc.gov.tw/)

3/31~5/14(9:30~16:50)
甕藏春之梅─醃脆梅 DIY 活動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 自費，請預先報名 )

4/1~5/20(8:00~18:00)
濕地故事館套裝行程

板橋 435 藝文特區濕地故事館
( 預先報名 )

4/4~12/9(14:00~15:30)
林本源園邸 2017 林園傳藝 maker˙
技藝猶新 / 一般場

林本源園邸 ( 自費，請預先報名。2965-
3061-3 服務臺 23 、 43)

4/22~4/22(9:00~12:00)
106 年地球日 - 全國淨灘活動
本市 8 區海岸線，主場地位於金山
區沙珠灣海灘 ( 臺 2 線 39 公里處 )

4/23~4/23(9:00~16:00)
泰國藤球友誼賽暨潑水節

新北市市民廣場

電影

4/1~4/15(11;00~16:00)
第 39 屆金穗獎巡迴影展

九份昇平戲院

4/2~4/2(14;00~15:40)
妖怪手錶：誕生的秘密喵！

新北市立圖書館 ~ 板橋分館

4/9~4/9(14;00~15:40)
哆啦 A 夢 : 大雄之宇宙英雄記

新北市立圖書館 ~ 板橋分館

4/15~4/15(19:00~20:50)
六弄咖啡館

板橋五權公園活動中心

4/16~4/30(11;00~16:00)
你來 show 大戲院成果
─林柏瑜導演系列作品

九份昇平戲院

4/16~4/16(14;00~15:50)
OPEN ！ OPEN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板橋分館

4/23~4/23(14;00~15:50)
動物方城市

新北市立圖書館 ~ 板橋分館

4/30~4/30(14;00~15:40)
功夫熊貓 ‧3

新北市立圖書館 ~ 板橋分館

5/13~5/13(19:00~21:00)
歡迎光臨哲學咖啡館

板橋溪州公園活動中心

6/3~6/3(19:00~20:40)
披薩的滋味

板橋區公所 6 樓

閱讀

4/1~4/30(8:30~21:00)
「萌芽的美德」主題書展
新北市立圖書館 ~ 板橋國光閱覽室

4/1~4/30(8:30~21:00)
「《數學啟蒙》~ 生活中的數學」
主題書展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四維分館

4/1~4/30(8:30~21:00)
「自信勤勉的每一天」主題書展

新北市立圖書館 ~ 板橋分館

4/6~4/6(9;30~11;30)
4 月喜樂生命讀書會

新北市立圖書館 ~ 板橋分館

講座

4/12~4/12(19:00~21:00)
板橋生活講座─「刑案人生 Part 2」

板橋區公所 6 樓 ( 有抽獎活動 )

4/15~4/15(14:00~16:00)
閱讀生活講座─大閱讀：讓孩子學
會 27 種關鍵能力 / 宋怡慧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四維分館

4/26~4/26(19:00~21:00)
板橋生活講座─「世界遺產之旅」

板橋區公所 6 樓 ( 有抽獎活動 )

5/10~5/10(19:00~21:00)
板橋生活講座─「跟著音樂去旅
行－亞洲風情畫

板橋區公所 6 樓 ( 有抽獎活動 )

5/24~5/24(19:00~21:00)
板橋生活講座─「中風預防及照護」

板橋區公所 6 樓 ( 有抽獎活動 )

書展

4/15~4/15(13:00~17:00)
「大閱讀」主題書展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四維分館

健行

4/19~9/30(8:10~17:30)
106 年烏來福山部落悠遊行

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部落
( 自費，請預先報名。官網： 

www.tranantour.com)

音樂

5/4~5/4(19:00~21:00)
台日二胡國際交流藝文活動《弦琴
藝緻枋橋情》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免費索票 (106/4/27 開始索票，每人限

額 2 張，數量有限，索完為止。)

健檢

4/15~4/15(7:30~11:00)
成人整合式篩檢活動

土城安和國小 ( 篩檢相關內容請洽 2260-
3181 分機 356 李淑禎小姐 )

5/7~5/7(7:30~11:00)
成人整合式篩檢活動

土城廣福國小
( 檢相關內容請洽 2260-3181 分機

355 李淑禎小姐 )

基礎描繪主題-季軍 921 梁議方

街舞主題-冠軍 909 何世華

電腦資訊應用主題-亞軍 917 蔡承佑

基礎描繪主題-季軍 921 梁議方

一開始上技藝班時，心裡想著那邊的老師應
該普通、沒有很厲害，但之後才發現，其實每個

老師都很有實力，有自己的專長，甚至連學生也幾乎
接近老師的等級了！等到要選技藝競賽選手時，老師毫不
猶豫挑選了我，我心裡超開心！到了寒假要去集訓，當老
師說要一個一個solo時，我非常驚訝每校選手的表現、舞
技高超，雖然能和喜歡跳舞的人一起訓練很開心，但到最
後大家都是競爭對手，心裡難免害怕。

到了真正比賽的當天，我真的非常緊張，結果在考
學科時，不小心錯了一題，當下知道時好沮喪，

可是接下來術科的表現，我覺得自己表現得不錯，回家
的途中，心裡一直惦記著那題學科錯了，晚上在家等成
績公布的時刻，真的很煎熬，我和爸爸守在電腦前面，等
到10點多才公布，看成績的過程好可怕，不斷重複看著
分數，到最後我和爸爸都呆住了，然後一起尖叫，“
啊~我第一名了!”我看見自己的術科把學科失去的
分數補回來，心情真的很爽，這是我人生中第
一次得第一名，整個過程的辛苦，覺得皇天不
負苦心人，只要有心，沒有做不到的事，只
是看你願不願意下定決心去完成。

Amigo信箱
Amgio老師您好：

最近九年級志願選填時，我遇到一些煩惱，原本老師們都覺得我會上高

中，一開始我有考慮過師大附中，因為這間學校是氣質風氣好又高Level，加上

師大附中又可以交換學生和大家一起讀書一定氣氛很棒。我也想唸台北商業大

學應外，因為未來想要往國外發展，讓自己想要先學語言溝通的技巧。華岡

呢？是我第一志願，也是唯一想讀，沒有想過其他學校，因為小時候夢想就是

電影業，想成為一名導演。

但很多老師認為我的成績還不錯應該唸公立高中，而我們這代雖然有會

考，可是教育幫助我們去找專長，做自己想做的事，過去的學生上高職，追求

自我時，卻被說是次等、不讀書的孩子，這是不公平的。我想要證明高中和高

職是一樣，我們可以為自己的目標而入學，這樣大家都可實現自己的期許。我

想要證明，但又不想讓他們失望，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正在煩惱的懊思卡

親愛的懊思卡：

來信中可以感受到你在未來生涯抉擇上的矛盾與掙扎，規劃自己未來的道路

本來就是一個很難的決定，而我們無法在選項中做出明確的決定，通常是因為：

自我認識不夠、相關資訊不足、個人選擇與父母親友的期待有衝突、對未來發展

充滿迷思、個人本身缺乏信心與自主性。

聽起來你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在哪裡，但夾在父母親的期待與自己的夢

想之間讓你很困擾。Amigo老師很欣賞你有自己的想法，或許你會是下一個魏德

聖或是李安。電影業除了美麗的外表作為噱頭，更需要有思想、文化的內涵，畢

竟電影的影響力深遠，而台灣需要有層次、質感的好電影。

不論你未來是選擇高中或高職，都可以在這段時間培養與提升自己的內涵，

接觸各類不同的經驗，因此除了直接讀華岡藝校之外，還是有別的路線可以走進

你喜愛的電影業。或許師長們的觀點無法一時改變，鼓勵你可以參考下圖說明，

並收集相關資訊，折衷規劃出適合自己的路線圖。

國中

華岡藝校

復興高中戲劇班

普通高中(可參加
話劇社，累積實力)

大學-戲劇系(如：台大、
台藝大、北藝大)



81520  林紫萱-南強工商    

一開始是去資訊科，教我們如何拆電腦、

把線接回去、把記憶體清乾淨等；第二個是舞

蹈，也是我個人的興趣，但是體驗街舞的過程

好辛苦喔！真好奇那些藝人怎麼熬過來的，一

定吃了很多苦頭、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能練好。

最後是汽車科，教我

們如何拆機車煞車零件

，看似困難的步驟，在學長姊的指

導下，我們也完成了，真的很謝謝

他們。

81422  林雅美-景文高中    

我們參訪不同科系的體

驗活動，體驗過程中覺得很有

趣，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做護手霜

，要不停的攪拌，裡面加入甘油

、水、橄欖油等，最後竟然變成

護手霜，引發我的好奇心。透過職

群參訪，讓我們更加了解每個科系，

對於以後九年級升學之路很有幫助！

80125  蔡依宸-協和祐德    

參訪完這次的群科，覺得自己也該

好好想想以後要念哪間學校了！我們這

次參訪2個群科，一個是航空電

子，我們學到機械的組裝

跟空拍機的操作，原

來不同科系學的東西

完全不同，讓我開始

期待高中生活了。

902 林佳伶-亞東醫院   
我們第一站去參訪了有關醫院裡的工

機電課程，讓我知道裡面不只負責監控、
監視，還有許多電氣設備(包含消防、空調
、瓦斯⋯⋯等)。第二站去護理站，這站非

常有趣。我們運用一些道具
，練習如何為病人打針、
抽血，加上護理師姐姐
講解得十分生動有趣，
整個過程不僅收穫豐富

且充滿歡樂。第三站則
介紹醫院施行手術的相關

技術等，雖然我不太理解
整個細節與道理，但卻讓我明

白要成為一位醫生所必須具備
了精深學養。這次
的 參 訪 真 的 讓
我 學 到 好 多 ，
感謝有這樣的
機會讓我能深
入體驗。

80119 林靖芸-協和祐德    

第一個課程我們實際拼接了一顆聲光效果十

足的球形籃球機，要將各種線路對應到對的孔

中，最難的就是焊接的部分，讓金屬先受高溫

熔化，並滴在固定的點上，要用得剛剛好真不容

易。另外有空拍機的操作，也讓我們大開眼界，最後

是動畫的體驗，一張照片經過軟體的調整、設定，進而

能隨著音檔有同步的嘴型，真是特別有趣!!

米其林三星名廚江振誠：初心，找到最純淨的自己米其林三星名廚江振誠：初心，找到最純淨的自己

全台灣最難訂位的餐廳─RAW之所以在台北餐飲界瞬間爆

紅，最大亮點正是這是國際名廚師江振誠回台灣開業的首家餐

廳。

江振誠：20歲，成為台灣餐飲史上最年輕的法國料理主

廚；25歲，晉升法國米其林三星餐廳Le Jardin des Sens執行主

廚；31歲，被《Discovery》雜誌評選為「亞洲10大最佳青年主

廚」，他的料理也被《時代》雜誌兩度選為「印度洋最偉大的

料理」，並獲選為「全球最佳150位名廚」；35歲，開設自己

的餐廳Restaurant ANDRE，被《紐約時報》選為「最值得搭飛

機來品嘗的10大餐廳」；36歲，Restaurant ANDRE獲選為世界

50大餐廳和新加坡最佳餐廳。

會踏上料理這條路，一切都是美麗的意外！對名廚江振誠

來說，萬萬想不到15歲到淡水商工選填科系的那天，竟是扭轉

他人生的一個重要日子。

他的廚師之路就在淡水商工餐飲科展開，那段充滿驚奇與

無限可能的青春歲月，讓他燃起熊熊鬥志，在競爭激烈的法式

料理中，從台灣出發，一步步站上國際頂尖舞台，他走過的路

充滿荊棘，卻是一路跟隨內心熱情的追尋夢想之旅。

檢視江振誠的廚師之路與獲獎經歷，展現其中的價值，不

在美食的奢華，而在他培養出對世界料理動向的敏銳度，以及

跨文化的掌握能力。每當他到達一個階段的顛峰，就問自己：

「我的初心是什麼？」而「做更好的料理」這個答案，每每讓

他繼續挑戰旁人眼中的不可能。

江振誠

902 張巧蓉-亞東醫院    
經過今天的參訪，

真的是獲益良多，體
驗了許多從前沒經歷
過的，並知道實習生
要學會的技能源來這麼
困難。一進中控室，便
對數以百計的監視畫面

大開眼界，除了電視上，這
還是第一次親眼看到。要說整間

醫院，最重要的非中控室莫屬了，
大大小小的事全都在電腦螢幕上顯示
得一清二楚，讓人眼花撩亂。在醫院
，無論是甚麼職務絲毫都不能馬虎
，要是一有怠惰，影響的可能是數
千位病人的安危，要隨時保持專心
，真的是令人相當敬佩。我真得很
開心，能有機會參訪亞東醫院。

以下為他的分享：
人生的變化何其微妙，我現在是廚師，但當時站在未來志

向的十字路口時，卻從未把「餐飲」當成可能的選項。
讀國中時，我的成績並不是很好，因此畢業後直接報考高

職學校，考上了育達商職商用英文科。然而，我心中仍然有個
「美術夢」，所以又去考了復興高中美工科。

與此同時，我還另外參加了省立高職的聯合考試，我的分
數並不是很高，本想放棄，但嬸嬸鼓勵我申請當時名氣最響亮
的省立淡水商工。熱門科系很快額滿，最後只剩餐飲科和園藝
科還有名額，當時台灣餐飲教育才剛起步，但園藝我又一竅不
通，猶豫之下，雙腳自然往餐飲科移動，我成了那年倒數第3
個進入淡水商工的學生。

於是我有了3個選項，到底該選哪一條路？「你一個大男
生，應該找一個比較實用的技能來學習！」做生意的爸爸想法
實際，於是就決定去念淡水商工餐飲科。

現在回想起來，這或許是我人生中所遇見的第一個美麗機
緣，一個小小決定，卻是我料理之路最重要的起點。

做出料理深度，而非當個廚匠
一年級課程著重在基礎教育，什麼都要學，然而透過這一

年的通才學習，學生可以找出個人專長與喜好。到了二、三年
級，學校開始挑選術科成績較優秀的同學進入產銷班，到校內
的實習餐廳工作。

即使充滿考驗，但產銷班訂貨、準備菜單、打理用餐細節
的實務工作卻深深吸引著我。我心中漸漸產生一股「找到未來
方向」的安定感，關於未來的事業藍圖似乎更清楚了，「料理，
就是我的志向！」

高中時期，我的工讀生活幾乎全年無休，因為我發現這個
行業非常講究「實作經驗」，成敗的關鍵都仰賴經驗，我必須
做得比別人多，看得比別人廣，才有能進步。

當時外界對廚師印象不佳，認為都是些長得胖嘟嘟、油膩
膩、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才會選擇的行業，有些長輩甚至不以為
然地說，「做廚師，跟修車的黑手師傅差不多嘛！」我對這種
先入為主的觀念很不贊同，一心想改變眾人對廚師的偏見，不
僅在技藝，甚至包括談吐、儀表和內涵，我都希望能更加精進
。我清楚地知道，法國廚師都有很崇高的社會地位，甚至跟濟
世救人的醫師地位不相上下。在我心目中，能當上一名被肯定
的廚師，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Be simple! 勿忘初心
我不愛用昂貴稀有食材，因為我很清楚，廚藝的真正價值

不在食材的價值，而是要做出料理的深度。
只用同一種方式水煮馬鈴薯是「匠」，視每一種馬鈴薯特

性予以不同烹調方式則是「藝」。廚藝，就是不厭其煩地探討
食材的細節，深入地體會和觀察，並找到它最合適的呈現方式
。我從不寫食譜，也不刻意記錄任何配方，我所仰賴的是「料
理的直覺」，對我來說，沒有食譜是為了讓味道更準確，是為
了讓自己更深一層地去發掘食材的內涵。

現在的餐飲教育，往往太過著重在技巧學習，其實如果空
有技巧而欠缺深度，那就只是廚匠，而不是真正的廚藝。如何
透過教育、思考與磨練，來延伸純熟的廚藝技術，讓它賦予料
理全新的意義，發展到更高的層次，我認為這才是廚師必須正
視的課題，而這同時也是台灣餐飲界應該自省的問題。

很多人問我有沒有什麼話可以鼓勵現在的年輕人？「Be 
simple」是我唯一答案。要把自己當一張白紙、一塊新生的海
綿，因為空白，才可以容納更多東西；因為新生，更能全心全
意地萃取養分。而用中文解釋，「Be simple」可以說成「單
純」，意指「沒有太多想法」，這也是我的Original inten-
tion—勿忘初心的理念。

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做菜」是我的謀生工具，所以無
論如何，第一任務是一定要把這件事做好。因此，我不會降低
自己的標準，我只能一次做得比一次更好。有了這一份認知，
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時，我也能清楚找到自己該走的道路，不
忘記那份珍貴的初心。

不管環境如何，最終可以做選擇的人是我們自己，決定權
完全在我們手上。當你回到最純淨的自己，你會知道該怎麼做，
也能創造出無限可能的人生。

文章出處：http://www.30.com.tw/article_content_28676.html

81314  黃浚瑋-中華高中    

原本就立志要考高中的

我，一開始認為高職沒甚麼了

不起的，透過和學長姐的交流才

了解到，要一邊讀書一邊學習技能也不

是件簡單的事。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組裝PC板

，最然步驟不難，但要做得好也不簡單！當你成功組裝

完成時，真有一股莫名的成就感。無論高中或高職，盡

好自己的本分才是最重要的。

81310 唐瑋駿-中華高中    

在體驗的過程中，第一個

是化學跟物理，第二個是機械

群，第三個是電子群，三個活動

都很有趣，而且學校的設備也很不錯，

這次的收穫可以幫助我未來選擇學校及科系時的參考，是

很棒的活動。

黃宛茜

百變天后蔡依林說自己是「地才」，先天的條件不好，只能「加倍努力」，她會不惜把力氣花光「下苦功」，讓自己變得與眾不

同；只要「堅持」，天才和地才也可以沒差別！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認為人類的智商其實差異不大，只有「熱情和努力」有很大的差

異；決定成就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不是智力，而是「熱情和努力」。美國心理學家達克沃斯研究300位奧運獎牌得主、大企業家等頂尖

成功者，也發現成功關鍵不是天賦智商，而是「恆毅力」。「恆毅力」是為了達成極長遠的目標，持續保有「熱情與堅持」。而且「

恆毅力」是可以培養及鍛練的。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成功的機會！

你成功的機會有多高呢？要先評估自己「恆毅力」如何？如果覺得「恆毅力」不高，先問自己「為什麼」？你腦中閃過的原因

是…「我就是很懶」「我覺得很無聊」「我覺得不值得花力氣」「這件事對我不重要」還是「我做不到，乾脆放棄」？其實，是因為

你還沒找到「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興趣）」或「你認為有意義的事（目標）」，一旦你找到了，自然而然就能有「恆毅力」了！

所以達克沃斯認為培養「恆毅力」的第一步是要先「找到自己的熱情所在」。她遇過很多世界級成功人士，在他們針對某個領域

下苦功之前，他們通常花了好幾年去找到自己真正的熱情。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如何才能做喜歡的事情》中表示「

做大事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艱苦，因為只有喜歡自己工作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他們根本不需要勉強自己，但是，尋找愛好的過程卻

得非常認真」。「日本暢銷書之神」見城徹在《人生是一個人的狂熱》書中提到：「從還是個小學生時，我就很喜歡書。也因此一

路努力想辦法進了出版社。編輯這份工作太有趣、太有趣了，我每天都工作到天亮。我想說的是『如果你不投入時間，就不可能遇

見天職』」。

該怎麼尋找「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興趣）」？達克沃斯建議先問自己：「我喜歡想什麼？腦中常浮現什麼？我在乎什麼？什麼

東西對我最重要？我喜歡花時間做什麼？我對什麼事情難以忍受？」看看腦中出現的是什麼？若腦中一片空白，可以用「刪去法」先

排除自己討厭的事，再從自己表現還不錯的事（性向）搜尋，選擇一項你能接受也願意學習的事，然後你必須勇敢的去實驗、去嘗

試！找到自己的「興趣」其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興趣」並非很突然又迅速的出現，「很多事情是堅持投入一段時間、深入探索

以後，才會感受到令人滿足之處」。就像談戀愛找伴侶一樣，很少有「一見鍾情」又能順利交往最後步入禮堂，通常得花時間約會、

相處，才能深入了解彼此，並且必須一起經歷吵架的磨合期，認真討論相處的問題及解決方法，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調整，若

找到相處的最佳模式，則繼續交往，若仍不適合則分道揚鑣，繼續尋找下一個對象。若你已經找到自己的「興趣」，就要努力、持

續的去發展你的「興趣」、培育你的「興趣」、探索你的「興趣」，才不會讓你的「興趣」像煙火一樣稍縱即逝。    

國中階段正是你開始尋找「興趣」的好時機，務必多參與校外的比賽、營隊及職群體驗…、校內的各項活動、比賽、社團、職群

參訪、技藝教育學程…等，尤其是九年級的「技藝教育學程」，它提供了完整的試探機會，讓你深入了解所選擇的職群，但你一定要

認真投入、全程參與，即使遭遇學習的困難或挫折，也一定要想辦法解決並堅持到底，你所付出的，絕對不會白費！甚至還有機會

參加新北市「技藝競賽」大展身手。所以，八年級的同學務必把握申請「技藝教育學程」（技藝班）的機會。同學們：開始全面啟

動，尋找你的熱愛吧！找到後，堅持努力不放棄，下一個成功者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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