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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韓國的國際交流從文山開始~ 

本校的國際交流社於去年 2012年正式創立，並在當時與韓國彌鄒忽高校簽訂了第一份「姊妹校」

合約。並在同時間與彌鄒忽高校進行跨國界的視訊交流！ 

   
右圖為本校潘道仁校長與韓國仁川彌鄒忽外語高校校長合影 

左圖為當時交流中的實景。左上角穿著粉色襯衫的就是國際交流社的指導老師陳雲釵老師。 

 

過程中是全程使用英語來做交流的喔！可見國交社的同學英語能力可真不錯呢！而且視訊交流的活

動並不是只有單單這麼一次而已喔！而是持續進行了好幾個月呢！ 

而在過了這麼幾個月之後── 

 

彌鄒忽高校的同學們竟然來到文山啦！ 

 

 

上圖中的學生就是來自彌鄒忽高校的交流學生。她們都是用中文來自我介紹和問好的唷！ 

為了歡迎交流學生的拜訪，學校特意請了體育班的原住民同學們來一段本土式的「迎賓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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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彌鄒忽高中到校訪問 

文山高中韓國姐妹校彌鄒乎外語高校 Michuhol Foriegn Language high school在 12月 26

日至 12月 29日蒞臨本校，展開為期四天三夜的參訪活動。 

彌鄒乎外語高校 12名學生加上 1位教師，在 26日下午 4:30分抵達文山高中，本校特地準備了

豐富的茶點，舉辦一場歡迎會為雙方師生破冰，增進彼此的了解與熟悉，隨後即由各接待家庭接回照

顧。 

 
  右圖為由本校國際交流社同學接待來自外國的訪客~            左圖為兩校師生參訪佛陀紀念館合影 

27日早晨，韓國學生在本校接待學生的陪同下，一起上學參加升旗典禮。本校體育班特地以原住民

的迎賓舞熱情歡迎韓國師生，對方也以現在最流行的江南 style回禮。校長也特地介紹韓國師生與本

校師生認識。接著在本校接代師生的陪同下，一起參觀佛陀紀念館、看 3D電影，在依日法師英語導

覽下，讓對方更了解佛教在台灣的興盛發展。下午至義大世界參觀購物，放學後就是接待家庭的熱情

招待了。 

28日上午雙方舉辦高峰會議以氣候變遷為主題，發表研究成果。下午至科工館參觀氣候變遷的展覽，

並觀賞一場 3D電影。晚上到極鮮火鍋用餐，家長會長特地準備伴手禮-鳳梨酥，贈送韓國師生。韓

國師生對台灣的豐富飲食及熱情好客均感動不已。 

29日上午，雙方在連日相處所建立的情誼與依依不捨的離情中，揮手道別。 

 

 

哇！本校國際交流看起來雖然才剛起步不久，但是成效似乎不錯喔！ 

而在今年 2013年，這次，該換我們去拜訪韓國的彌鄒忽高校啦~ 
 

五月下旬，將由本校國際交流社的同學代表文山高中回訪彌鄒忽高校。屆時，不單單只是回訪參觀而

已，還要進行一系列的討論會議喔！本次高峰會議的主題為Future World 未來世界 

 

主題一共還細分為未來社會、未來科技、未來產業、未來教育、未來環境與未來文化等六大項來進行

高峰會議。期待這次交流的成果！(文/文心社志工李心詠) 

以上內容引用文山高中學校網頁 

http://www.wsm.ks.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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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文山高中       教育旅行 
文山高中於 5月 19日至 24日到韓國進行為期六天五夜的姐妹校教育旅行訪問。此次活動計有 3

位老師、15位學生，一起拜訪位於仁川的彌鄒忽外語高校與首爾的世賢高中，進行課程交流與課外

活動參與。 

 

彌鄒忽外語高校已與本校進行多年的互訪活動。此次參觀，該校師生均展現最大的盛情與熱誠，雙方

進行有關「未來世界」議題的高峰會議討論，全程以流利英文簡報，展現學生的優良素質，提升學生

作為世界公民認知及加強全球責任感的認同。 

本校首次訪問首爾的世賢高中，該校環境與設備新穎，學生活潑熱情，以流行街舞與歌聲優美的合唱

曲，歡迎我們的到來。高峰會議除雙方英文簡報，並進行分組討論，由各組的小組議題逐步推衍出共

同的大目標，師生均受益良多，實為一次成功的知識交流與饗宴。 

 

世賢高中亦安排全體師生參觀韓國廣播電台（KBS），對電視製作流程與先進設備，均留下深刻印象。 

訪韓期間，本校亦參訪了一間位於松島的新松國中。該校因位於新社區，成立僅七年，目前正積極推

廣國際教育，雙方師長就該議題交換彼此經驗與心得，達成初步共識，期待建立姐妹校，進行更實際

與深入的交流訪問。 

此次旅程亦參觀首爾市區，如青瓦台、景福宮、南山公園、東大門與仁寺洞等著名景點，讓學生對韓

國歷史文化、自然景觀與流行文化實際體驗，並留下美好又令人難忘的一次教育旅行。 

 
 以上內容引用文山高中學校網頁 

http://www.wsm.ks.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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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在於你」戲劇表演觀賞活動    

 

    輔導室與提摩太教會鄭得恩牧師合作，以｢希望之書」為主題，透過戲劇表演，幫助學生認知每

一個小決定都會帶來影響，藉此鼓勵學生從小養成做正確決定的習慣。為我們的生命、生活帶來好的

結果。 

    以下來分享這次短劇演出帶給學生的感動： 

★102★ 

    這個表演精彩萬分，好笑、有趣。在未來的人生中，我們會分辨是非做正確的決定，其實決定在

於自己，別人是無法控制我們的。希望下次可以再邀請他們來我們學校表演。 

★106★ 

    感謝阿得老師的協助，讓我們可以更了解自己內心必需去做的事，勇敢去做自己，也對於事情的

處理方式，能有更和諧的處理方式。 

★108★ 

    經過次的表演，讓我真正知道生命中是有很多選擇，可以給我選的…，而這些選擇中，又有好也

有壞，但是每個人心中都有”良心”以及”貪心”，每個人都是要從良心以及貪心中判斷並擇其路。

另外還有說到，只要做錯一個選擇，後面的任何選擇都無法改變了，所以要做對的事、說對的話、存

好的心，以後的路才會好走。 

★110★ 

    我們這些觀眾都非常喜歡今天的表演，而這次的表演告訴了我們，有許多不能做的事不要做，決

定權都在我們自己手上，例如作弊、看三級片、打架、說謊…這些事，而這些事要不要做都看自己，

以上就是我們看完這次表演的心得，也讓我們受益良多。 

★306★ 

    一進去多媒體教室，就讓我們班都非常期待，因為看到他們都很用心的準備，也佈置了一個好看

的佈景，至於節目就不用說啦，心去看就知道他們是非常專業的在表演，雖然有點短都有講到重點『決

定在於你』做或不做、不偷懶，希望下次還有機會一定要去。 

 

  圖•文提供/周麗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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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初，我們邀請了倒立先生黃明正來學校跟同學們分享｢追求夢想」的心路歷程，獲得了同

學們的熱烈迴響，演講結束後，大家合唱五月天的｢第二人生」給黃明正先生加油打氣!!祝福他完

成下階段的夢想，以下來分享同學們的聽講心得： 

 

 

 

 

 

 

 

 

 

 

 

 

 

 

 

 

 

 

 

 

圖•文提供/周麗敏老師  整理編輯/郭孟蓉老師 

503雖說興趣和現實是兩回事，但是誰說不能合而為一呢？今天這位先生讓我們開悟了，重新開 

導了我們，我們來學校到底是為了什麼？是為了頭路？還是為了興趣？又或者為了尋找理想

呢？值得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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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職校參訪 

    為協助八年級的同學們在生涯發展過程中，透過實地體驗活動、高職參訪，瞭解不同職群的學習

主題與職場特質，學校特地安排他們至鄰近社區的職校-高英工商與中商工商參訪，以利升上九年級

選修技藝教育課程及未來生涯發展與進路選擇之參考。 

    透過半天的課程體驗，八年級的同學們對於他們的未來升學選項，多了一個可供考慮的選項，這

樣的參訪課程真的對在青少年時期的孩子，有很大的幫助與啟發。小小的跨出一步去看學校之外的世

界，可以讓青春期的學生對於未來有更大的想像。以下是他們的活動花絮與心得分享： 

 

 

 

 

 

 

 

 

 

 

 

 

 

   圖•文提供/周麗敏老師  整理編輯/郭孟蓉老師 

203 

老師的上課方式非常有趣，

雖然在學習的過程要花時間

且費力，例如焊接時手真的

很酸，磨細海塩時手都快要

斷了，但是看到作品完成很

有成就感，希望下次可以嘗

試不同的職群。希望參訪的

時間可以更長些，希望下次

可以選擇不同職群做參訪。 

205 

參觀完社區高職後。我覺得

我對自己選的科系有很多的

了解，也有許多發掘自我的

興趣，希望還能夠有這樣的

機會去參觀每個技職學校，

找尋未來的方向，不過可惜

的是時間的因素，無法去後

山看可愛的山羊，不免讓人

感到失望啊。 

207 

這次的社區高職參訪，雖然並

非是未來職業或高職的選

擇，但可做為我們未來升學的

選項參考，也可學到一種不同

的技術；就像中山工商的老師

說「如果你不喜歡讀書，也要

學會一種技能」，或許在此次

體驗中會激發出人的天賦及

興趣，活動讓人還意猶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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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萬花筒初探﹣家長職業分享」活動 

來分享的爸爸告訴我們「出生時，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家庭」， 

但我們可以為人生開啟一段美好的旅程，勇往直前!! (一年十班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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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體育組姜振學組長提供   圖文編輯/ 輔導室郭孟蓉老師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部班際球類競賽已於 4/30結束賽程，本次球類競賽高一女生共計七

隊參加，高一男生十九隊。高二籃球競賽首次改為每班可報名男生組、女生組各一隊。賽前一個月就

有班級自發性的規劃晨間訓練，對凝聚團隊向心力及同學體能有極大的助益。經激烈競爭，獲勝隊伍

名單如下： 

高一女生三對三籃球 

第一名 408 小龜投法隊 

第二名 404 菀萱不要亂插隊 

第三名 401 帥帥魔人楸楸隊 

高一男生三對三籃球 

第一名 408 哈 12次隊 

第二名 405 無敵小鳥隊 

第三名 402 剝多也解衣 

 

高二女生五對五籃球 

第一名 506 

第二名 502 

第三名 501 

高二男生五對五籃球 

第一名 508 

第二名 504 

第三名 505 

 
籃球比賽精采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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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體育組姜振學組長提供   圖文編輯/ 輔導室郭孟蓉老師 

       

                            

全國中等運動會  文山高中表現亮眼 

102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於 4/13~4/17在宜蘭縣舉行，本校運動代表隊參加游泳、柔道、舉重

項目，共計 22名同學與會參加。經連日精彩表現，本校在高女組柔道與高女組舉重總積分名列全國

各團隊前三名，共計獲得：高女組柔道團體錦標第 2名、高女組舉重團體錦標第 3名。 

個人賽部分得獎名單如下： 

★舉重隊參加102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佳績： 

i. 408江念欣高女 58公斤級第 1名 

ii. 608柯帛辰高男 85公斤級第 4名 

iii. 608朱政順高男 94公斤級第 5名 

★游泳隊參加102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佳績： 

i.408安廷耀高男游泳 200公尺混合式第 2名 

ii.408安廷耀高男游泳200公尺自由式第8名 

                                                                                         

★柔道隊參加 102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榮獲佳績： 

i. 408李芳瑜 高女柔道第一級第 1名       ii. 608林莉珍 高女柔道第五級第 2名 

iii. 306郭賜君 國男柔道第七級第 2名       iv. 508王佩渝 高女柔道第二級第 2名 

v. 408陳嘉偉 高男柔道第二級第 3名       vi. 408張慧真 高女柔道第八級第 3名 

vii. 408張思慈   高女柔道第四級第 4名     viii. 311陳政霖   國男柔道第六級第 4名 

ix. 608王慧婷 高女柔道第三級第 4名 

     

                    

 

安廷耀 200公尺游泳 江佳欣 58公斤級舉重冠軍 張思慈出戰台東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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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郭孟蓉老師  資料蒐集/ 文心社編輯組志工陳俊嘉•林哲瑋   攝影/ 陳秀美老師、曾顎生老師 

  
     上面那些照片都是文山校園豐富的鳥類生態，因為學校周圍有｢鳳山園藝試驗所」、｢鳥松濕地公

園」、｢澄清湖風景區」，這些自然環境的圍繞，讓我們的校園可以看到多元的鳥類生態。感謝陳秀美

老師熱情贊助生動的照片，讓我們得以近距離看到這些精采畫面。以下是文心社志工俊嘉、哲瑋為大

家收集資料，讓大家多了解這些校園裡的鳥朋友--黑面麻鷺、領角鴞與白頭翁，一起分享囉! 

黑冠麻鷺 

根據國立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的網站的資料說明如下： 

 

█形態特徵： 

黑冠麻鷺，額、頭頂及冠羽為黑色，冠羽長達 10公分左右，背部為銹紅色有黑色橫漣紋，胸腹部亦

有銹紅色縱麻斑，故有其名。 

 

mailto:http://carbon14.gl.ntu.edu.tw/geo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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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習性： 

常單獨活動於陰濕的樹林下或在溪澗水邊覓食，在樹下以蚯蚓、昆蟲等為食。在水邊則覓食小魚蝦、

兩棲類、無脊椎軟體動物或水生昆蟲等。營巢於雜木林或竹林裡，以樹枝或竹枝築造粗雜的盤形巢。 

 

 

█棲地分布： 

黑冠麻鷺的分布，除臺灣以外，西自印度、錫蘭、尼古巴群島、緬甸、中南半島，東至華南和海南島。

南達菲律賓、巴拉望、婆羅州、爪哇及馬來半島等地， 

在臺灣大抵棲息於低海拔山區至山麓一帶，為稀有的留鳥。 

【以上資料來自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網站】 

白頭翁 

根據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的記載： 

█生息狀態：普遍留鳥 

 

█特徵描述： 

體長約 18～19公分。雌、雄羽色相同，全身大致為黃綠色，頭上至後頸黑色，頭頂白色，眼後有

一圓形白色斑塊。眼先至耳羽、頰黑褐色、上胸淡灰褐色，背至尾上覆羽、小覆羽灰色，略帶黃綠色，

胸腹灰白色。翼、尾羽橄黃綠色。 

mailto:http://carbon14.gl.ntu.edu.tw/geo3.htm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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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分布： 

共有四個亞種，分布於中國華中，華南及海南島。在台灣廣泛分布於台灣西部及宜蘭平原地帶，南部

則以楓港附近為界線，花東地方未見白頭翁，另一種十分相似的特有種烏頭翁則花東地區分布，形成

生態上頗為特殊的地理區隔現象。與烏頭翁之分布重疊區域有雜交現象。 

生態習性：在台灣西部平原至低海拔山區，是最常見的鳥種之一，多半棲息在市區公園、庭院、以及

鄉間的樹林、農田、開墾地等環境中，多為人類經常活動之地帶。白頭翁的族群數量很多，在人口稠

密的都會區行道樹、公園綠地等環境，也可發現其的蹤影。經常成小群活動，習性非常活潑好動。鳴

叫聲清脆嘹亮類似「巧克力、巧克力」，在三、四月繁殖期音色多變化。以植物果實為主食，偶爾會

啄食昆蟲等小動物。非繁殖期則以群棲性為主，上百隻的成群亦可見到。通常築巢於離地不高的雜木

林或樹叢中，以芒草穗等築構成碗形巢，在都市中屢見築巢於公寓的陽台花木盆栽之中。繁殖期為 3

月至 7月，雌、雄鳥共同育雛，通常一季繁殖二次，每窩產 3~4個卵。 

 

█相似鳥種： 

烏頭翁的形態與習性和白頭翁相當類似，但後頭無白色斑塊。白頭翁的亞成鳥頭部為灰黑色，經常被

誤認為烏頭翁。 

█生態威脅：農夫為防鳥類啄食水果常在果園周遭架設鳥網，白頭翁經常因而中網死亡。中南部有商

業獵捕作為放生鳥之用。 

                                                【以上資料來自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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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角鴞 

 

根據台灣國家公園網站的資料記載： 

█形態特徵： 

中小型貓頭鷹，眼睛為橙紅色，體長約 19~25公分，翼長約 17公分，尾長約 9公分，通體灰褐

色，密布淡褐斑紋，有一對豎立如耳朵的角羽，和不甚明顯之黑色蟲蠹斑。後頸有黃土色斑，翅膀的

飛羽具有若干濃色闊橫帶。顏盤灰黃色，有不規則之黑色斑紋。尾羽灰色，有暗褐色橫帶，尾下覆羽

灰白色，有黑色細斑。其胸、腹底色灰褐色，具有箭簇狀斑紋，腹部中央白色，腳趾部分沒有羽毛。 

 

█生物習性： 

留鳥。夜行性猛禽，白天停棲於樹葉繁密的樹叢內休息，入夜後才出來活動。活動於樹林邊緣，畫伏

夜出，不易發現，但若被小鳥發現，會遭鳥群成群鼓譟騷擾。嘴爪彎曲銳利，以獵捕昆蟲、小鳥和小

型哺乳類為食。角羽警戒時會明顯豎起。春夏季節的晚上，可常聽其在樹上發出單調 「不……」的

鳴叫聲，冬季則較少鳴叫。以樹洞營巢最常見，但也會利用檳榔葉的基部築巢。繁殖於 3~7月，但

也有 10~11月的例子。一次生產約會有 3~5顆卵。 

 

█棲地分布： 

領角鴞棲息在 1,200公尺以下低海拔的闊葉林中，是臺灣海拔分布最低，且生活環境最接近人類的

鴟鴞科鳥類，是典型的鄉土鳥種。然而在非繁殖期，可在更高的山區發現其蹤跡。領角鴞相當能適應

人類改變過的環境，在果園、檳榔園都有繁殖記錄，甚至於在市區內樹木較多的公園、校園都偶有出

現記錄，是臺灣唯一能在都市內見到的貓頭鷹。在國家公園則能在陽明山國家公園、雪霸國家公園、

太魯閣國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等處發現。 

mailto:http://np.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076:2011-03-22-03-43-06&catid=24:2009-07-06-08-27-16&Itemi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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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部熱門社團介紹                        圖/學務處提供 • 文/文心志工賴怡彤 

 
 

 

(左上)布袋戲社 

成立於兩年前,是由一群熱愛布袋戲的青年組

成的,志在傳承這項優良的傳統 

(右上)吉他社 

在文山高中社團裡有一段時間的老社團,喜歡

吉他和音樂的他們所營造的一個社團 

(左下)春暉志工社 

一群以服務大眾和協助他人為宗旨 

以無私態度付出 

無等差的精神造福鄉里 關懷老人 

                                                                                         

 (右上)熱音社 

環繞著音符 旋律 .協和出一首歌曲 

在這裡可以展現你的音樂  你的熱情 

他們是熱音社 

(右下)流行舞蹈社 

熱愛跳舞 喜愛舞動感的他們 

是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的社團 

(左下)文心社 

去年剛成立的新社. 

主要是以協助輔導室為主的社團  

分成電子報編輯組•天使組•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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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的公民訓練依舊如往年一般是參觀大學之旅，今年參觀的是中部的｢中正大學」與｢東海大學」， 

以下是高二同學的旅程中的剪影花絮，一起先睹為快囉!! 

 

參觀大學 

 

 

我非常喜歡中正大學為我們做的科系說明，把社會組和自然組分開，分別介紹所屬的科系，用簡短的

十分鐘，由各個科系的老師和我們這群高中生聊聊並介紹，簡單俐落，卻又讓我們能夠了解這些科系。

我從來都沒有認真的在某個大學裡散步，感受該大學的氣息，這也是第一次，而且過程中還可以和同

學一起討論感覺真不錯。(501薛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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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精彩花絮 

    
 

    
 

    圖•文提供/輔導室游秀敏、李進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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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山畫派畫作｢寂寞飛行」看見文藝復興時期柯雷吉歐的｢聖母升天圖」 

文•攝影/ 文山高中歷史科郭孟蓉老師 

 

 

 

 

    

 

柯雷吉歐作品圖片來源： 

《聖母升天圖》www.arteego.com 

《聖凱薩琳的神祕婚禮》www.forte.com 

 

利用沒課的空檔去看了校內舉辦的｢文山畫派」畫

展，看到了一幅令我印象深刻的畫作。是國中部 202的

李東峻同學所畫的水墨畫｢寂寞飛行」。 

這幅畫除了畫面裡的藍鳥的驚慌孤單撞擊觀看著的

心靈，令我吃驚的還有構圖理念很類似文藝復興時期的

畫家柯雷吉歐，他為義大利帕爾瑪大教堂圓頂所創作的｢

聖母升天圖」，這樣用仰角構圖的方式，在現今攝影技術

發達的情形下很容易達成，但在文藝復興時期，這是一

種很新穎的繪圖技巧，這種技巧後來被稱為｢短縮透視」。 

在這裡想介紹一下柯雷吉歐這位畫家，他是一位擅

長濕壁畫與油畫的畫家，他替義大利帕爾瑪城的許多教

堂畫過濕壁畫；而他的油畫因為絕佳的光線處理而受大

家的尊敬與歡迎，他畫中的人物多半神態優雅自然，面

帶微笑，可以從他另一幅代表作｢聖凱薩琳的神祕婚禮」

看見這個特色。 
國中部 202李東峻同學水墨畫 

｢寂寞飛行」創作理念： 

表現一人的寂寞 

與黑暗中的自我 柯雷吉歐名作｢聖凱薩琳的神祕婚禮」，他是巴

洛克繪畫風格的奠基者，這個畫風強調動感，

善於運用光線，有誇張的戲劇性。此畫的故事

是聖凱薩琳夢見自己嫁給了聖嬰(皈依基督教

之隱喻)，在柯雷吉歐的這幅畫中，聖嬰正在摸

聖凱薩琳夢中看到的那枚結婚戒指。 

柯雷吉歐畫出仰視的｢聖母升天圖」 

http://www.arteego.com/2010/06/21/correggio-che-dipingeva-appeso-cielo-dario-fo/
http://www.fotoe.com/image/3201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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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茶會沖淡了不少畢業的感傷 

在大夥吃吃喝喝之際 

畢業影片  記錄了畢業生們的些許感傷 

更重現了他們青春無敵的時光 

雖然少了淚眼婆娑 

但這樣可以和大家一起在文山校園裡 

一起吃飯的時光 

就在茶會落幕後   也跟著結束了… 

 

 

 圖•文/ 郭孟蓉老師 



 

 

    

 

 

 

 

 

 

 

 

 

 

 

今年夏天 

有些特別 

我們約好要飛更遠… 
2013高中部畢業特輯•第 1章•回首 

從一開始的不甘願和覺得討厭 

 到最後慢慢認同這片校園的一切 

 文山帶給我的不只是高中 3年的文憑 

 而是心態上的改變與更加成熟 

 蔚藍的天空和綠油油的草地 

 正如文山一樣，這麼的簡單， 

卻又給每個人帶來這麼多的溫暖 

  

現在我要在這裡說：我以身為文山人為榮， 

文山不是一個失敗者所以才要去的地方， 

相反的它是我們每一個人永遠最好的避風港 

-- 606 陳三富 

 

生活不是用來妥協的， 

 你退縮得越多， 

 能讓你喘息的空間就越有限； 

  

日子不是用來將就的， 

 你越湊合的過， 

 就失去追求其他幸福的機會。 

                  -- 606 蕭智鴻 

編按：以上這兩段文字取自 Facebook的留言 

我真正比較認識智鴻和三富 

因為他們來輔導室行善銷過 

讀這些文字 見證他們的成長 叫人怎能不感動呢 

 



 
 

 

 

 

 

 

 

 

 

 

 

 

 

 

 

 

 

 

 

 

 

 

 

 

 

 

 

 

 

 

 

 

 

 

 

 

勇敢跳躍 乘風而飛 

即使摔落也不氣餒 

別忘卻 那瞬間 

氣球五彩紛飛鮮豔… 2013高中部畢業特輯•第 2章•青春之光 



 
 

 

 

 

 

 

 

 

 

 

 

 

 

 

 

 

 

 

 

 

 

 

 

 

 

 

 

 

 

 

 

 

別徬徨 

即使亂流猖狂 

我要逆風而上 

與你一起翱翔… 

4月，幸運的我們成為準

大學生 !! 在輔導室的邀

請下，我們利用在文山的

最後 60天，寫下屬於我

們的青春的詩，留下可以

給學弟妹的”屬於我

們”的｢美好•文山」 !!

這60天中有歡笑有疲憊

有爭執有淚水，但這就是

我們可以留給文山的禮

物!! 

2013高中部畢業特輯•第 3章•傳承 

 



 

    

  
  

 

 

    

    

    

 

前進吧 

我已不再惆悵 

因為渡過遠洋 

是你存在的 南方… 2013高中部畢業專輯•最終章•再見文山 

因為文山  我們在此相遇 

  曾經發生過的每件事  都已經化為我們前進的力量! 再見文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