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學年度國風國中 班級模範生

梁翊祺

1.擔任110-1副班長，協助班級防疫相關事宜。
2.擔任輔導長期間認真負責。
3.參加校內語文競賽，表現優良。

1.平時樂於學習，學業表現優良。
2.同儕互動佳，待人和善，樂於助人。
3.擔任教務處圖書館管理志工期間，認真
負責。

陳孩之

1,參加全國音樂直笛比賽（團體組）獲得特優
2,代表班上參加校內國語朗讀比賽
3,擔任環保股長及班長表現認真

1,擔任幹部做事認真，每天該做的事不會
拖延
2,處事態度公正，並以身作則
3,與同學相處和睦，並樂於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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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侑恩

擔任班長，不慍不火但堅定性情，將班級事務處
理很完善；上課認真聽講、課後自主複習，善用
教育平台測試學習成效，且大方分享學習策略。
不僅課業優秀，繪畫、運動亦很出色。

侑恩是同學學習的好夥伴，也是老師的得
力助手；品學兼優、五育均衡發展，實屬
班級楷模。

704

戴世擎

1.擔任班長，認真負責。
2.待人溫暖，主動關懷同學。
3.認真向學，成績優異。

律己以嚴，樂於助人，品學兼優。

莊紫妤

紫妤個性活潑, 有禮貌, 不與人計較, 品學
兼優. 上課時認真投入, 確實完成每一項作
業, 也會指導同學不會的地方, 是同學們的
參加國樂隊, 同時兼任班上多種職務: 風紀, 合唱伴
好夥伴. 做事謹慎小心, 且思路清晰有邏輯,
奏, 自然小老師等等, 雖有眾多責任在身, 但每一樣
可託付重任. 對於自己的課業要求甚高, 力
都盡力做到最好.
求完美表現. 不論對待同學或老師, 都展現
良好的教養與禮節, 此次獲選為模範生, 當
之無愧!

邱愉晰

敬重師長，對人和氣禮讓，課業學習態度認真積
極，在校成績優良，品行也堪稱是同學的典範。
做事積極有效率，與同學相處愉快，常關心有需
要的同學，也會督促同學認真學習。在擔任幹部
時，以身作責，值得表率，且能維持良好的生活
態度、是師長們的好幫手。國小曾獲得縣長獎及
全校模範生等⋯⋯是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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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晰成績優異，擔任副班長期間認真負責
，也是英文老師的好助手，課業從未遲交
，也會幫助同學解決課業問題，運動能力
亦佳，和同學相處融洽，足堪為同學的表
率！

何彥澄

學習態度佳，熱心助人，樂於分享，盡職負責。

力爭上游，堅持正義原則。

周思晨

擔任班長認真負責。
學習態度積極進取各項科目都能全力以赴成績都
能維持校排前五。
通過英文檢定，代表班級參加各項競賽都能名列
前茅。

擔任班長認真負責任勞任怨能戮力完成各
交辦事項。學習態度積極進取各學科都能
全力以赴成績都能維持校排前五，各項表
現皆足為同學表率。

潘宗緒

個性隨和,樂於助人,勤奮有為。除參與語
1.第九屆青少年發明展佳作;2.第十八屆世界青少
文資優班的課程之外,亦參加科學探索實驗
年創客發明展第三名;3.110年小論文比賽銅牌;4.
班。各門學科也都努力學習,主動積極參與
第六十二屆花蓮中小學科展第二名5.通過花蓮縣政
校內外各項比賽皆榮獲佳績,學習態度及品
府教育希望工程公費留學計畫
德表現皆足堪班級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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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囷諺

1.認真向學，學業優良。
2.人際關係良好，能幫忙學習弱勢同學。
3.參加數學科展表現優異。
4.擔任班級幹部負責認真。
5.有禮貌，言行謹慎合宜。
6.懂事乖巧，任勞任怨。

囷諺是位很認真的孩子，在學業表現十分
用心，並且在學習之餘能協助學業表現較
落後的同學，擔任班級幹部兢兢業業，老
師交辦的工作皆能用心完成，從不抱怨，
所以班上人緣很好，此外，對校際比賽更
是積極參與，表現優異，是本班公認推薦
的模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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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程

1.對師長及同學尊敬並友善
2.擔任班長期間，積極盡責
3.成績優良，並樂於助人

1.尊敬師長，友愛同學
2.擔任幹部，認真負責
3.學習積極，品學兼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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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秉璘

1.勤奮學習:上課專注積極，作業認真工整。
2.遵守秩序:遵守校規班規，應對發言有禮有據。
3.自律嚴謹:言行、服儀能自我管理、自我要求。

秉性溫和，待人有禮，工作熱心，勤於學
習，並且在群體中表現合宜的行為，在許
多面向展現足堪同學效法的榜樣。

鄧奕靖

一、個性溫和、人緣佳。
二、親師睦友，謙和有禮。
三、同學求教於她，能和顏悅色悉心指導。
四、擔任班長及英文輔導長，認真負責。
五、榮獲110學年度校內英文作文比賽七年級組第
三名。
六、榮獲花蓮縣62屆中小學科展生應科入選。

一、積極參英文作文競賽、科展及各項活
動，學習態度令人欣賞。
二、笑臉迎人、落落大方，熱心助人、動
靜皆宜。
三、學業成績優異、應對進退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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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書語

書語上課專心,功課維持良好.對師長有禮
上課專心,功課維持良好.對師長有禮貌,和同學相處
貌,和同學相處融洽,擔任班級幹部能盡到
融洽,擔任班級幹部能盡到責任,足為同學表率.
責任,足為同學表率.

譚伊宸

1. 2021花蓮太平洋盃無人機運算思維賽A項程控
障礙賽國中組第一名
2、110學年度Scratch動畫暨遊戲程式設計比賽榮
獲 銅牌
3、第17屆縣長盃心算數學暨英文競賽 英文七年
級 第三名
4、第17屆縣長盃心算數學暨英文競賽 數學七年
級 第四名
5、110學年度校內第一學期英文閱讀能力(作文)
七年級組 第三名
6、110學年度校內第二學期語文競賽 國語朗讀 七
年級組 第三名

曹希彤

1.作業書寫整齊認真，上課聽講專心
2.聯合盃作文第四名
3.IEYI發明展全國第二名
4.花蓮縣科展第二名
5.校內語文競賽作文第三名
6.國小參加IEYI發明展世界第一名

希彤個性溫柔，對自我要求極高，人生目
標明確，能竭盡所能達成目標，學業優異
，對同學課業上的問題，都能傾囊相授，
敬愛師長友愛同學，實為同學表率

邱昱嬛

學生優良事蹟：
1.參加「110年度花蓮縣議長盃」書法比賽，榮獲
國中組第二名。
2.參加本校「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校內初選，榮獲
七年級組書法類第一名、平面設計類第一名。
3.參加「110年花蓮蘭亭大會」全國賽，榮獲書法
國中組佳作。
4.參加「第15屆聯合盃」作文大賽，榮獲國中七
年級組佳作。
5.參加「110年花蓮縣運」游泳項目，榮獲國中女
生組100m仰式第二名、50m仰式第三名、50m自
由式第四名。
6.參加「110年花蓮縣樂活盃」游泳賽，榮獲國中
女子組50m自由式第二名、100m仰式第二名、
50m仰式第三名。
7.參加本校「語文競賽」，榮獲書法七年級組第三
名。
8.參加「111年花蓮縣親子寒假拒毒繪本」創作競
賽，榮獲國中組佳作。
9.參加「111年溫世仁中小學」作文比賽，國中組
入選決賽。
10.參加「111年全國北區A（2）」游泳錦標賽，
榮獲國中女子組50m仰式第五名。

該生在校品學兼優，學習態度積極專注，
在家孝順父母，協助導師處理班上事務井
然有序，對有困難的同學熱心協助，足為
同學楷模!

1、品學兼優、勤奮向學、熱心服務、待
人謙和有禮
2、擔任班級學藝股長，對於師長交辦事
項全力以赴、克盡職責
3、孝順父母，分擔家事 ，友愛弟妹，是
父母心中的乖巧女兒，弟妹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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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澄澐

吳生在班級中為人有責任感，作業按時繳
品行優良。已經通過英檢初級檢定。110年獅子會
交，做事勤快認真負責。對待師長同學恭
和平海報榮獲佳作。花蓮縣立國風國中創意書法
謙有禮，班級成績優良名列前茅，熱心班
第三名。
級事務和幫助同學。

柯辰澔

1.競賽部分
榮獲109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動會」軟式
網球國中男子組-個人單打第三名
榮獲110年花蓮縣「縣長盃」網球錦標賽-個人單
打冠軍
榮獲110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動會」軟式
網球國中組團體賽-第三名
榮獲111年「太平洋網基盃」全國青少年網球錦
標賽B級-14歲男子組雙打季軍
榮獲109年花蓮縣長盃心算數學暨英文競賽-第四
名
榮獲110年國中小學生「e繪租稅」繪畫比賽佳
作
2.居家表現
獨立懂事有責任心：為了兼顧課業和夢想(打球)‚
雖然忙碌仍做好份內的事‚不讓父母操心。
對長輩恭敬有禮：早晚主動問安‚常讓父母獲得
大家的稱許。
懂得感恩：假日時會主動幫忙分擔家務，是個非
常貼心的孩子。
3.在校表現
擔任副班長，認真完成體溫填報工作；擔任英語
輔導長，盡責陪伴同學背誦單字；
擔任糾察隊；全力完成所交付的執勤任務；主動
完成打掃工作從不需要提醒；
功課鮮少遲交；與同學相處融洽；並且熱心協助
導師完成班級事務。

吳芊慧

芊慧是個有內涵的同學，話不多，但總是
1、學業成績優異 2、品行極佳 3、擔任幹部及輔 細心體貼他人，懂得感恩和付出,很討人喜
導長都非常負責任 4、自我期許高，有上進心 5、 歡！她總是盡力做好每一件師長們交代的
人緣極佳，獲得同學們的讚許和肯定
事，且做事能力極佳，非常值得託付重任
，當選模範生，實至名歸！

戴恩喆

1.科展表現優異
2.擔任班級幹部認真負責
3.平日熱心服務幫助同學
4.對師長有禮
5.對自己能反省改進問題
6.個性溫和

辰澔是個貼心陽光的大男孩，對師長恭敬
有禮，與同學相處融洽，對班級活動認真
投入，對所交付之任務盡心完成。笑口常
開，個性溫和、開朗、EQ高，不愛與人爭
競，樂於協助同學且真誠待人，深受師長
同學喜愛與信賴。

品學兼優，個性溫和待人和善，樂於幫助
同學，平常喜歡做科學方面的探索和科展
，老師交辦的事都可以細心做好，和家人
關係密切融洽。

1.品行端正,個性隨和,自我情緒表現合宜.
2.慷慨大方,樂於和同學與老師分享好事物.
3.學習態度積極,作業書寫工整,努力爭取優
良成績.
4.擔任幹部(和小老師),做事用心,是班導
(上)之得力助手.
5.委以重任,不推諉.努力突破自我,值得嘉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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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柏睿

1.擔任8年級交通糾察中隊隊長,協調能力佳,表現
優異.
2.平日做事用心負責,且每學期主動嘗試不同幹部
(或小老師)的工作任務。
3.課堂用心學習,下課和同學相處愉快.
4.熱心班務服務與幫助有需要之同學。
5.協助製作班上所需之影音相片之剪輯製作,大獲
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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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凱

做事認真負責 擔任幹部行事效率高 人緣佳

做事效率高 對老師所交代事情能使命必
達 對師長謙和有禮 文武兼備 合群性高
人緣佳

李岷澤

1.品學兼優
2.熱心助人
3.與同學相處融洽
4.待人和善且大方
5.使命必達認真盡責

溫文儒雅、友善合群
心思細膩、勤勉內斂
與人為善，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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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諺

上課都能專心，認真聽講，分組時在小組中做好
該負責的工作，讓小組活動進行的順利。喜歡運
動和打籃球、只要有同學問課業上的問題都會幫
忙回答或解決，和同學相處融洽。平時維持良好
生活習慣、規劃讀書與休閒時間，都不需擔心。

秉諺在班上擔任環保股長一職，盡忠職
守、負責熱心、個性陽光開朗且平易進人
，曾帶領班上同學練習大隊接力比賽，能
凝聚士氣、活絡氣氛、並用和平的方式排
解尖銳糾紛。各個方面表現優良，展現有
暖男風味領導風格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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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豪

處事公正，學習認真，做事勤快有效率，運動能
力強。待人和善，情緒平穩。有自己的想法但不
躁進，有為有守。

言行足為全班表率，特此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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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佩岑

第62屆科展化學科第一名
109學年度鄉土歌謠比賽東南亞語系優等第一名

品學兼優友愛同學
尊敬師長是為同學模範。

郭蕎菱

校內英文說故事比賽第三名
入選校內作文代表
縣長盃英文競賽第三名

做事認真、負責，上課認真聽講，各項課
業成績優異，作業按時繳交，樂於協助同
學，協助處理班務，成為班上同學之表率
，擔任小老師認真負責，完成交代之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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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菲

參加過校內朗讀比賽
參加全國舞蹈比賽初賽（優等）
擔任班級幹部（班長，副班長，風紀股長）認真
負責
和同學相處融洽
常主動教導同學課業
學習態度認真
願意聆聽並尊重不同的意見

品菲個性隨和，待人和善，對師長同學謙
恭有禮。臉上常掛著笑容，凡事正向思考
，總能帶給他人滿滿的正能量。多才多藝
，為人正直善良、善解人意、更懂得尊重
他人，是一位樂觀開朗的好孩子。

曾昱辰

一、連續兩年國語文字音字形比賽校內第一名。
二、三學期總成績八大領域保持全優紀錄。
三、擔任學務處志工，俐落有效率。

1.學業表現：勤學專注，按部就班。
2.品德言行：活潑爽朗，合群有禮。
3.期待你更好：過high噪音問題，擔任幹
部偶犯健忘症。

1.溫和善良，樂於幫助同學。
2.謙虛不驕傲。
813 施張柏萱
3.課堂專心聆聽，樂於思考討論並表達看法。
4.擔任幹部，積極認真負責。

在學校表現優異，對人和善，對師長有禮
貌，積極向學，足為模範。

妍榛是個懂事乖巧的學生。不論是在課業
方面還是平常生活方面，對於自我的期許
跟要求都很高。對於週遭的人也都很有愛
心。很適合當選模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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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妍榛

品學兼優，尊師重道。對待同學友善，擔任學藝
股長期間，非常有責任感。平常對於老師交辦的
事，都努力達成。對於班上事務也都熱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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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韋帆

學生與同學相處融洽，熱心幫助同學、輔導同學
課業，協助老師認真負責，個性開朗樂觀，積極
努力。

學生開朗活潑，熱心參與班級活動，自主
性高，目標明確積極努力。

宋柏威

在學校學習能以良好的心態做到有條不紊，根據
自身的特點，針對不同的科目，制定不同的計劃
和目標，並且經過自身的努力，已取得一定成
效。擔任班級幹部，盡心盡力，有班級事務需支
援，都能給予班上及同學協助。

任班長以來，願意為班級、同學辦事，同
學也認可你的為人和能力。對於國中的時
間有自己的計劃和安排，在學習中不斷加
深了對自己的瞭解，從而有了自己努力的
方向，並能夠積極主動的去爭取。

魏宏曄

學習態度主動且積極，作業書寫認真用心。對於
班級事務熱心，不論在學業或體能方面，皆有所
表現。

在校尊敬師長，友愛同學，待人和善，體
貼善良，常主動幫助他人；在家對長輩尊
敬、孝順，家務都會主動參與，因此受到
父母、師長及同學的肯定，足為同學之楷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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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慈是個熱心助人的孩子,她熱愛音樂曾擔
任合唱比賽伴奏,多才多藝,無論學科或美
術專業科目皆表現積極,擔任班級幹部與數
學輔導長認真負責,對師長謙和有禮,總是
笑容滿面,展現美好溫暖的親和力,實為班
級模範代表。

乖巧有禮，友愛同學，做事認真，熱心助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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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翊慈

109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初賽漫畫類佳作
110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初賽平面設計類第二名
花蓮縣縣長盃英文數學競賽獲獎多次。
國風第一屆正能量創意書法比賽第二名
國風第二屆正能量創意書法比賽四字春聯組第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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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皓宇

1.主動協助老師幫助同學。
2.上課專心，字體端正。
3.熱心協助班上事務，富有責任心。

901

張紘恩

1. 曾擔任班長、副班長 認真處理班級事務
2. 110學年度花蓮縣學生音樂比賽鋼琴獨奏甲等
3. 第60屆國中科展生物科第二名(第二作者)
4. 第61屆國中科展生活與應用科學(二)第三名(第
一作者)
5. 第16屆縣長盃八年級組英文第一名
品學兼優、積極進取、活潑開朗、熱心班
6. 110學年度花蓮縣學生英語文閱讀能力競賽國中 務、友愛同學
造句組甲等
7. GEPT全民英檢初級認證
8. AMC8數學優良認證
9. 2020年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
10. 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隊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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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儀

1.擔任輔導長，認真負責
2.待人有禮
3.敬師愛友

品學兼優，做事負責。高EQ，以禮待人，
對公眾的事物也積極參與。

廖嘉沂

1.品學兼優
2.負責盡職
3.尊敬師長
4.誠懇待人
5.安分守己.作息有序

1.三年學業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足以楷模
2.擔任幹部時盡心盡力為班上同學服務,師
長交辦事項一定負責完成
3.尊敬師長.待人誠懇.安分守己

盧昱華

1.曾擔任班長等班級幹部和輔導長，認真負責，主
動積極，完成老師交代任務。
2.學習成績表現優異，自我期許高。
昱華積極認真、努力上進，對師長恭敬有
3.花蓮縣學生音樂比賽管弦樂合奏國中團體A組特
禮，與同學相處融洽。做事盡責用心，學
優。
習態度良好，足為學習之楷模。
4.花蓮縣國中組數學科科學展覽會榮獲佳作。
5.九年級組英文閱讀能力作文競賽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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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祖齊

1.擔任數學小老師，作業、考試安排妥當。在課
餘、線上熱心指導同學功課，主動問同學有需要
幫助的地方嗎。
品學兼優，負責盡職，服務熱心，敬業樂
2.擔任環保股長，負責盡職，檢查細心，叮嚀並協 群，樂觀進取。
助同學清理細節。
3.待人和善、真誠。樂觀開朗、幽默風趣。

黃亮熹

亮熹喜歡思考，凡事先思後行；專注於課業，成
績優異；熱愛運動，適度紓解壓力。亮熹的興趣
是閱讀，由中獲取大量知識，充實自己。熱衷專
研自己喜歡的學識領域，不吝於和同學分享，足
為學習楷模。

亮熹是個動靜皆宜的孩子，可以安靜的沉
浸在學習裡，成績表現亮眼；也可以馳騁
於球場，熱情洋溢。亮熹學習上有明確目
標便勇往直前，爭取佳績；和同儕相處融
洽，熱心助人，樂於分享，是個守本分且
勤學的孩子，值得班上同學學習仿效。

陳詩穎

擔任班級副班長、國文輔導長、全民英檢中級通
過、學務處志工、直笛團全國賽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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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湘㚬

湘㚬在家裡是個孝順又貼心且自律的小孩，家中
排行老二有姐姐和兩個妹妹，相處融洽會幫媽媽
照顧妹妹，晚上都會主動幫忙做家事收拾餐後的
清潔，假日就幫忙洗衣分擔媽媽的工作。
湘㚬的生活習慣非常自律，自己東西都是放置的
很整齊，生活習慣也非常的好。在學校功課上也
是很認真在看書，個性很盡責努力有著不放棄的
精神。

1、心地善良、有愛心，同學相處互動也
相當有禮貌。
2、分內工作都能按時完成，擔任幹部認
真盡責，是許多老師的好幫手。
3、學習態度認真，具有獨立判斷思考能
力，成績優異，追求卓越。
4、多才多藝，參加直笛團代表學校榮獲
全國賽冠軍，幫班上畢業紀念冊美編排版
盡心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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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以昕

協助導師管理班級甚為細心,所交付事項皆
雖無突出競賽成績,各科水準均標以上,品行優良,足
能確實完成,超乎預期,人際關係良好,與人
勘楷模。
相處謙恭和善,孝顺父母。

林品岑

1.連續三年參加直笛隊，不論比賽或指導學弟妹都
全心投入。
2.長期擔任英文小老師，對份內工作認真負責。
3.至今已擔任班上多項幹部，服務同學充滿熱忱。

品岑個性活潑、待人有禮，在處事上可圈
可點。在學習方面能腳踏實地並力求進步
，不論是品格或學業，都足以成為同學的
楷模。

張碧育

該生在課業上的精進與追求努力不懈，勤勉好
學。參加科展也認真負責，擔任股長與自然輔導
長期間盡責，凡事堅持到底的行為與毅力，實屬
難得。

該生用功勤勉，擔任小老師負責盡職，課
業上也經常性地指導同儕。做事有序、有
毅力並堅持到底，對待師長有禮，友愛同
學，個性謙虛和氣，足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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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㚬是一個很獨立懂事的孩子，在校很尊
敬師長及友愛同學，在家的表現也都不讓
父母擔憂，是老師身邊的小幫手也是父母
貼心的孩子，導師希望能把她的優點表揚
成為同學們的標竿。

912

913

914

915

張珈熏

李婕

連續擔任學藝股長、及製作畢冊相關事宜盡善盡
美及認真學習課業，與同儕之間彼此教導。

對於班級事務認真負責，友善同學，學
校、老師交辦事項盡心完成。

1.認真負責、刻苦耐勞、勤奮純樸，堪為全校同學
表率者，足資表揚。
2.熱心公益、樂於分享，善待並協助同學解決困 其秉性敦得、富有愛心且合群助人，在班
難。
上人際互動佳，擔任幹部細心負責。
3.學業精進，成績顯著。
4.孝悌睦鄰、友愛同學，為眾所讚譽。

郭鎮愷

1.做事細心負責：擔任幹部或輔導長，都能完成老
師交代的事情。
2.樂於教導同學：分組合作學習時，耐心為組員講
解課程內容並解答問題。
3.不吝與人分享：身為班上理化一哥，除了分享學
習訣竅外，也會分享每天帶來的水果，療癒同學
的身心靈。
4.學業持續精進：參加花蓮縣、市長盃英文競賽屢
創佳績，且最後一次複習考也
成為班上的第一名。
5.具有利他精神：擔任持修積善協會青年長期志工
，至偏鄉部落發放物資、參與
活動，將歡樂帶給長輩。

鎮愷個性活潑開朗且樂於與同學分享，與
班上同學相處融洽、人緣極佳。學業成績
始終保持在班級的前段，其認真且追根究
柢的學習態度更是獲得各任課老師的肯
定。九年級擔任理化輔導長期間，都能將
考試進度安排好，更常常提醒同學們老師
所交代的事情，可說是老師得力的助手。
日常生活表現至今也累積了3次小功及28
次嘉獎。綜合以上所述，鎮愷在各方面的
表現，實在足以作為同學們的學習楷模。

邱韋樺

縣賽:
花蓮縣第六十屆國中小科學展覽會 物理科 榮
獲縣賽第三名
作品名稱: 高飛圓舉－飛行筒飛行現象之探討
學年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花蓮縣賽平面設計
類 榮獲縣賽第三名
作品名稱: 無塑家園
學年第11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大隊接力
花蓮縣複賽七年級組(715)大隊接力全縣第六名
第13屆花蓮縣長盃心算數學暨英文競賽 數學第
四名
花蓮縣第六十屆國中小科學展覽會 物理科 榮
獲縣賽第三名
108學年 DFC(Design For Change) Challenge 水
資源再利用 榮獲第一名
花蓮縣第六十一屆國中小科學展覽會 生物科 榮獲
縣賽第一名
109學年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花蓮縣賽漫畫類 榮獲
縣賽第一名
108年防災抗震結構模型製作競賽 榮獲縣賽第一
名
太平洋盃110學年度 全國中小學網路小論文專題
暨本土使命式行動研究競賽 銅獎
110學年第13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大隊接力花
蓮縣複賽九年級組大隊接力全縣第三名

在課業上對自己深具要求
與同學相處融洽熱情
對老師更是勤懇有禮
多才多藝無比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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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彗萓

張誠

熱心班級事務,擔任班級幹部及輔導長職
對同學友善有禮,會主動關心同學,及時給於協助,成 務,皆能如期完成老師交辦之任務
績優異又有上進心,對於老師交代的班級事務都能 學習態度認真,與同學相處和睦,對於需要
妥善完成,非常盡責。
幫助的同學能主動伸出援手
人際關係優良。各方面表現足為同儕表率

1.熱心服務，愛護同學。2.課堂認真學習，專長訓
練用心付出。3.與爸媽保持良性互動，互相信任。
自律有禮、重光之光
4.能自我設定目標並確實執行，自律能力佳。5.責
任心強，總能即時完全任務。

個性穩定、踏實學習、多才多藝、善於傾
聽、潛力無窮，太多可以形容的。除了能
和同學和睦相處外，能把自己本分做到盡
善盡美，不讓人擔心。大家衷心推舉為本
班模範生，昕儒各項表現，值得為大家楷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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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昕儒

1.上課認真，努力上進，按部就班學習，數學很好
2.美術科表現優良，獲得縣賽、全國賽佳績3.為人
和善，個性溫和、細心、穩定4.做事有效率，認真
看待每一件事5.多才多藝，作文、舞蹈、跑步也都
很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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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博彥

博彥在校學習態度認真，虛心求教，對班上事務
能負責盡職，尊敬師長及友愛同學。

1.秉性敦厚、尊敬師友、負責盡職。
2.循規蹈矩、勤學專注、表現優異。

楊冠承

本學年度學習成績班排第一。技藝教育各課程皆
表現優異。

冠承是個活潑開朗，樂觀向上的孩子，跟
同學相處融洽，也很願意無私的分享，或
幫助需要幫助的同學，做事認真負責，對
自我要求高，把事情做好做滿外，對於執
行活動，應對於同學之間的待人處事很有
智慧。是班上的楷模。

黃筠鈞

具領導能力，班上狀況能即時掌控。具服務熱忱
，責任感重，能明辨是非，是老師的得力助手。
在技優班表現優異，參加技藝技賽榮獲化工科第
一名。

積極主動，熱心助人，各老師交辦之事項
都能完成且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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