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起：採訪記者222李昱成、芷葳學姊

Q：請問學長有什麼讀書秘訣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A：將科目分為「較拿手」與「較不拿手」，知道自己的優劣科目，並加以分析讀書方

   式，才是讀好書的不二法門。

Q：請問學長有補習嗎?

A：有，我會在補習前複習上次所上的內容，才能讓自己銜接的上，並利用課餘時間或

   回家後多複習學校的內容並完成基本的功課才能記得久。

Q：學長在讀書的期間有沒有遇到什麼瓶頸?那是如何解決的呢?

A：在讀書時最常遇到的瓶頸就是「有時努力但還是失敗了」，但我永遠抱持著樂觀的

   態度，勇於面對失敗並把握當下、珍惜身邊流逝的時間。

Q：擔任過交服大隊長的學長，是怎麼兼顧社團和服務隊呢?

A：服務隊和課業都要兼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良好的時間分配和多利用鎖碎時間，

   比較能兩邊都顧到。

Q：請學長對學弟妹們說一段祝福的話?

A：選擇你想要的人生，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起伏爾泰說「困難不是眼前的那座山，

   而是腳底的那粒沙」，或許只要拿出沙，這個選擇就能從錯誤變正確，就能從正確變

   完美。

Q：請教學姐利用時間加強課業的技巧?

A：手做筆記，用手寫下會增強記憶。上課也要用力的聽，這比自己課後自學更省時間，利用等

   公車、上廁所等零碎的小時間背幾個單字，經過日積月累後，4000個單字就不是問題了。

Q：學姐在士商三年遇到最大的挑戰為何?又如何解決？

A：讀書時間完全不夠用，交服加上打工也讓我在上課時候精神很不好，頻頻點頭嗑睡，做事效

   率也很差。我選擇先做好時間分配，並把握零碎的小時間。利用寫作業的時間順便複習，還

   有最重要的是「睡眠」，調好生理時鐘後再重新出發有精神才能將所有任務完美達成！ 

Q：請學姐分享一下在士商三年的課外活動心得?

A：我在社團、聯會都很活躍，亦擔任過交服二中中隊長。建議學弟妹可以多爭取擔任幹部的機

   會，拓展人際，也可以學到很多課本裡沒有給予的知識，像應變能力或與人溝通的方法等。

   這也會使你在大學社團生活裡，更加得心應手。但別忘記要用功念書喔！

Q：請問你讀書時有什麼小秘訣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A：上課認真聽講，不會的一定要問老師或同學，比較不熟的多看幾次。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打好基礎步步累積實力向上爬。

Q：在讀書的期間有沒有遇到什麼瓶頸？那是如何解決呢？

A：高一高二時我整個玩瘋了，所以對我來說最大的瓶頸應該是無法靜下心吧！高三時，只能逼

   自己除了唸書以外的事都不能接觸，讓自己靜下心來。

Q：請問你最想鼓勵學弟妹們的話是？

A：高一高二有打好基礎是最好，但錯過的人也別灰心，高三一整年有心還是可以念出很好的成

   績的！

Q：獲得社團活動學習類傑出獎的學姐是如何兼顧課業及社團？

A：我擔任旗隊隊長，放學、假日都給了社團，能念書的時間就只剩下上課時間了，上課認真聽

   講是很有用的。

Q：請問學姊的運動專長是什麼？如何克服練習的瓶頸呢？

A：我的專長是柔道，如果碰上瓶頸我會找教練談談，談完時就會覺得自己充滿了電並且取得更

   多的心理能量，讓我更想拼，更有目標。

Q：請問學姊最崇拜的體育偶像是誰呢？為什麼？

A：跆拳道國手蘇麗文，2008年北京奧運第一場比賽時不幸扭傷，膝蓋韌帶而戰敗，深刻記得她

   說：「在這麼高的殿堂比賽，戰死也值得」。她的精神和她所堅持的是我們該去學習的地方。

Q：請問學姊在士商最難忘的回憶是什麼?

A：在士商的環境能使我成長，不管在做人處事上和柔道上都讓我獲益良多，跟著隊友們一起享

   受習累的快感，一起流汗、一起流淚、一起上戰場互相加油的感覺，讓我最難忘。

Q：請問學姊有什麼建議想跟學妹們說?

A：希望你們遇到困難都別輕易放棄，每件事都有解決的方法，只要你們堅持到最後一定會有收

   穫。

士商出品 吸睛焦點─傑出畢業生採訪報導
320邱子睿獲得學校服務學習類傑出表現市長獎

317陳明旻獲得孝悌類傑出表現市長獎

308宋芷葳獲得體育類傑出表現市長獎

304邱子菱獲得社團活動學習類傑出表現市長獎

Dear 301的同學們： 

　　恭喜你們終於要畢業了！！三年來，我們一起經歷許多喜怒哀樂，

而這些點點滴滴的故事將成為你我心中最珍貴的回憶，未來的日子裡，

期許你們可以用力玩、用功讀、用心體驗生活。加油！ 

　　　　　　　　　　　　　　　　　　　　　　　　　導師　梁雪娟

    幸福成功法則：相信自己、尊重他人。對人關懷、對事主動。勇於

承擔責任，樂於接受挑戰。拓展人際關係，欣賞自己人生。

　　　　　　　　　　　　　　　　　　　　　　 　303導師　蔡麗雪

獻給304的每一位：

    回想起你們一年級的迷糊天真，二年級的意氣風發，三年級的成熟

懂事又貼心，素絲心中有無限的不捨！畢業前夕，素絲媽感謝你們的貼

心，感謝你們、配合及有情有義！最後謹獻上最大的祝福，祝福你們健

康平安，心想事成！

給活潑可愛的305同學們：

    老師認為你們在士商三年的表現是：「積極參與、用心投入、團結

合作」。希望畢業之後，你們能以更積極、正向的態度去迎接人生。

祝  鵬程萬里，平安健康。                   導師　潘美娥

　　 

    還記得我們一起淨山、一起實商、一起畢旅，因為有你們和我合體

的六班，才是最獨一無二的306！堅持理想，永不放棄！樂觀積極，勇於

挑戰！相信自己I can do it！You are the best！We can do it！

 We can！ We can！「306班，你們好棒！」             導師　秋錳     

給307的畢業祝福：

    這三年老師看到你們的成長，包括學習各項工作技巧、努力取得檢

定證照、調整工作態度及待人處世的方式等。高職畢業又是另一個階段

的開始，滿18歲的你們更要為你們的行為和態度負責，就像老師平常跟

你們說的「你可以是優秀的，只要你願意去做」加油！  導師　簡冠瑜

Dear 308同學：

　　或許你們不是最頂尖的，但你們是最貼心的，回想過去，心中充滿

許多不捨與感傷，在往後的人生旅程中，師長不能在旁叮嚀督促陪伴你

們了，你們要努力發揮士商(運動)精神，面對未來嚴苛的挑戰，創造屬

於自己的一片天地，相信你們會是最棒的。　　　　　　導師　王彥書                                

 

親愛的309寶貝們：

    恭喜你們終於熬出頭了！回首這三年從入學、拔河比賽、實商，再

到三年級的統測，都是最棒的回憶，謝謝你們這三年給我的點點滴滴。

你們是最棒的!                         　永遠愛你們的導師─秀曼

給310寶貝：

    成功未必永久，謙虛以對；失敗只是一時，樂觀以對。祝福各位夢

想都能實現，展翅高飛，　　　　　　　　　　　　  　愛你們的玉華

Dear 311：

    恭喜你們要畢業了，高興卻又有點不捨。希望你們能堅定志向，努

力追尋夢想，奮鬥不懈！每個人都有自己想過的人生，想從事的職業盼

你們都能「選你所愛，愛你所選」生命踏實有意義！    導師　黃韻如

Dear 312同學們：

　　很開心大家要朝著人生下一個目標前進了！但我心中也很不捨，再

也看不到各位在走廊上曬太陽的奇觀，也再也教不到笑點那麼低的學生

了。希望大家上大學後選擇一條雖苦但可充實自己的路。不要忘記每個

人都像是一顆潛藏著美麗光澤的原石，具有無限的可能。加油！                                               

                                                      Michelle

各位313班親愛的同學：

    畢業即是人生另一個旅途的開始，老師期待你們「用智慧來看待問題，以

勇氣面對困難，發揮慈悲心來關懷別人。」另外記得回校來關心老師頭髮有沒

有少些。祝每位學子 一帆風順、平安喜樂！                   導師　柏升

親愛的314孩子們：

    很多名人都說過一句話「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願314的孩子們，做

人誠實，做事踏實，將來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讓士商的老師們以你們為榮！

Last but not least, I am your friend for life.   

　　　　　　　　　　　　　　       　　　　　　　　　　　導師　美芳

給最棒也是最愛的315同學們：

    你們的真誠、善良和貼心令人難忘，記得永保這份特質，在未來將令你獲

益匪淺。人生難免碰上挫折，但別忘了「使其中坦然，不比物傷性，將何適而

非快」這句話。最後，「友誼是人生的調味品，也是人生的止痛藥」，畢業只

是個休止符！謝謝你們這三年的陪伴！士商保固期是「一輩子」！隨時等待你

的呼喚喔！                              以你們為榮的導師兼朋友　明璟     

    

　　謝謝大家留給彼此無數的感動和回憶，有歡笑有淚水，還有更多317專屬

的美好時刻。驪歌響起，鳳凰花開，雖是畢業離校之際，但別忘了日後相聚時

大家的約定：317一個都不能少！祝福大家前程似錦！

　　　　　　　　　　　　　　　　　　　　　　　      Your E.T. Karen   

親愛的318寶貝們： 

    是何等殊勝的一份因緣，能讓我與你們相遇。是怎樣不捨的一種心情，今

日別後海角天涯。再多的管教無非是關愛，因愛之深而教之切。再多的叮屬無

非是情意，千言萬語紙短情長。一生做人總要規規矩矩，做事也要老老實實。

祝福你們如鵬展翅，壯志凌雲前程似錦！                 導師　小雲子     

   

    記得你們高一的青澀，高二的活潑，高三的穩重。在我心裡，一直都很棒！

能在你們人生最豐富的精華的時間陪伴走這一段路，我十分驕傲，即使不捨，

卻要催促著你們往下一個里程碑前進。未來不一定順利，當你感到孤單失望時，

勿忘我一直將你們放在心裡，永遠在這裡為你加油打氣。        　　　　　

                                        　　　　　　319 導師　劉家欣               

    

親愛的320孩子們：

　　陪著你們度過士商的三年，看著你們由小變大，由稚嫩變成熟。要知道人

生要親身體驗過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有趣。親愛的孩子

們，放心的大步走下去，盡情享受人生吧！                  導師　林妙真

給321：           

　　成長，像火車到站一樣，一站停了，又過一站。一路上的風景，繼往開來。

車廂裡的記憶，是我們每一天生活的累積，下車時，別忘了打開行李，數數珍

藏的日子和認真愛過的人。向日子揮別，一朝一會。祝你一生旅途愉快、如意。

用一顆平靜的心，練習珍愛生命的每一刻。  　　　　　　　　導師　邱碧珠

322的孩子們：

　　三年來你們的各項好表現，老師都引以為榮，為此榮譽付出的同學，老師

都感念在心。而這些做人、做事及讀書的精神及態度，都將引領你們往成功的

道路繼續前進。千言萬語化為一句：珍重再見，鵬程萬里。                 　　　　　　

                                                        導師　林茂隆 

To 324全班同學：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師生緣。他日有空要記得回來，看看日漸衰老

的土撥鼠。

給最活潑、貼心的405寶貝們：

　　一路陪伴你們四年，看著你們慢慢的成長，一起經歷了許多活動，留下不

少回憶。未來的日子裡，少了我在旁的叮嚀，更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當然有

空的時候，別忘了回士商看看我！祝你們心想事成！ 

　　　　　　　　　　　　　　　　　　　　　        最愛你們的班導A-Lin

【本版編輯 212高碩蓉、高銘陽；209朱芳 、余宜靜、張湘棱、陳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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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一「校」，「長」存祈福-專訪校長

家長會長的祝福         文/邱玉雲會長

　　時光飛逝，又到了鳳凰花開，驪歌輕唱的畢業季節了，將有一批士商學子畢業要踏上人生另一個階段去發展，

今年對我和孩子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我和孩子同時都將從士商這個大家庭畢業。猶記得三年前我陪孩子到士商

報到時，對黃校長贇瑾領導的行政團隊上下一心相輔相成及行政效率佩服，看到老師有豐沛多元的課程設計，對士

商學子專業認真的教學，感謝老師之餘還常常聽到老師說這是他們應該做的事，我好感動！全校親、師、生更是愛

心滿滿，從會務募款到愛心便當募集大家群策群力希望士商孩子認真就學不要擔心其他，我和孩子很榮幸成為士商

的一份子。

　　士商家長會是一個最棒的團隊，今年有幸再度連任為會長，更感受到家長們的託付，希望在人才濟濟的家長會

團隊裡互相學習成長，共同分享承擔，讓家長會在前人建立的優良制度傳統下，傳承延續。我珍惜和大家的相識，

大家互相關懷互相分享互相學習互相支持，有緣和大家合作是我最大的榮幸。更感謝所有家長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並肯定，讓家長會能永續經營，為孩子盡一份心力，也是全體士商學子及學校的好後盾。

　　我期待所有士商學子無論面對任何的挑戰，都能迎刃有餘。祝福所有士商畢業的孩子心想事成！順利達成自己

的目標，充分運用自己在士商三年所學，不論是升學或投入就業市場都能學以致用，將個人的專長特質發光發熱。

願士商畢業生勇往直前保持樂觀展翅高飛迎向另一高峰，更要記得師長們的諄諄教誨，「今日你以士商為榮，他日

士商以你為榮」大家互勉之。

採訪編輯/209林珮琪、邱姵瑜、楊雅筑、廖品綺、嚴婷瑄

畢業特刊正名 本校的各項刊物，經過有計畫性的彙整，分別賦予不同的任務，也分別更正刊名，並確立其主要閱讀群眾。以往每年畢業典禮

所編製之特刊，經黃校長正名為「士商人」，其意在於期許畢業生一輩子以士商人為傲。

發「聲」狂「想」曲 
 　　　　　　　　　　  ───學弟妹的祝福

士 商的種種，因為擁有儀隊的每一刻而光榮，

商 業學校裡，更因強烈紫外線的存在而耀眼，

儀 隊日記裡，記錄了多少汗水與淚水的故事，

隊 員友情中，培養了多少默契及快樂的美麗，

熱 忱不減，多少辛苦及心酸都能化為甜美，

情 緒高昂，多少尖叫及掌聲全能變成動力，

無 窮感動，當站在舞台揮灑光芒的那一刻，

限 量光彩，當處在眾人散發耀眼的那一秒，

操 槍的過程裡，回憶擁擠著初衷浮現咬舌撐過的身影，

槍 法的學習中，記憶交集著熱忱演繹堅毅不懈的情節，

精 神的交瘁中，學著克服學著努力學著堅持學著前進，

神 速的成長裡，懂了感謝懂了體諒懂了夢想懂了榮譽，

永 不退潮，所有走過的痕跡與傳奇，

不 曾後悔，每個抉擇的信心與肯定，

凋 謝畏懼，所謂害怕的潰堤與挫敗，

謝 謝58屆親愛的學姐們，曾經的美好，用心保存，所有的鼓勵也將成為我們

   前進的動力，強烈紫外線將會繼續閃耀，而榮耀也得生生不息。  --儀隊

    當初我們選社團到了樂隊這個大家庭，到現在有人離開也有人留下繼續為

樂隊付出，謝謝所有學姐對我們耐心的教導，即使一開始我們真的不被看好，

你們也沒有放棄。我們共同參與了很多場的表演，那些回憶真的很難忘，每一

場表演都是一次進步成長，我們會讓樂隊更好，謝謝學姐!^^  　　　 --樂隊

    謝謝妳們一年的教導，雖然常害妳們生氣難過，但妳們卻沒有因此不理我

們，反而更用心更投入的想把我們教好。如今我們也踏上了妳們快樂的腳步，

不知道學姊們是否看見了我們的成長及努力，希望每次的表演都能帶給妳們感

動，祝福妳們^^                                                --旗隊

    在交服，從隊員、幹部到高階，每個階段都有你們的陪伴。你們的話

語，言猶在耳。你們的教導，時雨春風。心中的感謝，筆墨難以形容，只

想跟你們說，不是雙手分開的「掰掰」，而是「再見」！　　　　

                                           --交服大隊長221朱怡懿

    秩服的精神就是「傳承」，上屆教給我們的不只是執勤方面的技巧，

還有面對事情的「態度」！如今學長姐們快畢業了⋯學長姐們別忘了秩序

服務大隊一直是你們在士商第二個家！　　　   --秩服大隊長215黃文傑

    我不會祝福你們在未來的人生裡一帆風順，因為我深信你們比任何人

都更了解在逆境中成長的重要與可貴，願你們在人生的舞台上闖出屬於自

己的一片天，而在最後的最後，我仍要感謝你們這三年來對這間學校付出

的每一份力。                               --衛服大隊長220葉祖豪

    高一剛開始練時,我們是又期待又怕受傷害，怕自己沒基礎,學長會不

理我們，但學長們總是熱心慇勤地教我們，告訴我們許許多多觀念，讓我

們從覺得「練舞是很辛苦加上天天練一定會好累」的想法，轉變成了「天

天留社練舞好快樂好」，非常謝謝學長們的照顧，不斷的栽培大家，無時

無刻對我們的教導！大家的關係，就像親兄弟姐妹們一樣，祝學長們畢業

快樂！                                       　　　　   --舞狂社

    還記得成發時學長姐們耀眼自信的笑容，當時就暗自下決心，如果有

一天輪到我們站在台上，我們也要精彩地綻放一次光芒，為了自己，為了

學弟妹，更是為了學長姐們傳承下來的新音社，謝謝學長姐給我們這個機

會，以熱愛音樂的心帶領新音社繼續singing下去！           --新音社

給80815思思：

    謝謝你，總是在我疑問的時候，給我最好的意見與解決方式！你就要

上大學了，我的心裡真的很不捨,真希望姊妹的感情,可以像麥芽糖一樣--

黏-黏-黏，永遠不分開，我會更成熟，不再讓姐姐擔心，也會帶著你的鼓

勵，衝我的三年級生活的!你也要加油喔!!　　　　　    --90915李怡靜

給80830的小桃：

    謝謝你總是常常照顧我，支持我的選擇，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完的。

雖然現在你要畢業了，不過以後如果有空也要來找我喔並且希望你和學姐

們友情不滅，每天快樂的往自己的未來前進!!　　　　　 --90930陳瀞婷

給80840羅舒叡：

　　學姐要畢業了，我真捨不得！時間飛逝，還記得剛是新生的我，滿心

期待我的直系學姐，現在的我也即將高三了，希望學姐妳畢業後也能常回

來士商，也祝你鵬程萬里。　　　　　　　　　　　　　 --90940龔芷琳

給親愛的倩儀（81935）：

    謝謝妳在士商對我很照顧，很開心妳是我的直系喔！妳一定能考到妳

心目中理想的大學，夢想也一定都會實現！雖然很難過妳即將畢業了，但

我還是要祝妳畢業愉快喔！朝著人生下一個目標邁進吧！加油喔！別忘了

有空要回來看看我耶！我最愛妳了。 　　　　　　　　　--92035曾于珊

【本版編輯209高子晴、黃維揚、陳思妤、陳 婷、龔芷琳；211羅心婷】

快樂 + 難過 x 相聚 + 離別 = 士商回憶 
 ───畢業生感言

    我在士商最難忘的事，就是加入交服，經過交服的磨鍊，學長姐的栽培，

我們成為熱心助人的熱血青年們！擔任幹部可舉辦一大堆以前沒辦過的活動，

比方實商值勤或平日的訓練等。在這裡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大家有很多不一樣

的生活經驗、不一樣的生活觀，在這裡有很多酸甜苦辣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

我很幸運的當上大隊長，接受的挑戰更是多到數不清，在每次的抉擇不論結果

如何我都成長了一步，不論有沒有被臭罵一頓我都學到了用錢買不到的事─經

驗，即使現在卸任了我仍然很開心我有最與眾不同且一段最難忘的高中生活!!

                               　　　　　　　　　　　 【81908邱子睿】

    我在士商最難忘的事是進入了交服。從一個在下位的學習者，到能領導大

團體的中隊長，每個階段都有新鮮的事情值得我去學習。隊員要盡好本分，聽

從幹部的指導並按時出席任何訓練和集會；幹部要成為隊員的榜樣，以身作則

並思考如何集結分隊士氣，讓隊員能夠更融入交服這個大家庭；高階幹部則須

具備善於表達及領導的能力，每一次集會，如何將資訊傳達給幹部及隊員，以

及領導整個中隊的向心力。每一個人就像小齒輪，在交服缺一不可。在這個大

家庭裡我學會如何和別人溝通、表達自己，最重要的是我學會「服務他人」！

俗話說：「助人為快樂之本」,快加入交服吧！             【81636蔡婉瑜】

    從高一到高三發生了很多難忘的事，不管是實商、服務隊，或班際競賽，

每一件事都有不同的體驗，轉眼間就要畢業了，所以在這祝福所有學弟妹在未

來的日子也能創造出自己的回憶。　　　　　　　　　　　  【80820李筱珺】

    當我還是小高一時，選入了交通服務大隊，成就了我的一切，最快樂的日

子在交服！最難忘的日子在交服!最辛苦的日子也在交服!認識了學長姊、學弟

妹，是我最大的榮耀、最大的資產。交服的學弟妹們，要一起加油下去唷!　

　　　　                                           　 【80524洪琬鈞】

時間就是金錢-校長的時間管理論

　　住在木柵的校長，每天早上都必須開30~40分鐘的車程，並且在大約7：

30分時到校；白天在學校處理士商大大小小的事，晚上則由夜間部的主任、

同仁共同協助，但當夜間部有相關重要的活動如祈福、成果發表等，校長都

會準時出席。擔任士商的校長同時也是一位媽媽，在忙碌的生活中，我們請

教了校長是如何分配時間，校長說她有自己的一套關於時間管理的「石頭理

論」，分別為大石頭－很緊急很重要的事、小石頭－很重要卻不急的事、沙

子－很急卻不重要、水－不緊急也不重要的事，這樣才可以將自己的２４小

時發揮到淋漓盡致。此外，校長也會準備一本記事本，將自己所要做的事記

錄下來，把時間管理做到最好，並且找時間休息。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治理一間學校，需極大的心神，尤其是士商的校長，假日更寥寥可數；

因此，在假日許可時，校長會請半天假，逛逛街、喝下午茶等，讓自己休息

放鬆。每當校長在工作上遇到困難時，都會在的升旗台旁充滿杜鵑花的花台

上坐著，讓自己的思緒變一片空白，並且遙望大自然雕刻過的大屯山及七星

山，此時就會覺得自己遇到的困難變得很渺小，心胸與心情便會豁然開朗，

也就不會將眼光聚集在如芝麻般的小事上，此外，校長也喜歡看到在操場、

運動場上運動的人們，校長自己也熱愛運動，因為運動的人都是充滿陽光和

希望，同時運動也能使人快樂進而有正面的思考。

用生命感動生命

　　在學校帶領同學與老師是一件快樂的事，能用生命感動同學。從事技職

教育多年，校長一直對士商人感到自豪，士商人擁有無限的創造力，在領導

方面，更是略勝一籌，因為我們擁有別校沒有的龐大服務隊，在服務隊中，

高一學習如何付出，高二則是學習如何去領導他人，而最好的領導便是讓被

領導者無怨無悔地跟者領導人，根據畢業學長姐非正式統計，目前在大專院

校，擔任各類幹部最多的就是在士商人，其中有服務隊幹部經驗的更是占大

多數。然而令校長最感挫折的是社會大眾總是關注菁英教育遠大於技職教育，

對就讀技職教育的同學不公平，也對從事技職教育的老師相當不公平。

給畢業生的期許－動靜之間，收放自如，允文允武，全能發展

　　以學生學習檔案作為依據，去規劃各種學習方案，且踏踏實實的去執行、

去落實，充實自己高中三年的生活。也希望士商人能兼顧學業及活動，可以在

動靜之間收放自如，但前提是要做好時間管理，才能讓學習達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始學習更充實、有內涵。

給在校生的期勉－充實高中生活

　　校長希望從士商畢業後的學生們，都應該了解自己的目標，然後開始訂定

計畫，並像士商後背包的箭頭般，有方向的去執行，並鍥而不捨直到達成。最

後，也期望畢業生們能夠如同學習檔案封面所寫的，達到「動靜之間，收放自

如，允文允武，全能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