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私立淡江高中附設國中部 108 學年度「模範生校代表」選舉候選人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序號/班級

相片

姓名

具體優良事蹟

1.用功學習，成績優異。

1.國一忠

2.國一孝

3.國一仁

4.國一愛

洪逸全

高禹新

鄭文傑

張丞昊

2.熱心助人，品行良好。
3.做事用心，人緣極好。
4.認真打掃，謹守本分。

導師評語

逸全是一個仔細又用心的孩子，晨間和下午打掃時間總是可以見到他很認真地
拖地，做事一點都不馬虎。對於同學很有愛心，很認真的教導同學功課，臉上
沒有絲毫的不悅，很誠懇的教導對方。樸質的個性，帶著淺淺的笑容，踏實又
穩健的學習，他的存在讓同學安心、老師放心，的確是成為楷模的不二人選，
這一票當仁不讓。

1、 對於學習很有熱忱
2、 有耐心與愛心的教導同學們功課
3、 會將學校老師給予的獎勵帶回家與父母
一同分享

禹新是個很有自制力的孩子，雖然目前只與他相處三個多月，但對於他在學習
上的自我要求印象深刻，例如喜愛數學且能力也夠，就自行安排了更高年級的
學習內容，並且每天進行練習；另外喜愛機械操作的他，還自己改造了樂高掃

1.優質的歷史小老師
2.國一第一次段考全班排名第 7 名
3.早自習看到老師辛苦改聯絡本，邊改邊流
鼻水，會主動拿出衛生紙給老師使用

文傑在我帶他的這兩個月，我覺得這孩子既貼心又懂事，而且可以交代他很多
事情，總會好好完成我交辦的事項，以一個小國一 13 歲的年紀，我真心不騙

1.得人信~
個性沉穩低調、厚積薄發，態度不驕不卑、進退合度，堅守原則，善盡本
份，值得信賴。
2.得人習~
面對學業: 戮力勤勉、虛心受教，挑戰都盡全力完成，跌倒再爬起，韌性
毅力過人，值得學習。
3.得人愛~
個性溫順、心地善良，喜歡幫助同學，默默為班級服務不居功、不招搖，
謙恭有禮的好品行得人緣，值得愛戴。

地機器人，他也有很特別的休閒娛樂，大家可以透過他的自我介紹了解這項有
趣的休閒娛樂喔！

是個優秀的模範生，投他就對了！

丞昊是個剛毅木訥、沉默寡言的孩子，他總是默默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盡
好自己學生的本分，絕不造成班級任何負擔，是個標準的模範生、老師眼中的
乖小孩。如果全班同學都如丞昊般乖巧懂事，那老師上起課來該有如在天堂
吧！

5.國一信

6.國一義

7.國一和

8.國一平

9.國二忠

丁士曦

我心中對模範生的定義，從來不是考試第一名，而是願意把每件小事盡力做到
最好的人。如果問我：「誰是捍衛班上資收的最好幫手？」士曦說第二，絕對
我平常在班上都會幫助同學整理垃圾，當同學不知道如何分類時，我也會
沒人敢說第一！士曦自律甚嚴，即使課業表現並非頂尖，卻仍努力上進，不斷
去教他們。只要垃圾桶裡的垃圾不合格時，我也會和同學去把垃圾洗乾
進步。特別在資源回收的分類與整理上，士曦更是做到宛如 LEXUS 般「專注完
淨。謝謝班上同學對我的肯定，我會繼續努力，不讓大家失望。
美，近乎苛求」。我不確定士曦能否征服宇宙，但我知道他有在保護地球。一
票投自己班，一票投士曦，你不會後悔！

高凡媞

1.2019 自由盃全國桌球錦標賽單打冠軍
2.2019 總統盃全國桌球錦標賽團體亞軍
3.2018 國語日報盃全國桌球錦標賽單打冠軍
4.2018 菁英盃全國桌球錦標賽單打冠軍
5.山東 2018 紅雙喜娃娃盃:混雙亞軍、單打第 8
6.上海 2018 太倉公開賽女團第 5 名
7.2019 淡江校運會連續 3 次立定跳遠國女組第 5 名
8.第一次段考英文、LS 滿分
9.國文作文、英文、數學、LA 為優良作業

王胤綸

1. 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兒童樂隊特優、全
國特優
2. 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打擊樂合奏特優、
全國特優
3. 新北市閱讀寫作競賽優等
4. 淡水區國語字音字形第三名
5. 卓越盃數學競試全國第一名
6. 國小校內書法第一名
7. 市長獎

方可華

1.成績表現優異，認真學習
2.與同學互動良好
3.人際關係良好
4.尊重師長
5.熱心助人
6.擔任小老師，認真盡責

李翊銘

1.具有寬容的心包容他人
2.常主動關心同學的身體狀況
3.大量閱讀課外讀物，具有豐富的數理知識
4.為人大方、不吝嗇與他人分享
5.熱心助人、樂於幫助班上同學

高凡媞為國泰桌球隊選手。凡媞是個自我控管極佳的學生，個性獨立、成熟，
刻苦耐勞。她因為目標明確、堅持訓練、對比賽戰術執行力高，成績亮眼，不
僅在桌球賽事屢屢奪冠，並常出國征戰且榮獲佳績。 凡媞在學業方面名列前
茅，尤其是英語能力更是脫穎而出。在班級活動參與了大隊接力、兩人三腳、
國女 800 接力等，並獲得淡江校運會連續三次立定跳遠第 5 名。凡媞是個允文
允武並有良好人際關係與社會參與的青少年，本次「班級模範生」選舉高票當
選，可謂實至名歸，足以成為班級楷模。

胤綸是一個主動積極、樂觀開朗，有自己獨特想法的孩子。在學業上有優秀的
表現，目前是校排第二，也與班上男女同學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也常常主動
協助同學及老師。擔任幹部及小老師，克盡職責，盡心投入班級事務，堪稱是
一位全方位發展的優秀學生。
當我們看到胤綸每天在淡江校園裡認真的學習與生活，為自己的將來努力向
前，我們同時也看到，這是一位足以為全校楷模的年輕學子。

可華平時課業表現優異，上課認真。個性開朗樂觀，應對進退拿捏合宜。在班
上熱心助人、友愛同學。尊重師長，是老師的得力助手。

翊銘熱心助人、樂觀開朗，是健康好寶寶！對自我要求甚高，是個自律的孩子，
對老師交辦的事物一定使命必達，對同儕也是和善有禮、相親相愛，是同學間
的開心果!思緒清晰、做事有條有理，是非常出色的領導者!

10.國二孝

11.國二仁

12.國二愛

13.國二信

14.國二義

劉櫂瑋

許元亨

吳柏陞

1.國中成績優良
2.幫助班上教室布置，榮獲第三名
3.購物自備購物袋，減少塑膠垃圾的產生

國一至今，曾擔任本班風紀股長、數學小老師和理化小老師，也時常協助班級
重要布置競賽，均榮獲佳績。
不用師長出面即可帶領同學完成老師交代的工作，人際關係和領導能力皆值得
稱許！平時注重健康，也有良好休閒活動，在課業上一直恪守本分，對自己的

4.少吃垃圾食物，多吃健康的蔬菜水果
5.和同學互動良好，協助老師教導課業

要求都比師長高出許多，在不足之處也都時常檢討自己，一直期盼自己能有更
好的成績！時常幫助需要幫助的同學，深受同學喜愛，因此被選為國二孝班模
範生，相信當各位認識他後也會被他的個人特質吸引！

1.尊師重道，並且與同儕間的相處融洽。
2.具有一顆誠實善良的心。
3.做事謹慎小心，責任感重。
4.愛地球，重視環保，自備餐具、吸管，並且將班級的資源回收處理得相
當完善。

元亨是一位品行優良、友善萬物的同學，對待需要幫助的同學能耐心且有禮。
課業上亦能自我要求；擔任小老師或是幹部也能發揮其責任心，將教師交代的
事情處理得盡善盡美。彬彬有禮並且常保笑容，尊師重道，友善萬物，足以成
為同學的楷模。

1.國一整體成績皆在班上前半。
2.擔任體育股長表現優異。
3.協助資源回收用心盡責。
4.生活營表現盡心盡力。
5.大隊接力認真用心。
6.服務學習盡心盡力。
7.科學研究社擔任總務用心盡責。
8.到戶外露營珍惜大自然。

徐振軒

國小三年級客語演說國小組淡水區第一名
國小四年級客語演說國小組淡水區第一名
國小五年級客語演說國小組淡水區第二名
新北市國語文競賽市賽客語演說國小組第二名
國小六年級客語演說國小組淡水區第一名
國中二年級客語演說國中組淡水區第一名
新北市國語文競賽市賽客語演說國中組第一名
(具參加國賽資格)
童軍小老師
108-1 國二信班班級模範生

董擎文

1.參加 107 學年度新北市及全國音樂比賽,打擊合奏,管樂團合奏皆獲得
優等。
2.107 學年度文化盃馬林巴獨奏比賽獲得優等。
3.代表學校參加 107 學年度新北市英文菁英盃比賽。
4.通過全名英檢初試檢定.
5.多次獲得成績優異獎狀及二次成績優異獎學金。
6.擔任班級幹部,認真盡責,熱心服務。
7 課業學習主動積極外,在音樂學習也不 斷增進自我技巧與音樂表現。
8.人緣佳,積極樂觀,主動關懷同學。

柏陞是一個內斂的學生，在一年級的表現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與同學和
樂、主動協助班級事務的善良孩子，在老師或同學需要幫忙時，總是二話不說
的站出來。
在班級表現中，經常讓人會心一笑的聯絡簿札記總是讓我不由自主的將一篇篇
札記拍下來紀念。
在自我成績態度表現中，柏陞屬於有自我要求的學生，對於數理方面的興趣較
高，也樂於與同學互動討論，是個令人稱讚的學生。
本次柏陞以壓倒性的票數擔任本班模範生足以展現在班上的親和力，相信在全
班的支持下能以自身為榮，更能繼續做好全班與全校的表率。

振軒個性開朗、活潑，與同學互動良好，能主動發現他人需要並給予協助。用
心參與班級事務，態度認真負責，將爭取班級榮譽視為己任，積極參與校內、
校外比賽，榮獲新北市國語文競賽客語演說國中組第一名，具參加國賽資格，
目前正積極參與特訓中。課業學習領悟力及理解力高，吸收能力亦強，成績表
現優異。

擎文個性溫文儒雅，與同學相處融洽。學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擔任班級外掃
股長，領導認真。熱心班務，經常犧牲休息時間班級雜務。
在英文及音樂的表現優異，積極進取、認真向上。
其各項表現堪為班級楷模!

15.國二和

黃羽柔

1.熱心協助班級事務
2.現任班長和學生會會長
3.懂得自律、有自信
4.尊重師長、品學兼優
5.多才多藝、個性謙虛
6.做事細心、有條不紊
7.指揮若定、態度落落大方
8.行事合宜、知所進退

16.國二平

17.國三忠

18.國三孝

19.國三仁

個性富正義感、做事積極進取；管理班級可圈可點，具備領導能力。能獨排眾
議，堅持做對的事情，對未來有自己的想法；相信以妳的堅持和毅力，定能達
成夢想，度過精彩的人生。

周以盼

曾擔任本班學藝股長、衛生股長，表現盡責。
校運會積極餐與各項比賽，為班級盡力爭取榮譽，曾獲國女 400 接力、800
接力銅牌
班級各項事務以及活動皆熱心主動協助。
對同學友善熱情，主動關心同學，人緣極佳。

以盼熱心助人，個性活潑、開朗，成績表現優異，且從不馬虎；對待同學總是
和顏悅色，經常主動關心其他人，非常受到同學歡迎以及愛戴；做事認真負責，
每件事情皆相當用心仔細，且總是能夠主動為班級付出，擔任本班模範生當之
無愧！

高崇恩

1.曾擔任學校社團之社長及副社長。
2.主動關懷及幫助同學。
3.保持良好的身心狀態及抗壓力。
4.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及藝文素養。

崇恩文武雙全，熱情活力，尊敬師長，友愛同學，獲導師和同學們的認同肯定，
足為同學們的模範表率。

均祐是個認真負責任的學生。
1.上課專心，課業準時完成。

趙均祐

1.成績名列前茅。
2.秩序不佳時，會糾正大家。
3.上課認真，積極向上。
4.認真做好資源回收、環保小尖兵。
5.同學有難一定熱心幫忙。
6.對老師謙和有禮、待人友善寬容。

主動幫助同學，有正義感和同學相處融洽，遇到需要幫助的同學或班務會主動

李承洋

1.擔任圖書股長認真負責
2.為人寛厚老實.無善不做
3.大方樂於分享
4.非常有親力，能和同學打成一片
5.重視團隊合作，具有領導風範

2.擔任資源股長認真盡責。
3.課業上積極向上。
4.友愛同學，課業上熱心幫助、指導同學。
5.靦腆、話不多，是個老實的孩子。

伸出援手，深獲大家喜愛。交代的事能處理妥當,迅速完成有責任感。身為班
上英文小老師和圖書股長，工作盡責，成績也在水準之上，對人謙恭有禮，足
為班級的模範。

20.國三愛

21.國三信

22.國三義

23.國三和

24.國三平

1、 運動健將，校運會鉛球比賽冠軍。
2、 成績不俗，模擬考維持在 PR80 以上。
3、 擔任兩屆班長。態度負責、樂觀。
4、 主動調節同學衝突，被誤傷也沒有遷怒
。
5、 關心弱勢或心情低潮的同學。給予熱情
的擁抱與言語安慰。
6、 領袖魅力卓越不凡，壓倒性獲得班級投
票獲選模範生。

1、 該生學習態度積極之外，還能同時協助家
長照顧妹妹。符合孝悌、責任核心價值。
2、 擔任班長能兼顧不同聲音和立場，遇事不
推諉，勇於承擔責任，續任班長。符合尊
重、關懷、助人等核心價值。

張宜盈

品學兼優：擔任幹部，表現良好；上課認真
，勤做筆記
文武雙全：會彈吉他和鋼琴，運動能力頗強
人際關係和諧：個性率真，樂於助人，包容
力大。

擔任班長，認真負責，遇事能思考解決之道，管理班務時能秉持善意，兼顧和
諧。懂得在錯誤後檢討反省，以求修正與進步的
機會。音樂與運動皆擅長，學習層面廣。平日與同儕相處頗為和諧，人緣極佳。
足堪為眾人模範。

陳宣佑

1.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美展獲得漫畫類特優
2.107 學年度馬偕盃寫生比賽第三名
3. 多次獲得成績優異獎狀及多次成績優異獎學金。
課業學習主動積極外,在美術學習也不 斷增進自我技巧
4.人緣佳,積極樂觀,主動關懷同學。

陳書安

1.三年來擔任地理小老師認真負責。
同儕相處融洽，學習積極認真，生活作息、品行皆優良，不論在班級生活中或
2.國一二曾任衛生股長，本學期擔任總務股長克盡職責。
3.成績優良並樂於協助學習成就低落同學。
是課業上，更時常主動協助同學，並積極參與班級事務與活動，是老師眼中的
4.熱心協助各項班級事務，並主動積極參與班級與學校活動，並具有相當 小幫手，也是同學眼中的最佳模範生人選。
的執行力(成長營、校運會、校慶活動等)

曾雋智

班級成績優異(校排第 4 名)
赴韓國先進學校(GVCS)進行交流活動
國一國二參與飢餓十二活動
熱心協助班級事務
擔任班級幹部認真盡責(副班長、風紀股長、數學生物和理化小老師)
本學期擔任副班長，認真點名。

江以撒

3、 天性樂觀開朗，能夠積極調節班級氣氛。
喜愛運動且具有運動家精神，又能帶領同
學正向積極面對競賽。

宣佑一直是班上的模範學生，從國一到國三每次段考都是第一名國二的時候就
打敗全台灣的國一到國三學生榮獲全台灣的全國美展第一名懇請大家惠賜一
票！！

雋智長相可愛，在學業方面認真上進，處事負責任且具天生的領導力，熱心積
極參與班級事務，在班上人際關係極佳，擔任股長或小老師皆盡心盡力，參與
活動時表現熱情且活力十足，活潑外向善於表達，常提供班級正向的建議，故
導師認為其為本班模範生最佳人選。

檢舉賄選 小時免付費電話： 02-26203850 撥通後請按 215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