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電二甲  座號: 17  姓名:曾冠綸    

 
 

挫折 

    每個人都會遇到挫折，由於並不是隨便的心態去面對而已，往往也不會只

是同一件事情，其中有很多事是沒有經歷過的。常說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千萬不

要去放棄，應該要堅持自己的理想。而且，不要因為遇見了挫折就垂頭喪氣

的，誰沒遇過挫折呢？沒有挫折或許就不會有收穫。因為不知道困難的地方在

哪裡，所以嘗試;有嘗試就有發生錯誤帶來的挫折;有挫折就再去調整嘗試不同

的方法。也許會留點傷，但有本書上說:「生命結束前一切的失敗都不過是擦

傷。」只要永不放棄堅持到底，努力撐過困難就是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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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  電二甲  座號: 18  姓名:曾湧翔    

 

 
 

含苞待放 

    就像那朵含苞待放的花一樣，不知道未來會如何發展。但即使對

未來感到茫然，依舊努力的展現自己，試圖將最美好的一面呈現給大

家看。期許在一生只有一次的青春留下最美好的回憶，只希望讓自己

不會感到後悔。為了開出最美麗的花，我們吸取環境中的養分，吸收

陽光的恩惠。一天一天的長大，一步一步的充實自己，等待最後開出

又大且迷人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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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資二乙           姓名:吳聲佑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生命」短暫且苦澀， 

在這分秒必爭的社會，常常需要有一些紓壓的事情， 

個人認為玩遊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遊戲占據我大部分的生命， 

遊戲雖能紓壓，但打得多空虛感也來的多， 

我常自嘲「一時貪念玩上頭，遊戲結束感傷愁」， 

有時遊戲對身心靈來說也是一種負擔， 

生命誠可貴，這社會有更值得我們去做的事情， 

多多關心身旁的大小事， 

不要被新世代科技影響了我們本來的生活， 

在此奉勸世人， 

珍惜生命，減少遊戲。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資二乙         姓名:陳泓鉦     

 

    何謂生命，許多人都對此抱有疑問，許多人都說命只有一條，有個傳說是

貓有九條命，當然這是一個傳說。我認為人活在世上就是要盡情揮灑色彩，有

天我帶著相機出門散心，拍著沿路看到的小物，拍著拍著拍到了一張讓我感動

的景象，這是一株小草長在溝蓋的夾縫中，讓我不禁慨嘆，不只人類為了活下

來而努力，即使是一株小草看到了求生的機會也不會輕言放棄。 

    當下的我立刻沖散不快的情緒，領悟到不要因為一點小事而影響我的人

生，生命是由我自己定義的，當下起身，邁開堅定的步伐往前進。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化工三甲        姓名:潘廷桀 

 
音樂，對演奏者來說來說象徵的不只有單純的節奏和旋律 
我的使命就是把作曲者心中所期盼的生活演奏出來 
一遍又一遍的練習 
把  他花費畢生心血所作的新生命 
還原在人們的腦海中 
音符從此刻起  便有了生命 
滿滿的感情如同泉源般湧出 
感動著無數人內心最脆弱的地方 
就算生活遇到無數的困難 
只要聽到樂曲聲響起 
就一定能想起最初的感動 
來吧  再次重現作曲者的 
生命吧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    子一甲           姓名:  賴安柏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生命 

生命，是由小小的豆苗開始， 

慢慢地喝著大自然提供的水源， 

慢慢地曬著大自然提供的陽光， 

慢慢地吸著大自然提供的氧氣， 

用大自然提供的愛成長茁壯， 

人，就像豆苗一樣， 

需要一步一步踏實的成長， 

水就就像家人， 

陽光就像朋友， 

氧氣就像伴侶， 

有了這些親友的陪伴才能將生活過得充實， 

大自然生氣蓬勃的樣子， 

就像是給了人們希望的感覺， 

這幾棵大樹在好幾十年前就站在這， 

就像是生命力擁有毅力的典範， 

希望我的未來就像那棵樹一樣生命中充滿這希望與毅力。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    電二乙           姓名:  杜泓偉 

 

生命就像一張空白的稿紙，我就像作家一樣正在創作屬於自己的故事，雖然在

這個故事裡主角一定會經歷很多的失敗和挫折，但這些挫折和失敗都無法阻擋

故事裡的主角前進尋找他的目標，但前提是主角必須具備勇氣和一顆永不放棄

的心，才能讓這篇故事繼續創作下去，雖然我們的生命一定會有終點，但我不

知道這個終點甚麼時候會到來，我希望在生命快到終點時，把屬於我的故事畫

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電二乙                姓名:李王崇恕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生命是有限的，是短暫的，是脆弱的。任何生命都有終結之日死亡之時，生命在時間上是

有限的。應該在有限的時間裡，去多看看這個美妙的世界，抬頭看著蔚藍的天空，享受片刻

的寧靜。這個世界很大，可以從中去尋找你生命的價值，不要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每個人都

有自己存在的意義這也就是生命的價值。哪一天，當你內在充實，獲得真正的寧靜時，你就

是世間最快樂的人，再沒有人比你更幸福。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化三甲           姓名:許瀞文    

 
 

每一次不經意地 

望向那扇灰暗的門 

它總是寂寥、孤獨地處在那兒 

未曾有人解開過它的深鎖 

也未曾有人走進過它的世界 

明媚的陽光照不進它的黑暗 

生機蓬勃的花草更顯得它的孤單 

 

校園裡無人不知這個地方 

學生隨意吃完的泡麵、零食等垃圾經常扔棄在它那兒 

短暫地陪伴著那扇門 

直到有人來撿拾或小狗來刁走 

 

我覺得它的境遇有點像魯迅小說集《吶喊》裡的人物孔乙己 

受到眾人冷漠輕視，心中的孤獨與痛楚也無人能理解 

有沒有他們的存在對於其他人來說 

無關緊要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化三甲              姓名:饒姵儀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湛藍且點綴著朵朵白雲的晴朗天空， 

陽光肆意地撒在綠意盎然的草地上， 

襯托出聳立在一旁的泛黃老舊校舍， 

萬物在陽光的照耀下沉浸在那溫暖的懷抱裡， 

株株青草在那徐徐微風的吹拂下， 

彷彿是在輕輕地向我彎腰招手， 

眼前這些來自於奧妙大自然的小生命 

就好似在歡迎我加入他們的行列那樣， 

在我眼前造就了一幅難以忘懷的景色， 

不禁令我把這嘆為觀止的美景盡收於眼底。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  化二甲      姓名:   彭奕勳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生命就像一條未知的小徑， 
你看不到盡頭。 
你無法預知 
你未來會走上什麼樣的路， 
也無法預知 
你所走的這條路上會遇見什麼。 

 
 
 

 
 
 
 
 
 
 
 
 
 
或許這條路會很坎坷； 
或許這條路會很艱險； 
或許這條路會讓你會平平順順的走完它。 
你不知道何時會上坡，何時會下坡。 
你不知道這條路會在哪出現岔路， 
也不知道這條路將會在何時走完。 
 
在這條小徑上竭盡全力向前，好好地走完這條未知的生命道路。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   化二甲        姓名:   林于靖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生命並不是開始於這一生 也不會結束在這一世 

 

生命有如一條幽靜長河 時而寧靜 時而滔滔不絕 

 

不管願不願意 河流都一直向前奔流不息 永遠沒有回頭的機會 

 

路途中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 有驚滔駭浪 有風吹雨打 

 

當你無法前行時 應學會轉換彎道 繼續邁進 

 

我們都在一條大河裡 

 

激流湧進又掙扎前行 

 

尋找一個可以棲息的港灣 

 

好讓我勇往邁進尋找新的方向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     化二甲         姓名:吳郁馨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我覺得生命就像一段未完待續的旅程 

因為現在的我們正朝著自己的夢想前行 

無論搭乘最早的火車，還是搭乘末班車，最終都會抵達你想去的地方。 

 

火車上每經過的每一站，就像是你為了夢想踏的每一步的過程。 

生命當中即使會受傷、會受挫、會想放棄、會害怕 

但只要堅持自己的理想，不用去理會他人的眼光 

相信你也會有屬於自己的一段 

完美且值得的「旅程」。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化一甲             姓名:王則竣    

生命  在我眼裡是人生存在世界上做有意義的事情，有意義的事情對

我而言是去完成自己的夢想、目標，協助別人或者學習事物，生命有

長短之分，所以我會好好的珍惜時間，時間流逝飛快，也許我並不是

時時都在做些有意義的事情，但我時時刻刻都認真的活在當下，和同

學聊天也好，學習知識也好，我認為生命中確實是需要做有意義的事

情，但是總有歡愉的時光，希望我的生命並沒有白白的浪費而是認真

的我在當下，畢竟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我絕對不會白

白浪費降臨於這個世界的好時光。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化二甲              姓名: 林宥均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生命，這是一個多麼深邃的話題，講到生命的時候有些人都會不經意地嘆一口氣，也有些人

會很開心的分享他的經驗，它包含的不只是生與死，更多的是人們的喜怒哀樂，很多人世間

的一切。 
生命有著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那般頑強，它也有著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那般博

大                                                                                                                                                                                                                                                                                                                                                                                                                                                                                                                                                                                                                                                                                                                                                                                                                                                                                                                                                                                                                                                                                                                                                                                                                                                                                                                                                                                                                                                                                                                                                                                  
那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是被別人踩腳下、活得無趣、活著壓抑自己的生命 
還是希望活的精彩，有著一場逆風翻盤的局? 
任何事情都會有困難，也會有孤獨無助的時候，但我相信任何一段生命的過程都有他獨特的

意義。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  電二乙             姓名:  陳思杅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生命 

    生命,沒有完美的,不管你出生在多優越的家庭,有多少的陪伴與資源都不一定能成

為你父母所期望的那個樣子。就像農夫,選了再好的位子、用最乾淨的水、最適合的

肥料、不管風吹日曬雨淋細心的照顧稻子,只要颱風一來、水一淹,所有辛苦都白費掉

了,所以,生命不光只是靠著那些外來的資源生存,還要靠著自己的堅持才能勇敢的活下

去。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 電二乙          姓名:陳少謙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只是為了活著？還是為生命追求幸福？人一出生就在不停

的奔波，找尋生命中的意義與幸福，可是追求幸福的過程中往往都要付出時間與精

力，可是都在為生命追求幸福的過程中往往都會因生活所迫而迷失自己，而忘記當

初到底是為了什麼事情才會去花費這些時間與精力，但追求幸福其實很簡單，不是

在生活中完成或成就什麼事情才會有幸福感，而是在「努力的過程中」追尋生命的

意義與幸福，這才是生命的意義。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 電二乙                      姓名: 陳智遠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生命"，世間萬物皆與其關聯，我們都是種種獨立的個體，且以不同形態的方式

存活著，也正因如此，我們能夠看到許多精彩、迷人的景物。 

  小小的星球，孕育出許多小小的生命，從而緊緊相扣，彼此聯繫著。原本只是一

株幼小的木苗，歷經了所謂的"成長"，化作碩大的樹，替人們的眼前增添了不少風

景和色彩，更能成為一處避風港，替人遮風避雨，領人前行；而一個幼兒在長大成

人過後，經歷了削鐵打磨成了社會結構裡的一塊齒輪，即使只是顆微不足道的小齒

輪，也能以小博大，促使整個社會產生動力前行......。 

  小小的星球，誕生無數的小生命，以及小齒輪，既是個體但也能稱作一體；小小

的生命，看似微不足道，卻有強烈的生存慾望，和蝴蝶效應般的影響。 

  而對我而言，我也期望自己能成為像那一顆微小的幼苗一樣，成長為對社會有貢

獻的大樹 即使不是像那些歷史留名的偉人有著無比的貢獻，為世界增添了無數的色

彩，但期許自己也能是色彩中的一小部分，添上小一筆畫。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    電二乙             姓名:  黃邱聖傑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人生中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不論男女老少、高矮胖瘦，我都會像下方的艷
陽一樣，熱情的迎接每個人，公平得對待每個人，不會有差別待遇，跟太陽一樣秉
持無私的精神，給每一個人相等的陽光，只要你不躲在陰影處，都能夠被照耀，都
能夠得到熱情與溫暖，所以不要害怕，大方得走向陽光，讓大家發現你，你也能夠
發現大家，進而發現生命的美好。 

    生命誠可貴，我們能夠擁有這個機會存在在這個世界，是老天爺的安排，如果
我們不把生命過得充實、精彩，彷彿辜負了老天爺，所以一定要盡情的燃燒生命，
締造出一篇屬於自己特色的人生故事，並且將這股精神傳遞給所有人，大家都值得
幸福。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優等 

                 班級:    汽一甲           姓名:  張鈞傑 

     

 
  每個生命的個性都不一樣，展現出來的一面也不大相同。樓梯就像每個生命長大的過程

一樣，每座樓梯通往的地方不一樣，慢慢地往上爬，慢慢地超越其他的同伴，努力成為一個

群體裡最亮的一顆星。即使過程再辛苦，環境再惡劣，也會堅持下去，不讓自己被淘汰。欄

杆就像在我們身旁輔導的老師和爸爸媽媽一樣，幫助每個生命向上爬升，不容易被大自然淘

汰。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資二乙              姓名: 張華中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每當我出門或回家時， 

都會看到許多流浪貓在附近成群結隊的休息和玩耍。 

其實在很多的地方也都看得到牠們的蹤跡， 

牠們一看到有人來時立刻跑走， 

所以每次都只是遠遠的看著而已。 

有時我會想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流浪貓呢？ 

也許是被人遺棄的，又或者是自然繁衍的， 

但我們也不能就這樣放著牠們一直這樣流浪下去， 

因為牠們每天都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 

還好現在有專門的機構照顧牠們， 

但現在路上還是有很多在流浪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愛護珍惜牠們， 

並且領養代替購買。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資二乙    姓名: 施宏達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生命就像一朵花 

經過了長時間的栽培 

從一顆小小的種子 

成長成一朵美麗且受昆蟲喜愛的花 

雖然生命週期短暫 

但其盡力做好本分 

讓自己活得充實快樂 

為其他的昆蟲提供花蜜或躲藏的地方 

最後回歸自然完成這美好且值得的一生 

花也在這段時間裡 

經歷各種外在因素的摧殘 

才能成長成一朵最美麗的花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資訊二乙          姓名:張博智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在這一切事物都如此便利的時代，要買到一瓶瓶裝礦泉水是如此簡單的

事，但是必須屈服於偉大的環境生態，切勿將寶特瓶與其他塑膠放在大海裡，

環境是不可逆的，如果傷害了它，它必定會傷的你更深，所以要做好分類，不

要隨意丟棄，趁還有時間多響應環保，不要為了貪圖一時方便，害了自己的後

代子孫，這是不可取的，以後我也必定持續環保愛地球，能少用塑膠就少用。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   廖子軒   姓名:   化三甲 

 
 
  生命就像太陽，對生活的事物火熱；生命 
就像月亮一樣溫暖，在寧靜的夜晚把空虛的 
軀殼照亮，寒谷回春。                   
 
生命彷彿一張白紙，如同天空一樣沒有盡頭 
帶給我們無盡無窮的遐想，用生命填滿不同 
的顏色，比花朵還燦爛；比彩虹多了不只七 
種顏色，這樣的生命是不是如同圖上的光一 
樣壯麗呢？ 
 
感覺另一端的世界詮釋的生命說不定比太陽 
還火熱；比月亮更溫暖撫慰人心。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 機二甲         姓名: 蘇芳濟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主題： 生命 

      生 命 就 像 一 張 白 紙 ， 要 給 它 上 色 彩 的 是 自 己 ， 上 錯 了 就 只 能 

拿 其 他 顏 色 去 蓋 住 ， 但 往 往 都 只 會 越 蓋 越 髒 ， 到 最 後 還 是 得 換 

新 的 一 張 紙 ， 那 時 的 自 己 還 有 多 少 時 間 、 精 力 可 以 為 它 上 色 呢 ？ 

      有 些 人 可 以 把 紙 的 顏 色 調 和 漂 亮 ， 雖 然 近 看 會 有 瑕 疵 ， 

但 遠 看 還 是 很 漂 亮。多 欣 賞 他 人 的 作 品 風 格 也 有 助 於 激 發 自 我 的 

構 思 「 學 習 」 就 是 為 了 把 顏 色 上 的 漂 亮 ， 自 己 

看 了 開 心，人 生 的 價 值 也 能 提 升。 

生命才會變得更美好更亮麗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 化一甲          姓名: 吳家陞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如匈牙利革命詩人斐多菲所說：「生命誠可貴」，所以我們得要好好保護自己，不讓自

己受傷，也不可隨意踐踏他人性命，平等尊重世間萬物，這才是身而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應

承擔的責任。 
在花蓮高工，我們可以看到校園吉祥物「小花」在校園內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這就是歸功於

大家對世間萬物的尊重，大家都抱持尊重的心，愛護小花，照顧小花，這是健全社會的縮

影，在花連高工的校園，我們完美的體現了這一點。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化工一甲                  姓名：朱銘昇 

 

       生命如同一場場電影，紀錄一切美妙又奇幻的事物，它有時也會向你說聲早安，你可

能會理它或是不理會，而生命存在，本身就是對世界的一種溝通方式，或許是因為對世間充

滿慈愛，想回饋世界，又或是感謝某個人，並幫助他遠離苦海，喔，你可能會覺得我說話方

式很奇怪，但不可否認的是，沒有生命，我們甚至連自己是否存在的這種問題都不知道？ 

       讚美生命，也要對世間進行回饋，在人生的漫漫旅程中，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奇收

穫！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化一甲         姓名:陳思宇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生命是種神奇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它從何而來 也不知道死後會去哪  
每天都有新的生命會出現 也會有生命 就此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天空亦是如此 雲會出現 也會飄走  
短短的幾秒裡就有可能失去一條生命 生命也告訴我們  
要把握當下 好好的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生命是不可逆的 一個人也只會有一條命 要好好的運用老天給我們的機會 
每條生命都是被賜予的 既然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就應該享受這一切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化三甲              姓名:郭峻彬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從一年級到花工，都看到交服隊的人，每天站在學校的大門口負責學生和車輛的交通指揮，

不管颳風還是大熱天、寒流，都很盡責的幫大家服務，真的很辛苦，每天還必須提早到學校

來做準備，如果有升旗的話，還必須更早到學校，非常的佩服，來到大馬路之前，還要先在

學校練習吹哨子，下的功夫不少!能每天這樣，我認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可能做到一半

就放棄，身為花工學生的我，真的非常感謝你們每天為大家服務，也感謝你們升旗時來幫

忙、校慶秩序的管理，感謝您們!!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化三甲            姓名:馮子芸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我從小開始接觸音樂，在這之中也學習了很多樂器，其中最喜歡的就是薩克

斯風了。薩克斯風又分了好幾種，每一種聲音聽起來都有不同的感覺。 

  每次當我看到空閒、沒有在使用的樂器都覺得很可惜，感覺像是被遺忘的靈

魂。每一把樂器都有屬於它們自己的生命，當我在吹奏它的時候，感覺它的靈

魂都鮮活了起來。樂器的演奏可以有很多的風格，像是抒情的、活潑歡快的、

悲傷的、拉丁爵士等等.....每一種風格都可以感覺到音樂的美妙之處。音樂對我

們來說都不陌生，我們生活中都離不開音樂，音樂是一種藝術，也豐富著我們

的生活。我們的生活因為有了音樂的存在而變得越來越美好。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化一甲        姓名:林彥婷  

 
每次 回家都會看到笨笨的狗。 

有時 候雖然笨笨的但是卻能夠紓解我一天中的所有壓力。 

看著 牠每次奔向我迎接我的樣子，好像所有情緒都可以坦然的放下 

牠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不僅是一個生命更是家人的特徵。牠總是陪伴著我，在雨天

在夏天，度過每年的四季，牠對我的信任絲毫沒有遞減過。 

我知道生命總會有結束的一天，但也更因為這樣讓我更想好好把握每一個和牠相處的時刻。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進校建築一            姓名:王忻彥 

※可自行設計圖片大小及文字位置，文字請以 150-200 字為限 
※此次中文組主題為「生命」，細部主題可自訂。英文組 Title 自訂，跨域組亦自訂。 
 
     看到這張照片會讓我想到生活、未來 
我們鼓起勇氣開始，我們現在都還是學生，當別人在努力的時候你也在努力、這叫本分，當

被人在休息的時候你還在努力、這叫勤奮，成功的路上不會太熱鬧，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

要咬著牙撐過去，一起加油。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機電一甲        姓名:連識程  

 

 

這些是人類遺留下來的物品，是充滿著活力的空間，是剛下課離開教室的教學。 
還亮著的燈使教室不再冰冷，而是如同有生命般的溫暖存在著。 
後面佈告欄的圖片，透露出了人的喜好各所不同，不同風格的畫，顯現出了個性上的差異。 
亦或座位的不同，擺放的差別，是否要整齊，都是很不同的地方。 
正是生命的不同，讓教室有著多元的變化。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機電一甲        姓名:徐士盛  

 
 
生命一律遵從大自然法則 

除非是難以避免的人為傷害 

不然一切不該有過多的干預  
而應遵從大自然的弱肉強食定律 

例如像非洲草原的獵豹獵捕羚羊或水牛 

獵豹要跑得夠快才能吃到羚羊 

而羚羊則是要跑得夠快 才不會被當成食物 

這就是大自然法則的弱肉強食 

而在人類社會中也有出現如此情況 

像是上市公司的競爭 誰弱就被吃 

而實力強大的公司也能夠接到更好的單子 

實力弱小的只能進化 保護自己 

像刺蝟 穿山甲等等的  
皆是為了保護自己而演化出外殼 

 

在社會當中 弱小的公司只能保護自己 

而盡力的往外發展 使自己更加強大 

不被大型上市公司而蠶食掉 

但基本上會像是在老虎口中奪走食物 

運氣好可能不會怎樣 

但運氣不好的 可能就會被打壓直至公司倒閉 

所以啊 人要努力力爭上游 

而不是整天無所事事  
這樣的話早晚有一天會被時代淘汰掉 

雖然不知道這個時代什麼時候來臨  
但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價值 

才不會被時代所淘汰 

 

 
  



國立花蓮高工圖文比賽    110-1佳作 
                     班級:汽車一甲        姓名:林怡靜 

大家都是未

來的主人翁 
我們這群少年們聚在一起就像一個大家庭 
雖然我們只是高一生 但我們在運動會當天 
將我們的團結表現出來 
與學長姐合照 
將我們汽車科六個班的班旗掛在一起 
代表著我們團結不是作假而已 
生命只有這麼一次 
我們不能留下任何遺憾 
我們會將我們的汽車精神傳承下去 
希望這個大家庭能夠成為每個人最難忘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