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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繁繁繁繁繁繁繁星星星星星星星星」」」」」」」」璀璀璀璀璀璀璀璀璨璨璨璨璨璨璨璨        熠熠熠熠熠熠熠熠熠熠熠熠熠熠熠熠生生生生生生生生輝輝輝輝輝輝輝輝  
大大學學繁繁星星計計畫畫放放榜榜，，本本校校共共 1122 名名學學生生錄錄取取國國立立台台中中教教育育大大學學、、

國國立立屏屏東東教教育育大大學學、、世世新新大大學學等等校校，，輝輝煌煌成成績績再再創創升升學學巔巔峰峰。。  
【本刊訊】 

  三月九日繁星計畫甄選結

果出爐，本校報名參加甄選的學

生共有 12 人上榜，其中 602 班

林希潔考取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系，601 班祈詩庭考取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中 國 語 文

系，602 班潘玉英考取世新大學

新聞系，這幾位同學的亮眼表現

一鳴驚人，令外界刮目相看。 

  以學測成績與考取國立大

學人數這兩項指標來看，去年全

校學測最高分為 40 級分，今年

最高分躍升為 47 級分；去年一

人考取國立大學，今年則擴增為

兩人。這兩項指標顯示本校在升

學成績上扶搖直上，氣勢如虹。     

  台 灣 社 會 存 在 的 貧 富 差

距、城鄉差距乃至南北差距日益

顯著，如何將國家資源進行合理

分配，照顧弱勢族群，成了政府

施政的重要課題。教育部為使高

等教育的資源均衡分配，體現社

會正義之精神，因此制訂「大學

繁星計畫」，並將此一計畫正式

列 為 大 學 甄 選 入 學 的 一 項 管

道。此一政策對於位處偏鄉地區

的中等學校而言，影響深鉅，能

讓弱勢家庭的學生有更多機會

就讀卓越大學。 

  由於實施成效良好，獲得社

會各界普遍的肯定，今年「大學

繁星計畫」擴大實施，提供更多

校系與名額讓考生選擇。對教育

資 源 相 對 貧 乏 的 偏 鄉 學 生 而

言，就讀卓越大學不再是天邊遙

不可及的夢，只要平時努力耕耘

學業，保持優異的在校成績，便

能綻放光芒，成為澔瀚繁星中一

顆熠熠生輝的星辰。 

  整體而言，今年度的甄選結

果為本校高中部創立以來的最

佳成績，全校師生同感欣喜，與

有榮焉。不過，本校絕不以此自

滿，明年一定會以更卓犖的表現

讓外界看見所有師生的努力。 

 

【下圖：上榜同學合影留念。右圖：上

榜同學個人照，由左而右依序為潘玉

英、祈詩庭、林希璇、林希潔、江玲瑩、

施函妮、鄭雅云、潘玉惠、林華彥、葉

國均、鄧慧君、蘇妙娟。攝影╱陳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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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龜龜高高中中 110011 學學年年度度繁繁星星計計畫畫榜榜單單☆☆  

姓姓名名  學學校校  學學系系  

林希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祁詩庭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潘玉英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林希璇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江玲瑩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葉國均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鄧慧君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施函妮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潘玉惠 真理大學 財政稅務學系(台北校區) 

鄭雅云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蘇妙娟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林華彥 明道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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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聯聯聯聯聯聯聯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報報報報報報報報》》》》》》》》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月月月月月月月月十十十十十十十十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雄雄雄雄雄雄雄雄綜綜綜綜綜綜綜綜合合合合合合合合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聞聞聞聞聞聞聞聞版版版版版版版版」」」」」」」」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導導導導導導導導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師師師師師師師師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無無無無無無無無反反反反反反反反顧顧顧顧顧顧顧顧輔輔輔輔輔輔輔輔助助助助助助助助清清清清清清清清寒寒寒寒寒寒寒寒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課課課課課課課課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感感感感感感感感人人人人人人人人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蹟蹟蹟蹟蹟蹟蹟蹟樹樹樹樹樹樹樹樹立立立立立立立立教教教教教教教教育育育育育育育育典典典典典典典典範範範範範範範範。。。。。。。。        
【本刊訊】 

  本校今年「繁星計畫」榜單

的耀眼成績，不僅在本校師生及

社區家長之間掀起話題，連媒體

也高度關注。三月十三日發行的

《聯合報》，在「B2 大高雄綜合

新聞版」以＜六龜教師義助課輔   

12 貧生上大學＞為題，報導本

校繁星甄選入學的斐然成果，並

深入追蹤這份成果幕後的重要

推手。 

  該篇報導指出，本校教師在

教學上不僅展現專業素養，更可

貴的是能夠展現無私無悔的人

文關懷，種種感人肺腑的行蹟不

勝枚舉，例如不計酬勞，免費為

學生上輔導課；又如假日提前收

假返校，陪學生讀書；再如開車

送晚自習的學生平安返家等。這

些默默付出的關懷已然超越教

師的基本職份，沒有任何功利之

企求，全然是一份教育工作者春

風化雨的單純熱忱。這些付出，

學生點滴在心頭，而他們也埋首

苦讀，回報師恩，最後不負眾

望，在學測中繳出漂亮成績單。 

  該篇報導同時指出，本校教

師在教學上的卓越品質可從學

生三年前的「國中基測 PR 值」

與三年後的「大學基測級分

數」獲得印證。本校 52 名高

三畢業生三年前的「國中基測

PR 值」平均數為 25.1，換算

成百分比，他們在所有考生中

的排名大約落在百分之 75 的

後段區位。所有學生中最高的

PR 值不過是 54 而已，最低的

PR 值更只有 18。可是，這些

成績居於後段區位的學生，在

「大學基測級分數」上卻有

22 人達到 30 級分以上，最高

級分的學生甚至上衝至 47 級

分。這樣的成績或許不能與明

星高中相提並論，但其中透顯

的意義不容漠視，那就是：這

些學生三年來因就讀本校，受

到本校教師的栽培，而在學業

成績上有顯著的進步。換言

之，本校卓越的教學品質，讓

學生經過三年的薰陶後，學業

成績獲得顯著的進步。 

  由此可證，本校在優質化

的進步歷程中，造就了絕佳的

求學環境，值得學生與家長信

賴。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語語語語語語語語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年年年年年年年年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樂樂樂樂樂樂樂樂學學學學學學學學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本刊訊】   【上圖：參賽同學比手劃腳賣力表演。攝影╱郭蓉蓉】 

  本校「英語嘉年華」活動行

之有年，今年度在本校英文科團

隊的討論下，將有趣的「瞎拼

ABC競賽」融入嘉年華系列的活

動中，有別於緊張嚴肅的朗讀與

拼字比賽，趣味十足。上台比

劃說英文的同學無不使出渾

身解數，賣力演出。 

  
  

 

【【【【602602602602 班潘玉英班潘玉英班潘玉英班潘玉英】（】（】（】（考取世新大考取世新大考取世新大考取世新大學新聞系學新聞系學新聞系學新聞系））））    

  回顧高中生涯，我歷經了三個階段的人生轉折，從高一的怠惰期到

高二的覺悟期，再到高三的衝刺期，一路走來，曾經荒唐墮落，曾經茫

然失措，但我終究找回了自己。為了學業，曾付出龐大的代價，犧牲娛

樂，犧牲健康，犧牲情感互動。此刻成績放榜，難以言喻的喜悅洋溢心

頭，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高一的我，因為家境不好，家裡又烽火蔓延，於是自暴自棄，渾渾

噩噩的虛度了一整年的光陰。幸好當時班導並沒有放棄我，即便我重蹈

覆轍，因循苟且，他始終鍥而不捨的指引我正確方向。 

  高二的我在課業上逐漸找到自己的航向，我幡然體悟到，唯有讀書

才能夠改變一切家庭的悲劇。人生中具有深刻意義的事不是一晌的貪

歡，而是認真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努力讀書，改變我所厭棄的環境。從

此之後，我戰戰競競的急起直追，例如我會在八點半晚自習結束後，再

和住宿生留在教務處自習至十一點。又如周六、周日我會和同學相約到

圖書館讀書，中午一起吃飯，一起切磋課業。 

  在我和同學併肩奮鬥的過程中，許多老師伸出溫暖的援手，有的自

願替我們上第九節課，有的自願在晚自習撥出時間替我們上課，有的自

編講義幫助我們複習，有的則在星期日提早回來學校，借教室給我們，

陪伴我們讀書。甚至，有的自願擔任「娃娃車司機」，接送居住較偏遠的

同學們返家。學測前夕，學校還利用朝會的時間舉行「包粽」活動，替

高三考生們祈福。師長們種種窩心的關懷與祝福，讓我們一直覺得很幸

福。雖然不如外地學校擁有豐富的教學資源，但我們擁有老師們的無限

愛心。 

  選填學校時遇到瓶頸，因為家人並不支持我北上唸書。多虧學校老

師、校長的奔走，才能讓我順利取得家人支持，如願填上自己喜歡的學

校世新大學，朝我夢想的主播之路前進。 

 

【【【【602602602602 班林希潔班林希潔班林希潔班林希潔】（】（】（】（考取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考取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考取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考取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    

  我想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自己準備升學考試的經驗，讓還在學校

奮鬥的學弟妹作為借鏡。 

（一）高一和高二階段 

  在這個階段一定要認真上課，每天回家後再看一次當天上過的課

程，養成定期複習的好習慣。 

（二）高三階段 

  如果老師有在上課時複習，通常都會進行重點回顧，你必須認真聽

課，有任何問題馬上提問，回家後跟著老師進度看課本。因範圍廣大，

建議先看高一和高二的範圍。書不在於看多，但是一定要看進腦子裡。 

  至於老師沒有複習的部份，該怎麼準備呢？「國文科」：考試無範圍，

所以要多做歷屆考題，從考題中看自己的不足，再回頭找書做部分複習。

多複習字形字音，還有一定要練習寫作文和寫題目的速度。「數學科」：

要腳踏實地的看複習講義的重點整理，把題目做熟，然後多做歷屆考題。

「社會科」：由於投資報酬率太低，所以我看得不多。地理是看複習講義，

多寫題目。歷史是只記重點，否則真的無法負荷。公民是直接做歷屆考

題，從考題中發現自己的不足，再從較不熟的地方開始做重點複習。 

  最後想送一句箴言給大家：「模擬考如果考差了，千萬別陷入哀傷的

深淵，一直要奮發向上。努力不一定會考好，但不努力一定考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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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綠綠蔭蔭蔭中中中的的的 VVVVVVVVVVVVIIIIIIIIIIIILLLLLLLLLLLLLLLLLLLLLLLLAAAAAAAAAAAA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新宿舍新宿舍新宿舍新宿舍「「「「勤律樓勤律樓勤律樓勤律樓」」」」完工完工完工完工    舒適舒適舒適舒適溫暖溫暖溫暖溫暖的生活空間宛如的生活空間宛如的生活空間宛如的生活空間宛如師生第二個家師生第二個家師生第二個家師生第二個家    
【本刊訊】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

嘯。」這是唐代詩人王維在輞川

別墅中隱居時的生活寫照。未來

本校師生將有機會體驗王維隱

逸生活般的愜意，因為本校師生

宿舍「勤律樓」日前已經落成，

無論是在學的學生或在職的教

師都有機會入住這棟綠蔭蔽天

的幽謐建築，感受詩情畫意。 

  剛落成的「勤律樓」可說是

渾然天成的「綠建築」，前庭種

有幾株枝繁葉茂的老樹，後方則

有蓊鬱的修竹，四周綠意盎然。

生活在其中，充滿「綠滿窗前草

不除」的詩意，一推開窗，便可

呼吸沁涼的芬多精，聆聽樹葉婆

娑的旋律。明月皎潔的夜晚，還

可體驗蘇東坡＜記承天寺夜遊

＞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

荇交橫」的情趣，踩著月光，在

樹影搖曳間濯淨塵憂俗慮。 

  這棟建築在主體結構的設

計上充份反應環境特色，呼應四

處可映入眼簾的綿延山景，打造

出高低起伏的天際線。在立面的

配置上，樓高四層，設有無障礙

電梯。在平面的配置上，一、二

樓為學生宿舍，三、四樓為教師

宿舍。 

  走入其中，處處可見貼心周

到的設計，例如住宿學生常有集

體性的活動，故學生的洗衣間設

置於宿舍西側，以免影響生活動

線。又如設置行動不便者專用的

二人房，讓弱勢者也能住得方便

舒適。 

  在床位與傢具設計上，學生

宿舍一間可容納六人，床舖設置

於上方，下方則設置衣櫃及書

桌，個人有獨立的活動區域。教

師宿舍一間可容納二人，同樣有

床舖、衣櫃及書桌，並保留個人

活動空間。所有房間估計可容納

68 名學生及 28 名教師。 

  本校雖然地處偏遠，但外地

學生絲毫不必煩惱，因為本校舒

適溫暖的宿舍，為求學的莘莘學

子們提供了第二個家。 

【右圖：勤律樓外觀。攝影╱陳忠和】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登登登登登登登登門門門門門門門門參參參參參參參參訪訪訪訪訪訪訪訪            
【本刊訊】 

  為促進本校與學區內各國中的交流，使他校國三畢業生對本校有

更深層的瞭解，輔導室與教務處聯袂提出「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

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邀請鄰近的那瑪夏國中、甲仙國中、杉林國

中、圓富國中、旗山國中、大洲國中、內門國中、美濃國中、龍肚國

中、茂林國中等校學生蒞臨本校參觀。參訪的總人數高達 594 人，規

模為歷年之冠。各校學生到達後，先由教務主任進行校務發展的簡

報，介紹校園環境、教學空間、軟應體設備、升學績效、競賽成果、

社團活動、獎勵方案等，隨後則由其他行政人員帶領學生參觀校園及

師生教學實況。參訪活動結束後，各校學生對本校各方面的表現讚譽

有加，紛紛表示畢業後將極力爭取就讀本校之機會。 
【下圖：學區國三生到校參訪。攝影╱周英秀】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榮榮榮榮榮榮榮榮榮榮榮榮獲獲獲獲獲獲獲獲獲獲獲獲保保保保保保保保德德德德德德德德信信信信信信信信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工工工工工工工工菁菁菁菁菁菁菁菁英英英英英英英英獎獎獎獎獎獎獎獎            
【本刊訊】 

  第 12 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得獎名單公佈，本校在團

體獎及個人獎方面雙雙獲獎，團體類獲得「服務教育楷模獎」，個人

類則由高三學生陶雨婕獲得 

「奉獻獎」。 今年參加競賽 

的人數均計有 5,700 人，競 

爭激烈。本校能脫穎而出， 

顯示本校在志工服務的推展 

上已經獲得外界的高度肯定。 

【右圖：服務教育楷模獎的獎牌。 

攝影╱萬孟昆】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團團團團團團團團蟬蟬蟬蟬蟬蟬蟬蟬聯聯聯聯聯聯聯聯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音音音音音音音音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比比比比比比比比賽賽賽賽賽賽賽賽優優優優優優優優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獎獎獎獎獎獎獎獎        
【本刊訊】 

  本校合唱團在指導老師的領軍下再度出征，到嘉義市文化中心

參加「 10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一如往年，獲得「高中職

混聲合唱 B 組」優等獎，凱 

旋而歸。本校合唱團已連續 

三年蟬聯該項比賽的優等獎 

，斐然的成績有目共睹。這 

份榮耀，不僅是 67 位團員 

的，更是全校所有師生的。 
【右圖：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現場。 

攝影╱萬孟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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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法鼓山法鼓山法鼓山展現展現展現展現菩薩菩薩菩薩菩薩慈悲心慈悲心慈悲心慈悲心腸腸腸腸    

以善款體現以善款體現以善款體現以善款體現百年樹人百年樹人百年樹人百年樹人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本刊訊】     【上圖：台北城探索營學生合照。攝影╱學務處提供】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本於悲天憫人之情懷，近年來持續關懷本校清

寒學生，先後做出許多令人感動的善舉。 

  首先，該基金會慷慨解囊，捐贈本校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愛心

晚餐費用。本校因八八風災接受安置的學生人數約 220 人，這些學生

留校晚自習之晚餐費用，每週每人約 200 元，整學期所需經費共需 88

萬元。該基金會全額贊助，讓受災學生感受到雪中送碳的溫暖。 

  接著，該基金會又頒發「百年樹人」獎助學金，受惠的學生共有

月靖婷、賴巧如、陳名芳、林思婷、賴月玲、陳俞雯、潘玉珍、陳明

璋、鄭心懿、黃涵渝、葉芷均、黃至良、林宗偉、楊麗娟、楊珮歆、

柯浩妤、林心如、林筱庭、劉啟名、潘紹彥、曾思婷、朱瑤晴、陳亦

嘉、洪傑祥、朱玉萍、鄭雅云、潘玉惠、黃玉如、劉靜慧、劉玉恒、

施函妮、鄧慧君、江玲瑩、簡三程等 34 人，每人獲頒 6000 元獎助學

金。 

  隨後，該基會又與廣達文教基金會、力展國際創意育樂有限公

司、興龍通運有限公司、南山人壽、錡虹野營企業等合辦「台北城探

索營」活動，讓 30 名學生搭高鐵到台北，參觀台北美術館、科教館、

士林官邸、淡水漁人碼頭、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101 大樓、台

北市立動物園、貓空纜車、總統府、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等地方，

一方面學習自我挑戰，另方面擴展生命視野，體驗獨立完成任務的成

就感與自信心。 

  該基金會種種關懷弱勢族群的愛心活動，充份展現佛門的菩薩

心，本校由衷感謝該會仁民愛物的善舉。 

國際扶輪社用愛轉動世界國際扶輪社用愛轉動世界國際扶輪社用愛轉動世界國際扶輪社用愛轉動世界    

捐贈本校捐贈本校捐贈本校捐贈本校 60  60  60  60 萬作育英才萬作育英才萬作育英才萬作育英才 
【本刊訊】 

  國際扶輪社 3510 地區高雄東區扶輪社捐贈 60 萬元，補助本校就

近入學獎勵金及橄欖球隊獎勵金，發展本校特色。就近入學獎學金的

設立目的在於獎勵社區內應屆國小及國中畢業生就近升讀本校，達到

就近入學之目標，並使素質優異的學生留在本校發展潛能，與老師攜

手共創榮耀。橄欖球隊獎勵金的設立目的則在於增進學校橄欖球代表

校隊實力，激勵競賽能力，爭取學校榮譽，並促進學生五育均衡發展。 

朱仁傳朱仁傳朱仁傳朱仁傳、、、、劉文成劉文成劉文成劉文成、、、、楊昌禧聯袂行善楊昌禧聯袂行善楊昌禧聯袂行善楊昌禧聯袂行善    

捐贈捐贈捐贈捐贈 24242424 萬萬萬萬 9999 仟元善款傳遞仟元善款傳遞仟元善款傳遞仟元善款傳遞 3Q3Q3Q3Q 理念理念理念理念    
【本刊訊】 

  朱仁傳、劉文成、楊昌禧先生為宣揚「3Q」的教育理念，頒發

24 萬 9 仟元獎助學金給本校符合 3Q 精神的學生，激勵學生成為一個

具有 IQ（學識涵養）、EQ（品德修養）與服務熱忱的人。高中部有

20 人受惠，每人獲頒 8000 元；國中部則有 10 人受惠，每人獲頒 3000

元。另外還頒發成績進步獎，每班一人，每人獲頒 1000 元。 

初初初初初初初初試試試試試試試試啼啼啼啼啼啼啼啼聲聲聲聲聲聲聲聲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驚驚驚驚驚驚驚驚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高雄市高中職讀書心得比賽高雄市高中職讀書心得比賽高雄市高中職讀書心得比賽高雄市高中職讀書心得比賽    本校九名學生榮獲佳績本校九名學生榮獲佳績本校九名學生榮獲佳績本校九名學生榮獲佳績    
【本刊訊】 

  縣市合併後，本校首次參加 100 學年度「高雄市數位學園網路

讀書會」心得寫作比賽，初試啼聲，即一鳴驚人，共有九名學生獲

得優等、甲等、佳作等不同獎項。各獎項得獎名單及作品如下： 

一、優等獎：402 班高金葉＜戰亂中開出一朵玫瑰＞ 

二、甲等獎：501 班鄭心懿＜背著十字架走路的夢想家＞ 

      503 班李昇法＜流貫在福爾摩沙的愛＞ 

三、佳 作：402 班陳可馨＜自由的風＞ 

      402 班賴月玲＜幸福的缺口＞ 

      402 班張天麟＜任重道遠，死而後已＞ 

      502 班施 雲＜奉獻＞ 

      502 班廖家珍＜躍然紙上的藝術風采＞ 

      502 班林筱庭＜文明精神的真諦＞ 

這份得獎結果顯示，本校學生的閱讀與寫作風氣在高雄市所有公私

立高中職中毫不遜色，也證明了本校在閱讀推廣上的努力。 

蓄蓄蓄蓄蓄蓄蓄蓄勢勢勢勢勢勢勢勢待待待待待待待待發發發發發發發發        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將將將將將將將將現現現現現現現現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圖書館新館設備陸續到位圖書館新館設備陸續到位圖書館新館設備陸續到位圖書館新館設備陸續到位    預訂四月開館預訂四月開館預訂四月開館預訂四月開館    歡喜迎賓歡喜迎賓歡喜迎賓歡喜迎賓    
【本刊訊】 

  由長榮集團張榮發文教基金會捐贈 88 萬 4800 元採購的圖書館

新館設備，目前已陸續到位，從玄關的花台、佈告欄、傘架、資源

回收筒，到辦公區的櫃台、屏風、座椅、桌後櫃，再到休閒區的電

腦桌椅、咖啡座椅、L 型沙發，約有七成已安裝定位完畢。目前尚

未全部到位的是閱覽區與書庫區的桌椅、書櫃，缺貨的設備將在三

月底到位。如順利驗收通過，並完成網路架設，新館將可於四月開

館營運，讓全校師生共享各項資源。除上述設備外，圖書館還採購

了油畫與盆栽，進行美化與綠化的工程，希望為讀者打造一個具有

美感及環保概念的閱讀環境。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級級級級級級級級讀讀讀讀讀讀讀讀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聲聲聲聲聲聲聲聲有有有有有有有有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高一高一高一高一、、、、高二學生舉辦班級讀書會高二學生舉辦班級讀書會高二學生舉辦班級讀書會高二學生舉辦班級讀書會    激蕩激蕩激蕩激蕩出知性的漣漪出知性的漣漪出知性的漣漪出知性的漣漪    
【本刊訊】 

  100 學年度高中優質化「班級讀書會計畫」在本學期實施，高

一、高二學生熱烈參與，彼此在課堂上分享讀書心得，激蕩出一圈

又一圈的知性漣漪。本次讀書會主題為＜知識萬花筒──繽紛的雜

誌世界＞。參加讀書會的同學先進行分組，然後在圖書館期刊雜誌

區 80 餘種期刊雜誌中挑選自己組別的讀書題材。有人挑選《世界電

影》，有人挑選《國家地理雜誌》，有人挑選《髮型書》，各取所好，

呈現多采多姿的繽紛畫面。同學閱讀完雜誌後，便以＜我愛□□雜

誌的十大理由＞為題，撰寫一篇讀書心得。在課堂上，每組輪流上

台分享，一方面介紹雜誌的內容，另方面則說出喜愛那本雜誌的十

大理由，讓同學更深入的認識那本雜誌的優點。經過分享交流，同

學更懂得如何運用學校期刊雜誌的資源，他們發現，原來琳瑯滿目

的期刊雜誌世界蘊藏了這麼多的知識、趣味，應該善加利用。 
【下圖：班級讀書會實況。攝影╱陳忠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