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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校校大大學學升升學學成成績績創創下下最最佳佳歷歷史史紀紀錄錄，，99 名名學學生生考考取取國國立立大大學學  
【本刊訊】 

  大學甄選入學放榜，本校今

年在繁星推薦管道中共有 22 人

上榜，其中 7 人考取國立大學；

在申請入學管道中則有 10 人上

榜，其中 2 人考取國立大學。另

外，在技專院校的申請入學管道

中，本校也有 10 人上榜，顯示

出本校學生在生涯發展上的多

元性。 

  兩者合計後，國立大學錄取

人數多達 9 人，而總錄取人數也

高達 42 人，此一亮眼的數據顯

示本校在升大學的成績上，「質」

與「量」都有驚人的突破與進

步。同時，它也寫下本校創校以

來的最佳歷史紀錄，樹立新的里

程碑，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 

  這些輝煌的成果絕非憑空

而致，更非一蹴可幾，是全體師

生長期共同努力耕耘的成果。從

學校硬體設備的改善、教師教學

策略的改進到學生學習態度的

改變，多管齊下的改造，才創造

出今天讓人刮目相看的「升學奇

蹟」。 

  透過這些一鳴驚人的榮耀

可以證明，本校在多年來的優質

化計畫中已經脫胎換骨，從硬體

到軟體，從教師到學生，處處都

表露出本校是一所值得家長托

付，也值得學生信賴的學府。我

們誠摯歡迎大高雄所有學區內 

 

 

 

 

 

 

 

 

 

 

 

 

 

的學生就讀，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起分享這些榮耀，一起創造下

一個更傲人的榮耀。 

 

 

 

 

 

 

 

 

 

 

 

 

 

【上圖】考取國立大學及優質私立大學

的同學合影留念。（攝影╱陳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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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序序序序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校校校校校校校校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序序序序序序序序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校校校校校校校校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1 劉一鴻劉一鴻劉一鴻劉一鴻 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應用外語系應用外語系應用外語系 6 吳欣怡吳欣怡吳欣怡吳欣怡    高苑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    

2 邱國華邱國華邱國華邱國華    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7 柯浩妤柯浩妤柯浩妤柯浩妤 高苑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 

3 劉冠廷劉冠廷劉冠廷劉冠廷    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    8 鄒道瑋鄒道瑋鄒道瑋鄒道瑋 高苑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 

4 黃至良黃至良黃至良黃至良    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    9 張家豪張家豪張家豪張家豪 南榮技術學院南榮技術學院南榮技術學院南榮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系 

5 朱宜華朱宜華朱宜華朱宜華    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    10 賴文祥賴文祥賴文祥賴文祥 美和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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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序序序序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校校校校校校校校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序序序序序序序序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校校校校校校校校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1 鄧建君鄧建君鄧建君鄧建君    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西洋語文學系西洋語文學系西洋語文學系    17 金泓億金泓億金泓億金泓億    長榮大學長榮大學長榮大學長榮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運動競技學系運動競技學系運動競技學系    

2 顏嘉宏顏嘉宏顏嘉宏顏嘉宏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數學教育學系數學教育學系數學教育學系    18 黃佳富黃佳富黃佳富黃佳富    開南大學開南大學開南大學開南大學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與創業與創業與創業與創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系管理學系管理學系    

3 謝宜秦謝宜秦謝宜秦謝宜秦    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台南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19 李怡蘋李怡蘋李怡蘋李怡蘋    開南大學開南大學開南大學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學系    

4 陳勇佑陳勇佑陳勇佑陳勇佑    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20 葉庭均葉庭均葉庭均葉庭均    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5 葉士煌葉士煌葉士煌葉士煌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化學生物系化學生物系化學生物系化學生物系    21 朱瑤晴朱瑤晴朱瑤晴朱瑤晴    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6 顏志宏顏志宏顏志宏顏志宏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健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學程健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學程健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學程健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學程    22 林佑曄林佑曄林佑曄林佑曄    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7 黃騰慶黃騰慶黃騰慶黃騰慶    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學系    23 王博瑜王博瑜王博瑜王博瑜    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8 卓國銘卓國銘卓國銘卓國銘    國立台東大學國立台東大學國立台東大學國立台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24 張以宸張以宸張以宸張以宸    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大葉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生物資源學系生物資源學系生物資源學系    

9 林宗偉林宗偉林宗偉林宗偉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系球類運動系球類運動系球類運動系    25 劉守仁劉守仁劉守仁劉守仁    中華大學中華大學中華大學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行政管理學系行政管理學系行政管理學系    

10 陳瑞斌陳瑞斌陳瑞斌陳瑞斌    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    應用日文學系應用日文學系應用日文學系應用日文學系    26 楊珮歆楊珮歆楊珮歆楊珮歆    中華大學中華大學中華大學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11 黃薏柔黃薏柔黃薏柔黃薏柔    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    27 洪傑祥洪傑祥洪傑祥洪傑祥    華梵大學華梵大學華梵大學華梵大學    美術與文創學系美術與文創學系美術與文創學系美術與文創學系    

12 劉育孝劉育孝劉育孝劉育孝    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    資資資資訊工程學系訊工程學系訊工程學系訊工程學系    28 林瑋揚林瑋揚林瑋揚林瑋揚    真理大學真理大學真理大學真理大學    台灣文學系台灣文學系台灣文學系台灣文學系    

13 曾思婷曾思婷曾思婷曾思婷    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觀光學系觀光學系觀光學系    29 楊淳涵楊淳涵楊淳涵楊淳涵    南華大學南華大學南華大學南華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4 楊秀香楊秀香楊秀香楊秀香    亞洲大學亞洲大學亞洲大學亞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企業學系國際企業學系國際企業學系    30 吳建霖吳建霖吳建霖吳建霖    南華大學南華大學南華大學南華大學    文學系文學系文學系文學系    

15 田翊君田翊君田翊君田翊君    亞洲大學亞洲大學亞洲大學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31 廖家珍廖家珍廖家珍廖家珍    明道大學明道大學明道大學明道大學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系    

16 陳亦嘉陳亦嘉陳亦嘉陳亦嘉    長榮大學長榮大學長榮大學長榮大學    護理學系護理學系護理學系護理學系    32 吳明治吳明治吳明治吳明治    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首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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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603603603 班班班班鄧建君鄧建君鄧建君鄧建君】】】】    

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西洋語文學系西洋語文學系西洋語文學系        

家裡經濟狀況不好，為了減輕家中負擔，我每

天發奮苦讀，冀盼考取國立大學。國小的我很

愛玩，面對麻煩的事情還會逃避。直到我碰到

五年級導師，她告訴我：「遇到困難就要克服

它!」這句話影響我深遠，改變了我求學與為

人處事的態度。高中三年來，我能持續這份熱

忱，努力維持前三名，要謝謝家人給我的鼓

勵，以及老師和同學的陪伴。    

【【【【603603603603 班班班班顏嘉宏顏嘉宏顏嘉宏顏嘉宏】】】】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數學教育學系數學教育學系數學教育學系  

我的讀書心得是：剛開始要先挑自己有興趣的

科目讀。我覺得社會科比較容易入手，所以在

高二的時候有花很多時間讀。高三的時候，因

為有認真讀，只要大概複習就差不多了。國文

科應該多讀四十篇核心古文，文言文比較難讀

懂。在作答方式上，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各自的

作答方式，找到適合自己的就好，不需要去學

別人。    
【【【【603603603603 班班班班謝宜秦謝宜秦謝宜秦謝宜秦】】】】    

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台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高一時我就得知「繁星計畫」，並以此為目標，

抱持認真的心態面對每一科。即使學習過程有

挫折，也努力使自己的學期成績維持全校前幾

名，因為繁星計畫很重視在校成績的百分比。

高中三年我不曾補過習，因為在偏鄉地區補習

不方便。在課業上只要有不懂的，我都會去請

教老師，而老師也會很用心的教導。我通常都

是利用晚自習的時間問老師課業問題。    

【【【【603603603603 班班班班陳勇佑陳勇佑陳勇佑陳勇佑】】】】    

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民族發展與民族發展與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拼學測的這段時間，真的是一條痛苦又漫長的

路，但我還是成功的完成了這段路，最後也得

到了不錯的結果。老實說，我的成績並不是很

理想，可是我就讀的高中有個優勢，就是只要

你用功就可以得到繁星計畫的甄選資格。俗話

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只要努力不懈，

就能嚐到甜美的果實。經過這次考試，我深切

體會到箇中的意涵。    

【【【【603603603603 班班班班葉士煌葉士煌葉士煌葉士煌】】】】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化學生物系化學生物系化學生物系化學生物系 

學測考試當天心情非常緊張，但我知道緊張沒

有用，只好放輕鬆，慢慢的思考、判斷、驗證、

推論，這樣一來，就可以得心應手。如果想在

學測拿高分，就得用功讀書，調整好心情，耐

心應付每道題目，最後一定能駕輕就熟的。此

外，我建議學弟妹們在學測前一天不要吃太多

東西，以免當天腸胃不適。睡眠也要充足，思

路才會清晰。    

【【【【603603603603 班班班班黃騰慶黃騰慶黃騰慶黃騰慶】】】】    

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學系 

我的讀書經驗是，專心的看講義，並把講義中

的重點做成一本自己的筆記，然後一直寫歷屆

試題。其實讀書最重要的不是你讀了多少，而

是你吸收進去了多少。還有，不要為了讀書，

而一直逼自己，適當的休閒是必要的，不要因

為讀書破壞了心情，甚至還搞壞了身體，那就

得不償失了。這次考上宜蘭大學的土木工程

系，我很高興，因為它能減輕我的經濟負擔。    
【【【【603603603603 班班班班卓國銘卓國銘卓國銘卓國銘】】】】    

國立台東國立台東國立台東國立台東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公共公共公共公共與與與與文化事務學系文化事務學系文化事務學系文化事務學系 

學習，是一種過程，更是一種態度，努力就會

有所收穫。學習是為了完善人生，而非享樂人

生，所以學習是一輩子的事，並非階段性的任

務而已。荀子曰：「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

馬十駕，功在不舍。」我覺得學習並非一朝一

夕之事，而是經年累月所成。最重要的是恆

心，而非一曝十寒，努力與堅持才是造就成功

的關鍵。    

【601601601601 班班班班林宗偉林宗偉林宗偉林宗偉】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國立台灣體育大學╱╱╱╱球類球類球類球類運動運動運動運動系系系系 

當自己被選為國家代表隊時，心裡有一種榮耀

感。我想將這份榮耀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家人

及辛苦栽培我的母校。三年來，風雨無阻的跟

橄欖球隊的隊友們併肩作戰，雖然很累、很

苦，但是當大家一起奪下獎盃時，那份成就感

是千金難買的。我曾到馬來西亞與紐西蘭做移

地訓練，在過程中拓展了視野，也跟其他國家

的選手相互交流，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回憶。    
【【【【603603603603 班班班班黃薏柔黃薏柔黃薏柔黃薏柔】】】】    

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應用英語學系 

考試前，無論是心情、生活都受到了一些影

響。為了靜下心專心讀書，我用慢跑的方式抒

發壓力。一路上有家人的鼓勵、同儕的陪伴、

老師的支持，擁有這些力量我更能朝目標前

進！藉著繁星推薦的資格考上我喜歡的科

系，真的很開心，也很感謝。最後，想對默默

贊助複習講義的出版社說：雖然不認識你們，

但我謝謝你們！    

【601601601601 班班班班陳瑞斌陳瑞斌陳瑞斌陳瑞斌】 

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應用日文學系應用日文學系應用日文學系應用日文學系 

高一和高二一定要認真上課，每天回家後把當

天教的內容複習。到了高三，老師通常會複習

高二的東西。有時間要盡量準備國文和英文，

國文科因範圍很廣，可以多看古文，多做歷屆

考古題；英文科要多背英文單字、多閱讀。總

之，這兩門科目是比較需要基礎的，要儘早做

準備。學測前五十天，要大量的練習學測考古

題，讓自己熟悉學測題型，並累積自信。    

【601601601601 班班班班劉育孝劉育孝劉育孝劉育孝】 

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 

考完學測後，心裡的壓力減輕了很多，心情也

跟著放鬆了。然而，到了學測成績即將出爐的

那一天，緊張的氣氛又回到我身邊。在填繁星

申請表時我一直在找喜歡的科系，但因為我的

學測分數不高，所以不敢期望能上好學校。我

看到中國文化大學有我喜歡的資工系，它的篩

檢門檻又適合我，於是就決定選這所學校來拼

看看，沒想到竟能如願以償，讓我很慶幸。  
  

【【【【603603603603 班班班班曾思婷曾思婷曾思婷曾思婷】】】】    

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義守大學╱╱╱╱觀光學系觀光學系觀光學系觀光學系 

當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在第一批準大學生的名

單裡時，喜不自勝，很開心自己可以幸運的

「賭」到學校。當我們在選填繁星志願時，大

家都非常緊張，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夢想的大

學，但現實卻是非常殘酷的，沒有人可以預測

篩檢結果。選填繁星志願就像場賭博，應該選

擇對自己最有利的大學，放手去賭！很幸運的

我賭贏了我理想的大學和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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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學計畫樂學計畫樂學計畫樂學計畫放榜放榜放榜放榜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國中部國中部國中部國中部共共共共 29292929 人考取高雄女中等公立學校人考取高雄女中等公立學校人考取高雄女中等公立學校人考取高雄女中等公立學校    
【本刊訊】 

  本校高中部學生今年在大

學甄選中繳出亮麗的成績單，締

造歷史新紀錄，國中部學生也不

遑多讓，在高中職樂學計畫中考

取高雄女中、鳳山高中、高雄家

商、高雄高工、鳳山商工等公立

學校，表現不俗。這些成果不僅

讓老師感到欣慰，也發揮良性循

環的效應，讓更多社區內的家長

爭相將孩子送來本校就讀。 

  隨著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

的來臨，國中教師與學生面臨許

多新的考驗。本校教師提早因

應，在教學上嘗試新的方法，以

更生動活潑、更具啟發性的教法

提昇學生學習的成效。此一改

變，不僅讓十二年國教首批實施

的國一學生受惠，也讓應屆的國

三學生披澤，獲得更好的智能發

展，從而在升學上創下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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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 

  為了全面提昇學生與教師

的閱讀能力，近年來教育主管單

位在閱讀推廣上不遺餘力，不但

制定「晨讀運動」、「最愛閱讀，

就在高雄」等重大政策，而且在

人力、物力上投入更多資源來落

實政策，展現劍及履及的效能。 

  本校積極響應教育政策，透

過各種閱讀活動來培養學生的

閱讀習慣，使他們建構更好的語

文理解能力與欣賞能力。不僅如

此，本校也鼓勵學生在閱讀文本

後進行文學創作，以實際的習作

來提昇語文表達能力。 

  為了增加學生創作的發表

機會，本校一方面舉辦校內讀書

心得比賽，另方面也網羅校外各

種文學創作比賽的資訊，鼓勵任

課老師指導學生參賽。 

  今 年 高 中 部 學 生 參 加

1020315 梯次「全國高中讀書心

得寫作比賽」，再度展現雄厚的

寫作實力，一舉奪下 9 張獎狀。

得獎的作品分別獲得特優獎與

優等獎，氣勢如虹，讓外界看見

本校學生的優異競爭力。這些作

品 已 刊 登 在 本 校 圖 書 館 的 網

頁，歡迎大家點閱，分享作者在

閱讀各種書籍後激發的情感與

思想結晶。 

  此外，本校學生參加法界文

教基金會首度舉辦的孝道徵文

比賽也獲得斐然的成績。這項比

賽由六龜區八所中小學負責主

辦與協辦工作，徵稿對象為全高

雄市所有中小學。因徵稿範圍廣

大，投稿踴躍，故高中、國中及

國小各組的參賽規模都很大，競

爭激烈。在各方角逐之下，本校

學生脫穎而出，獲得高中組第二

名的殊榮，還有多篇作品獲得佳

作的肯定。日後所有得獎作品將

集結成書，正式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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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序序序序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校校校校校校校校        科科科科科科科科別別別別別別別別        序序序序序序序序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校校校校校校校校        科科科科科科科科別別別別別別別別        

1 賴珈熏賴珈熏賴珈熏賴珈熏    市市市市立立立立高雄女中高雄女中高雄女中高雄女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1 顏秀蓁顏秀蓁顏秀蓁顏秀蓁    市立市立市立市立高雄高商高雄高商高雄高商高雄高商    國貿科國貿科國貿科國貿科    

2 陳陳陳陳        葦葦葦葦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鳳山高中鳳山高中鳳山高中鳳山高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2 張頎祥張頎祥張頎祥張頎祥    市市市市立立立立高雄高工高雄高工高雄高工高雄高工    資訊科資訊科資訊科資訊科    

3 劉郁汝劉郁汝劉郁汝劉郁汝    市立市立市立市立左營高中左營高中左營高中左營高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3 鄭佳昇鄭佳昇鄭佳昇鄭佳昇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鳳山商工鳳山商工鳳山商工鳳山商工    機械科機械科機械科機械科    

4 莊子萱莊子萱莊子萱莊子萱    市立市立市立市立六龜高中六龜高中六龜高中六龜高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4 莊子嫺莊子嫺莊子嫺莊子嫺    市立市立市立市立三民家商三民家商三民家商三民家商    觀光科觀光科觀光科觀光科    

5 高仲芸高仲芸高仲芸高仲芸    市立市立市立市立六龜高中六龜高中六龜高中六龜高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5 魏弘旭魏弘旭魏弘旭魏弘旭    市立市立市立市立三民家商三民家商三民家商三民家商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6 王弼瑋王弼瑋王弼瑋王弼瑋    市立市立市立市立六龜高中六龜高中六龜高中六龜高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6 陳正哲陳正哲陳正哲陳正哲    市立市立市立市立海青工商海青工商海青工商海青工商    建築科建築科建築科建築科    

7 陳泰言陳泰言陳泰言陳泰言    市立六龜高中市立六龜高中市立六龜高中市立六龜高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7 田翊惠田翊惠田翊惠田翊惠    市立海青工商市立海青工商市立海青工商市立海青工商    美工科美工科美工科美工科    

8 彭曼婷彭曼婷彭曼婷彭曼婷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8 杜為聖杜為聖杜為聖杜為聖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    電機科電機科電機科電機科    

9 陳艾綸陳艾綸陳艾綸陳艾綸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9 紀政全紀政全紀政全紀政全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    電機科電機科電機科電機科    

10 韓程凱韓程凱韓程凱韓程凱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10 薛圳江薛圳江薛圳江薛圳江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    機械科機械科機械科機械科    

11 賴珮瑜賴珮瑜賴珮瑜賴珮瑜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11 張鴻銓張鴻銓張鴻銓張鴻銓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    機械科機械科機械科機械科    

12 羅芳婷羅芳婷羅芳婷羅芳婷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12 顏叡祥顏叡祥顏叡祥顏叡祥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    農場經營科農場經營科農場經營科農場經營科    

13 楊雅媛楊雅媛楊雅媛楊雅媛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    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    13 許福麟許福麟許福麟許福麟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旗山農工    農場經營科農場經營科農場經營科農場經營科    

14 陳靜芳陳靜芳陳靜芳陳靜芳    國立旗美高中國立旗美高中國立旗美高中國立旗美高中    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                    

15 劉怡均劉怡均劉怡均劉怡均    國立旗美高中國立旗美高中國立旗美高中國立旗美高中    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                    

16 林林林林        偉偉偉偉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旗美高中    服裝科服裝科服裝科服裝科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高高高高高高高高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111111110000000011111111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國國國國國國國國高高高高高高高高中中中中中中中中讀讀讀讀讀讀讀讀書書書書書書書書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寫寫寫寫寫寫寫寫作作作作作作作作比比比比比比比比賽賽賽賽賽賽賽賽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獎獎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單單單單單單單單        

序序序序序序序序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獎次獎次獎次獎次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1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601 黃佳富黃佳富黃佳富黃佳富 從不熄滅的希望火種從不熄滅的希望火種從不熄滅的希望火種從不熄滅的希望火種 

2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502 劉哲岡劉哲岡劉哲岡劉哲岡 看見生命的韌度看見生命的韌度看見生命的韌度看見生命的韌度 

3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502 陳憶秀陳憶秀陳憶秀陳憶秀 每一個零件都是運轉世界的關鍵每一個零件都是運轉世界的關鍵每一個零件都是運轉世界的關鍵每一個零件都是運轉世界的關鍵 

4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502 邱仲彥邱仲彥邱仲彥邱仲彥 揮動勇氣的翅膀去飛翔揮動勇氣的翅膀去飛翔揮動勇氣的翅膀去飛翔揮動勇氣的翅膀去飛翔 

5 特優特優特優特優 401 紀美朱紀美朱紀美朱紀美朱 尋找天份尋找天份尋找天份尋找天份，，，，努力耕耘努力耕耘努力耕耘努力耕耘 

6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601 張宇婷張宇婷張宇婷張宇婷 結束是另一個美好的開始結束是另一個美好的開始結束是另一個美好的開始結束是另一個美好的開始 

7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601 鄭心懿鄭心懿鄭心懿鄭心懿 活出自我的風采活出自我的風采活出自我的風采活出自我的風采 

8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603 余富存余富存余富存余富存 在平凡中看出不平凡之美在平凡中看出不平凡之美在平凡中看出不平凡之美在平凡中看出不平凡之美 

9 優等優等優等優等 401 陳佳欣陳佳欣陳佳欣陳佳欣 越多元越美麗越多元越美麗越多元越美麗越多元越美麗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界界界界界界界界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基基基基基基基基金金金金金金金金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111111110000000011111111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孝孝孝孝孝孝孝孝道道道道道道道道徵徵徵徵徵徵徵徵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比比比比比比比比賽賽賽賽賽賽賽賽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獎獎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單單單單單單單單        

序序序序序序序序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獎次獎次獎次獎次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1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502 陳憶秀陳憶秀陳憶秀陳憶秀    勇敢向父母說出愛勇敢向父母說出愛勇敢向父母說出愛勇敢向父母說出愛    

2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502 高金葉高金葉高金葉高金葉    孝順是任重道遠的付出孝順是任重道遠的付出孝順是任重道遠的付出孝順是任重道遠的付出    

3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502 陳可馨陳可馨陳可馨陳可馨    讓孝道擴散成一個同心圓讓孝道擴散成一個同心圓讓孝道擴散成一個同心圓讓孝道擴散成一個同心圓    

4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603 劉一鴻劉一鴻劉一鴻劉一鴻    蓮台野悟孝蓮台野悟孝蓮台野悟孝蓮台野悟孝    

5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603 梁思唯梁思唯梁思唯梁思唯    孝道之反思孝道之反思孝道之反思孝道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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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 

  高雄市 101 學年度中等學校運動會圓滿落幕，本校參賽選手在

舉重項目勢如破竹，勇奪一面銀牌及銅牌。銀牌由 504 班張文正在

男子組 62 公斤級摘下，銅牌則由 602 班吳欣怡在女子組 75 公斤級

取得。另外 401 班謝思偉在男子組 69 公斤級也獲得第五名，精神可

嘉。三名選手外表斯文，但站上比賽台後，立即展現雄渾的氣勢，

以力拔山河的威猛表現震懾全場。舉重運動的訓練是一項「吃力不

討好」的事，一不小心就會傷及筋骨或肌肉，具有高難度。不過，

這個高難度也正是它的挑戰性所在。投入舉重運動的選手們，在一

磅一磅增加重量後，順利舉起杠鈴時，那種挑戰成功的喜悅是千金

不換的。我們期許三位同學能更上一層樓，在全國運動會中有更卓

越的表現，為校爭光。 

        
【本刊訊】 

  合唱團一直是本校引以為傲的學生社團，歷年來在國內各種比

賽中橫掃千軍，摘下無數榮耀。今年合唱團高中部與國中部的同學

分別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高中組與國中組的項

目，再度載譽而歸。國中組獲得最高榮譽的特優獎，高中組則獲得

優等獎，雙雙為校史室再添金碧輝煌的獎牌。 

  本屆合唱團的成軍有些倉促，高中部三年級的成員甚至是在完

成學測考試後才加入訓練行列。所幸在合唱團指揮老師及本校音樂

老師的嚴謹訓練下，團員們不負眾望，以悠揚悅耳的歌聲征服評審

們挑剔的耳朵，戴上桂冠。在訓練過程中，團員們常常一練就是一

整個下午，甚至是一整天，不僅要練習各種發聲及演唱的技巧，更

要練習客語，以正確而流利的發音展現鄉土歌謠的美感。他們不辭

辛苦，為的就是身上背負的重大使命。 

  接下來，合唱團將在６月３日到鳳山的大東藝術文化中心，與

高雄醫學大學聲樂社一同登台演出，再現風華。 

【下圖】參加比賽的合唱團成員在舞台上認真演唱。（攝影╱學務處） 

 

    
【本刊訊】 

  普賢教育基金會的熱心志工深入非洲大陸窮困地區，為貧病交迫

的孩童辦學，讓教育紮根，希望教育的普及化能釜底抽薪的改變他們

的國民素養與生活品質。他們秉持「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胸懷，

在尚未開發的非洲國度中不畏沙漠的酷熱與疾病的肆虐，以愛心灌溉

那片大地。這種痌瘝在抱的大愛情懷、無私無我的奉獻精神，令人感

佩不已。當地接受救濟的居民無以為報，便將家中的木雕送給基金會，

作為投桃報李的謝禮。樸拙無華的禮物，讓人感受到當地居民可愛善

良的心思。這是無價的珍寶，象徵著兩國人民跨越疆界的感人交流。

基金會的志工們回國後，在全台各地舉辦非洲木雕巡迴展，透過展覽

分享他們用愛佈施非洲人民的故事。本校學生在座談會中深切感受到

飢餓孩童的無依無助，也因此反照出自己在台灣的富足安樂，從而更

懂得珍惜自己擁有的生活，並激發出為人伸出援手的人道關懷精神。 

【下圖】基金會的志工舉在座談會中分享非洲行善的故事。（攝影╱學務處） 

 

 
【本刊訊】 

  輔導室於 4 月 12 日舉辦「生涯發展教育──升學博覽會」，邀請

各高中職及專科學校到校擺設攤位進行宣傳。國中部學生在琳瑯滿目

的攤位中積極詢問各種資訊，並瞭解各職群的生態，為自己的未來前

程打開了一扇窗。 

【下圖】國中部學生踴躍參觀琳瑯滿目的學校攤位，進行生涯試探。（攝影╱輔導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