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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校校積積極極推推動動國國際際交交流流，，師師生生共共組組志志工工隊隊遠遠赴赴海海外外行行善善送送暖暖

【本刊訊】 

  暑假剛揭開序幕，本校參加

泰北志工服務的學生就整裝出

發，遠赴泰國北部山區進行教學

輔導與文化交流。 

  抵達曼谷機場後，坐了近 15

小時的車，在蜿蜒山路上盤旋迴

繞，一路顛簸，好不容易才來到

目的地漂排村。此行服務的對象

是中興中學的學生，工作內容主

要是華語教學。 

  在交通不便、物資匱乏的山

區，擔任志工的學生個個都成了

「愛心小天使」，儘管食衣住行

各方面都得刻苦耐勞，他們依然

甘之如飴，因為他們在關懷別人

的過程中獲得了豐富的心靈宴

饗。他們寄宿在校長家，三餐都

是校長夫人親自下廚。雖然只是

粗茶淡飯，但是菜香中揉合了濃

濃的人情味。晚上睡覺雖然要打

地舖，但是大夥兒擠在一起睡，

那種同甘共苦的感覺，讓心頭湧

上義無反顧的信念。最特別的體

驗，莫過於在路邊洗臉、洗頭、

洗衣服，還有就是天天洗冷水

澡。這群出生在九零年代的學

生，體驗了前所未有的簡樸生

活。沒有一個人抱怨，因為他們

知道這是體驗當地人民生活疾

苦、融入當地生活的最好方式。 

  當地學生有些因為要幫助

家裡採茶而只能上半天課；有些

每天要長途跋涉一小時上學；有

些則是從緬甸逃難過來，孤苦無

依。本校擔任小老師的志工們除

了用各種有趣的方式教當地小

朋友中文，還教他們唱歌，陪他

們打球、散步、聊天。真心的付

出感動了他們，於是他們也以熱

情的掌聲與認真的學習來回應。 

  課餘時間，志工們還跨越國

界，到一路之隔的緬甸萊果旺小

學訪視。臨走前，又去大同中學

體驗為泰皇慶生的種樹活動。 

  11 天的行善之旅，本校志工

用愛在泰北邊境灌溉了一群幼

苗，留下一篇夏日的動人故事。 

 

 

 

 

 

 

 

 

 

 

 

 

 

 

 

 

 

 

 

 

 

【左上圖：志工在中興中學展旗留影】 

【右上圖：志工在教室進行華語教學】 

【右中圖：志工與泰北學生打成一片】 

【右下圖：志工蹲在路邊用冷水洗頭】 

 

★★★★★★★★愛心小天愛心小天愛心小天愛心小天使使使使★★★★★★★★    

林思婷林思婷林思婷林思婷 

【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 

  以前我是坐在講

台下的學生，來到這

裡變成了講台上的老

師。上課要管秩序，

還要構思表演內容，

終於體會到當老師的

辛苦。還好，這裡的

孩子很有禮貌也很體

貼。他們多才多藝，

只是欠缺教材。希望

大家能捐助更多教育

資源給地處偏壤的他

們，讓他們有展現潛

能的機會。 

★★★★★★★★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    

陳名芳陳名芳陳名芳陳名芳    

【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 

  經過村落時，小

朋友盯著我們看，好

像我們是稀有動物一

樣。不過，安頓下來

後，我和孩子們就像

朋友一樣，早上一起

打球，下午一起上

課，晚上一起散步聊

天。在山上，因為能

源匱乏，連下雨都得

洗冷水澡。睡覺時，

我們也必須打地舖。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

很捨不得離開。 

★★★★★★★★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    

賴月玲賴月玲賴月玲賴月玲    

【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 

  這裡的學生有些

每天要走一個小時的

路程上學。有些學生

在泰語學校已經是國

中畢業了，但為了要

到台灣工作，於是來

這裡學習華語，從國

一開始就讀。面對這

些千里迢迢來上學，

或懷抱著到台灣工作

憧憬的學生，我很佩

服，心頭也有沉重的

壓力，很希望可以多

給他們一些什麼。 

★★★★★★★★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    

李珮亭李珮亭李珮亭李珮亭    

【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 

  因為地處偏遠，

薪水又低，這裡的師

資嚴重不足。來到這

裡教小朋友學華語，

雖然有挫折感，但看

到這片土地上插著我

們的國旗，人民努力

學著我們的語言，心

裡的感動就化成一股

力量，變成責任感與

包容力。看著當地小

朋友的天真純樸、知

足惜福，我也開始更

珍惜自己的生活。 

★★★★★★★★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    

紀美朱紀美朱紀美朱紀美朱    

【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 

  那些學生其實年

齡跟我差不多，被叫

老師還滿害羞的。第

一天我以複習「國字

注音」為出發點，用

AB組搶答及另類的國

字賓果遊戲上課，希

望他們在遊戲中快樂

的學習。我花了很長

的時間去製作單字

卡，這下才知道備課

好辛苦，但看到他們

的熱情回應，一切都

值得了。 

★★★★★★★★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愛心小天使★★★★★★★★    

曾玉旻曾玉旻曾玉旻曾玉旻    

【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真情分享】 

  透過拼字遊戲，

我教學生背誦一段文

章，他們的學習態度

很積極，很快就能朗

朗上口。為了成果

展，我還教了許多歌

曲，像是＜朋友＞、

＜當我們同在一起＞

及＜再見＞等，另外

還有一首很特別的＜

喜德漂移舞＞。他們

好喜歡唱歌跳舞，在

他們眼裡，彷彿有顆

小太陽在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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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校校校校校校校校高高高高高高高高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優優優優優優優優質質質質質質質質化化化化化化化化計計計計計計計計畫畫畫畫畫畫畫畫更更更更更更更更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層層層層層層層層樓樓樓樓樓樓樓樓，，，，，，，，111111110000000022222222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起起起起起起起起展展展展展展展展翅翅翅翅翅翅翅翅飛飛飛飛飛飛飛飛向向向向向向向向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二二二二期期期期期期期期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本刊訊】 

  自從 98 年獲得教育部評選

為優質化高中後，歷經四年的耕

耘，本校在各項計畫的執行成果

上雖然未能盡善盡美，但全體工

作團隊的努力過程仍值得肯定，

而蛻變與成長的樣貌也是外界有

目共睹，因此教育部繼續支持本

校進行優質化的改造工程，給予

第二期程的經費補助。 

  本校第一期程以「品格提

昇、品質進步、品味優雅」的三

品校園為學校發展願景，各項子

計畫均圍繞於學生學習、課程發

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教學及

校園特色發展，計畫和計畫之間

雖有關聯，但目標較為分散，缺

乏有效整合，且教師並未全面參

與。因此，在規劃第二期程時，

我們期待學校整體師生都能動起

來，以第一期程的經驗為基礎，

創造第二期程的全面優質成效。

為達成此目標，我們在三品校園

的基礎上，以「落實優質的全人

教育，成為價值內化的小而美學 

校」為願景。 

  第二期程的優質化計畫包

含《六龜彩蝶計畫》、《飛鷹啟

航計畫》、《翡翠山城計畫》等

三大子計畫。《六龜彩蝶計畫》

的具體計畫有＜ READ 計畫

＞、＜多元展能計畫＞、＜適性

學習計畫＞；《飛鷹啟航計畫》

的具體計畫有＜教師薪傳計畫

＞、＜教學合作計畫＞；《翡翠

山城計畫》的具體計畫有＜社會

文史深耕計畫＞、＜服務學習計

畫＞。為了提高教師參與率及熟

悉優質化目標，在計畫形成過程

中，經歷多次行政會議、教學研

究會及課程發展委員會的討論

與對話。 

  未來在執行上將以培養學

生閱讀及藝文欣賞能力、發展教

師教學精進能力、深耕社區文史

及服務實踐學習等為目標，積極

發揮組織團隊動能，結合社區家

長資源，凝聚全校共識願景，以

期創造更輝煌的成果。 

 

 

宏達電信望愛基金會捐贈本校平板電腦宏達電信望愛基金會捐贈本校平板電腦宏達電信望愛基金會捐贈本校平板電腦宏達電信望愛基金會捐贈本校平板電腦，，，，推展高科技數位行動學習推展高科技數位行動學習推展高科技數位行動學習推展高科技數位行動學習    
【本刊訊】 

  由宏達電（HTC）董事長王雪

紅成立的「信望愛基金會」秉持回

饋社會與培育人才的公益理念，慷

慨解囊的捐贈大批 Flyer 平板電

腦給全國各地的莘莘學子使用。經

過遴選，高雄市共有 15 所高中獲

選為受贈對象，本校也躋身其中。 

  數位行動學習是未來雲端學

習的趨勢，它是「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學習模式，透過高科技的網路平

台，提供使用者一個分享資源與傳

播知識的學習環境，使學習的形式

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走到哪兒

學到哪兒。本校高中部一年級新生

是這次捐贈計畫的首批受惠者，每

人均可獨立擁有一台 Flyer 平板

電腦，作為課堂與課後的學習媒體 

 

【上圖：HTC Flyer 平板電腦的頁面展

示】 

。為使這些硬體設備發揮更好

的學習效益，本校制訂了相關

的教學策略，由教師設計教案

引導學生在數位課本中留下文

字、網頁與影音的註解，在雲

端平台上與他校共相切磋。 

  未來就讀本校高中部的學

生均有機會使用這些新穎的平

板電腦，享受數位行動學習的

樂趣。 

 

 

【本刊訊】 

  102 學年度高雄市語文競賽

成績出爐，代表本校參賽的師生

獲得亮眼成績，顏嘉儀老師榮獲

國語朗讀項目教師組第 2 名，國

三的蔡明展也獲得閩南語演說

項目國中組第 4 名，而高三的林

婉婷則獲得原住民語朗讀項目

高中組第 6 名。 

  高 雄 市 語 文 競 賽 行 之 有

年，競賽項目包含「演說」、「朗

讀」、「作文」、「寫字」、「字音字

形」等，其中「演說」、「朗讀」

及「寫字」項目又包含國語、閩

南語、原住民語等組別。五大項 

目依照身份區分為國小組、國中

組、高中組、教師組、社會組等。

「演說」與「朗讀」項目的評分

向度包括語音、台風、內容、聲

情等；「作文」項目的評分向度

包括內容、結構、修辭、標點、

書法等；「寫字」項目的評分向

度包括筆法、章法、結構等；「字

音字形」項目的評分向度則為正

確字數的累計。 

  本校在國中組、高中組、教師

組均派出代表選手參賽。他們在激

烈的競爭中能名列前茅，殊為不

易。本校仝表慶賀，同時也期勉明

年有更出色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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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31102103110210311021031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全國高中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全國高中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全國高中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全國高中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12121212 人獲得人獲得人獲得人獲得「「「「特優獎特優獎特優獎特優獎」」」」等獎次等獎次等獎次等獎次    
【本刊訊】 

  提昇學生閱讀與寫作能力素為本校重要的發展目標，從國文課的

作文教學到校內讀書心得寫作比賽的舉辦，再到文學欣賞社的成立，

種種活動足以顯現教師與學生在這方面的深耕。揮汗之後，我們看到

了累累成串的甜美果實。在全國高中讀書心得寫作比賽中，一次又一

次綻放絢爛的光彩。今年 1021031 梯次的比賽中，本校共有 16 篇作

品參賽，其中 12 篇再度獲獎，得獎比例令人刮目相看。 

★★★★★★★★★★★★★★★★★★★★    得得得得獎獎獎獎作品欣作品欣作品欣作品欣賞賞賞賞    ★★★★★★★★★★★★★★★★★★★★    

獎獎獎獎獎獎獎獎次次次次次次次次：：：：：：：：特特特特特特特特優優優優優優優優獎獎獎獎獎獎獎獎        

題題題題題題題題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做做做做做做做做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個個個個個個個個擺擺擺擺擺擺擺擺渡渡渡渡渡渡渡渡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書書書書書書書書名名名名名名名名：：：：：：：：《《《《《《《《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帝帝帝帝帝帝帝帝派派派派派派派派來來來來來來來來天天天天天天天天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獎獎獎獎獎獎獎獎者者者者者者者者：：：：：：：：666666660000000022222222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邱邱邱邱邱邱邱邱玟玟玟玟玟玟玟玟諭諭諭諭諭諭諭諭        

指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老老老老老老老老師師師師師師師師：：：：：：：：陳陳陳陳陳陳陳陳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這本書讓我獲益良多，書中的主角是隻泰迪熊，他代替了小主人

（一位小女孩）實現她父母親生前的願望。當一切準備就緒後，泰迪

雄踏著堅定的步伐啟程了，他在世界各地遇見了許多願意幫助他的好

人，他們幫助了身負重任的他，完成了小女孩父母親的願望。雖然他

一度遭到遺棄，但這世上還是有很多充滿愛心的人。 

  這本書讓我們知道，遇到挫折時不要氣餒，「上帝若為你關了一

扇門，必會為你開另一扇窗」，我們一定可以找到那條希望之路。書

中也提到，小熊雖然只是隻玩具熊，但他到最後「活過來」了。雖然

他不像小木偶到最後還有仙女讓他擁有真實的肉體，但他在驚險的旅

途中遇見了很多的好人。他們的幫助或許只是舉手之勞，也可能只是

個過客的同情，但對小熊而言，這些人都是讓他完成小主人父母親願

望的人，同時也是賦予小熊「生命」的人。幫助了一些人，在你心中

可能只是舉手之勞，一件不足掛齒的事，但對那些受到幫助的人，那

件事可能會一輩子深深烙印在心中，永遠心懷感激。 

  在人生的旅途中，難免會遇到挫折與困頓，這時如果有一雙手、

一個懷抱、一個肩膀能給我們溫暖、慰藉、依靠，那麼我們就能在沮

喪中重新燃起希望，鼓起勇氣，大步邁向下一個人生的挑戰。因此，

我們應該試著思考：在我們人生中，有多少人給過我們幫助？而我們

又曾給過多少人幫助？如果我們在遭逢蹇厄時，有人曾幫我們度過難

關，像個擺渡之人一樣，載我們一程，陪我們一段路，讓我們能繼續

追尋夢想，那麼在我們有能力的時候，也應該當個擺渡之人，發揮菩

薩心腸，以悲天憫人的胸懷助人一臂之力。 

  屈原在＜漁父＞這篇作品中描述他當時因為國君被小人蒙蔽，整

個國家岌岌可危，於是他憂心忡忡的徘徊江邊，試圖找出一個對應的

策略，讓渾濁黑暗的國家能夠變得澄澈。殘酷的現實卻讓他無法實現

拯世救民的抱負，於是他以儒家思想展現出不願與世同流合污的堅

決。一位隱居江湖的漁夫偶然遇見他後，以道家思想勸他說：「聖人

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

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雖然屈原

最後還是選擇投身江流，葬身於魚腹中，但漁夫在他最苦悶時給了他

一盞燈，希望他能換個角度，以另一種思維與方式面對塵憂俗慮，這

是一種值得肯定的人道關懷，不是嗎？ 

  這本書藉一隻泰迪熊來傳遞「能幫助別人者就是天使」的旨趣，

富有童話的想像，揭櫫了人類善良的的本質。在我闔上書本後，我彷

彿看見自己的內心有一盞蠟燭正在熠熠燃燒，散發光與熱。我將用那

一盞蠟燭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 

…………………………………………………………………………… 

    
【本刊訊】 

  由本校社會科教師組成的社會文史社群在＜社會文史深耕計畫

＞的執行中有了初步的成果，這學期他們以原住民學生為主題，探究

六龜當地現有的原住民族群，包括布農族、魯凱族、西拉雅族、鄒族、

排灣族等。 

  10 月 29 日下午第六、七節，歷史、地理、公民這三科的老師帶

領學生在本校長榮教學大樓舉行成果發表會。發表方式是由高一各班

學生分成三至五組，舉辦一場原住民服裝的展示與文化表演。首先，

由歷史科老師負責各族群服裝特色的介紹，協助學生蒐集資料，用最

環保的方式製作出具有族群特色的服裝。接著，由公民科老師負責各

族群成年禮的介紹，經由課堂的講解，讓各組學生了解各族成年禮代

表什麼意義。最後，由地理科老師負責各族群在台灣、高雄、六龜等

區域範圍內人口分布的介紹，讓學生了解六龜地區的原住民是從不同

地方匯聚而來，加深學生對族群遷移的了解。 

  參加發表的同學在規定時間內邁力展現各族的服裝特色，然後用

戲劇方式呈現成年禮特色，逸趣盎然，引起熱烈迴響。 

【下圖：401 班布農族同學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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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 

8/17 至 8/21 本校與國立政治大學真愛社辦理生命教育營隊，參 

加對象為國一與高一新生。這項活動的宗旨在於讓新生藉由活動培 

養自我探索、生涯思考及人際互動等能力，迎向新的學習階段。        

 

【上圖：政大學生與本校學生合影留念】 

 

【本刊訊】 

教育工作是一份壓力沉重的職業，為了替勞苦功高的教師們舒 

壓，本校積極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這學期共舉辦了四場，主題 

分別為心理抒壓、導師知能、同理心訓練以及桌遊輔導。透過相關 

的研習課程，教師一方面獲得壓力抒發的機會，另方面也提升了班 

級的輔導知能。 

 

【上圖：研習會場實況】 

  

 

        
【本刊訊】 

  每到教師節，平時含蓄內斂 

的學生總會藉著這一天的節慶大 

方的向老師表達謝意與敬意。今 

年本校為了慶祝教師節，規畫一 

系列兼具趣味與教育意義的活動 

，包括「教師肖像寫真比賽」與 

「班級感恩卡製作」等，期望學 

生能從創作中理解尊師重道與感 

恩的深刻意涵。有些老師在看到 

自己畫像時都忍不住莞爾一笑， 

也有老師在看到感恩卡時熱淚盈 

眶。 

【右圖：教師肖像寫真比賽作品】 

 

 
【本刊訊】 

為教導全體師生防災觀念， 

透過災害來臨的模擬體驗建立臨 

危不亂、處變不驚的態度，本校 

特別辦理「防災校園訓練及參訪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校外教學活 

動」。此計畫一方面配合九年一 

貫課程，利用實地環境教學，使 

學生瞭解環境教材與學習的關連 

性；另方面整合環境資源，將之 

轉化為教育現場教材，以擴充學 

生知識領域，提高教學效能。在 

具體的活動上，依序進行地震避 

難掩護的程序、預演，最後到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進行校外教學 

【右圖：科工館地震情境模擬體驗】 

 

 
【本刊訊】 

為了提供師生與社區民眾一個 

隨性看書與舊書交流的場域，本 

分別在總務處及高中部大樓的二 

樓成立「閱讀角」。其硬體設備 

包括桌椅、報架與書架等，而陳 

列的圖書資源有二：一是圖書館 

過期的期刊雜誌與報紙，二是向 

校內師生與社區人士募集舊書。 

營運方式以自助的方式讓讀者自 

由選取書籍，讀者登記姓名與身 

份後即可帶回閱讀，不限歸還日 

期。閱讀角的成立不僅能使師生 

與社區的資源共享，達到節能減 

碳的環保效益，還能促進知識的  【上圖：高中部閱讀角實景】 

交流，增進情誼的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