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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譽口碑載道 新生人數激增 
【本刊訊】 
驚天動地的莫拉克浩劫，讓

南台灣瞬間山河變色。山明水秀

的六龜地區，遭受前所未有的重

創。昔日崇巒疊翠、清流潺湲的

明媚風光，被狂風暴雨摧毀得面

目全非。在洪水的肆虐下，橋斷

路毀，滿目瘡痍。 
風災期間，本校無法倖免於

難，幸虧校區地勢較高，因此損

害情況較鄰近地區輕微。不過，

由於聯外道路中斷，教職員一時

無法到校辦公，學校營運面臨停

擺的困境。為解決燃眉之急，校

方緊急協調旗尾國小，提供臨時

辦公之所。 
高中部新生報到前夕，學校

負責招生業務的行政人員忐忑

不安，深怕慘重的災情阻絕新生

報到的意願。不過，他們沒有坐

困愁城，更沒有頹靡喪志。他們

挺身扛起重擔，秉持昂揚的鬥

志，逐一聯絡每一位新生。堅毅

的行動，彷彿電影《一個都不能

少》當中的感人畫面。 
教務處的葉淑燕主任、邱淑

英組長、劉又瑋老師、王雅萍幹

事，以及學務處的萬孟昆主任，

這些坐陣前線的教職員緊握著

電話，戮力不懈的聯絡每一位六

龜高中的新鮮人。他們一通通的

撥打，傳遞一份份的關懷。在他

們心中，每位學生都是六龜高中

這個大家庭的「重要成員」。他

們用最珍惜的心，關懷即將入學

的每一份子。 

新生報到當天，踴躍的報到

讓這些教職員欣慰不已。不過，

他們並未以此居功，因為他們相

信，新生人數的激增，印證的是

江春仁校長帶領全體師生一起

耕耘的成果。過去一年的努力，

外界看見了！「優質高中」，並

非浪得虛名。 
98 學年高中部新生入學人

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近 40
名。學區內與學區外的新生人

數，同步成長。這份成長，透顯

出本校的辦學績效不僅獲得學

區內家長的肯定，同時也讓學區

外的家長刮目相看。 
蒸蒸日上的校譽，是本校邁向

優質高中的最佳寫照。本校全體

同仁將繼續努力，秉持「三品」

的教育理念，作育莘莘學子，使

其成為具有品德、品質與品味的

良才，不負家長所托。 

數字會說話 

學年 
高中部新生 
班級數 

高中部新生 
人數 

高中部新生 
學區內╱外學生比率 

96 2 43 95：05 

97 2 43 90：10 

98 2 71 80：20 

【上圖：本校高中部新生人數成長表】 
【右圖：高中部新生開心迎接新生活】 

                                                             

晚自習規模擴增 深獲家長肯定

【上圖：學生晚自習狀況】   

 

【本刊訊】 

明月當空，樹影搖曳。蟲吟

蛙鳴，涼風習習……。這是六龜

高中入夜後常見的浪漫情景。如

今，這個浪漫的情景裡，多了一

種「寧靜的聲音」。那是什麼？

是同學們在晚自習中靜靜翻書

的微音。 
本學期開始，參加晚自習活

動的人變多了，總人數約 130
人。這樣的人數，已佔全校學生

人數將近 4分之 1。 
誰說新世代的孩子總是耽

溺在電子產品裡？這些自願留

在學校晚自習的同學們，放下電

視搖控器，放下電腦滑鼠，放下

MP3耳機，自動自發的安坐在教
室裡，享受同窗夜讀的樂趣。 

日漸濃郁的讀書風氣，見證

著孩子們的正向發展，也見證著

本校老師的努力。 
家長看在眼裡，想必唇角會

揚起一抹微笑。本校期許家長們

一起共襄盛舉，擔任晚自習陪讀

的志工，與孩子們一起努力，迎

向人生的挑戰。（意者請洽教務

處）。

         「三品」立校──品德•品質•品味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創刊 

   六六中中校校訊訊 

發行人：江春仁 

出版者：六龜高中 

編 輯：圖書館主編，教務處、學務處、輔導室、總務處協編。 

校 址：高雄縣六龜鄉光復路 212號。 電話(07)6891023 

網 址：http://www.lgm.ks.edu.tw/ 

升學看版 

99 學年度高雄地區高中「直

升」及「樂學免試入學」將有重大

變革，兩項計畫預定在 99 年 3 月

底前核定。 

本校將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舉辦宣導會，歡迎國三應屆畢業生

及家長蒞臨參加，瞭解升學資訊。

相關問題，可洽詢本校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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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書共枕 
【本刊訊】 
  由於本校學區內的新發、新

開、荖濃、中興等村落在莫拉克

風災中遭逢重創，一時無法恢復

全部生活機能，因此校方緊急設

立安置中心，提供受災學生棲身

之所。 
接受安置的學生，有的失

親，有的父母無力撫養，有的因

為交通中斷而無法通勤。這些需

要安置的學生數量眾多，而學校

既有的學生宿舍床位不敷所

需，因此校方臨時決議，在圖書

館設立緊急安置中心。 
  受災學生搬進圖書館後，彷

彿住進一座藏書豐富的城堡，興

奮不已。他們從來沒想過，自己

竟然會與成千上萬的書籍一起

入眠，心裡有種童話般的夢幻

感。 
  睡在圖書館的原木地板

上，日夜受到書香的薰陶，想必

他們夢裡一定常常遨遊在各種

散文、詩歌、小說、戲劇和電影

的世界裡。也許夢見自己化身為

《射雕英雄傳》裡的大俠，也許

夢見自己化身為《哈利波特》裡

的魔法師，也許夢見自己與莊子

一起在濮水觀魚，甚或夢見自己

與達爾文一起探討進化論。 

  為了提供安置場所，因此圖

書館暫時無法正常開放。不過，

圖書館可沒讓學生的閱讀權益

睡著。經過討論後，圖書館採取

「班級行動書箱」的策略來因

應。具體的方法是，每班放置一

個書箱，由各班學藝股長到圖書

館選取 20 本書籍放入書箱，讓
同學可就近在班上隨手拈取書

籍來閱讀，不必到圖書館辦理借

閱手續。若同學想把班級圖書箱

的書借回家，只需要向學藝股長

登記即可。「班級行動書箱」以

一個月為週期，週期一到，各班

學藝股長可到圖書館進行換書

動作。 
  圖書館陳忠和主任希望以

實際的關懷行動告訴學生：「圖

書館是一個創造幸福的空間，不

僅能安頓你們的身軀，更能安頓

你們的心靈。」 

 

 

 

 

 

 

 

 

 

 

 

 

 

【上圖：圖書館緊急安置中心】 

 

圖書館設立緊急安置中心 

受災學生夜夜擁書香入眠 

校園廣播 要你好聽 
【本刊訊】 

「六中校園廣播電台」，正式開播囉！從 10 月 19 日開始，每
到午餐時間，全校師生便能聽見廣播系統裡傳出一縷美妙動聽的聲

音。這個悅耳的聲音，來自 DJ 潘玉英同學。初試啼聲的她，一鳴
驚人，很快就擁有一票死忠的粉絲。 

校園廣播的內容森羅萬象，有知性的、感性的，也有趣味性的。

每天都有不同的節目單元，讓聽眾像享受美食一樣，天天都有不同

的好菜色。目前推出的單元，有「新聞時事」、「校內活動」、「好書

推薦」、「心情點唱機」等。 
學校正在積極籌備「廣播社」，希望對於廣播有興趣的學生能

共襄盛舉，一同發聲，當個空中的夢想家。只要你敢來，下一個

DJ新秀就是你！ 

音樂無敵 KK-BOX演唱會滿堂喝采 

【本刊訊】 

  學務處黃煜文組長自走馬上任以來，就積極推展藝文活動，以

旺盛的企圖心打造一個藝文校園。他堅信，愛藝文的孩子不會變

壞。推動藝文不遺餘力的他，明知學校經費拮据，卻還是執著的四

處奔波，希望能找到「不惜代價」的藝術團體到校表演。稱他是本

校的「藝文公關」，一點也不為過。 
在黃組長的推挹下，第一個表演團體「KK-BOX」在第一次段

考下午來到學校舉辦演唱會。精湛的演出讓全場 High 翻天，欲罷
不能。第二次段考下午，中山大學音樂系的表演團體將接力演出，

讓本校學生在考試後徹底釋放壓力。 
這些「不惜代價」的藝術團體願意讓偏鄉地區的孩子感受藝術

的薰陶，本校由衷表示謝意。希望他們的表演能拋磚引玉，讓社會

各界更多的藝術團體進駐本校。 
【下圖：演唱會實況】 
 

最美的輔導方式 藝術治療 
【本刊訊】 
熱心的法鼓山志工，為六龜地區的教師實施為數 10次的「藝

術治療輔導研習」，藉由課程的講授，一方面讓教師揮別災害的陰

霾，另方面也讓教師學會如何輔導學生。對經歷風災創傷的教師

們而言，這個研習彌足珍貴。透過藝術的美感體驗，教師學會如

何面對自己、釋放自己、尋回自己。飽受災害考驗的教師，心裡

都有某種程度的「創傷症候群」。有時，連自己都沒有察覺，形成

潛藏心底的隱憂。在研習活動中，教師接受各種動態的、靜態的

課程，在視覺、聽覺、觸覺的美感體驗裡，重新濯淨自己的靈魂。 
【下圖：研習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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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送炭 莫拉克風災慈善捐贈專題 
編者按：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生的無常變

化，總是讓人猝不及防。詭譎多變的人生中，最令人感

動的事，莫過於「雪中送炭」的義行。當人遭逢鉅變，

陷入慘怛的困局時，若有人伸出一雙溫暖的手，投以一

個鼓勵的眼神，說出一句慰藉的話語，那種感動，怎不

教人刻骨銘心？ 

  這次風災，大自然給了我們一個空前的嚴酷考驗，

考驗我們的信心，考驗我們的堅強，考驗我們的勇氣。

淒風苦雨中，我們沒有倉皇失措，大夥兒齊心協力站穩

腳步，重建校園。雖然有時疲累，有時心酸，但我們始

終秉持信念，等待雨過天晴。 

這段期間，各界的慈善行動，讓我們深切體認到台

灣社會的人情溫暖。因為他們的愛，我們知道自己並不

孤單。那些無私的愛，汨汨流入校園，化為一股澎湃的

暖流。我們單薄的感謝詞、感謝狀，實在不足以表達內

心情意的萬分之一。 

  如今，我們將各界的慈善捐贈彙整成表，以透明化

的方式讓全世界知道那些善心與善行，也以此期勉自

己，把學校經營得更卓越，與那些曾經伸出援手的人一

起分享榮耀。 

 

 

 
 
 
 
 
 
 
 
 
 
 
 
 

【上圖：江春仁校長接受慈愛會捐款】 
 
 
 
 
 
 
 
 
 
 
 
 
 
【上圖：本校學生、校長與愛心社成員合影留念】 

莫拉克風災各界慈善捐贈一覽表（一） 

捐贈單位 捐贈項目 備註 

一貫道基礎道德文教基金會 運動鞋 28雙  
助學金 43萬 9千元  
口罩 78盒  

三重市公所 

額溫槍 16隻  
川水水電 善款 1千元  
六龜高中 善款 2萬 1千 351元  

午餐費 31萬 9千 200元 五、六月份午餐 六龜鄉公所 
獎學金 高中部每生 1萬元 

國中部每生 5千元 
對象為清寒優秀學生 

天明宮捐款 善款 2萬元  
台灣蕭氏宗親會 助學金 7萬元 對象為蕭姓受災學生 
江秀玉(芝加哥) 善款 5萬元  

助學金 36萬元 對象為受災清寒學生 
棉被 100床  

法鼓山慈善事業基金會 

米 6大袋  
吳勳策及陳大德 善款 5千元  
林明山先生 葵花油 10箱  
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 助學金 30萬元 對象為受災清寒學生 
高雄雲高慈愛會 助學金 36萬元 對象為國中部學生 
高雄弘法寺 白米 6袋  

高雄縣鳳山市公所 善款 10萬元  

文具組 430組  

書包 200個  
便當袋 430個  
洗衣機 3台  
脫水機 1台  

高雄縣政府（轉發） 

烘乾機 1台  
高雄縣家扶中心 助學金 高中部每生 1萬元 

國中部每生 5千元 
對象為受災學生 

高師大鄒愛華 善款 1萬元  
神農宮 米 10大袋  

哥倫比亞協會 善款 1萬 3千元  
基隆拋磚愛心社 助學金 50萬元 對象為本校學生 
莫拉克風災善心人士 善款 5仟元  
莒光國小等善心人士 善款 8萬 3千 500元  
莊瑞武等善心人士 善款 3萬 8千 300元  
國立台灣文學館 圖書 300冊  

牙膏 1箱  國際獅子會 300-D2區 
牙刷 1箱  

曾麗卿（久久） 善款 6萬元  

陽信基金 善款 40萬元  
華固文教基金會 助學金 10萬元 對象為清寒學生 

勝賜自動控制公司 制服 100套 對象為受災清寒學生 
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 助學金 2萬 5千元 對象為清寒學生 

慈緣慈善會 助學金 17萬 4千 544元 對象為清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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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送炭 莫拉克風災慈善捐贈專題 

「仁」心「普」照 
9月 10日，普仁基金會的志工們造訪本校，帶著熱

切的關懷，展現「民胞物與」的精神。當天輔導主任謝

又芬及輔導組長李鍾宜熱忱接待來賓，並安排接受扶助

的學生與志工們會談。學生對普仁基金會的善行表示由

衷的感恩與感謝。 
中午，一行人前往學校附近的餐廳用餐，氣氛溫

馨。在聚餐過程中，志工細心關切受助學生的家庭狀

況，從家長的經濟能力、管教方式到親子關係，逐一瞭

解。 
餐後，志工發給每位學生一份求學用品，同時代表

普仁基金會捐贈急難救助金新台幣 2萬 5千元予本校。
捐贈活動由謝主任代表校方接受，受惠學生共有 10名。
普仁基金會長期協助本校，其關懷社稷的精神令人感

佩。本校學生受惠良多，他們也以積極進取的進學態度

表達最深的感謝。 

                                              

【左圖：謝又芬主任接受普仁基金會捐款】 

 

                        

98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會務人員名冊 

一、會長 
張榮華 

二、副會長 
鍾啟鴻、江堯民、吳光耀、劉受昌。 

三、委員 
吳光炎、林明泉、林金龍、黃裕隆、郭發貴、莊 
何峰、葉秀能、李俊銘、呂太山、全正義、朱孟 
龍、鄭錦娟、呂雅慧、王國榮。 

四、顧問 
劉興和、陳政吉、林瓊瑜。 

五、榮譽會長 
楊  煦、涂俊雄、梁天財、林俊傑。 

 
會長服務電話：07-6894458╱0926-393713 
會長服務電話：高雄縣六龜鄉中興村中庄 210之 7號 

莫拉克風災各界慈善捐贈一覽表（二） 

捐贈單位 捐贈項目 備註 

財團法人生蓮慈善基金會 助學金 25萬元 對象為受災學生 

財團法人敦安基金會 助學金 每生 4千元 對象為受災學生 

財團法人震災基金會 助學金 高中部每生 1萬元 

國中部每生 5千元 
對象為受災學生 

張王恨女士圖書館基金會 獎學金 1萬 2千元 對象為清寒優秀學生 

雷由禮老師 善款 3萬元  

廣達文教基金會 圖書 250冊  

嘉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助學金 18萬 3千元 對象為本校學生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文具組 392組  

豐山新崎郵政陳秀籣 善款 5千元  

靈雲寺靈雲功德會 白米 50袋  

助學金 42萬元 對象為國中部學生 TVBS文教基金會 
助學金 每生 1萬 2千元 對象為高中部學生 

感恩的心 感謝有你 受贈學生致謝詞 

【601班 陳進添】──這次能夠拿到這個獎學金，是老師們對我的信任和肯定。很

感謝老師們給了我這個機會，也感謝提供助學金的人給予我這樣的機會。將來若事

業有成，必定回饋社會。 
【601班 劉寶蓮】──八八風災中也許帶來絕望與傷心，但一路上有你們的陪伴、

關懷與資助，讓我感到好溫暖，謝謝您！有您真好！衷心祝福您。 
【602班 劉馥瑀】──善心人士您好：你們無私的奉獻，帶給我很多的幫助和心靈

上的慰藉。你們在我無助、困頓的時候，適時的伸出溫暖的雙手，帶我遠離黑暗的

陰霾。你們讓我有勇氣繼續向前走。謝謝你們的付出，我會感恩在心的。祝 幸福

快樂！ 
【602班 吳佳宜】──災後，你們像天使般的出現，讓我忘記許多煩腦，快速跟上

學習的腳步。這都是你們善心人士的功勞，是你們奉獻給我們的愛。這份愛，我將

會放在心的最底層，不讓時間把它帶走，好讓我將來能把這份愛奉獻給更多人。目

前我能所做的不多，只能感恩。謝謝您！ 
【602班 楊佩雯】──Dear善心人士：您無私的奉獻，溫暖了我整顆心。您溫暖

的雙手對我有極大的幫助。是您那雙溫暖的手，牽引我走向陽光燦爛的地方。您的

付出，我會心存感恩，放入心裡。謝謝您，謝謝您，善心人士。 
【602班 陳婉琳】──在狂風暴雨中，出現了一道光線，也出現了希望。雨過天晴

後，你們那雙溫暖的手，把我從一片孤寂的地方拉出來，讓我有了希望，有了勇氣

再繼續向前。你們帶來充足的物資和一雙溫暖的手，讓我們知道失去的雖然不可能

全部收回來，但只要有希望、有信心，就會重新獲得失去的機會。謝謝你們為災區

盡心盡力，感謝你們為我們帶來一線希望。 
【602班 顏志光】──謝謝幫助我們的善心人士們，你們給了我無限溫暖、感動，

使我從無助的深淵站起來，找到一份希望。這份希望我會永遠記得。我將永遠記得

你們的熱心，非常地感謝您。 

【502班 塗婉菁】──感謝善心人給予的用心與支持，在學習的過程裡，有你們的

支持、陪伴，讓我多了動力和鼓勵。希望以後有了好的成就，也可以這樣幫助他人。 
【502班 潘少頤】──有愛心的大哥大姐，謝謝你們的捐助，讓我改善了生活，讓

我生活得更美好，走出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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