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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高雄市後花園教育區的新定位 
【本刊訊】 

隨著高雄縣市的合併，未來

本校在改制為市立高中後，將以

更宏觀的角度發展校務，不僅著

眼於六龜及旗山地區，更將放眼

高雄都會區，打造一所不同於都

市學校的森林學校，建立屬於自

己的獨特風格，吸引更多外地學

生前來求學，激蕩出城鄉交融的

光彩。 
  六龜地區自然環境得天獨

厚，崇巒疊翠，清流潺湲，有明

媚的風光，有純淨的空氣，更有

豐富的生態。說它是高雄市的後

花園，絕非溢美之辭。 
這裡沒有壅塞的交通，沒有

污濁的空氣，更沒有複雜的聲色

場所。學生在這座天然的後花園

求學，既能避免眾多物質的誘

惑，又能避免接觸不良份子，單

純的接受教育，讓家長無後顧之

憂。 
  在食宿方面，本校設有學生

宿舍，凡外地生有意住宿者，均

可申請入住。目前學生宿舍正準

備重建，很快就能提供更舒適、

更新穎的住宿品質。住宿學生每

天的早餐、中餐、晚餐都由校方

打理，不必擔心膳食問題。 
  至於交通方面，本校以台 28
線為主要聯外道路。目前聯外道

路有部份路段仍在施工，但全線

通暢無阻。由旗山至本校，車程

不過 35 分鐘左右。由高雄至本
校，若利用 10 號國道，車程也
不過 60 分鐘左右。除開車外，
亦可利用大眾運輸系統。高雄客

運每小時均有班次，可由高雄直

達六龜，十分便捷。以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就能進入一

座清幽怡人的後花園讀書，何樂

而不為呢？ 
  進入我們的後花園，你可以

捧著書本，漫步在群山環繞的操

場，背一首唐詩、一句英文片語

或一則歷史事件。你也可以帶著

一只背包、一瓶水壺、一頂帽

子，去附近享受山林、瀑布、蟲

鳥之美。藤枝的柳杉林、寶來的

碳酸溫泉、扇平的通天瀑布，數

不完的天然美景等你去探索，去

享受。 
  讓我們用鳥語花香的自然

環境，陶冶所有到這裡求學的學

生，寓教於「自然」。相信學生

在花園般的優美環境中接受教

育，一定更能心無旁鶩的向學，

以澄淨的心學習知識，發展出良

好的品德與學業。 

  本校要以最出色的教學、最

熱誠的關懷及最讓人心曠神怡

的環境讓外界知道，六龜不僅是

一個觀光勝地，也是一個求學勝

地。

                    【左圖：本校校園景觀】

                                                    【下圖：本校校園景觀】 

九十九學年度高中部招生 增班 
辦學績效有目共睹 縣府核准高一招生班級數增至 4班 
【本刊訊】 

過去一年來，本校在行政管

理、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多元學

習、校園景觀美化等多方面都有

大幅進度，一步步樹立優質高中

的標竿。在全體師生的努力下，

校譽蒸蒸日上。 
校長為了擴充學校規模，讓

更多學子有機會進入本校就

讀，於是積極向縣府教育處提出

增班計劃。卓越的辦學績效，深

獲教育處肯定，於是教育處迅速

核定增班申請。自 99 學年度開
始，高中部一年級招生班級數將

由目前的 2班增加到 4班，歡迎
有意就讀本校的學子們加入我

們的行列。 
一旦班級數增加，師資也將

注入新血，陣容更堅強，可提供

各學科更完善的教學。 
擴展學校規模是本校長期

努力的願景。未來將陸續提出

「原住民專班」與「體育專班」

計劃，照顧弱勢族群，栽培更多

優秀的運

動選手。在

全體師生

的 努 力

下，相信這

些計劃指

日可待，很

快就能圓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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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渥獎學金 給優秀的你
【本刊訊】 
  為鼓勵學業成績優異的學

生就讀本校，本校特別訂定＜高

雄縣立六龜高級中學高中優質

化獎學金申請要點＞。由教務處

依據本要點，按每年度教育部優

質化高中補助獎學金經費編列

獎金。 

  申請資格及獎學金分配額

度，共有三種： 

（一）高一、高二、高三學期成

績達全年級前五名者，頒發獎學

金新台幣伍仟元。 

（二）高一新生入學成績達全年

級前 50％者，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參仟元。 

（三）階段性評量成績優異者，

視經費酌予頒發獎勵。 

  還在為升學方向徬徨的國

三學生們，還在猶豫什麼？給自

己一個最明智的選擇，讓自己的

高中生涯從獎學金的紅毯開

始，一路在獎學金的鼓舞下完成

學業，留下人生燦爛的足跡。這

是一份肯定，肯定你在學業上的

努力，也肯定你做了最好的選

擇。 

  至於已經就讀本校的高

一、高二及高三的同學們，請牢

記「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的箴言，要時時鞭策自己奮發向

學，用獎學金證明自己踏實耕耘

的歷程。 
  要提醒同學的是，獎學金的

設立，並非要你們「為錢而讀

書」，而是為了激勵你們力爭上

游，把你們栽培成優秀的人材，

成為國家社會的棟樑，為人群服

務。唯有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這

份獎學金的真諦才能豁顯出來。 

  除上述獎學金外，本校還有

許多其他助學金。以本學期為

例，由政府與民間提供的各種助

學金就多達八種，詳如下表。凡

符合資格的學生，歡迎踴躍申

請，減輕家庭經濟的負擔。 

 

 

 

                                                             

樂學計劃  
【本刊訊】 

 

再創佳績 
 

  本校國中部學生參加「99學

年度樂學入學計劃」，再創佳

績。多名同學錄取口碑載道的公

立高中，找到理想的學校。 

  這份佳績印證本校教師的

敬業，更印證本校在栽培學生上

不遺餘力。當然，真正該歸功

的，是這些勤學不懈的同學們。

因為他們的努力，讓自己實現夢

想，也帶給學校榮耀。 

  學校師長對這些同學同表

祝福，祝他們踏上錦繡前程，大

展鴻圖。還在為學測努力的同

學，也請繼續加油。別忘了，六

龜高中的大門永遠為你熱情敞

開。 

98學年度獎、助學金一覽表 

助學金名稱 金額 

林榮三先生助學金 每名學生 4000元 

高雄縣家扶中心助學金 每名學生 5000元或 10000元 

關渡行天宮助學金 每名學生 4000元 

法鼓山清寒學生助學金 每名學生 6000元 

教育部風災受災學生助學金 每名學生學雜費全免 

98學年度獎、助學金一覽表 

助學金名稱 金額 

林榮三先生助學金 每名學生 4000元 

高雄縣家扶中心助學金 每名學生 5000元或 10000元 

關渡行天宮助學金 每名學生 4000元 

法鼓山清寒學生助學金 每名學生 6000元 

教育部風災受災學生助學金 每名學生學雜費全免 

教育部高中部原住民學生助學金與

住宿伙食費補助 每名學生 21000元 

教育部教育均衡就近入學獎學金 每名學生 10000元 

國中部原住民獎勵金 每名學生 200元 

 

中山有情 愛灑六龜 
中山大學結合旅美藝術家捐百萬元助六龜學生 

【國家教育廣播電台 2010/01/08新聞】 

  國立中山大學與旅美藝術家陳美麗攜手共同捐贈 100 萬元給
六龜高中及六龜育幼院，希望能幫助八八災區的孩子們購買樂器及

愛心晚餐，以音樂陶冶人文氣息並協助心靈重建。中山大學校長楊

弘敦表示，學校去年展出旅美藝術家陳美麗女士的彩墨個展，其中

淵源就是因為陳美麗在美國看見八八水災的新聞畫面，所以從美國

飛回台灣，並將畫展中的畫作義賣所得全數捐作八八水災賑災。 

【下圖：捐贈典禮會場】 

 

99學年度樂學入學榮譽榜 

班級 姓名 錄取學校 

三年二班 林姿吟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三年四班 郭廷威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三年四班 林文玲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商業經營科 

三年一班 全凱傑 國立旗美高中 

三年二班 鄧建君 國立旗美高中 

三年三班 林貫照 國立旗美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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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辦TQC電腦技能檢定 成果豐碩 
【本刊訊】

  本校今年首度舉辦 TQC 電

腦技能檢定，校內報名參加的情

形十分踴躍，多人如願取得證

照。 

  本次辦理的項目，有「中文

輸入」與「英文輸入」，依中華

國電腦技能基金會頒訂的標

準，「中文輸入」項目每分鐘達

15個字以上者，可取得「實用級」

證照；30個字以上者，可取得「進

階級」證照；80個字以上者，可

取得「專業級」證照。不過，錯

誤率必須在百分之十以內。「英

文輸入」項目的標準與「中文輸

入」一致，但採倒扣方式計分，

每錯一個字母或漏一個字母都

會被扣分。 

  綜觀本校學生這次參加電

腦技能認定的結果，「中文輸入」

項目取得「專業級」證照者有 1

人；取得「進階級」證照者有 38

人；取得「實用級」證照者有 47

人。「英文輸入」項目則有 2 人

取得「實用級」證照。 

  依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報名規費標準，每項認證報名

費為新台幣肆百圓。因本校去年

遭逢八八水災，眾多學生家庭財

物損失嚴重，校方體恤學生家庭

經濟狀況，故本年度特予考生免

費報名。 

  往後本校將持續辦理更多

項目的認證，讓學生能有更多元

的就業條件，在生涯發展上有更

寬廣的路。

放放放眼眼眼國國國際際際   前前前進進進世世世博博博   
【本刊訊】 

2010年上海世 

博會的主題是「城 

市，讓生活更美好 

」，參與此次活動 

的青少年，要對城 

市、人與自然的議 

題有興趣。普仁青 

年關懷基金會特別 

給予本校學生四年 

一班顏芳君及四年 

二班簡三程同學參        【上圖：參加世博的同學】 

與活動的機會。活動時間自 99年 5月 8日至 5月 12日。本校師

生同賀，期許兩位同學代表六中前進上海世博會學習，帶來意想

不到的收穫。 

戲戲戲說說說心心心語語語   畫畫畫中中中有有有話話話   
【本刊訊】 

  敦安社會福利 

基金會為減輕八八 

水災對青少年帶來 

的心理創傷，於 9 

9年 3月 13—14日 

、20—21日、27— 

28日至本校舉辦「 

戲說心語、畫中有 

話——八八水災青 

少年戲劇繪本療癒 

團體活動 」，邀請     【上圖：繪本療癒團體活動現場】 

本校 15位學生參加，利用表達性藝術治療的各種媒材，提供災區

青年抒發情緒的管道，幫助其重整受創的情緒，走出創傷的恐懼。

他們還彙整成員的經驗與作品，製作成繪本，提供給有相同受災

經驗者閱讀，提供同理的支持，讓受災青少年受創的心理在團體

中能得到支持，在自由表達的情境下，抒發積壓的情感，展現個

人的成就與價值，從而減輕心理困擾。 

學學學習習習服服服務務務   快快快樂樂樂洋洋洋益益益   
【本刊訊】 

  敦安社會福利 

基金會於 99年 2月 

2日至 2月 7日於 

天母國際中心舉辦 

「青少年服務學習 

冬令營 」，本校特 

別徵選出 10 名優 

秀的高中學生參加 

活動，參加活動的 

學生受益良多，也        【上圖：冬令營活動現場】 

深深感受到服務他人的喜悅，對於自己往後的學習生涯，更加有

所幫助。 

 

98學年度電腦技能檢定結果 

中文輸入專業級 

501班 張耀鴻 

中文輸入進階級 

201班 郭育豐 

203班 楊玉蓉、謝寶軒、朱芸容、龔靖婷 

301班 劉怡君 

302班 黃佳富、陳嘉琳 

303班 王秝娸、朱瑤晴 

304班 黃怡超 

401班 葉婕妤、陳彥儒 

402班 王俊傑、劉人豪、潘玉英、祁詩庭、郭育宣、蘇妙娟 

501班 古佳和、郭顯中、廖宥翔、林冠廷 

502班 謝明賢、潘少頤、葉丞佑、江俊緯、鄒公筆、黃予宏、 

    張婷凱、龔亭縈、郭傑仁 

601班 王惠婷、邱明發、蔡宗珉、邱振維、劉寶蓮、鄧博雅 

中文輸入實用級 

101班 李新梅、吳明葦、王欽賢、徐文華 

301班 徐嘉鴻 

302班 林孟柔、潘盈耀、潘禹潔、李 笠、朱興祐、薛淯亭 

303班 李雅雯、陳亦嘉、楊珮歆、張宇婷、章家馨、曾思婷 

    林佑曄 

304班 張增源 

401班 林夢婷、黃彥融、顏芳君、黃玉如、江孟勳、陳一正、 

    黃弘杰、陳政廷 

402班 邱瑞宏、鄧慧君、曾威凱、簡三程、葉國均、朱駿錫 

501班 蕭乙田、曾力川、劉俊廷、黃瑜涵、李新強、江倫樟 

    趙彥翔、伊斯坦大.優可.薷育 

502班 李文彬、王宜莙、林志華 

601班 林義筌、陳進添、伊斯坦大．書帕理．薷森 

英文輸入實用級 

402班 王俊傑 

501班 林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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蜚聲全國 載譽歸校 
 

合唱團參加全國音樂比賽 

精湛的演出榮獲優等佳績 

【本刊訊】 

本校合唱團今年由校內劉

貞君老師及高雄醫學大學聲樂

研究社陳俊志醫師擔任指導工

作，兩位出色的音樂人在崗位上

傾囊相授，可說是雙壁輝映。 

在兩位指導老師及合唱團

所有成員的努力不懈下，不僅在

高雄縣初賽中以優異表現脫穎

而出，更在「98學年度全國學生

音樂比賽」混聲合唱高中職 B組

榮獲優等的佳績。 

這一群愛唱歌的孩子，都有

一副天生的好歌喉，對音樂有高

度的熱忱。成員有高中部學生，

也有國中部學生。大家不分年

級，和樂融融，具有不同於其他

混聲合唱組合的特點。 

成員中有部分學生是原住

民，當他們演唱＜山海歡唱＞

時，總能展現原住民熱情奔放的

音樂特質，澎湃而昂揚的歌聲讓

人如癡如醉。 

本校向來在合唱團的推展

上不遺餘力，冀盼學生在學業之

外，能依個人專長與興趣發展志

向，落實全人教育的教育目標。 

 

【下圖：音樂比賽現場】 

               

圖書館新網頁 有聲有色 
【本刊訊】 

  經過兩個月的努力，本校圖書館專屬網頁終於以全新樣貌問

世，不僅提供校內師生瀏覽使用，也將本校圖書資訊與世界接軌。

新網頁具有下列功能：（一）校內館藏目錄查詢。（二）國內館藏目

錄查詢。（三）個人借閱查詢。（四）新書目錄。（五）精選好書。（六）

電子資源。（七）教師讀書會。（八）學生讀書心得及小論文作品。 
除了實用功能，本校圖書館網站還提供藝術功能，讀者可在網

站內遁入美感的情境，欣賞王羲之的書法作品，聆聽蟲鳴鳥叫的天

籟，享受大自然的旋律。 
圖書館新網頁由網管老師陳忠男、高科技助理呂孟書及圖書館

主任陳忠和聯手打造而成。首頁橫幅採用北橫明池風景照作底圖，

奠立「圖書森林」的基調。下方提供館內剪影，呈現圖書館實景。

右側襯圖則採用王羲之書法名帖＜蘭亭集序＞，彰顯中國文化的氣

韻。至於背景音樂，採用風潮唱片的＜森林狂想曲＞，呼應「圖書

森林」的主題。 
走進六龜高中的圖書森林，你可以縱情地深呼吸。用書香的芬

多精，濯淨你的靈魂。 

  本校圖書館網址如下：

http://www.lgm.ks.edu.tw/lgm/library/main.php。 

 

【下圖：圖書館新網頁】 

多元選修課程 讓學習更精彩 
【本刊訊】 

本校依據教育部

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

「教育資源均質化實

施方案」，開設飲料調

製訓練班及電腦技能

檢定班，提供高二學生

進行多元課程選修。參

與飲料調製訓練的同

學經過專業指導後，皆

能調製數十種以上的飲料。這些同學未來將參與行政院勞委會辦理

的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通過考試後即可取得丙級證照。 
              【上圖：飲料調製訓練班現場】 

科學教育營造生活新樂趣 
【本刊訊】 

  3 月 24 日高師大
科學教育研究所蒞臨

本校辦理「八八水災南

區科學教育輔導專案

工作計畫——中小學

學生科學活動營」，藉

由生動活潑的科學遊

戲活動，舒緩學生的災

後情緒，讓學生安心學

習。              【上圖：科學活動營現場】 

http://www.lgm.ks.edu.tw/lgm/library/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