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六中校訊                    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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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本校校園景觀】 
 

                         

99學年度高中部招生增增班班 
辦學績效有目共睹  縣府核准高一招生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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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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閃耀 傑出校友梁梁梁文文文音音音返校座談 

【本刊訊】 
  本校國中部 31屆 
畢業校友梁文音近日 
返回母校座談，一方 
面與師長重溫昔日回 
憶，另方面則與學弟 
妹們分享個人生涯發 
展的歷程。 
她以親切和靄的 

態度，接受輔導主任 
與學務主任的訪談。 
除了感性的談話外， 
她還現場演唱三首個         【上圖：梁文音開心座談】 
人專輯中的歌曲，精湛的歌藝贏得滿堂喝采。 
  目前已在演藝圈擁有耀眼成就的梁文音，從小在六龜山地育幼院 
成長，在院裡的詩班表演時就嶄露頭角。國中時就讀本校，音樂的天 
賦受到師長與同學的讚賞。畢業後更上一層樓，參加中視「超級星光 
大道」節目，在 PK賽中，以一首＜失戀萬歲＞打敗潘裕文。出色的歌 
藝與亮麗的外型受到唱片公司青睞，從此正式踏入演藝圈。目前已發 
行兩張專輯《愛的詩篇》及《愛，一直存在》，獲得廣大迴響。此外 
，她還跨足戲劇，在電視劇《紫玫瑰》中擔任女主角。廣告代言的活 
動也不少，可說是朝全方位發展。 
本校師長對這位傑出校友的成就與有榮焉，誠心祝福她能繼續在 

星海中有更輝煌的成就。同時，師長也藉此勉勵在學的同學，能勇敢 
的表現自己，實現自己的夢想。 

http://www.lgm.k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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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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中 送 炭
莫拉克風災慈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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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莫拉克風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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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家機構到

私人機構，從法人到個人，踴

躍的捐款與物資捐助讓我們有

了重生的契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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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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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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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六中校訊                    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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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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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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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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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溢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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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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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譽口碑載道 新生人數激激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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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高一新生人數成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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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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音樂比賽現場】 

 

晚自習規模擴增 

深獲家長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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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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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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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