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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 

  縣市合併後，本校展現更強烈的企圖

心，積極發展「都會後花園高中」的特色，

努力在 270 多萬人口的高雄市行政區域

內闖出一片天。 

  學業方面，本校高中部與國中部今年

的升學表現花開並蒂，雙雙繳出亮眼成績

單，印證了「優質化高中」的標章絕非浪

得虛名。升大學部份，「大學甄選入學」

及「技專院校申請入學」放榜後，應屆畢

業生已有過半錄取各種校系，榜單中不乏

國立大學。升高中部份，樂學計畫放榜

後，也有二十幾名學生考取高雄區各公私

立學校，成績最好者錄取第一志願的高雄

中學。 

耀眼的榜單，證明本校山明水秀的自

然環境能給學生一個單純、寧靜、祥和的

求學空間，讓他們安心而專注的向學。換

言之，我們提供了一個「快樂而有效率」

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在青山綠水間陶冶

性情，開發潛能，以讀書為樂，自然而然

的獲得最佳的生涯發展。 

  誰說卓越的升學必須在人潮洶湧的

大都會天天擠公車補習？誰說好成績必

須靠滿滿的高壓式考試？本校以事實向

外界證明，浸淫在後花園般的山林裡，以

恬適的心情和從容的腳步去自然學習，也

能綻放絢爛的學習成就。 

  突飛猛晉的升學成績，只是一個開

始。未來，我們會有更不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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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 
  本校橄欖球隊素有「六龜紅

魔鬼」之稱，在橄欖球界叱吒風

雲，與其他頂尖強隊鼎足而立。

每次征戰沙場，總能凱旋而歸，

為校爭光。輝煌的戰果，見證本

校對體育活動的推展不遺餘力。 

為 發 掘 具 運 動 潛 能 的 人

才，栽培更多體育健將，本校近

年來積極籌備高中部體育班增

設事宜，去年教育主管單位已核

准申請。 

  本校將於 100 學年度正式招

收高中部體育班新生，重點發展

項目為「橄欖球」與「舉重」。

報考簡章可於本校網站下載（教

務處公佈欄），報名日期為 6 月 3

日至 7 日，報名地點在教務處。

甄選日期為 6 月 10 日，甄選地

點 在 本 校 操

場。招生名額總

計 40 名（橄欖

球 30 名，舉重

10 名）。諮詢電

話：07-6891023

轉 20。承辦人

員：註冊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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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0100100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榜單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榜單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榜單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榜單 100100100100 學年度高中樂學計畫榜單學年度高中樂學計畫榜單學年度高中樂學計畫榜單學年度高中樂學計畫榜單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錄取學校錄取學校錄取學校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錄取校系錄取校系錄取校系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錄取學校錄取學校錄取學校錄取學校    錄取科別錄取科別錄取科別錄取科別    

林冠廷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鄭為源 高雄中學 普通科 

林芷瑩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鍾旻育 鳳新高中 普通科 

郭傑仁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政泓 新興高中 普通科 

鄒公筆 義守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林冠峻 左營高中 普通科 

黃瑜涵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顏均達 高雄高工 化工科 

廖宥翔 長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尹伊鄢 高雄高商 廣告設計科 

古佳和 開南大學 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 簡廷益 鳳山商工 室內空間設計組 

龔亭縈 玄奘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陳科甫 鳳山商工 製圖科 

王宜莙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楊玉蓉 三民家商 美容科 

陳又瑋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劉昱汝 旗美高中 普通科 

葉丞佑 明道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謝惠宇 旗美高中 普通科 

鄭江平 立德大學 休閒管理學系 林芳生 旗美高中 普通科 

張安琪 旗美高中 幼保科 
100100100100 學年度技專院校申請入學榜單學年度技專院校申請入學榜單學年度技專院校申請入學榜單學年度技專院校申請入學榜單 

張鈺婷 旗美高中 家政科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錄取學校錄取學校錄取學校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錄取校系錄取校系錄取校系    蕭宛之 旗山農工 園藝科 

吳庭平 高苑科技大學 綠環境設計學位學程 鄧建宣 旗山農工 汽車科 

謝薷育 高苑科技大學 綠環境設計學位學程 邱育文 旗山農工 電機科 

潘少頤 高苑科技大學 綠環境設計學位學程 陳舒蔓 三信家商 美容科 

張耀鴻 高苑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事業學位學程 葉俊詳 三信家商 餐飲管理科 

田佳柔 高苑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資訊應用組 張竹秀 三信家商 美容科 

李俊宏 高苑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朱云容 三信家商 觀光事業科 

塗婉菁 高苑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朱信慈 立志高中 綜合高中 

黃孟婕 高苑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劉蕙綺 立志高中 餐飲管理科 

顏禕禛 大同技術學院 社會福祉與服務管理系 張念慈 立志高中 餐飲管理科 

陳聖涵 和春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張志嘉 國際商工 機械科 

謝明賢 和春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劉忠誠 國際商工 餐飲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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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

  為配合教育部高中職適性

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計

畫，本校以創新思維開設多元選

修課程，在完全中學的體系上建

置綜合高中的職業技能訓練，讓

學生有更多樣的生涯發展選擇。 

  換言之，就讀本校高中部的

學生，可以選擇升大學，追求更

高的學位；也可以選擇職業技能

發展，增加一技之長。 

  目前本校開設的職業技能

選修課程有「飲料調製訓練班」

及「電腦技能檢定班」兩種。  

在師生共同的耕耘下，兩種課程

均已開花結果，成果斐然。「飲

料調製訓練班」部份，選修的同

學經過老師的專業指導後，都能

調製十種以上的飲料。4/17 的「丙

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考試」

中，大部份同學已順利通過及格

標準。五月底的術科考試中，若

能再度通過各項考驗，即可取得

丙級證照，增加就業條件。 

  「電腦技能檢定班」部份，

該課程以朝向「專業 e-Office 人

員」發展為主軸，以一年的課程

時間協助學生針對中文輸入、英

文輸入、文書處理(WORD)、電

子試算表 (EXCEL)、電腦簡報

(POWERPOINT)、網際網路及行

動通訊(IE7)等基礎學科和專業

術科進行加強學習。每學期結束

前，本校會與 TQC（中華民國電

腦技能基金會）合作，以電腦教

室為考場，進行技能認證，協助

學生考取各種層級的證照。今年

一月曾舉辦中文輸入檢定、英文

輸入檢定及 EXCEL 專業級檢

定，共 37 位學生取得證照，中

文輸入檢定 32 位，英文輸入 5

位。六月將再舉辦 Powerpoint 進

階級、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進階

級檢定。 

  因反應熱烈，本校將於 100

學年度增開「烘焙訓練班」，以

更多樣的課程為學生創造更多

生涯發展機會。    

【圖一：飲料調製訓練班實況】 

【圖二：電腦技能檢定班實況】 

 

 

 

 

 

 

 

 

 

 

 

 

 

 

 

 

 

 

 

 

 

 

 

 

        

        

【本刊訊】 

為了鼓勵旗山、美濃、杉林、甲仙、桃源、茂林、那瑪夏等鄰

近學區國中的學生就讀本校高中部，本校設立了「就近入學獎學

金」。此一獎學金的宗旨，在於讓優秀學生不必再負笈他鄉，可以

就近在學區內完成高中學業，成為提昇學區價值的人才與典範。 

  大旗美地區的國中生，無論透過樂學計畫、申請入學、登記分

發或免試入學就讀本校，均有機會獲得獎學金： 

（一）透過樂學計畫、免試入學這兩種方式就讀本校者，高一上學

期前兩次段考成績及學業成績達全年級前 50％，即可獲頒獎金。第

1 至 2 名一萬元，第 3 至 5 名五千元，第 6 至 15 名三千元。 

（二）透過登記分發、申請入學這兩種方式就讀本校者，根據當年

度入學基測成績排名，給予獎金，第 1 名一萬元，第 2 至 3 名五千

元，另擇優錄取數名給予三千元獎金。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就近入學獎學金名冊】 

■一萬元：403 鄧建君／403 顏嘉宏 ■五千元：403 朱瑤晴／403

葉士煌／403 林佑曄／403 黃騰慶／403 田翊君 ■三千元：403 李

宗翰／403 吳明治／403 陳亦嘉／403 江玉珠／403 楊秀香／403 李

笠／403 林瑋揚／403 梁詩唯／403 曾思婷／403 劉一鴻／403 李怡

蘋／403 陳勇佑／403 劉守仁／402 廖家珍／401 劉育孝／401 陳瑞

斌／401 朱宜真 ■二千元：402 張家豪／401 林宗偉 

 
本校兩名學生分獲玄奘大學及南華大學入學獎學金本校兩名學生分獲玄奘大學及南華大學入學獎學金本校兩名學生分獲玄奘大學及南華大學入學獎學金本校兩名學生分獲玄奘大學及南華大學入學獎學金    

【本刊訊】 

  繁星計畫今年首度擴大實施，並與推薦入學、申請入學合併辦

理。國內多所大學提供各種獎勵措施，力圖在百家爭鳴的大學中招

徠優秀學生。本校高三學生龔亭縈獲得玄奘大學四年免學雜費的獎

勵，另一名學生陳又緯則獲得南華大學 20 萬的獎學金，全校仝賀。 

 

【上圖：南華大學頒發入學獎學金給本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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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北北志志工工服服務務行行  拓拓展展國國際際新新視視野野  
【本刊訊】 

  地球村時代來臨，每個人都

是世界公民的一份子，除了關心

自己的生活領域，也必須放眼寰

宇，胸懷國際，彼此相互交流，

禍福與共。 

本校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並配合政府推動「區域和平志工

團」政策，首次辦理國際志工服

務活動，深入泰國北部地區，協

助華文學校推動教學，從而弘揚

台灣文化。活動時間預定在 10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2 日，共計十

四天。參與對象包含學生 10 人、

教師 1 至 2 人。學生部份，由本

校甄選委員會遴選品學兼優同學

前往。教師部份則以具有外語能

力的英語科教師為優先候選人。 

所需費用依照華南高商「海 

外體驗學習活動實施計畫」收

費，每人約需新台幣 20000 元（不

含泰國簽證與護照費用）。本校學

生由社會善心捐款補助。 

參訪對象為泰北「建華綜合

高中」學生約 650 人，服務地點

遍及泰國北部清萊府美賽縣 Mae 

Suai,Chiang Rai 等地區的華文學

校。 

全部行程概述如下：（一）參

觀阿卡少女習藝中心。（二）探訪

達可蘇村當地自治會長、村長、

校長、家長等，敦親睦鄰。（三）

拜訪泰文學校學習異國文化。

（四）建華高中教學及服務。（五）

文化體驗：騎大象、參觀清萊白

廟、拜訪教育機構。（六）商業觀

摩：清萊觀光夜市。（七）參觀皇

太后花園、行宮、美斯樂、義民

文史館。（八）參訪滿堂附近的華 

文學校。（九）成果發表會。（十）

到泰國邊境城市：美賽、金三角、

清盛古城等地的華文學校參訪。 

  泰北地區華人因為特殊的歷

史背景，難以融入泰國社會，而

台灣政府所能提供的協助誠然有

限，以致被邊緣化，成為弱勢族

群。本校進行人道關懷，想必能

對該區居民有所裨益。 

此行具體的教學活動，除了

中文、英文、數學、電腦、美術、

自然及社會學科的教學外，還包

括活潑的街舞、陶藝、台灣民俗

遊戲、台灣點心製作等，其旨趣

在於把台灣文化及志工精神傳遞

國外。 

除教學與服務外，本校將積

極與泰北建華綜合高中、華南高

商締結為姐妹學校，未來三校師

生將密切互訪，進行情感交流與 

經驗分享。 

 

 

【上圖：Mae Suai,Chiang Rai 地圖】 

     

福福建建海海西西鄉鄉土土營營  兩兩岸岸文文化化的的交交響響  
【本刊訊】 

  國立台南大學附中舉辦「福

建海西鄉土研習營」，本校高中部

兩名學生獲選參加，將於今年 7

月 4 日啟程前往海峽對岸，進行

為期七天的文化交流活動。 

  這次的文化交流活動，再度

印證本校雖然地處偏鄉，但在拓

展國際視野上一直積極爭取各種

機會，希望能讓在校學生踏出國

門，見識不同的生活文化，表現

世界公民的人文關懷。 

  在具體行程方面，本次參訪

活動的內容包含兩種面向： 

(一) 學術性活動——參觀廈門大

學及其附屬高中，並在嘉庚樓舉

辦“閩南”講座。 

(二) 觀光性活動——參訪當地最

具特色的景觀或歷史文物，例

如：1、武夷山的自然博物館、三

港戲猴、九曲溪、天游峰、紫陽

書院。2、永定的土樓、客家民俗

表演。3、胡里上炮台、南普陀。

4、古漢遺址下海村。5、鼓浪嶼

的集美學村、鱉園。 

  在預期目標方面，本校希望

這次參訪能為學生及學校建構下

列幾種正面價值： 

(一)結合學校與社會資源，發展具

國際觀的學校特色。 

(二)增廣學生見聞，開拓學生國際

視野，提升學生在全球化中的競

爭力。 

(三)推展國際文化交流，營造國際

化生活環境，以豐富學生心靈，

貢獻國際社會。 

(四)培養並提升學生在團體中之

自我認識、自我成長、團隊合作

的精神。 

在研習費用方面，本次研習

的基本團費約 9000 元，由本校慈

善款項下支應。參加的學生只需

自付護照及台胞證的費用。 

本校希望藉此讓學生知道，

出國並非富有人家的專利，只要

具有關懷世界的熱忱，願意將台

灣的文化、智慧與愛心帶向世界

的舞台，便能飛向天涯的彼端。 

【右上圖：武夷山風情】 

【右下圖：客家土樓風情】（版權

為林孟哲先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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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 

  在師生的殷切期盼下，本校

高中部大樓終於風光落成。新大

樓的竣工，是本校發展史的一個

重要里程碑，也是象徵本校不斷

革新的一枚徽章。 

此後，高中部將有一個專屬

的教學與研究空間。透過空間的

劃分與管理，可更明確的樹立高

中部的定位，同時奠定其未來成

長茁壯的基礎。 

  新大樓處處流露本校的人

文與自然特色。淺灰色的水洗石

外 牆 象 徵 本 校 樸 實 內 斂 的 作

風；淡褐色的原石磁磚，象徵本

校腳踏實地的精神，而淺綠色的

欄杆則象徵本校青山環繞的地

理環境。整棟建築沒有耀眼奪目

的華麗色彩，不浮誇，不張揚，

不突兀，以柔和的色彩及雍容的

氣度，將建築融入週遭的青山綠

水間，豁顯出「人與自然和諧共

處」的哲理。 

  美輪美奐的新大樓，除了素

雅的外觀，還有明亮的採光、流

暢的動線，以及寬敞的活動空

間。此外，本校將陸續增添新的

教學設備，使其發揮更完善的功

能，提供師生最好的教學與研究

環境。 

  新大樓的啟用，不僅是在校

師生的福祉，更是未來新生的最

佳獻禮。往後就讀本校的學生，

將可在這兼融實用功能及美感

品味的環境中求學。坐在新穎的

教室中，涼風徐送，鳥語啁啾，

偶爾望向窗外，還可看見藍天白

雲、樹影搖曳。如此詩情畫意的

學習環境，一定能塑造怡人的學

習情境，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甚 至 讓 學 生 在 無 形 中 陶 冶 性

情，改變氣質。 

  此外，長榮教學大樓與師生

宿舍大樓也正在同步興建，全新

風貌指日可待。長榮教學大樓興

建工程預計在今年底完竣。落成

後，將為本校提供人文、藝術與

科學三方面的活動空間，包括可

容納全校師生的大型禮堂、圖書

館、理化教室、電腦教室、舞蹈

教室、美術教室、小型劇場、社

團辦公室等。 

  至於師生宿舍大樓，落成後

可提供師生更多床位、更寬敞的

空間、更舒適的生活機能。無論

是空調或衛浴設備，都將比現有

的更周全。這份契機，想必更能

讓遠地負笈求學的學子及遠道

而來的教師感受到「家」的溫

暖。 

  目前由重重鐵皮圍成的北

側校區，不久將有兩棟嶄新的建

築傲立於天空下，雙璧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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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  本校學生包含閩南、客家、原住民等不同族群，多元的 

族群造就本校合唱團卓然不群的獨特風格。出色的演唱天賦，加上嚴謹 

的訓練，淬礪出精湛的演唱實力。每次代表學校出外比賽，總能吸引全 

場目光，奪得傲人成績。 

  在 99 學年度的各項音樂賽事中，本校合唱團再度榮獲「 全國學生 

音樂比賽」高中職混聲合唱組優等，以及「全國鄉土歌謠比賽」國中組 

甲等。他們在舞台上用動人的歌聲表現藝術的美感與自信的風采。 

  未來，相信會有更多熱愛音樂的新血加入合唱團，延續他們傲人的 

傳統，繼續為校爭光。 

             【右圖：合唱團在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演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