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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3等於多少？答案是生命中鮮活燦爛的高中生活…

108課綱上路後，讓我們增加了許多的困惑與茫然…。不斷環繞耳際

的素養、歷程、自主學習、彈性...，彷彿濃霧般籠罩，別擔心！教務處

團隊精心規劃各種課程、研習、體驗…，引導陪伴您走過多元且豐富的高

中生活。

在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下，寒假變長了，

暑假變短了。我們必須減少群聚、保持安全

距離，很多原本期待的事情被取消…，我們

仍努力在安全規範下，精彩您的高中生活。

1.機器人融入數學思維建模系列研習，邀請業界講

師入校指導本校學生mBot機器人如何透過超音波

紅外線感測器依邊程控制沿著軌跡（黑線）移動

並透過樂高組裝瞭解機械結構原理，探索並了解

資訊工程及機械工程相關領域知識。

2.國際視野-印尼國寶蠟染實作，雲科大博士候選人袁瑋鍵

老師入校指導學生及師長印尼蠟染相關知識，除推動藝

術、美感教育之外，也拓展國際多元視野。

3.「推客到台灣，世界在教室」講座(The World in 

Your Classroom) 透過TWIYC.tw媒合旅居在台的

印度人士進入校園、進到教室、直接接觸學生，

與我們分享印度的文化；也讓學生擁有近距離接

觸印度文化的機會，由當地人介紹真正的文化，

打破我們對印度一些既有的刻板印象。

4.模擬聯合國會議，在南山中學張海倫老師指導引領下

辦理模擬聯合國會議，讓學生模擬聯合國會議，並藉

時下國高中青年的多方觀點及思維，深入討論國際重

大議題、激盪出別於以往的火花，培養其宏闊的國際

觀及解決時代重大議題的能力。

5.「智慧鐵人微課程跨領域教學分享」講座，辦理跨

領域教師研習，以提升教師在專業課程的開發及設

計能力，與因應108課綱教學所需，開發合科素養

教學教案，使教學與專業有效發展，增強不同學科

教師於各教學領域的互動及研討。

6.辦理創意文學寫作營，加強學生對文學寫作的熱

情並激發其思考與創造的能力，由聯合報寫作教

室張日郡老師與學生分享「表達力展現」，依主

題式引導文體規劃課程，提升文意理解應用能力

並加以深入探討。

7.3D列印、雷射雕刻學習活動，由老師教授3D列印

、雷射切割等自造者課程設計之能力，提供學員

在「做中學」的能力，將自己的想法透過作品實

際展現出來。

8.藝術家入校系列之個人藝品手作研習，邀請袁瑋

鍵老師及杜岳玲老師指導學生印尼蠟染及燙金賀

卡相關知識，體驗不同文化與藝術風情。 

9.「表達力提升系列-三大步驟打造未來競爭力：學長無

下限與您分享那些他從失敗與成功中學到的事」講座

，邀請葳格國際學校語文中心李海碩處長(本校第49

屆校友)蒞臨本校，向學弟妹分享自身從失敗與成功

中學到的事，期望能幫助學弟妹成為世界舞台上、能

代表臺灣閃爍的下一顆明星。

10.「表達力提升系列-全英版模擬聯合國」講座，

邀請雲科大應用外語系王于瑞老師(Joseph)蒞校

辦理全英版模擬聯合國」講座，讓學生身歷其境

，創造出一個協調合作的教育環境。

11.「課諮師課程諮詢共備研習之數AB與學系選擇關

係」講座，邀請嘉義縣政府教育處紀志聰課督蒞

校，根據新課綱內容，向師長說明數ab的差異為

何?數ab分別適合何種傾向學生選修?

12.辦理學習成果暨學習歷程發表會，邀請雲林縣郭藺

慧課督及彰化二林高中林克修主任蒞校指導學生自

主學習，透過讓學生分享一年來自主學習成果並檢

視改進之處，讓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面對未來世

界再多新的知識或變形，都能勇敢迎接。

1.高地移地訓練營-雲遊樟湖，辦理高中國中合作訓

練、聯合移地訓練，除增強學生個人身心素質外

，更能有經驗交流與傳承，讓學生有所成長。透

過雲林特有丘陵淺山地形，作為學生移地訓練場

域，以其增強其體適能與敏捷度，並將訓練成果

發揮在日後參賽之中。

2.極地馬拉松選手陳彥伯校園公益講座(超難抽中的

！)，陳彥博透過自身故事，分享他如何從一位名

不見經傳的選手到一位人人皆知的極地超跑巨星

，從經歷咽喉癌的打擊，至勇敢克服病魔，重新

站上極地超跑的世界舞台。藉由他奮力不懈，不

服輸的故事，陳彥博勉勵孩子要懷抱熱情，相信

自己並勇敢追夢。

3.「國際禮儀及駐外經驗分享」，邀請外交部禮賓

處呂志堅副參事蒞校分享，藉由分享派駐外國期

間的經驗，讓孩子們得以一窺台灣外派人員的社

交生活以及工作重點，會中更有學生提問台灣現

今的外交處境，展現孩子對國事的關心。

4.天漸涼但我們仍然熱血之管樂社的聖誕快閃。

5.超越疫情限制的國際交流，與姊妹校--東京都立

戶山高校學術交流，邀請其位於世界各地的姊妹

校共同上線，發表學生研究成果。

6.即將上場—減塑/無塑園遊會，由學生自動發起,

在園遊會期間，提供環 保餐具並督促同學減少使

用塑膠製品，具體實踐環境保護。

10.書展(暢銷書展、博客來書展)

11.美術班畢業畫展

12.穿越時空遇見你--化石展

13.謝美在老師書法展

14.國際口足畫家作品展暨生命歷程講座

7.與光同行－送行者的日常：邀請許伊妃送行者分享

在殯葬服務經驗的觀察與省思，面對生命中的生

離死別，除了無償、後悔或遺憾，也看見與逝者

關係的連結及延續。另外，本學期也舉辦「好想

跟你說說話」系列活動，鼓勵同學向重要他人道

謝、道愛、道別、道歉，提供機會梳理及表達，珍藏與對方的情誼。

8.柑心志工――同儕輔導為了讓高一孩子在進入本校

後，能更有效適應課業及生活環境，輔導室召集

一群擁有服務熱忱且成績表現優異的高二同學，

共計35名「柑心志工」，對高一孩子提供一對一

課輔。柑心課輔今年已邁入第十年，讓學生們透

過教與學彼此互惠，學習得更有效率，藉由助人及受助經驗，厚實人與

人之間的溫度。

9.家庭資源規劃工作坊：曾明騰老師主講兼帶領「理

財小學堂：財商工作坊」，讓孩子有機會接觸財經

領域知識，重新思考生活與理財的連結。另外透過

《財富自由》桌遊體驗，以出社會後之工作者視角

，領薪水、做生意、買賣股票、投資房地產等過程，釐清財商觀念。

這是一個不受疫情影響的所在，你的迷

惘、你的喜悲…都有人陪。

除了書、還有書展、藝文展覽、講座…，我們努力豐富你的需要，陪

你精彩365*3

一千多天的緣分，沒有因為畢業而畫下休止符

對於離開綠城的你，我們依舊牽掛著，不管在哪裡，希望你們都好。

75周年校慶專題

　　　—綠城遊子

　　　　　　2010年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

經濟部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兩年期日語組

富邦人壽業務主任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專員

台塑河靜鋼鐵有限公司駐胡志明辦事處業務專員

專職投資人

祝福斗六高中校運亨通，持續作育優秀人才！

建議學校能夠除了大學升學輔導之外，增加教導學弟妹

正確的理財觀念以及未來就業規劃等。大學四年轉眼就

過去，有許多人一直到畢業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該往哪

裡去，如果能夠落實校友資料庫，結合校友職涯資源，

甚至設計一系列職涯發展列車邀請傑出校友回母校分享

，抑或是用業師模式開放私下諮詢輔導，對學弟妹或許

會有更好的幫助！

張晏綸

│畢業年度│

│經歷與現況│

│ 祝 福 語 │

│ 其 他 │

　　　　　　2012年

斗六高中管樂隊 戲劇社、成功大學政治系學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保羅‧H‧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國際關係碩士

(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

Sibylline Americas Inc 商業情報分析師

(美國華盛頓特區)

斗六高中75歲了！斗高三年是我相當珍惜的一段日子，

現在想起仍宛如昨日：第一次踏進現在已經不在的自強

樓、在游藝樓前看肥滋滋的鯉魚、穿過圖書館一排排書

架、升旗時在升旗台旁吹奏樂器，並聽大家喊雄壯威武

卻總是七零八落。在這裡我認識了許多天涯咫尺的好朋

友，三到十三小時的時差並不曾讓感情生疏，反而讓我

們更珍惜相聚時光。學校師長也是亦師亦友，在我對職

涯困惑不安時，仍能給我指引鼓勵，甚是感謝。希望在

校的學弟妹們能也珍惜與同窗一起成長的時光，善用資

源、多方探索，當日再回首，必然不枉付青春年少。

江佩軒

│畢業年度│

│經歷與現況│

│ 祝 福 語 │

(日本雜誌報導)

(2018亞運)

　　　　　　2011年

2018印尼雅加達巨港亞運軟式網球-個人混合雙打金牌、

個人單打銀牌、團體賽銅牌

目前服務於雲林縣斗六國中，擔任專任運動教練，致力

於培養台灣軟網基層人才

走進校門，林蔭大道上飄落桃花心木的果實，校園景色

及過往，歷歷在目，未來的路很長，所有的努力都將成

為將來的養份！感謝斗六高中師長們三年的陪伴，祝校

運昌隆！

鄭竹玲

│畢業年度│

│經歷與現況│

│ 祝 福 語 │

張卉歆

│畢業年度│

│經歷與現況│

│ 祝 福 語 │

│給學弟妹│

　　　　　　2005年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主修攝影、設計與印刷

，並在大學畢業後於豐泰企業擔任版師兩年半，現為自由

接案的平面設計師，也同時是鏡文學的簽約作家，正在努

力經營自己的個人插畫品牌《3杯雞+糖！》。

祝斗六高中75周年生日快樂！最後一次回學校好像已經是

很久以前的事了，願斗六高中能永保我在學時感受到讓學

生自由揮灑的快樂與繽紛，願所有學生的任何夢想，都能

在師長與校園的支持下燦爛開花。

給正在迷惘不知該往哪前進的學弟妹們，我們的人生不會

因為一次抉擇就拍板定案，這樣的煩惱也不會從此就消失

不見。即便是現在，我也依然常為了「這樣走真的對嗎？

」而煩惱著，也依然沒有得到標準解答。

所以儘管去嘗試想做的事情吧，即便最後得到的答案是「

早知道我當初真的就該去唸外文系比較好找工作」，那也

是在我們親自走過之後得出的、懊惱卻無比珍貴的結論。

余晨逸

　　　　　　2015年

國內男子400公尺成績為歷年第三目前備戰2021世界大學

運動會，訓練上開始規劃對於自己還不足的訓練方式及

訓練課表，每一天的練習都是不斷的加強及挑戰自己，

期許自己接下來能有更亮麗的成績，更突出運動表現，

為國爭光。

預祝母校75周年校慶活動成功，校務蒸蒸日上。

│畢業年度│

│經歷與現況│

│ 祝 福 語 │

　　　　　　2011年

創業家與商業觀察者，大學畢業後直飛迦納工作，我從

一個迦納輪胎銷售業務員，接著任職跨國物流公司西非

區域經理，到看見市場先機，引進國際零售品牌到當地

市場，短短五年的時間，非洲教會我如何強悍的生存，

也打開我狹隘的世界觀，當所有聚光燈聚焦在第一、第

二世界，被人稱為「黑暗大陸」的非洲卻讓我看見世界

不同的風貌。

我的夢想是踏遍非洲每個國家，深耕這塊美麗的大地，

讓更多台灣人知道，我們印象中的非洲並不是非洲真正

的樣子，並且幫助更多台灣人前進非洲，獲取商機。

現正努力轉往非洲市場創業投資之路邁進。

我的網站：https://shintw.com/

我的臉書專頁：不浪漫的非人生活

斗六高中是孕育我的母校，感謝母校的教育之恩，年年

歲歲今今朝朝，作為斗高的一份子我衷心祝願我們的母

校燦爛輝煌！

陳藝心

│畢業年度│

│經歷與現況│

│ 祝 福 語 │

鄭錫懋

│畢業年度│

│經歷與現況│

│ 祝 福 語 │

　　　　　　1999年

學弟學妹們好，我是鄭錫懋，你曾經魯到入味的資深魯

蛇學長。成功故事有兩種：第一種是「哇！你最厲害好

棒棒，都留給你帥！」；第二種是「靠！這麼慘還能翻

身，我也有希望！」

我的是第二種，而且是鼻青臉腫、正面著地的那種。

我很愛看書，但很不會讀書。高中時期，成績穩定佔據

校排倒數25%，雖然成績不是很好，但是老師們的精彩教

學，仍然讓我的學習充滿樂趣。可能是神功附體吧！大

學聯考的國文，神奇地考了將近90分，憑著這分數唯一能

看的一科，我考上了逢甲企管，開始了我的大學生涯。

我還是還愛看書，但仍舊很不會讀書。大一必修英文，

我重修了三次，必修會計重修四次，微積分更慘，我一

直到大學延畢的第二年的暑假，才在第七次學習時，勉

強及格。

大學五年級，也就是延畢的第一年，因為不想也不好意

思再跟家裡拿錢，我誤打誤撞進了補教業，從最基層的

工讀生、班導師做起，掃廁所、改考卷、管理學生、接

送老師，是我的每日日常。就這樣，一直到服兵役之前

，我在補習班工作了兩年，直到大六畢業。

這樣的我，後來教過數學，也教過英語，最後開了兩家補

習班，進入科技產業當英語講師，主持英語學習的廣播節

目，還出了一本賣得不錯的英語學習書《英語自學王》。

我想說的是：年少未必得志，大器可以晚成。

我花了比別人長的時間，才取得了人生的初次成功，雖然

過程很辛苦，但是天道酬勤，點滴努力終會匯聚成河。盼

望你從我的故事裡，看見自己的影子，看見自己的可能。

祝福我親愛的母校生日快樂！

謝謝你給我空間，等我慢慢長大

我的青春都在這裡，我的歡喜快樂都在這裡

莊予

　　　　　　2010年

2014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學士

2017畢業於英國劍橋藝術學院 童書插畫碩士

專職手繪插畫家，著有《新老鼠娶親》、《你的茶要加

幾顆糖？》，和海外出版社合作《收藏家小吉》、《墨

石娃娃》等繪本。擅長運用水性顏料，溫馨、療癒、復

古的畫風中，藏著令人菀爾的故事性。作品入選過3x3美

國際插畫大賞優選、iJungle插畫設計大賽優選。

正在經營「格紋上的茶漬」插畫品牌。曾參與過倫敦聖

誕藝術市集、四四南村、松山菸廠和華山文創園區的文

創市集擺攤。

創作、接案之餘，兼任大學講師。

親愛的斗高，75歲生日快樂！祝願您永遠朝氣蓬勃，桃

李滿天下！

不管你們現在處在高中哪一個年級，請盡情享受這個階

段！唸書、上課、考試、遊玩以及和同學的相處，這些

日常在離開校園後會變得更加的複雜。大學日子不是只

有爽，獲得更多自由的同時，也會需要背負更多的責任

和面對更多的選擇。至少我個人很想念高中生活的單純

。很慶幸就讀斗高美術班的期間，有一群很好的師長、

同學他們完整了求學期間最青春、快樂的三年。祈許你

們認真面對這時候的自己，不要留下遺憾。

│畢業年度│

│經歷與現況│

│ 祝 福 語 │

│給學弟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