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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來，疫情挑戰並考驗

著我們的生活與學習，原本習以

為常的生活方式被迫改變，老師

、同學都在螢幕的另一端。在這

特殊的學習過程中，我們除了感

謝學校師長，更應該為自己堅持

學習的毅力鼓掌，這是積極與熱

情的良善循環。

這期間我們正好可以思考：巨變時代中的我們，可以留下最純粹

美好的是什麼？物質生活早已豐足，而科技產業不斷進步，fb已然過

時，原本常用的IG、V-log⋯，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也會被虛擬世界『元

宇宙』取代。地球另一端的戰火未歇，疫情的威脅未解，我們該如何

整理這些令人焦躁的、不舒服的感受？其實，外在愈是令人煩悶，我

們更要心平氣和、戒慎不恐懼地面對。

在此變局裡重新檢視我們的生活，對時間、健康、學習、親子關

係⋯等，是否有可以調整精進的地方。心靈大師諾曼．萊特在《減壓

，從心開始》書中提醒我們：從現代經濟體制來說，讓消費者感到「

不滿」很重要，因為這個「不滿」會有利於引發購買動機。廣告告訴

我們需要得到各式各樣的東西才能讓生活快樂，於是我們做出消費行

為。久而久之，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許多當初想要卻用不到的物品。

換言之，心靈上也是如此，我們牽掛許多、操煩許多，結果忘了最主

要的初心。這些時日的考驗，正好讓我們試著靜下心來思考，探究我

們真正應該追尋與努力的方向。

斗中文教基金會在疫情中，仍持續扮演支持學校的基石，除了例

行的獎助學金頒發與活動的支援，也增加一系列藝術與心靈療癒的相

關研習及展覽。第20屆校友，也是校友會榮譽理事長陳調鋌學長，更

是慷慨解囊，協助學校更新資訊學

習設備，讓斗高的孩子在停課不停

學的線上課程中，不因資訊落差而

中斷學習精進。所有種種，惟願斗

高的孩子能不受疫情影響繼續學習

，更願孩子們在未來持續傳承這股

善的、美好的循環。

110學年度乙級排球聯賽，斗高在預賽先將擊敗強敵
義峰高中、虎尾高中等校，並在面對去年亞軍五育高中的
比賽時連戰三局，最終贏得勝利，得到預賽南雲區冠軍晉
級複賽，以種子隊參賽，連勝台南二中和鳳新高中，進入
決賽。四小組決賽時我們再連贏了陽明高中和師大附中，
最終我們以小組第二名晉級12強。

在12強比賽時遇到109學年度聯賽時曾經不敵的彰化
高中，聯賽前我們打過多場友誼賽，可說是最熟悉的對手
，我們頂下前年敗北的壓力，成功晉級八強。八強賽中我
們遇到108學年度的冠軍--屏東高中，比賽中球員們比較
慢「開機」，失了第一局，雖在第二局以大比分差贏得勝
利，可惜第三局沒有維持住氣勢，無法進入四強，但這是
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賽。最後兩場遇到豐原高中和中正
預料，最終，以預賽和複賽全勝，而決賽四勝三敗，拿到
第六名，是斗高男排隊史最佳名次。
球隊心得反思
（一）培養榮譽心及責任心

排球隊在我們手上初創，對於球隊我們有強烈的責任
感，總是積極努力的完成每次練習。過程中也培養了大家
的榮譽心，以身為排球隊一員感到驕傲，進而能更努力不
懈的學習，追求進步。
（二）獨立思考

除了團隊緊密的情感羈絆，我們球隊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沒有強制權威的教練，雖然訓練效率較緩，但也因在
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反而學會獨立思考，思考如何進步，
思考比賽中要如何配合，而不是一味地跟隨指令。不練球
時，我們會主動在網路上觀看排球比賽影片，討論菁英球
隊怎麼配球、防守的站位⋯，再去思考可不可以運用在我
們自己的比賽中。
（三）調整心態，面對失敗和挫折

第一次參加乙級聯賽是在109學年度，那年我們在複
賽止步。之後我們消沉了一陣子，但我們明白消極不會有
任何進步，必須要接受落敗的事實，承認我們的不足，並
更努力訓練。球隊在110學年度排球乙級聯賽捲土重來，

一年的時間我們都進步良多，包括球技、心理素質。
（四）態度決定高度：認真對待每一個細節

「態度決定高度」這句話是我們在打排球中體悟深刻
的一句話，打球不只是在打球，事前的體能熱身、訓練時
幫忙撿球、訓練後的收操、隨時維持良好身心，這些看似
不重要的小事也是排球的一部份，因此我們養成認真對待
每一個細節的態度。
（五 ）脫下球衣之後

排球對我們的信念影響很大，一切從基礎訓練開始，
帶著熱愛排球的靈魂與積極樂觀的心態，不畏懼失敗；帶
著愛與勇氣，面對一切困難。未來即使不會以排球作為職
業，但排球影響我們，堅持信念，持續的學習。

  (本文作者：梁宇辰今年錄取台大法律系)

我的父親只有小學肄業，16歲時就已前往台北工作，因缺乏學識、

社會經驗，被迫換過多份工作，但他憑藉「吃苦當吃補」的精神，養活

了他年邁的雙親和他的兄弟姐妹們，甚至連他們的家人都曾受過父親的

幫助，在困苦的時候能有地方遮風避雨。眼看著年近 60 的自己，辛苦

工作大半輩子也未曾娶妻，於是透過婚姻介紹，認識了當時在對岸因家

暴而離婚的母親，隨後來台先後生下我和弟弟，但因母親本身國中肄業

且文化背景不同，目前只能在家中操持家務，經濟上仍主要依賴現已74

歲的父親在工廠打雜，來養活尚在就讀高中的我和小學四年級的弟弟。

求學過程中，我很慶幸自己處於非常友善的讀書環境，老師們並不

會因為我的弱勢對我另眼相待，反而更積極的幫我申請各項獎助學金，

讓我順利的繳納學校的各項費用，同學們知道我的家庭處境，日常生活

中也會盡量幫助我。

雖然從小我的家境條件並不好，求學過程中遇到了許多考驗，卻因

此積累了許多同儕不曾有過的技能和經驗，並且很幸運能受到許多人的

幫助，讓我心存感激的順利完成學業。因此，我選擇參加學校的春暉社

去街頭募發票、清掃社區街道，甚至去探訪植物人並為他們唱歌帶來希

望。我也會利用學校的長假前往附近的醫院做志工，在醫院中慢慢學著

如何換為思考更好地去服務更多有需要的人。

編者按：本文作者為11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張錦誠，透過台大特殊選才

錄取台大物理治療系。錦誠不受困於現狀，在學校積極努力學

習，課後主動分擔家務、陪伴弟弟，師長為他爭取到的助學金

他萬分珍惜，甚至用來補貼弟弟的學費。從上文中可以看到錦

誠的踏實與感恩，祝福錦誠未來的學習之路順利。

國家實驗研究院太空中心
（NAR)衛星影像專題論文比賽全國第一名
108 王聖得、114 陳泓銓、114 陳昶瑋
指導老師：鄭光佑老師丶鐘藝方老師

2022年第二屆雲林縣英文菁英盃
專業英文詞彙與聽寫能力大賽
高中一般英文單字組
冠軍　204 林恩丞　指導老師：林允中老師
亞軍　215 李宜繡　指導老師：林錦汝老師
季軍　201 張修齊　指導老師：林允中老師
本校亦獲得團體獎冠軍！
全國物理探究與實作複賽
一等獎（第一名）(進入全國決賽)
201 莊羽旋、201 陳玥廷、201 姚雲評
201 林亮宇、103 張慧心
二等獎
201 凃沛璇、201 林東橋、201 梁家佑
201 吳健賓、201 林育陞、201 陳祺允
201 李瑋哲、201 張震宇
海洋科學組優選
211 鄭語潔、211 賴宛靖、211 楊妮蓉
211 梁雅婷

董事長的話董事長的話

我在斗高排球隊

綠城風雲榜綠城風雲榜

觀 功 念 恩

動靜皆宜的綠城菁英動靜皆宜的綠城菁英

姓　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趙 o 元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廖 o 粧 長庚大學 醫學系 
蔡 o 蓁 長庚大學 醫學系 
周 o 貴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賴 o 琳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陳 o 安 國防大學醫學院 醫學系 
李 o 國防大學醫學院 醫學系 
江 o 忠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李 o 叡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林 o 蓁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張 o 傑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何 o 瓏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榜單亮眼，請上斗六高中網站查詢！

111年榜單

小論文寫作比賽得獎
探析中西方女權主義之異同─以張李德和與瑞思.
依瑞葛來為例　
207 廖玟燕、207 謝言佳
簡訊實聯制使用率降低原因探討與建議方案──
以整合程式改善問題
110 黃宥琦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得獎作品
特優
201 林育陞、101 陳聿迅、103 蔡穎諠
113 張芸瑄、103 林維均、101 曾炫綺
101 胡詠涵
優等
106 黃紀勝、102 王怡恬、102 林庭碩
104 洪伊蓁、104 王奕琳、103 黃臻晏
101 張禎娜、113 王菀妤、103 高敬程
115 梁善盈、308 蔡佩錡、101 賴姿妍
102 甘宥洵、104 陳曉君
110年度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傳炬獎
獲選高中職體育績優學校
排球隊榮獲110學年高中排球聯賽　
乙級全國決賽第六名
軟網隊參加111年青年盃軟網錦標賽
高中女子組冠軍，高中男子組第五名
110年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
高男鏈球第二名　　　　　116 翁葦程
高男鏈球第四名　　　　　316 林政佑
高男400跨欄第四名　　　 216 林硯楷
高女10000M競走第五名　216 蔡慕璇
高女10000M第八名　　　216 凃妍妃
在校生暨校友參加110年全國運動會成績優異
女子組軟式網球雙打賽　金牌　
鄭竹玲(60屆)、高詩婷(67屆)
男子組田徑400公尺　　金牌　
余晨逸(64屆)
男子組田徑跳高　　　　銀牌
張騰仁(70屆)
男子組軟式網球單打賽　銅牌
賴祐群(67屆)
女子組軟式網球單打賽　銅牌
鄭竹玲(60屆)
女子組軟式網球團體賽　銅牌　
鄭竹玲(60屆)、董瓊文(62屆)、高詩婷(67屆)
陳沛羽(67屆)、張娟玫(316)、程芮庭(116)

董事長蒞校頒發運動績優獎學金董事長蒞校頒發運動績優獎學金

校長頒發新生入學獎學金校長頒發新生入學獎學金

財團法人國立斗六中學文化教育基金會
110年1月1日∼110年04月30日

工 作 報 告

第一部分、110 年度工作報告

壹、基金收入：總計 2,877,046 元
一、捐款收入：2,180,771 元

二、利息收入：121,605 元

三、現金股息收入：574,670 元

貳、110 年度支出總計：2,402,159 元
一、學生獎助學金部分：511,740 元

二、教育文化活動費部份：合計 1,867,843 元

三、行政費部分： 22,576 元

第二部分、本年度收支：( 計算至 111 年 07 月 31 日止 )

壹、收入
一、捐款收入：458,380 元

1/3 陳子鸚 5,000 4/6 吳文森 3,000

1/10 涂陽州 10,000 4/13 健保署南區業務組 380

1/10 張唐榮 20,000 4/15 正任營造有限公司 60,000

2/14 陳子鸚 5,000 4/22 吳昱瑩 10,000

2/14 何美融 20,000 4/26 謝佳純 3,000

3/2 陳子鸚 5,000 5/5 陳子鸚 5,000

3/10 莊勝通 300,000 7/1 許志逸 2,000

4/6 陳子鸚 5,000 7/28 陳子鸚 5,000

二、利息收入：88,569 元

貳、支出部分
一、獎助學金：193,120 元 

二、教育文化活動：243890 元

三、行政事務費：15,130 元

參、基金總額：新台幣貳仟壹佰伍拾貳萬元整

※ 斗六中學文化教育基金會係為激勵斗六高中在校之優秀與清寒學生

及獎助校友文化教育活動，協助校務推展，期能培植人才，對國家

社會有所貢獻而設立。為使文教功能可獲得更大發揮，期待更多熱

心人士響應，如蒙獲您的愛心捐贈，除開立可列入該年度所得稅扣

除額之收據外，也隨時會將捐款名單公布於斗六高中之文教基金會

網頁中，亦會在每年固定出刊的文教會訊上公開徵信，並詳細報導

本基金會的各項活動與成果，您的每一分支持，都將成為學生的充

足養分！

＊捐款方式：

◎學校地址：6 4 0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 224 號

◎聯絡電話：（05）5322039 ∼ 160 李惠娟

◎捐款方式：到校捐款　圖書館 

　　　　　　直接匯入　財團法人國立斗六中學文化教育基金會

　　　　　　台灣銀行斗六分行帳號：031-004-50270-2

　　　　　　（捐款可列入該年度所得稅扣除額）

疫情限制了許多原本計畫好的出遊

，但限制不了我們對美的欣賞眼光

。學務處配合76周年校慶活動，辦

理「2022綠城之美攝影比賽」，鼓

勵學生將目光聚焦在日常的校園，

抓住綠城美好的一刻。透過學生獨特的視野，拍出令人驚豔的校園

一隅，我們從不同角度看到學校的校門、球場、教室、跑道⋯。有

同學的青春歡顏、有號稱『校花』的浪貓、有樹葉間灑下的光、有

陪伴放學的夕陽⋯，這些都是『綠城之美』。

2022綠城之美

綠城之美　佳作 111 林咏璇

雨天　佳作 207 莊哲昌

綠城之美 110 戴子翔

夜深人靜的校園　優選 109 陳智雲

餘暉　優選 209  蔡佳燕

綠城之美　第三名 110 戴子翔綠城 門　第二名 215 黃琬筑

綠城之美　第一名 212 宋紫瀅

綠城樹下　佳作 110 薛苡萱

韶光　佳作 307 陳宇忻



疫情下的綠城生活疫情下的綠城生活

第 2版 第 3版綠城簡訊 綠城遊子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八月　第十六期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八月　第十六期

均質化計畫美感教育

藝術家入校活動之「藝 ‧ 日常—生活傢俱燒烙設

計展」，邀請檜木燒烙藝術家楊玲暨其學生展出數十

件利用廢棄家具重製、再生的藝術作品。展出期間同

時辦理燒烙體驗實作讓校內師、生與社區民眾，體驗

小型家具燒烙實作。

『藝．癒，多肉療癒五感體驗研習』

受到疫情影響，原本的

生活型態被迫改變，原本能

親自到訪的青山綠樹大海，

成為腦海中的記憶，每個人

的心都需要被安慰療癒，圖

書館與教務處因應疫情下的

新生活，策畫多場《多肉療癒五感體驗研

習》，讓校內師生由身邊美的小植栽開始，

為學習、為生活增添樂趣，度過疫情期間的

鬱悶時光。

『 陳永礎‧王明宗暨師生陶藝展』

展出有老、中、青藝術家共 11

人，陶藝作品近 100 件，展出作品以

生活陶及金門風獅爺為主，作品具有

創新與創意。透過此次展出期能推動

社區美感教育，使學生能拓展學習視

野、增進其人文素養與文學知能。

【教師增能】

＊「國立斗六高中校園歷史紋理探索暨校園文化資產

保存」教師增能研習：邀請雲科大劉銓芝老師及雲

林溪文化聚落聯盟張妙祝老師蒞臨分享校園歷史紋

理探索暨校園文化資產保存議題。

＊地理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觀議課活動：透過雲林

科大選才專案辦公室團隊媒合雲科大、虎科大及嶺

東科大教授群蒞臨，進行地理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觀、議課活動。

＊召集雲三區夥伴學校 ( 共八校 ) 進行雲三區課程需

求共識會議，配合臺師大均質化工作小組彙整開課

需求。

＊「如何寫好學測英文作文四大題型」教師增能研習：

邀請東吳大學余綺芳教授 ( 退休 ) 分享「如何寫好

學測英文作文四大題型」，包含 1. 主題寫作 : 強

調段落寫作及主題句 2. 圖表寫作 : 強調特殊句型

及圖表用語 3. 看圖寫作 : 強調寫故事的架構及重

點 4. 簡函寫作 : 強調書信的格式及正式 / 非正式

信函差異。

＊特殊教育系列講座 -IGP 優化與課程設計：邀請嘉

義大學陳勇祥教授蒞臨本校以理論說明與個案討論

跟我們分享如何優化、完整化本校 IGP 設計以回應

學生學習需求。

＊學習歷程檔案與自主學習

小講堂：主題為簡報解說

本校課綱地圖、學群分類

及如何幫助學生選課等，

高一學生及家長將更加認

識高中學習歷程與自主學

習的重要、關聯性，亦能更加熟悉 108 新課綱之升學進路要求。

* 跨校課程共備社群：邀請社團法人瑩光教育協會藍

偉瑩理事長入校演講，透過數次跨校研習活動，增

強不同學科、學校於各教學領域典範學習的互動及

跨社群合作。

【學生學習】

* 綠城盃 - 數理學科能力競賽：今年有超過 150 位學

生報名參加，競試科目有數學及理化，進而激發雲三

區國中生對學科的興趣與主動學習的基本能力。

* 地科與地理跨域教學精進 - 觀星營：由地理科鄭光

佑老師及地球科學陳英嫻老

師主講觀星技巧、天文望遠

鏡使用方法及如何辨識行星

等，以增強不同學科、學校

於各教學領域典範學習的互

動及跨社群合作。

* 高中職教育博覽會：幫助學生認識雲三區各高中職

端因應 108 新課綱轉變及各校各科特色，作為社區

內國中生升學考慮方向。

* 藝術識讀特色活動：金工手

作體驗：邀請 Tinco 金工胡

朝綱老師與雲三區師生分享封閉式銀戒扭轉手法及墨

魚骨鑄造之美。

* 科普闖關競賽營：陸軍官校洪偉清教授、黃仁偉教

授教授帶領學生進行科普闖關競賽。除社區內學生

參加外，亦有臺北、桃園、嘉義、臺南及高雄區國、

高中生報名參加。

108 課綱上路已滿三年，高中學習模式產生巨大的變化，校園裡從上到下

提倡多元、自主的學習氛圍，在原本的學科之外，教務處依據學校特色、教師

專長等開出不同的選修課，這些課程沒有制式課本，老師們透過教學研究會共

備設計一個學期 18 周的課程，有加廣伸學習、跨科合作，辦公室裡常見老師

們利用課餘時間討論合作，引導學生閱讀發想、探究實作。

新的學習引導模式，學校端也利用各種計劃協助教師精進增能與學生自主

學習，期許綠城師生在新的學習模式下更展長才，奠定永續學習之基礎。

誠如基金會黃董事長在高三畢業典禮

的線上祝福時所言，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

活、改變的我們的學習、改變了我們的習

以為常，不過這並不影響作為綠城主角的

師生生活。

教務處在疫情變化下快速應變，以最

短時間完成線上教學的宣導與軟硬體設

置，班級架設攝影機進行混成教學，完美

詮釋「停課不停學」！

此外，教務處運用計畫經費與文教基

金會經費，在疫情期間辦理一連串的藝文

陶冶的展覽與手作活動，讓師生與社區皆

能在疫情下，透過藝術療癒緊繃的心靈：

學務處在許多活動被迫延期或暫停的窘

境下，利用疫情稍歇的空檔，帶領孩子們參

加各項競賽，除了體育賽事屢傳佳績之外，

管樂社的孩子勤勉練習，參加臺南市政府

2021 年底舉辦的亞太管樂節 - 台灣管樂合奏

大賽，在眾多隊伍中脫穎而出，榮獲「青少

年組菁英獎」，獎金 10000 元。戲劇社參加

文化部「2021 藝把青 -- 青少年創意戲劇比

賽」，充份展現斗高學子的活潑創造力與各

項多元能力。本次比賽為文化部連續數年集

合雲嘉嘉南四縣市的力量，延續蘭陵王的精

神，鼓勵雲嘉嘉南青少年學子，發揮創意表

現自我，提供青少年學子表演藝術的舞台，

希冀有朝一日成為明日表演藝術的新星與未

來的種子。

＊某天 , 高二的學生問我 : 主任 , 我們有一個行動方案想請文教基金會

支援。我看了孩子們的計畫書，這些孩子自發想要利用寒假辦理國小

英語學習生活營，從構思、組織分工、活動計畫、課程安排，都已經

規畫得清楚明白且具執行性，基金會當然支持孩子們主動進行服務學

習，在 111 年 2 月 8~9 日在石榴國小進行『英語探索冬令營』，帶領

小學 5、6 年級的兒童，透過學習基

礎英語對話增強口說的能力，利用改

編兒童熟悉的童話劇本，培養兒童敢

於開口說英語的態度。這個活動受到

孩子與家長的肯定，蔡校長邀請雲林

有線電視蒞校

訪問，活動圓

滿順利，小朋

友以及斗高的

學長姐也都收

穫滿滿 !

學生的心得與反思

1) 營隊前

在前往石榴國小做彩排與布置過程中，因為大家都是第一次，

多少有些生澀、放不開，在經過一天的熱身後，許多環節變得更

加流暢，不過，大家仍心中忐忑，對於營隊過程會發生什麼事既

期待又害怕。

2) 營隊期間

一大早，我們便到石榴國小集合並做最後的確認。初見到小

朋友臉上開心的笑容，大家便激動不已，強忍著內心的歡喜，順

利地進行始業式，在得到長官來賓的致詞與宣達注意事項後，營

隊便正式開始。過程中，從破冰遊戲、到英語教學、再到成果發表，

都憑著所有工作人員間的默契與極佳的臨場反應一一的進行下去，

期間不僅是學員快樂的參與活動，各個工作人員也是越來越起勁，

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們與學員們也更加地了解彼此。整個活動期

間，所有學員都表現得非常好，能動能靜，破冰遊戲過後氣氛變

得熱絡，上課期間也都踴躍舉手發言搶答，給予工作人員們很大

的鼓勵。在最後的成果發表中，雖然小朋友依然害羞，部分無法

流暢地唸完台詞，但整體大家都留下了好印象，並對英語學習擁

有了更大的興趣。

3) 困難與解決

突發狀況 : 在教學過程中，臨時得知有記者前來採訪，工作

人員必須暫時放下正在進行的教學內容去受訪，同時，需要達成

一些記者對於畫面捕捉的要求。機靈的我們在得知消息後立即與

國小端師長簡單溝通後，臨時設計適合的遊戲，用主持的方式帶

領小朋友離開座位進行遊戲，同時不讓小朋友察覺有異樣。

 在挑選營歌時，未詳細考慮到教學時間的分配以及內容的難

易度，導致在有限的時間內，小朋友無法清楚的學會。於是我們

將營歌範圍縮小，由隊輔協助幫忙教導，並調整營隊行程表，使

練習的時間更加的充裕，最終得到相當不錯的效果。

我們還遇到小朋友異常沉默的窘況，還好透過隊輔進行個別

輔導，確保每位學員都可以了解課程內容後，解彼此的尷尬並在

教學活動中適時提供技術指導或上台發表的機會，讓每位學員都

能夠從中學習精進。

綠城的孩子從起心動念「想辦營隊」，在幾個月的努力之下，

終於完成了這個活動。過程中他們經歷了許多全新的體驗，也學

習到很多，諸如行政規劃、活動策劃宣傳、文書作業等。第一次

獨立辦理這種自發性的活動，難免都會有些許生疏和緊張的地方，

但孩子們都能夠適時的互相協助和調整，並在活動前中後積極與

基金會和國小端聯繫並表達感謝之意，相信參與學生們都可以得

到滿滿的收穫。

*3D 列印、雷射雕刻學習活動 --- 自製 LED 手機座：藉由

講師教授 3D 列印、雷射雕割等課程，由學生實際操作

設計 3D 底座及壓克力板並銲接燈條體驗「做中學」。

* 體育專長營隊 ( 望眼曾文 )：帶領學員認識曾文水庫景

觀特色，規劃移地訓練課程，整體行程安排討論與協

調，透過移地訓練強化學生

體適能與身心素質、發揮高

中與國中學生經驗傳承交流

的效益，學習自主學習訓練

規畫策略。

*週六外語課程：有初階日文、

進階日文、初階韓文、進階

韓文。分別由合格日語教師、

韓國籍教師授課，課程期間

邀請日本在臺協會日籍專員

蒞臨分享日本文化之美。

* 數理能力提升系列 -(1) 理工學群探索營：聘請國立臺

灣大學楊士進教授等人辦理理工學群探索營隊，講述

主題：臺大機械系學習七大重點、基礎科學研究連結

跨領域的未來、智慧型晶片設計與挑戰、綠色科技與

永續發展 -空氣淨化模擬。

* 數理能力提升系列 -(2) 自然科探究實作之環氧樹脂透

明膠：帶領學生赴永寬化學進行環氧樹脂透明膠實作，

並由本校數資班導師進行自然科探究實作與學習歷程

說明會。

* 數理能力提升系列 -(3) 陽明交

大實驗室參訪活動：帶領學生赴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理學院

進行安排物理、化學及數學科講座，亦邀請理學院賴明智

院長、陳永富副校長及陳俊太副院長講授 108 新課綱與大

學升學關係。

* 數理能力提升系列 -(4) 物理科探究實作營隊：由

陸軍官校洪偉清教授、東華大學曾賢德教授透過

googlemeet 帶領學生進行 Arduino 介面操作等實作，

並進行競賽主題探究實作實驗簡報。

【輔導陪伴】

家庭關係議題學生成長團體

邀請楊芳豪心理師帶領「家庭關係議題學生成長團

體」，讓孩子透過探索家庭，重新思考並感受自己與家

人的關係。孩子們在團體中聆聽他人的經驗分享，敘說

自己與家人的故事，並在聽與說的過程中更深刻地感受

到家人的愛。 

性別教育講座

邀請李冠儀心理師分享「性別教育講座：如果少年

維特可以不煩惱」，情感關係是多數青少年容易感到好

奇又困惑的主題。心理師在講座中提及許多經營關係的

常見迷思與重要元素，讓孩子們能夠對關係抱持慎重且

願意嘗試的正向心態，並學習如何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情

感需求。 

柑心志工──同儕輔導

為了讓高一孩子在進入本校後，能更加適應課業及

生活，輔導室召集一群擁有服務熱忱且成績表現優異的

高二學長姐，共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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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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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認識自己，並厚實人與人之間的溫度。 

升學輔導──模擬面試

108 課綱下的首屆高三生，申請入學二階面試如臨大敵，為了讓高三應屆學

生快速學得應對技巧，輔導室特別邀請校內各領域師長，現場解說面試技巧，逐

步從聲調表情、肢體語言、了解口語表達的技巧，教會孩子們如何在面試中得分。

此外，已畢業學長姐也利用網路為學弟妹安排「手把手經驗傳承」，透過學長姊

現身說法，面對面解說學群科系的學習內容、未來職涯方向，鉅細靡遺地為高三

學生的解惑，期望所有綠城學子在升學路上，勇敢前進，找到自己的理想定位！

大家藝起來７陶 !!

邀請丁振混老師協助進行為期

6 周的陶藝實作課程，讓校友、家

長、與社區民眾一起玩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