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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徐乃松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吳宜修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詹承翰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林仲祈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蔡函霓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吳源勳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
黃宥嘉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李冠緯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
陳建錳 國立臺灣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張耿誠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張雅媃 國立臺灣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廖泳錡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董道心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系
李安晴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李佳倫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李建勳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廖彥齊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陳雅蕙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洪瑋均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郁慈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貞齊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劉穎靜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蕭溢真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郭儒謙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洪維駿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陳怡軒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游畯勝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林雨彤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魏嬿芯 國立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張芷韵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吳璨廷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楊善荏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黃宥豪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綵妍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黃吉歆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廖柏棠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蔡晴芝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陳俊憲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郭益賢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吳慈珉 國立政治大學　斯拉夫語文學系

＊版面有限，詳細榜單請洽學校網頁

106年升學績優榜單106年升學績優榜單基金會黃聰敏董事長基金會黃聰敏董事長

勉勵勉勵
「財團法人國立斗六中學教育文

化基金會」成立迄今已數十載，在歷
屆董事及捐款人的熱心贊助下，已經
有相當穩定的發展，能夠做為學校的
後勤支援，提供學生獎助學金、支持
學校辦理教育文化活動。

今年4月15日，我接下基金會董
事長的棒子，仍將秉持歷任董事們對學校的關心並依循基金會的
宗旨，作為師長同學的最佳後盾。

斗高於我，有非常深刻的感情。我和我的孩子都在斗高的優
質環境下成長，受到學校師長的愛護與鼓勵，是以，我願意以千
里行雁之心，陪伴母校的學弟妹們飛翔，讓斗高的夥伴互相打氣
、支持以成就學校更美好的願景，讓斗六高中誠、樸、精、勤的
精神繼續傳承延續。我相信，只要同學持續努力精進，在師長的
陪伴與指導下，在學業、品德各方面，發揮適性多元的學習，必
能充分開展您的潛能；只要用心體會生命的真實意涵，必能開啟
人生的機會之窗；只要能兼蓄寬闊的胸襟與視野，延續綠城優良
傳統，必能融合於未來社會願景，貢獻所學所能。

基金會的宗旨是服務、支持，不管是同學生活上的協助還是
教學資源的挹注，只要能提升同學學習效能的事情，都是基金會
關心與努力的方向。值此新時代來臨，感恩過去學校師長的努力
，在既有基礎上，我們仍須共同努力讓斗六高中再往上提升，因
此基金會有所期許：

一、用心付出：付出才能產出，從生活中「做中學，學中做
」，發揮個人的長處和潛能，累積自己的能量。成功不是偶然，
也非一蹴可幾，想要有所收穫，必須先辛勤的付出和努力。期盼
同學用心付出，專注學習，以樂觀自信、積極主動的精神和態度
，累積紮實的學習成果。

二、勇敢嘗試：現代社會變化快速，希望同學不要劃地自限
，要勇敢面對問題，不要怕難，凡事都得踏出第一步之後，才能
知道如何應對，怎麼樣解決。如果只是一味地旁觀和等待，而不
採取行動，機會便稍縱即逝。失敗了也不要氣餒，成功是因為累
積了很多失敗的經驗而得。唯有勤於閱讀和勇於嘗試，體驗挫折
與艱辛，將經歷的各種經驗化為自己的能力，成為前進的動力。

三、感恩與回饋：基金會的董事、志工、捐款人，不為名不
為利，純粹是對同學的關懷，為學校略盡綿薄之力，因此付出是
不求代價，亦是意無所圖，只盼能造福更多的綠城學子。期許同
學們奮發向上，未來在社會上做個有用的人，有機會也能發揮愛
心回饋社會。

同學們，把握當下，並為人生的下一個階段作準備。面對多
元競爭的時代，期盼大家都能展現青春的熱情和活力，勇於承擔
、學習，持續精進。

世大運》余晨逸狂奔上演逆轉秀

20170827［體育中心／綜合報導］世大運田徑4X400接力男
子組準決賽今晚開跑，由王偉旭、楊隆翔、余晨逸和陳傑所組成
的台灣隊，跑出3分07秒35的佳績，以預賽第一之姿晉級決賽。

王偉旭擔任第一棒，起跑後暫列第三位，隨後交棒給楊隆翔
緊咬領先群，而第三棒余晨逸加足馬力狂奔，躍居第一，最後一
棒陳傑穩住領先優勢，台灣隊以3分07秒35拿下預賽第一。

壹、基金總額 : 新台幣貳仟壹佰伍拾萬元整
貳、106 年度目前收入總額合計 1,641,262 元
　　( 截至 106 年 9月 30 日止 )
　( 一 ) 捐款收入 :909,200 元

　( 二 ) 利息收入：120,194 元

　( 三 ) 股息收入：現金股利 611,868 元；

　( 四 ) 捐款明細如下表：

1/12
雲林縣不動產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60,000

4/10 李惠娟 5,000

5/3 朱淑美 1,200

1/16 楊玲珍 20,000 6/22 廖宗輝 3,000

1/16 吳昱瑩 10,000 7/12 吳文森 5,000

1/19 李惠娟 5,000 8/1 黃聰敏 100,000

1/20 公益信託慈惠心基金 5,000 8/3 莊勝通 300,000

1/23 莊勝通 100,000 8/3 張唐榮 100,000

2/17 張奇晉 20,000 9/4 李惠娟 5,000

2/20 廖森喜 20,000 9/20 李崇誠 50,000

2/24 何美融 20,000 9/26 吳月柳 30,000

3/23 李崇誠 50,000

參、本時段各項支出：總計 1,217,400 元
　一、學生獎助學金部分：合計共 541,998 元

工作項目 支出金額 受益人數 備註（經費來源）

對外競賽優秀獎學金 73,700 元 195 人 106 年度收入

高一新生優秀獎勵金
暨清寒學生助學金

449,898 元 36 人 106 年度收入

英檢獎勵金 18,400 元 78 人 106 年度收入

合計 541,998 元 309 人

　二、教育文化活動費部份：合計共 649,702 元

　　　1. 文教會訊、綠城簡訊支出（38,288 元）

　　　2. 補助 2017 軟網邀請賽（158,700 元）

　　　3. 補助教務處英語合唱比賽費用（9,000 元）

　　　4. 補助教務處成大食安與分析化學競賽費用（30,000 元）

　　　5. 補助 19 屆美術班畢業畫冊（37,000 元）

　　　6. 補助 106 年中正堂廁所整修工程（376,714 元）

　三、行政費部分：共 25,700 元

肆、基金存款現況：（截至 106 年 09 月 30 日止）
　　　1. 定期存款： 1,450 萬元

　　　　（機動利率，利息按月轉入活期存摺）
存款起期 存款迄期 金額 利率 存款銀行 備註

106.02.02 107.02.02 600 萬元 機動 土銀 一年期

106.02.19 107.02.19 150 萬元 機動 台銀 一年期

106.03.01 107.03.01 38 萬元 機動 台銀 一年期

106.03.17 107.03.17 152 萬元 機動 台銀 一年期

106.04.13 107.04.13 250 萬元 機動 台銀 一年期

106.06.09 107.06.09 160 萬元 機動 台銀 一年期

106.04.02 107.04.02 50 萬元 機動 台銀 半年期

106.03.02 106.09.02 50 萬元 機動 元大 半年期

　　　2. 股票：豐泰股票 117,667 股

　　　3. 活期存款：1,145,979 元，存款明細如下：

　　　　(1) 台銀：437,125 元

　　　　(2) 土銀： 25,378 元

　　　　(3) 元大：683,4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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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揮，期望能有

更多的熱心人士共同響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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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於斗六高中

之文教基金會網頁中，亦會在每年固定於四月及十月出刊的文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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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城藝文中心於9.25至10.26舉辦稀有
國寶  再現風華  台灣檜木燒烙藝術家楊玲個
展，讓斗六高中的師生以及社區民眾可以欣
賞從古早舊傢具、舊建材中回收截取的純正
台灣檜木，進行燒烙、彩繪，重現檜木風華
，期能推廣台灣檜木的欣賞與珍藏，帶動民
眾更珍惜台灣資源。

藝 文 櫥 窗

校長羅聰欽106.9.11

個人今年8月1日從國立斗六家商轉任至國立斗六
高中任職，上任月餘，承蒙斗中三寶「家長會、文教
基金會、校友會」的鼎力支持，使校務運作平順，師
生戮力本份，校園氛圍祥和正向，充滿活力，實乃余
歷任三所高中職校長之福氣。

從事教育工作32年餘，以科技教育為專長，歷任
導師、學務主任、總務主任等教職，以終身學習及展
現教育無它，只有「愛與榜樣」為職志，在擔任校長
期間完成教育學博士學歷，目的就是以親身「活到老
、學到老」精神，提供學生努力向學，永不放棄，矢
志必成。

斗六高中在歷任校長的積極辦學與斗中三寶的全力
配合，奠定了優質高中之基，培育諸多社會菁英，貢獻
於各界，使學校成為雲嘉地區指標高中之一。本人為第
18任校長，必須傳承「誠樸精勤」的優良學風，於少子
女化衝擊教育的惡劣環境下，採取「藍海策略」與友校
競合，立志讓學校翻轉創新、再造新能量。

經營學校有如商品行銷，品牌定位，品質認證，
提昇社會聲望，從「準一軍」到「一軍」，當前就是
最佳時機。身為學校的領航者，一定要自我超越，接
受挑戰，激勵師生成長—展現團隊能量及執行力，力
造學校優質。面對學校發展關鍵時刻，我願意肩負使
命—再接再厲，攀登頂峰。

現在，全校師生正持續「創新卓越、優質活力」
共同的拼鬥，雖正面臨著空前嚴峻的挑戰：少子化、
社區化、私校高額入學獎金、公私立高中學費差距拉
近、教師專業成長、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課程變化…
等，都將帶來很大衝擊！但斗六高中有旺盛的「企圖
心」與「意志力」，是不會在歲月的輪轉中漸被磨滅
、消蝕。重溫前人的努力栽種，重見前人的智慧抉擇
與堅持，全校師生時時鞭策自己。我們面對競爭劇烈
的環境，只要學校有願景、有目標，教師有共識，學
生有希望，再多的艱困與挫折，也必能度過。

懇切盼望大家有「同舟共濟」的同理心，讓我們
面對共同的願景與目標，從自信與自勉中走出，向前
瞻望、開展，凝聚「向上提升」的新能量，願為國立
斗六高中基石，齊心協力共寫斗中新歷史，讓咱們共
同邁向成功﹗

翻 轉 創 新
再造新能量
翻 轉 創 新
再造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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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國寶風華再現

台灣檜木燒烙藝術家楊玲個展

台北愛樂戲劇表演�(斗高＋文生中學�)

高二實彈射擊

特教組辦理美術班下鄉教學之美感活動

均質化文學寫作營

斗六高中退聯會會員暨眷屬生活創意展

校友總會雲科農場� 歲末聯歡採果活動

綠城水彩寫生比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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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食品安全』微電影比賽
　　　　　　榮獲全國高中職組。

　　　　　＊第四名『方賢融、李昀芸、許
　　　　　　景皓、陳敬堯、謝宇昊』

＊佳作『李于婕、陳品翰、廖書逵、尤彥鈞
、林晉寬』

＊本校參加106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成績
優異榮獲1金4銀1銅佳績
　其中高女軟式網球雙打賽 216 陳沛羽 216 
高詩婷獲金牌佳績

＊體育班校友余晨逸  世大運表現亮眼

＊鄭光佑、李貞瑩、許英敬、董季樺老師指
導，309林儀芳、304陳玠宇、312郭宜敏
參加第十六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團體組小
論文獲二等獎，並入選:Geo國際地理奧林
匹亞國手選訓營。

賀賀

2017.09.17來自熊本的
女士，帶她兩個女兒，來參觀她
以前的小學母校。

那是遙遠的二戰年代，出生
在嘉義阿里山的她，輾轉經過善
化、玉井，最後來這唸書。戰爭
結束後，她跟著軍隊回日本，是
所謂的「灣生」；她丈夫也是灣
生，她不少灣生朋友都常聚會小
酌，聊著以前的臺灣事。

她說一看到學校操場，眼眶就泛紅了，因為跟兒時記憶好相像。
我帶她們來看一下學校最古老的遺址，一座拱形小橋，以前還伴隨著
鳥居。她說以前會在橋邊，望著軍隊卡車駛離目光，車上滿載要去打
仗的軍人…

記憶．綠城記憶．綠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