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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櫥窗、工作報告

財團法人國立斗六中學文化教育基金會
108年1月1日～108年05月31日

工作報告

第 十 三 期

中華民國一０八年六月　第十三期　發行人--黃聰敏、羅聰欽　總編輯-李惠娟

財團法人國立斗六中學文化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國立斗六中學文化教育基金會         

108年升學績優榜單108年升學績優榜單

動靜之間！綠城，因你(妳)而燦爛~動靜之間！綠城，因你(妳)而燦爛~

奈子，nice的意思，是斗高美術班的畢業生，即將負笈英國

紙鶴，充滿才氣與教學點子的斗高美術班老師

藝 文 櫥 窗

多元視野　國際交流多元視野　國際交流

斗六高中，是我一段新的旅程。三年前，青澀的我懷著既忐忑
又期待的心情，踏入斗高的校門，如今，轉眼如隙，那屬於離別的
鳳凰花尚未開放，我已踏上了一條新的旅途。

記憶中的高中，有著許多美麗記憶，運動會頂著豔陽，在紅沙
漫漫的操場上，為每一個為班級拚搏的同學加油打氣；在曬得發燙
的草坪上，混著歡笑和驚呼，團結努力的去完成每一次趣味競賽交
接；當陽光染上了淡淡的橘，各式各樣的獎項，迎接來自我們的熱
情和歡呼，帶著錦旗，呼朋引伴，拍下屬於我們的青春記憶。

高二下的我，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的換組，寒假輔導的第一天
，迎著寒流，裹著厚厚的羽絨衣，我踏入了一個新的班級，陌生的
臉孔，歡樂的氣氛，我有些格格不入，準備上臺自我介紹時，我像
是如臨刑場的罪犯，緊握雙手，冷汗佈滿前額，短短三句話，好似
能抽乾力氣似的，我逃也似的離開講台。但是來自新同學的熱情，
讓我慢慢的融入班級，有了新的朋友。

臨近學測的那一年，緊張的氛圍，無數模擬考和複習考，大家
都非常緊張，但是大家都不是一味的自己苦讀，而是和朋友、同學
彼此相互幫助，不會的就互相幫忙，老師們也願意花下課的時間去
回答同學的問題，到了學測當天，大家互相鼓勵、祝福，斗六高中
真的很溫暖。

最後，我想要感謝斗高文教就基金會三年以來對我的幫助，讓
我能有這麼豐富的高中生活。

（後記：謝閔如以希望入學管道錄取台大農業經濟系）

斗高三年，永存我心斗高三年，永存我心

綠城風雲榜

姓　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謝宇昊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李于婕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許景皓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黃禹修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尤彥鈞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孫抒硯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陳品翰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林晉寬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林咏臻 長庚大學 醫學系
黃承煬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廖國任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劉晏廷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李信叡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林依貞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陳宛涵 國防醫學院 藥學系
陳冠言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程鏡丞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宥萱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
張宇佑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謝閔如 國立台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張立昇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廖一心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許乃懿 國立清華大學 旭日招生戊組 ( 電資院 )
莊惠淇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李宜倫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余彧廷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趙道中 國立交通大學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丙組 )
王如璇 國立交通大學 百川學士學位學程
張凱博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董道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 榜單亮眼，請上斗六高中網站查詢！

第59屆第四區雲嘉區科展

＊201何碩宸、黃韻璇、101張宗瑋 「作品：二次
曲線上蝴蝶形的探究」榮獲數學科特優（代表
第四區參加全國科展）

　指導老師：洪百佑老師、陳俊名老師

＊201吳振瑋、趙君熙、莊智鈞「作品：翼想天開─探討機
翼改變對CL的影響」榮獲物理科佳作

　指導老師：林榮彬老師

＊201張謹韜、林柏任、許良兆 「作品：阿斯匹靈製程改
良及純度分析」 榮獲化學科佳作

　指導老師：李明祥老師

＊201歐軒佑、朱國瑋、陳亭蓁「作品：以小白鼠行為探討
食用高糖對記憶之影響」榮獲動物與醫學學科佳作

　指導老師：吳誠十老師

＊202李汶諭、蔡家淼、潘自如「作品：抑厚之戰─抑草蓆
與厚紙板的比較」榮獲農業與食品學科佳作

　指導老師：吳誠十老師

女子籃球隊參加107學年高中籃球乙級聯賽　全國決賽第八名

隊員名單

302 沈沛晴 305 張丞喻 310 曾怡婷 203 張庭瑜 207 劉千玉

209 劉品暄 213 許鳳儀 102 楊恬昕 107 張喬閔 111 卓均宸

113 李嬭伶 113 黃子寧 114 廖婉茜

女子足球隊參加107學年度中等

學校五人制足球聯賽高女決賽

第五名

賀賀賀賀

與日本東京都立戶山高校締結姊妹校

東京都立戶山高校為東京都立高校中，排名第四的學

校，學風自由，且是一所以升學為目標的高校，學生無制

服，與本校性質相近，該校每年度皆有超過百名畢業生錄

取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東京大學等知名學府第一志願

。該校歷史悠久，同時也是日本科學與科技部門，所贊助

的超級科學高中，更有專職人員負責超級科學高中業務，

國際合作事宜，與世界各國如美國、澳洲、菲律賓、柬埔

寨、韓國、台灣，均有姊妹校關係，目前在台灣的姊妹校

為台北市立建國中學。

自2018年8月開始，經過大約1年的探詢，與東京都立

戶山高校取得聯繫，並且接受其邀請，於2019年2月3日參

加戶山高校舉辦之國際學生科學研究視訊會議發表，本校

學生以科展作品『地震可以預防嗎？』為題，與戶山高校

所邀請的學校，共同以英文發表學生的研究成果，本校是

臺灣唯一參與的學校。

2019年3月6日，校長帶領學校處室主任及業務承辦人，校友會理事長賴正義等，親赴

東京拜訪戶山高校的校長布施洋一先生，尋求為兩校建立更緊密的交流關係。此次交流成

果豐碩，戶山高校第一時間帶領本校訪問團參觀學校軟硬體設施，彼此互做簡報介紹，了

解相互的學校屬性。該校校長布施洋一先生，當場允諾與本校簽訂姊妹校，並且接待本校

五月份教育旅行的參訪，為往後的交流，開啟了一個好的開始。

2019年5月由校長帶領英文科陳嘉彬主任、易芮辛老師、化學科林碧鉁老師與曾昭棱老

師、活動組張季倩組長全體師生共計31名，出發前往東京都立戶山高級中等學校進行國際

教育參訪交流活動，並進行兩校締結姊妹校的簽約儀式，這是本校第一所日本東京的姐妹

校，未來將進行兩校的定期交流，期待下個學年能接待戶山高校的師生來訪。本次與戶山

高校的師生進行了全天的課程交流，安排了入班參與生物課，地科課、物理課、化學實驗

與社團活動入班交流，參與課程進行，並將課程內容作全英文發表，體驗日本高校教育，

更是做足了國民外交，此次本校隨行教師化學科林碧鉁老師、曾昭棱老師、英文科陳嘉彬

主任、易芮辛老師更是實際參與課程觀課，整體提升本校課程之國際視野，返校共同規劃

國際教育交流課程。期待向上提升本校師生的國際競爭力。

第一部分、108 年度工作報告（計算至 108 年 05 月 31 日）

壹、基金收入總合合計 467,718 元
一、捐款收入：400,874 元（捐款人詳見下表）

二、利息收入：66,844 元 ( 含台銀、土銀、元大儲金簿 )

貳、108 年度支出總額合計 633,649 元
一、學生獎助學金部分：合計共 355,400 元

工作項目 支出金額 受益人數

對外競賽優秀獎學金 62,000 元 66 人

英檢多益獎勵金 17,800 元 81 人

獎學金暨清寒學生助學金 275,600 元 164 人

合計 355,400 元 311 人

二、教育文化活動費：合計 275,619 元

三、行政費：2,630 元

第二部分、108.01.01 ∼ 108.05.31

壹、108 年度收入總額合計 467,718 元
一、捐款收入：400,874 元（捐款人詳見下表）

二、利息收入：66,844 元 ( 含台銀、土銀、元大儲金簿 )

三、捐贈明細如下表：

莊勝通 108/01/03 300,000 元

陳梅英 108/01/04 1,200 元

張春嬌 108/01/07 2,674 元

何美融 108/01/17 20,000 元

吳昱瑩 108/01/17 10,000 元

李惠娟 108/02/22 3,000 元

李榕玲 108/05/07 2,000 元

李惠娟 108/05/09 2,000 元

黃聰敏 108/05/23 60,000 元

參、本年度各項支出：總計 633,649 元
一、學生獎助學金部分：合計共 355,400 元

二、教育文化活動費部份：合計共 275,619 元

三、行政費部分：共 2,630 元

肆、基金總額：新台幣貳仟壹佰伍拾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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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紙‧攝影雙個展】

展出地點

斗六高中綠城藝文展覽中心

展出時間 108.4/15~05/10

謝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