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105年度第13屆傑出校友簡介

斗六中學昔日的活動中心(現址:樂群樓教官室)



陳振邦 民國38年6月畢業 初中部第1屆



陳 振 邦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財團法人鳳甲教育基金會常務董事

學歷

碩士:國立台灣師大教研所畢業

大學:國立中興大學法學院行政學系畢業

經歷

1、台北市立大同中學教師5年；雲林縣古坑國中註冊組長、

訓導主任、教務主任共17年；前高雄縣杉林、仁武、鳳甲

國中校長共19年。

2、財團法人鳳甲教育基金會創會董事長

3、中國書法學會副理事長

4、文化總會標準行書研究推行委員，高雄縣立文化中心藝術

發展咨詢委員，作品審議委員



陳振邦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 1946雲林縣光復第一屆書法賽初中組第一名；1960~1980
入選全國教師美展‧日本大書藝院準特選、特選多次‧1986入選「
中華民國美術名鑒」；1991入選「中華民國名人錄」；1992
當選教育界最高榮譽之“師鐸獎”；1993榮獲高雄市立美術館
頒發的「當代藝術家」榮譽稱號；1999入選「世界華人當代名
人大辭典」。

2、1993入刻四川江油市李白故居碑林；2000入刻山東濰坊國際
碑林、天津黃崖關碑林、茿義市青龍山摩崖石刻、邯單海峽兩岸
文化碑廊；2002作品由高雄市美術館、高雄市文化中心、高雄
縣文化中心典藏 、國立台北國父紀念館收藏、2008在兩岸三地
兩千名書法家裡，受邀北京奧運揮毫交流，造就另一個台灣之光

3、獲頒中華文化總會『推行社教有功 』獎牌。

4、擔任文化杯 、學生美展 、勞工金輪獎 、金鴻獎 、明宗杯 、高
雄港翰墨飄香獎 、95年第一屆立法院長杯全國性書法比賽評審



陳 南 榮 先生 民國57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17屆



陳 南 榮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台灣雅石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經歷

1、縣立雲林國中、國立斗六高中國文科教師

2、環球科技大學駐校藝術家

3、前台中縣社區大學講師

4、雲林縣樟湖中小學化石館顧問



陳南榮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環球科技大學（化石、農具展、早期碗盤展、雲林縣史前
文物展）；斗六高中(化石、民俗文物展)；雲林縣國小（
東和、斗南、鎮東、公誠、雲林等國小化石與雅石展）；
雲林縣文化局( 民俗文物展〉；雲林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
臺灣青花瓷器展、臺灣早期碗盤展)；南華大學(臺灣土地
公展 、臺灣早期碗盤展)。

2、發現與搶救臺灣史前遺址:1999年參與搶救梅林遺址、
2000年發現斗六市番仔溝遺址、2013年社口遺址。

3、921大地震後參與搶救雲林縣樟湖及草嶺化石。

4、提供斗六尋常小學與斗六神社老照片給國立斗六高中校史
館，並編寫斗六高中歷史沿革(詮釋校歌、校訓、校徽)

5、捐贈150件臺灣史前文物給國史館展覽。



黃 明 勝 先生 民國54年6月畢業 初中部第17屆



黃 明 勝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黃明勝書法藝術主持人、機車材料行負責人
學歷
省立斗六中學畢業
經歷

1、2014年應邀參加法國巴黎羅浮宮卡魯賽爾廳

全球華人藝術特展暨中法文化論壇。

2、曾受日本知名漫畫家井上雄彥指定為其作品

「浪人劍客」封面提字，並獲得香港漫畫封面

設計大獎，隔年再度受邀為知名漫畫「五王

戰國誌」文庫版封面提字。



黃明勝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以漢字為基礎、用毛筆將本身的心境灌注於筆墨之中，

獨創融合中國傳統藝術與現代風格的自創『書畫體』。

2、2015年中正紀念堂美齡廳-聯展；2014年台灣日本

永遠的朋友藝術交流展；2009年台北社教館-聯展、

中正紀念堂展覽廳-聯展；2009台灣喜牛節聯展、中

日漢字藝術慶牛年-漢字藝術聯展；2008年慈濟松山

分館-書畫聯展、台北市社教館-雕塑聯展、巨珀興業建

材展示館-個展；2007年研華文教基金會-個展、新店

慈濟醫院聯展；2006年鶯歌名人雅集展場-個展；

2005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博愛藝廊「觀心自在書法展」

、台北縣文化局-個展、 桃園住都大飯店-個展等。



張淳良 先生 民國58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18屆



張 淳 良 學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高雄市濟代世尊中醫診所醫師

學歷

碩士：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畢業

大學：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

經歷

1、臺南中心醫院、臺南葉婦產科醫院、臺南白河蕙生診

所、臺南百安堂中醫診所醫師。

2、署立嘉義醫院內科、中國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針灸科、

臺北榮總內科醫師、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專任醫師。



張淳良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捐贈「張和順清寒優秀獎助學金」

壹拾萬元。

2、擔任衛生福利部偏遠地區巡迴醫療

服務醫師。

3、自行為弱勢偏鄉進行義診。

4、不斷追求醫學(西醫)新知，配合古

老中醫五運六氣在針灸學上之運用。



孫蘭芳 女士 民國57年6月畢業 初中部第20屆



孫 蘭 芳 學姊 簡 歷

現任職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測驗中心試題委員、社團法人台灣原

聲教育協會秘書長

學歷

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研究所畢業

大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

經歷

1、建國中學教師並任教師會第六任理事長。

2、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資優生培育計劃高中輔導教師。

3、教育部生物奧林匹亞競賽計劃輔導小組高中教師及奈米

科技人才培育計劃高中生物科種籽教師。

4、教育部高級中學生物科課程標準修訂小組委員。



孫蘭芳 學姊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IBO)國手指導老師，1999

年開始在IBO國際賽中獲得多面金銀銅牌，1999年

~2004年教育部都頒發獎狀。

2、2000年中國生物學會頒發生物科學教學獎。

3、2004年獲頒第二屆台北市高中SUPER教師獎。

4、編著高中生物學教科書(1996~迄今)、再探生奧

(2008)等書籍。

5、教職退休後隨即參與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的創

立，致力偏鄉原住民學童的教育，在南投縣信義鄉成

立了體制外的台灣原聲音樂學校，利用每週六、日及

寒、暑假實施國文、英文和數學、自然、社會等課業

輔導及合唱和打擊樂教學。



楊雲達先生 民國60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20屆



楊雲達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上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

經歷

1、斗中旅北校友會會長

2、台北市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校友會第一屆

常務理事



楊雲達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帶領公司得過許多工程金牌獎。

2、擔任斗中旅北校友會會長，任勞

任怨，熱心服務校友貢獻良多。

3、參與公共事務及熱心公益活動，

不遺餘力。



張炯滄 先生 民國60年6月畢業 初、高中部第20屆



張 炯 滄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中華航空公司韓國分公司總經理

學歷

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畢業

學士: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財稅學系畢業

經歷

1、擔任中華航空公司財務處副處長、處長。

2、擔任中華航空公司總經理特別助理。

3、擔任中華航空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總經理。

4、國立中興大學財稅學系/國立台北大學財政學系系友會

理事



張烱滄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擔任中華航空公司財務處處長時，

採取油料避險操作、徵收費用及

降低航速等方法，每年估計為公

司節省費用900萬美金以上。

2、任中華航空公司韓國分公司總經

理，開航台韓定期航線數十年來，

2014.03.28首次在首爾招考空

服員逾三千人參加。



陳合發 先生 民國60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20屆



陳 合 發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局長

學歷

碩士: 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畢業

學士: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財稅學系畢業

經歷

1、乙等稅務及關務特考及格、高等考試財稅行政人員及格

2、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課長、秘書、審查一科、二科科長及

法務一科、二科科長

3、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局長

4、朝陽科技大學會計系、財務金融系、逢甲大學財會所助

理教授



陳合發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榮獲財政部民國94年度優秀稅務人員。

2、民國96年通過教育部審定助理教授資格。

3、於國稅局雲林分局3樓設立藝文走廊，鼓

勵熱誠提供繪畫、書法、攝影等藝術創作

者一個展覽平臺，供愛好藝文、洽公民眾

及局內同仁欣賞，提升藝術內涵。



林進忠 先生 民國61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21屆



林 進 忠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外交部簡任14職等大使退休

學歷

碩士：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畢業

學士：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輔系: 外交系；

沙烏地利雅德大學

經歷

1、經濟部國貿局科員。

2、外交部亞西司副司長、司長。

3、駐約旦代表處代表、沙烏地代表處代表

4、臺沙合資肥料廠董事



林進忠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接待外交部委由外貿協會籌組「2015年沙烏地國際

醫療展」（Saudi Health 2015）參展團，是外貿

協會首次組團參展。

2、2011任外交部亞西司司長時推動以色列與台灣互免

簽證開始生效，是中東第一個國家與台灣互免簽證。

3、2010代表外交部見證青輔會與以色列簽署「促進台

以青年交流」備忘錄 。

4、任外交部亞西司司長期間，協助促進我國與亞洲西區

國家友好合作關系，包括俄羅斯，蒙古，土耳其，以

色列及中亞與中東地區。

5、駐沙烏地期間(2014年)我國出口至沙烏地貿易達二

十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張滄彬 先生 民國62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22屆



張 滄 彬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贏球建設公司董事長、臺北市立體育學院校友會理事長

桃園市壘球委員會主任委員、桃園航空城棒球隊董事首

席顧問

學歷

碩士：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體育碩士畢業

學士：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體育系畢業

經歷

1、桃園縣新明國中教師、訓導主任、棒球總教練

2、桃園縣平鎮高中青棒隊總教練



張滄彬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獲得桃園縣府教育局-教育奉獻獎

2、獲得桃園縣文化局-終身奉獻獎

3、桃園三級棒球教父

4、1976年-冠軍杯棒球邀請賽打擊獎第二名

5、2005年-第一屆台北國際城市青少棒錦標賽最佳教練獎

6、2006年-第二屆台北國際城市青少棒錦標賽最佳教練獎

7、2007年-96年玉山盃全國青棒錦標賽教練獎。

8、經營桃園的基層棒球超過10年，將原本是棒球沙漠的桃

園，打造成現在三級棒球的強權，搖身一變，成為棒球

綠洲，扶植這些熱愛運動的孩子。



黃文成 先生 民國59年6月畢業 初中部第22屆



黃 文 成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國福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歷

碩士：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畢業

學士：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

經歷

1、勤誠興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2、永豐餘投資控股(股)公司獨立董事



黃文成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擔任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公司董事

長、中華汽車工業(股)公司總經理、財團

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董事長、意藍資訊(

股)公司董事長、同致電子企業(股)公司董

事、宏致電子企業(股)公司董事、飛虹高

科(股)公司獨立董事、日揚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等職務，在國內企業有諸多貢獻。



葛建浤 先生 民國59年6月畢業 初中部第22屆



葛 建 浤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雲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理事長、多桃下倒寫

書法工作室負責人

學歷

省立斗六中學畢業

經歷

1、雲林青商會資深會員1998年OB主席

2、中華民國書法學會會員代表



葛建浤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多桃下倒寫：日本韓國大陸及國內各大綜藝節目現場倒

寫表演。

2、獲選台灣省政府103年地方基層芳草人物代表(斗六市

長謝淑亞推薦當選)。

3、2014.03.16中視最強大國民現場表演。

4、2010年獲選雲林縣首屆街頭藝人。

5、雲林縣書法標準行書比賽第一名。

6、加入社會公益團體雲林青商會資深會員，擔任資深會主

席時，協助社區辦理關懷老人，及鼓勵體育健身辦理青

少年三人鬥牛籃球賽等活動。

7、辦理弱勢族群『除舊佈新－關懷溫馨』書寫贈送春聯活

動。



蔡明志 先生 民國62年6月畢業 初、高中部第22屆



蔡明志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中國江蘇省鹽城市大豐區經濟開發區台北經貿聯絡處總

顧問

學歷

博士: 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營運管理畢業

碩士: 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資訊管理、企業管理雙學位

學士: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系畢業

經歷

1、惠普科技(HP)技術總監及資深協理。2、東吳

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3、精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4、鴻海精密科技協理等職。



蔡明志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獲惠普科技1998-2000年年度優秀傑

出獎。

2、PMP專案管理師。

3、CMMI軟體開發管理制度評鑑員。

4、河南省鄭州、南陽市智慧城市及智慧教

育策劃及主持人。

5、參與河南省政府兩岸交流論壇。



劉永利 先生 民國62年6月畢業 初、高中部第22屆



劉永利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國立斗六高中校友總會副總幹事

學歷

學士: 大同工學院工商管理系畢業

經歷

1、大同台通公司生管工程師。

2、福懋興業公司資訊系統工程師。

3、榮成紙業公司斗六廠資訊主管。



劉永利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民國95年獲選為斗六市孝悌楷模。

2、民國90-到今擔任斗六高中22屆初高中

中區聯絡人。

3、民國98-到今担任斗六高中校友總會副總

幹事。

4、熱心參與母校及校友會各項活動。

5、自2001-2015年連續15年參與主辦或

協辦斗六高中22屆初高中聯合同學會。



張春發 先生 民國65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25屆



張春發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佛光大學研究所文人美學課程講師

學歷

博士: 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班

碩士: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型藝術所畢業

學士: 國立藝專美術科畢業

經歷

1、台北市建安國小美術班老師。

2、銘傳大學、東吳大學、台灣大學社團指導老師。



張春發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1998雲林縣文化中心書畫個展。

2、2002新竹市文化局書畫個展。

3、2003加拿大溫哥華萬國廣場原住民之美主題展。

4、2004立法院文化藝廊個展。

5、2009邵族之歌作詞南投原住民音樂季公演。

6、2010日本大阪府河內長野奧河內文化活動奧河內歌曲

作詞。

7、2010南投縣名間鄉新民國小校歌作詞。

8、2015雲林縣斗六市石榴班百年老驛活動創作石榴紅與

百年老驛二首詞曲新歌。

9、2015年3月應觀光局之邀至法國巴黎、德國柏林旅遊

展現場書畫揮毫。



鄭問堂 先生 民國66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26屆



鄭問堂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簡任祕書

學歷

碩士: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

學士: 陸軍官校畢業

經歷

1、斗中旅北校友會及台北市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校

友會總幹事

2、斗中校友會刊擔任總編輯、副總編輯計6年



鄭問堂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民國87、104年兩度獲選內政部模範公務人員；民國

103年獲選內政部廉潔楷模。

2、民國103年榮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14屆公共

工程金質獎」建築工程類優等。

3、 921大地震當天凌晨3點15分即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展開應變，主辦警政救災全般工作，調度警力執行

災害救援與災後重建工作，獲記一次二大功。

4、主辦象神、桃芝、賀伯、納莉、葛樂禮、溫妮、碧利斯

、潭美、敏督利、海棠、聖帕、卡玫基、辛樂克等颱風

災害及華航CI611空難警政災害應變，調度警力執行

災害救援任務，自84至104年計參與救災相關工作近

20年。



陳悅生 先生 民國74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34屆



陳悅生 學 長 簡 歷

現任職務

中國醫藥大學教務長

學歷

博士: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醫學工程畢業

碩士: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 醫學工程畢業

學士: 中原大學醫學工程學系畢業

經歷

1、中國醫藥學大學中醫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2、中國醫藥學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3、中國醫藥學大學健康照護學院副院長



陳悅生 學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臺北市中醫師公會學術顧問及台灣中醫臨床學會學術顧問

2、擔任Biomaterials、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chemistry、Clinica Chimica Acta、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等期刊審查委

員。

3、獲中國醫藥大學97、98年度研究績優教師獎〈RPI最佳

獎〉。

4、中國醫藥大學98年度研究績優教師獎〈CJA積分獎〉。

5、95-99年度第一週期高等教育評鑑委員暨100-104年

度第二週期高等教育評鑑委員。

6、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計畫審查委員。



7、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工程醫學學門醫工、骨科

、幹細胞組複審會委員。

8、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評鑑委員。

9、國立中山大學104-106年度學術單位自我評鑑委員

；台北醫學大學103年度學術單位自我評鑑委員；長

榮大學103-104年度學術單位自我評鑑委員。

10、逢甲大學104年度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諮詢委員。



沈芯菱 小姐 民國97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57屆



沈芯菱 學 姊 簡 歷

現任職務

哈佛大學研讀中

學歷

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院博士班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

學士: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系畢業

經歷

1、小學六年級(2003年)，13歲的沈芯菱架設中

小學的「安安免費教學網站」。

2、到全國各企業、大學研究所、高中小學巡迴演講



沈芯菱 學姊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2013年：首屆臺大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

2、2012年：當選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為最年輕之獲獎者。

3、2012年：獲選為法鼓山心六倫代言人。

4、2011年：獲選為台灣燈會【時代光廊】百年代表人物。

5、2011年：二度榮獲「總統教育獎」。

6、2008年：榮獲2008年台灣十大潛力人物。

7、2008年：公益事蹟獲編入教育部「國小六年級國語課本

」第三課〈鏡頭下的故事〉。

8、2007年：公益事蹟獲編入教育部「國中一年級社會課本

」第三課〈社會生活〉。

9、2003年：國際兒童人權高峰會大使。

10、2002年：榮獲「台灣總統府年度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