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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世界機關王大賽 枋中包辦冠亞軍    自由電子報      2015年07月27日  記者陳彥廷報導 

各位親愛的同仁、同學及家長： 
    很高興與國一、高一的新生一起來到枋寮高中這個大家庭，新生訓練中同學們
一一寫下自己的願望，同時帶著校長與師長們的祝福，把未來的願望放在時空膠
囊寶盒中封存，讓我們一起努力，實現美好的願望，邁向未來。 
    個人將以謙卑的心與專注的態度帶領枋寮高中，以「真誠領導」凝聚共識，秉
持「承先啟後、永續優質」的使命，延續以枋中歷任校長倡導「全校一家」為核
心價值，實施「快樂學習」、「多元發展」、「適性揚才」、「邁向真善美」的
願景盡心竭力。 

 
 

    屏東縣參加「世界機關王」比賽，枋寮高中在新組別「R4M」包辦冠
亞軍，學生前晚得知消息後，開心狂呼：「真是太棒啦！」。 
「二○一五世界機關王」大賽上週六在國立台師大舉行，吸引一百二十
二支隊伍參加，今年賽制轉變，「R4M」（Robot for Mission）取代「
創新應用組」。 
    R4M題目為人車救災議題，各組準備一大一小的兩台車，考驗車子性
能能否在崎嶇山路行走，大車上山後需將小車拖回；或是利用高空吊掛
將公仔放入救援車，還有兩台車通力合作輪流按壓開關，讓橋樑回復平
整再依序通過；最後是兩台車在不同坡道上同時按鈕，能讓象徵救援成
功的旗幟冉冉升空。 
    枋寮高中「主人你好帥」隊伍以五十四秒完賽奪冠；「I don’t  mind
」隊則獲得亞軍，帶隊老師黃文昌說，學生為了讓車子更順手操控，透
過藍芽操控馬達，發揮實力順利得勝。 
    「主人你好帥」隊長黃柏元說，半年來利用課餘及週末時間學習程式
及設計，非常感謝老師指導；「I don’t  mind」隊長黃駿成表示，透過
不斷練習及討論，讓車子可以行使最佳路線，在最短時間完成闖關，校
長表示，孩子們的傑出表現，讓全校師生與有榮焉。 

枋中亮點 

▲世界機關王大賽頒獎典禮 

▲世界機關王大賽參賽師生合影 

    個人的經營理念是「以學生為主體、實施全人教育」，「以教師為核心、促進專業成長」，「以和諧為文
化、鼓勵多元參與」，「以創新為動力、發展學校特色」，將枋寮高中經營成為學生專心學習，教師用心教
學，家長安心託付的學校。以「三品、三有、三創」型塑枋中的差異化與特色化，三品就是「品格、品味、
品牌」，培養孩子知善、好善、行善的品格，以人文、藝術與閱讀提升品味，以辦學優質的績效，深化社區
在地認同的品牌。三有就是有趣的教學、有用的教學、有效的教學，透過教師社群及學習共同體開發有趣實
用的教學方式，提升各領域課程上的教學成效。三創則是創意、創新、研創，利用創意積木、機器人課程、
文化創意、科展、專題製作方式，展現學生創新與研究的能力。 
    個人尊重每個可貴的教學行為，爭取每個可以合作的機會。以積極行銷與發展特色課程，建立以枋寮高中
為學習中心，推動知識創新的學習基地，進而讓優秀子弟留在社區升學，減緩「少子化衝擊」。推動多元智
慧學習，協助學生自我探索與生涯發展，讓每位學生獲得各種成功經驗，達成學生的自我實現。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個人認為枋寮高中應該以創新為動力，發展完全中學特色，規劃六年一
貫課程、爭取時間、掌握方向，讓枋寮高中成為具有科學化、國際化、人文化、多元化的高成長學校，以提
供社區學生最佳選擇，個人也將結合枋寮高中的師生、家長、校友與社區的力量，共同創造枋寮高中成為屏
南區的唯一與第一，讓優質枋中、發展特色、邁向卓越。 

▲ 陳志偉校長 



多元學習   

靠微電影上國立大學 樂走戲劇路 
自由時報   2015年05月12日  記者陳彥廷報導

▲ 「一個決定」殺青，
江家德扛腳架準備回家剪
輯。（圖擷自江家德臉書） 

生命鬥士—劉大潭在枋寮高中暢談創意人生 阿猴城新聞網  2015年3月19日記者丁國鎮枋寮報導

    屏東縣立枋寮高中，於18日下午邀請國內知名身障發明家劉大潭先生到
校，與學生分享人生故事，雖然因為身障，在求學過程遭遇許多的挫折與
困難，但是他從不放棄的堅定毅力，讓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國小及國中畢
業，他分享了自己的成長歷程，最後說到:「天助自助者！只要自立自強，
敢向命運挑戰的人，就是巨人！」在場的師生都感受到了他對生命的勇氣
與熱情的態度。人生就是一連串的挑戰與努力！繼吳寶春、九把刀、戴晨
志、劉克襄之後，與作家有約及大師講堂活動，已成為枋寮高中近年來很
有質感的傳統，18日所邀請的劉大潭先生，因為一些社會事件的報導，讓
劉先生開始投入發明的世界，就連自己坐的輪椅也是他的巧思。他的發明
不計其數，但他說，他這一生中做得最好的是廢物利用！ 
    雖然他的身體已經殘障，但他堅持看好自己，也絕不放棄，並充分利用
剩餘的頭腦和雙手，也因此，他成為一名頂尖的發明家！他曾經榮獲全國
發明展第一名、金頭腦獎，也拿下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金牌、德國國際發
明金牌、國科會十大傑出科技人才獎、文復會科技總統獎、經濟部中小企
業創新研究獎……同時，他更是全球第一位身障發明家！  
    劉大潭先生他的堅定信念和毅力，就像「感恩的心」這首歌的歌詞一樣
—「我要向蒼天說，我絕不認輸！」劉大潭說「命運不是天生的，命運也
是不會遺傳的；一個人的態度，決定他的高度」、「遇到困難時，我就想
辦法解決，而不是被打倒！」 
    枋寮高中有二位肌萎症學生，在聽了劉大潭的演講後，也深深地被感動
與激勵，國三的陳聖澤同學說：「身體的障礙固然造成生活上的不便，但
是看到劉大潭老師克服了這些障礙，並因為體認到這些不便，而有這麼多
傑出的發明，我一定會好好加油，期望自己也能像劉老師有如此傑出的表
現」到場聆聽的老師表示：他的熱忱令人感動！他的專業令人折服！他的
親切令人欣賞！這場演講真是太精彩了！  
 

見證國軍戰力 枋寮高中訪陸戰99旅   青年日報      2015年05月23 日  記者孫建屏／高雄報導 

  屏東縣枋寮高中師生昨日前往陸戰隊99旅先鋒營區參訪，受到副旅長
陳上校與官兵的熱烈歡迎，透過參觀、體驗武器裝備等活動，對陸戰隊精
實戰力有進一步的認識，對志願士兵完善生活設施和管理，更留下深刻印
象。  
 在參觀南先鋒志願役生活區時，男女同學也見證國軍除了精實戰備演訓
任務外，在生活照顧方面提供更人性化、更舒適的生活空間，副旅陳上校
期勉學子可選擇投身軍旅，在部隊發揮長才，為捍衛國家安全盡心盡力，
為自己開創光明未來。 

▲屏東縣枋寮高中同學參訪陸戰
隊99旅，戴鋼盔、穿防彈背心，
體驗英勇的軍裝打扮。（記者孫
建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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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個人申請昨天放榜，屏東枋寮高中6年2班的江家德，學測成績雖然不突出，
但仍成功申請到國立的國防大學應用藝術系，他靠著微電影「一個決定」獲教授青睞，
在術科評分中異軍突起，最後從2百多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原已對國立大學不抱希
望的他高興的說「興趣終於能夠繼續走下去了」。 
    學測44級分的他成績不算突出，繁星時只能填私立大學，每學期學費、住宿及交
通都是不小支出，加上家長認為傳播、戲劇等科系出路相對不穩定，一度打消念頭。 
    「學科不行，但術科卻紮實吸引教授目光！」，江家德說，經枋中的老師啟蒙，他
曾拍、編過數部微電影，而國防大學術科較重佔60%，他以去年參加屏東縣高中職反
毒微電影徵選第2的「一個決定」影片面試，教授驚豔他竟能獨立完成編劇、攝影及
後製，且還有一定水準，讓學科不夠優異的他能夠一試中的，也更明確堅定未來的路，
他說，雖然至少要當10年兵，但不用付學費，出路也穩定，父母現在都轉而支持！ 

 

▲ 身障發明家劉大潭先生與肌萎症、
侏儒症同學合影，鼓勵他們找到自己
的創意人生 

▲身障發明家劉大潭與枋寮高中學子
暢談創意人生 

http://www.akau.tw/wp-content/uploads/2015/03/身障發明家劉大潭與枋寮高中學子暢談創意人02.jpg
http://www.akau.tw/wp-content/uploads/2015/03/身障發明家劉大潭先生與肌萎症、侏儒症同學合影，鼓勵他們找到自己的創意人生01.jpg


枋寮高中展示自信的教育方式     阿猴城新聞網2015年04月26日記者蘇芳賜南州報導

    國際彩稻節機器人與積木教育專區於25日下午由枋寮高中展示自行
研發製作的乒乓球投石機，由莊文琦和黃文昌老師帶領兩位國中部同
學解說與示範，現場觀眾讚譽有佳。 
    近年來枋寮高中結合創客(maker)的風潮，積極推展積木及機器人
教育，在國中部及高中部成立專門的機器人研究社，更於高中二年級
開設一門創意機器人選修課程，以積木教育為基礎，進一步強化學生
的機械概念，了解結構的組裝，並搭配控制板和感應元件，自行創作
各式功能的機器人。此次展示的乒乓球投石機，即是由兩位國中學生
自行設計、製作，配合教師的指導，利用社團及課餘時間完成，歷時
約2個月，原理為利用大小齒輪裝製，利用藍牙遙控器，配合手機的
APP遙控，以橡皮筋彈力原理將乒乓球一顆一顆發射而出，若將軌道
加長，就能夠有連續發射的功能。 
       兩位指導老師表示，國中和高中時期的孩子其實很有創意，囿於對機械元件和電路方面較不了解，經由老
師對電路和機械基本概念的教授，結合孩子的創意，讓孩子能自己動手創作一獨一無二的作品，除了知識的
獲得，學生在創作過程中能獲得邏輯思考訓練、團隊合作經驗，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枋中機器人團隊去年
得到機關王比賽全國第二名，今年七月即將代表臺灣參加世界比賽，目標是世界第一，為臺灣爭光。 

枋寮高中羽球隊吞敗仗    教練鄭哲昌：乎人電才會大漢     2015年4月28日 

   東森新聞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428/499152.htm     記者劉康彥／綜合報導 

▲莊文琦老師向現場民眾說明乒乓
球投石機的結構 

截肢女孩郭韋齊單車環島抵枋寮  台灣時報2015年3月31日記者張丞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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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枋寮高中國中部羽球隊日前參加10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年僅13歲的
國一選手遭北市大同高中「冠軍級」選手慘電，教練鄭哲昌賽後喊話，「哪個冠
軍、厲害的選手不是被電起來的？」，藉此鼓勵學生正向面對失敗，還說「乎人
電才會大漢」；整個過程被另一名老師側拍並上傳臉書，不到24小時已衝破4萬
人次觀看。 
    教練鄭哲昌28日接受《ETtoday東森新聞雲》電訪表示，孩子面對比賽往往只
有輸贏，但對方已經國三，不論是力量或球技成熟度皆有落差，「打不贏是正常
的，但心態要正確，知道自己輸在哪裡，畢竟運動的路很長久」。 
    鄭哲昌在影片中向學生喊話，「你們才國一而已，怎麼可能有機會跟全國冠軍
隊伍對打，用錢也沒機會，且對方這麼認真跟你們打，這是用錢也買不到的機會
」；他還分析，對方發完球後，下一個動作已經準備好反擊，盼學生「輸了把人
家的步（方式、招數）學起來，變成自己的東西，這次來就有價值了。」 
眼見學生仍扳著臉，鄭哲昌持續鼓勵學生「乎人電沒有關係阿！哪一個冠軍不是
乎電出來的？但是你要知道自己是怎麼輸的，人家為什麼會那麼厲害？」、「來
一次學一招，乎人電才會大漢」。 
    鄭哲昌指出，羽球隊一年只有8萬經費，幾乎全部花費在全中運，加上隊上孩
子家庭經濟狀況普遍不佳，不能再讓家庭額外負擔。他說，台北、台中市區打球
的孩子多出身雙薪家庭，但南部卻是「中晝不睏、暗時趴趴走」，家長才會送來
打球，但他強調，既然大家有心要拼，就要好好地走這條路。 
  來自東港的鄭哲昌說，自己過去是羽球選手，10年前大學畢業、實習結束後返
鄉屏東，擔任枋寮高中羽球隊教練，幫助「想要打、想要拼」的孩子；此次國中
部不僅奪得全國第3名佳績，更是枋中校史及屏東縣史最好成績。 

▲屏東枋寮高中羽球隊合照，教練鄭哲昌
（左1）鼓勵學生正向面對失敗。（圖／
翻攝臉書） 
 

▲屏東枋寮高中羽球隊參加103年全國羽
球團體錦標賽。（圖／翻攝臉書） 

    截肢女孩郭韋齊單車環島圓夢之行，昨天上午從枋寮火車站出發，由屏東縣校
外會督導林丁恩領軍的鐵騎隊陪騎至枋山。前天入住枋寮藝術村民宿的郭韋齊，
經過一夜的休息後，一早即精神奕奕的參觀枋寮藝術村之裝置藝術，並欣賞枋寮
鐵道之美，藍天、白雲、椰林，讓郭韋齊直呼枋寮真是個漂亮的鄉鎮。 
    枋寮高中特教班的學生，則在腦麻特教師謝昇霖老師指導下，在上課時間分享
郭韋齊的奮鬥故事，鼓勵孩子們面對人生的挫折與缺陷不輕言放棄，孩子們也製
作歡迎海報及小卡片送給郭韋齊，卡片裡用簡單的文字及圖畫，表達對她人生故
事的感動與祝福，特教學生熱情的拉著韋齊姐姐，依依不捨地道別，並祝福她的
環島行程圓滿順利。郭韋齊小姐帶著枋寮民眾及枋寮高中學生滿滿的熱情與祝福，
勇敢的往下一站－台東邁進，繼續單車環島圓夢之行。 

▲郭韋齊與枋中特教班學生合影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428/499152.htm
http://i0.wp.com/www.akau.tw/wp-content/uploads/2015/04/枋寮高中莊文綺老師自創乒乓球投石機.jpg


國際教育~德國學生交流 

姓名 學校 管道 

康○晨 中國醫藥大學 繁星 

吳○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繁星 

沈○儀 國立政治大學 繁星 

鄧○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繁星 

江○峰 國立高雄大學 繁星 

林○堂 國立嘉義大學 繁星 

施○軒 國立臺南大學 繁星 

林○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繁星 

劉○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繁星 

盧○廷 國立宜蘭大學 繁星 

王○元 國立金門大學 繁星 

陳○雯 國立臺東大學 繁星 

鄞○君 國立臺東大學 繁星 

廖○凱 國立聯合大學 繁星 

廖○榮 國立聯合大學 繁星 

張○瑋 中山醫學大學 繁星 

蘇○民 國立金門大學 申請 

邱○婷 國立臺東大學 申請 

黃○亞 國立金門大學 申請 

盧○萍 國立金門大學 申請 

蘇○民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申請 

蘇○民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申請 

姓名 學校 管道 

楊○卉 國立臺東大學 獨招 

柯○慈 國立臺東大學 獨招 

余○祐 國立臺東大學 獨招 

陳○庭 國立臺南大學 獨招 

陳○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獨招 

華○雯 國立屏東大學 獨招 

周○琳 國立中山大學 保送 

陳○星 國立聯合大學 保送 

陳○伶 國立聯合大學 保送 

江○德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軍校 

廖○榮 陸軍軍官學校 軍校 

林○駿 陸軍專科學校 軍校 

劉○清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軍校 

黃○翔 陸軍專科學校 軍校 

王○喻 陸軍專科學校 軍校 

洪○晟 陸軍專科學校 軍校 

阮○威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軍校 

陳○雯 陸軍專科學校 軍校 

劉○棋 警察專科學校 警專 

黃○翔 警察專科學校 警專 

林○堂 警察專科學校 警專 

廖○凱 警察專科學校 警專 

    德國斯圖佳中文學校師生12人，於今年度6月3~4日到學校進行二天的交流活動，此次參訪已是
德國學校第四度造訪本校，學校舉辦盛大的歡迎會，安排十鼓社團演出震撼人心的鼓樂及熱血搖
滾的熱音社演唱，讓德國學生感受台灣學生的熱情。德國學生以不流利的中文向全校師生自我介
紹，並獻唱一首德文歌曲，獲得全校師生熱烈的掌聲。在入班課程體驗時間，高中部各班學生絞
盡腦汁，設計有趣的體驗課程，有龍獅戰鼓、台灣美食介紹、原民服裝展示、原民文化介紹以及
當地盛產的芒果品嚐，學生精心準備的枋寮娃娃手機擦拭貼，也讓德國學生愛不釋手。 
    此次交流最特別的是科學活動交流，學生迫不急待地與德國學生分享，在高瞻計畫專題課程中
所創作的綠色能源教具，並嘗試用簡單的英文向德國學生介紹自己的作品特色，德國學生也分享
了德國推行綠色能源的現況，及自己所做的專題研究，兩校學生都對彼此的表現豎起大拇指。 
    在社團體驗時間，學校特別安排德國學生與航太社學生一起製作迴旋飛機，以及與排球社同學
進行沙灘排球活動，令德國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新奇的體驗，讓大家直呼不想結束課程。 
    晚餐時間，由高一學生負責接待，並陪著德國學生逛夜市，一行人成了大家注目的焦點，大家
還搶著跟德國學生合照。炎熱的夜晚來一碗枋寮的芒果雪花冰，是最棒的享受啦!南臺灣炙熱的陽
光、學校師生的熱情及枋寮地區濃厚的人情味，都令他們留下深刻的記憶，大家相約~明年再見! 

▲與德國學生相見歡 

▲台灣珍珠奶茶．．．讚！ 活動剪影 

１０４年升國立大學金榜 

中二英文歌唱比賽                               中五英文話劇比賽                               中六成年禮活動                                        全校健行路跑活動 

iEARN卡片交換計畫                              航太社觀星活動                                        桌遊營隊                                          義大日本文化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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