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枋寮林俊易、東泰葉思柔排名賽男、女乙單摘冠且同升甲組

行列 

2016 年 9 月月 5 日 下午 8:39 黃秀仁／台中報導 

 

 枋寮高中林俊易勇奪男乙單冠軍，成為校史第一位晉升甲組球員／黃秀仁攝 



「FLEX 佛雷斯 105 年第二次全國羽球排名賽」男、女乙組單、雙打計 1,372 人次報名，在

單淘汰賽制競爭下，最終僅男、女單打前三、雙打前二晉升甲組，經七天競逐產生晉級名單，

各組名次依序為，男單─枋寮林俊易、雄中陳紀廷、雄中陳孝承；女單─東泰葉思柔、松高

游婕、雄中林思雲；男雙─彰師大李紘銘／林鈺峰、義果茶聖殿張瑄文／潘培綝；女雙─國

體大劉巧芸／吳俞辰、雄中梁家溦／鄭育沛。 

枋寮高中羽隊成軍 15 年，教練鄭哲昌帶隊第 13 年，終於產生校隊史上第一位甲組球員，林

俊易擺脫一週前世青國手選拔賽表現不佳陰霾，一舉連闖八關勇奪男乙單冠軍，能有如此演

出實屬不易！ 

家住屏東枋寮的林俊易表示，我已經一個月沒回家，都住在教練的東港家裡，為的就是希望

能在世青國手選拔及全國排名賽打出好成績，最後階段加強網前進攻及近身防守有達效果，

感謝教練團的鼓勵與支持。 

見證林俊易四強賽以 17：21、21：11、21：14 逆轉勝治平高中陳彥準，確定躋身甲組行列，

鄭哲昌跑到場外流下英雄淚，他說：「努力終獲成果，這條路走得太久了，有大家的幫助與

奧援才有小小成績，期待未來有更多林俊易出現。」 

預期葉思柔有機會晉升甲組的東泰高中教練徐紹文指出，沒想到能一舉摘冠，這是我們學校

第 2 位甲組選手（上次為鍾玉鳳），若加上現就讀國體大一年級的校友劉巧芸／吳俞辰，東

泰羽隊已逐漸開花結果。 

徐紹文強調，新竹縣本就資源缺乏，我們不僅在經費上捉襟見肘，就連找選手都相對困難，

幸賴在縣府、羽委會幫忙下，稍稍紓解困境，期待在選手成績打出來帶動下，許多問題迎刃

而解，也讓東泰羽隊更蓬勃發展。 

出處：麗台運動 https://www.ltsports.com.tw/other/complex/119236-2016-09-

05-12-44-52 

 



枋中學生訪義大  「日本文化」一日體驗  

2016-11-08 19:34 聯合報  記者王昭月╱即時報導  

枋寮中學學生到義守大學進行日本文化一日體驗。記者王昭月／攝影 

 

120 名屏東枋寮高中學生今天到義守大學進行臨床醫療與日本文化「一日體驗」，

學生穿上手術袍進入開刀房、中醫室，實際體驗醫療角色，感到很新鮮。  

義守大學醫學院為枋中量身打造的「醫學與生命教育職場體驗」，讓高中生接觸平

時不開放的醫療場域，讓教科書裡的知識變成有趣的實驗。醫學院副院長楊智惠說，

義大很重視學用合一，這場體驗活動能讓學生發掘性向與興趣，及早做做職場生涯

規畫。  

枋中學生唐昆福說，當他穿著醫師袍抱著新生兒模型時，有感受新生兒的重量及生

命的存在，對未來生涯有更明確的目標。楊智惠副院長表示，這類「醫學與生命教

育」職場體驗活動，能讓學生不再沈浸於 3C 產品中，而學會尊重及人文關懷。  

枋中學生除了體驗臨床醫療，也到應日系日本文化情境教室進行茶道及浴衣體驗，

有學生不懂茶道，茶一到口就乾了，引起哄堂大笑。  



義大應日系與枋寮高中已合作 6 年預設日語專班，日語專班計畫主持人李守愛副教

授說，透過活動讓學生體驗學用合一，可提升學習日文的動力。  

出處：聯合影音 https://video.udn.com/news/591580 

 



義大舉辦學用合一體驗  學生超有感  

 2016-11-09  19:16 

 

〔記者洪臣宏／高雄報導〕屏東枋寮高中學生走進義大醫院手術室，從病患轉為

醫療者角色，在嬰兒室手中抱著新生兒模型，感受到新生命的不可思議，這場學

用合一之旅，讓青春學子對生命有了全新體驗。  

 

 

學生體驗茶道文化。（記者洪臣宏翻攝）  

 

穿著醫師袍進入手術室，學生說對生命有了新體驗。（記者洪臣宏翻攝）  



 

學生穿上和服覺得新奇。（記者洪臣宏翻攝）  

 

義守大學推動學用合一，邀請 120 名枋中學生參與臨床醫療與日本文化體驗活

動，期能幫助學生及早做職場生涯規畫。  

 

義大醫院為枋中量身打造「醫學與生命教育職場體驗」將教科書中化學、生物及

科技等相關知識變成有趣的實驗，學生們還穿上手術袍進入手術房、中醫室、照

護嬰兒等。學生唐昆福說，當他抱著新生兒模型時，感受到生命的存在，「體驗

活動讓我對於未來有了新的視野與新的方向」。  

 

義大副院長楊智惠表示，希望藉此讓學生不再只是沈浸於 3C 產品，學會尊重及

人文關懷，藉由義守大學的「大手」攜手高中，再由高中攜國中的「小手」，達

到垂直整合南部教育資源的目標。  

 

學生們到義大應日系日本文化情境教室進行茶道及浴衣體驗，初次體驗茶道文

化，還鬧了笑話，如和菓子與茶應分 3 次用完，部分學生卻拿來「乾杯」，引起

哄堂大笑。  

 

應日系與枋高合作了 6 年日語專班，計畫主持人李守愛表示，每年都會輔導學生

通過日語檢定，對於未來就業或升學都是為一個助力，學用合一活動可提升學生

學習日文的動力。  

 

出處：自由時報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81696 

 



學用合一 義守大學舉辦一日體驗 
2016 年 11 月 09 日 10:31 簡立欣 

 

 

枋寮高中學生到義守大學體驗日本文化 (義守大學提供) 

 

義守大學近日邀請近百位屏東枋寮高中學生到義大體驗臨床醫療與日本文化；義大醫學院副

院長楊智惠表示，義大重視學用合一，辦體驗活動讓學生發崛自己性向興趣，及早規畫職場

生涯。 

義守大學醫學院為枋中量身打造「醫學與生命教育職場體驗」，結合醫學院臨床技能中心以

及生物科技資源，讓高中生接觸平時不開放的醫療場域，並將教科書中化學、生物及科技等

相關知識變成有趣的實驗，內容豐富多元。 

學生們從病患轉為醫療者角色，穿上手術袍進入手術房、中醫室、照護嬰兒等，感受到前所

未有的體驗。 

「這個活動讓我對於未來有了新的視野與新的方向，」枋中學生唐昆福說，當他穿著醫師袍

抱著新生兒模型時，感受新生兒的重量，也感受到生命，對未來生涯規畫有更明確的目標。 



醫學院副院長楊智惠表示，希望藉由「醫學與生命教育職場體驗」活動，讓學生不再只是沈

浸於 3C 產品，而是學會尊重及人文關懷，藉由義守大學的「大手」攜手高中，未來再由高

中攜國中的「小手」，垂直整合南部教育資源。枋寮高中校長陳志偉感謝義大醫學院安排這

場有意義的活動。 

學生們接著到義大應日系日本文化情境教室體驗茶道及浴衣，初次接觸茶道文化，有些學生

緊張地鬧了一些笑話，如和菓子與茶應分 3 次用完，部分學生卻一口乾了，引起哄堂大笑。

男女學生並穿上和服，體驗傳統日本文化。 

枋寮高中學生黃巧靈及楊茲婷表示，日語課程不僅可以從日常生活中學得更廣，也可以多一

項溝通能力。應日系與枋寮高中已合作 6 年預設日語專班，日語專班計畫主持人李守愛副教

授表示，開設日語專班每年都會輔導學生通過日語檢定，對於未來無論是就業或升學都是助

力，透過體驗活動達到學用合一，提升學生學習日文的動力。 

出處：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109002357-260405 

 

 



于美人枋寮高中開講  勉勵學生築夢  

發佈日期：2016-12-16 08:10:00 

 

〔記者張丞仁屏東報導〕與作家名人有約暨大師講堂，已成為屏東縣立枋寮高中近年來推動

閱讀的活動之一，繼吳寶春、九把刀、劉克襄、戴晨志、許常德、苦苓等人之後，今年十二

月學校圖書館月系列活動，邀請暢銷作家也曾是補教界名師，現在是廣播及電視名主持人于

美人，以「夢想」為題發表專題演講，讓師生們聽後都覺得津津有味。 

 

   于美人說，她曾在日本廚藝學校遇見一位三十多歲的台灣學生，這個台灣學生一開始應

父母之命進入大學讀法律系，後來為了完成自己的夢想，入伍志願役後，存錢到日本廚藝學

校，為了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夢想。所以她勉勵學生可以早一點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不要浪

費時間，早一點找到自己愛做的事。 

 

   于美人表示，怎樣知道自己喜愛做什麼?可以從四個階段來確認，第一階段誠實面對自

己，第二階段清楚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第三階段知道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第四階段願意奉

獻自己去做喜歡的事。此外，她也提到，除非為了生活，她建議打工的內容盡可能和未來夢

想有關，不要拿時間換錢，而是換經驗。她強調人生沒有用不到的經歷，以「利他」的態

度，真心為別人付出，如果可以，盡量不麻煩別人，體貼別人。也要懂得不要把別人的過

錯，當成是針對你的冒犯，自己要有自信。 

 

   枋中校長陳志偉十分感謝甚少接受校園邀約的于美人答應到南台灣進行演講，其敬業認

真的態度及妙語如珠、幽默親和的演講風格，更是讓師生印象深刻。尤其是透過舉例真實故

事，勉勵學生如何一步一步打造自己的夢想，進而完成自己的夢想，相信讓師生們受益良

多。 

 

 

出處：臺灣時報 

http://www.twtimes.com.tw/m/index.php?page=news&&ntype=56&nid=614081 



情緣起於枋中 校友套校服返校拍婚紗 

2016 年 12 月 06 日 18:39 中時 周綾昀 

 

 

枋寮高中國中部校友「回娘家」拍婚紗，還特意買一套校服回味學生時期的清純時光。（枋寮高中提供） 

 

枋寮高中國中部校友「回娘家」拍婚紗，還特意買一套校服回味學生時期的清純時光。（枋寮高中提供） 



日前一對情緣起於枋寮高中的新人維宏與庭晏，向高中總務處申請利用園景觀拍攝婚紗及求

學照，希望將這美麗的相遇，與共同學習的回憶帶上紅毯，枋寮高中校長陳志偉則送上「枋

中福袋」，祝福孕育幸福的下一代。 

枋寮高中靜謐的午休時刻，卻有一對穿著優雅禮服與筆挺海軍白軍服的新人，在枝葉扶疏、

綠意盎然的校園中，拍攝婚紗及求學照，他們是維宏與庭晏，2006 年從國中部畢業的校友。 

「在這裡有說不完的回憶，但我們是在高中以後才交往的喔。」庭晏抬頭望維宏笑說，對他

們來說枋寮高中不僅是教育場所，也是締結良緣的地方，因此向學校總務處申請，在不影響

教學的情形下，將校景也記錄進倆人世界的新頁中。 

即將在明年 10 月走上紅毯的倆人，還特別買新版學校制服，繡上學號和姓名，雖不少曾指

導他們的教師已退休，但到緣起的國中階段求學校園，心裡湧上許多回憶。 

陳志偉笑說，他邀請這對新人到校長室合照時，也送上表示帶著枋寮高中祝福的「枋中福

袋」，希望他們是幸福的一代，也能孕育幸福的下一代，讓福氣袋，帶福氣，並代代相傳。 

 

出處：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206005193-260405 



台大希望入學放榜  屏東低收學生美夢成真  

2016-12-29 17:48 聯合報  記者潘欣中╱即時報導  

「窮並不可怕，最怕沒志氣！」屏東縣枋寮高中學生陳明政，不因出身低收和單親

家庭自怨自艾  ，反將物質困乏的生長環境當做生命的淬練，不僅課業名列前茅，  

去年還代表學校在世界機器人大賽獲得冠軍；校方推薦參加台大「希望入學」計畫

和清大「拾穗」計畫雙雙錄取，母親驕傲又開心。  

 

枋中校長陳志偉說，台大「希望入學」計畫是針對新住民、特殊境遇及低收入家庭，

本身學習有潛力的學子提供一個入學管道，清大「拾穗」計畫亦然；出身低收家庭

且是單親撫養的陳明政，校方以數理潛力和校內外優異表現，向台、清大推薦，昨

天錄取台大大氣科學系，清大今天放榜錄取不分系，證明只要有心，力爭上游，偏

鄉高中生一樣可圓頂尖大學夢。  

 

「就近入學的好，我最知道！」家住枋寮的陳明政，母親原擔心在地學校競爭力不

夠，國小畢業送到南榮國中，1 年後轉回枋中，他說，自己喜歡數理，學校安排多

元課程和社團，讓他有機會參加機關王、積木競賽、科學營隊、高瞻專題競賽等活

動，因學校離家近，騎單車 10 多分鐘，有充裕的時間投入社團和讀書，選擇大氣

科學是陳春如老師生動教學與啟發。  

 

「在我的字典裡，沒有零用錢這三個字！」陳明政說，母親靠政府補助辛苦生活，

念美和科大的哥哥半工半讀自食其力，他則努力「賺」獎助學金，全數交給媽媽，

自認最豪華的用品是媽媽送他的平價智慧手機和骨董電腦，他多用在寫程式、找資

料；昨天放榜時，他馬上傳 LINE 告知媽媽，媽媽開心回了「太厲害！」貼圖，美

夢成真的感覺，難以形容。  

 

校長陳志偉說，陳明政的家庭經濟弱勢，使他在生活及參與各項活動時多有考量，

但明政主動上進、勤學自勵，凡事皆有規則、行動，是個進退有則、思緒清晰的學

生，期待他實踐大氣科學家理想，用專業為更多人服務；去年錄取台大和清大的枋

中 2 名清寒學生，校方為減輕求學經濟負擔，對外募款 20 多萬元，也循相同方式

幫助陳明政。  



 

台大希望入學放榜，屏東枋寮高中學生陳明政第一時間用 LINE 告知母親，陳母用開心貼圖回應。 

記者潘欣中／攝影 

 

 

 

出處：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3/2199205 

 



屏東枋寮高中學生陳明政錄取台大和清大，校長陳志偉（左）說，弱勢偏鄉高中生只要有心，一樣可圓頂尖大

學夢。記者潘欣中／攝影 



清寒男苦撐上台大 鄉民贈平板鼓勵他 

 

枋寮通訊行老闆張仁吉贈送平板給錄取台大的陳明政。翻攝畫面   2016 年 12 月 30 日 15:54  

  

 

 社會真溫馨！單親又家境清寒的屏東縣枋寮高中國三生陳明政，拼讀錄取台灣大學、清華大

學，昨雙喜臨門不僅讓家人欣慰，經報導後，枋寮通訊行老闆張仁吉甚為感動，今天也前往

學校贈送一台市價約 5 千元的 7 吋雙卡平板，以利後續學習，也讓陳感到無比喜悅，更加勤

讀求進步。陳明政「希望入學」上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拾穗計畫」錄取清華大學，雙喜

臨門，讓供他無後顧之憂讀書的媽媽及哥哥想到無比喜悅。在枋寮開設通訊行的老闆張仁

吉，透過媒體報導得知後，今天下午前往學校致贈一台市價約 5 千元的 7 吋雙卡平板，張

說，這個孩子沒有因為家境感到自卑，反而化困境為助力，又懂得感恩，十分的感動，贈送

平板，新望以利後續學習。由於陳家家境清寒，陳母不便工作，家中經濟靠著陳的哥哥半工

半讀，為了能讓陳明政能順利北上求學，校方也將透過教育儲蓄專戶為陳募款。（李卉婷／

屏東報導） 

 

 

出處：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230/1024327/ 

 



屏縣單親生用獎學金完成高中  「希望」上台大  

 

 
陳明政透過台大「希望入學」，明年將成台大新鮮人，得知上榜訊息，他興奮傳訊給家人報  

佳音。（記者陳彥廷攝）   16-12-29  23:32 

 

〔記者陳彥廷／屏東報導〕屏東縣立枋寮高中高三生陳明政透過台大「希望入

學」核淮進入台大，今天下午他再獲「拾穗計畫」審核可進入清華大學不分系，

新年前雙喜臨門令人振奮高興，但未來要怎麼選？陳明政的決定不變，就是到台

大實踐大氣科學家的理想！  

 

 

陳明政擔綱撰寫操控程式，去年勇奪世界機關王冠軍。（記者陳彥廷攝）  

 



來自單親家庭的陳明政，他和哥哥及媽媽 3 人相依唯命，但母親身體不便出門工

作，3 人靠低收入戶補助過活，讓陳明政的台大之路更顯難能可貴，枋中也因

他，締造連兩年都有學生進入台灣首學佳績。  

陳明政是土生土長枋寮人，國一曾到崁頂南榮中學就學，但國二轉回枋中，陳明

政說，每天往返的通學費用對他們來說是大負擔，通勤又費時，他認為枋中氛圍

對他而言是理想讀書環境，每天騎腳踏上下學，節省費用，國中畢業後他雖可上

屏中，但決定直升，高二、高三成績還持續進步，曾拿下全校第 3 名，節儉的他

也善用獎學金付學費，校方就表示「他可說是用自己獎學金完成求學路」！  

 

困頓環境下成長，陳明政也比同齡學生更顯內斂穩重，校長陳志偉就讚陳明政成

熟又上進，進退有序思緒清晰，善長數理的他，除讀書專心，最後家中電視因

「沒人在看」而撤掉，他還參加機關王、積木競賽，科學營隊，高瞻專題競賽等

多元課程，去年世界機關王世界賽，他擔綱隊伍中編寫操控程式重任，也不負眾

望勇奪冠。  

 

陳家清苦，哥哥陳明達為讓陳明政無後顧之憂，上大學後半工半讀扣掉生活所需

全貼補家用，陳明政除感謝哥哥扛下家計的無私付出，也十分珍惜各種機會，用

了兩年的智慧型手機就是他上網查資料的最好工具，今天陳明政再從全台 600 高

生中脫穎而出獲清大「拾穗計畫」核淮可入學，得知喜訊後他第一件事就是用智

慧型手機向家人傳訊報佳音！  

 

台清雙雙榜上有名，被問到如何抉擇，雖片刻遲疑，但受到地球科學老師啟發甚

深的陳明政，對與生活週遭的地球環境變化是非常有興趣，他隨即表示，地球環

境變遷越來越快速，鑽研地球科學是他早已鎖定的志向。  

 

 

出處：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932225 

 



這一家很溫馨 苦撐讓帥兒上台大 

 

陳明政跟媽媽報喜。李卉婷   2016 年 12 月 29 日 16:05  

    

台灣大學「希望入學」計畫週二放榜，屏東枋寮高中的陳明政入取大氣科學系，

來自單親、低收家庭的他，除了自己努力學習，母親的衷心盼望，還有哥哥半工

半讀供學費，總算如願上台大，陳虛心將這份榮耀與家人共享表示，「感謝家人

才能無後顧之憂的讀書。」陳明政家中經濟並不富裕，父母親在他國中時就離

異，陳跟著媽媽相依為命並租屋在枋寮友人家，每月租金 5 千元，但媽媽因不便

外出工作，家中經濟由大三歲的哥哥在外半工半讀，苦撐家計並提供弟弟學費。

為了不負媽媽及哥哥的期望，陳認真讀書，國中會考以 3A2B 成績續留枋寮高中

就讀，從自然科目 A++的優異成績就凸顯出對地球科學熱愛，每學期約萬元的獎

學金通通家給媽媽，陳說，家中沒有電視，只有一台好老舊堪用的電腦，母親為

了鼓勵他，續約買了一支手機方便學習查資料用，「沒有零用錢這東西」，看地

球科學的影片、玩點手機遊戲也算是紓壓的活動之一。當知道確定錄取台大大氣

科學系時，陳明政開心的用通訊軟體告知媽媽「大氣系正取」，媽媽則是興奮回

傳「太厲害」的貼圖。記者詢問陳「媽媽回到家中也獎賞你一下嗎？」陳則回答

說：「媽媽很冷靜，因一直以來都對課業很有信心，但知道內心一定很澎湃。」

陳的導師陳士源說，明政個性獨立又成熟，與同學相處相當融洽。枋寮高中校長



陳志偉說，雖然明政已經確定錄取台大，學校仍會針對進行銜接課程，並協助募

款就學基金，已助上台北求學順利。（李卉婷／屏東報導） 

 

 

枋寮高中陳明政推上台大大氣科系。李卉婷攝 

 

陳明政。李卉婷攝 

 

陳明政。李卉婷攝 

 

出處：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229/1023459/ 

 



清寒男苦撐上台大 鄉民贈平板鼓勵他 

 

枋寮通訊行老闆張仁吉贈送平板給錄取台大的陳明政。翻攝畫面   2016 年 12 月 30 日 15:54  

 

  

 社會真溫馨！單親又家境清寒的屏東縣枋寮高中國三生陳明政，拼讀錄取台灣大學、清華大

學，昨雙喜臨門不僅讓家人欣慰，經報導後，枋寮通訊行老闆張仁吉甚為感動，今天也前往

學校贈送一台市價約 5 千元的 7 吋雙卡平板，以利後續學習，也讓陳感到無比喜悅，更加勤

讀求進步。陳明政「希望入學」上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拾穗計畫」錄取清華大學，雙喜

臨門，讓供他無後顧之憂讀書的媽媽及哥哥想到無比喜悅。在枋寮開設通訊行的老闆張仁

吉，透過媒體報導得知後，今天下午前往學校致贈一台市價約 5 千元的 7 吋雙卡平板，張

說，這個孩子沒有因為家境感到自卑，反而化困境為助力，又懂得感恩，十分的感動，贈送

平板，新望以利後續學習。由於陳家家境清寒，陳母不便工作，家中經濟靠著陳的哥哥半工

半讀，為了能讓陳明政能順利北上求學，校方也將透過教育儲蓄專戶為陳募款。（李卉婷／

屏東報導） 

 

出處：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230/1024327/ 

 



清寒子弟拚上台大 學長贊助 40 萬學費  

 

美和科技大學校長陳景川(左三)自掏腰包捐出學雜費助清寒學生陳明政(中)順利北上求學。李卉婷攝 

2017 年 01 月 09 日 15:58  

  

 單親又家境清寒的屏東縣枋寮高中高三生陳明政，拼讀錄取台灣大學、清華大學，雙喜臨門

讓家人欣慰，去年底經報導後，感動不少社會大眾，今天美和科技大學校長陳景川，更自掏

腰包致贈大學 4 年的學雜費，並摟著陳的肩膀說：「加油！」恩情讓陳銘記在心。陳明政去

年底以「希望計畫」錄取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拾穗計畫」錄取清華大學不分科系，高中

台灣 2 大學府，讓陳母感到無比喜悅。父母親在陳明政國中時就離異，陳跟著媽媽相依為命

並租屋在枋寮友人家，每月租金 5 千元，但媽媽因不便外出工作，家中經濟由大三歲的哥哥

半工半讀，苦撐家計並提供弟弟學費，陳虛心將這份榮耀與家人共享表示，「感謝家人才能

無後顧之憂的讀書。」因考上需北上讀書，學雜費加上生活開銷又是一筆支出，校方本想透

過募款替陳籌學費，去年底經過報導後，感動不少民眾，陳選讀台大，去年底就有枋寮一家

通訊行老闆張仁吉贈送平板鼓勵，今天美和科技大學校長陳景川得知消息後，自掏腰包捐贈

大學 4 年的學雜費，以每學期 5 萬元、分 8 學期供給。「謝謝大家的愛心！」陳母今日出面

特別感謝外界幫忙。陳母說，家中的經濟也不允許上補習班，只能靠著自我學習及學校教

課，但從沒有擔心過他（明政）的課業。美和科技大學校長陳景川說，「上了台大就是我的

學弟，一定要幫助他。」透過媒體得知訊息，希望助他順利北上求學，更期望能努力讀書並

每學習回到學校向學弟費分享心得。（李卉婷／屏東報導） 

 

出處：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109/1031205/ 



屏東縣 106 年度童軍節大會活動千餘名童軍一起共樂 
 游青雲 地方 • 屏東縣 

 

屏東縣慶祝 106 年童軍節大會（4 日）在枋寮高中舉行，大會由縣府教育處長兼任童軍會理

事長王慧蘭主持，全縣稚齡童軍、幼童軍、童軍、行義童軍、羅浮童軍、童軍服務員、童軍

團長等一千多人參加，此次活動目的為慶祝童軍節增進童軍伙伴友誼、健康活潑情操，體

驗、學習、分享、開創童軍新紀元，配合 12 年國教多元課程社團教學設計銜接高級中等學

校及國民中學童軍教育。昨天活動除了分站遊戲外，下午也安排前往枋寮 F3 藝文特區文化

探索外，也到枋寮漁港探訪漁港，於下午 3 點多結束活動。 

 

屏東縣慶祝 106 年童軍節大會（4 日）在枋寮高中舉行，枋寮高中熱音社與該校舞蹈班表演

節目，隨後巡閱式由縣府教育處長兼任童軍會理事長王慧蘭親自帶領各團長及各校校長、童

軍服務員巡閱童軍伙伴。 

 

典禮開始全體人員唱國歌、默禱（懷念世界童軍創始人貝登堡爵士，重溫童軍怒諾言（由瑞

光 66 團行義童軍王子晏代表率領全體人員宣讀諾言，主持人教育處長兼任童軍會理事長王

慧蘭致詞，說明童軍精神，未來童軍更要遵守諾言、更要有探索的動力將童軍精神發揚光

大。 

隨即頒發 105 年各級童軍團各項獎章、績優童軍團、105 年童軍團參加童軍活動及三項登記

人數評比優勝獎狀、各級童軍獎學金及獎狀，最後在唱中華民國童軍歌聲中禮成。 

禮成後由枋寮高中安排所有童軍分站遊戲，共分為：十全十美鼓動人心、輕而易舉、排除萬

難、愛惜羽毛旗開得勝、綠能車、遨翔天空、功城大戰、彈珠迷宮、同心協力、黑夜尋路、

挑戰長繩、旋風霹靂環等遊戲。 



 

下午則安排童軍伙伴前往枋寮 F3 藝文特區尋寶、枋寮漁村生活體驗、枋寮漁村文化探索，

讓童軍伙伴度過一年一度的童軍節活動，於下午 3 點多結束一天的活動。 

出處：指傳媒 http://www.fingermedia.tw/?p=482165 

 



童軍節大狂歡 千名童軍齊聚枋寮高中 
2017 年 03 月 05 日 20:59 謝佳潾 

 

 

童軍節大狂歡，千名童軍齊聚枋寮高中。(大會提供) 

 

童軍節大狂歡，千名童軍齊聚枋寮高中。(大會提供) 



 

童軍節大狂歡，千名童軍齊聚枋寮高中。(大會提供) 

 

屏東縣今年擴大慶祝 3 月 5 日童軍節，14 所國中、8 所國小、7 個社區童軍團等千名童軍齊

聚枋寮高中一同歡慶，盛況空前的場面宛如 1 場嘉年華大會，活動中還配合 12 年國教多元

課程社團教學，設計出銜接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的童軍教育，可謂是童軍新紀元。 

縣府表示，今年大會主題是「活力枋寮，希望童軍」，藉由慶祝童軍節，增進童軍伙伴友

誼，除培育優秀、健康活潑情操外，也遵行教育部政策，配合 12 年國教多元課程社團教學

設計。 

會中，海濱國小潘玟妤同學榮獲屏東縣 105 年優秀童軍獎章，洪瑞妡同學也榮獲中華民國童

軍總會 105 年吳故常務理事兆棠博士紀念獎學金；2 人都表示，他們透過參與童軍活動，不

僅打開學習視野，也增加責任心及榮譽感。 

會終，大會舉行會旗移交儀式，由 107 年承辦學校來義高中簡志明校長代表接下會旗，簡校

長大力揮舞會旗，表示將繼前人的腳步，努力籌辦，歡迎明年到來義高中來玩。 

 

出處：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305003165-

260405 

 



童軍節大會千餘名一起共樂 

 

出處：指傳媒 

http://www.fingermedia.tw/?tag=%E5%B1%8F%E6%9D%B1%E7%B8%A3106%E5%B9%B4%E

5%BA%A6%E7%AB%A5%E8%BB%8D%E7%AF%80%E5%A4%A7%E6%9C%83%E6%B4%BB%

E5%8B%95%E5%8D%83%E9%A4%98%E5%90%8D%E7%AB%A5%E8%BB%8D%E4%B8%80%

E8%B5%B7%E5%85%B1%E6%A8%82 

 



屏東縣慶祝 106 年童軍節大會暨木章持有人年會 

 

 

屏東縣慶祝 106 年童軍節大會活動於 3 月 4 日在枋寮高中舉行，106 年大會主題：活力枋

寮，希望童軍。活動目的除慶祝童軍節，增進童軍伙伴友誼，培育優秀、健康活潑情操外，

遵行教育部政策，鼓勵各級童軍關懷社區，更配合 12 年國教多元課程社團教學設計，銜接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童軍教育。 透過全日活動以體驗、學習、成長、分享，開創日行

一善，助人為樂的童軍新紀元。 

這次的童軍節慶祝活動可謂盛況空前，計有國立屏東大學、屏中、屏女、屏工、潮州、東

港、枋寮、來義、陸興等高中職校暨鶴聲、明正、恆春、新埤、佳冬、新園、泰武、高樹、

高泰、光春、萬丹、南榮、東新、林邊等十四所國中及中正、東興、枋寮、潮州、古華(士

文分校)、海濱、大潭、新豐等八所國小與屏東佛光、潮州佛光、檜樂、迦南、瑞光 66、超

越、翔鶴等七個社區童軍團等三十八個校團共千餘位童軍參加，整個枋寮高中校園熱鬧滾

滾，宛如一場嘉年華大會。當天上午活動舉辦童軍節巡閱式、慶祝大會暨 106 年木章持有人

年會等重頭戲。 

九點準時於枋寮高中體育館舉行慶祝大會，首先由該校表演〝枋中熱音〞既知由十個男女學

生組成的太鼓隊演出〝龍獅戰鼓〞鼓手個個架式十足，鼓藝超群，綿密的鼓聲如排山倒海，

鼓震聲天，氣吞山河，演技可圈可點，贏得熱烈的掌聲。接著舉行巡閱式，由大會會長童軍

會王理事長慧蘭與總幹事王文華聯袂帶領全體與會的貴賓、校長入場巡閱，在進行巡閱中各

團歡聲雷動，受檢閱的童軍們用最熱烈的歡呼與熱情的歌聲，以表虔誠的敬意及被關懷鼓勵

的感恩。 

之後，慶祝大會正式開始，全體童軍高聲齊唱國歌，並由理事長主持默禱:『迎向晨曦，感

謝上蒼，賜給各位童軍伙伴美好的一天，讓來自各校的伙伴們齊聚枋寮高中，在巍峨舒適的

體育館共同慶祝屬於大家的童軍佳節，祈求各伙伴心中敬仰的神賜給我們智慧與能力，讓我

們成為智、仁、勇兼備的優秀童軍。』王理事長亦在致詞時表示:天的活動承蒙枋寮鄉在地

資源的配合和各有關單位的協助，承辦學校用心的策畫，以及工作人員的身為表範，大家在

體驗與探索活動中也傳承了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務為目地之童軍精神。八月中旬屏東縣將辦



理全國中小學童軍大露營，透過大家的協助與再度的參與，必能展現屏東的活力與創意；林

輝雄議員受邀致詞說，高興來參加，重溫童軍的活力，這幾年童軍會在王處長熱心努力的帶

領下蓬勃地發展，更感謝各童軍義務服務員的無私奉獻，讓童軍在屏東能發光發熱；最後由

地主承辦學校枋寮中學陳志偉校長致歡迎詞:枋中歡迎大家的蒞臨，並以喜悅、認真的態度

辦此次的活動，工作團隊精心策畫了 24 種的分站活動，讓大家去體驗挑戰，下午亦安排了

藝文特區尋寶、漁業生活體驗及漁村文化探索。貝登堡說，真正的快樂，就是讓別人快樂，

希望活動能讓大家玩得開心愉快又難忘。 

首先頒發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105 年屏東縣績優童軍團、105 年童軍三項登記及參加各項童軍

活動評比績優校(團)、105 年吳故常務理事兆棠博士紀念獎學金、屏東縣 105 年各級童軍獎

學金、105 年優秀童軍獎章、進程長城與獅級獎章、優秀服務羅浮暨優秀童軍小隊長獎狀。

禮成之後，接著進行幼童軍、童軍的分站搶關體驗，共有十全十美鼓動人心、輕而易舉、排

除萬難、愛惜羽毛齊開得勝、綠能車、翱翔天天空、攻城大戰、彈珠迷宮、同心協力、黑暗

尋路、挑戰長繩、旋風霹靂環、還我 10 元、神奇的環、瘋狂美容師、神農嚐百草、創意拼

圖、手拋網、科學遊戲、王牌汽修員、長照一起 go、以柔克剛、致力魔珠┬無輪車等共 24

項，體驗活動內容精采，繞富趣味，也讓參與的童軍展現無比的活力。下午則安排枋寮文化

探索，有 F3 藝文特色尋寶樂、枋寮漁業生活體驗、枋寮漁村文化探索，內容豐富，每個探

索路線各有殊勝各具特色，大家參觀之後都覺回味無窮。 

屏東縣 106 年木章持有人年會為凝聚老中青三代木章持有人之情誼，特選在童軍節慶祝大會

之後於枋寮高中體育館舉行，參加慶祝大會的各級童軍則進行分站體驗活動，部份工作人員

則持續辦理 106 年木章持有人年會。這次木章持有人參加年會將近有百人參加，平日大家有

的忙於事業，工作如意；有的含貽弄孫，不亦快哉，大家有緣聚於一堂，你一堆，我一群，

天南地北，話語寒喧，重溫大家庭的溫暖，場面熱絡而溫馨。 

年會開始依例以三指複誦諾言並齊唱〝極偉的貝登堡〞後，再由主持人王慧蘭理事長致詞: 

童軍會歡迎各位木章持有人，這次的出席率比往年更高，真是可喜可慰，這幾年來屏東縣童

軍活動靠著大家的鼎力相助，各項活動都能推陳出新，想盡辦法讓活動辦得完美又成功，是

以全國童軍活動的工作績效評比才能名列前茅，除了要感謝會務幹部的用心，也要感謝各位

盡心盡力的支持與付出。這次大家不辭路途遙遠踴躍的出席，真是感謝各位，值年後不久，

向大家拜個晚年，祝福雞年行大運，事事順遂如意。 

致詞之後，接著頒獎，致贈承辦或協辦各項童軍學校感謝狀，計有大仁科大~黃國慶董事

長、枋寮高中~陳志偉校長、鶴聲國中黃賢德校長、高泰國中印永生校長、新埤國中蘇傳桔

校長墾丁國小黎毓輝校長、中正國小洪振旭校長、以栗國小洪美珠校長、瑞光國小王英明校

長等國小共九校；頒發屏東縣 105 年服務員工作獎章銀牛獎章陳志偉、印永生，銀狼獎章:

林清水、王英明、蘇傳桔、王英明、潘立甲、杜祈霖等六人;銀羊獎章:林聰明、許照榮、施

吟梅、潘冠霖、郭子安、黃詳珍、陳絲綢、楊淑蕙、蔡瓊婉等九人；另還頒團領導人績優獎

章銀質青松獎章：王英明、吳凰；銅質臘梅獎章：陳長瑞、陳作忠、顏漢平、陳亮谷、吳秋

君、黃素卿、郭修穎、劉雅君、黃振鸋；銅質翠竹獎章：林榮洲、陳琨義、尤麗媛、莊水

樹、王玉霖、銅質青松獎章：簡志明校長等 25 位主委、團長或服務員。 



106 年屏東縣木章持有人又增加了多位生力軍，讓木章大團體的陣容更加壯大，獲頒木章的

計有恆春國中鄔世榮校長、高士國小李文欽校長、長樂國小陳寶全校長、南榮國中曾佳鵬老

師、國立佳冬高農陳富民老師、超越童軍團荊保安、陳水火服務員、鶴聲國中涂永光幹事、

楊淑蕙服務員、、翔鶴童軍團馬駿強、郭南廷副團長共十一位，分別由其輔導員賴慶龍、林

清水、陳秀芬、蘇傳桔、親自頒發兩顆木章、證書，並配戴木章領巾。領授木章是項無上榮

譽，亦代表對童軍運動的承諾，是榮譽也是責任，輔導員祝福十一位新的木章持有人，快樂

參與童軍，把您的光與熱帶給更多的人群。之後，所有木章持有人餐敘聯誼，大家邊吃邊

聊，回味往事，寄望將來，大家把童軍運動視為一生的志業，願攜手同心，比肩同步，共為

童軍奉獻心力。木章年會就在榮譽、肯定與掌聲中快樂的圓滿落幕。 

慶祝童軍節大會活動於下午三點半舉行閉幕式，王理事長再度勉勵:透過童軍精神的傳承，

聯繫了各個世代，也在這樣的精神支持下，才能豐美我們的生命與活力。人士因探索與擁抱

大自然而偉大，希望大家往後多參加童軍活動，讓自己的生命更偉大更豐美。王文華總幹事

一致詞即詢問大家累不累，結果大家喊累，王總幹事說這表示大家很賣力的參與學習，很認

真的投入，必也收穫滿滿，給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八月的全國大露營希望能把握機會參

與，讓自己的生命更豐盈精彩。最後致贈參加學校紀念旗及紀念章及頒發參加證書，為每個

參加活動的童軍挑戰成功完成考驗，寫下了見證，也分得一枚漂亮的紀念章，印記這次活動

的成果。最後辦理會旗移交，由 107 年承辦學校來義高中簡志明校長代表接下會旗，並大力

揮舞會旗，表示繼續前人的腳步，努力籌辦，歡迎明年到來義。禮成賦歸，但大家仍依依不

捨留在會場拍照，希望把所有的美好打包，永成美憶！讓整個活動劃下美麗的句點。 

出處：阿猴新聞網 http://www.akau.tw/?p=84293 

 



 

【資訊來源：屏東童軍會】 

 



屏南釣具行女孩、新住民二代上台大、中醫大 

2017-03-07 17:39 

 

〔記者蔡宗憲／屏東報導〕106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放榜，屏南地區的枋寮高中表現亮眼，

除了卓芷伶錄取台大物理治療學系，全校繁星入學錄取率超越 9 成，位在國境之南的恆春工

商，今年則有 8 位同學上榜，是近 3 年新高。 

 

「從高一就夢想上台大！」錄取台大物理治療學系的枋寮高中卓芷伶，家中從事釣具店生

意，雖然在校名次並非最佳，卻在應試時創造比校內模擬考更高的成績，得知錄取後興奮不

已，開心的借校長室電話向家人報喜。 

 

卓芷伶的導師陳士源說，卓芷伶國中畢業就是第 1 名，本來家長希望她到外地念書，但姐姐

念屏女卻考上東海，她一直夢想上台大，努力 3 年終於得償所願。 

 

枋寮高中除了上台大的卓芷伶，41 位學生報名繁星錄取 38 人，國立大學錄取 19 人。 

以職業類科為主的恆春工商雖非傳統升學名校，僅 20 名普通科學生，今年九人應試也有 8

位同學上榜，是近三年新高，其中陳佩君是新住民二代，家中經濟不佳，印尼籍母親長期罹

病，她沒有自怨自艾，學業成績一直保持前 2 名，順利錄取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其他包

括錄取東華大學特教系的蘇宇萱等 7 名學生，也大多是留鄉就讀的學生，展現恆商辦學成

果。 

 

 

導師陳士源稱讚卓芷伶認真逐夢。（記者蔡宗憲攝） 



 

枋中卓芷伶錄取台大物理治療學系，開心向家人報喜。（記者蔡宗憲攝） 

 

 

出處：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996464 

 



枋中校運會學子扮 18 銅人吸睛 

翻拍自台灣時報 1060311 

 

 



枋寮高中校慶 18銅人超狂 

 翻拍自自由時報 1060311 

 



與高中生有約射擊體驗 學子大呼過癮  
記者涂俊緯、王明達／綜合報導 

 空軍司令部與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昨日分別在屏東加祿堂營區，及北埔復興營區舉行首

場「與高中生有約─射擊體驗活動」，邀請營區周邊學校師生前往體驗步槍射擊，現場不斷

傳來「砰、砰、砰」的槍聲，濃濃的煙硝味瀰漫四周，讓許多學子大呼過癮。 

 昨日空軍場次活動首先安排槍枝性能諸元介紹、彈道原理分析及故障排除等課程，在完成

射擊預習後，參與活動的師生逐一站上靶台，進行 25 公尺的實彈射擊體驗。每人第一次可

射擊 10 發彈藥；成績優異者可再射擊 10 發，並將前方的迷彩靶換成氣球，增加活動的趣味

性。 

 此外，主辦單位防空砲兵部隊訓練中心也結合單位特性，在現場陳展國軍防空主力武器裝

備，包括 35 快砲、20 機砲等，除安排官兵進行解說外，更開放學子登上 35 快砲體驗；當砲

身進行 360 度快速旋轉時，學子們紛紛發出驚呼，更體驗國軍官兵訓練的艱辛與不易。 

 另一方面，花防部射擊體驗活動亦安排實彈漆彈、戰鬥射擊體驗，及裝備靜態陳展等項

目，邀請花蓮高工、海星高中、光復高中，以及花蓮女中等 4 所學校共計 139 位學生參加，

並獲學生好評。指揮官賀中將表示，此次活動藉多元活潑及寓教於樂方式，結合部隊實況與

特色，引導青年學子體驗軍隊事務，強化對國防的支持與認同，更是全民國防教育的具體實

踐。 

 

出處：青年日報 http://www.ydn.com.tw/News/233609 

 



空軍舉辦與高中生有約射擊體驗 凝聚全民國防共識 

 

 
空軍司令部 26 日舉辦 106 年「與高中生有約射擊體驗活動」，學子們認真投入，近距離感受實彈射擊的震

撼。（軍聞社記者吳柏毅攝） 

 

 

 
空軍舉辦「與高中生有約射擊體驗活動」，學子仔細聆聽助教說明槍枝操作要領。（軍聞社記者吳柏毅攝） 

 



 
空軍「與高中生有約射擊體驗活動」，現場安排武器裝備陳展。（軍聞社記者吳柏毅攝） 

 

 
屏東枋寮高中近百名學生，26 日參與空軍 106 年「與高中生有約射擊體驗活動」，認識國防、體驗國防。 

（軍聞社記者吳柏毅攝） 

（軍聞社記者吳柏毅屏東 26 日電）空軍司令部今日舉辦 106 年「與高中生有約射擊體驗活

動」，參與學子們透過步槍實彈射擊與全民國防參訪的多元活動，從中體會軍人保家衛國的

職責，進而有助深耕理念，認識國軍。 

下午的活動，來自屏東枋寮高中近百名學生，帶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加祿堂營區，在防訓中心

官兵帶領下，年輕學子們在射擊前，先進行槍枝認識、射擊姿勢練習、瞄準等動作訓練，以

及相關射擊流程，為正式上場做好準備。 



隨後，學子們站上射擊線，由一旁擔任助教官兵帶領與協助，當射擊指揮官「開始射擊」口

令一斷，槍聲此起彼落，也讓學子從中體驗實彈射擊的臨場感，射擊後，並分析彈著點，使

學子們對射擊技巧，以及軍人保家衛國的意義有進一步的認識。 

此外，防訓中心為讓年輕學子了解部隊任務與特性，特別陳展 35 快砲、20 機砲、天兵雷

達、麻雀飛彈等武器裝備，現場亦設置全民國防攤位，為參訪學生進行軍旅生涯規劃的介

紹，鼓勵現場有志青年從軍築夢。 

 

出處：軍聞社 

https://tw.news.yahoo.com/%E7%A9%BA%E8%BB%8D%E8%88%89%E8%BE%A6%E8%88%87%E9%AB%98%E4%

B8%AD%E7%94%9F%E6%9C%89%E7%B4%84%E5%B0%84%E6%93%8A%E9%AB%94%E9%A9%97-

%E5%87%9D%E8%81%9A%E5%85%A8%E6%B0%91%E5%9C%8B%E9%98%B2%E5%85%B1%E8%AD%98-

084200001.html 

 



克服逆境向學還獲科展首獎  新二代獲選總統教育獎  

2017-05-22 19:34 聯合報  記者蔣繼平╱即時報導  

枋寮高中學生陳姿鳳獲選總統教育獎，克服逆境勤奮向學的生命故事將成為典範。記者蔣繼平／攝影 

 

屏東縣枋寮高中高二生陳姿鳳，小學時期父親就因病過世，全靠印尼籍的母親辛

苦撫養她跟弟弟長大，一直努力保持學業，更善用學校資源做研究拿到全國科展

化學組第一名，最終獲得總統教育獎肯定，克服逆境的生命故事也成為典範。  

很難想像，獲得總統教育獎的陳姿鳳出身在低收、外配、單親的家庭，她母親是印

尼籍外配，看不懂中文，父親又在很小的時候過世，全靠母親在早餐店轉取微薄收

入養家，讓較懂事的她小學就自律讀書，保持功課水平。  

陳姿鳳說，處在這種家庭環境通常有一股難以表達的自卑感，一開始都會避免和師

長談論問題，但媽媽根本不懂老師寫在聯絡簿上的字句，最後所有的問題都會回到

自己身上，乾脆坦然面對，主動處理學習遇到的困難。  

陳姿鳳除了努力念書，也積極參加排球校隊練習，此外，最特別的就是善用學校能

獲取的資源！上高中後對化學和生物相當感興趣的她，透過學校老師的指導跟協助，

參加不少自然科的競賽及營隊。  

去年陳姿鳳和陳映沂在指導老師李承典籍張簡琦麗的帶領下，以投稿作品「不同型

態鈀奈米觸媒對直接乙醇燃料電池的應用」，研究綠能及能重複使用的電池觸媒為

題目，獲得全國科展化學科第一名。  



「感謝母愛及養育之恩，也感謝師長願意給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陳姿鳳說，家

庭環境不好讓她更知足感恩，不浪費、更善加利用可獲得的學習資源，她也分享母

親常說的人窮志不窮，遇到困難就積極進取盡力克服解決，希望能鼓勵其他有相同

際遇的孩子。  

出處：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2478459 

獲選總統教育獎的枋寮高中學生陳姿鳳(左二)與校長陳志偉及指導老師等人合影留念。記者蔣繼平／攝影 



屏東單親新住民之女不畏逆境 獲總統教育獎 

2017-05-22 20:50 

 

清秀的陳姿鳳獲總統教育獎殊榮。（記者陳彥廷攝） 

 

〔記者陳彥廷／屏東報導〕枋寮高中高二生陳姿鳳是新住民子女，父親在她小一時就因病過

世，來自印尼的媽媽每個月用打工薪資扶養全家，陳姿鳳不畏逆境，上週獲屏東縣唯一高中

組別的「總統教育獎」殊榮，對她們家來說，可是最棒的母親節禮物。 

 

今年二月以「不同型態鈀奈米觸媒對直接乙醇燃料電池的應用」為題，陳姿鳳和同學陳映沂

在全國科展化學科獲冠，上個禮拜總統教育獎放榜，陳姿鳳突破低收、單親和新移民子女的

逆境獲得殊榮。 

 

母親是印尼華僑但身分仍屬新住民，枋寮北勢寮土生土長的陳姿鳳升小一時失怙，陳姿鳳和

弟弟媽媽相依為命，並由國文並不通順的媽媽一力拉拔長大，也讓陳姿鳳懂得感恩並獨立個

性。 

 

「差點要回印尼」，父親甫過世舅舅原本要他們全部搬回印尼就近照顧，但看到台灣的教育

品質，他們也決定留在台灣念書，陳姿鳳的媽媽更一力扛起重擔，幾乎不會說國文的媽媽，

用「印尼腔台語」在早餐店打工，但收入微薄還得身兼數職到果園套袋，就為讓陳姿鳳沒有

後顧之憂。 

 



想到媽媽的辛苦拉拔，陳姿鳳十分感念，一回家就向媽媽分享，她懂事的說，自己還無法賺

錢，唯一能作得就是爭取各項獎學金貼補家用，這次總統教育獎的獎金，未來可望上大學時

作為學費，媽媽則鼓勵她「人窮志不窮」，只要遇到問題，都會在她們身邊陪伴，家庭仍充

滿滿滿的愛。 

 

「看到家鄉天空灰濛濛而啟發」，枋寮近幾年成空污災區，細心的陳姿鳳非常有感，希望能

盡自己的力量改變環境，科展的主題就是希望提高無污染電池效率減輕火力發電空污，而科

展的鑽研科學，更讓她對未來朝科學家的目標更為堅定，持續前進。 

枋中校長陳志偉說，陳姿鳳也剛好落實政府的「新南向」和長照政策，除返印尼看外婆，課

餘更隨社福團體，為獨居老人清掃家園，實踐枋中生活教育，總統教育獎對她是實至名歸。 

 

 

 

清秀的陳姿鳳（中）獲總統教育獎殊榮。（記者陳彥廷攝） 



 

   清秀的陳姿鳳（左二）獲總統教育獎殊榮。（記者陳彥廷攝） 

 

 

   清秀的陳姿鳳獲總統教育獎殊榮，導師陳碧霞也是學姐，神情滿是欣慰。（記者陳彥廷攝） 



 

清秀的陳姿鳳（左二）獲總統教育獎殊榮。（記者陳彥廷攝） 

 

 

 

 

出處：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75766 

 



總統教育獎萌妹子 想告訴總統多給偏鄉學生資源 
2017 年 05 月 22 日 18:58  周綾昀 

 
在枋寮高中校長陳志偉（右）、班導陳碧霞（左）眼中，陳姿鳳（中）合群、樂觀又愛學習。（周綾昀攝） 

 
枋寮高中陳姿鳳不向家境低頭，反而在媽媽的鼓勵下，專攻自己熱愛的化學，甚至在校方的培育下奪全國科展

化學科第 1 名，並獲今年度總統教育獎。（周綾昀攝） 

 



屏東枋寮高中 2 年級陳姿鳳，今年獲總統教育獎，雖家庭低收又單親，但印尼新住民媽媽總

是告訴她，雖無法為她解決課業上的問題，但會陪著一起面對，在師長的栽培下，又獲中小

學科展化學科第 1 名，她說，榮耀歸給媽媽，也希望總統看見偏鄉教學資源的缺乏。 

日前公佈的 2017 總統教育獎，入選的 12 名高中職學生，屏東唯一 1 名落在枋寮高中，她就

是住在北勢寮的陳姿鳳，而從 300 多名學生中脫穎而出的原因，就在於她即使身在逆境，卻

有學能與龐大的求知慾。 

從枋中直升高中部的陳姿鳳，弟弟在國中部，爸爸在她小一因病過世，媽媽是不會寫中文的

印尼新住民，平時在早餐店打工，月收入不到 2 萬卻要養活一家 3 口，但媽媽總溫柔地告訴

姊弟倆，「雖不能幫忙解決課業問題，但一定會陪著他們面對、克服」。 

去年她有感有山有海的枋寮，環境遭受汙染，總一片灰濛濛，因此和同學陳映沂以「不同型

態鈀奈米觸媒對直接乙醇燃料電池的應用」，探討產物無汙染且穩定的燃料電池的結構與比

例，奪中小學科展化學科全國第 1 名，並獲今年 2 月台灣國際科展資格，她說，以後想回家

鄉付出。 

陳姿鳳感性的說，媽媽獨立照顧 2 個孩子，給她很多的愛，讓她從不因自己的家庭感到自

卑。7 月將北上受獎，她說，若不是老師去北部實驗室媒合與爭取資源，將無法參加科展，

所以想告訴總統「多給偏鄉學生一些資源」。 

出處：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522004762-

260405 

 



「搖滾區」下不為人知的訓練 高「舉」破紀錄 

  2017-05-23 19:46 

 

〔記者陳彥廷／屏東報導〕枋寮高中的舉重校隊近年成績突出，其中國三生劉永富日前在全

中運，讓國中紀錄再度「上舉」，但他受訓苦練的地方竟是在體育場館的階梯坐位下的狹窄

空間，堪稱是從破舊訓練室中走出的奇蹟。 

 

枋寮中學舉重校隊每天下午就在體育館旁邊準時練習，鐵餅撞擊地墊的悶撞聲不斷傳出，學

生就在體育組長謝孝凱指導下練習，進入約 8、9 的坪訓練室，頭頂上方就是一般體育館的

看台，階梯式壓縮，卻至少有 3 個學生擠在內部訓練，電風扇無法驅走西曬炙熱，選手流失

體力迅速，這個上方平常屬於體育館觀賽的「搖滾區」，下方的侷促空間，卻能訓練出破紀

錄冠軍，相當難得。 

 

「連喝咖啡都不行，避免影響作息」，謝孝凱說，偏鄉教育資源取得不易，只能在空間較小

處訓練，也連帶訓練學生的抗壓性，但也可看出偏鄉學生的潛力，只需要有資源進入，而令

人欣慰的是，學生獎金都會自己投資自己，除目標明確，還能全力專心突破自己。 

 

媽媽是印尼新住民的劉永富，家庭狀況較弱勢，曾去過左營國訓中心的他，對國訓中心設備

和充分資源相當震驚，他全中運參賽 56 公斤級，抓舉 90 公斤、挺舉 111 公斤，除總和領先

第 2 名多達十幾公斤，更打破抓舉 89、挺舉 110 公斤的紀錄。 

 

劉永富說，參加舉重隊，雖然家長一度有所反對，但看到他能舉出成績，現在也逐漸讓他放

手一搏，不過曾經遇上撞牆期，甚至想放棄舉重，但現在目標明確，就是要直升，透過 6 年

一貫的培養，未來高中再破全國紀錄，並朝向自己偶像雪黎奧運第 4 名的王信淵的奧運之路

邁進。 

 

出處：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76930 

 



 

枋寮高中的舉重訓練室就在體育館階梯下，劉永富高舉出破紀錄金牌。（枋寮高中提供） 



 

枋寮高中的舉重訓練室。（枋寮高中提供） 



 

枋寮高中的舉重訓練室。（枋寮高中提供） 



 

枋寮高中的舉重訓練室。（枋寮高中提供） 



枋寮高中破紀錄舉重選手與教練 盼新練習場 
2017 年 05 月 23 日 19:37 周綾昀 

 

今年在全中運破大會紀錄的劉永富。（枋寮高中提供） 

 

枋寮國中 10 名舉重隊隊員，就是在狹窄的體育館樓梯看台底下練習。（枋寮高中提供） 



 
枋寮國中 10 名舉重隊隊員，就是在狹窄的體育館樓梯看台底下練習。（枋寮高中提供） 

 
枋寮國中 10 名舉重隊隊員，就是在狹窄的體育館樓梯看台底下練習。（枋寮高中提供） 

 
劉永富（左）與教練謝孝凱（右）就是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訓練，打破今年全中運大會紀錄。（枋寮高中提供） 

 



屏東枋寮高中國中部的舉重隊劉永富，4 月底在全中運男子 56 公斤級，三破大會紀錄，背

後是教練兼體育組長的謝孝凱，無微不至照顧隊上小選手們的睡眠、飲食營養，而在克難且

空氣不流通升旗台下訓練的他們有個夢，就是希望有個簡單的鐵皮屋讓他們練習。 

每到下午 3 時許，枋寮高中體育館樓梯看台底下，就會聚集 10 個手臂粗壯的孩子，他們是

枋寮高中與國中部的舉重隊。6 年前有舉重專長的正式老師謝孝凱，想嘗試在屏南捲起舉重

風暴，以社團性質成立舉重隊，並利用校內閒置空間，也就是看台下做練習。 

今年 4 月底全中運，參與男子組 56 公斤級的國 3 劉永富，一句話「教練我想破紀錄」，一

連以 90 公斤抓舉、111 公斤挺舉和總和 3 項破紀錄，寫下輝煌的隊史。 

「他不能喝咖啡。」採訪時校方人員遞上咖啡，謝孝凱匆忙起坐，把劉永富面前的咖啡拿

走，並給他保久乳，就怕孩子午覺睡不著，下午的訓練閃神受傷，隨時留意孩子的飲食與健

康。 

劉永富曾告訴謝孝凱「我的目標是把台灣的對手都幹掉」，他不忍讓孩子夢碎，但不到 10

坪的空間，卻擠進 10 個國高中生同時練習，也無法招收新隊員，且空氣流通差，西曬時小

房間像烤箱，除練習的疲勞，孩子還要承受惡劣的環境，因此希望外界幫忙，蓋簡單的鐵皮

屋讓孩子安心練習。 

校長陳志偉表示，校方看見孩子和教練的努力，持續為學生積極爭取經費，也不忍這些優秀

孩子在這樣的環境練習，雖校內空地仍足夠，就是礙於經費不足，實在無奈。 

出處：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523004969-

260405 

 



世界機關王台灣賽 R4M 組 屏東奪冠「全壘打」 

 

〔記者陳彥廷／屏東報導〕2017 世界機關王上週末落幕，屏東縣在 R4M 組比賽中傳回捷報，

原來從高中、國中、到國小，3 組冠軍全由屏東的學校奪下，8 月將要到中國比世界賽，枋寮

高中冠軍隊伍成員林靖洋就說，希望在國外能高揚「枋寮」兩字，為故鄉、國家爭光。 

 
枋寮高中包辦今年機關王台灣賽雙料冠軍。（記者陳彥廷攝） 

 

結構積木廠牌推動的「世界機關王」，已舉辦數載，今年世界賽於 8 月舉辦，是首度移師到

中國。近幾年屏東的學校在機關王相關比賽中都拿下好成績，今年更是「全壘打」，R4M

組別中，高國中組由枋寮高中包辦冠軍，佳冬國小則是拿下國小組前 3 名，3 組冠軍全來自

屏東。 

拿下冠軍，目前選手們的內心依然相當激動，枋寮高中的全校師生都相當高興，校長陳志偉

說，本次參賽的高中部 4 隊，國中部 10 隊，經過長期集訓訓練，學生從程式設計、機構組

裝和團隊默契，驗證枋中在長期科學教育下，國高中 6 年一貫的教育，已有良好成果。 

「還是很擔心啊！」，國中部的冠軍成員陳信成就說，原本車子部不斷出狀況，害怕台灣賽

當天電池盒又出狀況，但「還真的給我出狀況」，但還好在老師和學長姐的提醒下，有裝

「備援用」電池，這才可以繼常跑下去，也克服難關拿下冠軍。 



深耕機關王比賽的指導老師黃文昌說，6 年一貫的培養，高中學長會告訴學弟說關卡該怎麼

跑，也能了解國中學弟所遇上的瓶頸，教學該如何節省時間， 機構怎麼改，學弟們都獲益

良多，而更讓他欣慰的是，學生彼此傳承經驗，更能獨立。 

拿下台灣賽冠軍後，枋寮高中將代表國家出賽世界賽，學生們除興奮外，更是個個有信心，

冠軍隊伍成員林靖洋就豪氣表示，要讓世界看到「枋寮」兩字，為國家爭光、為家鄉爭光。 

出處：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95796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真人版 枋中上演 
2017 年 06 月 29 日 04:10  周綾昀／屏東報導 

 
沈家成為讓枋寮高中家長放心，1 年前在妻子賴淑惠（右二）支持下，培育大女兒沈奕君（左）和小女兒沈奕

熙（右）拿下冠軍，證明學科和專長可並存。（沈家成提供）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柔道真人版！屏東枋寮高中體育老師兼柔道教練沈家成，為證明學科與專

長能兼顧，2 個女兒 1 年前開始接受爸爸訓練，還雙雙奪下今年全國柔道錦標賽冠軍，全家

人還相約進電影院看這部片，大女兒沈奕君笑說，相較下爸爸溫柔多了。 

枋寮高中柔道社劉俐伶、洪曉彤與高郡瑩等，曾在沈家成教導下獲選國手，而他的 2 個女兒

國一沈奕君和小六沈奕熙，從小就在柔道場玩，1 年前沈家成為證實柔道的好，開始訓練 2

孩子。 

也許是女兒和爸爸體內都流著柔道選手的血，今年 5 月全國柔道錦標賽，2 人一上場就騎在

對手身上，妹妹甚至有上場 4 次，3 次把對手壓制到哭的紀錄，最終姊妹分別取得國中女子

組 40 公斤以下和國小女子 A 組第四級 41 公斤以下冠軍。 

沈奕君笑說，訓練最難熬的就是每天 5 點前起床，天微亮時晨跑，為控制體重，水只能含不

能吞，不過家人一起去看《我和我的冠軍女兒》後，才知道爸爸的溫柔，且總說「女孩要有



女孩樣」不曾逼他們剪短髮，在學校當國文老師的媽媽賴淑惠，則常心疼地叫社團高中部學

長姐們「摔小力一點」。 

嚴肅的沈家成透露，10 多年教練生涯，早已習慣賽事的氣氛，但自家女兒出賽時，他一顆

心總提到了嗓子眼，奪下冠軍那刻，因其他孩子賽事未完，只能「理性」的爽在心裡。身兼

教練與父親角色，訓練場上看到女兒受傷，仍然一視同仁，但回家後就會親手幫他們包紮。 

出處：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9000671-

260107 

 



President Tsai gave awards to 56 smart cookies, including 

this young scientist 

 

The China Post  Saturday, July 8, 2017, 7:58 am TWN 

 

 

 

TAIPEI, Taiwan — Chen Tzu-feng (陳姿鳳) is an exemplary researcher who won first 

place at a national technology show with her work on fuel cells. And the high-school 

student took home another prize on Friday — this one from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This year, 56 kids were selected carefully from 285 nominees to receive the Presidential 

Education Award (總統教育獎), which recognizes outstanding scholarship. 

When Tzu-feng picked up the award, she thanked her mother, saying mom had given her 

"a lot of love" and made her feel like she had nothing to apologize for. 



Tzu-feng's father died when s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her mother, an immigrant 

from Indonesia, worked odd jobs to support her children. 

A so-called "second-generation" Taiwanese, Tzu-feng grew up in the Pingtung countryside 

in this single-parent household. 

Eager to please and unwilling to burden her mother, Tzu-feng perfected her grades so that 

she could support her own studies with a scholarship and helped raise her brother when 

her mother was away. 

Tzu-feng on Friday was given the award onstage by President Tsai Ing-wen. In an 

interview later with local media, she was unable to tell them what she felt set her apart. 

Instead she said that her mother had raised her with a lot of love and had encouraged her 

to pursue her interests and find out what she truly wanted to do. 

Her mother told reporters that she was thrilled her daughter had been picked for the prize, 

and that as a child, Tzu-feng had been extremely well-behaved and determined to help out 

around the house. 

Tzu-feng attended to her studies entirely on her own and also tutored her younger brother, 

her mother said. 

 

出處：The China Post http://www.chinapost.com.tw/taiwan/2017/07/08/499296/president-

tsai.htm 



總統教育獎 陳姿鳳：母愛讓我不自卑 

發稿：2017/07/07 18:25   更新：2017/07/07 19:53 

 
2017 總統教育獎頒獎典禮 7 日在總統府舉行，共有 56 位 生命鬥士獲此殊榮。屏東縣立枋寮高中陳姿鳳是新

住民 子女，單親、低收入戶，但她個性陽光、積極上進、爭 取各項獎學金減輕母親負擔，不向命運低頭的態

度，可 為典範。 中央社記者孫仲達攝 106 年 7 月 7 日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 7 日電）2017 總統教育獎得主陳姿鳳的母親來自印尼，小學遭逢父

喪，她今天領獎後感性地說，母親從小給予很多的愛，讓她從不感到自卑。 

身為新住民第二代的陳姿鳳，小學時父親因病過世，靠來自印尼的母親打工養活全家。乖巧

的她不願加重母親負擔，積極申請獎學金，並協助照顧弟弟，她不畏逆境，今年二月以燃料

電池的研究，為母校、屏東縣枋寮高中拿下全國科展第一個冠軍。 

陳姿鳳今天風光在總統府接受表揚，受訪時謙虛地說，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母親從小就

給予很多的愛，鼓勵她培養各種興趣，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陳姿鳳的母親說，女兒得到總統教育獎很開心，她從小就很乖巧、認真，會幫忙家裡的工

作。由於來自印尼，不熟悉台灣的教育，陳姿鳳只能靠自己多方涉獵學習，弟弟的功課，也

都是陳姿鳳幫忙教導。 

出處：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707070338-1.aspx 



想聽會場響起我國旗歌 柔道女孩劉俐伶稱霸亞洲：我不能輸 
2017 年 07 月 21 日 19:29 周綾昀 

 

在偏鄉克難場地訓練的劉俐伶，7 月中旬稱霸亞洲， 

也誓言要讓世界錦標賽的會場，響起我國的國旗樂。（沈家成提供） 

 

柔道女孩劉俐伶 7 月中旬稱霸亞洲。（沈家成提供） 

 



17 日剛風光歸國的屏東枋寮高中高二劉俐伶，摔爆哈薩克、蒙古等國強敵，奪下 2017 亞洲

青少年柔道錦標賽冠軍，她說，在體力消耗殆盡，危機一瞬間，她想聽我國的國旗歌，響遍

整個場館，所以她不能輸。 

屏東枋寮高中充滿魚塭腥味、霉味、汗味且會積水的地下室，卻孕育出一位國際級柔道的選

手，高二的劉俐伶 15 日在吉爾吉斯，奪下亞洲青少年柔道錦標賽青少女重量級冠軍。 

「一瞬間似乎聽到場上響起我國國旗歌。」回想比賽當時劉俐伶說，四強賽的蒙古選手體型

粗壯，一近身就有強烈的壓迫感，且對方落後積極搶分，後場無力的他，雖見時間剩 20

秒，但對手的每波攻勢，都顯得時間漫長無比，加上面臨再 1 犯就淘汰的絕境，體力透支的

他，想聽見國旗歌，所以死命守住，並挺進冠軍戰擊敗哈薩克的選手。 

劉俐伶表示，運動場上只有冠軍國家的國歌，才有資格被播放，是她非贏不可的原因，且比

賽前 1 天，在台灣的枋寮高中教練沈家成，傳給柔道隊所有成員的合照，告訴她「我們心與

在國外的你同在」，讓心中的信念更加堅定。 

17 號才剛回國，隔天下午就展開練習，還沒放到暑假的她沒有怨言，現在劉俐伶已稱   霸

亞洲地區，她說，下一個目標就是 8 月 6 日智利的世界青少年錦標賽，為中華隊再「摔」回

一面金牌。 

出處：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721005157-26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