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是國家喜慶的月份，枋中柔道隊隊長劉俐伶代表台

灣參加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2018青年奧運，於

國際混合團體賽中最後逆轉勝，拿下團體冠軍為台灣贏

得唯一的一面金牌。相信這是歷史的一刻，也是值得紀

念的一天，對於枋中體育班

的同學是一種典範的鼓勵與

精神象徵，也是全校師生值

得喜悅與光榮的標竿。 

十月份朝會頒獎日，特別邀請107學年度新任家長會林

春來會長蒞臨參與，並擔任頒獎嘉賓，同時介紹給全校

師生認識。林會長是枋中74年畢業校友，從事養殖漁業

近30年，並擔任新龍社區發展協會兩任理事長，對於推

動社區營造、關懷據點不遺餘力，曾獲全國特優社區營

造獎，並結合枋寮養殖漁業每年辦理龍膽石斑節活動，

帶動漁村經濟與公益活動，積極行銷枋寮漁業！

107學年度家長會長 林春來

台灣唯一青年奧運冠軍 柔道女將 劉俐伶
本校新住民子女就佔全校學生的17％，而
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新住民媽媽們，成為
台灣媳婦後努力扮演家庭重要支柱的角色
，所以縣府辦理「家庭教育大觀園」活動
，藉由表揚活動鼓勵更多遠嫁台灣的新住
民媳婦，展現台灣社會多元文化的價值。

本校108年升大學「特殊選才」 表現優異  展現特殊專長 成為準大學生
本校參加108學年度各大學特殊選才錄取的學子，由於對於個人的專業與興趣發展有了定向的規劃
，同時在豐富充實的學習歷程中勾勒出對未來的圖像與願景；找到自己興趣，立定目標，展現出自
我的獨特亮點，進而成為自己未來的競爭優勢，在各校特殊選才中脫穎而出。期許在大學的專業殿
堂中繼續展翅高飛，實踐自我！　　　　　　　　　　　　　　　　　　　　　　　　　　　　

602陳明豪同學
的母親陳愛妮女士

309張智遠同學
的母親殷清鳳女士

404林柔均同學
上台領獎

屏東縣運開幕運動員宣誓代表
枋中柔道-劉俐伶(107/11/0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舉辦「107年度全國中輟業務傳承研討會暨
表揚大會」，11/8在新竹縣北埔麻布山林會館登場。大會上表揚彰化
縣等６個有功縣市，還有學校、社會團體、警政單位等60個績優單位
。偏鄉教育中，少了家庭支持的孩子容易走偏失學與中輟，本校枋中
輔導室團隊，用愛心與多元課程留住學生，盡可能把支持系統與資源
給孩子，增強他們的心智與能量來對抗失衡的家庭功能與混淆的社會
價值觀！　　　　　　　　　　　　　　　　　　　　　　　　　　

用愛找回孩子 賀本校榮獲107年度全國中輟生預防及復學輔導績優學校

中心故事枋

朝會時間特別邀請家長會長

林春來(右)頒獎，金牌的光

芒帶給師生溫暖，也放射出希望! 

歷任家長會長都非常關心教育與社區，並給予學校最大

的支持，好有福氣的枋中！

林會長每週一至週五在新龍社區的關懷據點，與志工準

備午餐供社區銀髮長輩用膳，實在義行可風，令人佩服

。

張潔婷(左一)錄取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數位媒體設計組正取第一名！ 

這些未來的趨勢，同時也有著人類所製造出來的問題，同學們都是千禧年後出
生的Z世代，沒有受到集體壓抑的記憶，一出生就有網路，google等平台，是最
有解決未來問題的一群，學校把知識教給學生，未來也將交給學生。在2019年
開學之初，期望展望未來瞭解趨勢，更要把握當下關心時事，把心留下認真學
習，自我提升創造優勢！　　　　　　　　　　　　　　　　　　　　　　　 
　 　 　 　 　 　 　 　 　 　 　 　 　 　 　 　 　 　

枋寮高中由民國53年創校至今，正邁向第55個年頭，在
歷任校長與師長的辛勤耕耘、作育英才下奠定了豐厚的
教育基礎與樸實的校園文化，同時在這55年間培育了二
萬多名各行各業的人才。山海交會的枋寮具有地理位置
的重要性，因應地方教育需求與期待，於民國90年成立
高中部更名為屏東縣立枋寮高中，以完整的高國中六年
一貫課程經營型塑特色，在科學、藝術、舞蹈、體育、
閱讀、創意等多元表現方面都有突出的績效，大學繁星
與特殊選才讓屏南的枋寮學子年年錄取頂尖大學，成為
屏南地區中等教育的優質學府。

現代教育辦學不易，面臨許多挑戰，其中學校的願景與
學生的圖像更是學校發展中重要的方向與價值，經過全
校同仁的集思廣益、細心討論將「全人、創新、幸福、
卓越」做為學校願景。

全人：發展潛能、陶冶品德、完整人格。
創新：求新求變、勇於改善、創造價值。
幸福：提升自我、豐富生活、助人幸福。
卓越：優質為基、好要更好、超越自我。

並且以「核心品格、自主學習、創造思考、世界公民」
為培養學生的圖像，這也服膺十二年國民教育中自發、
互動、共好的教育願景。

核心品格：道德實踐、同理關懷、團隊合作。
自主學習：觀察調查、科學探究、願景實踐。
創造思考：數位素養、科技創研、系統思考。
世界公民：公民參與、人文關懷、國際視野。

在枋中邁向55週年校慶的開學日，特別將個人閱讀書報之
觀察分享大家，關於未來趨勢、改寫世界。

＊ 世界局勢的變化，中美新冷戰、美國退群，將重塑全球
　政經格局，取代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西方世界秩序。
＊ 科技與網路的關係，智慧型手機顛覆了我們的生活、企
　業競爭與人際關係，人工智慧、綠色科技將接棒帶來另
　一波科技浪潮，但是，駭客也將無所不在。
＊ 世代的關係，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謝幕，高齡化將是未來社會新常態，與此同時，九○後出生
　的社群世代、網路原住民，將逐漸站上世界　舞台，打造全新的　政治、經濟與社會。
＊ 經濟結構的改變，造成嚴重貧富差距，則會是不定時炸彈。
＊ 極端氣候共存、天然資源枯竭，更是人類最大的考驗。

期待我們枋中學子在師長的教育下，個個都能成為具備未來公民關鍵能力的卓
越人才，讓枋中的教育價值與精神延續與傳遞下去。　

FLHS 

枋中55、幸福飛舞、掌握趨勢、創造優勢 陳志偉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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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PINGTUNG COUNTY FANG LIAO HIGH SCHOOL ����

����
24

發行人：陳志偉發行人：陳志偉

校　址：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村義民路３號校　址：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村義民路３號

電　話：(08)878-2095電　話：(08)878-2095

網　址：http://web.flhs.ptc.edu.tw網　址：http://web.flhs.ptc.edu.tw

發行人：陳志偉

校　址：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村義民路３號

電　話：(08)878-2095

網　址：http://web.flhs.ptc.edu.tw

新住民子女與家人獲表揚 肯定展現家庭教育的根本

55校慶人形排字
空拍

55校慶人形排字團練

Fang Liao High School  FLHS 枋寮心故事  Fang Liao Heart Story

恭喜本校高中部602陳明豪同學及其母親
陳愛妮女士獲頒「最佳學習獎」、404林
柔均同學及其母親韋潤好女士獲頒「溫馨
家庭獎」、國中部309張智遠同學及其母

親殷清鳳女士獲頒「最佳學習獎」，也期盼這樣的活動能帶動更多的新住民家庭一起正向學習成長。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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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新課綱迎

10月25日宜蘭縣前教育處簡菲莉處長與助

理代表國教院蒞校，進行合作學校的諮詢

訪談與課程協助。由於本校是參加自主學

習的合作組別，去年6月中旬，本校兩位

教師與高三、國三學生曾參加簡處長設計

的未來思考工作坊，她個人針對本校當時

參與工作坊的兩位國三學生特別好奇，因

為他們是參加成員中年齡最小卻發表最多

的，因此這次南下，也想趁此機會深入了

　 　 　 　 　

自主學習起步走

相信參與的枋中師生收穫良多，尤其在新課綱的學科進度與單元中，能透過

彈性時間的微課程延伸發展為實作探究的STEM課程，是教師未來課程設計與

安排的運作參考！

STEM跨領域課程教學

感謝義守大學醫學院楊智惠副院長與國

際處黃耿祥副處長長期對枋中的協助，

此次特別精心課程設計與活動安排讓枋

中高中部一年級62位學生能由枋寮到義

大，於1/24、25進行兩天一夜的醫學體

驗營，這也是未來枋中的特色課程與活

動規劃之一！

枋中自造者中心團隊為服膺十二年國教

的課綱精神，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之素養，利

用寒假一連四天(1/22〜25)的國小、國

中創客活動，設計機器人車夫、亮晶晶

發財樹、吃錢機器人、盆栽時鐘等生活

化應用的創客實作題材，讓學生由淺入

　　　　　　　　　　　　　　　

義大醫學體驗營

枋中創客冬令營

驗學習體

12月5日中六導師帶領學生，由本校陳士源、羅文謚老師擔任講師，進行
台南府城的文史探究課程。透過學習手冊的設計編纂，配合教師的實體解
說，讓古今可以對話，文史的探究更有感而深刻！　　　　　　　　　　

史探究文

中六孔廟祈福 府城行腳

9月5日由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與中國音
樂學系兩系25位師生，將莎士比亞的「第十二
夜」與「羅密歐與茱麗葉」兩部作品，整合創
作為「愛呀！不容易」，用音樂劇的形態展演
，並轉換時空為現代校園的劇情。特別感謝高

園藝文校

愛呀！不容易-音樂劇
全民美育旗艦計畫

〔感謝自由時報記者陳彥廷報導〕「青春像衛生紙，看著很多，抽著抽著就
沒了…」補教名師呂捷今天首度到屏東演講，受枋寮高中「大師開講」之邀
，幽默口吻和回馬槍式的玩笑，完全對到青少年胃口，整場逾１小時演講，
讓近1500名師生時而哄堂大笑，時而大聲叫好，學生直說，「哥教得真的不
是歷史，是人生！」。

呂捷「大師開講」首到屏東枋寮
 妙語如珠全場樂翻

雄市廖俞雲課督的推薦與分享，讓僅有七場的中南部巡展，把機會分享給屏
東的枋寮高中！

「珍惜你得來不易的青春！」，呂捷指出，他認為大一大二並不需要打工，
因為如果把青春用１個小時150元就賣掉了，1週就算賺了20小時的3000元，
相對於把1生僅有1次的18歲就白白的流失，是得不償失，像郭台銘有3000億
元，但他都買不回青春，請學生豐富你的大學生活，好好的玩，認真的玩，
努力的玩，留下人生最寶貴的回憶。

台藝大戲劇系徐主任與國樂系黃主任親自帶隊到本校展演，一大早從舞台布
置、音樂設備搬整設定、服裝化妝及彩排，非常專業認真。希望本校師生能
透過音樂劇的欣賞培養與提昇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的涵養，並體會藝術文
化之美，同學們都展現高品質的觀眾水準，充分融入戲劇中，跟著演員與劇
情的高低起伏，時而專注安靜、時而鼓掌歡呼，參與一場深具藝術與美感的
音樂劇饗宴。

呂捷說，自己除了是第1次到屏東外，也僅是第4次到高中演溝，到場更發現
還有國中生，希望用淺顯的口語接近學生，但會緊扣「一定要上大學，還要
上好大學」核心。

呂捷以自己參加大學OB盃的經歷，帶起話題，他說，當時大學好友聚頭，聊
得全是大學4年的回憶，他鼓勵學生，當時大學錄取率是37%，現在說不定有
137%，很好上大學，就像現在台灣所有東西都在通膨一樣，如女神比比皆是
，學歷也是通膨題材，但無論如何都要念大學，因為，念大學可以做很多你
想做的事，大學是人生最快樂的4年。

呂捷接著表示，既然要念大學，就要念好大學，當年他高中畢業後毫無目標
２年，當過泥水工、殯葬業、便利商店，甚至「替天行道公司」，也說他的
學生常常譏笑他是「流氓」，但無論如何，他在媽媽苦勸下才浪子回頭考大
學，上了大學，他也發現這是人生的轉捩點。

枋寮高中還邀請遠在20公里外的車城國中近150名師生到場共聞大師「開示」
，坦率直白的說法有別於傳統課堂教條式的語言，枋寮高中並贈出呂捷著作
「哥教得不是歷史，是人性」一書，沒提問拿到書的學生還頻頻向老師詢問
「我想拿書」，顯見演講很對學生們胃口。(107.12.19)

呂捷說，你老時，你希望能向孫子輩訴說著難道是大學生涯只有打電動嗎，
何苦如此作一個連你自己都不會驕傲的事，他說，當你大三大四時，寒暑假
時都打工可以存10到12萬，送自己１個青春的禮物，建議自己和好朋友畢業
旅行出國自助，也鼓勵大家去近又相對友善、治安好、東西好吃，且多數台
灣人都或多或少會研究其文化的日本，豐富自己的人生。

呂捷也舉曾有學生反問他「那研究所呢？」，呂捷也直白的表示「你已經不
是學生，是大人了！」；呂捷最後總結指出，上大學就是第1別被21，第2別
違法，第3別危險，但要努力著揮灑得來不易的青春，大學就是「莫忘初衷」
，「不要忘了值得驕傲的那一刻」，讓自己回首人生來時路時，永遠記得最
值得驕傲的那一刻，語畢，現場滿堂采。

是不是我們一直在發想問題、困難與限制的同時，試著轉換為用影響與改變

的力量產生更好更直接的效果呢? 在這些對話當中，解構了一些認知，也重

構了些想法，協助更多對於課程的推動，一起激盪出最適合我們學校的自主

學習運作模式。

這次有許多老師參與訪談，針對學校在108課綱的自主學習規劃設計及相關

問題進行對話。透過簡處長豐富的經驗，引導自主學習對未來教育的想像，

腦海中勾勒出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的圖像。　 　 　 　 　 　 　 　 　 　 　

11月14日感謝中山大學師培中心到枋中辦理跨

領域課程的推動與示範，邀請屏東教育大學科

普傳播系楊桂瓊老師團隊，將團隊設計的STEM

跨領域課程，以房屋建築設計耐震為主題，提

供面積，高度條件，並要以耐震為最終檢測通

過目標，讓學生分組討論探究與實作，透過討

論中理解問題、定義問題、規劃房屋形狀樣態

與結構、計算面積、購買材料、進行組裝、修補校正以及最後的耐震測試！

同學們積極學習樂於討論，每組分配一位教師一起參與觀察，同學直呼：「

以前都沒這樣上過課，真有趣，校長還與我一組上課。」，同學分組輪流分

享實作探究的討論過程與設計想法，從探究與實作中表達知識的應用與小組

的報告，課後本校教師與桂瓊老師一起議課，分享所觀察到的課程設計與教

學歷程！

枋中這兩年配合屏東縣政府長照政策，由社團開始推動，希望未來朝向課程

化與醫療產業規劃，期待有義守大學醫學院的專業協助，創造偏鄉學校的特

色，包括物理治療、健康管理與長照、生物科學、中醫、探索解剖大奧妙與

義大醫院參觀，配合職場體驗與實作，具體瞭解醫學產業的專業與倫理，期

待枋中學子有著豐富充實的醫學體驗！

解兩位學生參加工作坊後的想法與學習情形。　

深，逐步的透過STEAM教育，將科學、技術、工程、藝術與數學整合於活動

與課程當中，讓有趣、有用的主題式學習，進而達到有效的素養學習，藉由

本校團隊的發想與規劃，讓枋寮地區學子提升科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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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展才多

楊云萱榮獲
國中女子組76kg級金牌

劉永富榮獲
高中男子組61kg級金牌

◆108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2019枋中金彩開年

◆2019全國高中高瞻專題成果聯合發表會

作品:紅外線垃圾分類機/榮獲金牌獎
501班:陳宜欣、林俊毅、陳軍霖、李名宥

作品:智慧型腳踏車/榮獲金牌獎

401班:謝誠獻、鄭至辰、莊佳昌、陳守煜

寒假是多元學習最好的時光，舞蹈班也向下紮根，舉辦舞蹈營積極培養國小

端的舞蹈專長小舞者，針對柔軟度、芭蕾舞、現代舞與民俗舞等基礎培訓！

舞動枋中  管樂音揚

國慶日當天，由獲得107年原住

民歌謠冠軍的枋中學生代表原民

會的國慶主題「揮灑美麗、原鄉

色彩」，參與國慶大典慶祝表演

，特色花車遊行活動！活力十足

，感動的展演！　　　　　　　

活力原鄉 聽見排灣
來自曠古的原音

屏東縣自103年起配合十二年國教元年，辦理高中職升學博覽會，將縣內公

私立高中職的辦學特色與成果呈現給國中小端的師生與家長，積極的推動

就近入學、優質銜接、多元進路與適性揚才，一起為鋪設學生通往夢想的

軌道而努力！　　　　　　　　　　　　　　　　　　　　　　　　　　

國中技藝教育職群體驗 千禧公園展多元

屏東縣高中職博覽會

　　

耀枋中榮

107年度國中技藝教育Logo設計比賽
賴思伊主任(中) 榮獲 教師組第二名

感謝族語何美玲老師與Surinang Muakai姐姐的用心訓練，讓枋中孩子的歌

聲與舞動，分享台灣！展現枋寮高中教育的多元價值！

同學們為了北上參加國慶日演出，下課後還自主練習，為的是展現民族的特

色與團隊的榮耀！

由林郁涵組長用心經營的原民歌謠社，發揮十足的默契，嘹亮的歌聲，抒情

的傳達，榮獲〜2018活力E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歌謠國中組第一名，並獲邀參

加國父紀念館成果展演、國慶日遊行與民主廣場演出！　　　　　　　　　

在春日鄉公所與柯自強鄉長的

大力支持下，讓我們有榮幸邀

請到國寶級少妮瑤鼻笛文化大

師蒞臨本校指導，利用週六時

間與週三社團課時間進行教學

。

排灣傳統鼻笛社團

從鼻笛製作、呼吸運氣、音階吹奏一步一步教導學生，除了讓學生擁有一把

專屬的鼻笛外，更在課程中融入排灣族音階、古謠之介紹，讓學生受惠良多

。期許學生們在排灣傳統鼻笛的傳承上，能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讓文化的

種子在枋中發芽茁壯！

屏南之星的枋寮高中師生提供自造者科技創客，

將STEAM的課程特色及國中部的技藝教育成果展示

、熱音社團展演，共襄盛舉！

管樂社團與輔英科大利用兩個週六日進行聯合寒訓，透過音樂律動彼此切磋

，進行分部與整合練習！配合大型的花燈，讓枋中充滿藝術的氣氛！

※2107學年度全國舞蹈比賽屏東縣初賽團體組榮獲優等第一名

　（吳憶欣老師編舞指導）

※107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成效計劃國 中英語歌謠發表會榮獲優等

  （魏麗慧老師/李嘉玲老師指導）

※2018全國創意智能機器人主題競賽榮獲

　自行車避障-國高中組

　第一名：203 潘辰儒、陳珀仰（莊文琦老師/莊楊峻偉老師指導）

　第二名：106 葉崇毅、王仁為 105吳宇崴（黃文昌老師/王純淳老師指導）

　佳　作：107 陳柏育、李謙羿（黃文昌老師/莊楊峻偉老師指導）

　佳　作：401 莊佳昌、鄭翔文（黃文昌老師/蔡秀妹老師指導）

　  　　闖關競賽-高國中組

　佳　作：106 葉崇毅、王仁為 105吳宇崴（黃文昌老師/王純淳老師指導）

※107年度屏東縣語文競賽

　教師組寫字第一名 陳文章老師

　高中組英語演說第二名 卡思高（林燕裕老師指導）

　高中組閩南語朗讀第四名 蔡沛軒（陳碧霞老師指導）

　高中組國語作文第五名 吳婕妤（夏婉玲老師指導）

　國中組原住民語朗讀第五名 邱震南（何美玲老師指導）

　高中組原住民語朗讀第六名 施慧雯（何美玲老師指導）

※2018年淡溪盃書法比賽

　高中組佳作：602黃琮善

※107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四格漫畫」比賽

　307陳玟杏國中組佳作（洪維蔓老師指導）

　202李孟哲國中組佳作（洪維蔓老師指導）

※107年第八屆全國北港媽祖盃排球錦標賽

※榮獲高男組季軍社女組殿軍（陳新和、蘇湘娸教練指導）

　2018年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305顏明新國中標準冷燙組亞軍

　309楊紫妮國中標準冷燙組季軍

　303潘恩菱國中標準冷燙組殿軍

　308呂俞靜國中標準冷燙組佳作

　309柯盡承國中標準冷燙組佳作

　309高聖恩國中標準冷燙組佳作

※2018年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309高聖恩靜態編髮創意組季軍

　308呂俞靜靜態編髮創意組殿軍（葉金淑老師指導）

※第1071031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得獎作品

　優等：601黃育茹 　401陳唯豪　401李幸岷　401徐詩涵　401鄭淳一

　甲等：401林芳梓　401洪柏修

　(陳碧霞老師  劉敏莉老師指導)

※第1071115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比賽得獎作品

　甲等(生物類)：601陳唯豪、吳宗禧(林郁涵老師指導)

※107年全國青年杯舉重錦標賽

　307楊云萱國中女子組第七級第一名

　504劉永富高中男子組第二級第一名

　(謝孝凱老師指導）

※107年屏東縣政府體育有功人員表揚

　柔道：302沈奕君

　　　　302鍾　霓

　　　　604劉俐伶

　　　　教練-沈家成老師(右圖）

M b o t

＃我枋中我驕傲



12月28日為本校2018歲末聯歡暨社團成果發表會，今年適逢55週年校慶，班

聯會同學發揮創意，以「美式嘻哈風」為主題，設計舞台背景與布幕，搭配

上紙箱堆疊與油漆彩繪，營造出街頭風格。在節目的編排上，由校長高歌一

曲做為開頭，再由本校管樂社接續演出，本校管樂社今年向下紮根，除了培

養原有的高中社員外，還加入了國一、國二的生力軍，雖然新生們大都第一

年接觸管樂，但在每星期的自主練習下，仍然表現出優秀的台風與熟練度。

１月18日上學期的最後上

課日，循往例學務處舉辦

了枋中路跑與健行活動。

上學期邀請夢想實踐家倒立先生

黃明正到校分享他的故事，非常

感謝明碁友達基金會的贊助，才

能將此有意義的活動在本校舉行

！

倒立先生-黃明正沒有不可能，只要我願意

輔導室規劃職涯講座暨參訪活動

107年12月12日(三)職涯講座:
從太陽回來的人-陳星合

107年10月29日(一)BENQ夢想行動
校園講座:倒立先生黃明正

107年11月14日(三)中二技職
參訪:屏東高工電子科

107年11月14日(三)中二技職
參訪:東港海事輪機科

107年11月1日(四)中五參訪:世
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教學中心

107年10月31日(三)中五參
訪:嘉南藥理大學

他用30年的歲月來規畫完成他的夢想，他寫了一本書《告訴世界我是誰》，

用自己的例子和台灣人分享天賦、夢想、土地這三件事，透過他的方式去表

達想說的話，同時用倒立的攝影留下每到一個地方的紀錄。

2019枋中路跑有始有終

夢想行動校園講座

123自由日　阿塱壹環境教育行

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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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枋中

年度壓軸巨獻 歲末聯歡暨社團成果發表會

玖壹壹樂團枋中開唱　我們都是「鄉下來的」

繼之前與越南、美國、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外籍生交流外，去年11月14
日由本校蔡秀妹老師指導401學生，帶領屏東科技大學外籍生走讀枋寮藝術
村，藉由藝術家李銘煌老師及裝置藝術家黃瑞蕉老師的引導解說，體會「瓦
當書法」的藝術之美。　　　　　　　　　　　　　　　　　　　　　　　

大手牽小手 枋中看世界

這次交流學生有來自西非甘比亞的Malick、大洋洲索羅門群島的Vahid及南方
泰國的Jane與越南Hien 4位外籍生。來自不同國籍的外籍生親切幽默的分享
他們家鄉的地理位置與文化風情，越南Hien也提供她學英文的方法，泰國的
Jane對於與精通泰語的本校鄭文明老師溝通無　　　　　　　　　　　　　
礙，更是覺得倍感親切。　　　　　　　　　　　　　　　　　　　　　　

本校健康操比賽已是歷史悠久的活動

，堪稱本校傳統之一。每到12月份，

一年一度的健康操比賽，充滿著無限

的驚奇與創意，總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

在天氣涼爽的寒假，本校辦理了阿塱

壹古道暨環境教育之旅，透過專業嚮

導的解說與帶領，大家用雙腳一步一

腳印走過台東與屏東的「卑南琅嶠古

道」，這也是台灣少數保留未開通公

路的美麗海岸線！

感謝家長會黃慶堂會長共同參與，同

仁們結伴同行共享山海之壯闊、踩著

石堆、漫步沙灘、攀爬陡坡、緩步下

坡、相互扶持、迎著海風、揮灑汗水！珍惜大自然的資源與環境的美好！

活

活

阿塱壹古道是環島公路的缺口，卻是環境與生命之路的出口！

黃明正是屏東高樹鄉的子弟，他

想藉由雜耍藝術與攝影將台灣的

不同的議題呈現給大家，並希望

感動他用Mr.Candle來象徵倒立的圖像與蠟燭的光照亮希望與夢想,希望他的

創意與行動力，吃苦與轉化為夢想的規劃藍圖，帶給枋中學生另類的鼓勵，

多元的才能應該被發現與重視，自己的努力與不放棄才是持續的堅持。 國際交流

除了與外籍生聊著韓團偶像及共同的興趣外，
本校學生也適時以英文為他們介紹藝術村的特
色與瓦當書法的由來，一同度過了一個美好難
忘的藝術之旅。

接下來依序是熱舞社

、原住民族語社、熱

音社的成果發表，節

目當中穿插了枋中之

星各語言組別冠軍的

公演，再加上愛跳舞

的同學組成的各個舞

團，配合今年的嘻哈

風格，編排了多樣的

舞蹈動作，讓整場熱

力延續。當節目進入

後半段，由畢業校友組成的「北漂男孩」樂團獻唱一連串歌曲，展現出枋中

畢業生與學校的情感連結，即使在外地求學，仍然心繫枋中、愛在枋寮！接

著由幾位同學與老師組成的說唱團體：「板仔寮囝仔」演唱最近流行的饒舌

組曲，經由一連串的鋪陳，將氣氛帶到最高點後，全校師生迎接今年的歲末

嘉賓「玖壹壹」樂團登場！

「玖壹壹」樂團剛結束小巨蛋的演唱會，在學務處一年多來積極接洽與協調

下，終於在今年來到枋寮高中演出，一連帶來五首歌曲，讓體育館內high到

爆炸，讓全體師生享受演唱會等級般的饗宴！

    最後的節目也是歷年來枋中大秀:班聯會與老師們帶來的師生共舞!秉持

著枋中優良的傳統，老師們利用下班後的時間與學生們一同練習，在舞台上

師生同樂，為一年畫下完美的句點，並期待來年再相聚！

也是一種期末儀式

今年特別邀請枋寮鄉陳亞

麟鄉長與家長會林春來會

長為枋中馬開跑鳴槍，希

望為這一學期枋中學子豐

富的學習、堅持到底的精

神，劃下美好的句點！

創新吸睛  活力滿點

中一健康操及中四創意舞蹈比賽

而比賽及練習的過程也發揮團隊的合

作及班級的向心力，讓比賽更具意義

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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