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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會務工作報告2017.1.1~2017.12.31
壹、2017年(民國106年)8月～12月母校學生對外競賽績效如下：

6、

7、

8、

教師陳玟君社會組作文第一名、教師李瑩潔
社會組國語演說第一名。
4、 09.20--第十六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團體組小
論文二等獎(第二名)，由309班林儀芳、304 9、
班陳玠宇、312班郭宜敏組成參賽。指導老
師:鄭光佑、李貞瑩、許英敬、董季樺(並入
選:Geo國際地理奧林匹亞國手選訓營)本屆小
論文組約65隊參賽，44隊進入第二階段複
賽，本校進入最後8強總決賽。
5、 11.08--106年高中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彰雲
嘉區複賽，本校參賽學生得獎如下:

貳、2017年(民國106年)計畫執行如下述：
1
2
3
4
5
6
7
8
9
10

07.29（星期六）
07.29（星期六）
08.01( 星期二 )
11.15 ～ 12.31

11

12.09（星期六）

項
目
於母校召開校友總會第 12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
與雲林縣政府於斗六市立網球場及斗六國中合辦 2017 全國綠城盃軟式網球賽，謝謝第 37 屆校友斗六市鎮南國小邱慧俐校長
( 校友總會理事 ) 承辦。
斗中校友會訊第 17 期出刊。
上午 9:00 ～ 10:20 於母校中正堂參加慶祝斗中 71 周年校慶典禮，106 年度校友大會及校友暨教職員工自助餐敘。
第 66 屆畢業典禮，由校友會賴正義副理事長代表美琪理事長頒發 106 年大學學測 65 級分以上之畢業生獎勵金，共計 18 萬元。
暑假期間贊助母校在校生各類性社團活動。
上午召開第 12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議，當日下午原定第 15 屆斗中校友管樂團演奏會因颱風來襲取消。
中午辦理新卸任校長迎送會餐會。
校友會歡送卸任校長劉永堂前往嘉義高中就職。
辦理第 14 屆傑出校友推薦。
10 時於斗六市雲科農場舉辦校友總會斗中心校友情烤肉、摸彩、卡拉 OK 聯誼活動。參加校友、教職員 ( 含退休 ) 及眷屬人
數破歷年紀錄，超過 400 人。

2018(民國107)校友總會預定工作

一、2018.01.13（星期六）於母校五樓會議室召
開第十二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2018.01.05～08贊助母校女組軟網隊受日本福
岡西陵高校之邀前往交流賽。
三、2018.04.28（星期六）慶祝斗中72週年校慶暨園遊會活動，
並頒發第14屆傑出校友獎，辦理校107年校友大會並改選第
13屆理監事，中午校友與教職員工自助式餐會、第18期校友
會訊出刊。
四、2018.06.01第67屆畢業典禮，校友會頒發107年大學學測65
級分以上之畢業生獎勵金。
五、2018.08.04(星期六）下午15:00召開第十二屆文教基金會董
事會議、16:00第十三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7:00～
19:00理、監事暨文教基金會董事餐敘、19:30～21:30於雲
林縣文化處音樂廳辦理第16屆斗中校友管樂團演奏會。
六、2018.11月～12月辦理第15屆傑出校友推薦。
七、2018.12.08(星期六）上午10:00於斗六市雲科農場舉辦校友
總會歲末聯歡摸彩活動。
八、參與臺北市校友會及校友各屆自辦聯誼旅遊活動。

參、2017年(民國106年)校友總會收支報告，如下述：
一、收入部份
時間 捐贈人
金 額
01.16 第 37 屆校友邱慧俐理事
10,000
01.16 第 31 屆校友黃淑味理事
10,000
01.18 第 22 屆校友台北市校友會林素芬理事長 ( 贊助 2017 綠城盃軟網賽與校務發展 )
300,000
01.19 第 36 屆校友林福地理事
10,000
01.23 第 20 屆校友校友會陳調鋌榮譽理事長 ( 贊助 2017 綠城盃軟網賽與校務發展 )
200,000
01.23 第 15 屆校友莊勝通常務監事
30,000
01.23 第 26 屆校友鄭梨華常務理事
20,000
01.25 第 22 屆校友校友會陳美琪理事長 ( 贊助 2017 綠城盃軟網賽與校務發展 )
500,000
02.03 第 22 屆校友張滄彬 ( 贊助 2017 綠城盃軟網賽 )
200,000
04.25 第 4 屆校友謝若琨
10,000
04.25 第 22 屆校友張傑民
10,000
04.26 第 39 屆校友賴錦全理事
6,000
05.17 第 22 屆校友林明生理事
10,000
07.03 第 17 屆校友廖宗輝
3,000
07.27 第 31 屆校友柯景元理事
5,000
07.27 第 26 屆校友鄭梨華常務理事 ( 協助黃姓同學安心就學基金 : 高二及高三 2 年 )
20,000
07.28 第 43 屆校友葉長青理事
20,000
08.02 第 31 屆校友張智詠監事
6,600
08.02 第 31 屆校友蔡遠鵬理事
3,000
10.02 家長會李明旭先生 ( 協助黃姓同學安心就學基金 : 高二及高三 2 年 )
66,200
10.02 家長會吳麗玲委員 ( 協助黃姓同學安心就學基金 : 高二及高三 2 年 )
10,000
10.11 家長會葉雲宇顧問 ( 協助黃姓同學安心就學基金 : 高二及高三 2 年 )
30,000
11.23 第 20 屆校友校友會陳調鋌榮譽理事長
100,000
11.29 第 22 屆校友校友會陳美琪理事長
100,000
11.30 社團法人台北市斗六高中校友會 ( 贊助校友會歲末聯歡會活動 )
50,000
12.04 第 16 屆校友李太順 ( 獎勵清寒學生 )
10,000
12.11 第 22 屆校友校友會高偉銘副總幹事
5,000
12.11 陳秋芬校友
1,000
12.11 沈聰信校友
2,000
12.11 戴銀屏校友
1,000
12.11 賴翠琴校友
1,000
12.11 吳招芬校友
1,000
12.11 張炳坤校友
1,000
12.11 簡秀英校友
1,000
12.11 黃瑞銘校友
2,000
12.11 劉盈秀校友
1,000
12.12 第 29 屆校友蔡時興理事
10,000
12.15 第 22 屆校友張滄彬 ( 贊助母校女子軟網隊至日本福岡高校交流賽 )
43,800
12.20 第 22 屆校友鄭錫優理事
20,000
12.28 第 22 屆校友校友會劉永利副總幹事
10,000
12.31 第 25 屆校友校友會陳慶良副理事長
20,000
12.31 第 23 屆校友校友會賴正義副理事長
50,000
合計
1,909,600
◎ 截至 106/12/31 郵存 449,569 元，台銀定存 536,414 元 ( 含定存利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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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部份：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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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校友聚餐
（2 次理監事會議、4/23 校慶餐會、7/29 校長交接餐會、12/9 校友歲末聯歡會）
印製校友管樂團表演邀請卡及雜支樂器搬運費
贊助高三學測及指考礦泉水、考生服務隊及教官工作費、
美術班大學術科考試及美術班雜支
贊助日本西陵高校 2.25 ～ 28 參加校友會辦理綠城盃參賽
贊助本校軟網隊 1 月至日本四國高松比賽
校友或雙親過逝悼念花圈、花籃、輓聯、祝賀等盆景費
斗高校友會辦理 2017 全國綠城盃軟網賽各項費用
獎勵網球教練指導女軟參加 2016 全國軟網賽榮獲冠軍
獎勵語文競賽全國賽第三名指導老師
補助斗中綠城文學評審費
印製校友會訊、開會通知、捐款收據郵資及印製校友會信封
補助 114 學生參加比賽車資
劉永堂校長至嘉中就任歡迎會車資
溢存代墊劉校長及文教基金會花籃 ( 已回存 )
贊助畢業美術班畫冊費用
第 66 屆畢業生學測 65 級分以上同學獎勵金
震達搬運費 ( 樂器 )
校友管樂團集訓及儀隊指導老師鐘點費
第 66 屆畢業生畢業歌曲錄製
﹙校史館﹚ 6 位傑出校友貢獻事蹟立體字及壓克力板製作費
文教基金會莊勝通榮譽董事長獎座
預付網球隊至 107 年 1 月 5~8 日赴日本福岡交流賽 ( 張滄彬學長贊助 )
12/9 雲科農場校友會歲末聯歡活動場地費柳丁費運費及摸彩禮品
6 月～ 9 月代墊家長會支出費用 ( 已回存 )
先墊支 106 上學期尚未註冊費用 ( 安心就學方案 )(107 年已回存 )
贊助日本福岡西陵高校 12/26 ～ 28 至本校交流賽保險及翻譯費用
專案黃同學高二生活費 ( 由 10/2 家長會李先生捐款支付 )
支出小計

金

額

412,300
50,731
22,095
38,094
31,163
55,500
694,180
9,000
2,000
40,000
37,236
1,380
2,000
3,000
37,000
180,000
5,000
63,600
5,000
25,700
2,000
43,800
69,320
227,500
80,628
10,183
66,200
2,214,610

三、106度收支一覽表(106.01.01～106.12.31)
項次 收支項目
105 年度結餘
郵局至 106/12/31 結餘
收入明細
1 陳美琪理事長暨校友等人捐款
2 存回 2.25~26 綠城軟網盃剩餘款
3 存回代墊家長會 (6~9 月 ) 支出費用
4 存回代墊嘉義高中劉校長及文教基金會花籃費用
5 存回 07/29 校友管樂團雜支
6 郵局 106 年上、下半年利息
校友會收入
台灣銀行定存 ( 含 106 利息收入 )
校友會支出 (106.01.01~12.31)

收入

支出

1,909,600
4,970
227,500
60,000
9,936
1,328
2,159,334
429
2,214,610

結餘
504,845
449,569

內

郵 資 已 付
雲林郵局許可證
雲林字第470號
無法投遞免退回

發行人：陳美琪

誠樸  精勤

第 十 八 期
總幹事：鐘源旺

榮譽發行人：林永茂、陳調鋌

品格決定命運
   態度決定格局

說明

※107年預算為1,150,000元。

※※校友總會捐款戶名：雲林縣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校友會
捐款帳號：斗六西平路郵局局號0301008 帳號0522292
本會收到捐贈校友會匯款，必請本會會計36屆范小蕙小姐寄送所得稅扣繳憑單，謝謝。

聯絡電話：05-5322039

E-mail：abab1314@ms33.hinet.net
敬愛的校友您們好：

理事長 陳美琪

因為2013年開始擔任斗中校友會理事長的緣故，我再次回到家鄉
雲林，與縣政府社會處的接觸，和社工們一起到雲林偏鄉的角落，展
開一連串訪視弱勢家庭的活動，了解雲林孩子們的困境後，我帶進了
後續一連串『雲林藝文圓夢計劃』、『雲林校園攜手計劃』、『雲林
科技新樂園』等資源，也在今年3月28日啟動了和沈芯菱傑出校友合辦
的『琪愛100雲林校園品格紮根計劃』，因為我希望能夠經由美學及激
勵人心的成長故事來感動孩子們，也唯有在受到『感動』時，我們才
能夠真正產生同理心及良好的品格，而品格也是決定我們命運最重要
的關鍵。

母校謹訂於年月日星期六
上午時分假中正堂慶祝建校
周年校慶大會，時召開年校
友大會，時～時分自助式餐
敘。敬請
蒞臨指導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校長
校友總會理事長 
學生家長會會長
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羅聰欽
陳美琪 敬邀
張唐榮
黃聰敏

好的品格雖未必能立即成功，但是如果欠缺，就算一時幸運，終
究還是難逃失敗。而即使沒能擁有財富、學識和權力，但擁有正直、
勤勞、坦誠的人，較容易被信任、尊崇、甚至成為頂尖的一流人物，
並長保成功。面對目前全球化的挑戰，世界變化只會愈來愈快，也更
多元化，但不論身在何處，『品格』在全球化中，是一個永不貶值的
資產。這樣的世界對於我們來說或許是個逆境，但苦難是最好的祝福
，逆境絕對不是問題，態度才是，因為人生不會一帆風順，只要態度
是正確的，逆境一樣可以使我們成長。
因此，我勉勵大家脫離舒適圈，勇於承擔這樣的巨變，除了在校
努力研讀書本外，我們更應該有世界觀，因為在全球化的同時，現在
更迫切需要具有全球視野與跨文化整合能力的國際化人才。然而所謂
世界觀不只是國際新聞，而是別人怎麼生活，要能了解其他世界、其
他角落正在發生什麼事，藉此放大自己的格局，因為當你有寬廣的視
野，就會知道自己是誰，就會知道哪裡需要你，找回自己的熱情與潛
力，勇敢走自己的路，把夢變大，然後瘋狂地實現它。
然而在追求夢想的同時，也不能忘本，請記得要孝順從小培育我
們成長的父母，感謝父母、家人，以及一路走來幫助過我們的所有貴
人，感恩使人快樂，也能產生力量，能夠幫助我們從『失去』的感覺
中回復，然後就會有富足感，進而有幫助人的熱情，而我始終相信，
利他就是最好的利己，人生就是磨練靈魂、心靈的道場，唯有一次的
人生，我們不能白活，因為只有經過磨練後的美麗心靈，才有機會帶
來精采的人生，願大家以此共勉，共同成長。
最後，很感激校友會前理事長陳調鋌學長給我這個機會擔任理事
長，讓我能夠回到家鄉回饋母校，接下這一職，實在是任重而道遠，
但我也決定把握這個機會，下定決心並且全力以赴，扛起所有的責任
；也非常謝謝在我任內擔任文教基金會的莊勝通董事長與台北市校友
會林素芬理事長的鼎力襄助。然而一路走來，一直在學習，過程並不
輕鬆，但發現愈是執著的付出，回憶起來愈是甘甜，我由衷地感謝母
校鐘源旺主任擔任總幹事以及理監事們的無私付出。雖然即將卸下校
友會理事長的身份，但我還是會時時關注斗中，也期望下一屆的伙伴
們能夠更有展穫、更有成長，幫助母校更加茁壯！

536,414

2017年(民國106年)校友總會工作計畫進度與經費預算表
項目
時間
經費預算
１ 召開理監事會議 (2 次 )，第十二屆第 4 次、第十三屆第 2 次 1/13，8/04
60,000
受日本福岡西陵高校之邀前往交流賽、日本福岡西陵高校蒞
２
1/5~8；12 月
60,000
校參訪與軟網賽交流、
72 周年校慶活動頒發第 14 屆傑出校友獎座、改選理監事、
３
4/21
180,000
校友會訊印發第 18 期、學校中正堂校友餐敘
４ 優秀畢業生獎勵學金（大學學測達 65 級分以上者）
6/01
300,000
５ 辦理斗中校友管樂團第 16 屆演奏會
8/04
150,000
６ 獎勵母校各類對外參賽獎金或運動代表隊出國比賽補助金
1 月 ~12 月
100,000
７ 校友歲末聯歡摸彩活動
12/8
150,000
其他雜支（含祝賀或悼念花籃、支援大學學測與指考、畢業
８
150,000
美術展、郵資、文具等）
總計 ( 預估 )
1,150,000

國

校長 羅聰欽

參賽選手
名次 指導老師
競賽項目
溫姿琇 縣賽高中國語演說
第一名 高若蘭
吳珮毓 縣賽高中閩南語字音字形 第一名 葉秀逸
孫抒硯 縣賽高中寫字
第一名 郭品惠
林開淮 縣賽高中寫字
第四名 郭品惠
林千瓏 縣賽高中國語朗讀
第五名 李詩意
林佳穎 縣賽高中閩南語演說
第六名 廖烽均
劉思函 縣賽高中作文
第六名 韓佩錦
譚玉婕 縣賽高中國語朗讀
第六名 蘇雅楨
林雨靜 縣賽高中國語演說
成績優異 劉又瑄
姜正哲 縣賽高中閩南語朗讀
成績優異 洪銘松
范詠涵 縣賽高中作文
成績優異 沈瑞萍
程慧甄 縣賽高中作文
成績優異 郭品惠

314班鐘晨瑋榮獲資訊科第五名，指導老師：
陳俊利老師；314班李淂賢榮獲化學科第六
名，指導老師：陳梅英老師；314班周佩儀榮
獲生物科佳作指導老師：吳誠十老師；314班
陳弘益榮獲生物科佳作，指導老師：吳誠十
老師；314郭庭嘉榮獲地球科學科佳作，指導
老師：陳英嫻老師；314班廖宥蒼榮獲地球科
學科佳作，指導老師：陳英嫻老師；314班邱
威諭榮獲數學科佳作，指導老師：陳俊名老
師；314班塗銘鈞榮獲數學科佳作，指導老
師：陳俊名老師；314班林碧慈榮獲物理科佳
作，指導老師：許志逸老師；305班張良維榮
獲物理科佳作，指導老師：蔡興國老師。
11.12--2017第14屆清華盃化學競賽，314班瞿
昊廷榮獲個人筆試銅牌獎、314班賴品任榮獲
個人筆試優良獎、314班張家豪榮獲個人筆試
優良獎，指導老師陳梅英老師。306班賴哲緯
榮獲個人筆試優良獎，指導老師林碧 鉁 老
師。
11.20--106年外交小尖兵榮獲中區優秀隊伍，
參賽者214班李于婕、董道晨、蔡昀珊、徐千
淯等同學組成。指導老師:陳慧華老師、劉麗
娟老師、林允中老師。
12.08--第十一屆聯合盃作文大賽雲林區初賽，
本校成績如下:309班陳雅涵第二名、207班黃
淑芬第四名、211班林千瓏佳作、211班施乃
瑄佳作、211班張珮鉁佳作、314班陳弘益佳
作、314班黃子軒佳作。
12.18--106學年度全國國語文競賽，本校代表
雲林縣高中職參賽表現優異:206班吳珮毓榮
獲高中學生組閩南語字音字形全國第三名、
213班温姿琇榮獲高中學生組全國國語演說第
六名、206班孫抒硯榮獲高中學生組寫字全國
表現優異。李瑩潔老師榮獲社會組國語演說
全國表現優異、陳玟君老師榮獲社會組作文
表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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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捷徑
人生

1、 08.21--2017第19屆台灣區高中數學競賽
(TRML)，314班賴品任、林碧慈、瞿昊廷、周
佩儀、邱威諭、塗銘鈞、蘇柏豪、湯偉佑、
李淂賢、張家豪、郭庭嘉、廖宥蒼、鐘晨
瑋、李忠諭、李昶渝等同學組成*光明隊*榮
獲台中區地區團體三等獎。指導老師：陳俊
名老師。
2、 09.14--2017思源科學創意大賽得獎名單:214
班黃禹修、許景皓、許高福、李于婕、方賢
融、林 咏臻等同學榮獲中區複賽佳作，指導
老師：李榕玲老師、蔡興國老師。
3、 09.20--106雲林縣語文競賽得獎名單：

時間
01.14（星期六）
02.25 ～ 26
( 星期六、日 )
04.15( 星期六 )
04.28( 星期六 )
06.13（星期二）

2017年校友會會務報告

中國民國一○七年四月十五日

校友會理事長陳美
琪、母校校長羅聰
欽、傑出校友沈芯
菱(第57屆校友)
與在校生林子白同
學合影(『琪愛100
雲林校園品格紮根
計劃』沈芯菱回母
校品格教育講座
2018/03/28)
總幹事 鐘源旺 攝

▲ 羅聰欽校長率資深主管至竹科園區拜會陳調鋌榮譽理事長合影
科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員工/2018/03.30攝

去年8月1日從國立斗六家商調任至本校迄今已有八個月
，從技職體系學校來至純普通科高中，深切理解到各界的高
度期許。斗六高中是雲林區公立高中職的指標學校，在全人
教育的理念下，個人期望將斗中學生導向一種全人的世界觀
(holistic worldview)。全人觀，本質上重「靈性」勝過重「物
質性」。全人觀意味著人的「內在品質」，舉如：智慧、情
感、創造力、想像力、體恤心、好奇心、尊重感，與實現自
我的期望，這些內在品質有助於人類達到真正自我完成與社
會和諧互動。這種重視靈性的全人教育觀，確認人生是有目
標、有方向、有意義的。
這與校友會陳美琪理事長在雲林縣推動國中、小的『雲
林藝文圓夢計劃』、『雲林校園攜手計劃』、『雲林科技新
樂園』、『琪愛100雲林校園品格紮根計劃』等活動相互呼
應，培育斗中學生成為符合社會國家期待的人才。
日前在《遠見雜誌》閱讀一篇《人生沒有捷徑》，一位
全方位的人才，絕對不是只有學業上如何獲得成績高分，而
是得付出種種的努力與堅持，我以外國媒體《entrepreneur
》列出堪稱企業家心中最優秀領袖典範比爾蓋茲(Bill Gates)
的10種成功之道與各位分享，更期待我們的學生以此為圭臬
:
一、盡早起步
在人生成長歷程中某個階段率先嘗試一些正向的事情，
不僅比他人會更有機會成功，也不太會放棄，成就會比
較大。所以，自己如果已確立了夢想，就要竭盡所能的
及早規劃、勇於實踐，如此的生活會更有目標，也有一
個方向可以努力。
二、與人合作
於志同道合的夥伴中，彼此能夠切磋不同經驗、意見交
流，進而互相激勵更多想像力。就算彼此未來分屬不同
領域邁進，但合作的機會勢必比孤軍奮鬥優勢，也能讓
各方夥伴更加成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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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歷重於學歷
職場上主管們初次認識一個職工的基準，大多是以學歷做為
評斷根基，這是選才時的刻板印象。但是，比爾蓋茲卻強調
，經歷才是證明一個人能耐傑出與否的標準，經驗是他用人
考量的主要比重。
四、盡可能自己當老闆
比爾蓋茲於20歲時就已經創立了微軟公司，影響了全人類生
活大大改變，也帶引電腦科技大躍進。他強調，「如果自己
不及早建構夢想，那很快就會被別人取代。」
五、從錯誤中學習
在成長歷程中難免都會碰到錯誤與挫折，小則損己，重則傷
及團體或公司利益，但與其自怨自艾，不斷難過，不如記起
教訓，從錯誤中學習，從錯誤中成長，避免再犯類似問題。
六、做事要有熱誠
【熱誠】是完成一件事情成功與否的重要契機，更是推動自
我成長的動力、積極進取的能量，一定要致力於熱愛自己要
達成的事物與一言一行的真誠。比爾蓋茲說，也許這個世界
成功的人看起來是輕而易舉，那是因為他們絕對喜歡自己正
在做的事，如果發現自己所做之事壓力太大而且辛苦，那其
實就是對自己的工作缺乏熱誠。
七、生活是最好的學習，而不是在校園或課堂
無論你再多麼會念書、考試成績多麼優異，校園生活是無法
讓你在現實生活中最好最充足的準備，因為社會的現實環境
絕非自己想像的簡單，是瞬息萬變的。在職場與社會生活中
，才是讓自己真正成長與進步，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如果做不好，很快就會被淘汰。
八、多閱讀有益人生成長
現代社會的大多數人，讀書已是愈來愈難的好習慣，3C產
品與新樣式生活誘惑充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不過，就算生
活太忙碌，還是得強迫自己找瑣碎時間閱讀，一日數頁，知
識的累積也會愈豐富，判斷力、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也會
較強。

九、網路是虛擬實境非現實生活
虛擬世界非常誘人，充滿無限想像，讓現代人陶醉其中而不
自覺，浪費我們大多時間。比爾蓋茲強調，網路不是真實的
生活，真實的生活是會有困境的，要能勇於面對及克服並享
受現實生活，才是人生的重心。
十、人生是不公平的
人生真的公平嗎?有些人真的是一步一腳印，賣力工作且艱
苦面對人生，但總是逆境頻仍；有些人的人生就是一帆風順
。對於面對崎嶇人生的人而，能因此就放棄而自我糟蹋人生
嗎?人生是不公平的，逆境時就樂觀面對，勇於接受考驗，
勇敢向前。俗諺:「一枝草點露」、「天無絕人之路」。只
要堅強，就如小草一般，生命總是會為自己找到出口。
引用比爾蓋茲(Bill Gates)的10種成功之道，與斗中校友先進
、家長、全校教職員工生相互勉勵，斗六高中終將再起，凡在斗
高共同打拼過的，不斷的堅持與努力，永不放棄，必能見到成功
果實。

 107年(67屆)高三大學繁星暨特殊選才上榜名單

總幹事 鐘源旺 整理

107年高三大學繁星推薦總計錄取53人，其中通過第八類醫學系7人，總計國立大學30人，私立大學計19人。除了繁星53位同學之外，同學於民國
106年底，透過「特殊選才」方式錄取3人。
姓名

學校名稱

李淂賢
賴品任
劉冠妤
陳弘益
張家豪
周佩儀
鄭祺丰
鐘晨瑋
蘇柏豪
林家如
李宗育
瞿昊廷
李姵徵
魏上傑
張雅淇
沈品吟
廖于銘
蕭芷函
陳雅涵
陳逸霈

國立陽明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長庚大學
輔仁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馬偕醫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校系名稱

醫學系(通過)
醫學系(通過)
醫學系(通過)
醫學系(通過)
醫學系(通過)
醫學系(通過)
醫學系(通過)
大氣科學系
工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化學系
統計學系
財政學系
中國文學系
動物科學系
環境工程學系
法律學系
中國文學系(特殊選才)
企業管理學系

姓名

黃珮瑜
洪松偉
李佳鎂
林儀芳
賴麗婷
林宜臻
黃于榛
吳昕旂
許甜甜
沈欣儒
廖羿婷
張庭毓
林靜萱
陳俐婷
薛雅筑
方書嫺
蔡欣妙
吳佳樺
鍾玉庭
林恩敬

學校名稱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
東吳大學
輔仁大學
東海大學

▲107年高三大學繁星推薦通過第八類醫學系7位同學合影

雲林縣國立斗六高級中學107年度（第14屆）傑出校友
陳鏡亮

校系名稱

姓名

經濟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英語學系
地理學系(特殊選才)
生物學系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書畫藝術學系
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師資組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
美術學系
經營與管理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觀光管理學系
城市發展學系
日本語文學系
經濟學系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蔡宗諺
張育瑄
鄧依庭
蕭靖淳
吳冠杰
賴怡心
吳佳樺
林明瑩
丁羿伶
鄭螢昀
劉興禹
廖妍雲
鍾沛書
李彧潁
王羽萱
陳琪涵

學校名稱

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
淡江大學
中原大學
逢甲大學
逢甲大學
逢甲大學
逢甲大學
靜宜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文化大學
世新大學
銘傳大學
亞洲大學
長榮大學
南華大學

校系名稱

社會學系
美術學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業管理組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會計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法律系(特殊選才)
社會心理學系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財經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組
書畫藝術學系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行銷組

共計56位

▲107年高三大學繁星推薦錄取同學合影

朱耀光

學長

民國57年6月畢業 初中部第16屆高中部第17屆
【現任職務】
耐斯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學歷】
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系
（現國立台北大學）畢業
【經歷】
1、耐斯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2、上海耐斯公司董事長
3、廈門愛邦公司董事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經營耐斯集團績效優良，從清潔用品起家的耐斯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只商品研發腳步領先全台，也
是台灣規模最大的日用化工廠。生產流程自動化，
由製造主控室進行質量標準控管，從原料、混合、
充填、包裝、層層把關，符合Iso-9001、14001雙
認證，品質與環境管理都是國際水準。同時配備最
先進的AS&RS智慧型立體倉儲系統，能同步存取成
品與原物料，確實掌握貨物進出、進行鮮度管理。
這裡也是耐斯企業創下業界歷史，推出無數第一品
牌的發源地！致力實現環保理念，以為消費者創造
更美好、健康的生活為目標！
2、熱心公益、關心弱勢團體。

蔡孟潔

▲ 羅聰欽校長率資深主管至竹科園區拜會陳調鋌榮譽理事長合影
科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員工/2018/03.30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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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

民國86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46屆
【現任職務】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
【學歷】
碩士：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碩士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法學碩士
學士：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經歷】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國家學院
第268期結業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調查局國際事務處調查官蔡孟潔因表現優異，獲選
前往美國FBI參加反恐訓練，並將10週的學習成果
帶回台灣，成為調查局新世代反恐專家，也讓臺灣
在世大運期間，更能掌握有關恐攻情資；結訓前通
過「黃磚道」10公里森林障礙路跑，這是比照美國
海軍陸戰隊的受訓要求，並在FBI舉辦的「國際論
壇」活動表現優異，深受讚賞。
2、蔡孟潔是調查班44期，台大法律系畢業，取得英國
倫敦大學法學碩士，外語能力佳。全世界共有25個
國家的執法人員代表，2017年4到6月前往FBI學院
接受訓練，訓練共分3大項目，分別是「課程研
習」、「體能訓練」與「活動參與」，課程研習主
要是著重在反恐、證據蒐集與網路犯罪，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學習如何在大型賽事中防制恐怖攻擊或
滋擾案件，他也將所學帶回台灣，提供給世大運做
為反恐參考。
3、赴美訓練期間，有個項目叫「國際之夜」，由各國
學員介紹自己國家的文化、食物，讓其他國家學員
了解各國文化，這期比較特別的是，因為剛好碰上
母親節，美國FBI也特別邀請因公殉職執法人員的
子女，一同參與這場活動，他身為臺灣代表，藉由
此機會，向這些家屬介紹台灣執法人員的辛苦，同
時也給予家屬人道關懷，相當有意義。當天還有一
個義賣活動，拍賣所得將捐給慈善機關運用，他身
為臺灣代表，特別透過管道聯繫上臺灣旅美球員陳
偉殷，請陳偉殷提供簽名球與球衣，結果立即順利
拍出，他當場將這些錢捐出給美國執法基金會，用
來照顧弱勢家庭，讓FBI印象深刻。他本諸務實外
交、踏實外交精神，努力將臺灣在國際執法合作領
域推上重要舞台，讓世界諸多國家見識臺灣。

學長

民國60年6月畢業 初中部第20屆高中部第20屆
【現任職務】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主任(107年1月退
休)、中華天和道法學會常務理事、中華機場協會發
起人
【學歷】
碩士：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大學：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學系
（後更名為圖書資訊系）
【經歷】
1、臺北市立圖書館書記、助理幹事
2、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科員、專員、編審、科長、副組
長
3、金門航空站主任
4、中正國際航空站組長
5、花蓮航空站主任
6、高雄國際航空站副主任、主任
7、臺北國際航空站主任
8、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兼任講師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服務公職42年餘，榮獲行政院特等服務獎章。
2、歷任民航局各重要機場金門、花蓮、高雄、台北國
際航空站主任及桃園機場組長。並督導南竿、北
竿、恆春等地航空站。
3、榮獲連江縣、金門縣二縣縣長頒贈榮譽縣民證。
4、代表民航局多次參與國際機場協會(ACI)、機場航
線規劃(Routes年會)會議，為台灣機場爭取國際曝
光機會。
5、任職高雄國際航空站期間，推動機場節能減碳計
畫，於2014年榮獲ACI機場碳認證計畫（Airport
Carbon Accreditation, ACA）等級二認證。2016
年更進一步獲得等級三認證，為亞太地區八座獲得
等級三認證機場之一。
6、於各機場任內推動機場為民服務工作，多次獲得民
航局與交通部評評鑑第一名。
7、協調長榮榮航太公司與遠航捐贈航空座椅，協助斗
六家鄉環球科技大學應用英語學系建立航空英語情
境教室。

林泰璋

鄭梨華

陳美惠

學姐

民國69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29屆
【現任職務】
兩揚慈善基金會創辦人
【學歷】
學士：英國威爾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基礎學院
傷寒論系
【經歷】
台北市雲林同鄉會常務理事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專業命理老師，中醫學博士，兩揚慈善基金會創辦
人，雨揚悠活網執行長。一生研究儒佛道文化思
想，精通八字生肖學，姓名學、手面相、陽宅風
水、易經卜卦等中國傳統學說，累積著作橫跨命理
哲學、佛學、中醫養生學、開運食譜、彩妝等四十
本著作。每年的開運大預言更是年度暢銷書，內容
充實，剖析精準，深受大眾支持認同。此外，雨揚
老師秉持「開心就是開運」的企業理念，慈悲心、
慈悲行，長期以來關懷社會、慈善救助，懷著
「愛」的信念，善盡企業家回饋社會之責任。
2、2012年創立【雨揚慈善基金會】，期盼能夠拋磚引
玉，結合社會更多的愛心與資源，一同為這塊土地
上的弱勢族群努力！
3、2012年迄今每一學期固定捐款幫助母校弱勢學生午
餐團膳補助。

【十步芳草】人物專訪─
「孩子的避風港」  葉宗林(第20屆校友)
大家都知道，家長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
一步，父母就是孩子的首任啟蒙教師。因此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母扮演著極其重
要的角色。今天山河館再度專訪葉宗林先生
，所訪談的主題就是人人都關心的“孩子的
教育問題” 。
回想起學生時代，葉宗林先生說他自初
中起，成績總是“滿江紅”，無論他如何認
真聽課，總像是“鴨子聽雷”。初中第一次
拿到“留級通知單”時，他害怕父親責罵不
敢回家， 最後回到家母親看到他的通知單
，淚流不止，沒想到父親盯著留級通知單看
了好一會兒，突然伸出手緊摟著他，和藹地說：「沒關係，現在你
腦袋還沒開竅，『大雞慢啼』，等你長大就會開竅了。」
葉宗林聞言感動地嚎啕大哭。父母的關愛與寬容，讓他體會到
“家”是永遠的避風港與補給站，無論遇到任何挫折，都能安心回
家，也讓他不至於因挫折便誤入歧途。
2013年葉先生出書，暢談孩子的教育問題，文詞幽默、觀點一
針見血，比如他問家長：「若家中有不會讀書的孩子，你是先逼瘋
他？還是逼瘋自己？」他用親身經驗證明：「成績不好，不等於智
商或人品低人一等。」
摘自107/04/09 山河館臉書

學長

民國57年6月畢業 初中部第20屆
【現任職務】
林泰璋診所院長
【學歷】
碩士：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研究所
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
高中：台中一中
【經歷】
1、公賣局製造課長
2、台大醫院醫師
3、莿桐鄉衛生所主任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擔任雲林縣莿桐鄉衛生所主任時期，深入社區宣導
公共衛生疾聽預防治療，建立防疫網。
2、於莿桐鄉開設林泰璋診所，關懷弱勢族群，濟弱不
收掛號費，並捐助老人會供餐服務。
3、提昇社區醫療品質，經衛福部(前衛生署)評核獲頒
<模範診所>。
4、擔任雲林縣醫師公會理事，推行會務,為縣民健康
把關。
5、加入雲頂社區醫療群，與台大雲林分院合作，協助
推展社區醫學課程教學活動,薪火相傳。
6、擔任斗中文教基金會第8、9屆董事，協助母校校務
推展。

呂麗絲

學姐

民國60年6月畢業 初中部第20屆高中部第20屆
【現任職務】
台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家庭教育推動委員會委員
【學歷】
碩士：美國堪薩斯州州立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所
學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
【經歷】
1、美國家庭關係協會1988年頒發合格家庭生活教育
家。
2、成立國際家庭生活教育中心。
3、1991創立台北市家庭生活教育推廣協會至今。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把家庭生活教育系統帶給臺灣社會。
2、在全台開辦【情緒教育-開啟全民情緒管理】共識
課程。
3、加強國際專業合作，宣揚聯合國國際家庭年，辦
理國際家庭生活教育研討會，提升國際視野。
4、推動再婚繼親家庭專業研習諮詢成立推動委員
會。
5、加強台灣日本家庭文化交流業務並開啟大陸家庭
教育視窗，持續在北京，山東二地推廣家庭教育
至今。
6、為原住民部落推廣原住民家庭教育。
7、為偏遠地區的外籍配偶辦理【婚姻家庭情緒教育
研習營】。
8、擔任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辦理【全民寫自傳總策
劃】。
9、擔任老人大學講師、台北市文山區托兒所弱勢家
長教養及諮詢師資。
10、網路電台needsradio製播主持。
11、規劃偏遠小學，教師、家長、學生家庭情緒教育
系列課程。

學姐

民國66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26屆
【現任職務】
華信國際醫藥有限公司董事長
久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國立斗六高中校友會常務理事
【學歷】
碩士：日本補完代替醫療學會會員
日本神戶流通科大研究
學士：和春科技大學
【經歷】
1、康儷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北京康儷薇詩有限公司總經理
3、社團法人高雄市抗癌服務協會第5、7屆理事長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著有《抗癌鬥士—鄭梨華》，書中主要內容講述曾
被研判五年存活率只有30～40％的鄭梨華女士，歷
經數次開刀、藥物控制、化療，走過27年的抗癌之
路，深諳與病魔對抗的艱辛。更將自己的故事出書
分享給更多病友，鼓勵更多為疾病所苦的朋友，以
己身之力造福人群！近期更深耕於FB粉絲團――
「抗癌．女人．二十年：因為癌症，她活得比所有
人都精采！」與病友建立長期溝通身體保健的觀
念，更經常受邀上健康節目宣導大腸直腸癌的預防
及術後照護的重要性。她強調癌症並不可怕，只要
專注治療並保持正向、樂觀的人生態度，都能迎接
重生的自己，寫下更燦爛的人生。
2、擔任高雄市抗癌協會理事長出錢出力，更擔任義工
長期輔導重症病人，和輔導癌症病人以及家屬心裡
的照顧。
3、2016年～2018年多次捐款至斗中文教基金會與校友
會，幫助在校弱勢學弟妹。

廖柏棋

學長

民國62年6月畢業 高中部第22屆
【現任職務】
Tyco Electronics 財務長
【學歷】
碩士：美國德拉瓦大學會計研究所
學士：世新大學
美國新澤西學院企業管理系
【經歷】
1、仲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2、泰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亞洲區財務總監
3、瑞侃公司大中華區財務長
4、摩托羅拉通訊廠財務長
5、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長審計部主任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擔任臺北市國立斗六高中校友會第一及二屆副理事
長，任內任勞任怨，輔佐臺北市校友會理事長林素
芬，建立校友會制度，出錢出力，積極推行校友會
會務及活動，並熱心參加母校各項活動，如綠城盃
全國菁英軟式網球賽、斗六一心育幼院等。
2、近三十年服務於外商，曾榮獲瑞士上市丹沙公司
(後併入德國郵政集團)挑選為250位全球未來領袖
培訓經理人之一。
3、考取會計師執照，先後在實踐大學、世新大學、輔
仁大學擔任講師，教授會計學、審計學、財務報表
分析。

三十三年敘舊 雲嘉南閃耀光芒
30年留典範
同學聯誼會，開始轟轟烈烈。
隨後逐漸冷淡，進而無生息。
15屆何慶幸，棒傳未間斷，
會長震寰兄，承歷史重責，
整年馳騁付出，譜寫感動詩篇。
兩天三夜聯誼，新創舉首試辦，
領頭以身作則，團隊竭盡所能。
第30年敘舊，故鄉序幕張，
林內車站旁，揮手畫圓滿，
雲林新榜樣，從此立標竿。

兩年雙登高
葉宗仁任會長，展現魄力決心。
提前籌備策劃，綜累經驗智慧。
趁涼意稍吹起，辦理31年同歡。
陳賜得接棒後，肩負巨大使命。
骨幹豪情壯志，誓言再攀一階。
菊花綻放時節，喜獲32年重逢。

第十五屆周進財校友提供

33年閃光芒
連續兩年九月，同窗餐聚未斷，
葉宗仁陳賜得，完美實現託付。
薪傳高三5班，勇敢挑擔重責，
高進登承榮辱，引前進除障礙。
往昔優異滙集，編織多彩新夢，
剩餘時兩個月，早衝刺未遲疑。
秋風秋氣秋收，輝映年度盛會，
六月底號召聲，僅期盼九月九，
雙手奮力展臂，摯等老友到來。

<106.9.9日:斗中第15屆第33年>
老友喜相逢
三十三年敘舊，只期待九月九。
體健康不如前，互勉勵談養生。
求盼有十年長，轉眼間三年過。
<106.7.8日斗中15屆第33年>
召開籌備會
106.7.7日抗戰紀念，邁向八十週年歷史。
106.7.8日籌備會議，集智三十三年盛會。
紀念日與籌備會，先後相連特突顯。
15屆南北眾老友，渴望九月九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