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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今年榮獲教育部核定

成立偏鄉數位機會中心 

學校老師參加中華創意發

展協會、臺灣創意遊學協會辦裡的的全

國創意學校獎， 

洪天來老師榮獲「「GreaTeach 2007 全

國創意教學獎」優等獎」； 

張超翔主任及林家寧老師榮獲「Travel 

Learning 2007 全國創意遊學經營獎」優

等獎」； 

龐偉華主任榮獲「「InnoSchool 2007 全

國學校經營創新獎」優等獎」 

學校榮獲教育部 96 年、97

年特色學校特優獎 

榮譽榜
 

96 年度國語文競賽成績輝煌 

六忠王協益參加閩南語朗讀榮獲鄉語文

競賽第一名、旗山區語文競賽第三名； 

六忠黃瑞琪參加語文競賽作文組榮獲鄉

語文競賽第三名； 

六忠潘宏豪參加語文競賽書法組榮獲旗

山區語文競賽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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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著閱讀的翅膀飛翔 
開啟夢想的門窗遨遊 

希望閱讀獎  

第一顆星(20點)  

榮譽榜 

日期 姓名 班級 

2008-1-16 謝雯雅 六忠 

2008-1-16 黃瑞琪 六忠 

2008-1-16 藍采雲 六忠 

2008-1-16 潘明皇 六忠 

2008-1-16 潘宏豪 六忠 

2008-1-16 黃裕喜 六忠 

2008-1-16 吳孟樺 六忠 

2008-1-16 陳辰欽 六忠 

2008-1-16 黃崇恩 一忠 

2008-1-16 謝偉泰 一忠 

2008-1-16 沈季豫 一忠 

2008-1-16 劉雨丞 一忠 

2008-1-16 陳詠琪 一忠 

2008-1-16 陳憶瑄 一忠 

2008-1-16 坂本惠敏 一忠 

2008-1-16 梁欣意 一忠 

2008-1-16 謝菁嵐 一忠 

2008-1-16 藍婉純 五忠 

2008-1-16 楊金燕 五忠 

2008-1-16 王協錠 五忠 

2008-1-16 黃嘉玟 五忠 

2008-1-16 黃泓錡 五忠 

2008-1-16 謝淵振 五忠 

2008-03-10 黃怡菱 四忠 

2008-03-10 黃虹禎 四忠 

2008-03-10 藍婉庭 四忠 

2008-03-25 陳佑生 一忠 

2008-03-25 劉思雨 一忠 

2008-04-03 沈宣伶 三忠 

2008-04-03 楊裕萌 三忠 

2008-04-03 陳育龍 三忠 

2008-04-23 李勁文 四忠 

2008-04-23 謝婉容 四忠 

2008-04-23 謝柏廷 三忠 

2008-05-06 李勁升 四忠 

2008-05-16 高蓓蓉 三忠 

2008-05-16 陳雅雯 五忠 

2008-05-29 楊茹雅 四忠 

2008-05-29 陳育豪 二忠 

2008-05-29 林虹妃 二忠 

2008-05-29 林以柔 二忠 

2008-05-29 黃湘婷 二忠 

2008-05-29 吳柏憲 二忠 

2008-06-03 邱良禹 一忠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 

130 

榮 
譽 
榜 

乘著閱讀的翅膀飛翔 
開啟夢想的門窗遨遊 

希望閱讀獎  

第二顆星(50點)  

榮譽榜 

第三顆星(90點)  日期 姓名 班級 

2008-1-16 謝雯雅 六忠 

2008-1-16 黃瑞琪 六忠 

2008-1-16 藍采雲 六忠 

2008-1-16 潘明皇 六忠 

2008-1-16 潘宏豪 六忠 

2008-1-16 黃裕喜 六忠 

2008-1-16 藍婉純 五忠 

2008-1-16 楊金燕 五忠 

2008-03-10 黃怡菱 四忠 

2008-03-11 黃嘉玟 五忠 

2008-03-20 黃泓錡 五忠 

2008-03-20 謝淵振 五忠 

2008-04-15 王協錠 五忠 

2008-04-23 黃虹禎 四忠 

2008-04-30 梁欣意 一忠 

2008-04-30 謝偉泰 一忠 

2008-04-30 黃崇恩 一忠 

2008-04-30 沈季豫 一忠 

2008-04-30 劉思雨 一忠 

2008-04-30 劉雨丞 一忠 

2008-04-30 陳詠琪 一忠 

2008-04-30 陳憶瑄 一忠 

2008-05-06 藍婉庭 四忠 

2008-05-29 沈宣伶 三忠 

2008-06-03 戴惠敏 一忠 

日期 姓名 班級 

2008-03-11 楊金燕 五忠 

2008-03-11 藍婉純 五忠 

2008-05-15 謝淵振 五忠 

2008-05-15 黃嘉玟 五忠 

2008-05-20 王協錠 五忠 

2008-05-29 黃怡菱 四忠 

日期 姓名 班級 

2007-04-03 楊金燕 五忠 

2007-04-03 藍婉純 五忠 

日期 姓名 班級 

2008-05-16 藍婉純 五忠 

2008-05-20 楊金燕 五忠 

第四顆星(130點)  

第五顆星(170點)  

因為閱讀，我們的孩子看的到不同的世界， 
唯有閱讀，我們才能給孩子不同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