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長 
      創校八十週年賀詞 

◎歷任董事長 

◎現任董事 
◎離任董事 

◎首席諮議（第九任校長） 
      賀光華八十歲 

◎校長 
      緬懷過去.策勵未來 

◎歷任校長 
光復前歷任校長 
光復後歷任校長 

◎第八任校長 葉瑞山 
光華女中創校八十週年感懷 

◎代理校長 何耀坤 
日本津和野高校代表出席本校八十週年 

◎第六任校長 林新村 
光華十年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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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    韓良誠韓良誠韓良誠韓良誠    

    

    

    

    

    

    

    

    

    

    

    

    

    

    

    

    

創立於一九二九年的「台南家政裁縫講習所」經過八十年演變，成為今日的

光華女中。本人謹代表董事會，以感恩的心表示祝賀，同時也對過去八十年來對

校關心、愛護以及奉獻過的人們表示懷念、敬意與謝意。 

 

回顧本校由創校之初的「專授女子家政縫紉的技藝講習所」成功的進為今日

的「專注前額葉正常發展的生命教育學校」。這中間如果董事會和校方沒有對女

子教育的高度重視，如果不確信人格養成的重要遠勝於知識的灌輸，如果不堅持

因材施教的教育宗旨遠遠凌駕於為了成為明星學校而只顧提升升學率的學店式

教育，董事會就不是盡責的董事會，光華女中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欣逢本校八十週年慶，謹以虔誠的心，祝福本校百年樹人的教育，百尺竿頭

再度向上提升，為社會、國家繼續盡心盡力。 

 

  謹書於二００九. 九. 九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7 年董事長韓良誠博士榮獲教育界最高榮譽年董事長韓良誠博士榮獲教育界最高榮譽年董事長韓良誠博士榮獲教育界最高榮譽年董事長韓良誠博士榮獲教育界最高榮譽--『『『『弘道獎弘道獎弘道獎弘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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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哲劉明哲劉明哲劉明哲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第一任第一任第一任第一任    

194619461946194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47194719471947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韓石泉韓石泉韓石泉韓石泉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第二任第二任第二任第二任    

194719471947194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96319631963196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沈沈沈沈        榮榮榮榮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第四任第四任第四任第四任    

 1973 1973 1973 1973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7519751975197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侯全成侯全成侯全成侯全成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第三任第三任第三任第三任    

196319631963196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97219721972197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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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董事長良誠韓董事長良誠韓董事長良誠韓董事長良誠    

張董事德香張董事德香張董事德香張董事德香    何董事耀坤何董事耀坤何董事耀坤何董事耀坤    侯董事良信侯董事良信侯董事良信侯董事良信    吳董事明和吳董事明和吳董事明和吳董事明和    

廖董事末喜廖董事末喜廖董事末喜廖董事末喜    楊董事麗雲楊董事麗雲楊董事麗雲楊董事麗雲    黃黃黃黃董事董事董事董事素雪素雪素雪素雪    許董事世彣許董事世彣許董事世彣許董事世彣    

黃董事素蘭黃董事素蘭黃董事素蘭黃董事素蘭    洪董事水樹洪董事水樹洪董事水樹洪董事水樹    林董事淑萱林董事淑萱林董事淑萱林董事淑萱    劉董事克全劉董事克全劉董事克全劉董事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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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期期期期    間間間間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期期期期    間間間間    

劉明哲劉明哲劉明哲劉明哲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4444444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張顒顒張顒顒張顒顒張顒顒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70707070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韓石泉韓石泉韓石泉韓石泉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52525252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衛玉如衛玉如衛玉如衛玉如    39393939 年年年年 4444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40404040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沈沈沈沈        榮榮榮榮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6464646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陳明清陳明清陳明清陳明清    40404040 年年年年 8888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53535353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林澄藻林澄藻林澄藻林澄藻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62626262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李國澤李國澤李國澤李國澤    40404040 年年年年 8888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67676767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劉主安劉主安劉主安劉主安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67676767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江萬里江萬里江萬里江萬里    40404040 年年年年 8888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70707070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侯全成侯全成侯全成侯全成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62626262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許嵩煙許嵩煙許嵩煙許嵩煙    43434343 年年年年 8888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62626262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郭秋煌郭秋煌郭秋煌郭秋煌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40404040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林占鰲林占鰲林占鰲林占鰲    4646464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至至至至 68686868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黃履鰲黃履鰲黃履鰲黃履鰲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67676767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侯書宗侯書宗侯書宗侯書宗    62626262 年年年年 1111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77777777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侯雨利侯雨利侯雨利侯雨利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40404040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陳永成陳永成陳永成陳永成    79797979 年年年年 1111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8585858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趙天慈趙天慈趙天慈趙天慈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66666666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許惠欣許惠欣許惠欣許惠欣    79797979 年年年年 1111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8585858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商滿生商滿生商滿生商滿生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41414141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謝碧連謝碧連謝碧連謝碧連    68686868 年年年年 1111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8282828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葉書田葉書田葉書田葉書田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43434343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許安德利許安德利許安德利許安德利    86868686 年年年年 1111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92929292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葉禾田葉禾田葉禾田葉禾田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43434343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李運進李運進李運進李運進    64646464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98989898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李文蔚李文蔚李文蔚李文蔚    36363636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39393939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吳淑珠吳淑珠吳淑珠吳淑珠    92929292 年年年年 3333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98989898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卓越領航卓越領航卓越領航卓越領航 

 

 

18 



卓越領航卓越領航卓越領航卓越領航 

 

    

                    

                                                                                第九任校長第九任校長第九任校長第九任校長    郭乃文郭乃文郭乃文郭乃文((((寫於成大寫於成大寫於成大寫於成大))))    

教育的歷程是錯了路，如果不為各種人性開展幸福寬廣的生命力； 

教育的價值是歪了樑，如果不為社會建構能併肩互愛的人群氛圍。 

 

人們在光華 

         從小娃兒變兒童， 

         從兒童變青少年， 

         從少成年變中年， 

               以及老去。 

 
華女走過八十年，  

貫穿時間，和其他歷久彌新的校園類似地， 

在這共享的空間裡， 

體現了人心人性的尊嚴，也亮麗了許多笑顏。 

 
地球上唯有人類高度享有了操控生命特質的生物基礎(前額葉)， 

在教育中，珍愛之情是光華的變身動機。 

汲汲追尋能呼應前額葉的教育操守與教育模式， 

讓各式樣的孩兒特質盡量擁有開展生命力的機會與尊嚴； 

展了翅、笑開顏。 

 
乃文竟有幸與光華同軌了十分之ㄧ的光陰， 
但也當然地註冊進入那白了髮、衝高了血壓、貢呈獻身之旅的夥伴群； 

放空了心， 
向她學習、尋她的根、培植她的力量、也共築美好的方向。     

 

她得到了挑戰，也得到了喝采： 

   92 年度執行青少年輔導計畫績優學校 

   92 年全國性別教育資源中心學校 

   92 年創辦全國第一個「銀髮族活動管理學程」 

   92 年辦理第二專長教育班訪視獲評為績優學校 

   92 年綜高辦理全面電腦選課、分科分級教學 

   93 年獲南市學年度適性教育實驗教學實驗班優等(連續二年) 

   93 年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組(城的呼喚)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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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年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校園環境美化組(小木屋再現風華)優等 

93 年全國創意教學獎－英語文組(我是大富翁－I Am a Millionaire)優等 

93 年起號召台南一區高中社區聯盟十五校開啟跨校網路選課(連續五年) 

94 年獲全國教學卓越獎幼稚園組銀質獎 

94 年獲輔導工作績優學校獎 

94 年綜合高中獲教育部實地訪視最高分 

94 年獲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高中職績優學校 

94 年獲台灣綠色學校伙伴掛牌(連續二年) 
94 年獲辦理永續校園執行成效特優獎 

94 年獲推動環境保護優等學校 
95 年獲發現校園人權小檔案活動高中職組佳作 

95 年獲教育部創意教學環境計畫(連續二年，並獲選南部辦理標竿學校)  

95 年綜合高中獲教育部實地訪視特優－全國第一 
95 年獲縮減城鄉數位落差資訊志工團隊計畫－傑出團隊獎 

95 年獲全國高中職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教學教案設計比賽甲等 

95 年擔任「城緣聯盟」永續校園團隊盟主(連續二年) 

96 年獲推動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96 年獲推動生命教育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績優學校 

96 年推出人文的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融入語文學科」(全國首創) 

96 年榮獲全國高中職圖書館經營特色專輯光碟入選 

96 年南市「鄉土教育校本課程設計與教學成果徵集」優等獎 

96 年獲南市實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評比第二名 

96 年獲國科會科學教育處高瞻計畫(連續兩年) 

96 年師生共同出版「前額葉學校」一書 

96 年推出自我負責的生命教育－「自主學習課程」(全國首創) 

97 年全國教學卓越獎高中職組佳作 

97 年獲全國高職相關創造力績優學生社團優等(美術創意社) 
97 年應邀參與 2008 第二屆國際創造力教育博覽會(於高雄夢時代展出) 

97 年推出科學的生命教育－「環境身心課程」與「自我身心課程」 (全國首創) 

97 年多元智慧實驗班獲辦理教育實驗工作學校訪視最高評等 

97 年獲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97 年光華列身教育部所拍攝綜合高中全國宣導短片之典範校園 

97 年獲 96 學年度高中校務評鑑全國最高評等 
97 年董事長獲教育部頒弘道獎 

97 年郭校長獲教育部頒全國高中職組校長領導卓越獎 

 

光華啊！沒有權利妄自菲薄啦！ 

在承先啟後、歷久彌新的表體口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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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實體是一代又一代、一棒接著一棒的學習者， 

堅持著無私之心， 

揉搓著自我要求與反思成長之力， 

光華啊！勇敢肩負起社會價值的傳承與創新吧！ 

【註解與後記】台灣依循過去幾十年來的傳統升學主義，教學歷程主要侷

限在知識傳遞和固化記憶的檢驗，卻未曾注意到：這是只針對大腦功能中

左葉後腦為主的訓練。 

自視為臨床神經心理學家的我對此十分不以為然，認為這樣的教育模

式忽略了三大腦力開發的原則，其一：嚴重忽略了在生命中真正能用與重

要的訓練，這些以「前額葉系統」功能為代表的，像是：計畫與執行能力、

想像力和創意、自主與自我認知監控、道德約束與群體智慧、情緒品質與

成長、多元思辨與自由品格等人類的專屬素養。其二：現今教育忽略與大

腦發展順序間的相互呼應，甚至不理會其警訊。前額葉區是目前所知人類

生命中最晚達到成熟的區位，參考年齡是青少年到二十歲(註：最近資料有

全世界性的延緩)。今日青少年期的生理成熟提早啟動，心理成熟(如上述，

大都依賴前額葉)卻因為孩子留置在學校時間變長，教育系統又未及時提供

足夠的經驗與要求，兩者距離急劇擴大。而目前台灣的教育工作者對此現

象，則擺出相對漠視的態度或束手無策的反應，任由後腦為主的教育方式

取代之，而放棄此一人類大腦特殊功能發展的關鍵階段。其三：不同個體

的大腦功能發展速度與特質各有差異，所以不能以統一歸劃、標準劃一、

大量產製的方式來進行教育，應該建立體制，讓校園重視學生之個別化需

求。(以下簡略)。(本段原載於教育部刊物－技職簡訊(2006)。173 期。郭乃

文。從人類大腦成熟順序特質省思技職教育。) 

  基於以上理念，我與同仁團隊在校園中啟動了積極性、系統化的逐步

微形改革，在教育現場將光華女中建構為「前額葉學校」。一方面大人們

「以前額葉功能來辦學校」，發揮前額葉功能，尋找與時並進的最佳創意

和解決方案，來面對教育的各種困境與環境的眾多限制；另一方面對孩子

們而言，這是「訓練前額葉功能的學校」，訓練一個人大腦中的『CEO』(首

要執行長)來統整個體的特質和發揮最大潛能，以求取生命的最大意義與最

好表現。(本段摘自光華女中發行 (2007)。郭乃文編著。前額葉學校。) 

從民國九十年起，光華女中配合著學術理論之進步，運作起「追求受

教育者終身幸福感」的教育實務，堪稱是台灣第一個融合「校園神經心理

學」與「正向心理學」理論，而走入多元智慧教育模式之校園。 

在理想與現實的陵線上，不只是目標朝向要明確，過程中更需要專注和相

互提攜。何德何能啊！過去十年來，我們在招生艱困情境與建樓經濟迫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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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雙重實質壓力下，爭取到來自社會與教育行政單位眾多的關懷與補助，從教育

部中部辦公室、技職司、中教司、顧問室、特教司、教育部電算中心、訓委會、

教育部財團法人學產基金會、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能源局、勞委會中部辦公室等、到地方上

的台南市教育處、環保處、衛生處、文化處、家庭教育中心等，這些點滴都是納

稅人之血汗，更何況經費之外，還同時提供了我們這麼多的舞台和道具？八年冷

暖飛逝而過，留下的是來自學子群和夫子群的喜悅和成長，還有創新的光華所獲

得的來自許多教育行政體系和全國其他校園的肯定。 

光華當然有義務貢獻心力回饋台灣教育，因為感恩。 

謹以此文，藉八十週年之慶，獻給「光華理念」(光華黨、光華派)的

務實、負責、專業、前瞻、堅卓、又克己敬人的夥伴們。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7979797 年郭校長獲教育部頒全國高中職組校長領導卓越獎年郭校長獲教育部頒全國高中職組校長領導卓越獎年郭校長獲教育部頒全國高中職組校長領導卓越獎年郭校長獲教育部頒全國高中職組校長領導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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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撰稿撰稿撰稿：：：：官茂良官茂良官茂良官茂良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光華女中從一九二九年由王兆麟氏於台南市東門路彌陀寺創「私立家政裁縫講

習所」起，歷經台南家政女學校、和敬女學校、迄今已八十載，雖留下歲月痕跡，

卻未見衰老羸弱，只覺愈發強健，更見光輝。八十年來，光華在歷任董事長及董事

們堅持「辦台灣需要的教育」理念下，勇於突破傳統社會價值：升學率、利潤、弱

勢悲情等限制，堅持以培養學生未來全方位的發展為教育志願，殷殷營造優質學境，

奠定學生長遠規劃之基礎。 

 

回顧過去歲月，歷任校長，在董事會的支持下，苦心經營，披荊斬棘，篳路藍

縷，堅持給學子最優良的學習環境，加以眾多師長前輩，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擘

畫經營，終將昔日竹籬灰瓦、礫石滿地的校舍，建設為今日巍峨美麗的校園，使光

華成為師資優秀、設備齊全，教學認真的優良學府，開創了屬於光華的一片天，如

今隨著一屆屆畢業生展翅高飛，光華驕傲的鼎足在教育的領域中，並在師生的共同

努力下，締造了一次次的璀燦佳績。 

 

近八年來，光華更在郭首席諮議乃文博士（90 至 96 學年度的校長）的領導及全 

校師生的奮鬥下，創下空前的輝煌紀錄，九十二學年度綜合高中諮詢輔導訪視榮獲

優等名列全國第九名，嘉南地區第一名，九十三年榮獲綠色學校掛牌，九十四年獲

得永續校園評選特優獎、國中實驗班優等、全國幼稚園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九

十五學年度綜高諮詢輔導訪視更躍升為特優全國第一名、九十六學年度高中校務評

鑑獲最高評等（一等獎），全國私校最高，光華已然邁入一嶄新紀元。 

 

    民國九十三年二月茂良有幸加入本校園，九十七年九月接掌校務，秉持董事會

及歷任校長苦心辦學之精神，在地方賢達、熱心教育的家長會、無私奉獻的愛心志

工、專業付出的教職員團隊支持協助下，兢兢業業的向前邁進，期望能在優質傳統

的薰陶下，持續注入新血、創新優質，繼續追求卓越、超越顛峰。 

 

撫今追昔，茂良要向所有曾經與現在正為光華付出心力和鼓勵的前輩、長官及

好友們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因為有您，光華才能擁有今日豐碩的人文內涵；

因為有您，光華才能成為深受地方肯定的學習園地。今後將建立更明確的教師專業

成長機制，安排在職進修，以提升教師專業知能，並緊密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以

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機會，增加社區對學校的肯定，促進彼此的成長，共創高峰。 

 

    至於學生方面，盼落實校訓「虔誠、親切、勤勞、崇真、良善、尚美」的生活

教育，本校學生一向純樸，舉凡禮貌、服裝儀容、灑掃應對、皆能中規中矩，這都

是全校師生多年來共同努力的成果。今後盼繼續充實教學設備、美化教學環境、加

強情境佈置、以營造一個處處能引發學生自主學習，自我探索的環境，讓學生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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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學習領域和學習歷程，如各式社團、社區服務、藝文體育活動，甚或海外遊

學等，發揮潛能及開展多元智慧，並從適性學習中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與成就感。 

 

再者，未來乃是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而要掌握時代的脈動，除須不斷提升

學術能力外，更須不斷地充實自己，養成自我學習及終生學習的習慣，充分具備

資訊、外語、創造力及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方能與世界接軌。對未來則要有前

瞻性、國際視野和與全球競爭的企圖心，才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多元社會。因此，

盼今後學校教與學的內涵皆能符應上述未來社會所需，為國家培育更多元的人

才。 

 

悠悠八十年，光華見證了台灣的教育史，茂良和全體同仁將踏著前人奠定的

堅實基礎，緬懷過去，策勵未來，期望精益求精，再給學子更優質的學習園地，

讓每一位學子都能在「溫馨、創意、活潑、快樂、尊重、進取」的環境中適性發

展，成為人格健全、有勇氣、肯負責，並懂得感恩惜福及關懷公共事物的好國民。 

 

 

 

 校園寫真校園寫真校園寫真校園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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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者創校者創校者創校者    

王兆麟王兆麟王兆麟王兆麟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1929192919291929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1939193919391939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第二任第二任第二任第二任    

杉浦亮嚴杉浦亮嚴杉浦亮嚴杉浦亮嚴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1919191939393939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94519451945194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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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石泉韓石泉韓石泉韓石泉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第一任第一任第一任第一任    

194619461946194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47194719471947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劉快治劉快治劉快治劉快治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第二任第二任第二任第二任    

    194719471947194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94919491949194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林澄藻林澄藻林澄藻林澄藻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任任任任    

191919195050505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51515151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李嘉嵩李嘉嵩李嘉嵩李嘉嵩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第四任第四任第四任第四任    

1951195119511951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952195219521952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商滿生商滿生商滿生商滿生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第五任第五任第五任第五任    

1952195219521952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959195919591959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林新村林新村林新村林新村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第六任第六任第六任第六任    

195919591959195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969196919691969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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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乃文郭乃文郭乃文郭乃文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任任任任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許興仁許興仁許興仁許興仁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第七任第七任第七任第七任    

196919691969196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99319931993199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葉瑞山葉瑞山葉瑞山葉瑞山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第八任第八任第八任第八任    

        1994199419941994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官茂良官茂良官茂良官茂良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第十任第十任第十任第十任    

    2008    2008    2008    2008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  ~  ~  ~ 迄今迄今迄今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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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耀坤何耀坤何耀坤何耀坤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1991991991993333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991991991994444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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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任校長第八任校長第八任校長第八任校長   葉瑞山葉瑞山葉瑞山葉瑞山 
    民國八十三年二月，承蒙光華女中董事會的邀請，我離

開了大成國中，轉任本校至民國九十年五月離職止，我在光

華女中共服務七年三個月。在光華女中服務期間，我為學校

做了下列工作： 

一、 恢復國中部招生（六班）。 

二、 開辦第二專長教育班。 

三、 承辦台南區就業服務中心委託之技藝訓練班。 

四、 辦理與中山國中合作之國中技藝班。 

五、 改建運動場並舖設 P.U.跑道。 

六、 修建涵育樓、崇真樓、增置國中教室四間、高中教室一間。 

七、 改建兩座廁所、新建一座三樓廁所。 

八、 幼稚園增班（由五班增為十班）並增建幼稚園教室增加設備。 

九、 成立本校童軍團、管樂團、籃球隊和排球隊。 

十、 美化校庭增闢花圃改善舖道。 

十一、三年內還清興建光華樓之貸款五四八 0 萬元。 

十二、努力提高學校知名度，積極參與或承辦全市性、全省性之教育文化活動。 

十三、自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和逢甲大學合作在本校辦理學士學分班。 

十四、高中部由每年級一班增加為每年級兩班。 

十五、逐年提高錄取大學院系之升學人數由二人逐漸提高到八十八學年度錄取

大學院校四六人、二專二二七人，八十九學年度大學院校九二人。 

十六、鼓勵本校教師進修教育學分，取得正式教師資格二一人。 

鼓勵教師進修碩士四十學分二七人。 

教職員、幼稚園老師進修學士、碩士、二專等二九人。 

十七、籌建新教學大樓、禮堂事宜。 

十八、辦理全日本書道連合會、日本福岡教育親善訪問團與本校之文化交流工作。 

十九、教育部指定本校為資訊教育教材資源中心，成效優異。 

二十、向教育部教育廳、市政府爭取輔助經費促進學校發展。 

    光華女中創校八十週年來，在歷任董事長、校長、校友、師長以及家長的共

同努力下，已奠定了優良穩固的基礎和校園，同時也造就了國家社會優秀的人材。 

    現任官茂良校長是一位行政經驗非常豐富，待人親切有禮，辦學能力很強，

力求上進的好校長；尤其願意接受各界及教職員和學生的建議，努力改進推展校

務，令人欽佩！也獲得台南市各界人士、家長的肯定與稱讚，真是可賀！可喜！！ 

    在迎接光華女中創校八十週年的前夕，我以曾經在光華任教七年又主持校務

七年三個月的校友身份，誠心祝福光華女中校運昌隆之外，更期望全校師生在官

校長卓越領導下，開創光華更輝煌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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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耀坤何耀坤何耀坤何耀坤（（（（前代理校長前代理校長前代理校長前代理校長....本校董事本校董事本校董事本校董事））））    記記記記    

    

 本校創立八十週年慶祝大會，於九十

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 8：30 在操場舉

行，並繼續辦舉理各系列慶祝活動。和本

校情義深重的日本姐妹學校津和野高等

學校代表─前任校長村上達雄、教務主任

宮島忠史、教師代表青山靖夫等人蒞校出

席慶祝大會暨運動會開幕儀式，並致賀詞

祝賀本校八十週年。同時參觀本校師生作

品展，對本校學生活潑、熱情、有創意留

下深刻印象。隨後由本校董事何耀坤先生

和黃玉貞主任陪同前往安平文化園區，參

觀安平古堡，對鄭成功和荷蘭人短兵相接

的歷史故事，有更深層次的瞭解。 

 

    下午赴烏山頭水庫，由嘉南農田水利

會資訊主任趙清塗先生安排參觀行程。先

由水利會主任工程師許勝雄先生引導參觀 

八田與一紀念館、紀念墓園、水壩出水口 

，當時土木工程用的小火車機關車及工程機件。接下來前往烏山頭區管理處，由黃

進順主任進行簡報，隨即坐公務遊艇參觀水庫。從當年八田與一規劃整個烏山頭水

庫的理念，發現當年是非常具有前瞻性，也使得現在嘉南平原的供應系統能夠持續

發揮功能。 

 

    我們從本校的參觀活動得知，烏山頭水庫的設計法、施工方法特殊，是現在全

世界僅存的稀有水庫，最近烏山頭水庫由日本工程學會向日本國會提案，向聯合國

申請指定為「世界文化資產」，希望能夠永續保存並持續維護。 

 經過這次台日交流的機會，本校與日本津和野高等學校有更進一步的互動，希

望將來能夠持續兩校學生的國際交流，使得學生的視野能夠隨著地球跑。      

 

日本津和野高校教務主任致日本津和野高校教務主任致日本津和野高校教務主任致日本津和野高校教務主任致賀詞賀詞賀詞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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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２２年１月５日 

何  耀坤  先生                                 

 

新年おぬでうございます。 

津和野は今、 寒波に襲われており、 雪が降っています。 雪が降ることにより、 

春以降の水ができ、 農作物への害虫が死に、豊作につながります。 寒さ、 暑

さは自然の営みでありがたいもの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お元気でご活躍のこととお慶び申し上げます。 先日は私たちの光華女子高級

中学への訪問に際しまして、 心のこもったもてなしをしていただき有り難うご

ざいました。 先生の日本語のすばらしさに感心いたしました。 私が話す日本

語をその場ですぐに台湾語に変換できることに驚きました。 宣誓をした生徒た

ちの中に日本語学科の生徒がいたのを知り、 日本語を学んでいる生徒にとって

は私が日本語で話し、 それを何先生が通訳されたのが最良だったと思います。

有り難うございました。 
  また、 八田與一氏の作ったダムヘのご案內、 ご說明をしていただき有り難

うございました。 私はこのような日本人がいたことを知りませんでした。 も

う少し情報を集め私の住んでいる地域の人たちへ八田さんのことにつきまして

知ら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特に工事の殉死者に对して日本人も台湾人も同等に遇

していることに彼の人間的すばらしさを感じました。 これも先生の說明がなけ

れば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ことでした。津和野高校の生徒たちにも語って聞かせ

たいと思います。 また、 このような生き方ができる人の育成こそ、 今後の日

本の教育において重視すべきこと思いました。 

  台南市を後にして台北に新幹線で行きました。 新幹線に沿って台湾の町が近

代化しており、新幹線とともに台湾が発展しているのは素晴らしいことだと思

いました。 

  今回は二度目の台湾訪問でしたが、 とても良い印象を持って帰ることができ

ました。 これも先生のおかげであります。 有り難うございました。 

  日本にお越しの時は是非お知らせ下さい。 津和野、島根県をご案內いたしま

す。 先生とお会いできたことをとてもうれしく思っています。 これからもよ

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どうぞ、 健康に留意されまして、お元気でお過ご

し下さい。 有り難うございました。 

 

      日本   ６９９－５２０６  島根県鹿足郡津和野町滝元３３２ 

                      村 上 達 雄 

        電話 ０８５６－７４－０６７６ 

        e-mail: m-tatsu@sun-net.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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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撰稿撰稿撰稿：：：： 第第第第六任校長六任校長六任校長六任校長   林新村林新村林新村林新村 

欣逢光華女中創校 80週年校

慶，本人謹以無比興奮的心情，由衷

與韓董事長、各位董事、官校長以及

全體師生，一同慶祝這具有歷史意義

的日子。 

 

在光華的 80年校史中，本人很

榮幸地能於 1959年至 1969年在校服

務。轉瞬間，已過了半世紀，雖是五、

六十年前的往事，但「光華十年」的 

點點滴滴依然如昨日般歷歷在目，清晰難忘。 

本人在校服務期間，學校只有普通中學--高、初中共 19班，教職員數十名，學

生近千人，可說是一個小而美的可愛學園。 

 

本人 1947年從住了十幾年的日本學成回鄉，隨即前往台南拜訪我的中學前

輩--當時光華女中的董事林澄藻教授，他好意地推薦我到光華女中服務。當時的

我看到光華女中校園景觀十分美麗，因此準備應聘至光華女中服務。在尚未接到

聘書，正準備好行李要搭車前往台南就職時，卻巧遇一群關心教育的北港地方人

士，自那班車下車，彼此相見的那刻，我才知道原來他們是要來邀請我至北港中

學服務。我本著為家鄉服務的心情，應邀留在故鄉先進入北港中學服務。 

 

然而，本人與光華女中的緣分終究是無法割捨，12年後我離開北港，進入

光華。記得是在 1959年的某一天，董事會託二位台南人士邀請我接任光華女中

校長的職務，經面談後，董事會決議聘本人為第六任校長。當時我 41歲，是現

任韓良誠董事長令尊韓石泉先生擔任董事長時期。 

 

在執掌校務的 10年間，本人可說是全心全力投入校務，雖歷經各種艱辛的

過程，嚐過各種酸甜苦辣的滋味，但在全校師生共同努力下，「光華」終於深獲

社會各界好評，本人也因能完成此重責大任而深感欣慰。 

在本人任內，有幾項値得懷念的事，憶往敘述如下— 

〈〈〈〈一一一一〉〉〉〉節約經費節約經費節約經費節約經費、、、、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建設建設建設建設 

    當時私立學校普遍都會遇到經費不足的難處，本人針對於此，遂懇請老師

多負擔其授課時數，以節省人事費。並且凡事節約開支〈如不發加班費、沒有 

第一排左起第二位即林新村校長第一排左起第二位即林新村校長第一排左起第二位即林新村校長第一排左起第二位即林新村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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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若有得到教育廳的補助金，就儲存累積成為校舍工程的建設基金。

因此在我 10年任內才能陸續有光華堂、加蓋二層樓教室、加蓋三層樓教室、

教職員宿舍、學生宿舍、特別教室、春風亭、球場、鋪路等大小約 20件建設

工程之完成，以利教學品質之提升和校務之推展。 

〈〈〈〈二二二二〉〉〉〉愛的教育愛的教育愛的教育愛的教育、、、、誨人不倦誨人不倦誨人不倦誨人不倦 

    「光華」的師長們秉持「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精神，並效法海倫節實施

課業輔導。對於每次段考、期考成績優異的學生也特別給予獎勵，如此行的結果，

效果顯著，1969年黃素雪同學能考上國立師大，就是最好的例證。所謂「有志

者事竟成」，光華女中的師生們也因此建立起信心與榮譽感。 

〈〈〈〈三三三三〉〉〉〉品德教育品德教育品德教育品德教育、、、、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 

    一個人要具有高尚的品德，才是受尊重的人。因此本人非常重視學生的品德

教育，並實施課外的宗教活動--如在校內成立基督教團契，每天中午有團契活

動；在宿舍每週有一次晚上的團契活動；每年聖誕節住宿的學生們會主辦全校性

的聖誕慶祝活動，經過二位舍監老師熱心指導，每年推出歌唱、舞蹈、話劇等精

采節目。學校全體董事、教職員及其家屬、家長會以及社會各界人士都聚集於大

禮堂，不僅欣賞學生們精湛的演出，也是全校師生及各界人士大團圓喜樂的時刻。 

    除此之外，我也邀請四位美籍女宣教師教授學生們英語會話，並藉此培養學

生優美的人格特質--誠實、善良、溫柔、忍耐...，使學生的人格更成熟，氣質更

優美。 

〈〈〈〈四四四四〉〉〉〉技藝課程技藝課程技藝課程技藝課程、、、、成績優異成績優異成績優異成績優異 

1、美術科--日本櫻花牌公司主辦全國美術比賽，賴美華同學獲得第一名； 

   全台南市美術比賽錄取 40人，其中本校占 7人。 

2、七縣市朗讀比賽─白雅容同學獲得第一名。 

3、全市籃球、游泳、合唱、舞蹈等比賽，光華女中獲得多項優勝；其中莊 

   慶美同學在球類表現優異，廖末喜同學舞蹈超群。 

〈〈〈〈五五五五〉〉〉〉環境競賽環境競賽環境競賽環境競賽、、、、全市冠軍全市冠軍全市冠軍全市冠軍 

    環境美化工作不僅可增進身體健康，更可提升生活品質，因此我十分重視學

校的環境美化工作。一般學校都是在放學時實施清潔工作，但我為了使全校師生

整天都能在整潔清新的環境裡學習，因此本校從早上就開始打掃。 

    而且，為了要美化學校環境和培養學生勞動的精神，各班配有一塊花圃，由

師生共同種植、培育各種花木；不久之後，全校果然百花盛開、燦爛美麗。此情

此景也薰染了社區居民，家家重視環境美化，真正發揮境教功能。 

    光華女中的環境隨時隨地保持優美整潔，數年如一日。因此有一次參加台南

市的環境比賽獲得第一名，這是全校師生努力的結果，也是本校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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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教育設施教育設施教育設施教育設施、、、、別緻創新別緻創新別緻創新別緻創新 

1、成立女軍樂隊--在我就任第二年的

「三、二九青年節慶祝蔣中正總統連

任」大遊行時，光華女中女軍樂隊首

次亮相，正式與大家見面。當時一般

的軍樂隊只限於男校，然而光華女中

率先在短期間內成立女軍樂隊。這支

女軍樂隊擁有 15種樂器，15位隊員 

都是高中部的學生，她們以整齊的陣

容奏著雄偉的樂音，給予人們新奇感覺與歡樂讚揚。 

 

2、新穎的報時器--傳統的上、下課報時器大都採用打鐘或電鈴。本人有感於傳

統鐘聲過於單調，因此自日本購入當時最新產品--オルゴール(音樂鐘 Musical 

clock)，這柔和的音樂聲，果真潤澤了師生心靈，使校園更顯和平、溫馨。 

 

3、裝飾大樹為聖誕樹--本人在美國旅行時，時常看到在聖誕節的時候，無論是

機關、商店或家庭，大家都忙著裝飾聖誕樹，使聖誕節的氣氛更顯熱鬧歡樂。因

此，我想到在門口對面有一棵大樹，全校師生著手在大樹掛上燈泡及各種飾品，

讓這棵平凡的大樹變成一棵光彩奪目的聖誕樹，看起來很像是美國白宮庭園的聖

誕樹！這在當時的台南市還是很稀奇的。 

〈〈〈〈七七七七〉〉〉〉韓董事長安息主懷韓董事長安息主懷韓董事長安息主懷韓董事長安息主懷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隔年韓石泉博士奉台南市政府令，組織光華

女中董事會，推薦劉明哲先生為首任董事長，韓石泉博士為首任校長，1947年

轉任董事長直到 1963年過世為止，共 16年。 

 

    韓博士為虔誠基督徒，人格高尚、學問淵博，他以基督博愛精神，懸壺濟世。

他對女子教育有極大的抱負，因此終身為光華女中奉獻心力和金錢，他無私的愛

心和熱忱，實令人萬分感佩。 

 

    記得韓董事長曾在 1963年 6月 28日親臨視事，並參加畢業典禮，又於當

天晚上召開董事會，討論有關「光華堂」設計藍圖至深夜；不料卻於 6月 30日

早上不幸過世。他是過勞以致一病不起，可說是為光華女中鞠躬盡瘁啊！為此，

不僅是本校全體師生，甚至本市的各界人士皆深感哀悼。 

 

    韓董事長在世時，蒞臨本校看見學校一天比一天進步，不但校園景觀改善

了，各項行政措施也順利進行，各種活動也表現得精采有活力...，他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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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肯定本人的努力，甚至對任何人都誇讚我的治校精神；我聽到這些美言，心中

甚感欣慰，也感謝他對我的信任和鼓勵。 

 

    光華女中如今在韓良誠董事長和官茂良校長的領導，以及全體教職員、學生

的共同努力之下，建立了「品學兼優、樸實純正」的美好校風。不僅高中部畢業

生升學成績優異，職業科學生也技能超群，各種比賽亦有突出表現，是一所有輝

煌歷史又人才輩出的優良學校，本人深以為榮。 

    值此八十週年校慶，本人謹祝福光華女子高級中學校運昌隆！為國家社會造

就更多人才！ 

 

 

  
                      

 

校園寫真校園寫真校園寫真校園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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