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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鍾進森  雲林縣二崙國中校長

  環境幽雅  蘊涵久遠
　　「朝陽放出了光芒，照耀著禮義之鄉，二崙國中巍

巍黌舍，莘莘學子，敦品勵學⋯⋯」

　　這首深植千萬人心的曲子，每年校慶之際，都會

被所有學生熱情高唱，奔放亢奮的音律響徹全場，特別

是學生的表現，更是獲得所有觀禮佳賓讚譽有加。

　　座落在雲林縣二崙鄉中正路 88號的這棟建築，歷
經半個世紀，如巨人般矗立而站的兩柱門拱，堅毅挺

拔地接送每日到校學習的孩子。踏進這對從未置換過

的方正門柱，兩列高聳入雲的椰子樹，配以翠綠七里

香矮籬，立即讓人精神振奮抖擻。闊步前行，迎面而

來正是宏偉壯觀的建築物，也是造就無數人才的教學大

樓。再過川堂，繼續往前，便可看到學生最是喜愛的運

動場了，紅跑道配襯綠草地，高瞻的大樓背景，這景象美麗

得不可勝收。

　　就因這樣的優美景觀與將近四點三公頃的開敞空間，無形

中薀涵了二崙國中畢業生他們以後寬闊爽朗的胸襟。

　　每到春日，校園裡，百花綻放，其中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

是，教室前方一大排的桂花。這些老欉桂樹算是學校至寶，一

年開花數度，細細的小白花幽遠散播芳香，聞之叫人精神清爽。

可堪與之比擬的是校門外道路兩側的印度櫻花，紫紅的花朵在

春風中搖曳生姿，特殊的香味告訴人們春的腳步漸漸近了。

崙暉升揚，二中不二 崙
暉升揚，二中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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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香藤、軟枝黃蟬，臺灣櫟

樹，還有杜鵑花，各具顏色，都

給這個學校增添無邊色彩。至於

其他草花，即使默默在角落兀自

開落，也都是上帝在二崙國中這

塊畫布上，恣意揮灑的亮點。

 五育均衡  品學俱優
　　四十八週年校慶運動會閉幕

後，學生如平常般規律排隊放學，

在走去巡視路隊之際，我接獲一

通本地議員打來的電話。

　　議員大致這麼說的：

　　「校長，恭喜你們校慶圓滿

成功，特別要向你道賀，你們學

生表現得太棒了，我從沒看過這

樣陽光開朗的笑臉，有禮貌有規

矩，青春洋溢，令人印象深刻，

非常不簡單，所以我特別打這通

電話向你致意，也請轉達我對孩

子的肯定與讚賞。」

　　我們非常感謝議員先生給學

生的肯定，議員先生想必修過教

育心理學，懂得比馬龍效應，知

道稱讚的力量勝於責備。也或許

議員只是客氣話，打一通電話來

鼓勵當下校長辦學的困頓。不論

怎樣，這是我十數年校長生涯以

來，首度接到議員主動打電話來

肯定學校，讚賞孩子的。

　　翌日朝會，我滿懷驕傲的轉

達議員先生的這番話，同時感謝

全體師生共同的努力才博得貴賓

讚譽。同學們整體的團隊表現，

我是相當自豪的，「有禮貌」也

幾乎成為二崙國中學生的基本表

現。

　　事實上，這都得歸功師長們

的用心努力。先是學務處規劃了

豐富多元的社團，像是熱舞、氣

▲ 校友捐贈獎學金，獎掖提攜學弟妹

 崙
暉升揚，二中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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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古箏、棋藝、管樂、口琴、

木球、拳擊、柔道、田徑、語文、

閱讀、表演藝術、科學研究、益

智遊戲、翻轉英文等等，將近

三十個包羅靜態的學術語文，以

及動態的康樂運動社團。其他各

處室又都設計了不少精彩絕倫的

活動，比如一年級社區宗祠古厝

巡禮踏查，二年級走馬瀨生活成

長營，三年級單車成年禮與校外

畢旅教學。與高雄市民族國中的

「姐妹校交流活動」，更是全縣

唯一，這個活動促進學生成長學

習，是增廣見聞的另類特色。

　　更具挑戰性的還有「合歡北

中峰登山考驗」、「走讀大尖山」

爬登雲林最高峰，單車騎乘二崙

→崙背→三條崙之「六崙闖通

關」75公里自我挑戰。屬於深度

教學參訪的則有：「小王功大自

然」海洋教育，科博館、科工館、

國家劇院、農博生態園區學習之

旅⋯⋯，不勝枚舉。

　　定期的迎新送舊嘉年華，才

藝競賽、球類比賽、拔河比賽、

學區中小學運動會，更讓同學大

大歡迎，抒解他們在課業上的壓

力，也宣泄了青少年的旺盛精力，

並讓許多有才華的帥哥美女能在

各項活動，或各自的舞臺上嶄露

頭角。

　　如果你以為學校只有活動，

沒有功課，那就大錯特錯了。拿

最近 105年的國中教育會考為例，
考取五 A的學生數高達八位，居
全縣公立國中之冠。在這低社經

地位家庭，單親、隔代教養、外

配子女比例偏高，符合教育部「教

▲

 社區名勝「崇遠堂」校外教學

▲

 「轉大人」的單車成年禮

▲

 深受同學喜愛的生活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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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優先區」指標的偏鄉農村學校，

有此亮麗成績實屬難能可貴。再

說，年年國三升學成績，每兩人

就有一人能錄取公立高中職。

　　值得一提的是，二中畢業生

續航力持久耐磨，在他們的升大

學表現上更是可圈可點。考上醫

學院、國立大學者，或是全國技

藝競賽金手獎與通過乙、丙級證

照者，二中校友比比皆是，這些

訊息從高中職來到學校張貼紅

榜，即可見一斑。

 學區支持  社區奧援
　　國中辦學不能唯我獨尊，自

立門戶，孤芳自賞，學區社區與

各界都是我們的好夥伴好幫手。

　　二崙國中之所以在各方面有

優異表現，就是因學童在國小奠

定了好基礎，又鼓勵升學國中。

在學藝或運動競賽活動中，國中

小聯合一貫，孕育出青少年學生

人生中最踏實的起步，共同培育

出國家社會未來的人才。與學區

各校不論是橫向的擴展或縱向的

延伸，這樣的良好情誼聯繫，正

是九年一貫的最佳寫照。

　　家長會方面，每年在會長帶

領下，出錢出力，提供了許多公

部門所不及的資源。當學校有重

大活動或節慶，家長會的參與給

我們莫大的支助，尤其在碰到棘

手難解的困境，他們也成了中間

圓滿的潤滑，化解了許多不必要

的衝突或爭議。又因為學校特有

的姐妹校交流，更使得家長會的

翅膀翱翔在雲林、高雄兩地間。

　　我們有另一群美麗的隊伍，

▲

 舞蹈團隊獲得全國比賽優等

▲

 緊張刺激的拔河比賽

▲

 攀登雲林最高峰 —— 大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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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是最溫馨熱情的志工媽媽。

　　學生導護，個案輔導，活動

簽到，接待來賓，她們都站在第

一線與師長同在。必要時刻，志

工媽媽們也展現曼妙才藝，為整

個活動綴飾了繽紛亮點。她們之

中未必有孩子就讀本校，卻一樣

在工作之餘為這個學校，為這群

學生無怨無悔的付出，難怪同學

們看到她們都能熱情大聲地問候

「阿姨∼好！」。

　　校友力量更是綿延不斷。

　　二崙國中造就了許多傑出人

才，在各行各業社會各角落發光

發亮。由校友組成的各屆同學力

量相當龐大，每學期都有校友捐

贈獎學金，贊助獎勵品或是飲水

機、樂器、圖書等等。「二崙國

中校友會」也年年辦理「校友盃

學力測驗」獎勵學童學習表現，

並設置「孝行獎」和「善行獎」，

表彰行善、盡孝的國中學生。「傑

出校友獎」的頒發，選出了在社

會各界中有傑出表現的優秀校

友，表揚卓越者，也豎立學弟妹

的學習楷樣與標竿。

　　人間處處有溫暖，學校遠近

的許多慈善團體或機關單位，同

▲

 全縣所向披靡的柔道隊

柔道社防衛術訓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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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也都提供許多資源協助，讓一

些貧困孩子無後顧之憂完成學

業，這些都讓學校在辦學過程中

更加圓滿順暢。

 琴「運」優揚  二中不二
　　提到二崙國中，許多人都會

聯想到口琴、柔道、田徑這幾個

項目揚名全縣，甚至全國。

　　柔道、田徑是學校體育班的

主攻項目。

　　柔道隊成軍以來已連續八

年搬回全縣男女組團體冠亞軍獎

盃，也在全中運上有亮眼的成績，

外縣市高中職也慕名過來挖角畢

業生前往升學就讀。田徑方面，

曾有劉明秀同學破全中運撐竿跳

記錄與廖苡辰同學女子五項運動

的金牌。其他各項大小比賽榮獲

的獎杯獎牌已把校長室堆積到沒

地方擺放了。

　　至於口琴更不在話下。

　　從 102年成立口琴隊，在當
年度的全縣音樂比賽中，即榮獲

▲  拳擊社對打練習

大合奏與四重奏雙料冠軍，此後

年年摘下四重奏全縣第一。在全

國賽中，四重奏連續三年掄元。

106年更囊括全國四重奏與大合
奏雙料特優第一名。

　　尤有甚者，105年暑假在韓
國舉辦的「2016首爾國際口琴節 
2016 Seoul International Harmonica 
Festival」更勇奪青少年組三重奏
第一名、四至六人重奏第三名，

複音口琴獨奏包辦了第一、二、

三名，成績相當優異，為校為縣

為國爭光。縣長李進勇、二崙鄉

長鍾福助、教育處長邱孝文等人

還特地到校頒獎。

　　口琴隊的亮麗佳績，因此常

▲ 全國特優第一名的口琴四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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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獲邀到社區或各種場合表演，就連「2017全國燈會」也被邀前往演出。
　　因為歷任校長的卓傑領導下，搭配師長的認真，加之各屆同學的努

力，成就了二崙國中在縣內的好聲名。近幾年來，除了柔道、田徑與口

琴的得獎之外，其他的重大表現也格外引人注目，例如：

　　團體或個人，學生或老師，所抱回的獎項真是多不勝數。

　　所以校名簡稱「二中」，實則「不二」，這也是校長以「二中不二」

勉勵大家的心意。

 五句箴言  珍惜有緣  
　　對於同學的心性修養，校長更用了

五句箴言來期許同學：

　　「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友誼同儕，

愛護學校，看重自己」

　　強調倫常，人我同尊，希望同學由

孝起始，而最終仍得對自己負責。

98年榮獲全國教學卓越金質獎
101年全縣語文競賽團體組第一名
102年全縣閱讀銀質獎
103年校務評鑑全縣國中唯一特優
104年獲頒全縣最高榮譽獎座「雲林之光」
105年再次獲頒全縣最高榮譽獎座「雲林之光」
105年校務評鑑全縣優等

▲ 拳擊隊選手比賽前與校長合影

▲

 傑出校友張貼紅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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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校長「森」情款款，以第一屆大學長「森森」心

語道出：

即使我們都不夠完美，但請珍惜相聚之緣，

生命過程中經歷過的酸甜苦辣，

隨處可見真誠和感動。

每位貴賓，每位家長，每位同學，一起走過的每一位，

我們相逢於二中，認識於二中，把愛播種於二中，

看似短暫淺淡，卻又那麼長遠至深，

請依循靈敏的感覺，一同尋覓日後那升揚的崙暉光芒。

學校愛的空間，廣漠，浩翰，

同窗情誼宛如種子，且加珍惜，

讓它在大家心田萌芽，抽葉，開花，結果，

待那種綻放的季節，永遠伴隨同行……

請在乎每一次生命中經歷的酸甜苦辣，

更請在乎生活中難得的真情和感動。

 

緣分讓我們蒞臨這美麗的校園，

時空造就相遇到的每次人事物，

願每位二中學子都如那歌曲所唱，

「濁水溪畔的好兒女，終身學習齊努力，

發揚誠正勤樸精神，為吾校爭榮光。」

願大家一同打造，「崙暉升揚，二中不二」以期昌盛。�

▲
 秀

出自我的才藝競

賽

              ▲

 學
習的時候全神貫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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