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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校景

醫科搖籃

得獎紀錄

行政團隊

前進頂大

六年一貫

課綱領航

100-108年115位醫科上榜

語文類‧數理自然資訊
藝能‧體能

教務處‧學務處‧輔導室
總務處‧圖書館

100-108年273位頂大上榜

國‧英‧數‧社‧自‧藝

彈性課程 ‧微 課 程‧多元選修 
選手培訓 ‧素養課程‧檢定課程 
數位學習

‧前　言‧
　　本校創校於民國51年，為南部著名私立完全

中學，曾培育出三位全國聯考狀元，過去以升學

績效為名。自103年新課綱總綱公布後，校內積

極因應配套，積極關注教學設備的更新、教師選

修課程開發的能力、以及社區家長的觀念翻轉。

　　自104學年度起開設假日資賦素養增能課程

，將傳統學科教學轉化為素養導向課程，至今已

開發許多經典微課程，如口語表達、iearn專題

、科學實作、生物實驗、專題研究、雙語課程（

雙語數學、雙語生物、雙語歷史、雙語台南學）

、奔跑吧藝術、智高積木、樂高機器人等課程，

將新課綱探究、實作、跨領域等元素融入課程中

，這些課程也發展成為本校的校定必修和多元選

修課程。

　　資賦素養假日課程舉辦期初開課說明會和期

末成果發表會，是新課綱選課說明會和學習歷程

檔案的縮影。105學年度起也成立資賦素養教師

社群，由跨領域教師參與，至今有30多位國高中

教師參與定期討論和共備，成為目前新課綱教師

社群的種子教師。

　　為因應六年一貫素養教育的願景，自106學

年度啟動素養教育向下紮根計畫，舉辦素養教育

國小營隊如科學實作營，和跨領域營隊如雙語籃

球營等，報名十分踴躍，至今有數百位國小學生

參與過本校素養課程和營隊。

　　在社區家長推廣部分，106學年度舉辦4場

國小家長素養教育工作坊，107學年度舉辦10場

新課綱國小場親子座談會，累積了本校邁向108

新課綱的儲備能量。

　　本校自106學年度參與高優計畫促進學校相

關工作坊，107學年度高優計畫，在資源挹注和

專家諮輔陪同下，有效提升新課綱預備進程。展

望108學年度，在新課綱全面推動上，本校已成

南部典範學校，在各項配套與系統規劃下，在課

程活化、多元選修課程開發、教學設備更新、教

師培力增能和社群動能等方面，都全面加速轉型

與成長。

　　面對108新課綱，啟動興國2.0，找到屬於孩

子的亮點。

面對108課綱，啟動興國2.0

教師不只是工作，它是教育志業，更是專業的展現

教學過程中，不僅有關心，更具備熱忱

讓教師從學生們的課程導師蛻變成人生導師

教導學生們實現自我、同理他人、成就彼此

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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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榜單

(108年)　陳○毅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108年)　陳○興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108年)　賴○均 慈濟大學  醫學系
(108年)　劉○泓 輔仁大學  醫學系
(108年)　劉○泓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8年)　王○津 長庚大學  醫學系
(108年)　蘇○恩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108年)　郭○翰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8年)　蘇　○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8年)　陳○叡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8年)　李○頡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8年)　鄭○禕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107年)　翁○涵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107年)　董○碩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107年)　黃○戰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107年)　黃○淇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107年)　吳○承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7年)　蕭○元 長庚大學  醫學系
(107年)　林○妏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7年)　陳○涓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6年)　陳○錡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106年)　陳○錡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6年)　許○紘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自費)

(106年)　陳○鏞 長庚大學  醫學系
(106年)　蔡○恩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106年)　黃○娜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106年)　陳○錡 輔仁大學  醫學系
(106年)　黃○瑞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6年)　陳○鏞 中國醫學大學 中醫學系
(106年)　王○鴻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105年)　吳○甄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5年)　蔡○捷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5年)　黃○穎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5年)　高○硯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5年)　翁○軒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105年)　楊○媛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4年)　殷○軒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4年)　吳○叡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4年)　董○瑄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104年)　黃○庭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系
(104年)　陳○杭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4年)　李○昕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104年)　蘇○欽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4年)　蘇○欽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104年)　林○民 成功大學  醫學系
(104年)　宋○蓉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4年)　花○祐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4年)　吳○融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104年)　何○衛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104年)　花○祐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103年)　吳○儀 上海交通大學 醫學系
(103年)　方○堯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3年)　佘○畇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103年)　李○璋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103年)　陳○妤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103年)　陳○柔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系
(103年)　洪○霖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3年)　柯○宏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3年)　周○樵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103年)　陳○士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103年)　魏○廷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軍費生)

(103年)　周○斌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2年)　李○甫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102年)　姜○璇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醫科搖籃：100-108年115位醫科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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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榜單
(102年)　江○漢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2年)　黃　○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2年)　賴○雯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2年)　黃○涵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2年)　朱○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2年)　哈○萱 慈濟大學  醫學系
(102年)　高○于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102年)　陸○宸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102年)　孫○慈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101年)　侯○翔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1年)　林○民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1年)　曾○豪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1年)　張○嘉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101年)　林○方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1年)　林○方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1年)　王○芃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1年)　黃　○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1年)　黃○偉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1年)　陳○佃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101年)　謝○學 慈濟大學  醫學系
(101年)　黃○筠 輔仁大學  醫學系
(101年)　高　○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101年)　高○淵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1年)　林○明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1年)　林○廷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1年)　蔡○達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1年)　周○君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0年)　岩○傑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100年)　王○期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100年)　蔡○雯 長庚大學  醫學系
(100年)　吳○偉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100年)　賴○汝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0年)　簡○威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0年)　陳○瑀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0年)　林○勳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0年)　黃○倫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0年)　郭○宏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0年)　郭○彣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0年)　魏○華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0年)　周○壕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0年)　林○仁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0年)　張○毓 慈濟大學  醫學系
(100年)　蘇○閔 慈濟大學  醫學系
(100年)　陳○方 慈濟大學  醫學系
(100年)　侯○琪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100年)　林○翔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0年)　周○君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100年)　劉○璋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100年)　沈○帆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100年)　林○明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甲組
(100年)　王○迪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108年學測成績
(一)75級分：2人
(二)74級分：4人
(三)70級分以上：23人
(四)五選四60級分：15人

108年醫科繁星及申請：錄取率100%
(一)醫學系：6人
(二)牙醫學系：3人
(三)醫學系和牙醫系：9人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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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榜單

(108年)　許○維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8年)　楊○方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8年)　林○泓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08年)　曾○軒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108年)　王○翔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8年)　劉○堉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108年)　徐○閎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108年)　陳○涵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108年)　許○維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8年)　郭○翰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8年)　黃○閎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系
(108年)　尤○沂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8年)　蔡○恩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108年)　洪○佳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108年)　黃　○ 國立成功大學 外文系
(108年)　姜○芸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108年)　蔡○宇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8年)　周○毅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8年)　周○毅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8年)　陳○晴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8年)　周○毅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8年)　王○翔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108年)　巫○運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108年)　陳○穎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108年)　楊○方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108年)　洪○維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108年)　王○瑄 國立政治大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108年)　黃　○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系
(107年)　葉○昌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7年)　王○賢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107年)　林○庭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107年)　張○閔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107年)　施○成 國立清華大學 醫學科學系
(107年)　陳○瑋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7年)　吳○融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07年)　哈○君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107年)　黃○烜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107年)　彭○溶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107年)　蔡○萱 國立成功大學 成星招生乙組(管理)
(107年)　羅○妤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7年)　陳○媚 國立成功大學 成星招生甲組(文社)
(107年)　陳○如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7年)　羅○宸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7年)　李○民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7年)　陳○皓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7年)　鄭○仁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107年)　林○麒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107年)　謝○樵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107年)　楊○旭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107年)　邱○淇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107年)　陳○涓 上海交通大學 電子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院
(107年)　陳○涓 上海復旦大學 臨床醫學(8年制)
(106年)　周○涵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106年)　周○諺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106年)　侯○駿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6年)　陳○瑋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06年)　黃○嘉 國立清華大學 大一不分系
(106年)　侯○駿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6年)　許○紘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資訊學士班
(106年)　何○暄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6年)　莊○壬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6年)　周○諺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106年)　莊○壬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106年)　許○智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106年)　侯○駿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6年)　蘇○彥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6年)　廖○祥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106年)　林○閔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6年)　吳○蓉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前進頂大:100-108年273位頂大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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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榜單
(106年)　蔡○霖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105年)　包○宜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105年)　林○成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5年)　黃○丰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5年)　黃○丰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5年)　吳○瑩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105年)　楊○諭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105年)　陳○愷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105年)　卓○儒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105年)　吳○川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105年)　周○原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資訊學士班
(105年)　黃○郁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105年)　凃○甫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105年)　周○洵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105年)　陳○翔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105年)　翁○雅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105年)　林○成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105年)　蕭○方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105年)　吳○川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5年)　林○成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5年)　劉○辰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5年)　徐○軒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5年)　鄭○欣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105年)　洪○翔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5年)　陳○平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105年)　沈○毅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05年)　李　○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104年)　楊　○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
(104年)　鄭○青 國立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
(104年)　石○潔 國立臺灣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04年)　康○智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104年)　蔡○容 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學系
(104年)　韓○勳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4年)　廖○泰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4年)　吳○寰 國立清華大學 醫學科學系

(104年)　劉○乾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104年)　周○嫻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104年)　周○嫻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104年)　賴○碁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4年)　楊　○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104年)　楊　○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104年)　陳○樺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4年)　張○肇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04年)　顏○庭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4年)　劉○琦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自費)
(104年)　鄭○樺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104年)　楊○皓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104年)　賴○倫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04年)　徐○倩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4年)　湯○如 國立政治大學 阿拉伯語文學系
(104年)　胡○鳳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3年)　阮○萱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建築系
(103年)　黃○庭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3年)　黃○鈞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3年)　林○萱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103年)　林○筑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103年)　黃○倩 國立清華大學 醫學科學系
(103年)　郭○億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3年)　吳○良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3年)　李○穠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3年)　沈○竹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103年)　曾○恩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103年)　李○璋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3年)　陳○欽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03年)　許○雄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3年)　陳○文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3年)　蔡○芫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3年)　黃○筠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103年)　黃○鏞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3年)　葉○麟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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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榜單
(103年)　楊○茗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03年)　陳○佑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103年)　吳○潼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103年)　許○銘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3年)　黃○程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3年)　楊○茗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3年)　柯○芸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3年)　李○澄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03年)　翁○梓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3年)　李○靜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103年)　蕭○輝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103年)　李○靜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102年)　吳○軒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102年)　袁○緣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2年)　沈○綸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102年)　何○衛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102年)　黃○岳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102年)　李○胤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102年)　黃○筑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02年)　林○民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102年)　施○玶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102年)　于○亞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102年)　許○享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2年)　吳○瑩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2年)　花○祐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2年)　莊○勛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2年)　黃○嵐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
(102年)　賴○誠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2年)　林○源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2年)　陳○靜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102年)　蘇○育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102年)　楊○嵐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102年)　黃○秀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2年)　于○亞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102年)　林○倫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2年)　吳○祖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2年)　林○倫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102年)　袁○緣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2年)　黃○翔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2年)　陳○載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102年)　林○嘉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102年)　黃○涵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102年)　顏○穎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102年)　蔡○禾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102年)　黃○秀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02年)　徐○軒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102年)　沈○妍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102年)　洪○貴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101年)　蔡○竑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1年)　簡○為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1年)　林○穎 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學系
(101年)　葉○妍 國立臺灣大學 護理學系
(101年)　王○謙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101年)　林○皝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1年)　侯○譽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101年)　劉○呈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101年)　蔡○勳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1年)　邱○昀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1年)　吳○融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101年)　張○菖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1年)　連○欽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1年)　翁○涵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1組
(101年)　陳○士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純粹數學組
(101年)　林○舜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101年)　蔡○妙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1年)　王○謙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1年)　施○欣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101年)　許○嘉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1年)　黃○信 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101年)　吳○豪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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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榜單
(101年)　李○祥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101年)　林○儀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101年)　黃○維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01年)　黃○維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101年)　蔡○哲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101年)　吳○璋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101年)　陳○祺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101年)　葉○妍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學系
(101年)　許○嘉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1年)　吳○葆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101年)　吳○葆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101年)　蕭○軒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101年)　周○竣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01年)　陳○蓁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101年)　連○婷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101年)　蘇○平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101年)　邱○涵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1年)　蔡○仁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01年)　陳○安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101年)　翁○似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101年)　蔡○哲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1年)　蘇○璇 國立政治大學 新聞學系
(101年)　蕭○軒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101年)　王○棋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100年)　林○伊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100年)　陳○容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100年)　葉○廷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0年)　劉○彰 國立臺灣大學 昆蟲學系
(100年)　李○謙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100年)　黃○諭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100年)　李○娟 國立臺灣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00年)　章○睿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0年)　陳○方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0年)　陳○宇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00年)　高　○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0年)　莊○庭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0年)　翁○博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乙組(資訊工程組)
(100年)　翁○安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0年)　陳○佃 國立交通大學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100年)　蔡○峻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100年)　楊○祐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100年)　陳○方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100年)　陳○方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組
(100年)　朱　○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100年)　莊○翔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100年)　賴○延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00年)　陳○濃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100年)　蘇○平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100年)　宋○鈺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100年)　王○瑾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100年)　毛○玉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100年)　周○廷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100年)　蕭○庭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100年)　王○謦 國立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100年)　黃○璁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00年)　連○源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00年)　張○鈞 國立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00年)　姜○容 國立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00年)　黃○筠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100年)　吳○傑 國立政治大學 阿拉伯語文學系
(100年)　王○霖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100年)　蘇○軒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100年)　李○嘉 國立政治大學 新聞學系
(100年)　洪○桂 國立政治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學年度 　姓　名 錄取學校  錄取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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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榜

106學年度競賽得獎紀錄
(一)升學績效
‧107年大學學測75級分全國榜首：
　黃○戰、董○碩
‧107年大學繁星入學：
　錄取50人、牙醫錄取3人、醫學系通過7人
‧107年大學入學：錄取醫牙學系金榜
　黃○戰：國立台灣大學牙醫學系
　董○碩：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系
　林○妏：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翁○涵：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蕭○元：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翁○涵：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陳○涓：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陳○涓：上海復旦大學臨床醫學系
　黃○淇：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蕭○元：長庚大學醫學系
　吳○承：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107年大學入學：錄取台灣大學金榜
　黃○戰：國立台灣大學牙醫學系
　葉○昌：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林○庭：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
　王○賢：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107年大學指考金榜：
　王○賢指考五科總分450.55分
　溪北區指考榜首：達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
　　　　　　　　　(公費生)錄取標準

(二)競賽成果(資料時間106.10.01～107.09.25)
★國語文競賽
‧106年全國語文競賽高中學生組
　作　　文：表現優異－尤○沂
　寫　　字：表現優異－吳○鴻
　字音字形：表現優異－陳○興
　國語演說：表現優異－沈○儒
‧106年全國語文競賽國中學生組
　寫　　字：表現優異－顏○芸
　字音字形：表現優異－蘇○芸
　原住民朗讀國中1、2年級組：第三名周○敏
　閩南語演說：表現優異 胡○君
‧107年市長盃語文競賽高中學生組
　國語演說：第二名 沈○儒
　閩南語演說：第一名 胡○君
　國語字音字形：第二名 黃○祺、林○萱；第三名 陳○興
‧107年市長盃語文競賽國中學生組
　閩南語演說國中1、2年級組：第一名 蔡○翰
　國語字音字形國中1、2年級組：第三名 蘇○芸、蔡○宏、洪○傑
‧107學年度台南市語文競賽：預賽(北區)
【高中組】
　字音字形：第二名 陳○妤、第三名 施○蓉
　作　　文：第二名 黃○祺、第三名 蘇○典
　寫　　字：優　勝 陳○汝
　閩南語演說：第一名 陳○丞、第二名 張○熙
　國語演說：第三名 楊○正、優　勝 莊○涵
　閩南語朗讀：第二名 許○愉、優　勝 張○瑜
　國語朗讀：第三名 李○真、優　勝 李○潔
【國中組】
　字音字形：優　勝 白○彣、吳○綺
　作　　文：第三名 許○綺
　寫　　字：優　勝 郭○宣
　閩南語演說：第一名 蔡○翰、優　勝 謝○樺

三屆全國榜首
‧74年盧○佑　榮登大學聯考全國榜首　台大醫學系
‧89年陳○璋　榮登大學聯考全國榜首　台大醫學系
‧94年潘○平　榮登大學指考第二三類組全國榜首
　台大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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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演說：第三名 陳○伶、優　勝 洪○謙
　閩南語朗讀：優　勝 蔡○筑
　國語朗讀：第三名 陳○潔、優　勝 李○哲
‧107學年度台南市語文競賽：文場決賽(北區)
【高中組】
　字音字形：第一名 陳○興、第二名 林○萱、
　　　　　　優　勝 陳○妤、施○蓉
　作　　文：第一名 黃○祺、第二名 尤○沂、
　　　　　　第三名 蘇○恩、優　勝 蘇○典
　寫　　字：優　勝 顏○芸、陳○汝
【國中組】
　字音字形：第二名 蘇○芸、黃○芃、第三名 陳○瑜、
　　　　　　優　勝 白○彣、吳○綺
　作　　文：優　勝 許○綺
　寫　　字：優　勝 郭○宣
‧107學年度台南市語文競賽：武場決賽(北區)
【高中組】
　閩南語演說：第二名 陳○丞、優　勝 張○熙
　國語演說：第二名 楊○正、優　勝 沈○儒、莊○涵
　閩南語朗讀：優　勝 徐○瑋、張○瑜、許○愉
　國語朗讀：第一名 李○真、優　勝 李○潔、吳○芝
【國中組】
　閩南語演說：優　勝 謝○樺、蔡○翰
　國語演說：第一名 朱○芸、第三名 黃○愷
　　　　　　優　勝 洪○謙、陳○伶
　閩南語朗讀：優　勝 蔡○筑
　國語朗讀：優　勝 陳○潔、李○哲
‧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7年中小學作文比賽」(全國性)
　國中國文作文：佳作 黃○淳
‧2018青商會舉辦之金口獎演講比賽國語組：
　冠軍 徐○瑋、亞軍 沈○儒、季軍 楊○正

★英語文競賽
‧106學年度高中學生英文作文比賽南區決賽：
　優勝 黃○戰、蘇○恩
‧106年度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全國決賽：
　優等獎 巫○運、黃　○、蔡○彤、孫○棨
‧106學年度高中學生英文單字比賽全國決賽：
　二等獎 黃○戰、三等獎 吳○鴻
‧106年度臺南市國中英語文競賽：
　團體歌唱組表現優良－陳○丞、沈○誼、羅○彤、謝○炫、方○蓁
‧106年度臺南市國中英語文競賽：
　讀劇組表現優良－陳○宜、林○臻、張○銓、王○晨、蔡○寬、李○心、
　　　　　　　　　黃○宸
‧106年度臺南市國中英語文競賽英語說故事：甲等 錢○芝
‧2018青商會舉辦之金口獎演講比賽英文組：
　冠軍 謝○葳、亞軍 李○鍇、季軍 林○成

★藝文類競賽
‧台南市參與2018美國聖荷西市區門畫展作品徵集計畫美術比賽：
　優等 陳　○ 高二組
‧第49屆世界兒童畫展台南市作品比賽徵集國二組美術比賽：
　入選熊○緒
‧第四屆環球青年杯熱舞大賽：第三名
‧106學年度阿勃勒高中熱舞邀請賽：第二名 最佳人氣獎
‧106學年度紫錐花熱舞大賽：第一名
‧107年大遠百FUN熱情熱舞大賽：第一名
‧106學年度全國中等熱舞大賽預賽：最佳人氣獎
‧106學年度台南市音樂比賽國中組女聲合唱：優等

18 19

在地關懷　全球視野

創新活力



興國
高中
www.hkhs.tn.edu.tw

榮 譽 榜
★機器人、資訊類比賽成績
【高中組】
‧(107.05.12)2018全國紫錐花盃反毒機器人競賽組第

一名：
　陳○齊、吳○佑、林○燁
‧(106.12.02)2017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高中高職

組－C07輪型機器人相撲(輕量級組自控組)項目A組第
一名：洪○遠、郭○均、李○澤

‧(106.11.04)2017全國自走車競速暨機器人創意大賽
佳作：蔡○光、張○禕

‧(106.11.04)2017全國自走車競速暨機器人創意大賽
佳作：張○瑞、林○樂

★數理競賽
‧106年第14屆清華盃全國高中化學科能力競賽初賽：
　個人銀牌 黃○戰、個人銅牌 葉○昌
‧2018生物奧林匹亞初賽：進入複賽 賴○均
‧106資訊數理學科能力競賽(第六區)複賽：
　物理科－第二名 王○賢
　地球科學－佳　作 陳○涵、吳○承
‧106資訊數理學科能力競賽(第七區)複賽
　化學科：第四名 黃○戰、佳　作 施○成
　生物科：佳　作 賴○均 
‧2018物理奧林匹亞初賽：
　進入複賽：王○賢
‧第58屆臺南市國中小科展：
　化學科：佳作 蔡○寬、黃○浥、李○瑾
　地球科學科：佳作 邱○文、蔡○諺、陳○喬
　生活與應用科學(二)：入選 張○齊、黃○宸、李○心
‧2018交大思源科學創意競賽PLUS榮獲雙銀牌
　第 一 隊：「餑餑yee餑餑2.0」黃○烜、王○賢、
　　　　　陳○瑋、沈○宇、陳○如、彭○溶

　獲得獎項：銀牌獎、最佳多媒體資料獎與最佳創意關卡－應用科學獎
　第 二 隊：「推阿公曬太陽」柯○勳、王○淇、尤○婷、黃○珺、
　　　　　　蔡○捷、許○昱
　獲得獎項：銀牌獎、最佳隊呼獎

★運動休閒類
‧106年學度台南市校外會學生漆彈射擊對抗賽：
　第四名
‧106年學度台南市中等學校桌球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單打第八名、高中女子組單打第四名
‧106年學度台南市中等學校籃球錦標賽：
　國中男子組第六名
‧106年學度全國中等學校籃球聯賽台南區預賽：
　國中部榮獲全市第六名
‧106年學度臺南市府城議長盃籃球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第三名
‧106年學度臺南市市長盃籃球錦標賽：
　國中男子組第二名
‧106年學度臺南市議長盃籃球錦標賽：
　國中男子組第四名
‧106年學度台南市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
　高男組跳遠第三名、高男桌球雙打第三名
‧106年學度南榮盃籃球邀請賽：高男組第四名
‧106年學度台南市中等學校籃球對抗賽：高男組第五名
‧106年學度台南應用大學籃球邀請賽：高男組第三名
‧106年學度白河商工國中籃球邀請賽：國男組第三名

20 21

在地關懷　全球視野

創新活力



興國
高中
www.hkhs.tn.edu.tw

榮 譽 榜
107學年度競賽得獎紀錄
競賽成果107.10.3-108.1.29
‧全國語文競賽
　高中組：作文—第四名：黃○祺
　國中組：國語演說—第三名：朱○芸
‧第12屆聯合盃作文比賽跨領域寫作12齊步走初賽
　嘉義區：國中組—第一名：洪○謙
　臺南區：國中組—佳作：林○鵑、黃○淳、沈○伊
‧107年度外交小尖兵
　表現優良：莊○蓉、張○齊、李○心、錢○芝
‧107年度全國高中英語競賽
　作文—優勝（第一名）：蘇○恩、林○泓
　單字—三等獎：黃○杰
‧107年度高中英語單字比賽南區複賽
　一等獎：陳○興　二等獎：陳○涵
　三等獎：黃○杰、蘇○恩、林○泓
‧臺南市國中英語文競賽
　英語讀劇—優等：王○驊、許○崴、姜○甄、熊○緒
　　　　　　　　　陳○宜、洪○謙、王○詠
　英語團唱—甲等：周○敏、李○彤、吳○儀、黃○琳
　　　　　　　　　陳○蓮
　英語說故事—甲等：張○銓
‧107年台南市市長盃數學競賽決賽
　金牌：白○彣　佳作：李○哲
‧2018年綠色化學創意競賽
　進入複賽：尤○婷、黃○茹
‧2019年奧林匹亞競賽 初選
　生物—入選：陳○毅、賴○均　物理—入選：陳○涵
‧第六區學科能力競賽
　數學—佳作：許○維　物理—佳作：陳○涵
　地球科學—第四名：王○翔
‧第七區學科能力競賽
　化學—佳作：蘇○恩　資訊—佳作：張○瑞
‧2018年Python全國高中職程式設計競賽優等：邱○文

‧2018年日本加賀機器人大賽冠軍：郭○恩
‧臺南市學生美展
【高中組】
　水墨畫類—第二名：魏○恩、第三名：陳　○
　西畫類—第二名：陳　○、第三名：蔡○珊
【國中組】
　水墨畫類—第一名：吳○綺、第二名：董○卉、第三名：李○謙
　　　　　　佳　作：林○龍、陳○安、方○暄
　版畫類—第二名：張○哲
　漫畫類—佳作：林○謙
‧107學年度台南市音樂比賽國中合唱：優等
‧107學年度竹園岡熱舞比賽：第一名
‧107學年度全國社團評鑑：佳作
‧2018東山區長盃全國籃球邀請賽：高男冠軍
‧107學年度第七屆議長盃籃球賽：高男第三名
‧107學年度台南市中等籃球錦標賽：國男第三名
‧107學年度臺南市中小學桌球錦標賽
　高女雙打—第三名：葉○君、賴○筠
‧107學年度全國籃球聯賽地區預賽：
　高男第五名、國男第七名
‧107學年度台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暨班際大隊接力賽
　桌球高女雙打—第四名：葉○君、賴○筠
　跆拳道高女組跆拳道總錦標賽—第六名：黃○毓
　大隊接力七年級組—第六名

競賽成果107.11-108.5.31
★語文類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1071031梯次
　三年級組特優：黃○真
　一年級組特優：簡○榆、沈○誼、李○心
　一年級組優等：吳○芊、鄭○柔、陳○璇、蘇○典、莊○涵、吳○羲、
　　　　　　　　陳○汝、張○瑋、溫○瑜、楊○鈞、蕭○楷、蔡○蓁、
　　　　　　　　林○延、陳○丞
　一年級組甲等：張○熙、蔡○寬、王○甯、沈○桓、葉○葑、王○丞、
　　　　　　　　李○瑾、許○瑋、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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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南市市長盃語文競賽高中學生組
　書法第三名：顏○芸
　國語朗讀優勝：李○潔
　國語字音字形優勝：施○蓉、林○蔚
　閩南語字音字形第一名：黃○雅
‧108年度台南市市長盃語文競賽國一二組
　國語字音字形第二名：黃○芃
‧108年度台南市市長盃語文競賽國三組
　國語字音字形第一名：蘇○芸
‧2019第35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一等獎：藍○秋、許○綺
　二等獎：姜○甄
　三等獎：蔡○筑、莊○嶔、吳○綺、黃○琳

★數理自然資訊
‧107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綠色化學創意競賽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組佳作：尤○婷、黃○茹
‧台南市第59屆高級中等學校第五分區科學展覽會
　物理與天文學科佳作：林○鋐、王○毅、蘇○銘
‧107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第六區第七區學科能

力競賽
　數學科佳作：許○維　　物理科佳作：陳○涵
　地球科學第四名：楊○方、佳作：王○翔
　化學科佳作：蘇○恩　　資訊科佳作：張○瑞
‧臺南市第五十九屆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化學科第一名(進全國賽)：蔡○翰、吳○恩、林○臻
　地球科學第二名：蔡○真、李○湋、鄭○廷
　物理科佳作：吳○勳、黃○弦
　數學科入選：許○鈞、張○銓、陳○凱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一)(機電與資訊)第三名：林○潪
　團體獎：第三名

★藝能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水墨類國中普通班組佳作：李○謙、董○卉
　西畫類高中職普通組佳作：蔡○珊
　水墨類高中職普通組佳作：魏○恩、陳　○
‧2018紅十字會<長照2.0厝邊好幫手>繪畫比賽高中組入選：陳　○

★體能
‧台南市108年獨輪車錦標賽
　定車計時特優：陳○圖、劉○瑋、吳○嶧、李○熙
　競速100公尺第二名：陳○圖、劉○瑋、李○熙；第三名：吳○嶧
　競速200公尺第一名：吳○嶧；第二名：劉○瑋
　競速400公尺第二名：李○熙
　IUF迴旋障礙競速第三名：李○熙

競賽成果108.6.1-108.9.30
★語文類
‧108年度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中小學作文比賽
　國中組優等獎：李○瑜
‧108年度語文競賽分區預賽(北一區)108/08/31、108/09/01
【國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第三名：陳○瑜、第三名：吳○瑄
　國中組—第一名：顏○廷、第三名：吳○睿
【作文】
　高中組—優　勝：蘇○典
　國中組—第三名：藍○秋、優　勝：黃○予
【寫字】
　高中組—第一名：洪○傑、第二名：顏○芸
　國中組—第三名：陳○叡、優　勝：林○臻
【國語朗讀】
　高中組—第二名：錢○芝、優　勝：李○潔
　國中組—第三名：黃○安
【閩南語朗讀】
　高中組—第一名：許○誼、第三名：張○瑜
　國中組—第三名：蔡○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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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
高中
www.hkhs.tn.edu.tw

榮 譽 榜
【國語演說】
　高中組—第三名：莊○涵、優　勝：黃○愷
　國中組—第三名：洪○謙
【閩南語演說】
　高中組—第一名：蔡○翰、第二名：張○熙
　國中組—第三名：蘇　○
‧臺南市108年度語文競賽全市決賽(北區)文場
【國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第一名：蘇○芸、第三名：吳○瑄、
　　　　　優　勝：陳○瑜
　國中組—第二名：黃○芃、第三名：顏○廷
　　　　　優　勝：吳○睿、許○鈞 
【閩南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第一名：黃○雅
【作文】
　高中組—第一名：黃○祺、第三名：蘇○典
　　　　　優　勝：藍○秋、黃○予
【寫字】
　高中組—第一名：顏○芸
　　　　　優　勝：洪○傑、林○臻、陳○叡、張○婷 
【原住民族語朗讀-太魯閣語】
　國中組—第一名：賴○蓁
‧108/9/28臺南市108年度語文競賽 全市決賽(北區)武

場成績
【國語演說】
　高中組—第一名：黃○愷、優　勝：莊○涵 
　國中組—第三名：朱○芸、優　勝：洪○謙
【國語朗讀】
　高中組—第二名：錢○芝、優　勝：李○潔、郭○瑋
　國中組—優　勝：黃○安
【閩南語演說】
　高中組—優　勝：張○熙、蔡○翰
　國中組—優　勝：蘇　○
【閩南語朗讀】
　高中組—優　勝：張○瑜、許○誼

　國中組—優　勝：蔡○筑
【閩南語朗讀】
　教師組—第二名：李○如老師
‧108/9/22參加臺南市108年度語文競賽全市決賽(北區)成績揭曉，屢獲佳績！ 
【國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第一名：蘇○芸／指導老師—李○珠
　高中組—第三名：吳○瑄／指導老師—李○珠
　高中組—優　勝：陳○瑜／指導老師—李○珠
　國中組—第二名：黃○芃／指導老師—張○明
　國中組—第三名：顏○廷／指導老師—張○明
　國中組—優　勝：吳○睿、許○鈞／指導老師—曾○育
【閩南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第一名：黃○雅／指導老師—劉○香
【作文】
　高中組—第一名：黃○祺／指導老師—李○慧
　高中組—第三名：蘇○典／指導老師—李○慧
　國中組—優　勝：藍○秋、黃佩予／指導老師—曾○儀
【寫字】
　高中組—第一名：顏○芸／指導老師—曾　○
　高中組—優　勝：洪○傑／指導老師—曾　○
　國中組—優　勝：林○臻、陳○叡、張○婷
　　　　　指導老師—曾　○
【原住民族語朗讀-太魯閣語】
　國中組—第一名：賴○蓁／指導老師—蔡吳○玉

★科技類
‧108.08.31選拔台南市代表隊參加「2019日本Robo RAVE 國際機器人競賽」
‧Line Following(循跡)組國中組第一名
　郭○恩、洪○謙、林○瑄

★數理類
‧2019年第十五屆IMC國際數學競賽(新加坡)
　金牌獎—黃○騰、銀牌獎—許○鈞
‧第59屆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決賽國中組化學科「探究精神獎」
　蔡○翰、吳○恩、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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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1.培養文本爬梳習慣，提升閱讀理解力及詩詞賞析能力
2.加強字的形音義辨析、詞語運用及句型修辭能力
3.國中國文教學三寶：A.教科書→文本分析

B.成語習作→熟知運用
C.悅讀大哥大→閱讀素養

4.設計課中筆記學習單，加強文本理解及統整能力 
5.寒暑假推薦課外優良讀物及閱讀歷程心得寫作 
6.每次定期評量加入寫作測驗，訓練應試作文能力
7.自編寫作教材，設計國一至國三作文簿，培養寫作力
　A.引導寫作，活用修辭
　B.循序漸進，熟練文體
　C.閱讀理解，表達見解
8.定期舉辦校內國語文競賽，遴選優秀選手長期培訓
9.設計活化課程，將文學融入生活中

國中
國一成語分組對抗賽

國二自創歌詞～
和組員構思中

國二聲林之王～
我是方文山成果發表

國二聲林之王～
我是方文山成果發表

國語文培訓 2019市長盃參賽選手&指導老師

你一筆我一畫，繪出我們的美食地圖 我的美食之旅

作文簿 作文簿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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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寫意 跨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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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1.培養文本爬梳習慣，提升閱讀理解力及詩詞賞析能力 
2.加強字的形音義辨析、詞語運用及句型修辭能力
3.高中國文教學：A.教科書→文本分析

B.校本必修：閱讀與寫作→基礎能力
C.選修：科學小獵犬→跨領域

戲讀文學→ 跨形式 
4.戲讀文學選修課與讀劇表演計畫訓練口語表達力
5.寒暑假推薦課外優良讀物及閱讀歷程心得寫作 
6.每次定期評量加入寫作測驗，訓練應試作文能力
7.自編寫作教材，設計高一至高三作文簿，培養寫作力
　A.審辨題意，確主思路
　B.知性論述，感性傳情
　C.順理成章，通情達意
8.定期舉辦校內國語文競賽，遴選優秀選手長期培訓
9.設計活化課程，將文學融入生活中

高中

高一創意教學～
岳陽樓記

高二創意教學～勞山道士 文學館讀劇畢業演出

國語文文場決賽師生 國語文武場決賽師生

高一創意教學-
岳陽樓記

台文館讀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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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本 理解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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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市長盃英語演講比賽

英文
1.扎根學習，強化英文基底。
2.開設全民英檢初級檢定課程(全民英檢新營區唯一考場)。
3.鼓勵學生參加全民英檢、牛津大學英語分級能力線上檢定（

OOPT）、多益等，國三畢業前以通過GEPT初級、OOPT CEF 
B1級為目標。

4.實施國一～國三各年段單字測驗，協助學生在國中階段輕鬆記
憶教育部規定2000個單字。

5.全校週三早讀英聽，國中三年教材難易循序漸進，增進英語聽
讀力。

6.英語定期評量除紙筆測驗外，並舉行英語聽力測驗、英語口試
，聽、說、讀、寫四項英語學習技能並重。

7.配合西洋節慶，舉行英語週主題式闖關活動，讓學生於生活中
自然地開口說英語。

8.定期舉辦校內英語文競賽，培訓各類英語文競賽選手。
9.IEARN國際教育交流盟友，與國際學生互動，增進全球視野。

國中
國二主題：夏午茶

國一主題：端午節

台南市國中英語文競賽～英語團唱 台南市國中英語文競賽~英語讀者劇場

國一主題：端午節 國三主題：春節國一主題：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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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環境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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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1.全校週三早讀英聽，高中各年段統一訂英語雜誌，增進英語聽

讀力。
2.開設全民英檢中級檢定課程(全民英檢新營區唯一考場)
3.定期舉辦校內英語演講比賽，利用午餐時段進行全校性英語廣

播。
4.學測前協助學生累積近7000單字量
5.從高一到高三循序漸進，進行翻譯練習、短文寫作到撰寫英文

自我介紹及自傳。
6.建立課外閱讀習慣，固定參加東華書局舉辦的東華盃英文閱讀

心得比賽。
7.固定參加台師大話劇比賽、外交小尖兵、全國高中英文作文及

演講比賽、全國高中英文單字比賽、等各項英語文相關競賽。
8.活化教學—設計英語日及英語護照等活動，高二年段固定舉辦

英語創意歌曲比賽。

高中
英語小說閱讀心得成果

英語小說閱讀心得成果

英語小說閱讀心得成果

外交小尖兵～全國賽

台師大英語話劇比賽暑英文小說閱讀

108暑高一活化英文

108暑高一活化英文

午間全校性英語廣播高中英語演講比賽～南區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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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 全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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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1.以「數學素養導向教學」帶領學生進入108課綱的數學世界。 

A.培養學生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

B.數學應提供每位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線對稱、幾何、統
計圖）。

C.數學乃科學之母，透過循序漸進的指導、由淺入深奠基、培
養學生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及溝通等各項能力。

2.適時的給予正向回饋，並進行補救教學。
3.各年段教師共備：課前預備知識、課後重點回顧。
4.定期舉辦校內數學競賽，遴選優秀選手培訓，參加數學競賽

A.美國中學生數學能力分級檢定AMC8
B.台南市市長盃數學競賽
C.科展

5.推廣數感教育，向下扎根，不遺餘力，舉辦「數學好好玩」營
隊。

國中
決戰24點～
數學就是該開心學

活化課程～
骰子遇見疊疊樂（機率）

活化課程-轉動九宮格

哥倫布立方體製作中國中數學科展 藝數摺學

軍艦旗教學 活化課程-骰子遇見疊疊樂-看我如何打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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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思考 邏輯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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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1.培養學習數學的興趣以及主動求知的精神。
2.教材除部頒課程外，提出自編輔助教材，並針對108課綱，研

擬相關選修課程與跨科合作計畫。
3.針對程度較好的同學，依各單元做增廣學習。
4.對於低成就的同學實施補救教學，有效提升數學學習意願。
5.舉行校內數學競賽甄選培訓選手，參與各類數學競試。
  A.校內競試-ＴＲＭＬ
  B.城市盃數學競試
  C.積極推廣ＡＭＣ10～ＡＭＣ12數學能力檢定
  D.數學科展-培養有創意的學生參與科展
  E.培養數學專題寫作的能力

高中
活課程-消消樂(因數倍數)

活化課程-進擊的正立方體

活化課程-黑白配

疑？怎麼移？
先專心聽聽老師怎麼說吧！

高中數學科能力培訓高中數學科展 學年市長盃頒獎-金牌&佳作 藝數摺學疊疊樂 活化課程～十字交乘法 利用矩形拼板，快樂學因式分解

疑？怎麼移？ 疑？怎麼移？讓我們一起想想看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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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推論 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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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1.依進度配合實驗及多媒體教學，提升學習興趣
2.開發資賦課程、活化教學，讓學生習得科學素養
3.落實多元學習，在校外教學時排定參訪科博館和科工館，闡明

自然科學之原理與現象，啟發學生對科學之關懷與興趣
4.校內定期舉辦科學闖關活動，讓科技融入生活，藉由闖關活動

設計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
5.培訓學生參加多項校外競賽，拓展學習的深度與廣度，包含：
　A.教育部中小學科學展覽競賽
　B.國際國中奧林匹亞競賽
　C.國際機器人競賽 
6.科技實作教育
　A.16軸機器人
　B.智慧小車
　C.AI黑人自駕車
　D.雷射雕刻
　E.輪型相撲機器人
　F.全向輪機械手臂
　G.microbit微電腦
　H.3D列印

國中—理化、生物、地科、科技

生物自編教材與多媒體教學

國三暑期地科活化~智高積木

自然科實驗

理化活化

2018年思源科學創意大賽作品 理化活化

國三暑期地科活化~石頭好好玩 國三暑期地科活化~石頭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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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 理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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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1.依進度配合實驗及多媒體教學，提升學習興趣
2.提早完成課程的學習並統整複習，提升同學參加大考學科能力

測驗的能力
3.開設實作選修課程，增進學生實作應用能力
4.每年定期舉辦校內科學闖關競賽，活化及推廣科學教育
5.培訓學生參加下列各項競賽，提高學生視野與競爭力
  A.教育部化學學科能力競賽
  B.清華盃化學能力競賽
  C.化學奧林匹亞
  D.物理奧林匹亞
  E.教育部中小學科學展覽
  F.交大思源科學創意大賽
  G.智慧鐵人大賽
6.協助發展多元的科學性社團，培養學生探究實作的能力

高中—物理、化學、生物、地科

化學活化

物理實驗

化學活化

化學活化

國中活化細胞模型製作 2018年思源科學創意大賽全國決賽-銀牌

暑期高二活化生物DNA粗萃取 暑期高二活化生物DNA粗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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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實作 求真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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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1.學生生活經驗是教學的起點，課程內容結合生活情境，引導學

生重組自己的生活與學習經驗，進而減少學習障礙
2.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營造最佳學習環境
3.透過社會參與，培養學生成為世界公民的能力，並建立學生自

主的學習觀，養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4.於課程內融入相關議題，進行深化學習，並鼓勵學生閱讀社會

、政治、法律、經濟等相關書籍，以建立學生的國際觀與視野
5.設計活化課程，讓學生在學習上更有感。(動手做地形模型、古

蹟)
6.校內定期舉辦法律達人比賽，遴選國三學生參加”台南市法律達

人青少年認識法律擂台賽”

國中
國一活化地理-等高線模型

沙盒-3D等高線地形，
很療癒的體驗呢！

奧林匹亞地理競賽

國一活化地理-等高線模型.國二活化歷史～手作古蹟模型 臺南市108年度法律達人青少年認識法律擂台賽北區初賽晉級決賽

國一活化地理～等高線模型 國一活化地理～等高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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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思考 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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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1.國高中部老師凝聚共識—六年一貫課程設計，銜接國中知識、

加深加廣、活化運用於生活
2.發展學校特色課程、累積豐厚學習歷程
3.針對108課綱設計多元選修課程，讓學生們邊玩邊學，學得更

好。實作探究：GIS、GPS、RS、地球儀製作、Google Earth、
地貌沙箱（Sand Box）

4.時事、議題融入教學，學生具國際力移動力
5.遴選學生參加地理競賽培訓 

高中
高二公民創新教學～
守護地球，愛護家鄉

高一活化地理～地球儀

高二公民創新教學～
守護地球，愛護家鄉

高一活化地理～地球儀

高二公民創新教學~~守護地球，愛護家鄉

高一活化地理～地球儀 親手做出的地球儀，讚啦！

高一地理科創新教學活動～作物配配看 高二公民創新教學～守護地球，愛護家鄉

公民時事議題～非洲豬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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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能
1.藝能科包含的科目：體育、音樂、美術、家政、童軍、生活科

技、資訊
2.課程內容：(簡述如下)
【體育】羽球、桌球、籃球、排球、飛盤、飛輪、重訓、高爾夫

、體適能、足球、跳繩、健康操 
【美術】國中—絹印版畫、馬克杯圖案印製、線條旋律、色彩拼

圖、空間立體創作、動畫一起來、3D錯視、自然手做、
造一條街、俄羅斯娃娃設計

　　　　高中—3D立體圖案繪製、異材質服裝設計、體驗牙醫雕
刻、克魯格風格、性別議題創作、青春微電影、藍晒圖
、相片牆排列

【童軍】結繩、野外求生、野炊、烹飪
【資訊】Python程式設計、Micro:bit程式設計、AppInventor手

機程式設計、機器人程式設計、AR/VR環景編輯課程、
Arduino程式設計

3.針對108課綱，進行跨科(領域)統整課程、協同教學規劃。如：
家政議題融入美術科－【餐桌上的禮儀與美感】
將美術融入家政課程，指導學生除了要懂得餐桌禮儀外，亦不
能忽視視覺上的饗宴。
教導學生利用色彩學、營養學運用在食物、食材的選擇，要懂
得慎選吃進肚內的東西，並且用美的原理原則來提升用餐的經
驗值。

4.利用Line群組發展藝能科教學共備，即時更新研習資訊與新課
綱課程討論

5.協助校內多項才藝活動、例行校內體育賽事之規劃與籌劃藝文
展覽

6.依照時事變化更新課程內容，讓學生掌握國內外藝文活動與體
育時事

7.遴選並培訓學生參加各項比賽
　A.籃球比賽(國中籃球校隊、高中籃球校隊)　B.各類體育競賽
　C.美術比賽　D.資訊學科能力競賽　E.程式設計比賽
　F.機器人設計比賽

童軍～搭帳棚

體育～高爾夫課程

國中資訊課程

童軍～緊急避難所

國中美術～
動畫一起來+3D錯視+自然手做+造一條街

童軍～環島路線規劃(食住行)

高一音樂活化 日本加賀機器人大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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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檢定課程～AMC10

社區國小校慶設攤活動～
英文單字闖關

高國中科展選手培訓說明會～
學生場次

小六資賦～智高積木

資賦校外教學課程～
液態氮實驗

科學魔法教室～國中科學闖關活動 國一資優方案～生物實驗 2018校內科學實作盃創意闖關競賽

社區國小校慶設攤活動～人體彩繪 國一資優方案～生物實驗-採集血液

教務處
1.每週開設2至3堂的彈性課程：以跨領域素養為導向及學生的學

習邏輯性與連貫性設計「國際視野」、「創客教育」及「自主
學習」課程，作為學生試探性向及認識研究為目的之校本課程
，讓學生能適性發展、拓展視野，以銜接高中的彈性學習與多
元選修課程。

2.週末學習不中斷：本校開設素養導向的資賦課程，不僅能激發
學生的好奇心、觀察力與學習動機，更能引導學生從發現問題
、探究觀察及動手實作中進入學習的知識殿堂。資賦課程主張
提供學生更廣域的學習與文化刺激，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與
素質。

3.國一資優方案課程：以培育國高中六年一貫創造力基礎與進階
能力為目標，以四大主軸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能力：創意思考
訓練、科學方法訓練、實作能力訓練及專題研究訓練，多元豐
富的課程激發學生無限潛能。

4.國三會考後學習更進化：舉辦校園科學闖關週，提供科學遊戲
闖關與實作活動，與高中課程無縫接軌。

5.每學期辦理各項學習成果發表會：如資賦成果發表會、獨立研
究發表會，培養學生統整歸納能力及口語表達能力。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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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10-12數學能力能驗測驗說明

高二多元選修～
[水的科學]洗愛玉子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
進階程式設計

高一彈性微課程～
我和我的冠軍涼拌料理

高中多元選修課程～
戲讀文學

108新課綱高一升大學說明會(家長場) 108新課綱高一課程諮詢說明會～
團體諮詢(學生場)

108新課綱高一課程諮詢說明會～團體諮詢A 108新課綱高一學群說明會(家長學生場)

教務處
【108新課綱】
1.高一、高二開設多元選修課程、彈性微課程等學習活動，不僅

擴大學生學習領域，更能豐富學生三年的學習歷程，為高中提
供完整的學習地圖。

2.全校教師鼎力協助培訓學生參加各項競賽活動，高中部競賽計
有：全國國語文競賽、台南市國語文競賽、高中英文單字比賽
、高中英文演講比賽、高中英文作文比賽、外交小尖兵、全國
學生美術比賽、高中科展、高中數理與自然學科能力競賽、清
華盃化學能力競賽、思源創意科學競賽、國際奧林匹亞競賽、
智慧鐵人大賽等多項培訓，本校實為優秀人才的孵育地。

3.高中資賦課程為108新課綱前導課程，以跨領域導向設計特色
課程，經由創新學習、動手實作及專題研究等方式，使學生能
在課餘時延續專業學術的學習，並建立生活情境中的素養能力
，更能創建出專屬於自己的學習歷程檔案。

4.高中部科學實作盃，激發學生探究科學精神與培養團隊合作的
能力。

5.銜接大學繁星不間斷，配合課綱宣達大學各項多元入學招生事
宜，為學生搭建新課綱綱絡。

【親師生溝通】
1.為使學生及家長了解108新課綱的核心理念與變革，教務處不

遺餘力辦理各項說明會：社區家長說明會、高一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說明會、高一學群說明會、高一彈性微課程選課說明會、
高二多元選修選課說明會、高一課程諮詢團體說明會、108新
課綱高一升大學說明會等，使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能多方了
解108新課綱接軌。

高中

教師研習～Super教師的科普教室-曾明騰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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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習～「密室逃脫」

弦樂團～
分部練習(小提琴)

週末營隊～跆拳道營

教師公開授課～
高二化學—黃淑芬

教學卓越團隊
教師研習「試管‧鍵盤‧畫筆-科普寫作經驗談」～
國立陽明大學生醫所陳文盛教授

教務處
1.學習不斷電，開設全民英檢（含初級、中級）、AMC（8、10）、

資訊檢定（APCS）等檢定課程，學生可依自己的能力來選擇所需
的檢定級數課程，提升各項檢定的通過率。

2.辦理牛津英語線上測驗（OOPT），完整紀錄學生從國一到高三
的英語學習成長軌跡。

3.本校為各項檢定的考場，固定辦理全民英檢初級初試、多益公
開考及校園考、全美數學能力測驗（AMC8, 10, 12）、臺灣數學
能力測驗（TMT8, 11, 12）。

4.多元且富有創意的科學相關校內外活動，國中階段扮演闖關者
角色以多方涉略；高中階段則擔任科學闖關關卡設計與關主，
深化所學並加以應用。

5.入學本校之每一學生擁有Google的G suite及Microsoft 的Office 
365終身帳號，有豐富的雲端資源平台可以終身使用，方便學
習歷程檔案、多元表現、學習心得報告編寫資源，不需另購
office軟體。

6.與校外資源結合，提供翰林數位學院線上學習及測驗平台、學
霸作文線上課程、Opapa線上英文外藉英語教師一對一教學等
，以最優惠價格提供同學另一不受時空（空間、時間、教師）限
制的學習環境。

7.成立第一屆弦樂團，高國中部學生成員共13人，聘請三位古典
樂團教師到校，提供每週二、四進行合奏練習及分部練習。

【教師增能】
1.本校教師組成各學科教師專業社群、跨領域教師專業社群，利

用課餘時間進行教師共備研習，研發設計素養課程。
2.積極辦理新課綱教師增能研習，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蒞校提升

教師專業能力，備齊因應108新課綱課程所需專業知能。
3.每學年辦理一次教師公開授課、觀課，與觀課教師進行晤談，

了解教學上的優劣勢，精進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成效。

【社區友善學校】
1.辦理假日素養營隊活動，如國小資賦課程、國小雙語籃球營、

國小美語營等，提供社區小學學生能利用課餘體驗素養課程。
2.參與社區小學校慶，提供藝文活動，並在國小校慶當天設攤同

慶，如數學遊戲、成語九宮格、英文單字闖關、自然實驗及人
體彩繪等，吸引小學生在遊戲中學習。

3.深入社區辦理多場108新課綱親子座談會，為偏鄉家長與學生
提供教育新知，為學生提早規劃六年一貫上學路程。

六年一貫特色

國一彈性課程[國際視野]在地踏查活動-新營三一宅

switch 體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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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推行導師責任制，身教言教並重，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守

秩序、懂禮貌、整儀容、重整潔。
2.舉辦生活榮譽競賽，培養學生重視團隊紀律、提升班級向心力

及班級榮譽感。
3.掌握學生出缺席狀況，並隨時與家長取得聯繫，避免發生中輟

、逃學之行為。
4.定期進行人文氣質檢查，藉此讓學生養成整理自身外在儀態的

生活習慣。
5.加強交通安全教育與校外生活輔導，落實值週、導護老師職責。
6.推行民主法治教育、公民教育、及道德教育，以培養學生愛國

愛鄉之優良情操。
7.積極推廣國中社團活動，以提供學生除課業外的正當休閒活動。
8.落實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以加強環保意識。
9.表揚模範生，以收見賢思齊之效。
10.辦理校慶園遊會、運動會、畢典及各種校內學生活動。
11.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及防治傳染病宣導並辦理健康促進活動以提

升學生自我保健的觀念。
12.辦理參與校際及校內各項運動競賽、體育活動等事宜並甄選、

培訓與管理學校運動代表隊。
13.每學年辦理學生戶外教學活動。

國中
國防教育課程～
實彈射擊體驗

校慶運動會～大會舞

校慶運動會～
班際運動對抗賽

協助辦理捐血救人活動 與社區互動～進行社區環境打掃

多元化的體育教學～高爾夫揮桿開球練習 學生戶外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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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推行導師責任制，身教言教並重，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守

秩序、懂禮貌、整儀容、重整潔。
2.舉辦生活榮譽競賽，培養學生重視團隊紀律、提升班級向心力

及班級榮譽感。
3.掌握學生出缺席狀況，並隨時與家長取得聯繫，避免發生中輟

、逃學之行為。
4.定期進行人文氣質檢查，藉此讓學生養成整理自身外在的儀態

的生活習慣。
5.加強交通安全教育與校外生活輔導，落實值週、導護老師職責。
6.推動友善校園週活動，進行反黑、反毒及反霸凌宣導。
7.推行民主法治教育、公民教育、國防教育及道德教育，以培養

學生愛國愛鄉之優良情操。
8.積極推廣高中社團活動，以提供學生除課業外的正當休閒活動

。協助管理高中社團及班聯會、社聯會活動。
9.落實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以加強環保意識。
10.表揚模範生，以收見賢思齊之效。
11.辦理校慶、運動會、畢典及各種校內學生活動。
12.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及防治傳染病宣導並辦理健康促進活動以提

升學生自我保健的觀念。
13.辦理與參與校際及校內各項運動競賽、體育活動等事宜並甄選

、培訓與管理學校運動代表隊。
14. 每學年辦理學生戶外教學活動。

高中

年度盛會～校園音樂會

生自治組織運作～
社團成果發表會

精心策劃的畢業典禮 友善校園週～反黑、反毒、反霸凌宣導

參加全國籃球聯賽 學生自治組織運作～社聯會幹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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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1.自編家庭聯絡簿文章，融入時事及各式議題（如生命教育、環境

教育、品德教育等），讓學生反思並陳述想法。
2.活化班親會，結合親職教育講座、升學制度講座、親師座談、

學生才藝暨學習成果發表、及家長職業達人分享等。
3.國二進行生涯參訪及觀光工廠實做，增進職涯試探。
4.邀請專家辦理職業達人講座，增進職涯認識。
5.辦理心理測驗，增進學生自我探索及了解。
6.活用媒材（蒲公英月刊、社會資源等）養成各式品德，如感恩、

惜福。
7.辦理教師節、母親節活動，增進師生、親子和諧關係。
8.積極輔導學生，給予正向支持及陪伴。
9.國三進行升學輔導，協助學生了解制度並接軌未來。
10.辦理教師增能講座，增進教師輔導知能。

國中

感恩惜福～
母親節謝恩卡片

生涯探索～
美雅家具觀光工廠實做

生涯探索～職業達講座 生涯參訪～樹人和服體驗

支持陪伴～認輔會議 職業達人～社工反毒桌遊

班親會～學生才藝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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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探索 支持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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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1.自編語文思考簿文章，融入時事及各式議題（如生命教育、環境

教育、品德教育等），讓學生反思並陳述想法。
2.活化班親會，結合親職教育講座、升學制度講座、親師座談、

學生才藝暨學習成果發表、及家長職業達人分享等。
3.辦理各式講座（性平、生涯、親職等），培養學生軟實力。
4.辦理心理測驗，增進學生自我探索及了解。
5.活用媒材（蒲公英月刊、社會資源等）養成各式品德，如感恩、

惜福。
6.與學生社團（如蒲公英社、麻雀義工隊）合辦活動，培養學生溝

通協調能力及活動參與機會。
7.辦理教師節、母親節活動，增進師生、親子和諧關係。
8.積極輔導學生，給予正向支持及陪伴。
9.辦理高三各式升學講座及輔導，協助學生了解制度並接軌未來。
10.辦理教師增能講座，增進教師輔導知能。

高中

教師研習～
師生間的說話藝術

升學輔導～
大學教授學系介紹及進路宣導

校慶活動～
說外語滿口好料理

校友回娘家～時光膠囊的約定

性平講座～情感教育分手的藝術 親職教育講座～蔡傑爸分享特殊生教養之路

升學輔導～高三志願選填說明會 心理衛生～精油紓壓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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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關懷 升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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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1.自主學習教室於108年4月落成，包含學生閱讀區、資料查詢區

以及視訊學習區三大區塊，參考大學等級的圖書館規格設置，
提供120個個人座位空間，支援光纖網路、個人電腦以及高畫
質視訊系統等等多項資源，期待興國的孩子在最先進的設備下
，能夠有更多元的學習表現。

2.校園新增除了安全圍籬外，更增加遠程高感度紅外線監視攝影
機來捍衛全校師生的安全，全校設置近79支監視器，100間廁
所安裝求救鈕，讓師生有個安全學習環境。

3.全面更新高亮度教室投影機，相較於以往，讓同學有更多元更
有成效的學習方式。

國中

全向輪機械手臂車

自主學習教室

自主學習教室 日本教育旅行

自主學習教室 智慧小車

福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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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校園 安全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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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1.自主學習教室於108年4月落成，包含學生閱讀區、資料查詢區

以及視訊學習區三大區塊，參考大學等級的圖書館規格設置，
提供120個個人座位空間，支援光纖網路、個人電腦以及高畫
質視訊系統等等多項資源，期待興國的孩子在最先進的設備下
，能夠有更多元的學習表現。

2.校園新增除了安全圍籬外，更增加遠程高感度紅外線監視攝影
機來捍衛全校師生的安全，全校設置近79支監視器，100間廁
所安裝求救鈕，讓師生有個安全學習環境。

3.全面更新高亮度教室投影機，相較於以往，讓同學有更多元更
有成效的學習方式。

4.每年10月國際教育旅行，足跡遍及日韓，參加國際教育旅行，
才會體會到日本高中生活、城市探索、寄宿家庭真正在地的異
國文化。

高中
雷射雕刻切割機

輪型相撲機器人

砂盒台灣地形實作 韓國教育旅行

16軸機器人 AI無人自駕車

敬業2樓展演室 敬業2樓展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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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設備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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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澳洲雪梨岩石區

沉浸異想世界

Make a wish

圖書館～光影之美西文社歡樂節慶

英文書展 中文書展

圖書館
【閱讀推廣】
　新生圖書館利用教育、班級到館閱讀、班級晨讀
　館際合作(高苑科技大學)、全國圖書館週大型中文書展
　溫馨母親節英文書展、春季 Open Book 年度入選好書展
　4/23 世界讀書日主題書展與募書活動

【家長讀書會】
　親師教育夥伴攜手同行

【網路行銷】
　圖書館FB、家長讀書會FB、Line群組
　校務通訊每週好書介紹與活動訊息

【閱讀寫作及競賽推廣】
　校內語思寫作比賽、聯合盃作文、金石堂龍顏文學獎
　全國中學生網路讀書心得、全國中學生網路小論文
　I-Earn 國際筆友交流

【跨校聯盟】
　台南市國中 高中 好書介紹比賽
　國立曾文農工輔導室「愛的活動」戲劇演出
　國小讀劇比賽支援

業務與活動

校慶園遊會 西文社X'mas Party 悅讀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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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館閱讀 中英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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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倫深度人文踏查

心得寫作引領

2019澳洲聖瑪麗大教堂

擁抱教育新趨勢閱讀～心智之旅 圖書館一隅

韓文主題書展 紐西蘭南島南極中心

圖書館
【人文課程與社區參與】
　南區多元教育嘉年華
　雙語人文茶席與茶道課程
　雲林平原社區大學「共學流域」學習之樂戲劇演出
　新營社區大學公民週社團交流

【增能研習】
　主任定期與不定期參加國內外各相關專業研習
　新生圖書館利用教育、圖書館幹部與志工培訓
　閱讀活動推廣與班級書庫管理

【環境佈置】
　公佈欄、主題海報、漂書站

【自主學習與多元選修】
　　多國語言、多元文化、時間管理、情緒管理、自我探索、表
達力&簡報力國際視野與文化理解：暑期海外遊學團已有20年歷
史，深受家長肯定與學生歡迎。足跡遍及澳洲、紐西蘭、新加玻
、英國、荷蘭、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美國與加拿大。

業務與活動

紐西蘭學伴式校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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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寫作 海外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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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項目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指導老師
3

指導老師
4 培訓教室 編碼

高中閩南語演說 魏○美 中興二樓綜合教室(1) A21
高中國語演說 陳○琪 鐘○足 中興二樓綜合教室(2) A22
國中國語演說 郭○慧 中興二樓綜合教室(2) A22
高中作文 李○慧 中興二樓綜合教室(3) A23
國中作文 曾○儀 中興二樓綜合教室(3) A23
國中英文說故事 謝○莉 沈○伶 復國一樓學務處旁綜合教室 B11
國中閩南語演說 李○如 余○芬 復國一樓學務處旁綜合教室 B11
高中科展：數學 李○生 吳○儕 黃○傑 侯○芬 復國一樓總務處旁綜合教室 B12
高中學科能力競賽：數學 吳○真 羅○銘 陳○輝 復國一樓總務處旁綜合教室 B12
高中寫字(書法) 曾　○ 復國二樓會議室 B31
國中寫字(書法) 曾　○ 復國二樓會議室 B31
高中英文作文 林○慧 復國三樓國文科專科教室 B32
國中英文讀劇 陳○香 陳○婷 復國三樓英文科專科教室 B33
國中科展：數學 王○君 林○慧 復國三樓數學科專科教室 B34
國中科展：物理 李○憲 何○霖 復國三樓自然科專科教室 B35
高中閩南語朗讀 邱○榮 松根一樓綜合教室(1) C11
國中閩南語朗讀 丁○庭 松根一樓綜合教室(1) C11
高中國語朗讀 李○冠 松根二樓綜合教室(1) C21
國中國語朗讀 黃○妤 松根二樓綜合教室(1) C21
高中國語字音字形 李○珠 松根三樓綜合教室(1) C31
國中國語字音字形 張○明 曾○育 松根三樓綜合教室(1) C31
高中閩南語字音字形 劉○香 松根三樓綜合教室(1) C31
國中客語字音字形 劉○香 松根三樓綜合教室(1) C31
高中英文演講 蔡○伶 松根三樓綜合教室(2) C32
高中外交小尖兵 何○齊 翁○寧 黃○娸 圖書館2樓團諮室 D31
高國中弦樂團 外聘教師 林○慧 圖書館1-2樓綜合教室 D1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選手培訓：指導老師及培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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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項目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指導老師
3

指導老師
4 培訓教室 編碼

國中機器人 陳○儒 科館二樓電腦教室 E21
高中機器人 陳○儒 科館二樓電腦教室 E21
國中資訊競賽 陳○儒 科館二樓電腦教室 E21
高中資訊競賽 陳○儒 科館二樓電腦教室 E21
高中學科能力競賽 陳○儒 科館二樓電腦教室 E21
高中學科能力競賽 哈○銘 科魔 E50
法律達人 曾○育 曾○儀 科魔 E50
高中科展：化學 陳○文 楊○文 化學實驗室 E51
國中科展：化學 林○欽 黃○芬 化學實驗室 E51
高中科展：生物 陳○豪 生物實驗室 E52
國中科展：生物 牟○正 生物實驗室 E52
高中學科能力競賽 陳○豪 生物實驗室 E52
高中科展：地科 李○雄 春暉1F智高教室 F11
國中科展：地科 李○雄 柯○明 春暉1F智高教室 F11
高中學科能力競賽 李○雄 春暉5F地科教室 F51
合唱團 江○菊 音樂教室(1) G1
國中英文團唱 王○力 音樂教室(2) G2
高中籃球隊 陳○堯 籃球場 G3
國中籃球隊 陳○良 籃球場 G3
國中數學市長盃 翁○文 吳○興 勤學一樓綜合教室 H11
高中科展：物理 陳○濤 蔡○雄 敬業一樓行動智慧教室 I11
高中學科能力競賽 蔡○雄 陳○濤 敬業一樓行動智慧教室 I11
國中原住民語朗讀 外聘教師 林○吉 吳○玉 復國二樓會議室
高中英文單字 曾○芳 輔導室
高中辯論比賽 外聘教師 圖書館三樓
國中獨立研究 黃○芬 何○霖 曾○育 圖書館一樓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選手培訓：指導老師及培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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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星期 節次 高一1
(跑班)

高一2
(跑班)

高一3
(跑班)

高一4
(跑班)

高一5
(跑班)

高一6
(跑班)

高一A
(跑班)

高一B
(跑班)

微課程
1

週二 第五節
1-7週

英文會話
PEER+林○慧

服務學習
蘇○裕

我和我的冠軍
涼拌料理
余○芬

風格拍貼
設計趣
陳○儒

建設築角
羅○誠

電子骰子
何○霖

充實數學
黃○傑

創意學藝術
尤○萱

微課程
2

週二 第五節
8-14週

時尚「衣」達人
謝○莉

英文會話
PEER+林○慧

自主學習
黃○洋

輕鬆背單字
黃○娸

電子骰子
何○霖

服務學習
蘇○裕

充實數學
黃○傑

美好的
圖文創作
魏○美

微課程
3

週二
第五節
1 5 - 2 1

週

廣告文案
陳○琪

美好的
圖文創作
魏○美

英文會話
PEER+林○慧

一起去旅行
(日本篇)
顏○雯

服務學習
蘇○裕

風格拍貼
設計趣
陳○儒

充實數學
黃○傑

服務學習
蘇○裕

微課程
4

週二 第六節
1-7週

自主學習
顏○惠

PS大神－
翻轉影像
羅○誠

科幻電影
談物理
蔡○雄

我和我的
冠軍涼拌料理
余○芬

從數學看攝影
陳○輝

輕鬆背單字
黃○娸

服務學習
蘇○裕

紮根數學
李○生

微課程
5

週二 第六節
8-14週

台灣西洋文明
START
戴○芳

時尚「衣」達人
謝○莉

人物採訪
李○慧

自主學習
黃○洋

輕鬆背單字
黃○娸

從數學看攝影
陳○輝

建設築角
羅○誠

紮根數學
李○生

微課程
6

週二
第六節
15-21

週

從數學看攝影
陳○輝

一起去旅行
(日本篇)
顏○雯

創意學藝術
尤○萱

美好的
圖文創作
魏○美

自主學習
顏○惠

素描與雕刻
羅○誠

台灣西洋文明
START
戴○芳

紮根數學
李○生

課程 星期 節次 高二1
(跑班)

高二2
(跑班)

高二3
(跑班)

高二4
(跑班)

高二5
(跑班)

高二6
(跑班)

高二7
(跑班)

高二8
(跑班)

高二A
(跑班)

多元
選修 週二 第六節

秀英文-
1-21 何○齊

德語-
1-21 PEER

電影歷史1-
21 鄒○祥

魚菜共生 
1-10   陳○豪
11-21 牟○正

創意程式
1-21 何○霖 

進階程式
1-21 陳○儒

摺紙藝數
1-21 吳○儕

水的科學
1-10  哈○銘
11-21陳○豪

從桌遊學習
1-21 黃○恆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彈性課程(微課程)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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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星期 節次 國一1(原班) 國一2(原班) 國一3(原班) 國一4(原班) 國一5(原班)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1-5週

國際視野(歷)
陳○芬

國際視野(歷)
余○穎

國際視野(歷)
戴○芳

創客教育(生)
楊○水

創客教育(數)
劉○榮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1-5週

國際視野(歷)
陳○芬

國際視野(歷)
余○穎

國際視野(歷)
戴○芳

創客教育(生)
楊○水

創客教育(數)
劉○榮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6-10週

國際視野(英)
沈○伶

國際視野(英)
陳○香

國際視野(英)
王○婷

創客教育(生)
楊○水

創客教育(數)
劉○榮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6-10週

國際視野(英)
沈○伶

國際視野(英)
陳○香

國際視野(英)
王○婷

創客教育(生)
楊○水

創客教育(數)
劉○榮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11-15週

創客教育(生)
楊○水

創客教育(數)
王○漢

創客教育(數)
翁○文

國際視野(歷)
陳○芬

國際視野(歷)
余○穎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11-15週

創客教育(生)
楊○水

創客教育(數)
王○漢

創客教育(數)
翁○文

國際視野(歷)
陳○芬

國際視野(歷)
余○穎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16-21週

創客教育(生)
楊○水

創客教育(數)
王○漢

創客教育(數)
翁○文

國際視野(英)
沈○伶

國際視野(英)
陳○香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16-21週

創客教育(生)
楊○水

創客教育(數)
王○漢

創客教育(數)
翁○文

國際視野(英)
沈○伶

國際視野(英)
陳○香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七節
1-7週

數位英文
PEER+盈力

數位作文
曾○育

數位體育
陳○良

數位英文
謝○莉

數位作文
郭○慧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七節
8-14週

數位體育
陳○良

數位英文
PEER+盈力

數位作文
張○明

數位體育
跆拳道(外師)

數位英文
沈○伶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七節
15-21週

數位作文
林○慧

數位體育
陳○良

數位英文
PEER+盈力

數位作文
黃○妤

數位體育
跆拳道(外師)

課程 星期 節次 國二1(原班) 國二2(原班) 國二3(原班) 國二4(原班) 國二5(原班) 國二6(原班)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1-5週

國際視野(地)
李○婷

國際視野(地)
陳○芬

國際視野(地)
李○彤

創客教育(理)
楊○文

創客教育(理)
李○憲

創客教育(理)
林○欽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1-5週

國際視野(地)
李○婷

國際視野(地)
陳○芬

國際視野(地)
李○彤

創客教育(理)
楊○文

創客教育(理)
李○憲

創客教育(理)
林○欽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6-10週

國際視野(英)
蔡○伶

國際視野(英)
黃○慧

國際視野(英)
陳○婷

創客教育(理)
楊○文

創客教育(理)
李○憲

創客教育(理)
林○欽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6-10週

國際視野(英)
蔡○伶

國際視野(英)
黃○慧

國際視野(英)
陳○婷

創客教育(理)
楊○文

創客教育(理)
李○憲

創客教育(理)
林○欽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中彈性課程(微課程)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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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星期 節次 國二1(原班) 國二2(原班) 國二3(原班) 國二4(原班) 國二5(原班) 國二6(原班)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11-15週

創客教育(理)
楊○文

創客教育(理)
林○欽

創客教育(理)
李○憲

國際視野(地)
李○彤

國際視野(地)
李○婷

國際視野(地)
王○雅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11-15週

創客教育(理)
楊○文

創客教育(理)
林○欽

創客教育(理)
李○憲

國際視野(地)
李○彤

國際視野(地)
李○婷

國際視野(地)
王○雅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16-21週

創客教育(理)
楊○文

創客教育(理)
林○欽

創客教育(理)
李○憲

國際視野(英)
黃○慧

國際視野(英)
王○力

國際視野(英)
陳○婷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16-21週

創客教育(理)
楊○文

創客教育(理)
林○欽

創客教育(理)
李○憲

國際視野(英)
黃○慧

國際視野(英)
王○力

國際視野(英)
陳○婷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七節
1-7週

數位英文
黃○慧

數位作文
李○如

數位體育
韻律(外師)

數位英文
陳○香

數位英文
沈○伶

數位體育
跆拳道(外師)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七節
8-14週

數位體育
韻律(外師)

數位英文
謝○莉

數位作文
劉○香

數位體育
跆拳道(外師)

數位作文
李○如

數位作文
郭○慧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七節
15-21週

數位作文
張○明

數位體育
韻律(外師)

數位英文
陳○香

數位作文
余○芬

數位體育
跆拳道(外師)

數位英文
沈○伶

課程 星期 節次 國三1(原班) 國三2(原班) 國三3(原班) 國三4(原班) 國三5(原班) 國三6(原班) 國三7(原班)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1-5週

國際視野(公)
黃○妤

國際視野(公)
曾○育

國際視野(公)
曾○儀

創客教育(資)
施○婷

創客教育(地科)
柯○明

創客教育(數)
王○漢

創客教育(地科)
李○雄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1-5週

國際視野(公)
黃○妤

國際視野(公)
曾○育

國際視野(公)
曾○儀

創客教育(資)
施○婷

創客教育(地科)
柯○明

創客教育(數)
王○漢

創客教育(地科)
李○雄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6-10週

國際視野(英)
翁○寧

國際視野(英)
曾○芳

國際視野(英)
林○勳

創客教育(資)
施○婷

創客教育(地科)
柯○明

創客教育(數)
王○漢

創客教育(地科)
李○雄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6-10週

國際視野(英)
翁○寧

國際視野(英)
曾○芳

國際視野(英)
林○勳

創客教育(資)
施○婷

創客教育(地科)
柯○明

創客教育(數)
王○漢

創客教育(地科)
李○雄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11-15週

創客教育(地科)
柯○明

創客教育(數)
劉○榮

創客教育(地科)
李○雄

國際視野(公)
黃○妤

國際視野(公)
曾○育

國際視野(公)
曾○儀

國際視野(公)
尤○堂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11-15週

創客教育(地科)
柯○明

創客教育(數)
劉○榮

創客教育(地科)
李○雄

國際視野(公)
黃○妤

國際視野(公)
曾○育

國際視野(公)
曾○儀

國際視野(公)
尤○堂

彈性課程 週二 第五節
16-21週

創客教育(地科)
柯○明

創客教育(數)
劉○榮

創客教育(地科)
李○雄

國際視野(英)
林○勳

國際視野(英)
翁○寧

國際視野(英)
曾○芳

國際視野(英)
王○婷

彈性課程 週二 第六節
16-21週

創客教育(地科)
柯○明

創客教育(數)
劉○榮

創客教育(地科)
李○雄

國際視野(英)
林○勳

國際視野(英)
翁○寧

國際視野(英)
曾○芳

國際視野(英)
王○婷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中彈性課程(微課程)課表

80 81

在地關懷　全球視野

創新活力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資賦課程.資優方案.檢定課程課表    
資賦課程 9/7(六) 10/26(六) 11/10(日) 12/8(日)

小五小六班
科學實作營

小五小六班
科技體驗營節次 時間

1-2節 08:25-10:15 智高積木
(柯○明、李○雄)

跳舞機器人
（何○霖） 

3-4節 10:25-12:15 樂高機器人
(何○霖、陳○儒)

3D列印、雷射雕刻 
(陳○儒、施○婷)

5-6.5
節 13:20-14:40 生物實驗

(牟○正、楊○水)
Switch體感運動

（陳○良）
6.5-7

節 14:50-16:15 科學實驗
(李○憲、林○欽)

AR沙盒
（李○婷）

節次 時間 國一資賦班
（35人）

國一資賦班
（35人）

國一資賦班
（35人）

國一資賦班
（35人）

1-2節 08:25-10:15 iearn英文
（陳○婷）

生物實驗
（牟○正）

雙語數學
(林○慧、謝○玟) 校外教學

3-4節 10:25-12:15  口語表達
（余○芬）

智高積木 
(柯○明、李○雄)

iearn英文
 (陳○婷) 校外教學

6-7節 14:20-16:15 奔跑吧；!藝術
(羅○誠、尤○萱)

樂高機器人
（陳○儒）

 口語表達
(余○芬) 校外教學

節次 時間 國一資優方案
（30人）

國一資優方案
（30人）

國一資優方案
（30人）

國一資優方案
（30人）

1-2節 08:25-10:15 理化專題
（黃○芬）

科技專題
（何○霖） 

PBL專題
（曾○育） 校外教學

3-4節 10:25-12:15 英文專題 
（陳○香）

理化專題
（黃○芬）

AR沙盒
（李○婷） 校外教學

6-7節 14:20-16:15 生物實驗
（陳○豪）

PBL專題
（曾○育）

理化專題
（黃○芬） 校外教學

節次 時間 國二資賦班
（29人）

國二資賦班
（29人）

國二資賦班
（29人）

國二資賦班
（29人）

1-2節 08:25-10:15 智高積木
 (柯○明、李○雄)

iearn英文
（陳○婷）

口語表達
（郭○慧） 校外教學

3-4節 10:25-12:15 iearn英文
（陳○婷）

奔跑吧!藝術
(羅○誠、尤○萱)

科學實作
（林○欽） 校外教學

6-7節 14:20-16:15 科學實作
（ 林○欽 ）

口語表達
（郭○慧）

樂高機器人
（陳○儒） 校外教學

資賦課程 9/7(六) 10/26(六) 11/10(日) 12/8(日)

高一A班
(27人)

高一A班
(27人)

高一A班
(27人)

高一A班
(27人)節次 時間

1-2節 08:25-10:15 化學fun手做
(楊○文)

旅行文學
(陳○琪)

實境解謎
(吳○儕) 校外教學

3-4節 10:25-12:15 地科專題
(李○雄)

生物實驗
(陳○豪)

旅行文學
(陳○琪) 校外教學

6-7節 14:20-16:15 Microbit程式設計
(何○霖)

雙語台南學
(曾○芳、林○慧)

雙語生物
(陳○豪、王○力) 校外教學

高一B班
(27人)

高一B班
(27人)

高一B班
(27人)

高一B班
(27人)

1-2節 08:25-10:15 Microbit程式設計
(何○霖)

雙語台南學
(曾○芳、林○慧)

化學fun手做
(楊○文) 校外教學

3-4節 10:25-12:15 旅行文學
(李○如)

旅行文學
(李○如)

生物實驗
(陳○豪) 校外教學

6-7節 14:20-16:15 地科專題
(李○雄)

雙語生物
(陳○豪、王○力)

奔跑吧!藝術
(羅○誠、尤○萱) 校外教學

檢定課程 9/21(六) 11/2(六)

節次 時間 APCS資訊班(12人) 英檢中級班(21人) APCS資訊班(12人) 英檢中級班(21人)

1-2節 08:25-10:15 陳○儒 黃○娸 陳○儒 蔡○伶
3-4節 10:25-12:15 陳○儒 黃○娸 陳○儒 蔡○伶
5-7節 13:20-16:15 陳○儒 黃○娸 陳○儒 蔡○伶
節次 時間 英檢初級班(29人) AMC10數學班(8人) 英檢初級班(29人) AMC10數學班(8人)

1-2節 08:25-10:15 沈○伶 吳○真 沈○伶 吳○真
3-4節 10:25-12:15 沈○伶 吳○真 沈○伶 吳○真
5-7節 13:20-16:15 陳○香 陳○輝 陳○香 吳○儕
節次 時間 AMC8數學班(14人) AMC8數學班(14人)

1-2節 8:25-10:15 吳○興 吳○興
3-4節 10:25-12:15 吳○興 吳○興
5-7節 13:20-16:15 吳○興 吳○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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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部 1 2 3

線上資源 翰林學院 學霸作文課 Qpapa線上英文

簡   介 國中三年學科
教學影音和題庫

(國中會考)
線上作文教學

影音

一個月6次，每次50分鐘，
外籍教師真人線上英文教學
，時間上網預約

使用期限 (一學期) 108年8月1日至
109年1月31日

在家時間，4個月
共24次，每次50分鐘

費   用 期初公布
(一學期)

期初公布
(一學期)

期初公布
(四個月)

高 中 部 1 2 3

線上資源 翰林學院 學霸作文課 Qpapa線上英文

簡   介 高中三年學科
教學影音和題庫

(大學學測)
線上作文教學

影音

一個月6次，每次50分鐘，
外籍教師真人線上英文教學
，時間上網預約

使用期限 (一學期) 108年8月1日至
109年1月31日

在家時間，4個月
共24次，每次50分鐘

費   用 期初公布
(一學期)

期初公布
(一學期)

期初公布
(四個月)

資賦素養課程
 (國一、國二)

檢定培訓課程
(國一、國二)

課 程 內 容

課程內容：
口語表達、Iearn英文
數學專題、科學實作
智高積木、程式app
生物實驗、奔跑吧藝術
校外教學

(請擇一)
(每種檢定課程上2次，共14節課)
□全民英檢初級
□全美數學AMC8 

【檢定課程是授課，非考試報名】

上 課 日 期
9/7(六)、10/26(六)、
11/9(六)、12/7(六)
四次週六，8:00-16:00

9/21(六)、11/2(六)
二次週六，8:00-16:00

費 　 　 用 期初公布(含午餐)
(到校交通自理)

期初公布(含午餐)
(到校交通自理)

資賦素養課程
 (高一、高二)

檢定培訓課程
(高一、高二)

課 程 內 容

課程內容：
旅行文學、數學專題
物理專題、智高積木
程式設計、雙語生物
雙語歷史、校外教學

(請擇一)
(每種檢定課程上2次，共14節課)
□全民英檢中級
□全美數學AMC10 & TMT10
□資訊檢定APCS

【檢定課程是授課，非考試報名】

上 課 日 期
9/7(六)、10/26(六)、
11/9(六)、12/7(六)
四次週六，8:00-16:00

9/21(六)、11/2(六)
二次週六，8:00-16:00

費 　 　 用 期初公布(含午餐)
(到校交通自理)

期初公布(含午餐)
(到校交通自理)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線上學習資源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資賦素養課程和檢定培訓課程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資賦素養課程和檢定培訓課程

108學年度高中課程計畫26門多元選修課
編號 選修課

1 決戰方程式
2 節慶嘉年華
3 戲讀文學
4 大家來找茶
5 進擊的賽恩思
6 衝吧！羅伯特
7 科創連環泡
8 從桌遊學習
9 我的完美履歷

10 我是大富翁
11 我是理財達人
12 香草秘境
13 在地學

編號 選修課
14 牛頓！打籃球
15 微笑的魚—魚菜共生
16 3D玩地球
17 摺紙藝數
18 詩情畫藝
19 拯救海洋的美好提案
20 波賽頓的美麗與哀愁
21 English Voicetuber—秀英文
22 看電影學歷史
23 人工如何有智慧
24 世界趴趴GO
25 設計思考
26 科學小獵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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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高中部國中部社團和指導老師 108學年度 學雜費及代辦費收費標準表
高　中　部

編號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1 熱門音樂社 詹○為(外聘)
2 吉他社 詹○昇(外聘)
3 熱舞社 陶○忠(外聘)
4 麻工社 尤○萱
5 蒲公英社 余○穎
6 童軍社 柯○明
7 紫錐花社 曾○傑
8 躲喵喵社 李○婷
9 漫畫研究社 牟○正

10 科學研究社 林○欽
11 資訊應用社 陳○儒
12 韓文社 黃○慧(代)
13 桌球社 戴○宣
14 籃球社 陳○堯
15 模擬聯合國 王○婷

國　中　部
編號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1 手工藝社 洪○鳳(外聘)
2 創意氣球社 陳○融(外聘)
3 吉他社 林○伶(外聘)
4 熱舞社 黃○珉(外聘)
5 韓文社 蔡○玲
6 攝影社 羅○誠
7 機器人社 何○霖
8 模擬聯合國 陳○香
9 羽球社 黃○傑

10 籃球社 陳○良
11 壘球社 劉○榮
12 扯鈴社 李○憲

108.08.01  
科目年段 高一 高二社 高二自 高三社 高三自 國一 國二 國三

學雜費

學費 23,484 23,484 23,484 23,484 23,484 0 0 0 
雜費 4,510 4,510 4,510 4,510 4,510 28,955 28,955 28,955 
實習實驗費 110 390 390 0 390 0 0 0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550 0 0 0 0 0 0 0 

代收代辦
平安保險費(上學期)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冷氣使用電氣費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冷氣維護及汰換費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銀行繳款合計 29,529 29,259 29,259 28,869 29,259 29,830 29,830 29,830 

代收代辦

平安保險費(下學期)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學生家長會費 100元
學生住宿費 0 0 0 0 0 0 0 0 
學生健康檢查費 390元
教科書書籍費 依相關規定評選議價結果而訂
學生游泳費 暫不開課
高爾夫球費 暫不開課
校車專車款 依計價協商會議訂定(如附表)
學生服裝費 依相關規定評選議價結果而訂(如附表)
學生午餐費 每餐$47 / 特殊需求$55
暑期課業輔導研習費 高國中每節收$20~22
108上平時課輔研習費 高國中每節收$20~22
寒假課業輔導研習費 高國中每節收$20~22
108下平時課輔研習費 高國中每節收$20~22

育樂營及精進研習課程 高國中每節收$20~22委外營隊依家長意願調查自由參加及代收代辦
制訂會議處理

選修生物課程 高國中按週數*節數*每節金額$20
加深加廣課程 高國中按週數*節數*每節金額$20
補救教學課程 高國中按週數*節數*每節金額$20
上項課業輔導費收費按班級結構及實際課程超過節數*週數*$20～$22金額及加成1.3(不足開課
人數)
備註 學雜費及學生平女保險費依教育部制定金額收費，暫收款多退少補

說明：
1.高中部108學年度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收費依據教育部108.07.25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078783B號

及108.07.26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079790B號函辦理。代收代辦依據教育部103.04.03臺教授國字第
1030024178B號修正「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

2.國中部108學年度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依臺南巿政府教育局108.05.01南巿教課二字第1080512245號
函辦理。

3.代收代辦收取費用依本校108.06.25召開計價協會暨學雜費制訂會議通過辦理。
4.學生平安保險費依國教署108.06.17臺教國署學字第1080067164號函公告。
5.高二按九九課綱課程實施不分組,全部操作實驗收實習實驗費。
6.冷氣費按99.08.13教中二字第0990513835號函私立學校每學期冷氣收費以$1,000為上限；另101.07.09南

巿教中二字第1010551818號函：臺南巿中小學冷氣收取標準座談會工作報告：冷氣使用及維護費每學期
$700(不含寒暑假期間)及102.01.11南巿教中二字第1011105213號函依據「臺南巿國民中小學雜費及代收
代辦費收支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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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站名
代號 新站名 1天

票價
新站名

代號 新站名 1天
票價

新站名
代號 新站名 1天

票價
新站名

代號 新站名 1天
票價

新站名
代號 新站名 1天

票價
2610 頂窩 50 4289 東河派出所 70 915 果毅活動中心 80 4332 河東慧紅檳榔 90 4225 二鎮籃球場 96

4241 新營常德醫院 50 4298 龜仔港公車站 70 2607 東山枋子林 72 4349 河東東昌傢俱 90 4226 二鎮祥鎮超市 96

4246 柳營公所 50 4301 龜仔港宏泰機車 70 4216 歡雅派出所 80 602 大屯國小 92 4229 重寮大廟 96

4247 柳營書局 50 202 五興里公車站 72 4233 中社空地 80 607 洲仔廟口 85 4362 鹿草碧潭大廟 96

4254 太子復興路口大成汽車 50 1305 鹽水京城銀行 72 4290 竹埔雜貨店 80 608 麻豆寮公車站 85 4364 中營下橋頭 96

4302 安溪寮省道7-11 50 1803 鹽水圓環對面 72 4304 姑爺里朝隆宮 80 807 頭竹圍紅綠燈 92 1004 水上派出所 98

4388 埤寮九尾雞 50 1804 鹽水檳榔攤 72 4393 山仔腳 80 1501 下營上帝廟 92 2418 水上地政 98

4390 民治路富邦銀行 50 1805 鹽水京城銀行 72 2009 五間厝 75 1502 下營區公所 92 4263 外溪洲廟前 98

4400 護鎮拉圾掩埋場 50 3210 舊營 72 2213 上茄苳路口 82 1505 甲中機車行 92 4314 水上佳音英語路口 98

903 太康公車站 54 3211 武廟 72 4282 上茄苳牌樓 82 1506 顏水龍公園 88 4320 良都社區 98

1602 土庫 50 3212 南榮7-11(女) 70 4378 上茄苳顯濟宮 82 2410 南靖賣場 92 4370 孝親教養院 98

4271 安溪寮郵局 54 3213 南榮7-11(男) 70 4387 下林廟下林路口 82 2801 下營衛生所 92 4396 水上全家 98

4317 安溪寮中藥局 54 4221 東山大廟 72 207 河南國小 88 4234 顏姓祖厝 88 101 六甲市場老K檳榔 100

4409 新東村公車站 54 4222 東山郵局 72 308 義竹機車行 88 4262 旭山鐵工廠 92 102 六甲國小校門 100

4414 茄苳腳全家 54 4331 鹽水麗園社區 65 309 義竹地磅 88 4286 後屈警察局 92 103 六甲衛生所 96

4427 下長短樹公車站 54 4346 鹽水媽祖廟 72 713 東後寮機車行 88 4297 南部OK便利超商 92 104 六甲公所 100

4319 北勢寮路口 56 4353 東山農會 72 1201 白河郵局 88 4380 南部泗和實業 92 105 六甲國小校門 100

203 太子宮立峰純水 58 4405 鹽水岸内全家 70 1202 白河嘉義客運 88 4386 南部明發大理石 92 301 北港宅 100

204 太子郵局 58 4431 五興里吸引力檳榔 72 1204 白河郵局 88 4426 後堀警察局 92 302 新店派出所 100

209 太子宮南紙7-11 58 4403 義竹八掌溪橋頭 72 2114 三間厝7-11 88 806 牛稠底 94 501 竹門 100

4251 下茄苳路口 58 4404 後壁大路墘 72 2506 白河新營客運 88 3415 隆田加油站 94 504 廣安宮 100

1205 烏樹林路口 60 4411 汫水國小 72 2604 凹子腳 88 4276 下潭早餐店 92 505 玉豐阿匹婆商店 100

1802 長榮大樓三陽工業 62 1006 前菁寮 76 4211 白河安聯診所 88 4315 隆田加油站 94 1905 學甲寮 100

208 角帶圍大水溝 68 4237 下秀祐雜貨店 76 4230 三角村紅綠燈下 88 4355 隆田全聯 94 2901 中協165線道站牌 100

2905 重溪國小7-11 68 4266 菁寮機車行 76 4279 白河國泰路7-11 88 4383 南靖農場 94 2903 蓋德醫院 100

508 後壁國小東側門 70 4307 花鄉社區公車站 76 4360 三角村毛蟹行 88 4420 隆田全福超市 94 4278 草店甘宅紅綠燈 100

2411 後壁火車站 70 4356 下土溝路口 76 4429 坔頭港國小 88 603 中營廣場 96 4281 溪州財星世界 100

3308 林鳳營7-11 70 4369 東山北馬 76 4437 義竹元發冷氣行 88 604 中營郵局 96 4291 湖山7-11 100

4201 大腳腿 70 4397 土溝前村長家 76 2505 河東派出所 90 2212 龍德村圓環 96 4325 白河水庫路口 100

4267 長短樹早餐店 70 904 果毅國小 80 4255 大排竹國小 90 4215 頂洲教會 96 4335 中協雜貨店 100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專車站別及票價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
臺南巿興國高中
108學年度服裝代辦費

品　　名 數量 售價
毛裡高級夾克 1 670
男夏季短袖上衣 1 200
男冬季長袖上衣 1 265
男長褲 1 325
領帶 1 65
男女背心(高國中) 1 410
女西裝外套 1 940
女夏季短袖上衣 1 200
女冬季長袖上衣 1 225
女裙子 1 300
女褲裙 1 360
女冬季毛料長褲 1 615

品　　名 數量 售價
男短袖 1 220
男短褲 1 230
男長袖 1 290
男長褲 1 295
女短袖(附領結) 1 235
女裙 1 280
女褲裙 1 280
女長袖 1 280
女長褲 1 285
男女格步覆綿茄克 1 625

品　　名 數量 售價
國中男女夏運動衣 1 150 
高中男女夏運動衣 1 150 
高國中男女運動紅
黑短褲 1 160 

男女生運動長袖上衣 1 240 
男女生運動長褲 1 250 

以上報價以學校內部採購議價資料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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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站名
代號 新站名 1天

票價
新站名

代號 新站名 1天
票價

新站名
代號 新站名 1天

票價
新站

名代號 新站名 1天
票價

新站名
代號 新站名 1天

票價
4352 中協忠信汽車 100 4436 柳林水上鄉圖書館 106 4376 國家社區 130 4363 民國路垂楊路口 132 4303 華濟醫院7-11 137

4358 中協雜貨店 100 601 麻豆戲院 108 4377 磐石社區 130 4367 東勢寮北子店 125 4343 佳里糖廠蕭壠園區 135

4413 六甲郵局 100 4223 麻豆阿蘭碗粿 108 4389 長庚7-11 130 4379 博東新生路口 132 4415 潭頂 140

4423 詔安 100 4432 後寮82交流道下 108 4418 縣政府三媽7-11 130 4394 大同路港坪公園7-11 125 4438 海龍園餐廳 141

4217 官鎮派出所 104 1902 學甲東寮漁會 112 710 朴子台19線全家 125 4399 南京興業路口 127 4203 新市早餐店 141

4218 官田國小東側門 104 1903 學甲慈濟宮 112 3304 成功啤酒廠門口 127 402 朴子加油站 127 4259 雙溪牌樓 141

4227 鹿草老人中心 104 2106 內角 109 3404 磚仔窯7-11 129 403 朴子分局7-11 129 4308 走馬瀨路口 143

4228 鹿草早餐店 104 2110 中庄派出所 112 3407 善化公所 129 404 栗子崙派出所 131 4329 二溪陸橋下 139

4231 南和早餐店 104 4311 大嘉義家具 112 3410 六分寮 127 2005 應菜埔國義汽車買賣 135 4330 二溪橋頭 139

4341 後寮廟前 104 715 吳竹子腳 114 3411 善化東勢寮慶濟宮 125 2413 雅客家具 126 4337 二溪國小 139

4351 南和鐵門客運站 104 716 林竹子腳 114 4244 大成路新光人壽 129 2421 新埤桃花宮 133 4338 二溪廟前 141

4357 烏山頭水庫門口 104 2006 牛挑彎派出所 114 4245 善化大成國小 132 2423 大槺桹公車站 127 405 網寮 147

4419 後寮鳳凰城 104 2202 小園 114 4433 六分寮靈山地母宮 129 3102 頭社國小 133 714 蒜頭公車站 141

4430 鹿草國小 104 2202 馨園 114 4434 六分寮勝宥工程招牌 129 4205 大營全家超商 137 4219 山上鄉公所 141

4439 社子大廟 104 2405 後潭振發香鋪 114 4435 六分寮興安宮 129 4235 朴子大盤大超市 131 4256 塗師廟口 147

2201 北回7-11 106 4285 大崙村口加油站 114 2101 崇文天下 129 4238 過溝國小 131 4257 灣內廟口 147

2208 柳林派出所 106 3002 六雙 116 2103 嘉義吳鳳7--11 132 4299 大內圖書館 135 4274 三家村廟前 147

2211 兩橘早餐 106 3202 南鯤鯓代天府 116 2105 中埔農會 132 4300 大內十字路口 135 4275 東石勝博全家 147

4209 大堀尾上揚輪胎行 106 4293 茄拔台一中油 116 2203 安馨診所 125 4336 東石農會 137 4212 玉井喜多 152

4214 宅港農會 106 4410 茄拔叉路口 116 2221 新光三越 129 4339 二溪後堀籃球場 138 4398 玉井公所 152

4224 渡頭頂尖檳榔 106 4416 牛庄 116 2223 金山玉山路口7-11 125 4348 大內後窟籃球場 137 4402 玉井舊青果市場 152

4242 尚慶餐廳中華電信 106 4309 柳林日昇海釣場 116 3203 雙春活動中心 125 4350 康榔貴族世家 129 4425 玉井寶山肥料行 151

4250 柳林全家超商 106 4206 太保嘉義縣政府 130 4249 嘉義唱將KTV 125 4395 大內兵營門口 137 3301 新化加油站 157

4260 下溪洲牌樓 106 4207 太保全家超商 127 4253 民生國中多那之 125 4417 新埤桃花宮 137 4334 新化那拔林 157

4292 錦湖廟口 106 4208 太保芷園餐廳 125 4261 新塭派出所 122 4421 舊埤里公車站牌 129 4340 新化崙頂 157

4295 拔林大榕樹下 106 4248 民生社區八方雲集 123 4310 八德德安路口7-11 127 4428 九龍製冰廠 137 4347 新化教會 157

4373 關子嶺農民之家 106 4277 溪興街口 127 4333 八德路世賢路口 127 2004 港墘國小 137 4366 左鎮豐德加油站 151

4392 寬士村全家 106 4283 穎寶通訊上帝廟前 123 4333 八德世賢路口 127 2304 大社 140 3001 楠西水庫茄拔路口 165

4412 江竹仔腳 106 4321 太保崙頂公車站牌 130 4345 興業西路全聯社 127 2419 水牛厝蕭登標服務處 129 4305 楠西油車7-11 165

4424 錦湖龍記汽車 106 4361 嘉義縣政府中油 127 4359 中興路麥當勞 127 4232 瓦厝福安宮 133 4422 楠西龜丹路口 165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專車路線表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
臺南巿興國高中
108學年度服裝代辦費

品　　名 數量 售價
男女背心(高國中) 1 410
高國中書包 1 250
高國中手提袋 1 105
高國中腰帶 1 105
桌墊 1 100 

品　　名 數量 售價
學生健康檢查 1式 390 
學生B肝疫苗 3劑 1,350 

以上報價以學校內部採購議價資料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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