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09年度語文競賽北一區預賽於9月6日舉辦，本校每位參賽者
皆卯足全力，在國中組字音字形、作文、國語演說、閩南語演說及高中組
作文五個項目皆拿下第一，多位選手晉級決賽，充分體現興國高中語文教
學的傲人成果。

語文教學一直是興國老師努力扎根的工作，多年來學校更是從國一開
始有計畫的培訓優秀選手，辦理相關活動增加學生寫作及發表機會，奠定
學生多語文深厚基礎
，讓學生歷年來參與
台南市及全國比賽表
現皆大放異彩，平時
各科老師於課堂中所
應用的教學策略，引
導學生主動思考、熱
情分享，未來成為勇
於表達的新世代人才
。

109學年度新任校長，由教務主任黃向吟通過遴選
走馬上任。本校是南台灣知名私校，不管在升學成果或
競賽表現都有非常亮眼的成績。

在本校服務超過16年，黃向吟校長歷經輔導主任、
教務主任及代理校長等職位，對校務發展、教學方向及
師生互動掌握度高。她以打造六年一貫國際雙語學校為
願景，期望提供優質多元的課程，創造學子黃金學習履
歷，培育未來人才。素養導向的學習方式改變了僵化填
鴨的升學題型，未來升學考招制度將有極大的變革，看中閱讀與實作能力，這都
需要扎實的學科培養和動手做的歷程探究，也是興國近年教學的主軸。

黃向吟校長指出，這些年興國高中持續進行有系統的選手培訓和假日檢定課
程，和各大學共同開發多元選修及微課程，為同學充實學習歷程檔案。109學年將
創新推動「雙語學程」、110學年度高中部將在既有的醫科班、數理班、法政班之
外，再設立科學實驗班、國際實驗班，以滿足家長和學生的需求。

2030臺灣將成為雙語國家，要怎麼為孩子未來走向世界做準備呢？展望新的
學期，學校將在黃校長的帶領下，繼續提供給學子最優質的教育品質，讓家長放
心。

包辦五項第一

語文競賽預賽大放異彩
人物專訪校長黃向吟

打造六年一貫雙語學校

本校「國防培育班」多元
選修課程結合輔導室「職業達
人」講座，9月22日邀請電動玩
具槍製造商「怪怪貿易」董事
長廖英熙蒞校，與學生分享怪
怪貿易玩具槍自創品牌「G&G 
ARMAMENT」。

「怪怪貿易」是國內最大，
也是全球知名的電動玩具槍製造

商，廖董事長立志成為軍警最強
後盾，跨足軍警用品市場，連美
國西點軍校也採用其產品做為訓
練用槍， 怪怪貿易以實際行動展
現外交軟實力，並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推行全民國防教育。

廖董事長以其座右銘來勉勵
學生，「心存善念盡力而為，你
的名字就是你的第一個品牌，下

一次換你上台講故事。」期許
大家將興趣發展成專長並成為
工作，開創人生理想的藍海。

為使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
及性向，以開創性思考替代學
科上課或考試，運用跨領域彈
性學習時間，讓學生提早探索
觀察，拓展不同學習視野。

興國講堂超精采　董事長也來分享

與會學生開心與廖董事長合影

語文競賽參賽學生行前留影，希望能有突出表現。



隨著新課綱施行及雙語學習趨勢，新任校長黃
向吟自課程與教育實驗出發，以精緻教學、國際化
學習環境、貼心的校車接送服務和「獎優扶弱」的
多元獎學金方案，打造升級版興國高中2.0，成為六
年一貫國際雙語學校。

黃向吟校長為課程發展專家，有豐富的辦學經
驗，集結老師們的專業
開發許多創新課程，暑
期也會辦理全美語生活
營隊，讓學生以不同型
態吸收新知，感受學習
樂趣。108課綱強調培
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
習者」，校長期望學生
能「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

」，為此大幅改造圖書館，並結合聯合閱覽中心，
全時段的開放，讓學生能有更優質的圖書閱讀環境
，建立終身學習觀念。

在新一學年度學校將擴大校車接送服務，規劃
高機動性、高便利性的專車路線，配合學生作息，

致力縮短通勤時間，並杜絕脫班、超載之情形。而
110學年度國中部入學獎學金以「獎優扶弱」的精
神出發，希望達到優質均等的教育理想，相信就讀
興國，是投資自己未來最好的選擇。

致命的大型車

視野死角及內輪差
興國人你知道了嗎？

近年來大型車轉彎造成意外傷亡的交通事故
頻傳，為提升同學對「大型車視野死角及內輪差」
的防禦觀念，並建立「遠離大型車」防險意識，學
校特別邀請在地好鄰居新營監理站及臺南市政府警
察局新營分局到校，藉由活潑的動態交通安全宣導
，保障校園師生「行」的安全。BMW警用機車尖
銳的警笛聲，趕走了午休後校園內的瞌睡蟲，新營
分局斯儀仙局長親自領軍，介紹「用路安全及防禦
駕駛」，由警方擔任流言終結者，澄清許多同學對
於酒測及交通事故的疑問與誤會。警員與監理站人
員也實際操作「大客車逃生演練」、「防酒駕測試
儀」、「犯罪指紋辨識」等項目，最有「笑」果的
是VR模擬酒駕體驗，學生們笑說戴上VR眼鏡後要
直線走路真是不容易。這次讓學生建立交通安全知
識並實際體驗，提高自我保護能力，是校方最重視
的安全工作。

哇！好棒！ 棒球隊總統盃南市冠軍進軍全國

本校棒球隊104學年度正式
成軍，今年9月首次取得總統盃

高中組台南區的冠
軍，進軍全國。指
導老師陳昱豪表示
球隊成軍初期，球
員只能利用校內有
限的社團時間和犧
牲假日進行訓練，
在108課綱推行後
，校方得以安排更
多練習時間，由校
友郭岳峻先生擔任

教練進行指導。為增進實戰經驗
，球隊更集合國高中球員參與新

營地區的假日壘球聯盟。
此次參與總統盃的球員有隊

長潘柏任，隊員許芠榳、邱崇瑋
、蕭榳芠、黃建雄、劉柏宏、張
博鈞、林易賢、莊承憲、黃柏誠
及何晟甫共11名學生。每個人都
很珍惜能夠練習與比賽的機會，
希冀能為校爭光。教練表示本學
年度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也
即將到來，是讓社團球隊的球員
能夠臨場體會專業球場和甲組球
員球技的舞台，大家會全力以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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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電視臺的金鐘獎優質節目「青
春愛讀書」，9月16日到學校拍攝「前進
校園」單元，由主持人謝哲青和高二學
生共讀文學經典《愛在瘟疫蔓延時》及
《蝴蝶朵朵》，帶給學生獨特閱讀體驗
，引發熱烈迴響。

自105年迄今，興國學子多次
報名青春愛讀書的節目並參加錄影
，與他校學生針對主題書目進行討
論，深獲好評。因此本次「前進校
園」單元，製作單位主動邀請本校
學生參與，學生也能實際感受節目
錄影規劃及現場流程掌控的臨場差
異。

歷時三個月準備，學生投入相
當多心血，從決定書單、班級共讀
、主要議題討論到拍攝班書等，每
個流程都不含糊。為求深度掌握議
題，更彙整了國內外性平重大事件

，共讀相關書籍，作情境式討論，並分
組做延伸專題報告，費心製作大型主題
海報，讓節目粉専發文直呼「同學們太
強大！」學生們的表現深獲主持人及團
隊讚賞，相約下次攝影棚再聚！

青春愛讀書攝影棚@興國

109學年度台南市國語文
競賽決賽，是台南市溪北區與
溪南區第一次合併比賽，眾多
高手齊聚一堂，興國學子在各
項競賽榜上皆有傑出表現，其
中國中組寫字－國二張詠婷、
國中組閩南語朗讀－國一李慧
禎、國中組國語演說－國三朱
字芸及高中組閩南語演說－高二蔡旻翰，更榮獲四
個第一名，朝全國賽邁進。

國中組閩南語朗讀第一名的李慧禎說，在面對

眾多高手的強大壓力下
，除了苦練更要每天對
自己正面鼓勵，加上培
訓老師犧牲所有休息時
間積極陪伴練習，目標
就是不要愧對自己的汗
水。教務主任謝惠玟指
出，為幫助學生迎接未

來生活，學校鼓勵學生適性成長、多元發展。今年
參加的選手都是佼佼者，更證明興國的學生們不畏
辛苦實現自己的目標，值得獲得更多的掌聲。

學生從構思草稿到繪製海報，工時超過30小時，節目主持
人謝哲青特地與學生在手工自製巨幅海報前合影。

興國高中棒球社球員主要由高一、二熱愛棒壘球的學生
組成，享受在球場揮灑汗水的每一刻

交通安全宣導結束後，興國高中校長黃向吟、新營分局長斯
儀仙與師生合影

參加台南市國語文競賽決賽的選手與校長和指導老師合影

物理實作課程，由學生製作超級
電容手作飛行器，從材料切割、
機翼機身配重，充實對電容的認
識與功用。

多元獎學金方案、貼心校車接送～六年一貫精緻教學打造國際雙語學校

因國內疫情控制得當，109學年度開學以來，許多學校陸續舉辦戶外
教學，本校高三學生如願至花東進行為期三日的戶外教學。有別於以往，
今年學校發揮創意巧思，訂定台鐵專車，搭乘台鐵南迴線前往台東。

每一次戶外教學，學校都希望安排別開生面的校外活動，能令學生們
留下深刻的印象。二班的蕭心珮表示，從來沒有跟全班同學一起搭火車的
經驗，行前對這次的活動感到很興奮。四班的蔡仲倫則是認為這次的行程
很有意義，以往去東部都是搭車，知道有南迴線鐵道，但從沒機會搭乘，
要把握這次機會好好欣賞沿途風光。

現在學生的
學習型態是從教室
內走到日常生活中
，生活經驗的感受
日漸重要，除了持
續精進孩子們的學
業，更要累積各種
經驗與體會。

驚嘆課程多元化～花東鐵道旅行走出戶外

高三學生於東部戶外教學合影留念

打敗城鄉差距 語文競賽決賽撐起溪北一片天

校園毒品零容忍，在新興毒品泛濫日趨嚴重之時，學校推動「新世代反毒策
略」，深化校園反毒意識，藉由友善校園活動辦理相關宣導，與台南市學生校外
生活輔導委員會，共同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海報暨四格漫畫競賽績優作品巡
迴展覽」。此次活動主要展出台南市內競賽獲選績優作品，以反毒巡迴列車的模
式於市內各校陳展。不但激發獲獎學生榮譽心，更能鼓勵大家創作的意願。在透
過學生的巧思及創意，將反毒內容及理念用畫作呈現。顛覆教條式的宣導，更貼
近生活及具潛移默化成效，成為校園毒品防護網最強而有力的後盾。高一的黃涵
渝在學習單表示，自己在暑假期間參與家扶中心志工服務，在活動中認識反毒相
關資訊，期許自己能發揮同儕影響力，成為拒毒健康新世代的守門員。

同學們藉由學習單分享心得
及與欣賞畫作合影。

反毒教育向下扎根～反毒巡迴展大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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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Cool English閱讀王比賽
1.閱讀王獎：H106翁資盈、H104許瑋珊
◎109年度語文競賽北區預賽(北一區)
【國語字音字形】
　國中組：J804許淯鈞第一名、J901吳定睿第三名
　高中組：H105顏睿廷第三名、H201陳佩瑜第三名
【作文】
　國中組：J904李婕瑜第一名、J902林詠歆優　勝
　高中組：H206蔡卓宏第二名、H201許珮綺優　勝
【寫字】
　國中組：J805陳泓叡優　勝
　高中組：H205洪偉傑第三名
【國語演說】
　國中組：J902洪碩謙第一名、J906陳妍伶第二名
　高中組：H205李昀哲優　勝
【國語朗讀】
　國中組：J705楊意禛第二名、J902劉又齊優　勝
　高中組：H205郭宸瑋第二名
【閩南語演說】
　國中組：J904蘇　珊第一名
　高中組：H205蔡旻翰優　勝
【閩南語朗讀】
　國中組：J901蔡硯筑優勝
　高中組：H201許澄誼第二名、H105張萓倢第二名
◎Cool English美語達人比賽
1.美旅達人獎：J801簡岑宇、J801黃宥富
　　　　　　　H106翁資盈
◎109年度語文競賽全市決賽
【寫字】
　國中組：J202張詠婷第一名、J205陳泓叡優　勝
　高中組：H205洪偉傑第三名
【國語字音字形】
　國中組：J103林展頡優　勝、J204許淯鈞第二名
　　　　　J902黃懿芃第二名、J301吳定睿優　勝
　高中組：H105顏睿廷第三名、H201陳佩瑜第三名
【作文】
　國中組：J103洪綺霙優　勝、J302林詠歆優　勝
　高中組：H201許珮綺優　勝、H206蔡卓宏第二名
【閩南語朗讀】
　國中組：J705李慧禎第一名、J901蔡硯筑優　勝
　高中組：H105張萓倢第二名、H201許澄誼第三名
【閩南語演說】
　國中組：J904蘇　珊第三名
　高中組：H205蔡旻翰第一名
【國語朗讀】
　國中組：J902劉又齊第三名、J705楊意禛優　勝
　高中組：H105陳寀涵第二名、H205郭宸瑋第三名
　　　　　H307錢筠芝優勝
【國語演說】
　國中組：J905朱字芸第一名、J902洪碩謙第三名
　　　　　J906陳妍伶優　勝
　高中組：H205黃翊愷第二名、H205李昀哲優　勝
◎第五屆領航全國高中職辯論比賽
　殿軍：H101黃琳婷、H101黃珮淳、H101王　渝
　　　　H101藍瑞秋、H104沈詠翔、H105邱碩邦
　　　　H106黃淳俊、H106張翊信、H201曾千女
　　　　H201邱琮文、H204蕭渝姍、H206趙品雋
　　　　H206黃名玄
　高一新秀最佳辯士：H101藍瑞秋
◎臺南市109年度語文競賽全市決賽第一類組國中
組團體成績第2名

◎臺南市109年度語文競賽全市決賽第一類組高中
組團體成績第2名

◎109全國語文賽
【國中閩南語朗讀】J105李慧禎特優

【國中國語演說】J305朱字芸特優
【國中寫字】J202張詠婷優等
【情境式閩南語演說】J304蘇　珊優等
【高中閩南語演說】H205蔡旻翰甲等
◎109台南市英語文競賽
【英語讀劇】
　優等：J305胡劭瑜、J306陳禹潔、J201簡岑宇
　　　　J201黃宥富、J101吳彬碩、J103洪綺霙
　　　　J103鄭丁寧、J103林展頡
【英語說故事】
　優等：J203傅家嫺
【英語團唱】
　表現優良：J302洪碩謙、J305李承穆
　　　　　　J305蔡佑瑋、J305賴昱成
◎109年全國高中英單大賽
　H308顏宇妡榮獲三等獎
◎全國高中生英文作文比賽
　H308李語心榮獲佳作
【全國中學生網路讀書心得比賽】
高一讀書心得 
　特優：H106林沛欣、H101黃珮淳、H105林育嫻
　優等：H106胡嘉予、H105莊棨任、H105楊雲安
　　　　H101王　渝、H105許賀翔
　甲等：H105林昀臻、H105蘇婉華、H105王瑋婕
　　　　H101李宜盈、H106林宏襄、H101蔡千涵
　　　　H101邱偉帆、H105蔡昀軒、H106陳韻天
　　　　H106張筑綸、H105黃翊珊、H105陳建愷
藝術類
◎2020第八屆右軍盃全國硬筆書法比賽
　中學組佳作：H105邱若筠
◎109年度台南市學生美術比賽
【版畫類】
　H203張瑋哲第一名
【平面設計類】
　H306李姵緹第二名、H302王紫綺第三名
　J801吳奇軒佳　作
【漫畫類】
　J903張育綜佳作、J904李婕瑜優勝
　H306李姵緹佳作
【水墨畫類】
　H206吳紹綺第一名、H202莊真喻佳　作
【書法類】
　J701李宥頡第三名、J802張詠婷第三名
　J805陳泓叡佳　作
【西畫類】
　J803莊茹淇佳作、H202莊真喻佳作
◎109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
　J304黃裔淳榮獲琵琶獨秦國中B組優等
科技類
◎2020嘉藥AI防疫反毒機器人競賽
1.防疫反毒新生活國中組第三名：
　J304陳竑勳、J205林依靜、J205姜侑先
2.防疫反毒知識一把抓國中組佳作：
　J303郭成恩、J303楊昆霖、J303陳秉凱
◎台南市109年度智慧城市―校際創意機器人競賽
【循線保齡球】
　佳作：J904陳竑勳、J805林依靜、J805邱至熏
【循線九宮格】
　佳作：J903郭成恩、J903楊昆霖、J903陳秉凱
◎2020臺灣遠大機器人創意與創新公開賽
1.創意移動機器人青少年組
   第一名：J302洪碩謙、J301林暐程、J204林彤芯
   佳　作：J303郭成恩、J303楊昆霖、J303陳秉凱
2.輪型車相撲機器人樂高平台國中組
   第二名：J205林依靜、J205邱至熏、J205姜侑先
3.木板迷宮高中組
   佳作：H104楊智驊、H201張語芯、H204李涵羽
◎臺南市109年度中小學Scratch程式設計競賽
【國中動畫一般組隊名：瘋狂跳躍的草泥馬】
　第一名：J204林彤芯、J104吳文生

◎數理與自然科學類
1.2020年第十六屆IMC國際數學競賽
　銀　獎：J802黃竣騰、H205胡育翔
　銅　獎：H105楊雲安、J903陳秉凱
　優勝獎：H205白崇彣
2.2020 OMC 奧林匹亞全國數學競賽
  七年級組銅質獎：J804許淯鈞
3.2020WMI世界數學邀請賽國際總決賽世界盃決賽
　金牌：J804許淯鈞、H205胡育翔
　銀牌：H205白崇彣
　銅牌：J902林庭禛、H105鄧皓元、H205郭宗翰
　優等：J802黃竣騰、H105李羿嫺、H105邱若筠
　H204吳宗恩
◎109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理及資訊學科
能力競賽臺灣省第四區複賽

【生物科】
　佳作：H308李語心
【地球科學能力競賽】
　佳作：H105楊雲安
◎2021年第32屆中華民國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佳作：H307邱柏文、H308黃㴛宸
◎109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綠色化學創意競賽」，
進入複選

【鐵來銅去―茶葉墨水】
　H105林昀臻、H205蔡旻翰、H204吳宗恩
◎第26屆遠哲科學趣味競賽南區初賽
大會獎第三名：H204吳宗恩、H204張琬愉
　　　　　　　H105許紫瑩
◎第26屆遠哲科學趣味競賽南區活動全程參與並完
成所有競賽項目

　證書：H204吳宗恩、H204張琬愉、H105許紫瑩
◎臺南市109年度國中學生獨立研究競賽
【人文社會科學類團體賽】
　疫後生活支振興三倍券領用方式調查―以本校學
　生、家長與鄰近人士為例
　第三名：J301戴子翔、J301林京鴻、J301林暐程
　　　　　J304吳岷勳、J306鄭兆廷
【點亮鄉下的小行星―從俗女養成記看菁寮】
　第三名：J201梁僡芸、J201陳怡蒨、J203陳宥閎
【數理自然科學類團體賽】
　臭氧退散我來罩―利用 Arduino 臭氧偵測器進行
　影印室臭氧濃度偵測與預防之研究
　第三名：J305黃佩予、J305王羿傑、J305沈冠霖
◎1091015梯次小論文
　生物類【裸鼴鼠真社會性與特殊生理功能的探討】
　甲等獎：H205陳致廷、H205蘇川芸、H205蔡旻翰
　地球科學類【地球自轉軸的「靜」動】
　甲等獎：H307邱柏文、H307張凱齊、H307趙冠珳
體育類
◎棒壘球隊總統盃比賽榮獲台南區冠軍，晉級全國
　球員：H204潘柏任、H204許芠榳、H206邱崇瑋
　　　　H205蕭榳彣、H202黃建雄、H203劉柏宏
　　　　H202張博鈞、H202林易賢、H202莊承憲
◎109年度第九屆教育盃全國獨輪車錦標賽
【男子個人單腳前進競速50公尺】
　第五名：J105蔡雅弦
【男子個人撥輪前進競速30公尺】
　第五名：J105蔡雅弦
【雙人花式競技】
　第八名：J302陳威圖、J105蔡雅弦 
【男子團體前進競速400公尺接力】
　第一名：J302陳威圖、J205林鉑翔、J103林育生
　　　　　J105蔡雅弦
◎109年台南市中等學校籃球錦標賽高男組第五名
　H301張耀友、H302沈彥彤、H302張榞旂
　H302陳紘葦、H302蔡宜廷、H303周宸維
　H303黃震麒、H304蕭世欣、H308吳承羲
　H202涂茂耀、H202陳威龍、H205蕭榳彣
　H205方堯丞

(109.07~12月)
興國星光 興光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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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參訪體驗趣
檜筷樂樂手作瘋
為使學生探索多元職群的學習主題與體驗職

場特質，國二學生於10月16日進行職校生涯參訪
及觀光工廠實作，作為未來生涯發展參考。

探索行程先從樹人醫專展開，透過各科體驗
課程，了解各職群的內容。學生們在護理科穿負
重裝，體會媽媽懷孕辛苦，學習對生命感恩；在
職治科體驗簡易的骨折矯正器，一窺職治師的神
奇；在美保科學習如何臉部保養，讓我們能自帶
美肌不求人。資管科的VR跳樓體驗逼真，讓人學
會珍愛自己，對生命尊重。學生們經過這次參訪
不同科系的機會，可以發現各行各業的特色，理
解未來人生選擇的多元性，更能反思規劃生涯，
著實獲益良多。

接著於美雅家具觀光工廠則是進行檜木筷DIY
及廠區參觀。學生們表示在檜木筷的實作過程中
，充分體驗木工刨刀、修整的辛勞，但能聞著沁
人的檜木香，看著一雙筷子漸漸成形，非常有成
就感！

大夥一起奮力刨刨刨，做出專屬於自己的筷子

週末不虛度～假日多元課程精彩可期
為使學生提早適應108課綱，興國高中104學年開始於週末開設多

元化的課程。課程包含口語表達、生物實驗、理化、地科及科學專題
、iEARN英文、英文專題、智高積木、實境解謎、雙語數學等，課程
十分豐富精采。

口語表達課程為學生介紹打動人心的廣告，分析廣告金句的修
辭技巧。英文專題介紹台南市英語小小解說員競賽活動，以英文撰寫
導覽內容。此外，智高積木課程藉由動手做水力噴射車的過程中，了
解氣體與液體壓力和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如何應用。實境解謎課程以「
holiyo」設計關卡，讓學生在遊戲過程中體驗新課綱精神「自發、互
動、共好」。

開辦假日資賦課程，著重口語表達能力和科學實作力，在升學成
果和學生能力養成有極大的助益，假日課程激發教師創新教學與課程
開發潛力。

利用義大利麵、棉花糖、棉線及膠帶，組
合成一座高塔，訓練學生解決問題的能
力。

讀劇形式特色教學
陳芬琪老師獲推動閱讀優秀教師獎

109年「高級中等學校推動閱讀優秀教師獎」
名單公布，國文科陳芬琪老師獲獎，消息傳來全校
師生歡欣雷動。對於獲獎，陳芬琪老師表示，感謝
學校教師團隊，願意在國語文教學有新嘗試時給予
支持及協助各種跨科整合挑戰，一起共同備課。

本校致力推動校園藝文長期培力深耕開花結果
，去年李軍慧老師獲獎，今年交棒陳芬琪老師再獲
肯定。老師透過班級課程專題、帶領共讀、文本專
題討論，經典文學變得不陌生。學校也鼓勵學生參
加大愛電視台「青春愛讀書」節目，針對不同主題
準備討論議題、交流，呈現多元的閱讀樣貌。

此外，老師更運用”讀劇形式”深化閱讀理解
，曾連續兩年參加由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的「高中

生讀劇計畫」，大受
好評，再獲邀參加台
南市文化局「台南文
學季」系列活動的終
場節目「當劇本用讀
的時」。接下來還有
和國立臺灣文學館合
作「逆旅．一九四九
：臺灣戰後移民文學
展」的校園行動展演
、與廣達文教基金會
合作「夏卡爾校園巡迴藝術展」、與劇團合作，延
伸課程並規劃展演活動等，精彩可期。

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校外教學收穫滿行囊
國一學生於10月16至17日進行兩天一夜的校

外教學，前往鹿港老街、緞帶王觀光工廠、921地
震博物館及廣興紙寮，希望學生在玩樂中亦能習得
知識，教師團隊設計一連串相關活動，讓學生們體
驗當地的人文產業特色。

首個行程為彰化鹿港老街，學生們組隊尋訪
18處古蹟，再到訪緞帶王觀光工廠，參觀各式緞
帶製作與造型，學生現場也體驗緞帶染色，互相展
示其挑染成果，晚間入住台中金典酒店並進行晚
會。

第二天前往921地震教育園區，四班的陳秉渝
表示，看到教室扭曲崩塌，鋼筋裸露，可以明確感
受當年地震威力的可怕。最後來到廣興紙寮，解說
員除了介紹如何製造紙，學生們也親手拓印紙張並
做出一把獨一無二的個人專屬紙扇。

戶外教育和體驗學習非常重要，走入社區踏
查，了解歷史人文，是校外教學很重要的一環。這
次的校外教學讓每個學生都收穫滿滿，原來校外教
學也可以很知性、很文青。

醫科班參訪台大醫學院
預約未來醫學路

醫學系是許多莘莘學子心目中的第一志願，但
有多少學生進入醫學院前已經對心儀的科系有初步
了解？還是入學後才開始摸索呢？

為讓學生近距離了解醫學系，黃向吟校長率醫
科班師生北上台大醫學院參訪，台大醫院由吳明賢
院長、盛望徽主任、陳彥元副主任、黃泰中醫師、
紀乃新醫師、及趙于萱主任與學生對談交流，暢談
從醫心得，並分享醫學工作的成就與辛苦，學生除
特別向辛苦的醫療人員致敬，並及早自我預約未來
醫學路，堅定升學發展目標。

黃向吟校長特別感謝台大醫院安排，帶學生參
觀臨床技能中心、兒童醫療大樓及公共藝術導覽，
讓醫科班師生大開眼界。台大醫院團隊在座談中，

分享外科手術經驗、醫學倫理與醫病溝通，甚至是
讀書秘訣。學生問到該如何定義醫學工作的價值？
教授們分享「醫學是不確定的科學加上可能的藝術
」，要認清醫師不是神，替病患解除痛苦是工作的
使命，但超出醫學技術時，舒緩與陪伴也是重要的
，並學習要有多元面向，掌握學習歷程最重要的原
則是，真誠呈現所學、展現學習熱忱與活力，就有
機會被看見。

陳芬琪老師認為語文老師最大的責
任就是透過文本，讓學生建構更開
闊的世界觀。

廣興紙寮樂趣多，學生打造屬於自己的一把小扇子

興國高中醫科班師生與台大醫院師長合影留念

科學教育向下扎根～國小科學實作營玩中學
因應108課綱，學校特別於

10月31日為國小生舉辦「小五小
六科學實作營」，課程內容有智
高積木、樂高機器人以及科學實
驗。

智高積木課程為水力噴射
車的製作與測試，過程中可不
斷調整組裝方式，讓學生在動
手做的過程中，培養勇於動手
嘗試及系統化思考的探究能力
。

樂高機器人課程先介紹各
類機器人，接著指引學生組裝

樂高機器人，講解循線程式及實
測；再讓學生自選程式如大象逛
大街和寵物狗，並實際測試機器
人。科學實驗課程則帶領學生探

討基本飛行原理，藉由製作飛行
筒投擲比遠，探討飛行的穩定度
與何種因素相關，激發學員從中
探討與思考。

教務主任謝惠玟指出「做
中學」和「錯中學」都是108
課綱中的重要環節，藉由親手
探究，才能將知識內化；嘗試
錯誤和反思，訓練學生主動發
現問題和提升學習動機的關鍵
。這群小學生參加「科學實作
營」後，紛紛表示收穫豐富，
期待再參加相關營隊。學生們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共同組裝水力噴射

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