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二童軍露營活動11
月6、7日在曾文水庫熱鬧
展開。搭配事前學校課程
規劃，學生學會繩索打法
、帳篷搭建、生火技能及
野炊菜單設計等野外生活
技能，在為期兩天的露營
活動中運用所學、一展長
才，無論是帳篷搭建或是
野炊料理，表現都令隨行
師長們讚不絕口！

為了這次的活動，學生兩個月前就開始在家政課討論野炊菜單並試做菜
餚，現場實際操作雖還是有遇到一些困難，學生們都一一克服解決。學生黃
詩媄則說，這次的校外教學非常特別，餐點由大家親手規劃、手忙腳亂完成
，帳篷是是組員們七手八腳、一點一滴搭建，有別於以往吃好、住好的行程
，每個人在活動中合作、學習，兩天下來發現自己成長許多。

兩百多位高中生聚集臺北市
捷運車站外，約定時間後便解散
展開整日的異地漫遊，這是高二
學生於11月5日至7日舉辦以「城
市探索」為主題的校外教學，不
同於傳統的集體活動、跟隨隊伍
走馬看花，改由學生自訂行程，
於行前完成自由行計畫書。

城市探索漫遊是以大台北地
區作為探索範圍，兩個月前學生
開始依據個人興趣規畫行程，與
教師討論並學習如何規畫行程表和確定內容，活動結束返校後另有回饋單和師長討
論所見所聞，是很扎實的實作課程。

除了「城市探索」，此次行程也安排學生前往三峽老街，，在導覽中瞭解一個
區域的變遷、改變、規劃、和修復，是如何影響當地的城鎮樣貌，三峽把上百年的
廟宇、日治時期的街道景象，透過歷史遺跡的修復注入新的美學。另外透過「藍染
」體驗，學生親手染出屬於自己獨特的圖樣，為這趟旅程留下美麗的紀念。

學生露營野炊樂趣多

國二童軍活動經驗難得
城市探索漫遊樂趣多

高二校外教學展創意

109年度國中學生獨立研究競賽複審結果
出爐，本校國中部共計三隊參加比賽，歷經初
審、複審，一路過關斬將，全部上榜。其中兩
件作品均榮獲人文社會科學類第三名，另一件
作品榮獲數學自然科學類第三名。

人文社會科學類研究題目扣緊時事議題，
分別研究「振興三倍券領用方式調查」及「從
電視劇『俗女養成記』看臺南市後壁區菁寮的

發展」。本次參與數學自然科學類的作品是利
用 Arduino 臭氧偵測器進行影印室臭氧濃度
偵測與預防，同學表示很榮幸和輔英科大的教
授和學長進行學術交流．研究過程中學習程式
設計，雖然實驗常常失敗，但也培養出不屈不
撓的精神。獨立研究競賽讓學生能善用暑假時
間，到圖書館去查閱相關書籍，很適合國中學
生參與。 獨立研究競賽全壘打，通通榜上有名，參與的師生都雀躍不已。

國二童軍露營，學生分工合作，搭建自己的帳篷。
學生手作藍染，為旅途留下獨特印記。

國中獨立研究競賽 國中部參賽獲獎全壘打



本校配合108課綱鼓勵學生多元發展、跨域學習
，從生活經驗中探索實作，辦理第六屆假日資賦課

程，於10月至12月安排四個周末帶給學生豐
富的素養體驗，12月19日課程最後以校外教
學做為課程總結，160位興國學子展現教學現
場豐富多元的生命力。

今年參加資賦課程的學生非常踴躍，學
校不僅加開班級，校外教學也規劃二條路線
以維護探索學習的品質。一線是綠色生態之
旅，行經四草綠色隧道、台江文化中心、井
仔腳瓦盤鹽田及烏腳病紀念館；另一線以自
然科學為主題，走訪高雄科工館、駁二旋轉
橋及「奔跑吧！興國」闖關遊戲。

本期週六資賦課程包含：「旅行文學」
、「口語表達」、「專題課程」、「CLIL雙
語課程（學科內容和外語學習相結合）」、

「大新營小旅行」等24堂跨域素養課程。自然科學
之旅為國中部理化課程的延伸，帶領國一、國二學
生到高雄科工館，體驗學校難以取得的液態氮與十
分昂貴的超導體實驗—「急速『凍』感」，感受液
態氮的低溫及應用於超導體的磁懸浮現象，同學無
不驚呼連連！ 

因應寒流一波接一波的到來，在空曠的籃球場上體育課，不但寒風刺骨，流汗後若
未立刻擦乾容易感冒，學校在禮堂新增設6座籃球架，讓學生在寒冬中不用在室外上課
。以前學生練球都只能在戶外，如果天公不做美，就只能移師到室內進行戰術的講解。
現在禮堂增設籃球架，不僅體育課有更多場地可使用，球隊也多了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未來將不用受制於天氣練球了！

除此之外，校方還添購8台新型飲水機，鼓勵學生運動後多利用水壺裝水喝，不但
環保又省錢，還為自己的健康加分。

歡慶耶誕節
舉辦草地音樂會
為了慶祝聖誕佳節，本校於12月24日午後舉

辦「草地野餐音樂會」聖誕活動，學校自11月底
即開始著手布置環境，讓校園各個角落充滿濃濃
聖誕氛圍。活動當天現場設有美食及二手義賣攤
位，並由學生接力演出精彩節目，全校師生共度
了暖心的聖誕時光。

今年是第二年舉行「草地野餐音樂會」，表
演內容由校內海選出來的20組學生接力演出，操
場邊還有12個學生社團所擺設的美食攤位。學務
處則將募集到的二手物資進行愛心義賣，義賣所
得與學生社團攤位部分收入將捐贈給新營家扶中
心，希望能在寒冬中提供給需要幫助的孩子一些
援助。

逆旅‧一九四九　與您共讀戰後移民文學
「閱讀理解素養」是108新

課綱最重要的關鍵核心能力，為
激發學生的閱讀動機與文學素養
，本校國文科團隊與國立臺灣
文學館合作，於12月16日在校
內敬業大樓二樓舉辦「逆旅・
一九四九：臺灣戰後移民文學展
」開幕儀式，邀請全校師生共享
一場很有「眷村味」文學盛宴。

今年校園文學行動展，以「
眷村文學」為主要教學課程核心
，結合高一校訂必修「閱讀策略
與寫作」、高二加深加廣課程「

各類文學選讀」，深化學
生的閱讀素養能力。此外
，更開設「導覽解說課」
，培訓學生口語表達能力
，使其能帶領觀眾聚焦佈
展主題；及「戲讀文學課
程」，藉由小戲展演出因
戰亂而流亡的文人生命故
事。

此次校園巡迴特展和
新課綱的課程結合，跨領
域的延伸學習對學生是很好的資
源。透過自學課程專題，讓學生

學習統整資料，小組互助，是共
學、共好的具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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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陳昱豪老師帶領34名充滿期待
的高一及高二學生前往成功大學生科館，
參加成大生命科學系團隊為興國學生設計
的一日工作坊課程，透過與成大生科系
USR團隊簽立合作書，師生得以深入生物
醫學領域，提升學習深廣度。

活動當天由成大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
授兼企業關係與技轉中心—張志函主任的
講座「當生醫碰上工程」揭開序幕，生命
科學系講師陳少燕博士以氣候變遷是否會
影響植物上的微生物為引言，以植物次級
代謝物與酵母菌開啟一系列的實驗，讓學
生分組描述數據並推論結果。參與的同學
表示從來沒想過肉眼看不見的微觀世界對
環境的差異會如此敏感，非常感謝成大舉
辦這麼有意義的活動，不僅把課本知識呈
現在我們眼前，讓我們在探究實作與實地

觀察的過程中思索其奧妙，實驗結果更是
翻轉既定印象。在小組合作下，學生培養
觀察力，更激發在生科應用許多發想，打
開生物科技領域的這扇大門。在一整天知
識與科學活動的洗禮下，師生都非常期待
下一次的合作。

當生醫遇上工程
跨域學習「品嚐氣候變遷」專題實驗

陳少燕博士引導學生動手做「植物次級代謝物與酵
母菌」實驗

「逆旅・一九四九：臺灣戰後移民文學展」文學
行動展，在本校展出。

歡慶耶誕節，學生們展現青春活力，表演熱舞。

12月19日興國學子參訪北門烏腳病紀念館，與王金河醫師之女—王素音女
士合影留念。

興國高中學生開心地使用新型飲水
機。

適逢寒流來襲，興國高中學生迫不及待使用室內籃
球架。

鼓勵學生多運動多喝水
興國高中增設籃球架和飲水機

本校於12月5日辦理「110學年度入學家長說明會暨校園參觀日」，展
現興國辦學績效與學生學習成果。創意課程體驗、科學闖關活動、社團表
演和豐富的校園設施吸引家長及學生前往參觀，校方也介紹下學期將辦理
的優質住宿方案，獲得家長大力肯定。

以學生為中心的素養課程
為參觀當日闖關活動設計主軸
，活動共有12項闖卡，包括衝
吧羅伯特、鑽木生煙、科技大
觀園、智高積木等，都是學校
老師設計的多元課程。小六學
生們在體驗過程中驚呼連連，
認為興國與想像中的不一樣，
課程活潑多元，社團表演更是
一絕。參與的同學說，印象最
深刻是弦樂團的表演，曲目『
紅蓮華』是最夯的鬼滅之刃主題曲，太酷了！沒想到除了學業，還能兼具
興趣參加社團或樂團，讓我非常心動！

課程優 師資優 環境優
興國高中2.0打造優質教育

闖關活動—「鑽木生煙」興國學生自製科學玩具讓
參加學生體驗生活中的科學原理。

激發學習熱情和興趣

假日資賦課程展現108課綱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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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110.4)
興國星光 興光耀眼

科技類
◎2021嘉藥反毒與資安機器人競賽
【資安機器人青年組】
　第三名：賴勇辰、姜侑先
　佳　作：楊智驊、邱至熏、張語芯、林依靜
　　　　　李涵羽、林子瑄
◎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青少年機器人組】
　第三名：陳秉渝、吳文生
　第四名：姜侑先、林子瑄
　佳　作：邱至熏、林依靜
數理與自然科學類
◎第61屆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分區科
學展覽

【動物與醫學學科組】
　特　優：蘇川芸、陳致廷、張萱婷
◎2021年木橋載重創新設計競賽
【強度設計組】
　精準強度獎佳作：郭家宇、侯富喬、黃柏睿
　　　　　　　　　周庭安
◎第18屆JHMC國中數學競賽
【團體組】
　二等獎：陳竑勳、陳秉凱、朱字芸、黃竣騰
【個人組】
　一等獎：陳竑勳　二等獎：陳秉凱
　三等獎：朱字芸
◎109年台南市公私立國中數學競賽
　銀　牌：陳秉凱、陳竑勳
◎第17屆IMC國際數學競賽臺灣區初賽
【國中一年級組】
　三等獎：蔡碩宸　優等獎：蘇栩陞
【國中二年級組】優等獎：黃竣騰
【國中三年級組】優等獎：郭澐宣

【高中一年級組】
　二等獎：楊雲安　三等獎：施孟辰、方楚鈞
　優等獎：楊詠丞
【高中二年級組】
　一等獎：劉孟劭　三等獎：胡育翔
　優等獎：楊淞復、盧信宏、王怡惠、黃崇信
◎109學年度雲嘉南區國中數學能力競試
　佳　作：陳秉凱
◎2021年WMI國際數學邀請賽台灣區選拔賽
【七年級組】
　金牌(全國第18名)：林勤驊
　銅牌：洪瑄妤、岑金孟、徐宥銓、黃浩睿
　　　　陳彥名
【八年級組】
　銀牌：黃竣騰
　銅牌：何培靖、曾宥心、陳泓叡、賴宥承
　　　　梁僡芸、湯宥欣、姜侑先、熊家晨
【九年級組】
　金牌(全國第6名)：陳秉凱
　銀牌：陳竑勳　銅牌：林庭禛、沈冠霖、蔡昀晏
【十年級組】
　銀牌：賴家輝、施孟辰、方楚鈞
　銅牌：顏睿廷、楊雲安、董子嘉、江晨維
【十一年級組】
　銀牌：李昀哲、楊東展、陳琨翰
　銅牌：胡育翔、鄭豪逸、蘇川芸、白崇彣
　　　　呂心暟、郭宗翰
【十二年級組】
　銅牌：洪碩壑、翁兆邑、葉蓿葑
語文類
臺南市110年度市長盃語文競賽
◎原住民族語朗讀
【太魯閣族語】第一名：賴珮蓁
◎國語字音字形
【國一二組】第二名：許淯鈞
【國三組】第一名：黃懿芃
【高中組】優勝：顏睿廷、陳佩瑜

◎作文
【國一二組】第三名：洪綺霙
【國三組】第三名：李婕瑜
◎寫字
【國一二組】第三名：張詠婷
◎閩南語朗讀
【國三組】第二名：蔡硯筑
【高中組】第三名：張萓倢
◎國語朗讀
【高中組】第二名：陳寀涵
◎109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合格
【太魯閣族語-中級】梁星寰
【泰雅族語-中級】賴珮蓁
◎第十六屆齊揚盃全國高中職辯論比賽
【全國高中職組】冠軍
　參賽選手：王人禾、王　渝、黃琳婷、藍瑞秋
　　　　　　邱碩邦、詹子瑩、黃淳俊、張翊信
　　　　　　林育嫻
【最佳辯士】邱碩邦
藝術類
◎台南市109年度「青少年認識國防」書藝比賽
【書法類-國中組】第三名：張詠婷
◎109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版畫類高中職普通班組】佳作：張瑋哲
【水墨類高中職普通班組】佳作：吳紹綺
體育類
◎全國中等學校健美健身錦標賽
【高中男子形體組170公分級】冠軍：翁政恩
【高中男子健美組75公斤級】冠軍：翁政恩
◎109年臺南市中小學柔道錦標賽
【高中女生組第七級】冠軍：李育彤
◎110年台南市中等學校籃球對抗賽
【高中男子組】第6名
　參賽選手：莊東祐、蘇昱憲、黃俊馭、吳承霈
　　　　　　張仁懋、陳威龍、蕭榳彣、涂茂耀
　　　　　　黃紹群、沈彥彤、蔡宜廷、黃震麒
　　　　　　張耀友

～繁星放榜～

本校錄取國立頂尖大學人數創新高
110學年度大學繁星計畫推薦3月

17日放榜，本校有60位學生榜上有名
，成果表現亮眼。通過醫牙系第一階
段共有6人，國立大學錄取人數高達26
人，其中更包含台清交成政等頂尖大
學，全校師生同慶。

錄取國立頂大校系的則有：顏子
茵－臺大社會工作學系、姜嘉濠－臺
大土木工程學系、黃㴛宸－清大化學
工程學系、蔡世寬－交大材料科學與

工程學系、蔡旻軒－成大材料科學與
工程學系、張倖瑜－政大財政學系，
國立大學和醫牙學系人數佔錄取總人
數53%，交出亮麗成績單。

110學年度繁星推薦志願的選填過
程，學生皆能依自己的興趣做最適合
校系的抉擇，而學校以適性輔導立場
，視學生的生涯規劃為唯一考量，上
榜的學生們都欣喜不已。

繁星放榜，興國高中60學子摘星成功。

興國高中獲准設雙語國際實驗班
打造未來接軌國際人才

為了呼應2030雙語國家政策，
教育部推動高中雙語實驗班計畫，本
校為首批通過教育部核定「110學年
度高中雙語國際實驗班」學校，預計
110學年度招收第一屆學生45人。興
國以打造六年一貫雙語國際學校為願
景，目標成為南部的標竿學校，透過
優質多元的課程，接軌國際的雙語教
學，創造學子黃金學習履歷，培育走
向世界的國際人才。

為落實雙語教學，本校提升雙語

國際實驗班課程英語
授課比例，高一會有
五成，高二達六成，
高三可達七成全英語
比例，全面提升學生
的英文「聽、說、讀
、寫」實用能力，同
時亦開設國際文化理
解課程，增進學生的
國際溝通能力與國際
視野。

本校亦向美國大學理事會(Col-
lege Board)申請AP(Advanced 
Placement)課程認證，未來將開設
AP課程，也就是美國與加拿大大學
部大學一年級先修課程，讓參與學生
未來可抵免美國、加拿大大學學分，
在國內外升學無煩惱。此外也將在疫
情趨緩後透過國際教育旅行、暑期海
外遊學團與國際姊妹校交流，拓展學
生的國際視野。

興國高中「110學年度高中雙語國際實驗班」，預計110學年度招
收第一屆學生45人。



校園藝術特展──
愛與美的專賣店•夏卡爾
本校首次

參與廣達游於
藝計劃，於2
月23日在校內
敬業大樓二樓
舉辦「夏卡爾
藝術特展」主
題開展活動，
由國文科陳芬
琪與李軍慧老
兩位老師規劃
，以「家鄉記憶」、「在地美學」為核心，加入人文藝術
科羅苡誠老師、歷史科余和穎老師，共同規劃一系列班級
閱讀素養課程，邀請全校師生共享美的饗宴。

為籌備開展，校方自半年前即甄選招募志工，以「導
覽解說課」培訓學生口語表達能力，結合高一校訂必修「
閱讀策略與寫作」課程，理解藝術家的時代背景、文化特
色，再整理完成導覽稿，為能帶領觀眾聚焦佈展主題做十
足的準備。

開展茶會以小戲展演開場，結合高一「戲讀文學」的
選修課和「pose劇」的設計，串聯畫作故事，讓觀眾認
識夏卡爾的生命情調及該時代的世界樣貌。興國弦樂團學
生林友容、王宥謙演奏「埃及王子」主題曲，呈現畫作最
具代表的小提琴演出。最後以「我愛夏卡爾」的歌唱表演
，為「夏卡爾校園藝術特展@興國」溫馨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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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課綱以「核心素養」為課
程發展的主軸，強調學習應該與生
活經驗作結合。「閱讀素養是什麼
？對孩子有何影響？」本校特別邀
請「PaGamO線上學習平台」及「
PaGamO素養品學堂」創辦人台大葉
丙成教授蒞校分享，面對新課綱應如
何培養閱讀素養，給孩子一雙學習的
翅膀，獲師生及家長熱烈迴響。

閱讀絕不是把一本書或一篇文章
看完即可，葉教授說還需要訓練三種
能力：擷取資訊、統整解釋、省思評
鑑，現在大考皆以素養題型為主，學
習已不再是侷限於課本內的東西。他
以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頒布的數學
素養範例題型為例，長文閱讀題型是
將文字、圖表、數據等生活情境訊息
應用在各科測驗中，考的是學生解決

問題的能力，而非僅考知
識而已，對國高中師生的
來說都是很大的考驗。如
何從大量的圖文訊息中，
善用這三種能力，找出正
確和有用的資料，經由反
思和統整後方能有效解題
。尤其21世紀是資訊爆
炸的時代，自主學習能力
的與跨領域處理資訊能力的根本正是
閱讀素養。

葉教授提到牛津大學研究指出未
來20年，工作穩定將不復存在，也就

是有47%的現有工作將消失，這個世
代的學子必須培養未來關鍵的競爭力
，也就是自主學習的能力，才能面對
未來這個世界所有的挑戰。

葉丙成教授於本校演講，與台下聽眾互動良好，大家反應熱絡。

提升大新營地區棒球風氣
本校棒球隊正式成軍

棒球是風靡各年齡層的國
民運動之一，為打造新營地區
K-12棒球計畫，新進國小林良
駿校長日前偕同該校家長會長
及臺南市李宗翰議員，拜訪興
國高中黃向吟校長及棒壘社指
導老師陳昱豪，提出「推動三
級棒球計畫書」，希望讓棒球
運動能在新營落地發光發熱。

興國高中國高中部皆設有
棒壘社，國中部多數球員在直
升高中部後，成為棒壘社的主
力，近年來也積極參與黑豹旗
與南區高中棒球聯賽，109年度

更拿下總統
盃臺南市預
賽第一名，
獲全國前八
強的佳績。
興國棒壘社
主要是利用校內選手培訓課程
時間進行訓練，也經常進行國
高中部的對抗賽。自國中端訓
練棒壘球的基礎動作並建立觀
念，在高中端成熟發光，具有
自己的傳承體系。

未來將規劃棒球隊的入隊
獎學金，包含針對家境清寒學

子的清寒獎學金與透過甄選評
定的技優獎學金，以吸引新營
地區對棒球有熱情的小六及國
三學生，本校將規劃定期在寒
暑假舉辦棒球集訓營，並舉辦
地區邀請賽，促進地方棒球及
運動風氣，創造新營的棒球熱
潮。

學生輪番上場精彩獻藝
校園音樂會圓滿落幕

為了給愛好表演的學生一個揮灑青春的舞台
，使學生從中得到珍貴的藝術實踐體驗和經歷，
本校每年固定舉辦校園音樂會，今年在學生殷切
期盼下復辦，於4月16日下午舉行「春  嬉遊」校
園音樂會，學生的熱情演出，也獲得台下觀眾的
熱烈掌聲。

校園音樂會由國二梅學宏帶來的電音表演熱
力開場，接下來由多組學生團體帶來時而溫柔似
水時而熱情奔放的表演，其中演唱「彼個所在」
的周詩敏表示，想要將這首歌獻給在月初太魯號
出軌事件中的罹難者，希望他們在天上的「彼個
所在」，能夠好好照顧自己。節目的最高潮是由
國一的學弟妹帶來的甜蜜對唱「私奔到月球」，

台下的學生們在欣賞美好的歌聲時，也不忘以熱
烈掌聲及歡呼聲回應台上的表演者。壓軸由高二
周禾豈帶來「我是你的bling bling」為今年的校
園音樂會畫下完美的句點，全場一起跟著台上表
演者盡情搖擺身體，相約明年演出再見。

感謝所有幕前幕後參與表演的學生們，無論
在各項競賽或特殊才能上，都有傑出表現，學校
也致力於提供舞台讓學生盡情發揮。

興國高中棒球隊正式成軍。

興國高中校園音樂會，全場學生熱情參與，隨著台上表演
者盡情搖擺。

學校為了鼓勵學生多閱讀，進行圖書館搬
遷作業，並於1月11日下午舉行圖書館暨自主學
習空間啟用典禮，與會的師生見到新的圖書館，
驚呼連連，直說以後一定要善用空間，有些老師
立刻預約月考後，帶全班學生到圖書館感受文青
氣氛。

考量到原本的圖書館隱身於校園角落的四
樓，學生常因下課時間有限，擔心因借書而上課
遲到，因此打消借書的念頭。校方因此打通中興
一樓的三間教室，重新粉刷裝潢，整體空間更加
寬廣，離學生主要活動範圍更近，不但方便借閱
書籍，更增設自主學習空間，讓學生更享受在館
內閱讀的氛圍。

學生表示新的圖書館室內搭配黃光，感覺
既柔和又溫馨，再加上圖書館主任的巧手布置，
處處都充滿了驚豔感。館內還增加了自主學習區
，以後就可以和同學相約到這裡討論報告，感謝
學校提供美好的讀書環境，讓學生可以彼此分享
閱讀的喜悅。

興國高中打造全新圖書館，營造溫馨優雅氛圍，提升學生
閱讀習慣。

師生接力搬書趣
圖書館改頭換面

學測成績亮眼
數學頂標人數逆勢成長

110年度學測成績公布，本校表現優異。學測成績五科
達70級分以上有4人，自然組四科55級分以上有5人，自然
組四科達50級分有21人，自然組四科達44級分有46人。今
年的數學科題目難度大增，但本校達到數學頂標人數卻逆
勢成長，校方特別頒發獎學金，獎勵這屆高三學生。

本校強調六年一貫全人培養的教育，很高興高三學生
學測繳出亮眼成績。特別感謝所有任課教師和高三導師們
的辛苦付出，也肯定高三學生在學業上的精進和努力，校
方預祝學生們在接下來的繁星推薦和申請入學皆能錄取自
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學。

興國高中110年度學測自然組四科44級分達46人，校方頒發獎金祝賀。

小戲展演：以夏卡爾的畫作串演故事。

興國季刊

給孩子一雙學習的翅膀
興國高中邀葉丙成教授談閱讀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