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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國一新生

報名對象

國小六年級同學

獎學金資格之學科能力競試
測驗日期 111/11/20(日)

上午8:20-11:40
測驗科目

國語、數學
考試範圍
國小五年級及六上
第一次定期評量學習範圍

簡章

•報名方式：
1.通訊報名：報名表郵寄『730台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86號，興國高中教務處收』

2.紙本報名：至本校教務處現場報名或填寫報名表交

由本校教師帶回報名。

3.傳真報名：06-6335765 
4.聯絡電話：(06)6352201轉1101或1109
5.網路報名：於興國高中首頁-活動報名專區報名。 

  學校網址：http://www.hkhs.tn.edu.tw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1年11月15日(二)止。

•自備文具：2B鉛筆、橡皮擦。(劃卡)

•試場編號：本校將寄送准考證通知家長及學生。

•到校方式：
家長親自接送或搭乘本校專車。 ※各路線專車停靠站及時間表，

預計於111年11月16日(三)起上網查閱。

發現孩子們的亮點
興國高中1962年創校，在教育政策由舊制
聯考到108新課綱的創新變革，我們也從
升學取向到培養孩子們的多元能力，發現
每一位孩子的亮點，並持續朝向以人為本
的教育目標邁進。

小決定成就大夢想
111年11月20日(日)有趣的校園開放日，
也是小六獎學金資格之學科能力競試的日
子！這一天來認識你所不知道的興國吧！
有多元社團、學習成果發表、科學闖關、
球類趣味競賽等活動。在這裡，你可以找
到未來K書的好夥伴，也能認識多才多藝的
學長學姊，小小的決定成就未來大夢想。

深耕教育×在地典範 

測驗地點

興國高中
（台南市新營區大同路86號）

招生中心陳主任
0917-88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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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高中
校園參觀日

精彩的校園闖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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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性質
配合新課綱，強調素養
導向，實作與探究的課
程，增加學習力。

活動報名
【興國高中】首頁→活動
報名】專區，線上報名。

  繳　費
可先至興國高中教務
處繳費，或活動當天
現場繳費。

地點/興國高中

地點/興國高中

對象/小五.小六同學

科學實作營
智高積木
科學實驗
生物實驗

500元(含午餐) 500元(含午餐)

興國高中2022
國小優質營隊

國小雙語營

雙語生物實驗
雙語籃球

11/05(六)
8:00　16:10

10/15(六)
8:00　16:10

▲ ▲

國一入學說明會
主題／
六年一貫課程、資優方案課程
雙語學程、資賦課程、檢定課程
選手培訓、線上資源配套等介紹

1.第一場08/06(六)09:00-10:30

2.第二場10/15(六)14:30-16:00

3.第三場11/05(六)14:30-16:00

4.第四場11/20(日)

  08:40-09:20/10:50-11:40(小六評量當天)

5.第五場12/17(六)14:30-16:00

日　　期

活動名稱

課程内容

費　　用

◎國一入學說明會報名：【興國高中】 首頁→【活動報名】專區，線上報名。
◎歡迎小六家庭【預約到校參觀】或【預約家訪】介紹本校課程。
◎預約專線：06-6352201#1101.1109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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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頂大
選擇興國選擇興國

國中部特色
★扎實的學科能力，10%的同學【國中會考】達5A以上。(全國平均8%)
★亮麗的升學成果:
　110年國三會考5A10+有3位：郭澐宣、陳秉凱、邱琮憲。
　111年國三會考5A10+有3位：許淯鈞、蘇微宸、蔡沁彤。
　110年高三應屆：李語心-中山醫醫學系、李姵瑾-長庚醫學系、周馨慧-慈濟醫

學系。
　111年高三應屆：楊易樺-中山醫牙醫學系、張閔堯-臺大資工系、蔡旻翰-臺大

森林系、許珮綺-臺大法律系、劉孟劭-臺大獸醫系、郭宗翰-臺大化工系。
★每週1節【作文課】，目標會考作文6級分。
★每週1節【英會課】，外籍教師週週上課。
★CLIL【雙語學程】，外師全美語教學。 
★【競試數學】專業師資加強培訓。
★【彈性課程】最多元，主軸國際視野和創客教育。
★50多項【選手培訓】，競賽常勝軍，如科展、獨立研究、機器人、語文競賽、

英語讀劇、美展、獨輪車、球類比賽等。
★【資優方案】培訓資優生學科加深加廣和加速。
★寒暑假【資賦課程營隊】訓練科學實作力和口語表達力。
★國一課輔英數分組跑班，國二國三【英數分組】適性教學。
★假日【檢定課程】，多益、全民英檢初級班，全美數學AMC8、AMC10。
★11個國中【社團】，手工藝社、創意氣球社、熱舞社、壘球社、羽球社、籃球

社、排球社、桌球社、機器人社、桌球社、影像故事社。
★每年【校外教學】，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
★線上教學資源配套:翰林學院、PaGamO素養品學堂。

招生中心陳主任 0917-883310



興國星光　興光耀眼
　　  科技類
◎2021年RoboRAVE臺灣公開賽機器

人大賽
【Line Following 循跡挑戰】
　第一名：賴宥全、楊昆霖、李凱湋
　第二名：王馨文、鄭裙薇、黃品柔、吳

宣賦
【AlpineBot 爬坡機器人挑戰賽】
　佳作：郭成恩、王明瀚、陳秉凱、劉

語雯
◎臺南市110年度智慧城市AI機器人創

意競賽
【國中組救難英雄】
　第一名：陳秉渝、蔡碩宸、吳文生
　佳作：施傑熏、林柏謙
【高中組救難英雄】
　第一名：賴宥全、李凱湋、楊昆霖
【高中組洞燭先機】
　第二名：郭成恩、陳秉凱、王明瀚
◎臺南市110年度中小學SCRATCH暨機

器學習AI程式設計競賽
【國中Scratch一般組】
　第五名：林彤芯、吳文生
◎2021雲端職業證書挑戰賽
　雲端發明家獎：陳孟蔚
◎2022FRC機器人區域大賽
　新秀全明星獎：李晴、胡劭瑜、楊舒宇

、蔡欣曄、莊秉章、王柏翰、洪碩謙、
劉語雯、蕭渝庭、王力成、郭澐宣、陳
秉凱、王馨文、李凱湋、郭成恩、沈妤
蓁、王明瀚、賴宥全、王閎申、張永承
、黃品柔、吳宣賦、許婷婷、楊智驊、
林聖達、張嘉修、陳建愷

◎2022WRO雲嘉南AI智慧機器人校際
盃選拔賽

【高中職組】
　第一名：郭成恩、王明瀚、鄭定綸

       數理與自然科學類
◎2021思源科學創意大賽Plus
【旋轉馬戲團】
　金牌獎、特別獎—最佳創意關卡獎-應用

科學：張閔堯、胡育翔、楊易樺、黃崇
信、賴朝岳、王宥謙

◎2021第四屆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
【探究賽題二：光學管】
　銀獎：張閔堯、楊易樺、黃崇信、王宥

謙、胡育翔
◎第二屆遠哲科學探究文創競賽活動
【科學寫作組】第二名：黃冠廷、張琬愉

、許紫瑩

◎第27屆遠哲科學趣味競賽活動
【南區】第五名：程翊凱、蔡昀晏、鄭兆

廷、林暐程、黃委弦、戴子翔
◎110學年度第四區學科能力競賽
【物理】第三名：張閔堯；佳作：李昀哲
【地科】第四名：楊雲安
【數學】佳作：劉孟劭
【化學】佳作：胡育翔
【生物】佳作：張祐銓
【資訊】佳作：楊東展、賴朝岳
◎110學年度學科能力競賽物理科決賽
　特別優秀獎：張閔堯
◎第61屆臺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科展
【國中組數學科】
　佳作：黃宥富、簡岑宇、王宥鈞
◎第62屆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科展
【國中組生物科】第三名：鍾昕、洪瑄妤
◎第62屆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

學校第5分區科學展覽會
【工程學科組】佳作：鄭兆廷
【動物與醫學學科組】
　佳作：黃涵渝、李翊甄、蔡承叡
◎2021年第23屆台灣區高中數學競賽

TRML高雄區賽
　優良：白崇彣、張閔堯、胡育翔、劉孟

劭、黃崇信、呂心暟、楊東展、賴朝岳
、賴炳鈞、李昀哲、岳朝涵、陳峟銡、
楊淞復、姜秉翰、林詡宸

◎第十九屆JHMC國中數學競賽
【臺南地區－團體】
　三等獎：黃竣騰、賴楫翔、陳泓叡、

林依靜
【臺南地區－個人】
　二等獎：黃竣騰；優良獎：陳泓叡、

林勤驊
◎台南市110年度公私立國中數學競賽
【七年級組】銀牌：王信鈞；銅牌：陳

軒銘；佳作：吳桓毅
【八年級組】金牌：林勤驊；佳作：岑

金孟
【九年級組】佳作：黃竣騰、許淯鈞
◎第18屆IMC國際數學競賽臺灣區初賽
【國中一年級組】
　參等獎：葉一頡
　優等獎：柯彥宏、廖貫辰、黃城皓
　優勝獎：黃昱凱、張信春、陳竑寯
【國中二年級組】
　優等獎：黃俊瑋、吳彬碩
　優勝獎：蔡碩宸
【國中三年級組】
　貳等獎：許淯鈞
　優等獎：吳宗穎、黃竣騰
　優勝獎：蘇栩陞、林子瑄

【高中一年級組】參等獎：黃信昇
　優等獎：郭澐宣、邱靖媗
◎第18屆IMC國際數學競賽臺灣區複賽
　銅牌獎：黃俊瑋、林勤驊、陳秉凱
　優等獎：葉一頡、吳彬碩、陳秉渝、黃

信昇、施孟辰
◎2021年11月AMC10/12 A/B
　榮譽證書：劉孟劭、王怡惠、方楚鈞、

黃㻃維、施孟辰、陳秉凱

　　  語文類
◎110學年度臺南市國語文北區預賽
【國語字音字形－高中組】
　第三名：顏睿廷；優勝：吳定睿
【國語字音字形－國中組】
　第一名：蕭辰祐；第二名：林展頡
【作文－高中組】第二名：許珮綺
【作文－國中組】優勝：洪綺霙
【寫字－高中組】優勝：許湘苡、邱若筠
【寫字－國中組】
　第三名：馮可維；優勝：蔡宗諺
【國語朗讀－高中組】第二名：劉又齊
【國語朗讀－國中組】
　第二名：陳佳妤；優勝：楊意禛
【國語演說－高中組】第三名：陳妍伶
【閩南語朗讀－高中組】
　第三名：蔡硯筑、鄭筠諠
【閩南語朗讀－國中組】
　第二名：翁鉦承、第三名：林宥誠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高中組】
　第一名：蘇珊；第二名：曾于恩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國中組】
　第一名：李慧禎
◎110年臺南市國語文競賽決賽
【原住民族語朗讀－太魯閣語－國中組】
　第一名：賴珮蓁
【國語字音字形－國中組】
　第三名：許淯鈞；優勝：蕭辰祐、林展頡
【國語字音字形－高中組】
　第二名：顏睿廷；第三名：黃懿芃；優

勝：吳定睿
【作文－國中組】
　第三名：洪綺霙；優勝：翁芮翎
【作文－高中組】
　第一名：蔡卓宏；優勝：許珮綺
【寫字－國中組】
　第一名：張詠婷；第二名：蔡宗諺；優

勝：馮可維
【寫字－高中組】優勝：許湘苡、邱若筠
【國語朗讀－國中組】
　優勝：廖姸安、楊意禛、陳佳妤
【國語朗讀－高中組】
　優勝：陳寀涵、劉又齊
【國語演說－國中組】優勝：鄭天晴

110學年度競賽　榮譽榜



興國星光　興光耀眼
110學年度競賽　榮譽榜 110.08~

111.07
【國語演說－高中組】
　第一名：朱字芸；優勝：陳姸伶
【閩南語朗讀－國中組】
　優勝：翁鉦承、林宥誠
【閩南語朗讀－高中組】
　第三名：張萓倢、鄭筠諠；優勝：蔡硯筑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國中組】
　第一名：李慧禎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高中組】
　第一名：蘇珊、曾于恩
【客語朗讀－國中組】優勝：曾詩筑
◎臺南市國語文競賽團體成績
【北一區預賽國中組】第一名：興國高中
【北區預賽高中組】第一名：興國高中
【全市決賽第1類組國中組】
　第三名：興國高中
【全市決賽第1類組高中組】
　第一名：興國高中
◎110年全國語文競賽
【國語演說－高中組】特優：朱字芸
【寫字－國中組】甲等：張詠婷
【太魯閣語朗讀－國中組】優等：賴珮蓁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高中組】優等：蘇珊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高中組】
　甲等：曾于恩
◎111年度臺南市市長盃語文競賽
【英語演說－國中三年級A組】
　第一名：傅家嫺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高中組】
　第二名：曾于恩　第三名：蘇珊
【寫字－國一二組】優勝：蔡宗諺
【寫字－國三組】第一名：張詠婷
【國語字音字形－國中組】
　第一名：許淯鈞　第三名：蕭辰祐
【國語字音字形－高中組】
　第三名：黃懿芃
【作文－高中組】第二名：李婕瑜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梯次組別：1101015】甲等：蘇川芸
◎第15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台南區初賽
【臺南區初賽－七年級組】第四名：谷勵
【嘉義區初賽－七年級組】
　第四名：徐瑞廷 
　佳作：蔡侑耘、蔡宇喬
【嘉義區初賽－九年級組】佳作：莊茹淇
【雲林區初賽－七年級組】
　第一名：陳彥輔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梯次組別：1101010】
　特優：陳妍伶、王奕喬
　優等：王祉喬
　甲等：謝杰紘、郭澐宣、洪碩謙、許湘苡
【梯次組別：1110310】
　特優：蔡宜蓁、李婕瑜、張語庭

　優等：黃冠廷
　甲等：莊采妮、蘇昱憲、林昀臻
◎臺南市110年度公私立國中獨立研究

競賽人文社會類
　第二名：陳怡蒨、高裕森
　第三名：蔡雅弦、林宥誠、陳軒銘
◎2021年全國冬季大會考CWT中文檢定
【語文菁英獎】李婕瑜
◎臺南市110年度推動本土教育競賽
【小小解說員】第三名：簡岑宇、張詠婷
【魔法語花一頁書】佳作：連子晴
◎110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作文比賽
【南區】優勝：郭宸瑋
◎110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演講比賽
【南區】佳作：陳昕宜
◎臺南市110年度國中英語文競賽
【讀劇】
　優等：黃宥富、簡岑宇、吳彬碩、洪綺

霙、李慧禎、鄭天晴、黃子綺
【團唱】
　優等：林彥妤、傅家嫺、王子秦、曾子芸
【說故事】優等：張詠婷
◎Cool English英聽X文法大師比賽
　英聽文法大師獎：許瑋珊
◎Cool English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

識王比賽
　英語資安精英獎：許瑋珊
◎Cool English 資安王比賽
　資安王獎：蔡侑耘
　特別資安獎：楊意禛、許淯鈞
◎110年度Cool English口說達人比賽
　口說達人獎：黃宥富、陳邑睿、楊意禛

、李宜芳
◎111年度Cool English自主學習活動
　自學菁英獎：許瑋珊
　口說菁英獎：許瑋珊
◎110學年度布萊斯學院英文朗讀比賽
　優勝：李亦晴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比

賽區域決賽
【南區】二等獎：張閔堯　
【南區】三等獎：顏睿廷
◎多益檢定考試
　夢幻金色證書：張閔堯、蘇川芸、洪慈

憶、李昀哲、洪碩謙、許珮綺、林羿彤

　　  藝術類
◎臺南市110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西畫類－國中組】
　第二名：王信鈞；佳作：羅婕語
【書法類－國中組】
　第二名：朱品蓁；佳作：康家瑄

【書法類－高中組】
　佳作：許湘苡
【平面設計類－國中組】
　第二名：沈筱筑；第三名：吳奇軒
【水墨類－國中組】
　第三名：王信鈞；佳作：顏丞脩
【水墨類－高中組】
　第三名：許湘苡
【漫畫類－國中組】
　佳作：陳軒銘、張馨予、莊茹淇
【版畫類－國中組】
　佳作：陳宥蓁、王重茗
【版畫類－高中組】
　第一名：張瑋哲
◎110學年度深耕學校家庭教育學生主

題創作甄選
【小書繪本類－國中組】
　特優：鄭天晴；優等：鄭智謙
【平面設計類－國中組】
　佳作：陳軒銘
◎11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國中普通班組】
　佳作：沈筱筑
【水墨類－國中普通班組】佳作：王信鈞
◎臺南市111年度正向心理健康創意圖

畫設計比賽
【國中組】特優：王信鈞
◎臺南市111年度第九屆關愛親長『愛

在疫情蔓延時』圖文徵選比賽
【國中組】佳作：王信鈞
◎臺南市111年度校園CEDAW日四格

漫畫徵選活動
　佳作：王信鈞
◎中華民國第53屆世界兒童畫展總決選
　佳作：羅婕語

　　  體育類
◎臺南市110年獨輪車錦標賽
【國中組女生IUF迴旋礙賽(12*15公尺)】
　第二名：蘇歆蕾
【國中組男生撥輪競速30公尺】
　第一名：蔡雅弦
【國中組男生單腳競速50公尺】
　第一名：蔡雅弦
【國中組男生競速100公尺】
　第一名：李成乙
【國中組男生競速200公尺】
　第二名：林育生
【國中組男生單人花式競技】
　第二名：蔡雅弦
【國中組男生400公尺接力】
　第二名：蔡雅弦、林育生、李成乙、

林鉑翔



多元社團活動

桌遊社(國中)

機器人社(國中)

聖誕節

籃球社(國中)

棒壘社(高中)

國中部社團
手工藝社、創意氣球社、熱舞社、
籃球社、排球社、壘球社、羽球社
、桌球社、機器人社、桌遊社、影
像故事社
 

高中部社團
熱門音樂社、吉他社、流舞社、棒
壘社、籃球社、模擬聯合國、韓文
社、日文社、春暉社、科學研究社
、資訊應用社、飯醉集團社

豐富校園活動
校園音樂會
樂器演奏、搖滾樂、抒情樂、卡拉
OK等音樂人的展演。
 

校慶
舞蹈表演、園遊會、電競、籃球、
排球、拔河等各種運動賽事。
 

聖誕草地音樂會
聖誕市集結合舞蹈、唱歌、才藝表
演的聖誕活動。

校慶

校園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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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高中各年段戶外教學特色行程興國高中各年段戶外教學特色行程
(實際行程可能因應該年度狀況進行微調)

高三
火車南迴線之旅，花蓮遠雄海洋公園，
東大門夜市，台東三仙台，池上騎腳踏車。

高二
六福村，台北城市探索，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漆彈對抗、烤肉）

高一
墾丁社頂公園大地遊戲，南灣沙灘沙雕比賽，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高雄港遊艇遊覽。

國二
新竹老頭擺農場（漆彈、走鋼索、客家文化體驗、烤肉)，
台中夜市，麗寶樂園。

國三
宜蘭傳藝中心，
台北信義區自由行，六福村。

國一
台中大甲葵海休閒農場（焢窯、划船、泥岸抓螃蟹)，
九族文化村。



環 境 優

課 程 優

師 資 優

升學輔導前進頂大
教師豐富專業經驗輔導學生，錄取頂大成效
卓越。

年輕活力專業師資
教師教學方式多元，組成跨領域專業社群，
研發創新多元課程與校園活動。

導師入班隨時關懷
親師生溝通順暢，另有聯絡簿、家長群組等
溝通管道。

●導師入班-關懷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導師入班-關懷學生的學習與生活

●升學面試輔導●升學面試輔導

國中：競試數學、雙語學程、國際視野、創客教育
　　等。

高中：成立雙語國際實驗班、自然探究實驗班，開
　　　辦多元選修課程、微課程、興國講堂、大學
　　　校系參訪活動等。
高國中：六年一貫課程、選手培訓課程、資優方案
　　　課程、假日檢定課程、寒暑假資賦營隊等。

自主學習空間：適合閱讀和參與講座。
生活館：提供健康餐飲，舒緩學習壓力。
宿舍：管理佳，免通勤，提供課業輔導。

●六年一貫傳承-
　高中FRC指導國中FLL
●六年一貫傳承-
　高中FRC指導國中FLL

●選手培訓-2022思源STEM
　創意大賽榮獲金牌獎
●選手培訓-2022思源STEM
　創意大賽榮獲金牌獎

●宿舍新床組●宿舍新床組

●生活館(福利社)●生活館(福利社) ●自主學習空間適合閱讀●自主學習空間適合閱讀

●選手培訓-國中英語讀劇
　榮獲臺南市110年度優等
●選手培訓-國中英語讀劇
　榮獲臺南市110年度優等

●雙語-外籍教師指導學生●雙語-外籍教師指導學生
堅強的師資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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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興國人粉專 興國高中首頁 興國高中LINE官網

730台南市新營區大同路86號
請洽：招生中心陳主任 0917-883310 

興國高中
南臺灣最精緻完全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