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FRC8790團隊榮獲2022年FRC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台灣區賽「新秀全明星獎」，學生秉持感恩回饋
的心，規劃於8月22日到25日舉辦FRC體驗營，希望藉著舉辦
暑期營隊的方式推廣STEAM教育，讓更多對FRC有興趣的國
高中生受益。

由於團隊隊員去年參與過南科實中主辦的FRC暑期訓練
營，在當中獲益良多，學習到很多相關知識，因此今年獲獎
後，團隊便自主發想籌備暑期體驗營，從撰寫企劃書到實際
模擬課程執行，希望能在有限資源下辦理最高品質的營隊，
讓每位參與營隊的學員都能夠從做中學，學中做，激發學員
對STEAM的興趣及潛能，學習到有別於課堂上所學的知識。

FRC機器人競賽考驗著團隊合作、機構製作、程式設計
等能力，也培養學生行銷、公關、商業管理等技巧，所以興
國高中FRC體驗營內容精彩可期。

歡慶60週年校慶
學子創意進場展多國文化

本校自1962年創校，至今已經歷一甲子的
歲月，本校於本(11)月12日歡慶創校60週年，
市長黃偉哲親自錄製祝福影片，期許學校秉持
「興」學報「國」的宏願，致力發現每一位孩
子的亮點，並持續朝向以人為本的教育目標邁
進。

興 國 高 中 黃 向 吟 校 長 表 示 ， 學 校 創 校60
年，歷史傳承的意義非凡，感謝當天蒞臨學校
參與活動的各界貴賓，共同見證興國創校一甲
子的風華。校慶的活動主題為「興國創校一甲
子，璀璨閃耀一輩子」，系列活動包含有「校
慶標題 LOGO 組合設計甄選」，吸引了校內學
生踴躍參賽，最後由國二4班王信鈞的作品脫穎

而出。
「興國之星，祝福之心」，邀請各領域的

傑出校友為母校獻上生日祝福，並於當天回母
校團聚，期望增加校友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凝
聚校友的向心力，成為興國高中校務發展的強
力後盾之一。「國際嘉年華」，以國際文化為
主軸的創意進場，各班依據不同國家的特色製
作道具及服裝並設計表演，於校慶時展現創意
進場，包含臺灣的台客文化和原住民舞蹈、濃
濃夏威夷風情的草裙舞、美國的迪士尼公主們
互尬rap等，整個過程宛如一場熱鬧非凡的國際
嘉年華，各班精彩的表演也贏得全校師生及來
賓的熱烈掌聲。

推廣STEAM教育
FRC8790

舉辦暑期機器人體驗營

興國高中60週年校慶，學生們以充滿熱情活力的創意進場表演揭開序幕。

興國高中FRC團隊將舉辦暑期體驗營，推廣STEAM教育，讓更多國高中生
了解FRC競賽。



為提高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建構科學概念，本校化學科
教師黃淑芬於102年發想並建置「科學魔法教室」，並於隔年
舉辦第一屆科學魔法闖關週，以不同年段主題式、科玩類、益
智魔術類等科學闖關遊戲，搭配集點換科學小玩具活動，讓校
內學生透過「參與」、「探索」的階段主動學習科學相關的知
識，備受學生好評。

今年活動更推陳出新，辦理第一屆「線上校園實境解謎」
活動，以黑死病蔓延的佛羅倫斯作為起點，邀請玩家們扮演生
活在黑死病時期的落魄貴族，運用自然科學及社會人文知識，

展開一場橫跨東西方的奇幻旅程。
黃淑芬老師提到，當初想建置科魔教室，是希望能在校

內設置一個開放式、探索式的空間，讓學生主動學習，實踐做
中學、學中做的精神，並在每年5月底舉辦科魔闖關週，培訓
校內準大學生擔任關主，發揮學思達的精神，從設計關卡、練
習操作到解說遊戲內容，都由學生一手包辦，而她則是擔任最
終把關的角色，找出可能的問題，讓學生們加以改善。首屆校
園實境解謎的緣起，則是黃淑芬老師給學生們的「黑水詛咒」
QRcode，讓學生們了解原來善用表單就能做出解謎遊戲。

本校於本(7)月8日舉行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線上
發表會，邀請鄰近高中職共同參與，發表會由嘉
義大學電子物理學系蘇炯武教授、中山大學財管
系唐俊華副教授、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容造型設
計系沈士展講師、及簡報業師江樵老師擔任評審
講評，讓學生在修正報告和計畫內容有更明確的
指引和提點。

今年的發表會雖因疫情影響而改成線上形
式，但也打破時空的限制，讓更多的師生及家長
參與。參與發表會的各組學生更是絲毫不敢鬆懈
地認真準備，期望學習成果能被教授們肯定。

本校共派出兩組學生代表參加成果發表會，
第一組為呂金峰和胡嘉予，兩人因為投入思源科
學競賽而延伸出自主學習主題－－「科學連動關
卡」。第二組則是由李月馨和吳偲綺以｢小心謹

『腎』｣為題，討論現代人文明病產生和生活習慣的關係。
藉由成果發表，學生之間可以相互交流觀摹，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媒

介。今年各校分享的主題多元，包括實作、美感藝術、生活美學、社會議
題、餐飲及生活藝術，有醫療理工的知性領域，也有五感美學的生活領域，
非常能展現學生自主學習豐富的樣貌。

111年度全民國防教育「Airsoft Gun 射擊競賽」，由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主
辦，是全國第一次辦理，也是今年唯一射擊體驗，臺南市共計有38隊215位高中職
學生參與，本校學生憑藉著絕佳的默契及精準射擊技巧，一舉奪下冠軍。

在主任教官蘇豐裕帶領下，學生顏睿閎、吳承諺、黃塏育、徐大軺、陳思安和
郭澐宣於8月4日前往曾文農工參與射擊競賽，並由高三顏睿閎擔任隊長。他感謝學
校成立「戟略研習社」，平日社團課就可以體驗電動槍的練習，再加上比賽前的集
訓，才能讓自己和隊友們在全程緊張激
烈的競賽中，爭取最佳成績並抱回冠軍
獎盃。

本校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不遺餘力，
不僅榮獲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獎個人及
團體獎，更是南區軍事院校招募績優單
位。學校課程安排結合108課綱核心素
養，除成立「戟略研習社」之外，今年
高中部更成立「運動軍警班」，提供學
生多元升學管道，希望透過各項軍事課
程提早認識國軍，並輔導協助學生確定
志向，也將全民國防教育融入教學及社
團活動，讓學生對於國防政策有正面積
極的認知。

本校長期推動雙語教育有成，高中部設
有「雙語國際實驗班」，逐年增加英文授課比
例；國中部設有「雙語學程」，搭配外籍老師
使用CLIL教學法，讓學生沈浸在全英環境中。
學生參加各項英語競賽取得豐碩的成果，尤其
今年參加教育部國教署Cool English英聽王比
賽，滿分人數不僅創下該校紀錄，更是南部公
私立學校中，唯一獲獎人數破百的學校。

興 國 高 中 教 務 主 任 謝 惠 玟 提 到 ， C o o l 
English網站是教育部專門為全國中等學校及國
小學生建置的英語線上學習平台。因應這幾年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學生們在家遠距教學，線
上自主學習平台顯得更加重要，學校也引進各
式各樣的線上學習資源，並鼓勵學生們善用線
上資源進行學習，而英聽王比賽雖然是在學校
遠距教學期間舉辦，但在英文老師的積極推動
下，學生們也願意挑戰自我、踴躍參與，方能
有如此亮眼的成績。

興國高中110學年度成立「雙語國際實驗
班」，除了增聘外籍老師與英語教師協同教
學，更和國外高中生進行線上文化交流，盼能
提升學生外語與國際移動能力，以面對全球
化、國際化的大環境與挑戰。

科學魔法教室 「線上校園實境解謎」首度登場

舉辦跨校自主學習發表會
　  展現學生豐富學習成果

 全民國防教育

「Airsoft Gun 射擊競賽」學子勇奪冠軍

本校推動雙語教育有成
英聽王比賽成績亮眼

奪南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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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高中黃淑芬老師(左二)創辦科學魔法教
室，今年更是帶領10位高三學生設計首屆校園
實境解謎活動。

學生吳思綺透過縱切解剖瞭解
腎臟內部構造，並以棉花棒測
試不同結構內含之液體氣味。

興國高中學生在主任教官蘇豐裕(左一)帶領之下，
參加111年度全民國防教育「Airsoft Gun 射擊競
賽」，奪下冠軍。

興國高中第一屆雙語國際實驗班舉行成果發表會，學生
精彩呈現一年來的學習成果，師長們佳評如潮。

南市POWER SUMMER聯合舞展 
國中部熱舞社嗨翻全場

全國
制霸本校蟬聯思源STEM創意大賽冠軍

臺南市政府為鼓勵青少年投入熱
舞休閒活動，於7月23日在臺南文化
中心假日廣場，舉行「十六歲正青春
藝術節」POWER SUMMER聯合舞
展，邀請臺南市20多所國高中學校的
熱舞社學生一同參與，本校國中部熱

舞社也受邀演出，完成一場難忘的夏
日演出。

興國高中當天參與表演的學生分
別有國二廖子萱、陳沿羽、葉芊妗、
張鈺娸、曾詩筑、王艾岑、蘇苡珈 
、陳乙萱；國三徐子茵、林芝昀、蔡
佩昀；以及應屆畢業生王詠盛。

擔任團長的徐子茵表示，很榮幸
可以受邀到臺南文化中心參加Power 
Summer2022的國高中職聯合舞展，
她和團員們從暑假開始，幾乎每天都

在文化中心練舞，看著團員們揮灑汗
水努力練習的過程，真的很感謝大家
的配合。「越努力，越優秀」，當天
表演時，大家都拿出自己最好的表
現，聽到台下傳來的掌聲與尖叫聲，
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目前國三的她
說，接下來這一年會先將時間放在準
備會考上，期待明年會考後，還能與
團員們一同再參加夏季舞展。

由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PIDA)
主辦的「PIDA 2022思源STEM創意
大賽」於8月27日圓滿落幕，本校思
源團隊「SC005追星火箭隊」，在楊仁
文老師的帶領之下，以競賽主題「光
電新世代」擊敗進入決賽的16支隊

伍，再度奪下全國決賽金牌，蟬聯
思源STEM創意大賽冠軍。

「PIDA思源STEM創意大賽」是
目前國內高中職規模最大、最具挑
戰性的的科學創意競賽之一，今年
甚至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團隊報名參
賽。本校思源團隊由高三黃雋諺、
楊 雲 安 、 林 宏 襄 、 郭 品 辰 、 張 祐
銓、黃㻃維所組成，指導老師為多
次獲得金牌獎的楊仁文老師，歷經
數月不斷嘗試及修正，團隊發揮創
意，將物理、化學、數學、資訊、
工程等知識，融合成令人驚豔的關
卡，作品獲評審委員高度肯定。

多 次 帶 領 興 國 高 中 思 源 團 隊
參賽，並獲獎無數的楊仁文老師表
示，參加思源競賽的學生，除了要
對學習保持熱忱外，還要有勇於嘗
試的勇氣，在過程中必須努力克服
理論與現實的差距，還要做好時間
規 劃 ， 畢 竟 對 於 高 三 學 生 來 說 ，
時間分配是一項艱鉅的挑戰，還經
常會犧牲假日的休息時間。他也謝
謝 思 源 科 學 創 意 競 賽 的 主 辦 單 位
PIDA，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讓有
志深入學習科學實作的學生有很好
的目標和展現的舞台。

興國高中國中部熱舞社受邀參加「2022POWER 
SUMMER聯合舞展」，展現學子青春活力。

興國高中思源團隊「SC005追星火箭隊」在
指導老師楊仁文老師（右一）的帶領之下，
奪下全國決賽金牌，黃向吟校長(左一)感謝
師生團隊的辛苦付出。



科技類
◎2022日本RoboRAVE國際機器人競賽，台南市代表隊選拔賽
【循線項目－國中組 】第二名：張宗玄、林子凱 
【循線項目 －高中組】第一名：郭成恩、吳宣賦、黃品柔、沈妤蓁
【相撲項目 －高中組】
　第四名：賴宥全、林暐程、鄭裙薇
　第五名：陳秉凱、王馨文、李凱湋、張永承 
◎RoboRAVE 2022 台灣公開賽
【相撲重量級設計類競賽】
　金牌獎：郭成恩、陳秉凱、李凱湋、黃冠智
　銀牌獎：張宗玄、林子凱
◎111 學年度臺南市智慧城市 AI 機器人創意暨全國賽
【高中洞燭先機組】第一名：郭成恩、林依靜
【國中救難英雄組】佳作：楊閎鈞、孫睿隆
◎2022國泰反毒英雄爭霸賽暨PaGamO全國學科電競大賽全國決賽
【共學組】亞軍：陳政緯
◎111年度中小學SCRATCH暨機器學習AI程式設計競賽Scratch 
組決賽
【國中動畫組】
　第五名：謝育翔、沈峻羽；佳作：吳文生、吳碧修
【國中遊戲組】
　第五名：楊奕芃、李佳璇；
　佳作：王宥霖、王宥鈞、蔡宗諺、林語桐
數理與自然科學類
 ◎2022第18屆IMC國際數學競賽國際總決賽 
【八年級】銀牌獎：林勤驊　優勝：黃俊瑋
【十年級】銅牌獎：陳秉凱　優勝：許淯鈞（跨級考）
◎2022 IMC國際數學競賽臺灣區複賽
【七年級】優等獎：廖貫辰、葉一頡
【八年級】銅牌獎：林勤驊、黃俊瑋
　　　　　優等獎：吳彬碩、陳秉渝
【十年級】銅牌獎：陳秉凱　優等獎：黃信昇
◎111臺南市公私立國中數學競賽
【九年級】銀牌：林勤驊；佳作：吳彬碩
【八年級】佳作：陳軒銘、張菱恩
【七年級】佳作：鄭博澄、黃弘均、彭宥閎
◎2022 台灣區 JHMC 國中數學競賽
　全國個人銀牌獎：林勤驊
　台南地區團體三等獎：林勤驊、黃俊瑋、吳碧修、陳秉渝
　台南地區個人一等獎：林勤驊
　台南地區個人優良獎：黃俊瑋
◎PIDA 2022思源STEM創意大賽決賽
　金牌獎：黃雋諺、楊雲安、林宏襄、郭品辰、張祐銓、黃㻃維
◎111學年度高中數理學科能力競賽第四區複賽
【數學】佳作：施孟辰　　【地科】第六名：楊雲安
【化學】佳作：李昇哲　　【生物】佳作：林宏襄
◎2022抗震盃－國際邀請賽
　耐震獎：沈冠霖、鄭兆廷、郭成恩、蔡昀晏
◎111 學年度第三屆遠哲文創科學探究競賽
【科學寫作組】第三名：林珈貝、張粢綺、黃仲勛
◎第28屆遠哲科學趣味競賽－南區
　第四名：賴楫翔 吳旻翰 顏稚家
◎111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綠色化學創意競賽
【普通型高中組】
　進入複賽（2月決賽）：鄭兆廷、郭澐宣、李承叡、邱靖媗
語文類
◎111學年度全國語文競賽
【高中組國語字音字形】特優：許淯鈞
【高中組閩南語情境演說】優等：曾于恩
【高中組閩南語朗讀】優等：蔡硯筑
◎111年臺南市國語文競賽決賽
【字音字形－國中組】第三名：林展頡、蕭辰祐
【字音字形－高中組】
　第一名：許淯鈞；第二名：黃懿芃；優勝：顏睿廷
【作文－國中組】優勝：谷勵、翁芮翎
【作文－高中組】第二名：李婕瑜；優勝：林詠歆
【寫字－國中組】優勝：蔡宗諺、馮可維
【寫字－高中組】第二名：張詠婷；第三名：陳芊妤
【國語演說－國中組】優勝：林勤驊

【國語朗讀－高中組】第三名：陳寀涵、劉又齊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高中組】第一名：曾于恩
【閩南語朗讀－國中組】第三名：林宥誠；優勝：楊秉叡
【閩南語朗讀－高中組】第一名：蔡硯筑；第三名：翁鉦承
◎臺南市111年度語文競賽南區全市決賽
【北一區預賽－國中組團體】第一名：興國高中
【北一區預賽－高中組團體】第二名：興國高中
【第 1 類組－高中組團體】第二名：興國高中
◎111年臺南市國語文競賽分區預賽
【字音字形－國中組】第一名：蕭辰佑；第二名：林展頡
【字音字形－高中組】第一名：許淯鈞；第二名：黃懿芃
【寫字－國中組】第一名：馮可維
【寫字－高中組】優勝：陳芊妤
【作文－國中組】第二名：翁芮翎；第三名：谷勵
【作文－高中組】第二名：李婕瑜；優勝：林詠歆
【國語演說－國中組】優勝：林勤驊
【國語朗讀－高中組】第三名：劉又齊
【閩南語朗讀－國中組】第二名：林宥誠；優勝：楊秉叡
【閩南語朗讀－高中組】第二名：蔡硯筑；第二名：翁鉦承
◎第16屆聯合盃作文比賽
【臺南區－七年級組】佳作：沈羿均
【臺南區－八年級組】第四名：翁芮翎；佳作：呂冠儀、李宜芳
【臺南區－九年級組】佳作：郭芷嘉、李慧禎
【臺南區－高中組】佳作：姜柏均
【嘉義區－七年級組】佳作：劉庭聿
【嘉義區－八年級組】佳作：陳鈺謙、谷勵
【嘉義區－高中組】佳作：莊茹淇
【雲林區－八年級組】佳作：陳彥輔、蔡侑耘
【雲林區－高中組】佳作：邱偉帆、李品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1111010梯次】特優：梁僡芸、蔡佩璇

優等：翁鉦承、劉宇哲
甲等：曾捷瑜、孫瑜佑、莊敬、蘇栩陞

◎全國高中小論文寫作比賽
【1111015梯次】優等：朱字芸、張瑀恩、蔡昀晏、吳定睿
◎111學年度全國高中英文比賽
【英文作文比賽－南區決賽】佳作：黃㻃維
【英文演講比賽－南區決賽】佳作：劉語雯
【英文單字比賽－南區決賽】
　三等獎：黃㻃維；佳作：王瑋婕、簡岑宇
◎臺南市111年度國中英語文競賽
【讀劇】優等：李慧禎、吳彬碩、翁溱利、鄭天晴、黃子綺、
　　　　　　　陳沿羽、谷勵、陳昱辰
【團唱】表現優良：林宥誠、王睿穎、李菲比、魏麗珊、姜昱君
【說故事】優等：洪綺霙
◎Cool English 111年國中小英聽王
英聽王獎：岑金孟、洪瑄妤、莊凱云、董婕翎、蔡珈旋、黃俊瑋

鍾 昕、王宥鈞、張涵蓁、張瑋妮、何亮霓、唐御朝
徐子茵、翁溱利、梁競丞、陳沛其、林勤驊、沈滋慧
陳柔蓁、黃靖諭、楊雅棠、蔡沛霖、蔡坤廷、林  蓁
張桂蜜、蘇映竹、吳碧修、李承燦、姜昱君、康家瑄
曹鈞盛、蔣宜珊、林柏燊、洪苡瑄、徐宥銓、黃詩雅
林珏伶、陳彥名、蔡雅弦、李慧禎、吳彬碩、李亦勛
李庭儀、柯宗佑、楊意禛、張橙澤、梅妤婕、連秝萱
陳至善、謝欣霓、王振銓、李婉辰、蔡秉融、謝宜穎
谷  勵、賴永潔、翁芮翎、蘇郁喬、李苓溱、邱畹淇
陳芊涵、陳竑寯、蔡宗諺、鄭宥澄、謝語喬、李玟樺
柯宥溱、曾憶芯、黃昱凱、廖貫辰、蕭詩婕、繆仲崴
蔡旻樺、呂玄野、呂翊綸、宋承祐、李佳璇、林承漢
徐恩成、張峻瑋、莊宜蓁、許芷毓、陳芊卉、陳彥輔
黃子綺、黃宇汝、楊奕芃、顏孜伃、呂翊綾、李宜芳
洪子涵、陳品妤、楊秉叡、吳桓毅、胡宇妡、蔡宇喬
鄭博澄、沈羿丞、林明旋、吳宜家、蔡宇萱

◎111年度「Cool English普技高旅遊英聽高手比賽」
旅遊英聽高手獎：張瑀恩、李月馨、吳偲綺、黃涵瑜、許瑋珊
◎111 年度「Cool English 口說高手比賽」
口說高手獎：毛藝涵、黃旻淇、林明旋、顏丞脩、翁芮翎

林岱樂、鄭宥澄、王苡溱、辛潔妮、邱畹淇、柯宥溱
陳芊涵、陳泊妤、曾憶芯、蕭詩婕、謝語喬、王信鈞
李秉賢、阮以樂、周琮瀚、侯仲恩、柯彥宏、陳竑寯
黃城皓、黃昱凱、葉一頡、廖貫辰、林勤驊、楊意禛

◎111 年度「Cool English 資安王比賽」
資安王獎：林明旋、曾憶芯、李苓溱、侯仲恩、柯宥溱、葉一

頡、蕭詩婕、楊意禛
◎111 年度「Cool English口說大師比賽」
最高分：陳昱宸、翁芮翎、鄭宥澄、李苓溱、楊意禎、林明

旋、李宜芳、柯宥溱、阮以樂、林勤驊

◎111 年度「Cool English普技高字彙達人比賽」
　字彙達人獎：許瑋珊
藝術類
◎臺南市 111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北區）
【平面設計類－國中組】第三名：王瀅絜；佳作：沈筱筑
【西畫類－國中組】佳作：羅婕語
【漫畫類－國中組】佳作：蔡宇安
【水墨畫類－國中組】第三名：王信鈞；佳作：顏承脩
【水墨畫類－高中組】第二名：李亦晴
【書法類－高中組】
　第二名：許湘苡；第三名：陳芊妤；佳作：陳亭安、王茗蓉
【漫畫類－高中組】第二名：莊茹淇
◎111 年國教署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創意圖卡創作甄選比賽
　優等獎：王瀅絜、王信鈞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暑期保護青少-青春專案「創意LOGO

設計徵圖活動」
【國中組】第一名：王信鈞；第三名：沈筱筑；佳作：王瀅絜
◎臺南市111年度「深耕學校家庭教育學生主題創作徵選活動」
【國中組小書繪本類】特優：沈羿丞 
◎國立彰化美學館「111 年寫生比賽」優選：王信鈞
◎臺南市111學年度魔法語花一頁書競賽
【國中一般組】第二名：王信鈞
體育類
◎111年第20屆總統盃慢速壘球錦標賽全國總決賽
【高中男子組】
　亞軍：邱振明、顏睿閎、蔡政宏、沈冠霖、沈羑丞、劉柏宏

張博鈞、邱崇瑋、林易賢、潘柏任、許芠榳、吳育丞
莊承憲、鄭翔文、顏宇廷、翁翊朗、許庭睿、蔡政憲
胡至傑、吳承諺、林庭禛

◎111年第20屆總統盃台南市預賽暨主委盃全國慢速壘球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冠軍：鄭翔文、蔡政憲、邱振明、吳承諺、顏睿閎、林庭禛

沈冠霖、許庭睿、顏宇廷、翁翊朗、蔡政宏、沈羑丞
胡至傑、劉柏宏、張博鈞、邱崇瑋、林易賢、潘柏任
許芠榳、吳育丞、莊承憲

◎112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桌球高女單打】第四名：林依靜
◎111年度全民國防教育「Airsoft Gun 射擊競賽」
　冠軍：顏睿閎、吳承諺、黃塏育、徐大軺、陳思安、郭澐宣
◎臺南市111年獨輪車錦標賽
【國中組定車】特優：蘇歆蕾；
　優等：王沛甯、莊秉鈞、林子涵、黃品瑄、林美孜
【國中組女生單腳競速50公尺】第二名：蘇歆蕾
【國中組女生IUF迴旋障礙賽】第二名：蘇歆蕾
【國中組女生個人花式競技】第二名：蘇歆蕾
【國中組女生競速200公尺】第六名：王沛甯
【國中組女生競速400公尺】第四名：林子涵；第六名：黃品瑄
【國中組男生競速400公尺】第五名：莊秉鈞
【公開組男生競速100公尺】第一名：陳威圖
【公開組男生競速200公尺】第二名：陳威圖
【公開組男生競速400公尺】第二名：陳威圖
◎臺南市111年度中小學高爾夫錦標賽
【國男組】第五名：徐恩成
◎2022全國校際盃極限射擊大賽
  總冠軍：林庭禛、周宣廷
◎111年度高中籃球聯賽台南預賽
 女籃榮獲第四名：李貞霓、王維容、黃姵昀、黃筱嵐、黃玥縈

潘怡璇、呂安雅、蔡瑍宭、劉語雯、王子秦
林依靜、張瑋凌、曾子芸、蔡宇忻

 男籃晉級12強：蘇昱憲、林亨達、黃俊馭、吳承霈、蔡明翰
高 賴 昱 成 、 李 承 穆 、 林 秉 阜 、 黃 靖 傑
李約伯、吳承祐、林柏辰、李定洋、張永承
梅定玨、鄭定綸

大學特殊選才
◎高三01班 蔡易辰同學，大學特殊選才錄取 輔仁大學 金融與

國際企業學系
◎高三01班 陳冠任同學，大學特殊選才錄取 實踐大學 國際企

業管理學系
◎高三03班 徐睿廷同學，大學特殊選才錄取 嘉義大學 動物科

學系
◎高三04班 施孟辰同學，大學特殊選才錄取 嘉義大學 應用數

學系

111.09~112.01

榮 譽 榜

111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今（12）日放榜，本校
首屆分科測驗戰士表現亮眼，國立大學及醫學大學的
錄取率高達7成3，其中多位學生錄取頂尖大學，全校
師生皆為他們優異的表現感到開心。

楊易樺分發入學錄取中山醫學大學牙醫系，他感
謝在這段備考路上中幫助過他的人，不論是言語上的
鼓勵或是行動上的支持，「都是支撐我順利完成這最
後一哩路、成功錄取上榜的動力。」

錄取臺灣大學化工系的郭宗翰分享，義無反顧
的選擇衝刺分科測驗，甜美的收穫讓他大呼「很值

得」。錄取臺灣大學獸醫系的劉孟劭和陽明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系的吳旭原則提到，能在分科測驗得到長足
的進步，錄取夢想學校，真的很感謝學校。

原就讀自然組的蔡卓宏，在準備分科測驗時，改
以外文系為目標，很開心可以順利錄取自己的第一志
願政治大學英文系。錄取臺北大學法律系的邱琮文、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的陳苡婕、中正大學中文系的
沈芯伊，則以他們的經驗鼓勵學弟妹們，在高中時期
要積極尋找自己的興趣及志向，多方嘗試並堅持夢
想，將來必能贏來豐腴的收穫。

大學分發入學放榜　本校國立+醫學大學錄取率突破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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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大學分發入學表現亮眼，國立+醫學大學錄取率突破7成。



2 0 2 2 I M C國際數學競賽決賽 本校學子大放異彩獲表揚
第18屆IMC國際數學競賽決賽於

近日公告成績，在全球10多個國家、
數千位參賽學生中，本校共有8位學生
在台灣區複賽獲獎，更有4位學生挺進
決賽，順利在國際競賽中拿下獎項，
將於下週前往臺南市永華市政中心接
受公開表揚。

興國高中於第18屆IMC台灣區複
賽中獲獎學生包含有七年級優等獎：
廖貫辰、葉一頡；八年級銅牌獎：林
勤驊、黃俊瑋；八年級優等獎：吳彬

碩、陳秉渝；十年級銅牌獎：陳秉凱
、十年級優等獎：黃信昇。而在國際
決賽中獲獎學生為八年級銀牌獎林勤
驊、優勝黃俊瑋，十年級銅牌陳秉凱
、優勝許淯鈞，其中許淯鈞為跨級參
賽，在高手環伺之下仍能獲獎，實屬
不易。

IMC國際數學競賽聯盟是由各地
致力於普及青少年數學教育的機構、
團 體 和 個 人 組 成 的 合 作 性 組 織 ， 自
2005年成立以來，每年在新加坡舉辦

IMC國際數學競賽決賽，今年因疫情
改由各參與國家就地辦理，試題分為
選擇題、填空題、問答題三類，且為
了培養學生在數學學習中的英語應用
能力，其中有約30%的英文試題，非
常具有挑戰性。數學是培養邏輯及思
考能力的重要學科，本校進行六年一
貫有計劃的培訓課程，在訓練數學競
賽選手方面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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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語文競賽決賽於本(9)月25日完成文
場及武場的競賽，本校延續以往優秀表現，在比
賽中大放異彩，共有21位學生榮獲佳績，其中許
淯鈞、曾于恩、蔡硯筑更在其競賽項目中獲得第
一名，將代表臺南市參加全國語文競賽。

學校能夠成為每年語文競賽的常勝軍，都要
歸功國文老師們長期耕耘語文教育，多年來已有
一套完善的選手培訓制度，只希望學生能在學習
的過程中慢慢進步，很高興看到在課餘時間仍撥
空指導的老師，及努力練習的學生們取得佳績。
校長也期許晉級全國賽的選手們持續努力，用最
優異的表現為臺南市爭光。

自109年起舉辦的「遠哲文創科學探究競賽」
已邁向第三屆。本校黃淑芬老師自第一屆競賽開
始，每年指導學生參賽並拿下獎項，今年帶領高二
學生黃仲勛、林珈貝、張粢綺以「三碘中直播之茶
話人生」為主題，奪得科學寫作組第三名，師生表
現相當亮眼。

黃淑芬老師在高中部開設了多元選修課「大
家來找茶」，帶領學生研究茶葉的抗氧化力，雖然
今年後期課程因疫情而改成線上授課，她依舊在線
上帶著學生利用家中隨手可得的物品做實驗，但是
變因多了，結果不盡相同，卻也因此開啟學生在群
組中的熱烈討論，探討為何實驗結果和老師示範的
不同，也成為今年她帶領學生參賽的起源。

林珈貝提到，在選修課中因老師的介紹而認
識遠哲科學競賽，於是她便邀請另兩位選修該課程
的同學一起組隊參賽，希望更近一步了解茶、澱粉

液、和碘液之間的關係。張粢綺和黃仲勛則表示，
確定參賽後便開始利用暑假集訓，實際動手進行實
驗也讓他們對化學產生更濃厚的興趣，在整理實驗
數據初期，因不知如何表達而感到挫敗，感謝老師
耐心教導如何統整資料及使用報表，讓他們學習到
學科以外的實用知識。

邁入第九年的《廣達游於藝》校園巡迴展，於10月移師
本校舉行展覽，今年以「光影巴洛克」為主題展出三十三幅畫
作，介紹17世紀巴洛克時期的著名藝術家，以光影表現為特色
之作品，增加學生觀察日常光影應用經驗，培養生活美感。

本校於10月25日舉行巡迴展開幕儀式，導覽志工們在開幕
典禮上透過短劇的方式，介紹經典的兩幅畫作「杜普爾醫生的
解剖課」和「占卜者」。新營區長翁振祥也到場給予志工及學
生鼓勵，並邀請新營地區的各級學校師生及民眾把握這個難得
的機會，前來興國高中欣賞光影巴洛克展，透過導覽志工精闢
的解說，讓美感教育融入生活當中。

負責策展的圖書館主任陳芬琪老師表示，展覽期間自10月
25日至11月10日，由學校培訓的導覽志工負責解說，志工必須
完整了解展覽架構，像橋梁連絡般，帶領觀眾遊賞十七世紀的
歐洲。志工團隊成員橫跨國高中部，不同的班級成員在彼此的
互動中，可以有更多觀
摹和學習的機會，並精
進個人口語表達能力，
挑戰如何轉譯繪畫的符
碼使觀者理解內容。志
工們不僅分工共備，也
自 主 閱 讀 相 關 專 題 書
籍，讓自己更能脈絡化
掌握展覽的主題。

本校棒球隊由校內愛好棒壘球的學生，於104學年度正式
成立，109年取得隊史首座總統盃慢速壘球高中男子組臺南區
冠軍，今年再度拿下臺南區冠軍，並奪得全國賽亞軍。緊接著
再參加第十屆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近距離與甲組球員切
磋，提升參與賽事強度，迎來隊史參與黑豹旗第二勝！

棒球隊指導老師陳昱豪表示，球隊成軍初期，只能利用社
團時間或假日進行訓練，在108課綱推行後，校方得以安排更
多練習時間，並聘請校友郭岳峻擔任教練進行指導。為增進球
隊實戰經驗，教練更集合國高中部球員參與新營地區的假日壘
球聯盟，終於在109及111學年度的總統盃取得亮眼的成績，也
讓球員們更有目標提升自我球技。

在總統盃獲獎後，本校棒球隊並未鬆懈，勤加練習備戰今
年第十屆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雖然黑豹旗多是甲組球隊
的天下，但也讓球員能體驗專業球場，並近距離觀摩甲組球員
的技術。今年參與總統盃與黑豹旗的球員分別有隊長胡至傑 ，
隊員邱振明、顏睿閎、蔡政宏、沈冠霖、沈羑丞、劉柏宏、張
博鈞、邱崇瑋、林易賢、潘柏
任、許芠榳、吳育丞、莊承
憲、鄭翔文、顏宇廷、翁翊
朗、許庭睿、蔡政憲、吳承
諺、林庭禛等。隊長胡至傑表
示，未來會繼續努力，在兼顧
課業的情況下，讓興國棒球隊
能夠在更多比賽嶄露頭角，為
校爭光。

深耕語文教育有成
參加南市語文競賽成績輝煌

獲遠哲文創科學探究競賽肯定

本校連續三年奪牌

《廣達游於藝》校園巡迴展開幕
領學生領略巴洛克時期藝術之美

兼顧學業與夢想前行 
本校棒球隊參加黑豹旗迎隊史第二勝

興國高中長期深耕語文教育有成，參加臺南市111國
語文競賽決賽，共有21位選手獲獎。

興國高中黃淑芬老師（右一）指導高二學生參加遠哲文
創科學探究競賽，探究茶的抗氧化力。

興國高中學生參加第18屆IMC數學競賽台灣區複
賽，共有8位學生獲獎，表現相當優異。

興國高中於10月25日舉行廣達游於藝校園巡迴
展開幕典禮。

興國高中棒球隊參加今年第20屆總統
盃慢速壘球錦標賽全國總決賽，榮獲
高中男子組亞軍。

慶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十週年 
本校讀劇團隊演繹葉老經典文學作品

本校讀劇團隊獲臺南市政府文化局邀約，
參與臺南文學季系列活動「青春讀劇」，改編重
量級作家葉石濤老師的小說「夜襲」、「紅鞋子」
進行讀劇表演。自今年8月至11月間於葉石濤文
學紀念館總共演出5場，11月19日於葉石濤文學
館館慶活動演出最終場，吸引許多民眾、師生
及家長蒞臨現場，共享這場文學盛宴。

指導老師李軍慧表示，「夜襲」背景設定於
臺灣光復初期，面對民生凋敝與文化價值感的
衝突，一群年輕人試圖撞破不合理的體制，引
入民主曙光。在興國高中的改編中，更加入湯
德章律師被審問與行刑的橋段，期盼讓觀眾更
認識這塊土地的傷痕記憶。「紅鞋子」原型則是
葉老曾被逮捕的經歷，主角因知匪不報罪名而
遭判刑，讀劇中藉由審訊過程，以雙線結構勾
勒出主角與左傾友人結識交往的昔日回憶。

興國讀劇團隊今年成立第五屆，由陳芬琪
主任、李軍慧老師共同指導，更邀請影響•新
劇場藝術總監呂毅新團長協助培訓，期盼透過
讀劇培養學生表達力，更能藉著文學轉譯打開
視野，此外，興國高中融入系列相關課程，邀
請作家朱宥勳為學生導讀葉老筆下的白色恐怖
時期，青春讀劇演出圓滿落幕，但學生們對歷
史與文學的追尋仍持續進行。

興國高中讀劇團隊於葉石濤文學館館慶活動中演出葉老作
「紅鞋子」，吸引許多民眾、師生及家長蒞臨現場，共享
這場文學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