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乍暖還寒的春天裡，在興國的操

場上，正上演著一場豐富心靈的音樂

饗宴。為期三天的表演讓樂音環繞著

整個校園，且適逢週五便服日，更是

讓大家以輕鬆愉悅的心情，走出戶外

，在草皮上席地而坐，共賞佳音。

活動當天，可謂人才輩出，舞台

上以傳統國樂《馬蘭舞曲》《草蜢仔

弄雞公》揭開序幕，正陶醉在悠揚的

樂聲中，國一武術冠軍以熟練的拳法

，虎虎生風的套拳震撼了底下的學長

、姐，連聲讚嘆！

今年的校音表演最特別之處在於

入選的選手有許多小國一，表演的樂

器更是多樣化：豎笛、古箏、琵琶、

大小提琴、二胡、木笛……，真可謂

「初生之犢不畏虎」，也獲得場中學

長、姐熱烈的掌聲與鼓舞。當然，高

中部的演出亦是不遑多讓，有多位表

演者是自國中以來即登台演出的老面

孔，早已深具大將之風，獨特的唱功

，精湛的演奏技巧，可謂唱作俱佳、

爐火純青、出神入化！

舞台上，時而琴聲悠揚悅耳，扣

人心弦；時而樂團高亢嘶吼，帶動氣

氛；時而獨唱玉潤珠圓，繞樑三日！

舞台下，嘉賓蒞臨、師生共聚，有的

時相應和，有的身體搖擺，有的不斷

揮手，有的拿起相機記錄這美妙的時

刻，作為有素養的觀眾，當然也會在

每次演出結束時，回以熱烈的掌聲及

興奮的尖叫聲！

在「你要不要吃哈密瓜」一曲中

，校園音樂會悄然來到尾聲，我們已

深切感受，「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

功」，感謝辛苦的工作人員及表演者

，帶給大家滿溢的感動，衷心期待明

年再相會。

108新課綱上路在即，未來的高

中生必須完成18小時的自主學習時間

，為了儘快與新課綱接軌，本校「自

主學習教室」在國教署補助款及學校

自籌經費下，已於今年4月2日吉時正

式揭幕，希望提供本校師生更完善的

軟硬體自學設備，以迎接新課綱的挑

戰。

本校自主學習教室共分學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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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校長在揭幕致詞時還特別

鼓勵大家訂定「信約的旅程」，意即

在充裕的自主學習空間中，為自己量

身打造專屬自己的學習計畫與中遠程

目標，展現學習成果並分享眾人。

今年高三繁星上榜的翁翊淳說：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雖然

自己即將畢業，但仍為學弟妹們感到

開心，能有這麼優質的教室可以學習

，相信學弟妹們未來必定更能樂在學

習。

迎向108新課綱　自主學習教室隆重揭幕

春之饗宴
動人的旋律，醉人的音符

模範生緣起
見賢思齊

還記得國小班級模範生表揚嗎

？你我都曾經有過當選模範生的夢

想，本學期學務主任李松憲為了鼓

勵學生敦品勵學，樹立校園楷模，

因此舉辦了班級模範生的選拔與表

揚。篩選條件分成學科、品行、音

樂、體育、美術等等都列入評選的

項目，不再單一以「品學兼優」作

為評選標準，國、高中一二年級各

班在符合上述標準的候選人中，於

班會時間經由投票推舉出一名模範

生，可謂真正做為同學們的楷模。

其後於全校集會頒發當選證書

，除了讚許這些模範生的典範，更

深切期盼藉由他們正面形象引領同

學們自發學習、力爭上游的積極能

量，也恭喜獲獎的29位模範生們，

希望藉由你們嘉言懿行將學校優良

校風推展出去。



興國師生展大愛  挽袖捐血樂助人
就像在踐履一種恆常的盟約，興

國高中依照往例在每年三月舉辦捐血

活動。剛考完學測的高三同學，在打

完一場漂亮的勝仗後，懷著感恩的心

以實際的行動踴躍挽袖熱情參與「搶

救血荒大作戰」。

捐血是助人益己的善行義舉，不

但可以促進血液新陳代謝，有益自己

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助傷病患

者挽救生命。在捐血中心的工作人員

協助下，高三學生及全校教職人員熱

烈地響應，活動順利進行。校長表示

希望藉由學校舉辦

這有意義的活動拋

磚引玉，由校園推

廣到社會，讓更多

人投入捐血活動，

幫助有需要的人。

許多第一次捐

血的同學，在志工

細心專業的引導下，克服心中的緊張

恐懼，順利完成這有意義的活動，同

學們表示看著血液緩緩流進血袋，有

一種莫名的喜悅及付出的成就感，覺

得自己也有能力幫助人，學到寶貴的

一堂課。窗外春寒料峭，霪雨霏霏，

但捐血車內的師生們，血是熱的，心

是暖的。

市長盃
語文競賽
每年4月份所舉辦的台

南市市長盃語文競賽，目的

是為10月份全市國語文競賽

的先行暖身。不少語文好手

會藉這次競賽的磨練，再調

整培訓上的優缺點。因此參

加的選手相當踴躍，競爭激烈。成績揭曉，本校再度榮獲佳績，展現興國長

久以來在語文教育上的積極投入及用心。

【108年度台南市市長盃國語文競賽】

‧國一、二年級組

　國語字音字形第二名：黃懿芃

‧國三年級組

　國語字音字形第一名：蘇川芸

‧高中組

　閩南語字音字形第一名：黃靖雅

　寫字第三名：顏秀芸

　國語朗讀優勝：李宜潔

　國語字音字形優勝：林家蔚、

　　　　　　　　　　施呈蓉 

溫馨五月興國校園飄書香，英文

書展如候鳥般登場。地球村時代已臨

，英文是通行世界的國際語言，閱讀

素養與國際理解對現代學子的全球移

動力居關鍵樞紐之地位。

「旅行是心眼的閱讀，閱讀是心

智的旅行」，興國高中每年暑假海外

遊學與秋季國際教育旅行帶領學子在

不同國度體驗與學習，走出熟悉的舒

適圈，進一步開闊視野、突破自我文

化的狹隘。對於尚無遊學準備的學子

，我們則鼓勵其從閱讀中增廣見聞，

也嘗試提供學生增強外語聽、說、讀

、寫的策略與機會，提升素養與學習

能力。雖不一定能行萬里路，但能從

讀萬卷書中，認識各地多元文化、地

景、自然與人文社會風貌、建立新的

生活美學與哲學思維。

新課綱上路，實驗手作、自由探

索、議題設定、發現與解決問題、探

究式學習都是素養導向學習的關鍵核

心。獨立思考、觀點論述、溝通表達

、團隊協作是高含氧的有機學習。書

展，為學生提供新的閱讀契機；閱讀

，是心靈活水永遠的源頭。

「雄壯、威武、嚴肅、剛直…
…」整齊劃一的答數聲再次於禮堂
中迴盪著……

時序進入春末，每年四月底固

定辦理的高一「基本教練驗收」暨

「友善校園創意隊呼」又再次於禮

堂中響起。同學依循新修訂基本教

練準則教範實施驗收並結合各班有

特色的口號隊呼，充分展現出凝聚

團隊精神更激發出與眾不同的創意

潛能。

本活動目的在激勵學生奮發向

上，培養班級向心力，發揮團隊合

作、自立自強之精神，並期許同學

們能於國防教育課程中收潛移默化

之效，由外而內，培養頂天立地的

優良儀態，訓練學生禮節及基本儀

態，培養整齊、遵守紀律的習慣，

並發揮團隊合作及愛護班級榮譽的

精神，另以隊呼與強化友善校園信

念相輔相成。相信此次比賽中，團

結齊心的奮戰熱忱與合作精神，才

是同學們最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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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勁，刻劃沒沒無聞的名字』
107學年度，本校高中籃球隊在

分區預賽以兩分差擊敗亞洲餐旅，這

是創隊八年以來首度前進南區複賽，

或許對許多隊伍來說這從不是件難事

，但對這支社團性球隊來說是別具意

義的里程碑……。

這次南區複賽，首戰遭遇有「紅

色閃電」之稱的彰化高中，在戰力與

經驗的落差下，最終理所當然地落敗

，進入敗部區。就在多數人以為我們

會以二連敗結束複賽之旅的時候，本

校的球員反倒是用「拚勁」證明了自

己，他們先是擊敗台南市第三的長榮

高中，又在下一場以三分差力克台南

第二的新化高工，緊接著再勝高雄道

明中學，興國高中這個名字，隨著隊

伍逐漸減少，似乎突然間被許多隊伍

注意到，究竟他們打哪來的？他們憑

什麼撐到現在？

種種的疑問也在南區掀起一波討

論。

有人說興國的籤運很好，那肯定

是沒看過球隊的比賽，身高不足就死

命卡位，外線不靈光就全力衝搶，確

實把每一球當作是最後，場上場下散

發的氣魄完全不輸給熟悉的豪門列強

，主力球員張傑閔說：「大家拚盡全

力的防守，互相提振對方的信心，做

好自己的工作，去享受球賽的氣氛，

也很感謝隊友教練願意相信我。」

這就是我們看見的興國高中，貫

徹「全力乙赴」的態度。

而最終，球隊的驚奇旅程走到南

區十二強，敗給了來自台中的勁旅葳

格高中；雖然從沒有人看好興國高中

能夠走得多遠，但就像教練陳啟堯對

球員說的：「比賽就這麼一次，現在

不拚要等到什麼時候。」在未來肯定

會持續用拚勁，讓大家記住「興國高

中」這個名字……。

興國有禮 敦品勵學

英文校園書展

近年有意報考軍校的學生愈來愈

多，本校利用高三學測結束後辦理全

民國防教育參訪，適逢敦睦艦隊抵安

平港，特別安排學生登艦參觀，讓學

生們大開眼界。

在學校課業正規傳授之外，學校

常安排校外教學，本校為學生安排生

涯參訪，到科大或觀光工廠參觀；校

外教學則到訪特色景點、文化古蹟、

參觀大學，甚至參觀海軍敦睦艦隊，

見證國軍雄厚戰力、壯盛的軍容，同

學們表示，這些都是課堂上學不到的

活知識。

師生先前往台南空軍基地第一戰

術戰鬥機聯隊，參觀隊史館、飛機彈

藥靜態展示、消防裝備體驗、憲兵武

器裝備介紹。能夠進入平時管制的空

軍基地，同學無比興奮，專注的聽取

介紹，感受到空軍弟兄保家衛國的決

心。

與空軍基地搭伙享用午餐後，下

一站前往安平港登艦參觀，學生們見

證國軍精實的訓練成果，參觀船艦上

的展覽，看到國軍先進的國防科技及

雄厚戰力，讓師生留下印象深刻；參

訪過程適逢海軍官校樂隊表演，都讓

學生留下深刻印象，驚嘆連連並感到

不虛此行。

參訪空軍、海軍艦隊 見證國軍宣揚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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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達人講座－斜槓的時代

記者/街頭藝人/人間福報編輯/生命書寫講師/璞育文教協會秘書長

涼爽的四月天，本校很榮幸邀

請陳文彥先生到校分享，演講的主

題是<從筆耕到田耕>。陳秘書長是

興國的校友，此次的講座是由學長

分享他的職業生涯給國一學弟妹，

多了一分親切感，更讓聆聽的國一

學弟妹們獲益良多。這位達人分享

他在進入教育界之前的職業經歷相

當豐富，因為擔任記者時，發現媒

體業者單方面只想讓觀眾接收到的

是半真半假的資訊，博取收視率，

與他想將社會真實的一面報導給大

眾的初衷相差甚遠，此後當過街頭

藝人ヽ報社編輯ヽ社區大學講師，

發現發展多元教育才是根本。達人

以自己的故事影響莘莘學子，他的

精采人生，就是新世代斜槓青年很

重要的一項技能，將自己的知識與

興趣經營成可長可久的事業，百分

之百掌握自己的人生。

國一2班黃懿芃聽完講座後分享

說她的夢想從一開始就趨向多元，

原先對金融投資及歷史學家兩種職

業都有興趣，經過陳文彥學長的分

享，讓她更堅定了信念，自信地說

：「我的未來由我做主，斜槓人生

由我開拓」﹗

親師生共學饗宴〜興國班親會
本學期的親師座談會於3月10日

熱鬧登場，連日大雨卻未澆熄大家熱

情，參與的家長相當踴躍，足見興國

家長對教育的重視，以及對學校的支

持。

學校特地安排了蔡昭偉先生（蔡

傑爸爸）到校與家長分享教養特殊孩

子的心路歷程，這一場「用生命影響

生命」的教育講座相當撼動人心，笑

中帶淚，感動了在場所有家長。也為

三年級家長安排了因應新課綱的高中

學習及升學講座，讓家長更放心把孩

子交給興國。

配合新課綱的自主學習精神，本

次班親會的班級活動，以學生展演和

分享學習歷程為主體。各班學生卯足

勁，班級特色海報、黑板繽紛彩繪、

精美專業的簡報，老師也用心準備了

豐盛茶點和飲料等，讓與會的家長驚

呼連連，大讚興國的老師就是不一樣

﹗最令人驚豔的莫過於學生的多樣才

藝表演，有演說、樂器演奏、自彈自

唱、扯鈴……等等，靜態的部分則有

豐富的作品展覽，如英文小書、繪本

、寫作等，呈現多元學習成果。

這是一場豐富精彩、溫馨動人的

親師座談會，展現了學生的才藝、創

意及青春本色，也是一場成功的親師

生共學的饗宴﹗打造「成就每一個孩

子」的願景，興國又往前跨了一大步

﹗

輔
導
室
２
月
至
５
月
活
動
映
像
館

蔡傑爸親職講座-家長場

高三多元入學介紹

國三升學適性輔導

高三義守大學參訪

大學申請入學選填志願說明

學生性平講座

高三學系探索講座

繁星推薦高三導師說明會

精油紓壓體驗

高三書審及面試講座

美雅家具工廠參訪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數學科教師增能研習

亮點數學好好玩

過去的數學都是傳統式教學法，老師在

講台上說得口沫橫飛，學生則戰戰兢兢在台

下聽課的填鴨式教學，因此本校安排了「教

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推動工作小組－

課程與教學輔導組』」主辦的教師增能研習

，由「亮點基地工作坊」林柏寬老師蒞臨本

校指導，展開一系列更具挑戰性且趣味十足

的數學科教師增能培訓研習。工作坊的教學

目標就是改變我們的數學教學，讓數學不再

是以往老師在講台上唱獨腳戲，而是學生與

老師在教學中相互學習成長，使數學教學奠

基在活動中，讓數學變成更吸引學生的玩中

學。

數學科老師表示：每次的研習都帶來非

常多的觸發與收穫，原來簡單的撲克牌可以

進行的數學相關活動那麼多，舉凡：12點半

、比大小、因數組合、或加減乘除遊戲；另

外利用撲克牌遊戲及相關圖卡進行加減乘除

運算，順便引進十字交乘觀念，可以讓孩子

們實際去動腦，同一個數字分成兩個數字相

乘有不同方式，進行相加時會有不同結果；

還有黑白配遊戲剛好可以實行在小六升國一

的暑假。黑白棋，一個代表正數一個代表負

數，可以相加或抵消。若老師們將此運用在

教學上，加上學生的回饋單，相信學生集思

廣益可以發掘更多更好玩的遊戲。期待下一

次的研習可以學到更多有趣的數學小遊戲，

讓學生有趣的學數學，更愛上數學。

後記：5月25-26日，本校舉辦「數學好

好玩國小營隊」有60位同學報名參加，同學

們不約而同地表示收穫滿滿，數學真的好好

玩！

107學年度下學期國

文科教師增能研習有三

場，分別為蔡仲敏老師

授課的「遊戲合作．行

動學-實境解謎教學設計

與應用」、北一女教師

鄭元傑老師主講的「素

養導向課程設計工作坊

~~我們這樣教國文」以

及陽明大學的榮譽退休

教授陳文盛分享的「試

管、鍵盤、畫筆——科

普寫作的經驗談」。

蔡仲敏老師設計名

為「菜鳥探員的考驗」

的實境解謎翻轉活動體

驗，並帶領多元選修課程「大家來找茶」的老師們進行 Holiyo
平台實境解謎設計與實作，讓老師們分組競賽，在這節課裡興

國老師們玩得不亦樂乎，在遊戲中學習，這也正是興國目前堆

動的多元課程之一。

另外在四月分登場的兩場國文科教師增能，一場是由北一

女教師鄭元傑老師的分享，鄭老師在講授內容上有充分的準備

，透過活潑幽默的表達，並結合他個人的教學歷程及經驗，提

供研習教師們相當寶貴的學習心得；

此場研習中，鄭老師也透過分組討論

及分享的方式，使得課程充滿挑戰並

腦力激盪產出具創意的成果。這樣的

操作模式不只有助於教師們能以最有

效益的方式將課程吸收，亦能將這套

模式運用在教學現場上，提供有別過

去傳統教學的另類學習方式。另一場

則是由陽明大學的榮譽退休教授陳文

盛教授帶來的科普饗宴。教授本身學

術研究專長領域是微生物基因體結構

與演化，除了科學之外，他也熱愛文

學、藝術，在這場研習中，講師與同

學們分享個人一生在科學、寫作與藝

術三方面的抉擇、取捨、投入的經驗

談。透過這場陳文盛教授的分享，我

們確實享受到「試管、鍵盤、畫筆」

三者交融的精采分享饗宴。

國文科教師增能研習精彩分享



我的生命在意念似清似濁的痛苦掙扎

後，上升至更濃郁的層次，學會和那

些頑拗的思緒、碰撞的傷疤共處，悄

悄的控著溫火，要以最合適的火侯，

熬煮出最鮮美的厚郁。

爐中一片片牛肉，迫切的也想成

為淬煉後的料理。我滾著細細緩緩的

溫度，看著那些熱湯中翻騰而熟的牛

肉，一陣沁脾的清甜由上而下擴散至

整碗湯中，助人的喜悅竟是何等醇美

！欣喜而入味的牛肉湯飄著豐厚的香

氣，回顧自己一身的熬製，煮沸後的

湯頭是對自己的第一次徹悟，而我們

都需要這樣的覺悟，才能在人生跌宕

崎嶇的路途上，即使負傷也能無畏坦

蕩地前行。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赫曼

．赫基所著作的流浪者之歌，主角悉

達多便是在不斷的自我碰撞和摸索中

，找出自我價值，褪去一身華麗，終

能了然的行於當行的道路。而一碗入

味的人生除了香醇的湯底，最不可或

缺的便是鮮美的牛肉，兩者相輔相成

，共呈齒頰留香的絕饗，共享人生最

美好的模樣。

再舀一口色澤均勻、肉味鮮甜的

甘味，細細咀嚼生命中嘗不盡的是與

非，我若有所思地看著眼前冒著熱氣

的牛肉湯，視線逐漸模糊而不可辨。

青春．文字．記憶．成長
自107年開始，大學學測國文科

寫作測驗有了重大變革。作文需獨立

測驗，且需在90分鐘內寫完兩大題作

文，包括感性（情意的感受抒發能力

）、知性（知性的統整判斷能力）。

作文題目的出題方向不限於文學、歷

史，還包含科普、音樂、藝術、公民

、生物…等不同領域。

有鑑於此，本校國文科教學研究

會開始著手針對學測國寫的變革，編

寫教材及寫作練習「作文簿」，未來

預計從國一到高三，六年一貫每學期

一本，共編寫十二本寫作練習「作文

簿」，循序漸進為本校學生奠定良好

的寫作能力，本學期的「作文簿」開

始實施以來，已有不錯的成效，老師

的用心加上同學的努力，激盪出一篇

篇文采斐然的佳作。

【佳作一／入味人生／黃善祺】

稜角銳利分明的八角茴香和花椒

、山奈、草果…等辛辣刺鼻的香料，

滾著合宜的火候激盪出爐內牛肉的鮮

甜，清郁的湯頭上冒著功成身退的熱

氣，淺嚐一口溫潤，入口的滋味化作

道道喜悲憂懼、七情六慾，堆疊成人

生最豐富的底蘊。

感受著體內許多食材的相互劑合

，讓人不禁憶起這碗牛肉湯最初的模

樣，猶記當時的我仍是一碗隨著大火

肆意滾沸，橫衝直撞的清湯，未佐以

任何香料，坦蕩蕩地蒸發掉不少的時

間和歲月，沸騰了許多情緒和敵意，

然而那淺薄的湯底，讓我意識到自己

的無知和莽撞，在思緒緩緩清明後，

那些爾後被放入的中藥材，以一種極

其劇烈的方式相互滾沸蒸騰後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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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創意歌曲比賽～秀出創意與巧思，精采有特色

2月23日補班補課日，興國選在

這一天，舉行一年一度的「英文創意

歌曲比賽」，創意巧思融入英文教學

，高二的學生情緒很high，為校園帶

來很wonderful不一樣別出心裁的表

演！

「英文歌曲創意比賽」今年已邁

入第13屆，雖然名稱是「英文創意歌

曲比賽」，實際上是涵蓋音樂、藝術

、英文、團體活動等跨科整合的學生

活動，是興國高中英文教學相當重要

的一環。學生從寒假開始與英文老師

，討論表演主題以及運用的歌曲，全

班分工合作，擬定劇本、分配角色、

製作道具、排演、修改。

比賽當天在短短的5分鐘，在用

心剪輯的幾首英文歌曲中，每一位上

臺的同學，配合班級的主題，載歌載

舞，以劇情式的方式呈現，表演動作

到位，秀出最完美的一面，在精彩的

演出中，獲得許多收穫！

今年比賽由高二06班奪冠，比賽

主題為：我的鬼機友-Good v.s. Evil 
Besties，敘說手機使用對學生造成的

影響並呈現如何將手機做正向的使用

。評審老師講評時指出，6班能奪冠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音響故障的短暫

時間內，能清唱hold住全場進行表演

，這樣的應變能力以及演出之精湛，

前所未見，榮獲冠軍當之無愧。

興國星光 興光耀眼　競賽成果107.11-108.5.31

語文類
1.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1071031梯
次

(1)三年級組特優：黃意真

(2)一年級組特優：簡芷榆、沈亮誼、李語心

(3)一年級組優等：吳芊芊、鄭楹柔、陳芊璇、

蘇豐典、莊舒涵、吳承羲、陳映汝、張宸瑋、

溫涵瑜、楊皓鈞、蕭世楷、蔡儀蓁、林秉延、

陳建丞

(4)一年級組甲等：張芸熙、蔡世寬、王靖甯、

沈聖桓、葉蓿葑、王偉丞、李姵瑾、許家瑋、

李承真

2.108年度台南市市長盃語文競賽高中學生組

(1)書法第三名：顏秀芸

(2)國語朗讀優勝：李宜潔

(3)國語字音字形優勝：施呈蓉、林家蔚

(4)閩南語字音字形第一名：黃靖雅

3.108年度台南市市長盃語文競賽國一二組

(1)國語字音字形第二名：黃懿芃

4.108年度台南市市長盃語文競賽國三組

(1)國語字音字形第一名：蘇川芸

5.2019第35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1)一等獎：藍瑞秋、許珮綺

(2)二等獎：姜宥甄

(3)三等獎：蔡硯筑、莊駿嶔、吳偲綺、黃貴琳

數理自然資訊
6.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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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暄婷、黃歆茹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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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鋐、王子毅、蘇信銘

8.107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第六區第七區學

科能力競賽

(1)數學科佳作：許書維

(2)物理科佳作：陳敬涵

(3)地球科學第四名：楊棋方、佳作：王祐翔

(4)化學科佳作：蘇豐恩

(5)資訊科佳作：張凱瑞

9.臺南市第五十九屆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1)化學科第一名（進全國賽）：蔡旻翰、吳宗恩

、林昀臻

(2)地球科學第二名：蔡季真、李凱湋、鄭兆廷

(3)物理科佳作：吳岷勳、黃委弦

(4)數學科入選：許雅鈞、張祐銓、陳秉凱

(5)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一)(機電與資訊)第三名：

林翊潪

(6)團體獎：第三名

藝能
10.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1)水墨類國中普通班組佳作：李宜謙、董庭卉

(2)西畫類高中職普通組佳作：蔡佩珊

(3)水墨類高中職普通組佳作：魏彤恩、陳　珉
11.2018紅十字會<長照2.0厝邊好幫手>繪畫比賽高

中組入選：陳　珉
體能
12.台南市108年獨輪車錦標賽

(1)定車計時特優：陳威圖、劉康瑋、吳杰嶧、

李智熙

(2)競速100公尺第二名：陳威圖、劉康瑋、

李智熙；第三名：吳杰嶧

(3)競速200公尺第一名：吳杰嶧；

　　　　　　　第二名：劉康瑋

(4)競速400公尺第二名：李智熙

(5)IUF迴旋障礙競速第三名：李智熙

學習沒有假日，
資賦課程好好玩
你可以不喜歡讀書，但你不可以

不熱愛學習！一個學期只有 4 個週六

的資賦學習日，從小六~ 國二、高一 ~
高二的多元學習課程，精彩的探究與

實作，盡在這裡，如：英語 iearn《跨

國文化箱交換》、蛋蛋的好（雞蛋觀

察與實作）、科學實作（諾曼第空降）、

口語表達（我是興國自治小市長）、旅

行文學（製作旅行摺頁）、叫我料理王

（製作 Pizza）、AR 沙盒體驗、雙語生

物（觀察解剖杜比亞蟑螂）、藝術變

化球（使用色彩創造屬於自己的友善

小怪獸）、智高積木（空氣動力）等。

在這個課程中，不管哪個年齡

層的孩

子，對

學習的

熱切渴

盼及認

真學習

的神情

都一樣

！

學測 75級分（人） 74 級分（人）70級分以上（人） 五選四60級分（人次）

(應屆)人數 2 4 23 15

姓　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陳軒毅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劉欣泓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王佩津 長庚大學 醫學系

賴亮均 慈濟大學 醫學系

陳泓興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姓　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劉欣泓 輔仁大學 醫學系

蘇豐恩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蘇　葳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郭丞翰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鄭心禕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姓　名 學校名稱 學系（組）名稱

許書維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信泓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楊棋方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曾凡軒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王祐翔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繁星+申請 醫學系 牙醫學系 醫+牙 錄取率

(應屆)人數 6 3 9 100%

108年大學甄選入學金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