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11月9日至10日辦理的「
2019年日本加賀RoboRave國際機器
人大賽」，共有來自5個國家、208隊

參與。興國高中由J701林子瑄、J802
洪碩謙、J803郭成恩三位同學組成聯
隊，榮獲2面金牌（國中循線組第一名
、國中騎士組第一名），是台南市成

績最好的學校。

RoboRave起源於2001年美國
新墨西哥州，是國際性大型比賽，

組隊以團隊方式參賽，使用電腦撰

寫Mindstorm程式控制機器人，控
制自行設計的機器人自行完成各項比

賽任務。競賽項目共有a-MAZE-ing
（迷宮）、Jousting（騎士）、Line 
Following（循線）、SumoBot（相
撲）等4種。

這次的國際賽中最特別的是，部

分項目需要自行去找相互競賽的對手

，因此增加了許多和他國優秀選手的

互動機會，甚至還因此成了好朋友。

除了學到許多經驗與技術，同時也建

立了不少的友誼，作了一次很好的國

民外交，這就是興國多年來經營的創

客的精神！

自108下學期開始，學校將特聘
樂高（LEGO）機器人金牌教授吳煥
文先生，利用每週下午選手培訓時間

延續之前的指導，加強各位選手的各

項能力，以提早準備2020年在日本擴
大的世界機器人大賽，作好萬全的準

備再創佳績。

日本RoboRave國際機器人大賽
興國雙金報喜

持續和自己賽跑才能攀越巔峰　有競爭力才能看到世界的寬廣
108年全國語文競賽國語字音字形【特優】
H106蘇川芸的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三度進入全國賽了，之前總是抱著志

在參加的心態，這次卻莫名地燃起前所未有的企圖

心，雖然老師跟爸媽都沒給我壓力，但因為回家要

讀書，只能儘量利用在校有限的時間練習。

其實大部分培訓時間我都滿樂在其中的：午休

時有可愛的國中學弟妹逗我開心；請公假自己一個

人時，我就盡情徜徉於文字之中，驚奇於中文字詞

豐富的形音義。只有無法於十分鐘內寫完考卷時，

我才稍稍感到

焦慮，能在全

國賽得名並參

加頒獎典禮是

個既珍貴又有

趣的經驗。

那時正逢

全國國高中生月考週，參加典禮的學生，包含我在

內，每個都在台下猛K書，蔚為奇觀。
最後我要對從小學到現在的每位指導老師致上

最高的謝意，若沒有他們辛苦地替我準備資料、午

休陪我練習，犧牲假日載我到台南集訓，我也不會

有今日的成績，謝謝老師！

台南市108年度國中英語文競賽
英語讀劇【特優】陳水香老師的培訓心得：

目送學生踏入英文讀劇比賽的現場，一顆心開

始狂跳，感受到周遭緊張的氛圍，指導老師們只能

坐在轉播室裡，靜靜的等候。看著螢幕裡興國學生

們沉穩的表現，我知道這些日子的練習，沒有白費。

每週四的第六節課，是慣例的培訓時間，參與

英文讀劇的選手們齊聚一堂，一次又一次的練習，

只為了一步又一步的精進。在培訓教室裡，除了高

潮迭起的劇本朗讀聲，還增添了許多師生互動的笑

語。從劇本的撰寫、發音的修正、語調的調整，到

角色心情的詮釋，我看到了學生的努力，以及想贏

的決心。參賽的選手從互不相識，到培養了絕佳的

默契，這是練習過程中，最大的收穫，彷彿自己多

了好多兄弟姐妹，一同分享練習的甘苦。比賽前一

天雖然因為學生疏失發生了一點小意外，隨即調整

情緒對他們機會教育以及信心喊話，看到他們重振

精神，彼此之間互相叮嚀、勉勵，我知道這是為師

者最大的回饋。

望著螢幕裡八位選手，使出渾身解術，把最好

的一面呈現出來，我相信我們勝券在握。沒錯！特

優的榮耀，與大家共享！



能動能靜，允文允武
大方秀自我，展現力與美

熱舞社參加「南英商工2019 Let´s 
dance熱舞大賽」，在音樂選材、動作
編排及隊形設計用心，創新活力博得評審

一致讚揚，囊括冠軍、最佳創意獎及最佳

服裝獎。

由本校江秋菊老師指導的合唱團，參加「台南市音樂比賽」高中職混聲組

，榮獲第一名，三月將代表台南市參加在台東舉行的全國學生音樂賽決賽，爭

取最高榮譽。合唱團首次參賽，以整齊、嘹亮細膩且整齊畫一的表現，獲得評

審青睞，脫穎而出。

「台南市108年議長盃籃球
賽」，高男組榮獲第三名。「全

國高中聯賽高中預賽」開打，這

是全臺最熱血的學生籃球賽事。

高中組進八強，國中組第九名。

學校成立各項社團，全力支

持學生朝各方面適性發展，多元

發展下堅實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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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帶你看到更寬廣∞的世界
～科學實作營＆科技體驗營～

10月26日和11月10日兩
天，興國分別舉辦【科學實作

營】和【科技實驗營】兩場次

營隊招收小學五、六年級的學

生，大手牽小手來到興國快樂

學習！

【科技實驗營】，結合資

訊科技的課程多元有趣，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將孩子們帶往更寬廣的未來

世界。

【SWITCH體感運動】以switch帶入數位體育的境界。
【機器人+3D列印+雷射雕刻】認識3D列印、操作十六軸機器人。
【空拍機】讓每一位同學可以實地操作空拍機，飛行往返約200公尺。
【AR沙盒與地球儀製作】認識七大洲與三大洋位置，透過手繪與剪貼

實作屬於自己的地球儀。

【科學實作營】科學知識不再紙上

談兵，透過實驗操作，自己動手做，從

中了解原理，落實教學遊戲化、遊戲教

學化。課程有：智高積木，生物實驗和

理化實驗等，在老師專業親切的帶領下

，讓小學生在多采多姿的學習中，體會

實作的樂趣，看見更寬廣的世界。

12/07興國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志
工們在入冬第一波冷氣團籠罩的低溫

中，不畏凜冽的寒風，早在活動前一

個多小時，各就崗位為即將展開的【

校園參觀日暨闖關活動】、【小六評

量-獎學金資格考】做萬全準備。
當天國小闖關體驗營在興國教師

團隊的精心策畫下，包含：喜結良緣

、進擊的賽恩斯等共13個關卡，各個
關卡都有躍躍欲試的孩子、家長們排

隊等候體驗呢！

還有禮堂內熱舞社、熱音社、弦

樂團、英文團唱等精彩表演，都獲得

大小朋友的滿堂彩，禮堂一隅有金石

堂書展，就此時此地展開和書本的浪

漫約會，閱讀從家長開始，在孩子們

的身上落實。

興國滿滿的教育熱忱得到與會家

長們、孩子們熱烈迴響，有你們的肯

定與支持，相信在教育這條路上，你

我相伴，孩子們會走得更穩健的。

和HKHS的近距離接觸

我的努力終於被看見了
感謝老師嚴謹的指導　讓我拭去淚水勇敢逐夢

很多人很羨慕我現在就有大學可以

唸，不過卻很少人知道我背後的故事。

當大家都在準備模擬考，我卻得放

棄模擬考，賭那21取2的機會，那時告
訴自己：先準備備審。如果沒上就當「

個申」用，後來透過班導師的協助，順

利交出備審。

築夢的過程中，我沒有所謂的寒暑

假，對！當大家都出去玩，而我每年的寒暑假，都在準備夢想。曾經想過放棄

，想和大家一樣休息、出去玩，但最後仍沒有被慾望洗腦，堅持完成自己的夢

想。

這些都歸功於老師們嚴謹的要求和指導，讓我拭去挫折的淚水，成為一個

努力付出勇敢逐夢的女孩，知道自己上榜的那瞬間，頭腦空白，我只能說比中

樂透還幸運。我非常開心，因為教授們認同了我，我的努力終於被人看見。往

後，我會更加努力學習，決不會辜負教授們給予我的機會。

得獎、活動參與記錄：

‧第57屆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國中組化學科—第三名

‧2018思源科學創意大賽Plus—總決賽銀牌獎

‧107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綠色化學創意競賽—佳作

‧2018年智慧鐵人競賽—初賽證明　‧2019年智慧鐵人競賽—初賽證明

‧2019年居禮夫人高中化學營

感謝生命中的貴人  因為你們的支持和帶領
讓我對於中文有最綺麗的堅持和夢想
在能被看見的路上，要感謝的人事物太多了。

中文對我來說從不單是一個科目，每一次閱讀或寫

作帶給我的都是和古今淵學碰撞的美好。過程中也曾面

臨許多懷疑和挫折，然而我始終相信學中文是一輩子的

課程，它培養我更加敏銳的感知、帶給我豐沛的情感，

教會我如何以和為貴、以柔克剛、如何在生活當中成為

一個有溫度的人。也因著這些滿溢的收穫，使我所踩的

步伐越來越踏實，每一步都是期許自己能在文學所蘊之

美中學習向善的堅定。

高中三年的磨練，有得亦有失，幸運能遇到好的老

師，讓我對於中文有最綺麗的堅持和夢想。三年來我所參加的每一次的比賽和

練習都是美好的負擔，從中砥礪自己的心志，也逐漸擦亮了原先模糊的志向。

成功的人不一定經過努力，但我堅信努力的人最後一定會成功。

感謝爸爸媽媽始終的支持、魏季美老師、吳佳真老師和李軍慧老師的帶領

和協助，終其一生能夠朝著人生的目標前進，何其幸運。

狂賀本校高三生參加109年度大學特殊選才
尤暄婷錄取成功大學化學系
黃善祺錄取中興大學中文系

文／尤暄婷

文／黃善祺

國二生涯參訪

職業探索初體驗
觀光工廠樂趣多
在國二學生們引頸企盼下，

由本校輔導室籌備的國中生涯參

訪活動，在108/10/25（星期五
）出發了，上午前往高雄市樹人醫專進行科系職群探索，透過各科系豐富的

體驗課程，幫助學生了解興趣方向，初步進行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

下午前往台南奇美食品幸福工廠參觀，從原物料開始，了解製造的流程

，更懂得食品的安全及健康的觀念。最精彩的行程就是「幸福手作甜點」了

，學生們個個戴上廚師帽，專注地擠著奶油，

發揮巧思，裝飾著自己的杯子蛋糕，有得吃、

有得玩、又有得拿，三個願望一次滿足，真是

快樂又有趣呢！師生們不禁大呼：此次活動能

走出教室學習與探索自己的興趣、構築對生涯

的想像，生涯參訪就是讚啦！



資賦課程、資賦校外教學

國一資優方案
【PBL專題】

老師先做PBL海報示範，小組討
論並確定最後內容。製作海報，輪流

上台報告，進行海報展示。

【AR沙盒】

AR擴增實境介紹與應用，了解等
高線地形圖特性與河川地形實作！

資賦課程
國一資賦【雙語數學】—統計圖表

由英文老師利用吃喝玩樂各主題

，引導學生觀察生活中的數學並收集

資料。解釋各統計專用名詞後，指導

學生判別資料，有系統收集有效性資

料。最後雙師輔導各組學生利用長條

圖或直方圖表示資料，小組上台用英

文報告任務。

國二資賦【樂高機器人】

進入生技教室，認識眾多的樂高

積木零件後，進行車體組裝，再運用

程式控制馬達以達到車體行走方向的

控制及零件的轉動。最後由同學發想

如何設計車體結構及程式控制，以達

到控制車體前進、轉彎、發球，小組

完成自動打保齡球機器。

國二資賦【科學實作】

同學們到化學實驗室玩磁流體～

誰說磁鐵一定是硬的？經由特殊的處

理，它也可以像液體般隨著磁鐵流來

流去，產生奇特的形狀呀！

高一資賦【雙語台南學】

經由課程主題：台南「椪」一下

-府城香餅讓學生們了解台南傳統美食
「椪餅」，進一步品嘗椪餅麻油煎蛋

，製作椪餅甜點，透過美食更加認識

台南地方傳統。

高一資賦【實境解謎】

數學也可以玩解密！！學生們打

開數學老師事先利用Holiyo設立之關
卡，透過藏頭詩，尋找鬼腳圖中的數

學、機率、重複試驗；經由閱讀障礙

的體驗，了解黑白摺學；還有利用豬

圈密碼的轉換等等，讓同學闖關。

高一資賦【雙語生物】—雞秘物語

英文老師以英語講授讓同學瞭解

雞隻生長的過程，生物老師再釐清雞

隻施打生長激素的錯誤概念，以週齡

介紹每週雞隻生

長的變化。由課

程中，學生們了

解生物的專有

名詞，再搭配

Kahoot測驗同
學的認知程度。

最後延續完成各組雞骨標本製作！

12/8資優&資賦課程校外教學

本次校外參訪結合了台南在地的

景點：十月才開幕的台南山上花園水

道博物館、南科考古館與配合過年節

慶的鹽水月之美術館。

台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與淨水

區：參觀淨水池需登上189階的淨水
池步道才能到達！跟著導覽，了解博

物館區的水源是取自曾文溪，分館展

示自來水供應的所有環節，真是寓教

於樂的好地方。而戶外花園區有琉球

松、之前設在漁光島的人氣裝置藝術

，更是拍網美照的最佳場地。

驅車前往【南科Park17】享用美
味午餐後，我們直接用走的來到【南

科考古館】，開始進行《奔跑吧！考

古館》闖關活動：小組先掃描 Holiyo 
題本後立即開始進行跑跑跑，完成所

有關卡並取得密碼提示後，還必須進

行解鎖才可以打開寶箱，獲取寶藏！

最後進行【鹽水散策】，大家悠

閒地逛八角樓、在連成巷與萌兔拍照

、到月之美術館爬上登月亭眺望，當

然不會錯過好吃的三角骨、鹽水煎包

、鹽水意麵、豆簽羹、銀鋒冰果室等

等鹽水美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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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1月
‧H307 尤暄婷同學經特殊選才管道錄取【成功

大學化學系】，為本校今年度第一位大學生。

‧H306黃善祺同學經特殊選才管道錄取【中興

大學中文系】

語文類

◎2019年第九屆臺南文學獎-青少年組【散文】第
一名H101王姿晨

◎臺師大英語系Cool English暑期英語自學活動―
英語自學達人獎J903翁資盈

◎第13屆聯合盃作文比賽初賽【臺南區】國中七年
級組佳作J701陳怡蒨、國中九年級組佳作J907藍
瑞秋、高中職組佳作H101陳柏宇

◎第13屆聯合盃作文比賽初賽【嘉義區】國中八年級
組佳作J802洪碩謙、黃懿芃全國決賽說服類優選

◎108年全國語文競賽
【國語字音字形】

　特優H106蘇川芸／指導老師—李園珠老師
【太魯閣族語朗讀】

　優等J701賴珮蓁／指導老師—蔡吳美玉老師
【國語演說】

　優等H106黃翊愷／指導老師—鐘美足老師
【寫字】優等H207顏秀芸／指導老師—曾清老師
【作文】優等H306黃善祺／指導老師—李軍慧老師
◎108年全國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比賽
【優等】

　H101蘇怡文、蔡欣妤、龔宥嘉、李承瑋、陳佩瑜
　　　 陳佳渝、黃莉芸
　H104楊詠翔、劉雨瑄、H105李昀哲、H106蘇川芸
【甲等】

　H101沈芯伊、張舒閔、羅心伶、陳若庭、陳筱晴

　　　 陳靜文、洪慈憶
　H103黃冠廷、翁暐畯、蘇筠涵
　H104陳孟蔚、黃靖貽、H106張萱婷
◎1081031小論文比賽
【優等獎】H202王珮頴、H208李語心
【甲等獎】H201藍紫庭、莊佳臻、林倢伃
　　　　　H207陳玟伶、林青萱、顏言芳
　　　　　H208陳汶伶、陳芊璇、吳苡瑄
◎台南市108年度國中英語文競賽
【英語讀劇】指導老師—陳水香、陳玉婷

　特優J701簡岑宇、黃宥富、J702張詠婷、張詠勛
　J703傅家嫻、J804蘇珊、J902陳昕宜、J907王姸詠
【英語說故事】

　優等J802洪碩謙／指導老師—謝美莉、沈禹伶
【英語團唱】指導老師—王盈力、黃馨慧

　優等J906范念恩、洪綸妡、王旂仲、王聖元、
　　　　　 張祐銓
藝能類

◎108學年度台南市學生美展
【國中—西畫類】第三名J801郭澐宣—陪伴
【國中—水墨畫類】指導老師—羅苡誠

　第一名J905林胤龍—往事只能回味
　第三名J902陳俊羽—夜讀
　佳作J801陳思安—吃火鍋、J903沈沛均—恐懼
　佳作J705黃筠棋-貓熊
【國中—書法類】

　佳作J705陳泓叡—詩一首
　佳作J702張詠婷—楷書：增廣昔時賢文
【國中—平面設計類】

　佳作J703莊茹淇—樂齒不疲／指導老師—尤蒔萱
◎108學年度台南市音樂比賽高中職混聲組第一名
／指導老師—江秋菊

社科類

◎台南市108學年度法律達人青少年認識法律擂台
賽複決賽【興國犀or兔】第5名

　答題手：J905程柏瀚、胡嘉予、J906許雅鈞、
　　　　　J902許雅嵐
　智囊團：J903王奕喬、張筑綸、蘇微倫、
　　　　　J906張祐銓、J901呂仁凱
　指導老師—曾于育、曾馨儀

【興國小飛象】進入複賽

答題手：J903黃秀月、王瑋婕、J905林宏襄、
　　　　J907邱碩邦
智囊團：J905蔡易辰、李羿嫻、J907郭品辰、
　　　　許賀翔、賴泓文

　指導老師—曾馨儀、曾于育

◎台南市108年國中小獨立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
】第三名

作品名稱：【看！希望就在彩虹的後面-如果我們
可以公投】J907藍瑞秋、林育嫻、詹子瑩、王渝
、楊雲安／指導老師-曾于育

數理類

◎108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理及資訊學科
能力競賽—第四區第五區

生物科佳作H306賴柏涵／指導老師—陳昱豪、導
師—吳佳真

地科佳作H308李政聰／指導老師—李正雄、導師
—林中慧

◎108年臺南市公私立國中數學市長盃競賽佳作
J803陳秉凱／指導老師—吳佳興、翁子文

科技類

◎2019日本RoboRAVE國際機器人大賽，國中組
LineFollow（循線）第一名、Jousting（騎士）
第一名J701林子瑄、J802洪碩謙、J803郭成恩／
指導老師何錫霖

【聖誕園遊會＆草地音樂會】
12月25日這一天，在暖暖冬

陽照煦下的午後，一場聖誕草地

音樂會正熱鬧舉行中。今年的聖

誕活動除了園遊會之外，最大的

亮點就是舉辦草地音樂會。

首先由國一生直笛團兼合唱

團帶來聖誕組曲揭開這美好時光

的序幕，接著由各年級的音樂愛好者，輪番上場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而園遊

會場上除了廠商提供的食物外，還有高中部學長姐特色餐點，在悠揚的音樂

聲、誘人的食物香味，大家沉浸在聖誕佳節的氛圍裡。坐在野餐墊上躺著或

坐著聽著音樂、吃著美食、閒話家常，在陣陣微風的吹拂下，師生一同在操

場上懶洋洋享受著歐洲風的午後，感受屬於我們的悠閒的聖誕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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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挑戰不害怕
興國陪你一起闖

108學年度，讓人焦慮度提高的
新課綱正式登場，大家都在問，要怎

麼準備？108課綱高中生學習歷程每
學期上傳，壓力十分沉重，越早定向

就越能累積到有利的學習歷程，定向

，就從了解自己開始：我是誰？我的

未來會在哪裡？

興國高中與勞動部勞動署雲嘉南

分署新營就業中心合作，舉行兩天生

涯小團體，透過有趣的活動及團體互

動共學，開心的遊戲並探索，向自我

理解踏出第一步。

國中端則邀請104工作世界職涯

老師，分享職涯的真實面目：原來網

路管理工程師不只玩電動，還肩負著

保衛網路世界的使命；原來國貿系畢

業不是只能待在公司，也可擔任船務

押匯人員，並需要良好人際能力；原

來遺體修復師也修復著家屬的心，是

一份追求美的同理心，也學習珍惜自

己及身邊的人。

日本教育旅行
日本宮城友誼之旅

本校年年舉辦的國際校育旅行，

2019年11月師生一行共42人，由李
育冠老師帶隊，與日本宮城縣富谷高

校及仙台育英高校進行交流，並規劃

參訪八年前311日本大地震遭受海嘯
侵襲的南三陸町。

富谷高校的全英語課程

富谷高校全校師生以隆重及熱烈

的開幕式，歡迎本校的團隊到來。典

禮除雙方師生代表致詞並互贈禮物外

，還以分組方式安排學生進行全英語

交流，雙方均留下珍貴回憶。

仙台育英高校與我締結姊妹校

三年前，仙台育英高校曾組團專

程蒞臨本校進行參訪交流，造成全校

轟動，因此，此行最主要的就是禮尚

往來，與仙台育英高校簽立互惠合作

姐妹校，未來兩校將可更進一步加強

學術教育合作及學生課程跨國的教學

。此次校方藉由飲茶的過程，介紹茶

道文化的發展，讓遠道而來的我們體

驗到茶道「和靜清寂」的意境，並品

嚐美味的茶點；而育英高校技藝精湛

的獅子太鼓表演，氣勢磅礡，充滿震

撼及渲染力的鼓聲，讓興國學子留下

深刻印象。

有洋蔥！311地震8年後

南三陸町感謝台灣

宮城縣南三陸曾受到311大地震
及海嘯的摧毀，重建的過程漫長且艱

辛，但當地的居民卻仍保持著樂觀的

態度及不妥協現實的勇氣，和大自然

共生共存。當天參訪了南三陸醫院、

舊戶倉學校、SUNSUN商店街、吉祥
物章魚君彩繪體驗，深深感受到當地

居民強大的生命力。當地居民為感念

當年受災時台灣大力的援助，還建碑

感謝台日的友好，讓我們十分感動。

不分享IG不是人

回到台後，日本參訪學員用實際

行動表達了他們的思念：一、與異國

的高校同學持續保持聯繫，二、開心

在IG分享照片，三、#Hashtag日本
教育旅行、#太鼓、#茶道、#南三陸
町，都是滿滿的開心與感動。

～想念日本的朋友、寄宿家庭的爸媽、美味的海鮮牡蠣，當然還有可愛的章魚君～

興國有喜~新舊校長交接
承先啟後 邁向璀璨未來

1/13由曾任台中一中祕書及教務主任的陳余各先生接下興國高中校長，將

為興國這個大家庭，帶來新氣象。

陳校長提出他的治學願景：以「

培育領導人才的學校」為藍圖，未來

發展方向是「國際教育」與「學校轉

型」兩大主軸。

【國際教育】透過課程的融入與

教育旅行的體驗，銜接國際社會。

推動【學校轉型，興國2.0】，配
合108新課綱和AI世代，探索未來教
育，確保興國的辦學與時代同步。

陳校長更指出，老師是興國最重

要的資產，學生是興國的未來，更是

家長及國家社會的希望。期盼興國的

教育能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想像力，

更能體認生命意義，追求創新，展現

興國高中「在地關懷、創新活力、全

球視野」的願景。

最後，陳校長以兩句名言做結尾：

第一句是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的座

右銘：The buck stops here.（責任
到此，不能再推卸）

第二句是星際大戰電影中著名的

台詞：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願原力與您同在），與所有教職員

工和同學們共同努力，推動興國持續

向前，邁向更璀璨的未來。

全國閱讀日書展
12月第一週全國圖書館週與台灣

閱讀日，興國圖書館年度盛事—書展

溫馨登場囉！

歲末能多點親近書香的機會是

何等美事！108課綱上路，學生被賦
予更多自由探索與實作的機會，配合 
12/07校園Open House，很多國小

生與家長也親蒞參與本校精心規劃的

各項活動。

今年書展特別規劃：各科教學研

究會所推薦書籍、多元選修與自主學

習區、2019 Open Book好書獎入選
書、生涯規劃、心靈輔導、暢銷書、

外語學習與檢定書籍、名家經典作品

等好書。並且加設聖誕專區，方便師

生在書展挑選互贈禮物，或添購日用

文具。為避免學生下課有限時間來回

奔波，學校特別排定班表，讓師生能

從容共享閱讀之樂。金石堂搬離新營

已多時，校園書展無疑是場及時

甘霖，獲得廣大迴響。

我們期望閱讀帶來更多學習

型家庭，促進家長與老師共識，

形成堅實緊密的教育夥伴關係，

學生能多元廣泛閱讀，開闊生命

視野，相信能更提升其學習動機，優

化邏輯思辯、溝通表達力，從而立足

興國，放眼國際。

允文允武 飛揚青春

興國高中生日快樂
11月9日風和日麗、冬陽和煦，

在全校師生熱切引頸企盼下，興國高

中校慶運動會熱鬧登場了。

一大早孩子們精神抖擻來到新營

體育場，首先由高一、二同學的健康

操表演拉開活動的序幕。整齊劃一的

動作、青春洋溢的朝氣，展現平時辛

勤苦練的成果。緊接著是熱舞社的表

演，協調的肢體動作、無懈可擊的團

隊默契，呈現力與美的結合，贏得滿

堂喝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由畢

業的軍警校友

返校領唱國歌

，氣氛莊嚴肅

穆。

接下來操

場進行的是各

年段的趣味競

賽，各班導師下場和學生們同樂，只

見老師們為了班級榮譽不計形象又跑

又跳，師生的距離更近了。跑道上同

時進行的是最精彩的男女100公尺、
男女400公尺及班際大隊接力，大家
齊力為班上聲嘶力竭加油吶喊，一起

歡笑，一起流淚，盡情揮灑青春的汗

水，不論輸贏，都體現了勝不驕敗不

餒的運動家精神。

今年最大的彩蛋驚喜是星期一補

假一天，就在運動會圓滿落幕中，師

生們用最熱烈歡欣的心情祝福興國高

中生日快樂。

陳余各校長簡歷

曾任：臺中一中秘書、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學科

　　　中心種子教師

學歷：國立中興大學物理學博士

　　　私立中原大學應用物理所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學士

行政經歷：臺中一中秘書三年、總務處主任一年

　　　　　教務處主任三年、教務處教學組長三年

　　　　　教務處設備組長一年、圖書館讀者服務組長二年

經歷：市立(國立)臺中一中數學教師（91年8月~迄今）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教師二年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教師三年

　　　新竹市立成德中學教師一年

　　　私立建臺中學教師三年半

專長：教育行政、數學教學、超高壓物理、半導體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