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學期本校舉辦了三場新課綱高
一入學說明會，讓家長更清楚和以往
不同的升學制度。108 新課綱對高中
最大的衝擊便是：多元課程如何安排，
才能讓學生有豐富的學習歷程。為此
興國高中早已走在前端，自 104 學年
度起利用假日進行資賦課程，集結老
師們的專業開發許多創新課程，且於
今年更積極爭取與多所大學合作，帶
給學生更遼闊的天空，邁向興國 2.0。

大葉大學施英隆副校長非常認同
興國高中的教育理念，特地帶領團隊
，至興國高中暢談校際合作細節。陳
余各校長表示，非常感謝大葉大學給
予多方位的協助，除了課程，更在技
術上協助達成選課不塞車的目標。今
年大葉大學在興國的多元選修、微課
程、國中資優方案皆有開課，課程如
下：
✿多元選修課：【我是大富翁】想成

為巴菲特？想知道什麼是績優股？
那你就得聽聽這堂課。

✿微課程：【國際貿易與跨境電商】
、【食品營養與生活應用】4/14(
二)起進行三週6小時的課程。

✿【AI智慧醫療】：6/6(六)以工作坊
的模式實作進行，醫療行為結合AI
，是非常有趣的前瞻課程。

 ✿國中資優方案：【英語布偶戲】於
6/6(六)粉墨登場，是小國一們透過
閱讀英語童話、改編成劇本，親手

製作與操作布偶的亮眼表現。
另外因應108新課綱素養導向的

教與學，本學期第一次假日資賦課程
也熱烈展開：
 ✿國一資賦
【科學實作】藉由兩個實作課程，在

過程中思考可能變因及創意
【智高積木】電動車走鋼索小組發揮

集體智慧改造電動車與軌道模型；
氣墊船組裝模型,體驗空氣動力對物
體作功原理

【 I EARN 英 文 】 本 學 期 專 案 － my 
school,your school自我介紹上傳
至論壇區並上台發表，分組選擇一
個主題（作息、社團、建築物、科
目、慶祝活動等），下次上課產出
作品並介紹。

 ✿高一資賦
【物理專題】手作風箏 發揮美感設計

，感受童趣，應用流體力學
【雙語生物】觀察&解剖杜比亞蟑螂

，雙語介紹蟑螂生理構造及功能，
完成任務

【簡報課】學習歷程成果發表會
 ✿國一資優方案

【PBL專題】介紹哈柏露塔，以情境
影片進行對話：發現問題、產生想
法、改善統合、刺激創意

【簡報課】學習歷程成果發表會
【英文專題】介紹The Cat in the 

Hat套書，閱讀文本、撰寫心智圖
，上台報告

第二次假日資賦課程同樣精彩不
斷：
 ✿國一資賦
【iearn】用英文自我介紹，其他人給

予評分，指導上傳到專案論壇區，
帶學生到自主學習教室，進行小組
討論，完成PPT或海報

【口語表達】設定主題：風雲人物、
旅遊景點、新聞時事、讀書心得（
四選一）指導學生如何蒐集、彙整
資料，製作3-5分鐘內容的簡報，
並流暢介紹。

【生物實驗】以上次饅頭製作的經驗
，利用塑形模具，團隊合作用製作
不同的造型與圖樣，並觀察討論蒸
煮前後形狀的改變

✿高一資賦
【 SketchupUp3D 繪 圖 】 邀 請 嘉

義 高 工 建 築 科 陳 家 鋒 老 師 講 授
SketchUp基本操作，介紹抗震盃(
繪製建築結構，以卡紙製作建物結
構，樓板裝置載重，進行地震分級
測試結構強度），觀賞參賽影片，
繪製建築結構體（柱、樑、樓板）

及小屋
【物理專題】邀請新生國小周明生老

師講授【超級電容手作飛行器】，
從材料切割、機翼上反角、機身配
重、電容的認識及功用

✿國一資優方案
【雙語數學-數形關係】英、數師合作

，利用活動、圖形介紹Pattern，
讓同學找出規律，利用方法圖解任
務，以海報呈現英文口說報告。

【 生 物 病 毒 概 論&毛 根 噬 菌 體 】 由
COVID-19介紹病毒的發現、命名
、分類及基本構造與生理特性，利
用毛根素材，折出病毒的正20面體
，完成自己的噬菌體。

【理化專題】酸鹼實驗-從放屁包研究
起，學會使用電子天平及指示劑，
利用放屁包內的物質，讓試管口的
氣球脹大，嘗試變因記錄對氣球的
影響，利用化學反應進行小組吹氣
球比賽。

新課綱下每個孩子都是唯一，啟
動興國2.0，教導學生實現自我、同理
他人、成就彼此，讓每個人都是自己
生命中的貴人。多元創新課程將生活
和學習有趣的結合，且跨領域、跨校
師資也讓興國孩子愛上學習。

啟動興國2.0　迎向新課綱

～創新課程帶領同學翱翔遼闊天際，如鷹展翅上騰



興國－醫牙搖籃　繁星申請大放異彩
蔡杰倫錄取長庚醫學系、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北醫醫學系

邱亭維錄取高醫醫學系、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王致剴錄取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柯伯勳錄取北醫牙醫系

長庚醫學系是我的第一志願
蔡杰倫說父母結婚多年卻遲

遲未懷孕，後來發現是嚴重子宮
內膜異位，經過林口長庚李奇龍
醫師診斷治療，得以順利懷孕，
但懷孕期間一度被誤診為子宮外
孕，經由多方檢查治療才順利生下我。從媽媽那裏得知這一段過程，讓我確認
醫學系是我的第一選擇。雖然同時甄選上長庚、中國醫、北醫三所醫學系，最
後選擇長庚醫學系就讀，因為自己能順利出生多虧當時長庚的李奇龍醫師用心
診治，因此期許自己也能成為良醫。

未來希望能從事糖尿病的相關研究
邱亭維選讀醫學系的原因，除了想挑戰自己的能力外，最大的主因是爺爺

是一位糖尿病患者，為了控制血糖，對自己喜愛的食物都必須控管，看著爺爺
為糖尿病而苦，希望未來能研究相關疾病，造福更多糖尿病病友。

成為爸爸的學弟傳承醫者精神
王致剴父親是位中醫師，但是並未強制孩子走醫學這條路，直到上高中，

致剴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以醫學系為第一志願，互相期許，彼此勉勵。有幸繁
星上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也成為爸爸的學弟，期許未來當個優秀的外科醫生。

善與人溝通喜歡實作
柯伯勳從小就培養藝術方面的能力，加上喜歡實作，國高中更是參與實作

類的社團和活動。因此第一選擇為牙醫系，除了手作方面佔很大的比例，特質
是善與人溝通，希望未來能發揮所長。

陳余各校長也勉勵準大學生未來要具備：英文溝通能力、流暢的論述能力
、至少要會一項才藝，在團體互動中，才能如魚得水，獲得更多的機會。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興國：停課．不停學～學習．不停歇

今年因應COVID-19（新冠肺炎或武漢肺炎）帶來全球停課潮，從國小、
國中到高中生，如何在家學習、自主學習成為年度關鍵字。但自主學習力不
會與生俱來，要靠老師、家長有計畫的引導。

教育部從1月起已積極展開「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輔導計畫」，全國22縣市
、300多校加入，將培訓出上百位「自主學習認證師」，協助學生熟悉3C載
具及各種學習平台運用，迎接未來勢不可擋的數位學習潮流。

順應學習新趨勢，興國高國中線上學習，【停課不停學】就隱身在興國
IGT系統，學習不因寒假延長而中斷，讓興國所有的學生，都可從興國首頁→
資訊系統→學生專區→第二行第3個社群播客系統登入，在家也可以透過線上
數位學習，並完成與老師互動、並完成繳交作業流程。

除此興國提供以下相關的自學資源：
•台北酷課雲https://cooc.tp.edu.tw/
•台南市教育局-寒假線上自主學習網http://www.tn.edu.tw/hlearning/
•均一教育平台https://www.junyiacademy.org/
•翰林雲端學院-免費一個月，試用申請開通碼-NCOV109STUDY
　https://www.ehanlin.com.tw/keys/inputs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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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共82位報名繁星推薦
錄取及通過有43位，通過錄取率達52%

國立大學和醫學大學高達27位，佔錄取及通過的63%。
★繁星醫學系第一階段通過者有5位：台大醫學系蔡杰倫、長庚醫學系邱亭維

、高醫醫學系黃歆茹、中國醫學系王致剴、北醫牙醫系柯柏勳
★其他頂大錄取包括：台大資工系張凱瑞、清大材料系吳紹瑜、交大電機系蘇

信銘、成大電機系沈峻嘉、成大化工系吳尚宇、政大德系文沈思妤等，通過
或錄取醫學及其他校系共計43人，興國高中繁星推薦成果亮眼。

新課綱中的學習歷程檔案將呈現
多元課程、學生多元表現、個人特色
及適性學習軌跡，興國在14學群中結
合校內外師資，設計多元課程，讓學
生透過選修課程釐清生涯定向。本學
期更是和各大學、業師合作，以開設
微課程、工作坊、講座的方式，帶給
學生更遼闊的天空，邁向興國2.0。

台裔藝術家辜琪鈞於3/10、4/14
、5/12、6/16開設跨領域美學課程。
此課程希望建構一個完整的美學教育
，讓學生能透過課程學習，培養國際
美學素養。

大同大學電機系系主任楊祝壽教
授於3/17、3/24、4/14、4/21到校開
設電機體驗營，提供有志往電機發展
的學生進行試探。楊教授除解說電機
學外，更透過動手操作讓學生直接體
驗電路與程式設計，真正實踐做、用

、想的學習價值。
3/31、5/12和清大跨領域科學

教育中心及普物實驗室科普團隊合作
，開設精彩有趣的科學實作課，將通
識教育向下扎根和清大教授一起動手
FUN科學。清大戴明鳳教授盛讚興國
學生學習很專注，過程會相互切磋討
論，學習力滿檔。

4/14戴兆群講師數學專題【簡單
的數學大大的用途】，藉由生活中的
魔球理論，說明數學不只是數字、符
號，能活化運用才是數學的宗旨。

大葉大學則給予興國多方位的協
助，除了多元選修【我是大富翁】、
微課程4/14、4/21、4/28進行三週6
小時的課程：【國際貿易與跨境電商
】、【食品營養與生活應用】外，更
在技術上協助達成選課不塞車的目標
，讓學生們輕鬆選課，不擔憂塞車。

攜手成大生科系USR團隊
開啟一系列課程，如：生技講座
、實驗農場參訪等，6/2、6/9成
大陳少燕老師的【DNA科學與
科技】首先登場，其中DNA部分

課程更規畫至成大進行實驗。
陳余各校長表示，非常感謝本學

期協力的各大學及講師們，新課綱下
每個孩子都是唯一，學校應幫助孩子
努力實現自我、同理他人、成就彼此
，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貴人。

面對108課綱，興國準備好了，你呢？

興國科展團隊全雷打！
剛剛好的好一個也沒落下

興國高中今年參加科展，揮出全壘打，6隊全榜上有名。
化學指導老師K說：「有一種好，

叫剛剛好的好」十月科展校內甄選，歷
經千辛萬苦⸺退出、加入、換科、換
題目……最後堅持下來的，就剛好六科
六隊，而我們能報名的就是6件。

佈展當天清晨下大雨，但就那麼剛
好，要出校門時，沒雨也不熱。同學們

搬看板、組看板、貼海報、練習、觀摩，雖然累，但這是過程，結果證明努
力付出，不但值得的，還能帶來滿滿的回饋
與榮譽！

在指導的過程中，K老師覺得，大家一起
在意，一起學習，一起向上提升，凝聚出革
命情感，是很棒的一件事！選手們努力為校
爭光，讓自己有機會看見更寬廣的學習領域
，是―種值得珍惜與感恩的體驗。

5/23台南市國中小科學展覽會複賽，由
化學科【氯色奇蹟】、數學科【排牌墩】出賽。參加比賽的選手：國中化學
科，有J801蔡昀晏、林暐程、戴子翔。國中數學科，有J803陳秉凱、郭承恩
，和J705吳秉勳。比賽結果，化學科【氯色奇蹟】勝出，榮獲佳作。

繁星滿天 再創佳績 狂賀狂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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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星光 興光耀眼

(109.01~06月)
數理類
◎交通大學第二屆APX全國高中數理能力檢定
1.生物科成績排序為本屆該科檢定人數2.1~5.0%：

銅牌H307蔡杰倫、吳尚宇
2.生物科成績排序為本屆該科檢定人數5.1~10.0%：

優良H308王子毅
3.化學科成績排序為本屆該科檢定人數2.1~5.0%：

優良H307吳尚宇
5.化學科成績排序為本屆該科檢定人數5.1~10.0%：

優良H307黃士哲
◎2020第三屆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初賽
1.榮獲晉級複賽：H104吳宗恩、H106岳朝涵、陳峟

銡、林可臻、H205黃彥騰、黃柏凱、H208黃㴛
宸、鄭詠庭、陳芷翎、H207邱柏文、謝瑩炫、蔡
旻軒、H105洪誠誼、H104莊愛玲

2.榮獲晉級複賽及二等獎：H105陳致廷、柯廷諭、
H208邱峻逸、H207李睿祥、周馨慧

3.榮獲晉級複賽及一等獎：H105張閔堯、蘇川芸、
H207蔡世寬、張凱齊、蔡秉諺、H208李姵瑾

4.榮獲全國排名績優金獎：H207張凱齊、H105張閔
堯

5.榮獲全國排名績優銀獎：H207蔡秉諺
6.榮獲全國排名績優銅獎：H105蘇川芸、H207蔡世

寬、H208李姵瑾
◎第60屆第五分區高職中科展複審
1.化學科佳作：H104吳宗恩、H105鄭豪逸、蔡旻翰
2.地球科學佳作：H105洪誠誼、H106林可臻、蔡承叡
3.物理與天文科學佳作：H106林昆融、柯尚廷、

H105白崇彣
4.動物與醫學科學佳作：H104莊愛玲、黃紫媛、

H106蔡宜倫
5.電腦與資訊科佳作：H203陳秉杰、H206黃擇安、

吳啟禎
6.數學科佳作：H206洪碩壑、李冠衡、林秉延
◎第16屆IMC國際數學競賽臺灣區複賽
1.國中三年級組金牌獎：J307楊雲安
2.國中三年級組優等獎：J304施孟辰、J305程柏瀚

、J306許雅鈞
3.國中二年級組銅牌獎：J203陳秉凱
4.國中二年級組優等獎：J202洪碩謙
5.國中一年級組銅牌獎：J102黃竣騰
6.高中一年級組銀牌獎：H105白崇彣、胡育翔
7.高中一年級組優等獎：H105張閔堯、H106林詡宸

、J104許淯鈞
◎2020WMI世界數學邀請賽臺灣區選拔賽榜
國中部：
1.銀獎：J305程柏瀚、J205朱字芸、J104許淯鈞
2.銅獎：J304施孟辰、J301呂仁凱、李昇哲、J202

林庭禛、J102黃竣騰
高中部：
1.金獎：H105白崇彣(全國第14名)
2.銀獎：H106王怡惠
3.銅獎：H104吳宗恩、H105郭宗翰
語文類
◎Cool English英閱王比賽
1.英閱王獎J303翁資盈、J101簡岑宇、J104許淯鈞
◎109年溫世仁中小學作文比賽國中組決賽
1.入圍決賽證明：J102張詠婷、J105陳妍安、陳泓

叡、J201張瑀恩、J202黃懿芃、洪碩謙、J203鄭

裙薇、賴姝晴、J306許雅鈞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1090315梯

次一年級組
1.特優：H101熊祐緒 
2.優等：H101楊宜蓁、許珮綺、許澄誼、黃婕語、

楊宜陵、周禾豈
H102李宜謙、H105柯廷諭、王姿晨
H106葉凱薇、蔡卓宏、陳峟銡

3.甲等：H101朱峻緯、林佳霈、陳嘉萱、陳柏宇
H102蔡宛諭、H103蘇筠涵、周聖樺
H105陳致廷

◎臺南市109年度市長盃語文競賽
【作文】
　高中組優勝：H106蔡卓宏
　國三組優勝：J905程柏瀚
【國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優　勝：H101陳佩瑜
　國中組第一名：J901顏睿廷
　國中組第二名：J802黃懿芃
【寫字】
　高中組第三名：H105洪偉傑
　國中組第三名：J702張詠婷
【閩南語演說】
　高中組第三名：H105蔡旻翰
　國中組優　勝：J802曾于恩
【國語演說】
　高中組第三名：H105黃翊愷
　國中組第一名：J805朱字芸
【原住民語朗讀】
　國中組第一名：J703 賴珮蓁

2/17防疫大作戰
史上最漫長的寒假即將畫下休

止符，在大家還在糾結即將開學的
矛盾心理時，行政團隊的神經可是
繃得緊緊的，面對即將返校的興國
大軍，守護興國人的健康安全，防
疫工作是不容忽視。

首先感恩理洋主任、松憲主任
及啟堯組長的付出守護興國師生健
康、安全，協助環保
局入校做戶外環境
消毒工作，給孩
子們及家長們一
個安心向學的好
環境，再來拍攝
宣傳片提醒學生配
戴口罩的時機點與相關注意事項，
讓學子們當天到校能跟緊步驟：量
體溫、戴口罩、消毒課桌椅、勤洗
手，相信大家動起來，防疫與學習
不休息。

搶救血荒大作戰
興國師生挽袖傳愛

全國血荒警報尚未解除，再加上新
冠病毒疫情影響民眾捐血意願，血液庫
存量嚴重告急之際，興國高中依往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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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血不但可挽救生命，又可促進新陳代謝，有益健康，更是一種
救人益己的善行義舉。高三學生及全校教職人員發揮大愛，熱烈地響
應活動，在捐血中心的工作人員細心專業的引導下，許多第一次捐血
的同學，克服心中的緊張忐忑，捐出生命中的第一袋熱血，體悟助人
的喜悅和踏實。高三五班張順嘉同學表示：看著血液緩緩流進血袋，
有一種付出的成就感，覺得自己也有能力幫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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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血一袋，

救人一命」，不是一
句口號，已落實在實
際的行動中，許多高
二的學生也期待明年
共襄盛舉，加入捐血
助人的行列。

109級畢聯會 ★作伙★
每屆的畢業典禮，都是由部份學

生組成畢聯會，集思廣益、通力合作
，設定主題去做創意發想。本屆畢業
主題以「作伙」二字作為核心概念，
從同學日常相處點滴發想出緊扣主題
的活動及周邊商品，於畢業前夕先舉
辦「作伙上台吧」，提供畢業生一個
展現自我的舞台，此外，亦創造屬於

這一屆畢業生的吉祥物―「小作」和
「小伙」，周邊商品上皆可發現他們
的身影。作伙歡笑、作伙哭泣、作伙

祝福彼此有美好的未來！畢聯會祈願
為大家帶來難忘的畢業回憶！

興學報國薪火相傳
3/13軍校校友回娘家，因為軍校正期班如

火如荼報名中，因此教官室特別敬邀陸軍官校
賴信宏老師與四位傑出校友回母校宣導，除了
為同學校紹各校的特色之外，也與學弟妹分享
官校生活的點點滴滴，陳余各校長更親自接見
與勉勵肯定軍校養成教育的表現與儀態，期許
興國學子們
在未來的求
學歷程中，
都能堂堂正
正做個為自
己負責的人
。



與世界一起悅讀樂活
4月23日世界閱讀日，興國高中

循往例規畫活動，特別的是今年更廣
邀社區鄰里來共襄盛舉。因應108新
課綱素養導向的教與學，我們將設展
目標延伸至多元學習、生活美學、生
態環保與地方創生、自創SELF MAKER 
手作等等。
今年受邀者及內容如下：

(一)台灣璞育文教協會：興國傑
出校友黃雅聖―是名社會企業、地方
創生實踐者與創辦者，青年返鄉從協
助偏鄉弱勢學童課輔、品格教育、生
活技能、到協助地方特色產品行銷到
全台。現場展示璞育有機米與到各地
宣導素材與教具。

(二)萬理綠樂挖寶二手貨：老闆
曾彥翔老師是推廣自然有機食物與愛
物惜物的環保達人，平時也透過均食
堂提供社區民眾健康餐食。這次提供

用舊卡帶變身的立燈，是展場溫暖的
焦點。

(三)勞動部贊助的南方創客中心
是自創者秘密基地，提供很多創意與
創業的書籍。

(四)興國家長讀書會飛太陽爸爸的
葫蘆小夜燈也引來很多好奇與把玩。

(五)年輕藝術家陸柏瑋是化腐朽
為神奇的高手，將廢棄的咖啡膠囊幻
化成一尊尊栩栩如生的貓頭鷹與日本
武士，贏得參觀的師生驚呼連連，讚
不絕口。

這次特展內容多元、開闊視野、
既生活化又富啟發性，今年若是向隅
的朋友，期待明年再相逢。

高三生涯輔導全面啟動
每年高三學測成績放榜之後，就

是緊張刺激的升學報名、備審製作、
面試，全校老師也卯足了全力，一起
陪伴高三同學不斷練習。除了輔導室
舉辦多場講座讓學生能更明確知道申
請入學的準備方向，全校教師更是利

用課餘之際，積極指導高三學生如何
在面試時不卡關，大學教授亦協助模
擬面試，以大學端的角度指導同學說
得更好。由於現階段五選四的甄選方
式，面試更顯重要，因此學校安排每
個班級有專屬教室，不論是製作備審

資料或模擬面試都能全心投入不受干
擾。不少學生剛開始模擬面試時，會
因緊張而手足無措，無法流暢應答。
但在老師們的引導和鼓勵之下都能慢
慢地掌握技巧，反覆練習將答題發揮
到最好。學生面試回饋都表示，校內
的模擬面試給他們很大的幫助和信心
。

中華民國109年7月 出刊第 4 版 興國星語

大學科系面面觀~
學系探索活動

大學科系的選擇，是很多人人生
中第一次的重大抉擇，選擇了校系，
很可能就是未來職場的方向。為了增
加高中部同學學系探索的機會，3/12(
四)學校特別邀請了7間大學21個科系
，到校進行學系分享及學校介紹。

義守大學派出了資管系等6位教
授，橫跨一類到三類科系，滿足不同
需求的同學求知慾；大葉大學派出了
財金系等7位教授，並支援本校多元選
修課程開課；遠從台中而來的中興大
學昆蟲系教授、理學院院長，帶給同
學耳目一新的資訊，讓人欲罷不能；
南華大學支援3位教授，著重於現在很

ㄏㄤ的管理學群及資訊學群的分享，
與會同學收穫滿滿；中信金融管理學
院以法商學院著名，由財經法律系教
授分享法政學群甘苦談，座無虛席讓
同學直呼明年還要參加；台南大學由
經營管理系教授解說，教授懇切的態
度帶領同學對商學院有了初步的了解
；首次登場的嘉藥，由最著名的藥學
系及應用空間學系教授解說，讓同學
對科大的科系也有進一步的認識。 推動新課綱大學相助

成大、大葉相見歡
新課綱重視多元學習課程，但苦

於無相對應的師資。3/5(四)興國與成
大簽立合作備忘錄，這是興國高中與
成大兩校攜手的起點，成大允諾未來
會繼續進入興國開課，包含專題講座
、微課程、多元選修等課程，同時興
國會持續協助輔導對生物醫學有興趣
的學生，讓他們透過成大的資源得以
精進自己的本質學能，在生物醫學這
條路上走得更穩健更順暢。今年度預
計開設課程，內容包含：生技講座、
實驗農場參訪、DNA系列課程等，其
中DNA部分課程規畫至成大進行實驗
。除了學期中的課程合作外，在今年
暑假，興國的學生學習也不中斷，將
前往成大參與碩博士生的專題課程。

大葉大學亦長期支持學校開設課

程，3/30( 一 ) 由施英隆副校長領隊，
至興國高中相見歡，暢談校際合作細
節。大葉大學教授開設的多元選修課
有―「我是大富翁」，致力於少年巴
菲特之養成，並建立儲蓄與理財之良
好觀念；微課程橫跨三個類組：國際
貿易與跨境電商、食品營養與生活應
用、AI 智慧醫療；國中資優方案以英
語布偶戲劇粉墨登場，透過閱讀英語
童話故事、改編為英語劇本，並藉由
製作與操作布偶來減少學生親自上台
演出的害羞感，並增加使用英語趣味
性。

職業達人講座

做最不一樣的自己
四月份本校很榮幸邀請到兩位職

業達人到校分享：璞育文教協會秘書
長陳文彥先生、大同大學電機系系主
任楊祝壽教授。陳文彥老師是興國的
校友，有著相當豐富的職業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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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的初衷相差甚遠，因此他一
面學習，一面投入教育，當過街頭藝
人、報社編輯、社區大學講師、最後
致力於發展多元教育，四處演講，以
自己的故事影響莘莘學子，並鼓勵孩
子勇敢斜槓。

大同大學電機系主任楊祝壽教授
，其實並非本科系畢業，本著對科學
及人群的愛好，站上了系主任的位置
。教學靈活的楊教授，也顛覆了同學
對電機系的想像，講座上不只給同學
理論的基礎，更有實際實作體驗，看
著會動的機器人、發亮的燈泡等，同
學讚嘆原來電機就是生活啊！

花現興國 美不勝收
本校與農糧署為了舒緩疫情對花

農造成的損失，規劃「花現幸福 綻放
校園」的活動，以期用花抒解疫情，
用愛美化校園，校園內共設計20個嬌
點區佈展，讓整個校園洋溢著花海奔
騰的愉悅氣氛。

高一志工段雅涵說，用麻繩將蝴
蝶蘭垂吊在榕樹下並不困難，燒腦的
是調整麻繩長短、排列順序、上下左
右距離，團隊一起討論合作，也增進
了跟同學的感情呢。

高二志工藍紫庭說，插花好難！

難在設計美感。一開始插花完怎麼看
都怪，與呂老師討論後恍然大悟，調整
之後，總算完成了滿意的作品，學習到
只要換個角度，世界就會更美麗。

師生們對20個嬌點區亦是讚不絕
口，是個「境教」的良好示範：紫藤
花架垂吊藍紫色的萬代蘭，浪漫的氛
圍讓少男少女怦然心動；黃金椰子樹
利用木椅自然的高低落差佈置，蝴蝶
蘭彷彿有了震翅欲飛的鮮活生命力；
樹下垂吊紅紅綠綠的火鶴花，彷彿風
鈴般隨風搖曳，看了不禁暑氣全消；
最具特色的孔子銅像，也應景的捧了
兩束花，俏皮的令人莞爾一笑；中興
二樓的蝴蝶蘭瀑布，是校門口獨享的
視覺饗宴；圖書館前的文心蘭及椰子
葉妝點棚架，坐在其中閉上眼睛，就
能抒解壓力。學生們異口同聲的說，
好美，一定要好好珍惜，希望花卉能
多綻放一些時日。

讓空間沒有界線
隱身校園的鏡牆

為了鼓勵學生多元發展，今年五月
在明德大樓西側，一面高2.4米、長7.3米
的六塊拼湊玻璃鏡牆悄悄完工了。為避
免同學練舞曬傷，同時還設置一個5.7米
×11米的遮陽罩，對熱舞社的同學來說
，總算實現了多年的夙願。

本校熱舞社已成立多年，由於年
年對外拿到不少獎項，因此成為興國
學子爭相選填的熱門社團之一。多年
前熱舞社就曾向訓育組思蔓組長提出
欲添購相關設備的計畫，並在學務處
松憲主任的大力支持下著手規劃。

如今，不但熱舞社能安心練舞，
連畢聯會、街舞社和其他社團都能善
加利用，許多社員表示：以往社團練

舞必須到文化中心借用玻璃牆修正肢
體動作和表情，但往往要靠運氣才借
得到場地，如今學校能提供自己的場
地和配合的時間，真是太棒了！帶舞
者能透過鏡面反射，在第一時間糾正
社員的錯誤，大家練舞的意願更強烈
了。

校長陳余各認為舞蹈是增加自信
、促進人際關係的好方法，因此期待
這小小的玻璃鏡牆，能為同學們帶來
大大的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