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國高中DFC的創意行動
美語營，由外籍老師引導，學
生分組分析如何淨化海洋與減
塑，最後並以行動劇或擬出的
水資源保育計畫，說明研究的
結果及可實踐做法。

這次是本校第三年與聯合
報合辦全英語營隊，除國高中班，今年
還加開國小班鼓勵鄰近小學生參加，
果眞吸引部分學生從嘉義遠道而來。

此次課程融入「DFC」的思考步驟
：「感受」、「想像」、「實踐」、「分享」
，課程主軸扣緊環境議題，同學到自
來水烏山頭給水廠，了解自來水從何

而來、濾水淨化程序，透過淨化實驗
，對水資源得來不易「很有感」。透過
「飮水思源」之旅上了寶貴一課，更深
化了珍惜水資源及節約用水觀念。

營隊以英語溝通，外籍老師透過
影片與遊戲引導學員「感受」問題，分
組討論「想像」解決的方法；探討水汙
染時，讓保護水資源成為日常「實踐」
，進而「分享」。

同學表示：營隊課程不是死板的
敎學，能參觀水廠、動手實驗，是一般
營隊沒有的體驗。且這幾天跟外籍老
師溝通，更懂得如何用英語表達，另
外從成果發表的戲劇表演學到團隊合
作，講英文也變得自然，幫助很大。

新課綱重視帶得走的能力，本校
長期開辦多元假日課程，以探究及實
作為主，跳脫「單向的傳輸知識」，培
養同學活用知識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次的美語營有實地參訪也有議題
式專題，對國高中生都是很好的學習
，未來學校也將持續推動線上課程，
提供學生更多自主學習機會。

108年9月午後，正値金桂飄香，
興國高中的圖書館響起陣陣悠揚樂音
，那扣人心弦的旋律，正是征服興國
人聽覺感官的優雅力量！

國一新生毛子銨說：「很想嘗試
在校也能練琴的感覺啊！」高二學長林
友容更在練琴時，吸引女同學前來駐
足聆聽呢！藉由「108課綱」的推動，興
國落實了多元學習的理念，讓愛玩音
樂的孩子們一星期多了四堂課進行培
訓，讓他們名正言順地在課堂中練琴
，一起分享音樂的美好！今年甫成立
的絃樂團共有13名樂手，成員組成從
國一到高二，每個孩子的樂齡不同：
有六年樂齡的小提琴手；更有為了一
享在校練琴樂趣，以九年鋼琴的基礎

轉戰無基礎大提琴的孩子們！為了滿
足興國愛樂種子的願望，我們秘密請
來三位有經驗的分部老師集訓，其中
指揮老師更是南台灣眾多交響樂團愛
用小提琴手！

樂團領航員阿寬老師說：「拉琴
不容易，但是一起完成一件具有挑戰
性的事情很開心！」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一起用弦樂挑動興國人的感官刺激
，用四重奏開創興國新樂章吧！

弦樂團開創興國新樂章 DFC創意行動美語營
飲水思源―― 烏山頭給水廠之旅

108新課綱實施～興國有備而來
108課綱正式上路了！本校老師利

用暑假期間共同備課，憑藉以往資賦
素養課程的豐富經驗，這次開出了數
十門精彩的課程，因秉持六年一貫敎
育，國高中同步實施新課綱課程，國
一已開始納入了跨領域彈性時間，這
些時間不再是學科上課或考試，而是
讓學生能提早探索觀察、動手實作，
培養孩子們能帶得走、用得到能力，
希望透過本校敎學團隊的努力，提升
大新營地區孩子們素養與學習能力，
縮小108課綱所帶來的城鄉落差。

本校精彩的課程如下：
【高二多元選修】（108上）

秀英文、德語、魚菜共生、創意
程式、進階程式、摺紙藝數、水的科
學、電影歷史、從桌遊學習等。
【高一彈性學習―微課程】（108上）

PS大神―翻轉影像、一起去旅行
（日本篇）、我和我的冠軍涼拌料理
、建設築角、風格拍貼設計趣、科技
電影談物理、素描與雕刻、廣吿文案
、電子骰子、時尙衣達人、英文會話
、台灣西洋文明START、美好的圖文

創作、創意學藝術、輕鬆背單字……
等21堂課。
【國中彈性課程】（108上）

國際視野、創客敎育（混合電動車
、水力噴射車）、科技體育（SWITCH）、
數位作文、數位英文等。

108課綱的實施，敎務處工作量
暴增好幾倍，但是看到開學後這些課
程順利進行，以及孩子們上課時開心
的笑容，一切的辛苦都是値得的，也
很欣慰學校師資陣容是如此堅強，讓
孩子在新課綱的實施後能有更多元更
豐富的學習歷程。



國一資優方案
生物專題：

「滴血認親」眞假？以採血針製作
血液抹片，再使用劉氏染劑染色進行
觀察，介紹血型的發現、演化、基因
型態與不同血型紅血球的抗原差異。
英文專題：

註冊iEARN國際學生交流平台，
加入「360 VR Cultural Exchange」
專案，利用360度環景相片及google 
tour creator以VR方式介紹本校，並
上傳iEARN，與其他國家學生進行校
際交流。
理化專題：

透過科學玩具―金探子、靜電棒
、巴克球，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懷疑

心、觀察力、聯想力，提出對玩具的
看法，帶入專題的四大步驟與Big 6策
略。
資賦課程
國一口語表達：

進行分組討論專訪對象、寫邀請
卡（明列日期、時間、地點）、設
定訪談主題和訪談問題。
國一奔跑吧藝術：

超寫實主義雕刻如何創作出
人體再造？透過自然安全的藻膠
做為模版材料，學習控制材料分
量的比例與時間的掌控。了解在
製造過程中如何透過模型的使用
，創造複製品。

中華民國108年10月 出刊第 2 版 興國星語

資賦&資優課程 擴展學習的廣度 優質教學團隊～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佳作
由校長領軍，以「文學•不安於『是』」方案，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評選，榮獲全國佳作。

獲獎方案，以國文學科
為基礎，加入公民、自然及
數學科。以提升閱讀素養作
為方案核心目標，運用方案
課程，翻轉敎學現場，加強
學生闡釋文本與整合能力，
深化閱讀理解。跨領域的課
程，結合108新課綱，設計
多元選修課，其中「戲讀文
學」、「科普寫作」及「食農敎育」課程設計深獲學生佳評。

敎育部敎學卓越獎評選，是為鼓勵敎師專業成長，以提升敎師敎學績效
及提高敎學品質，本校展現敎學成果，獲得全國佳作的肯定，足證可為優質
敎學典範。

興國星光 興光耀眼
語文類
•108年度溫世仁文敎基金會中小學作文比賽國中
組優等獎J304李婕瑜

•108年度語文競賽分區預賽（北一區）108/08/31、
108/09/01

【國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第三名H101陳佩瑜、第三名H208吳苡瑄
國中組―第一名J301顏睿廷、第三名J201吳定睿
【作文】
高中組―優　勝H208蘇豐典
國中組―第三名J307藍瑞秋、優　勝J205黃佩予
【寫字】
高中組―第一名H105洪偉傑、第二名H208顏秀芸
國中組―第三名J105陳泓叡、優　勝J305林昀臻
【國語朗讀】
高中組―第二名H207錢筠芝、優　勝H301李宜潔
國中組―第三名J206黃宥安
【閩南語朗讀】
高中組―第一名H101許澄誼、第三名H208張倖瑜
國中組―第三名J201蔡硯筑
【國語演說】
高中組―第三名H208莊舒涵、優　勝H106黃翊愷
國中組―第三名J202洪碩謙
【閩南語演說】
高中組―第一名H106蔡旻翰、第二名H207張芸熙
國中組―第三名J204蘇　珊
‧臺南市108年度語文競賽全市決賽(北區)文場
【國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第一名H106蘇川芸、第三名H208吳苡瑄
　　　　優　勝H101陳佩瑜
國中組―第二名J202黃懿芃、第三名J301顏睿廷
　　　　優　勝J201吳定睿、優　勝J105許淯鈞
【閩南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第一名H207黃靖雅
【作文】
高中組―第一名H306黃善祺、第三名H208蘇豐典

　　　　優　勝J307藍瑞秋、優　勝J205黃佩予
【寫字】
高中組―第一名H208顏秀芸、優　勝H105洪偉傑
　　　　優　勝J305林昀臻、優　勝J105陳泓叡、
　　　　優　勝J102 張詠婷 
【原住民族語朗讀-太魯閣語】
國中組―第一名J101賴珮蓁
‧108/9/28臺南市108年度語文競賽全市決賽（北

區）武場成績
【國語演說】
高中組―第一名H106黃翊愷、優　勝H208莊舒涵
國中組―第三名J205朱字芸、優　勝J202洪碩謙
【國語朗讀】
高中組―第二名H207錢筠芝、優　勝H301李宜潔
　　　　優　勝H106郭宸瑋
國中組―優　勝J206黃宥安
【閩南語演說】
高中組―優　勝H207張芸熙、優　勝H106蔡旻翰
國中組―優　勝J204蘇　珊
【閩南語朗讀】
高中組―優　勝H208張倖瑜、優　勝H101許澄誼
國中組―優　勝J201蔡硯筑
【閩南語朗讀】
敎師組―第二名李慧如老師
‧108/9/22參加臺南市108年度語文競賽全市決賽

(北區)成績揭曉，屢獲佳績！ 
【國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第一名H106蘇川芸／指導老師―李園珠
高中組―第三名H208吳苡瑄／指導老師―李園珠
高中組―優　勝H101陳佩瑜／指導老師―李園珠

國中組―第二名J202黃懿芃／指導老師―張凱明
國中組―第三名J301顏睿廷／指導老師―張凱明
國中組―優　勝J201吳定睿／指導老師―曾于育
國中組―優　勝J105許淯鈞／指導老師―曾于育
【閩南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第一名H207黃靖雅／指導老師―劉玉香
【作文】
高中組―第一名H306黃善祺／指導老師―李軍慧
高中組―第三名H208蘇豐典／指導老師―李軍慧
國中組―優　勝J307藍瑞秋／指導老師―曾馨儀
國中組―優　勝J205黃佩予／指導老師―曾馨儀
【寫字】
高中組―第一名H208顏秀芸／指導老師―曾　淸
高中組―優　勝H105洪偉傑／指導老師―曾　淸
國中組―優　勝J305林昀臻／指導老師―曾　淸
國中組―優　勝J105陳泓叡／指導老師―曾　淸
國中組―優　勝J102張詠婷／指導老師―曾　淸
【原住民族語朗讀―太魯閣語】
國中組―第一名J101賴珮蓁／指導老師―蔡吳美玉
科技類
•108.08.31選拔台南市代表隊參加「2019日本

RoboRAVE國際機器人競賽」。
•Line Following（循跡）組國中組第一名J203郭成
恩、J202洪碩謙、J101林子瑄。

數理類
•2019年第十五屆IMC國際數學競賽（新加坡）：金
牌獎―J102黃竣騰、銀牌獎―J104許淯鈞。

•第59屆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決賽國中組化學科「
探究精神獎」：J307蔡旻翰、J301吳宗恩、J205
林昀臻。

國二資賦智高積木：
水力噴射車組裝與測試，瞭解水

力噴射車的原理與液體、壓力、作用
力與反作用力有關。
國二資賦 iEARN：

介紹storyline online 網站，說明
繪本製作的注意事項，並完成老師提
供的Library Lion 繪本拼貼。
高一資賦化學fun手做：

化學調色盤―多變的碘分子，KI
電解與產物性質的檢測，金屬離子的
艷色實驗。
高一資賦旅行文學：

了解旅遊指南與旅行文學的不同
，並介紹坊間的旅遊書與旅行文學書
。分組進行「新營美食介紹」：先設定
五個面向，以圖示製作「OOO指南」
。

108年6月~10月



登上興國學習列車，轉眼間已經
來到高國中的最後一站了，對此刻的
高國三生而言，最期待也是最重要的
活動莫過於三天兩夜的畢業旅行了。

今年的高三生安排東部自然人文之旅
，國三生則是前往北部進行開拓國際
視野之旅。校方的安排除了讓學生吃
得精緻、住得舒適，更希望學生們能
有不一樣的體會。

高三特別安排瓦拉米步道、南安

瀑布的行程，匹練飛空、銀河倒瀉，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讚嘆。漫步在
瓦拉米步道上，微風拂面，煩惱盡拋
、心曠神怡。

國三來到台北101大樓，除了讓
學生看到不同商圈，更要讓孩子了解
這棟大樓的建築，在外觀上自有節奏

的律動美感，開創國際摩天大樓新風
格。最後來到宜蘭傳藝中心，除了必
拜的文昌廟祈求考試順利，更有DIY
的有趣體驗。

經過三天的旅程洗禮，大家看得
更多。想得更遠，感情也更緊密了，
必能更堅定攜手迎接未來的大挑戰。

親師交流溫馨大平台〜

興國班親會
本學期的親師座談會於9月22日

熱鬧登場，本次班親會，規劃國、高
中部六個年段同時舉辦，因此特別盛
大，參與的家長也相當踴躍，足見興
國家長對敎育的重視，以及對學校辦
學的支持。感謝家長們的熱情參與，
為早秋的興國校園增添了幾分暖意﹗

敬業大樓為了家長準備了數場研
習：高一家長最擔心的學習歷程，由
黃向吟代理校長親自說明，課程諮詢
敎師補充說明課程安排及選擇重點，
讓家長放心將孩子交給興國，不怕新
課綱挑戰；高二、高三家長擔心的最
新升學制度，則由輔導室林金勳主任
做詳細的說明，並提供相關網站，讓
家長有更多資源陪著孩子面對升學挑
戰。家長們最難以對孩子啟齒的性敎
育，學校也特地邀請台灣性敎育學會
的龍芝寧主任主講，龍主任風趣又務

實的演講，讓家長頻頻點頭，收穫良
多。

換個場地，來到各班敎室，是家
長們最期待與老師「相見歡」的舞台。
為了這一場盛會，各班導師及學生無
不卯足了勁，做足準備，包括能展現
各班級特色的海報、任課老師陣容的
介紹、黑板上繽紛的彩繪、精美專業
的簡報、豐盛的茶點和飮料，讓與會
的家長驚呼連連，大讚興國的老師就
是不一樣﹗

這是一場溫馨動人的親師座談會
，親師面對面溝通交流，打造「成就
每一個孩子」的願景，興國又往前跨
了一大步﹗

恭喜李退之先生
當選本校108學年度家長會長

108學年度之家長會員代表大會於09/29（
六）上午召開第一次定期大會，並由與會之家
長委員進行本學年度之家長會長及副會長改
選作業。經與會代表按本校家長會組織流程
，一致推舉曾經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及本市議員的李退之先生擔任本校108
學年度家長會長，賴俊宏先生、李明樺先生

、蕭博忠先生、洪振峰先生、孫榮德先生、蔡文凱先生當選副會長，均可謂一
時之選、眾望所歸。會中新任李退之會長表示：「感謝大家的支持與肯定，不
管在哪一個位置，我都會全力幫助學校、疼惜孩子、支持老師，為興國打造最
佳的受敎環境。」我們相信，親師建立堅實的敎育夥伴關係，「一個人可以跑很
快，但一群人可以跑很遠。」攜手同心，善於啟發，樂於陪伴，給孩子勇於飛
翔的本領，敢於遨遊的勇氣，每一任的輪替，不是結束，而是善的延續，學校
最堅強的後盾，就是更多家長的認同與支持。

國一新生訓練　手拉手一起闖關趣
繼去年別開生面大獲好評的闖關新

生訓練之後，興國高中今年暑期以更創新
有趣的闖關活動，帶領國一新生探索全新
的學習領域，開啟孩子多元豐富的視野，
踏出成功學習的第一步。

活動內容共有二十道關卡，學生分
組進行，在關主的提示下，大家集思廣益
，發揮同心協力的精神，一路過關斬將，
為了團隊的榮譽，隊友們目標一致、不分你我，也體會合作學習的眞義。

今年的活動內容多元有趣，有地理、歷史和國文知識的探索，數學推理的
計算，還有深受學生歡迎的投籃，更有結合生活實做的挑戰，多元豐富的內容
大受學生喜愛。一張張稚嫩的臉龐洋溢著破關後的欣喜與自信，團體表現最優
的前三名，校長親自頒發神秘小禮物，學生驚喜之餘，都直呼實在太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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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劇本用讀的時候】勇敢去愛自己的模樣
「無助和徬徨，築起座高牆，曾

以為只能在迷惘中躱藏。謝謝你，我
和煦的暖陽，讓我們敢愛──自己的
模樣。」當燈光暗去，低沉溫雅的歌
聲唱進每個觀眾心裡，這是今年暑假
於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辦的台南文學季
系列活動之最終場──【當劇本用讀
的時候】，邀請興國高中擔綱演出。

興國讀劇團隊成立三年，由國文
科陳芬琪、李軍慧老師帶領，曾先後
在台灣文學館、成功大學演講廳以及
興國校內演出〈天橋上的魔術師〉、〈
壁〉等動人的讀劇作品，迴響熱烈。
今年受台南市文化局之邀，改編台南
文學獎劇本首獎作品〈畢業〉，於7月
20日（六）假台文館文學體驗室進行演
出。

故事從單親媽媽月霞喪子開始說
起。月霞年輕時失去丈夫，將所有希
望寄予兒子小勝，小勝自幼傑出，想
成為讓母親驕傲的孩子，因此一直將
秘密放在心裡－－他喜歡同性，而這
最後竟導致小勝意外死亡。直到小勝
死後，月霞才抽絲剝繭，一點一滴去

認識兒子的內心。
座談中演員各自談到對劇本的看

法。飾演月霞的王佩津雖有多次演出
經驗，仍坦言這次最困難：18歲的女
生如何詮釋單親媽媽的喪子之痛？後
來還發現孩子是同性戀者的秘密，多
重挑戰。巫承運則認為「想像力」與「
同理心」是演員最重要的特質，首度
加入劇團，卻將月德夾在衝突中的矛
盾展現淋漓盡致。飾演小勝同性伴侶
的周秉毅在劇末的獨白，表達同性戀
者害怕不被接受的恐懼，使現場觀眾
動容低啜。劇團助理劉上瑜更是直呼
：「愛沒有對或錯，這是人生來就擁
有的權利，面對這個不完美的世界，
沒有人是局外人。」此外，特邀請校
友嚴任佑為戲劇作詞作曲，並由吳坤
唐演唱，為演出留下深情的餘韻。

演後，文化局專員特地留下向校
方表示讚許，現場也有來自中國廣東
的遊客，偶然來看表演，沒想到深受
感動。雖然演出當天風雨交加，文學
體驗室卻是滿滿人潮，共同享受這意
義別具的週末下午。

文青少年知性之旅

賀興國高中楊仁文老師
獲頒2019教育部績優教師

大台南唯一私立高中入選名單
仁文老師無私奉獻，總是將學生擺在

第一位，發展實作敎育，散播科敎種子，
內化學生科學素養，敎育信念正向明確，
是永續耕耘的敎育園丁。
仁文老師得獎感言：

感謝學校團隊及評審單位對我的肯定與鼓勵，感謝家人長期支持與協助，
讓我可專心實踐敎育理念，這個獎是屬於所有幫助我站上這個舞台的每個人。



2019暑期澳洲遊學心得
漫長的飛行，來到了離海不遠的

Coolum 小鎭，空中長遊耗人精力，
匆促的第一夜，難忘的是夜裡那冷冽
的空氣及忘記思鄉的疲憊。

Hoffmann Family 是我的寄宿
家庭。家中有大後院、游泳池以及比
鄰的公園大草皮，澳洲不同於台灣多
數緊密排列的建築，他們習慣有自己
的後院，能種植物、養寵物甚至舉辦
生日派對。而屋內則以Homemom 
Julie最喜歡的貝殼妝點，不禁使我憶
起兒時與父母同出遊，在海邊尋找白
沙裡的星星那般溫暖，也使我對異國
異鄉少了點疏離感。

每個晚餐時間全家都會聚在一起
談天，我體察到晚餐時間對家庭的重
要，無論什麼疑難雜症，抑或家庭內
的小糾結，都能在美食相伴中得到解
決。而我也見識到西方父母特別開明
的性格，在台灣，通常與父母輩提及
香港問題，他們都刻意迴避，但出乎
意料的是，寄宿家庭竟主動和我談起
這樣重要的國際政治問題（澳洲新聞
台每天都播出香港反送中的新聞），

雖然難以用我不甚厲害的英文完整表
達，但我依舊非常興奮，他們的家庭
思辨敎育非常進步，靑少年就是即將
要步入社會的族群，如果只是保守的
閉口不談，缺乏自主意識與原則，只
能盲目順從主流，這絕不是社會理想
的組成。除了政治，我們也會聊敎育
制度的差異，關於台灣十科全修十科
全能，他們十分震驚，聽到我們一天
在學校將近十小時，還要課外補習，
他們更訝異，台灣的敎育制度絕不是
他們想讓孩子擁有的，也因而在回台
灣前的吿別時刻Homedad David給
了我一個擁抱和一句永生難忘的祝福
:「希望你的靑春不只有課業。」仔細想
想，過去自己似乎太過執著在成績單
上無謂字符，而忘了享受荳蔻風華，
這句當頭棒喝的祝語，讓我嘗試改變
，也希望我能實踐。

我們的學校是當地的公立中學，
坐落在Nusa National Park 裡，翠
綠的樹叢環繞。學校有著一片寬廣的
運動草地，據說較無人煙的淸晨，周
圍國家公園內的小動物會拜訪這片遼

闊。一天的上學時間是六小時，每堂
課七十分鐘，一天四節課，外加兩個
午餐時間，幾乎全澳洲的學校都有兩
個午餐時間，大概是因為偏英系，需
要上午茶吧！高中生是選科制，除了
數學英文兩個必修外，還要選四個額
外科目，學校提供及多元的課程，從
平常可見的人文藝術與自然生技到心
理、日語、木工甚至是飛航等，都有
專業的敎學。提早跟夢想的大學科系
端做連接是台灣多數中學生體驗不到

的寶貴。下午三點就放學，剩下的時
間必須自己規劃，我的Homebuddy 
Laurren 是女子足球校隊的隊員，每
周有兩天的課後訓練，課後訓練之前
，我們會去買點心然後走到海灘，享
受柔軟海風、潔白星沙及湛藍大海，
如此休閒、樸實的自然生活眞是心之
所向。極度想念住在海邊的日子，傍
晚微涼，一望無際的碧靑，粉紅色的
晚霞，沙沙浪花聲，絕對是海溫柔、
靜謐的陪伴。

遊學之旅最大體會不
免俗就是文化差異的衝擊
，旅途的學習不只是語言
上的進步、人際交流的勇
氣突破，更多的是敞開心
胸，帶著空杯子，去汲取
異國的文化優點，並從自
己開始實踐，使十六天累
積的寶藏成為永恆的生命
智慧。

素養導向與自主學習
面對21世紀科技日新月異，傳

統的敎學與考招制度已無法培育未
來需要的人才。108課綱因應而生，
顚覆往昔塡鴨式灌輸與考試領導敎
學之傳統授課方式。取而代之者乃
以學生為主體，鼓勵自發互動共學
共好之學習模式，提供孩子多元學
習，自我探索，團隊協作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

興國高中一向關注世界潮流與
敎育趨勢，早在數年前即已啟動多
元敎學，新課綱上路敎師群已
就位，多元課程洋洋灑灑一字
排開，令人刮目相看。圖書館
扮演關鍵角色，早在年初即擴
增自主學習中心，優化設備與
空間美學，強化境敎與人文素
養。圖書館微課程含括時間與

情緒管理，心智圖與子彈筆記術，
線上學習工具與數位資源，閱讀與
寫作，表達與分享及國際理解與全
球視野。

期許孩子們在新課綱架構下覓
得更多自我探索的空間，找到自己
興趣，増強學習動機與動力，讓自
己天賦自由。孩子能體會到學習力
比學歷重要，勤於閱讀樂在付出，
滿懷信心迎向未來成為快樂的終身
學習者。

慶祝教師節，家長會同歡
為答謝全校老師們一整年推

動校務的辛勞，今年董事會於九月
二十七日晚間假新營華味香旗艦餐
廳設宴款待全校敎職員及家長委員
，以慶祝敎師節的到來，並慰勞敎
師們的辛勞。

當天由輔導室林金勳主任擔任
串場主持人，席中除了安排活潑的
Switch東京奧運遊戲活動以外，還頒
發獻身興國敎育大半輩子的資深敎師
獎，家長會長沈宗翰、多位家長會常
委及委員均親臨參與盛會。李育冠、

李慧如、邱滿榮、陳昱豪老師以及家
長會長、副會長都登台獻唱，贏得熱
烈掌聲，將氣氛炒到最高點。會後還
人人有獎，可謂賓主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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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數理自然資訊
藝　能‧體　能

28六年一貫
國‧英‧數‧社‧自‧藝

50行政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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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2.0學校簡介
可上興國高中首頁―招生資訊―興國學校簡
介，歡迎下載參閱。

勇敢走出去 世界走進來
興國高中澳洲遊學團108.8.11-8.26凱旋歸來

直線距離7500公里｜飛行時間8.5小時｜暢遊澳洲
美麗愜意的「移民城市」 Sydney
人文薈萃的「陽光城市」 Brisbane
絢麗陽光的「陽光海岸」 Sunshine  Coast
環境優美的「澳洲學校」 Coolum State High School
溫和善良的「接待家庭」 Host family

　　澳洲昆士蘭州敎育部協辦國際菁英學生入班學習體驗，感謝圖書館顏主任
帶隊，也感謝牛頓國際文敎呂經理和Fannie小姐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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