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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拓展學生視野，從高雄放眼世界，本校近年來戮力提供學生
多元的國際交流機會。除了每年辦理日本國際教育旅行，與日本高校
生共同學習及體驗當地文化，更結合高一校訂必修課程「專題研究」，
甄選優秀學生代表參與專題發表會，如：日本神奈川國際科學論壇 
(Kanagawa International Science Forum, KISF)、名古屋世界青少年
會議 (World Youth Meeting, WYM)、亞洲青少年論壇 (Asian Youth 
Forum, AYF)、櫻花科技營 (Sakura Technology Camp)、兩岸四地青
少年科學營等；近 3 年更有學生黃明良等 6 人分別通過科技部甄選，
代表臺灣高中學生赴日參加櫻花交流計畫及生徒研究發表會 (Super 
Science High School Students Fair)，不只增長見聞，也結交了許多
國際朋友。

　　為使在校學生也能有參與國際交流的機會，學校也煞費苦心定期
安排來自國外的學子入班共學，同學們藉由擔任接待家庭，白天和國
際學生一起上課，並規劃在課餘時間引領這群外國朋友上街踏查，導
覽高雄著名景點及品嚐美食小吃，親身體驗臺灣文化，感受親切的家
庭氛圍。除了增進彼此的互動與情誼，也為自己的高中生涯，塗上一
筆絢爛色彩，留下生動難忘的回憶。

全英語教學  深耕國際教育  
培育世界觀與國際關懷的新世代公民

學生擔任導覽解說帶領國際學生踏查高
雄市著名景點 ( 駁二藝術特區 )

姊妹校 - 日本奈良女子大學附中來臺畢
業旅行，特別到本校交流學習 ( 進行分
組議題討論 )

2019 AYF，陳修平校長與所有國際師
生合照

外籍教師 Dr. Porter 全英授課 - 國一英
語繪本

外籍教師 Dr. Brady 全英授課 - 高一多
元選修人文社會專題

　　學生經由擔任國際交流志工的學習歷程，學習與不同國家、族群
的人相處，了解其他國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僅增強外語能力，培養
對不同文化的理解與關懷，開拓國際視野，亦可建立積極負責的態度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同時也是附中不遺餘力推展學生國際交流所想
要達成的目的。

　　語言是國際交流的重要溝通工具，建置學習英文的支持環境，亦
是本校校務發展的重點工作。三年前即開始由外籍教師 Brady 於高一
多元選修開設「人文社會專題」課程，以全英語授課的方式進行教學
活動，採開放問答的教學模式設計數個倫理議題，學生分組合作學習、
進行發表及辯論。108 學年度起，於國中部一年級彈性課程開設「英
語繪本」，亦採全英語教學，期能往下扎根，讓國一學生逐漸習慣使
用英語來表達溝通。

　　109 年起更在母大學國立中山大學鄭英耀校長的大力支持之下，
專案補助附中增聘專職的外籍教師駐校教學，讓高、國中部每個班級
每週皆有一節由外籍教師全英語授課的學習課程，朝雙語學校的目標
持續前進。此外，也規劃建置雙語教學資源中心，導入新興科技 VR（虛
擬實境）情境體驗，使用 AR 互動技術，打造雙語環境，學生還可以
利用視訊搭起橋樑，與全球 40 多國的學校或國際組織直接連線對話，
和外國高中生一起舉辦模擬聯合國會議、參加全球青年高峰會議，與
他國高中生探討全球議題，不需出國就能體驗國際環境。本校跨國視
訊課程內容豐富多樣，除模擬聯合國外，還有科學實驗、經濟議題、
飲食文化交流等等，橫跨文化、社會、科學、法律、經濟領域。接觸
國家則包括美國、日本、紐西蘭、韓國、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等等，
學生可從中適應各國不同的英語口音，磨練溝通技巧和團隊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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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即將進入尾聲，回顧一年來學校積極爭取各項經費，活化改造校內教學空間，美化
學習氛圍，提升教學情境，汰換老舊設備，提供師生舒適且多樣的教學環境，已展現成果。

充實學生自主學習空間及設施
　　本校獲國教署補助「充實學生自主學習空
間及設施」經費 170 萬元，將國光館原儲藏室
及冷氣機房改造為師生自主學習諮詢討論空間，
已於 109 年 4 月底完成啟用。
　　計畫執行者圖書館胡惠玲主任表示，每個
自主學習空間都配置了可提供 6 至 10 人使用的
會議桌椅、玻璃白板及 55 吋電視螢幕，可連接
筆電及無線上網，不論進行簡報或資料搜尋皆
相當便利，作為專題研究之討論場地亦相當合適，歡迎師生多加洽詢利用。

空間改造後的國光館 205 自主學
習諮詢討論空間

校園設備更新空間再造  教學環境舒適成效提升

高一學生自主學習課程於空間
改造後的和平館地下一樓多功
能教室進行

八德館六樓階梯教室汰換空調主
機系統設備

校長於空間改造後的國光館一樓
教師討論室為研習人員介紹講師

於空間改造後的國光館一樓教師
討論室辦理「專題研究指導策略
研習」

高一學生自主學習課程於空間
改造後的和平館地下一樓多功
能教室進行

空間改造後的國光館 304 自主
學習諮詢討論空間

和平館地下一樓多功能教室空間活化工程
　　和平館地下一樓空間原為木工器材室，本校申請國教署補助「因應新課綱規劃總體課程實施所
需課室空間及適性學習空間活化」經費 95 萬元，改造為多功能教室，施作項目有重新粉刷牆面，

汰換照明設備、鋁門窗、窗簾、建置學生討論桌
椅及整新置物櫃等，已完工啟用，提供 108 新課
綱多元選修及自主學習課程使用。
　　有別於一般教室的素色油漆，多功能教室的
牆面選用跳色彩繪，據在此擔任自主學習課程的
黃翠瑩老師表示，感受到活潑亮眼的學習空間，
同學們的學習興趣都顯著提升。

國光館一樓教師討論室空間改造
　　以高中優質化計畫補助「教師討論室內裝修」經費 22 萬餘元，將國光館一樓原教師休息室進
行空間改造，業於 109 年 3 月完工。
　　改造後的教師討論室設有可同時容納 20 人
的會議桌椅，配有移動式觸控多媒體電子播放設
備，提供教師優質的會議及研習空間。
　　實驗研究組林月芳組長表示，已有多場研習
在本場地辦理，如「專題研究指導策略研習」、
「從 0 到 1 的專題探究研習」、「自然科六年一
貫課程設計工作坊」，及各領域教學研究會等，
顯著提升議事效率及研習成效，頗受與會教師好
評。

老舊空調主機系統設備之汰舊換新節能改善
　　本校專案向國教署申請「老舊空調主機系統設備之汰舊換新節能改
善計畫」，補助經費 240 萬元，用以汰換國光館及八德館水冷式老舊空
調系統，業於 108 年 11 月底完工。
　　本計畫包含國光館 5 樓視聽教室 ( 大會議室 )、各處室及導師辦公室
汰換變頻分離式冷氣機；八德館六樓階梯教室換裝高 EER 之空調設備，
採定頻氣冷式箱型機及定頻分離式冷氣機並行，除提供師生舒適的教學
環境，也省下可觀電費，善盡節能減碳之地球公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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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特殊選才
　　109 繁星推薦，本校共有 43 位學生上榜，其中有 30 位同學錄取臺、
清、交、成、政等國立大學，比例高達 7 成，使今年繁星錄取人數及錄取
國立學校比例皆再創新高！
　　當中許芷齊、洪琮喻、陳律均、莫智宇及鄭嘉妤等 5 人錄取醫藥衛生
學群科系，且許芷齊為國中部直升的學生，2 年多來，在校成績表現優異，
最終錄取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一直以來學校鼓勵學生找尋自己的興趣、摸索自身的人格特質，同時
考量生涯規劃，協助選擇合適的校系，共創雙贏。
　　除了繁星榜單亮眼之外，今年亦有朱祉蓁、林淳信、康芷菱、宋穎萱 繁星金榜生與校長開心合照。

特殊選才金榜生與校長開心合照。

　　為讓國三學生深入瞭解各項升學管道，適性適才選擇未來進路，109
年 3 月 6 日於各班進行「適性入學宣導」，使學生對未來的升學方向有更
清楚的認識，設定目標全力準備國中教育會考，爭取佳績！

　　因應防疫需要，輔導室於 109 年 3 月 13 日辦理高
三生涯講座【申請入學備審資料及面試準備技巧】，安
排於國光館 5 樓現場及各班 ( 直播 )。為使同學有效預
備申請入學書審資料及面試技巧，特別邀請南華大學資
訊工程系柳茂林教授蒞校演講，幫助師生了解申請入學
的備審資料與面試的重點，鼓勵學生能掌握準備要訣。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疫情，本學年度高三學生
繁星推薦及申請入學輔導說明會，於 2 月 25 日在各班教室
進行。由楊婕芸組長分享繁星推薦及申請入學的準備方式，
也分析學測客觀與主觀局勢，並說明本校繁星推薦及申請

109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

高三生涯講座

繁星暨申請入學說明會

同學專注聆聽，學習掌舵人生。

楊婕芸組長主講之「繁星
推薦及申請入學」學生場
說明會。

馬準彥主任主講「繁星推薦
及申請入學」家長場說明會。

1. 架設網路設攝影裝備，現場監控
影音傳輸效果，及時調整。

2. 教室直播現場，同學透過影
音傳輸聆聽教授的分享。

3. 柳茂林教授經驗談，幫助師
生認識大學甄選的重點。

１ ２

３

高三個人申請二階實戰工作坊
　　為協助高三同學面對個人申請階段做最充足的準
備，本校辦理一系列的二階準備訓練。於 3 月 18 日
舉辦「實戰工作坊」，讓學生直接練習說明申請動機
及自我介紹，並由學校主任、教師針對個人予以建議，
希望提升學生口語表達能力，優化備審資料內容，
讓同學面對大學教授時能有更自信的表現。從學生
回饋「從工作坊中看見自己的不足，有足夠的時間調
整。」、「使我有明確的方向準備面試及備審資料。」
中可見，高三同學們的努力積極與老師們的用心，也
祝福高三學長姐皆能順利通過考驗，進入心中的第一
志願。

馬準彥主任及王欣苹老師擔任
指導老師，給予學生扎實的練
習機會。

汪仁濬老師指導申請自然組相
關科系的同學。

學生自我介紹練習，由盧毓騏老
師及陳佳勵老師擔任指導老師。

教務處范慈欣主任及陳姿燁老
師針對學生口語表達方式給予
具體建議，增強學生口試信心。

及邱柏諺等 5 位學生經由特殊選才管道，錄取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中央大學。
祝福每位學生擇其所愛，愛其所選，在各領域都能嶄露頭角、發光發熱！

入學的優勢，鼓勵同學把握機會。2 月 26 日於八德館三樓生涯規劃教室辦理家長場說明會，分享繁
星推薦志願填寫方式及申請入學相關內容，說明如何把握個人的強項，選擇最適合的校系，並提供
家長一些繁星推薦志願選擇參考作法，以提升上榜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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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申請入學備審資料指導與模擬面試

　　為協助高三大學申請入學通過第一階段同學，能順利通
過第二階段甄選，特辦理備審資料指導模擬面試，邀請八位
教授蒞校指導。
　　中山大學外文系徐淑瑛教授，要求語文組的學生以英文
進行口試，讓學生受益匪淺。中山大學劇藝系林宜誠教授，
則從肢體表現的練習出發，透過引導、鼓勵激發學生的表達
力。學生回饋：「每一個類組都適合接受教授的指導，學習
勇敢地展現自己的特質，增加錄取機會。」
　　財經管理組義守工管系林煥章教授，以個別面試，磨練
學生臨場反應力。政治法律組的楊戊龍教授直指在就讀法政
學系前，需對法律、政治的內涵有基本認識，例如：民事法
庭與刑事法庭的法官，所具備的素養及個人特質有所不同，
讓同學再度檢視自己對科系認識的廣度與深度。
　　電資工程領域競爭激烈，資工系郭錦福教授說：「把握
機會讓教授看見你在課業以外的亮點，特別是在邏輯推理及
數理觀念的部分。」。香粧品系陳冠年教授則提醒醫藥衛生
組的同學要留意時事題，例：傳染與流行病學方面的新聞。
營養系陳麗琴教授讓學生練習以肯定的語氣，以具體事例說
明選系的動機。
　　本校學生的認真與誠懇，受到多位教授的讚許，將會有
加分效果，莊偉良教授提醒考生們：「在面試前把功課做足，
就能輕鬆應對現場口試。」

社科藝術心理組中山大
學劇藝系林宜誠教授，
透過肢體語言訓練，激
發學生的表達力。

文史哲教育組中山大學
外文系徐淑瑛教授，分
成文學、歷史哲學、教
育等三組進行面試及備
審資料指導。

財經管理組義守大學
工管系林煥章教授耐
心的一對一指導，讓
學生有豐富收穫。

政治法律組高大政治法
律系楊戊龍教授，一語
中的，直指口試重點。

基礎科學組中山大學海
工系莊偉良教授，肯定
本校學生的認真與誠懇。

健康體與護理組義守大
學營養系陳麗琴教授提
醒同學：「回答問題要
有自己的想法，而非找
尋正確答案。」

資訊工程組高大資工系郭
錦福教授提醒同學呈現特
殊表現、競賽及證書。

醫藥衛生組高醫香粧品
系陳冠年教授，指導同
學如何增加教授對你的
印象，提高錄取機會。

繁星暨申請入學榜單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 組 ) 名稱

許芷齊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洪琮喻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楊瑞琪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蕭宜芊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張晁維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蘇意涵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蔡孟芹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陳邱葳葳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貞諭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莊貽婷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劉昀昀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葉人豪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邱柏諺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陳建霖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蘇俊嘉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宋穎萱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洪唯瑄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康芷菱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林淳信 國立中央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尤麒鈞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曾柏翰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蔡詠名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張楚羚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可雲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王嘉昀 國立中興大學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郭恒均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賴奕宇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朱祉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李采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 組 ) 名稱
吳毓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社區輔導與諮商組 
朱嘉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魏蓉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龔育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何宜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能源與冷凍空調組
陳佳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蔡羽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尤心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育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邱筱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鄭銆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陳旻新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學系
黃詩恬 國立臺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劉柏志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羅子茜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饒雅文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陳冠妤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卓郁珊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鄒子顥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盧裕文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玟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廖國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邱立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曾榆棠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鄭玉娟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蔡智宇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蘇于沛 國立嘉義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
陳泳翰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謝百典 國立嘉義大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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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 組 ) 名稱
陳品君 國立臺南大學 英語學系 
鍾順穎 國立臺南大學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莊祖安 國立臺南大學 英語學系
李碧昭 國立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王怡雯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吳承育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蔡雅芃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廖子懿 國立高雄大學 生命科學系
古家菁 國立高雄大學 生命科學系
余佩珊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饒頤萱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陳珏穎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蘇子真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范嘉輝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江孟倫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陳郁修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組
歐世郁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化學系
鄭培佑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李玥禛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蔡維恭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許詠竣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凌欣妤 國立東華大學 經濟學系 
凌鈺尚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黃詩閔 國立東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王健旭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吳尚恩 國立東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藍陳學孟 國立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田　皓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組
蔡昀親 國立東華大學 化學系
顏仁馨 國立東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温鎮宇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陳智鑫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李丞恩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葉懿嬅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謝昀翰 國立金門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張昱星 國防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廖國曨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陳易廷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陳邱葳葳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蘇于沛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不分系
范誠恩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不分系
張亦亨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不分系
劉宥彬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不分系
吳承羲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朱嘉晨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新聞學系
畢凱鈞 陸軍軍官學校 理工組
羅誼芝 海軍軍官學校 不分系（海軍組及陸戰組）
史建廷 空軍軍官學校 理工組（飛行生）
黃冠霖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陸紫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李旻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陳炯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鄭睿謙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陳畊劦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鍾信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蔡智涵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談啟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李思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學系
陳律均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洪榆情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柳佩縈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醫藥化學組  
李　芙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莫智宇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林嘉俊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林姵羚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楊仲博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 組 ) 名稱
林語竹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林宥軒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康哲瑋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宣宇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王芃媁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向宇平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 ( 行銷與流通管理組 ) 
高　瑀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陳貫瑜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許新妤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蕭尹翔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劉紫鳳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林大田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企業金融法制組
郭秋岑 中國文化大學 心理輔導學系
蔣岱珈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陳可蕙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觀光規劃暨資源管理組
黃昱瑄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楊迦悅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梁廷旭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劉安捷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李訢睿 中原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吳羿葶 中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王玫琁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盧佳昀 中原大學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薛琇今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黃芊瑜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全福 元智大學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林　岑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 服務創新與經營組 ) 
曾翊雅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蔡良劼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黃姿穎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李愷軒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畢凱鈞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柯廷蓉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王郁佳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陳昱銓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陳朮漩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李建緯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彥廷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陳智怡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孫允中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黃柏霖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張瑄婷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程毓仁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蔡承穎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李欣蘋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鄭嘉妤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邱繼宇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李志耘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政翰 義守大學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張育銓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張瑜庭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楊婷宇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陳婕妮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諮商與臨床心理組
莊碩恩 大葉大學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王冠絜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金融管理學院學士班
操品而 文藻外語大學 英國語文系
陸恩琦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事務系
曾皇閔 文藻外語大學 日本語文系
張妤瑄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潘妍宇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尤子恩 嘉南藥理大學 食品科技系
彭筠雅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崔晉瑋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蕭君宴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術系
張政巽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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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三技藝班成果發表會
　　108 學年度國三技藝班成果發表會，於 4
月 17 日在八德館生涯規劃教室盛大舉行，參
加同學將學習成果呈現給師長們。校長親自參
與，並於開幕時勉勵同學用心磨練專長，稱讚
同學們平常於技藝教育課程認真上進的學習
態度。中山工商餐飲科林孜潔老師致詞勉勵時
表示：「看見同學們預備成果展時專注且投入
的神情，非常感動。」
　　此次成果展從場地及作品布置、餐點預備
到學習成果介紹，多由同學發想策劃、執行，

開幕式校長到場勉勵同
學。

家政職群技藝教育課程含
美容、美髮及幼兒照顧。

設計職群學生介紹作品：
橡皮章創作及陶器創作。

動力機械職群展示輪胎
拆裝技巧。

設計職群學生介紹作品：
橡皮章創作及陶器創作。

校長、各處室主任及國中部
導師蒞臨，聆聽學生的介紹。

護理群、電機電子群、商業管理群的同學們克服緊張情緒，在師長面前有條理的分享學習歷程及學
習心得；餐飲職群同學們準備義式海鮮粥、京醬肉絲、蜜糖吐司、特調飲料及果雕等料理招待與會
來賓；家政職群同學呈現編髮作品、美容繪圖 ...... 等成果，並分享幼兒照護課程的學習經驗；土木
建築職群於課程中學到「清水模製作」、「製作磚塊、砌磚」等技巧，展示出有著美麗裝飾色的清
水模筆筒，讓師長與同學們都感到十分驚艷。
　　為訓練設計職群同學們行銷自我的能力，學生不但能說出完成作品所需的技巧，更能侃侃而談
講述自己的創作理念，動力機械群的同學更從學習者晉身成教學者，帶現場老師體驗「輪胎拆裝」。
本校學生於技藝教育課程的良好學習態度有目共睹，在各類群技藝競賽選手選拔時國三 1 班胡愷
倢、國三 3 班鍾愛及國三 6 班徐子翔、吳婷鈺入選為選手，分別代表參加設計職群、土木建築群、
動力機械職群、商業管理職群之高雄市國中技藝教育競賽。
　　透過技藝教育課程讓他們找到自己的興趣，發現自己的亮點，展現自我，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學生開心地與瑋倫媽媽合
影。

詩怡媽媽熱情地分享環境教
育課程中帶領學員做的作品。

吳博軒業師指導學生在青少年
時期培養體能較適合的方法。

技職教育宣導週─動手玩技職
　　108 學年度技藝教育宣導週於 109 年 3 月 16 日 ~20 日在生涯規畫教室舉行，為使技職專業能
往下深耕，邀請國一、國二同學參加，透過五種技職職群的實作體驗活動，協助同學探索生涯興趣。
電機電子群李錦昌老師帶大家體驗配電中的「彎管」技巧，無論男女同學都有不錯的作品；化工職
群洪銘聰老師在夏天來臨前解開防蚊液製作之謎；機電科呂俊德老師說參與的同學空間能力及創作
能力令人驚艷；商管職群劉昭束老師透過買賣活動發現銷售訣竅；動力機械群陳瑞虎老師則讓同學
第一次有機會看見飛機引擎的全貌。經由此次活動，讓同學在選擇國三技藝教育課程時，對各職群
有正確的認知，同時也探索發掘自己在不同領域的學習潛力。

電機電子群：同學們開心
的拿著加工後的 PVC 電
線導管。

商管職群體驗銷售實務：讓學生思考，怎麼賣才划算 ~化工職群體驗課程：防蚊
液製作。

機械職群：體驗 3D 列印
筆。

職業萬花筒
　　本校國二生涯發展教育重點為「認識職業與職群」，讓學生在一年的自我認識與覺察後，開始
蒐集多面向的職場資訊。4 月起展開「職業萬花筒」系列入班講座活動，國二家長加入生涯輔導行列，
由學有專精的家長及職場業師擔任講師，分享親身經歷，帶同學從教室進入職場，認識職業內涵。
　　洪翊瑄業師帶國二 1、2 班學生初次認識「禮賓教學講師」、「產險公司核保專員」這兩份工作，
建議同學踴躍嘗試各項挑戰，積極參與對未來有幫助的活動及課程，進而豐厚自己的閱歷。國二 3
班瑋倫媽媽，介紹「物理治療師」的工作內容，讓同學意識到培養「刻苦耐勞」精神的重要。吳博
軒業師在國二 4 班介紹新興行業─「健身教練」，國二 5 班詩怡媽媽分享「環境教育人員」與「銀
行行員」；國二 6 班鈺翔爸爸讓我們認識「公務人員」這個熟悉又陌生的職業工作內涵。感謝家長
們的參與，拓展學生生涯選擇，透過「職業萬花筒」活動引發學生開始思考生涯規劃。

講師洪翊瑄向學生分享到台灣
各處進行禮賓教學講座的經驗。

鈺翔爸爸向同學介紹從事公務人
員18年來的考試、升遷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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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教師能力的 N 次方 ─「專題研究」教師成長社群
　　本校「專題研究」教師社群，以整合跨領域知識、活化教材教法、發展符
應新課綱素養導向精神的課程為核心目標，進行系統化的教師增能活動。
　　社群共有 11 名教師，含校長、教務主任及專任教師，跨語文、數學、自然、
社會及生活科技五大領域，固定每個月安排一次增能活動，包含：素養導向課
程設計、系統思考、科學素養、閱讀素養、研究法等研習，搭配社群共備、觀

熱情有活力的備課會議

課程設計實作討論

專題研究指導策略研習

課程實施成果分享與檢討
會議

議課及讀書會，以擴展教師跨學科統整應用的能力。
　　教師們參考 UbD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課程發
展模式，擬定教學目標與課程架構，分工撰寫教案，透過
共備討論，使每個成員有效的掌握各單元精髓，再透過公

開授課、議課，討論學生上課表現，反思、修正，使課程漸趨成熟精緻。
　　社群所研發的「專題研究」課程自 108 學年度正式列為校訂必修課程，
其成功的課程發展經驗，深受各界注目與肯定，受邀於 106 學年度高雄教育
節、107 學年度全國課程博覽會及 108 學年度高雄教育節進行推廣與分享，
盼能激發其他學校更多社群運作與課程發展的能量。

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本校校訂必修專題研究課程，指導學生由「做中學、學中做」，課程中加
強觀察發掘、問題意識、圖資利用、文獻閱讀、實驗設計、研究分析、撰寫報
告和發表問答等能力，使學生最終能完成一篇有品質的小論文。

高二己班林哲緯、胡凱
鈞、蕭景耀製作海報，
發表「可愛的麻糬──倉
鼠的飲食及其體重百分
比變化」研究結果。

高一戊班黃冠豪勇於發
問，與發表的學長姊互
動良好，逗樂全場。

分組上台發表專題研究
報告。

活動圓滿落幕，獲得評
審、觀眾一致好評，辛
苦籌畫活動的學生工作
人員留下感動的淚水。

　　本次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結合高瞻班及人社班成果發
表，由高二學生主導與規劃發表會內容，學生們自行分成
公關、美編、場佈、文書、總務、機動等小組，透過討論
合作，撰寫活動企劃，使發表會內容充實，氣氛活潑，與
會學生收穫良多。
　　會中由高二學生擔任發表者，以高一新生為對象，進
行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除了提供高二學生展現專題研究
成果的舞台，落實學生實務學習經驗，並強化其創意及表
達力，也提供高一學生觀摩學習機會，見賢思齊，激發未
來專題研究的靈感與潛力。

　　此外，還邀請雄中科學班的學生到場交流，母大學蔡俊彥、謝百淇、
Brady Michael Jack 教授現場提問講評，在校園裡充滿濃濃的研究風！
　　發表會共有 15 位老師，350 位學生參加；16 組學生進行口頭專題發表，
7 組學生進行海報發表，對於提升本校師生研究風氣有極大助益。

高一彈性學習

　　高一彈性學習安排於每週四第 5、6 節，上學期安排自主學習計畫的基礎課程及微學習課程的
輪班說課，學生可於下學期進行自主學習計畫或每六週選修不同的微學習課程。
一、 本學期通過自主學習計畫申請的同學有 72 人，分成 3 組進行。

( 一 ) 自我閱讀學習組 11 人，安排於圖書館。
( 二 ) 小論文討論組 28 人，安排於和平館地下 1 樓討論室。
( 三 ) 小論文實驗組 33 人，安排於竹銘館生物實驗室。

二、 微學習課程共開設三段，每段各為期 6 週的學習內容，開設課程如下 :
　　主題式閱讀、做時間的主人、現在玩程式、數位邏輯、地理資訊系統、戲劇表演、哲學基本問題、
哲學進行式、數學於財務管理之應用、英文或數學精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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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多元選修
　　十二年國教課綱已正式上路，新課綱非常重要的改變是「減少必修、增加選修」。108 學年起
本校高一多元選修課程安排於每週一第 3、4 節，以通識性、跨領域專題、實作 ( 實驗 ) 及探索體驗
或職涯試探等，共提供人文社會專題 ( 全英授課 )、日本語、APCS 基礎程式設計、永續環境專題、
健康與休閒、出發去旅行、創意綠色科技概論、動手玩科學、文學與生活、金融小學堂、動畫設計、
數位元件實作、哲學進行式等 13 門課程供高一同學跨班選修。
　　其中哲學進行式、金融小學堂由中山大學教授團隊到本校授課，日本語外聘文藻外語大學講師
授課，課程內容在學校首頁「學生園地」均有詳盡介紹。
　　鼓勵同學從不同課程中找到適性發展方向，對程式設計有興趣者，選修「APCS 基礎程式設計」
課程；喜歡哲學思辨，就選修「哲學進行式」。學校竭力規劃出多元化的課程，讓各種領域的學生
都能選到自己感興趣的課程，目的在讓同學探索自己的興趣、專長，進行豐富、多元的學習，引領
同學在試探、選擇的學習過程中，成為會溝通、懂互動、能參與社會的優秀公民，落實新課綱「自發、
互動、共好」的精神。

　課程名稱 : 創意綠色科技概論
本課程內容涵蓋太陽能、風能、水力能、氫能
與燃料電池、生質能、熱能、綠色建築等。

　課程名稱 : 哲學進行式
以問題導向的方式引導同學進入哲學
這一思想的發生歷程中，成為一個能
思考、具有判斷能力的人，亦能理解
他人的思考與創造。

　課程名稱 :
數學於財務管理之應用

教導高中生如何運用套裝軟體迅速
分析財務數據，並且以生活邏輯來
解讀財務數據。

　課程名稱 : 哲學基本導論
找回人類社會背後哲學及人性的關
懷，也培養你擁有精準發問及論述、
洞析資料及意涵，以及宏觀世局變
化的能力。

　課程名稱 : 戲劇表演
提升對藝術與文化的審美感知、理
解、分析，以增進美善生活，以培
養在舞台上的樂趣和自信。

　課程名稱 : 人文社會專題
本課程由 Dr.Brandy 教授未來公民所需具備的
倫理智慧，使用主題式的教學策略，讓每個學
生皆可在小組中針對該主題參與討論。

　課程名稱 : 文學與生活
本課程針對一般文學課程極容易忽略的「聲音」
部分為主軸，擴散至生活周遭的流行歌詞、舞
台戲劇、相聲演出、美讀朗誦、故事扮演等部
分，讓學生實地演練與發展自己的聲音表現。

　課程名稱 : APCS 基礎程式語言
以實例解說、網路資源及上機實際操作為主，
旨在引起學生的興趣，銜接大學程式課程，強
化邏輯運算思維及問題解決能力。

　課程名稱 : 永續環境專題
以「跨領域主題式教學」的方式進行，先以語
文領域訓練學生閱讀與寫作，再由自然、社會、
生活科技領域引導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訓練學生的實務技能，期許學生對環境有更多
貢獻，達到永續的目標。

　課程名稱 : 數位元件實作
本課程為電子、電機等相關科技領域，其內容
可增進學生跨領域學習電子、電機科技的概念
與素養，可作為銜接大學相關課程之基礎知識。

　　其中戲劇表演、哲學基本問題、哲學進行式及數學於財務管理之應用等 4 門課程由中山大學老
師開設。期待同學於彈性學習中能多方試探自己的學習興趣，找到自己的學習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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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四季花團錦簇 感謝園藝志工苦心栽種

【退休教師、前秘書張少東特稿】
　　十多年前，每天清晨在後車棚籃球場，有近百位社區民眾在此活動筋骨，名為「元極舞社團」。
為配合學校作息時間，須在七點前結束離開，有幾位對園藝有興趣的社區媽媽 ( 奶奶 )，經過校園
都會駐足欣賞或幫忙校園的綠美化工作，後來就力邀她們一起加入園藝志工團隊。
　　從體育館前面雜草叢生的草坪開始整闢，經過多年的努力，慢慢形成一年四季繁花盛開、花團
錦簇的校園美景。這幾位幕後功臣：黃美智女士，在她輕巧的綠手指下，除了一年四季更換草花，
更栽種出獨特的淡藍色繡球花區；陳須美女士，親手插阡各種色彩的九重葛，從 10 盆、20 盆到近
百盆，每年花季將校園妝點得美輪美奐；另外，公弢館旁原有假山及水池造景，因預防登革熱無法
蓄水，透過張淑娥女士的巧妙妝扮，將此處打造成綠意盎然的新天地；還有獨一無二的扶桑花圃，
在李佩靜小姐的細心嫁接栽培下，孕育出五顏六色的花朵；經過和平館都會聞到淡淡的桂花與玉蘭
花清香，還可欣賞前庭美麗的花園，都要歸功於國光中學圖書館退休的謝淑美女士，每天辛勤的除
草澆花，細心維護著一花一木。
　　國光校園一年四季花團錦簇，每位來訪外賓莫不同聲讚嘆與欽羨 ! 師生每天處在如此美好景致
的環境，除身心靈得到紓解，無形中也美化了自己的氣質。大家在欣賞校園美麗花卉之餘，也要心
存感恩，記得向這群默默奉獻的園藝志工們道聲感謝 ! 

黃美智女士栽種的繡球花
區

張淑娥女士巧妙妝扮公弢
館旁假山及水池造景

李佩靜小姐細心栽培扶
桑花圃

陳須美女士親手插阡九重
葛

謝淑美女士照顧和平館前
的桂花與玉蘭花

109 年度中山科學節暨全民科學週

　　為提升學生生活物理知能，利用物理實驗演示
融入生活中的科學原理，藉以增進學生科普興趣，
本校與中山大學物理系合作辦理的中山科學節與全
民科學週活動。今年受疫情影響以校內特色活動形
式辦理，培養學生同時具有科學創意與社會關懷的
未來領袖是當前科學教育重要的課題。
　　「中山科學節」主題實驗由高一、二各班 60 名
志工，演示角動量、魔力棒球、綠能智慧車、四軸
飛行器等 15 組主題實驗 ;「全民科學週」由國三 5
班及國三 6 班 58 名志工，演示電漿球、聲音與振動、

防疫大作戰

起飛 - 四軸飛行器體驗

轉彎吧 - 魔力棒球

科普閱讀與實驗

　　為使國三學生更了解科學家故事、科普
原理與實驗步驟，由陳容慧老師結合國三課
程，擷取《牛頓的物理學探索 +21 個趣味
實驗》和《伽利略的大發現 +25 個酷科學
實驗》的篇章作為科普閱讀素材，並進行自
由落體等加速度運動及光的折射等實驗探
究，讓學生經由閱讀及聽講後能完成學習單
及施作小實驗，也加深課內知識，提升科學
素養，開啟科普閱讀之門。

由陳容慧老師講解課程基本概
念。

老師講解光的折射實驗，學生
聽得津津有味。

老師帶領學生閱讀科普教材的
篇章。

學生分組認真完成學習單。

光的全反射等 5 組主題實
驗，讓參加活動的國一學
生在遊戲中也能學到科學
原理，體會「生活中的科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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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競賽

　　為加強語文教育，提升學生語文程度，並儲備下學年度參
加高雄巿競賽人選，於 109 年 3 月 27 日及 4 月 17 日舉辦國
語文比賽，比賽項目有演說、朗讀、寫字、字音字形及作文 ;
得獎名單如下，恭喜得獎同學，也感謝任課老師指導辛勞。

108 學年度國語文競賽成績
比賽項目 組別 班級 姓名 名次

國語演說

國中組 二 4 王睿筠 第 1 名
國中組 二 1 王郁甄 第 2 名
高中組 二甲 李姵逸 第 1 名
高中組 一甲 黃冠寧 第 2 名
高中組 一乙 葉千岱 第 3 名
高中組 從缺 第 4 名

閩南語
演說

國中組 二 1 郭庭瑛 第 1 名
國中組 二 6 羅泓旻 第 2 名
高中組 一甲 楊景嘉 第 1 名
高中組 二己 陳孟謙 第 2 名
高中組 二甲 蔣宜庭 第 3 名
高中組 二丁 蔡庭豪 第 4 名

國語朗讀

國中組 二 5 蕭詩怡 第 1 名
國中組 從缺 第 2 名
高中組 一甲 陸柏臻 第 1 名
高中組 一己 陳華逸 第 2 名
高中組 二甲 蔡育菁 第 3 名
高中組 一戊 高虂葳 第 4 名

閩南語
朗讀

國中組 國一 4 洪湘婷 第 1 名
國中組 國一 2 蔡昀叡 第 2 名
國中組 國二 3 黃楷婷 第 1 名
國中組 從缺 第 2 名
高中組 二己 劉宛宜 第 1 名
高中組 一丁 蕭正傑 第 2 名

比賽項目 組別 班級 姓名 名次
閩南語
朗讀

高中組 二甲 劉子綾 第 3 名
高中組 一甲 陳語 第 4 名

國語字音
字形

國中組 國一 1 林奇逸 第 1 名
國中組 國一 4 黃子懿 第 2 名
國中組 國二 6 高誼真 第 1 名
國中組 國二 5 趙呈淯 第 2 名
高中組 二甲 黃雍宇 第 1 名
高中組 二乙 羅逸宸 第 2 名
高中組 一甲 陳柏憲 第 3 名
高中組 二乙 陳鈺夫 第 4 名
國中組 從缺 第 1 名
國中組 從缺 第 2 名
高中組 一戊 藍子嵃 第 1 名
高中組 二甲 曾卉嫻 第 2 名
高中組 二丁 曾愉軒 第 3 名
高中組 二己 方翰儒 第 4 名

作文

國中組 國一 6 蔡媞聿 第 1 名
國中組 國一 1 黃琬軒 第 2 名
國中組 國二 4 林芃帆 第 1 名
國中組 國二 5 林佳美 第 2 名
高中組 二甲 王卉蓁 第 1 名
高中組 一己 許以婷 第 2 名
高中組 二乙 楊珮蓁 第 3 名
高中組 一戊 簡瑋呈 第 4 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高一甲 謝璿聿 國一 1 呂炫輯
高一乙 陳奕安 國一 2 林昶旻
高一丙 薛歆蓓 國一 3 楊靖慈
高一丁 鄭宜芳 國一 4 余宥恩
高一戊 薛詠馨 國一 5 張丞昀
高一己 湯蘊庭 國一 6 蔡媞聿
高二甲 鄧秝婷 國二 1 郭庭瑛
高二乙 李沂臻 國二 2 陳絜筠
高二丙 許芳菊 國二 3 吳旻倩

閩南語演說 : 希望啟發學
生學習母語的興趣，傳承
本土語言。
照片中學生 : 國二 1 班郭庭瑛

朗讀 : 藉由聲音表
達，呈現文章中的
喜怒哀樂，能提高
表達的自信，累積
在眾人面前說話之
能力。
照片中學生 : 高二己班
劉宛宜

國語即席演說 : 考
驗臨時應變及思考
能力，比賽選手須
在 30 分鐘內構思
一篇流暢及具說明
力的演講。
照片中學生 : 高二甲班
李姵逸

字音字形及作文 : 考驗學
生的識字率及文字的駕馭
表達能力，一篇優美的文
章宛若一道美食，能豐富
讀者身心靈。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國中部各班第一名名單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高二丁 周  易 國二 4 蔣佾臻
高二戊 周成禾 國二 5 趙呈淯
高二己 鄭博文 國二 6 高誼真
高三甲 李采庭 國三 1 陽龍麒
高三乙 蕭宜芊 國三 2 李沛宸
高三丙 陳貞諭 國三 3 陳佑禎
高三丁 吳毓珊 國三 4 鄭誌恩
高三戊 葉人豪 國三 5 盧睿涵
高三己 許芷齊 國三 6 羅詠儀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恭喜本校學生參加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榮
獲佳績！
國二 1 班王淳禧同學榮獲書法類國中普通班組特優
國二 4 班蔣佾臻同學榮獲書法類國中普通班組佳作國二 1 班王淳禧同學與校長合影 國二 4 班蔣佾臻同學與校長合影

比賽項目 組別 班級 姓名 名次

寫字

國中組 國一 1 王佰裙 第 1 名
國中組 國一 4 余宥恩 第 2 名
國中組 國二 4 蔣佾臻 第 1 名
國中組 國二 1 王淳禧 第 2 名
高中組 二甲 曾雅堂 第 1 名
高中組 一丁 蘇言芷 第 2 名
高中組 一戊 何柏萱 第 3 名
高中組 二甲 卓郁茨 第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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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花足生活看不一樣的教育景框

防疫小英雄：高三學生陳炯良、陳可雲及高二鄭博文
開發線上「體溫記錄系統」

　　花足是花式足球的簡稱，英文 Freestyle Football，這不僅僅是一
種運動，更是一種藝術一種文化。
　　現服務於高雄市立興糖國小的吳哲銘老師，是國光的校友，更是
當年足球社的創始人，109 年 4 月 24 日下午吳老師回到母校來跟國一
同學分享自己精彩的花足生活。他曾在 2016 年進行單車環島公益花足
表演，走別人不走的路，用雙腳寫故事；107 年帶著學生與小孩進行
花足環島圓夢之旅，完成環島表演教學活動，甚至拍攝「足夢邊境」
紀錄片，在推廣過程中用花足和世界作朋友。

　　一月份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開始向全球散佈蔓
延。防疫猶如作戰，講究快速反應，有效反制。疫情初
始，學生每天填報體溫，採紙本作業，填完後再送至健
康中心彙整，十分耗時費力。本校防疫小組特別在校
園尋覓資訊高手，期盼能每日快速擷取全校師生體溫狀
況。高三陳炯良、陳可雲及高二鄭博文三位同學，設計
出線上「體溫記錄系統」，只要每位學生登入班級、學
號，即可自主記錄；健康中心每日上午 10 點，直接上
網就能掌握全校學生健康狀況，既無紙化又有效率。同
時，透過爬蟲抓取，模擬使用者登入，下載資訊；之後
讀檔、分析數據，取出登入與發燒的人員資訊；再依照
各個老師的權限，挑出其下轄人員的資訊，整理成清單，
並以 SMPT 發送至老師的信箱中，若當天忘記填報，可
以達到提醒的作用。三位防疫小英雄僅利用兩週時間，
便完成開發與測試，成果令人驚艷。

　　「練什麼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習不服
輸、不放棄的態度，學生往後不管走到哪裡，都
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吳老師為了教學生踢足球，不只自己先學
習，還去考取街頭藝人證照，克服內心恐懼，主
動走上街頭，用自己的經驗激勵學生：如何自我
突破、創造自己的舞台、用多元的角度看世界，
以此幫助學生，甚至改變學生，讓學生學會為自
己的人生做決定。
　　吳老師向同學們展示花足的動作，只見他用
腳尖挑起球，隨著動作球在四肢、頭頂與軀幹間
遊走，讓同學們驚呼連連。吳老師也親自指導同
學學習幾個入門的動作，讓大家練習和挑戰。同
學們都十分投入，更在活動中展現超優的學習成
果！

吳老師一提問大家都很踴躍的舉手

吳老師展示花足的高超技術

大家都很認真練習動作

每班派代表接受動作任務挑戰

高中部陳可雲、陳炯良及鄭博文，開發本校師生線上體溫記
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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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瑯滿目的摸彩獎品

學生觀看並借閱主題書展
圖書

主題書展活動辦法說明，
讓參與學生清楚整個活動
流程，同時進行新書公播，
讓學生輕鬆掌握館藏資訊。

校 長 於 4 月 30 日 中 午
12:20 抽出 20 位幸運的得
獎者。

黃文煜同學幸運獲得行動
電源。

李芷嘉同學獲得妖怪公寓
的新房客情人節禮盒，；
蔡昕妍同學獲得香草作品
異世遊貼紙。

國一 2 班葉仕賢同學獲
得尺規文具組。

國二 4 班蔣佾臻同學獲
得色鉛筆乙盒。

國一 4 班吳佩芹同學獲
得便利貼。

主題書展活動海報

高一甲的學生非常有特
色地介紹哈利波特英文
版。透過圖像解析的方
式進行生動活潑的說
明，讓同學們印象深刻。

高 一 己 班 總 平 均 最
高，榮獲「最佳好書
分享者」，特頒獎品
以茲鼓勵。

高一丁學生入他班進
行好書分享，這兩位
同學平日嫻靜寡言，
為分享好書而跑班，
勇氣可嘉。

國一 6 學生好書分享
時，透過故事跟同學
陳述書籍內容，共同
感受作者在書中的要
表達的意思。

國一 4 學生以圖像表
達書本內容，生動有
趣又吸睛。

國一 3 學生以完整架
構介紹書籍內容，加
深聆聽者的印象。

抗疫大作戰主題書展

國中班級書箱集點抽抽樂

愛閱講座

好書分享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疫情」，本學期主題書
展為「抗疫大作戰」，展出與疾病相關之圖書。書展期間，
至圖書館借閱主題書展圖書，填寫書中所附小卡，每繳交
2 張小卡至圖書館櫃檯即可玩一次戳戳樂。第一次繳交 2

　　國一、二推動「班級書箱」，將書籍送到各班。同時
搭配「集點抽抽樂」活動，藉此增強學生閱讀動機，提升
學生閱讀力，營造班級閱讀氛圍。由各班圖資股長負責宣
傳與記錄借閱登記表，並協助借閱與歸還。　　
　　每班閱讀積點達 5 點以上，即可參與每學期 2 次的「抽
抽樂」。愛閱讀又能抽到心儀獎品，實為「一舉數得」。

　　國二學生在「找尋自己的神奇飛書」中，度過了特別
的午後時光。不僅縮短了與閱讀的距離，也延長了寒假的
閱讀饗宴。右昌國中陳筱姍老師為此次愛閱講座講師，分
享英文繪本──神奇飛天書。先觀看神奇飛天書動畫，無
字幕的影片使學生的想像力不受限，再進行師生互動問
答，討論學習單，最後依照十二星座性格推薦少年小說，
學生寒假中完成 2 張學習單，讓學習活動不間斷。

　　為鼓勵同學至圖書館借閱書籍，學校辦理國一、二及高一、二「好書分享」活動，讓同學推薦
有興趣的書籍。109 年 1 月 3 日班會課時間，每班 1 組「好書分享者」上台分享 7 分鐘，以口述、
簡報或戲劇等方式呈現讀後心得。每組分享同學先在自己班級進行發表，再依序跑班分享，組員協
助拍照並填寫「好書分享紀錄表」。最後由各班圖資股長填寫「互評表」，高一己班用心與精彩的
分享受各班肯定，榮獲「最佳好書分享者」，圖書館頒發無印良品等文具獎品，以茲鼓勵。

張小卡時，另可換取一張摸彩券。主題書展最後一天，4 月 30 日中午 12:20 摸彩
開獎！本次活動希望學生能正視生活當中潛藏不少的病毒，確實做好正確的防護措
施，不但照顧自己，同時也能關愛他人。

學生專注觀賞神奇飛天書動
畫影片，搭配學習單做思考。

學生認真填寫學習單，以便
配合講師問答活動。

講師分享閱讀的意義，並依
照十二星座性格來推薦少年
小說，圖書館製成寒假閱讀
饗宴學習單。

師生問答互動良好，學生回
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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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寒假閱讀饗宴

會考衝刺寫作營

書海撈月比賽

　　「閱讀不間斷」，今年寒假國一參考陳筱姍老師「十二星座好書逗相報」學習單進行編修。學

　　為了提升學生的閱讀寫作力，於 3 月 14 日辦理「會考寫作衝刺營」。
國三及國二學生不畏風雨前來參加假日的營隊，學習動機十分強烈，也都
事先蒐集人物資料，以利課堂討論進行。上午場由陳美淋老師主講「立意
和文采」；下午場由黃昱蓁老師主講「寫作結構及取材」。同學們專注聆聽、
參與討論及發表作品。
　　寫作營有助於同學改變平日的閱讀習慣，提升國中會考寫作時的審
題、取材、結構、文采等能力。感謝國文科胡惠玲老師及蔡孟莉老師現場
觀課與協助。

　　高中部書海撈月比賽在 5 月 1 日舉行，每張
比賽單有 9 題圖書查詢和 1 題電子資料庫搜尋，
參賽學生透過「圖書館利用教育」所學，利用電
腦查找圖書的索書號和電子資料庫的答案後，再
到中文書區中查找圖書至櫃檯蓋章。比賽以「正
確率」優先，再以「先完成者」勝出。此次比賽
為檢視學生圖書館查詢館藏的能力，希望學生均
能憑藉一己之力，快速搜尋館藏資料，進而借閱
到自己喜歡的書籍。

一年 1 班林和諺、許紹群、陳宥彤、
陳柚蓁、黃琬軒同學獲獎

一年 4 班余宥恩、吳佩芹、林渝茜、
夏子涵、曾馨樂同學獲獎

一年 2 班林昶旻、林苓、施盈如、
黃秀義、鍾幸珊同學獲獎

一年 6 班趙翎軒、李佳穎、林姿妤、
洪憶瑄、蔡媞聿同學獲獎

一年 3 班林義展、黃柏睿、歐宇軒、
江瑀潔、何安蕾同學獲獎

一年 5 班張丞昀、楊恩瑜、蔡書昀、
鄭珈琁、鄭毓卉同學獲獎

109 年 會 考 寫 作 衝 刺 營 全 體 合
照。

陳 美 淋 老 師 講 解 寫 作 立 意 的 觀
念，給予學生實作練習。

黃昱蓁老師給予發表的同學回饋
與建議。

參加寫作營的學生上課專注、練
習認真、討論熱烈且發表踴躍。

陳美淋老師為發表內容佳的小組
頒獎，致贈寫作自主學習教材。

生完成學習單同時，能一併複習「圖書館利用教
育」課程的圖書十大分類法、索書號、ISBN。
撰寫回饋時，思考自己選書的原因，分享讀後心
得及啟發。特別感謝國一導師及國文老師們的協
助與帶領，選出各班 5 名學習單書寫優良者，特
頒獎品以茲鼓勵。

高一同學利用電腦查找比賽單上
圖書的索書號以及電子資料庫的
答案。

高二同學利用電腦查找比賽單上
圖書的索書號及抄寫電子資料庫
的答案。

高一同學將找到的圖書拿至櫃檯
確認並蓋章通過。

高二同學認真在書架上尋找所查
詢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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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高一、二學生參加 1081031 梯次「全
國高級中學小論文寫作比賽」成績揭曉，共參
賽 18 篇，榮獲特優 1 篇、優等 1 篇、甲等 7 篇，
得獎作品共 9 篇，學生 28 名。恭喜得獎學生，
感謝指導老師的辛勞。得獎名單如下：
名次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類別 指導老師

特優 二己
蔡枋彤
王宣雅
謝謹暄

彈射吧！種子－翠蘆
莉種子彈射與繁殖之

研究
生物類 廖純姿

優等 二己
陳莉穎
裴韋翔
林汮蓉

毒物下的活化石 - 探
討汙染環境對於蚌蝦

與仙女蝦的影響
生物類 黃翠瑩

甲等 二甲
李宜勳
王珈娸
陳畇粢

水果催熟速率之探討 化學類 林宥憲

甲等 二丙
林聖祐
王柏森
黃冠霖

太陽能發電與燃煤發
電之比較 工程技術類 謝日新

甲等 二丙 陳恩祈
許名瑋 一葉錠終生 生物類 黃翠瑩

甲等 二己
洪千鈞
楊瑞文
楊翔芝

不同益生菌配方組成
對 特 定 病 原 菌 之 影

響 - 體外培養
生物類 廖純姿

葉耀宗

甲等 二己
蔡妮軒
陳柏勳
陳浩宮

「塵末」的殺手 - 口
罩濾網過濾效能研究 工程技術類 馬準彥

甲等 二己
古坤鑫
林育蔚
劉奕欣

不鏽鋼吸管的信仰 ?-
不鏽鋼對酸性探究 化學類 王德治

甲等 二己
黃奕儒
李維軒
李芝儀

「有機」可循 - 不同
有機溶劑萃取花生油

脂之酸價差異
化學類 林宥憲

　　本校高一、二學生參加 1090315 梯次「全
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成績揭曉，共
參賽 36 篇，榮獲特優 10 篇，優等 7 篇，甲等
10 篇，合計 27 篇。恭喜得獎學生，感謝指導
老師的辛勞。得獎名單如下：
名次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指導老師
特優 一甲 陸柏臻 烏托邦戰爭 呂定璋
特優 一己 湯蘊庭 所羅門王的指環 呂定璋
特優 一己 許以婷 不死學家 呂定璋
特優 一丁 林沛涵 探索自我 鄭浩文
特優 一丙 薛歆蓓 我們與經濟學的距離 鄭浩文
特優 一丁 林易柔 不會游泳的魚 ( 增修版 ) 讀後心得 鄭浩文
特優 二乙 呂懿庭 潛水鐘與蝴蝶讀書心得 江青憲
特優 二甲 王卉蓁 人，終有一死 江青憲
特優 二甲 鄧秝婷 以「死」為師 江青憲
特優 二戊 王珈娸 做自己人生的推手 林倖如
優等 一乙 劉宜蓁 強大的閱讀力量 鄭浩文
優等 一丁 蕭正傑 善良，是「選擇」還是「原則」？ 鄭浩文
優等 一戊 陳昀呈 大腦喜歡這樣學 讀書心得 鄭浩文
優等 一戊 黃馨慧 最壞的幸福讀後心得 鄭浩文
優等 一戊 吳沂璇 無聲無息的溫暖 鄭浩文
優等 二丁 謝婉玉 震驚世界的致富秘密 ?! 江青憲
優等 二丙 陳亭尹 遺憾讓我們更珍惜 林倖如
甲等 一丙 林思涵 永遠的俠醫台灣良心林杰樑讀書心得 鄭浩文

甲等 一己 冷堂愷 《數學女孩――隨機演算法》讀書
心得 呂定璋

甲等 一甲 謝璿聿 致我所愛之人—對死亡的重新認知 呂定璋
甲等 一乙 蔡宥媚 《８２年生的金智英》讀書心得 鄭浩文
甲等 一甲 陳語 在舊時代中仍保堅毅的簡愛 呂定璋
甲等 二丁 曾愉軒 心的去向 江青憲
甲等 一乙 柯祺倫 《喜歡光的小女孩》讀後觀感 鄭浩文
甲等 二戊 黃暐程 了解自己，活出自己的生命價值 林倖如
甲等 二丙 許芳菊 胖女孩的食戰童年 林倖如

甲等 二己 李維軒 在咖啡冷掉之前－過去若不肯離開或
許是因為你不肯放手 林倖如

　　1090315 梯次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成績揭曉，本校榮獲「特優」共 10 篇，表現
極為優異。訪問指導老師後，他們謙稱都是學生自己努力換來的殊榮；但也不忘提醒未來想投稿
的同學在寫作時應當注意的部分，並建議指導過程中，可以從哪些面向讓學生更激發書寫的靈感。
呂定璋老師叮嚀小語：
　　學生最常見的毛病，是亟欲在【我的觀點】中塞進自己對整本書的心得與感思，但往往會產
生幾個毛病。第一，流於劇情簡介或情節縮寫，結果自己的想法與批判只佔極小部分。第二，主
題太繁瑣，什麼都想批判都想細究，結果就是每個主題都講，卻都力量薄弱，淺嚐輒止。建議專
注於自己最有心得也最能發揮的主題來書寫；不貪多，即使只寫一個主題，卻是深刻挖掘，有自
己的看法與批判，才是有價值的讀書心得。
鄭浩文老師指導小語：
1. 想要感動別人，得先感動自己：文章的動人之處不在於字字珠璣，而是要能打動人心，因此讀

書心得要寫得好必須要有深入閱讀、提出「自身」的獨到見解或是感受。
2. 可選擇合適、有興趣的書籍：書籍的選擇可推薦學生多方閱讀，尤其是結合學生的興趣來閱讀，

可達事半功倍之效。此外，108 課綱上路後學生的學習歷程成果展現更加重要，可鼓勵學生了
解未來想就讀的學群，並選擇該學群的相關書籍來閱讀，讀書心得完成後亦可作為學習歷程上
傳。

3. 適時提供學生一些思路與修改建議並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見解、看法、感受等。

1081031 梯次
「全國高級中學小論文寫作比賽」

得獎名單

1090315 梯次
「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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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學群推薦圖書上線囉！

英文讀本專題介紹

　　學校圖書館擁有豐富的圖書資源及影音資料，為了協助同學自主學習，特別請各
領域教師推薦 18 學群優良好書，且為便於同學們在家學習，更將好書介紹放上平台

　　3 月春暖花開好時節，圖書館添購一系列由英文老師大力推薦的 --Black Lagoon 外文圖書。書
裡的主人翁是個想像力極其豐富的可愛小男孩，常在學校裡任意馳騁自己的幻想空間。故事場景貼
近真實生活，但孩子的想法卻是天馬行空。在這些漫無邊際的想像中，可以看到孩子對於未知的恐
懼與期待。當想像無限延伸時，所有光怪陸離的情況都可能發生；本系列的書在幽默與詼諧的背後，
傳達了一個簡單卻深刻的道理：當我們遇到未知的人和事時，真的沒什麼可害怕的。

【資訊學群】
書名：Python 程式設計實例入門
作者：李馨
出版社：博碩文化
索書號：312.932 4047
將 Python 程式設計的基礎、函式、
模組、GUI 介面等重點詳加解說

【生物資源學群】
書名：黑猩猩政治學
作者：德瓦爾
出版社：開學文化
索書號：389.97 2411
黑猩猩社會的運作驅力就是權與色 跟
著德瓦爾，學著當一隻黑猩猩，成為
「更好的人」。

【社會與心理學群】
書名：微笑 , 告別
作者：陳世琦
出版社：心靈工坊文化
索書號：419.825 7541
40 則動人的床邊故事，記錄了難捨
能捨的告別。

書名：April Fools' Day from the Black Lagoon
作者：Thaler, Mike
出版社：Scholastic Inc.
索書號：813.54 T365
It''s the end of March, and Hubie is struggling to 
prepare his pranks for the big day. The whoopee 
cushion, the rubber tarantula, and the fly in the ice 
cube just aren''t good enough anymore -- not when 
the worst joke comes from the place he least expects 
it. The joke''s on you in the April Fools'' Day from the 
Black Lagoon!

【文史哲學群】
書名：如何寫好報告
作者：王若葉
出版社：商周
索書號：811.4 1044
本書要告訴你學校老師沒教的寫報
告技巧，提升學習與研究的能力。

【管理學群】
書名：逼人買到剁手指的 77 個文
案促購技巧
作者：川上徹也
出版社：商業周刊
索書號：
搭配書中提供 9 大面向、77 個文
案技巧，包管你文案力如日中天！

書名：The talent show from the Black Lagoon
作者：Thaler, Mike
出版社：Scholastic Inc.
索書號：813.54 T365
The kids have to perform in the talent show just 
because mean Mrs. Green says so Everyone will 
have to show a talent for exactly one minute -- in 
front of the whole school and their parents Starring 
in the talent show from the Black Lagoon would 
give any kid stage fright - but with a little luck this 
performance might just turn out to be fun

【醫藥衛生學群】
書名：低碳飲食大革命
作者：安德里亞斯 . 伊恩費爾特
出版社：楓書坊
索書號：411.3 2651
長達兩個世代的錯誤飲食資訊，讓
使人類成為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醫學
錯誤受害者。

【工程學群】
書名：隨手取材輕鬆玩創客木工
作者：廖宏德
出版社：台科大圖書
索書號：474.029 0032
遊戲中學會基本電學，做玩具輕鬆學
會木工。

【建築與設計學群】
書名：創意天才的蝴蝶思考術
作者：奧麗薇亞 . 福克斯 . 卡本尼 , 朱
達 . 波拉克
出版社：遠見天下
索書號：176.4 2157
學習像天才一樣思考，訓練你的大
腦，就能讓靈感源源不絕，盡情爆發
你的絕妙好點子 !

【大眾傳播學群】
書名：教你看懂電影的 20 堂課
作者：湯瑪斯 . 佛斯特
出版社：本事
索書號：987.013 3142
20 堂電影課，解構百餘部西洋電影，
帶你看出更多有趣、以往從未發現的
細節 !

【教育學群】
書名：邁向目的之路
作者：威廉 . 戴蒙
出版社：親子天下
索書號：177.2 4344
幫助孩子發現內心召喚，踏上自己的
英雄旅程！

書名：Back-to-school fright from the Black Lagoon
作者：Thaler, Mike
出版社：Scholastic Inc.
索書號：813.54 T365
Summer vacation is over and that means one 
thing-back to school. For Hubie, getting ready 
to go back is worse than actually going to class. 
His mom picks out all the wrong clothes, he gets 
back-to-back shots from his doctor, and there are 
rumors of a new teacher worse than any other. Will 
Hubie fail before school even starts ？

【財金學群】
書名：經濟學的新視野
作者：朱敬一 , 林全
出版社：聯經
索書號：550.7 2541
世界肯定的頂尖經濟頭腦朱敬一、林
全，用輕鬆筆調談論與大家切身關係
的經濟知識。

書名：The school carnival from the Black Lagoon
作者：Thaler, Mike
出版社：Scholastic Inc.
索書號：813.54 T365
Mrs. Green's class must come up with an idea for 
a booth at the school carnival and while everyone 
thinks a dunk tank is a great idea, no one wants to 
be the one who gets dunked.

【地球與環境學群】
書名：發現地球大歷史
作者：羅伊德
出版社：木馬文化
索書號：711 6022
用一張超長的拉頁時間年表，從「地
球」的起源開始，橫跨自然、動物、
人類的歷史與文明；發現地球史上最
精彩好玩的事物！

【數理化學群】
書名：這麼做 , 就對了
作者：蘭德爾 . 門羅
出版社：天下文化
索書號：302.2 7760
看似荒謬的點子中，其實充滿了縝
密的科學理論與嚴謹的實驗精神。

【藝術學群】
書名：你不可不知道的 100 首經
典名曲
作者：許麗雯暨音樂企劃小組
出版社：高談文化
索書號：910.13 0811
挑選出 100 首在音樂史上赫赫有
名、大家耳熟能詳、扣人心弦的
名曲。

【外語學群】
書名：英文寫作高手出招
作者：高天恩
出版社：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索書號：805.1892 0016
收錄最新全真「全民英檢」各級作
文試題和官方解析，快速掌握測驗
寫作重點。

【法政學群】
書名：圖解簡明世界局勢
作者：張道宜
出版社：易博士文化
索書號：578 0844
從大範圍的全球概況，拉近至主要
國家和地緣區域，剖析各界迫切關
注的熱議焦點。

書名：The snow day from the Black Lagoon
作者：Thaler, Mike
出版社：Scholastic Inc.
索書號：813.54 T365
When a blizzard hits, Hubie knows that doesn''t 
mean a snow day, it means a no day -- nothing 
moves, nothing happens. After spending all 
afternoon zipping zippers, snapping snaps, and 
buckling buckles, he''s finally ready to explore the 
winter wonderland. Can Hubie plow through his 
snow-venture or will he be left out in the cold?

【遊憩與運動學群】
書名：發現運動大歷史
作者：羅伊德
出版社：木馬文化
索書號：528.99 6022
棒球、籃球和足球，為什麼會成為
世界風靡的運動盛事？ 

書名：The spring dance from the Black Lagoon
作者：Thaler, Mike
出版社：Scholastic Inc.
索書號：813.54 T365
It''s spring and Hubie''s class is having a dance. 
Everyone has to go. Everyone has to dance... with 
girls! But Hubie has two left feet and all the wrong 
moves. Plus his dance teacher is the size of a 
football player. Will Hubie sweep his partner off her 
feet, or will he end up flat on his face? Come "bust a 
move" at the Spring Dance from the Black Lagoon!

【生命科學學群】
書名：荷爾蒙
作者：蘭蒂 . 胡特 . 艾普斯坦
出版社：遠足文化
索書號：399.54 2844
我們是怎麼發現荷爾蒙的？這種人
體自行生成的激素，又是如何影響
我們的各方面？

(https://kksh.nsysu.edu.tw/p/412-1047-20459.php?Lang=zh-tw)，邀請家長、學生自行參考運
用，以增進個人實力，因應詭譎多變的未來喔！有空，歡迎來圖書館坐坐，一窺浩瀚無盡的知識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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