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修略史 

 

1916 年 民國五年 三月 由臺灣天主教道明會創校，定名「私立靜修高等女學」。 

1917 年 民國六年 四月 正式開辦第一次招生。第一任校長根禮孟德神父（西班牙籍）。 

1920 年 民國九年 三月 第一屆畢業生畢。 

1922 年 民國十一年 一月 改為四年制高女本科。 

1925 年 民國十四年 四月 第二任校長多瑪斯神父（西班牙籍）就任。 

1936 年 民國二五年 九月 第三任校長小宮元之助（日本籍）就任。 

1941 年 民國卅年 三月 第四任校長鈴木讓三郎（日本籍）就任。 

1945 年 民國卅四年 十月 第五任校長陳若瑟神父（西班牙籍）就任。 

  九月 遵令改為初中部及高中部，修業年限各為三年。 

  十月 改為「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中學」。 

1946 年 民國卅五年 十月 第六任校長洪奇珍修女就任。 

1948 年 民國卅七年 一月 董事會經教育廳核准立案。 

1951 年 民國四○年 四月 本校開辦及學校立案經教育廳及教育部核准。 

1953 年 民國四二年 九月 奉准增設夜間部，修業年限為三年（初中部）。 

1954 年 民國四三年 八月 夜間部增設高中部，修業年限為三年。 

1968 年 民國五七年 八月 增設（日間部）高級商科（會計、統計科）。 

   增設（夜間部）高級商業補習學校。 

   夜間部(初中部）奉令停止招生。 

1970 年 民國五九年 八月 增設（夜間部）中級商業補習學校。 

1976 年 民國六五年 八月 尊奉教育局令商業職業補習學校取消中級部。 

1978 年 民國六七年 十二月 道明樓（地上五層地下一層）落成。 

1979 年 民國六八年 八月 夜間部（高中部）停止招生。 



 

1983 年 民國七二年 十月 第七任校長潘采薇修女就任。 

   行政大樓改建工程。 

1985 年 民國七四年 十二月 新建行政樓全部落成啟用。 

1994 年 民國八三年  學測開始、大學推甄、建立學習學習檔案資料庫。教務行政業務資訊化。推展行政電腦命題。 

  十一月 與日本津島女高（今清林館高校）締結姊妹校。歐茵妃老師發起捐助玻利維亞。 

1995 年 民國八四年 七月 赴美遊學，美國紐澤西聖伊莉莎白大學。由馬朱麗修女、方春蓮老師、李淑儀老師帶領學生 43 人。 

1996 年 民國八五年 一月 靜修會院文教大樓落成。 

  六月 英國劍橋遊學，由蘇嬰珠主任帶領老師 4 人、學生 85 人。 

1997 年 民國八六年  架設校園網路 

  六月 美國紐約遊學團，由潘采薇校長、蘇嬰珠主任帶領學生 23 人。 

   英國劍橋遊學，由季台枝老師、蔡紹基老師、蕭守貞老師、曾月春老師、鍾明進老師帶隊。 

1999 年 民國八八年 二月 與日本光之丘女高締結姊妹校。 

2000 年 民國八九年 八月 美國遊學團啟程至美國西雅圖 Bellingham Community College，由蔡英華老師帶領 13 位學生前往。 

   第八任校長蘇嬰珠修女就任。 

   改高職為綜合高中。 

2001 年 民國九○年 四月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 80 週年紀念假本校展出史料圖片，上午臺北市長馬英九先生及臺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小姐蒞校參

觀，晚間陳水扁總統參加紀念晚會。 

  十二月 首度舉辦聖誕點燈活動。 

2002 年 民國九一年 八月 教育局核可為英語重點學校。 

2003 年 民國九二年 二月 舉辦第一次大學博覽會 

  六月 開始舉辦校內英語夏令營。 

  九月 綜合高中增設應用英語、應用日語學程。 

  十月 全校陽明山健行。 

  十二月 與日本淑德與野高校締結姊妹校。 

   日本文化教室落成，正式啟用。 



 

2004 年 民國九三年 四月 本校綜合高中評鑑榮獲優等。 

   成立英文資優班、國際班。 

  六月 高爾夫練習場啟用。 

2005 年 民國九四年 十二月 日本姊妹校清林館高中兩位老師帶領四十一位同學，來校參訪交流。 

   舉行與聖約翰大學策略聯盟協議書簽署典禮。 

2006 年 民國九五年 七月 英國遊學團啟程至倫敦 New Corss Goldsmiths College，由鄭麗妍主任、蔡英華主任帶領學生 33 人。 

  三月 聖加德琳大學校長 Jorino San Minguel 及老師來訪。 

  十一月 日本姊妹校淑德與野高校里見裕輔校長帶領三位老師及七十六位學生來訪。 

  十二月 90 週年校慶彌撒、「道明樓」祝聖典禮、聖道明銅像安裝、「天父的邀請」馬賽克壁畫開啟儀式。 

   
傑出校友連方瑀女士、邱大環女士、葉紫華女士、劉碧嬅女士、梁秀中女士、蕭美鈴女士、王文驊女士、林南西女士、陳

冠穎 女士等皆返校參加典禮，並接受「傑出校友獎」。 

2007 年 民國九六年 二月 全校更新為符合人體工學之新課桌椅。 

  六月 全校教職員至龍潭渴望村參加校務會議及探索教育課程(6/29~6/30)。 

 
 九月 道明樓完工啟用。國中部開始招收男生。 

運用道明樓設備，與臺灣外展教育中心合作開設高一、高二、高三探索教育課程。 

   日本姊妹校淑德與野高校里見裕輔校長帶領老師四人、學生一百二十六人來訪。 

  十二月 傑出校友王秀蘭、姜蕙英皆返校參加典禮，並接受「傑出校友獎」。 

2008 年 民國九七年 六月 榮獲臺北市教育局頒發「97 年度優質學校評選」──「校長領導」、「校園營造」、「學生學習」三項獎項。 

  十月 應臺北市文化局之邀，本校學生至 228 公園參加「廣播人音樂家呂泉生追思音樂」。 

  十一月 第九任校長歐陽台英正式就任。  

   日本東京最後一次舉辦校友會。 

   日本淑德與野姊妹校副校長川邊俊夫率老師 3 人及學生 78 人蒞校訪問。 

2009 年 民國九八年 二月 美國衛斯理學院 Steve Farr 副校長及經濟系 Philip Talor 教授來訪。 

  六月 榮獲臺北市教育局頒發「98 年度優質學校評選」──「學校文化」獎項。 

  十一月 日本淑德與野姐妹校川邊俊夫副校長率領師生共八十四人來校參訪。 



 

2010 年 民國九九年 三月 道明修女會羅馬總會長 Sr. Elvira Diez 修女及十七位國外修女參訪本校。 

   
城鄉交流活動，本校四十位師生暨家長接待南投信義鄉潭南國小、人和國小、忠信國小共一百八十位學生，參觀木柵動物

園。 

  四月 山東高密市教育訪問團由李連成教授帶領一行 9 人來訪。 

   教宗本篤十六世就職五週年慶典於教廷駐華大使館舉行，邀請本校合唱團表演「梵諦岡國歌」及「中華民國國歌」。 

  七月 日本淑德與野姊妹校里見裕輔校長來訪。 

   
英國遊學團──由蕭守貞主任帶領劉貞良組長曾祐瑜老師、40 位學生至 Ealing, Hammersmith and West London 

College 遊學。 

   日本遊學團──由歐陽台英校長帶領老師一名，學生 20 名參訪聖加德琳大學。 

  九月 泰國聖保祿修女四人蒞校參訪──推廣十二月童軍大會。 

   天津第一商校由校長郭威率領一行 7 人蒞校參訪。 

   川島學園福岡舞鶴高等學校(附屬中學校)由團長山手誠之助率領一行 11 人蒞校參訪。 

   日本淑德與野姊妹校由黑田貴主任率領老師 3 人、學生 80 人來訪。 

2011 年 民國一百年 一月 日本京都市立塔南高等學校由校長仁科周博先生帶領師生共 46 人來訪。 

  三月 與銘傳大學合作交流策略聯盟簽約。 

  五月 聖加德琳大學理事長中田婦美子（なかだ ふみこ）、校長 ホビノ・サンミゲル 一行 5 人蒞校參訪。 

  七月 
英國遊學團──由蔡紹基老師、陳敏慧老師、秦豫敏老師，帶領 48 位學生至 Ealing,Hammersmith & West London 

College 遊學。 

   加拿大卡加利遊學團──由蔡英華主任帶領 17 位學生至 The Holy Trinity Academy 遊學。 

   日本姊妹校光之丘女子高等學校由小田嶋美知惠老師帶領師長 2 人，學生 60 人蒞校訪問。 

  十月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 90 週年紀念大會，於本校大禮堂舉行，馬英九總統親自出席。 

  十一月 加拿大卡加利天主教教育局 Christina Bosoni 及  Agnes Pai 參訪。 

   新加坡 Anderson Junior College 由 NG Hong Peng 老師帶領師生 37 人參訪。 

   綜高諮詢輔導實地訪視，榮獲優等獎。 

  十二月 慶祝靜修建校 95 週年，日本姊妹校光之丘女子高校團野美由紀老師帶領舞蹈社師生 60 人蒞臨表演。傑出校友金周春美



 

女士、李秀蓮女士、張小燕女士皆返校參加典禮，並接受「傑出校友獎」。 

2012 年 民國一○一年 二月 大學博覽會，共 59 所大學院校參與。 

  五月 高中校務評鑑：八項全數通過，並榮獲優質高中認證。 

  六月 日本聖加德琳大學ホビノ．サンミゲル校長及師長 2 人，蒞校參訪交流。 

  七月 
英國遊學團：賴怡伶組長、林貞嫺組長、王女屏老師帶隊，參訪英國倫敦 Ealing, Hammersmith 及 West London 

College。 

   英國遊學團：歐茵妃組長帶隊，參訪倫敦格林威治大學，13 人住宿舍。6 人參加加拿大卡加利遊學團。 

   
蔡英華主任、羅惠美主任帶領，王念慈組長、查日懿老師、校友會副會長許寶環學姐，學生 50 人。參訪聖加德琳大學，

住宿大學三天。 

   日本姊妹校光之丘女高校大沼 広吉等 3 師長，帶領 52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八月 開始建置智慧教室 4 間：電子白板、超短焦投影機、數位講台、IRS 即時反饋系統、實物提示機。 

   開學典禮——張小燕學姐蒞校，並頒發傑出校友獎。 

   天主教台北教區學校共同於靜修女中舉辦教職員排球交流比賽。 

  十一月 日本姊妹校淑德與野高校黑田 貴主任等 4 位師長，蒞校參訪交流。 

 
 十二月 天主教學校點燈活動，於主教座堂舉行點燈禮儀。此次活動由靜修女中主辦，歐陽台英校長發起愛心 T 恤義賣，將所得款

項捐至宜蘭天主教弘道仁愛之家，捐贈總金額：910,572 元。 

2013 年 民國一○二年 一月 加拿大卡加利教育局 Mr. John Deausy 等 2 人，蒞校參訪交流。 

  二月 大學博覽會，共 61 所大學院校。 

  三月 通過教育部優質高中認證。 

  四月 
美國 Chino Valley 校區 La Sierra 大學加州大學預校，Chino Valley School District Mr. James Na 等 6 人，蒞校參訪交

流。 

  五月 香港弘立書院 Chris Calvert 老師等，5 位師長及 38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 

   日本姊妹校聖加德琳大學ホビノ．サンミゲル校長及 3 位師長蒞校參訪交流。 

  六月 8 人參加加拿大卡加利遊學團。 

  七月 英國遊學團：詹嵐英組長帶領 27 位同學赴英國 Ealing，HammersmithWest London College 遊學。 



 

   
日本遊學團：歐陽台英校長帶領，蔡英華主任、王念慈組長、洪岱暄老師及 59 位同學，赴日本姊妹校——淑德與野高

校、光之丘女高及清林館高校參訪交流。 

   日本姊妹校光之丘女高秋元 伸介主任等師長 3 人，帶領 53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增建智慧教室 3 間。 

     八月 與 TOP English Camp 美語村合作舉辦英語夏令營，共 569 人參加。 

   靜心樓「防震工程」施工完成。 

  十一月 日本姊妹校淑德與野高校黒田 貴主任等 5 師長，帶領 118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十二月 合唱團參加臺北市 102 學年度五項藝術鄉土歌謠比賽（福佬語）榮獲高中組西區優等第 1 名。 

2014 年 民國一○三年 一月 廈門同安區教育局 7 位長官及臺北市中崙高中謝念慈校長蒞校參訪交流。 

  二月 大學博覽會，共 65 所大學院校參與。 

  三月 締結姊妹校二十週年紀念，日本姊妹校清林館高校椙村  繁夫校長、6 位師長及 156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四月 與德明財經科大簽訂策略聯盟。 

   英國 Glasgow, Hillhead High School，王嬡玲老師，蒞校參訪交流，洽談筆友交流事宜。 

   澳門利瑪竇中學，張慧玲老師等，22 位老師蒞校參訪交流。 

  五月 首次舉辦「聽說讀寫科學短講」競賽。 

   102 學年度獲得優質學校資源統整。 

   真理大學簽約聯盟。 

  六月 日本聖加德琳大學ホビノ．サンミゲル校長、師長等 3 人蒞校參訪交流。 

   本校與寧夏夜市自治會合作建置「外語諮詢服務站」，由應英科、應日科學生提供夜市英、日語導覽服務。 

   三花棉業施純鎰董事長蒞校，主講：「施純鎰董事長的踏實人生」。 

  七月 英國遊學團：盧玉惠組長帶隊、22 位同學，赴英國 Ealing，Hammersmith 及 West London College。 

   日本遊學團：歐陽台英校長、王念慈組長帶領 26 位學生前往日本姊妹校聖加德琳大學，參訪交流。 

   日本姊妹校光之丘女高小林 三佐子校長等師長 2 人，帶領 50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八月 增設智慧教室 15 間。 

日本大阪賢明高校國中部代表蒞校參訪，與國中部交流。 



 

  十月 通過高中優質化第一期程（三年計畫）。 

  十一月 103 學年度綜高諮詢訪視：成績列為優等。 

   日本賢明高校，大原  正義副校長等師長 4 人，帶領學生 94 人，蒞校參訪交流。 

   日本姊妹校淑德與野高校黑田 貴主任等師長 5 人，帶領 119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澳門培道中學，李寶田校長等 14 人蒞校參訪交流。 

   優質化講座：曙光女中校長姚麗英女士蒞校演講。 

  十二月 2014 全球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高峰論壇——智慧學校觀摩、發表。 

   生命教育研習：從生命的缺陷與超越談服務學習，師大公領系謝智謀教授主講。 

2015 年 民國一○四年 一月 英國遊學團：潘秋安組長、蔡伊涵老師帶隊，30 位學生赴英國 Sawston Village College 參加中學入班體驗課程。 

  二月 
本校獲台北市商業處邀請，於 4、6、9、11、13、16 日共六天，在迪化街年貨大街，由應英科、應日科學生提供英、日

語導覽服務。 

   全校教職員工校外活動——參訪佛光大學並簽訂策略聯盟。 

  三月 日本姊妹校清林館高校伊藤 昇主任等師長 8 人，帶領 148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大學博覽會，共 63 所大學院校參與。 

   
福助建設簡學禮總經理引薦日本札幌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尾田 忠明先生以及小提琴成田 達輝先生帶領札幌交響樂團蒞

校演奏。 

  四月 歐陽台英校長、蔡英華主任、李佩芳主任、王念慈組長，赴日本祝賀姊妹校淑德與野高校新校舍落成。 

  五月 與文化大學簽訂策略聯盟。 

   
約旦 Islamic Educational College：Dana Abu Goura（Islamic Cultural Society Director）及 Ayman Abdalhafez

（Manager of IT Department）等 5 人蒞校參訪智慧教室。 

  六月 日本姊妹校聖加德琳大學，ホビノ．サンミゲル校長及師長 2 人，蒞校參加畢業典禮。 

   高中優質化校際交流：參訪達人女中。 

  七月 增設智慧教育 11 間。 

   英國遊學團：蔡英華主任、趙恬綺老師帶領 28 位學生，赴英國 Sawston Village College 中學入班體驗學習。 

   日本姊妹校光之丘女高園田 研一主任等 3 位師長，帶領學生 50 位，蒞校參訪交流。 



 

   
日本遊學團：歐陽台英校長、王念慈組長、洪岱暄老師、王女屏老師、包曉霞老師帶領學生 20 人，赴日本姊妹校聖加德

琳大學，參訪交流。 

  八月 百年校慶籌備會成立。 

   天主教學校辦學理念講座，講師：台大哲學系孫效智教授。 

  九月 貴陽潤豐學校 15 人蒞校參訪智慧教室。 

   越南 St. Catherine College of Cebu，Sr. Ma. Fe V. Lobetos, O.P 校長等 10 人蒞校參訪交流。 

   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 9 人蒞校參訪交流。 

   福建莆田礪青中學老師蒞校參訪交流。 

   高中優質化校際交流：參訪恆毅中學。 

  十月 104 學年度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訪視。 

   2015 年寧夏回族自治區教育廳培訓國中小學校長研習班共 29 位蒞校參訪。 

  十一月 日本大阪樟蔭高校參訪，由楠野宣孝校長與 2 位師長蒞校參訪。 

   日本姊妹校淑德與野高校：黑田 貴主任等師長 5 人，帶領學生 119 人，蒞校參訪交流。 

   台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網奕吳權威董事長蒞校分享智慧教育理念。 

  
十二月  

高中優質化「愛的你我他」演講    主題：如何經營班級    講師：麗山高中徐茂瑋老師 

 

2016 年 民國一○五年 一月 寒假英國中學 Blenheim High School 入班交流遊學團，由蔡英華主任帶領 23 位學生前往。 

    二月 
日本姊妹校清林館、光之丘交流參訪團，由歐陽台英校長、陳俊穎主任、李佩瑜主任、王念慈組長帶領兩位主任及 61 位

學生前往。 

   開學典禮生命教育講座：陳彥博主講，講題：夢想零極限。 

   三立電視台紫色大稻埕於本校大禮堂舉行試片會。 

   百年校慶活動揭幕。 

     日本姊妹校清林館高校：松園 茂久主任等師長 9 人，帶領學生 118 人，蒞校參訪交流。 

  三月 
百年校慶活動：BIS 100 排字活動，慶祝百年校慶。由學生排出「BIS 100」(BIS 是靜修女中英文校名 Blessed Imelda’s 

School 真福嚴美黛的學校）的縮寫；100 代表本校建校邁入百年。 



 

  四月 百年校慶網站成立。 

   與實踐大學簽訂策略聯盟。 

   百年校慶活動結合道明會創會 800 年慶，舉辦外語聖歌比賽。 

   日本札幌靜修高校：宮路 真人主任等師長 2 人，蒞校參訪交流。 

   五月 本校學生獲邀參加「水岸台北 2016 端午嘉年華」龍舟點睛禮生服務。 

   六月 日本姊妹校聖加德琳大學，ホビノ．サンミゲル校長等師長 3 人，蒞校參加畢業典禮。 

   道明會創會 800 年慶祝會，本校聖詠團出席表演。 

   本校學生獲邀參加「水岸台北 2016 端午嘉年華」龍舟賽外語諮詢服務。 

   
赴日參訪札幌靜修高校。歐陽台英校長、蔡英華主任、王念慈組長、家長會王品秋會長等委員 3 位，校友會林玉春前會

長。 

  七月 英國遊學團：賴怡伶組長、吳瑞玲組長帶隊，23 位學生赴英國 Esher Church of England High School 入班學習。 

  八月 百年校慶活動：自然科紙飛機製作及飛行競賽。 

   第十任校長蔡英華就任交接典禮。 

  九月 本校獲扶輪社邀請，參加偏鄉小學英語課輔計畫，並於 1 日、8 日兩日，與老梅國小、屈尺國小兩校辦理相見歡活動。 

   百年校慶活動：百年鐘塔祝聖儀式。 

   百年校慶活動：社會科「國際教育：異國同賀，靜修百年生日快樂」。 

   百年校慶活動：課間操比賽。 

  10 月 百年校慶活動：國文科「靜修詩情」出刊。 

   綠光劇團「生命故事」校園巡迴演出。 

   臺灣文化協會 95 週年紀念會於本校大禮堂舉行。 

  11 月 校務評鑑。評鑑結果：總等第一等獎。 

  12 月 百年校慶活動：點燈活動。 

   百年校慶活動：愛心園遊會。 

   百年校慶活動：校慶感恩彌撒：洪山川總主教主禮。 

   百年校慶活動：大稻埕踩街嘉年華、校友千人回娘家、主保嚴美黛塑像祝聖。 



 

   

百年校慶典禮：陳建仁副總統賢伉儷、洪山川總主教出席。 

頒發第四屆傑出校友獎：方綉媚、王德蘭、李兆環、李彥秀、林玉春、張吳玲玲、盛賜民、陳良娟、黃秀婉、詹鳳春，共

10 位校友獲獎。 

第一屆傑出校友 連方瑀夫婿連戰前副總統贈字〈靜修百年春風化雨，育才興國桃李芬芳〉。 

第一屆傑出校友 梁秀中學姐贈送畫作〈慈暉〉。 

第一屆傑出校友 林南西學姐贈送靜修百年生日蛋糕。 

第三屆傑出校友 金周春美學姐贈夫婿畫家金潤作先生數位復刻畫〈觀音落日〉。 

第三屆傑出校友金周春美女士帶領 8 位「靜美繪畫社」成員：林珠琴修女、李詹慧玉、林英玉、陳雪梨、周夏美、鄭英

雲、歐陽惠芳、烏秀萍，齊力創作〈碧嬅與我〉獻給母校。 

日本姊妹校光之丘女高舞蹈團：團野 美由紀團長等 5 位師長，帶領學生 69 人師蒞校演出祝賀靜修百年。 

日本姊妹校淑德與野高中：長尾 波留子主任，特別前來祝福靜修百年校慶。 

百年校慶活動：「歷史走廊」揭幕。邀請道明傳教修女會總會長 Sor Maria Asuncion Gonzalez、董事長洪山川總主教、

許詩莉省會長、玫瑰道明會省會長代表何雅欽神父、潘采薇校長、蘇嬰珠校長、歐陽台英校長、蔡英華校長、百年校慶籌

備會主任委員吳志遠會長、家長會王品秋會長、校友會李兆環會長共同揭幕。 

百年校慶演唱會，邀請到李佳薇、李玉璽、關詩敏、陳彥允、野獸男孩、大根 (黃亮鈞)、LuLu (黃路梓茵)等藝人，蒞校

表演。 

   
日本札幌靜修高校：加島 政人校長及 2 位師長，特別前來祝福靜修百年校慶，並與蔡英華校長簽約，兩校正式締結姊妹

校。 

2017 年 民國一○六年 一月 傑出校友演講：詹鳳春樹醫。 

  二月 香港天主教德望學校蒞校參訪，進行環保教育兩校經驗交流。 

   
寒假日本遊學團：蔡英華校長、吳崇豪主任及王念慈組長，帶領 49 位學生赴日，參訪光之丘女高及淑德與野高校兩所姊

妹校。 

  三月 清林館高校 9 位教師、191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蒞校舉辦全國種子教師研習。 

   
國中部新加坡教育旅行，由蔡英華校長帶領吳佩玲組長、方晴老師、李怡馨老師、杜靜怡老師以及 86 位學生，參訪德明

中學並入班學習。 



 

  四月 韓國觀光高中到校參訪，共 2 位教師、31 位學生蒞校交流。 

   沈芳嬋老師、曾祐瑜老師、鄭璽嵐老師赴杭州參加第二屆「兩岸智慧好課堂」邀請賽。 

  六月 新加坡德明中學師生共 20 人蒞校參訪交流。 

   

畢業典禮暨演唱會：Begin Again，邀請戴愛玲、蔡旻佑、李洛洋等藝人蒞校表演。此為創校以來第一屆畢業典禮演唱

會，由家長會唐莉麗女士贊助所有費用。 

聖加德琳大學校長ホビノ．サンミゲル等 3 人蒞校舉辦入學面試和說明會。 

   新北市三民高中老師 2 人、國九學生 60 人蒞校一日體驗。 

   參與 2017 世大運操影片比賽，高中部榮獲特優獎、國中部榮獲優等獎。 

   榮獲教育部生命教育校園文化種子學校。 

  七月 日本姊妹校光之丘高中小林 三佐子校長等師長 4 人，學生 62 人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八月 日本姊妹校靜修高校宮路真人校長等 2 位師長蒞校拜訪。 

   2017 世大運踩街妝遊嘉年華活動，由蔡英華校長及潘秋安組長帶領學生進行踩街活動。 

  九月 行動學習教室落成。（平板學習教室） 

   
前往有木國小參加偏鄉英語相見歡，由扶輪社 3482 區牽成老梅國小、有木國小、義方國小三所國小與靜修的視訊英語教

學。 

  十月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本校舉辦臺灣文化協會創立 96 周年紀念論壇，臺北市副市長陳景峻蒞校開場致詞。 

   紙風車劇團反毒宣導。教育部蔡清華次長、法務部張斗輝常務次長、紙風車劇團柯一正董事長蒞校參加。 

  十一月 開啟美國學校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 Saint Joseph Academy 文化交流，開始筆友交流活動。 

   
教廷梵蒂岡圖書館及教廷檔案室總負責人總主教 Archbishop Jean-Louis Bruguès 蒞校演講 

主題：以教育來傳承 

   
日本 86 歲老校友納所美代子返校領取紀念版畢業證書 

日本放射科池永弘二醫師及台安醫院謝家明醫師陪同 

   參訪日本姊妹校靜修高校，蔡英華校長，吳崇豪主任、李佩瑜主任、王念慈組長帶隊，50 位學生參加。 

   日本群馬大學今井 就稔教授、宮下 紗衣、小久保 練蒞校觀課。 

   日本姊妹校淑德與野高中，佐藤明弘教頭等 5 位師長，學生 120 人蒞校訪問。 



 

   
綜高諮詢訪視 

訪視委員：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陳淑娟副教授、臺北市立中正高中江惠真校長。 

  十二月 韓國觀光高中耶誕卡片交流活動 62 位同學（中文組-韓文社；英文組-高一應英）。 

   
日僑學校宮永健次教頭和 2 老師蒞校參訪，6 位學生入班體驗。 

國中部育藝深遠-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及舞蹈空間舞團共同演出。 

   日本姊妹校靜修高校訪臺入班 5 天體驗交流，宮路真人校長等 3 位師長，10 位學生。 

   
107 學年度起停辦綜合高中學程一案申請通過。 

通過應用英文、應用日文、商業服務科技術型高中申請。 

   101 週年校慶典禮：「從零到壹的創新精神」，邀請校友林心如、侍懷鳳蒞校分享人生經驗。 

2018 年 民國一○七年 一月 加拿大 ESL 雙語課程國中新生招生。 

   寒假英國遊學團：蔡英華校長帶領 9 位學生，至英國 Sawston Village College 入班學習。兩校締結姊妹校。 

   高二應日生赴日僑學校與學生交流。 

  二月 大學博覽會國內外 61 所大學參與。 

  三月 日本姊妹校清林館高校 10 位教師、233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106 年生命教育校園文化種子學校計畫──行政樓 2 樓教師暖心室開幕。 

   文生樓防震補強工程開工。 

   日僑學校校長重山 史朗及 35 位老師蒞校參訪並觀摩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偏鄉英語教學成果發表於南山中學舉行。 

   

國中部新加坡教育旅行，由蔡英華校長帶領，吳瑞玲組長、藺超華老師、黃雅翎老師及 68 位學生，參訪德明中學並入班

學習。 

 

  四月 詹嵐英組長代表校長赴浙江省嘉興出席 2018 智慧教育高峰論壇暨兩岸智慧好課堂活動。 

  五月 五月感恩獻冠活動(孝行楷模表揚)暨鳥與水舞集演出。 

   成立靜修官網粉絲專頁。 

   九年級生命教育電影院。播放：記憶中的美好歌聲。主題曲歌手孫盛希到校。 



 

   畢業感恩彌撒。主禮神父：何萬良。 

   獲頒「107 年度公私立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戶外教育成果『 飛揚 100』甄選計畫」評選──金牌獎。 

  六月 
畢業典禮暨演唱會：To Infinity and beyond (家長會長唐莉麗女士贊助)，梁文音、郭靜、陳勢安蒞校演唱。與韓國觀光

高等中學簽訂姊妹校。 

   家樂福產學合作記者會。106 學年度臺北市高職英語讀者比賽高二真代表參賽榮獲團體組第一名，曾郁庭獲最佳導播獎。 

   日本姊妹校聖加德琳校長及課長蒞校面試 5 位畢業生。 

   與致理科技大學簽訂策略聯盟。 

   獲頒「臺北市 106 學年度高職人文閱讀活動績優獎」。 

   家長會長唐莉麗女士安排晶華酒店外燴部，宴請全校教職員工及家長委員。地點：B2 大禮堂。 

  七月 辦理暑期國中生職輔營(外語群、商管群)。 

   Ursline High School 入班上課(曾祐瑜組長帶隊) 

   美國 SJA 王琇姵老師來訪，洽談交換生及締結姐妹校事宜。 

   兩岸交流參訪團，登泰山觀成年禮(山東)(吳瑞玲組長帶隊) 

   光之丘校長、三位師長及 68 位學生來訪。 

   與遠見教育合作，辦理第一屆國中部 ESL 暑期夏令營，76 人參加。 

  八月 由陳文珍修女帶隊前往菲律賓馬尼拉進行國際志工服務。 

   文生樓防震工程完工。 

   湖北荊門第一中學教育參訪團 7 師 16 生蒞校參訪。 

   生命教育演講。講師：達人女中吳韻樂修女／講題：教育的正向動能。 

   第一屆國中 ESL 學生入學。 

   第一屆技術型高中入學(應用英語科、應用日語科、商業經營科) 

   綜合高中停止招生。 

   高中部開始招收國中部直升男學生。 

   吉林教育參訪團 8 人蒞校參訪。 

  九月 舉辦 ESL 課程評量說明會。 



 

   榮獲「2018 年國際獅子盃全國中小學英文拼字總決賽」國中團體組特優。 

   獲頒「106 學年度台北市學校推動珍食共享 Food 獎勵計畫」績優學校。 

   開學感恩彌撒。主禮神父：林之鼎神父。 

   高一和 葉家安同學榮獲台北市 107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言類）客語朗讀項目 高中組北區 第一名。 

   高三善 黃郁晴同學榮獲台北市 107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言類）客語演說項目 高中組北區 佳作。 

  十月 2018 台北弦樂團校園巡迴解說式音樂會。彭廣林老師／講題：開展人生的「Equal - Partnership」。 

   廖文和布袋戲團到校反毒宣導。 

   生命教育講座。講師：麗山高中徐茂瑋老師(原靜修女中國文科老師)／講題：凝視死神，追求精彩人生。 

   榮獲「臺北市 107 年度高中職閱讀王競賽」優勝。 

   ESL 親師個別面談。 

   建中高中課程博覽會課程分享: 英文賴怡伶、生命教育吳瑞玲。 

   由蔡英華校長及王念慈組長帶領學生 11 位赴札幌靜修姊妹校進行寄宿上課交流。 

   高二和廖煥允參加 107 學年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低音號(Tuba)獨奏獲特優第一名。 

   Halloween Fiesta 國中部萬聖節大使與蓬萊附幼師生同樂。 

  十一月 與美國矽谷聖馬特奧三學院 SMCSV 簽約。 

   道明樓國際情境佈置完工。(風雨操場、1 至 3 樓樓梯間、三樓、四樓) 

   生涯類群講座。講師：正聲廣播陳思安小姐(靜修女中校友)／講題：廣播業甘苦談。 

   新加坡管理學院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 Ms. Ivy Ang Manager 來訪 

   日本姊妹校淑德與野中學 120 學生 5 師蒞校參訪交流。 

   107 年度臺北市教育關懷獎。高三樸班唐欣。 

  十二月 高一和葉家安同學參加 107 年度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項目獲全國高中學生組第二名。 

   日僑學生蒞校一日體驗。日僑新校長近藤裕敏蒞校。 

   107 學年度臺北市高職學生英語歌唱比賽高一真代表參賽榮獲優勝。 

   榮獲「臺北市 107 年度高中高職小小神農-小田園組」特優。 

   日本姊妹校札幌靜修高校學生 10 位老師 2 位蒞校寄宿上課體驗。 



 

   國資圖英文繪本五本出版。該館的記事本以靜修 2017 繪本 Winter Is Coming 為封面。(曾鈺渲、葉瑞珊創作) 。 

   校慶感恩彌撒。主禮神父：高福南神父。 

   校慶典禮：美好時光(Wonderful Days, Good Time)，紀念高中部開始收直升的男同學。 

   邀請畢業校友洪嘉鈴蒞校進行芭蕾舞表演。 

   傑出校友林南西製作創意蛋糕慶祝 102 週年校慶。 

   教育部軍訓教官受勳暨晉任典禮假本校大禮堂舉行。 

   失智老人基金會《我愛阿嬤妮》舞台劇第 100 場蒞校演出。 

2019 年 民國一○八年 一月 道明傳教修女會總會長及修女們蒞校。 

   佛光大學藍順德副校長蒞校演講，講題：大考新制、校系變化與志願選填。 

   第一次辦理技職寒假職輔營~商經營、日語營、英語營。 

   與讀冊合作，辦理閱讀工作坊。 

   應用日語科 70 位同學赴日僑學校參訪交流。 

  二月 菲律賓修女、校長及行政團隊共 28 人來訪進行教育考察。 

   高三升學講座。講題：備審資料製作與面試注意事項。主講：家長會胡逸斌榮譽會長。 

   高三學生前往臺大體育館參加大學博覽會。 

  三月 日本帝京平成大學小野憲一教授訪問金周春美女士，進行口述歷史。 

   日本姊妹校清林館高校椙村繁夫校長率領 10 位老師 219 位學生來訪交流。 

   加拿大約克教育局國際部校長 Clay 主任 Jessica 蒞校巡視 ESL 課程。 

   高中職博覽會。地點：臺北花博園區。靜態及多元體驗區。 

   國中課程博覽會～建成國中。 

   扶輪社 3482 區偏鄉英語成果發表會於靜修女中 B2 大禮堂舉行。 

   大學繁星報名 86 人，錄取 69 人，國立大學 14 人。 

   與和平高中展開校際合作資源共享－－無人機計畫。 

   Certiport 原廠認證授權考試中心揭牌暨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 

   國八新加坡教育旅行林嘉梅主任教官、鄭璽嵐組長、葉思嫻老師、李彥彬老師、黃敏老師，參訪德明政府中學。 



 

高二國內教育旅行高雄駁二特區、義大世界、雲林劍湖山。 

 

   高二和廖煥允榮獲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 B 組低音號獨奏第一名。 

  四月 韓國觀光高中 31 位學生、李鎮熙、李昌雨 2 位老師蒞校交流。 

   日籍交換生相見歡、職綜高一二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綜高統測祈福禮。何萬良神父主禮。 

   由蔡英華校長及詹嵐英組長帶領學生赴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 Saint Joseph Academy 參訪，正式簽約締結姊妹校。 

  五月 五月感恩禮暨孝行楷模頒獎。 

   國中會考祈福禮。何萬良神父主禮。 

   交通安全訪視(榮獲優等)。 

   畢業感恩彌撒。程若石神父主禮。 

   由蔡英華校長及曾祐瑜組長赴加拿大多倫多教育局學術參訪加拿大教育局所屬 ESL 中小學課程。 

   高二愛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 

  六月 聖加德琳大學入學面試暨說明會，6 位學生赴日升學。ホビノ・サンミゲル校長和 2 師長來校面試。 

   畢業典禮：Fantasy Platform 9 3/4。 

   ESL 學習成果發表。 

   由英文科杜靜怡老師帶領 9 名學生前往英國 Ursuline High School 入班交流。 

  七月 日本姊妹校光之丘女中中根直木教頭率 2 位老師、53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七年級新生暑期第一階段 ESL 特色課程暨成果發表會。參加人數：共 162 人。由約克教育局承辦。 

   高一新生英語夏令營暨成果發表。共 152 位學生參加。 

  八月 八年級隔宿活動。地點：小叮噹科學園區。 

  九月 舉辦高三成年禮。 

   首次全校線上票選國高中班聯會主席、副主席。 

   高中職暨國中英文單字競試。 

   偏鄉英語相見歡（第四年）。地點：貢寮國小。 



 

   9:21 國家防災日全校複合式災害地震避難演練。 

   開學彌撒。由高福南神父主禮。 

  十月 城市舞台戲劇推廣。故事工廠到校示範演出《三個諸葛亮》。 

   補班課。如果兒童劇團到校宣導「深耕勞動概念」──校園巡迴列車活動暨全校班週會。 

   校園防災訪視。榮獲 108 年度臺北市基礎建置防災校園認證。 

   由蔡英華校長、李星雲主任及王念慈組長率學生 32 人赴日本姊妹校（清林館高校、光之丘女中）參訪交流。 

   與英國普利茅茲城市學院 City College of Plymouth 簽訂臺英雙聯制合作備忘錄。 

  十一月 天主教國際教育合作會議於靜修召開。 

   智慧教室論壇於靜修舉行。 

   日本姊妹校淑德与野中學蒞校交流，師長 5 人、學生 122 人。 

   生命鬥士講座。講題：倒著看人生。講師：周凡 老師。 

   師生施打流感疫苗。 

   國中生涯類群講座。講題：發光發熱的法律人。講師：許祥珍主任檢察官。 

  十二月 日僑 4 位學生入校一日體驗，近藤裕敏校長蒞校參加點燈儀式。 

   聖誕點燈。主題：在喜樂中-Joy to the world。 

   舉辦愛心園遊會。全校捐款計新台幣 450,250 元，捐助 14 個國內外單位。 

   校友郭碧婷學姊蒞校與學弟妹有約。 

   日本 Ebara 公司來校辦理日式便當體驗活動，本校 30 位老師和 110 位學生參加。 

   校慶感恩彌撒。艾德睿神父主禮。 

   靜修 103 週年校慶典禮：因你而在(We are always here for you)。 

2020 年 民國一○九年 一月 高三學測祈福禮。何萬良神父主禮。 

   依據北市教中字第 10930136292 號，本校奉核更名為「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 

   與加拿大聖方濟各阿西西中學 St. Francis of Assisi Middle School 簽訂合作備忘錄。 

  二月 開學日。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國中小學調整至 2/25 開學，7/14 休業式。 

   榮獲臺北市「108 學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記成果自評表」特優。 



 

  三月 國中國際溝通英語專班（TOEIC Bridge）開課。 

   與英國薩里大學 University of Surrey 簽訂合作備忘錄。 

    

2019 年 
民國 

一○八年 
一月 道明傳教修女會總會長及修女們蒞校。 

   佛光大學藍順德副校長蒞校演講，講題：大考新制、校系變化與志願選填。 

   第一次辦理技職寒假職輔營~商經營、日語營、英語營。 

   與讀冊合作，辦理閱讀工作坊。 

   應用日語科 70 位同學赴日僑學校參訪交流。 

  二月 菲律賓修女、校長及行政團隊共 28 人來訪進行教育考察。 

   高三升學講座。講題：備審資料製作與面試注意事項。主講：家長會胡逸斌榮譽會長。 

   高三學生前往臺大體育館參加大學博覽會。 

  三月 日本帝京平成大學小野憲一教授訪問校友周春美女士，進行口述歷史。 

   日本姊妹校清林館高校椙村繁夫校長率領 10 位老師及 19 位學生來訪交流。 

   加拿大約克教育局國際部校長 Clay 主任 Jessica 蒞校巡視 ESL 課程。 

   高中職博覽會。地點：臺北花博園區。靜態及多元體驗區。 

   國中課程博覽會～建成國中。 

   扶輪社 3482 區偏鄉英語成果發表會於靜修女中 B2 大禮堂舉行。 

   大學繁星報名 86 人，錄取 69 人，國立大學 14 人。 

   與和平高中展開校際合作資源共享－－無人機計畫。 

   Certiport 原廠認證授權考試中心揭牌暨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 

   
國八新加坡教育旅行林嘉梅主任教官、鄭璽嵐組長、葉思嫻老師、李彥彬老師、黃敏老師帶隊，參訪德明政府中學。 

高二國內教育旅行高雄駁二特區、義大世界、雲林劍湖山。 

   高二和廖煥允榮獲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 B 組低音號獨奏第一名。 

  四月 韓國觀光高中 31 位學生、李鎮熙、李昌雨 2 位老師蒞校交流。 



 

   日籍交換生相見歡、職綜高一二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綜高統測祈福禮。何萬良神父主禮。 

   由蔡英華校長及詹嵐英組長帶領學生赴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 Saint Joseph Academy 參訪，正式簽約締結姊妹校。 

  五月 五月感恩禮暨孝行楷模頒獎。 

   國中會考祈福禮。何萬良神父主禮。 

   交通安全訪視，榮獲優等。 

   畢業感恩彌撒。程若石神父主禮。 

   由蔡英華校長及曾祐瑜組長赴加拿大多倫多教育局學術參訪加拿大教育局所屬 ESL 中小學課程。 

   高二愛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 

  六月 
聖加德琳大學入學面試暨說明會，6 位學生赴日升學。ホビノ・サンミゲル校長和 2 師長來校面試。 

畢業典禮：Fantasy Platform 9 3/4。 

   ESL 學習成果發表。 

   由英文科杜靜怡老師帶領 9 名學生前往英國 Ursuline High School 入班交流。 

  七月 日本姊妹校光之丘女中中根直木教頭率 2 位老師、53 位學生蒞校參訪交流。 

   七年級新生暑期第一階段 ESL 特色課程暨成果發表會。參加人數：共 162 人。由加拿大約克教育局承辦。 

   高一新生英語夏令營暨成果發表。共 152 位學生參加。 

  八月 八年級隔宿活動。地點：小叮噹科學園區。 

  九月 舉辦高三成年禮。 

   首次全校線上票選國高中班聯會主席、副主席。 

   高中職暨國中英文單字競試。 

   第四年偏鄉英語相見歡。地點：貢寮國小。 

   
9:21 國家防災日全校複合式災害地震避難演練。 

開學彌撒。由高福南神父主禮。 

  十月 城市舞台戲劇推廣。故事工廠到校示範演出《三個諸葛亮》。 

   補班課。如果兒童劇團到校宣導「深耕勞動概念」──校園巡迴列車活動暨全校班週會。 



 

   校園防災訪視。榮獲 108 年度臺北市基礎建置防災校園認證。 

   由蔡英華校長、李星雲主任及王念慈組長率學生 32 人赴日本姊妹校（清林館高校、光之丘女中）參訪交流。 

   與英國普利茅茲城市學院 City College of Plymouth 簽訂臺英雙聯制合作備忘錄。 

  十一月 天主教國際教育合作會議於靜修召開。 

   智慧教室論壇於靜修舉行。 

   日本姊妹校淑德与野中學蒞校交流，師長 5 人、學生 122 人。 

   生命鬥士講座。講題：倒著看人生。講師：周凡老師。 

   師生施打流感疫苗。 

   國中生涯類群講座。講題：發光發熱的法律人。講師：許祥珍主任檢察官。 

  十二月 日僑 4 位學生入校一日體驗，近藤裕敏校長蒞校參加點燈儀式。 

   聖誕點燈。主題：在喜樂中-Joy to the world。 

   
舉辦愛心園遊會。全校捐款計新台幣 450,250 元，捐助 14 個國內外單位。 

校友郭碧婷學姊蒞校與學弟妹有約。 

   日本 Ebara 公司來校辦理日式便當體驗活動，本校 30 位老師和 110 位學生參加。 

   校慶感恩彌撒。艾德睿神父主禮。 

   靜修 103 週年校慶典禮：因你而在(We are always here for you)。 

2020 年 民國一○九年 一月 高三學測祈福禮。何萬良神父主禮。 

   依據北市教中字第 10930136292 號，本校奉核更名為「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 

   辦理高三升學講座。 

   與加拿大聖方濟各阿西西中學 St. Francis of Assisi Middle School 簽訂合作備忘錄。 

  二月 開學日。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國中小學調整至 2/25 開學，7/14 休業式。 

   榮獲臺北市「108 學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記成果自評表」特優。 

  三月 國中國際溝通英語專班（TOEIC Bridge）開課。 

   大學繁星放榜。86 人報名，錄取 69 人，國立大學 14 人。 

   高三學生至佛光、玄奘大學參訪。 



 

   與英國薩里大學 University of Surrey 簽訂合作備忘錄。 

  四月 愛心午餐。 

   耶穌受難日。拜苦路。 

   復活節尋蛋。 

   高三統測祈福禮。艾德睿神父主禮。 

   職高一、二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五月 國九會考祈福禮。艾德睿神父主禮。 

  六月 TOEIC Bridge 校園考。 

  七月 靜修更名揭牌儀式。何萬福神父主禮。 

  八月 榮獲臺北市「防災總動員第 8 屆防災校園大會師」基礎建置評選績優學校。 

   八年級、高二聖歌比賽。 

   八年級隔宿活動。 

   開學典禮。新生獻班旗。校友國樂團介紹表演。 

  九月 金車文教講座。講題：看見世界遺產，守護臺灣文化。講師：陳建志執秘。 

   故事工廠藝術教育推廣。 

   高三成年禮。 

   開學彌撒，由程若石神父主禮。 

   
生命鬥士講座。 

講題：【但我想活】──黃博煒的截後人生。講師：黃博煒先生。 

  十月 普高二參觀 Digital Taipei 2020(AR/VR 體驗)展覽。 

   學生人身安全教育講座。講題：婦幼人身安全宣導 性騷擾、性侵害防治。講師：葉麗秋警官。 

   第五年偏鄉英語相見歡（有木國小、義方國小、貢寮國小）。地點：大安森林公園。 

   i-Voting 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講師：方凱弘老師及大同區公所經建課王福慶課長。 

   職高一、二英語歌唱比賽。 

   英國策略合作大學聯合升學說明會。 



 

   德明財經高三應英科參訪，由黃筱玲老師帶隊。 

   七、八年級服務學習，社區公園掃街。 

   普高一 AI 科普講座。講題:在人文社會科系研究人工智慧是否搞錯了什麼？講師: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教育系邵軒磊教授。 

  十一月 教育博覽會。地點：世貿。 

   書展週。主題：病毒前線。 

   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銀質獎。 

   榮獲臺北市 109 年度田園城市建置成果競賽學校田園城市綠屋頂組佳作。 

  十二月 國中生涯類群講座。講題：汽車科升學就業發展現況。主講人：林煜軒主任。 

   國中生涯類群講座。講題：如何成為麻醉護理師。主講人：陳素貞護理師。 

   
高中部學生讀書會。書名:你是我的唯一 講題:尋找自我 擁抱彼此。 

主講人：吳易昀、周芷妤、鄭允雅、謝欣恩。 

   聖誕點燈。主題：禮物。由艾德睿神父主禮。日僑 7 位學生來校體驗。 

   校友大會。 

   愛心園遊會。全校師生義賣、奉獻共計 419,421 元，捐助 14 個社福機構。 

   校慶感恩彌撒。艾德睿神父主禮。 

   多益測驗校園考(43 人參加)。 

   
104 週年校慶典禮。主題：好事發生。邀請靜修絃樂社、國樂社、啦啦舞社、小提琴家夏浩軒先生及假聲男高音朱育陞先

生演出。 

   與美國 Saint Joseph Academy 線上交流活動(16 人參加)。 

   與韓國觀光高中線上交流活動(19 人參加)。 

2021 年 民國一一○年 一月 學測祈福禮。何萬福神父主禮。 

   辦理寒假職輔營。 

   高三升學講座 講題：校系選擇、備審、面試準備。講師：胡逸斌榮譽會長。 

   七年級隔宿活動。地點：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二月 八年級、高二課間操比賽。 



 

   榮獲臺北市 109 學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及防災成果網頁」審查績優學校甲等獎。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原定 2 月 18 日開學延至 2 月 22 日開學。 

   
高三大學博覽會。國七、國八元宵猜燈謎。 

學校日。國九多元入學及直升說明、普高一 108 課綱多元升學說明會。 

  三月 
國中部學生讀書會。書名:你是我的唯一。講題:尊重同儕 接納彼此。 

主講人：高一吳易昀、周芷妤、鄭允雅、謝欣恩 

   大學繁星放榜。共 41 人上榜，12 人錄取國立大學。錄取率 7 成 5，高於全國平均。 

   生命鬥士講座。講題：框框外的無限可能。講師：曾柏穎先生。 

   國中生涯類群講座。講題：世界在變行業也要跟著變～如何成為財富自由的百變女王。主講人：翁翠憶小姐。 

   
高二教育旅行：東海大學、田尾公路花園單車、高雄科博館、義大世界、奇美博物館、台南十鼓文化村。由蔡英華校長、

王念慈主任、潘秋安組長及吳佩玲組長帶隊。 

  四月 國中生涯類群講座。講題：畢業後的世界。主講人：崔香蘭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