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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始創於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初名「私立家政裁縫講習所」，專授女子家

政縫紉技藝，所址設於本市東門路彌陀寺內，由王兆麟氏任所長。廿一年四月改稱「私

立台南家政女學校」，為三年制家事職校。廿一年十一月由前「台南州廳」撥付本校

現有土地之一部份，翌年建竣校舍，不幸於廿五年十一月遭回祿之殃，校舍幾至全毀，

廿六年元月再行重建。 

 

  民國廿八年院長王兆麟氏辭職，四月由日籍杉浦亮嚴氏接辦，同年十月更改校名

為「私立台南和敬女學校」，增建木造平房教室四間，卅一年除先後收購校地及學生

宿舍用地共計五三四○坪外，並增建教室、臨時禮堂及學生宿舍等，於是規模初具。

卅三年四月校名改稱「和敬商業實踐女學校」，授商業課程。 

 

  卅四年本省光復，翌年奉台南市政府令組織董事會接收本校，推劉明哲氏為首任

董事長，韓石泉氏為第一任校長，迨董事會成立並接交竣事，本校更名為「私立光華

女子初級中學」。卅六年韓石泉氏轉任董事長，聘劉快治女士接掌校務，卅九年一月

劉校長辭職，聘林澄藻氏繼任，四十年二月林校長兼職繁忙請辭，聘李嘉嵩氏繼任，

四十年九月李校長患病休養，乃暫請本校常務董事兼教師商滿生氏代攝校務，四十一

年七月正式聘商氏任校長一職，四十四年七月奉准增設高中部，乃定今名。四十七年

成立財團法人，四十八年七月商校長因病辭職，特聘為名譽校長，繼聘林新村氏接第

六任校長，翌年興建音樂教室，五十年改建教職員及學生二樓宿舍，築「春風亭」、

學生車庫等多項建設。五十一年七月興建球場，鋪設柏油路，改建大校門，增建視聽

室及放映室以利學科施教。五十二年六月第二任董事長韓石泉氏病逝，遺缺推侯全成

氏繼任，五十三年建光華堂，並興建三層教室大樓一棟，至是本校規模大定。 

 

  五十八年七月林新村校長辭職，改聘為名譽校長，敦請許興仁氏繼任第七任校

長，二十五年間立意多元發展，擘畫經營，不遺餘力，創設亦多，諸如：陸續奉准增

設高級綜合商業科、會計統計科、幼兒保育科、室內布置科、服裝縫製科、資料處理

科，又創辦中、高級部女子補習學校暨托兒所、幼稚園，皆卓然有成，至於綜釐章則，

訂校訓、制校服，充實設備，整頓環境，強化教學，提高程度，轉移氣質，均大著績

效，校風丕變，校譽昌彰，觀感已告一新，社會推崇，足資珍視。 

 

  不幸本校前後任董事長侯全成、沈榮兩氏相繼去世，乃於六十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公推韓良誠氏繼任第五任董事長，治校方針，仍沿既訂。韓董事長熱心教育，為繼承

其父韓前董事長石泉先生遺志，接任伊始，即捐獻音樂教室音響設備全套，以資倡導。

為促進學校之發展，配合自然增班之需要，增建商科大樓三樓，藉以擴大社會服務。

為提供幼教人員一個有水準、現代化的教學觀摩場地，並提供學生實習之機會，達到

「學以致用」的教育原則，於民國六十八年完成「幼教大樓」之興建。此外七十年元

月破土興建「懷蔭樓」，於七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完成。同時本校面向勝利路長達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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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餘公尺的圍牆，七十年九月因市政府拓寬勝利路人行道，必須退後重建，於

七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竣工，至於大門及傳達室工程也於同年七月完工，大門完成

後命名為「美門」。 

 

  本校為配合科技運動，發展資訊教育，於七十一年十月成立電子計算機中

心，期將電腦應用於教學、研究及行政資料之處理上。並於八十年以「光明繪圖

軟體」榮獲中華民國首屆傑出資訊應用獎－本校是唯一獲獎的學校單位。 

 

又配合市府開闢慶東街及充實室內布置科設備之需要，特興建尚美家事技藝

大樓，於七十五年四月啟用。另光華樓（行政大樓）則於七十九年四月落成。回

顧吾校創立迄今，各期遞嬗沿革無一不經過辛勤耕耘，如今基礎大立。唯令人遺

憾者，長我光華近廿五載，以校為家、建樹良多的許校長興仁先生，卻於八十二

年十月卅日因心臟病發不幸辭世。董事會乃遴聘台南市教育會理事長葉瑞山先生

膺任本校第八任校長。 

 

葉校長是一位重視全人教育理念的校長，上任之後即大力提倡「第二專長教

育」，成效斐然，並榮獲評鑑特優；八十四年五月，在其極力爭取下，又因辦學

績優，榮獲教育廳准予恢復國中部，並增設國中技藝教育之室內設計班及服裝設

計班，至此國中、高中、高職三體制並進，以期未來朝更理想之中學而努力。至

於校園環境建設，更是克服各種難關大力推展，在八十四學年度完成操場翻修、

ＰＵ跑道鋪置、學生廁所改建，加強校園美化綠化及充實教學儀器。八十七學年

度與逢甲大學合辦大學學分班，順利展開大學推廣教育。此外教育部指定本校設

置「教材資源中心」，因四年來成績優良，奉教育部核定為特優。八十九年七月

光華堂拆除重建。值此，葉校長因年屆退休向董事會提出辭呈，經董事會決議改

聘為名譽校長，敦請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郭乃文博士繼任第九任校長。 

 

  郭校長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一日接任，隨即推動校內各委員會成立，讓所有教

師皆有參與校務行政的機會。九十年五月六日校友會成立，凝聚校友共識，由舞

蹈家廖末喜女士榮獲推選為第一屆會長；六月二十七日校園義工團成立；另對外

積極尋求其他高中職校園的合作夥伴，作跨校的選課與資源共享，九十學年度成

為台南市第一個「高中職社區化」專案（鳳凰城學園）的召集學校。另一方面，

積極籌畫培養學生之自治、自省以及全人生涯之軟硬體教育環境，成立學生自治

會，並開辦體育專長選修、學術專長選修、制服多樣化、營養午餐、夜宿活動、

女性書房、心靈網咖等。同時，在資訊教育方面，九十年六月起成為台南市唯一

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定期定點即測即評」學科測驗合格考場；經多次評鑑，獲

教育部資源中心指定為全國唯一國中數學、家政、鄉土教材的「學習加油站」網

站負責學校；辦理台南市第一屆「分領域學科查資料比賽」；並在教育部補助下

成立協助國中小資訊發展服務隊。九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新綜合教學大樓「良誠樓」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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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九十一學年度起開辦「綜合高中」，九十三年經教育部評鑑為嘉南地區第

一名，全國第九名。此外，改建學生宿舍及學生車庫，啟動「綠校園」改造計畫，

興建沐華樓、生態水池，鋪設明心池邊透水磚，並增設噴水造景及光華樓中庭美

化設計，校園煥然一新。旋於九十三、九十四年榮獲「綠色學校」掛牌之殊榮，

全國唯一獲頒特優獎之高中職永續校園；九十五年榮獲教育部評為友善校園學生

事務及輔導工作績優學校、台南鳳凰 Z CLUB 創社；九十六年又獲評品德教育績

優學校；綜合高中評鑑特優、全國最高分。九十六學年度更榮獲高中校務評鑑最

高評等，多元智慧實驗班特優，獲創意教學環境計畫與國科會科學教育處高瞻計

畫等，並選入高中優質化方案。華女丕基，於焉底定。 

 

    郭校長九十七年榮獲教育部頒全國校長卓越領導獎。然郭校長因尚有其學術

及專業領域之重責，轉任成功大學教職。故董事會於九十七學年度改聘郭乃文博

士為首席諮議，敦請官茂良氏繼任第十任校長。九十七學年度陸續完成「華漾」

多功能舞台的建設、崇真樓改建等規劃；榮獲教育部實驗教育訪視優等、推動生

命教育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績優學校；並榮獲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頒發輔導工作

績優學校獎，亦為國立暨台灣省私立高中性別資源中心，一步一腳印，繼續落實

全人教育理念。 

   

    校史滄桑，八十年來，步步艱辛，卻與時並進，年年有成，故凡我華女校友

尤宜時誌吾校平素所揭櫫「虔誠、親切、勤勞、崇真、良善、尚美」之光華精神，

爭取母校榮譽，庶先後輝映，延綿歷史至於永遠，同沐光榮。 

 

 

校園寫真校園寫真校園寫真校園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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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8.4.17  創    立：王兆麟（醫師•法師）受本市名士紳黃  

                       欣先生推薦，任本市彌陀寺住持時，在 

                       該寺內開設「台南家政裁縫講習 

                       所」，授女子家政技藝。 

民國 21.4     政府立案：王兆麟和日本西本願寺有特殊關係，向

日本政府申請立案獲准，改稱為「私立

台南家政女學校」是三年制家事職校。

是當時在台灣地區私立學校中受日本政

府立案的僅少數學校之一。 

民國 24.11.1  校    地：向台南州廳申請撥發州有地五二○二

坪。 

民國 25.4     校    舍：建校舍落成，校容初定。 

民國 28.4     改    組：王兆麟校長辭職將學校讓由日本淨土真宗法師杉浦亮嚴

接辦。 

民國 28.10.6  改    制：改稱「私立台南和敬女學校」，為三年

制女子中學。 

民國 28.11.3  校    舍：木造平階教室四間竣工。 

民國 30.2.11  校    舍：木造禮堂竣工。 

民國 31.7.17  校    地：購買校地五二○二坪，八六二。 

民國 31.11    校    舍：特別教室三間，普通教室一間竣工。 

民國 31.10.30 校    地：購買校地一三八坪。 

民國 32.8     校    舍：學生宿舍竣工。 

民國 33.4.1   改    制：校名改為「私立和敬商業實踐女學校」。 

民國 34.10            ：太平洋戰爭結束，日籍教師返日本。 

民國 34.12.13 接    辦：台灣光復，召開校友會，設置董事會。 

民國 34.12.24 接    辦：受台南市政府之命，韓石泉接收本校。 

民國 35.1   組織董事會：推選劉明哲氏為董事長，韓石泉氏為第一任校長。 

 

王兆麟王兆麟王兆麟王兆麟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杉浦亮嚴杉浦亮嚴杉浦亮嚴杉浦亮嚴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劉明哲先生劉明哲先生劉明哲先生劉明哲先生    韓石泉博士韓石泉博士韓石泉博士韓石泉博士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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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5.1   改      制：更改校名為私立光華女子初級中學，三十九年六月復  

                       奉令改為台灣省台南市私立光華女子初級中學。 

民國 36.9   第二任校長：韓校長轉任董事長聘劉快治女士接任第二任校長。 

民國 37.8   董事會備案：奉准核備（教育廳叁柒未支教三字第一六五五四號代  

                        電）。 

民國 39.1   第三任校長：劉快治轉任省立屏東女中校長， 

                       林澄藻氏繼任第三任校長。 

民國 39.6.3 學 校 立 案：奉准核備（教育廳叁玖己佳教 

                       三字第二一六七四號代電）。 

民國 40.2   第四任校長：李嘉嵩氏繼任第四任校長。 

民國 40.8.4 改      組：董事會為適應立案後之學校發 

                        展實行部份改組。 

民國 41.7   第五任校長：商滿生氏繼任第五任校長。 

民國 43.7.8 校      地：本校現有全部校地經奉行政院令准歸還本校所有。 

民國 43.8   改      選：董事會為籌劃設立高中部藉董事任期屆滿實行改選。 

民國 44.7.16 改      制：奉准增設高中部，校名更改為臺灣省臺南市私立光華  

                        女子中學（教育廳肆肆教二字 第二三七四○號函）。 

 

 

高中成立紀念會高中成立紀念會高中成立紀念會高中成立紀念會    

韓石泉陪同蒞臨光華女中視察韓石泉陪同蒞臨光華女中視察韓石泉陪同蒞臨光華女中視察韓石泉陪同蒞臨光華女中視察    

的省主席嚴家淦參觀校區的省主席嚴家淦參觀校區的省主席嚴家淦參觀校區的省主席嚴家淦參觀校區    

林澄藻林澄藻林澄藻林澄藻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李嘉嵩李嘉嵩李嘉嵩李嘉嵩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商滿生商滿生商滿生商滿生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高中成立暨特別教室高中成立暨特別教室高中成立暨特別教室高中成立暨特別教室 落成落成落成落成  

    全體教職員合影全體教職員合影全體教職員合影全體教職員合影 

劉快治劉快治劉快治劉快治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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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4.9.16  哀     悼：第一任董事長劉明哲氏病逝在本校舉行追悼會。 

民國 47.5.14  財 團 法 人：本校董事會設立財團法人。 

民國 47.9     董 事 會：成立第四屆董事會。 

民國 48.7.23  第六任校長：第五任校長因病辭職改聘為名譽校長

並請林新村氏繼任第六任校長。 

民國 49.5.16  財 團 法 人：本校財團法人奉准核備（教育廳 

                         49.5.16 教二字第三○三九八號令）。 

民國 49.9.23  董  事  會：成立第五屆董事會。 

民國 49.11    建      築：增建辦公廳、書庫、學生餐廳、音樂

教室以配合學校發展之需要。 

民國 50.2.5   建      築：增建學生二樓宿舍。 

民國 50.7     建      築：新建「春風亭」（涼亭）乙座並在其附近築設假山

及花園藉以點綴校景。 

民國 50.8     建      築：新建教職員二樓宿舍、員生福

利社、學生車庫並拆除舊宿舍

以擴建網球場。 

民國 51.7     建      築：新建籃球、網球場，舖設柏油

路，改建校門。 

民國 51.12    建      築：增建視聽教室及科學實驗室。 

民國 52.6.30  哀     悼：第二任董事長韓石泉氏病逝，於七月四日在本校大

禮堂舉行校葬（告別禮拜）。 

 

 

民國 52.6.28  董 事 會：成立第六屆董事會，侯全成氏

任第三任董事長。 

民國 53.7     建     築：落成大禮堂（光華堂）。 

民國 54.2     建     築：新建教室大樓（三層樓）。 

民國 55.10.15 董 事 會：產生第七屆董事會。 

民國 57.2     建     築：教室大樓（二層樓）一棟竣工。 

林新村林新村林新村林新村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春風亭春風亭春風亭春風亭 

辦公大樓辦公大樓辦公大樓辦公大樓 學生宿舍學生宿舍學生宿舍學生宿舍 音樂教室音樂教室音樂教室音樂教室 

科學館科學館科學館科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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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8.7.1   第七任校長：第六屆校長辭職改聘為名譽

校長並請許興仁氏繼任第七

任校長。 

民國 58.8.11  增設職業科：奉准增設高級商業科、家事

科（教育廳 58.8.11 教三字第

○八八四○號令；市政府

58.8.18 教字第三九七二六號令）。 

民國 58.8.28  附設高級補校：奉准附設高級女子補習學校（教育廳 58.8.28 教五

字第六四○八六號令；市政府 58.9.10 南市教字第四

二一六四號令）。 

                        許興仁氏兼任補校校務主任（教育廳 58.11.12 教人

字第七四八三三號令）。 

民國 58.11.6  董  事  會：產生第八屆董事會。 

民國 60.2.10  財 團 法 人：奉准財團法人變更登記（教育廳 60.2.10 教二字第

一八○九三號令）。 

民國 60.3.1   附設中級補校：奉准附設中級女子補習學校並更名為臺灣省臺南市

私立光華女子中學附設女子補習學校（教育廳60.3.1

教五字第七一四一號令；市政府 60.3.10 南市教字第

一五○六六號令）。 

民國 61.11.9  董  事  會：產生第九屆董事會。 

民國 62.1.20  哀      悼：第三任董事長侯全成氏逝世。 

民國 62.1.23  董  事  會：沈榮氏繼任第四任董事長。 

民國 62.8.15  附設托兒所：奉准附設光華托兒所（市政府

62.8.29 南市社宇第四○六五七

號函立案，省政府社會處（62.）

社四字第三一四八七號函，內政

府（62.）台內社字第五三三八五

七號函備案）。 

民國 63.2.12  分      設：幼兒保育科、室內佈置科 

                         本校暨附設補校奉准分設幼兒保育科及室內佈置科。 

教室大樓竣工教室大樓竣工教室大樓竣工教室大樓竣工    侯全成侯全成侯全成侯全成    董董董董事長事長事長事長    

許興仁許興仁許興仁許興仁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光華堂光華堂光華堂光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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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廳 63.2.12 教二字第一五六七六

號函，市政府 63.2.15 南市教三字第○

六三九六號函，63.2.23 南市教一字第

○七四一四號函）核備。 

 

 

 

 

 

 

 

 

民國 64.6.4  分   設：會計統計科日校附設商業科奉准分設

綜合商業科及會計統計科（教育廳

64.6.4 教二字第○二八三六號函）。 

民國 64.11.7 哀 悼：第四任董事長沈榮先生病逝。 

民國 64.12.15董 事 會：產生第十屆董事會。 

民國 64.12.27董 事 會：韓良誠氏繼任第五任董事長（教育廳 65.1.22 教二字

第一二七三六號函）。 

民國 65.4    建   築：增建唱遊教室(三樓)。 

民國 65.7.20 國際文化交流：與大韓民國漢城特別市松谷女子高等學校在漢城締結

姊妹學校。 

民國 65.11.30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變更登記（教育廳

65.11.30教二字第八五九○六號

函核備）。 

民國 65.12   建     築：增建教室大樓（崇真樓）三樓竣

工。 

民國 67.3.29 建     築：破土興建幼教大樓。 

民國 67.7.21 增     設：服裝縫製科 

                       本校暨附設補校奉准增設服裝縫製科（教育廳67.7.21

教二字第五五五七九號函；市政府 67.7.24 南市教國

字第四一四二○號函）核備。 

民國 67.8.1  附     設：奉准附設幼稚園（教育廳 67.12.7 教四字第七八四九

八號簡便行文表；市政府 67.12.14 南市教國字第六

四七三一號函）。 

民國 67.10.11哀    悼：前駐校董事李國澤氏病逝，十月十四日在長榮中學舉

行聯合校葬告別禮拜。 

 

沈榮沈榮沈榮沈榮    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    

韓良誠韓良誠韓良誠韓良誠    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    

姐妹學校校景姐妹學校校景姐妹學校校景姐妹學校校景 

增建唱遊增建唱遊增建唱遊增建唱遊教室教室教室教室(三樓三樓三樓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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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7.11.23 董 事 會：成立第十一屆董事會（教育廳 67.11.23 教二字第九

○二六二號簡便行文表；市政府 67.11.30 南市教國字

第六二七○七號函）備查。 

民國 68.5.3  補   校：更改校名為「台灣省台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附

設女子高級中學進修補習學校」（教育廳 68.5.3 教五

字第○二四一三號函）。 

民國 68.5.12  幼教大樓：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幼教大樓落成典禮。 

民國 68.7.17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變更登記（教育廳 68.7.17 教二字第五一六

○一號函備查）。 

民國 68.7.24  日    校：校名奉令增加「高級」二字，校名更改為「台灣省台

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教育廳 68.7.24 教二字

第四九○八三號函）。 

民國 68.12.30 創    校：五十週年校慶慶祝晚會表揚服務本校十年以上同仁。 

民國 69.1.1   校    慶：五十週年校慶舉行運動會、園遊會、教學成果展覽會。 

民國 69.11.11 參加公保：參加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教育廳 69.10.23 教人字

第六八三九號函核定要保資格；銓敍部 69.11.11 台楷

特二字第四六八一五號函認定要保學校）。 

民國 70.1.27  建    築：舉行懷蔭樓動土開工典禮。 

民國 70.11.27 董 事 會：產生第十二屆董事會（教育廳 70.11.27 教二字第八

八九九○號簡便行文表；市政府 70.12.1 南市教國字

第七八○五五號函備查）。 

民國 71.3.17  建    築：勝利路人行道拓寬，重新建造校門，圍牆工程完竣。 

民國 71.5.7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變更登記（教育廳 71.5.7 教二字第三七二

二六號函備查）。 

  

李國澤李國澤李國澤李國澤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韓國漢城松谷女子高級學韓國漢城松谷女子高級學韓國漢城松谷女子高級學韓國漢城松谷女子高級學

校校校校(姊妹學校姊妹學校姊妹學校姊妹學校)王豹淳校長王豹淳校長王豹淳校長王豹淳校長

暨夫人李仁海校長來訪暨夫人李仁海校長來訪暨夫人李仁海校長來訪暨夫人李仁海校長來訪 

增建教室大樓三樓竣工增建教室大樓三樓竣工增建教室大樓三樓竣工增建教室大樓三樓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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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1.10.1   電子計算機中心：成立電子計算機中心（採用 

                           HP 9836、9836C 型）。 

民國 71.12.18  建       築：舉行懷蔭樓落成典禮。 

民國 73.3.15   電子計算機中心：經濟部委託本校承製海外光

華一號軟體系統驗收完畢。 

民國 73.7.26   建       築：舉行尚美樓動土開工典禮。 

民國 73.10.1   電子計算機中心：增設 HP3000/37 系統。 

民國 73.10.2   建       築：原操場填高四十五公分重新

建造跑道及排水溝等工程竣工。 

民國 73.12.18  董 事 會：產生第十三屆董事會（教育廳 73.12.18 教二字

第八九六一五號簡便行文表備查；市政府

73.12.24 南市教國字第九五一三二號函備查）。 

民國 73.12.23  建       築：市政府開闢「慶東街」本校建造地下道及操場西

邊圍牆工程竣工。 

民國 74.5.7    財 團 法 人：財團法人變更登記（教育廳 74.5.24 教二字第四

二八三七六號函備查）。 

民國 75.2      電子計算機中心：完成教務，訓導電腦化行政系統。 

民國 75.4.27   建       築：舉行尚美樓落成典禮。 

民國 75.9      電子計算機中心：完成會計電腦化行政系統。 

民國 75.11.20  研 習 中 心：中華民國蒙特梭利啟蒙研究基金會附設台南「蒙 

特梭利法」研習中心設立於本校（教育部 75  

台高字第五二三九六號函立案）。 

 

尚美樓落成尚美樓落成尚美樓落成尚美樓落成    

紀念碑紀念碑紀念碑紀念碑    

懷蔭樓及新建校門落成懷蔭樓及新建校門落成懷蔭樓及新建校門落成懷蔭樓及新建校門落成    幼教大樓落成幼教大樓落成幼教大樓落成幼教大樓落成    懷蔭樓懷蔭樓懷蔭樓懷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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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6.3.17 國際文化交流：日本千葉市植草幼兒教育專門

學校校長師生一六�蒞校。 

民國 76.11.23董 事 會：產生第十四屆董事會（教育廳 

76.12.9 教二字第九七三七 

二號；市政府 76.12.12 教國字  

第九五四�五號函）備查。 

民國 77.3.7  財 團 法 人：奉准財團法人變更登記（教育  

廳 77.3.7 教二字第二五七二 

五號） 

民國 77.3.15 國際文化交流：日本千葉市植草幼兒教育專門

學校校長師生一五六人再度

蒞校。 

民國 77.4.7  新設資料處理科：日校奉准新設資料處理科，原 

                         「綜合商業科」改為「商業經營科」。原會計統計科 

                          停招（教育廳 77.4.7 教二字第�二五六二號函） 

民國 77.4.20 建        築：舉行光華樓動土典禮。 

民國 77.5.30 補 校 新 設：補校奉准新設資料處理科（教  

育廳 77.5.30 教五字第�四二 

三八號函）。 

民國 77.7    電子計算機中心：完成財產管理電腦化系統。 

民國 77.8.6  校        地：購買隣接尚美樓（光華段六二

四號）土地一六二平方公尺。 

民國 77.10.17建        築：光華樓開工。 

民國 78.3.15 國際文化交流：日本千葉市植草幼兒教育專門 

                           學校、服裝專門學校校長，師生二��人蒞校。 

民國 78.10.9 六十週年校慶：表揚服務本校十年以上同仁。 

民國 78.12.22六十週年校慶：慶祝六十週年校慶晚會。 

民國 78.12.29六十週年校慶：慶祝六十週年校慶運動會。 

民國 79.3.15 國際文化交流：日本千葉市植草幼兒教育專門學校校長、師生一

五七人第四度蒞校。 

民國 79.4.1  光華樓落 成：本校六十週年校慶紀念「光華樓」

落成典禮暨舉行慶祝園遊會。 

民國 79.11.9   董  事  會：產生第十五屆董事會。 

民國 80.2.15   教育國際流：與美國達拉斯浸信會大學內美語 

學校締結姊妹學校。 

民國 82.10.26  董  事  會：董事會改選

產生第十六

屆董事會。 

 

日本植草幼兒教日本植草幼兒教日本植草幼兒教日本植草幼兒教

育專門學校師長育專門學校師長育專門學校師長育專門學校師長 

紀紀紀紀    念念念念    碑碑碑碑    

日本植草幼兒教育專門日本植草幼兒教育專門日本植草幼兒教育專門日本植草幼兒教育專門

學校師生蒞校訪問交流學校師生蒞校訪問交流學校師生蒞校訪問交流學校師生蒞校訪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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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2.10.30 哀      悼：許興仁校長病逝。 

民國 82.10.31 董  事  會：董事會聘請前教務主任何耀坤代理 

校長。 

民國 83.2.1  第八任校長：董事會聘請葉瑞山校長，繼第八任 

校長。 

民國 84.5    重新設立國中部：本校奉准恢復國中部。 

民國 86.     董  事  會：產生第十七屆董事會。 

民國 86.4    國際教育文化交流：本校教職員組團訪問日本福岡，舉行 

教育文化交流。 

民國 87      國中教材資源中心：設立國中教材資源中心（家政科及數

學科）。 

民國 88.2.6  推廣教育學分班：逢甲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和本校簽約合

作。 

民國 88.12   七十週年校慶：創校七十週年校慶，表揚資深教師，並

出版七十年特刊。  

民國 89.1    董 事 會：產生第十八屆董事會。 

民國 89.7    建     築：光華堂拆除重建。 

民國 90.5    第九任校長：葉校長因年屆退休提出辭呈，經董事會決議改聘為名譽

校長，敦請郭乃文校長繼任第九任校長。 

民國 90.5.9  校 友 會：成立華女校友聯誼會，廖末喜女士榮任第一屆會長。 

民國 90.09   學習本位實驗班：開辦國中部學習本位實驗班。 

民國 90.11   學 生 自 治 會：成立學生自治會。 

民國 91.3.19 開設綜合高中：奉准開設綜合高中（教育部中部辦

公室 91.3.19 教中(三)字第

0910504090 號）。 

民國 91.3.16 建     築：「良誠樓」教學大樓落成剪綵典禮。 

民國 91.12   國際文化交流：福岡日華親善人權教育訪問團蒞校 

民國 92.3.25 董 事 會：產生第二十屆董事會。 

民國 92.5    華女拾穗：出版「華女拾穗」創刊號。 

民國 93.2.16 綜合高中：全國第一個綜合高中銀髮族活動管理 

                        學程通過教育部審查(教育部中

部辦公室 93.2.16 教中(二)字第

0930502596 號)。 

民國 93.2    第九任校長：郭乃文校長真除就職。 

民國 93      綠色校園伙伴：「台灣綠色校園伙伴」掛牌。 

民國 93      建 築：教職員宿舍拆除，改建為沐華樓，

再現風華。 

民國 93.9    弘 道 獎：林瓊瑟組長榮獲弘道獎。 

民國 94.2    永續校園：獲教育部永續校園評選特優獎。 

民國 94.4    綜高評鑑優等：綜合高中評鑑優等。 

郭乃文郭乃文郭乃文郭乃文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葉瑞山葉瑞山葉瑞山葉瑞山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郭校長郭校長郭校長郭校長與自治會與自治會與自治會與自治會 

候選人合影候選人合影候選人合影候選人合影 

郭校長郭校長郭校長郭校長與福岡日華親善與福岡日華親善與福岡日華親善與福岡日華親善

人權教育訪問團合影人權教育訪問團合影人權教育訪問團合影人權教育訪問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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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穿梭八穿梭八穿梭八十十十十 
 

 

民國 94.5    學習本位實驗班：國中部學習本位實驗班再度獲

頒台南市教育局適性教育實

驗教學實驗班優良學校。 

國 94.5      學習本位實驗班：國中部學習本位實驗班再 

度獲頒台南市教育局適性  

教育。 

民國 94.8     室設科轉型：室設科轉型為綜合高中設計學程。 

民國 94.9     幼 稚 園：榮獲全國幼稚園「教育部教

學卓越」銀質獎。 

民國 95                ：榮獲發現校園人權小檔案活  

動高中職組佳作。 

民國 95.4.10  董 事 會：產生第二十屆董事會。 

民國 95.5     建 築：改建校門口。 

民國 96                ：榮獲推動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民國 96.6     綜合高中特優：綜合高中榮獲教育部 95 年度 

                        實地訪視特優－全國第一。 

民國 96      高中多元智慧實驗班：高中多元智慧實驗班開辦 

民國 96.3    高中多元智慧實驗班：獲教育中部辦公室通過「多 

元智慧實驗班」實施計畫。 

民國 97.6    高中優質化：榮獲教育部遴選為「高中優 

                        質化」輔助學校。 

民國 97.8.1  首 席 諮 議：郭乃文校長辭職，獲董事會 

                         改聘為首席諮議。 

民國 97.8.23 第十任校長：官茂良獲聘任第十任校長。 

民國 97.9    弘 道 獎：董事長韓良誠博士獲頒第二十二屆弘道獎。 

民國 97.9    校長領導卓越獎：首席諮議郭乃文博士獲頒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 

民國 97.9    校長交接儀式：辦理「文流光緣．秧育華田」 

                         教育展望之旅暨校長交接儀  

式。 

民國 97.11.13東區樂齡揭牌：榮獲教育部設置「台南市東區

樂齡學習資源中心」揭牌。 

民國 98.2    校務評鑑  ：96 學年度高中校務評鑑榮獲一

等獎(98.2.13 教中二字第

0980502291 號)。 

民國 98.3    董 事 會：產生第二十一屆董事會。 

民國 98.7.15           ：榮獲教育部「97 學年度拍攝發現人權小檔案」活動

國高中職組佳作。 

民國 98.8    建 築：崇真樓正式拆除。 

民國 98.12.22          ：榮獲 98 年全國高中服務學習創意競賽甲等獎。 

良誠樓落成良誠樓落成良誠樓落成良誠樓落成    

沐華樓沐華樓沐華樓沐華樓 

官茂良官茂良官茂良官茂良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校長交接儀式校長交接儀式校長交接儀式校長交接儀式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1929192919291929 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8181818 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444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台南市東門路彌陀寺台南市東門路彌陀寺台南市東門路彌陀寺台南市東門路彌陀寺開學典禮開學典禮開學典禮開學典禮留影留影留影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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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1919191936363636 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25252525 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1111111 年年年年))))校舍落成校舍落成校舍落成校舍落成....校容初定校容初定校容初定校容初定    

1936193619361936 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25252525 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1111111 年年年年))))家政女學家政女學家政女學家政女學校校校校畢業典禮師生合影畢業典禮師生合影畢業典禮師生合影畢業典禮師生合影    

        <        <        <        <第一排左起第五位即創校者王兆麟第一排左起第五位即創校者王兆麟第一排左起第五位即創校者王兆麟第一排左起第五位即創校者王兆麟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1919191941414141 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0303030 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1116666 年年年年))))和敬女學校畢業典禮師生合影和敬女學校畢業典禮師生合影和敬女學校畢業典禮師生合影和敬女學校畢業典禮師生合影    

       <       <       <       <第一排正中間者即日本的杉浦亮嚴第一排正中間者即日本的杉浦亮嚴第一排正中間者即日本的杉浦亮嚴第一排正中間者即日本的杉浦亮嚴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學生在操場作早操學生在操場作早操學生在操場作早操學生在操場作早操    ((((當時操場那邊是一片樹林當時操場那邊是一片樹林當時操場那邊是一片樹林當時操場那邊是一片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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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1919191937373737 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26262626 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1112222 年年年年))))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習字習字習字習字課課課課    

1919191944441111 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0303030 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1116666 年年年年))))學生的烹飪課學生的烹飪課學生的烹飪課學生的烹飪課    

1919191944441111 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3330000 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1116666 年年年年))))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縫紉縫紉縫紉縫紉課課課課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1919191939393939 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28282828 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1114444 年年年年))))木造木造木造木造平階教室四間平階教室四間平階教室四間平階教室四間竣工竣工竣工竣工    

1919191941414141 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0303030 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6161616 年年年年))))木造禮堂竣工木造禮堂竣工木造禮堂竣工木造禮堂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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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參加校外運動比賽得獎參加校外運動比賽得獎參加校外運動比賽得獎參加校外運動比賽得獎    

住住住住宿生清掃庭園宿生清掃庭園宿生清掃庭園宿生清掃庭園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生生生生清洗衣物清洗衣物清洗衣物清洗衣物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數學課數學課數學課數學課    

稚刀稚刀稚刀稚刀課課課課    

音樂課音樂課音樂課音樂課    

插花課插花課插花課插花課    試食會試食會試食會試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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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畢業旅行畢業旅行畢業旅行畢業旅行((((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畢業旅行畢業旅行畢業旅行畢業旅行((((台中公園台中公園台中公園台中公園))))    

畢業旅行畢業旅行畢業旅行畢業旅行((((阿里山阿里山阿里山阿里山))))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1941194119411941 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0303030 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6161616 年年年年))))畢業旅行畢業旅行畢業旅行畢業旅行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搭乘森林火車上阿里山搭乘森林火車上阿里山搭乘森林火車上阿里山搭乘森林火車上阿里山....在途中停靠留影在途中停靠留影在途中停靠留影在途中停靠留影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至孔廟戶外教學至孔廟戶外教學至孔廟戶外教學至孔廟戶外教學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至武德殿校外教學至武德殿校外教學至武德殿校外教學至武德殿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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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1950年之畢業合照年之畢業合照年之畢業合照年之畢業合照.前排左起第八位是董事長韓石泉前排左起第八位是董事長韓石泉前排左起第八位是董事長韓石泉前排左起第八位是董事長韓石泉.第九位是校長林澄藻第九位是校長林澄藻第九位是校長林澄藻第九位是校長林澄藻 

1959年林新村校長與商滿生校長移交典禮年林新村校長與商滿生校長移交典禮年林新村校長與商滿生校長移交典禮年林新村校長與商滿生校長移交典禮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49494949 年增建辦公年增建辦公年增建辦公年增建辦公廳廳廳廳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1515151 年改建校門年改建校門年改建校門年改建校門 

51515151 學學學學年度畢業典禮年度畢業典禮年度畢業典禮年度畢業典禮 林新村校長與學生互動林新村校長與學生互動林新村校長與學生互動林新村校長與學生互動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2525252 年畢業照年畢業照年畢業照年畢業照.中坐者即林新村校長中坐者即林新村校長中坐者即林新村校長中坐者即林新村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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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6666666 年改建校門年改建校門年改建校門年改建校門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1111 年補校第一屆年補校第一屆年補校第一屆年補校第一屆(補校商三補校商三補校商三補校商三) 

蔡富惠老師與同學合影蔡富惠老師與同學合影蔡富惠老師與同學合影蔡富惠老師與同學合影 68686868 學學學學年度運動會許校長參加趣味競賽年度運動會許校長參加趣味競賽年度運動會許校長參加趣味競賽年度運動會許校長參加趣味競賽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9696969 年年年年許興仁校長與許興仁校長與許興仁校長與許興仁校長與全體教職員合照全體教職員合照全體教職員合照全體教職員合照 

68686868 學學學學年度鼓儀隊年度鼓儀隊年度鼓儀隊年度鼓儀隊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物理實驗課物理實驗課物理實驗課物理實驗課 何耀坤老師上生物實驗課留影何耀坤老師上生物實驗課留影何耀坤老師上生物實驗課留影何耀坤老師上生物實驗課留影 

外地幼教團體來校參觀外地幼教團體來校參觀外地幼教團體來校參觀外地幼教團體來校參觀.絡繹不絕絡繹不絕絡繹不絕絡繹不絕 

許興仁校長親自教授化學許興仁校長親自教授化學許興仁校長親自教授化學許興仁校長親自教授化學 師生合影師生合影師生合影師生合影 

幼保科學生至本校幼稚園見習幼保科學生至本校幼稚園見習幼保科學生至本校幼稚園見習幼保科學生至本校幼稚園見習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1717171 年重年重年重年重建校門建校門建校門建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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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日本福岡日華親善教育訪問團蒞校日本福岡日華親善教育訪問團蒞校日本福岡日華親善教育訪問團蒞校日本福岡日華親善教育訪問團蒞校 良誠樓動土典禮良誠樓動土典禮良誠樓動土典禮良誠樓動土典禮 

實習商店自動化啟用典禮實習商店自動化啟用典禮實習商店自動化啟用典禮實習商店自動化啟用典禮 成年禮師生合影成年禮師生合影成年禮師生合影成年禮師生合影 

葉瑞山校長利用升旗典禮頒獎葉瑞山校長利用升旗典禮頒獎葉瑞山校長利用升旗典禮頒獎葉瑞山校長利用升旗典禮頒獎 改建操場並舖設改建操場並舖設改建操場並舖設改建操場並舖設 P.U.跑道跑道跑道跑道 

修建崇真樓修建崇真樓修建崇真樓修建崇真樓 恢復國中部招生恢復國中部招生恢復國中部招生恢復國中部招生 



 

  

 

校門入口意象校門入口意象校門入口意象校門入口意象 社區化跨校網路選課聯合開課儀式社區化跨校網路選課聯合開課儀式社區化跨校網路選課聯合開課儀式社區化跨校網路選課聯合開課儀式 

第一屆學生自治會會長副會長競選第一屆學生自治會會長副會長競選第一屆學生自治會會長副會長競選第一屆學生自治會會長副會長競選 永續主題社區發表會永續主題社區發表會永續主題社區發表會永續主題社區發表會 

參加全國創意博覽會參加全國創意博覽會參加全國創意博覽會參加全國創意博覽會 良誠樓之多功能禮堂良誠樓之多功能禮堂良誠樓之多功能禮堂良誠樓之多功能禮堂 

華漾多功能舞台落成典禮華漾多功能舞台落成典禮華漾多功能舞台落成典禮華漾多功能舞台落成典禮 全中運本校大會舞表演全中運本校大會舞表演全中運本校大會舞表演全中運本校大會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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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校長與國語文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國語文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國語文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國語文競賽得獎師生合影 

重陽節校長與樂齡志工合影重陽節校長與樂齡志工合影重陽節校長與樂齡志工合影重陽節校長與樂齡志工合影 

校長與南區專題製作比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南區專題製作比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南區專題製作比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南區專題製作比賽得獎師生合影 

校長與數學作文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數學作文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數學作文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數學作文競賽得獎師生合影 

校長與全國技藝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全國技藝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全國技藝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全國技藝競賽得獎師生合影 

公訓活動開訓典禮公訓活動開訓典禮公訓活動開訓典禮公訓活動開訓典禮 

校長與參加美展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參加美展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參加美展競賽得獎師生合影校長與參加美展競賽得獎師生合影 

校長交接儀式校長交接儀式校長交接儀式校長交接儀式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4 年以前年以前年以前年以前）））） 

家政女學家政女學家政女學家政女學校校校校 

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 

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4 年年年年~ 58 年年年年）））） 

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 

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8 年年年年~70 年年年年）））） 

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 

 

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年年年~85 年年年年）））） 

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 

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5 年年年年~迄今迄今迄今迄今）））） 

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 

 

光光光光復後復後復後復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5 年年年年~迄今迄今迄今迄今）））） 

光光光光華女中時期華女中時期華女中時期華女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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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8 年年年年~70 年年年年））））. 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 

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4 年年年年~58 年年年年））））. 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 

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4 年以前年以前年以前年以前））））. 家政女學家政女學家政女學家政女學校校校校. 和敬女學和敬女學和敬女學和敬女學校校校校時期時期時期時期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4 年年年年~迄今迄今迄今迄今））））. 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 國中部校服國中部校服國中部校服國中部校服 

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5 年年年年~迄今迄今迄今迄今））））. 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 

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光復後（（（（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年年年~85 年年年年））））. 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光華女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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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20~30 年年年年代代代代）））） 

光復光復光復光復後後後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40 年年年年代代代代）））） 

 

光復光復光復光復後後後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 年年年年代代代代）））） 

 

光復光復光復光復後後後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 年年年年代代代代）））） 

 

光復光復光復光復後後後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年年年代代代代）））） 

 

光復光復光復光復後後後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年年年代代代代））））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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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0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6年年年年））））的校舍的校舍的校舍的校舍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49年年年年增建之辦公廳增建之辦公廳增建之辦公廳增建之辦公廳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9年年年年改建改建改建改建竣工竣工竣工竣工之光華樓南側之光華樓南側之光華樓南側之光華樓南側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9年年年年改建改建改建改建竣工竣工竣工竣工之光華樓北側之光華樓北側之光華樓北側之光華樓北側 

左圖為光華樓於民國左圖為光華樓於民國左圖為光華樓於民國左圖為光華樓於民國 79年落成之中庭圖案年落成之中庭圖案年落成之中庭圖案年落成之中庭圖案.右圖為民國右圖為民國右圖為民國右圖為民國 97年地板整修後之樣式年地板整修後之樣式年地板整修後之樣式年地板整修後之樣式 

，，，，地地地地板板板板造型造型造型造型乃乃乃乃學生所設計學生所設計學生所設計學生所設計.圖案為圖案為圖案為圖案為「「「「光光光光」」」」字字字字.中間之中間之中間之中間之彩帶彩帶彩帶彩帶代表永續代表永續代表永續代表永續.綿延不絕綿延不絕綿延不絕綿延不絕之意之意之意之意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0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6年年年年））））的禮堂的禮堂的禮堂的禮堂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3年年年年光華堂光華堂光華堂光華堂（（（（新禮堂新禮堂新禮堂新禮堂））））落成落成落成落成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年年年年良誠樓良誠樓良誠樓良誠樓（（（（綜合型大樓綜合型大樓綜合型大樓綜合型大樓））））落成落成落成落成.六樓為多功能禮堂六樓為多功能禮堂六樓為多功能禮堂六樓為多功能禮堂 

良誠樓六樓為多功能禮堂良誠樓六樓為多功能禮堂良誠樓六樓為多功能禮堂良誠樓六樓為多功能禮堂.可辦理各項活動可辦理各項活動可辦理各項活動可辦理各項活動.平時亦為籃球隊練球之場地平時亦為籃球隊練球之場地平時亦為籃球隊練球之場地平時亦為籃球隊練球之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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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年年年年代竣工代竣工代竣工代竣工的教職員宿舍的教職員宿舍的教職員宿舍的教職員宿舍（（（（左圖左圖左圖左圖））））暨學生宿舍暨學生宿舍暨學生宿舍暨學生宿舍（（（（右圖右圖右圖右圖））））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3年教職員宿舍年教職員宿舍年教職員宿舍年教職員宿舍改建為目前的沐華樓改建為目前的沐華樓改建為目前的沐華樓改建為目前的沐華樓. 
一樓是家政教室一樓是家政教室一樓是家政教室一樓是家政教室.二樓二樓二樓二樓則則則則為學生夜宿活動為學生夜宿活動為學生夜宿活動為學生夜宿活動之之之之場地場地場地場地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 年代之校園水池年代之校園水池年代之校園水池年代之校園水池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迄今迄今迄今迄今之校園水池之校園水池之校園水池之校園水池(明心池明心池明心池明心池).右上開滿睡蓮者即為明心池近照右上開滿睡蓮者即為明心池近照右上開滿睡蓮者即為明心池近照右上開滿睡蓮者即為明心池近照 

78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7575757 年崇真年崇真年崇真年崇真樓竣工樓竣工樓竣工樓竣工((((二層樓二層樓二層樓二層樓))))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5656565 年增建為三層樓年增建為三層樓年增建為三層樓年增建為三層樓竣工竣工竣工竣工    

左圖為左圖為左圖為左圖為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808080 年代整建後之崇真樓年代整建後之崇真樓年代整建後之崇真樓年代整建後之崇真樓. . . . 右圖則為右圖則為右圖則為右圖則為 98989898 年拆除後規年拆除後規年拆除後規年拆除後規    

劃重建為新教學大樓之現況劃重建為新教學大樓之現況劃重建為新教學大樓之現況劃重建為新教學大樓之現況....目前花目前花目前花目前花團團團團錦簇錦簇錦簇錦簇....彩蝶飛舞彩蝶飛舞彩蝶飛舞彩蝶飛舞....美不勝收美不勝收美不勝收美不勝收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1515151 年興建之科學館年興建之科學館年興建之科學館年興建之科學館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3737373 年年年年因市政府開闢慶東街因市政府開闢慶東街因市政府開闢慶東街因市政府開闢慶東街....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科學館及勝利路邊之科學館及勝利路邊之科學館及勝利路邊之科學館及勝利路邊之校園被慶校園被慶校園被慶校園被慶

東街分成兩處東街分成兩處東街分成兩處東街分成兩處....故科學館故科學館故科學館故科學館乃乃乃乃改建為尚美樓改建為尚美樓改建為尚美樓改建為尚美樓....並並並並建建建建地下道與地下道與地下道與地下道與勝利路之勝利路之勝利路之勝利路之校校校校

本部連結本部連結本部連結本部連結....目前除目前除目前除目前除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教學使用外教學使用外教學使用外教學使用外....四至五樓則四至五樓則四至五樓則四至五樓則亦規劃亦規劃亦規劃亦規劃為學生宿舍為學生宿舍為學生宿舍為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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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9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勝利路圍牆邊的椰林大道.右上是圍牆內側景觀右上是圍牆內側景觀右上是圍牆內側景觀右上是圍牆內側景觀.右下則是圍牆外側景觀右下則是圍牆外側景觀右下則是圍牆外側景觀右下則是圍牆外側景觀 

(自自自自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1年年年年起起起起.因勝利路人行道拓寬因勝利路人行道拓寬因勝利路人行道拓寬因勝利路人行道拓寬.故本校圍牆內縮故本校圍牆內縮故本校圍牆內縮故本校圍牆內縮.椰林變成在圍牆外的人行道上椰林變成在圍牆外的人行道上椰林變成在圍牆外的人行道上椰林變成在圍牆外的人行道上)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 年代之司令台年代之司令台年代之司令台年代之司令台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後後後後之司令台之司令台之司令台之司令台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8 年年年年落成之華漾多功能舞台落成之華漾多功能舞台落成之華漾多功能舞台落成之華漾多功能舞台（（（（兼司令台兼司令台兼司令台兼司令台）））） 
82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正中間正中間正中間正中間的建築物的建築物的建築物的建築物是是是是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4545454 年興建的年興建的年興建的年興建的涵育樓涵育樓涵育樓涵育樓    

((((前面通道是今日的明心池前面通道是今日的明心池前面通道是今日的明心池前面通道是今日的明心池....左邊花架是目前總務處前面之通道左邊花架是目前總務處前面之通道左邊花架是目前總務處前面之通道左邊花架是目前總務處前面之通道))))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1717171 年竣工的懷蔭樓年竣工的懷蔭樓年竣工的懷蔭樓年竣工的懷蔭樓    

((((上圖為側面照上圖為側面照上圖為側面照上圖為側面照....下圖為正面照下圖為正面照下圖為正面照下圖為正面照))))    

此花架即為目前懷蔭樓此花架即為目前懷蔭樓此花架即為目前懷蔭樓此花架即為目前懷蔭樓 

  前面與明心池之間的通道前面與明心池之間的通道前面與明心池之間的通道前面與明心池之間的通道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4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手寫歌詞手寫歌詞手寫歌詞手寫歌詞)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中打歌詞中打歌詞中打歌詞中打歌詞)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中文輸入歌詞中文輸入歌詞中文輸入歌詞中文輸入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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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光復前--------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44440000~50~50~50~5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60606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70707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8080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9090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分列式分列式分列式分列式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分列式分列式分列式分列式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防身術防身術防身術防身術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防身術防身術防身術防身術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分列式分列式分列式分列式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健身操健身操健身操健身操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健身操健身操健身操健身操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健身操健身操健身操健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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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成年禮成年禮成年禮成年禮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做十六歲做十六歲做十六歲做十六歲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成年禮成年禮成年禮成年禮 

郭校長講解做郭校長講解做郭校長講解做郭校長講解做 16歲之意義歲之意義歲之意義歲之意義 

同學通過高低起伏的百花隧道同學通過高低起伏的百花隧道同學通過高低起伏的百花隧道同學通過高低起伏的百花隧道.代表人生各種不同的境遇代表人生各種不同的境遇代表人生各種不同的境遇代表人生各種不同的境遇 

古時候家有喜事古時候家有喜事古時候家有喜事古時候家有喜事.會分紅會分紅會分紅會分紅龜粿給親朋好友龜粿給親朋好友龜粿給親朋好友龜粿給親朋好友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也藉此讓新生兒得到長輩的祝福也藉此讓新生兒得到長輩的祝福也藉此讓新生兒得到長輩的祝福也藉此讓新生兒得到長輩的祝福 

通過百花隧道通過百花隧道通過百花隧道通過百花隧道.代表進入另一個新生命代表進入另一個新生命代表進入另一個新生命代表進入另一個新生命. 

另一個學習的開始另一個學習的開始另一個學習的開始另一個學習的開始.充滿喜悅和生命充滿喜悅和生命充滿喜悅和生命充滿喜悅和生命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1年年年年--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和敬女學校時代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年年年年代代代代—校內大掃除校內大掃除校內大掃除校內大掃除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年年年年代代代代—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年年年年代代代代—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資源回收資源回收資源回收資源回收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社區大掃除 
88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升旗國歌指揮升旗國歌指揮升旗國歌指揮升旗國歌指揮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升旗國歌指揮升旗國歌指揮升旗國歌指揮升旗國歌指揮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升旗頒獎升旗頒獎升旗頒獎升旗頒獎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升旗頒獎升旗頒獎升旗頒獎升旗頒獎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管樂隊管樂隊管樂隊管樂隊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管樂隊管樂隊管樂隊管樂隊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升旗隊形升旗隊形升旗隊形升旗隊形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升旗隊形升旗隊形升旗隊形升旗隊形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2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縫紉課縫紉課縫紉課縫紉課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縫紉課縫紉課縫紉課縫紉課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中文打字中文打字中文打字中文打字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中文打字中文打字中文打字中文打字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琴法課琴法課琴法課琴法課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琴法課琴法課琴法課琴法課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2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服裝科作品展服裝科作品展服裝科作品展服裝科作品展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服裝科作品展服裝科作品展服裝科作品展服裝科作品展 
90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41 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43 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5 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5 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5 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年國慶遊行-許興仁校長帶隊許興仁校長帶隊許興仁校長帶隊許興仁校長帶隊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代國慶遊行之演練年代國慶遊行之演練年代國慶遊行之演練年代國慶遊行之演練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國慶遊行之演練年代國慶遊行之演練年代國慶遊行之演練年代國慶遊行之演練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國慶遊行年代國慶遊行年代國慶遊行年代國慶遊行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園遊會全景園遊會全景園遊會全景園遊會全景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園遊會與才藝競賽合辦園遊會與才藝競賽合辦園遊會與才藝競賽合辦園遊會與才藝競賽合辦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8 年年年年-跨文化交流園遊會跨文化交流園遊會跨文化交流園遊會跨文化交流園遊會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8 年年年年-跨文化交流園遊會跨文化交流園遊會跨文化交流園遊會跨文化交流園遊會 
92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30 年年年年（（（（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16 年年年年.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941 年年年年））））--大會舞大會舞大會舞大會舞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3 年年年年（（（（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974 年年年年））））--大會舞大會舞大會舞大會舞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年年年代代代代（（（（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980 年年年年代代代代））））--大會舞大會舞大會舞大會舞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4 年年年年（（（（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2005 年年年年））））--大會舞大會舞大會舞大會舞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9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大會舞大會舞大會舞大會舞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 年年年年代代代代-校旗進場校旗進場校旗進場校旗進場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校旗進場校旗進場校旗進場校旗進場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校旗進場校旗進場校旗進場校旗進場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8 年年年年-校旗進場校旗進場校旗進場校旗進場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8 年年年年-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運動員進場 94 



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穿梭八十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4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5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8 年年年年-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晚上在操場舉辦晚上在操場舉辦晚上在操場舉辦晚上在操場舉辦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7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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