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傑出校友 
                 張秀蓉 

廖末喜 
                 郭來富 
                 黃素雪 
                 徐寶淨 
                 羅英萍 
               ◎薪火相傳 
                 兩代華女 
                 三代華女 
                 家族華女 
               ◎優質華女 

台南鳳凰 Z CLUB（小崇她社） 
學生自治會 
學生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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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嘉義東門國小、梅山大坪國小 

和敬女學校（光華女中）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1948與雲林縣林內鄉之林慶修醫師締結連理 。 

1953醫師節在台南市民族路開業＂台南精神神經科醫院＂病床六床。 

1956遷移台南市開元路(三份子)營業，擴充病床二十床。 

1971丈夫病逝，遺留四個待學幼子，幸得丈夫同窗－陳珠樟、鄭和燃、黃國華等多位醫  

    師鼎力相助，度過難關。 

1974新醫師法頒布，醫院更名為靜和腦科精神科診所，延聘醫師及助理，診所繼續營運。 

1982台南市政府開闢道路徵收土地，部分診所遭拆除而新建＂靜和腦科精神科診所＂。 

1991終止住院業務僅開放門診服務，四個兒子亦完成高等教育且成家立業。同年九月在  

    台南市松柏學苑王仁志老師的花鳥班拜師習畫經數寒暑。 

1993於台南社教館跟隨黃桂蘭老師學裱褙半年，翌年又參加蕭中立老師的西畫班三年。 

1996遠赴高雄追隨黃榮德老師研習山水八年，浸淫學藝十載有三。 

2005退休，診所由長子林晃醫師接掌。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舉行個展，發行第二級畫冊。 

2008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舉辦「林張秀蓉八十回顧展」之畫展及發行第三集畫冊。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1993 加入蘭亭雅集年度聯展 

1994 加入台灣文藝作家協會 

1996 入選台南市北區模範母親 

1997 台南圖書館中正藝廊個展 

1998 聖功女中玄瀚館落成個展，加入中華世 

     紀藝文協會 

1999 光華女中七十週年校慶紀念個展 

2000 仁德鄉公所個展、東門區公所個展 

2000 入選琢英產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2000~2003 文化中心多次府城美術聯展入選及佳作 

2002、2004 入選台南藝術中心南美展第五十及第五十二屆 

2002 入選亞細亞水墨交流 NPO法人，亞洲墨藝術文化聯盟日本總會賞 

2005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第三藝廊個展 

2008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第二、三藝廊八十回顧展 

作品作品作品作品：：：：故鄉太興的張宅茶園故鄉太興的張宅茶園故鄉太興的張宅茶園故鄉太興的張宅茶園 



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光華女中 

美國紐約艾文艾莉舞蹈中心深造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 

廖末喜舞蹈劇場在藝術總監 

任教於台南女子技術學院、中山國中、進學國小舞蹈班 

財團法人台南文化基金會評委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聘任國家文藝獎評委、台南私立光華女中董事 

事蹟事蹟事蹟事蹟 

    十三歲習舞至今從事舞蹈表演、教育、創作已三十餘年，終生致力舞蹈藝術

工作，編作一百五十餘首舞碼。 

    民國七十九年，創立於台南市的廖末喜舞蹈劇場在藝術總監廖末喜的苦心經

營下，不但掀起古都的現代舞創作風氣，更將腳步跨足國際，與國際接軌，把台

灣的風土民情以現代舞創作方式介紹給異邦，帶有獨特的創作內涵深受觀眾歡

迎，更因此贏得數度赴美巡迴演出的成就。 

    廖末喜舞蹈劇場以跨領域的大膽嘗試，將舞蹈藝術與文學、音樂及美術結

合，融會創新的表演手法，讓不同元素的個體結合成新的群體，讓各別元素各自

抒發其特有的內涵，在南台灣創下一個新局面，是南台灣最具強烈創作力的本土

舞蹈劇場，近年來創作素材以台灣的風土民情、人文與藝術美學融合為「廖末喜

舞蹈劇場」的創作風格及永續經營的發展方向。 

    2008 年更提供一個創作發表平

台－「洄游舞集」，集合南部對創作

有興趣之新生代編舞家及優秀舞

者，將其多年習自各舞蹈派別之精

華以及參與各舞團累積多時之演

出、創作經驗，藉由小劇場的方式，

以專業的製作呈現於舞台上。 

    

作品：築˙舞—舞詩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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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1969 台南市光華女中高中畢業（傑出校友） 

1975 比利時布魯塞爾高等審美學學院優等結業。 

1986 獲榮譽國際詩人哲士學位。 

1992 全國第一位通過歐洲比利時政府公廳會畫家資  

     格審核，獲頒國際藝術家執照。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台北實踐家政學院教師 

中國文化大學及 YMCA 教師 

華視”今天”社教節目,美的儀容主持人 

台北世界新聞學院教師 

青創會企業家夫人聯誼會創會會長 

加拿大郭來富藝術家國際公司藝術教授 

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藝術系雕塑教授 PROF.ARTO之助理教授 

於歐洲北利時設立郭來富畫室 

郭來富藝術思想研究所所長 

事蹟事蹟事蹟事蹟 

台北藝術家小木屋—現代畫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現代畫聯展 

獲台北市政府社教績優獎 

獲台北亞細亞現代畫展優等獎 

獲美國加州國際藝術家大使代表 

參加 2008視盟藝術家博覽會展 

台南縣文化中心--美術學會會員聯展 

獲邀聘為歐洲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市政府公共教育部藝術教授 

由天宙和平聯合會及世界和超宗派超國家聯合會頒「和平大使」 

1984～2009 國內外畫展,個展,聯展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1.我有畫要說(五種譯文中英日德法) 

2.心畫誰人知(三種譯文中英法) 

3.精神的挑戰 

4.民眾日報”台灣文藝復興社論專欄作家”,思想集約 40 篇 

5.以法文發表四篇藝術系畢業論文告於加拿大蒙特蔞魁北克大學術系 

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一步一腳印一步一腳印一步一腳印一步一腳印 



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台南市光華女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 

台南科大教授 

任教科目：即興舞蹈、創造性舞蹈教學、兒童舞蹈、舞蹈概論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1969.08~1974.07 台南家專助教 

1974.08~1982.03 台南家專講師    (兼體衛組主任)  

1982.04~1991.12 台南家專副教授  (兼體衛組主任、舞蹈科主任) 

1992.01~1996.07 台南家專教授    (兼舞蹈科主任)  

1996.08~1999.07 台南科技大學教授(兼舞蹈系主任) 

1999.08~迄今     台南科技大學教授 

台南舞蹈教育協會理事長 

台南市文化基金會舞蹈執行委員 

台南市光華女中董事 

新古典文教基金會董事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舞蹈教學之研究 

從創造性舞蹈的動作表現中評估國小高年級女生的人格 
 

校園寫真校園寫真校園寫真校園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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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民國六十五年 畢業於台南市博愛國小 

民國六十八年 畢業於台南市延平國中 

民國九十年   畢業於台南市光華女中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民國七十七年 當選台南市輪胎修理業職業

工會 常務理事   

民國八十八年 當選台南市輪胎修理業職業工會 常務監事 

民國九十一年 當選台南市輪胎修理業職業工會 常務監事 

民國九十三年 當選台南市輪胎修理業職業工會 常務監事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 

民國九十三年 台南市光華女中校友會          總幹事 

民國九十六年 當選台南市勞工文化發展協會    理事 

民國九十六年 當選台南市輪胎修理業職業工會  常務監事 

民國九十八年 台南市十七世紀鄭成功台灣船    導覽解說員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導遊協會             專業導遊、領隊  

圓夢圓夢圓夢圓夢                    撰稿撰稿撰稿撰稿：：：：徐寶淨徐寶淨徐寶淨徐寶淨（（（（90 级畢業校友级畢業校友级畢業校友级畢業校友）））） 

心中長久期待的日子終於來臨了，好不容易等到最小的女兒就讀高中，才能

圓我多年來的夢想，和另一半商量好後，沒想到他竟全心支持我到光華女中夜間

進修學校報名，開始我夢寐以求的高中生活。 

 

第一次以老大不小的媽媽身份，再度穿上學生制服--卡其色校服及黑色長

褲，實在是既羞澀又期待，內心更是雀躍不已，在光華女中這三年的夜校生涯，

可說是我人生中最快樂、最美好時光之一，因為在這裡，除了學到商業經營的專

業知識外，更因老師諄諄教誨，讓我體悟人生，使我的人格特質更為優勢與成熟，

進而在未來生涯職場上擔任各種角色與職務，均能運籌自如，感念光華女中對我

的教導與栽培，這份珍貴情義，渺小的我終生難忘，惟獨將畢生所學及人生閱歷

無私奉獻回饋予學校，方能回報學校恩澤於萬一。  

 

 



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成功國小、成功國中、光華女中商業科 

關渡基督書院 

經經經經歷歷歷歷 

瑞國國際工程(股)有限公司，擔任秘書 6 年 

美商公司外銷秘書十年 

格蘭英語教師 8 年 

輔仁大學附設社區大學英語教師 5 年 

創辦巨昇英文補習班 

事蹟事蹟事蹟事蹟 

曾參加雲嘉南英語演講比賽冠軍 

指導學生參加台北縣全民英檢及多益比賽亞軍 

自傳自傳自傳自傳                                                                            撰稿撰稿撰稿撰稿：：：：羅英萍羅英萍羅英萍羅英萍    (65(65(65(65 級商科畢級商科畢級商科畢級商科畢業業業業))))    

    我出生於台南市的基督教家庭，全家共五人，父親是退休的航空人員，母親

則是家庭主婦，有一個哥哥和弟弟，自小就被父母養成對上要尊敬長者，對下要

友愛幼小的庭訓，因此在待人處事方面受益良多。    

    高一新生自我介紹時被老師評為台風大方穩重，口齒清晰，從此經常參加校

內外英語演講比賽，並於民國 63 年 4 月 27 日代表學校参加雲嘉南英語演講比賽

榮獲冠軍。自此 ，演講幾乎成為我的專利，讓我很有成就感。    

    學生時代最怕數學，但蔡富惠老師常常利用課餘時間來教我，我也從不缺

席，記憶中，三年下來，我的數學也都在七八十分內，所以蔡老師是我最感謝的

恩師。學生時代，也常找許恩惠學姊一起玩。由於愛好美術，有很多創意的點子，

對色彩搭配也敢大膽運用，因此在校三年都當“學藝股長”，非常懷念在光華的

金色年代，更感謝師長的“因材施教”，讓我畢業後能勇敢的展翅高飛，並進入 

關渡基督書院繼續深造，讓我的英語能力更上一層樓。 

    如今，雖然有多年的工作經驗，但最喜歡的仍是教學，因為我覺得教師的職 

責就是關懷與服務 (就像當時的蔡老師)，而且在教學的歷程中，也讓我真正體會 

到施比受更有福這句話。 

今逢母校 80 週年大慶，除感謝母校及老師當時的栽培與愛護外，更藉此祝

福母校校運昌隆，百尺竿頭，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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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 

 

 

 

 

                                          撰稿撰稿撰稿撰稿：：：：陳淑珍陳淑珍陳淑珍陳淑珍（（（（服裝科服裝科服裝科服裝科畢業校友畢業校友畢業校友畢業校友））））    

 回憶起女兒在國小即將畢業的時候，與朋友閒聊未來要上哪些國中，才突然

想到是要讓女兒上學區的國中呢？還是轉學區，上大家口中的明星學校？正在猶

豫時，腦海裡有聲音說：「光華女中有附設國中部，而且口碑不錯呦！」心想那不

正是母校嗎？莫非天使報佳音、那就選它吧！ 

  我想國中是人格發展轉變的重要階段，對於只有這『天上的禮物－魔鬼般的

寶貝女兒』，我希望她是快樂健康且有正確價值觀的成長。回想當年華女魔鬼般的

校規、嚴格的管教、更有那陰魂不散的老師和教官每天緊盯著我們，心想就是它

不會錯！ 

  初報到那天，與女兒一同前往，以往的大禮堂（光華堂）已不在，變成一座

白色巨塔（良誠樓），但卻見那美麗依舊的美紅老師和那嗓門依大的瓊瑟老師、心

情放鬆不少；但不料「鐵的紀律」已成了「愛的教育」，不但有快樂溫馨的團體夜

宿（我可輕鬆一晚）、與魚群共眠的海生館之旅，更有那好吃的不得了的無米樂（家

中越光米都輸它）…，一切的課程，真是超乎我的想像，這是國中生活嗎？這雖

與我當初想的不同、但見寶貝女兒是如此快樂的學習，每天歡喜上學，這一切當

值得。 

    如今女兒即將畢業，三年來每位老師辛苦用心的栽培--善解人意的璧如老師、

有教無類的玉珍老師及宜蓁老師、美麗可愛的美紅老師及各位老師謝謝你們，也

謝謝學校的用心，我想這將會成為女兒成長階段中最最最美好的回憶。 

 

 

陳瑜是本校國中部三年級學生陳瑜是本校國中部三年級學生陳瑜是本校國中部三年級學生陳瑜是本校國中部三年級學生，，，，乖巧懂事乖巧懂事乖巧懂事乖巧懂事，，，，成績優成績優成績優成績優

異異異異，，，，媽媽也是本校服裝科之畢業校友媽媽也是本校服裝科之畢業校友媽媽也是本校服裝科之畢業校友媽媽也是本校服裝科之畢業校友，，，，因肯定學校因肯定學校因肯定學校因肯定學校

的教育理念的教育理念的教育理念的教育理念，，，，故將唯一的獨生女送到本校就讀故將唯一的獨生女送到本校就讀故將唯一的獨生女送到本校就讀故將唯一的獨生女送到本校就讀。。。。 



                                                              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 

 

 

 

     

劉林美惠女士是本校 44 級初中部第十屆畢業之校友，因肯定華女的教育理念與

辦學精神，故將女兒劉姝秀及孫女劉欣怡、劉俞廷皆陸續送到華女就學，延續光華

人的精神，是本校典型的「三代華女」，子孫三代在校表現優異，目前本校光華樓

之中庭地板圖案設計，乃出於劉欣怡同學之創意，並經全校師生票選為「校園十景」

之一，是同學倍感溫馨及校外人士參訪必看之處，目前光華樓之中庭地板仍可見「劉

欣怡」之字樣，除作為紀念外，亦作為同學之楷模。 

 

 

 

 

劉林美惠劉林美惠劉林美惠劉林美惠（（（（第一代第一代第一代第一代）：）：）：）：從左算起第二位從左算起第二位從左算起第二位從左算起第二位，，，，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44444444 級初級初級初級初中部中部中部中部第十屆第十屆第十屆第十屆畢業校友畢業校友畢業校友畢業校友。。。。    

劉劉劉劉    姝姝姝姝    秀秀秀秀（（（（第二代第二代第二代第二代）：）：）：）：從左算起第一位從左算起第一位從左算起第一位從左算起第一位，，，，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73737373 級級級級幼兒保育科幼兒保育科幼兒保育科幼兒保育科畢業校友畢業校友畢業校友畢業校友。。。。    

劉劉劉劉    欣欣欣欣    怡怡怡怡（（（（第三代第三代第三代第三代）：）：）：）：從左算起第三位從左算起第三位從左算起第三位從左算起第三位，，，，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97979797 級級級級綜綜綜綜合合合合高高高高中畢業校友中畢業校友中畢業校友中畢業校友。。。。    

劉劉劉劉    俞俞俞俞    廷廷廷廷（（（（第三代第三代第三代第三代）：）：）：）：從左算起第四位從左算起第四位從左算起第四位從左算起第四位，，，，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98989898 級級級級綜綜綜綜合合合合高高高高中畢業校友中畢業校友中畢業校友中畢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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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寫真校園寫真校園寫真校園寫真 



 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 
 
 

 

                                             撰稿撰稿撰稿撰稿：：：：黃美紅主任黃美紅主任黃美紅主任黃美紅主任 

    本校文書組長蔡玉華小姐出生於台南縣南化鄉的關山村，在三十多年前對臺

南市而言，這裡是非常偏遠的鄉下地方，交通非常不方便，平常來回一趟要好幾

個小時，一般人又重男輕女，很多女孩國中畢業就不再升學，甚至要幫忙賺錢養

家，但蔡組長的父親卻非常開明，認為女生也應繼續接受教育，培養一技之長，

故毅然決然的把玉華組長送到遙遠的光華女中就學，並讓玉華組長住在學校宿

舍，以解決交通不便之問題，雖然心中百般不捨，卻也因此讓玉華組長培養出獨

立自主、自動自發的性格，在學期間不僅刻苦耐勞且成績非常優異，故博得師長

的賞識，畢業後學校乃聘請她留校服務，從此，玉華組長便與光華結下不解之緣！

不僅自己的女兒（邱琇珩），連姐姐的兩個女兒（陳靖怡、陳雅莉）、妹妹的女兒

（曾惠渟）及哥哥的孫女（蔡文綺），家族共有六人皆就讀本校，可謂是家族華女，

也是對學校最高的肯定，目前有一位仍在學，其他皆繼續深造，也有已就業或結

婚生子的，各有所成，玉華組長期待學校繼續茁壯成長，也盼望未來能有更多的

子子孫孫成為自己的學妹，創下四代、五代同校的歷史紀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蔡玉華蔡玉華蔡玉華蔡玉華 

學制學制學制學制：：：：商業經營科商業經營科商業經營科商業經營科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63年年年年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陳靖怡陳靖怡陳靖怡陳靖怡  

學制學制學制學制：：：：資料處理科資料處理科資料處理科資料處理科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5年年年年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邱琇珩邱琇珩邱琇珩邱琇珩  

學制學制學制學制：：：：綜高學術學程綜高學術學程綜高學術學程綜高學術學程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4年年年年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陳雅莉陳雅莉陳雅莉陳雅莉  

學制學制學制學制：：：：幼兒保育科幼兒保育科幼兒保育科幼兒保育科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8年年年年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曾惠渟曾惠渟曾惠渟曾惠渟  

學制學制學制學制：：：：光華幼稚園光華幼稚園光華幼稚園光華幼稚園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84年年年年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蔡文綺蔡文綺蔡文綺蔡文綺  

學制學制學制學制：：：：國中部國中部國中部國中部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9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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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鳳凰台南鳳凰台南鳳凰台南鳳凰 Z CLUB創社授證典禮創社授證典禮創社授證典禮創社授證典禮.郭郭郭郭校長暨國際崇她社台南校長暨國際崇她社台南校長暨國際崇她社台南校長暨國際崇她社台南社社社社社長致詞社長致詞社長致詞社長致詞 

本校第一屆小崇她社本校第一屆小崇她社本校第一屆小崇她社本校第一屆小崇她社（（（（z-club））））與國際崇她社台南社暨師長於創社授證典禮合影與國際崇她社台南社暨師長於創社授證典禮合影與國際崇她社台南社暨師長於創社授證典禮合影與國際崇她社台南社暨師長於創社授證典禮合影 

頒發證書頒發證書頒發證書頒發證書 社員宣誓社員宣誓社員宣誓社員宣誓 

第一任社長第一任社長第一任社長第一任社長 林書柔林書柔林書柔林書柔 

2006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2007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第二任社長第二任社長第二任社長第二任社長 洪怡婷洪怡婷洪怡婷洪怡婷 

2007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2008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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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校園奇葩 

 

 

第四任第四任第四任第四任（（（（現任現任現任現任））））社長社長社長社長 林佩妤林佩妤林佩妤林佩妤 
2009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2010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第三任社長第三任社長第三任社長第三任社長 林品儀林品儀林品儀林品儀 
2008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2009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本校小崇她社家長座談本校小崇她社家長座談本校小崇她社家長座談本校小崇她社家長座談會會會會 志工服務志工服務志工服務志工服務--校園三級預防南區研討會校園三級預防南區研討會校園三級預防南區研討會校園三級預防南區研討會 

校外募集發票協助創世基金會校外募集發票協助創世基金會校外募集發票協助創世基金會校外募集發票協助創世基金會 協助瑞復益智中心園遊會義賣協助瑞復益智中心園遊會義賣協助瑞復益智中心園遊會義賣協助瑞復益智中心園遊會義賣 

97學年度募集發票協助創世基金會學年度募集發票協助創世基金會學年度募集發票協助創世基金會學年度募集發票協助創世基金會 98學年度響應仁愛活動募集發票學年度響應仁愛活動募集發票學年度響應仁愛活動募集發票學年度響應仁愛活動募集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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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荏張維荏張維荏張維荏（（（（高中部高中部高中部高中部））））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任任任任    

2000200020002000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2001200120012001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    

曾子菡曾子菡曾子菡曾子菡（（（（高中部高中部高中部高中部））））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任任任任    

2001200120012001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2002200220022002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    

楊秀美楊秀美楊秀美楊秀美（（（（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任任任任    

2002200220022002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2003200320032003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    

郭思妤郭思妤郭思妤郭思妤（（（（高中部高中部高中部高中部））））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任任任任    

2003200320032003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2004200420042004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    

林虹均林虹均林虹均林虹均（（（（學術學程學術學程學術學程學術學程））））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任任任任    

2004200420042004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    

黃絮萍黃絮萍黃絮萍黃絮萍（（（（綜合高中綜合高中綜合高中綜合高中））））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任任任任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    

陳婕誼陳婕誼陳婕誼陳婕誼（（（（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任任任任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    

王若寧王若寧王若寧王若寧（（（（資處資處資處資處科科科科））））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任任任任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    

陳怡如陳怡如陳怡如陳怡如（（（（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幼保科））））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任任任任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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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圍惟莊圍惟莊圍惟莊圍惟（（（（服裝科服裝科服裝科服裝科））））    

    學生自治會會長學生自治會會長學生自治會會長學生自治會會長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任任任任    

                        （（（（現任會長現任會長現任會長現任會長））））    

 2009 2009 2009 200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金娥婉金娥婉金娥婉金娥婉（（（（服裝科服裝科服裝科服裝科））））    

學生議會議長學生議會議長學生議會議長學生議會議長第二任第二任第二任第二任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8888月月月月    

劉家綺劉家綺劉家綺劉家綺（（（（綜合高中綜合高中綜合高中綜合高中））））    

學生議會議長學生議會議長學生議會議長學生議會議長第三任第三任第三任第三任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議議議議長長長長））））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楊尚蓉楊尚蓉楊尚蓉楊尚蓉（（（（高中部高中部高中部高中部））））    

學生議會議長學生議會議長學生議會議長學生議會議長第一任第一任第一任第一任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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