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校初期校門與紅樓

光中亭前管樂練習

創校五先賢

本校校訓

公誠勤樸

學校沿革

景前賢 而思齊

創校先賢
1915年，臺灣仕紳林烈堂、林獻堂、林熊徵、蔡蓮舫、辜顯榮等5人，
集資捐地，創建本校，是為全臺第一所培育臺灣青年子弟的中學。校門兩側
「創校紀念碑」與「毋負今日碑」正鐫記著往日榮光。

SINCE 1915

歷任校長
1945年起歷任校長為金樹榮、宋新民、黃金鰲、周封岐、段茂廷、湯孝彬、
陳繼統、陳時宗、蔡瑞榮、蔡炳坤、郭伯嘉。2012年8月，現任陳木柱校長到校
服務。

治校理念
一、以創新、實踐的行動理念，提高行政效能，開創卓越的風格。
二、從「帶好每一位學生」出發，實踐「學生第一、教學為先」的
理想，使學生自信快樂地成長。
三、尊重教師專業自主及家長教育權，保障學生受教權益，發揮團
隊合作，推動教育現代化。
四、開發學生的潛能，透過多元彈性課程與活動，使學生充分適性
發展。
五、塑造開放的學風，以民主多元的教育方式，培育學生創造思考
能力。
六、秉持全人教育理念，啟迪知識、陶冶性格、激發潛能，追求卓
越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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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德之門

水上運動會

全國美術

辦學特色

勵爾學、敦爾品
葺合高校來訪

多元課程

資優教育 提供適性且多元課程，並將學生成果發表與海內外各校交流分享。
藝術教育 設立美術班，提供各種藝術特色課程，並藉由美術節、校慶師生美展等活動提升全校師生的美學涵養。
週六通識講座 在中研院獎助下，邀請大師級學者演講，至今已超過183場次。
一中書香 結合書香日、班級讀書會與藝文講座等活動，鼓勵學生閱讀。
課業輔導 安排「Mr.Q時間」，供學生上網預約以接受個別學習輔導。
策略聯盟 與交通大學等多所大學簽訂，提供學生生涯探索與專題研究支援。

天信天文台

校園巡禮

雲霞燦爛、弦歌鏗鏘

行政辦公區 學校佔地6公頃，一進校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入德之門」，後方的莊敬樓為主要行政辦公區；左右兩側的
科學館與明心館、康樂館則為本校科學實驗重鎮、輔導與演講集會會場。
主要教學區 環繞中庭廣場四周的景賢樓、麗澤樓、慎思樓為各年級教室；敬業樓為社團、教師辦公室與員生社；圖書館和
閱覽室位於慎思樓B1至2樓。
休閒活動區 運動場位於校區後方，周邊有游泳池、體育大樓運動及音樂館。

教學設備

校史館今昔

交換學生 與美國波士頓聖約翰高中、法國馬來爾布高中、日本
早稻田大學附屬本庄高等學院、神戶市立葺合高校、
湖南師大附中等締結姊妹校及提供交換學生之機制。
駒場高校來訪

競試榮譽

歷史建築

合群智、集群力

藝術獎(1人)、囊括1～3名

2012

一項特優(1人)、一項優等(1人)

優選獎(1人)、佳作獎(2人)

全國學生音樂

國際地科
奧林匹亞競賽

競賽
臺中市音樂比賽

全國音樂比賽

1.團體組特優1隊（管樂合奏）
2.團體組特優第一名1隊（男聲合唱）
3.團體組優等2隊（國樂合奏、國樂絲竹）
4.團體組優等第一名2隊（口琴合奏、口琴四重奏）

1.團體組特優第一名1隊（國樂）
2.團體組特優2隊（管樂、絲竹室內樂）
3.團體組優等第一名2隊(男聲合唱、口琴合奏）
4.團體組優等第三名1隊 (口琴四重奏）

1.團體組特優1隊（國樂絲竹）
2.團體組優等1隊（國樂合奏）
3.團體組優等第一名3隊（男聲合唱、口琴合奏、口琴四重奏）
4.體組優等第2名1隊（管樂合奏）

1.團體組特優3隊（管樂、國樂、絲竹室內樂）
2.團體組優等第一名2隊（男聲合唱、口琴合奏）
3.團題組優等第二名1隊（口琴四重奏）

2013

1.團體組優等第一名4隊
（男聲合唱、口琴合奏、口琴四重奏、絲竹室內樂）
2.團體組優等第二名2隊（國樂合奏、管樂合奏）
3.團體組優等第三名1隊（打擊樂）

1.團體組特優第一名2隊（國樂、絲竹室內樂）
2.團體組優等4隊（男聲合唱、口琴合奏、口琴四重奏管樂）

2012

1.團體組優等6隊
（管樂、國樂、絲竹室內樂、口琴、口琴四重奏、男聲合唱）
2.個人組特優1人、優等7人

1.團體組特優第一名（國樂、絲竹室內樂合奏)
2.團體組優等第一名3隊（口琴、管樂、男聲合唱)
3.個人組特優1人
4.優等10人

近年學生升大學表現亮眼，國立大學及醫學院錄取率超過9成，台清交成比率超過4成，
各類組第一志願錄取人數名列全國前茅。

山中小精靈

發展願景

溫室 容光華園
飛龍乘雲雕塑

菁英、典範、精緻、卓越

本校學生在國際奧林匹亞學科競賽中，表現傑出，近5年國際奧林匹亞得獎紀錄為6面金牌、
10面銀牌，成績傲視全國。

教師團隊：兼具「經師」學識與「人師」導引的職責，主動積極專業成長，建立優質形象。
行政團隊：強化績效責任觀念，主動提供高品質、高效能的行政服務。
社會資源：結合校友會、家長會及相關社會資源，提供師生研究進修管道，成為推動校務的堅強後盾。

風華 典 贍，垂 範 德世
提供學生探索發展、激發潛能的多元及專題課程。
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結合一中願景發展學校特色。
強化學生民主素養，孕育一流的創發、領袖人才。

良玉 精 金，雅 緻 博通

數理 奧林匹亞國際競賽
年代

金牌

銀牌

小計

2015

3（物理、化學、資訊）

1（數學）

4

教師陣容

2014

1（生物）

2（資訊、化學）

3

本校教職員工合計225人，專任教師共162人，具碩士學歷以上者共計118人，
佔73％，皆教學資歷完備、經驗豐富，專業能力備受肯定。

2013

1（生物）

1（物理）

2

合計

5（近五年6面）

4（近五年10面）

９

美術節

學業識見：力求扎實基礎、廣博問學、精質研究。
德行涵養：培養善解包容、關懷服務、生活陶冶。
生命視野：融合理性感性、人文科學、開闊胸襟。

高才 卓 識，攀 越 巔峰
自期成為第一流的人物，努力研讀第一流的知識，積極從事第一流的作為。
傳承「第一」的優良傳統，維持「第一」的社會形象，開啟「第一」的光榮前程。

人文社會 學科競賽
年代
2015

傑出校友
2014

2013

國語文競賽

外語文競賽

1.全國語文競賽 國語朗讀第二名、閩南語 字音字形第二名

1.中區學生英文作文比賽優勝

2.臺中市國語文競賽個人組 國語朗讀、國語字音字形、客語字
音字形第一名，作文、閩南語字音字形第二名，寫字、客語
字音字形第三名、國語演說第四名、北區團體組第一名

2.中區學生英文演講比賽優勝

臺中市國語文競賽個人組字音字形、閩南語朗讀第一名、國
語演說、國語朗讀、閩南語演說、客語演說、客語朗讀、寫
字第二名、作文第三名、北區團體組第一名

1.全國單字比賽三等獎

1.全國國語文競賽寫字組第三名、原住民族語(賽考利克泰雅語)
朗讀組第五名
2.臺中市國語文競賽個人組國語演說、閩南語演說、原住民語
朗讀、寫字第一、北區團體組第一

地理奧林匹亞競賽

樂群 菁 莪，群 英 搖籃

育才為樂、大道是彰

卓越的競試成績

龍型雕塑 2015年欣逢創校百週年，由戴宏全董事長召集第43屆100多位校友集資捐贈「飛龍乘雲」
公共藝術，安置於麗澤樓南面。

走過百年，秉承先人創校的用心，培育社會菁英無數。歷屆傑出校友不
勝枚舉，如臺大前後任校長陳維昭、楊泮池、副總統—謝東閔、吳敦義、
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PChome 董事長詹宏志、美律實業董事長廖祿立、
國家文藝繪畫大師陳慧坤、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等。

2013

陸上運動會
創意進場

亮麗的升學表現

臺中一中自1915年創校，至2015年適逢百週年校慶。一百年來，臺中一中傳承「敦品勵學、景賢思
齊」的創校精神，延續自由學風，堅持剖璞琢玉、薪傳鐸業，形塑出文武兼備的「豪情一中人」，校
友成就備受各界肯定。臺中一中在教育潮流的更迭下，將立足百年基業，再啟世紀風華，引領臺灣中
等教育，邁向下一階段的的流金歲月。

校史館 校區西側的校史館，為目前唯一留存的日治時期校舍。由鄭崇華董事長捐款，結合文物與科
技修復成為全臺第一座「負排碳」歷史建物，並於2015年百週年校慶落成啟用。
光中亭 校區東邊的光中亭原為日治時期神社所在，樟樹環繞、花木扶疏，又於百週年校慶新增植栽燈
光，成為校園中最雅致的休憩區。

財團法人臺中一中教育基金會 成立於2001年，每年提撥經費協助校務。
家長會與媽媽聯誼會 組織健全，成立野薑花基金，參與弱勢與急難學生救助。
校友會 包含臺中市校友會、臺北市校友會以及大華府地區校友會等。
教師會 教師會積極參與學校重要會議，溝通意見，增進校園之和諧。
員生消費合作社 提供安全、衛生、經濟之服務，辦理多項合作教育活動。

藝術獎(1人)、佳作獎(1人)

一項甲等(1人)

學生會競選

山中小精靈 2007年起，每年寒假至南投縣山區中小學進行服務學習。
鮭魚返鄉 每年寒假招募超過20組學生返回母校，從事在地服務學習活動。
公益服務 童軍團、炬光社、榮譽服務隊等，歷年來皆有亮眼的公益服務成果。

容光華園 提供本校師生植物育種與研究之溫室；
並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以成為臺灣蘭花物種基因庫為目標。

伙伴團體

兩項特優(2人)、一項甲等(1人)

2014

關懷社會的服務學習

藝術中心 用以展現師生藝術人文美感與創意的
展覽會場。

全校共76班：普通班63班，數理、語文、美術、科學班各3班、資源班1班。

2014

2015

培育民主素養 創立學生會、學生議會、畢聯會、宿舍自治委員會等學生自治組織。
學生社團表現 學生社團計有69個，許多社團歷史悠久，運作績效卓著。

以標書齋 提供學生自我學習的優質閱讀環境。

班級概況

「勝安藝術獎」
藝術獎(1人)、優選(1人)

資料統計至2015年12月止

光中亭今昔

濟濟多士、聚首一堂

全國美展
一項特優(1人)、一項甲等(1人)

蓬勃發展的課外活動

天信天文台 為全國高中最先進之天文觀測設施。

學校成員

年代
2015

年代

國際交流 與日本筑波大學附屬駒場高校與早稻田大學附屬本庄高等學
院，每年透過學生科學專題發表，以英文相互交流與切磋，
為國內各高中之創舉。

學生活動

專科教室 共63間，含美術、家政、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教室及語文教室等。
普通教室 共75間，每間教室均設有單槍投影機、校園廣播系統等設施。

鄭敏男校友紀念實驗室 為提升化學科學實驗教育的專業實驗場所。

出訪法國
馬來爾布高中

國際教育

景賢樓

校園簡覽

特色館場

本庄高等學院
來訪

競賽

3.全國英文單字比賽二等獎、三等獎

地理奧林匹亞及人文社會競賽
地理奧林匹亞團體組一等獎、二等獎
；個人組三等獎、野外實察最優獎

2.中臺灣盃英語辯論賽團體優勝

1.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個人組一等獎（全
國第一）、三等獎；團體組三等獎

3.英文演講中區決賽優勝

2.全國高中臺灣人文獎史地組第三名

--

1.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個人組二等獎、三
等獎
2.賴和文學獎臺灣史地組佳作

圖書館利用教育

一中商圈掃街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