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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的校園環境
Our Spectacular Campus

本校地處木柵馬明潭，遠離市囂，空氣清新，卻又不失交通便捷之利。進入校門，一片綠意盎然，寬廣筆直的椰林大道，象徵著再興學子光明

坦順的求學之路；校舍新穎、設備完善，校園安全、潔淨；近身接觸再興學子，人人彬彬有禮、氣質高雅，是一個師生相愛、同儕相親的最佳

人文環境。

以再興校訓「誠、愛、勤、勇」為核心價值，秉持以學生

為教育的主體，強調生命教育、品德教育及終身學習的重

要，實現由幼兒園至高中15年一貫的教育理念；教師以真

誠、關懷、專業的教育愛來教導學生，引領學生建立終身

學習的態度，發揮個人天賦的認知來培養帶著走的能力，

進而達到「友善校園、五育均衡、全人教育、多元學習、

創新教學、國際接軌」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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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 國際學習
Creative Teaching &
          Diversity Learning

為拓展學生知識領域及視野，本校自97學年度起，領先與臺大、臺師大及政大合作，邀請教授蒞校開設講座，引導學生探索科學與人文學術研

究的潛能。並且開設多元選修的主題課程，緊扣「跨領域、實作體驗、生活應用、解決問題、五感學習」五大STEAM素養，讓學生領略科學與

科技的最新發展之餘，更具備科技無法取代的思辨能力與創新思維。

使用數位平台及視訊的方式，與國外學生進行合作學習；暑假至國外知名大學，與來自世界

各地的學生共同探索、學習；以新穎、多樣化的教學活動充實學生學習經驗，培養恢弘的國

際視野，成就更卓越的競爭力。

本校無線網路覆蓋率100％，且每一間

教室均為智慧型教室，搭配電子白板及

多功能數位講桌，使教學更生動活潑。

採行STS(Science-Technology-Society)的教學方式，並透過主題式的討論、學習，

訓練學生創意思考、批判思維和解決問題能力，且擁有完善的全數位化學習環境，

提昇學子的創造能力，增強未來競爭力。         

特色課程

國際學習與交流



師生戮力 榮譽滿貫
Conscientious and Excellent Teachers & 
Students Community Activities

語文 藝能

數理科學＊108年高三畢業生大學多元入學表現亮麗，89人錄取台清交成政暨

　醫(牙)學系佔畢業人數三成四，中字輩、師大暨醫學大學以上近六成

＊2018 Best Education-KDP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KDP國際認證獎 

　榮獲 標竿、特優、優等、甲等2件、佳作

＊108年第19屆臺北市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榮獲 國中組 特優、佳作、入選3件

＊107年度臺北市語文競賽教師組 榮獲 國中朗讀 第一名

＊107年度愛學網系列徵集活動「教師創意教案」國中組 甲等

＊106年度全國語文競賽國語朗讀 榮獲 教師組 第三名

＊106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 榮獲 教師個人賽 冠軍

＊106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中等學校籃球錦標賽 榮獲 教師男子組 冠軍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教學教案設計

　甄選活動 榮獲 佳作

＊106年度教育部推展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評選 

　雷遠郎主任 榮獲 績優運動教練獎

＊105學年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交通安全教育評鑑 榮獲 金輪獎

＊108年度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榮獲 

　高女組 團體總錦標 第一名、金牌4件、銅牌2件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榮獲 銀牌3件、第五名3件

＊107學年度臺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高女組團體總錦標 榮獲 第一名

＊107學年度臺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榮獲 金牌5件、銀牌7件、銅牌8件

＊107年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高女組團體總錦標 榮獲 第三名

＊107年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 榮獲 金牌1件、銀牌1件、第四名3件

＊107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民俗體育錦標賽 榮獲 

　冠軍3件、亞軍2件、國中組團體計次賽 特優

＊108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園刊物競賽 榮獲 銀質獎、個人文編獎

＊107學年度臺北市教育叢書暨校刊競賽 榮獲 優等

＊第26屆TC北市青年金筆獎創作比賽 榮獲 高中職組 小說類 第二名、

　新詩類 第二名、國中組 漫畫類 優選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榮獲 高中職組 混聲合唱 優等第五名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榮獲 高中組 漫畫類 優等、水墨畫類 佳作

＊107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榮獲 南區高中組 混聲合唱 優等第二名

　揚琴獨奏 優等第一名、木琴獨奏 優等第二名、法國號獨奏 優等第二名

　長笛獨奏 甲等、直笛獨奏 甲等

＊107學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榮獲 南區高中組 漫畫 第一名、西畫類 

　第二名、水墨畫類 第三名、書法類 佳作2件

＊106學年度臺北市學生舞蹈比賽 榮獲 高中職組南區 

　古典舞 甲等第二名、國中組南區 民俗舞 甲等 古典舞 優等

＊108年度全國高中英語辯論比賽全國賽 榮獲 團體獎非政策組

　評審團獎第二名、個人獎非政策組 最佳辯士

＊108年北區四城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 總決賽

　榮獲 國中組 特優、高中組 佳作2件 

＊108年北區四城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 臺北市複賽 榮獲 國中組

　　第一名、第五名、第六名 高中組 第一名、第二名、第六名

＊107年度臺北市語文競賽 榮獲 高中學生組 字音字形 第二名及第四名 

　作文 第四名及第五名 國中學生組 朗讀 第二名、寫字 第四名

＊107年度臺北市本土語言競賽 榮獲 國中組 閩南語演說 第四名

＊107年度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推動生命教育生命故事徵文活動　

　榮獲 優等、佳作、入選

＊107學年度臺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詩歌朗誦 榮獲 國中個人組 特優、

　國中團體組 特優暨最佳創意獎、高中個人組 優等

＊107學年度臺北市高中學生英文作文暨高國中學生英語演講比賽

　榮獲 高中甲組 作文 第三名 演講 第三名、國中乙組 演講 第二名

＊107學年度教育部高中英文單字比賽全國決賽 榮獲 二等獎2件

＊107學年度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榮獲 臺北區 

　特優7件、優等6件、甲等12件

＊107學年度全國高級中學小論文寫作比賽 榮獲 

　特優1件、優等3件、甲等12件

＊第12屆聯合盃 作文大賽 榮獲 臺北市初賽 高中組 第一名 、國中組 

　第五名 全國總決賽 高中組 創意類優選獎、國中組 感動類優選獎

＊2019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國際邀請賽 榮獲 常規賽 冠軍 季後賽 冠軍

＊第8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 榮獲 青年組個人賽 金牌獎

＊2018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TISF競賽 榮獲 化學科 三等獎

＊第57屆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高中組化學 榮獲 第三名

＊第52屆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榮獲 

　國中組 化學科 佳作暨探究精神獎、高中組 化學科 佳作

＊2018第20屆臺灣區TRML高中數學競賽 榮獲 團體組優良獎

＊107學年度臺北市高中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 榮獲 

　生物科 佳作、化學科 佳作、地球科學科 佳作

＊106學年度臺北市高中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 榮獲 

　物理科 二等獎、化學科 佳作、地球科學科 三等獎

＊第16屆JHMC國中數學競賽 榮獲 團體 三等獎及優良獎、

　個人 一等獎、三等獎及優良獎

＊第18屆國際盃數學能力競賽 榮獲 全國 第一名、第七名進步獎、優等



多元學習 適性發展
Aesthetics & Athletic

以活潑化教學，啟迪多元思考與勤奮力學精神；以生活化浸潤，陶冶學生優良

品格及美育涵養，達到全人教育的目標。

尊重個別差異，以活潑多樣化的教學活動，充實學生學習

經驗；每個人都能從多元智能的各個面向發展，成就更卓

越的自我實現能力。

高國中共開設八十多個社團供同學選擇，依照性質共區分

為科學探索類社團、音樂舞蹈藝術類社團、語文語言類社

團、體育運動類社團、綜合類社團。提供學生認識自我，

發揮自我的舞台。

學校為鼓勵每一位學生至少擁有一項藝術與運動專長，以

利其均衡發展，並擁有健康多元的休閒生活、終身學習及

幸福人生，本校要求學生在校期間通過至少一項藝術或運

動專長認證，諸如：美術與藝術、音樂、運動等專長認證

項目，以期培養學生專長，達成快樂學習與自我實現之教

育目標。

青少年教育不僅是學科知識上的學習，更應注重品格、態

度與價值觀的養成。本校透過多項計畫性之活動，提供學

生服務學習、關懷社會的機會，冀望學生從經驗中累積付

出的能量，獲得正向的成長。

品德教育

適性教育 開發潛能

多元的社團活動

一生一專長



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High School

臺北市私立再興中學

入學管道

國中部：小學直升、優先入學
高中部：國中直升、免試入學、單獨招生

11649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二號
http://www.thsh.tp.edu.tw

Tel ：02-2936-6803 分機142、144
Fax：02-2936-0674

聯營公車
馬明潭站(大門右側)或興隆山莊(大門左側)：
綠2、棕11、棕12、棕22、236、237、253、298、530、
611、671、676、1501
再興中學站(木柵路側門)：
棕6、棕12、棕22、294、647、660、666、671、915、933
臺北捷運
新店線至公館站或景美站，再轉乘聯營公車可抵達本校(再興中學站)
文湖線至萬芳醫院站，再轉乘聯營公車約三站即可抵達本校(馬明潭站或興隆山莊站)

地理位置

招生專線

交通資訊
木柵路二段

萬芳路

木柵路一段

木新路三段

興
隆
路
三
段    

興
隆
路
四
段

辛
亥
路
七
段

辛亥路六段

本校

捷運萬芳醫院站 往北二高

往市區

往新店、中和

往新店

掃描QRcode即可
進入招生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