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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介紹 Introduction

•醒吾中學成立於1963年, 至今已58年
We founded in 1963 A.D. 

•林口區唯一同時具備國、高中職私立學校
We are the best private high school with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in Linko Dist. 

•國中部每年級設立1-2班，採小班制精緻教學
Our  juni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excellent in 1 or 2 

classes   every grade.



科別介紹 Depts. of our school

流行服飾科

Dept. of Fashion Trends

時尚造型科

Dept. of Fashion Models

商業經營科

Dept. of Business Affairs

資料處理科

Dept. of Data Processing

觀光事業科

Dept. of Tourism 

Industry

普通科

Dept. of General Studies

照護服務科

Dept. of Caring Services

國中部

Dept. of Junior High 
School

高中部

Dept. of Senior High 
School



學校位置 Our location



學校位置 Our location



一般教室 Normal classroom with digital device 

所有教室都有冷氣 、 E化講桌及投影設備,全校教學區域都有WIFI 訊號覆蓋



電 子 白 板 / 觸 碰 式 投 影 幕

Hi Teach-Pro 直 錄 播 系 統i-MAC  桌上型電腦教室

平 板 i P A D 數 位 電 腦

資訊教室 Professional classroom with MAC



專業教室 Professional classroom

物理實驗室 Physical Lab化學實驗室 chemistry lab

烹飪教室
Cooking classroom

美術教室
Art classroom

音樂教室
Music classroom



縫紉教室
Sewing classroom

美顏教室
Face-beauty classroom

房務教室 Room-service classroom

美髮教室
Hair classroom

造型教室
Makeup classroom

技職專業教室 Professional classroom

餐服教室Dining classroom 飲調教室Drink adjustable classroom



體育 .社團 .競賽 Our Sports, Societies and Competitions

特色社團：

•熱門音樂社

• COSPLAY 動漫研究社 • K-POP 韓流研究社

•熱舞社

•吉他社

•模擬聯合國會議(MUN) 

•創意DIY社

•高爾夫球社

•手工餅干社

•童軍團



外籍大生交流Interchange with Foreign College Students



國際交流 Picture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接待韓國高校師生Reception of Korea High School 

Students
2018.07.27 
韓國首爾海成國際會議高中
師生來訪
兩校簽訂姐妹校



接待日本師生 Reception of Japan High School Students

2017.05.12 
拜訪日本熊本縣熊本商業高校
兩校簽訂教育合作交流協議



接待日本師生 Reception of Japan High School Students

日本島根縣松江商業高校
師生來訪
國中部擔任接待人員



山東教育旅行 Travel to Shandong  



韓國教育旅行 Travel to Korea



戶外教育活動 Ourdoor Education 



各式體育活動 Sports Activities

十人十一腳

五
人
制
足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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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棒球育樂營

健康促進運動會



隔宿露營 Camp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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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教育 Scouting Education 

校外公益園遊會(樂山教養院)

新北市三五童軍節大會

金陵.光仁.醒吾 三校聯團露營



多元課程/活動



多元課程/活動



志工服務隊-國小品格自信成長營



國中課程規畫



國中課程規畫



國中課程規畫-課程目標

• 促進學生身心均衡發展，以多元課程與適性學習為主軸發展校本課程。

• 將在地文化融入課程中，教材在地化以厚實學生鄉土意識。

• 有效結合其他學制之資源與設備發展教學活動，充實國中部課程多樣性。

• 以學生為教學發展之主體，品格力優先的觀念，建立學生課程之豐富性。

• 推動資訊教育，使學生廣泛接觸資訊科技並將教學與評量資訊化。

• 大量利用分組學習模式發展課程，建立學生社會參與及人際溝通之能力。

• 將學習主體擴大至社區中小學，辦理區域性課程活動以豐富社區師生生活。



國中課程規畫-特色課程介紹

(1) 七年級-新聞識讀

(2) 七年級-數學閱讀理解

(3) 七年級- Celebrating Festivals

(4) 八年級-正義

(5) 八年級-數學閱讀寫作

(6) 八年級-Science Is Fun (科學一起玩)



辦學特色



辦學特色

• 勤管嚴教，精緻化管理，成就每位孩子

• 小班經營，親師生闗係良好無痕溝通

• 第八節加深加廣、晚間自主學習

• 深化品格與生活技能，人人是童軍

• 高中、科大教學資源-升學就業一條龍



來到醒吾.找到未來幸福

就讀 醒吾國中部

直升 醒吾高中-普通科/職業類科

入學 醒吾科技大學

就業

基北區公立高中

國立大專院校
國立四技科大



來到醒吾.找到未來幸福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tY7Yva3S1k0wAJ9SY
rS-HZOdNMugMWUWWOZge5XC69mWDhA/viewform

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tY7Yva3S1k0wAJ9SYrS-HZOdNMugMWUWWOZge5XC69mWDh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