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臺南市德光中學 106 學年度招生 

1.本校歷年皆榮獲教育部高中校務評鑑一等獎，通過優質高中認證。 

2.96學年度~105學年度獲教育部評選為優質化高中，102年獲優質化成果績優學校，全

台僅 18所學校獲績優。 

3.榮獲教育部 101年度生命教育教學卓越銀質獎、102年度英語教學卓越佳作獎。 

4.本校獲教育部指定為國際教育領導學校並獲評為「國際教育優良示範發表學校」 

－自 95年至 105年與國際扶輪社合作，來自歐、美、南美、中東、亞洲等地的國際交

換學生共 32名。 

－積極進行與美、澳、英、愛爾蘭、日本、肯亞之學校交流互訪。 

－加入 iEARN、CCOC 國際網路社群，與世界多國進行專案討論及視訊交流。 

5.103學年度起配合網路與平板教學，利用各項合作學習方式及多媒體輔助學生學習。 

6.重視科學教育，年年自然科展成績佳，99年獲國中物理組全國第一，103年生物科展

臺南市第一，代表參加全國科展比賽，榮獲臺灣康寧創新獎，104年生物科臺南市第一、

全國佳作，105年科展高中組植物類全國第一。 

7.大學升學率 100%，年年錄取醫學系，多位錄取台大、清大、交大、成大、政大等名校，

國立大學五成以上，考上台大及多位國立優秀大學學生不僅沒有補習，在校期間担任

社團幹部，也參加各項競賽與活動，均屬五育並重的孩子。 

8.透過英語、資訊、科展、閱讀及生命體驗多元活動，發展學生多元成長智能，辦理服

務社區活動，鼓勵學生勇於表現，參加各類活動與競賽。成立田徑、游泳、籃球、桌

球、羽球、英語足球、圍棋等 7類校隊及合唱團、管樂團，社團多達 60種，可供學生

選擇。 

※成績優秀入學獎學金 
106年會考五科成績 獎學金 106年會考五科成績 獎學金 

5A++ 學雜費全免 5A 獎學金 10,000元 

3A++2A+ 獎學金 20,000元 4A 獎學金 8,000元 

5A+ 獎學金 15,000元  

註：每學期需保持學業成績 75分(含)、德行成績 80分(含)以上。如未達者，則取消入學獎學金一次。 

註：數理班及英文班名額有限，以教育會考成績高低依序錄取。 

【本校部份升學成果列於背面】

全人教育 優質環境 

普通高中招收 8班  免試入學招生名額 184名(男女兼收) 

招收「數理資優班」、「英文資優班」各一班，免試入學進入本校後， 

以教育會考成績篩選入班。 

入學管道：參加 106 年臺南區免試入學 

電話：06-2894560 轉 310、312、313、315（歡迎來電詢問） 

校址：701 臺南市東區德光街 106 號         網址：http://www.tkgsh.tn.edu.tw 



近年醫科及臺大、清大、交大、成大、政大錄取部份榜單 
姓名 學校 學      系 姓名 學校 學      系 姓名 學校 學     系 

黃○歆 陽明 醫學系 郭○瑜 清大 電機工程學系 黃○婷 政大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 

蔡○葳 成大 醫學系 謝○宇 清大 資訊工程學系 蔡○秀 政大 英國語文學系 

林 ○ 成大 醫學系 王○欣 清大 資訊工程學系 蔡○雯 政大 日本語文學系 

黃○歆 成大 醫學系 徐○澤 清大 物理學系物理組 陳○亞 政大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劉○彣 成大 醫學系 李○丞 清大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陳○汝 政大 英國語文學系 

陳○縈 成大 醫學系 蔡○皓 清大 清華學院學士班 李○蓉 政大 會計學系 

王○妍 北醫 醫學系 宋○育 清大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蘇○茜 政大 經濟學系 

黃○齊 高醫 醫學系 林○庭 清大 生命科學系 薛○杰 政大 財政學系 

章○瑄 高醫 醫學系 王○茜 清大 生命科學系 蔡○穎 政大 哲學系 

蘇○華 高醫 醫學系 田○裴 清大 人文社會學系 簡○晴 政大 政治學系 

黃○歆 高醫 醫學系 黃○芬 清大 人文社會學系 柯○婷 政大 歐洲語文學系法文組 

林 ○ 中山醫 醫學系 楊○儀 清大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莊○婷 政大 阿拉伯語文學系 

蘇○淋 中山醫 醫學系 葉○伶 清大 外國語文學系 吳○榆 政大 阿拉伯語文學系 

蘇○琪 中山醫 醫學系 林○倩 清大 外國語文學系 晏○羲 政大 阿拉伯語文學系 

郭○萱 臺大 牙醫學系 陳○勤 清大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黃○璇 政大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謝○蓁 中國醫 中醫學系 林○毅 清大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黃○齊 成大 電機工程學系 

林○瑜 中國醫 中醫學系 蔣○衡 清大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郭○瑜 成大 電機工程學系 

蔡○葳 陽明 牙醫學系 蔡○慈 清大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戴○潁 成大 電機工程學系 

黃○齊 臺大 獸醫學系 王○雯 清大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陳○如 成大 電機工程學系 

張○秀 臺大 獸醫學系 邱○澍 清大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蔡○霖 成大 電機工程學系 

荊  ○ 臺大 獸醫學系 李○蓉 清大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李○賢 成大 電機工程學系 

董○亞 臺大 獸醫學系 王○雯 清大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蔡○慈 成大 電機工程學系 

蘇○淋 臺大 獸醫學系 洪○綺 清大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蘇○儀 成大 電機工程學系 

龐○昕 臺大 藥學系 黃○婷 清大 經濟學系 黃○珩 成大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林○華 臺大 機械工程學系 郭○甄 清大 心理學系 李○丞 成大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賴○安 臺大 心理學系 賴○安 清大 心理學系 陳○雯 成大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許○慈 臺大 國際企業學系 郭○瑜 交大 電機工程學系 趙○瑋 成大 土木工程學系 

陳  ○ 臺大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黃○晟 交大 電機工程學系 林  ○ 成大 土木工程學系 

郭○庭 臺大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呂○祐 交大 機械工程學系 洪○綺 成大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黃○涵 臺大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呂○宜 交大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郭○傑 成大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黃○鈞 臺大 土木工程學系 吳○庭 交大 人文社會學系 卜○涵 成大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沈○蓉 臺大 土木工程學系 林○倩 交大 人文社會學系 鄭○婷 成大 交通管理科學系 

黃○歆 臺大 化學工程學系 李○寧 交大 外國語文學系 鄭○伶 成大 法律學系 

段○竹 臺大 經濟學系 陳○綺 交大 外國語文學系 呂○宇 成大 法律學系 

馮○甯 臺大 經濟學系 黃○齊 交大 電子物理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陳○元 成大 統計學系 

洪○樺 臺大 經濟學系 呂○祐 交大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龐○昀 成大 統計學系 

林○軒 臺大 中國文學系 陳○瑞 交大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譚 ○ 成大 統計學系 

洪○樺 臺大 資訊工程學系 吳○屏 交大 生物科技學系 吳○萱 成大 統計學系 

洪○綺 臺大 資訊管理學系 張○蓉 交大 土木工程學系 黃○婷 成大 統計學系 

蘇○淋 臺大 資訊工程學系 黃○瑄 交大 傳播與科技學系 馬○倫 成大 統計學系 

陳○縈 臺大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吳○芸 交大 傳播與科技學系 黃○懷 成大 心理學系 

翁○意 臺大 外國語文學系 陳○綺 交大 外國語文學系 陳○勻 成大 經濟學系 

黃○銣 臺大 外國語文學系 梁○方 政大 企業管理學系 邱○芸 成大 物理治療學系 

洪○樺 臺大 數學系 張  ○ 政大 法律學系 黃○婷 成大 物理治療學系 

侯○禎 臺大 社會工作學系 陳○元 政大 法律學系 郭○琴 成大 職能治療學系 

何○融 臺大 哲學系 林○睿 政大 法律學系 賴○學 成大 職能治療學系 

許○恩 臺大 日本語文學系 林○璇 政大 外交學系 張○芝 成大 外國語文學系 

黃○瑀 臺大 日本語文學系 李○芸 政大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吳○鴻 成大 外國語文學系 

楊○緹 臺大 人類學系 宋○育 政大 心理學系 鄭○雅 成大 外國語文學系 

劉○彣 臺大 護理學系 劉○文 政大 心理學系 
更多榜單資訊及學生競賽成果請上網查詢 

http://www.tkgsh.tn.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