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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教育局回覆本會抗議特招比例不公全文

校友會發函北市教育局抗議特招比例不公，教育局已公文回覆，本會將針對回函討論並

再提出抗議。全文如下所示︰

一、本市「高中職領先計畫」並無設置輔導委員，各高中職發展校本課程乃依各校願景

    目標，由學校帶領行政及教師團隊，以「學生學習及學校亮點」為核心，進行增能

    與專業對話。

二、又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略以：「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三、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

    或其他準備作業。⋯。」爰本局未便提供本區高中職特色課程招生審查會委員名單

    ，敬祈諒察。

三、教育部訂於103學年度辦理12年國民基本教育，函請各招生區進行特色招生申請，103

    學年度由本局主政規劃基北區共同招生區之招生審查業務；本局辦理此次特色招生

    名額審查，先於102年1月召開說明會（貴校此場次亦有與會，說明各校申請特色招

    生名額應備之資料及審查程序，另本案委員會包含三市之教育行政機關代表、專家

    學者代表、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及行政機關代表等與會，其中審查課程之專家學者

    占委員人數半數以上。委員均採獨立審查，採合議審核議決。其中過程不可謂不慎

    ，且本案已經 貴校主管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正式公文核定。

四、素聞 貴校優良學風及傳統，貴會之成員多為有識之士及社會重要中堅份子，應全盤

    瞭解特色招生名額核定過程之全貌，非由部分事實直接認定，本局對於 貴會未能理

    解本次特色招生名額核定過程，深表遺憾。

創刊日期:民102年7月26日/發刊日期:民102年9月18日 

發行人:H572黃聖富 總編輯:H869吳宗翰 責任編輯:H796黃一鵬



編按:台北市教育局於8月27日公布名額，本會與校方仍努力中 

基北區明星高中特色招生名額如下所示:

103年度基北區辦理特色招生學校名單及名額

WE NEED YOUR HELP
附友會訊電子報徵稿開始囉！歡迎各位校友分

享各種附中的大小事讓大家知道，只要是跟附

中、校友相關即可，若有學長姊願意提供各式

商品服務折扣優惠的，也歡迎將優惠消息跟我

們說，讓跟多附友享受優惠！

來稿不限字數，歡迎附圖或影片檔，投稿請寄

alumnihsnu@gmail.com，並註明姓名及身分:

班號、師長、附友!(電子報編輯小組保留修改

及刊登之權利)有興趣加入電子報編輯小組的也歡迎自我推薦!!!      (圖:H869吳宗翰)



H1023 裘怡婷 

9月29日星期日早上十點，校友會預計舉行理監事聯席會議，歡迎本會會員報名參加，尚

未入會的校友們也歡迎該日前往申請入會。

欲報名者煩請與H746徐子雯學長報名(tsiwen@hotmail.com)，欲提案者務必出席，並請

於在會議一週前將提案單及相關資料寄給子雯學長，俾利準備會議資料及控制場地人數。

提案單於附檔，歡迎會員們下載踴躍提案。

開會事由：本屆校友會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2年9月29日（星期日）上午10時00分

開會地點：師大附中新北樓2F視聽教室二(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43號)

聯絡人電話及Email：秘書長 徐子雯/0920255561/tsiwen@hotmail.com

9月29日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歡迎校友報名參加

招 兵 買 馬
熱情的校友們不知道自己可以幫忙些什麼嗎?

我們目前有諸多小組需要熱心的校友一同幫忙!

有興趣的歡迎email至alumnihsnu@gmail.com，我們將專人與您聯絡!!

目前急需人手的小組有:

附友會訊電子報工作小組-發送各種附中及校友訊息給訂閱電子報的校友們

附中校友籃球、排球嘉年華-舉辦明年228、331兩天的籃排球活動

全國大專院校聯誼小組-建立與全國各大學附中校友會溝通聯誼橋梁

校友會網站工作小組-協助建立與維護更新校友會網站

若您有更多想法，歡迎與我們聯絡，我們將協助成立工作小組與執行!! 



H981 楊程翔 

2014 第一屆師大附中校友日之籃球、排球嘉年華



H796 黃一鵬 

畢業已26個年頭的572、573、574、577、583、589、594、610校友學長姐們於8/10(六)

在母校附中舉行聯合運動同樂會暨聯合同學會，活動分為下午場的運動同樂會，及晚上

的晚宴餐敘聚會，活動內容有：三對三籃球比賽及罰球線投準賽、中場休息時享受美味

點心及清涼飲料、在附中校園遙想當年高中生活附中泳池游泳、晚宴於福華飯店聚餐，

活動內容溫馨、充實、愉快，活動結餘款項共計5697元，全數捐給校友會奧林匹亞培訓

專款。

臉書社團-五湖四海附中人-舉辦光輝十月喜相逢的聚餐活動，主要是光輝十月有許多校

友將回國參加國慶，特舉辦聚餐大家一起同樂，歡迎校友們一同參加。聚餐將於10月12

日中午十二點於台北市政府元福樓舉行。有興趣的校友請至社團報名參加。

聯合同學會，一起玩附中

預計於明年2月28日、3月1日舉行的籃球、排球嘉年華即日起接受線上報名，歡迎有興趣

的校友們線上報名。

報名網址為:http://www.bsaila.com.tw/cup/index.aspx?bsid=80322

(圖:H577 劉興祁)

光輝十月喜相逢

籃球、排球嘉年華即日起接受線上報名



H869 吳宗翰 

儘管我的年代是傳說中的五十周年校慶，但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六十周年校慶。

為什麼呢﹖記得高二五十周年校慶時，國文老師出的作文題目就是校慶感想之類的，我

文章寫說︰「看到那群四五十歲的學長姊在校園走著，我也忍不住想自己十年後、二十

年後會是什麼模樣。」沒錯，年輕人總是想太多，以為十年很漫長，當年十七歲，二十

七歲時會有怎樣的頭角崢嶸––呵，我現在可以告訴十七歲的自己︰你二十七歲時別說

什麼取得國外博士學位，還是知名企業高階主管，只是一間大學研究室的小小助理，而

且六十周年校慶時還在台中深山做實驗，整個人快崩潰瘋掉了！

崩潰的引爆點正是六十周年的守夜活動。那天一大早，我的手機響個不停︰高中同學、

大學附中山、大學系上家族（沒錯，講求不純斷頭的全附中家族）、不知哪邊認識的附

中狗黨，大家都在問一件事︰回附中了沒？

我知道這一天很重要，所以當初要到深山做實

驗的事情被我用各種理由杯葛︰什麼要先在山

下做好萬全的測試、當天天氣預報下雨、我要

回家掃墓......怎知我想的理由跟濁水溪的石

頭一樣多，我的小組長這天要到深山做研究的

決心比奇萊山還堅定，就這樣載著儀器前往台

中的山裡面。                             (圖:H869 吳宗翰)   

我們的研究小組有四位，因為實驗需要輪班，所以我們分成兩組，我跟小組長分屬不同

組，巧的是︰跟我同組的也是附中人，因此我們心照不宣，盤算著怎樣從深山脫逃。

我們盤算著開車回台北用飆的大約一個半小時可以衝回去，所以首先要取得輪早班–早

上七點到晚上七點，這樣的話最慢九點可以到附中，這時間還可以接受。所以一早拼命

釋放訊息說要準時輪班，對大家好、對實驗好、對研究好––可是儀器在傍晚故障了！

我的六十周年附中校慶



 

這儀器只需要一個人維修即可，可是小組長堅持所有人要在場。就這樣，我跟同事兩人

急也沒辦法，不時地接受奪命連環摳，就這樣，折騰到十一點終於願意放我們休息了。

我跟同事討論了一下––對，就是不爽這天不能到場！我們就是鐵了心要回附中，管他

什麼演唱會還是晚會，反正這天守夜就是要到場就對了。可是要給個回台北的藉口，萬

一半夜狂摳怎麼辦？

我們來回踱步，想到底該怎麼處理比較好，隨

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豁出去撥了電話︰「

我阿嬤在浴室跌倒了送醫院，不曉得能不能撐

到早上，所以我要趕回去看她！」

別跟我說這是什麼蠢理由，管你信不信，反正

我就是信了！我阿嬤就是跌倒，我就是要去附

中–不，醫院看阿嬤！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

養而親不待，我 最 愛 我 阿 嬤！兩個人就

這樣夜車狂飆，踏進附中已經是凌晨一點了。

工作了一天又這樣熬夜，老實說裡面有哪些活

動我記不得了，好像有遇到哪位朋友什麼的，

我也不是很確定。我倆逛到四點左右便回到車

上補眠，凌晨五點再開車回到台中的深山裡。  (圖:H869 吳宗翰)

不知道是大家習慣了附中怪人多還是怎樣，我將這故事說給朋友聽時，他們竟然認為因

為是附中人，所以這種蠢事很合理。唉，我只希望七十周年的時候可以心平氣和地參加

各種活動，不用再這樣瘋狂的趕行程了！



H466 侯福義
為提升母校學弟妹「高中奧林匹亞及學科能力競賽」成績，校友會成立獨立帳戶向校友募款，專款專用

於補助培訓所需之經費，各科統整共預計需新台幣519,100元。至9/12 止 捐款合計新臺幣 408,056元

，接近所需款的五分之四，請各位校友，繼續踴躍支持，慷慨解囊。捐款人名冊如下:

6/25 五湖四海附中人 660 (聚餐結餘)、7/03 林志鴻 (519/517) 5,000、7/05 張家銘 (H844) 10,000

、7/05 林志銘 (H844) 10,000、7/05 舒雨凡 (H844) 10,000、7/05 張 立 (H844) 10,000、7/05 

黃聖富 (H572) 12,000、7/05 侯福義 (H466) 30,000、7/08 曾慶正 (H192) 30,000、7/10 柯建仲 

(H747) 5,000、7/22 李挺生 (H450) 30,000、7/25 郭志成 (H469) 5,000、7/25 溫登宏 (H471) 

5,000、7/25 熊培霖 (H233)、10,000、7/26 蔡繼元 (H580) 1,000、7/29 王如文 (H621) 3,600、

7/30 姚(鄒)怡然 (H473) 5,000、7/31 胡天爵 (H233) 10,000、7/31 劉駿豪 (H589) 10,000、7/31 

游琬如 (H589) 30,000、8/01 楊弘道 (536/533） 5,000、8/05 莊子慧 (H545) 5,000、8/08 屈立楷

(H551) 10,000、8/09 方立安 (民國38年高中部 和班畢業） 5,000、8/11 徐子雯 (H746) 10,000、

8/12 『572,573,574,577,583,589,594,610 聯合同學會聚餐結餘款』5,697 、8/12 姚志豪 (H611) 

3,000、8/13『 H454同學會 』 30,454、8/19 吳亞翰 (H1016) 5,000、8/20 林偉達 (H526) 3,000、

8/20 邱惠美 (H543) 10,000 、8/21 周柏遠 (H927） 5,000 、8/23 張哲挺 (H783文) 10,000 、8/24

 葉光大 (H566)10,000、8/26 彭興漢 (H644) 5,000、8/27 林憲政 (H562) 10,000、8/29 郭逸宏(H757) 

1,000、9/01 鄭永志 (H547) 2,159、9/02 呂青峰 (H523) 3,000、9/03 張玉人 (H638) 12,000、9/04

康明維 (H764) 8,240、9/08 黃一鵬 (H796) 1,796、9/12 李挺生 (H450)15,450 ~~ ( ※第2度捐款 )

捐款注意事項

1)校友捐款~臨櫃匯款~~ 008(華南分行) (信維分行) 帳戶名稱: (中華民國國立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校友會)

2)ATM匯款~008(華南分行) 149100100796 附註: 請寫上 匯款人姓名

3)開立支票捐款: 抬頭請寫全名 008(華南分行)(信維分行) 149100100796 『中華民國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友會』

轉帳匯款之後，請e-mail : hsnu_1111@hs.ntnu.edu.tw告知校友會並留下捐款單據後5碼

，及收據開立的(抬頭)、(寄送收據的住址) 及捐款人的附中班號 只要帳號正確即可匯入

，附記~請改寫捐款人姓名，不需再寫(奧林匹亞)

PS:請 8/12 捐款 3,000元(末五碼94078)的校友， 及 8/19 捐款 5000元 (末五碼33462)

校友跟校友會專款小組聯絡，以便登錄及寄發收據

奧林匹亞培訓專款專用經費捐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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