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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概述 Overview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位於臺中市大里區，

原為國立大里高級中學，2001年設立招生，並

於2014年2月改隸為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為中部地區知名高中之一。學校目前有三個年級，

每年級有普通班13班及1班數理資優班，共計42

班，學生近1,620名。校訓「真、善、美」為學校核

心價值，學校願景和學生學習圖像結合了校訓，

是全體師生努力的目標。校徽則以酢漿草代表，

期許每位學生經過薰陶灌溉後，都能成長而為

社會的棟樑。

 The Affiliated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former National Dali Senior High School ) was

founded in December, 1997.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buildings began on November 9, 2000, with the well-

equipped facilities conforming to the latest education

regulations. The incumbent principal is Mr. Chen Yung-Yen,

who has been at the helm since 2016, endeavors to make this

school a cradle for future leaders. There are now 42 classes,

including 3 classes for the math and science gifted students,

1620 students and more than 100 faculty members. More than

90% of our teachers have master degrees or higher.

Passionate and committed teachers dedicate their time, efforts

and enthusiasm to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and thereby form

strong and stable teacher-student bond.



歷史 History

 1997年，正式籌備設校，校地面積3.2003公頃。

 2001年，開始招生，校名為「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

第一年借國立中興大學雲平樓上課，黃義虎先生為

首任校長。

 2002年，校舍完工，遷回校區上課。

 2004年，設立數理實驗班。

 2005年，班級數確立為每年級14班共42班。

 2009年，獲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計畫補助

 2009年，游源忠先生接任第二任校長。

 2011年，設立數理資優班。

 2014年，改制為「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2015年，與臺中一中、臺中二中、臺中女中、文華高

中合組Taichung Big 5策略聯盟

 2015年，韋金龍教授接任代理校長

 2016年，陳勇延先生接任第三任校長

 In 1997, the preparatory office was set up. 

 In 2001, the school started to enroll students and was named National Dali Senior 

High School. Mr. Huang Yi-Hu, Huang served as the founding principal. Since the 

main buildings of the school were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the students temporarily 

took class in Yun Ping Building, Chung Hsing University.

 In 2002,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buildings was completed.

 In 2004, the education authorities approved the operation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xperimental class.

 In 2005, the authorities sanctioned the size of school to be 42 classes in total, 14 

classes per grade.

 In 2009, the school acquired the subsidy of Optimization Project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09, Mr. Yu Yuan-Chung, took over as the second principal.

 In 201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gifted class was approved.

 In 2014, an affiliation between Dali and Chung Hsing University went into effect. The 

name was changed to the Affiliated Senior High School of NCHU.

 In 2015, signed “Taichung Big5”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Taichung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Taichung Second Senior High School, 

and Wen-Hua Senior High School.

 In 2015, Prof. Wen Chi-Lung, took over as the acting principal.

 In 2016, Mr. Chen Yung-Yen, took over as the third principal.



願景 Our Vision

國立興大附中是一所創新領先、家長信任、社區認

同的區域學習中心。我們擁有熱情合作、互動良好、

身心健康的教育團隊，致力於

 培養學生具備「為學求真、做人求善、生活求美」

的核心素養。

 奠定學生進入國內外頂尖大學的學術基礎。

 引領學生成為與世界接軌的領導人才。

SHCH is an innovative area learning center, 
trusted by parents and recognized by the 
community. We have a passionate, 
cooperative, responsive, and healthy faculty, 
aiming to 

 develop in students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seeking the true in study, the good in 
communication, the beautiful in life 

 lay the academic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to 
pursue further study in universitie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to become the future 
leaders who can reach out to the world.



學校願景 學生圖像



校訓 Motto

真、善、美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Meaning of the School Emblem: The emblem is shaped like books,

suggesting the boundless knowledge that can be acquired through

reading. The contour of the emblem also resembles that of a

sapling, implying that the students will be cultivated into the pillars

of society under the empowering education of the school. To sum

up, the school emblem represents the school’s expectation towards

the students, wishing them all the best for the future.

以書本作為基本造型，強調從書中可以學習豐富的知識，更是說明了從書
本中得到資訊的重要。造型看似小樹苗 (酢漿草)，比喻學生經過學校的薰
陶、灌溉，必定成為社會的棟樑，整體造型的上半部有展翅高飛、鵬程萬
里之意。



環境 Environment

 教學空間

班級教室46間、實驗室7間、電腦教室3間、 特色教

室、STEM+A教室、會議室及文薈廳

 活動中心

演藝廳、育樂廳、游泳池、韻律教室、體能訓練室

 學生宿舍

男女生宿舍，共438床位

 Teaching Area

46 classrooms, 7 labs, 3 computer classrooms, 

Meeting rooms, lecture halls.

 Multifunctional Activity Center

Performance Hall, Indoor court, Gym, 

Swimming Pool, Aerobics Classroom

 Dormitory

438 beds





課程規劃
Course Plan

人文社會班群

數理自然班群

高一 高二 高三

部定必修
國、英、數…

校訂必修
專題研究

多元選修
興趣探索
開設21門

彈性學習
自主學習

團體活動

部定必修
國、英、數A或B…

加深加廣選修 I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探究實作 (必選)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加深加廣選修 II
語文、科技、藝術及綜合領域

(自由選)

部定必修
國、英、數A…

加深加廣選修 I
物理、化學 (必選)

加深加廣選修II
生物、地球科學、科技領域

(自由選)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校訂必修

專題發表

部定必修 (國、英)

加深加廣選修 I
數乙、社會領域 (必選)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加深加廣選修 II
語文、科技、藝術及綜

合領域 (自由選)

加深加廣選修 I
數甲、物理、化學 (必選)

加深加廣選修 II
生物、科技領域、藝術領域

(自由選)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部定必修 (國、英)

多元選修
精進充實
開設21門

補強性選修

補強性選修



學習歷程 E-Protfolio



多元展能 Diversity

興附講堂

興附藝廊

三對三籃球賽

Fun 科學

專題發表



宏觀視野 Perspective

赴日旅行

英越語營

服務學習

美國交流 上海交流

交換學生

國際視訊



學生社團 Club

 服務性

 童軍社、耀昕社、扶少團、紅少服

 學術性

 校刊編輯社、生命科學社、科學研究社、英文會話社、

天文社、心理研究社、財經生活社、議言社、國際交流

社、異想邏輯社

 音樂性

 熱門音樂社、國樂社、管樂社、合唱團、吉他社、流行

音樂社

 體能性

 籃球社、羽球社、熱門舞蹈社、桌球社、排球社、棒球

研究社

 技藝性社團

 電腦研究社、機器人研究社、漫畫研究社、電影研究社、

新聞廣播社、烹飪社、BeatBox 社



教學團隊 Teaching Team

國立興大附中教學團隊年輕、認真、熱情，且教學能力佳，歷年均獲得各
界肯定。

讓愛蔓延教學團隊獲教育部教學卓越團隊金質獎

教育部師鐸獎

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獎

杏壇芬芳獎

臺中市優秀教育人員



學生表現 Student Performance

 國立興大附中的學生不僅在升學表現上優異，在各個領域表現也相當傑出，除國語文、英語
文、數理等學科領域競賽或科展經常獲得優異獎項外，在美術、音樂、體育等方面亦相當優
異。

 2014年，興大附中學生參與NASA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探索小行星計畫，發現稀有的半人馬
小行星，是史上首次由高中生發現之古伯帶天體，該小行星最後由發現之學生命名為「燭龍」，並
刊登於2019年之小行星天文通告；

 而學校合唱團更是遠近馳名，聲名遠播，歷年在全國合唱比賽連年績優，不僅獲邀至國家歌劇院、
國家音樂廳等各地表演，2017年參加新加坡東方歌韵合唱比賽，與來自全世界58隊的合唱團互相
比賽，獲得總成績第二名的佳績，指導老師徐惠君並獲得最佳指揮獎。

 學校的國際視訊團隊也是學校重要特色，2016年學校更因此獲得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績優
推動學校。



榮譽 Honor

 國立興大附中辦學優異，因此贏得各界許多肯定，是個師生朝夕相處，其樂融融、群策群
力、積極樂觀進取、活潑自然的優質學校; 一個提供學生夢想發展，有幸福感的學校。

 2016年 教育部推動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2017年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校評鑑 優等(最高榮譽)

 2017年 教育部服務學習績優學校

 2018年 全國體育運動績優學校

 2019年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評鑑 一等(最高榮譽)

 2019年 全國績優圖書館



聯絡資訊 Contact Information

幸福興附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happyshch

幸福興附粉絲頁學校網站

https://www.dali.t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