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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金霞老師退休(教師代表李美和) 譚金霞老師退休(學生代表李怡周) 

 
 

譚金霞老師退休(常務理事謝樹仁) 譚金霞老師退休(常務理事孫昌樂) 

  
譚金霞老師退休(常務理事王炳堂)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1 班 邵怡安)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1 班 孫承怡)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2 班 李惠玲)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3 班 徐學聖)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2-1 班 高懿風)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3 班 呂周雲)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2-2 班 楊侑潭)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2-3 班 姜譿允)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2-3 班 王翊庭)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1-1 班 王曉君)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1-3 班 董禮芫)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3-1 班 谷美延)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3-1 班 賀建愷)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3-2 班 劉文靜)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3-3 班 李惠媛)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3-4 班 朴智潤)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2-1 班 柳奈延) 

  

頒發 102-1 學年度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狀 頒發 102-1 學年度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狀 



 
頒發 102-1 學年度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狀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1-2 班 宇彩儀)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1-3 班 金裕正)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1 班 劉中偉)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2 班 楊慧珍)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3 班 王景熹) 

  
頒發 102-1 學年度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狀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2-1 班 趙敏智) 



  

頒發 102-1 學年度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狀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2-3 班 杜承穎)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2-3 班 張鈞輪)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1-1 班 鄒佩芳)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1-3 班 朴倩儀)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1-3 班 全麗娜)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3-1 班 董禮菱) 頒發 102-1 學年度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狀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3-4 班 朴恩卿)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2-1 班 楊  明) 

 
頒發 102-1 學年度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狀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2-3 班 洪明輪) 

  
頒發 102-1 學年度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狀 頒發 102-1 學年度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狀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1 班 金珍榮)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1 班 偰又仁)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2 班 張智慧)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3 班 曲德運)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3-3 班 李夏娜)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2-1 班 于秀容)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2-2 班 李怡周)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2-3 班 孫上智)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2-3 班 鄭嘉成)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高 1-1 班 陳生昌)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3-1 班 裴彩元)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3-4 班 洪旼慶) 

  
頒發 102-1 學年度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狀 102-1 成績優秀學生獎狀(初 1-1 班 谷浩成) 

  
頒發 102-1 學年度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狀 初中部唐詩朗誦比賽(2014.04.19) 

  
居善堂獎學金(高 3-1 班 滕林真 2014.05.05) 居善堂獎學金(高 3-2 班 畢靖妮 2014.05.05) 



  
居善堂獎學金(高 3-3 班 王肇韓 2014.05.05) 居善堂獎學金(初 3-1 班 夏遠斌 2014.05.05) 

居善堂獎學金(高 1-1 班 曲憲悌 2014.05.05) 103 學年度海外聯合招生甄試(2014.04.25-26) 

  
103 學年度海外聯合招生甄試(2014.04.25-26) 103 學年度海外聯合招生甄試(2014.04.25-26) 

  
103 學年度海外聯合招生甄試(2014.04.25-26) 103 學年度海外聯合招生甄試(2014.04.25-26) 

 



  
明道大學副校長郭秋勳蒞校訪問(2014.04.01) 國父逝世紀念日獻花致敬(2014.03.12) 

中文硬體字寫字比賽(2014.03.14) 蔣公逝世紀念日獻花致敬(2014.04.05) 

  
書法比賽(2014.03.22) 書法比賽(2014.03.22) 

 
韓文硬體字寫字比賽(2014.04.11) 美術比賽(2014.04.12) 



 
美術比賽(2014.04.12) 美術比賽(2014.04.12) 

  
初中部唐詩朗誦比賽(2014.04.19) 高中部籃球比賽(2014.04.19) 

 
高中部足球比賽(2014.04.19) 初三畢業旅行(2014.04.14-17) 

  
初三畢業旅行(2014.04.14-17) 初三畢業旅行(2014.04.14-17) 



 
初三畢業旅行(2014.04.14-17)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初 1-1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初 1-2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初 1-3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初 2-2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初 2-1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初 3-1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高 1-1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高 1-3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高 1-2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初 3-2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初 3-3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初 3-4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初 2-3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高 2-1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高 2-2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高 2-3 班) 66 週年校慶作品展(海報比賽、高 3-3 班、高 3-2 班)

 

慶祝 66 週年校慶美術作品展(水彩畫) 慶祝 66 週年校慶美術作品展(國畫) 

  

慶祝 66週年校慶美術社團指導老師作品(王克) 慶祝 66 週年校慶國僑辦外派老師作品(王克、張鵬)



  
初中部合唱比賽第一名初 3-1 班(2014.05.03) 初中部合唱比賽第二名初 3-4 班(2014.05.03) 

初中部合唱比賽第三名初 2-1 班(2014.05.03) 高中部合唱比賽第一名高 1-1 班(2014.05.03) 

高中部合唱比賽第二名高 2-3 班(2014.05.03) 高中部合唱比賽第三名高 1-3 班(2014.05.03) 

  
舞蹈社團成果發表會(2014.05.03) 慶祝第六十六屆校慶(2014.05.05) 



 
慶祝第六十六屆校慶(2014.05.05) 第六十六屆校慶(孫樹義校長致詞 2014.05.05) 

 
 

校慶(漢城華僑協會李忠憲會長致詞 2014.05.05) 校慶(論山女商朴華淵校長致詞 2014.05.05) 

  
頒發感謝牌(楊智強民俗舞蹈教師 2014.05.05) 游晴惠民俗教師海外巡迴教學(2014.04.19) 

 
游晴惠民俗教師海外巡迴教學(2014.04.19) 高中部宋詞朗讀比賽 第一名 高 1-1 趙  穎  



高中部宋詞朗讀比賽 第二名 高 1-2 李玉珍 高中部宋詞朗讀比賽 (2014.05.17) 

高中部宋詞朗讀比賽 第三名 高 2-3 王  哲 2014 共慶中國年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2014 共慶中國年 齊魯文化走進韓國 駐韓國台北代表部梁代表英斌先生蒞校指導 

駐韓國台北代表部梁代表英斌先生蒞校指導 駐韓國台北代表部梁代表英斌先生蒞校指導 

駐韓國台北代表部梁代表英斌先生蒞校指導 駐韓國台北代表部梁代表英斌先生蒞校指導 

駐韓國台北代表部梁代表英斌先生蒞校指導 駐韓國台北代表部梁代表英斌先生蒞校指導 



駐韓國台北代表部梁代表英斌先生蒞校指導 駐韓國台北代表部梁代表英斌先生蒞校指導 

紀念吳長慶將軍逝世 129 周年 紀念吳長慶將軍逝世 129 周年 

 

姉妹校論山女子商業高等學校師生蒞校訪問 姉妹校論山女子商業高等學校師生蒞校訪問 

姉妹校論山女子商業高等學校師生蒞校訪問 姉妹校論山女子商業高等學校師生蒞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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