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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二月十三日，欣逢彰化女中九十四週年校慶，再過六年彰化女中即將

舉辦百年校慶，邁入百年名校之林。彰化女中具有優良的傳統、優質的校風，培

育出眾多各界優秀的人才。個人經常在許多場合遇到校友告訴我「我是彰女畢業

的」或是校友的先生告訴我「我的太太是彰女畢業的」，言談之中，校友們自信

的笑容展現出曾經身為彰女學生的驕傲。這是校友及社會各界對彰女優良校風的

高度認同，彰化女中在校友的生命中更具有特別且重要的意義。

優質校風  潛移默化
優質的學校文化是學校是否能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文化之於學校，正如人

格之於一個人，學校文化是長期發展型塑而成的。龍應台女士在《百年思索》一

書中提到：「文化如透明的細瓷，一不小心就會粉碎，一旦嘩啦落地，又得從頭

來過，匍匐在地，從掘泥開始。」已有九十四年歷史的彰化女中，優良的校園文

化與校風正待我們加以延續與開創，許多的夢想正待我們努力去追尋與實現。

優質校風的建立需要長久的時間，校風的影響力是潛移默化的、是長遠的。

洪蘭教授在「理直氣平」書中提到：「初進北一女時，不知天高地厚，很想玩，

因為遊戲實在比讀書有趣；但是找不到玩伴，校園中都是琅琅讀書聲，如果不讀

書，鶴立雞群，自己覺得很突兀，只好拿起書來假裝讀，久了，習慣成自然，就

養成讀書的習慣了。」這就是校風的影響力。荀子曾云：「蓬生麻中，不扶而

直。」蓬草一旦生長在麻田中，不用特別去扶它，它照樣隨著麻樹，長得又挺又

直。這譬喻告訴我們，環境是如何深刻地影響每一個人；同樣的，校風對學生的

影響力是長久且深遠的。

《攀峯》一書作者朱仲祥先生曾言：「態度，決定了一個人的高度」。對彰

女的同學而言，提高生命的熱情與價值，培養正向積極的態度，格外具有深層的

意義，因為同學們在未來都將是各行各業的菁英、國家社會的女性領導者，擁有

更多社會的期待與責任。期盼每一位彰女的同學們，從自己本身做起，存好心、

說好話、讀好書、練好身、做好人。今日你以彰女為榮，明日彰女以各位為榮。

齊心協力  同心同行
個人接掌彰女校務轉眼已過一年，這些日子，自許要努力投入校務工作也融

入這個大家庭。我喜歡漫步在校園中，與老師及同學道早問好，感受花香鳥語、

葉綠枝茂與琅琅書聲，浸潤在學生日新又新成長的喜悅。全體教職員工的用心與

努力，展現彰化女中團隊的效能與教學成效，締造優異的升學績效，學生在各項

競賽亦屢獲佳績。

來到彰女，個人深刻體會到家長會與校友會是學校背後的二大支柱。家長

會長團在黃石城團長及副團長林珠蘭女士的號召之下，歷任會長皆持續關心校務

發展，亦慷慨解囊、挹注資源支持校務。家長會陳泉嘉會長過去一年來熱心關心

校務發展與學生學習，足跡遍布校園，舉凡各項師生活動與會議均親自出席，關

心老師、鼓勵學生；甚至颱風日臨時停課亦親自到校，與校長及處室主任關心學

生放學與校園防災情形。他的真誠用心與溫馨關懷，獲得全體家長委員的高度認

同，連任一百零二學年度家長會長。家長會及會長團對學校的全力支持，個人銘

感在心，更是學校最堅實的後盾。

校友會方面，自彰女全國校友會成立以來，在創會理事長林理悧女士、前

任理事長黃淑娟女士和現任理事長翁金珠女士的帶領下，對學校貢獻良多，校友

廖林蔡雲女士、丁清霜女士、謝阿柳女士、丁貞琬教授、吳綿珍女士、林雪華女

士……等人均慷慨捐款，解決學校許多經費困難之處，更定期頒贈獎助金嘉惠學

妹。現任翁金珠理事長，曾任彰化縣長、立法委員及文建會主委等要職，長期不

遺餘力推動教育及藝文活動，她的用心與熱情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翁理事長及

校友會理監事的努力奔走之下，紅樓第二期整修工程已經獲文化部及彰化縣政府

補助經費，校友會亦捐贈配合款，即將於年底完成工程發包，紅樓展現新風華指

日可待。校友對母校的濃情高誼，殊為感人，更是學校永久的寶藏。

花若盛開  蝴蝶自來
最近看到一篇網路文章名為「花若盛開 蝴蝶自來」，頗有寓意與啟發。

曾經，有一個人為了得到美麗的蝴蝶，便買來一雙跑鞋、一只網子，穿上運

動服，追逐奔跑了很久，终於在氣喘吁吁、滿頭大汗中抓到幾隻。可是蝴蝶在網子

裡恐懼掙扎，絲毫沒有美麗可言。一有機會，蝴蝶就會飛走。這就叫“追求”。

另一個人也很喜歡蝴蝶，他買來幾盆鮮花放在窗台，然後靜靜地坐在沙發上品著

香茗，望著蝴蝶翩翩而來，心情猶如吸蜜的蝴蝶。這就叫“吸引”。”追求”，

是從自我的角度考慮，忽視了事物终在的微妙規律，所以常常事與願違。”吸引

”，則是從完善自我、奉獻自我出發，順應了天理，投其所好，因而皆大歡喜。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即將於一百零三學年度實施，本校全面以免試入學招生，教

育現場與招生型態的驟變，諸多不確定的因素可能帶給我們不可知的衝擊。然而，只

要我們本著珍惜每一個孩子的教育愛，營造彰化女中成為一個學習環境優質、教師教

學認真、校園友善溫馨的教育園地，珍惜並竭盡所能的教育每一位彰化女中的學子，

自然能吸引優秀的國中畢業女生進入本校就讀。彰化女中要在既有的優勢下，強化營

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拿出方案、做出績效，方能贏得國中肯定、家長信任、學生嚮

往，這是彰化女中再度攀升高峰的重要關鍵。

個人懷抱全心投入的態度與深切的自我期許，期盼持續與全校教職員工深度

對話、建立共識，進而倂肩努力。在此，感謝各位師長們的教育熱忱和愛心、辛勞

和付出，也感謝校友會及家長會的支持。期盼與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一起生活、互

相談心、追求成長，共創彰女美好的未來，傳承優良校風，邁向百年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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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區「地區團體優良獎」
215班
張雅琳、張嘉芳、詹雅如、楊旻珂、施敏婕、洪宜琦、蕭茗尹、
徐貽亭、張勻薰、邱婉如、許庭瑜、何欣容、鄒佳紋、李品臻、
李孟柔等同學榮獲

台中地區「地區團體三等獎」、「全國團體銅牌獎」、
「女生特別獎一等獎」
315班
王翎庭、林妍芸、李珮欣、鐘孟鈺、蘇仟惠、蕭晏竹、劉芷廷、
劉芷伶、楊梚婷、廖育萱、陳姿佑、李子瑩、楊品婕、林亭妤、
陳亦抒等同學

恭賀！廖盈潔教官榮獲
教育部102年度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教學卓越獎優等(第一名)

▲TRML數學競賽鄭曜忠校長和陳泉嘉會長頒發獎金

101學年度參加全國或地區性數理類競賽優秀成績
類別 名稱 獲獎類別 參加學生 指導老師

自然學科
2013年國際奧林匹克

機器人大賽
彰化縣校計盃選拔賽

優勝

215何欣容、張勻薰、鄭云筑、
張嘉芳、張雅琳、徐貽亭、201
王詠萱、施妙穎、204林芳汝、
206陳吟綺、202劉宜臻、201鄭
羽鈞、207吳劭筠、207江妍蓉

張志文
李建嶠

自然學科 2013年海峽兩岸力學
交流暨中學生力學競賽

理論競賽銀獎、
實驗競賽銀獎 315 蘇仟惠 馬群樺

自然學科 2013年智慧鐵人競賽 國內高中職
五專組亞軍 315李珮欣、王翎庭 馬群樺

自然學科 第53屆第3區科展 生物科佳作 304廖彩玲、306黃薇諠、
308連緯茜 賴杰治

自然學科 第十屆清華盃化學競賽 銀牌、銅牌 315李子瑩、315劉芷廷 江易霖

自然學科
2014第15屆亞洲

第45屆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國家代表隊

選拔初選入選
315李子瑩、315劉芷廷

315蘇仟惠 馬群樺

語文類

彰化縣語文競賽作文 第一名 215施敏婕 林怡君
彰化縣語文競賽字音字型 第二名 215何欣容 黃滿造

彰化縣語文競賽閩南語朗讀 第二名 215蔡宗儒 陳瑩嬑
彰化縣語文競賽閩南語演說 第二名 213洪莉婷 陳慧文

彰化縣美術比賽西畫類 第二名 110胡書瑜 張盈惠
彰化縣美術比賽書法類 第二名 110胡書瑜 張盈惠

全國高中英語演講 中區優勝 313郭佳昀 張玉娟
全國高中英語單字 中區二等獎 313曾鈺芳、308施雅婷 洪淑卿

102學年度全國語文競賽
賀！313黃仕旻 國語演說 勇奪 第一名
賀！314楊采軒 國語朗讀 勇奪 第四名

感謝馮慧慈老師、黃琬甯老師、蔡其蓉老師
辛苦指導

榮獲

「女生特別獎一等獎」、

「全國團體銅牌獎」、

「地區團體三等獎」、

「地區團體優良獎」。

感謝蕭碧鳳老師、丁麗雪老師與洪榮平老師辛苦指導！

『2013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勇奪冠軍
冠軍
215李品臻、林玟廷、施敏婕

最佳應答獎
215施敏婕

台灣區高中數學競賽（TR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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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百多名學生、兩百多支隊伍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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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月9日至11日，全國高中及高職對校刊編輯有興趣的學生齊聚一堂，由國立

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承辦，亞洲大學協辦，展開為期3天的「青花筆鋒」校刊編輯研習營，

國教署吳清山署長蒞營勉勵大家：「多閱讀、多學習、多思考，成為開口能說、伸手能

文的現代公民。」

在研習之前，由彰化女中主辦學生校園刊物競賽，各組包括高中及高職書刊128件、

報紙27件、電子刊物8件，經過17位學者專家嚴謹的評審，評選出金質獎、銀質獎、銅質

獎、佳作、文編獎及美編獎等各類獎項。

此次校刊編輯研習營課程包括：國寶級文學家黃春明為學子們演講「生活與創

意」，其他優質講師包括天下文化林天來總經理主講「相信文字、相信閱讀」、幼獅

文化事業劉淑華總編輯主講「專題企劃與標題製作」、潑墨數位丁永照主任主講「電

子書軟體製作」及「電子書軟體試作」、壹週刊總主筆王宛茹主講「編輯採訪理論與

實務」、士林高商廣告設計科呂靜修主任主講「編輯概念、流程與企劃」及「版面設

計」、安溪國中吳俊叡老師主講「誰是接班人」等；讓學員瞭解校刊從無到有的歷程。

此外，更安排由吳俊叡老師主講與指導的「世界咖啡館」活動，提供一個智慧匯集的平

臺，讓參與者在舒適宜人的環境中打開話匣子，並全心投入對話，對校刊編輯產生新的

想像，對未來產生改變的行動力。此暑假中豐富的編輯之旅，盛會難得，全國高中職負

責校園刊物編輯才子才女們均有一次不同凡響的饗宴，滿載而歸。

感謝家長會所有委員的相挺，鄙人得以連任彰化女中102學

年度家長會長。過去一年來，我帶著誠惶誠恐、如履薄冰的心

情，深怕辜負家長會的重託。很慶幸，從校長、各處室主任及老

師對家長會皆大力支持與尊重，也感謝家長會副會長：蔡麗娟女

士、賴春淵先生、陳素敏女士，常務委員：許書租先生、黃美棠

先生、朱清豊先生、黃火城先生、尤文勝先生、白豐誠先生、

楊浩任先生、劉峯吉峯先生，及所有委員夥伴們，感謝你們一路扶

持，出錢出力無私的奉獻，才能讓會務得以順利推展。

其實，一路走來，收穫最大的應該是我自己，我深刻體會

到，合作可以成就任何事情，成果也才能圓滿。這一年來，家長

會做了很多事情，像鴨子划水，不求人知，而家長會和學校都是

為孩子未來幸福而努力，是緊密的夥伴關係，只要我們同心協

力，共同合作，孩子、學校、以至社會的未來都是幸福的。

未來，家長會仍將繼續發揮「教育園丁」的功能，並支持學

校貫徹12年國教重要課題：扶助弱勢、珍惜菁英、重視多數。期

望每一位孩子都擁有自己的一片天，未來能發光、發熱，造福更

多人，我們也要為孩子規劃出最能適性揚才的優質教育環境，盡

心盡力，一本初衷，無怨無悔。

成就每一個孩子，未來的一年，就讓我們攜手共進，繼續面

對挑戰，達成使命，感謝各位。

為有效推動教師社群之運作特邀彰化

師大林國楨教授〈中〉蒞校專題演講

教育部生質能源
巡迴列車102.10.26

青花筆鋒研習營天下雜誌林天來總經

理〈右2〉專題演講「相信文字、相信

閱讀」，並贈送專書一千本
黃春明大師與鄭曜忠校長合影

▲國教署吳清山署長頒獎

致贈亞洲大學感謝匾額右起國教署

吳清山署長、亞洲大學蔡進發校

長、本校鄭曜忠校長全國校刊競賽評審會場 全國校刊競賽評審會議

『感恩』一起走過從前，

      『共勉』攜手共創未來      

青花筆鋒

日本松本齒科大學留學生課酒井康成主任

〈左1〉齒學部長長谷川博雅〈左3〉臨床

教授林于昉〈右2〉參訪本校與鄭曜忠校

長及張晴晴組長合照

家長會陳泉嘉會長〈右2〉

與蔡麗娟副會長〈左1〉

祝福高三同學包高中

端午送粽祝福
高三同學金榜高中
102.6.4

日本松本齒科大學
拜訪本校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學習領導與教師社群力之展現
102.9.7

恭賀!陳泉嘉先生連任102學年度家長會會長

同學專注聆聽教授講解

TRML數學競賽發指導老師獎金

頒發學測成績優良獎

赴日教育旅行

聖誕節與校長盛裝發糖果，受到

學生熱烈迴響

與鄭校長及丁主任拜訪國中校長

頒發教職員工生日禮券

學生DIY生質能小火箭

成果優秀者頒獎

▲來自全國高中職共286位師生(老師28人、學生258人)齊

聚建築宏偉、校園壯闊優美的亞洲大學參與此一盛會

彰化師大高瞻計畫總計畫主持人吳仲卿教授

〈左三〉及理學院洪連輝院長〈右五〉蒞臨

與本校行政同仁及教師座談並建立合作平

台，共同推動綠色能源、奈米科技及地理資

訊系統（GIS）課程實驗計畫

彰化師大高瞻計畫
策略聯盟102.10.15

家長會長

陳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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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典禮主題為「機場」，意在歡送畢業生「乘風遠颺」。

典禮入場之前每一位畢業生均領有一本「畢業護照」，由班導

師蓋上「入境」章，典禮完畢再蓋上「出境」章，而現場服務的同學

一律穿上空服員的制服，校長則以「機長」的裝扮主持典禮，典禮

尾聲，校長更率領所有處室主任合唱一首「Pround Of You」獻給所有

畢業生，將典禮氣氛帶到最高點，特別的設計讓所有來賓家長均感驚

喜，學生更是情緒高昂，典禮在歡樂中順利完成。

101 學年度
        畢業典禮「機場」102.6.11

▼回收木條搭成遮蔭車棚 ▼回收木條製成休閒椅

▲校園角落 ▲綠意盎然奐然一新

▼小橋流水如詩如畫（橋樑鋼板補強）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體課程
研習專題講座102.7.10

102學年導師研習
日期：102.8.9地點：明道大學

朱順發教官指導學生勇奪彰化縣第三名 漆彈競賽同學全副武裝準備

與會講師及貴賓：上從下慈法

師、國教署人事室邱東坡主任、

溪湖高中林賜郎校長、本校人事

室姚美慧主任

溪湖高中林賜郎校長專題演講

「領導與溝通」

新竹綠世界歡樂大合照 擂茶優勝陳昌田先生、李麗

珠小姐與校長高興合影

校友會翁金珠理事長〈右1〉黃啟芳

建築師〈右2〉鄭曜忠校長〈左1〉

黃淑娟前理事長〈左2〉審查紅樓規

劃案

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由光啟高中邱

信雄老師專題講

解本校參加評鑑

人數已達60人

102.8.19中興高中參訪合照

關西煮仙草笑開懷

陳泉嘉會長和鄭曜忠校長親自參加

實彈射擊戎裝與參加老師合影總指揮官莊輝雄主教嚴謹督導

漆彈嘉年華102.7.9

▲典禮上校長率領所有主任以一
首「Proud of you」祝福畢業生

會場盛況

▲

▼

快
樂
畢
業
生

▼

畢
業
生
致
詞

本學年新生始業輔導為讓新生充分認識學習環境，特由二日增為三日。活

動中校長以「給十五歲的自己」為題專題演講，勉勵新生「探索多元智慧，天生

我材必有用」、「人生是一個旅程，充滿成長的機會」、「生命無價，開展天

賦」，更聘請社會傑出人士專題演講－江秀真老師「勇敢追夢超越極限」；培英

國小柯伯儒校長「志工服務學習分享－教室外的天空」；校醫張豐富醫師「健康

自我管理」，對於校內各社團亦充分給予介紹，活動第三日更安排周全的健康檢

查及CPR研習，徹底為新生健康把關。

最為特別的是安排了「與未來有約活動」，由每一位新生將自己三年後的志願

寫在小卡片中，全班收集裝入「時光膠囊」小瓶內，由各班導師與班級代表放入特別

準備的狀元紅甕中，迨三年後畢業前再開啟，自己對自己的期許，最能激發向上的動

力。所有新生均認真聽講、研習，對於學校精心安排及學姊熱情演出無不興奮不已。

102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
102.8.26-28

輔導學姐小燈塔（應屆畢業
生）與高二小蠟燭合照

CPR研習實作 鄭曜忠校長-
「給十五歲的自己」專題演講

開幕式校長致詞

CPR研習認真聽講
學生踴躍搶答

實彈射擊102.10.23

公務人員研習102.7.19

校園「綠」美化成果

102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102.4.28 優質學校標竿學習之旅
102.12.2溪湖高中參訪合照

紅樓規劃會議102.9.9

「與未來有約」校長、阮惠真導師和同學一
起將「時光膠囊」放入「狀元紅」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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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長野縣Excellent高校安藤副校長、各位Excellent高

校的老師、同學、本校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首先，歡迎來自日本長野縣Excellent高校的師長與

同學蒞臨本校交流參訪。

2012年11月，貴校五味校長帶領貴校師生，蒞臨本

校交流參訪並簽訂姐妹校盟約，這是兩校進行定期教育參訪與深度

學術交流合作的開始。

今年1月，本校師生到貴國長野縣及貴校參訪，非常感謝長野縣觀光

局及貴校師生的熱情接待，讓我們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而且受益良多。

本校所在的彰化縣政府非常積極推動城市外交，於2011年11月與

長野縣簽訂合作備忘錄，彰化縣與長野縣在教育、文化、農業等方

面已有多項的交流合作。

Excellent高校建校已61年，誠如貴校校徽上的梅花所代表堅強的

毅力，在全體師生共同的努力與堅持，才有今日優異的成果；我相

信貴校未來必能如松本城一樣名揚日本。

本校師生非常重視這次的交流，坐在場內的是本校二年級同

學；稍後，貴校同學將與我們全體高一共15個班的同學分組交流，

活動內容完全由同學自行設計。

傍晚開始的homestay活動及明天的參訪，則由本校學生與家長擔

任接待。約一個月前，我們已洽請教育部派講師為家長辦理接待家

庭的培訓研習。我們的家長與學生們都非常重視這次的交流活動，

非常期待各位的到來。

個人也期許本校的同學們能以國際觀的視野、謙和大方的態

度，向國際友人展現彰化人的真摯誠懇與寬宏的格局，為臺灣與日

本的友誼搭起最美麗的橋樑，進而與世界接軌。

最後，請各位同學好好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多觀察、多體驗

台灣的人文與特質，祝大家平安健康、滿載而歸。謝謝！

101學年度赴日教育旅行

張晶惠同學是視障全盲生，但

她多方嘗試努力學習，熱愛生命關

懷社會，積極投入各項公益活動擔

任志工，並經常透過自身的經驗鼓

勵別人，帶給他人歡樂與希望，此

次榮獲總統教育獎之殊榮，全校師

生均為之感到興奮鼓舞。

張晶惠同學
榮獲101年度總統教育獎

101學年度

▲台灣赴大阪大學留學生心得交流

▲大阪環球影城

▲大阪古城

▲日本京都古色古香的街道

▲與姬路西高校學生歡喜交流

鄭曜忠校長
與姬路西高
校藤井校長
互贈禮物

▲李冠瑩、林憶君、汪為婷、劉育
吟弦樂四重奏

▲感恩音樂會陳泉嘉會長伉儷與
鄭曜忠校長伉儷溫馨合唱

▲跆拳社同學盛情演出

▲美麗的主持人-趙家鈞、趙云瑄

▲賴穎瑄、賴穎慈雙姝二重唱

▲舞研社熱力四射演出

【
特
優
】
趙
家
鈞

【
特
優
】
楊
筑
雅

【
特
優
】
張
雅
琴

【
優
選
】
黃
佳
緣

【
特
優
】
吳
宜
穎

【
優
選
】
皇
冠
妤

藏 書 票 設 計 比 賽

參訪學校：日本大阪姬路西高校
日期：102.5.26-31

日本EXCELLENT高校來訪
姊妹校相見歡，兄弟姊妹聚一堂!102.11.15賀

日本エクセラン高校來訪校長致辭全文

兵庫縣姫路西高校藤井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很高興有機會到姬路西高校進行拜訪，這是敝校自2005年以來第五次到貴

校進行訪問。

姫路西高校建立於1878年，迄今已有135年的歷史。從貴校校訓「質実剛

健」、 「友愛協調 」、「自主創造」可知，姬路西高校所培育的人才是兼具強

健體魄與柔和的心靈。不僅如此，從貴校學校網頁公告的資料可知貴校畢業生

的升學表現成績亮眼，更加讓人敬佩。尤其自2001年開始到澳大利亞辦理海外

研修旅行，並推動長期留學與短期留學，辦學上兼具了能力培養與國際視野。

彰化女中創立於1919年，到今年今已有94年的歷史。本校一直是彰化縣國

中畢業女生第一志願學校，許多校友擔任各領域之重要職務，包括法務部長、

國會議員、縣長、文學家、藝術家、醫生、律師…等。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學校培養具有國際觀的世界公民，成為重要的教育目

標之一。本校自2004年開始積極推行國際教育旅行，也接待日本高校到本校訪

問，並安排homestay體驗行程，讓兩國同學體驗不同文化與尊重不同的價值觀。

我們期盼透過這次的教育交流，讓兩國的學生體認彼此的學習內容及想

法，見識貴校的優良設施與教學，並觀摩社團活動，增進彼此友誼，留下美好

的回憶。也誠摰的邀請，日後姬路西高校同學有機會到台灣進行修業旅行，我

們必定熱情接待各位的到來。

再一次感謝姬路西高校藤井校長與全體師生的接待。

最後，祝福貴校校運昌隆，也祝福今天的教育交流圓滿成功、謝謝。

姬路西高校交流歡迎式致辭 校長 鄭曜忠 2013.05.27

▲學生班級交流

▲歡迎會

▲鄭曜忠校長與Excellent
高校安滕副校長互贈禮物

▲學生班級交流

母親節
感恩音樂會102.5.17

▲校友會翁金珠理事長蒞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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