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103學年大學、科技校院、軍事院校甄選

入學共錄取283人次：

＊醫學系7人(國防2人、慈濟1人、成大1人、中國

醫2人、陽明1人)、中醫學系2人(中國醫)、牙醫

學系4人(陽明、臺大、中山醫、高雄醫)，共計

13人。

＊ 臺 大 1 8 人 、 清 大 1 1 人 、 交 大 6 人 、成大12

人、政大6人、香港大學1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1人。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 組 ) 名稱

王翎庭 慈濟大學 醫學系

李珮欣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林亭妤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陳亦抒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陳姿佑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劉芷廷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蘇仟惠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黃婷伶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姚育菁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曾泳慈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劉馥萱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李子瑩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蕭晏竹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連怡涵 香港大學 文學院

許庭榕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生物科學系

陳柔瑄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

許旻璇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廖彩玲 國立臺灣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吳珮綺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

施雅婷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

張云馨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莊惟安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婉心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

陳薇伊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黃佳緣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黃莀有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池品儀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連怡涵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奕秀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

楊沛茌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

李子瑩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楊品婕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廖育萱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林儀榛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許名孜 國立清華大學 不分系招生乙組

湖琇涵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

許玫萱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士班

白雅婷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龍惠方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吳佳穎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 組 ) 名稱

李紫瑄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柯婷翎 國立清華大學 不分系招生丁組

谷睿蓁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邱品嘉 國立清華大學 不分系招生丁組

魏滋吟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林憶君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邱怡華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梁　馨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楊椀婷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劉芷伶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吳佳穎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呂奕芸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學系

陳韻涵 國立成功大學 藥學系

趙珮均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謝佩軒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謝佳諮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卓育軒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李喬茵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游尊尊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李珮欣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林佳燕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梁美心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林靚玟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陳庭萱 國立政治大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王芷嫻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汪為婷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吳庭儀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

梁庭欣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黃玟榛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葉乃瑜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與材料工程

雷惟婷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李芳儀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王渝涵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賴品菁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佑瑜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怡禎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許睿珊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王冠雅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呂淑敏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許家瑋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江采蓉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王嫺築 國立中正大學 生命科學系

張雅妮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洪于晴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黃靖婷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柯岱昀 國立中正大學 傳播學系

黃琪勻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歐陽欣妤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邱秀璇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黃芷柔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柯玟如 國立中興大學 物理系光電物理

洪子婷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科系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 組 ) 名稱

李珮瑜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邱婉萍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張桑妮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系

許睛翎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陳嘉雯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王思雨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江姿儀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陳芳茹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李蕙如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

張晏慈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陳佳妤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科系

許育瑄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許紹筠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林玟廷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張晏慈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黃暄雅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

陳嘉樂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系財經法組

陳欣彤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系法學組

李翊甄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

葉乃瑜 國立臺灣科大 材料科學與工程

傅　陽 國立臺灣科大 管理學士班

黃怡晶 國立臺灣科大 管理學士班

柯雯婷 國立臺灣科大 營建工程系

謝旻儒 國立臺灣師大 數學系

陳昱蓁 國立臺灣師大 美術學系國畫組

吳慕皿 國立臺灣師大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陳婷甄 國立臺灣師大 國文學系

許慕容 國立臺灣師大 國文學系

施妲昂 國立臺灣師大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劉姿含 國立臺灣師大 地理學系

呂奕芸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陳韻涵 國立成功大學 藥學系

楊靜樺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蕭宇容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賴聖穎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王舒瑤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林佳慧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廖鈺姍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陳亭雅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蔡季芩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柯佩萱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陳憶瑩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黃琪勻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蔡昀庭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吳佩蓉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陳　郁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鐘孟鈺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張祐禎 國立臺北科大 工業工程與管理

賴品慈 國立臺北科大 機電學士班

林芷玲 國立臺北科大 機電學士班

＊版面有限，詳細榜單請查看學校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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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精進厚根基
103學年度我國將全面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育部為輔助推動此一重要

政策，自96學年度開始實施「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方案執行迄今，逐步達成

學校優質發展，促進各校發展特色，厚植學校發展根基，提升教育品質。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動，學校必須精進教師專業發展、營造優質學

習環境並發展學校特色。本校在101學年度校務會議獲得了三項重大的共識：

一、申請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二、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本校103學年度入學方式採「全面免試入

學」，發展適性揚才之特色課程，讓學生能優質銜接國中與高中之學習。

三、申請辦理「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競爭型計畫，提升教學環境與教育品質。

此三項重大決議事項，都已按時程推行，並展現具體成果：

(一)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102學年度取得初階證書人數共27人，103學年度參

加教師共39人，合計66人，總計達67%。展現本校教師追求教育專業發

展之企圖心，精進教師教學能力，提升教學品質。

(二) 發展特色課程：由各學科提出特色課程，包括：多元特色選修課程、第

二外語學程、寒暑假學習營、專題研究等。

(三) 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各學科運用共同時間，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

習，促發學校團隊能量，精進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學品質，進而發展

學校特色。

上述具體成效顯示出本校全體教職員工致力於追求良善教育品質之意志，一

步一腳印，為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做好周全之準備。

特色領航展新局
教育部推動103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第三期程「特色領航」計畫，

以發展學校特色課程與教學創新為主軸，以學校永續發展和學生適性揚才為核

心，期能協助學校創新校園文化。

本校歷經將近20次的密集籌備會，短期之內凝聚共識，全心規劃特色課程，

全力爭取辦理「特色領航」計畫。在各處室主任、學科召集人及老師的協力合作

之下，從擬定草案、溝通意見、形成共識、發展計畫，逐步形成具體可行之特色

課程計畫。所提計畫順利通過初審及複審，獲得教育部補助總經費捌佰萬元，其

中經常門業務費肆佰萬元，設備經費肆佰萬元。茲將計畫內容簡述如下：

一、願景：幸福校園、快樂學習、博雅優雅
本校願景為「幸福校園 快樂學習 博雅優雅」，以「HAPPINESS」所代表九個

字，構築彰女學生的核心價值，分別為：H–hard working努力，A–attitude態度，

P–passionate熱忱，P–positive樂觀正向，I–international國際，N–networked社群

合作，E–ethical道德，S-self-confident自信，S-self-aware自我認知。秉持「承先啟

後、永續優質」的使命，落實經營優質學校，力求精緻教育之實現。

二、各子計畫內容
(一) 樂在學習

由各學科老師共同研發教學單元創新教材教法，於正式課程中教授，或開發

多元選修特色課程，於共同選修時段進行跑班選修。此外，辦理校內外多元學習

活動，包括大學參訪實驗、專題研究、寒暑假營隊等。

(二) 樂愛生命
包含生命教育、情感教育、藝術涵養、潛能開發等課程，以講座、小團體、

體驗活動等方式實施。

(三) 樂活公民
包含世界公民素養、領袖人才養成、多元文化理解等課程。以講座、營隊、

參訪等方式，帶領學生走出校園，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三、創新教學設備
教育資源必須有效集中運用，方能發發揮最大效益，本計畫預定增建4間專科

教室及行動學習載具等，茲簡介如下：

(一) 語言教室
建置數位化語言教室，可實施電腦輔助教學，以提昇外語學習之功能性、活

潑性及多元性，提供更精緻化、更經濟及更有效率之語言學習環境，為培養具國

際觀及優異外語能力的世界公民。

(二) 翻轉教室
藉由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的設置，教師拋出問題，學生搜尋資料、分組

討論並提出報告，可以加強學生的學習責任，教師作最後價值澄清的教學模式，

達成教學目標，提昇學習成效。

(三) 生涯規劃教室
配合生涯規劃課程，協助學生認識自我、多元適性發展、建立生涯目標及願

景，指導學生準備參加大學多元入學管道所需之備審資料及面試能力。

(四) 體適能教室

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可視為身體適應生活、運動與環境的綜合能力。期盼同

學們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鍛鍊優良的體適能，培養一輩子健康與幸福的重要資本。

(五) 行動學習載具
發展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購置平板電腦，進行「混合式行動學習模

式」之教學實驗，引導學生進入教室以外之學習場域進行學習。

精益求精  止於至善
感謝教育部補助本校特色領航計

畫，也感謝撰寫計畫過程中同仁們全

心投入。全校教職員工將繼承優良校

風，珍惜得來不易的補助資源，掌握

時代脈動落實前述各項計畫，群策群

力、積極開創彰化女中美好的未來、

嶄新的格局；發展學校校特色課程、

精進教師專業教學、營造全人教育環

境；培育兼具「博雅」與「優雅」特

質之優秀女性人才，成為全國高中學

校的標竿典範。

校長 鄭曜忠

地      址：彰化市光復路62號

電      話：04-7240042

網      址：http://www.chgsh.chc.edu.tw

刊頭題字：尹港生

本校通過教育部103年度「特色領航」計畫補助總經費捌佰萬元

教育部推動「特色領航」計畫，促進高中優質化，提升教育品質。本校通過

教育部103年特色領航計畫補助，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本校全國校友會亦

提撥獎學金，合計50萬元，獎勵透過「第一次免試入學」進入本校就讀之高一新

生。獎學金頒發標準如下：

一、頒發對象

103學年度透過第一次免試入學進入本校就讀之高一新生，其國中教育會考

成績國文科、英語科、數學科、自然科及社會科成績皆達精熟且寫作測驗成績達

4級分者，依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總積分，擇優錄取40名。

二、頒發標準

(1)第1-5名：每名頒發學金 參萬元 整

(2)第6-10名：每名頒發獎金 貳萬元 整

(3)第11-30名：每名頒發獎學金 壹萬元 整

(4)第31-40名：每名頒發獎學金 伍仟元 整

三、同分參酌方式

總積分相同時，依下列方式依序排序：(1)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標示A++之科

目數；(2)寫作測驗成績；(3)國文科成績標示；(5)英文科成績標示；(6)數學科成

績標示；(7)自然科成績標示；(8)社會科成績標示；(9)超額比序積分之競賽成績分

數；如第40名之條件皆相同則增額錄取。

免試入學  優質銜接  特色課程  適性揚才

103學年度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歡迎優秀國中畢業女生以免試入學進入本校就讀

▲校長與各處室主任研討計畫內容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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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黃俊銘老師考取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二）廖盈潔教官考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

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碩士學位班。

（三）邱資雯老師考取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

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四）學務處幹事林琴斐小姐考取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碩

士學位班。

彰化縣幸福媽媽協會動員100多名婦女包了6000多個粽子，其中700個粽子送

給彰女。幸福媽媽協會理事長黃淑娟（彰化女中前任全國校友會理事長）表示，

這次擴大規模就是想要讓更多人分享到幸福，將「包中」的「幸福粽」傳遞給學

妹，希望個個都能高中理想科系與學校！

鄭曜忠校長認為同學們在校三年，在全校師長的用心教導下都努力學習，現

在又有愛心滿滿、祝福滿滿的「幸福粽」，高三同學一定都能在指定科目考試中

考出好成績，順利考取心中嚮往的學校！

包『粽』預祝高中！2014.5.5 祝賀教師進修金榜高中

包高中102.12 . 18

高三親師座談會103.2.15

全國學習扶助研習會議102.12.26

為鼓勵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學習扶助，並達成各校辦理學生學習扶助填查

作業電子化，本校102.12.26承辦教育部國前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線上填查

系統研習活動，由國教署傅國樑老師專題講座，參與研習老師現場發言提問踴躍。

日本新宮高校締結姊妹校103.2.25

彰 化 師 大 理 學 院 洪 連 輝 院 長 〈 中

立 〉 、 生 物 系 系 主 任 林 忠 毅 教 授

〈右2〉、數學系系主任曾育民教授

〈右1〉、物理系系主任黃啟炎教授

〈左1〉蒞校洽談與本校科學教育、

高瞻計畫、專題研究及教師進修等

合作事宜

高瞻計畫、專題研究及教師進修合作事宜

參訪彰化高中校務評鑑準備工作103.3.18

校友會前理事長黃淑娟女士、謝玉枝理事、家長會陳全嘉會長及鄭曜忠校長贈送幸福粽子給高三各班

本校於民國93年5月辦理第一次海

外教育旅行，在當年台北駐大阪經濟文

化辦事處文化教育課課長林世英先生協

助下，前往日本和歌山縣橋本高校、新

宮高校拜訪，由於學生表現優異，受到

當地校長及全體師生歡迎。民國103年新

宮高校校長提出要與彰化女中締結姊妹

校，進一步提升兩校友誼。

自2004年開始，師生76位參加海外

教育旅行，2006年增加為155人、2008

年190人至2010年135人。今年2月25日和

歌山縣新宮高校校長七瀧先生非常有誠

意，親自到臺灣與本校簽訂姊妹校，這

也見證兩校友誼的建立，未來一定能有

更密切的往來，讓學生有擴展國際視野

的機會。

教學團隊名稱：大榕樹-以大榕樹為標竿，是一套「活」的系統

發表方案名稱：特色創新 e直前進  

大榕樹象徵意涵：

樹枝—連結擴展，包括特色的機器人教育、創新多元課程、各類競賽。

樹幹—核心行動，包括生活科技、e化教學。

樹根—吸取養分，包括申請計畫、教材研發、推廣研習。

教學卓越團隊獲初選通過103.3.18

教學團隊成員：（左起）李旻樺老師、張志文
老師、廖敏樂主任、鄭曜忠校長、李建嶠老
師、林怡光老師、陳致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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