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學校名稱 學系 ( 組 ) 名稱
陳亦抒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李珮欣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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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亭妤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陳姿佑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王翎庭 慈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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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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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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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資育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蕭宇彤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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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周宜嫺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施雅婷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許嘉真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吳蕙佳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宋　涵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岳書琪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張云馨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張文馨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莊惟安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宜伶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陳婉心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陳薇伊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曾鈺芳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黃佳緣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黃芷盈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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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宜儒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姓　名 學校名稱 學系 ( 組 ) 名稱
連怡涵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奕秀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楊沛茌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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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思岑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數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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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 )
湖琇涵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
許玫萱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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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紫瑄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 電子資訊組 )
姚靜雅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甲組
柯婷翎 國立清華大學 不分系招生丁組 ( 旭日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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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旭日組 )
魏滋吟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尤詩婷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林侑萱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張佳琳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林憶君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邱怡華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梁　馨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 乙組 )
楊椀婷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劉芷伶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 乙組 ) 
白庭瑄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吳佳穎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吳郁箴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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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蕙安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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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至萱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陳盈安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李喬茵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張毓軒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劉芳盈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陸婷安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曾品鳳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蘇芷瑩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游尊尊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蕭鈺杰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林薏婷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葉玟辰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亦欣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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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珂伃 國立政治大學 斯拉夫語文學系
鍾昕陽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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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佳樺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謝佳凌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王芷嫻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江亭瑩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林若茵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羅以琦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汪為婷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邱品儒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陳璿如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系
黃于庭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黃仕旻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楊棋聿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吳庭儀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曹雅筑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梁庭欣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許容嘉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陳佑瑜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黃怡禎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黃郁閔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謝岱怡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許睿珊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廖彣珊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林宇璇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洪紫夏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王冠雅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黃玟榛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葉乃瑜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雷惟婷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潘詩予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鄭淳君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學系
李芳儀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感謝全體老師的辛勤教導及行政同仁的

努力，本校10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升大

學成果亮麗！
醫學類學系：13人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學   系 入學管道
陳亦抒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李珮欣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劉芷廷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軍警院校
蘇仟惠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軍警院校
林亭妤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陳姿佑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王翎庭 慈濟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黃婷伶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個人申請
姚育菁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個人申請
李子瑩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繁星推薦
蕭晏竹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繁星推薦
曾泳慈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劉馥萱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藥學系：19人
‧國立成功大學1人、中國醫藥大學4人、高雄醫學大學1人、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13人。

國立臺灣大學：30人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2人、外國語文學系4人、政治學

系政治理論組3人、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2人、會計學系3

人、經濟學系3人、圖書資訊學系2人、中國文學系、公共

衛生學系、化學系、心理學系、日本語文學系、牙醫學

系、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機

械工程學系、職能治療學系、農藝學系各1人。

臺清交成政陽明：99人
‧臺灣大學30人、清華大學13人、交通大學9人、成功大學26

人、政治大學19人、陽明大學2人，共計99人，約佔17％。

中央、中興、中正、中山：68人
‧中央大學10人、中興大學26人、中正大學22人、中山大學

10人，共計68人，約佔12%。

公費生：6人（含軍費生2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

習科技學系、海軍軍官學校船舶機械學系、陸軍軍官學校

理工組各1人。

國外大學：2人
‧香港大學文學院1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1人

特殊表現
‧語資班郭佳昀第一類組原始總分為彰化縣最高分，以第一

志願錄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公費生。

‧語資班畢業29人，錄取臺大13人。

‧數資班畢業29人，錄取醫科9人。

國立大學及私立醫科：378人，約佔63%。

※ 限於版面僅列出部份榜單。

本校以「看見彰化之美─地理資訊系統在高中文

化創意課程之應用與推廣計畫」通過科技部高瞻計畫

補助，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此計畫係本校與國立

彰化師大合作申請之整合型計畫，總計畫主持人為國

立彰化師大物理系吳仲卿教授，子計畫主持人為本校

鄭曜忠校長。

本計畫為期二年，計畫重點在規劃文化創新之精緻

化課程，推廣在地教育文創的開發，緊密結合現行高中

課程之關連性。計畫將結合學校課程與社區特色營造的

概念，調查彰化女中與學校所在的彰化城之環境特色，

擴大新興科技媒體與文化創意概念導入彰化女中與彰

化城空間整體營造，開發與建置區域性教育文創。預期

將彰化城之豐富人文歷史、生態景觀，透過地理資訊科

技，讓大家看見彰化之美。希望使彰化女中與彰化城，

成為文化創意活動的在地實驗與推廣的實例。

本校在教育部103年特色領航計畫之補助下，教

師已形成六大專業學習社群，積極研發特色課程且已

彙編成本校特色課程專輯。獲得科技部高瞻計畫補

助，將使本校在特色課程之發展邁入新的里程碑，期

待這樣積極創新的氛圍與學校文化能夠再接再厲，更

上層樓，成為優質的標竿學校文化。

本 校 通 過 科 技 部
「高瞻計畫」發展特色課程

賀！

姓　名 學校名稱 學系 ( 組 ) 名稱
王渝涵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柯函君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劉俞伶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品雯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賴品菁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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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毓蓁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張雅妮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陳巧紜 國立中正大學 傳播學系
賴鈺雯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洪于晴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彭宣瑋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黃靖婷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劉玟妤 國立中正大學 傳播學系
郭芫均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柯岱昀 國立中正大學 傳播學系
洪苡芮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邱鈺棓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
許思婷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蔡絜如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黃琪勻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劉佳穎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歐陽欣妤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蔡旻諭 國立中正大學 生命科學系
陳姿伃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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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洪子婷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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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璧汝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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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昌宜葶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張晏慈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陳佳妤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陳凱琳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林學組
許育瑄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吳倍嘉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陳浥婷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李羽捷 國立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蘇巧如 國立中興大學 法律學系
許紹筠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李宜臻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連怡涵 香港大學文學院
許庭榕 美國加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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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教育部推動「特色領航」計畫，促進高中優質化，提升教育品質，達成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多元進路、適性揚才、優質銜接之願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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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萬元，校友會

亦提撥獎學金近十萬元獎勵透過「第一次免試入學」進入本校就讀之高一新生。

本校亦對於獲獎學生建立輔導學習機制，輔導學生適性發展，獲獎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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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國中 姓　名
縣立陽明國中 王郁欣

私立文興高中國中部 王薏婷
縣立明倫國中 江郁瑄

縣立和美高中國中部 何俞蓁
縣立彰安國中 吳維寧
縣立明倫國中 李翎瑄
縣立大同國中 李藺軒
縣立彰安國中 沈晉萱
縣立彰安國中 林思旻
縣立彰安國中 凃瑋玲
縣立陽明國中 洪宇萱

縣立和美高中國中部 洪郁惠
縣立二林高中國中部 洪靖嘉

縣立埔鹽國中 張均品
縣立彰興國中 張馨元
縣立陽明國中 曹心譯
縣立陽明國中 莊海因
縣立彰興國中 許毓倫
縣立陽明國中 許瑄方
縣立彰泰國中 陳予庭
縣立彰安國中 陳怡瑄

畢業國中 姓　名
縣立溪湖國中 陳玠青

縣立田中高中國中部 陳品蓉
縣立伸港國中 陳思穎
縣立彰泰國中 陳瑜旋
縣立員林國中 游霈柔
縣立彰安國中 黃俞蓁
縣立彰興國中 楊采機
縣立彰安國中 葉映辰
縣立明倫國中 詹喻茹

縣立信義國中小 詹貽婷
縣立和美高中國中部 蔡佩樺

縣立大同國中 蔡依汝
縣立彰興國中 蔡瑩璇
縣立彰安國中 鄭元欣
縣立彰安國中 鄭姿煖
縣立彰泰國中 蕭安軒
縣立彰泰國中 蕭羽軒
縣立陽明國中 簡意安
縣立彰安國中 羅昱琁
縣立陽明國中 羅郁捷

103學年度彰女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獲獎名單

彰女，九十五年的名校；紅樓，近一世紀的建築。孕育了世世紅樓才女，培

育了代代社會菁英。雖蓽路藍縷，但步伐優雅，為才華洋溢的彰女學子做了最佳

的見證與詮釋，我不禁要致上滿滿的敬意。

『博雅』的彰女，來自「誠勤莊毅」優良學風的薰習，尊師重道，前賢是

崇，德智體群美，五育樂融融。『優雅』的彰女，來自「人要做好、書要讀好、

身要練好」三好的涵養，絃歌聲應，化雨春風，團結自愛，全始全終。

『紅樓』創建於民國八年，是彰女眾多校友的共同回憶，亦為彰女師生的精

神堡壘象徵，在地方教育史及文化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八十九年經校園美規小組

決議保留紅樓南棟，九十二年彰化縣政府以「彰化女中紅樓」為名登錄為歷史建

物，九十三年完成第一次修繕，九十八年完成第二次修繕，一○三年完成再利用

工程，自此，紅樓展現新面貌，永續流傳。

在這長達十餘年漫長而艱辛的保存、修復與再利用過程中，首要推手當是

傑出校友現任彰女全國校友會理事長翁金珠女士。在她擔任彰化縣長、文建會主

委及立法委員任內，對紅樓修繕

案的大力奔走與支持，方能促成

此良善美事。歷任校長蕭惠蘭

女士、孔建國先生等人的擘畫

以及校友會前理事長林理俐女

士、黃淑娟女士及理監事、校友們的投入與慷慨捐

贈整建經費也是功不可沒，更感謝文化部及彰化縣政府補助修繕經費。

欣逢彰女九十五週年校慶及紅樓啟用，『紅樓之美』校慶專輯在校友會翁金珠

理事長及理監事的策劃下隆重登場，收錄師生以紅樓為主題的各式美麗作品，成

為「彰女九五載 紅樓新世紀」校慶系列活動的壓軸好戲，美不勝收。本人在欣賞

之餘，感佩無似，聊綴數語以為序。感謝校友會及評審委員之辛勞，讓我們同聲

互道：美哉紅樓！美哉彰女！並祝平安喜樂。

美哉紅樓 美哉彰女

95風華的彰化女中歷史建築「紅樓」，經過學校和全國校友會積極爭取了經費

進行修護，今年終於有了新的面貌，除了有校史館、多功能校友館外，還有李仲生老

師紀念廣場，它將成為彰化女中的精神象徵、彰女人的共同記憶。為慶祝即將開幕的

「紅樓」，彰化女中全國校友會舉辦校內學生「繪畫．攝影．新詩創作」一起來為紅

樓留下美的見證，得獎作品也出版「紅樓之美」專輯，並於校慶系列活動中展出。

§得獎名單§

繪　畫　類：第一名207陳廷瑋、第二名105林純伃、第三名103巫佳瑜

　　　　　　優　選104黃懷萱、111花榆婷、114詹喻茹、301黃郁樺、312邱禹禎

攝　影　類：第一名203洪鈺姍、第二名214洪芷欣、第三名208王　瑀

　　　　　　優　選107許席溱、201黃于庭、207唐雅君、208廖雨涵、303塗宜靜

新詩創作類：第一名207吳明珍、第二名208陳韻安、第三名313柯佳嫻

　　　　　　優　選103游清桂、114陳品蓉、213蔡妮諪、310邱毓珽、310洪靜君

2014彰女紅樓 風華再現
    —繪畫．攝影．新詩創作比賽

▲得獎同學與鄭曜忠校長、校友會翁金珠
理事長及理監事合影

▲攝影組／第一名／203洪鈺姍作品

▼新詩創作／第一名／207吳明珍作品

時光之眼

你總是擁有許多時間
用以占卜夢境  穿梭於時光裡
風簷上細數存在的痕跡
並且優雅的聽雨

夕陽運行 重複不知來處的路徑
如此恆久 如此恍惚 你臥看七分濃淡的靡蕪

古老的記憶裡你沉浮 你睡
就這樣半夢半醒直到下一季

有一天你也會湮滅於時光裡吧

銅鐘空氣中吟唱失傳之曲
你微笑著吹著笛為他起了個音
如先前的千百次相合相契
清朗的月色下只有風在傾聽

什麼是不朽呢  你笑

笑聲嘩然而清亮
像流星劃過夜空時發出的聲響

圖書館

▲獲頒獎學金同學與鄭曜忠校長及教務處魏楓城主任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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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校外競賽優異表現

體育類競賽項目 名次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彰化縣長盃
游泳錦標賽

高女組200M混合式 第一名 108楊捷宇 謝孟媚
高女組100M仰式 第一名 108楊捷宇 謝孟媚
高女組50M蛙式 第三名 210翁瑜均 李毓慧
高女組50M仰式 第三名 202李燁庭 李毓慧
高女組100M蛙式 第二名 110許可昀 謝孟媚

彰化縣長盃
太極拳錦標賽

高女組太極功夫扇 第二名 114林思旻
高女組太極功夫扇 第一名 107鄭元欣

彰化縣體育會
理事長盃全
國跆拳道錦

標賽

品勢第38組 第二名 202蔡昀容

邱慧文

品勢第39組 第二名 212魏琳云

品勢第39組  第三名 202陳佳儀 李欣盈
205陳品萱 許惠瑀

品勢第35組 第三名 204林郁芳

品勢第38組 第三名 207黃品蓉 207黃靖雯
208唐鈺雁 210康鎧雯

品勢第42組 第三名 213許毓蓁
品勢第41組 第三名 112邱榆芳

彰化縣長盃
桌球錦標賽

高女個人單打組 第三名 301李雲容
曾俊遠高女個人單打組 第五名 213蔡宇淳

高女個人雙打組 第四名 109陳逸慈 114陳玠青

彰化縣長盃
籃球錦標賽 高中女生組 第一名

308徐宇婕 202李燁庭
202張芳瑜 203蕭辰芳
208林羿旻 210徐子硯
211陳雨軒 211薛羽婷
212劉怡伶 214許家宜
215李心妤 215黃怡菱

許智嘉

語文類競賽項目 名次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彰化縣語文競賽

國語朗讀 第一名 314 楊采軒 蔡其蓉
國語演說 第一名 313 黃仕旻 黃琬甯
作　文 第一名 215 施敏婕 林怡君

國語字音字形 第二名 215 何欣容 黃滿造
閩南語朗讀 第二名 215 蔡宗儒 陳瑩嬑
閩南語演說 第二名 213 洪莉婷 陳慧文

寫　字 第四名 304 張桑妮 丁志昱

102學年度
全國語文競賽

國語演說 第一名 313 黃仕旻 馮慧慈
黃琬甯

國語朗讀 第四名 314 楊采軒 蔡其蓉

彰化縣美術比賽

西畫類 第二名 110 胡書瑜 張盈惠
書法類 第三名 110 胡書瑜 張盈惠
書法類 佳　作 105 許嘉淳 鄭禮勳
漫畫類 佳　作 113 孫柔惠 侯裕姫

全國高中英語演講 中　區 優　勝 313 郭佳昀 張玉娟

全國高中英文單字 中　區 二等獎 313 曾鈺芳
308 施雅婷 洪淑卿

第四屆鑼鼓喧天鼓號樂隊比賽 第一名

數理類競賽項目 名次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第11屆清華盃全國
高級中學化學科能

力競賽

個人成績
優良獎 315張嘉芳 張文平

國鼎盃全國工程創
意競賽 佳　作 215吳毓芸

215顏艾伶
賴杰治
張國志

台灣區TRML
高中數學競賽 

全國特別《三等》獎
台中地區《優良》獎

315徐貽亭 楊旻珂 詹雅如
       蕭茗尹 鄭云筑 賴宜慧
       李品臻 林玟廷 李孟柔
       鄒佳紋 張嘉芳 黃資涵
       張勻薰 何欣容 梁淨涵

丁麗雪

國際奧林匹克機器
人大賽彰化縣校際

盃選拔賽
高中職組第二名 301楊沁文 王詠萱

305吳昀芷 李建嶠

第54屆第三區
分區科展

生物科佳作 215蔡宗儒 黃資涵 徐貽亭   
       張奕萱 鄒佳紋 蕭碧鳳

物理科佳作 215詹雅如 張雅琳 徐采文 陳鵬仁
化學科佳作 215邱佳慧 梁淨涵 張文平

103年畢業典禮103.6.10

新生始業輔導103.8.28

新生健檢103.8.28

國家防災日演練103.9.12

縣長盃游泳比賽103.9.25

跳繩比賽103.9.22-24
班際籃球比賽103.10.13-17

健身操比賽103.11.5

▲蕭佩芬律師分享律師生活點滴

▲畢業典禮歡送畢業生▲鄭曜忠校長與校友會翁金珠理事

長為學生祝福

▲新生入學健康檢查

▲新生始業輔導－小燈塔服務隊▲新生始業輔導－校歌教唱

▲國家防災日演練-就地躲避 ▲國家防災日演練-迅速疏散

專車逃生演練103.9.17

班際桌球比賽103.10.27-31

宿舍防災演習103.9.5性別平等探究103.9.10

Herstory講座
 -法律人之我見103.9.24

讀書策略量表實施
與解釋103.10.20-30

學科學習方法分
享會103.11.4-6

親職教育講座
及親師座談103.9.13

游泳營103.9.1-15

科技部補助PCR操作
10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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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芸蕙老師，103學年度在因緣際會之下經由介聘

的管道來到彰化女中。她曾經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歷

史系，之後又到台灣師範大學家政研究所攻讀碩士，

後來在台中市立大里高中擔任歷史科老師。

對於奮發讀書的彰女學生，她期許我們：「Study 

hard, play hard.」期望我們在用功讀書之餘，也可以適時放鬆一下心情，當個

能K能玩的高中生。除了在學業上精益求精外，也可以充分參與社團活動，

揮灑青春的汗水，讓生活增添豐富的色彩，並為高中留下精彩的回憶。

徐老師是高中就讀彰化女中的校友，畢業於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曾

任職於國立豐原高商國文科教師。

在重新踏回彰女校園之後，徐老師心裡有著一個

感想：「彰女變得比以前更溫馨了！」回想起高中生

活，總讓徐老師憶起〈彰女大家庭〉這首歌。就如同這歌名，彰女師長親

切、學姊學妹相處融洽，是個團結、溫暖的大家庭，她也希望各位學妹能維

持優良校風並繼續發揚光大。

最後，徐老師期許同學們能夠增廣自己的視野、勇於踏出腳步，別怕摔

跤也別輕易垂頭喪氣，盡情去追尋夢想吧！

家鄉位於台中神岡，高中就讀台中二中數理人才

培育班，大學畢業於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接著攻讀

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碩士班，並於2012年1月取得碩士

學位。2012年曾在彰化正德高中授課並擔任導師；2013

年在彰化高中任教一年。

游老師表示，進彰女教書的契機是實習後兩年都在彰化任教，對彰化環

境熟悉，而彰女學生給人的感覺乖巧認真，因此對彰女一直有很好的印象，

恰巧在2014年的考試有幸錄取彰化女中，如願進入彰女任教。

對於未來，希望能更精進自己的教學，並且啟發學生對數學的熱忱，使

學生在數學上能培養出自己獨立的思維。

蕭老師是一位相當年輕的老師，今年剛從台南女

中介聘來到彰化女中，她從外文系畢業之後，曾經到

過英國修讀碩士學位，留學的經驗讓她開闊了視野，

也因此對這個世界有更多的看法。之後，她又到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博士，對她而言，這是一趟充滿喜

悅但掙扎的學習之旅，卻又是一個紮紮實實的學習旅程。

一開始，蕭宜君老師因為大學成績優良才獲准修習教育學程，後來，竟意

外的考上了正式教師，從此便開啟了她的教學生涯。當她得知自己即將在彰女

教書時，懷著既期待又戰戰兢兢的心情而來，她期盼學生們都能擁抱愉快、踏

實的學習心境，與她一起成長。蕭老師特別期許同學：「知識並非用來追求數

字上的滿足，而是透過知識尋求自我學習成長的過程，祝福同學們努力在數字

與考卷堆裡奮鬥掙扎的同時，也能了解自我，察覺自己的定位，理解幫助自己

生存下去的方法，然後讓自己成為一個充滿正向能量、具有高度品格的人。」

~新師介紹~

徐立安【國文科教師兼206導師】

蕭宜君【英文科教師】

李芸蕙【歷史科教師兼208導師】

游竣博【數學科教師兼教學組長】

台中女中校際交流103.8.26

家長會交接103.10.16特色課程會議103.9.12

▲台中女中特色領航計畫交流

▲校長主持特色課程開課規劃會議 ▲活潑的教學

▲教師自我照顧-靜坐的心靈之旅

▲前任會長陳泉嘉(右1)與新任曾肇筆會長

(左1)交接由鄭曜忠校長擔任監交人。

▲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與鄭校長協商校際合作▲明道大學郭秋勳校長與鄭校長協商校際合作

榮獲教育部103年教學卓越獎

教學團隊包括校長鄭曜忠、前教務

主任廖敏樂、生活科技教師李建嶠、

生活科技教師張志文、輔導教師

李旻樺、英文教師林怡光、美術

教師陳致霖，榮獲教學卓越獎佳

作。

大榕樹—特色創新 e直前進

一、教學卓越名言

樹枝開展，學生視野更廣。

樹幹長高，學生看得更遠。

樹根扎穩，學生資源更充沛。

二、方案名稱理念

我們的團隊以大榕樹為標竿，我們

的方案是一套「活」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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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大學校際合作103.11.26

行政團隊東海大學團隊動能研習103.9.24

教師青春讀書會103.10.17

自然科特色課程研發會議
103.10.16

國教院十二年國教
課綱前導學校會議
103.8.26

亞洲大學校際合作103.9.2

◎校刊社採訪報導

承辦高中職中區英語營
103.7.14

前教育部政務次長
陳益興教授蒞臨指導
103.10.16

採訪／210黃靖芸

採訪／214林沂蓁

採訪／206邱羿臻

採訪／214江艾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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