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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問校長：您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之下成為了校長？

「教育是人生的希望，教育是翻轉人生的關鍵。」我在高中時期原本就讀彰化高中，

高一時因適應不良、成績不好，後來重考就讀彰師附工補校，白天在工廠上班夜間上學。

在許多師長的鼓勵與用心教導之下，重拾信心，下苦功認真讀書，畢業時如願考上彰化師

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公費生。在大學四年級時就立下志願，希望將來能當校長；當上校長

的機緣很奇特，在彰化高中擔任教師、組長及主任共14年，參加校長遴選6次，終於在民國

101年考上彰化女中的校長。

二、在彰化女中服務的期間，彰女給了您什麼樣的感覺或想法？

我最感動與認同的是彰化女中優良的「學風」，老師們非常認真教學，同學們不論

在課業、社團、競賽都認真專注去做好，「認真」的態度是成功最關鍵、最重要的因素。

我偶爾也會看見同學傷心失望的臉龐，雖然這是對自我要求的表現，也要學習坦然面對挫

折，並且相信每個結果都能帶來正面體悟。此外，在典禮上和同學們一同唱校歌時，那令

人感到洶湧澎湃的「彰化女中」，使我感受到大家以身為彰女人為榮的感動。

三、您常跟同學說：「有夢最美，逐夢踏實。」您是否有過什麼完成或未

完成的夢想 ?

我們在逐夢的過程中要有一個學習效仿的「典範」，學習他的精神與努力的歷程。我

在高中時期的夢想是考取彰化師範大學，將來當老師；我的導師羅玉孺老師也是彰師附工

補校畢業的學姊，在我追夢的過程中，給了我很多的啟發跟鼓勵，是影響我很大的人。我

常用彰化高中明德樓牆上的公共藝術「蝸牛精神」勉勵自己，不怕慢，只怕站，只要懷抱

希望與信心、一步一腳印、堅持到底，有朝一日必能完成夢想。

四、您有什麼話是常常激勵自己或是分享給學生們的？

當我對一些話有些感觸的時候，常會寫在便條紙上，貼在書桌旁勉勵自己。這裡有三

句話與大家共勉：第一是「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當遇到困難挫折時，去反思自己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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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不足，再接再厲；第二句是「一切唯心造」，時時掌握自己的心，

動機良善、正向思考、用樂觀的心去面對一切的問題；最後是「尋

找就找到」當我們真心渴望某件事時，整個宇宙都會幫助我們完

成，盡力做好自己的事，自然就有貴人相助，夢想便能實現。

五、對彰女的期許與願景？

彰女的願景是「幸福校園、師生共學、博雅優雅」，其中博雅

優雅是對彰女學生的願景圖像。「博雅」是踐履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及淑世關懷；成為一個具備通識素養、思辨能力、實踐能力及樂於奉獻的全人。

「優雅」則是透過「人要作好、書要讀好、身要練好」三好的涵養，成為習於欣賞，懂得讚

美與感恩的文化人；習於尊重，懂得合作與回饋的社會人；習於思考，懂得創新與分享的知

識人；習於運動，懂得健身與調心的健康人；習於從容，懂得恬靜與深思的氣質佳人。

六、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您認為彰女是否有資格加入這個行列？

全球化的時代，迎面而來的挑戰不只是身旁的戰友，還有來自世界各國的菁英。彰化

女中同學們的英文表現在讀寫聽方面的表現很好，再創造機會練習外語”說”的溝通表達能

力，也可多修習學校開設的第二外語。學校已建置國際視訊教室也辦理許多提升國際視野的

活動，未來有機會，可以開辦國際視訊和地球另一端的學生們互動學習，或舉辦模擬聯合

國，讓學生們體驗國際議場的氛圍；又或者安排全英文教學課程，這些都是可再與老師們商

討的方案。面對跨國移動力的時代，唯有增強自己的軟實力，才能跟上全球化潮流。

七、最後，請校長送給有意就讀彰化女中的學子一段話。

高中教育是一個人基本能力的奠基、人格的陶冶、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形成、做好生涯

規劃與培養身心健康的重要階段。彰化地區的優秀女孩們如果能在地升學，彰化女中是一

個很好的選擇，不僅能在這個優質的學習環境求學，父母更能就近照顧，從旁協助，及時

給予女兒溫暖與支持，讓學習與升大學之路更為順遂。

~ 編後語 ~

「身為彰女的學生，我很感謝彰女形塑給我的氛

圍，學校的老師們都非常認真地教學，跟著他們學習

必能獲益良多，很慶幸當初的選擇，趕快加入我們和

我們一起成長，成為更好的人！也祝福正在閱讀文章

的你和妳，找到屬於自己無悔的路。」

本校 315 班李品萱同學學測成績 75 級

分，邱建富市長 106 年 2 月 23 日上午在

公所公開表揚 4 位優秀的彰化學子，期

勉同學未來更上層樓，並貢獻所學，發

揮所長，建設美好社會國家。

特殊表現：各校系申請入學榜首 21 位
姓　名 正取校系 學　系
林佳瑩 元智大學 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林庭渼 國立屏東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蕭伊婷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製程及能源工程組)
邱臆瑄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梁育瑄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工業管理組
吳佳霓 亞洲大學 護理學系國際護理組
林彥如 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葉芷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葉芷瑄 國立金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曾鈺庭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臺北校區）
洪婕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洪婕菡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洪郁惠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洪彩恩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張涵媛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蕭羽軒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蔡雨潔 國立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蕭禾言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本校308班王宣勻(左)、314班張涵媛(中)、315班

李品萱同學依據興趣志向，分別錄取並選讀香

港科技大學經濟系、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台

灣大學國企系（相片提供：聯合報）

▲邱建富市長(左三)、李品萱同學(中)與其他滿級

分同學、家長合影

國立彰化女中 106 年度甄選入學表現亮麗
醫學系 13 人

姓　名 學　校 學　系
江名蕙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何俞蓁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沈晉萱 長庚大學 醫學系
洪宇萱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張涵媛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榜首)
梁勻芳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許瑄方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陳予庭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陳怡瑄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陳宣霖 慈濟大學 醫學系
蕭禾言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羅郁捷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11 人
姓　名 學系(組)名稱
白庭瑄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李品萱 國際企業學系
高季芃 日本語文學系
莊海因 資訊管理學系
陳玠青 外國語文學系
陳思穎 財務金融學系
黃秀珍 土木工程學系
黃靖琳 日本語文學系
蕭安軒 園藝暨景觀學系
蕭羽軒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魏愷琪 地質科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14 人、國立交通大學 7 人、國立政治大學 6 人、國立成功大學 14 人、

國立陽明大學 1 人、香港科技大學 1 人、李品萱同學大學學測滿級分，申請入學錄取陽明大

學醫學系及臺灣大學 4 學系。

本屆高三學生為第一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三年來在全體教師用心教學與學

生積極努力之下，學測成績亮麗。學測成績公布後，全體師生積極準備甄選入學，辦理各項

升學輔導講座與個別指導，錄取大學整體成績表現亮麗，展現優質學風與踏實學習的成果。

~ 感謝全體教師用心教導、感謝各界專業人士悉心指導 ~

中華民國106年6月7日第一版 校長的話



105 學年度第 20 屆光復亭文學得獎名單
名次 新詩組 極短篇小說組 散文組

第一名 310邱宜湄 214 蕭淳云 從缺

第二名
313凃欣渝
312許涴筑

301柯念廷 313李翎瑄

第三名 313邱品甄 313李翎瑄 213陳佳鈺
佳　作 310鄭嘉瑜 213施少旎 313凃欣渝
佳　作 310王雋昕 212詹奕淇  
佳　作 304韋婕恩 105葉映彤  
佳　作  204王心柔

105 學年度語文類榮譽榜
比賽類別 班級 姓名 名次

105學年度第1學期
高一高二作文比賽得獎

114 許芸臻 第一名
111 黃品恩 第二名
112 謝依雯 第三名
113 黃琦涵 佳作
113 許家禎 佳作
115 郭映彤 佳作
215 蒲　晴 第一名
211 江玳維 第二名
211 余侑庭 第三名
215 楊莞筠 佳作
213 施少旎 佳作
203 柳羿如 佳作

105學年度第2學期
高一英語說故事比賽得獎

名單

101 洪愷怜 第一名
107 蘇　恬 第二名
102 王櫻蓉 第三名
115 劉幸惠 第三名
102 張聿婷 第四名
111 黃品恩 第四名
114 宋玨誼 第五名
111 高榆晴 第五名
113 黃于靜 第六名

105學年度第2學期
高一國語即席演講比賽得

獎名單

110 鄭育淇 第一名
110 周佩宇 第二名
115 張芳語 第二名
101 洪愷怜 第三名
102 楊昕諺 第三名
113 江昕潔 第三名
105 張議蘋 優選

國語朗讀比賽得獎名單

113 林翌歆 第二名
102 楊昕諺 第二名
102 許洛禎 第三名
105 李映潔 第三名
109 楊子瑩 佳作
112 潘慧君 佳作
208 胡庭柔 第一名
201 陳雅妮 第二名
211 王品蓁 第二名
215 蒲　晴 第三名
209 謝雨筑 第三名
204 黃慈茵 第三名
214 蕭淳云 佳作
215 陳韻庭 佳作

105學年度校外藝術類榮譽榜
組別 項    目 班級姓名 名次

105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團體組決賽成績

中區
高中職團體組
口琴四重奏

207鄭鈺臻　205張芯語
205夏郁棻　208蕭孟晴

優等
第三名

中區
高中職團體

B組鋼琴三重奏
214黃若曦　215吳玨青

215杜喬茵
特優

彰化縣105學年度
學生音樂比賽暨鄉土歌謠

比賽得獎名單

高中職B組

長 笛 獨 奏 108楊翊霈 第一名

雙簧管獨奏 106王映涵 第一名

單 簧 管 獨 奏 209林妤昕 第一名

長 號 獨 奏 203廖藝芳 第一名

高中職組 口 琴 獨 奏 102陳昕渝 第一名

高中職B組 長 笛 獨 奏 213王韻茹 第三名

中部四縣市105年
寫生比賽得獎名單

寫生

節孝祠 308劉心汝 第一名

塵封 105謝承婕 第三名

歲月 109巫詩翎 佳作

八卦牌樓 214林佳伶 佳作

105學年度圖書館藏書
票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班級 姓名 名次
215 蒲　晴 特優
310 邱宜湄 特優
306 葉于湉 特優
112 吳姵儀 優選
209 陳炘蘋 優選
309 林于蓁 優選
215 陳韻庭 佳作
112 吳姵儀 佳作
215 楊育媚 佳作
205 張芯語 佳作
311 羅祥瑜 佳作
205 張芯語 佳作

第12屆影音短片創作比賽獲獎作品
名次 班級 姓名 作品名稱

第一名 210
賴宜莛  楊思凡  楊宜澄
黃芊綵  張惠鈞

挺身

第二名 211
王品蓁  江玳維  陳品蓁
楊佳其  楊涴筑

你，愛我嗎？

第三名 214
李伃恩  林佳伶  高詠晴
梁品渝  謝宜庭

克美魯克多西亞克絢麗無
敵多功能彩虹棒棒糖

佳作 214
尤梓薰  何昀蒨  吳昀縉
李亦婷  張妤菡

回到愛以前

佳作 212
許水如  陳依柔
曾家樺  楊幸娟

熱血無賴

佳作 204
林銹婷  洪于珊  莊庭嘉
陳品秀  葉佳欣

憾

本校 201 洪琇琪、204 王心柔、205 蘇庭儀
三位同學，於李建嶠老師指導下，赴印度
參加 2016 WRO 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
世界賽，榮獲創意賽高中組第 9 名

恭賀本校 203 班魏姝姍、307 班林紡縼同學榮獲第 17 屆「保德信

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僅遴選 150 名，兩位同學長期在課餘時

間持續擔任志工，今獲此佳績，實屬不易。

▲307班林紡縼同學(右四)203班魏姝姍(右三)

參加表揚典禮

▲307班林紡縼同學(左)203班魏姝姍(右)受獎

後開心合影

105 學年度體育類榮譽榜
項目 班級姓名 名次

105年
縣長盃排球錦標賽

高中女生組 殿軍

105年
縣長盃羽球錦標賽

高中女生組團體 第二名

高中女生組雙打
201李恬恬
207蔡亞芳

第五名

高中女生組單打 201李恬恬 第七名

本校參加 106 年彰化縣
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榮獲亮眼成績

項目 班級姓名 名次
高中女生組 田徑賽總錦標 第三名

團體賽
1600公尺接力

312洪婕菡  214粘雨錚
105李品璇  202林沛妤

第四名

400公尺接力
105李品璇  214粘雨錚
101黃韻潔  207蔡和芳

第六名

個人賽

三級跳遠
312洪婕菡

第三名
跳遠 第四名

100公尺跨欄
105李品璇

第二名
400公尺跨欄 第二名

跳高
207蔡和芳

第二名
鉛球 第五名
標槍 108詹邡詡 第二名
跳遠 114楊宜瓔 第三名
跳遠 101黃韻潔 第八名

班級 姓名
101 黃韻潔
102 許洛禎
103 白宜恩
104 潘彥蓉
105 莊羚鈺
106 王映涵
107 葉芷君
108 詹邡詡
109 郭亭欐
110 梁雅筑
111 強寶云
112 柯姿瑄
113 郭娗㶦
114 楊宜瓔
115 林樸皙
201 李恬恬
202 林沛妤
203 鐘聿亭
204 劉亭瑜
205 廖翌筑
206 潘芊妤
207 蔡和芳
208 李怡雯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各班體育成績最優名單

班級 姓名
209 黃珮涵
210 楊筑婷
211 楊佳其
212 張菲比
213 陳詩瑩
214 凃芯瑜
215 林子綺
301 黃柏雅
302 張勛婷
303 柯宜汝
304 楊惇淇
305 黃漢妤
306 葉于湉
307 林昱廷
308 林彥如
309 許愷倫
310 許可昀
311 楊佾敏
312 潘怡靜
313 蔡依汝
314 林思旻
315 許毓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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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2月14日（三）日本國青森縣知事（縣長）

三村申吾先生率領平川市市長常尾中行及縣府一級主

管蒞臨本校訪問，校長親臨主持迎賓儀式，家長會白

鴻祥會長、校友會翁金珠理事長獲邀出席，校友會前

理事長、現任彰化縣社會處黃淑娟處長與縣政府陳永

昌諮議委員，代表魏明谷縣長致詞，當天雙方互贈禮

物外，並安排參觀校史館，知事誇讚本校對文物保存

之用心。

日本國青森縣知事來訪105.12.14

高三學測祈福典禮105.12.21

聖誕節便服日音樂展演及祝福活動105.12.24

本校為祈求高三同學學測順利、成績大放異

彩，每年準備包子、糕餅與粽子於孔廟舉辦「包

高中」祈福活動，校長提醒高三同學注意身體健

康，維持正常作息，以最好的體力與心力迎接考

試，各班導師點燃鳳梨蠟燭，祝福同學精氣神皆

旺，成績旺。

▲校長期勉同學更上層樓

▲翁金珠理事長向三村知事解說文物

▲高三同學誠心祈禱學測順利

▲高三各班導師點燃鳳梨蠟燭

本學期邀請了三位女性職場講師進行分享。包括

由護理系轉換跑道為空服員的葉筱芸學姐。東海社工

系畢業，到嘉義就業服務中心擔任個案管理員的李若

琳社工師。以及從政大新聞系畢業，從事媒體研究員

的陳筱晶學姐。兩位學姐的分享都相當貼近同學的生

活經驗，而且也從轉換跑道或心情的轉換來談自己的

人生。李若琳社工師從高中就立志要做助人工作者，

也如願走上這條路，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已經10多年，

但仍樂此不疲。他從自己服務大學畢業生的經驗提醒大家，要及早知道自己的興趣跟喜

好，別把探索性向跟興趣這件事擺在最後，愛自己的選擇跟選擇自己愛的，一樣重要。

Herstory 女性群性與自我探索講座

Dora媽咪蘇惠娟老師在女兒罹患骨肉癌病逝後，將愛女樂觀抗癌歷程之點點滴

滴，書寫成「93奇蹟：Dora給我們的生命禮物」，本校IEP研習以「愛與勇氣 生命無

懼」為主題，透過講師Dora媽咪蘇惠娟老師演講，傳達人生是個缺角的圓，引導同

學接受自己，練習正面思考，並對身心障礙者發揮同理心，支持與接納。

▲同學、教務處魏楓城主任與Dora媽咪一同比出「love life」的手勢

全校教師輔導管教研習106.03.22

本年度高二校外教學不同以往，足跡踏至淡水漁人碼頭、九份老街與宜蘭

等國境之北，在漁人碼頭享受夕陽西下愜意悠閒慢活步調，徜徉在九份老街戀

戀風塵建築之美，造訪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品味台灣最道地的古早味，並享受各

地美食佳餚，可謂一場人文風貌之旅。

高二校外教學106.03.29-03.31

愛與勇氣生命無懼 93 奇蹟：
             Dora 給我們的生命禮物

同學們引領期盼一年一度聖誕節便服

日音樂展演及祝福活動，於12月24日在校長

於每一節下課率各處室主任至各班教室、

各處室辦公室，發送糖果傳遞祝福揭開序

曲，中午時分，許多社團接力演出，熱音

社同學熱情表演，在寒冷的聖誕時節，增

添幾分暖意，口琴社同學在中央穿堂演奏

聖誕樂曲，希望彰女大家庭的每個成員，

永遠健康平安喜樂。

主題／性別平等意識認知及防治　　主講／國立秀水高工 黃麗娟主任

邀請國立秀水高工輔導室黃麗娟主任蒞校演講「性別平等意識認知及防治」，

該場研習學務處生輔組將性別平等法與施行細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準

則、調查、處理流程等相關條文與委員會設置要點編輯成冊，發予全校教師，以增進

相關法治觀念。

社會科劉麗菁老師力邀致策國際法律

事務所黃致豪律師，藉由專題講座使學生

瞭解，司法程序當中的行為科學該如何判

斷？精神醫學在法律中該如何被看待？

「你以為：司法科學一定是冤罪澄清

的助力、而非阻力嗎？你以為看起來是科

學，一定就是科學嗎？司法沒有了科學的

支持，跟鹹魚一樣沒什麼分別嗎？」

「你知道：人的記憶，無論是被害者

的指訴、被告的自白、或者一般證人的證詞，可以透過某些手法被「製造」出來嗎？」

黃律師拋出種種議題，供同學思考、辯證，該場講座同學反應熱烈，擠爆會場、勤

做筆記外，並表示收穫滿滿。

司法（偽）科學講座10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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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校園-

   消防與防災演練

▲地震始，同學以書包護頭並蹲低避難

▲同仁實際操作滅火器

▲邀請多元策圖書出版社牟國陶總編輯

蒞校講解說明

▲邀請元智大學林玥岑助理教授講授如

何準備備審資料

高三甄選入學系列講座
落點分析

模擬面試

備審資料準備

一年一度受到同學熱衷的高中女生科學教育巡訪

活動，於4月15日(六)假本校科學館舉辦，由臺灣師範大

學物理系林明瑞教授主持，並邀請成功大學生科院生資

所羅竹芳教授與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陳韻如研究員及

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研究所王慧菁教授等三位傑出女科

學家獎得主蒞校指導，藉以提升女學生學習基礎科學的

興趣，擴展科學視野，鼓勵投入科學研究的生涯規劃，

並傳承國內傑出女性，當日本校自然科教師與科學家教

授，指導同學物理與化學領域之實驗操作，藉由做中

學，實踐課程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灌籃高手 - 教職員投籃大賽

高中女生
科學教育巡訪活動

男教職員組得獎名單

科別 姓名 比賽分數 比賽名次

學務處 盧俊豪 537 1

自然科 王麒鈞 525 2

教務處 王奕仁 474 3

數學科 游竣博 356 4

教務處 江長屹 306 5

數學科 莊子平 240 6

▲校長開球為同仁加油

▲同仁投球比賽

人類和猩猩的腦袋有什麼不同？電腦能取代人腦嗎？神經元如何傳遞

訊息？喜怒哀懼有什麼功能？如何作自己情緒的主人？什麼是焦慮症？如

何重拾安寧，對抗焦慮？如何利用心腦操練構築快樂生命？…5/1-5/11輔

導室在充滿歷史況味的彰女「紅樓」，讓科學與老建築建立起一種新的關

係－「腦的美麗境界Wonderful Brain」。感謝吳潮聰院長、精神健康基金

會執行長莊睿祥醫師及弘道基金會林博樺主任先來為我們15位導覽同學上

了一門寶貴的腦科學課程，以數十幅色彩鮮明的圖像讓導覽同學具備介紹

的能力。300多位同學進入展場參觀並填寫學習單，相信透過更多人認識

腦科學及精神疾病相關知識的重要，促進更多師生對於大腦知識與精神樂

活的了解，希望能逐步體認到腦與生活的關係，以身體力行實踐保養頭腦

的方式，從生活中促進精神健康和更優質的人生。

女教職員組得獎名單

科別 姓名 比賽分數 比賽名次

學務處 陳品潔 433 1

教務處 廖勻華 409 2

自然科 蕭碧鳳 390 3

體育組 謝孟媚 343 4

學務處 李毓慧 322 5

輔導室 李旻樺 246 6

腦 的 美 麗 境 界 介 紹

夢想行動校園講座 106.04.19

社會科劉麗菁老師申請明基友達基金會贊助之夢想行

動校園講座，邀請溜溜球金氏世界紀錄保持人楊元慶先生

蒞校於活動中心演講，「不是要當最厲害的，而是成為無

法取代」乃楊元慶先生人生的座右銘。

「不只是個街頭藝人，我還選擇走進校園、企業，拿

起麥克風去鼓勵更多人勇敢做自己，你為什麼總是不被看

見？因為你害怕自己跟別人不一樣，不需要很厲害，我們

本來就無法取代。」楊元慶先生如此鼓勵著同學。

當日校長以一首詩贈與楊元慶先生，除表達謝意外，

並以此勉勵同學，勇於自我探索、發揮個人特質、建立挫

折耐受力：

神乎其技楊元慶，

堅持夢想不怕苦；

不怕失敗再一次，

努力圓夢我可以。
▲溜溜球在兩手中轉動，全校師生讚嘆神乎其技

▲楊元慶先生(前排左)與社會科劉麗菁老師(前排

右)、同學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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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試探彰女號活動106.03.04

日本長野縣教育旅行106.04.22-04.28

恭賀本校校友會翁金珠理事長
獲聘總統府國策顧問

2017彰化縣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五校策略聯盟上海杭州教育交流訪問

團，本校由教務處魏楓城主任與英文

科科召集人蕭宜君老師代表本校參

加，4月22日啟程展開為期七天的參訪

行程，希望透過此次交流瞭解上海杭

州兩地中學之教育政策、課程架構與

教學設施，相關參訪心得報告擬於5月

16日(二)於員林高中舉辦。

走出臺灣看教育

   五校策略聯盟上海杭州教育交流訪問

▲英文課觀課

▲總統府人事處張秋元處長(左)代表蔡英文總統
頒發國策顧問聘書

▲校園廣播電台設備

▲英文科全體老師歌唱表演 ▲同仁眷屬演奏烏克麗麗

▲晚會重頭戲-摸彩

站在打破傳統制式教育最前線，主

動打開學校教室大門的關鍵推手──中

山女高國文教師張輝誠，2013 年 9月至

今，已吸引國內外各級教師前來取經，

本校於105年12月12日教師總動員，在教

務處魏楓城主任帶領下，前往中山女高

觀摩學習「運用學思達教學方法」，

透過教師自主觀課，將強調考試

成績與精熟記憶的傳統課堂，轉化為

孕育「自學、思考、表達」能力，建構務實有效、符合國情的教學系統，引導

傳統教師逐步轉型為「學習設計師（learning designer）」。

赴中山女高觀課學習之旅105.12.12

105年12月26日(一)彰化區國立高中

五校聯盟：本校鄭曜忠校長、教務處魏楓

城主任及他校代表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所長林國楨教授，共同接受教

育廣播電台訪問，談論成立五校聯盟之目

的，希冀透過校際合作，組成教師專業社

群，分享教育專業，共同備課與觀課，增

進課程之多元化，提供學生學習之選擇

權，以提升教育品質。

彰化區國立高中五校聯盟
教育廣播電台受訪

歲末聯歡晚會於花壇全國麗園

婚宴餐廳舉行，當晚貴客盈門，社

會處黃淑娟處長、邱建富市長、家

長會許蒼松副會長、校友會翁金珠

理事長等嘉賓蒞臨會場，退休同仁

及校友亦出席同歡，同仁與眷屬表

演節目活力四射，摸彩活動為晚會

重頭戲，最後校長祝福大家來年闔

家平安健康、校運昌隆。

歲末聯歡晚會106.01.19

▲當日前來觀課教師眾多，部分教師坐在走廊觀課

▲Break a leg-本校同學英文話劇表演，生動的

演技、流利的台詞、標準的發音，獲得滿堂彩

▲國文科蕭任婷老師講授文學之美，並傳授如何

準備國文測驗與提升寫作能力

▲社會科公民科劉麗菁老師以分組活動討論方

式，激發同學思辨，並上台陳述想法

▲ 每年舉辦之學術試探彰女號活動，

吸引縣內國三女同學踴躍報名

▲doing by learning-自然科物理科張國志老師

指導實驗操作，讓同學明瞭物理理論存在日常

生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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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教育座談會106.02.18

鍾 督 學 蒞 校 訪 視 ， 校 長 進 行

校務簡報，各處室主任出席備詢，

鍾督學盛讚本校無論在教學、輔導

或行政業務均表現卓越，會將本校

所反映需鈞署協助之各項校務問題

上達，並勉勵大家在社會價值丕變

的現在，教育工作者需有智慧與熱

情，加以愛心、耐心創造優質的教

育現場，感謝本校所有同仁為國家

之貢獻。

國教署鍾克修督學蒞校訪視106.04.12 校外寄宿學生(賃居生)座談會106.04.20

▲校長叮嚀同學在外租屋，須注意安
全與健康

▲陳致霖老師講解流畫創作技巧

▲

快樂有趣的研習課程

▲老師們自行選擇顏色進行創作

▲同學專心聆聽校長的關懷言語

藝能科科召集人陳致霖老

師舉辦流畫創作研習，吸引許

多老師報名，當水泥漆遇上畫

布，多種色彩交疊流溢，竟如

此百般風情。

藝術饗宴-流畫創作106.05.10

一年一度社團聯展於5月6日(六)登場，今年主題為side by side，表達人

與人之間合作、尊重、包容的意象，社團表演顯示同學秀外慧中、動靜皆

宜的特質。

side by side 社團聯展

國文科科召集人鄭玉娟老師邀請國光劇團蒞

臨本校，當日由編劇林建華老師擔任講座，述宋代

大文豪蘇東坡顛沛多舛的一生，並旁徵博引蘇軾著

名詩詞，如＜定風波＞、＜臨江仙＞、＜水調歌頭

＞等，為大家上了一堂精彩的國文課，彰女同學還

能對答如流，可見同學平日文學造詣甚佳。另安排

三位戲劇老師身段示範，說明傳統戲劇表演者的養

成過程、苦練經歷，並親自表演刀、槍、棍、騎

馬、划船、開門、翻筋斗等基本橋段，更特別邀請同學上台互動，彰女學生聰穎活潑，上

台表演毫不怯場，不但博得同學的滿堂彩，更贏得戲曲老師高度的讚美。

這場傳統戲劇校園推廣活動，不僅使同學對戲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也使得大家有更

寬闊的文化視野，進而願意買票走進台中歌劇院藝術殿堂觀賞表演，當個有文化涵養的現

代文青，是很成功的示範演出。

國光劇團校園推廣活動106.3.24

全校教職員生環境教育講座106.03.29

捐血活動106.05.03

健康促進成果年終報告會議105.12.15

地點：活動中心

▲鍾克修督學(右三)與校長、處室主任合影

▲衛生紙丟馬桶宣導文宣▲環境教育演講

▲校長主持開幕儀式，並介紹與
會之專家學者

▲衛生組李毓慧組長報告本校健
康促進執行成果

▲全國各區健康促進學校展示成
果海報

教職員有氧運動班

健 促 成 果 報 告

健 康 校 園

彰女校訊第四十二期 中華民國106年6月7日第六版 校園要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