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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畢業國中
羅彥蓉 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游佳蓁 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
林芸萱 彰化縣立溪州國民中學
李寀菱 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
黃靖恩 彰化縣立伸港國民中學
蔡依虹 彰化縣立福興國民中學
吳宇晴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吳書誼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宋方瑜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
施春瀴 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
陳俐妤 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
黃采庭 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黃思瑜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詹宜儒 彰化縣立竹塘國民中學
劉心宇 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

一個人在這世界上的價值，不在於「擁有」什麼，乃在於能為他人「付出」

什麼；不在於擁有那些優勢、才華、能力，乃在於能用自己的優勢、才華、能力

為他人貢獻什麼。所謂的「優秀」與「卓越」不代表超越了多少人，而在於幫助

了多少人、造福了多少人、為他人以及為這世界貢獻了什麼。

為人點燈 明在我前
《創意電力公司》書中有一個故事，皮克斯公司(Pixar Animation Studios)創辦

人凱特摩去盧卡斯公司應徵時，被問道：「你會推薦哪些既懂電腦又愛電影、還

會做特效的人來本公司做事呢？」他毫不猶疑地說了幾個最頂尖人的名字。他被

錄用後才知道，其實盧卡斯早已用相同的方法面試過他提到的那些人，但是沒有

一個人說出別人的名字，因為大家都想要這個工作。只有他，認為成大事必須靠

眾人之力，便無私地推薦了有能力的人，結果他反而被錄用。一個成大事的人必

須要有海納百川的肚量，也要有不忌才的胸襟並能樂於幫助他人。「為人點燈 明

在我前」，因為看似替別人做事、幫助別人，其實也會為自己鋪路。善是良性的

循環，終究會回到自己的身上。

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當手心緊握時，只能抓住有限的東西；若將手掌轉個方向，把東西給予他

人，手是空了，卻掌握無限的可能。星雲大師一生以「給」為工作信條，奉行

「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給，可以是物質的布施，也能

是身體力行的奉獻；從「給」當中，廣結善緣，展開無限寬廣的人生。

屠格涅夫是俄國著名的作家。有一天，他在街上散步，忽然遇到一個衣衫

襤褸的窮人向他行乞，請求屠格涅夫給他一點東西吃。屠格涅夫摸遍身上的所有

口袋後對窮人說：「兄弟啊，實在對不起！我沒帶什麼吃的東西。」誰知聽罷這

句話，那窮人緊緊拉住屠格涅夫的手，連連道謝。屠格涅夫既慚愧又驚奇，忙問

道：「為什麼你要謝我呢？」窮人說：「我本來不想活了，沒想到世界上還有溫

暖，你稱我為兄弟，你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屠格涅夫連自己都沒有想到，他

沒有給這位窮人任何食物，只有一句「兄弟」的尊稱，竟然點燃了這位窮人的自

尊之火，使他增添了生存的勇氣和自信。

敬天愛人 自立利他
在日本被譽為經營大師的稻盛和夫先生經營京瓷與KDDI兩家企業集團，營

業額已達到一兆七千億日圓，三十八年來成長六萬五千四百倍，這是相當了不起

的成就。稻盛和夫在《敬天愛人》這本書中，將他人生寶貴的經歷，用淺顯易懂

的故事，引領讀者能清楚了解他的人生哲學：「人類最高尚的行為是，對世界、

對人類有益的作為。」以此為基礎，再延伸出京瓷公司的經營理念：「敬天愛

人」。也就是要光明正大的行事，用謙虛的心在工作上遵從天理；要愛人、愛工

作、愛社會，還要愛自己的國家，甚至愛這個地球村。稻盛和夫建立於員工團體

彼此間的信任之上，一切都依循著合理的原則，商業行為除了自立、利己，也要

利他。這麼清楚明確的經營理念，讓京瓷公司從資金與實績都缺乏的簡陋小公

司，躍居日本與國際間數一數二的知名企業集團。

人都有雨天沒傘的時候
人都有雨天沒傘的時候；當有別人有困難時，絕對不要吝於伸出你的那把

傘。讓旁人因為有你而變得更美好，那怕只是多做一個小動作，多幫忙一件小事，

都可能會有許多意外的驚喜與感動。一個善意的微笑、一個簡單的幫忙、一句單純

的讚美，有時候可以讓人開心一整天。或許一個人能做的事情不多，不要在乎力量

的大小，社會上需要每個人小小的奉獻，就能創造出各種奇蹟，相信只要我們一起

努力，可以讓社會多一點溫暖、讓臺灣多一點進步、讓世界多一份和諧。

讓自己的存在，成為別人的祝福。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升大學成果亮麗
醫學系 14 人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升學管道 畢業國中
羅郁捷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陽明國中
簡同學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陽明國中
張涵媛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陽明國中
江名蕙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大同國中
沈晉萱 長庚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彰安國中
梁勻芳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秀水國中
耿語萱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指定考科 陽明國中
陳宣霖 慈濟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和美高中國中部
洪宇萱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陽明國中
何俞蓁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繁星推薦 和美高中國中部
蕭禾言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文興高中國中部
陳予庭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彰泰國中
許瑄方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繁星推薦 陽明國中
陳怡瑄 長庚大學 中醫學系 個人申請 彰安國中

國立臺灣大學：18 人

臺清交成政陽明：89 人
國立臺灣大學18人、國立清華大學19人、國立交通大學8人、國立成功大

學26人、國立政治大學17人、國立陽明大學1人，共計89人，約佔 15％。

中央、中興、中正、中山：81 人
國立中央大學11人、國立中山大學15人、國立中興大學22人、國立中

正大學33人，共計82人，約佔14%。

公費生：4 人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學系1人、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2人、海軍軍官學

校1人。

國外大學：2 人
‧308王宣勻同學錄取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

‧311吳沛瑩同學錄取美國美利堅大學不分系

學科優異表現
‧313張馨元榮獲彰化縣指考社會組榜首，錄取台大法律系。

‧309洪筱涵同學指定科目考試歷史科全國唯一滿分，錄取國

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301賴真萍、302余琇甄、306張育菱、306賴奕璇、309詹晴

雯、310蔡易霖、310詹貽婷、310黃鈺淇、311鐘云蔓指定科

目考試數乙滿分。

‧301黃柏雅同學以特殊選才管道錄取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

學系。

‧315黃詠晴同學以奧林匹亞國手選訓營成績優異保送入學國

立臺灣大學地質學系。

‧314姚曉蓉同學以希望入學管道錄取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

學系。

特殊表現
‧數理資優班畢業29人，錄取醫學系7人。

‧數理資優班李品萱同學大學學測滿級分，申請入學錄取國立

陽明大學醫學系及國立臺灣大學4學系。

‧數理實驗班畢業40人，錄取醫學系7人。

‧語文資優班畢業27人，錄取臺大4人。

精緻教育  適性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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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入學成績表現亮麗。在指定科目考試部分，同

學亦展現出積極認真之態度積極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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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全體老師的辛勤教

導、行政同仁的努力，家長會及校友會之關心與護持。

讓自己的存在，
    成為別人的祝福。

校長 鄭曜忠

106 學年度高一優秀新
生入學獎學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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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語文類榮譽榜
比賽類別 班級 姓名 名次

高二英文
作文比賽

214 黃若曦 第一名
215 楊莞筠 第一名
213 楊家綺 第二名
214 陳慈安 第二名
213 楊純卉 第三名
215 林祈均 第三名
204 張庭瑄 第四名
213 施少旎 第四名
211 許家瑄 第五名
213 蔡函恩 第五名

高二英文
單字比賽

215 楊莞筠 第一名
214 黃若曦 第二名
213 簡溎郳 第三名
215 柯佳旻 第四名
215 施泯嘉 第五名
213 楊純卉 第六名
215 林祈均 第六名
215 王聖惠 第七名
204 張庭瑄 第八名

高二英語
即席演講比賽

213 劉凡瑜 第一名
215 劉濰維 第一名
213 李品儀 第二名
213 楊純卉 第三名
213 蔡函恩 第三名
213 施少旎 第四名
214 葉仁愛 第四名

閩南語
朗讀比賽

204 黃慈茵 第一名
204 陳洳萱 第二名
102 楊昕諺 第三名
111 王俞斐 佳作
110 張華珍 佳作
203 陳宜如 佳作
105 洪翊庭 佳作

閩南語
演講比賽

208 蕭孟晴 第一名
102 許洛禎 第二名
209 謝雨筑 第三名

高一英語
說故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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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外體育競賽績優名單
名　稱 項　目 得獎者

106年度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會內賽）

彰化縣五術代表隊
高女組太極、太極全能 205廖翌筑

107年度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資格賽） 高女組桌球雙打 201李恬恬  203洪妤瑄

108年度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資格賽） 高女組羽球團體

201李恬恬  205林雅晴  
207黃文祈  207蔡亞芳  
102葉沛嫻  108吳佳容
108陳芷佩

106教育盃游泳
錦標賽

高女組四百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二名 107蘇　恬  114賴子安
101廖苡婷  215林子綺高女組四百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二名

高女組五十公尺蝶式　　　　第四名 101廖苡婷
高女組五十公尺自由式　　　第四名 114賴子安
高女組五十公尺蛙式　　　　第三名 114賴子安
高女組一百公尺仰式　　　　第二名 107蘇　恬
二百公尺自由式　　　　　　第五名 214葉仁愛
高女組一百公尺蛙式　　　　第四名 215林炘苡
高女組五十公尺自由式　　　第八名 208林冠芸

106年縣長盃太極拳
錦標賽

雲龍劍　　　　　　　　　　第一名 102凃鈺瑄
四十二式太極拳女子組　　　第一名 102扈菀庭

106年縣長盃桌球
錦標賽

個人單打組　　　　　　　　第三名 311李恬恬
個人單打組　　　　　　　　第五名 106王均予
個人雙打組　　　　　　　　第四名 311李恬恬  310林詩穎
個人雙打組　　　　　　　　第五名 106王均予  104洪千茹

恭賀！ 106 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丹文
玉版」學生校園刊物競賽榮獲高中組競
賽類書刊銅質獎。

恭賀！第 16 屆文薈獎文學類高中組第
一名三年 10 班張惠鈞同學，本校全體
師生同賀。

恭賀！ 2017 年全國高中職學生英語配
音比賽非主修英語組個人獎佳作吳芷
伶，感謝林怡光老師用心指導。

106學年度高級中學數理及

資訊學科能力競賽臺灣省第

五區複賽成績
參賽科別 班級 姓名 成績 指導教師

化學

315 施姿名 佳作

陳琬菁老師
315 張雅雯 佳作
315 楊育媚 佳作
315 楊莞筠 第五名
315 蔡翠虹 第四名

物理
315 林炘苡 佳作

賴文哲老師
315 董易蓉 佳作

數學
303 李念宮 佳作 莊孟綉老師
315 柯佳旻 佳作 丁麗雪老師

地球科學 215 張硯筑 佳作 唐國詩老師

生物

314 蔡依辰 佳作

蕭碧鳳老師
314 謝函臻 佳作
315 林映岑 佳作
315 黃郁茹 佳作

第 57屆國立暨縣 ( 市 )
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第三區科學展覽會得獎
科  別 班級 姓名 成績 指導教師

數學科
203 鍾佳霖

特優 游竣博老師206 李佳怡
209 黃甄儒

物理與
天文學科

205 葉育真
優等

張國志老師
李政憲老師

205 藍心敏
206 林俐玟

物理與
天文學科

106 李瑋翎
佳作 馬群樺老師111 王苡潔

201 耿寶宜

物理與
天文學科

111 李瑩薏
佳作

張國志老師
李政憲老師

202 張菀婷
205 吳芸芸

物理與
天文學科

202 蔡旻珊
佳作 馬群樺老師

204 陳昭沂

環境學科
215 王聖惠

佳作 陳琬菁老師215 林盈喬
215 楊莞筠

第 57 屆中小學全國科展

高級中等學校組數學科

佳 作，303 鍾 佳 霖 306

李佳怡 309 黃甄儒，感

謝本校游竣博老師指導

樂儀隊榮獲 106 年彰化
縣國慶遊行高中職組第
二名

本校數學科王文惠老師連

續13年指導學生參賽，連年獲

獎無數，今年指導四隊，共12

位二年級數理資優班學生參加

全國數學建模競賽，在近30隊

參加隊伍中，以前八強之姿進

入決賽，囊獲二金一銀一銅佳

績，成績斐然突破往年紀錄，

並接受多家新聞媒體採訪。

今年競賽規則不同以往採取96小時制，此競賽規則主要目的是訓練學

生面對未來危機發生時，可以在96小時內找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此次競賽題目緣由於今年八月15日臺電大跳電新聞事件，遂以工廠生

產製造為主軸，再分為「變電所安危」、「工廠製造與噪音防治」、「保

護高科技製程」三題組，王文惠老師說，希藉由競賽讓學生了解，數學並

非只是套公式計算，需能應用於生活事件，提出具體解決之道，參賽同學

張芳語表示，在四天三夜的過程，她們一起收集資料、摘要、並歸納結

論，且不因比賽時間縮短，而影響生活作息或耽誤其他課業，邱琪驊同學

說，學習到許多數學技巧，如何在有限時間解決問題，賴以珊同學則說，

同學一起合作、腦力激盪，感情變得更好。

三年九班林楦純與二年二班黃品恩

兩位同學，參加全國語文競賽從初賽、

複賽過關斬將，脫穎而出，再代表彰化

縣參加全國決賽，高手齊聚一堂，競爭

相當激烈，在國文科黃琬甯與林怡君老

師認真指導下，林楦純同學摘下高中組

國語演說全國冠軍寶座，二年二班黃品

恩同學榮獲寫作全國亞軍。

2017 第 14 屆 清 華
盃化學能力競賽榮
譽榜，感謝本校陳
琬菁老師指導

班級 姓名 成績

315 楊莞筠 個人銀牌

315 林映岑

個人成績優良
315 邱郁雯

315 柯佳旻

315 楊育媚

▲國文科黃琬甯老師（左一）指導高三林楦純

同學（左二）拿下國語演說全國冠軍，林怡

君老師（右一）指導高二黃品恩同學（右

二）作文比賽獲全國亞軍。照片聯合報林敬

家記者提供

15 屆全國高中數學建模競賽
       囊括二金一銀一銅

全國語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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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始業式106.08.23

「陳為甫與魏少明老師紀念講座」9

月2日（六）邀請廖玉蕙教授蒞校演講，

主題為「相互靠近的練習—談閱讀與寫

作」，本校同學專心聆聽之際，並勤做筆

記，當日數十位校友亦返校參加此場講

座，結束後，廖教授與本校師生、校友合

影留念。

彰化女中全國校友會陳為甫與魏少明老師
紀念講座-廖玉蕙教授106.09.02

親師座談會106.09.09

106學年度彰一區高中職適性學

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計畫，9月16

日（六）由本校主辦「英姿煥發—彰

北區英語文聯合發表會」，區域內友

校共襄盛舉，該活動主要目的為整合

高中職與社會資源，提升社區高中學

生對英語語言及文化的了解，推廣特

色教學、創意學習活動，提供適性學

習機會，提升社區整體的教育品質，進而弭平城鄉教育資源差距，發表會全程以英

語進行，本校二年十三班同學分別表演Mulan、Toy Story兩齣短劇，流利的臺詞、

生動活潑自然的演技，充分顯示同學深厚紮實的英語實力。

英姿煥發英語發表會106.09.16

日本國青森教育旅行106.05.21-27

好鄰居活動為本校例行性活動之一，本學期於第一次期中考結束之午后舉

行，主要以打掃鄰近社區道路，目的係維護周遭環境整潔，並落實灑掃庭除生活教

育之目標，高一班各導師隨班協助看護，同學在秋老虎環伺下，展現活力認真打

掃，發揮熱情友愛環境，社區民眾對本校同學的表現，均豎起大拇指讚揚。

好鄰居活動-社區環境整潔106.10.18

▲同學以舞蹈表演貫穿呈現臺灣多元文化之風貌▲校長致贈墨寶感謝日方友校盛情招

待，右為書法作者蕭力綺同學

▲廖玉蕙教授與校長及國文科教師合影

▲演講結束後，廖玉蕙教授為同學簽名
▲廖玉蕙教授以相互靠近的

練習-談閱讀與寫作為題

▲廖玉蕙教授講述閱讀的

重要性

▲106年9月9日親師座談會家長出席踴躍

▲家長會許蒼松會長致詞

▲新生始業輔導開訓典禮學務處丁志昱主任

解說日本教育旅行與校外教學等活動

▲新生始業輔導開幕式校長以校訓「誠勤莊

毅｣的意涵勉勵同學

▲將街道打掃乾淨後，同學開心比V手勢 ▲好鄰居活動導師隨班指導

傳統技藝

活動

彰化縣境內文化薈萃，傳統手藝精湛，素有「文化之都」美名，除了有

名聞遐邇的國寶級燈籠大師吳敦厚老師傅之外，更有許多技藝精湛的傳統手

工藝老師傅們，隱身或埋沒在鄉鎮村落的街頭巷弄裡。社會科公民科劉麗菁

老師邀請縣內傳統手工藝老師傅們，藉由影像展覽與工藝DIY，並分享他們的

故事，帶領大家進入傳統藝術的世界，深入認識台灣最美的人文風情。

此次土黏香戲偶DIY活動，由施建宏老師指導，並以生動活潑的介紹戲

偶歷史，民國三、四十年代，台灣廟會布袋戲文化盛行，質樸的土黏香戲偶

應運而生。當年全民瘋布袋戲時，沒錢買戲台上的木雕戲偶，就用「土黏

香」來做木雕戲偶，也就是阿公、阿嬤小時候最熱門的玩具啦！

「簡單的事情重複做 重複的事情用心做」是花壇鉅興鞋業對手工製鞋傳

統技藝的堅持，彰化花壇早期是製鞋產業的聚集地，由於工廠外移，使得產

業鏈出現斷層，大量訂單減少，廠商為了求生存，近年也力拼轉型，尋找新

出路。羅尹君老師蒞校指導師生製作拖鞋鑰匙圈，得以落實做中學之教育理

念，讓大家充分的了解製作一雙鞋子需要繁複的工序，方能完成一雙美感與

力學兼備的鞋子。

▲同學聚精會神的製作戲偶

師生完成手做小拖鞋作品

▲

▲DIY土黏香戲偶材料與成品
▲手作小拖鞋-羅尹君老師示範沾上工業用

膠水，用海綿平均塗抹在皮料上面，再將

膠水吹乾，小心地將兩片黏在一起，一雙

拖鞋就完成囉！

▲土黏香戲偶DIY施建宏老師生動活潑的

介紹戲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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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運動會為本校體育類之例行賽事，其目的除強健體魄

外，培養同學具備游泳技能，增進夏日戲水時之安全，在設備良

好的游泳池舉辦比賽，參賽選手們個個「力爭上游」、「泳往直

前」，水面濺起如白雲般的浪花，池邊的老師同學，加油聲浪一波高過

一波，活力歡樂的水上運動會，為即將到來的夏天揭開序幕。

眾所皆知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資產，為提升本校教職員工之體能，學務處

體育組特邀健身教練許雅琴老師，舉辦肌力、肌耐力與心肺功能訓練課程，

教練善用本校之設備與器材，以抗力球訓練核心肌群，參加的同仁彷彿醉漢

般，在球面上搖搖晃晃，再佐以時下流行I Party有氧課程，帶領大家隨音樂揮

汗熱舞，即使手腳不協調，聽著動姿動姿的旋律，心情不禁也跟著嗨翻天。

活 力 校 園

教職員抗力球有氧課程

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主辦、今年邁入第

十屆的「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11

月8日（星期三）在彰化女中舉辦篆刻工作

坊，由多次獲得篆刻組獎項的青年藝術家古

員齊擔任講師，帶領彰女師生運用篆刻刀，

在印石上刻劃屬於自己的篆體「關鍵字」。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許峻郎、彰化女中

校長鄭曜忠都親臨現場，也吸引超過80位師

生參與。二年十五班的蕭力綺同學完成作品

後興奮地表示，從沒想過自己也能刻出一個印石章！知道步驟和刀法就覺得刻章

並不難，以後會想繼續刻，藉由刻章過程的專注排解讀書考試的壓力。

台積電書篆大賞為國內唯一以高中生為推廣對象的書篆教育活動，自2008年

起，除了每年舉辦競賽，提供各組首獎10萬元的高額獎金外，更邀請書法、篆刻

及書寫藝術家，參與各式深入淺出的體驗活動設計，深入全國藝文場館及高中校

園，拉近學子與漢字藝術的距離。

台積電推漢字藝術十年

     領彰化女中學子篆刻人生關鍵字

學務處衛生組舉辦師生健走健康促進活動，丁志昱主任與李毓慧組長、及

多位教職員工帶領高三甫甄選入學結束同學一同前往茂林深篁的溪頭，在雲霧

縹緲中森呼吸、享受芬多精、行走於古木參天樹林中，壓力得以釋放、心靈獲

得洗滌，實地觀察其生態，課堂知識得以驗證，可謂身心健康俱足的活動。

健康校園-溪頭健走活動106.06.09
▲自由式接力賽選手們泳往直前

▲篆刻家吳昌緯（左起）、書篆藝術家

古員齊、彰化女中校長鄭曜忠與同學

開心合影。圖-台積電文教基金提供

▲書篆藝術家古員齊指導彰化女中師生印面設計

要訣，笑聲不斷。圖-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提供

▲書篆藝術家古員齊指導同學篆刻刀法。

     圖-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提供

▲選手們蓄勢待發

教職員文康自強活動
~ 鹿林山一日…高山踏青好心情~ 106.11.11

▲待飽餐一頓後，挑戰登上2845公尺勇腳馬行程 ▲鹿林山天長地久夫妻樹

水上運動會

在尚未解除髮禁的年代，卻因為要代表台

灣要出國表演，讓教育部特別公文指名可保留長

髮的女學生，她就是彰女畢業的楊瑞瑟學姊。

楊瑞瑟學姊在9月20日來到彰女來分享自己

多采多姿的音樂路。六歲開始接觸小提琴，直到

十七歲才改學中提琴，並以聯考最高分錄取師大

音樂系，在校期間曾多次代表音樂系對外演出。

1983年獲得教育部公費赴法進修，就讀巴黎音樂

學院和巴黎師範音樂院，並先後獲得中提琴、室內高級演奏家筆文憑。1987年

返臺後，多次受邀參加各種樂團演出，有臺北室內樂團、師大交響樂團等…。

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專

任副教授。

現在的她，是一個對音樂充

滿熱忱，總是全身散發自信光輝

的演奏家，成熟的她，選擇擔任

音樂系老師，將自己的理念與技

術傳承給眾多音樂之路上的莘莘

學子;同時，也前往偏鄉地區分

享人生，散播「福音」。人生有

很多可能性，要保握每一個機會，美好的人生也會等著自我。

生涯線上— Herstory點亮她時代
         更多彩的人生

106.05.31-06.01

▲校長與同仁及其眷屬快樂合影

鹿林山自然公園銜接玉山山塊與

阿里山山脈，是玉山國家公園主要的遊

憩區，包含鹿林山與麟趾山，民國80年

初新中橫公路通車，此處成為園區西北

處最重要的環境教育解說點與臺灣中部

熱門的遊憩據點。園內高山景觀豐富，

午後雲霧蒸騰時刻，單株鐵杉矗立於溪

谷，呈現幽雅的樹姿。同仁循石磚步道

而行，山徑旁豎立許多解說告示牌，足

供辨識四周山景、生態環境與植物性

狀，光棍節不購物，戶外踏青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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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科 / 黃丹竹老師

        各位彰女的夥伴，大家好！

我是今年國文科新進老師，黃丹竹。我生長於高雄，畢

業於臺師大國文系及國文所。雖然才到彰女三個月，但已經

感受到眾老師的親切與熱情，使初來乍到的我能很快融入這

個新環境，享受身在彰女的每一刻。藉此機會，向這些老師

表達感激。

此外，我是個非常熱愛美食的人。因此，若有推薦的餐廳或甜點，還請不吝

於與我分享。若想動動筋骨、出外踏青時缺少成員，也歡迎找我一起。

期待與各位共度更多美好的時光，今後也請多多指教了！

藝能科家政科 / 謝鳴綺老師

彰化是我生命中的第三個縣市，出生、求學生涯和後來

工作都在台北或新竹，有幸來到中部美麗的縣市彰化居住，

是我人生的一大步。

能夠成為一位家政老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可以用所

學的專業知識提升生活品質又運用於教學上，讓身邊的人和

自己都感到開心。感恩一路上相助的師長、家人和朋友們，

更感謝上帝的帶領，讓我來到彰女任教。

很喜歡彰女的環境和可愛又認真的學生，期許我們都能一起成長，成為更好

的人。祝褔大家，每天都能帶著微笑享受每個當下，認真經營每一段關係，讓我

們的生活更美好。

國文科 / 王巧儀老師

返鄉的最後一哩路。

終於，回家了。

當年嚮往著北上念大學的自由，卻怎麼也料不到這條返鄉的

路一走竟是二十年。

台中是我的故鄉，台北則讓我認識了自己。

從小夢想著當老師。很小的夢，很平凡的想望，卻是自己心

中很篤定的選擇。

而今，結束北部十年的教學路，終於返回中部。感謝彰女的長官和評審給

了我返鄉服務的機會，感恩同事們在我初來乍到時溫暖的協助和提點，感動著我

在這裏遇見了一群青春漾彩的女孩兒們，與十七歲的妳們話紅樓，論文白，賞新

詩，溫柔的力量藴積在每一堂課間的互動。

「承認了相遇的偶然，才能保有尊重與包容。」我始終相信著。

與妳與我，我們都是說書人，一起造夢，一起說故事…。

106年新進教師介紹

18 Light．Spotlight–106年度畢業典禮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經三載有成，十八年華學業稍成，六月斷腸季，謝

別恩師好友，此後，眾人以不同方式各自仁愛處事、忠誠待人，青春是隻展翅

鳥，輕哼驪歌，我們的人生旅程正式啟航。

▲104人力銀行王榮春博士講述未來學習
新趨勢

▲遇見白海豚之旅

▲3年12班紀怡君同學為畢業生代表致詞 ▲2年15班林炘苡同學為在校生代表致詞

▲清水高中王淑敏老師指出同理心為培
育學習信心之基礎

106學年度教師精進研習活動於7月26日

（三）假台中港區藝術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

邀請清水高中王淑敏老師與104人力銀行王榮

春博士演講，分別以「班級經營」、「工作大

未來」為題，本活動其目的希冀促進教師對

十二年國教總體課程目標之了解，能以「核心

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以裨益各教育階

段間及各領域科目之連貫統整，持續提升教學

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

化，演講結束後，所有與會同仁搭乘海上觀察

船，驚呼與白海豚奇遇之旅。

家長會長交接典禮假鹿港鎮京采喜宴會館舉辦，當日冠蓋雲集、貴客

盈門，教育基本法賦予家長參與校務的權利，兩年來，白鴻祥會長為校方

與家長間，擔任溝通與建議教育方針的橋梁，並號召家長適時提供教育資

源，俾利校務政策之推展，莫大貢獻不可言喻，許蒼松會長擔任本校家長

會委員及副會長多年，實在惠本校良多，今深受家長委員擁戴，榮任本學

年度家長會會長，繼續協助校務發展，讓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

三環合作無間，共同營造一個安全、又充滿人文精神的學習環境，讓每個

孩子都能快樂、適性發展。

106學年度新舊任家長會長交接典禮

▲家長會卸任白鴻祥會長(左四)及其夫
人(中)新任許蒼松會長(右三)與夫人
(右四)同校長及各處室主任合影

▲總統府國策顧問暨本校校友會翁金珠
理事長與校友會理監事致贈白鴻祥會
長紀念品

時光倏忽，105學年度即將進入尾聲，學生家長會暨家長會長團於106年6月

3日（六）下午六點，假花壇全國麗園會館舉辦例行年度大會，校長率領各處室

主任出席，學務處丁志昱主任身兼家長會總幹事，於會中進行會務報告。許蒼

松副會長代表會長致詞，感謝在校長領導之下，本校教職員同仁兢兢業業、認

真教學、用心輔導學生，努力營造一個友善溫馨安全的學習環境，以締造出今

年輝煌的升學成果，會長團林益文團長則祝福本校校務昌隆，大家身康體健。

家長委員會暨會長團會議106.06.03

106學年度教師精進研習106.07.26

▲家長會許蒼松副會長致詞 ▲家長會會長團林益文團長致詞
▲校長、主任與導師帶領高三同學行最
後校園巡禮

▲戴上桂冠，更上層樓

數學科 / 曾柏耕老師

大家好，我叫曾柏耕，在嘉義地區求學成長。在彰女教

書時，學生都乖巧負責；擔任行政職，除了看到學校更多不

同的面向，增廣視野，也增加抗壓性，期許精進自己，盡好

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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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病故來不及回台  日籍姊妹花今捐照片補遺憾

記者簡慧珍／攝影聯合報提供

日籍姊妹花岩井英子、長谷川百子多次來台，尋訪她們母親河野

一子台生活的點滴，兩年前到河野一子的母校彰化女中，被校長鄭曜

忠發現，主動上前詢問和引導參觀校內歷史建築紅樓，岩井英子、長

谷川百子對彰女重視歷史文物相當感動，今天捐贈4冊她們母親的老照

片給彰女永久保存。（發現母親就讀期間，即有日本教育旅行）

彰女（台中州立化高等女學校的前身）校史記錄，河野一子在昭

和十四年（1939）畢業。岩井英子、長谷川百子透過友人牛小眉說，

河野一子在彰化街出生，彰化高女畢業後，回日本升學，昭和十七年

（1942）返台就業，昭和十九年在花蓮與岸本武之助結婚，婚後從夫姓

為岸本一子巷。

岩井英子姊妹表示，她們母親23歲之前，只有兩年回日本讀書，其

餘21年在台灣，對台灣印象非常深刻，晚年很想回台旅遊，可惜身體不

好未能如願，她們為母親完成遺願，走訪母親少女時期求學的彰化高女

及宿舍（紅樓），感到非常開心。

鄭曜忠校長回贈彰女創校90年的紀念冊與感謝狀，謝謝岩井英

子、長谷川百子姊妹不吝捐出珍貴的照片，可看出河野一子與父

親河野盛時、母親河野みち在台生活概況，如同當時台灣與彰

女的發展縮影。

日本校友河野女士捐文物106.06.08

▲彰女校長鄭曜忠（右）贈送感謝狀給
岩井英子（中）、長谷川百子

▲彰化女中日籍校友河野一子（後從夫
姓為岸本一子）的女兒岩井英子、長
谷川百子（右三、右四，都從夫姓）
到彰女，在校長鄭曜忠（右二）協助
之下，從創校九十周年紀念冊找到河
野一子的姓名

「面對大學申請入學，你知道如何準備個人資料嗎？」「如何製作精美且有內涵的

學習歷程檔案，讓大學教授對你印象深刻，幫助你進入你的夢幻校系？」

106年7月11日（三）為即將升高二與高三的同學，於第一電腦教室舉辦學習歷

程檔案工作坊，邀請元智大學林玥岑教授團隊蒞校指導，林教授在大學入學管道方

面鑽研多年，教導同學如何收集資料及運用電腦軟體編輯成冊，同學獲益良多。

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坊106.07.11

▲參加同學勤作筆記並上機實際操作▲圖書館谷湘琴主任（左）介紹林玥岑
教授（中）及其團隊

▲魏主任主持實習老師座談會 ▲106學年度實習老師合影

流感疫苗接種106.11.09

實習教師座談會106.07.30

國文科 : 林虹君、張佑嘉、歐李仲康、李宏

數學科 : 張家銘、張元綺、劉珈吟

英文科 : 黃怡瑋、黃婷萱、陳映妤

自然科 : 鄭育珊（物理）、曾俊雄（物理）、蔡軒如（化學）

體育科 : 洪揚凱（小班長）、何濬丞

新進教師座談會
106.08.04

▲各處室主任列席新進教師座談會

▲同學秩序井然安靜等候

▲流感疫苗接種前，先由醫師做初步評估，
是否可接種疫苗

▲醫師評估認可後，方由護理師執行疫苗注射

▲四位新進教師出席座談會

新進教師座談會校長致詞勉勵

▲

本 校 樂 儀 隊 聲 名 遠 播 ， 今

年四月底接獲藝人丁噹的邀請，

六 月 4 日 晚 間 到 台 北 小 巨 蛋 參 加

「 2 0 1 7 H i t o 流 行 音 樂 獎 頒 獎 典

禮」，與丁噹一起登台表演，花了

一個月時間練習，周六和連假間也

專程到校排練，當晚表演透過電視

現場轉播，同學毫不怯場，獲得熱

烈掌聲，引爆全場尖叫聲不斷，演

出片段引發熱烈迴響，許多校友爭

相轉發，不少觀看轉播的彰女校友

心情也跟著激動沸騰，完美的演

出，寫下樂儀隊最燦爛的扉頁。

彰女樂儀隊小巨蛋表演 106.06.06

▲樂儀隊同學與歌手叮噹合影（照片相信
音樂公司提供）

▲本校樂儀隊同學登上小巨蛋精彩演出

▲樂儀隊小巨蛋表演成功，返校後，校
長致贈獎金慰勉同學辛勞及完美演出

2017-09-24 聯合報 記者林敬家／彰化報導

彰女為彰化區5所國立高中簽訂策略聯盟合約的發

起人，這學期試辦開設第二外語課，讓學生可跨校選

課，包括日語、西文與法文等7班；共241名學生參加。

此跨校課程輔仁大學作為總召學校協助師資和申

請經費；這學期起每周六上午，合作學校的學生可到

彰女上課，外師師資多為大學教師。縣內其他另5所縣

立高中也透過教育處，表達希望下學期加入。

彰女魏楓城教務主任表示，跨校選修課程為每星

期1堂，為配合12年國教新課綱108年實施，未來其他

學校也陸續推出課程，彰中規劃減碳化學課、溪湖高

中有奈米科技的物理課，鹿港高中有技職師資，可能

設計與水產養殖相關課程。

五校聯盟彰化女中開設
　　　    第二外語跨校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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