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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甄選入學表現亮麗

為學日益 勤有功 戲有益
老子《道德經》：「為學日益」。告訴我們，追求學問，天天都學有所得，

習有所成，學無止境，養成終身學習的態度與習慣。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從學習的

四個支柱描述了終身學習的意涵：

第一、學會知道: （learning to know）

對同學而言，除了學習部頒課程綱要的正式課程之外，老師的身教、校園環

境的境教、典章制度的制教等潛在課程，更是形塑人格的關鍵因素。同學們不僅

把課內的書讀好，也能讀好的書，涵養知識與品格。

第二、學會做事：（learning to do）

「做中學」是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哲學，在校內各項實作與實驗課程及活動能

動手操作實踐，擔任班級幹部、社團幹部、自治會幹部，體會領導的方法，這是

教科書學不到的。常看到同學走出校園，到國小從事課業輔導、醫院或社會福利

機構的各項志工服務，更能在體驗實作中幫助他人。

第三、學會與人相處: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溝通是門藝術，最高境界是說到對方想聽，聽到對方想講。不論是上課、開

班會、聽演講，都能養成「一次只有一個人發言」的習慣，培養台上能說、台下

能聽、能問的素養。

第四、學會發展: （learning to be）

高中生的發展任務在於認識自我，蘇格拉底認為「認識自己」是智慧的開

端，也是人生必須不斷追尋的永恆課題。保持好奇求知的心、持續學習，且讓你

良善的想法付諸實現，用你的生命來豐富每個

日子，不只是用日子來堆砌生命。

同學們除了知識的追求外，可以從各種學習經驗，特別是國際觀的視野，拓

展自己的「見識」；從社團活動的參與中，培養決斷事情的「膽識」；從慎思明

辨的過程中，明悉事物表象背後本質的「洞識」。因此，知識、見識、膽識、洞

識，構成完整學習的四個內涵。

所謂「勤」，是在學習期間專心致志，心無旁鶩。例如：同學若在課堂上專

心，把老師所教的聽清楚，想明白，回家後再作複習，學習成效必定事半功倍。

然而，過度的勤勞而忽略了正確的學習方法，卻可能得不到好的學習成效。科學

上的研究發現一般人能夠完全專注的時間只有十至十五分鐘，而最長的集中時段

也不過一小時。因此最有效的學習方法是每工作三十五至四十五分鐘便休息十至

十五分鐘，在休息期間最好做一些跟學習不同的事情，例如：運動、散步、彈琴

等。如此腦部掌管學習的部分能得到全面休息，更重要的是腦部會利用這段時間

把剛才所學存進記憶系統中，這對學習有很大的幫助。所以說「勤有功、戲有

益」，重要的是能掌握正確的方法。

《中庸》有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因此雖資質魯鈍，只要有心去下功夫，不怕困難。如此，經

過長時間的努力，必定能有所成就。祝福各位同學能勤戲得所，珍惜每一堂課，學

會知道、學會做事、學會與人相處、學會發展，從各種學習經驗建構知識、擴展見

識、培養膽識、洞識真理，形成完整學習的內涵，認識自己、開展天賦。

校長 鄭曜忠

▲社團聯展多元展能
▲師生同登合歡山

▲師生暢遊南灣

彰女科學嘉年華

▲

▲ 預備好學

習的心

彰化女中為因應大學多元入學，針對學生專長與性向，從高一

至高三進行一系列的輔導工作。107年學測成績70級分以上學生達

21人，成績公布後，全體師生積極準備甄選入學，針對同學的需要

進行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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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入學總錄取人數

為254人（未含科技大學），佔全體高三同學人數44%；其中錄取國

立大學人數為140人（未含科技大學），其錄取率為55%。

另針對選擇考試分發的同學，校方將邀請多年輔導學生指考成

績斐然的老師，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辦「如何準備指考」講座， 希

望在燠熱的考季，能穩定同學的心靈，勇敢面對指考挑戰，只要按

部就班，踏實努力，同學一定能有最傑出的表現。

醫學系5人
姓　名 學　校 學　系 入學管道
林映岑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楊育媚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施姿名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柯佳旻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楊莞筠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個人申請

台清交成政中正中山中央中興等校，共錄取78人
國立臺灣大學 5人、國立清華大學 11人、國立交通大學 7人、

國立政治大學 11人、國立成功大學 14人、國立陽明大學 1人、國

立中正大學 6人、國立中山大學 4人、國立中央大學 8人、國立

中興大學 12人

繁星推薦創佳績
姓　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林映岑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楊育媚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施姿名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柯佳旻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張雅雯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董易蓉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謝宜庭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陳慈安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林沂萱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劉彥韓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林禹彤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吳珮瑜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蔡欣倚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黃怡臻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林映岑、施姿名、楊育媚、楊莞筠、柯佳旻
（由左至右）

其他管道錄取大學：
302 蔡昱珊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特殊選材）
304 張庭萱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姓　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賴宜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柯彥均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陳怡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鄭鈺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數學組 
顏郁庭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陳玟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鄧婷云 輔仁大學 哲學系 
李念宮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王湘庭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系 
蕭巧彤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 
周詩涵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張菀婷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王羿晴 義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 感謝全體教師用心教導、
感謝各界專業人士悉心指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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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縣長盃各項錦標賽榮譽榜
項目 名次 選手

團體賽

田賽總錦標 第三名

羽球錦標賽
高中女生組團

體第二名

305林雅晴 307黃文祈
309蔡亞芳 311李恬恬
204吳佳容 206葉沛嫻
212陳芷佩 103陳又筠

113宋雨蕎

跆拳道錦標賽

團體品勢高中
團體紅黑帶A組

第一名

211賴吟蓁 208李庭妤
206王勻沚

雙人品勢高中
雙人紅帶A組

第二名
205許惠雯 208鐘珮綺

田賽
個人錦標賽

高中女生組100M跨欄 第二名 103 白妤萱
高中女生組鐵餅 第二名 109 黃儀媗
高中女生組100M跨欄 第三名 212 李品璇
高中女生組400M跨欄 第三名 212 李品璇
高中女生組跳遠 第三名 214 楊宜瓔
高中女生組鏈球 第三名 109 陳虹諭
高中女生組800M 第四名 105 潘美錡
高中女生組標槍 第六名 207 詹邡詡
高中女生組400M 第六名 105 潘美錡
高中女生組鉛球 第六名 109 黃儀媗

羽球
個人錦標賽

高中女生組單打 第三名 103 陳又筠

高中女生組雙打 第二名
309 蔡亞芳
311 李恬恬

高中女生組雙打 第五名
204 吳佳容
206 葉沛嫻

高中女生組雙打 第八名
305 林雅晴
307 黃文祈

跆拳道
個人錦標賽

個人品勢高中女子組紅黑帶組A組 第二名 214 郭詠琦
個人品勢高中女子組紅帶組A組 第二名 205 張曉芳
個人品勢高中女子組紅帶組B組 第一名 208 鐘珮綺
個人品勢高中女子組藍帶組A組 第一名 203 李冠樺
個人品勢高中女子組黃帶組A組 第一名 103 施姿蓉
個人品勢高中女子組黃帶組A組 第二名 201 梁詠筑
個人品勢高中女子組黃帶組B組 第一名 204 邱珮慈
個人品勢高中女子組黃帶組B組 第二名 101 賴心品

網球暨軟網
個人錦標賽

軟網個人單打 第一名 214 羅婉瑜
軟網個人單打 第二名 309 陳映伶
軟網個人單打 第四名 113 陳芊融
硬網個人單打 第四名 107 王宣雅
硬網個人單打 第五名 309 陳映伶

107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個人賽榮譽榜
班  級 姓  名 比賽項目 名次
109 黃儀媗 高女組鐵餅 第三名
110 楊淑芮 高女組跳遠 第三名
114 黃靖恩 高女組跳遠 第四名
103 白妤萱 高女組100M跨欄 第八名
109 黃儀媗 高女組標槍 第八名

賀！舞研社榮獲第十三屆
HIGH SCHOOL FIGHT 高校街
舞大賽第二名

106學年度英文與美術、音樂校外競賽榮譽榜
項目 班級 姓名 類別 名次 指導老師

英文作文暨
英語演講比賽

314 黃若曦 英文作文 優勝 賴照文
315 楊莞筠 英文作文 佳作 陳今陸
313 劉凡瑜 英語演講 佳作 蕭宜君
315 劉濰維 英語演講 佳作 林怡光

美術競賽
201 謝承婕 西畫類 佳作

丁志昱215 蕭力綺 書法類 佳作
201 李宥萱 漫畫類 佳作

音樂比賽
個人組

206 曹寶心
低音提琴獨奏

高中職B組
特優

215 周宜絹
嗩吶獨奏

高中職B組
優等

班級 姓名 成績

108 林宜萱

創新解決問題獎
第1名

108 陳心如

108 楊叔晴

112 邱屏煜

114 黃琳鈞

  ~ 全體師生同賀 ~

恭賀！ 315 林映岑 2018 年國際生物奧林匹

亞競賽複賽成績優異錄取國手選拔營，感謝

本校蕭碧鳳老師指導。

恭賀！ 115 許佳綺 2018 亞太數學奧林匹亞

競賽 APMO 入選 2018 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國手選拔選訓營，感謝本校黃俊銘老師指導。

第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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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
科  別 班級 姓名 成績 指導教師

數學科
214 許芸臻

特優 林于秀老師214 柯怡瑄
214 詹舒婷

數學科
215 潘冠綺

佳作 王文惠老師215 施品瑄
215 王喻萱

物理與天文學科
302 蔡旻珊

特優
李政憲老師
張國志老師

112 呂翊綺
201 王紫蘋

物理與天文學科
109 王心怡

優等
張國志老師
李政憲老師

115 詹佳林
112 蕭巧雯

物理與天文學科
207 林妏芸

佳作
張國志老師
李政憲老師

109 陳佩吟
201 楊雅棠

賴和基金會主辦第十七屆全國高
中台灣人文獎，三年八班蕭孟晴
同學榮獲第三獎，感謝社會科歷
史科李昭容老師指導

▲

指導教師社會科歷史科李昭容老師(右)與蕭孟晴同學合照 

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錦

標賽（簡稱 TYPT）獲銅牌獎，

感謝自然科物理科李政憲、張

國志兩位老師指導

▲

照 片 來 源 ： 截 取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eENtWsCDHkE影片

2017-2018 FLL 機器人創意競賽 ( 台中場 )
感謝李建嶠老師、鄭安棋老師指導

恭賀～本校榮獲 106 學年度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團
體組口琴合奏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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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名校；百年樹人，即將跨越一世紀的彰化女

中，今年已經滿98歲了。傳承著當初創校的精神-「誠勤

莊毅｣以培育人文素養、科技創新兼備的女性優秀人才為

宗旨；彰化女中一直是充滿活力與熱情洋溢的優質學校。

依循傳統於12月22日(週五)上午8時 10分起，舉行慶

祝98週年校慶慶祝活動，今年校慶系列活動熱鬧滾滾，首

先由12月9日(六)「科學嘉年華」活動揭開序幕，緊接著

12月16日(六)上午舉辦的「校友會大會暨傑出校友頒獎典

禮」隆重登場，重聚會場中充滿校友們的歡笑聲與當年的

溫馨回憶，最後壓軸的是98週年的校慶運動會，今年二年

一班姚筑庭同學所設計運動會秩序冊之封面封底，榮獲第

一名。本校一向對校園健康促進相當重視，當天由亞洲大

學視光學系於紅樓設立視力檢查站、中央穿堂則有白蘭氏

雞精公司的健康活力補給站，為增進對新住民多元文化之

認識，於教務處後方木棧道，以「真情食在‧文化饗宴｣

主題方式呈現，設置相關服裝與美食攤位，校慶活動兼具

公益性、娛樂性與學術性，相當豐富。

生涯義工：黃怡霖、黃雅郁、張語恩、朱名郁編輯 107/3/21

「選擇比天賦重要─人生就是一道道選擇

題」，這句話既是演講的主題，也是王怡雁導演

最想送給我們的一句話。起初導演的夢想是在幕

前當芭蕾舞家，因為舞台恐懼症而轉為幕後，熱

愛藝術的她，跳脫傳統觀念，堅持夢想，走上導

演這條路。

想要當個導演，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團隊是必

要的。執行製作就像全劇組的保母，而創意必須有天馬行空的想法，有了腳本提供

文字，然後腦中產生畫面，導演再去執行，在片場的每個工作人員都須具備好的觀

察力、五感敏銳度，而個性又比專業來的重要，必備的特質是有耐心、抗壓性高、

彈性夠，有好的適應力、應變力、理解力、溝通力、說服力。想要當一個導演需要

具備一部份的天分、絕佳的直覺力以敏感度，文字、影像、音樂必須三者具備，導

演說：「有些能力是努力不來的」

學術有可能變成一種包袱，太注重在流程，過於刁鑽，不懂得應變反而讓學校

學到的變成一種包袱，重要的是不會的要勇敢發問，即使可能沒有人肯回答你，千

萬不要自己陷入迷惘，一切其實都要靠經驗，很多事情是書本上、課堂上不可能學

到的，只有靠經驗。

經典名句，值得典藏。「魔鬼藏在細節裡」、「過程就是結果」、「人生不是

是非題，而是一道道選擇題」、「不要為自己的失敗過度難過」。

此研習活動於每學期舉辦，目的為提供本校

教師輔導知能學習資源，以專題講座、讀書會形

式進行，增進教師對學生多樣化面貌之認識與理

解。並且希望透過聚會凝聚校內教師輔導共識，

擴展輔導人力層面，以增進輔導工作績效。

本學期的重點為『教師的身心自我照顧』，

特別邀請祐晴心理成長中心丁建谷院長，講題

為：【當下的力量--正念的身心照顧】，演講時間為107年3月23日 (下午1:30-4:00)。

丁院長從正念心理學的發展，談到原本東方的發現如何經過西方科學家的研究

而成為顯學，亦從腦的科學證據，印證正念練習可使情緒平穩，習慣的養成會在大

腦產生改變 ，鼓勵大家要堅持做下去，得到身心的平穩!

高三包高中106.12.27

聯歡晚會106.12.29

週會演講-恐怖情人106.4.18

98週年校慶

生涯線上-Herstory─王怡雁導演

106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青春讀書會

107年4月11日星期三的翻轉教室，下午一點十五分，社會科歷史科李昭

容老師力邀中興大學歷史系李毓嵐教授，從「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以楊水心

與陳岑為主｣娓娓道來，林獻堂對於女性有較同時代士紳更進步開明的觀念，

從其夫人楊水心及堂兄林紀堂側室陳岺之日記，可知林獻堂尊重妻子、關心

女兒、愛護媳婦，鼓勵婦女向學，是婦女追求自由、提昇知識水準的助力。

▲高三同學雙手合十，誠心祝禱大學學測取

得佳績

▲體育組同仁歲末聯歡晚會熱舞開場

▲鄭曜忠校長(右)及輔導室溫

文慧主任(左)歡迎郭雅真老

師(中)撥冗擔任講座

▲同學認真聽講且上臺與郭

雅真老師互動，郭老師以

幽默口吻引導同學思考，

並精闢分析情境，進而提

供同學其因應之道

▲戟門鐘響，心想事成

▲歲末聯歡晚會同仁眷屬才藝表演

▲4月18日週會演講邀請勵馨

基金會郭雅真講師蒞校演

講，主題為性約會暴力與

恐怖情人

▲講座結束後，社會科教師及參加講座同

學與李毓嵐教授合影

▲師生認真聽講

▲高三各班導師依序點燃旺燈，照亮同學考

運，學測滿級分者旺旺來

▲歲末聯歡晚會國策顧問暨本校校友會翁金

珠理事長,祝福彰化女中大家庭每一位成

員於新的一年健康平安順利

▲鄭曜忠校長擔任主祭，祈福高三同學大學

入學測驗順利

▲ 新 住 民 文 化 饗 宴 除 美 食

外，亦有別具特色的手工

藝品

▲邀請來自印尼新住民同胞

設攤，向同學解說相關飲

食文化與風味

▲校慶活動-同學在紅樓前排

隊等待進行視力檢查

▲106年12月29日舉辦聯歡晚會,鄭曜忠校長

感謝同仁為學校為學生付出,並祝福大家

來年闔家平安福滿

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以楊水心與陳岑為主

▲二年一班姚筑庭同學榮獲98週年校慶運動會秩序冊

封面封底甄選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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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四國教育旅行適逢櫻花季友校師生用花辦堆出台灣二字 歡迎

▲日本四國教育旅行同學

體驗手作讚岐烏龍麵

▲小松島高校家政教室設

備 新 穎 ， 環 境 明 亮 整

潔，以家庭式廚房為設

計基礎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二校外教學，造訪奇

美博物館

▲同學收到糖果開心不已

▲高二校外教學－陽光、美女、墾丁沙灘

▲老師們平時運動訓練有素，

身軀軟Q柔軟度佳

▲各組同學共同合作齊心種番茄

▲同學向莊維仁老師請益相關種植技巧與知

識

▲同學小心翼翼秤重番茄

▲鄭曜忠校長種蕃茄比賽開幕儀式中致詞勉

勵同學要敬愛自然感恩惜食

▲107.03.14環境教育講座

▲本校活力教室設有跑

步機與飛輪，除體育

課授課使用外，師生

課餘時間均可上網預

約

▲聖誕節送糖果暨便服日同學發揮創意

彰化女中曾任教育部健康促進總召學校為期七年，一向對校園健康議題頗為重視，今

年九月舉辦為期三個月的「校園蕃茄種植比賽」活動，近年來，國內食安問題層出不窮，

且國人外食的比例高，缺乏對每日進入口中食物的認識，彰化女中以種植蕃茄比賽，引導

學生習得飲食相關知識及食品的選擇能力，以培育學生實踐健全飲食生活之能力，並希望

透過空間與課程教學結合，讓學生親自體驗種植、照顧、採收果實過程，以深刻了解環

境、食物和土地的重要性。

9月20日(三)下午一點邀請和美鎮培英國小莊維仁老師，向組隊參加競賽的師生，講解

說明如何種植玉女蕃茄，並示範操作混土、放苗與施肥等步驟，學生在種植過程中，享受

了田園植栽的樂趣，並體驗了有機農業的精神，學習了環境教育的意義，收穫良多。

幾週後許多植株已經結果纍纍，參加者莫不興奮摘下果實，小心翼翼捧在手心至健

康中心秤重、紀錄，直至107年1月10日(三)止，累計果實重量最重的組別，即可獲得禮卷

一千元，活動過程中，每組參賽者須填寫回饋單，一年六班同學在回饋單上寫道：「看到

種子發芽、長高、結果，彷彿照顧一個孩子般，體驗生命的奇妙，有種莫名的感動…」。

該競賽不僅是環境教育最佳題材，亦是生命教育最好的教材。

日本教育旅行於107年2月4日出發

至四國，進行為期五天教育之旅，友校

小松島高校熱情招待，在櫻花吹雪的美

景中，本校師生體驗手作號稱烏龍麵界

LV的讚岐烏龍麵樂趣，並大啖Q彈烏龍

麵。寄宿家庭的家人們竭盡心力和熱情

照料同學，每一餐都嘗盡了道地家庭美

實，每一刻都讓同學感到賓至如歸，同

學用日語或英語和寄宿家庭成員分享此

趟交流的心得，他們率真的笑容，轉而

築成一座建構情誼的橋樑，成為教育旅

行中最難以忘懷的時光。

本校一直是台灣最優質女校之一，孕育許多女性優秀人才，為

社會各界貢獻一己之力，遍及世界各地，並在各專業領域均有優異表

現，因此每兩年舉辦傑出校友遴選，今年共選出八位：其中包含高齡

95歲、台灣映月古流插花張紀瓊教授，即使杖朝之年，仍與夫婿戮力

推展藝術教育的唐雙鳳老師，長期致力社會服務之台中市林依瑩副市

長，榮獲8座金鼎獎、任職於遠見天下文化小天下出版李黨總編輯，及

杏壇碩秀新社高中歐靜瑜與埔心國中王甘草兩位校長、相如文教機構

張惠燕董事長，與在杏林領域博愛為仁的黃鈴貴顧問。

2017-12-09自由時報報導

〔記者張聰秋／彰化報導〕為了激發學生學

習科學的興趣，國立彰化女中今天舉辦「科學嘉

年華」，活動穿插老少咸宜的科學馬戲團，讓人驚

奇；學生擔任解說員，邊操作邊說明咖啡生豆如何

變成熟豆？讓人看得好奇不已，在咖啡香氛中看見

科學之美。

活 動 含 「 咖 啡 」 、 「 螢 光 」 、 「 科 學 馬 戲

團」、「邀展區」主題，學生擔任解說員，向民眾闡述說明各個科學領域的專業知識，並

指導實驗操作，不少人被學生專注神情吸引，興味盎然地跟著一起探索奧妙的科學世界。

校長鄭曜忠說，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自然科領域有一門必修課程「自然科

學探究與實作」4學分，新課程以探究自然科學現象的實作過程為主，學校希望由科學嘉

年華活動，建構學習平台，讓學生結合動手做，提高學生對科學課程的興趣。

「校園蕃茄種植比賽」活動

彰女學生當解說員 聞咖啡香探索科學日本教育旅行－四國之行

校友會大會前夕，驟聞創會林理俐榮譽理事長因病仙逝，

校友們均悲痛萬分，2000年林理俐擔任校友會理事長時，積極倡

議保留彰女紅樓，並募款進行修復，功在紅樓。卸任後雖然與癌

症對抗，仍關心校務，熱心參與理監事會，且每年在彰女校友會

會刊投稿，分享與先生、孩子遊歷各國的聽聞紀事;另她每晚均

會透過社群網絡，傳遞饒富人生哲理與智慧的短語，給校友姐妹

與各界友人，今校友會將之編輯成冊，名為「Lily晚安曲｣，印製

三千本發送給彰化女中校友、全校師生，以表達對她的感念。

聖誕節送糖暨便服日活動106.12.22

高二校外教學107.03.29-.03.31

本校師生運動風氣興盛，

且相關運動設施齊備，除體育

課運用外，課餘時間同仁善用

舞蹈教室與活力教室跑步機、

飛輪健身機等資源，強健體魄

並建立良好之生活型態。

107年3月14日(三)全校環境

教育研習，邀請彰化基督教醫

院小兒腎臟科醫師暨荒野保護

協會講師錢建文醫師演講，主

題為空污與健康。

▲鄭曜忠校長.總統府國策顧問暨本校校友會翁金珠理

事長(中)與校友會黃鈴貴秘書長(左一)新社高中歐靜瑜

校長(左二)臺中市林依瑩副市長(左三)張紀瓊教授(前

中).唐雙鳳老師(右四).埔心國中王甘草校長(右三).相如

文教機構張惠燕董事長(右二).遠見天下文化小天下出

版李黨總編輯八位傑出校友合影

▲由民國34年畢業校友詹紫薇女士演唱日文版

校歌，總統府國策顧問暨彰化女中全國校友

大會翁金珠理事長帶領理監事、顧問及55、

58級校友高唱中文版校歌揭開序幕。

▲每年12月固定舉辦校友回娘家活動，今年屆

逢創校第98周年， 約有數百位校友返校團圓
▲戮力推展藝術教育的唐雙鳳老師與夫婿贈紅

樓油畫一幅予母校館藏

幸福歡樂校園

健康活力校園

彰化女中「全國校友大會」回家團圓 106.12.16

中華民國107年6月1日第四版 校園活動



由彰化女中發起彰化縣高中課程

聯盟，，近三年來已有顯著成果，繼去

年十校策略聯盟，今年增添三所友校生

力軍，持續為深化彰化地區高級中學之

長期教育合作，十三校課程聯盟在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林國禎教

授、彰化縣教育處鄭玫芳督學的指導，

於107 年5 月 2 日（三）下午兩點，假國立彰

化女中行政大樓4樓詠絮閣舉辦「彰化縣十三

校高中課程聯盟新課綱第二次課程發展研討

會」，同時邀請林國禎教授擔任講座以「希

望森林牆」為主題勉勵大家，以結合優質化

與課程前導學校計畫基礎，規畫且逐步落實

執行十二年國教之教育理想與課程。

實習教師教學演示106.12.14

106-2親師座談會

本週邀請網紅科普愛情作家海苔熊與

學生聊聊愛情，談到如何和在感情的世界

中和自己的情緒共處。透過現場的小遊戲

檢測自己是甚麼類型的人格特質，海苔熊

建立起青少年的愛情觀，更讓學生深入了

解自己在親密關係中的定位。

邀請擔任王意中心理治療所所長王意中老師帶領本校教師學習如何在不同的

狀態下，迅速改變狀態，讓學生將焦點轉換到能夠被引導的焦點上，當孩子處於

負向情緒時，讓雙方看見彼此可以安靜的空間；當孩子犯錯時，帶領自己看見他

的過人之處。意中老師的分享，不僅對於面對特教生的導師，或是面對隱性特教

生的教師們都受用無窮。

◆講題 : 正向管教營造愛與關懷的友善校園　◆講座 : 弘光科技大學吳海助博士

2018-01-24 12：17聯合報系攝影中心 記者蘇健忠╱即時報導

全台女子高中結盟儀式107年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在北一女舉行，全臺21間女

子高中校長來了16位，在成大校長蘇慧貞（前排左四）見證下正式啟動，希望透

過學校端協助，鼓勵女學生選擇理工科系就讀，朝成為優秀女性科學家目標邁

進，其中17間女校簽署策略聯盟後，未來將跟大學等單位合作提供學生多樣的科

普教育活動，培養對科學興趣。另外，配合國家女性科學日，也將舉辦一系列培

訓、演講等活動。（文字與照片聯合報記者蘇健忠先生提供）

彰化縣政府文化局陳文彬局長數年

前以電影《不能沒有你》，入圍金馬獎

最佳新人、最佳男主角，最後拿下最佳

劇本。107年3月7日(三)下午13:15蒞臨本

校，為同學講解如何看懂電影，陳局長

從舉辦彰化獨立電影節開始談起，文化

底蘊深厚的彰化縣不僅擁有大量的人文

景觀，在陳局長的規劃下，亦將持續耕

耘於藝術美學的傳遞與推廣之上，其中電影節活動以五大單元為主軸外，也安排

了縣內10場校園座談，局長讚賞本校同學，知識藝文涵養佳，鼓勵同學日後展現

女力，於各專業領域發揮所長、造福國家社會。

迎接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彰化縣十三校高中課程聯盟第二次新課綱課程發展研討會

如何看懂電影

全校教師輔導管教研習107.03.24

▲彰化縣13校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聯盟

▲106學年度第2學期親師座談
鄭曜忠校長致詞，家長會許
蒼松會長亦出席與會

▲ 座談時間由鄭曜忠校長
(右二)主持,鄭玫芳課督
(右一)與鹿港高中林宜賢
校長(左二).田中高中潘福
來校長(左一)列席,就各報
告學校所提出的問題,各校
與會代表集思廣益,謀求因
應之道

▲鹿港高中張富強教務主任
報告鹿港學

▲彰化女中張仁為主任說明本校有
關新課綱之規劃與執行現況

▲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
究所林國楨教授以[創新課程設
計-希望森林牆]為題演講

▲各班家長與導師於教室進行
親師座談

▲縣立成功高中吳玉聆主任報告
該校目前有關課綱遇到的困難

▲縣政府教育處鄭玫芳課督致詞

▲迎接新課綱 十三校聯盟 
協力合作▲親師座談－邀請牟國陶老師解說

大學入學管道與落點分析等制度

特教生的班級經營策略107.03.26

特教研習-「他傳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網路戀愛心理學」107.03.21

▲鄭曜忠校長致贈本校文創小品，感謝
王意中老師蒞校演講

▲王意中老師講授如何面對處理情緒

▲彰化縣文化局陳文彬局長

▲彰化女中示範讓水變色的科學原理防止民眾遭詐騙斂財。聯合報記者蘇健忠／攝影

鼓勵女性讀理工！全臺女子高中大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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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遠方來

因應108新課綱，106年12

月1日上午9點台中市立東山高

中由教務處施信華主任帶領

行政與各學科教師代表來訪，

於行政大樓四樓詠絮閣舉辦座

談，本校鄭曜忠校長致詞歡

迎，教務處魏楓城主任報告本

校課程規劃，兩校就報告內容

進行交流、提問，座談會於中

午12點結束。

此次，日本Excellent高校由教務主任帶領，安排

臨中午時刻來訪，師生一行與本校校長、老師、同學

於學生餐廳，一同享用營養午餐，體驗台式合桌用餐

的方式，其興奮之情均寫在臉上，隨後在科學館一樓

演講廳稍事休息，再分組參加各社團活動，Excellent

高校同學讚嘆本校社團多元、知性樂趣兼具，社團活

動結束，假活動中心舉辦迎賓典禮，家長會許蒼松會

長、校友會黃鈴貴秘書長，均出席典禮，校長致詞歡

迎到訪，並祝該校師生旅程順利，悅賞臺灣之美景、

盡嚐臺灣之美食。

韓國榮光女子高校106.12.22

學生專車逃生演練107.03.06

一月二十日(六)在彰化女中活動中心

舉辦彰化地區科學探究實作競賽科學營，

這次活動是由彰化女中、物理教育推動聯

盟、陸軍官校與科學工藝博物館共同合作

辦理之科學營，由陸軍官校物理系教授暨

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教授的科普團

隊及科工館曾瑞蓮科教團隊共同策劃，鏈

結了科技部、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推廣

計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科教計畫

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與物理教育學會等

單位的資源，設計精彩多元探究實作競賽

與科普闖關活動，讓大家一起體驗探究實

作的歷程與科普創意樂趣，且透過此競賽

讓各校能有一個學術交流平台。希望藉由

探究實作競賽科學營活動，讓參加同學能

學到如何利用團隊合作學習、如何探究與

實作及如何表達分享自己的學習成果，這

對高中生是非常難得的學習經驗。

本次參加共有彰化女中、彰化高中、

員林高中、台中二中、香山高中等五個學

校，共24隊參加競賽，活動人數245人，

競爭項當激烈。競賽結束，彰化女中在五

個獎項中，榮獲第一名、第二名及佳作二

件，成績相當優異。

落實新課綱科學探究與實作
       彰化女中辦理科學競賽營

台中市立東山高中來訪106.12.01

居安思危

全校複合式災難防救逃生演練107.03.09

一年一度學術試探列車於107年3月3日(六)啟動，每年在各學科教師精心規劃課程下

聲名遠播，今年吸引了縣內國三210位女同學參加，國文科黃丹竹老師以「讀文章、讀世

界、讀自己｣，分析如何從閱讀中拆解與建構，進而理解並建立其思考架構，講解中，不

時走下講臺與同學互動，提升同學注意力，社會科公民科劉麗菁老師以「環遊世界｣進行

分組討論，同學必須選出三個最想去的地方，藉由同學討論其動機並陳述理由的過程，同

儕間習得該地區之文化與地理之概念，自然科在物理科陳鵬仁、王麒鈞與化學科蔡家興、

鄭茜如等四位老師帶領下，則以探就與實作，引導同學分別進行物理與化學實驗課程，英

文科鄭昭慧老師指導2年13班語文資優班同學策劃活潑有趣的英文萬花茼課程，數學科設

計全能密室逃脫課程，打破同學對數學學科死背公式或計算的刻板印象。

為使學校能自108學年度穩健銜接新課

綱，本校自3年前即擔任國家教育研究院之

課程研究合作前導學校，去年10月亦為彰化

縣十校策略聯盟發起者，且108學年度新課

綱實施後，連帶升學模式也有所變革，除大

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的入學管道最多只能

採計4個科目的成績外，「個人學習歷程」

占了總分比例50%，勤寫考卷、背誦答案的

時代已逐漸逝去，因此要抓住改變求學方法

的契機，遂於3月28日(三)彰化女中巧妙運

用彰化師範大學在地資源，該日下午1點15

分始，為高一同學規畫探索體驗、實作式的

彈性學習課程，依照學生所填選的志願，將

分別至彰師大教育、文、理、工、管理與社

科體院等六個學院，進行觀察、體驗、實作

課程活動，透過此次活動，希望同學瞭解各

學系之教學與發展目標，未來能夠自主訂定

學習計畫、自發規劃選擇學習內容與進度，

才能在跨域、多元、適性、彈性學習的環境

中，深化基礎能力，應對變動的未來。

彰女號學術試探列車

試行高中新課綱彈性學習-
　高一全年級學生赴彰化師大參訪實作

日本Excellent高校來訪106.11.15

▲東山高中行政與
各學科教師代表

▲鄭曜忠校長致詞歡迎友校來訪

▲5校245位高中生齊聚彰化女中科學探究與
實作

▲彰化女中榮獲第一名、第二名、佳作二件

▲彰化女中張國志老師講評

▲彰化女中鄭曜忠校長致詞感謝彰化師範大
學提供資源，讓同學了解相關學系的學習
內容與發展方向，以確立未來選系之目標

▲企管系教授向同學解說企業管理未來發展
趨勢，並做有獎徵答，同學紛紛舉手搶答

▲日本excellent高校同學拋
開靦腆，高興的和本校同
學對打羽球

▲2年15班數理資優班同學擔
任數學科全能密室逃脫課
程小老師

▲英文萬花茼以全英文方式進行，生
動有趣的過程，同學反應非常熱烈

▲ 106年12月22日
本校鄭曜忠校長
與韓國榮光女子
高中曹東煥校長
(右一)締約為教
育交流聯盟學校

▲本校學務處丁志昱主任
(持紅筆者)主持本校暑
假赴韓國榮光女子高校
教育交流內容進行討
論，本校家長會許蒼松
會長(著紅色背心者)、
會長團林益文會長(著
藍格襯衫)與鄭曜忠校
長均與會討論

▲日本excellent高校師生
來訪，與本校同學一同享
用營養午餐

▲自然科老師以探究與實作，讓
同學從實驗中驗證理論

▲國文科黃丹竹老師走下講
臺與同學互動

▲日本excellent高校同學在
跆拳道社，展現無影腳功夫

▲社會科公民科劉麗菁老師
以環遊世界為題，引導同學
討論思辨

▼東山高中來訪,教務
處魏楓城主任報告
本校為因應108課綱
之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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