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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高三同學就要畢業了！雖然和高三同學只有一年的

相處，卻也感受到同學們青春的熱情！忍不住要說：年輕真好！

記得去年八月一日加入彰女大家庭，看到學測倒數177，在校園裡出現了妳

們不認識的我；而我，看到充滿陽光、有禮貌的妳們！感謝老天爺，能和妳們

結緣真幸福！

第一次真正公開打招呼是在暑假的活動中心，看到端莊不失活潑的妳們；

開學後在校門口放學時，常看到等著取晚餐的妳們，繼續為目標努力；夜晚經

過高三教室，妳們一個個埋頭努力，忍不住要說：認真的妳們真美！

妳們在彰女最後一次的欖仁風情，恰好是99周年校慶，高三的創意與多元

表現，相信每位來賓心中一定是讚賞不已，活潑的妳們真優秀！也希望妳們能

夠幸福久久！

學測到各個考場，大家聚精會神最後衝刺，每人都是勁量電池般擁有一股

衝勁；模擬面試時，看到妳們端莊與充滿自信的一面；有些人要再參加指考，

給好棒棒的高三

校長 陳香妘

加油！堅持的妳們真棒！

高三下學期妳們參與彰女

第一次的欖城星光，透過老師

們的精心規畫，妳們和彰女的

情分更加密不可分，愛彰女的

妳們表現真好！

在彰女三年，妳們除了學

業，社團活動也是美好回憶的

一部分，別忘了繼續指導學妹，持續學姐學妹情誼的妳們真溫馨！

在幫忙寫各校推薦函時，看到每個人三年來在彰女的學習歷程，使我非常

佩服的是，除了做好自我時間管理，也積極學習，勇於面對挑戰的妳們真行！

快樂的時光過的真快，別忘了今年12月14日，我們約定好，一定要回彰女

參加百年校慶，屆時能看到成為最年輕校友的妳們真開心！

相信最棒的妳們已對未來人生定好目標，更相信每個人未來都是不可限

量，前途光明的妳們一定會寫出燦爛的人生樂章！

欣 逢 國 立 彰 化 女 中 即

將邁入百年之際，承蒙校友

會理監事們的承讓，於2018

年12月14日校慶之時，推舉

我為第六屆全國校友會理事

長，這是榮耀的傳承，更是

責任的開始。

本會在前三屆理事長林理俐、黃淑娟、翁金珠與理監事團隊努力經營下，

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礎，也樹立了優良的典範，陸續協助母校完成了各項軟硬

體的建設，如整建紅樓、整修圖書館…等；還有許多校友們大力挹注資金，提

供各類獎助學金給在校學妹與陳為甫、魏少明老師基金，校友們無私的奉獻，

是我們學習的標竿。

「傳承永續100年 彰女喜迎新紀元」，「團結校友 榮耀彰女」是我的理

念，相信在兩位理事長黃淑娟、翁金珠的輔導，及堅強的理監事團隊努力下，

我有能力和大家一起承先啟後、戮力同心，迎接彰女100週年，並能開創校友會

的新紀元，讓我們一起團結校友，榮耀彰女。

對於今年，我有二點努力的目標：

（一）協助學校100週年校慶的各項活動：

校友的支持是學校往前邁進的動力，我們要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加強募

款，提供學校百年校慶各項活動所需的協助，以及在校學妹們的獎學金。

（二）成立「彰化女中全國校友會」的網站：

彰女已逾百年，校友人數眾多並遍布全台灣及全世界各個角落，為了凝聚

傳承永續 100 年 彰女喜迎新紀元 團結校友 榮耀彰女

國立彰化女中校友會第六屆理事長就任感言

校友之間的情誼，與學校間更緊密的

關係，開創更多元的交流活動，所以

成立了「彰化女中全國校友會」的網

站，(網址:www.chgshnaa.org.tw；http://

graceshih.com.tw/) ，從彰化女中的官

網亦可連結。網路無國界，這是資訊

當道的時代，我們也要與時俱進，建

立最佳的聯絡與學習的平台，讓校友

及在校學妹們互動，以期更多校友加入校友會。

感謝榮譽理事長翁金珠、前理事長黃淑娟的指導，同學們的支持家人的鼓

勵，我會與第六屆的理監事與顧問們共同努力，讓所有的彰女人以彰女為榮，

也榮耀彰女！

施蔡國瑛 博士 簡歷

1974~1984 台中五權國中 化學老師

1982~          吉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2017~2020 財團法人中華汽象環境研究發展中心 副董事長

2018~2020 台北市彰化同鄉會 副理事長

2016~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傑出校友

2017~2019 台灣獅子會基金會榮譽董事

2017~          東北財經大學碩博班導師

2018~2019 國際獅子會 300A2 區文宣長 獅誼月刊副總編輯

2018~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全國校友會理事長

▲校長與高三學生

▲左：第4.5屆理事長翁金珠，中：校

長，右：第6屆理事長施蔡國瑛

▲校長與施蔡國瑛理事長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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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教育盃游泳錦標賽榮譽榜
班級 姓名 組  別 比賽項目 名次

團體總錦標 第二名

個人項目

304 蘇  恬 高女組
50公尺仰式 第三名

200公尺自由式 第二名

306 廖苡婷 高女組
50公尺蝶式 第三名

100公尺仰式 第三名
206 施宛伶 高女組 50公尺蛙式 第二名
206 陳宜庭 高女組 50公尺蝶式 第四名
208 蘇郁茗 高女組 50公尺自由式 第四名

101 吳秋蓉 高女組
100公尺自由式 第二名
200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107 莊詠琇 高女組
50公尺蝶式 第二名

50公尺自由式 第二名
110 張紫榆 高女組 50公尺仰式 第四名

113 楊芮琦 高女組
50公尺自由式 第三名
100公尺蝶式 第二名

接力項目

304 蘇  恬

高女組 400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二名
306 廖苡婷
206 施宛伶
206 陳宜庭
206 施宛伶

高女組 400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二名
206 陳宜庭
101 吳秋蓉
107 莊詠琇

教育盃空手道錦標賽榮譽榜
班  級 姓  名 比賽項目 名次
113 黃羿瑄 高女組個人形 第二名

個人項目
208 陳又筠 高中女生組單打 第二名
210 胡婷蓁 高中女生組雙打 第二名
213 宋雨蕎

108年中小學聯運田徑錦標賽榮譽榜

個人項目

班  級 姓  名 組  別 項目 名次

205 黃儀媗 高女組
鐵餅 第三名
鉛球 第七名

209 陳虹諭 高女組 鏈球 第三名

107學年數理類比賽
比賽項目 成績 學生 指導老師

全國數學建模競賽

銀牌 215陳俐妤、215黃資婷、215詹宜儒 黃俊銘
銀牌 215王苡綸215吳宇晴、215李姿穎 黃俊銘
佳作 201邱屏煜、205賴芊柔、201顧心惠 黃俊銘
金牌 215郭瑋羽、215許佳綺、215林恩如 黃俊銘

59屆科展第三區物理類

優等 106戴容頻、112楊巧怡、203王若芸

張國志
特優 210許英雪、204陳佩吟、202王心怡
特優 206謝苡廷、205黃譯萱、104劉筑臻
佳作 206黃萱紜、108林楷嫥、110謝薰葶 107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比賽項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老師

英文作文
308 黃品恩 優勝 馬玉婷

許鈺釵308 周相榕 佳作

英文演講
315 劉幸惠 優勝 夏靜婷

謝淑芬310 洪愷怜 優勝

107學年國語文競賽得獎榮譽榜
類別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老師

彰化縣縣賽

國語演說 213 陳芊融 第1名 黃琬甯
國語演說 310 周佩宇 第2名 黃琬甯
國語演說 102 黃葦庭 第3名 黃琬甯
國語演說 213 楊子萱 第3名 黃琬甯

閩南語演說 210 謝怡伶 第3名 王巧儀
國語朗讀 105 黃雅筠 第2名 蔡其蓉
國語朗讀 308 楊昕諺 第3名 蔡其蓉

閩南語朗讀 309 王俞斐 第3名 蕭任婷
國語字音字形 213 謝佳芸 第3名 黃以諾
國語字音字形 313 陳湘文 第4名 黃以諾
國語字音字形 210 王惠清 第4名 黃以諾
國語字音字形 114 許耘瑄 第4名 黃以諾

作文 314 許芸臻 第2名 林怡君
作文 214 黃柏靜 第2名 林怡君
作文 105 黃莛恩 第3名 林怡君
寫字 205 江芳瑜 第3名 丁志昱

全國賽 國語演說 213 陳芊融 第3名 黃琬甯

英文競賽

中區作文比賽
308 黃品恩 優勝 馬玉婷

許鈺釵308 周相榕 佳作

中區演講比賽
315 劉幸惠 佳作 夏靜婷

謝淑芬310 洪愷怜 佳作
台中東南扶輪社

說故事比賽
209 魏廷妤 第三名 李宜家

鄭昭慧203 陳可馨 入選

107學年度全國
單字比賽

315 劉幸惠 中區二等獎

林巧婷

308 黃品恩 中區三等獎
309 陳宥廷 表現出色
313 龍昀辰 表現出色
315 丁詠婕 表現出色
315 王喩萱 表現出色

賀！二年八班陳又筠同學，榮獲108年《TC北市青年》
期刊社第 26屆金筆獎創作比賽新詩類佳作，感謝蔡其蓉
老師用心指導，本校全體師生同賀。

恭賀！本校參加第 59屆中彰區科展成績優異，物理與天
文學科，特優2、優等1、佳作1，感謝張國志老師指導。

賀！一年十五班巫莛柔同學，榮獲
107 中部四縣市寫生比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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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甄選入學表現亮麗
108年大學申請入學統一分發結果於5月16日放榜，彰化女中成績表現在質與

量方面再創佳績。以繁星和申請入學合計，本校共計62人順利錄取台、清、交、

成、政等頂尖大學，較去年增加14人；8人錄取醫學相關科系，較去年增加3人；

錄取國立大學有207人，較去年增加67人；目前已錄取大學人數為332人，較去年

增加78人。特殊表現請參見第二頁。

學測成績放榜後，本校教務處與輔導室積極協助同學進行繁星及申請入學報

名等作業。2月下旬辦理繁星、申請入學落點講座，邀請高三導師、家長、高三

同學參加。另外，也邀請大學教授依照科系類群進行校內模擬面試，並規劃各式

推甄面試教戰講座。社會組308班黃品恩同學，依個人興趣及生涯規劃選擇，錄

取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針對自然組醫學系第二階段面試，本校教務處有辦理

醫學PBL課程，邀請彰基醫師指導同學面試，導師及任課老師們亦積極協助，讓8

位同學順利金榜題名。

針對參加指考考生，各科師長們亦按照同學優弱勢科目規劃衝刺進度，加上

各行政處室全力支援，相信在全校師生的齊心努力下，定會再創佳績。

本校為108年新課綱前導學校，在各類組、所有班級均做好完整課程規劃。

另外，也與大學合作規劃延伸課程，提供專題研究、探索學習的機會。彰化女中

擁有美麗校園、完善設備、優質師資團隊，而歷屆校友的表現令人稱讚。歡迎重

視優質教育的國三同學、家長，加入彰化女中這個大家庭。

感謝全體師長及家長用心付出！

校長陳香妘、家長會長陳素美、全體師生賀108.05.16

醫學相關科系8人

姓名 學校 學系 入學管道
王喩萱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繁星推薦
林穎彤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邱琪驊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賴以珊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阮珏渝 長庚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劉幸惠 輔仁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丁詠婕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繁星推薦
陳靖昀 國防醫學院 牙醫學系 學校推薦

國立臺灣大學9人：牙醫學系1人，法律學系法學組1人，機械工程學系1人，財

務金融學系1人，會計學系1人，獸醫學系1人，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1人，

職能治療學系1人、戲劇學系1人。

國立清華大學15人、國立交通大學12人、國立成功大學18人

其他管道錄取大學六人：

希望入學1位：311倪培雰 國立台灣大學藥學系

特殊選才4位：301吳祁恩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301王苡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304蘇　恬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306張美榆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系

申請面試1位：304陳浥芸 日本兵庫縣立大學 國際商業經營科

《記者劉曉欣／彰化報導》就算大學入學已多元化，但醫學系仍是高居排

行榜第一名，彰化女中今年經由繁星、個人申請入學錄取醫學系學生就有6人，

牙醫系有2人，交出亮麗的成績單！

「 最 大 的 秘 密 武 器 就 是 這 個 群

組！」彰化女中校長陳香妘說，醫學系

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往往都有面試，王

文惠老師特別請來彰基醫師來指導學

生，希望能夠在面試能夠過關。

王文惠說，為了在面試能夠彼此

加油打氣，交流經驗，因此，群組名稱

就叫做「我要成為黑傑克」，取自漫畫

《怪醫黑傑克》的靈感，學生會把面試

的題目跟同學分享與討論。

王文惠說，現在大學甄選面試的題目都很靈活，具有專業性，也有生活

性，今年彰女有意選填醫學系的學生都不是來自醫師世家，因此，才會特聘醫

師來就當今醫界最熱門的話題來跟學生分享，從全民健保到長照議題，以及醫

院的現場實務故事。

王文惠說，有學生就被問

到，如果急診只有一袋血，同時

有老人與小孩都被送進急診，要

如何處置？也有學生就被問到，

如果有癌末患者已離婚，心繫老

媽媽與幼兒，身為志工要如何安

慰？

王文惠說，面試就是沒有標

準答案，但如何說出解決問題最

好的方案，就是對學生最大的考驗，師生透過群組分享討論，對於取得醫學系

入門票則是一大助力。

彰化女中今年錄取醫學系的有林穎彤（北醫）、邱琪驊（北醫）、賴以珊

（中醫大）、阮珏渝（長庚）、劉幸惠（輔仁）、丁詠婕（馬偕）；牙醫系有

王喻萱（台大）、陳靖昀（國防）。

其中，邱琪驊3年都住校，也沒有補習，最愛住校每逢段考都會有奶酪小點

心，她念書的方法就是先念自然科的話，等一下就換社會科會念，讓腦子可以

轉換一下思考方式，連參加社團都是選擇運動休閒性質，讓喜歡數理的她，腦

袋瓜可以切換運作模式。

而新台灣之子的劉幸惠，母親來自越南北部，堅毅的媽媽，辛勤獨力養大

兩個小孩，還自學ㄅㄆㄇ與國台語，中文聽說讀寫都OK，幸惠也遺傳媽媽的語

文天分，自己則是靠著聽廣播學英文，曾經參加英文演講比賽獲獎，英文發音

漂亮到讓人印象深刻。

錄取國防醫學院牙醫系的陳靖昀，在校期間參加樂隊，她認為，練樂隊的

過程，團隊一起合作的感情與精神，都讓她的高中生活非常精采。(自由時報

2019-05-16報導)

《記者林宛諭報導》大學申請入學放榜，彰化女中邱琪驊錄取台北醫學

大學等校，彰女今年個人申請和繁星錄取醫學系共8人，錄取輔大醫學系的

劉幸惠是單親的新住民二代，媽媽來自越南，她說，家裡靠媽媽一人在工廠

上班特別辛苦，為了省補習費，她不補習，幾乎每天都看網路英文演講、節

目和雜誌等，曾多次和媽媽回越南娘家，由於阿姨與姨丈都在越南當醫生，

讓她對醫生特別嚮往，才想讀醫科。

彰化女中校長陳香妘表示，彰女今年目前已有62人錄取台、清、交、成

政等學校，比去年增加14人，而8人錄取醫學系，比去年增加3人，而錄取國

立大學共207人。

申請入學錄取台北醫學大學的邱琪驊本身還是運動健將，她參加游泳、

桌球、魔術等社團，她說，放學後她常先打球運動後， 才開始唸書效果比較

好，而且每天溫書也刻意會安排數理科和社會科各一科，交叉溫習，讀煩了

一科再換另一科比較不會煩燥。

錄取輔大醫學系的劉幸惠的導師王文惠說，劉幸惠英文非常好，尤其發

音更是漂亮，曾讓英文老師很驚豔，曾以為是有請外師家教雕過發音，後來

才發現劉幸惠因單親，家裡經濟較拮据，根本沒補英文，而是自己每天一定

唸英文至少一小時，且都是上網路看英文演講及節目自修英文。

劉幸惠曾有一篇作文讓王文惠非常感動，描述媽媽把代工帶回家，晚上

在燈下，她和哥哥一起幫媽媽做代工的情景讓幸惠心裡暖暖的，文中充滿感

恩之心。

劉幸惠說，看媽媽工作那麼辛苦，會希望自己能為媽媽分憂解勞，她

曾和媽媽回越南到阿姨與姨丈工作的醫院參觀，發現越南醫院設備雖沒台灣

好，但醫師都非常親切，啟發她想當醫生的想法。

錄取交大外文的郭亭欐也是不補習的學生，她說，都是跟著老師上課進

度走，特別是英文非常積極在網路上找各領域的演講、文學、歷史等資訊影

音、CNN報導，也聽ICRT、讀雜誌等，每天讀英文的時間都是2、3小時。(聯

合報2019-05-16 )

新住民第二代考上醫學系
我 要 成 為 黑 傑 克

▲考上醫、牙學系學生與魏楓城主任、陳素美會長、校長及導師王文惠(由左至右)合影

《記者林宛諭攝》

▲彰化女中今年甄選入學大放異彩，錄取醫學

系、牙醫系學生合影（記者劉曉欣攝）

▲彰化女中老師王文惠出示「我要成為黑傑

克」群組。（記者劉曉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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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報名日本教育旅行學生人數眾多，因此分成兩條路線，分別由魏楓城主任及資優班胡晏

涵老師張文平老師及游峻博老師帶領拜訪兵庫縣姬路西高校。另一團由丁志昱主任、張仁為主任、廖

盈潔教官及謝友詩組長帶領普通班學生拜訪和歌山縣新宮高校，兩校自2004年開始與本校交流至今，

歷經14年，也曾拜訪5次，加上今年已經是第六次拜訪，學生除了感受日本做事效率及高校學生熱情之

外，更對於高校課程感到興趣，另外體驗農村住宿家庭，可以更直接體驗日本生活真實一面。

講者：胡富萱小姐　時間：108.3.20　地點：輔導室團輔室

今天的講師--胡富萱，畢業於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任職於日商公

司，是ㄧ位知名的youtuber。胡富萱以「斜槓青年｣來代表自己的身分，以三

個關鍵字「記錄、旅遊、魚尾紋｣來做為開場，一笑就清晰可見的魚尾紋，是

一種溫柔的象徵，她這樣說；她說，她善於分享也喜歡和人談話。

大二時，申請日本交換學生，過程一波三折，第一次竟然因成績差了零

點七分而無法通過，但這並沒有打敗她。等到擁有申請資格時已是大四，和

其他低年級相較，大四生更難爭取到交換生的名額。申請時被問到：「為何

只填了一所學校呢？」她回答：「這對於已是大四的我，是最後一次機會，

所以無論如何都想要去這所大學就讀。」最終她如願以償去日本當交換學

生，一圓他的日本夢。 

雖然現在的她，跟當初想要的「成功｣，定義不盡相同，但胡富萱說她很

喜歡現在的生活。她除了在日商公司有一份正職的工作外，下班時間，她結

合自己的口語表達及影音剪輯專長，並藉由在日本交換學生的經驗，創作各

個專題，經營粉絲專業，在youtube上以Miruku的身份活躍著。胡富萱在追求

夢想的過程中，展現的是追求目標與成功的熱情與動力。

她告訴我們的學生成功與失敗是有公式的： 

成功＝（計畫+行動）X堅持

失敗＝不去嘗試

這就是胡富萱最終得出的人生公式。

編按：「斜槓青年」來源於英文「Slash」，《紐約時報》專欄作家Marci 

Alboher撰寫了一本書，《多重職業》（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 A New 

Model for Work／Life Success），這個詞就出現在書裡面。Marci說，越來越

多的年輕人已經不再滿足「專一職業」這種無聊的生活方式，而是選擇一種能

夠擁有多重職業和身分的多元生活，這樣的年輕人稱為「斜槓青年」。

講者：劉淑華老師　時間：108.4.17　地點：輔導室團輔室

清明連假的某夜，高雄前鎮的台鋁生活廣場，熱情奔放的西班牙佛

朗哥樂曲在角落響起，一位全身艷紅的女郎已經翩翩起舞，俐落的踢踏舞步節奏明

快地在廣場快速奔馳，紅衣女郎熱情奔放地跳著佛朗歌舞，吸引大批路人駐足，整

個廣場瞬間瀰漫著濃濃的西班牙風情。這位活力充沛的舞者是街頭舞蹈家，也是

Joya佛拉明哥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劉淑華老師，在南台灣致力推廣佛朗明哥舞。

劉老師應邀擔任本校本學期「點亮她時代講座｣講師，她邊跳舞邊向彰女師生

述說他習舞的歷程；劉老師年少時就擁有芭蕾舞夢想，但50歲以前都是ㄧ名學校輔

導老師，50歲那年，偶然看了一場佛朗明哥舞演出，從此結下了與佛朗明哥的不解

之緣。那場表演現場觀眾很少，坐在她前面的有一位男性，散場後，那位男性轉頭

過來和她討論感想，兩人相談甚歡：

「咦，我覺得你有點眼熟?」劉老師突然說

對方爆笑：「看來我還不夠有名，在下是林懷民!」

與林懷民的不期而遇，讓她的人生起了重大變化。當時佛朗明哥舞在臺灣並

不盛行，但她仍毅然決然地一頭栽入這個世界。為了學到更精湛的佛朗明哥，劉老

師甚至遠赴西班牙習舞。在西班牙學習舞蹈時，嚴格的西班牙老師特別送了她一句

話：「永遠要記得用靈魂跳舞!」。

年齡不是問題，熱情才是動力。劉淑華老師前半生都在作心理輔導工作，50

歲才開始學習佛拉明哥舞，並遠赴海外習舞，只為圓學習佛拉明哥舞蹈的夢想，

從劉老師專業動人充滿活力的舞姿，完全讓人感受不到她已經60歲了。劉老師說：

「最重要的是生命，要學會好好照顧自己。」另外，她也告訴學生，自信是成功不

可或缺的要素，如果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夠成功，是不可能把一件事情做好的；

自信和態度是引領成功的方向。是的，「自信的態度，決定人生的高度｣，這是這

位用靈魂跳舞、用熱情生活的舞者給我們的啟發。

赴日教育旅行

給自己一個
失敗機會的斜槓 青年

年齡不是問題，熱情才是動力 
點亮她時代講座

和歌山新宮高校到訪

高二校外教學師生聯歡晚會

▲2019赴日教育旅行(左邊是新宮高校校

長，右邊是本校學務處丁主任)

▲2019赴日教育旅行大合照

▲ 新宮高校與

彰女兩校學

生交流

▲

和歌山新宮

高校到訪

▲胡富萱小姐(前排中間著長裙者)與學生合影

▲劉淑華老師與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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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彰女 捐血有妳活動 ▲慶祝100週年校慶環保餐盒

▲慶祝100週年校慶紀念品
▲彰化高女登玉山攝於鹿林山
莊門前(1924年7月13日)

▲2004年彰女師生登玉山

台灣一年要用掉30億根吸管、180億個塑膠帶、50億個紙餐盒以上，每人每

年平均要用掉200個紙餐盒，每個紙餐盒平均不到一個小時後就會進垃圾桶，再

加上回收物再利用不易，這些垃圾一旦使用了就等於消耗了環境的資源，而這

些資源卻不會再回來。

當您看到環境被如此破壞，您是否願意做點改變。平時攜帶餐盒外帶三

餐，會有餐盒體積過大的困擾。搭著彰化女中百年校慶的列車，校內由一群學

生發起一股減塑活動，我們將製作一款”矽膠摺疊餐盒(1200ml)”，這個餐盒本

項次 活動名稱 實施日期 說　明

1 成立籌備會議
2 月 19 日 由校長、家長會長、校友會理事長、退休人員聯誼會理事長及處室主任共 13 人組成「國立彰化女中百週年校

慶籌備委員會」，籌畫並推動百年校慶活動。

2 欖城星光，藝文市集 2 月 20 日
「欖城星光 藝文市集」 闖關活動在落葉繽紛的紅磚道上舉辦，以學生為活動主角，一起更深入認識彰化女中的
每個角落，在難得的百年時刻留下自己的印記。

3 千人排字彰女 100 2 月 22 日
由高一、高二一千餘名學生在操塲排字，慶祝彰化女中百年校慶。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8QVX9_wjz5fn1dIOHFHfjIjh0lIMXBFl/view

4 熱血彰女捐血有妳 4 月 3 日
鼓勵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響應「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活動，藉由捐血增進血液新陳代謝，除有益自身健康外，
更可以幫助傷病患者挽救生命，助人利己。共有 126 師生熱血響應。

5 出版百年校慶紀念光碟 4 月 校友會支持製作經費，紀錄 100 年來師生的回憶。https://youtu.be/6QPICsPH7wA( 百年校慶宣傳版 )

6 設立百週年校慶專屬網頁 4 月 https://sites.google.com/a/chgsh.chc.edu.tw/chgsh100t/　所有百年校慶即時新聞，均會掛在此專屬網頁

7 設立彰女 FB 粉絲專頁 4 月 https://www.facebook.com/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 請大家告訴大家，加入粉絲專頁。

8 校慶主題及 Logo 徵選 4 月 25 日
彰女校友設計百週年校慶 Logo，同時設計蘊含百週年校慶精神內涵之標語，激發師生及校友創意，締造百年校
慶文化內涵。

9 百年校慶校園路跑 5 月 8 日
為慶祝彰女 100 週年校慶，促進彰女師生健康體位，由衛保組與體育組合辦的校園路跑活動，100 名師生，繞
著彰女校園外圍路跑 3.2 公里。

10 說不完彰女事 4 月起 歡迎所有彰女人於「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粉絲專頁」上傳跟彰女有關的照片與小故事。

11 捐款獲百年校慶紀念品 4 月起
如蒙捐款，將獲贈下列紀念品 ( 數目有限，贈完為止 )：捐款達 200 元，獲贈環保矽膠餐盒一只；捐款達 500 元，
獲贈保溫罐一只，或行動電源一顆；捐款達 600 元，獲贈紀念帽 T 一件。

12 百週年校慶特刊 12 月 刊列尋訪所得的各項珍貴校史照片，徵求各屆校友的稿件、嘉賓長官墨寶及對母校的展望與回顧等等專文。

13 百週年校慶登玉山 6 月
1924 年彰化高女師生第一次登玉山
2004 年彰化女第二次登玉山
2019 年彰化女中師生第三次登玉山

14 樂儀旗隊回家 7 月 27 日
母校百年校慶，讓我們相約一起回家，一起回到 17 歲那年美好的時光。當日除了現職的樂儀表演外，歷屆樂
儀旗隊也可以重拾小鼓，重操鐵槍，找回曾經流汗流淚的青春年華。

15 百週年校慶管樂音樂會 8 月 25 日
結合 100 週年校慶 , 讓校友管樂團可以回到彰女 , 同溫從前團練、表演的時光。也讓每位來聽音樂會的觀眾，
一起接受音樂的陶冶。14:00–16:00 演出，地點：彰化演藝廳

16 百週年校慶展覽
108 年

不定期展出

(1) 教學成果展　　　　　　　　　(4) 校史文物展 ( 風華再現、老照片說故事、畢業紀念冊 )
(2) 師生美展　　　　　　　　　　(5) 百年彰女作家書展
(3) 校友及社區人士作品展　　　　(6) 彰女出版品展 ( 大榕樹季刊 . 彰女青年 . 彰女畢冊…)

17 百對佳偶百年好合 12 月 14 日 招募 100 對佳偶，於彰女 100 週年校慶當日，參與校慶運動會欖仁風情，挽手華麗進場，為彰女祝壽。

18 百週年校慶運動會 12 月 14 日
1. 各項運動賽事。
2. 百年校慶百對佳偶百年好合。

＊活動陸續增加中

10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慶祝100週年校慶路跑

百 年 校 慶 減塑活動 體材質為矽膠，可耐高溫；最重要的是可摺疊便於攜帶，不論是放書

包、背包甚至是隨身包包都非常簡單。您只需要用心及有毅力的做

點改變，每天就可以省掉紙餐盒及塑膠容器的浪費。每個盒蓋會

印上百年校慶紀念章，顏色有淺藍及粉紅；成本160元，售價

也是160元，代訂費0元，這麼好康與為了環境永續，您

還等什麼？

環境最大的挑戰就是人類的生活習慣，當您不

使用一次性餐具時而自行準備時，您會發現其實很

簡單不困難，記住，環保不困難，習慣成自然。

訓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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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校 慶 慶 祝 活 動 陸 續 展 開

▲校長.陳素美會長與學生

▲彰化女中百年風華

▲欖城星光文學與歷史 ▲欖城星光知識擂台賽

▲彰女作家展

▲欖城星光 熱音社演出

▲欖城星光活動

▲彰女百年風華

▲欖城星光勁歌熱舞

樂隊、儀旗隊學姐，讓我們一起回到
17歲那年美好的時光吧。

百對佳偶 百年好合
活動方式：

1、招募 100 對佳偶，於彰女 100 週年校慶當日，參與校慶運動會欖仁

風情，挽手華麗進場，為彰女祝壽。

2、條件限制：一方為彰化女中校友、教職員 ( 含退休 )、家長會成員等；

另一方與上述關係不限配偶，姻親、一等親或二等親皆可。

報　　名：即日起至 11 月 15 日止，請洽本校學務處。

當日流程：108 年 12 月 14 日 08：00 準時於本校活動中心簽到

　　　　　08：15 依照編號順序入場

　　　　　09：00 華麗進場

　　　　　10：30 致贈百對佳偶紀念品 / 校友請移駕活動中心

經　　費：為充裕校慶活動經費，歡迎捐款。

捐款帳戶：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彰化分行

戶　　名：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帳　　號：5401215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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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參加數學建模競賽學生合影

〔記者張聰秋／彰化報導〕看似風平浪靜的海岸，往往會突然出現一個

大浪，打到岸邊，激起美麗的浪花，但美麗的背後其實隱藏致命威脅，藏著

足可把人推到落海外海的超強水流和捲入海底的漩渦！這項實驗研究結果，

出自3名高中生之手，她們在今年全

國科展中表現一鳴驚人，勇奪物理類

第一名。今年甫落幕的第58屆全國中

小學科展總決賽，國立彰化女中學生

蔡旻珊、王紫蘋、呂翊綺，在老師李

政憲和張國志指導下，以「液兒液瓶

中轉」為題，經過初賽和決賽，從14

支物理類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打敗

台南一中、高雄女中等勁敵，成功掄

元。

獲獎3人共花了11個月時間，不斷從實驗找問題、求答案，抱著不放棄的決

心，從挫折中修正方法，成功克服一度陷入長達3個月都實驗不出結果的瓶頸。

學生王紫蘋說，研究動機源自物理辯論競賽參賽題目與日常生活中的觀察，發

現在放入液體的透明壓克力圓桶中，不斷轉動圓桶，液體受圓桶內黏滯力與表

面張力的作用，會產生一個個尖尖的半圓圖形，又叫cusps（尖點）圖形，隨著力

道轉速的改變，圖形也隨之變化，整體的輪廓在學理上又被稱為「sharp teeth」，

「sharp teeth」自然現象裡面同時存在著成對的渦流。學生呂翊綺說，為了佐證

「sharp teeth」內有成對的渦流存在，她們上網搜集資料，找到英國南岸Dorset（多

塞特郡）海岸景觀，這處海岸因為海水週期性的衝擊，當海水打到岸邊出現浪花

圖案，形成一種類似一圈圈半圓弧、尖尖的線條，這線條在地球科學領域又被稱

為「beach cusps」，「beach cusps」就好比她們在實驗室研究出的「sharp teeth」，

進而從「sharp teeth」實驗成果，驗證出海邊景觀「beach cusps」裡面也存在著強大

噴流和渦流等肉眼看不到的危險區域。她們說，大浪打到岸邊出現一個個cusps，每

一個cusps中間都會出現漩渦，漩渦會把物質捲入海裡，在實驗結果中，可透過公式

或加入參數，推算出cusps形成的範圍，也可以標示出漩渦會在那裡形成，可劃出海

岸危險地帶，有助推廣觀光產業。

指導老師李政憲說，學生一開始用一般PV塑膠桶和老舊馬達，產生不合理的結

果，陷入3個月完全做不出來的僵局，更換馬達和改用壓克力管後，兩個互相作用，

終於突破瓶頸。(轉載自2018-08-02自由時報)

▲彰女物理科老師李政憲指導學生呂翊
綺（中）、王紫蘋（右）、蔡旻珊，
參加全國科展，拿下物理類冠軍。
（記者張聰秋攝）

〔記者張聰秋／彰化報導〕

俗稱「酒精」的乙醇也可取代煤

炭、石油當發電燃料？沒錯，不要

再懷疑了，這項燃燒酒精產生電

力，讓風扇乾乾淨淨運轉的研究成

果，今天由5名國立彰化女中學生

共同發表，現場操作、解說，讓人

眼見為憑。

5 名 學 生 中 ， 除 了 柯 品 安 是

二年級，柯鈺珊、許羽婷、林妍曲、林映均都都是一年級學生，她們志趣

相投，加入化學研究社而結緣，利用課餘時間一起探索課本之外的科學新

知。

為了證明乙醇可以當發電燃料，學生們活用化學原理中氧化還原的原

理，比較酒精加熱到50、60度，與酒精常溫25度，加熱和常溫發電效能的

差異，做出名為「乙醇燃料風扇」的實驗作品。

柯品安說，她們從氣候變遷造成地球暖化問題，激發出研究乾淨能

源的靈感，上網找資料，發現國外已有乙醇燃料電子車的研究發表，顯

然用酒精當燃料取代石油、煤炭，會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柯品安說，酒精當燃料優點乾淨，沒有像核能發電有核廢料處理問

題，也沒有如燒煤炭、石油產生污染空氣品質的有害廢氣，沒有地球溫

室效應的疑慮，對自然環境無害。

許羽婷指出，她們利用催化劑的化學作用，讓乙醇分子氧化成俗稱

「醋酸」的乙酸、質子與電子，再讓這些化學物質與電池結合，經由導

線接上風扇，讓電力帶動風扇轉動。

同樣以乾淨能源為研究重點的作品，還有用氫氣燃料車、鎂電池

作品，這些也都來自彰女學生的創意，3種不同作品活用氧化還原的原

理，差異在使用燃料的不同。

彰化女中今天舉辦科學嘉年華活動，活動主題定位在「能源」，

學生經由生物、化學與物理等不同角度介紹能源，活動現場除了展出

彰女科學性社團作品，也有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彰化高中燃天科學

研究社、彰化高工機器人社參與，也有彰女校友攜帶大學儀器回校參

展，吸引不少縣內國中小學生參觀，不乏家長帶著小朋友來觀摩。

(轉載自自由時報)

彰女科學嘉年華
107全國科展奪冠 

▲風扇發電來自酒精當燃料，學生於科
學嘉年華會活動展現研究作品。（記
者張聰秋攝）

美麗浪花致命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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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蔡文枝校友的初次見面是在台北一個小型師生聚會的宴席上，那些年，我

與施玉鳳及一些彰女住校生 校友，因為懷念彰女，懷念住校的點點滴滴，時常

與舍監張老師、校長謝玉英聚會敘舊，若是在張老師家，還會嚐到當年在宿舍裡

吃過的菜，但是，多半還是在餐館裡，總是師生共聚一堂，歡喜話當年。

那一回，文枝學姐的出現，讓在座校友們都投以景仰羨慕的眼光，她對師長

們 執禮甚殷，對我們這些學妹校友，也是親切問候，她送大家許多保健的醫學

常識資料，文枝學姊清麗文靜，宴席上，總是帶著淺淺的微笑，與我們一樣彷彿

回到彰女時代變成十七、八歲的少女，沐浴在春風裡。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學

姐高我們很多屆，但她唇紅齒白，容光煥發，儼然少婦模樣，看起來比我們都年

輕，貴為博仁醫院院長夫人，本身又是婦產科醫生和主任，還培育了三個醫生子

女，真不知她是怎麼辦到的？實在令我們既羨慕又欽佩啊！文枝學姐雖然工作繁

忙，但只要我們這「彰女春風團」一開，她都會抽空前來，不管及時與否，她總

是會先走到謝校長、舍監張老師、以及其他師長的身邊， 欠身輕聲問候，然後

再回到座位上，與學姐妹們一起愉快談笑，她帶著微笑的優雅身影，一直深深地

留在我腦海裡。恭喜蔡醫師文枝學姐當選為彰女的傑出校友，我們咸以為是實至

而名歸，以下是我對她所作的專訪內容：

請您說一說 在彰女的那段日子
回顧我的中學時代彰女的求學生涯，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獲選為全校的模

範 生這件事了！這真要感謝老師、同學對我的教導、愛護和鼓勵，以及母校彰

女對我的包括課業、生活、全人的完整教育啊！我因家住彰化縣的溪湖，通車上

學約需四十分鐘，身為醫生、非常重視我的教育的父親認為這樣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要 我住校，我從初中到高中，在彰女六年的求學時光都是住校的，難忘那

段悠游在彰女美麗校園的日子，晨曦早讀於花園，夜晚自習於教室，師長們春風

化雨辛勤教導，真是師恩難忘啊！在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薰陶下，讓我擁有了

團體生活的經驗、尊師重道的美德，讓我出社會後，為有就過診的病人這樣形容

文枝學姐︰ " 她在進行治療中，每個動作之前，都會告訴我她要做什麼，讓我有

心人處事，圓融通達，直至此刻，仍感謝母校彰女的栽培。記憶中的老師：張鐵

魂訓導主任、張玉英舍監老師、沈雅利校長、姚培甫老師、薄慶寧老師，在人格

的培養，價值觀的認同上，都是一生中影響我最大的恩 人，感謝彰女栽培我，

也希望學妹們好好把握中學時期，在有著良師益友的優良環 境下，好好學習，

汲取養分，以充實最快樂的青年時光。

還記得剛考上彰女時，爸爸帶我到學校跟校門口合照了一張，我跟彰

女的緣分也就這麼開始了。回頭看彰女的生活，腦海中浮現了好多畫面，

新生訓練的唱校歌、到新班級的青澀模樣、剛住進宿舍開始學著凡事自己

來……，如今都成為了美好回憶，這三年，就這麼過去了，但我很慶幸是在

彰女度過的。

剛搬進宿舍第一天，就被學姐帶進餐廳，沿途喊著「麻煩動作請加快」，

聲音不絕於耳、此起彼落，儘管規矩寫得清清楚楚，我還是不甚明白，直到

記點被記了一堆才漸漸明白，然後辛勤做公差銷點。倒垃圾相信也是所有住

宿生的回憶，拿著一包包垃圾，學姐在後頭不停催促，一夕間練成了不怕髒的

本事。還有段考後的小確幸─餐廳的點心，鐘響完一瞬間，大家全傾「寢」而

出，擠得水洩不通，彷彿演唱會現場般。

通勤生，每天往返火、公車站，每一分每一秒都相當可貴，晚了一點車就會

從你眼前開走，只好在等下一班。而周五則是最令人頭疼的，車站總是擠滿了許

多人，承受著擁擠直到下車的那一瞬間。

上高中接觸了軍訓課，原本以為教官是不苟言笑的，沒想到各個教官都非常

親切，上起課來也非常有趣；高二的打靶也是很難得的經驗，第一次拿槍，感受真

槍實彈的後座力，朝遠方的ㄇ字，發射!

警衛伯伯，彰女的特產之一，永遠笑笑得跟你問好及打招呼，總覺得伯伯如春

天的太陽，溫暖每個彰女人，駐足在我們的回憶。

彰女3年
107 學年度 3年 9班楊子瑩

我在彰女的日子 

婦產科醫師生涯 
從民國65年至今，已有41年投身婦產科生涯，婦產科醫師的工作非常辛苦，

尤其60年、70年代，生育率高，生產又大多在夜間進行。婦科工作也很忙碌，白

天也要看門診，上手術房開刀。時常睡眠不足，日夜顛倒。加上還要照顧家庭、

兒女，真是蠟燭兩頭燒。最近十年，生產率下降，台灣社會少子化，我的工作也

比較清閒，可以有時間重新投入年輕時的興趣—聲樂，所以每個星期有一個下午

可以到音樂教室上課，會一會愛唱歌的同好，也是一件快樂的 事。

您的家庭
我的先生是外科醫師，也是博仁綜合醫院的院長，我們育有三位子女，大女兒

是婦產科醫師在美國執業，二女兒是牙科醫師也在美國執業，兒子是皮膚科醫師，

服務於博仁綜合醫院，他們都已結婚，生活美滿。博仁綜合醫院位於台北市東區，

是一個200床20個科別的社區型綜合教學醫院，致力於服務民眾，提升醫療品質，

鑑於社會人口老化之趨勢，近年來建置心臟導管中心、血管通路中心、關節治療中

心，加強照護年長病人，已通過健康檢查品質認證及國際醫療品質認證，是一個

力求進步的醫院。我從小因為父親也是外科醫師，在父親的鼓勵及耳濡目染的情境

下，立志學醫。彰女畢業後，也順利進入醫學院就讀，畢業後因自己是女性，想以

女性更能了解女性病人的痛苦而選擇了婦產科。我協助先生創立博仁綜合醫院，是

存心辦一個服務人群的醫院，希望能幫助朋友、親人解除病痛、維護健康，而因為

能幫助人群，工作時心靈便覺獲得安慰，雖然辛苦也是值得的。

給彰女人的話 
彰化女中給了我中學時期很好的讀書環境，在師長的諄諄教誨下，我們心

無旁鶩地讀書，也參加了各類運動強健了體 魄，學識和體力都具備好了，才能

在工作 上發揮力量，如今，我在工作崗位上，能竭盡所能幫助眾多的病人，讓

我覺得每天都在做好事，每天都覺得很快樂。所以，「蹉跎莫遣韶光老」，請學

妹們不要浪擲年輕的歲月，一定要努力充實自己，這樣日後必能發揮蓄蓄積的能

量，創造屬於自己的光榮。（王秋香撰，原載彰女校友會刊NO.13）

蔡文枝 校友

蚊子，彰女的特產之二，因為總務處堅持生態與環保，不願用化學藥品除蚊，

所以，我們晚自習時還要忙著跟蚊子對抗，結束後總是雙腳紅通通。

雖然彰女是以升學為主的學校，社團活動可是一點也不馬虎，放學儀隊整齊

喊著「一二一二」，不時伴著學姐的糾正，在校慶活動以及社團聯展總是眾人注

目的焦點，一致的甩槍，整齊的步伐，都是放學後留下的汗水交織而成。社團活

動，讓學生能在課業外得到展現自我的舞台。

說到運動比賽，健康操比賽，以及各項球類競賽，都能讓學生在運動場上大

展身手，為班級爭取榮耀，每一個得分都甚是欣慰。

校慶，大隊接力，全班此時心連成一體，雙手疊在一起大喊加油的那份感動

至今仍無法忘懷，接棒後奮力向前跑，用盡所有力氣希望能得到最好的結果。

福利社，學生補充糧食的好選擇，提供各式各樣食品及飲品，便宜的價錢

也成為學生時常光顧的地方。

課堂上的學習，是一點一滴的累積，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風格，上起課來

也不會死沉沉的，一堂50分鐘的課也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彰女的老師們都很盡力為學生辦活動，講座、競賽等等，資源也是非常豐

富的，善用資源相信也是會有很棒的收穫的。

三年就這麼流逝了，彰女讓大家都可以盡情展現自己，除了學習也學到

許多課本外的知識，高中生活非常精彩，在我們的未來，永遠不會忘記這個

孕育我們的美麗之地─彰化女中。

▲校長與第六屆校友會理監事

▲陳香妘校長參與校友會宜蘭一日遊(10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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