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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一世紀喜迎百年校慶 校長 陳香妘

本校創立於民國8年，春風

化雨一世紀，今年12月14日彰女

100歲了！欣逢百年校慶，有幸躬

逢其盛，共同見證彰化女中百年

風華，是多麼幸運又幸福！回顧

百年來的輝煌歷史，以感恩的心情感謝曾經在這個校園努力過、付出過的

每個人-因為有您，彰女更好！

百年來，在人才薈萃的彰女校園中，符應校訓「誠、勤、莊、毅」精

神，莘莘學子個個誠懇、勤學、端莊、堅毅，在社會各行各業傑出表現；

教師團隊富有愛心專業、學養俱豐，教學成效績優；行政夥伴積極服務、

敬業樂業，提供優質教學支持力；家長會優良歷史傳承、鼎力支持，是學

校教育最佳夥伴，更是學校校務發展的合夥人；校友會積極回饋母校，是

母校發展助歷來源；退休教職員聯誼會、地方社區人士及主管機關挹注資

源、出資出力，為校務穩健發展重要助力。

為了彰化縣第一所進入高中百年名校之林的彰化女中生日，更凝聚學校

師生同仁、校友、家長，及社會各界的向心力，用心規劃系列活動，努力展

現百年樹人的教育成果，迎接跨世紀的教育使命來慶祝學校百歲生日！

大家好，我是彰化女中全國校友會第六屆理

事長施蔡國瑛，非常感謝我們的理監事及同學們

的支持，能夠在畢業五十年後的今天回到母校擔

任理事長並為學校服務，是我莫大的榮幸！大家

都知道我們校友會在前任理事長們及理監事們的努力之下，尤其是黃淑娟

前理事長以及翁金珠前理事長的一同努力，整個校友會的組織功能已經非

常的健全和壯大，這都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我也相信自己有這個信心在

她們的輔導之下，能夠帶領新的理監事團隊繼續為學校及校友來服務。

我們都知道現在是一個資訊便捷的時代，今年我主要的目標是希望

能夠建立起校友會的秩序網站，讓我們所有的校友以及學妹們知道校友

會的功能是什麼?我們做了哪些事?我們需要做什麼事來凝聚大家的向心

力?尤其校長給予我們的使命就是共同來迎接一百周年的校慶，非常希

望我們能有一千位校友回學校參加校慶，也希望有一百對彰中、彰女的

佳偶能夠走紅毯進場，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使命，也相信在資訊媒體的渲

染之下，還有我們理監事們的努力之下，最終一定能夠達標的，讓我們

一起努力！

校友會理事長專訪

喜逢彰化女中一百年週年校慶榮幸擔任會長

團團長，本團是曾擔任過家長委員會會長並無私

奉獻教育所組成，會長團宗旨在於協助學校推展

教育政策並搭起與社會連結的橋梁。

物換星移，歲月滄桑。百年彈指一揮盡；百年風雨浸潤流嵐歲月，積

澱下沉沉履步；百年崢嶸穿透純凈書聲，譜寫絢麗華章；百年鍥而不捨，

培育桃李滿園，是妳給學子知識的蓓蕾，是妳賦予學子前進的動力，是妳

孕育代代莘莘才女，是成為了人才培養的搖籃；百年上下求索，使彰化女

中已成為彰化平原一顆璀璨的明珠。回首往昔，我們驕傲；展望未來，我

們憧憬。往事如歌，未來如詩，百載風雨兼程，百年青春如歌。年華流

轉，不變的是學者心；歲月如流，永恒的是師者魂；用生命啟迪智慧，用

愛心滋養希望；百載培育無數鳳凰。

謹記"誠勤莊毅"的校訓，無須說什麼冠冕堂皇的話語，所有彰化女

中的學子，都深藏着對這位母親一份真摯的情感，百歲校慶，祝福妳綿

延不綴、光輝燦爛！

會長團團長專訪

感謝所有家長的支持，武菖有幸擔任

彰化女中108學年度家長會會長，所有家長

會夥伴們將以感恩的心繼續為彰化女中的

教育奉獻心力。家長會將充分的支持學校

教育、鼓勵每位孩子。同時，我也要代表

全體家長再次向校長及所有老師表達最高

謝意，謝謝您們對孩子的指導與照顧。

最近，學校相當的用心，協助同學手機的保管。作法是家長會在各

家長會長專訪

施蔡國瑛 理事長 陳泉嘉 團長

劉武菖 會長

班放置手機袋，同學入校後，自主性將手機收齊、放置在手機袋，有急

事聯絡家長時可以自行取用。儘量讓學生上課時不接觸手機，由於家長

擔心孩子放學途中的安全，仍有聯繫的需求，所以不禁止帶機入校。

108年新課綱已經上路，孩子們的學習壓力是減輕還是加重還未知，

但我們知道，孩子的教育光靠學校是不夠的，我們家長更應該用心投

入，因為孩子的未來和我們息息相關。所以，工作之餘，讓我們多陪陪

孩子，培養親子共同的興趣，拉近親子間的距離，孩子健康的成長，我

們的家庭生活更加和樂。

▲國教署彭富源署長到校訪視新課綱

推動情況

在這個充滿鳥語花香的美麗校園，培育無數傑出優秀女性人才，校友

菁英遍佈於全國及世界各地，在各行各業頭角崢嶸、出類拔萃。

有幸能在這充滿愛的彰化女中幸福園地生活，每每走在校園或是翻閱

校史，感激歷任校長在此充滿溫度的老學校，貢獻己力與成就彰女的無私

付出；感謝校友會現任施蔡國瑛理事長、前任翁金珠理事長和黃淑娟理事

長及所有校友協助母校百年校慶各項事宜；感恩家長會劉武菖會長、107

學年陳素美會長、家長會長團陳泉嘉會長等歷任會長和所有家長的出錢出

力；感動彰女教職員退休聯誼會馮慧慈會長及所有退休長輩們的用心指

導，才能成就彰化女中百年校慶圓滿完成！

喜迎百年校慶，從欖城星光藝文活動、為愛捐血、為健康路跑、攀登

玉山重現當年彰女師生不畏挑戰精神、樂儀隊回家、樂隊音樂會、校友講

座、名家畫展、鳳凰意象展翅藝術雕塑、百對佳偶齊歡慶活動、教師新詩

創作、校友回憶校園生活攝影規劃、百年排字大合唱、百年校慶特刊、百

年校慶紀念品、百年校慶影片製作等，把說不完的彰女故事、道不完的彰

女情誼，點滴匯集成對彰女的愛與感恩。

願彰女校運昌隆！積極發揚薪火相傳精神，承先啟後的歷史任務，奠

定永續經營的根基。彰化女中百歲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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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升大學成果亮麗
醫學系 6 人，牙醫系 3 人

姓　名 學校名稱 學　系 升學管道
丁○婕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 繁星推薦
阮○渝 長庚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劉○惠 輔仁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賴○珊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王○萱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繁星推薦
林○彤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邱○驊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陳○昀 國防醫學院 牙醫學系 軍事院校
潘○綺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指定考科

臺清交成政：93 人
國立臺灣大學 19 人、國立清華大學 20 人、國立交通大學 12 人、國
立政治大學 13 人、國立成功大學 29 人。
中央、中興、中正、中山：54 人
國立中正大學 18 人、國立中山大學 14 人、國立中央大學 8 人、國
立中興大學 25 人。
名校藥學系： 11 人
國立臺灣大學 1 人、國立成功大學 1 人、臺北醫學大學 1 人、中國醫
藥大學 3 人。
特殊表現：
希望入學 1 位：倪○雰國立台灣大學藥學系
特殊選才 4 位：吳○恩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王○潔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物理系、蘇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張○榆國立中興
大學機械系
國立大學及私立醫學系：337 人。（高三總人數 59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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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協助。

彰化女中108學年度第1學期校外(科學類)競賽成績
比賽日期 比賽項目 成績 學生 指導老師

1081104- 
1081105

108 學年度高級中學
數理及資訊學科能
力競賽臺灣省第三

區複賽

化學科佳作 315 歐陽旻欣 鄭茜如老師化學科第二名 315 劉心宇
數學科佳作 315 許佳綺、315 蕭宜蓁 黃俊銘老師

數學科第八名 304 林書宇 莊孟綉老師
數學科第四名 315 郭瑋羽 黃俊銘老師數學科第二名 315 陳俐妤
生物科佳作 314 黃靖恩 張晴晴老師生物科第六名 315 黃思瑜

1080907
2019WRO 國際
奧林匹亞機器人

全國總決賽
創意賽高中組佳作

206 陳亮筑、207 陳幸妤、207 曾苔湘 鄭安棋老師

205 何苡琳、205 黃伃萱、215 葉人瑄 李建嶠老師

1080824 2019 思源科學
創意大賽決賽

全國優等獎
環保節能獎

215 巫莛柔、215 林芷筠、215 劉家瑜
215 劉豈伶、215 蔡雅婷、215 顧家瑄

陳琬菁老師
陳鵬仁老師

1080822- 
1080824

2019 全國物理
教育聯合會議 
壁報論文競賽

高中組第一名 ( 畢業生 ) 王苡潔、301 呂翊綺 張國志老師

1080817- 
1080818

2019 年第 21 屆
TRML 高中數學

競賽

全國特別《一等》獎
台中地區《三等》獎

315 王苡綸、315 吳宇晴、315 林莞淇
315 柯沛岑、315 許佳綺、315 郭瑋羽
315 陳俐妤、315 黃采庭、315 黃思瑜
315 黃資婷、315 詹佳林、315 劉心宇
315 歐陽旻欣、315 蕭宜蓁、315 魏緗緹

黃俊銘老師

1080722- 
1080726

第 59 屆
中小學全國科展

物理與天文學科第三名 201 劉竺臻、305 黃譯萱、306 謝苡廷
張國志老師

物理與天文學科第三名 302 王心怡、304 陳佩吟、310 許英雪

1080703 彰化縣 108 年度
教育盃機器人競賽

創意賽高中職組第 1 名 205 何苡琳、205 黃伃萱、215 葉人瑄 李建嶠老師
鄭安棋老師創意賽高中職組佳作 206 林芝嫻、215 葉娟瑜、215 劉家妤

高中職組競賽第 2 名 206 吳宜蒨

高中職組競賽佳作
201 古宜庭、207 陳幸妤、215 林芷筠 李建嶠老師

鄭安棋老師201 陳品欣、214 王俞蓁、214 許耘瑄

彰化女中108學年度第1學期校外(體育類)競賽成績
比賽名稱 班級學生 項目 名次 日期 帶隊教師

羽恆盃 202 劉家嫺 215 劉豈伶 202 江政樺
105 徐莆甄 214 詹美期 高中女子團體 第二名 108.11.03 李毓慧

羅珮慈 ( 社師 )  

羽球縣長盃

214 詹美期 高女組單打 第六名 108.11.23-27

李毓慧
羅珮慈
 ( 社師 )  

105 徐莆甄 202 劉家嫺 高女組雙打 第五名
206 蘇翎雅 106 王芊文 高女組雙打 第四名

308 陳又筠 202 江政樺 202 劉家嫺
215 劉豈伶 206 蘇翎雅 214 詹美期
105 徐莆甄 110 郭筠芃 109 郭筠彤

106 王芊文

高女組團體 第二名

桌球縣長盃

215 楊芝屏 高中女生組單打 第四名

108.11.14 黃煌智        
114 楊湘琳 高中女生組單打 第五名
215 蔡羽婷 高中女生組單打 第八名

215 楊芝屏 114 楊湘琳 高中女生組雙打 第二名
214 楊詠淳 201 林子雅 高中女生組雙打 第四名

田徑縣長盃

108 林靖雯 高女鏈球 第一名

108.11.15 廖家祺

高女鐵餅 第七名
111 李新庭 高女 400M 跨欄 第二名
108 許桓瑄 高女鏈球 第五名
103 陳芮蓁 高女跳遠 第七名

高女組團體 第五名

排球縣長盃

302 邱名妤 302 康羽玟 307 許瑜倩
304 楊淑芮 306 王菀綺 308 康瀞云
309 王冠茵 309 廖庭誼 204 吳菀芳
204 曾柔閔 209 劉乃語 207 蔡秉芸
210 蔡芳儒 214 陳逸珊 107 林菊

107 王 琪

高女組團體 第三名 108.11/6-8 莊維仁

跆拳道縣長盃

108 許雅喬 高女個人品勢參段組 第三名

108.11/23-24 邱慧文
( 社師 )

202 劉亭妤 高女個人品勢壹段組 第二名
106 賴珮環 高女個人品勢壹段組 第一名
211 張書榕 高女個人品勢壹段組 第二名
201 游廷芳 高女個人品勢紅帶組 第一名
103 李奕筠 高女個人品勢黃帶組 第三名
103 鄭存雅 高女個人品勢黃帶組 第一名
112 吳佳樺 高女個人品勢黃帶組 第二名

212 吳葳姍 207 陳韋妘 高中雙人品勢紅黑帶組 第一名
205 黃郁婷 203 邱虹綺 高中雙人品勢紅黑帶組 第二名
214 莊欣蓓 211 林欣虹 高中雙人品勢紅帶組 第一名
104 侯千云 104 鄭向晴 高中雙人品勢黃帶組 第二名
101 李奕筠 103 鄭存雅 高中雙人品勢黃帶組 第三名
204 洪珮慈 101 李念儒 高中雙人品勢黃帶組 第一名

202 邱家妤 206 李翔雲 208 黃梓芳 高中團體品勢紅帶組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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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7月15日韓國教育旅行

▲7月27日百年校慶-樂儀旗對學

姐回家，樂隊演出。

▲11月8日日本エクセラン高校

來訪，日本學生表演。

▲8月25日校友管樂音樂會
▲10月23日《遇見科學家講座》第二場

由校長介紹講者--常怡雍教授

▲10月18日江教授以可口可樂與糖的發

明為開端，引發學生的好奇心

108學年度新進教職同仁
國文科 柯雅雯老師

應該沒有人像我一樣，彷彿環島教書，教職生涯橫跨濁

水溪兩岸，從台南、嘉義，到清水、台中、北斗，最後回到

母校任教。我很幸運可以遍歷人生山水。

教書第一年特別難忘，在台南，因體罰嚴重，學生的青

春像一塊墓碑，我忍痛離開。然而我忘不了柳營空氣中甜甜

的甘蔗味。之後在清水高中、文華高中共任教17年，學生至今令我難忘。

暑假時考上第一志願的學生來電，告訴我：「好老師有兩種，一種提高分

數，一種提升眼界。而老師，你是後者！」這便是我持續熱度的動力。

地理科 高銘澤老師
大家好！我是新進教師--高銘澤，先前是在臺北市的高

中任教，很高興今年有機會進入彰化女中來服務。目前是任

教高一地理，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繼續增進自己的教學

經驗與待人處事，謝謝！

國文科 蔡宛庭老師
感謝彰女接住初踏入教學園地、慌亂失措的我。

駐足古色古香的校園，聆聽清脆鳥鳴與朗朗笑語，我

期待著在這翻閱教學生涯的扉頁。彰女對我而言既陌生又熟

悉，因為在台北讀書的數年，我已從最要好的同學口中聽聞

彰女的種種。如今以老師的身分穿梭在各間教室，更能為我對彰女的想像，紮實

地補上一塊拼圖。每天從台中啟程，停泊在彰化，一路上，我都會思考怎麼帶著

學生一起成長。我希望我們都能以好奇的心觀看這世界，以踏實的態度面對人生

各階段的任務，真摯地對待與自己相遇的人。

公民科 范宇翔老師
臺中人，喜歡在臺灣四界 迌，人生不同階段在北中南

東都待了一段時間。喜歡「歷史、文化、溫度、人味」的地

方，像是半線古城，又如彰化女中。總是嘗試不同事物，使

生活充滿不同樂趣。

音樂科 林芷儀老師
出生於臺灣新北市，自幼學習音樂，主修鋼琴、副修大

提琴及理論作曲。畢業於國立臺南女中、高雄師範大學音樂

系、德國國立斯圖加特音樂院。返台後於國立臺南女子高級

中學擔任音樂科代理教師，現為國立彰化女中音樂科教師。

生物科 陳秀鳳老師
大家好~我是今年生物的新進的成員秀鳳

經過匆匆的高中三年和教育實習半年

剛好在百年的時候有機會再次回到彰女

很感謝自然科老師們的指導和溫暖的照顧

讓我成長為可以獨立陪伴學妹們學習生物的人

物理科 黃柏峻老師
我是黃柏峻，喜歡運動、閱讀、思考。感謝彰女給我機

會，不管是上課的氛圍與同事的相處，都非常快樂。

國文科 陳佩㞶老師
我是佩㞶，名字最後一個字讀音同「民」。來自臺南

的新手彰化人，覺得「吃」是認識城市的好方法。朝聖了

肉圓、木瓜牛乳和排骨飯，下個目標是貓鼠麵和涼圓。

喜歡這座城市的古老沉靜，也喜歡這座校園的小巧

溫馨。很榮幸成為彰女的一份子，感謝這段得來不易的緣

分，也謝謝溫柔的同事和可愛的小少女們，給我大大的溫暖與包容。

期許自己不斷成長、持續關心社會，並努力敦促自己對每個教學相長的日子

都勤懇以待。盼日日精進，不愧所學。

數學科 楊明祥老師
我是楊明祥，數學科的新進教職員，目前兼任教學組長

一職，想過平凡而有目標的人生，但找到了目標，就會下定

決心盡力去完成，在小確幸中享受人生，很高興來到彰化女

中認識大家，請各位老師、前輩們多多指教。

地理科 林宏儒老師
很開心加入彰化女中這個大家庭，宏儒之前以劉禹錫的

好友自居，往後將以彰女為榮。

喜歡旅行時檢視自己到底需要哪些基本的行囊就能成

行，空間和時區的差異會更認識到底帶著哪些固執出門，學

習簡單成行、試著接納歧異，這世界永遠比想像的更多采，

所以大家要好好學習地理的基本工具！

旅行流轉了某些地方，但不會一直在路上，回到自己習慣的環境和空間，往

往體認更多。在人生的旅途，無論如何，終究會為成長的地方驕傲，我和你同為

自己在彰女驕傲。

108學年環境改善工程

名稱：教學大樓南側整棟廁所改建

說明：改善教學大樓高一教室的老舊廁所，以明亮、通

風為主要設計方向，提供同學舒適的如廁環境。

名稱：運動場跑道更新暨排球場整建

說明：改善跑道及球場，提供同學安全的運動場所。

名稱：學生宿舍B宿增建

　　　衛浴設備

說明：改善舊宿成為套房式寢室，提供同學更為舒適

的居住品質。

美光基金會（台灣美光記

憶體、台灣美光晶圓）今年與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合作，舉

辦Girls Going Tech活動，希望

可以走遍全台所有女子高中，

透過女性典範的短講分享和趣

味科學實作活動，鼓勵更多女同學擺脫刻板印象的枷鎖，勇

敢踏入科學領域，以科技、科學作為職涯選擇。

Girls Going Teck(美光基金會、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108.11.16

國際交流

其他活動

中研院參訪活動108.10.26

108學年度全民國防教育學生
實彈射擊體驗活動108.11.08

《遇見科學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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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暑假期間舉辦「國民參審模擬法庭」

活動，學生扮演法官、檢察官、律師、被告與

證人等，進行法律訴訟及交互詰問。參與學生

表示，透過模擬法庭，會對法院審判制度更了

解，比起以往只透過書本認識的法庭，讓人更

加深刻。

司法院推行「國民參審模擬法庭」，是希望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的理念得

以深入校園，使校園學子及早認識國民法官制度，並藉此普及與深耕法治教育，

此次參與的學生為了準備模擬法庭，也做足功課，收獲很多。

慶祝百年校慶藝文展覽
為慶祝百年校慶，圖書館利用剛剛整修完成二樓李仲生藝廊，規劃一系

列的藝文展覽，希望以藝術涵化師生氣質，以下是本學期規劃的藝文展覽。

一、「悲天憫人的藝術家—劉其偉畫展」

　　展期：108年9月16日（週一）至108年10月18日（週六）

二、「縱深・仲生・重生-李仲生畫展」暨圖書館揭牌儀式

　（1）展期：108年11月11日（週一）至108年12月14日（週六）

　（2）時間：上班日上午8:00-18:00

　（3）地點：圖書館2樓

三、校友聯合畫展

　（1）展期（預計）：108年12月23日（週一）至109年2月14日（週五）

　（2）時間：上班日上午8:30-18:00

　（3）地點：圖書館2樓

▲劉其偉畫展開幕茶會(右起:文化局代

表，黃淑娟前理事長，陳香妘校長，

劉其偉的媳婦，本校校友，陳素美會

長，劉其偉的公子)，背景海報是本校

廣告設計社學生共同創作。

▲李仲生畫展吸引本校師生、校友及外

校學生前來參觀，並藉由電視媒體報

導，吸引許多愛好藝術的民眾參觀。

圖書館好書導讀計畫
在眾聲喧譁的彰女校園中，若能發現主動閱讀的學生，

就如同在雜木林中發現蘋果樹一般的令人喜悅。很少有人思

考過閱讀的真正目的，因為手機網路的剝奪與綁架，使這一

代人越來越少人到圖書館借書閱讀；我預言，這不僅是被

綁架者的悲哀，也將是這個時代的悲劇。很多彰女學生認

為，我一天上8節課，一周上課五天，晚上或週六日還要去

補習，我讀的書還不夠多嗎?還需要課外閱讀嗎?我還有時間

閱讀嗎?如果你以為上課就等同於閱讀，那你可能弄錯了。

課堂的知識是必需要的，因為它有系統地將基本知識傳授給

你，但是如果你不反思咀嚼這些知識，或是想想其他觀點，

它仍舊只是別人的「知識」，他不會造就不凡的妳。所以，

彰女的孩子們，趁妳眼睛明亮，思緒清楚的少女年齡，主動閱讀吧，不要只是抱怨四

周的黑暗與人生的無趣，「閱讀」將點亮你人生的大道。（黃煌智）

你想要透過閱讀改變你的人生嗎？歡迎你來參加「國立彰化女中好書導讀計畫」地

點：圖書館3樓

▲好書導讀第一場:閱讀，

將改變你的人生(黃煌智

老師，108年10月23日)

 日期 場次 活動內容 時間 教師 領域 報名
108.10.23 第一場 閱讀，將改變你的人生 第七節 黃煌智 跨領域 學校首頁
108.10.30 第二場 為什麼要學數學 第七節 莊子平 科普 學校首頁
108.11.13 第三場 告訴我，你是怎麼死的 第七節 溫文慧 醫藥學群 學校首頁
108.11.20 第四場 單車失竊記 第七節 黃小用 文史哲學群 學校首頁
108.12.18 第五場 蒼蠅王 第七節 黃煌智 心理與哲學學群 學校首頁
108.12.25 第六場 江湖在那裡 第七節 黃煌智 文史哲學群 學校首頁

本 學 期 點 亮 她 時 代 講 座 邀 請 的 都 要 校

友，第一場由民國74年從彰女畢業的邱鈺媜學

姊主講，在心理系畢業後，念了人力資源管

理，投身人力資源長達三十年之久，目前在中

國信託的上海分部擔任行政管理部長，擁有豐

富的管理經驗。管理職多年的經驗讓她發現未

來成就的不是取決於天賦、成績或學歷，而是熱情和毅力的統合體--恆毅力。

第二場是民國96年畢業的盛閔鈺家事官，閔鈺學姊是第一屆與文資優班學

生，考上警大後休學，重新選擇東吳法律系就讀，在學習的歷程不斷的自我充

實，並考取司法特考的家事調查官，目前在台中地院服務。在這場演講中也與大

家分享此行業的工作性質，以及自己在轉換生涯跑道的抉擇，更勉勵學妹可以勇

於追求自己的夢想。

點亮她時代講座-夢想永續的力量 邱鈺媜學姊

本學期的小團體於9月3日-10月8日中午時

間進行，辦理的主題是「生涯探索站」，參加

的對象是已經上過生涯規劃課程的高二學生。

六次的小團體中，透過職業憧憬卡、能力強項

卡來統整對自我的瞭解，並且藉著對未來的想

像，建立目前可以努力的方向。

小團體成員能在活動中建立關係，分享

自己的看法，並且練習放鬆訓練，幫助自己在思考與對話中，釐清自己的想法。

108年10月17日邀請王智誼心理師進行

教職員性平教育講座，從性平事件與3C、

網路的關聯談起，幫助大家正視性平事件與

目前網路發達下的影響。網路媒介下青少年

認同，以及學生在網路世界交友迷思帶來人

際互動模式的改變，藉由這個講座的案例分

享，讓在場的老師也能更貼近學生需求，並

瞭解教師在性平事件的重要角色。

生涯探索站—小團體輔導

「師術」列車---談校園性平事件的辨識與處遇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
（與司法院、彰化地方法院合辦）108.07.11

你想要活出什麼樣的人生？你對現在的

生活感到滿意嗎？你把時間和金錢用於追求

什麼？如果重來一次，你想要怎麼過...？

青春讀書會的活動於每學期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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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學期於108年12月3日聘請種子心靈公司負責人邱瓊慧心理師，講題為：

【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 生涯探險隊桌遊運用】，透過桌遊活動，講師將以輕鬆

的方式帶領重要的生涯探索議題。《生涯探險隊》是一套有意義的教育式桌遊。

將人生分為「工作」、「樂趣」、「愛」和「健康」等四種成就，於遊戲過程進

行各種選擇和挑戰、彼此互動和交流。學習這套工具後，教師可以讓青春期的孩

子，思考自己想要的未來﹖讓孩子了解就算資源有限，人還是可以為自己的生命

負起責任。

主題：用讀書策略量表翻轉學習效率
讀書讀書，如何越讀越贏，而不是越讀越輸？

高中學生最大的壓力非課業學習莫屬了，

就讀彰女的小高一們初入校園的適應議題中，

如何找出適合高中階段的學習方法是很重要

的﹗輔導室在本學期提供校內90位高一學生實

施「高中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藉由策

略量表了解自己的學習與讀書方法，掌握學習讀書技巧了解自我學習情形，截長

補短，掌握學習高效能。

活動分為二階段：

（一）10月30日先實施策略量表，內容有9大項目：(1)學習態度 (2)學習動機 (3)

專心程度 (4)閱讀與考試策略 (5)時間管理 (6)自我測驗 (7)焦慮 (8)訊息處理策略 (9)

解決學習困難策略。此測驗能協助同學找到學習的弱處，從而加以改善。

（二）12月18日由輔導老師進行解釋測驗結果，並針對學生所提出的疑問回       

答，並藉由學生的相互討論，激盪出各種實用的學習策略。

走過輔導室外的走廊，總是被牆上的照片

深深吸引，忍不住要停下來駐足欣賞。來自世界

各國不同領域女中豪傑的故事，述說著她們的努

力和堅持不懈，激勵著年輕的學子未來也能成為

她們中的一員，成為別人的祝福！我們一起加油

吧！

青春讀書會活動

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活動

女 性 典 範 走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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