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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陳香妘

彰化女中於2019年12月14日舉行百年校慶，特別安排百對佳偶入場

活動，其中不少都是彰女彰中校友聯姻，進場時，學妹們還大聲歡呼，

留下溫馨具有紀念性的一幕。

七十歲的外交官彰女校友蔣巧雲非常不簡單，到南非、荷蘭等地工

作，還帶著小孩駐外工作。

蔣巧雲學姊當天見到她的恩師陳美芬特別開心，師生都是彰女校

友，陳美芬老師大學畢業教的第一屆就是她們，擔任她的導師教英文特

別認真，學姊當時她是個鄉下女孩，英文也不好，老師把比較跟不上的

都留下來加強，耐心教導，對她後來當外交官影響很深，陳老師不久就

到美國定居，但她和學生一直都有聯絡。

校長陳香妘當天也主持「有鳳來儀」裝置藝術揭牌儀式，「有鳳來

儀」銅雕意象源自彰女退休美術老師陳瓦木設計的彰女鳳凰校徽，由蕭

啟郎大師雕塑，到校貴賓齊聚大合照，留下溫馨具有紀念性的一幕。

彰女百年校慶
   百對佳偶亮相

▲百年校慶貴賓與校友大合照

雖然今年的高三在學校最後一學期的日子是每天帶著口罩，雖

然室外畢業典禮沒有學妹為妳們獻上祝福，雖然也沒有學妹歡送妳

們的園遊會，是有些不如意，但是仍要祝福妳們，同時也要稱讚這

屆的高三，在校三年表現亮麗！

我們相處的日子只有兩年，卻要感謝妳們能夠體諒學校，無

論是工程：宿舍整修、操場跑道整修、廁所整修和校門入口廣場整

修，或是配合疫情開放教室作為國中考生休息室。

在彰化女中三年，希望妳們可以發現美好的自己，也努力成為

最好的自己。為了讓自己越來越好，希望妳們能夠看清三件事。

一、看清自己

了解自己的優缺點，並且發揮優勢，也透過學習改善你的缺

失。學習應該要多元，也要多看、多聽、多思考。學習別人讓你欣

校長的叮嚀
賞的優點，學習說出像別人讓你覺得愉悅的話語，效法別人堅持的

精神，積極的見賢思齊，努力成為最好的自己。

二、看清朋友

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選擇的朋友會影響你的未來，仔

細觀察決定和誰成為知己，哪些人保持點頭之交即可。雖然對待朋

友要真誠，但是也要有防人之心，在人生的道路上，當你掏心掏肺

的付出時，卻不一定有相對的回報。

三、看清世界

看清世界的未來趨勢，並且作為立定志向的依據。透過學習與

經驗，能夠滾動修正你的方向和態度。

當你看清楚了，就該起而行。談到起而行，有一首歌｢我的未

來不是夢｣，歌詞內容中有幾句值得和各位分享：

｢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棄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從來沒有忘記我對自己的承諾，對愛的執著。｣

｢我的未來不是夢，我認真的過每一分鐘。｣

｢我的未來不是夢，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妳們的人生旅程正要揚帆待發，不要忘記對自己的承諾，認真

的過每一分鐘，相信妳的心也能一直跟著希望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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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

1.高二排球賽：109年4月20日至24日，下午5點10分開始。優勝隊伍：204.213.202.209.203.215
2.高一排球組：109年4月27日至5月1日，下午5點10分開始。優勝隊伍：110.106.114.104.107.108
3.高二羽球賽：109年5月4日至8日，下午5點10分開始。優勝隊伍：202.215.204.209.213.205
4.高一羽球賽：109年5月11日至5月14日，下午5點10分開始。優勝隊伍：106.114.115.110.112.109

校外

一、高一11班李新庭同學參加109高雄港都盃109.02.26-03.01
       （榮獲109年全中運參賽資格）
　　1.高女組400公尺第九名　2. 高女組400公尺跨欄第九名
二、羽球隊參加全中運資格賽109年3月10至3月15日於屏東縣立體育館。
三、109年排球聯賽南區複賽109.05.19-05.23於嘉義市港坪風雨球場榮獲

南區高女組第八名將於6月6日參加排球聯賽全國乙組決賽。

108 學年度國立彰化女中校外(科學類)競賽榮譽榜(至109.04.18止)

比賽日期 比賽項目 成績 學生 指導老師

1090418 2020第19屆全國高中高職
數學建模競賽

金牌獎 203江俐諭、215黃郁芸
215葉人瑄

游竣博老師
銀牌獎

215吳佳蓉、215徐翊芹
215張雅惠、215蔡雅婷
215謝宜蓁

1090415 第60屆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第三區科學展覽會

物理與天文學科優等 114陳怡潔、115黃巧璇
202林妍曲 李政憲老師

地球與行星科學科佳作 114張祐禎、115謝佩均
207戴容頻 李政憲老師

電腦與資訊學科優等 114楊湘琳 林于秀老師
1090201-
1090209

2020第52屆國際化學
奧林匹亞競賽冬令營 二等獎 315劉心宇 鄭茜如老師

1090122 2019-2020 FLL機器人競賽
台灣選拔賽 研究品質獎第二名

101柯宇珊、103曾苡瑄
104吳　華、104林岱曄
105陳柔均、109安立嘉
110施炘錡、114王偲柔
115劉芊儀、115劉雅慈

李建嶠老師
鄭安棋老師

1081227-
1081229

108學年度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
學科能力競賽決賽(化學科) 決賽表現優異 315劉心宇 鄭茜如老師

1081220-
1081222

108學年度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
學科能力競賽決賽(數學科) 決賽表現優異 315郭瑋羽、315陳俐妤 黃俊銘老師

1081130 2020第52屆國際化學
奧林匹亞競賽初選 冬令研習營入選 315劉心宇 鄭茜如老師

1081110 2019第五屆旭泰科技論文獎 大會特別獎 203鐘芷琳、304劉昀儒 李政憲老師

1081110 2019第25屆遠哲科學趣味競賽 中區大會獎第五名 102邱芝羿、109魏辰如
114劉才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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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02 2020第51屆國際
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初選 入選複選

302吳燕琳 馬群樺老師
315黃采庭 林明弘老師

1081102 2020第31屆國際
生物奧林匹亞競賽初賽 進入複賽 305黃譯萱 蕭碧鳳老師

1081027 第十屆全國菁英盃 數學高中一年級組第三名
英文高中一年級組第三名 111陳晴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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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27-
1080801

2019年第17屆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複賽表現優異
314王子凌
315郭瑋羽、315陳俐妤
315魏緗緹

複決賽表現優異
315吳宇晴、315李姿穎
315黃思瑜、315詹宜儒
315劉心宇、315歐陽旻欣

蕭任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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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國語文類競賽得獎
比賽名稱 獎項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彰化縣108年度語文競賽

國語演說 第1名 313 楊子萱 黃琬甯老師
國語演說 第2名 204 黃葦庭 黃琬甯老師

閩南語演說 第2名 109 陳冠螢 陳佩 老師
閩南語演說 第2名 310 謝怡伶 王巧儀老師
閩南語演說 第3名 305 陳宜琳 王巧儀老師
國語朗讀 第2名 206 黃雅筠 蔡其蓉老師
國語朗讀 第2名 313 黃晴筠 蔡其蓉老師

閩南語朗讀 第3名 104 吳　華 蕭任婷老師
國語字音字形 第3名 214 江翊禎 柯雅雯老師
國語字音字形 第3名 313 謝佳芸 柯雅雯老師

閩南語字音字形 第1名 306 賴筱晴 侯裕姫老師
作文 第2名 203 黃莛恩 林怡君老師
作文 第3名 104 李芮慇 林怡君老師
作文 第4名 208 石安卉 林怡君老師
寫字 第3名 305 江芳瑜 侯裕姫老師
寫字 第3名 104 陳晏琳 陳佩 老師

 108年全國語文競賽
國語演說 特優 313 楊子萱 黃琬甯老師

 客家語演說 優等 113 謝慈恩 　
第十三屆聯合盃全國

作文大賽台中區
作文 佳作 211 林靖晏 　
作文 佳作 215 李采軒 李婉寧老師

108年教育部國教署
孝道故事徵文比賽

作文 佳作 210 汪昱秀 黃鳳勤老師
作文 入選 210 陳淑麗 黃鳳勤老師

2019年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第七七屆Formosa女兒獎

特殊創作獎 308 陳又筠 蔡其蓉老師

《TC 北市青年》期刊社109
年第27屆金筆獎創作大賽 新詩組 佳作 308 陳又筠 蔡其蓉老師

彰化縣第14屆縣長盃
學生書法比賽

高中職組 第2名 305 江芳瑜 張玉娟老師
高中職組 佳作 112 陳晏琳 　

溫世仁文教基金會
109年中小學作文比賽複賽

散文 表現優異 203 黃莛恩 林怡君老師
散文 表現優異 208 李庭萱 柯雅雯老師
散文 表現優異 105 魏家貝 林怡君老師
散文 表現優異 105 陳柔均 林怡君老師
散文 表現優異 109 吳晨瑜 簡儀瑄老師
散文 表現優異 208 梁婉婷 柯雅雯老師
散文 表現優異 210 陳淑麗 黃鳳勤老師
散文 表現優異 214 邱于倢 黃鳳勤老師

108 學年度美術類競賽得獎
比賽名稱 獎項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彰化縣108學年度
學生美術比賽

西畫類 第二名 215 巫莛柔 游竣博老師
書法類 第二名 305 江芳瑜 張玉娟老師
書法類 佳　作 111 楊景雯 林怡光老師
版畫類 第二名 210 康詠晴 陳致霖老師
版畫類 第三名 107 謝蕙羽 　
漫畫類 第二名 113 柳宛妤 　
漫畫類 第三名 201 姚佑芯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書法類 佳　作 305 江芳瑜 張玉娟老師
版畫類 佳　作 210 康詠晴 陳致霖老師

108年經濟部水利署
第三河川繪畫比賽 高中組 佳　作 111 高筠婷 　

108 學年度英語文類競賽得獎
比賽名稱 組別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108學年度高中英文
演講比賽中區決賽

英文演講 佳作 308 劉嚴應 張玉娟老師
英文演講 佳作 313 陳品涵 張玉娟老師

台中東南扶輪社
第15屆英語說故事比賽

英語說故事 第3名 213 陳蒔恩 王駿杰老師
英語說故事 表現優良 205 張景雲 邱慧菁老師

彰化扶輪社108年彰化縣高
中職暨國中英語演講比賽

英語演講 第6名 210 賴芮盈 李宜家老師
英語演講 第4名 215 仸凱云 鄭昭慧老師

108學年度全國高中
英文單字比賽

中區複賽 二等獎 313 宋雨蕎 王駿杰老師
中區複賽 三等獎 313 陳品涵 王駿杰老師
中區複賽 表現優良 310 蔡蓁愛 王駿杰老師
中區複賽 表現優良 313 張玉慈 王駿杰老師

書林第九屆全國高中職
英文讀書心得比賽

　 評審推薦獎 115 謝宜芹 林怡光老師
　 表現優良 115 李絜綾 林怡光老師
　 表現優良 115 謝佩均 林怡光老師

1 0 8學年度第二學期體育競賽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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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女中109年度申請入學表現亮麗
醫學系7人

姓名 學校 學系 入學管道 畢業國中
黃○○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伸港國中
陳○○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陽明國中
高○○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 個人申請 鹿港國中

林○○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個人申請 精誠高中
國中部

黃○○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彰興國中
黃○○ 國防大學 醫學系 學校推薦 彰泰國中

歐陽○○ 長庚大學 醫學系 繁星推薦 大同國中

國立臺灣大學12人 

醫學系1人、電機工程學系1人、機械工程學系1人、法律學系法學組1人、國

際企業學系1人、外國語文學系1人、地理環境資源學系1人、經濟學系1人、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1人、中國文學系1人、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1人、圖

書資訊學系1人。

國立成功大學12人	 國立中正大學10人	 國立清華大學11人

國立中山大學6人	 國立交通大學6人	 國立中央大學5人

國立政治大學10人	 國立中興大學13人	 國立陽明大學2人

其他管道錄取大學8位

特殊選才7位：             （畢業國中）

陳○○ 中山大光電工程學系  陽明國中

陳○○ 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線西國中

呂○○ 清華大學清華學士班  溪陽國中

陳○○ 中山大學物理系   埤頭國中

黃○○ 中山大學電機系   田尾國中

王○○ 成功大學物理系   員林國中

林○○ 中興大學機械系   竹塘國中

外國大學申請1位：

李○○ 日本兵庫縣立大學國際商業經營學系 大同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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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取總人數358人，錄取公立大學共205人。

感謝導師及科任老師辛苦為同學輔導選填學群校系，感謝本校家長會及校友

會提供獎學金並感謝全體行政同仁努力付出。

大學申請入學彰女成績亮眼 2020/05/21 中國時報

109大學甄選放榜，彰化女中成績亮

眼，有7名學生錄取醫學系，黃靖恩錄取

台大醫學系，突破校內近年紀錄，黃靖恩

除了成績好，學醫想幫助更多人，還多才

多藝，對傳統文化有股使命，學習快失傳

「高甲戲」。

彰化女中校長陳香妘表示，學生表現都非常優秀，透過繁星、申請入學中目前

已有7人錄取醫學系，甄試競爭激烈，學校也特別安排專家、學者來幫學生模擬，協

助學生們都能穩定心情，把實力發揮出來。

這次彰女錄取臺灣大學12人、國立成功大學12人、國立中正大學10人、國立清

華大學11人、國立中山大學6人、國立交通大學6人、國立中央大學5人、國立政治大

學10人、國立中興大學13人、國立陽明大學2人。

其他管道錄取國立大學8位，申請外國大學1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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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總人數358人，錄取公立大學共205人。

學測成績出爐彰女衝黑馬分享不拿手科目
滿級分祕訣 2020/02/24 中國時報

大學學測成績出爐，彰化女中成績亮眼，4

科60級分5人，採計國英數自有：4人、國英數社1

人，4科55級分以上也多達94人；其中，自然組四

科55級分以上42人，社會組四科55級分以上52人，

都達頂尖國立大學的標準。

今年彰化女中學生參加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共有

596人，成績表現精采亮麗，國文科高達五成八同學超過全國頂標，校長陳香妘表

示，為了因應考招變革，學校完成相關因應規劃，包括：協助學生適性志願選填、

加強學生面試輔導及資料蒐集製作，俾利學生錄取理想學校科系。

彰女林莞淇衝出黑馬，拿下4科滿級分，她謙虛的說，模擬考都沒考這麼好過，

參加過WRO等程式設計比賽，本來志願想上資工系，但坦承對自己的興趣、能力都

還在探索的階段，考得比預期好，或與也會尊重家人的意見，填選醫科，覺得很多

領域，只要深入挖掘都能找到有趣，有意義的地方。

林莞淇分享，雖然是數理資優班，但上了高中，驚覺高手如林，覺得自己數學

比起來遜多了，但不想放棄，從「題海」中磨練，找到解題的樂趣和成就感，數學

成績提升了。

歐陽旻欣本來就是維持名列前茅，拿手科目是數學，但英文是罩門，上高中驚

覺生字好多啊，但不可不想被打倒，抄下單字，反覆背誦，直到認識了它為止，就

這樣每天花2小時勤讀英文，也拿下滿級分，一點一滴的克服的過程，也累績了信

心，願意和莘莘學子分享，不能手的科目，不放棄，往往能找到「對付」的方法，

不是一定要考多好，但突破自己、進步的感覺蠻令人開心。

歐陽旻欣（右）、林莞淇（左），

考上四科滿級分。

本校共138位師生於今年2月2日至2月7日寒假期間赴日本進行國際教育

旅行。本年度日本教育旅行分為長野縣及青森縣兩條路線進行，儘管由於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與青森縣交流學校之預定交流行程取消辦理，但師

生們旅途中也都全程配戴口罩並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本次的赴日教育旅行

圓滿而安全的結束了。長野團師生們在此次旅行中拜訪了本校的姊妹校長

野縣EXCELLENT高校，而青森團的高校交流則改為青森知事見面會及青森

中央大學參訪，同學們都對這次的參訪與交流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回憶。

除此之外，本次兩團日旅行程也安排了一日滑雪及玩雪的活動，讓平常少

有接觸皚皚白雪的同學們像回到孩童時期玩得不亦樂乎。另一個讓同學們

印象深刻的就是寄宿家庭的體驗。雖然語言不通，但透過比手劃腳以及翻

譯機的使用，同學們得以享用Homestay爸媽們準備的美味佳餚並體驗日式家

庭生活方式，短短的一個晚上卻讓同學們覺得感動又驚喜。這次的教育旅

行就在夢幻的迪士尼樂園及高聳的晴空塔中劃下美麗的句點。

2020日本國際教育旅行

不可無料劇團講座
03.11

學生社團成果發表
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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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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於109年4月14日特別聘請台北市吾心文教基金會特

約心理師洪美玲老師，講題為：【母親和生命的意義】。

正值疫情嚴峻當下，洪老師不畏辛勞來到彰女，從家中

四個寶貝孩子的互動中，談及教養的各種狀況、做為父母的考

驗..等等，在座教職員亦是心領神會，笑聲不斷。

洪老師提出SPACE理論—1.STOP(停住)正

念呼吸、脫離慣性、觀察傾聽2.PART(部分化)3.

ACCEPT(接納)掙扎無望、心靈擴展、療癒之手4. 

Curious（好奇）5.Empower（賦權）規則與安全兼

具、斷裂與修復並存。5大步驟環環相扣，一方面

從建立父母角色認知出發，另一方面在親子互動現場實際運作，需要不斷練習精

進。此外這些理論想法也能延伸運用在教學現場呢！

108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青春讀書會

本年度的點亮她時代講座，109年3月11日進行第一場生

物資源學群。林美吟老師畢業於靜宜大學台文系、台南大學

生態科學與環境生態碩士班、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博士班。

由於自小和擔任國文老師的父親林金福一同到山中觀

察獼猴。慢慢的，她發現她也想與猴子為伍，與牠們一同

前進，所以她想用自己的文字改變大眾對獼猴的種種刻板

印象。作為獼猴保育頭號推手的她，也擔任過生態顧

問、獼猴共存協會秘書長等，更為台灣獼猴吱吱黨的

發言人。

因為一份使命感，她試圖扭轉猴子的負面形象，

但剛開始因知名度不夠，常常不告而終。種種原因使

得她無法說服大眾，但她不放棄任何為猴子發聲的機

會。因為她知道，自己一直努力做著的是一場「翻轉

意識的浩大工程」，人類對猴子的誤解與恐懼都是源於不理解。「機會是留給準

備好的人」，這個生態解說的任務不只是一份職業，更是一份志業，也是一條不

悔的選擇。

點亮她時代講座(一)--跳躍的獼猴人生
本年度的點亮她時代講座，109年5月6日進行第二場外語

學群的講座，講師是彰女校友，2007年畢業的第一屆語資班學

姊。林吟貞學姐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彰化師範大學翻

譯碩士，曾任英文編輯、英文教師，並兼職中英譯者，現任

自由譯者。從小就對語言濃厚興趣，國中就知道自己喜歡英

語，也逐漸培養出對語言的學習樂趣。

這個譯者之路，是「中點，而非終點。」她說：「每一

個翻譯，都渴望在書封上看見自己的名字。」而她也成功辦到

了。目前為止她已經翻譯了兩本作品並出版，分別是《每種情

緒都是天賦》、《關鍵七秒，決定你的價值》。但這並不是譯

者之路的終點，她會繼續努力翻譯更多作品，在她嚮往的那片

天空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番名堂。

「及早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並堅定地朝目標邁進」是她

的人生故事帶給我們的啟發。在逐夢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不少

阻礙，但只要能持之以恆，必定能成為自己夢想中的樣子。

點亮她時代講座(二 ) - -譯者之路

為提升師生藝文欣賞能力，特別邀請畢業校友畫家返校展覽美術作品，計有

12位校友展出40幅畫作，展期自108年12月24日至109年3月31日。

此次參展的畫家有多位均已舉辦過多次個人畫展，12位參展者畫風各異，可

以讓參觀者同時欣賞不同創作者的繪畫風格。舉例言之，本身是建築師的校友可

文玉，展出四幅以現代職業婦女為主角的「仕女圖」，藉由婦女的肢體動作，配

合擁擠空間、小動物等元素的交錯組合，時而合併、時而剝離，將現代女性在職

場與家庭必須兼顧下的自我存在感，女性似弱實強的內心世界刻畫的淋漓盡致。

另有前縣長翁金珠的鋼筆畫；翁縣長已舉辦過多次個人畫展，這次也響應母

校的號召，提供四幅畫作參展。翁縣長卸下公職後，用批改公文的鋼筆，畫起窗

前花草的畫，繪畫創作變成日常生活的一種習慣。這次展出的除了知名的彰化扇

型車庫巨幅畫作外，另有3幅都是最近剛完成的作品。

法律人鄭杏姿校友也是作品豐富、個展無數的畫家，此次也有３幅作品參

展。參展的蕭美珠校友，不僅曾多次舉辦各畫

展，也是參加新加坡「2019年國際藝術論壇及國

際畫展」的台灣藝術家之一。另有校友畫家楊慧

英的莊園畫作，曾獲得全省公教美術比賽優等獎

的殊榮。

此次畫展展期從108.12.24到109年3月31日，

吸引眾多校有民眾及師生到場參觀。

圖書館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好書導讀活動
時間：週三第七節，地點：圖書館 3樓

日期 好書 作者 導讀人 註

一 3/25 動物農莊 喬治.歐威爾 社會科
薛廣澤老師

二 4/8
我擔任外
交官的日

子
劉仕傑 外交官

劉仕傑
本次導讀

時間：週三
5、6節

三 5/6

打開演算法
黑箱：反噬
的AI、走鐘
的運算，當
演算法出了
錯，人類還
能 控 制 它
嗎？

漢娜‧弗萊 自然科
唐國詩老師

地點：
地科教室

四 5/13 挪威的森
林 村上春樹 國文科

李婉寧老師

五 6/10 做工的人 林立青 英文科
林怡光老師

六 6/17 大腦喜歡
這樣學 芭芭拉‧歐克莉 數學科

黃俊銘老師

利用百年校慶後的週一補假，我們師生42

人，今天北上參觀總統府及台灣大學圖書館。

自日治時期建造的總統府，經由志工伯

伯的解說及搭配總統府裡的解說圖，瞭解到，

總統府的格局有著非凡的意義；格局的形狀是

日本的「日」，並且大門面向北方的日本國東

京，應該是日本人所設計的巧思。這棟雄為建

築物前身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曾被美國轟炸，後經完善修復，看不出曾經經

歷戰爭損毀的痕跡，外牆由白色牆壁及紅磚組成，形成紅白鮮明的色彩。內部有

兩座花園，其中一座的地面有著國旗上的白日圖

形，另一座則是梅花圖形。

據志工伯伯的說法，在參觀的同時，有機會

遇到下樓的總統哦!中央塔樓為總統府最高處，

每天升旗時需由兩名憲兵做好防護措施後，才能

上到頂樓升國旗。

總統府的建築與彰化女中建校今年(108)同為

100週年，在彰化女中校慶後兩天緊接著至總統

府參訪，這感觸更深。

在參訪完總統府後緊接著至台大參訪圖書

館。台大，前身為日治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現

今為國立台灣大學，仍舊為台灣第一學府，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求學最佳選擇。

台大圖書館是全台灣最大、藏書最多、最豐富、多元，藏書加網上資源約有800

多萬冊，是全台灣最多藏書的地方，有著許多中研院等地方沒有的資料，經常有

許多來自各地的人前來查詢資料，並且有負責掌控易損壞書籍之維護、保存的設

置，在地下室有設置自習室及討論室。台大圖書館雖然是在校園內，但仍然歡

迎一般民眾前來借閱，圖書館內有許多便利、貼近人們需求的設施，歡迎每個人

來，無論你是否為本國人，只要有照片之證件，皆可申請，這實在是我有生以來

第一次見到這麼完善的地方，就連不是本國人的需求也有考量到，設立台大圖書

館的人肯定有著細膩的心思，顧慮、迎合許多人的需求。(108.12.16)

圖書館利用教育心得

參觀總統府及台大圖書館交流

彰化女中校友聯合畫展

1 年 6班張庭媮

▲校長與畫家

▲校友聯合畫展

▲校長與校友畫家

生 涯 線 上
▲109.4.8劉仕傑外交官

導讀我在外交部工作

▲109.3.25薛廣澤老師

導讀動物農莊

▲熱愛獼猴生態的講師 

▲林美吟講師與同學合影 

▲譯者之路的甘苦談

▲林吟貞學姊熱情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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