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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蔡國瑛 理事長校友會理事長專訪
去年的現在我們躬逢其盛，在陳香妘校長的帶領下，為我們的母校彰

化女中舉辦一場璀燦亮麗的100周年校慶，記憶中歡樂榮耀的場景依然鮮

明，而歲月的扉頁迅速開啟新的里程，我們又迎來了101屆的校慶，彰化

女中光榮的歷史也邁入嶄新的紀元。

彰化女中是我生命中閃亮的印記，求學的六年是我生命歷程中最美好

的時光，奠定我日後追求學問的基礎，也塑造我日後待人接物的規範，彰

化女中對我的一生有著非常重要而且深遠的影響。

我非常榮幸能在兩年前接下校友會理事長的任務，校友會在前三屆

理事長林理悧、黃淑娟、翁金珠與全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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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許多校友們慷慨解囊，提供各

類獎助學金給在校學妹與陳為甫老師、魏少明老師基金，校友們無私的奉

獻，是感恩母校與師長具體的表現。

今年很榮幸從陳泉嘉前團長手中接下棒子，擔

任彰化女中家長會長團的團長，與有榮焉！

家長會長團是團結歷任盡心盡力的前會長，一

同輔助家長會、支持學校。歷屆前會長過去在不同

時期曾為學校貢獻心血、功不可沒，不同時空中所

擁有的各種經驗亦成為會長團強而有力的養分。

今年因武漢肺炎的關係，許多活動被迫取消、延期，學校這一年也

特別辛苦，所幸目前的疫情已較為緩和。因此在我上任後，順利完成拜訪

榮譽團長黃石城的任務！與陳香妘校長及歷屆前會長一起北上會見黃前縣

長，黃前縣長期許彰化女中能越來越好！

下學期會長團預計將訪問澎湖，拜訪馬公高中的丁志昱校長，期待此

趟旅程能收穫滿滿。

未來一年會長團一定會繼續用心去守護與支持歷史悠久的彰化女中。

下一百年，期待更多學子發光發熱，讓社會變得更美好。

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去年（2019年）在校友會、家長

會、家長會長團、全體師生、退休教職

員及各界協助，熱熱鬧鬧地圓滿辦理本

校百年校慶，共同見證此一重要日子的

感動﹕感動校友們踴躍返校參與，家長

會及會長團鼎力支援，全體師生和退休教職員努力準備，各界貴賓參與及

贈與墨寶、賀禮與祝福，日本姐妹校（エクセラン高等学校）前後任校長

遠道而來共襄盛舉。

一年來，在全體教師努力教導及行政團隊全力配合下，本校同學的

校、內外表現依然亮麗，獲得地區好評。

在少子女化的影響下，109學年度每班核定招生人數降為35人，就連

陳香妘 校長

以往申請宿舍必須依據住家遠近條件篩選，今年卻是第一次出現宿舍床位

多於申請者人數。雖然學生人數減少，我們卻更加用心，希望提升教學品

質與學習績效。108新課綱已實施一年，除了透過檢討與修正109學年度入

學的高一新生課程規畫，也滾動修正108學年度入學的高二學生課程。面

對大學入學測驗的變動，師長們積極參與研習，增進專業知能，熟悉大學

入學制度與形式改變，希望幫助每位彰女學生，能夠進入適合自己的理想

大學科系就讀。

今年（2020年）雖然發生新冠肺炎（COVID-19），對世界各國產生

極大影響，本校除了配合政府相關政策外，仍然持續積極維持正常校務推

動。感謝108學年度家長會劉武菖會長用心付出，交棒給109學年度由王雅

玲會長帶領的家長會繼續協助學校；感謝家長會長團由陳泉嘉團長傳承給

曾睿筆團長，也感謝各界的關心與支持。

2020年12月19日適逢本校辦理創校101周年校慶運動大會，期盼｢彰化

女中飛躍101｣，更上高峰!

彰化女中飛躍 101

會長團團長專訪
非常榮幸擔任彰化女中109學年度家長會會

長，家長會將以感恩的心繼續為彰化女中奉獻心

力，充分支持學校的教育理念並鼓勵每位學子。配

合學校推動家長會與學校行政、教師、主管教育行

機關之聯繫與合作，共謀教育之健全發展。 

感謝所有熱心於教育的家長們，忙碌之餘，付出時間與精神參與孩

子的成長活動。讓我們陪伴孩子，培養親子間共同的興趣，拉近親子間

的距離，和孩子們一同學習和成長。

謹代表全體家長們向校長及所有老師表達最高謝意，感謝教師們對

孩子無私的教導與即時的關懷。

新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藉由適性

教育，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期許所有彰女

學生都能超越自我，圓夢登峰。 

家長會長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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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00周年時我們

成立「彰化女中全國校友會」的網站，母校的百年

風華孕育無數傑出的彰女人，校友人數眾多並遍布

全台灣及全世界各個角落，為了凝聚校友之間的情

誼，並且記錄許多珍貴的史料，開創更多元的交

流活動，從「彰化女中全國校友會」的網站，(網址www.chgshnaa.org.tw；

http://graceshih.com.tw/) ，亦可連結彰化女中的官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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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女中光榮的歷史是幾代彰女人堅定教育理念、持續接棒努力的成

果，我們以彰女為榮，校友會也會秉持這樣的精神，茁壯校友會的力量，

讓校友會成為支持母校最有力的後盾，成為校友們與母校堅實的橋樑。

王雅玲

1.陳香妘校長與校友會施蔡國瑛理
事長及翁金珠榮譽理事長合影。

2.翁理事長捐贈本校第四屆校友攝
於民國48年之同學會珍貴照片。

曾睿筆

中華民國109年12月14日第一版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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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1學期體育校外競賽榮譽榜

109學年度數理類競賽榮譽榜(至109.08.15止)

比賽名稱 項目 班級/學生 名次 帶隊教師

109.10.6
桌球縣長盃

高中女生組單打 114楊詠雯 第六名
黃煌智        高中女生組單打 214楊湘林 第五名

高中女生組雙打 215呂侑臻 207謝依恬 第四名

109.10.27
民俗體育縣長盃

個人對抗賽 113林楨旎 第二名
謝孟媚個人對抗賽 115陳宜靚 第一名

雙人對抗賽 113林楨旎 115陳宜靚 第一名

109.10/29-30
排球縣長盃 高女組團體

107吳宛妤 112謝伊晴 114李鈺穎 201羅英綺 
203李新庭 205林宜蓁 205彭茹鈺 209王毓琪 
213蔡云禎 214王孟欣

第三名 莊維仁

109.10/10-11
田徑縣長盃

高中女生組跳遠 102吳昀軒 第七名

廖家祺

高中女生組5000公尺 104鐘翎 第四名
高中女生組鏈球

201林靖雯
第三名

高中女生組鉛球 第三名
高中女生組鏈球 203許桓瑄 第四名
高中女生組跳遠 212邱子恩 第七名

109.10/7-8
游泳縣長盃

100公尺雙蹼
106陳沛儀

第一名

蘇靖雯

100公尺蛙式 第二名
100公尺蝶式

107葉恩慈
第一名

50公尺屏氣蹼泳 第二名
100公尺自由式

115李嘉穎
第二名

100公尺仰式 第二名
100公尺自由式 206詹菀嫻 第四名
50公尺自由式

304莊詠琇
第一名

50公尺蝶式 第一名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106陳沛儀 107葉恩慈 206詹菀嫻 304莊詠琇 第一名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 106陳沛儀 107葉恩慈 115李嘉穎 304莊詠琇 第一名

108.11/14-15
跆拳道縣長盃

高女個人品勢參段組 107李芷瑄 第二名

邱慧文
(社師)

高女個人品勢参段組 202許雅喬 第三名
高女個人品勢貳段組 107陳小岑 第三名
高女個人品勢紅帶組 205李奕筠 第一名
高女個人品勢紅帶組 203吳佳樺 第二名
高女個人品勢紅帶組 208鄭存雅 第三名
高女個人品勢藍帶組 302邱莉喬 第一名
高女個人品勢藍帶組 207廖俞甄 第二名
高女個人品勢黃帶組 113朱詠韻 第一名
高女個人品勢黃帶組 112沈怡君 第二名
高女個人品勢黃帶組 103林喬伊 第三名
高女個人品勢黃帶組 114林若芩 第三名
高女個人品勢黃帶組 107黃翎芷 第三名
高中團體品勢紅帶組 205李奕筠 208鄭存雅 203吳佳樺 第一名
高中團體品勢藍帶組 207廖俞甄 210鄭向晴 201侯千云 第一名
高中雙人品勢紅帶組 205李奕筠208鄭存雅 第一名
高中雙人品勢黃帶組 207廖俞甄201侯千云 第一名

醫學系 7人

姓　名 學　校 學　系
黃○恩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陳○妤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高○媃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乙組
林○淇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黃○瑜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黃○庭 國防大學 醫學系

歐陽○欣 長庚大學 醫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15 人：醫學系 1 人、法律學系法學組 1 人、國際企業學系 2 人、電機工程學
系 1 人、機械工程學系 1 人、資訊管理學系 1 人、外國語文學系 1 人、日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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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人、國立清華大學 16 人、國立交通大學 8 人、國立政治大學 23 人、國立
陽明大學 2 人、國立中正大學 21 人、國立中山大學 10 人、國立中央大學 11 人、國立中興
大學 23 人
畢業學生人數 594 人，錄取公立大學共 372 人，錄取公立大學人數為 63%。感謝導師及科任
老師辛苦為同學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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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9 年國語文類競賽榮譽榜

109 年英語文類競賽得獎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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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語文競賽

國語演說 第一名 205 李育靜 柯雅雯老師
國語演說 第三名 304 黃葦庭 柯雅雯老師

閩南語演說 第二名 105 彭冠禎 陳姝妤老師
閩南語演說 第三名 214 王偲柔 陳佩 老師
國語朗讀 第三名 215 戴宇偵 蔡其蓉老師
國語朗讀 第三名 108 許嘉勻 蔡其蓉老師

閩南語朗讀 第二名 111 王瑄翎 李婉寧老師
閩南語朗讀 第三名 215 黃可溦 李婉寧老師

國語字音字形 第二名 114 黃季琁 黃鳳勤老師
國語字音字形 第三名 314 江翊禎 黃鳳勤老師
國語字音字形 第四名 115 王楷茵 陳璿文老師

作文 第一名 115 吳昀臻 林怡君老師
作文 第三名 207 陳柔均 林怡君老師
作文 第三名 303 黃莛恩 林怡君老師
作文 第四名 115 王楷婷 林怡君老師
寫字 第三名 204 陳晏琳 陳令怡老師 
寫字 第三名 210 林彥岑 陳昭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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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 表現優異 208 李庭萱 柯雅雯
散文 表現優異 105 魏家貝 林怡君
散文 表現優異 105 陳柔均 林怡君
散文 表現優異 109 吳晨瑜 簡儀瑄
散文 表現優異 208 梁婉婷 柯雅雯
散文 表現優異 210 陳淑麗 黃鳳勤
散文 表現優異 214 邱于倢 黃鳳勤

彰化縣文化局2020
第一屆小文青新詩徵稿

母語組 優勝 311 陳湧楨
高中組 佳作 311 陳湧楨
高中組 佳作 206 鄭妙琳 鄭玉娟老師
高中組 佳作 204 莊詠琇

109年全國生活美學盃學生書法比賽 高中職組 佳作 305 江芳瑜

比賽名稱 組別 名次 班級/同學姓名
Cool English字彙

王比賽 普高組 字彙王獎 105洪菱絜 115吳伃叡 115李絜綾
閱讀王 114蔡雅竹 204陳姵伶 210楊佳軒 215劉安琪

比賽名稱 獎項 名次 班級/同學姓名 指導老師

彰化縣109學年度
學生美術比賽

西畫類 第三名 105陳品禎
佳　作 101李侑蓁 蕭任婷老師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 210余佳怡
第三名 212李子晅

漫畫類 佳　作 201高筠婷 賴春風老師
佳　作 108盧昱辰

比賽項目 成績 學生 指導老師
2020年第22屆TRML

高中數學競賽
全國團體《銀牌》獎
台中地區《二等》獎

(畢業生)林書宇 柯沛岑 許佳綺 
郭瑋羽 陳俐妤 劉心宇 歐陽旻欣 蕭宜蓁 黃俊銘老師

2020WRO國際奧林匹亞智能機器
人聯盟賽 中南區競賽高中組第1名 306吳宜蒨

2020全國高中物理
探究實作競賽 決賽第1名 215呂侑臻 215郭志玲 215黃可溦

215黃巧璇 215謝佩均 李政憲老師

徐有庠盃-第十二屆
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銅牌獎 214楊宜珊 302林妍曲 304謝薰葶

305林楷嫥  (畢業生)黃湘婷 李政憲老師

彰化縣109年度教育盃機器人
競賽

創意賽高中組第1名 207陳柔均 207曾苡瑄 214王偲柔 李建嶠老師
鄭安棋老師

競賽高中組佳作 202魏辰如 202楊芷璇 214賴筱喻

2020全國大專暨高中青年
物理辯論競賽

銀獎 114楊宜珊 202林妍曲 204謝薰葶
205林楷嫥 207戴容頻

李政憲老師銅獎

103李奕筠 114王孟欣 114吳畇蓁 114陳怡潔 
115吳季烜 115吳伃叡 115呂侑臻 115莊采蒨
115郭志玲 115黃可溦 115黃巧璇 115謝依軒
115謝佩均

最佳辯士獎 103李奕筠 114吳畇蓁 114陳怡潔

2020全國高中物理
探究實作競賽

複賽一等獎 115呂侑臻 115郭志玲 115黃可溦
115黃巧璇 115謝佩均

李政憲老師
複賽二等獎

114王采琳 114王宣晴 114王偲柔 114林君宜
114唐品芳 114許巧琳 114陳瑩函 114湯盈萱
114薛尹瑄 115粘蕎　 115劉安琪 115蔡沂璇
115蔡宛瑾 115謝依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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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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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全國高中物理
探究實作競賽

初賽一等獎 114王宣晴 115莊采蒨 115郭志玲
115黃可溦 115蔡宛瑾 114陳瑩函

李政憲老師

初賽二等獎 114吳畇蓁 114湯盈萱 115黃巧璇
115劉安琪 115謝依軒 204謝薰葶

初賽晉級

114王孟欣 114王采琳 114王偲柔 114林君宜
114唐品芳 114張祐禎 114許巧琳 114賴筱喻
114薛尹瑄 115呂侑臻 115粘蕎　 115蔡沂璇
115謝佩均 207戴容頻

初賽全國銀獎 115蔡宛瑾
初賽全國銅獎 114陳瑩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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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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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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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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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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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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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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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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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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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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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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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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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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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廁所美白大作戰評比與活動照片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名次 班級 打掃地點 名次 班級 打掃地點 名次 班級 打掃地點

1 314 行政 ( 西側 )2F 女廁中
央穿堂 1 樓 男女廁 1 207 篤行樓 2 樓廁所 1 204 自強樓後側廁所

(1-2 樓 )

2 210 游藝館 2-3 夾層廁所 2 205 篤行樓 1 樓廁所 2 302 教學大樓南側
所有夾層廁所

3 208 游藝館 B1 廁所 2 301 行政東側 3 樓廁所 3 309 圖書館 1-2 樓廁所

4 115 ( 西側 )1F 健康中心旁
男女廁 3 215 科學館 1 樓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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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李心穎老師
大家好，我是英文科的李心穎，綽號Singing，苗栗客家

人，半個台中人，高雄南霸天。本身同時是個喜歡籃球的貓奴

以及怕胖的抹茶控，覺得貓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生物，也覺得

抹茶是日本人最重要的發明。我也很喜歡看影集，認為看影集

學英文是我最喜歡的學習模式，所以歡迎推坑我或來被我推

坑。幾個月前剛到彰女任教，覺得大家都對我很好，所以我也會好好愛大家的，

謝謝大家!

國文科—柳喬馨老師
高三那一年，某個返校讀書的星期六午後，凝望靜謐的

校園，思緒遊蕩，我的未來究竟在何方？回到彰女實習，適應

身分的轉變，迎來教職的新起點。兜兜轉轉，看過其他高中校

園的風景後，意外地回到彰女任教，是終點亦為起點。

回答當年身穿彰女制服、佇立校園一隅的我：未來就在

足跡所踏之地。校園裡有無數少女青春時代的身影，有我的，

有妳的，過去與現在交織成彰女最美的風景。哈囉！我回來了！

地理科—秦孝芬老師
嗨！我是地理科新進的教師秦孝芬，很開心可以加入彰

化女中這個大家庭！之前長期在嘉義地區走跳，可以算是半個

綠豆嘉義人，期待來到彰化有機會好好探索這座古今交錯的城

市。初來乍到時，謝謝親切的同事和可愛小少女們，讓我感受

到大大的溫暖，孝芬未來也會持續精進教學，和彰女的同學一

起成長。

物理科—許右儒老師
嗨嗨大家好，我是今年的新進成員右儒，畢業於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物理系、物理所，喜歡教學、爬山、騎車。三生有

幸能進到彰女的大家庭，一路受到許多師長的指點和提攜，接

下來一年的時間還請前輩不吝多多指教。

音樂科—許凱欣老師
我是凱欣老師，道地彰化人卻不太會講台語，自幼在音

樂環境長大，完成留學與打工的外國夢，思思念念的卻是教

學，期待在校園堅定且溫柔的陪伴孩子，成為一位溫暖的開心

老師。

歷史科—連浩雅老師
大家好~我是連浩雅，很開心能來到彰女。先前任教於台

中二中，來到這個風格截然不同的校園，使生活充滿新的感

受。樸實沉靜又帶著歷史記憶的校園，伴隨著活潑貼心的孩子

們，每天都能有好心情。期盼自己能與大家一起成長，請老

師、前輩們多多指教。

國文科—陳璿文老師
未曾想過我就這麼踏入彰女，心知前此已然百年，我不

過代序的人事。校園仰望總是枝葉繁茂，凰鳥駐足凝定成像，

麻鷺來去都融進歷史的影子裡。

正此的夢境是摹本，我們朝向夢境，得以窺看背後還有

理型，儘管終極不至，而追索上下忽便都成意義。

期勉自己仍然求知、仍然對萬事好奇設疑，並能與同

仁、夥伴融洽共事，能引學生想像世界、探看前路，或許真是「人們一思索，上

帝就發笑。」但或者我們也將收到一些迴響。

輔導科—謝佳純老師
大家好我是謝佳純，很開心能加入彰女這個大家庭！

我是半個高雄人，半個彰化人，能再次回到彰化，覺得是宇宙

精心過濾後的安排，我會好好珍惜。平時喜歡走讀寫畫，而且

熱愛大自然，夢想是有一天能帶學生去爬山，走入山林，彷彿

走回生命最初的原點，在那裡可以好好被擁抱與療傷，我想讓

學生知道：「在這世界上，妳永遠都有個家，有個可以包容妳百態的地方。」期

許自己跟前輩老師和學生們一起共學，腳踏實地生活，當一個溫暖的人。

新 進 教 師

歷史科—蘇玉芬老師
大家好，我是歷史科新進教師玉芬。來到百年半線舊

城，任教百年彰女校園，是緣份也是幸運。在歷史教學的道路

上，期許自己踩著溫柔且堅定的步伐，開放且包容的態度，持

續探究生活中的歷史，師生之間教學相長，一起來讀「歷」思

考。

高一班級團體

歌唱比賽於11/4圓

滿落幕，感謝每個

努力練習參加的學

生，每個班級的表

現都是最好的。

109-1特教組活動

11月6日(五)本校實施「109學年

度全民國防教育-學生實彈射擊體驗

活動」，由校長陳香妘帶領高二師

生，並邀請家長會長王雅玲等，與

學生親身體驗實彈射擊之震撼力，

師生們透過此次活動，對全民國防

教育有了深入且具體的認識。 為了

確保活動安全無虞，先期由教官室

對高二學生實施射擊預習及安全教育等課程，使學生暸解射擊實況與防衛技能的

重要。射擊時使用國造T91步槍射擊5發子彈，當射擊指揮官廖主任教官下達「開

始射擊」口令的瞬間，槍聲此起彼落、震耳欲聾，槍托的後座力、槍機傳送子彈

的震動感，給初體驗的同學們帶來震撼教育，感受真槍實彈的威力，參與學生直

呼這是難得且過癮的射擊體驗。期望透過嚴謹的射擊紀律，落實全民國防教育，

讓同學們除了瞭解國防重要，進而凝聚學子保家衛國共識。

國立彰化女中109年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

參訪｜109.09.18中央研究院天文所與生

物多樣性中心學術參訪

說明｜同學參訪天文所與實驗室研究員

合影

參訪｜109.10.30空中英語教室參訪

說明｜師生於空英大樓總部合影

講座｜109.10.17數學的發想─指想對你

數說﹝講師：家齊高中數學科

黃光文老師﹞

說明｜講師運用桌遊引導學生對數學定

律的興趣

講座｜109.10.15劇場藝術的秘密﹝講

師：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

房國彥教授﹞

說明｜與會同學專注聆聽房國彥教授介

紹劇場設計的專業內容。

講座｜109.11.11森林遊樂區值多少﹝講

師：中興大學森林系柳琬郁教

授﹞

說明｜邀請中興大學森林系暨創新產業

國際學院副院長柳琬郁教授分

享森林遊樂的經濟觀，會後教

授與同學合影。

高一班級團體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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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女力崛起的時代，女性所

能從事的活動與職業也越來越打破傳統

框架。透過生涯義工的協助，我們蒐集

世界上在各行各業努力著的女性典範，

將其激勵人心的生命經歷、辛苦奮鬥的

生涯事蹟，製作成海報和專刊，跟同學

們分享。希望能藉由這些充滿能量的故

事，開拓同學們的視野，繼續勇敢追夢，或至少，在夢想的一開始，就

有了陪伴。

本學期的HERSTORY安排了四場不

同類型的學群，包括「工程學群」──

Cadence軟體工程師張雅筑學姊，

交大電子系及電子所畢；「數理化學

群」跨領域到劇場表演及香氛文創的

斜槓代表--何欣潔講師；「醫藥衛生學

群」—彰基營養部的張格瑀營養師；「大眾傳播學群」--本身是台大中文

暨哲學系畢業，現在為台灣動物新聞網記者的陳璽安講師。

透過一個半小時的講座分享，讓大

家可以從不同領域的生命故事與職業樣貌

中，找到自己的目標，誠如何欣潔講師提

到的人生「可以有遺憾，但不要有後悔，

努力讓自己成為有故事的人!」未來的目

標不用很明確，但要有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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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

學期針對高一學生舉辦2場學習輔導活動：

 日 期 場 次 導讀書名 教 師 領 域

109.09.16 第一場 不平等的審判/亞當．班福拉多 社會科
劉麗菁 法政學群

109.09.23 增加場 不平等的審判/亞當．班福拉多 社會科
劉麗菁 法政學群

109.10.28 第二場 旅行與讀書/詹宏志 英文科
夏靜婷 文史學群

109.11.18 第三場 廚房/吉本芭娜娜 藝能科
姚玉蘭 文史學群

109.11.25 第四場 原子習慣/詹姆斯．克利爾 國文科
陳𥴰如 文史學群

109.12.09 第五場 孟德爾之夢：基因的百年歷史/
陳文盛

自然科
蕭碧鳳

生命科學學
群

109.12.23 第六場 德語課/齊格飛． 藍茨 自然科
張文平 文史學群

日 期 經典電影 導讀老師
109.10.15( 四 )15:00-17:00 梅崗城故事 輔導室溫文慧主任
109.12.4( 五 )15:00-17:00 東邪西毒 國文科侯裕姬老師

輔導室──女性典範走廊

2020 點亮她時代講座 HERSTORY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讀書高手—
學習策略量表與學習方法分享會活動」

109學年第一學期圖書館好書導讀計畫

109學年第一學期圖書館經典電影導讀

活動一：高中學生學習與讀書策
略量表
時間：10/21中午

經由學生主動報名，校內60位高一

學生進行了「高中學生學習與讀書

策略量表」施測，了解自己的學習

與讀書方法的優缺點。

活動二：學習方法分享會(2場)
時間：11/10及11/11中午

邀請今年度各科實習老師整理出專

業的分科學習秘訣，利用2個中午時

間仔細的傳授這群想要精進自已學

習方式的高一學生！感謝丁鳳吟、

洪 嬿 茹 、 陳 盈 均 、 詹 欣 瑜 、 鄒 佳

紋、許妙羽、粘芸瑄、莊嚖嘉、葉

庭均、王奕姍等老師的協助~

▲好書導讀第3場姚玉蘭老師導讀

▲溫文慧老師導讀梅崗城故事 ▲劉麗菁老師導讀不平等審判

▲夏靖婷老師導讀旅行與讀書

展覽主題：學院中的素人畫家 : 陳澄波傳世畫作展。

展覽時間：109 年 12 月 7 日至 12 月 25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展覽地點：本校圖書館二樓李仲生紀念畫廊。 

展覽作品：40 幅。

陳澄波簡介：

陳澄波（1895-1947 嘉義人）經過嚴格的正統學院訓練，嚴謹的構圖，卻又不失純稚樸拙；特有的筆觸，

大膽的用色，令人不禁熱血沸騰，這風格被稱為「學院中的素人畫家」。在他的作品中，人物與靜物較

少，但其風景繪畫的風格，充滿了強烈執著的「素人」個性，實有其獨特的韻味。

李仲生藝廊藝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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