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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校史

本校創立於1919年4月（大正8年），初設時稱「台灣公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簡稱女高普），日人前川治擔任校長，初期借用彰化孔子廟左廂間為校舍。

1921年4月　 更名為「臺中州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因學生漸多，難於容納，1921

年9月，始遷今址。

1922年4月　 改稱「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簡稱彰化高女），增設一年制「師範講

習科」及實習小學（以前「彰化女子公學校，即今「民生國小」為附屬實習

小學）。

1928年3月　 廢止「師範講習科」暨附屬小學，改設一年制補習科。

1944年4月　 一年制補習科又改為一年制專攻科。

經歷20餘年。日人前川造、渡邊末造、大河源欽吾、鈴木萬吉、隈部至德、龜山相次

諸氏先後接任校長。彰化高女是當年數一數二，全臺灣最優秀的女子學府之一。師生情

深，培養出許多賢妻良母，勤儉樸實的好女子。

戰後，國民政府接掌臺灣。1945年12月17日，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派丑澤

蘭女士來接辦，更改校名為「臺灣省立彰化女子中學」，定是日為校慶。學制改為高中

部、初中部、師範班（一年制專攻科改為一年制師範班），原來的四年制高女，繼續上

課，側重中國語講習至畢業為止。

1946年2月　 招收初一先修班210名，6月黃濬女士接掌本校，12月6日圖書館落成。

1947年2月　 皇甫珪女士繼任校長，新建光復亭一座，增闢木造教室兩間。

1950年7月　 教育廳派督學林詩閣女士兼代校務，8月傅曉峰女士接掌。

1953年2月　 校長吳子我女士繼任。任內新建教職員克難教室兩棟、陽明樓教室四間、單

身宿舍十二間及眷屬宿舍兩棟。1955年春，奉令疏散，創立田中分部。

1956年2月　 黃東生女士接掌，奉令田中分部設初中三班。任內興建樓房眷舍兩棟，添建

篤行樓教室兩間及四周磚造圍牆。

1957年6月　 葉淑仁校長調掌本校，接建篤行樓教室兩間﹔1958年8月改建禮堂一座，奉

令田中分部遷回校本部上課。

1959年6月　 沈雅利女士接掌，8月遭遇空前「八七」水災，校門及三面圍牆俱被沖倒。

任內除完成重建工程外，並添建樓房宿舍四戶、平屋磚造眷舍一棟、彰化新

村單身宿舍改建磚造二樓、增建二樓教室十七間、水塔一座、二樓眷舍六

戶、圖書館及倉庫各一棟。

1966年8月  沈校長調任花蓮女中，景生然校長繼任。任內配合國宅貸款新建眷舍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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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二樓教室八間及平屋磚造宿舍一棟。

1968年8月　  景校長奉准退休，卜慶葵校長接任，新建中山莊宿舍七戶。

1968年8月　  為配合義務教育實施，更名為「臺灣省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停招初中

部。

1970年   初中部奉令全部結束，專辦高中。

1971年6月  開始興建科學館，至1972年底竣工，計有語言教室、視聽教室、物理、化

學、生物實驗室、綜合教室及教學準備室等，內部設備十分完善，命名為

求真樓，以符合科學求真之意義。1977年2月，復籌建三樓學生宿舍一棟。

1979年7月  卜校長榮退，謝玉英校長接任，繼續完成學生宿舍工程，至1980年6月竣

工。內可容納300名學生寄宿，為全省僅次於公費學校之大規模宿舍，命名

為莊敬樓。

1982年5月  學生活動中心落成，命名為自強樓。一樓內設學生餐廳、體能活動及社團

活動中心，二樓為藝能科教室，三樓為學生輔導中心及各類展覽室。樓房

造型新穎美觀，為本校最佳休閒活動場所。

1984年   1月、2月，完成司令台、看台、圍牆、傳達室及中庭花園美化（含噴水池

整修）等建設。

1986年   繼續籌建體育館（兼禮堂，設計者為當時任職「住都局」的可文玉校友）

及四層樓圖書館各一棟，分別於1987年11月及19891年9月落成啟用。

1991年   籌建正面的教學大樓（原已設計好以中央川堂為準，左右各五間教室，但川

堂右側的圖書館因未達拆除年限，所以只蓋到川堂左五間及右兩間，共每層

七間教室），續建宿舍前三層樓第二教學大樓及宿舍就地改建四層樓房。本

時期自強樓、教學大樓及圍牆皆委託名建築師許美惠校有設計監造，自強樓

及正面教學大樓都得到優良設計奬。謝校長在本校任期長達12年又6個月，

復以校有身份回母校服務，且於任內推動成立校友總會。

1992年2月  謝校長調任彰化高商，賀玉琴校長接任，11月完成涵書樓特別教室之興

建，涵書樓名稱出自施美雪老師的構想。

1994年6月 行政大樓二期竣工。

1996年2月 新學生宿舍完工。

1998年1月  綜合大樓正式啟用，2月賀校長榮退，陳月瓊校長接任，著手規劃游藝館工

程發包，並正式動工。

1999年9月  種植16株小葉欖仁樹，從教學大樓穿過求真樓再至體育館，小葉欖仁樹也

成了彰化女中的校樹，「欖城」更成為彰化女中的代名詞。

2000年2月1日    學校改制，更名為「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8月陳校長榮退，

蕭惠蘭校長接任，追加預算繼續興建游藝館，2001年10月完成並正

式啟用。游藝館由陳慧文老師命名，源自孔子所說的：「君子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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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之意。一樓為開放空間，二、三樓

分別為籃球場、網球場，地下一樓為更衣室，地下二樓為游泳池。

設施新穎安全，為師生鍛鍊體魄，進德修業，游藝休憩之所。

2000年8月   規劃紅樓建築修繕工程，委託校友會辦理發包簽約事宜。

2002年8月  改建求真樓前地下水抽水幫浦及水苔，解決噪音問題。

2004年1月10日  成立第一屆全國校友會。7月蕭校長調任台南縣國立新化高工。

2004年5月   第一次赴日教育旅行，師生76人前往日本橋本高校及新宮高校，獲

得當地學校及媒體極大迴響，開啟了本校國際教育旅行之風氣。

2004年8月   孔建國校長接掌本校，以開明穩健之能，導引本校於悠遠的歷史航

程中再闢新的驛站。

2004年   10月15日紅樓修繕完工，20日彰化縣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物」。

2005年    進行美化工程，於外圍設計木造花園平台﹔2006年美化工程完工，

開放由學生命名，最後定名為「沐心亭」。

2008年   地上五層樓科學大樓動工。

2009年1月  文建會與彰化縣政府補助修繕紅樓再造計劃。

2009年8月  興建圖書館無障礙電梯一座。

2012年2月   圖書館連接自強樓二、三樓空中廊道完工，完成體育組、輔導室無障礙

通路。

2012年8月   孔建國校長榮退，由原彰化高中教務主任鄭曜忠，接任本校第16任

校長。

2013年2月1日  各班教室設置書櫃，一位學生一個書櫃，並設置掃地用具櫃。

2013年8月30日  辦公室重新配置:自然科、社會科遷至求真樓2樓，並新增藝能科辦

公室、教務主任辦公室及教官室，人事室及主計室共用一間教室。

2013年12月13 日 歷時四年的科學大樓完工啟用。

2013年12月18日 張晶惠同學榮獲總統教育獎，獲馬英九總統接見。

2014年2月1日  在篤行樓一、二樓新增學生廁所及教職員工廁所完工啟用。

2014年2月25日 與日本和歌縣新宮高校簽訂姐妹校。

2014年8月29日 鄭曜忠校長率領師生，同登百岳合歡東峰。

2014年10月1日 李仲生紀念紅樓藝術牆及李仲生紀念廣場完工。

2015年6月10日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吳署長到校訪視並參加本校畢業典禮。

2015年10月1日 實施公文線上簽核。

2016年8月1日  鄭曜忠校長連任。

2016年10月27 日  教育部遴選本校為107年課綱課程前導學校，規劃區域高中互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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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協作，合作內容包含課程地圖擬定、教師社群研習、跨校共同

備課。

2017年2月1日  學校警衛工作由保全公司24小時執行。

2017年6月10日 求真樓3樓翻轉教室完工，作為公民教育專科教室。

2017年9月1日  校園美感再造-篤行樓牆面李仲生藝術畫工程完成。

2017年9月20日  本校發起彰化區5所國立高中簽訂策略聯盟，讓學生可跨校選課，包

括日語、西文與法文等7班。

2017年12月23日 體育館活力教室設置完成，設有跑步機與飛輪，供師生上課及休閒用。

2018年1月8日  行政大樓四樓詠絮閣完工使用，可供跨班多元選修小組討論用。

2018年2月1日  全校45班普通教室全面裝設無線網路基地台。

2018年4月1日   因應108課綱多元選修需要，數學科專科教室「涵數工坊 完工啟

用。

2018年4月30日  圖書館第二期內部整修完工，恢復營運。辦公區與第一書庫由二樓

移至一樓。二樓命名「李仲生紀念藝廊」，可多功能使用。四樓為

演講廳。新建二、四樓男女廁。

2018年8月1日  陳香妘校長接任本校第17任校長，鄭曜忠校長調任國立新化高中。

2018年9月1日  學生宿舍夜讀室完工啟用，提供住宿生優質的閱讀空間。

2018年11月1日 實施差勤系統線上簽核。

2019年2月20日  成立慶祝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展開一系列慶祝活動，第一波：欖

城星光、藝文市集。

2019年8月27日 國教署彭富源署長到校訪視。

2019年9月16日 慶祝百年年校慶，圖書館舉辦「悲天憫人藝術家--劉其偉畫展」。

2019年9月30日 新建運動場跑道暨桌球室更換防滑地板完工。

2019年10月29日  慶祝百年校慶登玉山活動，陳香妘校長授旗與本校玉山登山隊，師

生12人登上玉山前峰，隔(30)日師生16人登上玉山主峰。

2019年11月19日  圖書館整修啟用揭牌儀式暨暨「縱深 仲生 重生—一代大師李仲生畫

展」。

2019年12月14日 慶祝創校100年慶祝大會。

欣逢創校百年，冀望全體師生，一同昕夕惕勵，求新求行，以發展校務。唯祈教育先

進與社會賢達多與匡導，是所企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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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

日治時期校徽，郭双富提供。 日治時期校徽，為象徵日本三種神儀之
一的鏡子，郭双富提供。

日治時期校徽，運動會番
組，昭和 7 年，陳慶芳提
供。

現今 LOGO 大布旗現今校徽的變化

校旗

日治時期校旗，郭双富提供。

省立時期校旗 國立時期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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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高等女學校校歌

ぐ

だ

う

理

校正：校友 詹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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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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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彰化女子中學校歌
光復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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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女中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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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陳香妘 女 民國 107年 8月 --迄今

鄭曜忠 男 民國 101年 8月 --民國 107年 7月

孔建國 男 民國 93年 8月 --民國 101年 7月

蕭惠蘭 女 民國 89年 8月 --民國 93年 7月

陳月瓊 女 民國 87年 2月 --民國 89年 7月

賀玉琴 女 民國 81年 2月 --民國 87年 1月

謝玉英 女 民國 68年 9月 --民國 81年 1月

卜慶葵 女 民國 57年 9月 --民國 68年 8月

景生然 女 民國 55年 8月 --民國 57年 9月

沈雅利 女 民國 48年 6月 --民國 55年 8月

葉淑仁 女 民國 46年 6月 --民國 48年 6月

黃東生 女 民國 45年 2月 --民國 46年 6月

吳子我 女 民國 42年 2月 --民國 45年 2月

傅曉峰 女 民國 39年 8月 --民國 42年 1月

林詩閣 女 民國 39年 7月 --民國 39年 8月

皇甫珪 女 民國 36年 3月 --民國 39年 6月

黃濬 女 民國 35年 6月 --民國 36年 2月

丑澤蘭 女 民國 34年 12月 --民國 35年 5月

龜山相次 男 日治時期

隈部至德 男 日治時期

鈴木萬吉 男 日治時期

大河原欽吾 男 日治時期

渡邊末造 男 日治時期

前川治 男 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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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任　葉淑仁
(民國46年6月 ~48年6月 )

歷任校長照片
日治時期

第 1任
前川治校長
(1919-1926)

第 2 任
渡邊末造校長
(1926-1929)

第 3 任
大河原欽吾校長
(1929-1933)

第 4 任
鈴木萬吉校長
(1933-1936)

第 5 任
隈部至德校長
(1936-1941)

第 6 任
龜山相次校長
(1941-1945)

光復後

第 3任　皇甫珪
(民國36年3月 ~39年6月 )

第 4任　傅曉峰
( 民 39 年 8月 ~42 年 1月 )

第 1任　丑澤蘭校長
(民國34年12月~35年5月)

第 5任　吳子我
(民國42年2月 ~45年2月 )

第 2任　黃濬
(民國35年6月 ~36年2月 )

第 6任　黃東生
(民國45年2月 ~46年6月 )

林詩閣
(兼代民國39年7月~3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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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任　謝玉英
( 民國68年9月 ~81年1月 )

第 9任　景生然
(民國55年8月 ~57年9月 )

第 10任　卜慶葵
(民國57年9月 ~68年8月 )

第 14任　蕭惠蘭
(民國89年8月 ~93年7月 )

第 15任　孔建國
(民國93年8月~101年7月)

第 12任　賀玉琴校長
(民國81年2月 -87年1月 )

第 17任　陳香妘校長
( 民國 107 年 8月 - 迄今 )

第 13任　陳月瓊
(民國87年2月 ~89年7月 )

第 16任　鄭曜忠校長
(民國101年8月-107年7月)

第 8任　沈雅利
( 民 48 年 6月 ~55 年 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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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任　楊春木 第 4任　王耀南

第 7任　黃振芳

第 13任　黃石城第 11任　柯明謀

第 1任　吳蘅秋

第 5任　林凱南

第 9任　賴瑞新

第 2任　楊老居

第 6任　吳崇雄

第 10、12 任　張豐富

第 8任　林滄洲

歷任家長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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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任　楊慧雄 第 17任　陳學良

第 20任　張承宗

第 26任　林珠蘭第 25任　吳佾達

第 14任　謝國連

第 18任　柯恭平

第 22任　江錦卿

第 15任　張正義

第 19任　陳寶彬

第 23、24 任　陳敏雄

第 21任　楊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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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任　林崑輝

第 34任　曾睿筆

第 39任　劉武菖

第 30任　張家堂

第 35、36 任　白鴻祥

第 27任　林益文

第 31任　高銘呈

第 37任　許蒼松

第 28任　章政城

第 32、33 任　陳泉嘉

第 38任　陳素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