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逢本校三十二週年校慶，眼見校園各種建

設在精心的擘畫下，有的已逐一完成；有的正

在進行；有的藍圖正在規劃。心中自有一番感

懷與期盼，願與全校師生共享。

學校教育的目標是希望莘莘學子受到薰陶、

栽育而成材，內涵甚多，期間有老師們言行的

典範和諄諄善誘的「感化」；有教材的施教，

除了應試所需，還有為人處世的「教化」；除

此之外，更有校園勝境的「默化」，前兩種在

許多場合已多加闡述，諒同學們已銘記在心，

現在謹就校園建設稍加介紹。

一早走入校門，迎向同學們的除了師長、糾

察之外，就是校門的圖案──五餅二魚，它提

示我們要有「與人分享」的泱泱大度之心；接

著映入眼簾的是厄瑪奴耳廣場，有小鹿清泉，

讓我們心靈沉澱；沉思者雕像，讓我們思考許

多切身的問題；如此優美的校園揭開一天的序

幕。晚間，悅懌光塔透出柔和的燈光，撫慰了

一天的辛勞，更讓我們沉思著“人”何嘗不應

如此，能成為引領他人的燈塔。要不然，做個

燭火或篝火，依然能散發出光和熱。

望著後山一片蒼蒼含翠，群樹千重，如一

屏拱護衛著校園，是學校最佳的「靠山」，學

務處有時安排各班利用打掃時間去親近它，想

必已沾染不少的奇氣，除了團體活動之外，

它，更適宜獨處，一人走入山中，寧靜就徐徐

襲來，滲透毛孔，這是紋絲不動的寧靜，或是

太古之時，生物還沒有發生前的寧靜，在這氛

圍不過五分鐘，竟走入了一種境界：「山靜如

太古，日常如少年。餘花猶可解，好鳥不妨

眠。」

這時方能體會到，「寧靜致遠」的教育意

涵，而這寧靜並非全無生氣，一片死寂，瞧瞧

其間的花朵，一副憨態著實醉人。傳來鳥鳴，

只覺幽靜中所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可堪比擬。聽覺是一片寧靜，而視覺則是滿眼

的綠。行於山徑，只見幽森蔥蘢，濃翠欲滴，

微微感到一種細雨濕衣的涼意，有「山路元無

雨，空翠濕人衣」的錯覺。

樂            以化達人
◎ 吳韻樂 校長

而今學校更於後山興建學校多處的廊梯、平

台，這些配合著大自然依著山勢而建，所謂的

各抱地勢（各依地勢高下而建），盤盤焉（曲

曲折折），囷囷焉（囷，ㄐㄩㄣ，迴旋），

廊腰縵迴（綿亙曲折的走廊，有如迴環的縵

帛），由下仰觀，或掩映在密林，或穿過翠

雲，在平台上，可以停息流憩，或憑欄遠眺，

可以端坐冥思，或閒談南北，論學問道。還有

生態教室，可以觀察植物的生長、變幻，可以

探究蟲魚鳥獸的行跡，甚至藉此有一番的遐思

和生命教育的啟示，如此優美且富教育的園

地，於台北市堪稱罕匹。

今年校慶的主題是「菁莪長育」，所謂的

菁莪長育是說校園遍植各式花木，在細心的澆

灌、照料。一片蓊鬱，滿眼蒼翠，正如莘莘學

子，在家長、老師悉心的培育、教導之下，能

有所成材。同學們，當你身處任一角落，請仔

細體會校園的一景一物、一花一草，自有它的

意涵。所謂「雖有嘉餚，弗食，不知其旨也；

在「青春領航、優質學習」的教育願景下，臺北市政府推動優質學

校評選方案，由臺北市教育局主辦，教師研習中心協辦。各校就優質學

校教育指標：校長領導、學校行政管理、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

習、教職員專業發展、資源統整、校園營造、學校文化等九個向度中選

擇一項或數項提出書面及電子檔資料，並將資料放到優質學校評選專屬

網站上，經過初審、複審、決審三階段評審，才能從眾多學校中脫穎而

出，獲得96學年度「優質學校」的「優質獎」。

96年度本校總務處就依據「校園營造」向度，提出「深耕達人－追

夢、築夢、圓夢」方案，在安全校園、人文校園、自然校園、科技校

園、藝術校園、健康校園六項指標上，提出最近四年內具體的校園營造

方案，獲得肯定，得到「優質獎」。

長達六個月的評選過程，最後從153所學校共253件方

案中，評選出經營成效卓越的28所學校、35件優質學校

方案，頒發單項優質獎，達人女中是唯一一所在「校園營

造」項目上得獎的高中職學校；並於10月3日假陽明山中

山樓舉辦優質學校頒獎典禮，校長吳韻樂並在典禮中發表

得獎感言。感謝「校園營造」核心團隊成員：吳韻樂校

長、章蓉主任、林淑珍組長、曾信義組長、蔣曉儀老師，

這些日子來的辛苦，更感謝達人所有師生、家長的共同努力，將達人的校園營造成一個安全、人文、自

然、科技、藝術、健康的校園，尤其在公共藝術領域上更是獲得親師生的肯定與喜愛。（註：達人女中公共藝術曾獲選

刊載在94年公共藝術年鑑上，P.142~143）。

達人女中  榮獲台北市96年度

優質學校評選「校園營造」優質獎

序號 活 動 時 間 活  動  項  目 地  點

1
12月3日(一)
07:30～08:00

校史有獎徵答 操場

2
12月3日(一)至
12月8日(六）

書香采風 圖書館

3
12月5日(三)
07:30～08:00

永續生態校園
祝聖典禮

操場

4
12月5日(三)
13:00～14:40

校慶玫瑰祈福禮 成璞館

5
12月6日(四)
13:00～14:40

名人開講-亮軒先生 成璞館

6
12月6日(四)

至
12月11日(二)

各科教學成果展 教研室

7
12月8日(六)
09:00～10:00

慶祝大會
社區媽媽表演

競技啦啦隊表演
家長親子趣味競賽

操場

8
12月8日(六)

10:30
校友回娘家 餐廳

9
12月8日(六)
10:00～14:30

仁愛園遊會 操場

10
12月8日(六)
10:00～14:30

舊愛新歡義賣 慕學樓

   意涵：

   菁者，茂盛。莪者，植物名，以喻美材。

   校園遍植各式花木，一片蓊鬱、 翠綠，

   實為優質之教育園地。

   而莘莘學子，一如樹木，有待長育，以

   成菁莪。

   朱熹白鹿洞賦

 （白鹿洞書院為我國四大書院之一）：

  『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

   誠哉斯言。

96年校慶主題：菁莪長育

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學校盡心盡

力營造出如此的環境，希望同學步行在校園能

有所體會，更希望在這校園各項設施建築的潛

移默化中，樂見到每一位同學能有所精進，同

學們的日起有功，是家長、老師們最大的欣慰

和愉悅，最後以「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

進（才智傑出之士）」，來共勉。

菁莪長育

三十二週年校慶慶祝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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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辦的九

十五學年度體育衛生保健評鑑中，榮

獲高中職第五組體育及衛生保健兩項

「績優」。此項殊榮除了對本校在體

育及衛生多方面的努力給予肯定和鼓

勵外，同時也使我們更加慎重思考學

校未來深耕的方向，進而使達人成為

ㄧ個讓學生身心更健康、快樂，品格

更堅毅的學習園地。

本校體育及衛生
榮獲教育局評鑑

「績優」

達人女孩有福了，全世界健身房中最流行的有氧健

身課程之一「飛輪有氧」進入達人校園內，飛輪有氧

或許有很多人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就讓婷媽來告訴各

位。

飛輪，其實就是仿照單車的功能而設計，不論把

手、座椅、煞車…等都與單車如出一

徹！飛輪，只有幾個簡單的動作，依

照教練的指示，隨著音樂的節奏踩

動，體驗如同在道路騎乘單車一

般的樂趣。

飛輪有氧的「阻力」則是

為了騎乘時製造出如同上坡、

平地的情境而設計的。在戶外

騎單車，會因為路況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踩法，飛輪有氧

是將場景移到室內，配上

輕快、流行的音樂，依著

教練的指示操作由平地邁

步、坡地、山區等口令，讓

妳汗流浹背、快速消耗熱量、

強化心肺功能及雕塑下半身曲

線。

我們將於12月下旬的體育課

進行飛輪有氧課程，並聘請專

業飛輪教練來上課，同學們

請準備好個人水壺、乾淨球

鞋、毛巾、衣服，在寒冷

的冬天裡，一起流汗、燃

燒卡路里吧！請同學們拭目

以待！

有多久沒到郊外踏青了呢？有多久沒在幽幽古意的

樹林中讓習習涼風輕拂周身，讓鳥鳴蟲嘶迴盪耳際？

為培養師生感情及關心鄉土環境和親近大自然，學務

處計畫在段考結束的午後，讓大夥兒走入山林，體驗

青山綠水之美並喚起生命的活力。

此項活動，安排了三條登山路線，因為以安全為

優先的考量，因此事先至山區進行路線勘察並如期召

開領隊會議，討論相關事宜，當天集合整隊時，再三

叮嚀同學不得隨地丟棄垃圾順手作『淨山』，維護大

自然美好環境，並隨時注意言行舉止，維護達人的校

譽，做好群隊的應變。

在天時、地利、人和、萬全準備下展開全校親山活

動，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依三條路線行走包括 1：

大湖公園、白鷺鷥山線。2：碧山巖、忠勇山線。3：

圓覺禪寺、大溝溪親山廊道線。

偷得浮生半日閒，將考試及煩惱暫時拋於腦後，走

在山間小徑置身於一片綠意之中，古老蕨類與樹木散

發出的芬多精，使得疲累的身心獲得最舒適的解放，

拾著平緩步階而上，遙望遠處山巒，峰峰相連，令人

心曠神怡，盡情享受午后山林的幽靜與雅致，於盈盈

談笑中更加凝聚了大夥兒的感情，沿路的景致更吸引

不少驚喜的目光和讚歎，在鏡頭的捕捉裏，留下了難

忘的美好回憶。

此活動提供了洗滌身心的機會，體驗到自然生態的

永續，也感受出不一樣的爬山樂趣，在歡愉之中順利

結束，感謝所有隨隊的師長們及服務的糾察，大家辛

苦了！

在十月三十一日週會時間邀請「舞工廠」團隊到校

介紹踢躂舞，讓學生觀賞到一群快樂的舞者，憑著對

舞蹈的熱愛與執著，忘情地隨著音樂節奏起舞，隨性

又調皮的表演展現了靈活的腳上真功夫，同學們也熱

情的參與和示範者一起同樂、學習，共同表演了一組

有聲密碼，為此項舞蹈播下了許多希望的種子。

九月中旬朝會時，舉行學生自治團體交接儀式，由

新任第23屆班聯會主席徐若瑜、副主席許婷、秩糾大

隊長黃涵、秩糾副大隊長孫德婷、衛糾大隊長林于文 

、衛糾副大隊長陳奕如接掌重任。

十月初於慕學樓舉辦自治團體歡送茶會，在全體新

舊任團員及帶領教師皆參與下，場面熱絡又溫馨。感

謝這一年來她們的熱心參與及協助，使得學校的各項

工作和活動皆能順利完成。由於學姐們在工作上的努

力與付出，各方面皆成長許多，也希望藉由茶會在互

動中能提出一些建言，供學妹們參考，讓優良的傳統

及制度能延續下來，使學生自治團體成為學校的得力

助手和培育領導與服務人才的搖籃。

達人女中飛輪有
氧即將開課囉！

親山快樂行
◎ 學務主任 艾明珠

我的

自治團體
     交接及茶會

kick踢
躂 校去

第       版

達人榮譽榜
【教務處訊】

＊公民科陳詩婕老師於96學年度參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臺北市

   第七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榮獲獲「教育專

   業經驗分享類」佳作，得獎作品：「達人chung chung chung」。

＊教師於96學年度參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臺北市第八屆中小學

   及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國文科李君宜老師榮獲「創

   新教學活動設計類」特優，得獎作品：「古典與現代的風華旋

   舞」；李美鶴主任、陳致宏組長、吳卉宜組長、李君宜組長榮獲

   「教育專業分享類」入選，得獎作品：「流金歲月育達人」。

＊學生國三和劉思安於96學年度參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高中

   (職)南區組國語文競賽朗讀項目，榮獲第六名。

【輔導中心訊】

＊學生參加台北市96年度性別平等教育「珍愛故事」徵文比賽，表

   現優異，得獎同學如下：

   特優─國三孝 吳孟繁 得獎作品「Bring The Bright」

   優等─國三愛 周昀佳 得獎作品「醫院小檔案」

   優等─國三孝 周昱瑋 得獎作品「就是好朋友」

   佳作─國三愛 林禹馨 得獎作品「這樣的世界」

   佳作─國三仁 許意函 得獎作品「家庭主『夫』」

   得獎作品將刊登於達人青年第26期，與大家一起分享成果。

【學務處訊】

＊「達青社」參加台北

  市政府教育局教育叢

  書暨校刊競賽，榮獲

  高中職組「團體獎」

  第三名。達青第24期

  榮獲校刊書刊型「佳

  作」，達人簡訊第28

  期榮獲校刊報紙型「特優」及「美編獎」。

＊學生參加台北市96年度學生美展，表現優異，得獎同學如下：

   國中組﹝普通班﹞西畫類

  第三名─國一忠 陳宇湉 得獎作品「鳥語夢鄉」

   高中職組﹝普通班﹞水墨畫類

  佳作─高三樸 翁于婷 得獎作品「媽祖的備忘錄」

   高中職組﹝普通班﹞西畫類

  佳作─高三樸 翁于婷 得獎作品「思考時的重要」

   高中職組﹝普通班﹞漫畫類

  佳作─高三誠 石曉凡 得獎作品「喜悅、悲傷」

   高中職組﹝普通班﹞書法類

  佳作─高三誠 李欣怡 得獎作品「唐人翁綬 折楊柳詩」
與評鑑委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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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欣喜迎接新時代到來之際，面對極具變

遷的社會，我相信每一個關心教育的家長與教

師，都可以深刻體認到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時

代裡，要用過去的經驗和知識，養育生存在未

來的孩子，是多麼艱鉅的任務。

作 者 D o r o t h y  R i c h 在 《 大 能 力

（MegaSkills）》（信誼文化出版）中也說

道，學習不只是侷限在我們課堂中，更重要的

是，在日常生活中，到處是可以學習的東西，

到處有可以學習的機會，如此的潛移默化，因

此她提出了一個父母與孩子共同成長的計畫：

十一種大能力，讓父母們得以透過日常生活的

點點滴滴，幫助孩子從容自然的累積這些「大

能力」。

知識變成活的有生命力的，可以帶著走，終

身受用的東西，而這也是我們可以給孩子最好

的禮物。 

「大能力」（MegaSkills），奠定孩子未來

成就的11種基本能力，也是孩子在新時代最迫

切需要的能力！

信心：覺得有能力去做

增進孩子的克制力、營建孩子的勇氣；減少

對新的和突如其來的恐懼，讓孩子擁有「我會

處理」的態度。

動機：想要完成它

幫助孩子獲得持續動機所需的紀律感，避免

失去勇氣，並能面對競爭與挑戰。

努力：願意認真工作

讓孩子懂得努力的價值與樂趣。

責任：做對的事，孩子的自律發展

讓孩子知道該做些什麼，並經由實踐得到自

尊。

主動：積極採取行動

孩子的主動與精力、活力及興趣有關，也是

開始行動並持續下去的重要關鍵。

毅力：有始有終

幫助孩子養成繼續做下去並完成它的習慣。

關懷：關懷他人

幫助孩子學習關懷體諒，對別人有興趣；傾

聽別人，及向別人學習。

團隊合作：和別人共事

建立孩子和別人一起工作，成為團隊中的一

份子，及合作達成共同目標的能力。

常識：發揮良好的判斷力

幫助孩子利用日常生活的觀察及各種線索，

學習表現平衡及正確的判斷力。

解決問題：將所知和所能化為行動

鼓勵孩子解決問題的的能力，幫助他們將所

知與所能化為行動。

專注：專心於心中的目標

讓孩子學習控制自己，也就是「自律」，使

他們有能力平靜下來、集中注意和專心做

事。

以我為例，身為統計人，如何發展出令人

happy的統計秘訣能力呢？

1. 要知道自我定位及目標並努力實踐

   ─Segmentation

2. 經常保持客觀及達觀的心境-隨機 隨緣

   ─Randomized

3. 資源與資訊共享─Information Delivery

4. 樂於助人─各個領域的好幫手

   Useful Analysis Tool

5. 異中求同 同中求異無私 無偏─Unbiased

6. 了解各種資料的差異性及其適合的分析方

   法─Goodness

7. 保持對資料的敏銳感Sensitive

8. 要能知所差異─Variance

9. Concerned(關心)關心統計資料的品質，事

   前可作防止資料謬誤之措施，事後應做遺

   漏值或資料品質不良的補救

10. Goodwill(友善、親善)統計資訊的表達應

   淺顯易懂，友善容易親近，讓一些非統計

   人員也很容易瞭解我們所要表達的

11. Join加入統計的工作行列需全心全意，認

   真付出，才會結出豐碩的果實

12.保持高度的自信心─Confidence

13.尊重弱者─Outlier

14.具備膽識和勇氣Knowledge Discovery

15.見好就收─Probability

總而言之，養成好習慣和能力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也正是這些好的堅持成就了一些出色

的人才。

談到了孩子v.s.國家競爭時，不免讓我想起這

國度。

「一個國家的質感，不在於人民平均學歷，

而在於人民對學習的熱情－丹麥」

「終身學習」在這個國家不是口號。根據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丹麥平均每人借書率為

世界第二高，而丹麥每百人寬頻使用率是OECD

國家中第一。隨時讀書、學習對丹麥人而言，

就像血液裡的DNA。哥本哈根機場執行長尼

家長會會長分享
◎ 家長會長 謝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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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謝邦昌先生

榮譽會長：劉銘裕先生

榮譽顧問：王金平先生（立法院院長）

               黃維生先生（經濟部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

顧      問：羅吉鴻先生、王宏明先生、

               李明俊先生、張榮坤先生、

               張文福先生、張秀錦女士、

               林兩全先生、林忠生先生

副 會 長： 黃博怡先生、劉宗玲女士、

               袁  媛女士、邱玉玲女士、

               何美雲女士、趙芳華女士、

               謝明賢先生。

常      委：趙頌珉先生、陳俊熙先生、

               楊皙州先生、余美蓉女士、

               黃宜嫺女士、黃小衽女士、

               劉麗株女士、汪育梅女士、

               陳宜君女士、吳漫真女士、

               劉維立先生、劉明瑛女士、

               陳建志先生、王佩如女士、

               林健智先生、梁萬福先生、

               鍾綺萍女士、黃錫堂先生、

               林尚泉先生、陳懿德女士、

               蔡佩珍女士。

委      員：各班家長代表。

   達人女中96學年度

     家長委員會會務人員

美麗的花園絕不是一夕之間可以輕易完成
的，若沒有用心的園丁辛苦地耐心灌溉照顧，
絕不會有燦爛綻放的一天。每位學生就像一粒
種子，在老師們細心的灌溉下發芽、茁壯。千
言萬語都無法表達家長們的心意，只有衷心的
對您說聲，謝謝您—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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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班學生舞蹈表演 高中部李貞蓁同學彈奏古箏
劉銘裕榮譽會長即興演唱

國中部陳祐君同學大提琴獨奏

達人女中謝師宴
            活動翦影

爾斯（Niels Boserup）接受本刊專訪時指出：

「學習，是丹麥人快樂的秘密之一。」

教育部頒發今年國家講座、學術獎，有得獎

學者感嘆，台灣考試重速度，不重思考，扼殺

學生創意，學校應鼓勵學生找到興趣，勇於冒

險犯難，才能在學術界發光發亮。

清大數學系教授于靖在得獎感言中指出，

台灣考試引導教學，數學課講求速成答案，忽

略演算過程，尤其國中階段最嚴重，忽略「一

步一腳印」的基本功；他曾在美國教大一微積

分，一節考試要3.5小時，給學生充分時間檢視

自己的錯誤，才是教育本質。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活著。」

中央大學教授李弘謙，獲頒國家講座後，發表

如此得獎感言。他認為，人生「非常重要」的

事很少，應該少動怒，把精力用在讓生命更美

好。他曾在加拿大辦中文學校教孩子讀三字

經，篤信「人之初，性本善」、「玉不琢，不

成器」，鼓勵孩子堅持興趣，才會成功。

在知識爆炸，科技創新的今日，我們所處

的時代正面對一個加速變動的環境，以往學生

時代所接受的教育及培養的能力，已不足以應

付工作的挑戰，尤其當我們處於再造的大環境

中，隨時面對不確定的嚴苛挑戰，如果能力不

再成長，將可能招架不住。在未來的競爭環境

中，終生學習是現代人必須培養的習慣，所謂

「學習」是指即學即用，思考要應用到哪裡才

來決定學些什麼，必須注意學以致用。

彩虹的那端是甚麼

               有發光的夢想

         有輕拂的春風

   有耀眼的未來

            有你誠摯的祝福

高中部第24屆 
國中部第31屆  畢業典禮翦影

畢業祈福派遣禮

師長頒發畢業證書 在校生祝福學姊 教師舞蹈表演─勇敢走自己的路 典禮結束後降下畢業班班旗

競技啦啦隊表演-鵬程萬里

表揚資深優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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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的時候，就聽過學姊和老師們為我們介紹「生活體驗

營」，當時大家都以為，那只是一個像大哥哥大姐姐，帶著

我們唱唱跳跳的活動而已；就算老師們都說：「這是讓班級

變團結的好活動，要好好把喔。」大家還是認為，那一定很

無趣。天知道，我們都錯了！

在第一天的活動裡，就有許多遊戲；每一項、每一回，都

是需要團隊合作去培養默契、以及每個人之間溝通的管道。

有些遊戲，令我們滿身大汗，玩得疲累不堪；有些遊戲，令

我們絞盡腦汁，玩到臉部猙獰；更是有那種，讓我們玩到直

喊「救命」、「天啊」等字眼，卻是笑倒在地。雖說會有腦

袋打結的狀況出現，但相信每個人都喜歡那種，大家集思廣

益，為了團隊而奮鬥努力的精神與氣氛。這才知道，原來要

培養彼此之間默契的方式，不是書本，而是靠著每個人的付

出，得到這般收穫。

「生活體驗營」的用意，難道只是玩遊戲來培養默契而

已嗎？那就大錯特錯啦！在這一次的活動中，原本在班上不

 達人一直是大家喜愛的大家庭，就算是已經考上不同

學校了，但還是會相約齊聚在達人出現，一群一群美麗的

便服女孩還是會時常回到達人，看看老師看看校園，所以

我想新鮮人茶會就算是一個開端，讓每個人就算是已經不

是達人女中的學生，還是會開開心心、大大方方的走進達

人的大門，而且達人的大門也是永遠為大家敞開的！

這次謝謝能夠回來分享自己在大學經驗的學姊，也很開

心可以看到每一個學妹們還是帶著笑容走進達人，每一個

人拿著相機記錄著高中的一切，看著學妹們開心的微笑，

也看著一直維持著感情回來幫我招待學妹的老同學們，心

裡莫名的湧上一股幸福的感覺，謝謝達人給予我們這麼要

好的感情，也謝謝達人重視每一位畢業的校友，讓我們無

論在外遇到什麼挫折，都知道至少有一個溫馨的避風港在

背後默默支持著我們。

高一國文科老師

利用了寒假輔導的

時間，進行兩週的

小說創新教學，目

的是透過文學與藝

術的結合，培養學

生的多元能力。教

材內容有古典小說

《三國演義》，羅貫中妙筆生花地描繪了時代的動蕩，更

讓三國人物的風采躍然紙上，透過歷史小說的教學能激發

學生的懷古之情，培養學生明辨是非的道德情操；而寫實

主義的鄉土小說，赤裸裸地反映了社會現實的殘酷，除了

讓學生體會早期臺灣人民的刻苦生活，更提供學生深入的

反思機會，激發其愛鄉、愛家的情懷；在文學創作部分，

有新詩寫作、極短篇小說創作；在藝術展現部分，有戲劇

演出、詩歌朗誦與繪本製作等。參與課程的學生都能發揮

團隊合作的精神，雖然只有短短三週的準備時間，卻呈現

了最精緻的教學成果，提供每位學生盡情發揮潛能的機

會，讓每一個學生都能漫舞在這座風華絕代的小說園圃。

八 年 級 的 英

語話劇比賽是本

校的特色課程之

一，本課程不論

是劇本、課程設

計、教學方法、

潛在課程等都發

揮全人教育的精

神，可以開啟學

生的多元智能。本學期的英話話劇為能讓學生有更充份的

準備時間，特別在暑期的藝術與人文課程中提前準備，經

過兩個月的密集練習，各班學生於成果展都交出了亮眼的

成績單。此外，今年特別增加了最佳人氣獎的獎項，也讓

現場的七年級學妹有了參與感，更能汲取八年級學姊的經

驗，相信明年她們將會有更精彩的演出。

本校在暑期為國中部七年級、八年級與高中部一年級、

二年級舉辦了遊學活動，遊學地點為愛丁堡，愛丁堡是蘇

格蘭的首府，有「北方的雅典」、「歐洲最美麗的城市」

之美譽，而費茲學院建於1870年，是蘇格蘭最知名的貴族

中學，學校承襲英國教育的優良傳統，擁有合格且教學經

驗豐富的教師，提供高品質的課程，絕佳的暑期課程及活

動，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學生，讓本校的學生在具有國際氛

圍及古典優美的環境中交流學習。

記 得 那 日 陽 光 煦

煦，一道道金黃色的

光照耀在一個東張西

望、神態緊繃的女孩

身上；記得那時面容

惶惶，一串串不羈的

笑聲飄散入一個不知

所措、左顧右盼的女孩耳中。回憶那時的我，坐在現在的

教室中，眼前張張不熟悉的臉孔圍繞著我，將我圍困在小

小的class10當中，沒有好友陪伴的我頓時失去了安全感

……。

漸漸地，我慢慢融入了環境，我會跟著他人歡笑，隨

著同學歌唱，他們的熱情在烈日下改變了我。在短短的五

天之中，我會唱、會跳，更可貴的是肯開口、肯負責。現

在憶起那五天之中實在有太多太多的歡笑愉悅，其中製作

「國旗」更帶給我許許多多的感觸：我們將class10分為不

同的小組，各小組製作不同特色的國旗，甚至自己幻想制

訂該國的法律、教育、地理環境等等，每個人的創意都集

結在這面面國旗中，現在看看手邊我們這一小組所製的國

旗，黑白相間中間鑲著一個「V」字，代表著法律的嚴謹

及國人的誠信，「V」字則是我們的國名—Vanaki，多麼

有趣的想法呀！這就是創意。

「Oh! You are my true love, will you marry me?」第五天

的話劇演出，更是讓大家處於興奮的顛峰時期，我們將五

天學習的成果在這天發揮得淋漓盡致，僅有短短五分鐘的

時間，我們如何能夠生動地呈現出想表達的內容呢？又如

何能自然的呈現在話劇中呢？這是種挑戰。順道一提，這

齣戲劇的劇本也是我們自己編寫的呢！想到這裡，不禁為

自己的成果感到滿意與驕傲，多麼美麗的回憶呀！我們有

如彩蝶般的在夏日中翩翩起舞。

自從那次成果發表後，我漸漸對自己有了信心，不再神

態緊繃，更不會不知所措，因為達人的光溫暖了我，因為

達人的愛充滿了我。五天的英文訓練營是我學習前的暖身

操，雖然已成了回憶，卻是我永遠抹不去的記憶，也許再

過幾年便會淡忘，但我會永遠記得我曾站在舞台中央，自

信的笑；驕傲的說，五日的溫馨──永恆的記憶，青春的

笑靨。

太說話的人，這兩天反而提出許多成功的意見呢！當大家用

驚訝的表情，看著我們眼中安靜不說話的同學，下一秒又是

歡天喜地的掌聲；並不純粹因為成功，而是為這位也突破自

我的同學，給予最正面的鼓勵與肯定。真的是一種很特別的

感覺。每個人一起想辦法，為的不再是自己，而是身邊的夥

伴；當我們一起完成，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一回又一回的進

步，那種心情，早已不是單單的「快樂」能夠形容。

第二天的「高牆」，是讓在場的每位同學、老師，感動落

淚的高手。其實之前，我們幾個啦啦隊原先就想好，決定在

爬高牆當天，要用我們所學的技巧幫助每一個人。不過到了

這一天，沒有一個人是鬆散的。大家都伸出手，無論沾上多

少的沙塵，都要讓每個人登上高牆的另一端。當啦啦隊員一

年了，從來沒有聽過50多個人一起喊啦啦隊的口號─「Ready 

one two down up」。看到每個人都爬過眼前這到人生高牆

時，感動的淚水，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臉上的水滴，

早已不知是雨水還是汗水；但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感動的淚

水。不過，這是值得的！對我來說，心中的震撼，永遠也忘

不了。看到許多人因為高牆，青一塊、紫一塊的，心中有百

般捨不得，看了都好心疼。就像看到自己親姊妹受傷，一樣

心疼。

不久前，誠班總是被視為最不團結的一個班級，更不用

說成為老師們眼中的好班級。但是，經過這一次的生活體驗

營，連我們自己都發現，原來誠班的孩子們可以如此的有效

率、有向心力，第一次感受到我們每個人的心都是牽在一起

的，一起哭、一起笑，毫不保留。疲累的汗水，不會白費；

感動的淚水，不會虛偽。誠班！衝啊！

→ 希望在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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