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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文化

達人秉承甘第達修女的精神，以培育「全

人」的教育思維，堅守「一樹蓓蕾莫道是他人

子女，滿元桃李須看作自己兒女」的包容情

懷，用心滋養這塊教育園地，用愛開展學生獨

一無二的自我生命力，最終使其蛻變成投身於

社會深度關懷與服務的傑出人才。而在達人的

學習殿堂中，特別強調用愛與關懷，喚化自

尊、慈憫、傑出、投身四大教育價值的呈顯，

並透過『積極效能的服務文化』、『創新專

業的教學文化』、『人文關懷的慈憫文化』、

『優質校園的境教文化』四大面向，型塑出溫

馨有愛的校園文化。

壹、行政服務文化

學校為提升行政服務效能，藉由行政團隊專

業成長的推行與海外教育機構的參訪，積極擴

展行政專業格局與多元視野；再者，透過校內

外對話平台、互動網絡的建置，不僅促進行政

橫向聯繫與合作的機會，更有助於親師生綿密

關係的維繫。此外，學校更重視行政團隊於專

業倫理、道德修為的信守，並視親師生互為主

體，秉持相互信賴與尊重原則，以期提供優質

且精緻的服務效能。

貳、教學創新文化

學校為因應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透過適性

學習方案、統整課程、泛讀教育課程的實施，

竭力協助每位學生學習潛能的開展；在此同

時，自創性課程的設計，有效促使教師專業素

養獲得精進，並營造出正向、積極且互信的組

織氛圍。

叁、人性關懷文化

學校為培養學生人我共融的道德胸襟，在升

學目標之餘，學校強化倫理課程的實施與品格

教育的全面推廣，深耕孩子健全的人格特質與

價值思維。此外，積極透過多元且豐富的教學

場域、儀式慶典與親師生的交流活動，將人文

素養播入孩子的心田，並藉由班級愛心服務課

程的推展，培養學生未來主動投身社會的意願

與能力。

肆、環境啟迪文化

學校中處處富含教育隱喻的校園建築與景觀

設計，皆是學校重要且獨特的學習場域，如：

象徵與人分享的藝術校門、靜默思維的厄瑪奴

耳廣場、心靈引航的悅澤光塔以及寧靜致遠的

生態長廊等。在自然環境共譜的生命饗宴中，

讓師生們悠游在天然美境下的知識空間，以期

發揮「人-境」互動，潛移默化的境教功能，最

終達至深化自我成長的堅毅與熱忱之綜效。

伍、圓融永續的文化傳承

值逢達人三十三週年校慶，學校發展有賴

於全體親師生的齊一共識與用心擘劃下，連續

2年分獲台北市優質學校校園營造與學校文化

優質獎的最高殊榮；教學團隊參加教學卓越競

賽亦榮獲台北市優勝與全國佳作，並在行動研

究的參賽中獲得亮眼的成績；此外，學生校外

各項學藝競賽亦紛紛呈以不凡的表現；這些璀

璨的教育成果為達人大家庭帶來無比的欣慰及

鼓舞的動能。事實上，長期以來達人便是以

教育愛作為經營的核心，因而深刻瞭解到─

─「愛」是時常對老師、對學生、對家長的

用      織錦的愛

各班的創意造型設計活動，在11月7日風和日麗的早晨，為33週年校慶揭開了序幕，每

班皆絞盡腦汁、展現創意，並犧牲色相、粉墨豋場，每個年級呈現不同的主題，學生們

皆利用校服或班服展現主題的特色，道具配合環保訴求、標語利用環保素材來製作，而

各班的班旗、班牌更是花盡巧思、獨樹一幟，代表班級精神及凝聚力的展現。

班級隊伍經過司令台時，個個精神抖擻，導師也融入班級的創意打扮的妖嬌美麗與班

級共呼口號、齊聲歡呼，也成為注目的焦點，讓校園充滿了朝氣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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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晚上七時，高三成人禮在眾人企盼下於焉展開。

除了高三學生的家長與親友到場觀禮，獻給高三學生最大的祝

福，台北市教育局吳清山局長以及救國團韓瑞麟組長也親臨現

場給同學們勉勵。

在一開始，以照片回顧十八年來的點點滴滴，從父母褓抱

提攜、牙牙學語，及至今天的亭亭玉立，這十多年接受來自父

母、親友與老師所給予的關愛與照顧，期許學生懷著這份感謝

與感動，勇敢面對生命的挑戰，期望學生能成己達人，成為一

個真正關懷社會的有用成人。

在典禮中，每位高三學生接受專任老師別上的成人禮徽章。

在穿越第二道花門，由校長唸著每個人的名字，並親自為每人

戴上玫瑰花茨冠，並給予祝福。接著，啜飲著象徵生命改變與

昇華的成人酒。之後，接受刻有學生姓名的印章。在進入第三

道花門時，導師由象徵光明和希望的復活蠟引燃蠟燭，親自授

光給學生。最後在成人禮證書上蓋下自己的名字，並且承諾

「願能竭一己所能，分擔眾生苦渴。」

校長特別以聖經「愛的真諦」來期勉學生，成長會面臨許多

不協調、不完美的事情發生，「愛」是看見不完美，仍然願意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最後，何美雲媽媽代表所有的家長上台致詞，何媽媽感性地

分享在十八年來的酸甜苦辣，也祝福所有的高三學生。在「一

起走過」的歌聲中，成人禮劃下完美的句點，也期許每一位高

三學生勇敢實現自己的夢想，在蔚藍的天空中展翅飛翔。

學生的分享：

◆ 每個人幾乎都擁有18歲，但卻很少人體驗過成人禮，我很高

 興達人有這麼一個典禮，讓我的18歲顯得與眾不同。18歲之

 後除了擁有許多權利，卻也會伴隨著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在

 整個成人禮儀式的洗禮之下，讓我更加深刻地暸解到未來馬

 上要面對的種種挑戰和蛻變。在校長為我戴上花莿冠的一瞬

 間，除了冠上的刺帶來的痛楚，還有被認可的喜悅，在飲下

 成人酒及拿到屬於自己的印章時，心中的激動是無法透過語

 言去表達的，而在接過導師手中的燭光，溫柔的光暈使我感

 動地掉下眼淚，此外在台下第一次使用印章，那胸口的澎湃

 ，使我手一直處於微微顫抖的狀態。拿著燭火，跟著同學一

 起唱著一首首回顧過去及期盼未來的歌曲，聽著校長、老師

 、家長給的聲聲祝福，彷彿光亮的明天就浮現在眼前。在

 典禮結束之際，母親紅紅的眼眶在我看來，是整個典禮最動

9月1號，校友會在

國頂舉辦了一年一度的

「新鮮人茶會」，歡迎

剛成為大學新鮮人的校

友們回到達人這個熟悉

的地方相聚。而當天，

有許多新鮮人回到學校來，學姐妹們一同分享大學生活

中的經驗還有樂事。這次的新鮮人茶會讓參與的畢業校

友們再次憶起在達人度過的時光，不論是開心的、感動

的、努力的那些時刻，都一一浮現在眼前，歷歷在目，

相信不管時間如何消逝，在校友的心中，生活在達人的

歲月絕對不會抹滅，並成為回味無窮的甘甜記憶。另

外，這次的新鮮人茶會，感謝新鮮人們的共襄盛舉，還

有策劃茶會以及來幫忙的校友會幹部和誠班的學姊們，

辛苦了大家，更謝謝你們的無私貢獻。

97年5月31日是一個期待以久的日子，經過一個多月的籌

備，分開15年的高中同學終於要見面了，心中充滿了種種

的想像，不知大家是成為何種模樣。到了約定的時間，同學

 人的收尾。對我來說，成人禮和生日不同，不是吃吃蛋糕，

 吹吹蠟燭那樣虛應的故事，成人禮的每一扇花門都有其重大

 的意義，人要經過某個儀式後，才會體認及感受它的用意，

 在成人禮的加持下，每個達人女孩更顯得成熟及穩健，接受

 那屬於18歲的獻禮。（高三誠 周儀寧）

◆ 一切就是這麼的不可思議，也是如此的無法言語。從我是個

 嬰兒到現在，我已經走過了十八個年頭。仔細回想起，我這

 幾千個日子，好像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就這樣平靜的度過了

 ，我人生中的前面這麼一小段。小時候，總是想要快快長大

 ，急得想證明自己的能耐。越大反而越想，不想這麼快長大

 。只希望永遠當個快樂的小孩，就此永遠陪伴在家人身旁。

 為了這一天，大家都準備很久了，就是希望可以有個圓滿的

 成人禮。成人禮算是見證我們成長的重要象徵，也提醒我們

 要更加懂的為自己負責、為他人著想。高一的我們親手為學

 姊做花莿冠，那時候對成人禮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只覺得

 十八歲好像還很遙遠，沒想到時光稍縱即逝。我也戴上了它

 ，也在眾人面前一一的走過舞台上的層層關卡。打從典禮一

 開始播放各班的生活照片，以及每天和我們朝夕相處的導師

 的美好時刻。陣陣都是驚喜，彷彿從一開始就要我們陷入回

 憶的思緒。典禮中穿插著由十八歲的我們所歌頌著每首別具

 意義的歌。緊接著一個班接著一個班上台，一個接著一個過

 花門。就這樣依序的輪到了我，說不緊張是騙人的，我連

 該怎麼笑也笑不出來。整個就很緊繃的走完全程，才總算鬆

 了一口氣。最後的一首歌，由我們高三樸率先站起來唱歌，

 也使其他班級也和我們一同演唱典禮的最後一個曲目。大家

 還隨著音樂的律動而左右搖擺，越唱越像在開演唱會似的。

 但愉快的時光總是過的特別快，典禮過後我們可就是名符其

 實的十八歲了!（高三樸 陳霈珊）

◆ 因為身旁有一群默默關心我們的人，他們無怨無悔。感謝家

 人，感謝朋友，感謝達人，感謝上天，賜與我們在愛中被創

 造的機會。期望今天的成人禮，將我們原有的稚氣脫去，換

 上成熟穩重的心。站在舞台上，接受學校替我們準備的儀式

 ，也在舞台中心展現獨一無二的我。與朋友一起走過充斥著

 考試那以秒殺速度的高三，我們也願攜手同心，相互扶持，

 往我們心中的夢想出發。最後，謝謝有你們，伴我走過這稚

 嫩的18年。（高三樂 陳廣庭）

◆ 在這過程中，是感動與備受祝福的，滿滿的愛圍繞著整個典

 禮儀式，這個充滿意義的成人禮，相信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會

 是畢生難忘的，因為我知道：我是被關心與被重視的。

 （高三毅 沈洛婷）

家長的分享：

◆ 聽著女兒在台上大聲說出：「媽媽我愛你」，眼淚在眼眶中

 打轉，內心澎湃！這是當年的我們就算當著母親的面也說不

 出口的話，女兒幫我說了，超感動的！謝謝妳，女兒！

◆ 雖然我們這個年代的生活環境非常困苦，學業也是半工半讀

 完成的，但我們深深感受到父母的辛苦，最重要的是那份愛

 ，感謝達人讓這群孩子在愛的環境中長大，18歲以前是孩子

 們。品格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環，相信她們學的不只是知識，

 是那種凡事謝恩以及愛人如己的心，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愛分

 享出去，就如同達人的口號：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 成長是不斷的蛻變與喜悅，看到當日尚且抱在懷中哇哇大哭

 、天真的小女孩，現在已亭亭玉立，站在台上高呼著媽媽我

 愛妳，我都感動到哭了。

◆ 讓孩子看到自己及同學年幼時的照片，共同勾起回憶共享快

 樂時光，真是難得一見的景象，又教育局長的親臨及校長的

 諄諄教誨，真使我們深受感動。

◆ 感謝學校給予我女兒獨一無二的感覺，相信她走上台時，一

 定覺得自己是一個大人了；當她在台上說「媽媽我愛妳時」

 ，一夕之間我親愛的女兒長大成人了，更懂事體貼了。.勾起

 到台北奮鬥的回憶，也是我們以前年代所沒有的經歷，願美

 好的回憶永存。

◆ 感謝達人的師長，對孩子們的用心，在她們未來的日子裡，

 除了鼓勵重視外。對她們的影響是深遠的，自己會更有責任

 ，對待人會謙虛，且有優良的品格。我很感恩，也感動。

◆ 參加成人禮深受感動，真的感覺到自己的孩子成人了，那種

 感覺在孩子上台的那一刻觸到我們做父母的內心深處，讓眼

 淚奪眶而出，真想大聲呼叫「孩子真的長大了」。看著心愛

 的女兒長大了，心中無限的欣慰與感動，責任感與自信心，

 讓她受益無窮。

《 校友會長  黃筱帆 》

們有的帶著小孩，有的獨身而來，但共通的見面詞，是不斷

的驚呼，當下拋開了年齡，彷彿又回到了那個青春又快樂的

年代。

校長、主任及導師的蒞臨更掀起另一波的高潮，問候聲

此起彼落，老師對我們的恩澤浩大，以及年少時有歡笑也有

淚水的種種回憶，在心中不斷湧起。接著校長帶領我們參觀

校園的建設，對於新教室及建設、圓樓的飛輪教室及後山步

道的美化，再再顯示了學校苦心經營的結果，也令同學們心

中無比的感動——「這就是我的母校」心中不斷的呼喊著，

往日的身影又好像在校區內顯現著。幸福的時間總是過得特

別快，到了要分開赴歸時間，依依不捨的心情及滿滿的祝

福，在同學互道珍重中畫下了圓滿的句點。

過了幾天，同學們寄來的回饋的卡片中，對學校及老師

的栽培充滿了濃濃的感恩，對老師教導我們時種種的包容和

諒解，內心充滿感謝，也對高中同學間的這一段又真又純的

情誼，是永久懷念及珍藏，這真是一個特別又溫馨的同學

會。

高中 同學會 記趣

一句祝福、一句問候、一句肯定、一句讚賞；

「愛」是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給他們無限的

機會；「愛」是學校團隊上下一心，以創意與

熱忱發掘學生獨特的潛能；「愛」更是家校無

間的合作，攜手踏入社會，為需要的他者主動

奉獻。當所有的親師生對達人用愛所織錦的校

園文化彼此感動而交會的那一刻，我們對教育

的理念與願景將不只閃耀，而是煥發出更絢麗

的光彩，並藉由這份無私且摯熱的愛，引領學

校共同跨越教育世紀的洪流，共創達人教育價

值的亙古雋永。

授冠

教育局吳清山局長致詞

別徽章

授光

飲成人酒 何美雲家長致詞

讀經 校長溫馨的擁抱陸佩芳修女為同學們祈禱

新鮮人茶會

 11月8日校慶運動會當天，在大家的祈禱下，一早

老天爺沒下雨，使得活動順利舉行，由陳致宏老師

（老虎）及林世明教官（熊貓）所扮演的「功夫熊

貓」令人驚艷，緊接著由家長會長黃博怡先生、校務顧問黃維生先生、家長委員袁媛女士

及趙雲鳳女士點燃聖火，讓現場氣氛HIGH到最高點。在康寧國小的操場上，參賽同學卯

足了全力，發揮團隊精神奮力奪標，爭取班上的榮譽，雖然中途忽然下起了雨，達人女孩

們還是發揮運動精神盡力的完成比賽項目，真是令人感動。更要感謝每位辛苦的裁判老

師、工作人員及服務同學們的鼎力相助，讓活動順利完成。

大隊接力

校慶運動會創意造型進場

在評審團的評分下獲獎班級：

第一名：高二毅、高一樂、國二忠、國一仁

第二名：高二樂、高一毅、國二仁、國一愛

之美

《 校友  潘蔚雯 老師 》

在成人禮證書上蓋印章

《 施文婷 組長 》

《 校長 / 吳韻樂 》

▲ 台北市優質學校「學校文化」獎

▲ 本校榮獲97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高中職組國文科教學卓越獎佳作

▲ 服務學習──菲律賓貧童教育服務▲ 詩韻輕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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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歷史性的時刻，許多改變讓人感受

深刻，影響可能也相對深遠；然而，相對歷史長

河，這個改變，或許影響深遠，或許時間一拉長一切又回到原點；歷

史如何接續，端看歷史長河中的每一個人，用什麼樣的心情、什麼樣

的態度，來檢視過往、經營現在，以及走未來的路。

曾經，投資銀行與財富管理，是商管財金科系學生最嚮往的出路；

現在看來，許多人的傷痛卻根源於此；曾經，韓國曾經是若干媒體寵

兒推崇備至，鞭策政府借鏡學習的楷模；如今赫然驚覺，昔日風光不

可一世的阿里郎竟在破產邊緣。劇變之間，是必然，還是偶然？

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面臨無數次的選擇，每個選擇的背後都有它的機

會成本。機會成本是經濟學相當基本的概念，大抵是指任何選擇或成

就的背後都有它必須承擔的代價。這個代價可能是可以金錢數計的，

也可能是難以金錢衡量計數的；可能是現在就得承受的，也可能是會

發生在若干時日之後的。概念雖然簡單易懂，但相對於眼前利益，常

使人迷失或失所警惕。果然如此，一旦被臨時要求履約實現，措手不

及事小，繁華落盡轉頭空則平添多少遺憾與感傷。

故鄉在嘉義的海邊，鄉親多純樸敬業，但為了生計常抽用地下水，

長期下來，地層不斷下陷，海水倒灌的苦果是揮之不去的夢靨；台灣

山高秀美，但是高山蔬果經濟價值的誘惑，助長天災之為禍，才有層

出不窮的土石流；眼下這場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何嘗不是人禍成分

遠勝天災的金融土石流。多麼期待，走過2008，社會會從往昔的過度

自我與自信，轉變成多一些的自重與自制；從過往的凡事期待速成捷

徑或特效藥，轉變成願意按部就班的寬讓圓融。願與各位師長、家長

與達人女孩共勉之！

1. 臺北市第九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1) 王馨雲老師榮獲高中組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特優：「古詩

 與現代詩和鳴共振的創新教學」

(2) 蘇淑霞主任、林秋蘭老師、王夏芝老師榮獲高中組教育專

 業創新與行動研究類特優：「生命與生涯相加值的學習」

(3) 鄭美滿老師榮獲高中組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數學

 創作教學-包裝紙中對稱數學的創新應用」

(4) 陳詩婕老師榮獲高中組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類佳作：

 「公民與社會教學的驚奇──公民與社會資訊融入教學經

 驗分享」

(5) 陳詩婕老師榮獲國中組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類佳作：

 「學生班級共同學習社群的建構」

(6) 艾明珠主任、林翠楓老師、施文婷老師榮獲國中組教育專

 業創新與行動研究類佳作：「繩氣活現──體育教學新張

 力之探索」

(7) 黃瑾玲老師、施彥如老師榮獲國中組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

 研究類佳作：「英語音樂劇多元智慧能力型塑學生人格特

 質」

(8) 蔣曉儀老師、洪明君老師、張鎧玲老師榮獲國中組創新教

 學活動設計類佳作：「藝術與人文領域於英語話劇中所扮

 演之教學角色」

2. 教育部96年度獎勵友

 善校園學生事務及輔

 導工作優秀人員，本

 校學務處艾明珠主任

 獲得國中部友善校園

 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

 「優秀人員獎」。

3. 艾明珠主任與李佳蓉組長以「深耕服務學習活出生命色彩」

 參加台北市97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品德教育創新案例評選活

 動，榮獲「佳作」。

4. 本校國三仁鄭君筑於97.5.29~97.6.4.參加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

 金會台灣代表隊 B隊赴美參加2008 ARML（2008年美國高中

 數學聯盟）數學競賽，獲得「全美B組冠軍」與「國際組冠

 軍」。

5. 高三樂連珮雅參加Mucrosoft Office 舉辦之2008 MOS世界盃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台灣區選手選拔賽，榮獲 台灣區－高中職

 組電子試算表競賽「第三名」。

6. 高三樂施晴參加台北市97年公私立

 高中推動生命教育系列活動「生命

 萬花筒」攝影比賽，以「2008.08.

 08.」為主題，獲得「優等」獎。在

 父親節這一天，對於教導我們三年

 的老師說出感謝，並將愛化為具體

 ，輪流地把愛心貼在老師身上。老

 師，謝謝您，讓我們的生命更豐美

 。一聲感謝，一張卡片。亦師亦父

 ，亦友亦光。在我們的環繞下，老

 師的靦腆，透露了喜悅。

7.台北市國語文競賽

(1) 三樸曾文伶同學榮獲高中組作文比賽第三名。

(2) 二樂魏劭芸同學榮獲高中組演說比賽第五名。

8. 台北市英語演講比賽

(1) 二毅徐嘉瑩同學榮獲高中英語演講乙組第三名。

(2) 二忠許小璿同學榮獲國中英語演講甲組第五名。

9. 本校高二誠林宇涵榮獲97學年度美術比賽高中組油畫「佳

 作」。

10. 本校國一仁葉星彤參加台北市音樂比賽獲得東區直笛個人組

  甲等。

11. 本校高一樸皮淮瑾參加台北市音樂比賽獲得東區琵琶個人組

  甲等。

12. 97年台北市青年杯巧固球錦標賽，本校榮獲公開女子組冠

  軍。

13. 本校國中部同學參加台

  北市97學年度啦啦隊錦

  標賽，榮獲國中女子組

  「冠軍」。

14. 本校國一仁陳毓庭參加

  台北市稅捐稽徵處97年

  創意租稅四格漫畫比賽

  榮獲 「第一名」。

▲ 友善校園頒獎典禮─艾明珠 主任

▲ 生命萬花筒─施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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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領隊立婷老師的分享

2008年7月5日從校門口踏上遊覽車的那

刻開始，「達人」的叮嚀就一直在腦海裡，

希望遊學團的孩子能真的學到些什麼，能體

會到一些東西，所以在偌大的香港機場候機

室，我帶了一個小活動。一個人發一張紙

條，包括剛認識的外校孩子，請他們寫下這

次出去的最大期待，希望自己學到什麼？有

什麼收穫？保證絕不開封，每個人的期待變

成二十一天的時光膠囊，都在我的碎花小布

袋裡。

愛丁堡是個文化古城，抵達當日陰雨綿

綿，氣候濕冷，讓一箱夏衣的臺灣小孩全都

傻了眼！本次遊學目的地Fettes College是個

美麗的學校，非常有文化氣息，輔導員幾乎

全部都是英國大學生，少數蘇格蘭的工作人

員有濃濃的蘇格蘭腔，乍聽之下，對於習慣

美式口音的臺灣學生有些困難，但適應一陣

子之後，也都理解無礙。

這短短三週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臺灣學

生與外國孩子之間從陌生到熟悉的過程，有

文化隔閡和衝突，但也有突破界線帶來的新

鮮和友誼，離別之際人人都在流淚，相約隔

年再見，甚至還有西班牙女孩臨走前對著臺

灣女孩大喊：「我愛妳！」在這趟旅程中，

學生收穫最多的也許就是如何敞開心胸與不

同背景、不同想法的人溝通，而「語言」之

所以重要，正是因為這是雙方更深入交流的

基礎。

＊ 二樂曾培蓉‧二毅段采綾

高大莊嚴的城堡矗立在廣大無邊的草原

中，彷彿風景明信片中的景色，躍然在我們

的眼前，熱情的西班牙人，時尚的義大利人

和具有藝術氣息的奧地利人群聚一堂，此刻

英語是我們共通的語言，在一次又一次的互

動中激盪彼此的感情，增加了國際觀，體認

外在世界原來是如此寬廣。

會      長：黃博怡先生

榮譽會長：謝邦昌先生

榮譽顧問：王金平先生、黃維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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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裕先生、林兩全先生、林忠生先生

副 會 長：趙雲鳳女士、朱潔芳女士、劉宗玲女士、袁  媛女士、邱玉玲女士

               何美雲女士。

常務委員：林冠玉女士、蔡明芬女士、秦筱芳女士、林憶芳女士、朱亨濤先生

               朱麗蓉女士、張靜玲女士、李淑卿女士、吳漫真女士、王    悅女士

               李春梅女士、簡印秀女士。

委      員：各班家長代表。

達人女中97學年度
   家長委員會會務人員

97.10.09. 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 旅遊聯誼活動─太平山二天一夜深度之旅

▲ 第一次代表大會，大家熱烈討論 ▲ 新舊會長交接─黃會長博怡 吳校長韻樂 謝前會長邦昌

▲ 校慶運動會─傳遞聖火 ▲ 謝師宴假維多麗亞酒店

▲ 家長參與包粽包中活動 ▲ 高三大學推甄模擬面試

家長會長

走過2008
  的感想與期許

在繁忙的生活中，誠摯地邀請教師們，一起

參與「生態體驗活動」，拋離塵囂敞開胸懷，

細賞沿路風光，投入青山綠水懷抱中，徜徉在

美麗的大自然景色裏，享受森林浴，讓身、

心、靈…呼吸，希望大夥用一種閑適的心情，

細微的觀察力和豐富的想像力，將所見所聞，

以感性的文字和圖像呈現自然環境生態之美。

本活動與生態保育、節能減碳理念相結合，

以教師為主體採小隊編組方式進行，能彼此相

互照應，發揮團隊合作精神並自行規劃創意之

行程，包括：地點、任務分工（設有組長、攝

影、紀錄、報告、成果紀錄、資料彙整及分

享）詳細流程、時間安排等，希望藉由自發形

成的激盪空間，形成自我增能，並由交互培力

的體驗活動，使參與者都能有所貢獻及收穫。

於97年8月29日(星期五)上午8：30集合後

各組分道揚鑣進行生態探索，或前往陽明山或

宜蘭明池或三芝生態農場或木柵貓空或烏來內

洞或內湖翠湖等地，大家配合節能減碳皆自備

環保餐具、環保杯、環保袋等用品，開始一天

的快樂之旅，藉由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培養

教師重視環境、關心生態議題，期能日後結合

課程，教導學生擁有欣賞自然、尊重生命的情

懷。

令人期待已久的成果分享，於9月24日(星

期三)14：00舉行，又掀起另一 波高潮，所有

報告人皆使出渾身解數輪番上場，各組在輸人

不輸陣的氛圍下盡情訴說，所見不論是湖光山

色、地理環境、歷史背景、稀有植物、珍奇動

物、風土民情、佳餚美食、生態特色、帥哥美

女的組合、驚奇迷航等內容皆使人印象深 刻、

津津樂道及意猶未盡，增進了彼此的感情也受

惠良多並獲得熱烈回饋及掌 聲，此行經由實

際體驗了解到大自然的奧秘與珍貴，並分享給

週遭的人是件多麼美好又有意義的事，為此行

畫下完美的句點，也埋下了生態永續發展的種

子。

《 教師生態體驗之旅 》

達人榮譽榜

《 學務處  艾明珠 主任 》

黃博怡

12月8日是達人33歲的生日，在這個特別的日子

裡，學校舉辦了「玫瑰祈福禮」，感謝這33年來，達

人在愛中成長、茁壯，以至今日。祈願玫瑰祈福禮，

學生能懷著一份感恩、歡悅的心，讓生命綻放芬芳。

每年的玫瑰祈福禮，學校都會邀請畢業的學姊回到母校分享，今年特別邀請到從第14屆

高中部畢業的游惠宇學姊回來分享。游惠宇學姊在國、高中六年的達人畢業後，考上政大

英語系，並雙修國貿系，24歲進入華航擔任地勤的工作，懷抱著遨翔藍天的夢想，之後又

考上機師，在一年澳洲受訓生活，目前擔任華航副機長一職。

在玫瑰祈福禮中，學姊分享，在達人參與瑪利安的仁愛服務，這樣服務的經驗，讓她在

大學畢業後也曾參與世界展望會的活動志工，而現在更是駕駛飛機為二百多位乘客服務。

在工作中，學姊總是不斷地進修，學習多種語言，並且把握每個機會去嘗試，如今，她也

找到實現夢想的路。

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工作、家人、旅行與朋友是學姊

生活圈中很重要的四大部份，特別是中學的朋友也仍保持

著聯繫，期許學妹把握達人的同學，她們將成為一輩子

的朋友。

 最後，校長與班聯會會長李婕安代表全校師生贈送卡

片與玫瑰花束，表達我們對學姊的感謝與敬佩。活動在

各班導師贈送每位

學生玫瑰花中圓滿

結束，熱情的學妹

也邀請學姊合影，

在學校33歲的生日

中，校園洋溢著歡

笑與喜樂的氣氛。

10月15日第一次段考完的午后，細雨紛飛，時晴時雨，

我們跟隨著各領隊的腳步，體驗大自然的多變。路分二

線，國三、高二三到大湖公園和白鷺山；國一二、高一到

碧山巖和金龍寺。親近大自然，疲累的身心都獲得解放，

達人女孩不畏困難，發揮堅強的毅力走完全程。

親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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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秋萍 老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