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100年1月20日出刊

發 行：吳韻樂校長 / 地 址：（11464）台北市內湖路二段314號 / 電 話：代表號：2795-6899#19 / 網　址；www.trgsh.tp.edu.tw / 編 輯：達人女中達青社 / 承 製：印工場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DaRen
 Girls' 

2011
January第三十五期台 北 市 達 人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High School 

從 「 再 興 中 學

女生部」到「達人

女中」，至今日的

「 達 人 女 子 高 級

中學」，悠悠35

載，一路看著羽化

成蝶、展翅高飛的

達人女孩們，持續

在人生旅途中發光

發熱，並在世界各

角落持續貫徹「成

己達人」的精神，此刻的我倍感欣慰。

不久前，三十五週年的校慶活動在大家地掌

聲、歡笑、喝采與讚嘆中，劃下完美的句點。

然而，在熱鬧歡慶之際，我們應該沉澱心靈，

以「愛」與「感恩」，在時空交會的長廊裡，

細細緬懷前人留下的每一足跡，期許未來。打

開達人成長的扉頁，歲月的痕跡，記錄著一頁

頁的歷史；感念首任校長陳修軒女士及修女們

的苦心擘劃，奠定利基；感謝全體教職員的努

力耕耘與奉獻，更感恩歷屆家長們的全力支持

與協助，讓達人迅速的成長與茁壯。回顧這一

年達人的榮耀，我們獲得了台北市優質學校—

專業發展優質獎與第11屆教育創新與行動研究

徵件團體優等獎，同時連續二年通過了教育部

高中優質化計畫，更在品德教育及服務學習方

面獲得特優獎，及其他團體個人的獎項，是全

體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未來將推動新校舍興建計畫，延伸生命、生

活與生態的校園建築意象，提供師生們更精緻

且多功能的教與學環境。

一、成為生命永續的生態校園

渾然天成的景觀是最好的大自然教室，學校

運用得天獨厚的後山生態資源，於95年度起

運用生態工法，於後山綠地施建木棧道，規劃

了生態保育與復育的空間，並聘請專人定期維

護，形成精緻且多樣的生態圈，亦豐富師生教

與學的型態與內涵；98學年度更開闢有機蔬菜

園區，並融入課程設計與班級經營，讓學生透

過實作的參與及觀察中，珍視到每一生命自新

生、茁壯至延續的意義與生命力，並內化在學

生的學習生活歷程當中。

二、成為生命感動的藝術校園

學校在93年度開始，在全人教育理念下，將

生命與生涯教育融入校園前庭建築意象中，包

括由小鹿清泉、人生四問、生命之池、五餅二

魚的主題校門以及悅懌光塔等集結而成的厄瑪

奴耳廣場。該廣場的設計及公共藝術是結合專

家、修女、師生、家長及校友共同參與設計，

將生命教育理念融入，創造出配合本校獨特人

文氣息的公共藝術作品，建構潛移默化的的境

教功能。此外，為強化同學們對於生命各個階

段課題的體驗，於97年度開始，以教育心理學

家Erikson人類發展八階段為理念設計了後山生

命教育步道，希冀從步道的階段體驗及課程設

計中，幫助同學們瞭解人生各個階段所要面臨

的挑戰及課題，並引導對自我生命的審慎思索

與目標尋求的意涵，而如此精心擘畫的人文環

境亦受到國家肯定，獲得行政院文建會公共藝

術最佳教育推廣獎。

三、成為愛心廣布的人文校園

學生對社會的投身奉獻是學校的教育目標之

一，為能讓同學們浸濡在愛心廣布的學習情境

中，學校結合廣大的社區資源，與麥當勞叔叔

兒童之家慈善基金會，成為合作夥伴關係，定

期前往服務，讓同學們習得對生命的付出與尊

重。再者，更推動公共服務學習課程，同學們

每學期必須進行八小時以上的社區服務方能完

成註冊，此外亦推行社區仁愛工作，各班導師

在假日接續帶領全班同學進行仁愛工作，例如

至社區街頭為慈善團體募集發票、校慶園遊會

所得的愛心捐獻、聖誕點燈慈善捐款等，讓全

校師生具體透過實際行動來回饋社會；今年更

擴大至國際服務面向，辦理了孟加拉教育募款

活動，邀請全校親師生共同參與，藉以激發同

學們世界關懷的博愛情操。

各位親愛的同仁及達人女孩們，經過一年

的春耕秋收，在歲末感恩之際，我們仍應持續

地提升與躍進，期勉每一位達人的師長及同學

們，在自我期許及肯定中，努力找到屬於自己

的定位，散發那無可取代的亮點。

【 序曲 】

＊2010年11月19日，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

二十六位師生在一個大雨方歇，陽光初露的

星期五早晨一同踏進了一個陌生卻又美麗的

校園，對他們來說，走進陌生的環境就像進

入未知的迷宮，一轉身驚奇的事物就會驚喜

地出現在眼前，他們看起來不畏懼陌生，初

次見面就能淋漓地表達自己的感覺。我們雖

然同是學生，但是在不同的環境下生長，接

受不同的文化洗禮，培養不同的語言習慣。

（一樂 江彥節）

【 訓練課程與破冰活動 】

＊二個月前，得知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來

訪，懷抱著期待，花了許多時間準備，在訓

練課程中，老師想傳達的觀念是：「大家都

是一樣的，不用畏懼或害怕，我們要把臺灣

的特色傳達給他們。」（一樂 江彥節）

＊訓練課程中包

含 「 人 體 照 相

機」、「越旅行

越裡面」，目標

在於深入體認學

校文化與教育精神、培養國際觀、瞭解友校

來訪目的等。課程一開始，觀看學校公共藝

術多角度照片，不同組別自選兩種不同性質

的公共藝術，以文字闡釋公共藝術的內涵，

並拍攝模仿公共藝術形象照片，輸出各組作

品進行報告，最後投票選出代表作。由童軍

老師帶領學生練習自我介紹，從中思考自己

的優勢與撰稿用詞、對應態度等。

＊交流當日清早，達人女孩即用熱烈的掌聲

和西班牙文歡迎他們，破冰活動剛開始進行

時，大家都好沉靜，不太敢有太大的舉動，

深怕破壞了達人女孩的「形象」。（一樂 江

彥節）

【 體驗課程：攀岩競賽與生命教育 】

＊接二連三的課

程 都 已 在 後 頭

等待德明學生應

戰了，首先登場

的是體育課，他

們將挑戰一項從未接觸過的運動──攀岩，

這是我們學校最具特色的運動器材了！看著

第一次攀爬的他們，對某些人說來，是件輕

而易舉的事，但對某些人來說，即使他費盡

了九牛二虎之力，終究只能撐在頂端，動彈

不得。我想，他們只要勇於嘗試就已經可

以得到大家的讚許了吧！最重要的是，在他

們身上，我看到了永不放棄的精神，即使失

敗了，也要重新來過，深信最後都能達成目

標。（一樂 蔡宜家）

＊在生命教育課

裡，談到死亡的

議題。新加坡的

學生，立刻發表

他們對於死亡的

看法，並做延伸

的討論，討論關

於 新 加 坡 社 會

中，對於安樂死

的爭議性，探討

鞭刑、死刑等發人深省的言論。……他們真

的很有深度、內涵。這次的國際交流活動學

會思索「死亡」的問題，更學會向不同國家

學習，也認識了不同的文化，意識到我們對

於深刻議題的探討遠不及國外的學生，見賢

思齊就是這樣的道理吧！（一樸 姚懷真）

【 回饋與分享課程 】

＊達人女孩看到德明學生樂於學習和嘗試，

他們不會因為自己不擅某事而不敢嘗試，即

使從上面摔下來也絕不退縮，總是不斷突破

自己的目標。（一樂 謝宜庭）

＊德明學生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非常友善，

待人非常親切，和他們一起上體育課時，發

現他們也有活潑的一面，新加坡同學言談大

方、有條理、有自信，充分表達出自己的想

法，令我印象深刻，開展了我的國際觀。

（一誠 劉容妤）

【 終曲 】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不單單只局限於自身的

周遭，可能與世界各地不同種族、國家的

人，也可能與偶然在路上遇見的陌生人產生

交集，不論是誰，我們都需要透過互動、交

流的方式才能更了解、深入彼此的思想與世

界。（一樂 蔡宜家）

當             遇見達人女中榮譽榜

臺北市第十一屆中小學及幼稚

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本校榮獲「團體優等獎」

創作理念：

回 想 起

阿嬤一瓢又

一瓢將滿滿

的關愛送入

我口中，心

中不禁有股

暖意盪漾出

來。

是呵護、是祝福、是期許、是對

子孫無私的愛，在這平凡不過的一

角，綻放。往昔那天真的孩童，如

今的我，將對阿嬤的愛，化作那真

誠、樸實的筆觸坦白在這畫上，阿

嬤，您是否也感覺到了。

感恩   期許
《 校長 吳韻樂 》

與

達人女孩 德明學子2010

校長與德明師生合影

人體照相機

攀岩競賽體驗

活出精采的生命分組討論

公共藝術導覽活動

臺北市祖孫週系列活動

吳洵以水彩畫作品「憶」

祖孫最愛的相處時光

榮獲台北市青年組「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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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35週年校慶，或許還在捕

捉、敘說著園遊會令妳感動、心動的

畫面裡，身為達人大家庭的一份子，

應常懷感恩之心，飲水思源，現在讓

我們，回顧並牢記那孕育滋養我們達

人獲取豐富生命的甘泉。

達人的生命源頭

達人女中是由天主教一國際性的

耶穌孝女會修女接辦擴展至今，我們

的會祖—聖女甘第達，從童年起，她

以對生命負責的態度、有意識、有目

標的追夢~~26歲時，偕同另5位同伴

一起開始了「耶穌孝女會」的奉獻生

活，為了達成夢想，她以誠樸樂毅的

態度，用祈禱，腳踏實地地追求自己

更高的發展，偕同更多人的力量，慷

慨大方地付出更多的關懷，特別敏感

到受苦者的需要，讓生命更高的價值

落實於人間。這小小夢想也成為修

女們攜手同心地薪火相傳的特殊使

命，就在西班牙各大小都市，著手

從事基督化教育工作，答覆各階層的

教育需要。現今，她的努力、負責、

美夢不斷地開花結果，耶穌孝女會的

學校遍及世界各地，她成己達人，敬

天愛地的美德，恩澤群生，受到世人

的肯定。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特於

2010年10月17日在羅馬梵蒂岡舉行

封聖大典，向大家宣告她成為值得我

們尊敬與效法的典範。 

達人的成長智慧

  近十年來，校長、專家、家長、師

長們，在全人教育理念下，整合了生

命教育、生涯教育、生態教育及基督

化教育。

＊運用校地的特性及豐富人文、自然

資源，營造環境教育空間。

＊校園的公共藝術是希望透過藝術品

的感染力，潛移默化其心性，會思

考，關懷他人，能勇於自我探索、發

展潛能，培養自信自律的人格，落實

其生命教育理念，最後能積極投身於

社會，邁向成己達人的目標。

＊行政院文建會第二屆公共藝術獎

「最佳教育推廣」獎。 

＊多項「優質獎」的殊榮，印證我們

在這教育園地上，耕耘的投身、傑

出。

＊藉由「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我們

願意繼續努力、用心來加深我們的精

緻、專業及創新。

達人將生命划向深處

2011年我們將進行圖書館綜合教

學大樓的新工程，我們期待嶄新的校

舍，更衷心祝福新工程順利。

達人女孩的祝福

＊國一忠：今年，是達人女中的35年

校慶，也是我們國一入學的第一年，

一進校園，便感受得到達人如一個大

家庭般的和樂氣氛，達人的未來等待

我們共同去營造。

＊國一孝：願每位達人女孩，都能成

為一朵朵綻放的花，為達人爭光！

＊國一仁：親愛的達人，感謝有您的

培育，使我們快樂滿滿、幸福滿滿、

知識滿滿。在您35週歲的特別日子裡

我們誠心祝福您，桃李滿滿、英才滿

滿、菁英滿滿，生日快樂！

＊國一愛：我們達人的願景「自尊」

「慈憫」「傑出」可以帶給大家很多

想法，除了幫助台灣貧窮受困的人，

相信只要願意付出更多的關懷，也能

到各個國家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國一和：愛像一粒種子，掉落土裡

發芽茁壯，最後結出更多子粒，再散

佈到世界各地，我們可成為散播種子

的人，讓愛延續，在世界開滿美麗的

花朵之前，我們都要繼續努力。

＊國二忠：祝達人女孩成為地上的

鹽、世界的光，不只活出自己的精

彩，更照亮身邊的人。

＊國二孝：達人建校35周年，在這歲

月裡，您一直都那麼穩健，您是文化

教育的堡壘，祈願不斷地孕育出更多

的人才菁英。

＊國二仁：達人女孩在校慶那一天合

作無間，一切順利，無論在何處，

願我們都能與他人合作愉快，心想事

成！

＊國二愛：達人女中培育學子35

年，菁英倍出，我們有幸成為達人女

孩，深深以達人為榮，祈願來日達人

能以我們為傲，阿門！

＊國二和：慈愛的天父: 我們藉由舊

愛新歡等的活動，來表達對他人的關

愛。天父，祈求祢讓我們的愛心永不

止息！

＊國三忠：達人創校35年，願會祖成

己達人的精神，在莘莘學子中萌芽，

在滿堂桃李中深根。

＊國三孝：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們在

達人的日子所剩不多，明年六月也即

將與師長、同學告別，達人的35歲生

日是國三的最後一次校慶，感謝學校

一直以來，對我們愛的照顧。

＊國三仁：感謝學校對我們的付出，

感謝校園中的一草一木，讓我們有個

良好的學習環境。

＊國三愛：讓我們替學校三十五歲生

日祈福，我們送給學校最真摯的心及

祝福。

＊國三和：祝達人女中生日快樂，祝

達人女中生日快樂～祝達人女中生日

快樂～希望學妹越來越正！

＊高一誠：慈愛的天父：Daren邁入

35歲，在這歡慶的日子，祈願我們所

領受的一切愛與關懷，能再藉由我們

傳遞到世界各地。

＊高一樸：充滿愛的父，感謝祢讓我

們在達人這段時間裡，深深的感受到

這個家庭的溫暖與照顧。祈願我們也

將這份愛的能量，傳送給每一位與我

們相遇的人！

＊高一樂：喜樂的天父，讓我們喜悅

的成長，祈願這份對學習的熱愛，對

人的包容，對大自然的尊重，內化為

我們對人處事的態度，感受到受苦者

的需要。

＊高一毅：堅毅的天父：生命當中需

要很多的堅持與毅力，感謝祢讓我們

有機會在達人學習時間管理與自我負

責，祈願在未來的日子，我們能秉持

著這種精神，服務關愛這個社會。

＊高二誠：達人在每個人心中是個大

家庭，幫助我們學習 很多新知識，

祝福達人能蒸蒸日上，每位學生都能

開開心心的學習並且有很多快樂的回

憶。

＊高二樸：期許二樸女孩能夠懷著誠

樸樂毅的精神，給予世界上所有需要

幫助的人關懷！

＊高二樂：讓愛圍繞在這世界，擴展

自己的視野，豐富自己的心靈。親愛

的達人們，讓我們乘著達人帶給我們

的風，展翅飛翔，發揚達人的精神。

＊高二毅：祝福達人女中，國際教

育、國際關懷，展現會祖甘第達修女

的精神，把基督的愛分享給更多困苦

中的人。 

＊高三誠：人生有夢，希望相隨，期

許身為達人女孩的我們，「內心有

愛，人見人愛」在生命旅途中傳遞

   希望與愛！

＊高三樸：樸實的父:感謝祢讓我們

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成長，祈願我們

時時擁有行動力，充滿能量與活力，

將對生命的熱愛散發在每一天的生活

中。

＊高三樂：樂於分享的父:謝謝祢讓

我們在達人喜樂中茁壯，祈求祢讓我

們有分享的心，不吝給予和參與生命

中的美好。祝福達人永續成長！

＊高三毅：三十而立又五載，正值壯

年全盛期，見證一步一腳印，聲名遠

播傳千里。

1. 本校參加 臺北市第11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榮獲

 「團體獎優等獎」，得獎教師及作品：

 (1) 王慧純、施碧霞、高娜娜、許星媛老師：榮獲國中組創

  新教學活動設計類「優選」：得獎作品：「走入唐詩的

  世界」。

 (2) 林立婷老師：獲得國中組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類佳

  作：得獎作品「朗讀英文繪本對中學生英文能力提升之

  研究」。

 (3) 楊雄興老師：榮獲國中組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類佳

  作：得獎作品「地理實察趴叭Go─北海岸實察」。

 (4) 李秀娟老師：榮獲國中組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得

  獎作品「烹飪課程的教與學─不同教學方法在烹飪實作

  之學習成效」。

 (5) 蔣曉儀、洪明君老師：榮獲高中組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

  研究類佳作：得獎作品「綠色溫柔」。

2. 本校蔣曉儀老師指導國高中部同學參加99年學年度臺北市

 五項比賽-美術成績表現優異：

 國中組普通班平面設計類

  東區 第3名 三仁 陳毓庭「魔幻至尊—葛利哥」 

 高中職組普通科∕西畫類

  東區 佳作 三樂 許芷寧「誰知漁人苦」 

 高中職組普通科∕水墨畫類

  東區 西畫類 第1名 三誠 簡汝螢「雅適」

  東區 佳作 三誠 黃怡慈「如果這就是人生」

 高中職組普通科∕平面設計類

  東區 佳作 三誠 鄭雅元「血染的價值 」

 高中職組普通科∕漫畫類

  東區 第3名 二樸 邱俐瑜 「關懷地球」 

  東區 第3名 三誠 周昱均 「苦讀後的快樂」 

  東區 佳作 三樸 馬國萱 「虛榮的背後」

3. 本校洪明君老師指導國高中部同學參加99年學年度臺北市

 音樂比賽，榮獲：

 國中個人組非音樂班(B組)琵琶獨奏

  東區 一仁 戴婷立 優等 第3名 

 國中個人組非音樂班(B組)木琴(馬林巴)獨奏

  東區 二孝 陳婉華 甲等 

 高中職個人組非音樂班(B組)直笛Recorder獨奏含高中音直

 笛─東區 一毅 呂恆衣 甲等

 國中個人組非音樂班(B組) 直笛Recorder獨奏含高中音直笛

  東區 一和 王靜雅 甲等 / 三仁 葉星彤 甲等

4. 高三樂 吳洵

 代表學校參加台北市2010年祖父母節暨第三屆祖孫週系列

 活動，以「祖父母與我~祖孫情」水彩畫徵件比賽 榮獲青

 年組「優等」。

5. 高一誠蕭立宜

 參加北市商承辦之台北市高中職99學年度「祖孫超級比一

 比」攝影比賽，以「外婆與孫兒們」作品獲得入選。

6. 台北市99年度生涯發展教育課程及活動教案設計甄選，本

 校林秋蘭老師以「活出自己的價值」榮獲單元主題課程類

 「佳作」。

7. 教育部辦理「愛家515─家人無距離」眼耳口手心實踐紀錄

 甄選，本校國二愛吳品潔 以 愛的小語 獲得「佳作」。

8. 高二樸 林慧如，榮獲99年度台北市教育關懷獎。

9. 本校參加台北市99年度服務學習方案評選，榮獲學校團隊

 國中組「特優」，方案名稱：「颺起服務風帆，服務學習

 達人」，方案撰寫人：林淑媛老師。 

10. 本校參加台北市99年度服務學習方案評選，榮獲學校團隊

  高中組「特優」，方案名稱：「愛在學習，樂在服務」，

  方案撰寫人：艾明珠主任。

11. 本校榮獲教育部98品德教育及台北市品德教育高中組績優

  學校。

12. 本校榮獲臺北市98學年度國民中學推展品德教育評選，榮

  獲特優學校。

13. 本校參加台北市99年度公私立高級中學創新品得教育方案

  評選，榮獲「特優」，方案名稱：「達德聿修，樂成全

  人」方案撰寫人：艾明珠主任。

14. 台北市品德教育創新案例評選，本校林淑媛老師以「品味

  藝術校園，成己服務達人」榮獲台北市99年度「佳作」。

15. 本校榮獲全國99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服務學習創意競賽艾明

  珠主任以「愛在服務，樂在學  習」榮獲「甲等」。

17. 台北市98學年度學校體育衛生及環境教育評鑑，本校榮獲

  體育「優等」，衛生保健「特優」，環境教育「特優」

  獎。  

16. 本校 國三愛 張芫槙

  榮獲99學年度臺北市英語演講比賽 海外組第三名。

17. 本校 國三和 林思妤

  榮獲99學年度臺北市英語演講比賽 第四名。

18. 本校 高二樂 葉俁佟

  榮獲99學年度臺北市英語演講比賽 海外組第二名。

19. 2010年參加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榮獲高中女子組第6名，國

  中組第3名，指定口號中學組第6名。

20. 99學年度全市性模範生：高中部三樂王美然同學當選，國

  中部三和林舒婷當選。

2010年 達人女中 榮譽榜

3 5 週 年  校  慶  祝  福

南門領獎與分享

至復興高中領獎與分享

國中啦啦隊競賽

99年度服務學習頒獎

99年全國高中品德創意競賽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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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達人師長們，又到了數算恩典與感恩

的日子，家長會一路支持且陪伴著學校各項

發展與教育活動，以下與各位一同回顧近半

年的參與足跡:九月份時，我們召開本屆家長

代表大會及常委會議，承蒙各位家長委員的

支持，今年由我負責擔任家長與學校之間的

窗口，提供雙方最及時的溝通與協助。

在十一月份，我們辦理了親師旅遊活動，

帶領全校教職員們一同體驗了新竹北埔客家

農村的道地佳餚、柿餅園區與南園充滿人文

氣息的特色建築，一日豐富的行程增進了家

長與老師們之間的聯繫與友好情誼。十二

月，正值感恩與分享的時節，我們的義工媽

媽參與了學校35周年的校慶活動，亦協助了

國中部頂樓的聖誕窗彩繪，並共同迎接一充

滿愛與祝福的聖誕晚會，讓親師生們攜手為

過去一年的辛勞與忙碌畫下完美的句點，展

望未來。

我堅信，達人校園的小而美、達人師長

的專業與敬業，以及全校師生們所展現出來

的動力及熱情，在在皆是全體家長們所認同

且肯定的。在此，由衷感謝多位熱心的家長

及義工媽媽們長期對學校的肯定與支持，也

期許未來每位家長和老師們能保持正向地連

繫，讓親師間能夠合作無間，讓我們的孩子

在學校的學習與生活，是精采、是愉快、是

繽紛而且璀璨。

在光輝的十月，教宗

本篤十六世為耶穌孝女

會的會祖甘第達修女及其他5位，在羅馬梵

蒂岡舉行封聖大典。這把歡慶之火延燒到台

灣，在台北與新竹分別舉行感恩禮，而達人

女中藉此機會在學校，透過課程與儀典將聖

女甘第達的精神與愛，傳達給達人女孩。

從十月開始生命教育課程的老師以「國

際關懷」為主題，介紹甘第達修女的生平懿

行，並將她對教育及窮人的投身、關照，展

現在她所創立的修會，一直以來耶穌孝女會

關懷弱勢的行動及對教育的不遺餘力，皆在

他們所服務的工作中完全的展現與答覆會祖

所說：「我要到天涯海角去使人獲得更豐富

的生命。」

2006年開始，耶穌孝女會的愛蔓延到孟

加拉，透過此次國際關懷的課程，邀請同學

們一起參與「孟加拉的認養計畫」，以班級

為單位邀請同學與家長，加入認養行列。這

對達人女孩來說，是份特殊的禮物，邀請大

家走出達人，邁向國際、回應貧苦與弱勢者

的需要，最後以會祖封聖的慶典來為整個國

際關懷點亮了人與人之間的愛。

在儀典中，邀請到達人校友－謝佳勳小

姐，她從事國際關懷多年累積很多生命的經

驗，那些在人與人交會之間所散發的光芒，

點亮了她心中對人的關懷與愛，願意投身服

務。在她的分享中清楚的點明在

達人讀書的這段時間，感受到修女

們的關懷與愛，當她對人生的意義感到迷

惘時，是修女的陪伴與支持，讓她不至於灰

心、失望及沮喪。歷經空姐及擔任旅遊主持

人的絢麗生活，到後來願意投身服務的志

業，她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方向，也因為之前

的經歷，擴展她的國際觀與對各國文化的重

視與尊重，這在她從事國際關懷的服務上，

開了一條便利的道路。結束前，她以「傳給

人」這首歌－「一點星星之火，可以使火著

起來。在那周圍的人，可以得到那亮光。」

勉勵在場所有的同學一起點燃心中的愛火。

在祈禱中，以各國回應聖女甘第達封聖

的片段及教宗宣聖的影片，搭配著「When 

you believe」，透過歌聲與影片將我們對世

界的關懷，跨越國與國之間的界線，點亮心

中的愛，邀請聖女甘第達為我們轉求。當你

相信，就會有奇蹟，即使是小小的光芒，也

能給別人一絲的溫暖與祝福 

最後，校長發送會組封聖紀念鉛筆(印上

「成己達人」live with dignity, serve with 

humility)，給所有參與封聖慶典的師生們，

象徵孜孜不倦的學習與永不放棄的精神，就

如同聖女甘第達一般，懷抱著堅持與相信，

你就會做到，將愛的種子，遍撒世界各地。

  ◎ 高一樂 / 蔡宜家

沒有記者實際走訪貧民地區的腳印，我們就

看不到自己沉浸在幸福中；沒有一群付不起醫

藥費而咬牙忍痛的人，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是活

得這麼幸運；沒有一群想上學而得不到資源的

孩童們，我們就不曉得為什麼還要抱怨上學、

讀書、考試的乏味生活。我們，想想，是否已

經過得很滿足了。

世上還有多少人比我們不幸呢？不管他們

身處何地，孟加拉、東南亞、非洲……世上的

每個角落，每天都在渴望能有一絲絲的希望像

奇蹟似的出現在眼前，而這渴望並不大，對我

們這些已經擁有太多的人而言，只是個不費吹

灰之力就能實現的夢想，一點兒都不需盼望。

這希望究竟是什麼？讓他們這麼的期盼呢？是

水；是食物；是生活費；是衛生醫療；是勾勾

牌鞋子；是最新型的玩具；是完善的讀書環

境；是愛心人士們的到來；是無憂無慮的那份

快樂；是像我們一樣富裕的生活。這些的種

種，我們都擁有，那就讓自己做一個手心向

下，為別人奉獻愛的人吧！

現在的我們雖然不能搭乘飛機直飛向那地，

不過我們能散播自己的愛與他們分享。也許我

們會覺得只不過是分享給他們一隻能寫字的鉛

筆而已，實際上他們會覺得自己好像中了樂透

似的；也許我們會覺得得到十塊錢不夠多，實

際上他們能拿來用做看醫生的錢。而我，也願

意捐出自己的零用錢給他們，希望有了我這一

點點的愛，他們的生命能夠多活一秒，話說錢

不是自己辛苦賺來的，但是它是被放在最寶貴

的地方。一生中還有幾次能幫助別人的機會？

何況助人為快樂之本啊！

我們，身處優渥的我們，應時常看看天堂

般處境的自己，再想想煉獄般生活的他們，是

否自己已被幸福包圍得無處可逃了？又是否幸

福到不知惜福了呢？現在，就用我們小小的力

量成就他們大大的未來吧！用行動讓愛動起來

吧！

  ◎ 高一樂 / 張婷維

十月二十九日，甘第達修女的封聖慶典中，

邀請了一位從達人女中畢業的謝佳勳學姊回

校，跟我們分享她這幾年來，身體力行傳遞愛

的故事，她可不只是嘴上說說而已呢！

學姊人生的轉捩點從達人女中開始。她把修

女對她的愛，轉化成她傳遞愛的行動力。學姊

剛開始從事電視外景主持的工作，曾經到過埃

及、外蒙古、羅馬等地，一次在印度的訪問，

竟讓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赤裸上身的小男

孩，突然從小巷子衝出來，後面追著一位手裡

拿著生鏽的奶粉罐的媽媽，學姊好奇的跟著他

們，後來媽媽終於抓住了小男孩，然後把他抓

到水溝旁，用奶粉灌舀起水溝裡的髒水，幫他

洗頭！這幕情景太令人吃驚，令她終身難忘。

試想我們用水溝水洗過頭或是洗過手嗎？這是

多麼令人難以想像的生活條件啊！

學姊說：「電視都是騙人的！」這些景象

如果沒有親眼目睹，是無法體會那種感覺的！

如同張愛玲女士所說：「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

往往是第二輪的。」因為電視傳達不出真正的

感受。就算在電視上看見一個小孩，在觀光客

等渡船的短暫時間，仍然向你兜售他刻的小木

雕，你感覺出那小孩的辛苦，還是認為在渡輪

邊工作很有趣呢？甚至你上渡船後，他仍希望

你可以買下小木雕，那份期待、那份真誠，我

想，電視機前的你是感受不到的！當我們埋怨

父母不讓我們隨心所欲的購物時，當我們還在

為要穿哪件衣服逛街而舉棋不定時，你可曾想

過在地球的另一處，有個小男孩為了家庭的經

濟，他的童年就在渡輪間擺盪！

這個世界不公平，有人過著貧窮的生活，也

有人過著富裕的生活；生活充足的我們，到底

能為他們做些什麼？我想，懂得感恩和不浪費

資源，讓這份真心和體貼，時刻在心中激盪，

永不停止，我們才會看到「無私的愛」和「不

求回報的付出」，真的讓世界亮起來了！

  ◎ 高一樂 / 宋嘉瑄

很多時候我們對於現況有許多不滿，覺得衣

服不夠漂亮、手機不夠新穎、菜餚不夠美味…

但在聽完會祖慶典時謝佳勳學姐的演講，更加

發現自己是如此的幸福並擁有這麼多！

演講中學姐講了許多到世界各地旅遊和散

播愛的小故事，其中一個最短卻最令我印象

深刻。一次到因氣候寒冷乾燥而無法種植作物

的北韓時，當飯店服務生端給他們餐點－「白

飯」時，同時也告訴他們：「這是北韓最好的

食物」。

這則小故事不禁讓我想到，在每天午餐後，

同學們總是製造出許多廚餘，卻沒想到有許多

人是連白飯都吃不到，更有許多人是因沒有食

物而餓死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更應該「惜福」，同

時也學習當個「掌心向下」的女孩。每天少喝

一杯飲料、一包零食，省下來的錢捐給需要幫

助的人，享受「施比受更有福」的幸福感！

  ◎ 國三忠 / 林柔君

上星期會祖慶典，謝佳勳學姐來分享她的人

生歷程，也說了很多她到各地旅遊時看到的情

景與感想。

其中，有一段是學姐到埃及，看到許多骨瘦

如柴的小孩，營養不良的他們，長得比同年齡

的小孩還瘦小，但為了賺取微薄的收入，拿著

木雕向國外旅客拼命推銷，還有其他偏遠的國

家，很多人因醫療缺乏而死亡

…，在此時，我心中莫名湧起

一陣鼻酸與愧疚，感嘆我為何

還有時間和權力去抱怨臺灣的

教育政策有多糟。

「如果你早上醒來，手腳四

肢健全，那你已經比世界上十幾萬人還幸福，

如果你還能吃到三餐，你要比那些連下一餐都

不知道有沒有食物的人更要懂得知足，如果你

還在苦惱為什麼要讀得書這麼多時，你要慶幸

你生在臺灣，有豐富的資源。」當我們花時間

在抱怨時，好像完全沒有想到，其實擁有的比

別人還多、還豐富，那為什麼我們不換個角度

來想。

讀書考試多到令人反感，那如果我們把要

學的東西變得有趣一點，學習也會多了許多趣

味，再加上和課本有關的課外書，能增加讀書

的動力，何樂而不為啊？

  ◎ 國三忠 / 江婕

在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都有很多需要我們

幫助且關懷的人，有些是經歷自然災害、有些

是飽受長期暴力、甚至有些是貧困的兒童。

在去年，謝佳勳學姐來到達人來分享她國

際關懷的心得，也給我們看了一些他去各國分

享愛的照片，而看了那些照片，更是讓我們刻

苦銘心。例如在非洲地區有許多無法上學的小

孩們，到現在可能都不認得字。甚至是沒有食

物可以吃、沒有水可以喝，過著辛苦的日子。

在北韓，也有飢荒的問題，需要各國去幫助他

們。也許我們只要花一點小錢，或是做ㄧ點小

小的事情，就可以改變他們的ㄧ生，甚至免於

他們繼續在惡劣的環境中生活，那不是很好

嘛?助人為快樂之本，ㄧ點小事就可以改變ㄧ

生，那為何不去試試看呢?

國際關懷，雖然從字面上看起來很抽象，但

是其實只要幫忙出ㄧ點力，也是很容易的。只

要有心去做，一定可以去幫助別人。相信達人

女孩也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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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囉!學妹們我是這屆的校友會會長魏劭芸。現在是台科大管院

不分系大一的學生。大學的生活好棒喔~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多采

多姿，認識了好多不同的人，學習了許多事，這些都讓我感到好

幸福開心唷！

校慶時再度踏進校園感覺真好，大家都充滿著活力，讓我不禁

開始想念之前在達人的生活。大家要好好珍惜你們身邊的這群好

朋友。因為他們無論是在畢業前或畢業後，都將給你帶來許多溫

暖跟幫助喔!最後希望你們好好加油，把握時間，相信你們都可以

很優秀！

在達人的三年我真的很快樂，現在想起達人，嘴角

總會不自覺地上揚！

「自尊、慈憫、傑出、投身」，也許國中時還不太

能理解每項願景的真正內涵，但這些道理卻在潛移默

化中深深地影響著我。

國一那年，班上透過「世界展望會」領養了一個

小朋友。每個人一個月奉獻20元，只要少喝一杯飲

料、少吃一包餅乾，就能讓一個小孩得到基礎教育、

改善家庭經濟，那是第一次讓我真正感受到自己一點

點所謂的「犧牲」，竟有可能改變世界另一端貧困孩

童的一生！

達人的教育讓我擴大視野，讓我深刻體會2009年

臺灣八八風災的肆虐，2010年海地大地震的摧殘、

加拿大G8高峰會議的挑戰、正負2度C（±2℃）紀錄

片的警示……。大自然強力反撲的力量，我們都見識

到了，這已是人類必須共同承擔的重大課題。現在是

個全球化的社會，國與國之間不應再壁壘分明，關懷

不僅要從身邊做起，更要擴大視野關懷世界，因為：

We Are the World！

我的媽媽（劉蔚之校友，民80年畢業，師大副

教授）說，她30多年前就讀達人時，學校仍在草創

期，活動雖不像今天這麼多，但是達人的老師與修女

在簡樸踏實的生活中身體力行、默默付出與貢獻，從

不要求回報，卻又是充滿喜樂的心，讓愛傳播、遠

颺。就讀達人的經驗，形成她一輩子的價值觀與人格

特質，她從事教育工作、努力付出的能量，可都是從

達人時代開始累積的呢！我希望能繼續傳揚、實踐這

個精神！

12月是溫馨的月份，二千多年

前，耶穌的誕生，改變了許多人的

思維及生活方式，至今每年的歲末

年終，聖誕節的祝福更是有增無減

地在人群中蔓延。聖誕的精神是

愛、希望及光明，聖誕的慶祝活

動，也是要幫助人們體驗生命的意

義。聖歌比賽由國、高一的同學參

與比賽，漫長的練習和準備，讓12

月24日的聖誕慶典中，全校有幸聆

聽如天使般的聖樂。班級的凝聚力

和默契也在這些過程中醞釀。深深

相信、生命與生命的交流、共融是

一種恩典，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和互

動，是學習過程中最珍貴的東西。

願我們把這些正向的回饋，散播

在校園和生活環境中，把我們帶向

愛、希望和光明的國度。

第三十屆校友會會長簡介

 ◎ 魏劭芸

愛與關懷的傳揚

關於聖歌比賽

◎ 黃敬恆校友（民98年畢業）

94年畢業於高中部的游琁如學姐，和同伴王品文

兩個七年級女生，前往探訪「消失中的天堂」南太

平洋群島八個國家，以最克難簡單的方式旅遊，盼

能喚起大家對暖化議題的重視。 

琁如和品文在國家戲劇院擔任舞台監督助理而成

為好友，曾各自在美國、歐洲當背包客。2009年十

月，琁如看到電視介紹吐瓦魯等可能因海平面上升

而消失的國家，因而興起探訪南太平洋島國，用文

字及影像記錄當地人民生活的念頭。有親友因八八

風災而淹水受災的品文，深有同感而加入。

兩人拿著一張地圖，上網搜尋資料，八個月完成

「以為只有總統才能去的國家」之旅程規劃，從全

球第一個日出的吉里巴斯，到世界最後一處日落的

薩摩亞，足跡將涵蓋有消失危機的八個國家。

家人雖擔心兩人安全，但看到她們瘋狂投入的熱

情，也態度軟化。琁如說：「在基隆當寺廟主委的

八十多歲阿公，從保險箱拿十萬元給我說：『這是

阿公對妳的栽培。』」沒工作的朋友也偷偷塞了裝

有四百多元的信封資助她。

兩人去年六月廿五日出發，先到紐西蘭奧克蘭，

再往返搭機到各國。遊遍八國得坐十八趟飛機，光

機票就要卅多萬元，推算總旅費約九十多萬元，還

得一路省吃儉用。

在出發以前，無論是了解氣候變遷的本身，或

者讓年輕人有壯遊的生命歷程，都是太遙遠、太崇

高、太難令人理解的解釋了。

開始旅程以後，用鏡頭紀錄島國居民面對氣候變

遷的生活方式，而且為了提醒大家留意地球暖化問

題，進而注意台灣自身也是第一批氣候難民，我們

努力將一路上所看見的東西，用最簡單、直接的表

達方式呈現，希望可以讓更多臺灣人了解『氣候變

遷』，並做出第一步改變。

兩位七年級女生的               ：探尋即將消失的國度環浪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