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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文化創意教學採取了國文和英文老師合作教學的模

式，已邁入第2年了，今年的主題為「愛情詩流域」，為了培養

學生寫作雙語詩的能力，語文領域教師在達人女孩甫入學校的

第一週，即進行了「愛情金句」的課程，例如「Love is a seed. 

With water and sunshine , it will grow up.(愛情像是一粒種子，

需要水和陽光，才能成長茁壯)」，再如「Love is a blackhole. 

When you fall down in it and you can’t get up.(愛情像個黑洞，

當你深陷其中，便無法自拔)」這些經典文句，都成為半學期之

後，學生寫作雙語現代詩的最佳基礎，並精釀為獨特的「愛情

密碼」，任憑欣賞者的閱聽與解譯。接著，由全班戮力鋪陳為

四部文學劇本，經由一個月的表演培訓，正式在學校劇場裡搬

演，轉化為動人心弦的四部文學展演，透過雙語的活動學習，

能在全球化的世代，讓學生理解跨文化的深度與內涵。

當你，掬一杯愛情水

今年度，在雙文化課程設計上，尚結合藝術與人文領域，在

美術課程中安排了四節愛

情對杯的教學，每一位學

生都能參與繪圖，傳達自

己對愛情的意念，或許，

每個達人女孩都可以徜徉

在愛情詩流域中掬一杯愛

情水？每個生命都是自己

愛情旅程中的女主角。

愛情詩流域雙文化創意教學

 楔子

黑暗尚未退出台北城，一輛疾駛的遊覽

車乘載滿車的興奮前往桃園國際機場，乘

客身上不顯平日的依戀，只有天南地北的

絮語聲……

                                    ◎ 國三 薛怜

 Day 1

我想，台北十年的盛夏朝暾都不及新

加坡五日的艷陽，和達人女孩的第一次共

遊，在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貼心服務揭開

序幕，走出樟宜機場，溼熱的暑氣直逼向

這群達人女孩。接著，遊覽車開往濱海堤

霸，是新加坡唯一臨近都市的水庫，不僅

可以防洪和蓄水，亦是美麗的風景勝地。

午后，船行新加坡河因而能暢遊克拉碼頭

沿岸風光，澄澈的河水倒映各式的建築，

色彩繽紛的高樓大廈彷彿置身於小紐約

……

                                  ◎ 國三諶仕蓁

 Day 2

飛禽公園以綠意迎接，此間的鳥語花

香，散發出叢林的氣息，恍若進入另一場

時空，以新的心境去體會，大自然與人類

相依相存的共生感覺……。晚間，聖淘沙

的音樂噴泉，一顆顆迸出的火球，散發焰

紅的懾人氣勢，輔以此起彼落的水舞，像

是大自然無限的讚嘆與歌詠，水舞中依稀

有符合自然規律的定則……

                                  ◎ 國三薛怜

 Day 3

清晨，達人女孩們聽從鬧鈴，準時起

床，更換了學校制服，準備拜訪我們的友

校──「德明政府中學」。其廣大新穎

的校區，擁有一流的設備、一流的師資，

當然還有一群出類超群的菁英，你可以看

見校園中每位學生，充滿朝氣與自信的模

樣，在偌大的校園沒有多餘的喧嘩聲，只

有且走且讀的莘莘學子……

                                  ◎ 國三林思妤

德明，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學生的熱

情，他們並不會因為面對陌生的國際交流

學生而顯得羞赧、靦腆，反而笑容可掬、

落落大方，具體的展現了「有朋自遠方

來，不亦樂乎」的精神，也呼應了校園中

濃濃的中國風味。

                                  ◎ 國三諶仕蓁

 Day 4

德明中學的英文課，不是死板的著重於

文法或單字，而是著重於表達自我的想法

與批判。在上課的過程中，同學們踴躍發

言，毫不害羞；而在小組討論報告時，也

都具有條理，準確的羅列重點，加上雙語

教學的關係，每一位學生的英文程度都非

常的優秀。亭午，我們在一段悠揚的馬來

音樂與馬來籍音樂老師的祝福下離開了德

明中學……

                                  ◎ 國三楊芷羽

 Day 5

國家植物園的花朵含苞待放，姹紫嫣

紅，爭奇鬥艷，只不過清一色都是蘭花

──「卓錦萬代蘭」乃新加坡之國花。當

我走在熱帶叢林和繁花錦簇的花園內，在

這火辣放肆的太陽下，眼前突然出現宛如

海市蜃樓般的情景，一條陰幽的羊腸小徑

深處為一間充滿霧氣的玻璃房，推門，瞬

間一襲涼風，原來是植育溫帶植物的園

區，原來別有洞天……

                                  ◎ 國三諶仕蓁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遲暮的蒼涼，烘托離情的依依，隨著海

之頌的落幕，新加坡之旅也走盡終點，在

這次的「新」旅程中，我們體驗了不同的

教育方式，學會尊重的態度，汲取新加坡

學生的優點，抱著一顆喜悅的心，去體會

感受異國的文化與特色，也為自己的國際

視野打開另一扇窗。

                                  ◎ 國三楊芷羽

Wherever you go                                    不論你去了哪裡?

Whatever you do                                    不管你做了什麼?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我都會在此等候

Whatever it takes                                   不管未來如何

Or how my heart breaks                           或我有多麼傷心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我都會在此為你等候

Romantic Code愛情密碼

International Study Tour國際教育新旅思

If......

Way Back into Love

▲ 經典愛情對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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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北三面被印度環繞著，有著約台灣4倍大，約台灣

人口7倍多的孟加拉(Bangladesh)，是世界上貧窮國家之

一。

卡羅族(Garo)是孟加拉幾個最大的族群之一，位於梅

加拉雅(Meghalaya)省的一個部落，在印孟邊界。麥門辛

(Mymensingh)教區以卡羅人佔大多數，其中超過70%的人

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識字率不到50%。

2006年4月，當地主教保祿(Paul Ponen Kubi)邀請耶穌

孝女會(Hijas de Jesus)來此教區東北邊，位於靠近印度邊

界的Netrakona地區從事教育服務。

愛 / 心 / 服 / 務 專題報導

烏特拉(Utrail)村落
的孩子一起追夢達人 孟加拉與

▲ Utrail, Birisiri, Durgapur, Netrokona.

 直至目前有5位菲律賓籍的修女

▲

主教

✽「孟加拉兒童認養計畫」

自去年(2010)5月起，達人響應在烏特拉的甘第達女生宿舍的教育計畫，推出「孟加拉兒童

認養計畫」活動，偕同竹東的上智學校，以及親朋好友，一起為孟加拉失學兒童的教育經費

出錢出力。

✽ 北區扶輪社&專家的支援

本校在推行「孟加拉兒童認養計畫」之際，國三

的家長吳正吉爸爸得知後，引介北區扶輪社參與資

助孟加拉偏遠部落教育與人道關懷；國一的家長黃

孟偉爸爸，引介台大一位生工系侯文祥副教授參與

改善當地的工程；吳校長邀請從事國際志工多年的

姜樂義老師，偕同這三位專家，我們探索下一項助

益當地學童，同時也將帶給我們學生特殊意義的教

育活動。今年2月25日～3月2日飛向孟加拉。

✽ 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

80%的卡羅人務農，長年來農業知識缺乏，導致低農業生產，也影響了當地的糧食來源及

營養狀況。又因地處偏遠，與外界接觸較少，市場交易機制較弱的情況下，難以創造收入。

▲ 帶去了扶輪社、學生再次分享的文具用品及家長請客的糖果、巧克力

20%是臨時工，每月的收入只有50美元

婦女煮食的方式

洗滌，飲用…~池塘水，地下水，河水

孟加拉Hotel學童的感謝路上多：坑洞，沙塵，車輛，噪音，人潮



 

 

孟加拉兒童認養計畫

捐      款      者 金      額

達人義賣孟加拉物資 17,456元

93年國三砂瓶義賣 16,082元

台北竹東等教友，上智... 592,499元

國中部班級捐款 216,737元
403,951元

高中部班級捐款 187,214元

老師員工 170,000元

家長及友人 872,100元

甘第達愛的追隨者 500,000元

校慶園遊會1/3捐款 67,000元

利息 1,150元

總       計 2,640,238元

達人女中 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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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屋

在聚落中的房子:泥磚造的，鐵皮屋，半建築物，以任何東西湊成的，每個家庭中至少5至8

人，有些小孩是孤兒，住在親戚家或寄養家庭中，常無法給他們提供教育。

✽ 教育

孩童接受教育的比例偏低，許多小孩在學校教育結束前，為了家中生計放棄學業出外工

作。由於未受教育的孩子們並沒有任何技能，也只能做工資低、工時長的臨時工作；在社會

中常被歧視，也僅能賺取極微薄的工資，且工作過程與環境沒有任何的保障或權利。

教育是人性和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之一，也是基本的人權，在烏特拉地方的小孩子仍然忍

受文盲之苦。修女們相信只要提升當地孩子們的教育，他們將能改善未來的生活。

✽ 婦女受教育的困難和問題

修女們首當其衝的是解決婦女受教育的困難和問題，因大多數婦女在任何年齡都可能在家

裏工作，長到十幾歲時，去達卡城市，或在美容院或成衣工廠等，有時，她們甚至被性侵或

剝削， 沒有任何保障。

我們認為遠離這情況的方式是提供她們良好的教育，唯有受教育，可讓她們日益意識到自

己身為女性的尊嚴，並知道自己的權利，幫助她們不只自己活得更好，也可對家庭、國家有

所貢獻。

◎ 修女為改善當地的教育問題，方法一：宿舍教育

針對離學校非常遠的貧窮家庭的女孩，她們得跋山涉水好

幾小時才能來到學校，或因雨季而中斷學業，也使被剝奪受

教育的部落女孩，不需要工作，可安心就學，成長，這宿舍

可容納約80名從9~14歲，來自25個卡羅村落的女孩。

◎ 修女為改善當地的教育問題，方法二：參與學校教育

2009年慈幼會的

神父們也被邀請來

烏特拉從事教育工

作，在附近興建了

學校，於今年元月

正式啟用了。

雖然孟加拉以回教徒、印度教徒居多，但沙威學校招收的學生不分宗教、種族…，目前有

400名的中小學男女生。

◎ 修女為改善當地的教育問題，方法三：家庭拜訪～家庭教育

✽ 在烏特拉的一天

2/27經過一整個上午，幾個村落、宿舍、學校…不畏炎熱&疲累地探察，商討有助益當地，

可實現的夢想。

午餐過後，日正當中，侯教授在Hostel的某一角落，傳授環保、簡易的家庭廚餘DIY掩埋方

法。為讓學生在住宿期間熟練且有成效後，回到自己的家中、村落推行。

緊接著，依循探勘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教育…等問題和困難，吳醫師帶領大家一起擬

訂扶輪社能資助孟加拉偏遠村落的教育國際計畫。

✽ 宿舍女孩的感恩晚會

感謝您在可見的善款，以及不可見的禱告、宣傳…給予的協助，祈願天主報答您。

God bless you.                                             耶穌孝女們& Hostel的孩子們 敬謝

新房間 餐廳兼活動場地 餐廳兼活動場地

新宿舍全貌～已於今年1月啟用

St XAVIER'S PRIMARY & MIDDLE SCHOOL

波蘭籍校長 2位印度籍神父

有2位修女參與學校教育工作

將原來一間輪流上課的「學校」，
改為男生宿舍，由神父們管理。

感恩～扶輪社捐贈的文具用品，大人小孩都開心；校長帶去達人大家庭的祝福。

親愛的善心人：

我是Suma，8歲，住在bodambari，我現在就讀3年

級，我有3個兄弟，3個姊妹。

我的爸爸是農夫，媽媽是家庭主婦，我希望能幫助

我的家庭。

我很高興能住在修女辦的宿舍裡，我也知道是你們

的善心，讓我有這個機會。

我非常感謝您們給予我的幫助，希望透過你們的幫

助，我能完成我的夢想，因為你們，讓我更體會到神的

愛，我總是把你們及您們對這宿舍所奉獻的善心放在我

的祈禱中，再次地感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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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家長們，我是會長～袁媛。

首先恭喜大家，經過一年的焠鍊，我們摯愛的寶貝又長大了許多。回顧六年前，我的女兒以稚嫩身

軀，一步步搖搖晃晃地踏進五餅二魚校門，小小身影至今歷歷在目；轉眼間，孩子已亭亭玉立，揚起成

熟、堅毅且充滿自信的步伐，即將揮別達人學園，奮力追求她的夢想與未來。此刻的我內心滿懷著無比

的感動、感激與感念!

看著女兒六年來在學業、人格與身心靈上產生的無數蛻變，皆讓我驚艷不已、感動萬分。望著女兒

因為師長的溫暖陪伴而信心滿滿，因為同儕的高度肯定而自尊自重，更因為全人教育的適性空間而擁有

擘畫人生藍圖的能力，學校教育的踏實與用心，在在使我不勝感激。此外，看著孩子體悟高度的幸福感

而笑容滿溢，不禁由衷感念達人堅實的教育團隊及家長會組織，合力開闢系統而多元的親職教育成長機

制，讓我學會聆聽孩子的內在聲音與需求，攜手與教師營造孩子溫馨快樂的學習情境，同時更締造家庭

和諧的幸福時光！

我相信所有的父母皆同樣努力在孩子的學習成長過程中不缺席，回首學校與家長會於今年聯合舉辦

的活動，舉凡快樂家長日的經驗傳授，大學模擬面試的專業傳承，以及包粽祈福與畢業典禮的祝福傳遞

等，許多家長不僅熱情地參與其中，更有多位校友家長的長期支持，共同成為學校的教育夥伴與孩子的

精神支柱，而這正是達人家長長久秉承的優良傳統與文化。

「未來」近在咫尺，每一位孩子都無法置身之外。身為家長的我們要戮力堅守當初將「寶貝」交付

給達人的初衷，扮演好學校教育的助力與推力勢必更顯重要，讓孩子們能在專業的滋養下，蓄積自我能

量，做好嶄露頭角、迎接未來的準備；而家長在陪伴孩子成長之際，須秉持更大的勇氣、更新的思維以

及更符合未來需求的規劃，與學校齊心引領孩子們勇往直前，奔向嶄新的人生。

一路走來！
◎ 家長會 袁媛會長

模擬面試 快樂家長日 快樂家長日

小時候7歲那年，肚子裡長了兩個拳頭

大的硬塊，爸爸帶我到各大醫院檢查，

檢查結果醫生的判斷都不太樂觀，爸媽

為了救我，到處打聽消息，後經中壢新

明天主堂外國神父的介紹，決定到羅東聖母醫院治療。

那是民國59年物質缺乏，醫學尚未進步的年代，我是老大，家中

還有三個幼小的弟妹，媽媽要照顧家裡走不開，爸爸不得己向服務的

郵局請長假，帶著我從中壢坐火車到羅東，記得出門前，媽媽買新衣

新鞋給我穿，看著我邊穿邊流淚，心裡害怕不知道這個女兒能否平安

健康的回來。

從未到過羅東，一切人生地不熟，但聖母醫院很快的安排檢查，

我們遇到當時有名的外國籍范鳳龍醫師，范醫師判斷結果仍舊不太樂

觀，范醫師擔心開刀會加速病情惡化，提早結束生命，但不開刀，因

為兩大硬塊在胃裡，恐怕也活不了多久，爸爸認為既然如此，不如開

刀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他願意冒風險求醫生幫忙救我，受了爸爸的懇

求，范醫師同意動手術，天主保佑！不是惡性腫瘤，開刀過程一切順

利，從胃裡拿出兩個拳頭大的硬塊，稱之「胃結石」。

在羅東聖母醫院住院一個月期間，除了感謝范醫師對我用心的治

療外，由於年紀小，又動大手術，受到許多人的關心和照顧，其中何

秀月修女，鄒烈貞修女，和護士謝寶蓮阿姨，最常來看我，給我很多

鼓勵，常常為我祈禱，我和爸爸一直感念這些人的幫助，痊癒出院

後，每年聖誕節我都會寄卡片祝福他們。

但隨著時間一久，地址經好幾次變動，彼此失去了聯絡，沒想到

那天在聖家堂甘第達會祖封聖慶典彌撒中，聽到參加來賓有新竹上智

小學，猛然想起很久以前曾經收到何秀月修女的聖誕賀卡，上面的地

址就是寫著新竹上智小學，忍不住請問吳校長，認不認識何修女？才

知道她不但認識而且都屬耶穌孝女會，沒想到因為達人女中，因為耶

穌孝女會，因為甘第達會祖，讓我找到思念多年的何秀月修女。再次

見到何修女，心中的感動久久不散，當下讓我深刻地體會到這一切緣

來都是主！

◎ 家長會會長 袁媛

來都是主緣

達人六年的環境塑造，主要在培養我

們投身、慈憫的胸懷，使我可以用不同

的胸襟去接納與我行為狀態迥異或生活

環境條件不同的人。

就讀達人學生時期，最令我印象深刻

的兩個活動就是『飢餓體驗』以及參訪

『仁愛之家』。『飢餓體驗』活動，是

我第一次真的感受到飢餓，那一份飢餓

感雖然痛苦，卻拉近了我與貧窮國家的

距離，那一刻我似乎真的可以用同理心

來看待糧食缺乏的感受。『仁愛之家』

的活動更是令我記憶猶新，還記得當時

老師們是帶我們參訪陽明山的仁愛之

家，關懷與我們年紀相仿的孩子，當時

我一走進房間就有一位身高比我高的女

孩衝過來擁抱我，我的錯愕瞬間被她的

熱情溶化，那個下午我牽著她的手，度

過一個最溫暖的午後，那個畫面直至我

現在已為人母依舊難以忘懷，不知那個

女孩是否也跟我一樣幸福呢！

因為達人教育的薰陶，升上大學在選

擇社團時理所當然的參加了---社服(社

會服務團)，一群夥伴利用課餘時間討

論活動教案，再運用寒暑假的時間到偏

遠地區的小學、村落，為孩子們舉辦為

期一週充滿趣味和教育意義的團康活

動。另外，當時也在長庚醫院擔任志

工。那種『能給予』、『被需要』的感

覺，使我的心靈成長，更豐富了我的學

生時代。

回達人任教之後，陪著學生至『創

世基金會』為植物人服務、到『麥當勞

叔叔之家』整理發票、街頭募發票、透

過家扶基金會認養非洲的女孩以及『孟

加拉的捐款活動』…等仁愛工作，讓我

不僅重溫學生時代的生活，更讓我從孩

子的轉變當中體驗出教育的影響力之深

遠。身為導師的我們，有感於教育對於

女孩的重要性，因此率先參與『孟加拉

的捐款活動』，原本學校募款目標是一

年八十萬的教育基金，但是校長報告募

款總金額遠遠超過三年的經費時，我真

的備受感動。一人之力也許微薄，但凝

聚眾人之力，那影響力可是強大到足以

改變世界的另一個角落。

付出，不必等到富有；服務，不需

期待福報。仁愛工作應是融入於生活當

中，擁有同理心去體諒他人，那種人與

人的交流、回饋，才是生命真正的意

義。

◎ 陳香婷老師

4月15日是這學期的飢餓體驗日，從

早上9:00至下午5:00不能吃東西，希望

能匯集同學們平日於零食、飲料等花

費，再加上搭伙同學的午餐費為需要幫

助的人提供支援。這一次所募得的款項

將援助兩個對象，分別是遭受海嘯重創

的日本以及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希

望透過我們微小的付出，能夠提供日本

災民生活的基本物資，可以吃得飽、穿

得暖，讓他們有能力儘快重建家園；也

提供失智老人所需要的援助，使他們能

快樂且有尊嚴地度過每一天。助人為快

樂之本，施比受更有福，相信有了我們

的幫助，不僅能帶給他們溫暖，也能把

他們的生活變得不一樣。

                            (高三樂 蘇芳儀)

4月28日，我們慶祝復活節，輔導中

心請葉炳強醫師來和同學們分享「認識

和關懷失智老人」。我最喜歡復活慶典

了，一開始葉炳強教授跟我們講了一些

有關失智老人會有的徵兆。當親人得了

失智症，我們不可以對他們生氣或覺得

煩，要以同理心對待他們，最後我們每

位同學都拿到了復活蛋，真的還蠻好吃

的。                            (國一 黃淨睿)

我以前很怕像失智症這樣的症狀的長

輩，但是從看了「被遺忘的時光」後，

我了解到這種病需要人無時無刻看著他

們，很辛苦！               (國一 楊佳瑜)

這次的捐款對象是失智老人及日本

災民。在復活慶典中，我越來越可以了

解到失智老人家屬的心情，失智老人需

要陪伴、關懷、照顧與愛，我們要多幫

忙、多親近他們。          (國一 林儀亭)

作者：一年誠班 蕭立宜

作品說明

在 我 們 家 貓 而 是 我 們

祖孫之間，最常共有的話

題，同時外婆十分疼愛家

裡的貓，所以這隻貓對外

婆來說也像外婆的孫子一

樣，這張照片是我與外婆

一起玩樂的照片，像不像

一位正在享受含飴弄孫的長者呢？

祖孫超級比一比
   攝影比賽

愛家
515

投入仁愛工作 的感觸
作者：國二愛 吳品潔

【心情故事小語】

每個星期天早上，是我

ㄧ個禮拜中最幸福的時

光，因為禮拜天早上，媽

媽會親手做早餐給我們

吃。沒有上班上課的壓

力，和家人愉快地吃著美味的早餐，同時彼此聊一聊全

家人這禮拜所發生的事，傾聽彼此的心語，讓我發現原

來享受天倫之樂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

【實踐心得】

「愛家515」這個活動又再次拉近了我和家人間的距

離，在拍攝過程中我用真情流露的方式呈現，因為真正

的「愛」是發自內心的，而早餐的烹調我也有參與，這

個活動讓平時忙於課業與工作的全家人暫時放下手邊的

事情，好好地吃ㄧ頓早餐，並開心地聊天，我們全家人

都感到很幸福！

幸福從「聽」出發
愛家
515

當我們餓在一起～幫助別人 實踐復活節的真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