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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第三十九期台 北 市 達 人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High School 

◎ 校長 吳韻樂

教育恆長         學涯永續

欣逢本

校37週年校慶，今年校慶以「愛使美夢 成真」為主題，是因為

本校多年來能持續的進步，背後一直有許多愛心人 士、學校恩人，長期默默的支持學

校，陪伴達人共同成長。而達人更要成為一所優質的學校，在軟、硬體上皆具有特色，從設計到動工，

學校是殫精竭慮，多方思考，以迎接另一個教育的新里程。

十二月八日(星期六)上午九時舉行慶祝大會，當天邀請家長會長、校務顧問及多位貴賓蒞臨，還有來自許多國

家的耶穌孝女會修女們，頓時使會場增添了熱鬧及歡慶的氛圍，歡迎的掌聲熱絡持續不絕。

在音樂聲中，國旗隊伍及誠、樸、樂、毅校訓進場，首先為大會拉開序幕，精神抖擻的班旗入場，掌旗同學認真專

注的氣勢，也博得許多加油的掌聲。

校史回顧影片的播放，讓在場的來賓、家長、校友、師生深切感受到達人是實施精緻全人教育的學校，培養學生專業

知能、多元能力，在歷任校長的領導以及全校師生共同努力之下，使得達人在各方面皆有相當不錯的成果並獲得社會

各界的肯定；這些德智兼備的達人女孩，兢兢業業的在各行業發光發熱，皆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才。

曾經走過，走過從前，歲月帶不走對資深退休師長們的傾囊相授和 不斷付出的精神表達感謝，特別邀請本校李念

平董事長頒發服務獎章給退休的蘇淑霞主任、吳淑瑛老師及李福瓊老師，謝謝她們對達人的付出，傳達溫馨感人的

不捨情懷。

緊接著是活力四射的競技啦啦隊表演，更是在所有師生與來賓的歡呼聲中，精彩呈現為大會掀起高潮，平

日辛苦的練習也有了回饋。在校歌聲中典禮結束，開始進行仁愛園遊會、建校精品義賣、舊愛新歡跳蚤市

場、校內外社團表演等活動，各個皆熱鬧登場並受到大家的熱烈支持。校友們回娘家的校友年會，讓

校友們歡欣地齊聚一堂，回想當年難忘時光並述說近況，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光采。

愛除了可以使夢想成真，也能使嚴冬冰雪溶化，而達人大家庭的關懷，不論是在國內與國

外，都有我們關懷與愛的足跡，如仁愛參訪、募集發票、國際志工體驗等活動，讓我

們能愛人如己，把愛傳出去。

在這喜悅與感恩的日子裡，希望我們能在歡慶之餘，也能積極回饋社

會，所以，校慶園遊會義賣所得以協助宜蘭縣天主教弘道仁愛

之家及支援本校仁愛基金為目標，期盼藉由有意義的活

動，培養出懂得關懷、懂得助人，並能自我實

現、豐富生命，宏觀、知恩、惜福

的達人女孩。

達人37周年校慶
◎ 艾明珠主任

12年國民教育政策將在102學年度

正式啟動，期望透過教育的力量，培

育學生具備品格力、學習力、閱讀

力、思考力、創造力以及移動力等核

心能力，並發揮適性揚才，讓每一位

孩子找到人生的亮點，以因應未來世

界的挑戰。再者伴隨全球化將各國推

向無限聯結的世界，學校教育型態與

師生的教與學文化亦開始產生質變。

課程目標不再只是專注於傳授學科測

驗技能，考試成績更不再是衡量同學

學習成果的唯一指標，學生的學習

行為從「被動聽講」轉為「主動求

學」，而教師的教學模式更從「單向

授課」轉向重視「雙向回饋」。有鑑

於此，學校特色的發展扮演了影響教

育成效的關鍵，因而本校教育團隊長

年投入於校際資源整合與課程創新，

並為成就學生為國際領袖人才而努

力。

今年正值本校啟動101-106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的籌備階段，本學期

初邀集了全校教師與家長代表共同參

與校務經營的規劃，在原有的校本課

程架構之上，參照臺北市教育局訂定

之學生六大核心能力，融合12年國

教、國際教育、科學教育、資訊教育

與專業發展等重點政策，轉化為校本

課程新藍圖，為十二年國教穩健紮

根，建構務實的推動基礎。

其中，行政團隊及各領域教師更積

極研發出多元統合的課程模組、推動

精緻創新的教學策略，並整合資訊科

技的數位媒材，讓達人女孩在自由的

學習場域中，培育出各項關鍵能力，

以充足的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觀

為全球互動的社群做出貢獻，並從中

獲得學習的幸福感與自信心。

不論外在環境與升學制度如何改

變，同學們的成長只有一次。現今教

育要著重的已不僅是學科智力導向，

而是強調學生多元且實用能力的養

成，讓每一位同學以成為未來世界領

導者為目標，做足準備！本校教學

大樓預計將於102學年度落成啟用，

屆時我們將提供更優質的環境設備、

教學活動及課程內容，期盼每位達人

女孩們皆能從中習得主動、實踐、創

新、關懷與跨文化競合的能力，尋獲

屬於自己成功的法則。

37周年
校慶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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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民國96年已將「飛輪有氧課程」引進校園，並聘請專

業教練指導，同學們隨著音樂律動踩動飛輪，從中體驗騎單車

的樂趣，以達到運動的目的。學校在經過多年的推廣後，已累

積了不少經驗。因為臺北市目前有完整的自行車道路網和完善

設施，在循序漸進及各種條件兼備下，達人特別規劃了這次的

「高一自行車」體驗活動。

由於學務處首次辦理年級性的大型騎單車活

動，所以將安全及紀律列為重要考量，於

是審慎籌畫，陸續辦理

了帶隊教師講習，規

劃來回路線、說明道

路狀況、工作人員

分工、學生車隊編

組、休息站駐點、

救護巡視、修車救

援、搭乘遊覽車須

知、領、還腳踏車注

意事項…等，做好了

萬全的準備，讓帶隊

教師及學生皆清楚活

動如何進行，以減低意外的發生及提高活動成效。

師生在段考結束輕鬆的心情下，由吳校長領隊統一出發，大

夥在自行車專用道上悠遊地騎著鐵馬，在紫錐花旗的飄揚下加

上好天氣的幫忙，從美堤騎到圓山，沿路大自然的景緻盡收眼

底，美不勝收，透過人與自然互動的體驗，感受生命的美好。

由於事前準備周全，教師們臨危不亂，及在學生們都遵守

相關規定下，使得活動進行得格外順利，談笑及歌唱聲不絕於

耳，師生們盡情地展現生命活力，讓壓力、煩躁，暫時拋向天

際。在天時、地利、人和中拍下愉悅的美麗大合照，留下難忘

的回憶。學校希望藉由此次活動的推廣，使學生們能喜愛及享

受騎自行車的樂趣，進而成為此項運動的愛好者，既健身又能

節能減碳，好處多多樂無窮。

～ 記 高一自行車體驗活動
◎ 施文婷老師

踩踏        樂活喜悅飛輪

達人國際服務學習
「到天涯海角，尋求天主的最大光榮，人靈的神益。」

                                                         ～聖甘第達語錄 ～

為貧窮弱小者服務，以實際行動做祂所要的，一直都是耶穌孝女

會會祖聖甘第達的心願。耶穌孝女們秉持著會祖的精神，在世界各

地最需要她們的地方臨在和服務，自然地，達人女中也將這關懷弱

勢的價值觀傳遞給學生。

達人女中在修女的感召下，也一直推動國際學習、國際關懷。

2010年「孟加拉兒童認養計畫」一推出，立即受到師生、家長、校

友及親朋好友的熱烈響應。

為此，更進一步帶領學生前往，體驗日常生活中的不方便--衛浴

的簡陋、一桶水洗澡……同行中有北區扶輪社提供資助計畫，建築

師提供經濟簡便的淨水撇步，更有農業專家台大侯教授，在他教導

下，原本是溫室裡的學生，開始脫下了被保護的外衣，挖牛糞、做

有機堆肥、搭空中菜園…。

在每次出訪，不論是孟加拉或是越南，經歷的是不方便、簡陋，

認知到每一個人都有環境上或是自身的限度與困難，同時能體驗到

不變的真心與愛。「生命是一份美麗的禮物，透過探索與體驗，我

們的生命得到祝福與成長。」在相互交流的同時，我們得到成長，

拓展生命的寬度與廣度。

更慶幸地是能在一段生命旅途中彼此同行，分享生命中的故事。

請看達人學生體驗的心得分享：

◎ 紀英珠 修女
不一樣的感動生命

✽ 高一樂  江孟如 ✽

抵達越南修女所辦的六所孤兒院之一，見到

約70位院童，他們是班納族的原住民，個個可

愛，笑容甜美，讓我們忘了飄洋過海、舟車勞

頓的疲憊，展開了五天生活體驗和服務學習。

他們雖然出生就成了棄嬰，卻不失對人的信

任，並願意將最好的分享給我們，過程中我思

考：我嫌父母很囉唆，他們連父母都沒有；我

曾經抱怨禮物很爛，他們只要收到1顆小糖果就

很開心；送他們禮物，會得到大大的擁抱，然

後把自己最心愛的東西送我；去溪邊玩時，他

們擔心我們滑倒，總是攙扶著我們；他們物資

缺乏，卻展現了另一種的富有--貼心、樂天、

知足！

我們在台大侯教授指導下，一起撿落葉、

挖豬糞，攪拌成有機堆肥當種植肥料。這些農

業技巧對他們很重要也很需要。挖那髒臭卻免

費的天然肥料，我們顯得笨拙退怯，他們卻駕

輕就熟、一派自然，洋溢著笑容與我們一起打

拚，期盼肥料能增加他們的玉米田和菜園收穫

量。教授也編製了幾個竹床，讓豬舍的小豬

能平安長大。透過教授提供的知識，讓他們

學以致用的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中。

離別總是讓人感傷，哭泣哽咽中，好希

望可以多陪伴他們久一點，但最終還是要道

別，心中默默地感謝他們在我生命中留下「樂

天、知足」的禮物，讓我找回最原始的心。我

會永遠記得你們為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成為支

持我接下來人生旅程的最佳動力。

衷心向慈愛的天父祈禱，或許這些孩子沒

能見到親生父母，但願你們能在修女們的教養

中，彼此扶持，主恩滿被、平安喜樂地成長！

✽ 高一誠 于庭 ✽

來到越南的這孤兒院，看到0~19歲的大人

小孩們，無不掛著靦腆的笑容，對待我們如同

對待家人一樣親切、誠懇，貼心的舉動使我們

感到無比的欣慰。生命是一份美麗又可貴的禮

物，無論何人都有權利享有人生的美好，不論

貧困或富裕，只要有一顆純樸、誠摯的心，都

能過得很開心、充實的生活。

在120小時的探索和體驗的旅程中，我覺得

人生不要把所有事情都想得很嚴肅、複雜，輕

鬆一點、想開一點，美妙…人生。

雖然我們語言不通，但是一抹微笑，是最簡

單的語言，由衷地感謝這群天真無邪、帶點害

羞小調皮的孩子們教我的事，我的心很滿足，

沒有親身體驗，難能懂我五味雜陳的心情。

我們彼此之間，有段刻骨銘心的點點滴滴，

那些快樂的日子，都一一烙印在心裡，這是我

生命中色彩最豐富，也是最美的一道彩虹！

✽ 高一誠  劉芃妤 ✽

很高興我有這個機會去越南，

有機會了解甚麼是城鄉差距，有機會知道自

己很幸福。

雖說這次是體驗營，可是他們就把我們當貴

賓一樣，特地殺豬殺雞給我們吃。

在那群孩子們身上看到曾經的我，無憂無慮

地笑著，究竟是甚麼改變了我？

我們總是被身上的包袱壓得喘不過氣來！

他們以為因為我們學到了很多，其實他們不

知道的是我們學到的更多更深入：

第一次37個小時的旅程；第一次上要自己拿

水沖的馬桶；第一次用豬糞牛糞堆肥；第一次

去玉米田摘玉米；第一次學到禮輕情義重的涵

義；第一次知道原來還有這麼純真的孩子。好

多好多的第一次都因為他們才有。

還記得收到他們寫的信，經過修女的翻譯

後，我不禁熱淚盈眶；聽到他們內心的渴望，

不禁替他們感到心疼。或許我們該慢慢調適自

己的心情，該學習讓自己知足，讓自己過得很

幸福，因為這是他們希望我們做的，也是他們

內心的渴望。

這些寶貴的經歷回憶，會隨著我們一輩子，

是我們一生最重要的財產，它會永遠停留在腦

海裡，永遠提醒我們幸福很容易，只要知足常

樂，任何人都可以很幸福！

越南的難忘體驗 （2012.8.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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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緣續～達人與韓國正義女子中學的第一次接觸
【國際領袖營韓國教育旅行】

領袖營的學子們在歷經一年的課程洗禮後，最後上場的是國際交流──韓
國五天四夜的實際參訪。由於第一天到達韓國時時間已晚，在享用完道地的
韓國美食後即稍作休息，以迎接第二天的重頭戲──「與韓國正義女子中學
的國際交流」。

整個參訪過程中，與他們的學生處得非常愉快，大家大方地聊天，我則
上台秀了一段舞蹈表演，想到這些點點滴滴就覺得不可思議，原來語言上的
障礙是可以跨越的，也因此結交到很多很不一樣的朋友！從這樣的活動中發
現，達人跟正義都是私立女校，對學生也有著嚴格的要求，但兩所學校卻用
了不太一樣的方式進行教學，我們有電子白板，他們有教學輔助機器；我們
有晚讀時間，他們則在自習室提供每人一張書桌，有自己的讀書環境。雖然
設備、環境不盡相同，但都是
為了替學生打造出最優良的讀
書品質！（2樂　許恩慈）

韓國的學生很活潑，也很開
朗，在她們的身上，我看到了
快樂。韓國正義女子中學擁有
的資源非常多，學校給予他們
相當好的學習環境，甚至有獨棟的圖書館，當中設有全校每一位學員的自習
空間。這就足以看出學校的用心栽培，而讓我驚訝的是韓國學生竟也在認真
的學習中文，讓我感受她們國際化的課程和學生的求知慾有多強烈，也能想
像他們的競爭力不比台灣小！（2誠 倪宜莎）

從學生的回饋中，發現達人女孩能藉由交流活動認識大韓民國的文化，並
在互動中提升自信、進行文化比較，了解彼此的優勢與自己所欠缺的能力，
展現身為國際領袖該有的視野與知足惜福的態度。

【歡迎儀式與締結姐妹校】
韓國參訪之行結束後，達人女孩的傑出表現在正義女中校長暨師生們的心

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延續了達人與正義女中的緣份。
2012年11月23日一早，先於成璞館進行盛大的歡迎儀式，展現達人女孩

的活力與自信，緊接著於本校圖書館進行姐妹校的簽約儀式，在雙方友好互
動的氛圍下，大韓民國正義女子高等學校成為「第一所」與達人女中締結姐
妹校的國際交流學校。

【韓國校長台北巡禮】

為了善盡地主之誼，體現臺灣的文化與教育環境，簽約儀式結束後，即安
排正義女中的貴賓們至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進行參訪活動，了解臺灣高等學
府目前的教育現況，緊接著至國立故宮博物院探訪中國的文化器物與歷史發
展，更深入最具道地臺灣味的萬華夜市一嚐臺灣經典小吃。此外，家長會魏
會長更精心規劃了饒富中華文化的的特色餐點招待韓國的貴賓。在魏會長排
除萬難的全程參與、規劃下，讓正義女中此次的交流之旅在視覺、味覺、觸
覺、心覺的充盈中不虛此行。

★本校啦啦隊參加2012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榮獲國中組第二

 名及高中組第三名。 

★本校林淑媛老師撰寫「始業輔導新生，服務學習達人」榮

 獲臺北市101年度服務學習績優學生團隊類，高中職組特

 優。 

★本校紀英珠老師、艾明珠主任撰寫「天涯海角築夢行─愛

 之服務」榮獲臺北市 101年度服務學習績優學校團隊類，

 高中職組特優。 

★本校林立婷老師、艾明珠主任，撰寫「深耕藝術校園文化

 ，厚植服務學習精神」榮獲臺北市101年度服務學習績優

 學生團隊類，國中組優等。 

★101學年度五項藝術美術比賽，高一誠吳思蓉 榮獲高中組

 東區水墨類第二名。

★本校國二孝郭庭均同學參加教育局主辦101國中小學生

 Scratch動畫短片創作競賽 榮獲佳作。 

★本校林立婷老師撰寫「成己達人久久愛」榮獲101年國中教

 師「正向管教」範例甄選特優。 

★本校唐玉珍老師撰寫「掌聲響起─從國英戲劇活動中凝聚

 班級向心力」榮獲101年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活動示例甄

 選班級經營類優等。 

★臺北市第13屆行動研究得獎作品：

 ◎本校李美鶴、吳卉宜、高娜娜老師撰寫「游創．文繪寫

  作」榮獲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佳作。

 ◎本校紀英珠老師撰寫「生命教育分享─校園公共藝術」

  榮獲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佳作。 

 ◎本校蔣曉儀老師撰寫「一花一世界─校園生態水墨寫

  生」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

 ◎本校林淑媛老師撰寫「資訊融入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以九年級公民科為例」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 

 ◎本校章政榆、陳香婷、 陳致宏老師撰寫「當理性遇上感

  性─國際關懷議題式教學」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佳

  作。

 ◎本校李文驤老師撰寫「資訊融入高中地理科教學的學習

  成效之研究─以即時反饋系統（IRS）運用於『區域地

  理』課程為例」榮獲論文發表類佳作。 

 ◎本校江慧玲老師撰寫「詞語教學對開啟學生英文寫作能

  力之初探」榮獲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入選。 

 ◎本校林碧菁、周婉姍、王湘屏老師撰寫「資訊融入理化

  科光學教學心得分享」榮獲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入選。

 ◎本校施文婷老師撰寫「『舞』動旋律課程－班際創意舞

  蹈比賽成果分享」榮獲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入選。

達人女孩的國際交流紀事2012

101學年度上學期

達人女中榮譽榜
榮譽榜

邂逅江浙學府風情．探幽上海教育學風
【交流源起】

因應12年國民教育及回應2012年臺北市教育政策發展的趨勢，並驅策本校特色發展的佈局，校方選擇幾所在PISA測驗上表現傑出的大陸學校進行參訪，希望透過此參訪活動增進本校教育改革之回應力。本次進行參訪的學校如下:蘇州振華中學、蘇州高新區實驗初級中學、蘇州第十中學與上海建平中學高中部，這四所學校在教育理念與育人目標上皆有許多與達人相似且值得學習之處，如:蘇州振華中學的教育理念即為「以學校的每一天，成就每一位師生的本色人生」。

【交流學校記事】

(一) 蘇州市振華中學校

2012年11月27日上午，本校教務主任等一行九人至蘇州
市振華中學校進行交流。該校周穎校長熱情地接待大家參
觀校園，隨後在座談會上，周校長向達人女中的老師們介
紹了學校的相關情況，振華中學的徐寅倩副校長，教務處
的薛瑾、張紅英兩位主任，外辦王靜芝主任及資訊中心程
建軍主任也一同參加了座談。雙方就彼此關心的每三年一
次的國際學生評估專案測試(PISA測試)進行深入交流，並在課堂有效教學、學生興趣提高等方面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二) 蘇州第十中學

 蘇州第十中學與振華中學皆源於振華女中，擁有百年的創校背景。
經周校長的極力推薦下，一行人到達了宛如世外桃源、跨越古今般的第
十中學。彷彿繁華城市中的後花園，古色古香的莊園書齋、仿照中國古
城的丹楹刻桷、園林式庭園建築，處處是驚奇，處處是驚喜，大夥兒以
影像記錄這百年的斑斕歲月下，織就出的教育美景。

(三) 蘇州高新區實驗初級中學

稍作休息後，當天下午，大夥沐浴著午後溫暖的陽光慕名訪
問蘇州高新區實驗初級中學。陸軍校長向達人的團隊簡要介紹
了實驗中學的建校簡史、師資構成、工會組織、教育培訓、課
程設置以及學習共同體等方面的情況。袁文英副校長則介紹了
實驗中學階段性評價的方法及其實施情形。本校教師們亦簡要
介紹了達人女中的相關情況，並就學習共同體、教師評價體系
等問題深入探討、交流。會後，合影留念，賓主俱歡。

(四)上海建平中學

第四日，溫煦的冬日陽光，灑落在建平中學象徵第一與智慧
的『金蘋果』雕塑上，宛如金縷般的外衣，熠熠生輝，更顯耀
眼。建平中學在楊校長的帶領下，成為中國大陸首批加入由歐盟
教育基金(CHEER)成立之名中學聯盟(WLSA)的學校，此外更將校
訓具體編制為校本教材，展現對品德教育的高度重視與推行決
心。

當天，本校教師觀看了語文課、物理課及數學課，噹-噹-噹-噹，下
課鐘聲一響，宛如結束一場極為精彩的教學表演，台下的我們無不讚
歎建平老師們精湛、豐厚且活潑的教學方式，更深切感受到建平師生
的課堂文化已轉為開放、雙向、共學且快樂的學習氛圍。

觀課結束之後，本校教師相當榮幸與建平中學團隊展開專業對話，
從中不斷交換教學經驗與學科專業，從自編教材、課程研發乃至專業
研究等，在輕鬆地午宴與歡笑聲中揮別了這所『金蘋果』學校。

雖然與大陸四所學校的交流時間短暫，但彼此都從對方學校管理和課堂教學模式中獲得了很多值得借鑒的經驗。此參訪之行給達人女中的同仁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 榮獲101年國民中學教師「正向管教」範例甄選特優

▲ 高中服務學習學校績優 ▲ 高中服務學習學生團隊特優 ▲ 國中服務學習學生團隊優等 ▲ 國、高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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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寧靜一分鐘 》

寧靜是一種力量，當一切都沉靜下來時，深藏於內在的思慮

便能化為生命的智慧和無盡的希望。每天給自己一分鐘，寧靜

心思、觀心內省，當心有力量穿越紛繁喧囂，我們能更精勤的

播種。

《 達人女中的教育願景：自尊、傑出 》

校長的話：一個內心柔和寧靜的人，縱然所處的環境極其吵

雜，自己也會是穩定的。所以，外在的環境並沒那麼重要，學

會讓心安靜下來才是智慧的源泉。

我想把那些美好的時光，統統打包～達人

女孩的成人禮

✽ 高三樂 王薇甄 ..............................................................................................

成長這條路，充滿了各種機

會與可能性，旅程中一幕幕的畫

面、一幀幀的回憶：有遼闊寬廣

的原野，有曲折起伏的丘陵，有

令人驚心動魄的高山峻嶺；還有

一瀉千里的壯觀瀑布、綿長優柔

的涓涓細流以及懾人心魂的狂風

驟雨，我被時間的洪流帶著、被

生命的繩索繫著，馬不停蹄。

伴我一路前行，是家人師長及

朋友的扶持。成人禮，在生命與

生命共融的過程中是一個新的轉

捩點，協助我靠近成熟一步，達

人以儀式確立我的成長，也讓我有反思自己、替自己與同學加

油打氣的機會，使我們再次透徹地看清目標。

整個儀式中最令我感動的不是贈徽、授冠、授印、授光，也

不是飲成人酒或用印，而是坐在台下，看著每個人相互扶持，

為對方給予鼓勵與安慰，以牽手和擁抱表達愛，此起彼落的掌

聲、加油聲、呼喊聲，「感謝與愛」在整個成璞館和在場的每

個人心中流動，在這寒冷的夜晚，這份感動，在我的心中注入

了一股暖流，也注入了力量。

而，我深深的瞭解，成人禮的重要性絕對不在於儀式，而是

在於，我們是否有在整個典禮的氛圍中，開放自己的心使之柔

軟，意識到自己的成長，以及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因為唯有自

尊與自信，才能使我願意承擔一個人在天地間應承擔的責任，

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們真的走到，那個自己想要的生命頂峰。

✽ 高三樸 陳柏蓉 ..............................................................................................

直到現在，我終於慢慢體悟，是多麼大的

愛，茁壯了我;你牽著我，走過強褓涕泣;走過

成長中的羞澀與認識自我的矛盾，終於，我來

到了這裡，站在蛻變的十八歲，站上成長的舞

台，我留下喜悅的淚水，呼喊愛。

一個生命的成長，必以愛來句讀，必以感恩

結尾。成人禮讓每一位達人女孩、帶著感恩、

帶著父母師長賜與的我們的羽翼，展翅翱翔於

人

生 蔚 藍 的

天空。

夢想的

傳遞：黃瑩瑩學姊

分享～永不放棄

人，只要懷著一顆細膩的心去體驗

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會受到啟

發。

✽ 國三愛  吳芃諭 .............................................................................................

這次的玫瑰祈福禮，同樣邀請了畢業的學姊來和我們分享她

的經驗，主題是「永不放棄」一開頭就有勵志的感覺，黃瑩瑩

學姊從國小，國中，高中就一直在轉學，我沒轉過學，很難想

像要一直重新適應環境的痛苦，但對學姊來說，這個苦使她在

之後的職場上有更多好處呢！

我們一定要和學姊一樣有「永不放棄」的精神，儘管困境

在如此艱苦，只要不放棄，believe myself，凡事必能成功的，

Never give up！

✽ 國三愛  廖佑琪 .............................................................................................

讓我印象很深刻的話有一句是

她寫很長的日記給老師之後，校

長要她盡力讀就好，我覺得她一

定受到很大的鼓舞。還有一句是

「生活中的每個片段，在未來中

肯定會有幫助的」，像是賈伯斯

的一句話「生命中的每個點，最

後必會連成一條線！」，還有一句話是「成績不好不代表沒有

未來」，這句話鼓舞了很多人，希望黃瑩瑩學姊的話可以在我

們身上實現，不管成績的好壞，都能有個好未來。

✽ 國三忠  李珮綺 .............................................................................................

在做一件事時，若能堅持到底不放棄，必能成為有用的人，黃

瑩瑩學姊曾說：「就是因為我沒有放棄自己，老師才沒放棄

我，反而幫助我，成為我生命中的貴人。」如果黃學姊在當時

放棄了數學，那就不會有現在的成就和現在能站在舞臺上演講

的她。同一件事花上十小時，甚至更久，從未想過放棄，必然

是件困難的事。只要有心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或許下次我也能成為第二位黃瑩瑩！

✽ 國三忠  沈筠芸 .............................................................................................

聽完學姊的分享，感覺自己的人生有希望，因為我的功課也

不是很好，但在這個學校裡，功課不好不代表世界末日，也了

解到天生我才必有用，或許我不是讀書的料子，但我也可能是

某一部分的天才，只是我還沒發現而已，學姐的經歷也證實了

一句話：「垃圾丟對了地方，就是資源。」希望我的擅長領域

能快點展顯，並讓我發現，開創屬於自己的一片天，而不是像

一隻迷路的小鹿，迷失於自我，走不出來。

✽ 國三孝  邱欣筠 .............................................................................................

人生並不是一條十全十美的康莊大道，而是充滿種種的挑戰

等著我們去突破。「挫折」也許會阻礙我們前進，但卻可以為

我們上到一堂寶貴的課或是得到難忘的經驗。過程中，雖然不

免感到有些痛苦，但最後的果實嚐起來是甜美的。

成功，是由荊蕀交雜而成的。從小，我的個性較急躁，媽

媽為了培養我的耐心，要我種花。種花的過程中，等待結果時

的心情非常痛苦，也常為此感到不耐煩，但媽媽一直告訴我：

「做事有始有終的人才有可能成功。」直到開花結果時，心中

不禁讚嘆：「好美麗啊！」還好當初沒有放棄。

✽ 國三和  李采潔 .............................................................................................

一個人在世界上能擁有一席之地，便是因為曾經受過傷、曾

失敗，才知道自己要懂得堅強，不能放棄，黃瑩瑩學姊是最值

得仿效的例子，我完全無法想像如果被留級的是我，人生還有

彩虹嗎？正值豆蔻年華的我與當時的她，望的是同一片星空，

用自我療傷課程去探索老天送給我們的考驗，我想，換我該站

起來了！希望有一個新的自己，不同的面貌在2013見。

✽ 國三和  王聖淳 .............................................................................................

生長在如此的環境，無疑我們是比學姊幸運很多的，擁有這

麼豐富的資源，我們是該比別人多出一步的？但太過優渥的環

境，過多的呵護，跌倒了只習慣大哭、發脾氣，忘記了自己站

起來的本能，不堪一擊？既然已經意識到，就該適當掙脫背後

攙扶的手，學著自己向前走，或許徬徨、或許跌倒、或許傷痕

累累，但我知道只要能站起來，只要一直走下去，永不放棄，

會看到夢想的曙光！學姊就是最好的例子。

《 達人女中的教育遠景：慈憫、投身 》

校長的話：當你會關懷一個人的時候，被你關懷的人他就能

夠成長，就有愛心，也去關懷別人，這個就是愛的串連。

藏起翅膀的天使～高國一聖歌比賽、校內

外報佳音

每一個生命成長都需要時間，在人生難得的學習階段，在不

得不蜇伏，勤懇耕耘的時光，將我們所領受到的恩典，一次次

地練習，直到學會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為自己找到清晰的方

向，我們要與世界共譜出最美的旋律。

今年再度承蒙師長們的厚愛，連任101學年度家長會

長，備感殊榮。達人家長會歷經各屆會長的努力，與校

務經營相互融合，秉存著優良文化與體制，爾後將延續

此精神，持續支持達人教育的永續發展。 

面對12年國教的即將推動與升學管道的多元，相信

許多家長內心必定憂心不已，然而不論政策如何變革，

達人教育始終能以提升孩子學習成效為主軸提出因應之

道，而此亦是學校辦學深獲社會肯定之處。再者家長會

每年皆積極透過協辦學校各式的教育活動，提供了許多

親子、親師之間互動成長的平台。尤其看著孩子們在學

校師長的陪伴下，一步步踏實、穩健地學習與成長，深

深體悟到爸爸媽媽適度的關懷與支持，無疑是讓孩子安

心學習、促進孩子正向

成長的重要後盾。

達人在義工媽媽們的

無私付出，全體師長的

細心耕耘，以及家長會

的全力配合與支援下，

締造每年持續成長的

辦學成效。有心就有

力量，有願就有美景。在此感謝全體家長們一年來的支

持，讓我們一同與達人師長們為孩子的教育同心協力，

為打造一溫馨愉悅的學習殿堂而攜手邁進！

離開達人校門再回到學校已

是相隔26個年頭，我是高中

部第二屆毅班的畢業生， 榮

幸受校長的倚重，成為最「資

深」的校友會會長。在去年將女

兒送進達人，又開始了我與達人的

緣份，再看到學校，我竟有如此深的感動與

欣喜，雖然那麼長的時間不曾回校，但我知

道在達人，「她」給了我豐富的人生寶藏，

也讓我感恩父母當初辛苦的讓我成為達人女

孩。 學妹們請珍惜妳們在校的學習。

學校培育了許多優秀的學姊，相信學姊們

的人生閱歷，工作經驗有許多是可以跟學妹

們分享的，希望校友未來都能不吝回校參與

校友會活動並與達人女孩分享，讓達人優秀

的傳統一代代傳承。

◎ 輔導中心

「應在心思念慮上改換一新」  弗四23

「成己達人」是達人的教育願景，希望培育學生能成為社會有用的人才。並在「有

意識」中學習自我的接納、肯定、負責，尋找到生命的目標。過有意識的生活，首先是

「自省」，這種力量來自內心，每天靜下心來沈澱反省，自然情緒就清「靜」，進而能

找到心靈內在的平和、安定和勇敢。

珍貴的東西總是慢慢成長

▲ 成人禮徽章

◎ 家長會 魏寶生會長校友會會長的分享

◎ 朱庭儀

攜手邁進 迎向十二年國教

▲ 教職員工慶生會 ▲ 聖誕晚會─教師表演 ▲ 親師旅遊

▲ 聖誕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