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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十二年國教的推動實施，經常有家長憂

心忡忡地與我談論著家中寶貝未來升學的管道

與模式，同時也對於「免試升學」、「教育會

考」及「特色招生」，甚至是「類PISA」、

「閱讀素養評量」、「學習共同體」等新興教

育名詞的提出滿腹地不解與疑惑，顯現出焦躁

與不安定感。在課堂上更有許多七、八年級的

同學問我：「校長，我們以後真的不用考試就

可以進入高中嗎？」、「我真的可以沒有壓力

的快樂學習嗎？」、「學校以後都不用考試了

嗎？」

我經常思索著教育的方向，我堅信各項教

育變革的目的無疑是為營造更幸福的教育環

境，讓每一位孩子皆能快樂成長、獲得適性的

發展。而達人教育亦同樣在此理念下，培育同

學們擁有「更穩健的能力」、「更多元的發

展」以及『更宏觀的視野」，以成為女性領導

人才為最終標的。面對當前多元、變動、創新

與全球化的教育趨勢，達人教育重視的不在於

花俏、絢麗的教學技巧亦或者昂貴、先進的教

學設備，而是確確實實地穩固在以學生為本位

的校務經營。為此，本校特別規劃系列的特色

課程，以創新的教育思維，穩健的教學策略，

達到學生學習的紮根基礎、適性揚才以及與國

際的接軌，實現會祖甘第達修女全人教育的夢

想，勇敢走自己的路，圓自己的夢；同時，亦

作為新世代的達人教育光譜，並為十二年國教

的施行建構務實且精緻的教育藍圖。

這是一嶄新的教育世代，國際教育成為顯

學，未來每一位達人女孩必須面對的是全球化

的競爭環境，除了完備本身的學科知識與技能

外，更需要具備跨文化適應的能力與多元包容

的情懷；同時，達人的國際教育更是秉承關照

每一位孩子的理念，透過系統化的國際教育學

程，讓達人女孩們皆能對跨國文化進行親身體

驗、多元觀察與省思分享，不斷豐富己身

的國際經驗，拓展全球視野。

達人是一所相當幸福的學校，多年來承蒙來

自董事會、家長、校友及師長們共同合作與努

力下，得以在競爭激烈的教育環境中，彩繪出

自己的藍天，構築教育夢想，進而實現教化莘

莘學子的使命。我們更幸福的是，嶄新的教學

大樓與圖書館，即將於今年09月落成啟用，屆

時將能提供更舒適而優質的學習環境與設備，

希望未來老師及同學們皆能在充滿愛與幸福的

學園中，享受到學習的喜樂。

Girls， enjoy your learning in Da-ren!!

立足達人，放眼世界～國際領袖課程

為了讓達人女孩更具有國際視野，自100學年度起，本校各

領域的教師齊聚一堂，共同規劃了以「世界公民」為主軸的

國際領袖課程，在此主軸下，分別就國際人權、世界經濟、

全球環境、世界文化進行課程設計，並於各大主題中融入文

學作品，讓達人女孩在此文學基底上培養比較分析與思辨的

領袖能力。

歷經了一學期多的國際領袖課程洗禮後，學生們有了許多

深刻的感受：在課程設計中，學校邀請許多具專業權威的講

師進行授課，能夠成為這些講師們的一日學生是件非常榮幸

的事，如廖鴻基老師的演講，讓我在領袖營的課程中有感動

的感覺，投影片中一切海洋生物的景象，廖鴻基講師的字字

句句，處處使我看得更遠更廣。

很感激能夠有機會接受不同的洗禮，同時也看見台灣的不

足。聽完講師的課程，一方面因受益良多而感到開心，另一

方面卻也感到難過，因為發現我的渺小。廖鴻基講師給予我

們的並非國文課時老師所教的修辭運用或成語，他所給予我

的是令我打從心底的反省思考，不管成績再好、腦袋再怎麼

聰明，還是有許多事情等著我們去發現，如同我們現在所學

皆為書本上的知識，但如果我們不真正的出去走走，又怎麼

能看見全世界？

上領袖營的課程令我了解到著根才能源源不絕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一起多聽多看，補足自己的有限吧!（１樸 黃品臻）

在領袖營的這一年來學

習到了許多平常在學校無

法知道的知識,聽了許多可

能一生只能親身體驗一次

的演講。上學期的課程中

學到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的獨特風格、世界人口的

各種變化，聽到了學姊郎

祖筠在學習成長中所經歷的風風雨雨以及宏利人壽董事長在

工作上、台灣與世界間所遇到的有趣故事,最後則是以模擬聯

合國作為上學期的完美句點。

在領袖營準備的過程中夾雜了許多報告、比賽,在須兼顧課

程的情況下，課業都要做好規劃,雖然辛苦,但俗話說:「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非常慶幸我能通過各種面試、越過各種考

驗，參加領袖營真的是讓我一輩子難忘的經驗。（１誠 丁于

珊）

第一次聽見領袖營這三個字，是從學姊的口中得知，自從

聽到學姊敘述領袖營有哪些有趣的課程後，我便開始期待自

己有一天能夠親自參與這個課程！領袖營是一個為了培養我

們與國際的接軌能力所設計的課程，每一次的課程都是由專

業級的講師為我們授課，英文的口語訓練課、經濟、環境的

探討、文學與美學的結合、模擬聯合國會議、小論文的撰寫

……等的課程都是為將來能邁進國際舞台所做的準備。

在面對繁重的課業與領袖營作業兩邊的壓力時，腦中也出

現過放棄的念頭，但一想到這是自己在經歷過層層關卡的考

驗後才爭取到的機會、進行面試時對主任許下的承諾──就

算遭受困難也不輕言放棄，我牙一咬硬是撐了過來，現在領

袖營的課程也要到了尾聲，回想起當時的點點滴滴，很慶幸

當時勇敢的撐過來，今日才能滿載而歸。

感謝所有參與領袖營課程設計的老師們，因為有你們的用

心付出與陪伴，今天的我們才能擁有如此充實的實力。（１

樂 許文菱）

從學生的心得回饋中，可以感受到此課程對於孩子學習成

長上的助益，不僅擴增了視野，學會了以不同的角度觀看我

們所熟悉的人事物，更讓達人女孩懂得如何有效運用時間，

面對壓力的同時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與腳步，這許許多多的

體驗，皆是身為領袖營學生的驕傲。

開啟課程新視窗，迎接達人

靚女孩～直升特色課程

拋開原先課程設計的枷鎖，重新思考直升班女孩的需求，

並提供孩子們更多體驗自主學習的機會，特別規劃有別於傳

統課綱的特色課程，包括風之舞形的生活美學課程、社會科

專題研究課程等，皆能給予孩子們更多思維模式上的刺激，

進而活化孩子們的思辨能力，以便及早適應高中的學習型

態，亦可藉由這段時間擴增孩子們的生活視野。

而在課程實施後，達人女孩們有了許多深刻的感受與心

得，來自直升學生們的成長體驗：直升後，早自習可以看自

己的書，我想這是我從小到大在一個月中讀最多書的一段時

間。不僅學校的閱讀時間增加，平時在家閱讀的時間也變多

了，從前一直沒機會看的莎士比亞名著「羅密歐與茱麗葉」

亦成了我的床前讀物。

課程方面，大部分的內容和國中課程相差許多，例如：社

會科出現許多報告，甚至有辯論課程，透過此課程才深刻了

解要查詢有力而正確的資料並非容易的事。此外，國文的詩

詞吟唱是以前從沒體驗過的活動，過去總以為詩只能唸無法

唱，現在我們卻把它們唱出來了，李煜的「浪淘沙」是我目

前 最 喜 歡 的

調 子 ， 旋 律

雖愁苦但也

很優美。家

政課更有挑

戰性了，雖

然我真的不會

做吃的，但透過學校課程我也學到更多種烹煮食材以及製作

甜點的方法，同時還可以「吃到」自己的作品。（三忠 劉艾

芸）

我最喜歡的課程是生活美學，因為自小就有上雲門舞集

的課程，且對於跳舞很有興趣，課程中引導我們以一首詩為

主題，跳出自己的感想，投入自己的感情，我選擇〈送友

人〉，這首詩的意象能充分表達出我的心情!謝謝學校讓我們

有機會體驗到如此特別的課程。（三和　王靜雅）

直升班的課程很吸引我，國文課的詩詞吟唱更是我們從未

體驗過的，一首首詩在老師講解完、教我們唱後，我發現我

們更能了解當時詩人在寫這首詩的心情以及每一首想要表達

的意思；高中數學確實和國中的難易度有差，雖然現在的我

們學得很吃力，甚至有點兒吃不消，但是在老師的帶領下相

信我們一定可以很快的適應；英文課的小說閱讀，讓我知道

自己的英文能力還要再加強；歷史的小論文是我們第一次接

觸；地理更是加深加廣；公民的辯論能讓我們頭腦變清晰，

因為必須清楚的知道自己現在是正方還是反方。最令我感到

興趣的是生命美學，當我一拿到課表時，就非常期待，果然

它能讓我們了解到肢體的美，就連一個不起眼的小動作，加

上一些線條就成了一個個美麗的動作。(三愛 鄭伊婷) 

雖然直至目前只上了四週的課程，但透過孩子們的分享，

發現孩子們在這些特色課程的薰陶之下已成長了許多，也自

我反省了許多，對自己未來的高中生活有了更多規劃與期

待，相信接下來五天四夜的大學參訪環島課程，會讓孩子們

對於自己的人生規劃產生更多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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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的陰雨綿綿讓人感到有些沉悶，但在

七年級同學於童軍活動要出發時，竟是春風拂

面，春暖花開的好天氣，讓大夥的心情，也隨

之雀躍起來，真是一個好的開始。

在營主任吳校長及導師們的帶領下，同學們

滿懷歡喜的前往苗栗露營區。

經歷值星官及隊輔一連串的震撼教育訓練

下，讓原本嬌嫩的達人女孩頓時成了精神抖擻

的巾幗英豪，在同學的歡呼問好聲中，校長特

別在開訓典禮中以「開放自我、全心投入」來

激勵同學，希望能發揮「更」的精神，為小隊

及班級增取最高榮譽。

在這油桐花開滿山坡，鳥語花香的詩意下心

情格外舒暢，各項活動依序進行著，由「做中

學、學中做、做中覺」的過程中，老師們從旁

陪伴，也發現了同學們許多平日不為人知的優

點，如具有熱心助人、炊事高手、舞蹈才藝、

藝術天份、運動細胞、領導才能等特質。生活

中有許多知識、本領是無法從課本中完全學

到，唯有走出教室親自參與才能清楚領悟到，

並藉此學習更多元能力。言談中同學也覺得藉

由大地遊戲、分站教育、可從中學習思考，在

大夥集思廣益、通力合作下，解決問題成功過

關，讓自己更有自信，真是件美好又快樂的

事。

營火晚會的安排，更是活動的最高潮，在施

放煙火及熊熊營火的營造下，同學們不時揮動

著螢光棒，在青春洋溢的吶喊聲中各隊皆躍躍

欲試（因為各隊表演節目已準備多時）皆想大

顯身手一番，同學們各個集中精神盡情展演，

見到精采的表現也不吝給對方熱烈的歡呼與喝

彩，師長們真是看到達人女孩動靜皆宜，充滿

活力及時時想為班上增取榮譽的強烈企圖心，

充分展現班級的團隊凝聚力。

在同學們熱力持續放送下，營火慢慢已成餘

燼，班級在同心圓的燭光中互訴期許，使師生

之情、同學之誼緊緊相繫、這是多麼珍貴的情

感流露與心靈交會，溫馨而綿密。

由活動歷程中發現許多同學，接觸到不同以

往的生活經驗，包括第一次掌廚、第一次自己

烤肉、第一次參加營火會、第一次睡帳篷、第

一次……，許許多多新的嘗識，有新鮮、有好

奇、有期待、更有成就及快樂感。

美好的時光，似乎過得特別快，二天共融活

動也進入尾聲，結訓時，特頒發錦旗給表現優

異的小隊，大夥真是辛苦有成，而宣佈榮獲精

神總錦標時，獲獎班級更是激動與興奮不已。

活動能順利完成，要特別感謝精心規劃課程

的淑媛團長及承勳組長和導師們的大力協助與

愛偕行，讓付出

成為享受，使活

動 劃 下 完 美 句

點，留下既美好

又充實令人難忘

的回憶。

◎ 學務主任 艾明珠

由於學校工程正興建中，活動場地暫時縮小，為了不使學生的學習受阻及體育課程的

多元發展，在課程規劃時將合球項目引進，列入體育教學和班際比賽項目。 

其實合球運動是以主張兩性平等、且使機會、條件、能符合此精神而設計，每隊上場

比賽應有8名球員（男、女各4名），以展現男女共同學習與合作。

本活動融入體育課程，在比賽設計上是每位同學皆是選手，都要下場比賽，要大家都

清楚了解比賽規則、並學習如何進攻及防守。同學們經過不斷的練習，在技巧及默契方

面都有進步，舉行班際合球比賽時，各班上場的選手更是卯足勁的去搶球及採人盯人戰

術，極力為班上爭取榮譽，選手們不時有超水準的展現及暴笑場面，使在場加油的師生

們，更是歡聲雷動敲打著加油棒、興奮不已，場邊的攝影也為此競賽，留下許多精采及

有趣的畫面，充分展現出熱烈參與的學習氣氛，使班級的向心及情感又更加緊密了。

班際合球比賽
團結與合作的學習，凝聚了班級的向心力

童軍共融
開放自我、全心投入  學習成長、榮耀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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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頒 教育局獎狀及禮

券，指導老師 王金亮老師，全校師生

同賀。

賀

創
意舞 蹈 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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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一個捐款箱，我秉持著關懷與感激；

假如我是一個捐款箱，我能看到被感動的人，也能看到感動他人的人。

就算你只捐一塊錢，使我也能幫助他人；

好多個一塊錢，就能為弱勢盡一份心力。

你所捐的，並不只是你所看到的那一塊錢而已，

你的那份誠意，在捐款當時也順勢的捐了出來；

當需要幫助的人收到時，他收到的是泉湧而至的心意，

當你了解到他們的辛酸史，你更能諒解，

既然你體念到了，就請捐出滿滿的愛吧!

在我腦海中，曾經投入錢的你，

總設身處地的為人著想，想到他們確切所需，

非常大方地送出了你最真摯的誠意。

在你心中，你所抱持的一份信念，

是一股強大的希望，

希望用一點力量，幫助他人─

我接收到了!!

我將會把大家的愛心，傳遞下去

集合真實且不求回報的心意，

給那些飽受飢餓、無家可歸的人；

當然，有能力愛人的你有福了：

你將看到，

世界正因你的愛變的更美麗!

在這個小小年紀裡，我們不斷努力期許自己：

自尊，慈憫、投身、傑出，

就像一只捐款箱，

達人女孩的校訓，深深牢記在心中

我們能為人們做的愈多，

我們便實踐的愈多!

讓我們為世界祈禱，

為生命譜出快樂的音符，

為弱勢增加自信，

為整個地球村增添歡笑吧!

假如我是一個捐款箱，我希望能幫助大家；

其實，我正是一只捐款箱，在達人的環境裡虛心學習：

自尊、慈憫、投身、傑出，

有朝一日，充滿能量，成己達人。

◎ 高一毅 陶芝宇

如果我是存錢筒，我一定要當一個在公共區域讓人捐款，然後存很多錢

的慈善存錢筒，我要將我存起來的錢捐給那些需要幫助的家庭、孩子們，

讓他們好過些、溫暖些。

如果我是一個存錢筒，我要有美麗鮮豔的色彩在我的筒子上；如果我是

一個存錢筒，我要大大的，才可以裝很多愛心人士捐的錢；如果我是一個

存錢筒，我要無私心的把存的錢奉獻出去。

一般路邊的存錢筒總是透明的箱子，不容易引人注意，如果是我，

我一定要有很鮮亮的外殼，好讓人看到、注意到，時時提醒著人

們，做善事，關懷那些弱勢族群的家庭，小小的一塊錢，日積月

累，可以變成好多錢，這些錢可以讓他們飽餐一頓的話，那不但

讓捐錢的人做公德，也可以表現出我們的愛心。

在人來人往的路上，往往被忽視的存錢筒，其實具有著重大的意

義，買完東西找回的零錢，有的是一塊，有的是五塊，有

的是十塊。這些小小的數目，對我們而言可能沒有很重

要，但是，很多人來來往往的，路過隨手捐錢時，可能

一個月，一個禮拜，或者是一天就可以累積到一筆錢，

如果我是存錢筒，我一定要好好存好這些錢，讓他

們可以給生活不富裕的人帶來溫暖，給餓肚子的小

孩吃飽睡好，當一個慈善的存錢筒，即使不能動，

不能說話，也要為那些人帶來幸福。

◎ 國一忠 李珈安

圖書館小志工，一群熱心付出、默默耕耘的孩子們，他們的加入多數是因為熱

愛「書」，喜歡在被書籍環繞的環境下服務，圖書館小志工的工作很多元，也很辛

苦，包含幫書找到該放的地方、將雜誌期刊歸類、角落書展佈置、圖書館環境佈

置，及領域書展的佈置，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圖書館搬遷工作，她們總在放學後的

一個小時裡，為圖書館默默付出，辛苦了，小志工們。

圖書館小志工介紹

把
自
己
想
像
成
一
個

捐
款
箱

如果我是存錢筒

▼ 小志工協助書庫整理

▼ 小志工協助領域書展佈置、聖誕節佈置、新書區佈置

▼ 小志工協助佈告欄製作、角落書展選書

陽光為校園灑上金粉，蜂蝶圍繞，繁花似錦，仲夏的氣息悄然而至。微風中輕輕捎來畢業的氣息，更

傳唱著達人女孩過去一千多個日子中，無數的笑聲、歌聲、嬉鬧聲與讀書聲所交織的動人旋律，這是屬

於達人師生們的共同回憶。

畢業典禮是達人女孩完成中學階段學習的一個休止符，但是用英文來說是commencement，是『開

始』的意思，這意味著要開始展開邁向人生的另一旅程，接過畢業證書，相信你們身上的責任更重了，

背負著師長的期待、父母的期許及學妹們的祝福，這一切都將鞭策達人女孩勇敢的迎接未來，翻開生命

的新扉頁。

今年對達人而言是個充滿幸福的一年，9月將是教學大樓與圖書館的落成與啟用，相信未來，在優質

的教育環境將能培育出更優秀的達人女孩，美好的事物總是值得期待的，大家加油吧!

給畢業生的 ◎ 家長會 魏寶生會長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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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  恩典 

在生命之初，母親撫育我們的慈愛態度，會

使我們產生一種基本的信任感，這是我們對世

界的第一階段體驗。基本的信賴基礎給予我們

勇氣，當我們對自己及世界的信賴比較多時，

能幫助我們超越恐懼和悲傷，放下熟悉的一

切，步入未知的領域。

甘第達修女，是家中長女，在父母的期待下

誕生，對世界懷抱著希望。

✽ 第二階段  呵護

這段時間裏，我們學習自我控制，在內心形

成一種自主感，建立內在的自主與自尊，可以

自我控制，用我的意志來做選擇，而非被動的

依賴、等待情況轉變。

剛學會走路時，甘第達修女喜歡爬走到窗

邊、門口，看著外面常綠油油的山嶺、山巒，

大自然的變化常吸引著她的目光。

✽ 第三階段  嬉

此階段開始探索自己能成為哪一種人，擁有

好奇心和想像力，主動探索外面的世界，以積

極、樂觀、自信的方式對待眼前的一切事物。

四歲那年，一個星期六的早晨，祖母煎了香

噴噴的蛋餅給我，還沒吃之前，我決定把蛋餅

送給第一個來到家門口乞討的朋友。然而蛋餅

好香，我等了許久，還沒等到乞丐，忍不住肚

子的飢餓，用手指頭挖一點點來吃。後來乞丐

出現，我趕緊把那份蛋餅給了他。

✽ 第四階段  群

小學階段對我們而言，每一天都充滿著新奇

的事物、新的發現、認識新朋友，透過學會的

生活技能不斷的操練使我們更有能力。

我的母親除了做家事外，還為別人做工，我

必須看顧妹妹們，所以無法上學。我成為妹妹

們的媬姆，學習管理與照顧的技能。

這一階段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學得好也做得好

的成就，幫助我們形成「能力」的積極品質。

這種運用自如的聰明才智，是今後承擔社會工

作的基礎。

✽ 第五階段  觀照

邁向成人過渡的階段，學習自我認識，認

定一個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決定用何種身份

來處理面對的問題；同時在其同伴中找一個模

式，藉此而構成一個自我形象，這種自我認定

感源自於個人對信仰態度與關係的承諾。

每次離開教堂，我一定要到聖依納爵像前，

跟他說：「聖人，我要做你書本所說的」。

我清楚知道我要把自己整個的生命全然奉獻給

天主和世界上的兄弟姊妹們。時光流逝，我

十八歲了，對未來充滿希望。在認識的許多男

孩中，有一位特別追求我，他是個良好的未婚

對象，不但來自善良和有聲望的家庭且還有很

不錯的經濟基礎。我的父母十分滿意，但我已

決定要一生奉獻給天主。我是長女，又沒有兄

弟，為了分擔家裡的經濟，我離開家鄉到都市

找到一個女傭的工作。幫傭工作繁多，除了做

家事，還要陪女主人和大小姐出門；每天打掃

清洗，準時把衣服洗好、燙好、摺好，這花了

我很多的時間。面對七個調皮的孩子，要有很

大的耐性，才不會生氣。有一天，我把洗好的

雪白襯衫晒在陽台，忽然聽到孩子們大叫、大

笑的聲音。急忙去看，他們把一隻髒兮兮的貓

放在剛燙好的白襯衫上滾來滾去，頓時我抑制

住心中的怒氣，平靜地訓誡了他們，當天晚上

我又重新洗燙所有的衣服。我學會對孩子們保

持堅定、不失善良、溫柔的態度。

這段時期，我們開始選擇自己的人生哲學、

理想、價值觀及目標或宗教信仰作為一生的內

在支持。找「自我」的過程未必順暢，當我們

意識到內心深刻的感受、需要、恐懼、失望和

夢想時，才能更親近自己。

✽ 第六階段是對話18～25歲～愛

這階段青年人通過青春期的發展，確立穩

定的自我認同，為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建立基

礎。 

女主人邀請我每天早晨陪她去參加彌撒，

因著同一信仰緣分，我與她建立了彼此間深厚

的友誼。艾朗神父是位有智慧、有才能且有信

德的人。我根本不識字，連西班牙國語都說

不好，他願意做我的老師，叫我向我的主人要

求每天下午給我兩小時的時間學習。神父為我

受了很多譏笑，他的親戚朋友對他說：「你

是不是想學愚公移山的精神，幫助一個目不識

丁的女傭創立一個辦教育的修會？簡直是天方

夜譚！」他緘默無言，只是微笑。有一天，我

去參加彌撒。在門口遇到一位女青年，我們

一見就投緣，高興地分享對未來的夢想，也在

每一天的祈禱中為對方祈福。我的一生維持了

許多深厚的友誼，不論是與富人、窮人、修道

人、或是在工作環境中遇到的人。幫傭的那幾

年農作收成不好，街上到處都是窮人，我把自

己薪水的一部份拿出來買米，煮飯分給乞丐。

這些乞丐個個都是衣衫襤褸、蓬頭亂髮，髒臭

不堪，常引起鄰居們的抗議，向女主人投訴，

女主人要求我趕走這些乞丐，我堅決地回答：

「那裡為我的窮人沒地方，為我也沒地方！」

女主人喜歡我，又需要我，只好答應。我的薪

資不知不覺的在減少，連買皮鞋的錢都不夠，

我仍盡己所能幫助最需要的人。

愈認識自己，愈敢與他人建立親密的關係，

發展相互信任的關係，當友誼形成後，雙方便

可互相容忍，且願意為對方作出些犧牲。

✽ 第七階段  創建 

這段時間，我們運用以前各階段的學習與

成熟的心智，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我們對

自我有充分的認識，且能與他人建立成熟的關

係。這種創建力，使各人盡其所能作出貢獻，

追求內在整體的成長及無私奉獻的愛。透過建

立家庭，生兒育女，或是創造事業，達到傳承

生命的角色。

我在年輕時即決定完全只為天主，保持這

樣的渴望，等待認識天主對我具體的召喚，同

時在祈禱聆聽天主的話語。我在26歲與另外

五位女青年，在天父仁慈的眷顧與聖母的保佑

下，創立了以基督化的全人教育為宗旨的耶

穌孝女會。在度修女生活之際，我也培育與

我一起入耶穌孝女會的女青年們，擔任她們的

初學導師。在最困難時，我常向天主祈禱，在

祈禱中，我得到每天生活的力量。那時很少女

生讀大學，但我認為修女應該受高等教育，才

能在學校教育青年、教授知識學問。我總是

不遺餘力地安排修女們讀書，充實自己，得

到理想的教育。1872年有好幾位女青年申請

加入我們的修會，願意與我們一起度貧窮的生

活。1874年第一所學校開辦，校門口充滿孩

童們的歡笑聲，孩子們爭先恐後的進入學校。

我興奮極了，過去的辛酸痛苦，換取了今天的

欣慰。我好似看見未來我們在許多學校，教育

著成千上萬的學生。我的喜悅是：「有很多女

孩到我們的學校來，並幫助她們在身心靈上的

成長。」我們修會的誕生是為幫助世界上所有

的人。1888年10月我到了自己的故鄉多祿撒

去辦一所學校，雖然經濟持續困難，我被債主

逼得喘不過氣來。但是我們的學校，卻擠滿了

學生。看到每間教室裡滿滿的學生，我多麼高

興啊！在我生命中我常有「付出一份而獲百倍

賞」的經驗。1894年我們已有八所學校。在

創辦事業告一段落時，是我跟學生及修女們安

靜共融的時刻。我和年輕人很容易相處。在學

校裡，我經常有機會接近學生。她們以各種藉

口來找我。與我談她們生命中的事情及經驗。

這時刻讓我感到幸福，也是我享受的時刻。

這個階段是辛苦的歲月，從對物的珍惜、對

人的感恩、對大自然的關懷、特別敏感到受苦

者的需求中，找到值得獻身的志業，實現個人

更高的發展，彰顯更大的價值，更投身於繁衍

下一代，教育下一代，並從中得到成就感，成

為真正關懷社會的人才。

✽ 第八階段 圓融 

最後一個階段是整合，表示接受自己的生命

歷程，也接納與自己生命歷程相關的人，不再

希求她們應該改變，且接受要對自己生命負責

的事實，在整合階段，沒有任何東西，甚至是

死亡，能剝奪我們成為一個更睿智、更有恩賜

的人，認真的走過生命的每一個階段，讓我們

得到智慧以整合生命。

我們修會的誕生是為了要到世界需要我們的

地方。1909年第九所學校成立，我的心願是

「去普世各地傳揚天主的愛」，這樣渴望推動

我去尋找需要我們的地方。1911年第一批六

位修女們起程往巴西。巴西！在地圖上看起來

是個好遠的國家，但在我心中卻很近，它已進

入了我心靈深處，開啟了世界之門。

我看到我的奮鬥已經結束，我的使命也完

成了。我跟天主說：「天主，感謝您在重重的

艱困中一直守護著我，四十年的修道生活，為

我，祢無量的慈愛夠了，我只願這一生，在一

切事上能承行祢的旨意，現在可以讓您的僕人

平安的離開這世界。」

人生就是這樣一個開放的過程，這個世界重

重疊疊地向我們展開，這一刻迷惑的道路，也

許下一刻就會變得清晰起來；這一刻不能接受

的事實，下一刻就會變得容易理解。生命帶領

著我們，不斷消除著自我的限制，一點一點的

對生命的恩寵開放。

甘第達修女以她儉樸的身教，為我們示範

了一個榜樣，當她看到當時的社會環境，限制

了女孩子的教育機會，而教育是最能幫助人類

身心靈發展的重要媒介，她深切感到這件事的

迫切性，並且不畏艱難，向天主承擔下這個使

命，當她確認這個方向，她一生的時光，都始

終如一的落實與答覆這個使命，妳我都是領受

她理想恩澤的人，讓我們在感恩的同時，也一

同祈禱：願達人恩德之源～聖甘第達修女的教

育事業生生不息，為世界培育出更多的有用人

才。

什麼樣的種子，發出什麼樣的枝芽；什麼樣的花朵，飄散什麼樣的芬芳；什麼樣

的信賴，領受什麼樣的恩寵；什麼樣的堅持，開展什麼樣的人生…

達人後山的生命教育步道，沿途的圖像，是以心理學家艾瑞克森的人格發展理論

為架構，他將生命歷程的發展分為８個階段，事實上人格發展是個持續終生的行

動，在任何階段皆可因為得到愛而成長。在慶祝會祖冥誕的前夕，讓我們藉由生命

教育步道訴說她的生平，進而更加認識、體驗其生命的豐富和美善…

回顧成長過程中塵封的記憶，探究正面記憶能帶來恩賜和力量，運用這股正向

的愛的力量，讓心靈因而得以成長。

愛 ♥ 我願意
沿著生命教育步道，省思甘第達修女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