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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校友在學姊朱庭儀、趙雲鳳和陳昭蓉，及學校老師通力的合作下，在102年6

月29日舉辦了校友感恩餐會，邀請再興校友、達人校友及退休教職員參加，總計共

196校友及24位教師出席活動。下一次預定在103年6月28日中午舉辦校友餐會，期

待大家一起呼朋引伴的一起回達人，話當年。

在聖誕節前夕，12月24日聖誕夜裡一同與校長在校內報佳音，在歌聲中巡禮校

園，感受達人平安夜的寧靜，並帶給學妹們喜悅與祝福。同時我們也進行校友會交

接，感謝庭儀學姊、雲鳳學姊及陳昭蓉

學姊這一年來的投入與付出。未來103

年度校友會會長由高中第一屆莊雅媛學

姊擔任會長，高中第一屆王忠儀學姊和

田靜怡學姊擔任副會長。

耶穌向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

走，必有生命的光。」～若八12

若能在失敗中學到寶貴的經驗，生命永遠在光明中，期許每一

位達人女孩，擁有生命之光，在光明中行走。～校長的話

成人禮～讓感恩成為一種習慣
◎ 高三毅 / 李怡萲 ◎

十八歲不是生命的開始，而

是人生法定意義上的休止符，

它意味著我們將乘載起生命的

意義─責任。十八歲不是生命

的開始，而是追逐夢想的起

跑。

第一天上學的畏懼；第一次

朝會時的炎熱；第一個在操場上玩「鬼抓人」的跌倒。曾經懵懂

無知的在雨天奔跑，卻換來老師怒髮衝冠的吼聲；自視英勇的單

手吊單槓，卻落得右手骨折；種種的意氣風發與自命不凡，闖過

的禍與惹怒的人，不知有多少，但他們總是以愛心和溫暖包容

我，接納我的幼稚與天真，寬恕我的粗心與莽撞，我在這樣的環

境下漸漸成長。

高中時女孩們的青春蕩漾，揮灑自信的神采：聖歌比賽時的密

集訓練，我們唱出感動悠揚的樂章；國英戲劇比賽的反覆背誦，

直至午夜夢迴仍縈繞耳際，我們演活刻骨銘心的友情；熱力四射

的舞蹈比賽，我們在場上盡情揮灑屬於自己的色彩。為了亮眼的

表現，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練習、一次又一次的溝通，最後終於得

償所願。週成績的慘烈犧牲，段考前的挑燈夜戰，期末時的真心

禱告all pass，除了學科這項必修學分外，同學們彼此合作無間

的友情，更是人生中的重要課題，因為朋友的相互幫助，讓我們

勇敢冒險、放心去飛，即使飛累了，回頭她們就在我身邊。

這般多彩多姿的生活，是父母竭盡全力用生命賜予我們的。

第一次的超音波影像，我們隔著肚皮相見，自那刻起，不曾間斷

的是「關心」、「擔心」與「愛心」，即使我們再頑皮、再任

性、再叛逆，無限的「包容」總能吞噬我所有的缺點。我不曾忘

記您們所言的任何一句話。在我悲傷時、在我開心時、在我徬徨

無助時，陪我度過每個艱困的夜晚。在我高燒不退的夜晚，未曾

闔眼的為我冰敷，大雨滂沱的抱著我衝向急診室，只因不願我痛

苦。是您們牽著我的小手，帶我領略四季的遞嬗，走遍世界的每

一角。是您教會我跌倒後要自己站起來，是您教會我不要得意忘

形，是您的擔心，不願讓我獨自在人海浮沉，不願我獨自走過風

雨的時刻，時時守護著我，為我祈禱，祈禱我能健康成長便別無

所求，這一切只因「愛」我。

如今，我長大了，我會牽起您的手，邁向無數個未來。在您走

不動時，我會牽著您的手；在您失意難過的時候，我會陪在您身

旁；在您年老體衰時，我會耐心地傾聽您，照顧您，如同您昔日

待我ㄧ般。

曾經，以為理所當然，如今，我們感懷恩情。或許我們調皮搗

蛋，但心中的感謝卻不會減少，口拙的我們難以說出，但心裡的

感激早已溢於言表。今日在此，我們都想一一感謝。感謝上帝的

引導，父母的無私付出，老師的諄諄教誨，同學的一路相伴。曾

經，以為早遺忘的，卻在成人禮這日，全部都湧現。

這美麗的夜，我倚靠在窗櫺，把街燈下的樹影寫成對你們的

愛，我把夢留給如詩，如煙，如畫的十八歲。致我們終將逝去，

卻最美麗的青春。

划向深處去，撒下你的網捕魚吧！～路五4

對的話語，能改變心態、行為。靜下來，往深處去，就可以有

很豐富的收穫。～校長的話

聖誕節～最特別，最溫暖的日子 
◎ 國一愛 / 洪意荃 ◎

聖誕節是慶祝主耶穌誕生的日子，在多年前的這天，這位賢明

的君主，至高的聖神，祂，誕生了，靜靜地被包裹在馬槽裡，卻

掩蓋不了祂的無限光芒，祂的溫暖、祂的大愛。

聖誕節將至時，我感到特別的愉快，不光是因為學校的聖誕

活動，更是因為可以去參加子夜彌撒，子夜彌撒一直是我一年中

很期待的時刻，在這個彌撒的過程，比平常更讓人感到欣喜及溫

暖，一方面可以感謝天主照顧了我這一年，一方面更是充實了自

己的心靈。

在今年，我過了一個不同以往的

聖誕節，因為那天有學校的聖歌比

賽，而我還是頭一次參加，我們將

歌聲化為祝福，傳達給校內的所有

人，讓大家一同分享我們的愛與感

謝，在比賽當天，全校都很振奮，

一首接一首的聖歌，環繞在每個人的耳中，更是深入每個人的內

心，一陣陣的溫暖湧入心頭……原來祝福，也可以透過那麼簡單

的方式傳達。

每日豐盛的食糧、平安無憂的日子、每位幫助自己的貴人，或

是給予壓力而讓自己成長的事物，這些數不盡的感謝，在聖誕節

這天，我更想好好謝謝天主，謝謝祂給了我這難能可貴的生命，

以及美好的生活，更教導了我惜福及感恩，以及那面對挫折的勇

氣及力量。

在聖誕節，在這特別的日子，我們更應該奉獻自我、關懷他

人，反省自己的過錯，求主將我們帶離迷惘，找到自己的方向，

在聖誕節這天，一定也有許多人無法享用豐富的大餐，沒有溫暖

的衣物，部分人消極絕望的度過，因為自己的內心在徬徨中迷失

方向，以致只能頹喪度過餘生；而部分人積極向上，因為在他們

心中還有希望，相信奇蹟，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我們也許無

法給予他們大量的救助，但是每個人的愛團結在一起，必定能成

為最大的奇蹟，並且將正在受苦之人從黑暗中拉出，將我們的希

望傳達給他們。

短暫的聖誕節令我感到不捨，但在這幾天我學習、我奉獻，而

自己更是獲益良多，在一個節日，我們其實能夠從中學習到許多

事物，只不過是自己有沒有用心去發現，今年聖誕，我過得很充

實，也很快樂，這是天主給我最大的聖誕禮物，這是一個難得的

經驗，一個美好的回憶。

新的一年也代表著新的開始，令人留戀的冬天即將過去，卻也

代表蓬勃的春天即將來臨，不用害怕，努力跨出紮實的步伐，準

備迎接新的一年，改變過去的自己，更新自己的想法，心中保持

愛與惜福，不逃避挫折，不放棄希望，主與我們同在。

我們在各方面受了磨難，卻沒有被困住；絕了路，卻沒有絕

望。 ～格後四8 

困難中慢慢去學會細數生活中有的恩典，對自己的生命，有很

多是值得感謝。 ～校長的話

玫瑰祈福禮～帶領我們飛翔的達人
達人38歲了！38年來，達人致力於精緻化的全人教育，營造

溫馨有愛的學校氣氛，期望每一位達人女孩，活出成己達人的生

命。達人是起飛中的達人，透過師生的專業成長，構築出專業發

展學校的願景，達人所堅持的教育願景～自尊、傑出、慈憫與投

身，培養學生過有意識、有目標

及身心靈整合的生活，日後成為

社會上有用的人才。這些理念透

過教育的耕耘和修剪，一點一滴

都融入我們的生命和骨髓裡。

今年特別邀請到：王馨敏學

姐回校分享「做妳自己人生的主

人」，以下是同學們的心得。

◎ 3仁 / 許芷菱

學姐面對抉擇，在猶豫中她選擇放棄一個可能讓她光鮮亮麗

的工作，轉而去幫助偏鄉地區的孩子。隨著時間的逝去，憑著幫

助他人的喜悅，願意更賣力為他人服務。我敬佩她對弱勢者的服

務，也想學習她的精神。

◎ 2毅 詹佳臻

「弱勢者並不意味真正的弱」，有時候人反而在弱勢中，才

會顯現出堅強，相對的處於安逸中，可能會使人變得懦弱。因此

「弱者」這個詞，並不適用在那些努力奮鬥的人身上。

◎ 2毅 陶芝宇

學姐成立「立賢教育基金會」，幫助偏鄉兒童的教育資源，邀

請劇團到偏鄉演出。這種行為讓我非常讚賞，到偏鄉本來就不是

一件易事，他們不但邀請一些藝文團體，還積極的推行。

◎ 2忠 黃湘庭

學姐不因為自己含著金湯匙出生而高傲自大，願意放下身段去

幫助弱勢者，是值得我們去學習。

◎ 2忠 徐紫軒

學姐的分享讓我瞭解，在未來道路上，使我有更多的選擇，而

不是一昧著做著平凡的職業，忘記自己的夢想，也遺忘了夢想的

本質不該只是個「夢」，而是可以有機會實現的。「做自己人生

的主人」，瞭解自己的熱情，希望有朝一日，我也會有個「充滿

善意、成功的人生」

◎ 2忠 周奕萱

學姐的基金會幫助偏遠地區孩子的困境，她的分享字字句句都

切進我的心坎裡，點燃了我服務他人的熱忱與衝動，也驅使我關

懷別人的心。

三十多年前因父親希望我能成為一位德智體群兼備的小孩,我很幸

運的成為達人這大家庭「初中部第五屆仁班」及「高中部第一屆誠

班」的一份子，在這裡度過了充實快樂的六年學生生活。

我從學校畢業後，因前往日本留學，之後再回到台灣工作，卻一直沒時間探望師長，但沒

想到我再度踏入校門時，竟接下校友會會長這個重責大任。此次因深受師長的倚重，校友會

的認同與同學的愛戴，我成為達人103年度的校友會會長，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會務上的工

作與活動，各位校友們都能給予熱烈支持。

未來會務的推展，我將秉持達人光榮的傳統與創新理念，使校友會更具有活力與特色，讓

我們一起來感受達人校友們的熱情與團結的力量。希望本校友會能成為畢業校友們聯結彼此

資源最好的平台。

達人女孩在心田上開放的 朵花

102年度校友會記事

  
103年度新任校友會會長

莊雅媛 學姊

校友會交接

▲

感謝無數的第一次造就了我們，我們在嘗試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同時不忘讚美自己的勇氣。

愛德運動～能改變命運的行動

「孟加拉─甘第達宿舍學生認養」募款

有意願者請聯絡總務處劉老師27956899轉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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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臺北市承辦

全球首次的跨領域設計大

展；2013年，華人首座紅

點設計博物館正式進駐臺

北市，同年，臺北市更以「不斷提升的城市：

看見未來美好生活的藍圖」之名，榮獲「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肯定。設計與創意無所不

在，從一把座椅、一床家具乃至一個房間、一

棟建築，都可以透過文創的力量變得更加出色

亮眼。「文化」是呈現環境質變的歷程，「設

計」能夠決定城市的面貌，「創意」提升民眾

生活的品味。當前的臺北，正結合在地風情，

不斷拓展設計舞台，豐富文創產業。

每一空間設計都有其獨特的風格？每個環境

規劃都蘊藏背後的意涵？親愛的達人女孩，環

顧嶄新的校園風貌，請寧靜心思、靜靜傾聽，

它是否正輕訴著某種學習話語？吐露著特殊的

人文氣息？

達人是一所富含學習故事與生命經驗的校

園，辦學迄今近40載，彷彿一座歷久彌新的知

識城堡，擁有散發歷史韻味的空中圓樓，一間

間傳遞琅琅書聲的閱讀教室，以及自然蜿蜒的

生態廊道，未來更期待科技整合的圖書館全新

落成，一處處充滿生命驚奇與創意發想的教學

場域不斷在校內自然滋長，

誠如微軟未來學校首席顧問

麥康納奇先生說的：「學校

建築乃創造及孕育故事的奇

特空間」。

伴隨校園環境的老舊更迭與汰換，嶄新的

教學大樓終於在102年正式啟用。「哇!好漂亮

喔！」、「這是五星級的吧！」、「真棒~教室

有滿滿的陽光！」、「好特別！山林就在我們

的旁邊！ 」這些讚嘆聲不斷地在同學、校友及

家長的口中傳揚著。我時常叮嚀大家：「達人

女中絕非一所貴族學校，而是一所有設計感、

有質感的貴助(貴人相助)學校。」事實上，今

日達人校園的優質美感全來自於與建築師團隊

不斷進行設計理念與辦學目標的相互對話，力

求將創意設計的精緻實用與多功能學習需求達

至平衡。

學校是讓學生盡情探索知識、涵養人格，

同時培養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專業場域，唯有讓

教育與創意設計相結合，讓生硬冷漠的建築空

間，注入陽光、綠茵、蟲鳴、鳥叫以及自由的

氣息，營造出活潑生動的學習環境，提供師生

恣意揮灑、多元創新的互動平台，方能激盪出

無限的學習潛能，期盼創意因子能源源不絕的

流入每一位師生心田。

來自東方直布羅陀～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

文創設計in達人

達人女孩國際交流紀事2013
來自朝陽升起處～日本松德學院

前導課程

德明政府中學的校園很大很特別，且

與達人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除了學科

之外，他們也很注重學生的多元發展，

像是書法的學習、還有專屬的國樂教室

等，最令我驚訝的是圖書館，壯觀的

不知讓人怎麼形容，甚至還設立茶藝教

室，讓學生了解傳統文化，使我們大開

眼界。（高一樸　余佳倩）

歡迎儀式與破冰活動

這是個美好的星期一，全校師生齊聚

一堂，迎接著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的同

學們。觀看完台上的表演與兩校紀念品

的交換後，接下來便是我們的時間！我

們一一念出自己的名字與所帶領的Body

的名字，接著便開始進行簡單的團康遊

戲，藉由簡單的團康遊戲發現到，「遊

戲」是親近彼此最好的工具，在遊戲的

過程中，原先陌生疏離的大家可以放下

緊張、放下矜持，讓彼此從害怕、羞

怯，到初步的相互認識，甚至可以如朋

友般的大方聊天。（高一樂 李采潔）

體驗課程

為了接待

他們，我做

了充分的準

備。從竹竿舞

課程中，我學得了指

導他人的能力，且透過此課程，原先不

擅長的體育課程，經過認真練習與帶領

接待同學的過程中，讓我對體育課程增

加了一份信心。此外，經由這次的交流

活動，也培養了我正確的接待禮儀，且

不僅是瞭解對方的文化，也能將自己國

家的文化介紹給他人，更能克服文化差

異，盡力協助德明學生融入課程的學

習。（高一樸　余佳倩）

經過了半天與新加坡德明政府學生

在課程上的交流，我發現德明政府的學

生不管做什麼事都好認真，不僅認真的

聽講、熱烈的參與討論，對於上台報告

也展現出十足的自信，一點都不畏懼！

期待未來我若也有機會到其他學校與別

校學生進行交流，亦可以克服自己的障

礙，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將達人女孩

的特質發揮的淋漓盡致。（高一誠　廖

云廷）

從學生的回饋中，發現達人女孩能

藉由交流活動了解新加坡學生的學習態

度與值得學習的地方，在互動中不僅能

隨時給予協助與關懷，更能透過文化的

了解擴展國際視

野。

日本松德學院師生於12月中旬再訪達人女

中，進行了為期三天的交流活動，第一日與友

校合作規劃了半天的台灣傳統藝術文化體驗─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的參訪交流，下半天在達人

參與體驗課程，週末則安排2日的寄宿家庭活

動，讓日本學生實際體驗台灣的文化與生活樣

貌，並讓達人女孩與日生進行深度交流，讓此

次交流活動更具意義與內涵。以下為學生與家

長針對家庭接待活動的交流感想：

家庭接待學生後記

開始交流時，我們都有一些尷尬，但漸漸

的，使用了肢體語言，簡易英語，我們的交談

終於開始了！只不過日本的發音有些不同讓我

冒出一身冷汗……我跟家人帶她去了台北101

及士林夜市，品嚐了許多台灣著名小吃，其中

「臭豆腐」是她最為畏懼的食物！想必這趟小

吃之旅會讓他永生難忘。在兩天的寄宿活動中

發現，日本人的衛生、禮節真的都調教的很

好！我希望她可以再來台灣，我們都非常歡迎

她！（國一毅 張惠淳）

這是我第一次的經驗，接待了我最喜歡的日

本人。在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日本頗具特色的

文化，也瞭解每個國家文化的特色與差別，尤

其是在「禮貌」這方面，讓我受益良多。希望

未來若日本松德學院的學生再次來訪，學妹們

可以和我一樣用心、細心地規

劃行程與接待，讓達人與

松德的關係更友好，有更

多彼此交流學習的機會！

（國二仁 鍾僾光）

家庭接待家長後記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日本的基礎教育

很不錯，小孩非常熱愛自己的國家和家庭，也

樂於分享自己國家和家鄉特色，時時刻刻都會

想到自己的父母，反觀現在的台灣教育，似乎

太注重升學而忽略一些對國家、家庭的認同，

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國一愛 王思樺家長）

這是家裡第一次接待外國學生，大家也花費

心思討論如何善盡地主之責。讓孩子們有機會

接觸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的同齡孩子，是一個

新奇的經驗，雖然在語言仍有隔閡，相處時間

也稍嫌不足無法得知接待學生的真實感受，但

經過此次的經驗，家裡都覺得，若有機會也願

意讓自己的孩子到其他國家體驗不同的文化。

（國二和 李昭誼家長）

藉由各式各樣的體驗課程及家庭接待活動，

豐富了達人女孩的國際視野。從同學的回饋

中，她們突破語言障礙，學會了如何用別人能

理解的方式進行溝通，如何以同理心去協助他

人、尊重他人感受，更學習到日本人的生活習

慣、禮貌態度，讓達人女孩們從不同的角度看

到不一樣的台灣！

◎ 校長 吳韻樂



2 中華民國103年3月15日
第       版

★ 鄭惠如老師「國中部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榮獲優等，作品：「生活空間改變趣」 

★ 李婷妮老師「高中部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榮獲優選，作品：「當詩歌遇上戲劇─國英科際整合

                               教學」

★ 陳詩婕老師「高中部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榮獲優選，作品：「啟動生命省思的一把鑰匙─道德議

                               題的『思』、『辯』之旅」

★ 吳佳純老師「國中部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榮獲佳作，作品：「詩歌融合戲劇教學的英語能力化育」

★ 王鳳儀老師、施宛昀老師「國中部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榮獲佳作，作品：「實作導向的生命驚奇」

★ 紀英珠老師「國中部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榮獲佳作，作品：「共學成己達人的『愛德運動』」

★ 黃慧英老師「高中部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榮獲佳作，作品：「從教室出發的改革─服務學習與公

                               共參與」

★ 劉珍如老師、洪玉珍老師「國中部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榮獲入選，作品：「銜接國高中數學之無縫接軌的統整教

                               材與教法」

★ 賀 艾明珠主任及紀英珠老師撰寫「服務

無國界，傳愛無止息」榮獲教育部102年服

務學習示範性計畫競賽高中職組優等獎。

我 們 的 服 務 帶 給

孟加拉和越南當地村

落美好的生命希望，

在服務學習過程中，

學生的投入表現、喜

悅感動，印證了「把

每個孩子帶上來─給孩子更好、更有效的學

習」。推動全方位的愛德教育，期望學生未

來能以活出高度的自尊、追求更大的價值，

永續經營敬天愛地、愛己愛人的能力，獻

身於造福社會的志業，展現國際性的愛德達

人。

★ 賀 黃慧英老師，撰寫「全球視野、在地

關懷—從教室出發參與服務學習」榮獲臺北

市102年度服務學習績優學生團隊類，高中

組特優。

透過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引導學生認同

班級團體、學校團體以及自己生活居住的環

境。學校推動學生可執行的服務學習行動，

讓學生親自企劃、實際行動，從關心社區問

題，擬定解決方案到實際行動，執行計畫以

解決問題，每一個階段都會拉近學生與社群

的距離。當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或公益活動，

從與團體的互動中獲得快樂與自我肯定，這

才是個人自發性回饋社會的最強動力，亦可

涵養互助合作與修己善群之團體精神。

★ 賀 艾明珠主任，撰寫「歡喜服務展現

愛」榮獲臺北市102年度服務學習績優學校

團隊類，國中組特優。

本校致力於人格培育推廣服務學習方案，

用愛與關懷來協助學生全人的發展，研擬服

務課程及體驗活動，藉由教育過程，使學生

能 勇 於 自 我 探

索、發展潛能，

塑造愛人與樂於

付 出 的 人 格 特

質，並透過活動

的整合培養慈憫

情懷，同時擁有服務的能力。

★ 賀 紀英珠修女，撰寫「深耕服務學習—

越南傳愛樂」榮獲臺北市102年度服務學習

績優學校團隊類，高中組優等。

根 據 達 人 教

育願景，施行六

年一貫的生命教

育課程，使每一

位 在 達 人 求 學

的學子，能在成

長學習過程中體會及獲得更豐富的生命。以

「國際關懷」越南服務為例，透過深入他國

貧困地區的實際援助，延展學生國際性的服

務學習與跨國性的生活體驗，希望能教導學

生不斷地尋求知情意行的整合，以實際行動

落實愛無國界，生命共同體的休戚與共，陶

冶健全人格，修煉全球適應的世界公民，激

化投身公益的社會使命。

★ 賀 陳香婷老師撰寫「亮點計畫—點亮每

位孩子的多元能力」榮獲102年國民中學教

師「正向管教」範例甄選特優。

國 中 三 年

是價值觀形塑

的關鍵時期，

在狂飆成長的

階段，給予正

向的鼓勵、引

導 與 活 動 安

排 ， 內 化 學

生的品格和行為，成為熱愛生命之人，並達

成真、愛、智、仁、勇五大目標。導師工作

主要是擔任學生的心靈領航員，必須用『放

大鏡看優點、望遠鏡看未來』。除了言傳身

教之外，更要敏於了解學生需求、勤於創新

規劃課程、樂於參與活動凝聚。班級經營針

對『班級氣氛』、『常規紀律』、『學習態

度』、『服務熱忱』、『親師溝通』這五個

向度做規劃，並以『愛為基礎，紀律為輔』

所發展出的策略和技巧，為使學生形塑品

格，提升全方位的學習。

★ 賀 達青社 參加教育部主辦『青花筆鋒』

全國學生刊物競賽，獲得殊榮。

  本校達

青社由林淑

珍 老 師 指

導，教導學

生採訪、編

輯 、 文 學

欣 賞 、 寫

作技巧等相關素養。此次參加102年教育部

主辦，彰化女中協辦，假亞洲大學舉辦之全

國高中職『青花筆鋒』全國學生校園刊物競

賽，達青第31期『幸福達人』榮獲全國高中

組期刊類『銀質獎』，達人簡訊第40期榮獲

校刊高中職組觀摩類推薦獎。

★ 賀 高中巧固球隊參加102年度新北市及臺

北市巧固球錦標賽成績優異。

巧固球是本校特色社團之ㄧ，在方慎思

教練指導下，學生練球積極認真，使得基本

動作能紮實有力，傳接球快、狠、準，極少

失誤，而學姊帶領學妹練球，也是很好的傳

統之ㄧ，在球員們團結合作、同心合力下，

戰果輝煌，參加新北市102年度主委盃中小

學巧固球錦標賽榮獲公開組女子組第三名。

青年盃巧固球錦標賽榮獲公開組女子組第一

名。

★ 賀 高、國中啦啦隊參加2013臺北市運動

城市盃錦標賽成績優異。

2013年獲得臺北市運動城市盃錦標賽，榮

獲國中組競技啦啦隊第二名及榮獲高中啦啦

彩球舞組第二名。當初遴選熱情洋溢、充滿

活力的同學入隊，感謝邱雯琪教練、涂佳妮

教練、吳函茵教練及施文婷老師指導，透過

優良的師資及專業嚴格的訓練，隊員默契與

技能日益增長，成為一支青春洋溢的美麗隊

伍，且經常在校內外各項活動中參與表演，

為校增光。

★ 賀 國中及高中同學參加臺北市第九屆市

長盃校際大隊游泳接力賽榮獲乙類女子組雙

料冠軍。

本校雖無

游泳池，但

非常重視游

泳課程的實

施，訂定教

學內容及能

力指標，每班學生依游泳技能分為3組進行教

學，每組均設有教練，且對於當天無法下水

游泳學生，也須認真觀摩及填寫學習單，使

多數學生皆能達至檢核標準，對於體育游泳

課程的嚴謹，使本校榮獲國中及高中乙類女

子組第一名，這也是給全校師生莫大的鼓勵

及肯定。

相信自己 堅持做對的事
2014年2月22日的台北市街頭，傍晚出現一幅讓人

動容的畫面；三位候車的女生，為一名失禁老人擦拭

褲管上的排泄物；有網友將照片上傳臉書分享，網友

瘋狂轉貼按讚，盛讚三位學生是天使。

她們是達人女中高三樸班的林恒安、余冠薇，和高

三誠班的楊凱茵。

放學後她們打算搭公車回家，走到成功路四段湖光

市場公車站時，發現這名年約七十多歲的老爺爺，走

路跌跌撞撞，身上傳出臭味，不斷甩動雙腳。一開始

以為他踩到狗大便。老爺爺後來坐到公車站旁的鐵椅

上，無助地看著遠方。林恒安和余冠薇忍不住上前詢

問：「爺爺，你還好嗎？」爺爺小聲地說「有病」，

她倆對看一眼，沒有任何考慮，立即拿出包包中的衛

生紙，幫老爺爺擦拭。林恒安表示，老爺爺的西裝褲

管、運動鞋都沾到穢物；路過的同學楊凱茵也拿出濕

紙巾幫忙，周邊十多位同學也紛紛伸手送上紙巾，老

爺爺不斷地說「謝謝」。

「爺爺你家住哪？」林恒安與余冠薇不斷詢問，要

送他回家；老翁只說要去內湖區潭美國小附近，堅持

不說出地址。由於老翁有些失智，擔心老翁搭公車會

迷失，三人不放心讓老翁搭車，於是拿出300元叫車

送他回家「我們估算到潭美國小只要二百元，

多給一百是希望司機好心送到家」。

林恒安：「當下沒有想太多，

只是覺得爺爺走路搖晃不穩，

看起來真的很可憐、相當無

助，心中很不忍心。」

余冠薇：「雖然一開始看

著路人的眼光有點猶豫且害

怕，而且爺爺身上的異味有點重，但我知道如果我沒

幫助他，事後我一定會後悔一輩子。」

楊凱茵：「我能夠出一份心力真的很開心，儘管只

是幫忙遞衛生紙與濕紙巾，下次遇到需要幫助的人我

一樣會伸出援手，讓冷漠的城市充滿愛心」。

這一意外的「行程」，讓幾人都比平時晚了近一

個小時到家，家人詢問原因，才說出這段小插曲；林

恒安、余冠薇表示，父母都很肯定，認為她們做了一

件「超棒的好事」。她們做了這件事，並沒和同學提

起，校方也是看到臉書貼文才知道；遇到狀況，能及

時拾起心中的那一份愛，讓師生都以她們為榮。

2月24日早上，學校透過視訊朝會，公開表揚余冠

薇、林恒安以及楊凱茵三位同學，肯定她們的善心義

舉，足為關懷行動之典範。

吳校長對此表示十分欣慰，達人教育不斷透過生命

教育與仁愛服務課程，培養學生慈憫的胸懷，此外更

結合新校舍規劃，讓學習融入生活中，激勵實踐的勇

氣。同學們能夠將心中的關愛化為具體行動，並無畏

他人異樣眼光，相信自己，堅持做對的事情，這是達

人女孩最美麗最耀眼的光芒。

愛心天使 慈憫楷模

展現學習亮點

2013年臺北市第十四屆中小學及幼稚
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得獎教師

杏壇榮輝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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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在嶄新教學大樓裡，一場溫馨的親師會議

中，承蒙家長們的厚愛，承接下102學年度家長會長一

職，備感殊榮。這是艱鉅的任務，更是巨大的挑戰，也

開啟我投入達人教育的新旅程。

一個學期的時間悄然流逝，相信許多新生家長及同

學，對全新的校園環境、班級文化、任課師長及學習生

活等仍處於適應與調整階段，但是只要大家多一份的耐

心，給予彼此前進的力量與成長的空間，深信在三年或

六年後的達人女孩，將更出色且令人驚豔。

達人家長會多年來扮演著建立親師互動與溝通的重要

橋樑，本學期透過親師旅遊、教職員慶生、聖誕彩繪窗

以及親師聖誕聯歡等活動的辦理，邀集家長與師長共同
家長會

◎ 唐正峰 會長

猶如彩蝶脫蛹  翩翩飛向湛藍天際

親師橋樑

參與，在校園每一角落刻劃下關愛的足跡。

回首2013，特別感謝長年默默支持的校務顧問、家

長委員及義工媽媽們，持續關注每一位達人女孩的學習

生活，家長的信賴是學校成長的動力，嶄新的一年，讓

我們一齊展望未來！

▲ 教職員慶生
▲ 聖誕校內報佳音

▲ 義工媽媽-聖誕彩繪窗

▲ 親師聖誕聯歡活動

▲ 親師旅遊-桃園一日遊

    國一毅 / 楊知芝

我認為我需要「追求更高的發

展」，現在個人發展當然是學業，

把我的學業基礎打好，進而追求精

熟，甚至卓越。將來的職業我還沒

找到真正屬於我的，所以無論如

何，先好好學習再說，學習的方法

很多，是永無止盡的。

再來就是「追求更大的價值」，

說實在，我們生活中有許多看似有

益的，套用在自己卻不見得有成

效，或是根本沒用，別人說的方

法，不見得有幫助，就像達人願

景，別人說得再崇高，自己聽不進

去，也是沒用的，必須靠自己去體

悟、尋找那字句裡的真理、意義及

價值，如果找到了，值得慶幸，因

為那是發自內心的！生活中就是需

要這種發現，自己追尋，那價值肯

定是無比珍貴的。

    國一忠 / 邱靖芸

達人女中的教育願景，雖然有不

少已經領悟、了解意義了，但仍有

幾項我不太明白，比較弱的。「自

我肯定」就是其中之一，看到別人

的才藝與能力，總是讓我羨慕，感

到自己不如人，有時覺得有些自

卑，卻不知道其實自己也有許多專

長，所以希望在這學期能學會肯定

自己，更有自信。

「特別敏感到受苦者的需求」也

是我的弱項，常常在路上及電視新

聞中看到許多急需援助的人們，總

是覺得他們很可憐，但不知道如何

幫助他們。我想即使我年紀還小，

不過像隨手捐發票、零錢、文具用

品或衣服，也是一種救助的方式，

因此我要從這方面去實踐。

還有「對物的珍惜」，我經常太

浪費金錢、資源及時間，錢是靠爸

媽辛苦打拼才賺來的，我不能這麼

揮霍，也不該浪費自然資源，畢竟

破壞大自然，最終會害到自己，我

更要加以節制，成為愛護地球的好

公民，同時要學會管理時間，珍惜

每一分每一秒，把握當下。

    國一忠~~林佩蓉

我認為我的上進心不強，不懂

如何「追求更大的價值」，也不知

道「更」要怎麼達到，但我並不會

因一次失敗而放棄，也不會想做更

好，所以打算激發上進心，在學

業，追求好的進步；做人處事，更

加圓滑溫潤。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

多以優秀的人為借鏡，來改善自己

不足之處，這可能是效果最好也最

快的了，因為不只能改善，而且是

以別人看我不足的地方改變。

像這種事急不得，所謂的「更」

是要像梯子一樣，一階一階的，慢

慢往上走，但我希望能在開始行動

後的三個月就可看見成效。

    國一孝 / 沈文心

上學期就在校長的祝福中結束，

這學期已經開始。回顧上學期的點

點滴滴，有許多值得改進的地方，

希望這學期能努力實行。

首先，我要有自我負責的能力。

還記得上學期的我總是迷迷糊糊，

需要同學和家人的幫助才能完成事

情；現在，我要將該完成的本分完

成，好好規劃自己的生活，多多閱

讀，不再沉迷於電視的光影。此

外，我還要多幫忙家裡的事務，投

入自己的一份心力，為自己的生活

空間和生活品質負責。

再來，我要有追求更大價值的

心。以前的我只懂得安於現狀，不

知變通，使自己喪失許多可貴的經

驗。因此，我要把握住所有學習的

機會，不斷地提出疑問，學習更多

生活中的知識，充實對身心有益的

體會，參與正向的活動，精益求

精、實事求是、追求更高遠的夢

想。

最後，我要多多體會受苦者的需

求。小時候的我對於需要幫助的人

總是袖手旁觀，新學期的我，要多

多幫助別人，成為真正以行動付出

的人！

    國一仁 / 張繡彤

有時，人們會在茫茫的人生中迷

失目標的方向，又有時，人們會因

外在的事物而左右了自己的思路，

我也不例外。

有意識的生活，會讓自己不受影

響，因為意識會告訴他，你的目的

不在於此。即使有了意識，那目標

呢？沒有目標，意識為何要告訴你

目的不在這？就像會讀書的人，憑

著超強專心度來念書，那是因為意

識告訴他，目標在哪兒，他才會去

追隨。

肯定自我，也有時是達成目標的

另一種方式，沒自信，只會在挫折

中爬不出來，因此，意識和自信又

是達成目標的秘訣。

    國一愛 / 洪意荃

在達人一個學期了，除了知識以

外，也學到了許多以前不曾接觸過

的事，不論在課堂、餐廳、校外教

學或是社團活動，我都有了更新的

體驗及充實的校園生活。

在達人女中的教育願景中，有許

多都是我們的目標，首先，我想做

到自我負責。如果一個人無法承受

失敗，那他就無法將事情做好。對

自己負責，包括課業上、行為及習

慣，希望能夠每天做到。

接下來是對人的感恩，父母辛勞

的養育、師長的諄諄教誨、貴人及

朋友的幫助，造就了現在的我們，

若沒有感恩的心，會不懂珍惜、缺

乏愛心，當人沒有了這些情感，即

使獲得很高的成就，還是個輸家。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在達人的

三年裡，我想做到個人更高的發展

~~課業和內在涵養都是我的目標，

希望自己能夠堅持努力，在學習中

慢慢找到屬於自己的路，讓自己的

未來更加多采多姿！

    國一和 / 呂寬頻

過有目標的生活對我而言很困

難，因為太過開朗的個性，讓我不

去訂定目標，也由衷地期盼自己，

可以實行生活的計畫，更加充實的

學習。為此，我製作了一本「學習

計畫書」，可以將每天的讀書計畫

記錄下來，並寫下「每週目標」及

特別的「段考衝刺計畫」等。而我

也相信只要確實做好安排，只要一

天的時間，學習就能展現成效！

接著待改進的是對人付出更多關

懷。我不擅長主動對人噓寒問暖，

但其實心裡很在意大家，我認為應

該大聲說出關心的話語！除了關心

周圍的人們，我也想關懷那些生活

很困苦的孩子們，生活在美好的家

庭是很幸運且幸福的，因此我更同

情那些孤兒們。有朝一日，也許

是長大成人以後，想透過捐錢(有

工作後)，或寫卡片(現在)來表示關

心！

其實只要每天努力，時時警惕自

己，哪怕是再難改的壞習慣，都會

被我們克服的喔！

    國一和 / 方宥涵

我們學校有許多願景，代表著對

達人女孩的期許。每早的早禱、中

午的飯前禱…，都是希望我們能對

人感恩，對物珍惜，並且付出更多

的關懷。其中對我最有挑戰的就是

「特別敏感到受苦者的需求」，現

在的科技愈來愈發達了，也因此增

加了城鄉的差距。我知道我們很幸

福，食衣都不缺，所以也常忘了那

些需要幫助的人，也許現在我並不

是很有資源的可以幫助他們，但至

少我會盡量做到「對物的珍惜」，

將穿過的衣服、多餘的文具用品

等，趁適當的時機捐出去，希望能

與那些孩子分享，改過自己的缺

點。讓我們一起做個熱心善良的達

人女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