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達人女中39週年校慶圓滿落幕，當日由狄

剛總主教帶領全體師生舉行祝福禮，迎接嶄新

的達人圖書館。回想起40年載的校園更替與汰

換，我心中充滿喜樂與感動，由衷感謝一路上

的貴人相助，點點滴滴完就達人的創新面貌。

圖書館每一空間設計充滿

著浪漫巧思，每一環境規劃

充滿著藝術意涵，讓人不禁

發出：『圖書館好漂亮！』

『圖書館好像咖啡廳！』等

驚歎聲，透過活潑的顏色設

計，像是1F公共閱覽區七彩

片狀的天花板，色彩鮮艷的沙發椅，希望給予

學生放鬆自在的感覺，讓學習變成一件愉快輕

鬆的事，可以自由遨翔書海，只要選一張音樂

之椅、歷史之椅等，垂手拾書翻閱，俯拾皆是

文章，師生可在無壓迫感的綠意森活與溫馨輕

鬆的環境氛圍下，在充滿藝術薰陶與浪漫想像

的感染下展開一個人的學習小旅行。

此外，一踏入館內映入眼簾為嵌有立體台灣

原生物種圖騰的諾亞方舟櫃台，上方擺設時間

管理概念的「香蕉猴」作品，學習不僅是靜態

閱讀而已，透過觀賞館內各式各樣藝術裝置，

在移動的過程中，視覺饗宴也跟隨著妳的腳步

變換著，「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隨處

皆是學習的風景，冀以不同的角度、高度啟迪

學生，激發不同的創意思維。

3C爆炸的時代，被手機資訊制約著生活，我

們多久沒有寧靜心思好好閱讀一本書呢？圖書

館落成之後，我常看到達人女孩們利用課餘時

間，走進圖書館隨地而坐、拾書翻閱，亦看到

兩三位女孩結伴而行，延著貓道一路前行共同

探索，這是設立圖書館的最大目的，希望給予

學生一個安定的學習空間，可以寧靜心思沉澱

自己，並善用書籍工具，學會獨立解決問題，

激盪出自己無限的學習潛能。

藉著建校的過程，我更希望達人女孩，從

中學習到會祖甘第達修女的誠、樸、樂、毅精

神，能夠不怕困難，心靈淳樸，為達到有價值

的目標喜樂奮鬥，活出每個人獨一無二的豐富

生命，在成己中達人，在達人中成己。

黌宇鼎建 鍾靈毓秀
◎ 校長 吳韻樂

前幾天的雨水、冷風不斷，為戶外活動添增幾許難處，

但是無論雨天或晴天，相信天主會照顧一切。我們衷心感

謝天主，賜予一整天的好天氣，讓參與者身心靈飽饗了一

頓愛宴。

當天，以祝聖新教學大樓的禮儀開始，感謝狄總主教

與六位神長們的主禮。管絃樂以Macarena及Tequila拉開序

幕，接著以一首「All the earth proclaim the world sing you 

praise to God」開始祝聖禮。

饒志成神父恭讀聖瑪竇福音第六章24~34節並證道分

享：今日有三喜，一喜為慶祝即將到來的耶穌誕生，二喜

是達人39歲生日，第三喜則是教學大樓的落成，這三喜

皆有一共同之處即是「生」。生，是一種開始，帶來的是

喜悅、希望，也鼓勵我們以耶穌孝女會會祖聖甘第達修女

為榜樣，雖然在她的生命中遇到了無數的困難、不被信任

…，但憑藉著對天主的信靠，回應福音中所說「不要為你

們的生命憂慮吃什麼，或喝什麼；也不要為你們的身體憂

慮穿什麼。」耶穌是她生命的支柱，支持著她要為更多人

服務、為教育奉獻。在1871年12月8日耶穌孝女會成立以

來，在世界各地皆以甘第達修女的精神，繼續奉獻傳揚耶

穌基督愛的福音價值。在達人，我們所學習到的就是這種

成己達人的精神，使自己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才。

接著，由神長們分別向教學大樓各處灑聖水。水象徵著

天主的恩寵，也象徵著潔淨。教學大樓將承載著天主的恩

寵，帶領達人大家庭邁向一個嶄新的未來。

禮儀尾聲，在「when you believe」這首歌中畫下完美

的句點，也點出當你相信，一切的困難、不如意，都會過

去，而且當你相信就會有奇蹟出現。

感謝所有為這棟教學大樓付出心血的恩人們，因為有您

們，達人是有福的，相信這滿載恩寵與祝福的教學大樓，

能成為師生們溫馨有愛及更多元的教育園地。

最後，由高國一二各班合作、創意的園遊會，創造出隆

重的祭祀後，大家共享「祭品」的歡悅，師生、校友、親

朋好友的歡聚~~天倫樂美景。

讚美、感謝天主！

蒼穹下，教學大樓欄杆上掛著的旗幟隨風揚起，甜美的歌聲讚頌誕

生的喜悅。

達人第三十九屆校慶祝盛典

禮，全體師生帶著喜悅的心共聚

校園中庭欣賞管絃樂社的演奏，

聆聽眾人齊唱。在雅婷老師的指

揮下，達人沉浸在悠揚樂聲中、

音符穿梭在學校每個角落，演奏

同學們活潑輕快的曲子更增添歡

喜的心情。在這早晨中，老師及同學們與神父一同祈禱，十二月是天

主、達人女中、新校舍的誕生，這個月份是一年的結束，更是一個新

的開始，在這氛圍下，期許我們能心懷感恩與喜樂，為我們自己的目

標而努力。在山林的懷抱中，達人的智慧與知識泉源也在這抹綠意中

心滋長，圖書館的落成給予我們更寬敞更舒適的空間閱讀，充實我們

的生命。這日，圖書館開放給校外人士參觀，許多人都對這達人特有

的圖書館情有獨鍾，能享受如此具有現代感及美感的資源，達人女孩

都是很幸福的。

幕後準備中，同學們捐贈自己

不需要的物資，經過清點和各班負

責人在場地上的精心布置，轉眼間

舊愛新歡攤位就成了高格調且物美

價廉的雜貨區。可愛的伯父伯母們

也很熱情地推薦他們親手烹煮的餐

點，會場充滿愉悅的氣氛，能看

見大家臉上堆滿笑容呢！這樣的

義賣活動最後當然也少不了清倉大拍賣帶來的熱絡場面，活動結束前

20分鐘破盤價使得同學與訪客們個個擠成一團，大家樂呵呵地把愛抱

回家。操場的飲食、遊戲區也是一票票的客人來往，同學們各個提供

最精緻的點心、最有趣的遊戲給來訪的嘉賓，邀請他們與達人共襄盛

舉。

學校為了第三十九屆校慶所做

的許多準備也豐富了當日的校園角

落，愛與關懷門廊特別進行重新粉

刷，原本散發著靜謐氣息的校園大

門煥然一新；無論是紀念T-Shirt、

愛心留痕貼紙設計徵稿，從豐富而

有創意的作品中都能感受到達人女

孩們對校慶的熱情與期待。「黌宇鼎建，鍾靈毓秀」這一句話為校園

帶來最美的祝福，期許在享受舒適的學習環境中，達人女孩能展現她

們傑出的一面。

◎  撰稿：高二樂 劉艾芸

◎ 高二樂 / 劉德苓

伴隨著喧鬧的歡呼聲，紅色布幕緩緩升起。

台上的表演者們擺出最為帥氣的姿勢。撥弦的聲

音激盪人心，全場的氣氛被撩至最高點，眾人無

不以歡呼來表達心中的激昂。喊叫的歌聲帶領著

人們的呼喊，即使表演結束，仍未停下。

達人熱音社的

成員們在第三十

九屆校慶使出渾

身解數，為自校

表演了一場最為

澎湃的演出。俗

話說：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從練習到預

演，再到彩排，最後到正式演出，他們付出了許

多的時間練習。看著同學日日背著她大把的電吉

他到班上，內心便只有「沉重」這個想法。所有

成員都背負著不凡的使命，只為了向所有人展現

他們最為光輝的一面。

當然，在達人女中舞台上表演的可不只此社

團！熱舞社的成員們以優美的身段隨著節奏起

舞、受到邀請來此與我們一同慶祝的他校，也共

同度過了這美好的時光！

很成功的一次校慶，這一切都可從眾人的笑

顏得知。

親愛的達人女中，生日快樂！

達人女中39週年的校慶園遊會

     暨新教學大樓祝聖禮
   校慶及新大樓祝聖紀事    校慶活動分享篇

▲  上智小學演奏

▲  達友會捐贈校園公共藝術雕像

▲ 校慶典禮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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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誠 / 陳以庭

人生的第一場面試、第一篇論文、第一次的

國際交流，都在國際領袖營中實踐了。種種的

第一次讓我的高一生活充滿了比別人豐富的精

彩。記得，當時面試時那些深度的問題，從第

一關的英文溝通到第二關的時事瞭解，都更加

深了我的智慧，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則是第三

關，當時教授的第一個問題就令我當頭棒喝，

他問：「什麼是國際領袖?」。

國際領袖營的課程和一般上課完全截然不

同，我們討論世界上的各種情況與問題。例

如：婦女人權、庶民經濟和海洋文學......等等，

聽起來很司空見慣的標題，內容卻擁有極大的

學問。而我們這組探討庶民經濟中的社會救助

型貸款，光是微型貸款，就有各種不同的觀點

要深入分析。過程中，讓我們發現台灣應該要

吸取更多強國的優勢條件，以此改善台灣在救

助型貸款方面的缺漏。但這些課程，只是讓我

們對於所選的國際問題有基礎的認知，真正的

實踐則是在國際教育旅行。這場旅程不只是走

馬看花，而是在和日本學生切磋琢磨中，尋覓

不同文化背景學生想法的差異。他們看待事物

的角度、面對問題時的積極、處理生活中平凡

細節的態度，都有許多值得我們效仿學習的地

方，這是我們在課本裡無法親身體驗的。

經歷了一年，我不敢說自己有多大的突破和

改變。教授面試時讓我醍醐灌頂的問題讓我深

思了許久。而後我總結出擔當一位國際領袖所

要具備的首要能力為──語言能力，這不但是

最基本的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條件，由此學習

多國語言才能拓展國際視野，才能參與別人的

討論與提出自己的見解。第二項是最簡單的，

但往往我們都無法達成──守時和守信用。教

育旅行時，早上常常睡過頭而耽誤了集合時

間，一件小事就能讓別人對你改觀，人最基本

的誠信一定要做到、做好，要相信別人前要先

讓別人相信你。

參加國際領袖營，歷程的疲勞轟炸和繁瑣

有時令人厭倦，有時甚至想就此放棄、逃避，

但是一路走來，我從未後悔參加這個營隊。在

領袖營中，我所學習到的能力或許無法立即反

應在學業成績上，但我相信實力是慢慢累積的

「積少成多，積沙成塔」，更重要的是──能

讓自己更進一步邁向成為一位有深度、有態度

的達人女孩。

The first interview of my life, my initial 

academic research paper, and a brand new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pportunity all 

occurred in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Camp. 

All these unique experiences allowed me to 

encounter a completely different and splendid 

sophomore year of high school. Still fresh 

memories in my mind, I remember the detailed 

and profound questions that I was asked. From 

evaluating my English communications skills to 

examining my knowledge on recent issues, I was 

pushed to engage myself in thorough thoughts. 

However, the most memorable question of all 

was when the Professor asked me “What was 

an international leader?”

The courses in the Leadership Camp were 

not at all similar to regular school classes. We 

discussed various global topics and situations, 

including women’s rights, civilian economy, 

and marine related literature masterpieces. 

Titles that seemed to be quite common actually 

had deep knowledge hidden behind. Our team 

was responsible for researching on personal 

loans for the minority in the society. Although 

the loans were small in scale, we had to analyze 

from diverse aspects. During this process, we 

noticed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ed to learn 

and adapt from other powerful nation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aiwan. While 

these courses were informing and served as 

the foundations of our knowledge, the actual 

putting into practice lay within our educational 

trip. In Japan, we did not solely enjoy a 

cook’s tour, but rather had a chance to share 

distinctive points of view with foreign students. 

The perspectives that they hold towards issues, 

the active attitude they have when encountering 

problems, and the ability they possess to solve 

everyday matters were all important lessons we 

needed to learn. All these could not have been 

gained from books.

Throughout the year, I cannot say that I have 

transformed into a new person. Nonetheless, 

the final question that the Professor had 

asked me during the interview has driven me 

to start thinking. As a global leader, the first 

qualification we need to posses is language 

ability. Not only is this a basic tool, but it is 

also the most essential skill. In order to be fully 

understood and able to grasp the meanings of 

others, we should acquire multiple languages. 

The second capability we should own is the 

simplest but hardest to carry out. We must be 

punctual and keep our words. When on our 

educational trip, several members were often 

late. This minor action affected what others 

thought about you. If you wanted the trust of 

others, you should demonstrate that you are 

trustworthy.

Coming across frustrations and sometimes 

just being fed up 

with the camp were unavoidable.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even thought of giving up, yet I did 

not. I do not regret joining this camp. In fact, it 

is from thi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Camp did 

I realize that a person’s ability is accumulated 

throughout experiences and time. And, I, because 

of this training have become a more mature and 

positive Daren girl.

◎ 高二樸 / 黃羽柔

去年高一時真的非常幸運能甄選進入國際

領袖營，在這短短的一年中，學習了很多也成

長了許多，從一開始沒辦法進入狀況，被排山

倒海而來的報告和必須兼顧的課業壓得喘不過

氣，到後來越來越習慣這樣的訓練，不再害怕

發表自己的意見和上台，做起報告也漸漸得心

應手，漸入佳境。

很快的，到了領袖營的尾聲，我們最後的挑

戰－期末小論文發表和出國參訪，寫小論文對

我們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大考驗，每天與論文奮

戰到三更半夜，不過有了老師和教授的細心指

導和協助，順利的完成了的小論文，雖然過程

中真的遇到很多困難，但每一個困境都是美麗

的成長。今年暑假，我有一個特別的機會能和

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前往英法遊學，本來有些猶

豫，從來沒有一個人離家這麼遠過，但我們往

往都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其實踏出去的那一

刻就是準備好的時刻，所以我告訴我自己別再

整理了，帶著家人及大家的祝福出發吧！

我們在英國當地的中學當交換學生三個禮

拜，住在英國寄宿家庭，自己坐公車上學，跟

著他們一起上每一堂課。原本非常緊張，但英

國同學們都非常友善，我也期許能更精進英文

實力，很快的我就和英國同學們打成一片，放

學也會一起去逛街。英國上課的方式相較台灣

比較輕鬆隨興，課程也比較容易，大家也很勇

於表達自己的想法。當然，每個假日都是我們

最期待的時刻，遊學團帶我們玩遍倫敦、劍橋

和肯特郡，在我最喜愛的國家度過了人生中最

美好的三個禮拜。雖然在法國只有短短的四

天，我們每天都去參觀博物館和皇宮，巴黎的

美景盡收眼底，城市的每個角落都美得像一幅

畫。

這將近一個月的英法遊學讓我們不得不在一

夜之間長大，在國外遇到的所有事情都要自己

解決，學習和不同國家與膚色的人相處，在寄

宿家庭也和來自俄羅斯和法國的室友相處的很

愉快，這些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與回憶，

也十分感謝學校辦遊學營，而我也對自己期

許，這趟旅程的結束，並不是終點，而是往下

一個夢想邁進的另一個開始。

I was very glad to join the leadership camp 

in my freshman year, I have learned a lot. At the 

begin , it took some time for me to get used to 

the new environment ,but I got used to those 

training soon and I learned not to be afraid of 

speaking out my own opinion and give a speech 

in front of the crowd ,also doing a report is not 

a hard challenge to me anymore. 

Soon, here comes the end of the leadership 

camp, our last tests -little thesis and study 

abroad trip .Writing little thesis was a great 

challenge. We almost stayed up every night 

to deal with it, but with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attentive assist, we finally 

complete it . Although we ran into many 

difficulties, every hardship we faced helps us 

grow up independently. This summer vacation , 

I had a special chance to have a study abroad 

trip to UK and France with my best friend , I 

was hesitated because we never traveled alone 

so far away , but I told myself : we always think 

we’re not ready ,and let the chance pass by 

, the moment you started is the moment that 

you’re ready ,so stop thinking ,just do it.

We went to the local high school in UK 

,lived in the home stay family ,and took the 

bus to school by ourselves ,also joined every 

class with them .I was very nervous on the first 

day ,but students were very friendly and I did 

improved my English , we easily got alone with 

each other , went shopping after school. In UK, 

they have different thinking about education, 

and the courses were more simple. Without a 

doubt, every weekend is the best time of our 

trip, we traveled around London, Cambridge 

and Canterbury, and enjoyed the best days in 

my favorite country. We also went to France. 

Although we only stayed at France for four 

days, we still had a great time there, we visited 

many museums, the city is just like an amazing 

picture.

During the month we traveled, we learned 

how to rely on ourselves and to be more 

independence. We had to deal with everything by 

ourselves, including getting alone with differen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y , and had a great 

time with our two roommates at the home stat 

family-one of them was from Russia and the 

other one is from France. Those are precious 

and beautiful memories I won’t forget. The 

end of this trip wasn’t the end , it’s another 

start to pursue my dream.   

【雙文化交流團】

達人女中數度與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進行交流，領隊的江凌

老師對學校的新建築頻頻提出讚美，但更令老師讚賞不絕的，

是達人女孩接待外賓的一連串表現。

「現在由記者進行活動現場連線」，班聯會的同學用日文、

西班牙文、英文介紹學校每年的特色活動，接著熱情洋溢的歡

迎舞、活力四射的啦啦隊表演，表現出達人女孩已經準備好要

進行一場兼具知識與文化的豐富交流。

德明政府中學同學分組後，進入高一誠、樸、樂三班進行課

程體驗，在軍訓課認識台灣學生團體紀律的養成；在家政課烹

飪中分享兩國飲食文化的不同；在生命教育課彼此認識，也與

自己對話、探索自我。除了課程體驗，達人的公共藝術導覽員

帶領德明政府中學同學進行校園參訪，從雕塑中體會誠、樸、

樂、毅之精神，以及生命與生涯教育之理念。

綜合座談時江凌老師道出看見幾年來達人女孩不斷的成長，

學校的栽培方式有許多地方值得學習與效仿，特別是達人的教

育以成己達人為初衷，伴隨美感教育的設計理念為學生發展人

格打下真、善、美的根基。而從這次交流活動達人女孩們也更

有自信的展現自我特質，打開拓展國際視野的眼界。

【童軍交流團】

此次的交流活動乃是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童軍團首次至校參

訪，一年兩次的到訪顯示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對於達人女中辦

學理念、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認同與肯定，因此達人女中將

校本特色課程，音樂、視覺藝術及體育課程，融合了童軍所需

具備的精神、態度及技能規劃了三堂課程體驗，另外也安排達

人女童軍團與德明政府中學童軍團進行童軍教育交流，藉由國

旗製作與團康活動交流，讓兩校學生更進一步體驗童軍團諸如

負責、合作、紀律、勇敢等精神。

童軍團交流活動中顯現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學生的專注與沉

穩，也再次展現達人女孩友善與熱情的特質，兩校交流圓滿，

而交流活動的意義更深於看見雙方學校的優點，進而取之提升

辦學品質，也因此我們誠心感謝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的來訪，

並期待下一次的相見。

2014穿梭國際的達人女孩    展翅全球
從國際領袖營起飛

迎向國際 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來訪



中華民國104年1月31日 3第       版

時間悄然流逝，又是嶄新的一年，在2015的開始，讓我們分享喜悅與幸福，一同回顧過去半年的家長會的參與足跡： 九月份時，我們召開本

屆家長代表大會，承蒙各位家長委員的參與，讓家長會事務得以有效運作。在十一月份，我們辦理了親師旅遊活動，帶領全校教職員們參訪了

宜蘭礁溪與金車博物館，雖然當天氣候不佳，但仍然澆不熄師生間良好互動情誼。十二月，正值感恩的時節，我們參與學校39周年的校慶園遊

會活動，義工媽媽們協助了國中部頂樓的聖誕窗彩繪，亦進行親師聖誕報佳音活動，希望撫慰師生們的辛勞，傳遞愛與關懷。

本學期家長會於教職員慶生、親師旅遊、聖誕彩繪窗、聖誕報佳音等活

動的辦理，聯繫彼此的情誼與建立溝通橋樑，期盼給予達人師生溫暖的支

持，亦感謝長年默默支持的校務顧問、家長委員及義工媽媽們，你們無私

的奉獻與信賴是學校有力的後盾，締造達人校園溫馨有愛的文化，讓師生

於學習歷程中有更深刻的體悟與感動，亦希望未來家長們與老師能保持正

向連繫，可為達人園地在家長與老師們細心的耕耘下更顯生機無限。

1. 102.06.10. 臺北市103年國民中學教師「正向管

教」範例甄選，張紫琪老師以「教育無他，唯

『愛』而已」榮獲班級經營類 / 特優。

2. 102.06.10. 臺北市103年國民中學教師「正向管

教」範例甄選，潘蔚雯老師以「親師生：源緣圓」

榮獲個案輔導類 / 優等。

3. 103.07.03. 本校校刊

達青社參加103年度

全 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築字為美─學生校

園刊物競賽」，榮獲

全國高中組校刊報紙

類 / 銅質獎。

4. 103.08.13. 臺北市第15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

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陳詩婕老師以「直接公民」

─公民行動的教與學，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 

優選。詹文維老師以「歷歷」在「幕」的教學─學

生歷史核心能力的涵養」，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

類 / 佳作。

5. 103.09.11. 臺北市第15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

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林淑媛老師以「扶老的學習

資產─服務學習的磐石」，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

類 / 佳作。蔡碧玲老師、莊庭慈老師、黃瑾玲老師

以「英文不疏離─英詩樂劇魔力」，榮獲教育專業

經驗分享類 / 佳作。

6. 王緻君老師、張紫棋老師以「文章解構到寫作建構

─以『鳥』為例探析」，榮獲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 入選。楊雅婷老師以「樂‧動」─音樂創作課程

經驗分享」，榮獲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 入選。

7. 103.11.26. 臺北市103學年度中正盃巧固球錦標賽 / 

國中組 第二名 / 高中組 第二名。

8. 103.12.16. 臺北市103年度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

習績優學校，艾明珠老師以「達德聿修，樂成全

人」，榮獲學校團隊 / 高中職組 特優。林淑媛老師

以「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樂齡陪伴的服務

學習」，榮獲學生團

隊 / 國中組 優等。

9. 103學年度本土語文競賽，國二和周傳雯榮獲國中

原住民朗讀組 阿美族語 / 佳作。

10. 103學年度國語文競賽，高二樂鄭伊雅榮獲南區中

等學校高中組 寫字組 / 第六名。

11. 臺北市103學年度高中學生英文作文暨高國中學生

英文演講比賽，國三愛陳逸欣榮獲國中英語演講 

海外組 / 第四名。

12. 103學年度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國一忠陳怡蓁榮

獲版畫類國中普通科組 東區 / 佳作。國二和翁紹慈

榮獲版畫類國中普通科組 東區 / 佳作。高一誠李若

彤榮獲西畫類高中普通科組 東區 / 佳作。國二和方

宥涵榮獲書法類國中普通科組 東區 / 佳作。國一仁

程琪雅榮獲平面設計類國中普通科組 東區 / 佳作。

國一愛盧昱婷榮獲直笛獨奏國中 東區 / 第一名。

13. 103.12.06. 本校2014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國中女

生組 / 榮獲第一名，高中女子組 / 榮獲第三名。

14. 103.12.20. 本校高一

樂同學參加舊愛新歡

古典詩詞吟唱競賽，

榮獲2014 舊愛新歡

古典詩詞吟唱競賽 / 

全國總決賽冠軍。

歷史是一則未完待續的故事，每一個扉頁都帶給人們多樣

的感觸，有的滿目瘡痍，有的一片祥和，有的放眼望去盡是血

淚，有的是道不盡的人間愉快。而我們有幸生在這一團和樂的

年代，更應記取前車之鑑，力圖更壯力的江山以及美好的未

來，為我們的子孫創造一個繁榮無憂的世代，在歷史上譜寫出

一個色彩斑斕、錦繡祥和的篇章。

一個涼風習習的秋日午後，教官帶領我們到二二八紀念館參

訪，經過了一個下午的研習課程，我感觸良多，彷彿置身了一

場充滿悲情的史劇，然而令我震撼的並不單是悲傷和憤恨，而

是更了解動盪時代的艱難和無奈。所有被時代鐵輪輾壓的人們

啊！天地會為你哀悼，但悲劇已然成為事實，難道你還要將自

己囿禁在那無止盡的哀淒和怨恨中嗎？

歷史的傷痕已然劃下，問天地向誰傾訴，歷史從沒有是與

非，是那烽火連年、砲聲隆隆的歲月，還是點燃二二八的香

煙？

我的祖父籍貫安徽，在民國三十八年跟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

灣，我的祖母是一個最傳統的客家人，而我的外祖父都是正統

的台灣人，只因為我的祖籍在安徽，在這片土地上，有的時候

我竟感到無助，不知何去何從。身為這歷史傷痕的第三代，我

們所需探討的不再是對與錯，也不存在任何切割的問題。如果

永遠的撫摸自己的傷口，向那逝去的大時代喊冤，不但無法走

出歷史的血痕，亦將終日活在仇恨的陰影和悲慘的從前，永遠

不得救贖，無法從痛苦中解脫。

到了今日，輪到了我們來譜寫台灣歷史的篇章，我們應該學

習在驚濤駭浪的世界洪流中共存共榮，攜手共進，在濛濛的光

陰隧道中，緬懷先人的步步足跡，並記取教訓。我們的祖先，

他們是我們的魂和根，只要還記得他們，我們就不會忘記自己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秉持著一顆最年輕純潔的心，向未來啟航，拾起人性的溫存

和對國家的熱愛，心中的小小希望才能點亮那廣大的世界。走

出傷痛，讓幸福不再單薄。用我們的堅毅和努力，繪畫出一幅

盛世畫卷，我們毋須

遺忘歷史傷痕，也不

必一再提起二二八，

因為它有著太濃厚的

政治色彩，卻缺少了

太多的民族博愛！

達人家長會103學年各項活動

103.08.29 舉行8.9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3.09.19 召開家長代表大會

103.10.03 召開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

103.10.21 舉行10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3.10-12 捐助「家長委員會基金」

103.11.07 邀請家長委員參與「高三學生成人禮」

103.11.15 舉行親師旅遊-宜蘭一日遊

103.12.01 舉行11.12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3.12.06 邀請家長委員參與「校慶活動暨仁愛園遊會」

103.12.12 邀請義工媽媽彩繪聖誕玻璃窗

103.12.24 辦理「聖誕報佳音活動」

104.01.23 辦理1.2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4.01.28 舉行高三學生包粽活動

104.03   辦理3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4.03.06 召開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

104.03.13 辦理國一快樂家長日

104.03-04 支援大學推甄模擬口試

104.04   辦理4.5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4.04.10 辦理高一、二快樂家長日

104.05.08 舉行國三學生包粽活動

104.05.22 辦理國二快樂家長日

104.06   辦理6.7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4.06.05 參加畢業典禮（下午）

               / 舉辦謝師宴（晚上）

▲ 11月親師旅遊─-宜蘭一日行 ▲ 10月常務委員會議 ▲ 9月唐會長主持家長代表大會

▲ 12月校慶活動─家長會表演

▲ 12月義工媽媽─聖誕彩繪窗

▲ 8-12月教職員慶生

達 人 榮譽榜 參觀228紀念館心得
◎ 2樸 / 汪九如

達
人
家
長
會

讚！▲ 12月聖誕報佳音活動

▲ 達青社獲獎

▲ 服務學習特優

▲ 詩歌朗誦

▲ 頒獎學生服務學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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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達人校友會在莊雅媛學姊、

王忠儀學姊及田靜怡學姊合作

下，順利在103年6月28日舉辦

校友感恩餐會，邀請畢業學姊及

退休教職員及修女們參加，活動

中大家享用懷念已久的午餐，氣氛

相當融洽，我們相約在104年6月28日

舉辦校友餐會，期待大家一起回達人看看許

久不見的師長及朋友們。

11月份成人禮時，雅媛學姊代表校友會上台恭讀聖經，以

格林多人前書第十三章，勉勵學妹要長大了，就要學習信望愛

的精神。12月份校慶也一起來學校參加祝福禮。在聖誕節前夕

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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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雅媛學姊、忠儀學姊及

靜怡學姊及這一年來的投入與付出。未來104年度校友會會長由

國中第一屆應瑾學姊擔任會長。

◎ 林舒平

今年的玫瑰祈福禮請到丁曉雯學姐

來與我們分享她的音樂生命，體悟與

經驗。開場時高中學姐首先為我們帶

來一連串表演，用活潑有趣的戲劇方

式來解說曉雯學姐的作品，結合達人

女中的演變，充分引起學生的興趣。

之後便是曉雯學姐帶來的演講：她

從小便與音樂為伍，而她也漸漸聽到

她的心裡有一股聲音告訴她，將音樂

的喜愛結合於工作之中。也許如今的

我們仍徬徨迷惘而不明白該向何處前

行，但只要靜下心來，不要忽略心裡

的那股聲音，我們也能使自己的生命

發光發熱，她的演講撥開我眼前的迷

霧，給了我極大的鼓舞。

結束後，我們每個人都收到一個玫

瑰蠟燭，這個祝福彷彿為我們點明道

路方向，充實而美麗。

-------------------------------------------------

◎ 邱渝婷

我認為開場的表演非常有意思，讓

我們瞭解從達人女中一開始創校的艱

辛到如今美麗的新校舍，以歷屆制服

的演化，達人的演變過程還加上丁曉

雯學姐的創作歌曲，兩者結合在一起

非常有趣，讓我們對學校及曉雯學姐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曉雯學姐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聽她的

演講非常有說服力，學姐在課業上的

表現十分傑出，對於音樂的熱忱更是

篤定，很佩服學姐可以兼顧興趣及課

業，最後學姐嘗試後空翻的影片更是

激勵人心，都半百了還有那般勇氣挑

戰自己，在生命中往前邁進一步。

玫瑰蠟燭象徵學校給我們的祝福，

希望每個達人女孩都能如同學姐找到

自己未來的目標，努力不懈地追求自

己所愛，並活出生命的色彩。成己達

人對社會有所貢獻。

-------------------------------------------------

◎ 張馨

學姐從一開始因為自己的外表，而

無法順利的走向舞台，成為歌手，但

是她並沒有因為這樣而自暴自棄，反

而是尋找另一個自己的優勢，成就一

個令人羨慕的身份，以前我遇到困難

總是很生氣的怪東怪西，但是聽完演

講，我發現學姐很願意接受外界給自

己的挑戰，所以我也應該面對問題並

嘗試用最好的方式解決，而不是抱怨

這個抱怨那個，我相信我只要保持著

這個精神，或許我不會像曉雯學姐那

樣傑出，但是我一定會達到自己的目

標，成就更高的自己。

-------------------------------------------------

◎ 陳品薇

最大的收穫是，征服了自己的恐

懼，演唱會中表演的後空翻，是學姊

在一小時內學會的，她說她要的不是

別人的讚賞，她只是去嘗試盡力去做

自己想完成的事，在練習的過程中，

她克服了自己的恐懼練成了後空翻，

這給我很大的啟發，因為在生活中常

常會遇到各種困難，而這個困難如果

不解決，它就會變成一個妳畏懼的東

西，而自己也會開始逃避，所以就不

敢再嘗試，這樣就會讓自己每遇到困

難，都會先說自己不會。以後我再遇

到困難，要先努力嘗試後才能說話。

-------------------------------------------------

◎ 陳亮瑜

學姐說：「永遠不要在妳自己還

沒有做難事之前，就告訴自己『不可

能』」，這句話點醒了我，我的數學

不好，總是在考試前告訴自己：「我

這一次一定又考得很爛」但是我根本

連試著去好好讀數學這個科目都還

沒，怎麼能說不能呢？

希望在求學過程中，發展出自己

的獨特性，找出自己的興趣，就算以

後出了社會不想要走自己喜歡的這條

路，但是至少還比別人多出一樣興趣

來，且造就了自己的獨特性！

-------------------------------------------------

◎ 陳品含

學姐說：現在的我是過去的點點

滴滴累積起來的，如果不是，我也不

知道我是誰，我在做什麼。那我現在

正在累積什麼呢？我沒有什麼興趣，

也沒什麼專長，但是我可以從現在開

始努力，沒有什麼是不可能，只要妳

願意去做。今天這場演講令我受益良

多，也使我釐清很多迷惑。

-------------------------------------------------

◎ 曹晰雅

學姐的演講不同於別人，感覺特

別有趣，她不時唱些歌，引起大家的

興趣，她的音樂生命真的很豐富，雖

然一開始從助理做起，現在已是華人

界知名的音樂製作人了，她的演說扣

人心弦，完全無法把注意力轉移。她

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裡，知道

自己想要做什麼，把握時間、勇往直

前，她現在有4百多首創造的歌曲，

卻完全不驕傲。希望我也能和他一樣

找到自己的位置，發揚達人「更」的

精神。

-------------------------------------------------

◎ 黃詩媛

學姐說讀書是自己的本份，因為那

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別人或老師。

我覺得她說的很好，讀書是自己的，

是為了自己的未來而奠下基礎。她還

分享了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話，她說

除了讀書之外，還要培養其它的興趣

或技能，讓自己擁有獨特性，在眾人

間脫穎而出，這讓我明白獨特性是很

重要的，它代表了自己的獨一無二，

也是自己肯定自己的方法。

-------------------------------------------------

◎ 黃心辰

今年來分享的丁曉雯學姐，說她

的音樂成就跟她的學習歷程有很大的

關係，因此一個人的成功並不是一兩

天就能成就的，而是需要堅持和不間

斷的努力，當年她以歌手的身份，轉

而退居幕後，這是一個需要充分的自

知和勇氣才能辦到。剛轉行時，她從

當別人的助手開始做起，長時間工作

的辛勞，她的身體終於受不了，需要

停下來調養，然而她沒有因此放棄，

繼續朝她的目標前進，經歷了這些過

程，才有了她今日的成就，因此我們

不能因為一點點小挫折就難過半天，

甚至輕言放棄，要想辦法面對眼前的

困難並突破它，適當的給自己一些壓

力，逼迫自己去從事某些事情，不要

白白浪費時間，希望自己也能成為一

個能善用時間，使生命充滿色彩的

人。

-------------------------------------------------

◎ 陳伊柔

從來沒想過丁曉雯是達人的學姐，

也衷心覺得達人這所學校培養出來的

學生是大有可為的。她說原本沒有想

過自己將來會一頭栽進音樂這方面，

而且一栽就是三十年，只要妳堅持夠

久，妳就能獲得一些事情。在整個音

樂生涯，她不斷精進自己，雖然年紀

已經半百，但她會回顧之前所做的

事，也還會想未來我該成為什麼樣的

人，她會一直去思考、嘗試。為了一

個極短暫的後空翻，冒著受傷的風險

去練習，過程中必然的失敗害怕，卡

在一個一直無法跨越的點，但她努力

克服。讓我們看到她的承受力極大。

還替自己辦了一個個人演唱會，算是

給現階段的自己一個肯定和紀念。

她的歌詞感動數萬人，溫暖了各

種層面的人，她會一直堅持走音樂這

條路，這是天命，也是自己這輩子致

力要去做的本命，因為還有許多歌手

需要她去保護、維護智慧財產權。她

的想法簡單，但卻影響了許多人的思

想。

-------------------------------------------------

◎ 高唯妤

學姐把自己的興趣發展成職業，甚

至變成聽眾們心中的事業、夢想和生

活，這應該算是我們達人強調的「成

己達人」的精神典範吧！把自己的精

神想法藉由音樂傳達給大家，讓大家

瞭解後，以更多的方式傳送給更多

人，用改變自己來改變世界，有這樣

一個學姐我很開心，她不單只是我們

的學姐，也是值得我們仿效的對象。

-------------------------------------------------

◎ 余若安

今年很榮幸能聽到學姐的分享，她

不只是一個音樂人，更是一個生命的

體悟者，她將生活的經驗與生命的領

悟寫入歌曲，其中不乏許多膾炙人口

的作品，寫出了許多人的心聲。典禮

中放了兩首「曉雯學姐的作品：我們

的歌和簡單的幸福」，都令我動心，

歌詞不華麗，但卻唱出了一種感動，

無法用言語說明，但就是搭起了共鳴

的橋樑，希望我也能在人生的道路上

找到自己的定位，好好珍惜並享受每

一個當下，寫出一首屬於自己的生命

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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