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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歲末年終的時刻，在這個學期裡，

我們經歷了史上極具挑戰的校務評鑑，也歡度

四十周年校慶。回顧過去，學校在前人的播種

及歷任修女、師長們的持續澆灌裡，不斷地努

力、成長。40年，能讓甫出身的孩子由呱呱落

地、走過羞澀的青春邁入成熟不惑；40年，能

引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入曠野，進入預許的生命

福地；40年，達人女中傳承會祖的教育理念，

且在天父每日恩典的引領護佑中，因著眾多恩

人與師長們的共同努力，蛻變為今日的達人。

民國65年，本校由再興中學女生部獨立並

更名為「達人女中」，定調本校「成己達人」

的教育理念。這理念源自會祖甘第達修女的全

人關懷：深信全人的發展從「成己」出發、在

朝向「達人」的旅程上成熟滿全；而這生命成

全的旅途，奠定於健康的「自尊」、以「傑

出」與「慈憫」為雙翼，在「投身」中獲得實

現。學校文化的改變與價值的內化從不是容易

的事，會祖甘第達修女的辦學理想能在達人落

實，是許多人戮力辛勤、點滴耕耘，不計毀譽

的付出才有的成果，為此，我們深感欣喜、由

衷感恩。

校園文化的體現，不僅在課程中透過師生互

動傳遞，營造浸潤式的生命校園更是本校努力

的目標。民國91年起，成璞館、厄瑪奴爾廣

場陸續興建完成，103年度，圖書館、新教學

大樓與生命教育步道也依序落成。感謝修會團

體、家長會與建築師團隊的大力支持幫助，我

們喜見今日的達人校園，從軟體到硬體、由教

學內涵到環境營造，面面俱到成為助人成長、

建設心靈的園地。

面對地球公民意識的崛起以及全球競爭的挑

戰，我們看見在今日社會中「達人」的願景必

須擴展邁向國際，為此，本校舉辦國際領袖營

以拓展學生全球視野；推動國際志工服務團隊

在孟加拉、柬埔寨、菲律賓與越南等地留下學

生們愛與分享的足跡。走向全球的同時我們也

願深耕在地，故在40年的今日，推動食農教

育，期許學生能心懷對人與土地的慈憫，激發

對信念對夢想投身的勇氣。

40年，數不盡的欣喜與感恩。前人的愛澆

灌了今日的達人，祈願今日的

達人，能攜帶這豐沛的奇異恩

典，傳愛寰宇！

本校40週年校慶，以「奇異恩典‧傳愛寰

宇」為主題並展開系列活動，今年為了熱絡校

慶氛圍，有了新的發想，以「美學欣賞」與

「食農教育」為設計軸心，從活動策劃到校園

布置等，充滿著美的讚嘆及對大地的環保愛。

在家長會協助下，邀請藝術家提供作品展

出，含AKIBO李明道先生的作品－他藉由多媒

體科技、互動式的電子裝置，發展出充滿童心

想像與科技感的機器人家族，（三頭六臂、台

北尋寶隊、機器人去潛水等作品）。與蔡潔莘

女士的作品－她感受到在城市生活的人們，總

會因為快速的步調而忽略身邊不經意的美好事

物，因此創造了造型奇幻卻又充滿生命力的動

物們，大家可將工作、瑣事暫時擱一邊，悠遊

自在地感受生命中最原始單純的美好，（抱抱

地球及多件可愛動物）。她以紙漿製作來響應

環保，將裝置藝術融入校園更見童趣，此外也

邀請前述兩位藝術家現身說法為學生講解展出

作品意涵；讓我們有進一步的瞭解，不僅是一

場美的饗宴，更帶來許多啟發，在未來，達人

女孩也能發揮創意運用自己的專長，走出一條

屬於自己的路。

同時禮聘被譽為「台灣與國際繪本界的推手

─郝廣才先生」以「今天－改變世界的密碼」

講題與學生互動，以豐富經驗帶領我們跨越時

空的藩籬，回到歷史的開端，看見人性的光明

與黑暗、智慧和愚蠢、勇敢和懦弱，看見比故

事更動人的真實人生，找到迎向世界的勇氣和

力量，每一天，都是嶄新的發現；每一天，都

是改變世界的一天，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學校於12月5日（六）上午9時舉行慶祝典

禮，接著有仁愛園遊會，校內外社團展演、跳

蚤市場等，熱絡的氣氛吸引多人進校同樂，此

次為推廣「食農教育」特邀請義工媽媽以當季

在地的蔬果布置典禮會場及室外思維展區的40

周年校慶圖騰，在家長們通力合作下巧思的佈

置獲得許多讚許，及邀請新鮮食材的山川市集

有機蔬菜設攤，同時宣導食育課題的「綠色飲

食文化」與「地產地銷」等，達到支持小農與

環境正義的實質意義，讓活動更加豐富及多

元。

本次校慶仁愛園遊會各班展現創意，且全

心投入，在導師鼓勵下班級踴躍捐出所得，盈

餘捐獻給弱勢團體，希冀透過校慶系列活動，

學生親身參與，並在溫馨友愛的氣氛中凝聚班

級團結及涵養學生愛人與樂於付出的精神，為

校慶增添無限暖意，展現「慷慨」、「愛人如

己」不求回報的慈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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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馨 ★ 與日本大阪賢明學院和新加坡德明政

府中學的交流

學校向來重視國際交流活動，希望我們透過校際之間的相互參

訪，拓展國際的思維，而我也十分有幸能多次參與其中。

我們與大阪賢明學院的交流是從去年領袖營參訪日本拉開了序

幕，他們當時熱情的招待和令人嘆為觀止的禮貌讓人印象深刻，

到了冬天則換我們一盡地主之誼。為了他們的來訪，全校師生費

盡心思準備了各項精彩的表演、設計各式不同的課程，來讓遠自

東瀛的客人能夠擁有深入的體驗，於是每天放學時間，總能看見

班聯會成員們辛苦的排演戲劇、練習舞蹈，而公共藝術導覽員們

也一遍遍地練習手中不同語言的介紹稿。雖然辛苦，但當看見他

們欣賞演出時驚豔的表情、聽著藝術品解說時認真的面容，這大

半月來的努力沒有白費。尤其看著他們和學妹們熱切的互動，及

步出五餅二魚校門時依依不捨的樣子，相信這次的交流經驗對他

們亦是難以忘懷的。

而緊接來訪的新加

坡德明政府中學，已

可以說是我們的老朋

友了，還記得去年家

政課是與他們一起學

做炒飯，聊著二地不

同的文化，今年即使

又換了一批不同的面

孔，不變的是略帶嚴

肅的神情，總令人感到高深莫測。我們在資訊課時和他們有了交

流的機會。和我的第一印象如出一轍，我們這組的女生，有些恬

靜內斂、不愛說話，但當你問到她感興趣的問題，就話匣子大

開，更主動和我們談論新加坡與台灣教育的不同，新加坡的制度

是以選課為主，不過你所擁有的選項卻是由你的學期成績來決

定，這讓我不禁思考，機會是自己所能掌握的，不努力達到標

準，便可能錯失研習的機會，雖和我們的制度截然不同，但壓力

更不在話下。而新加坡的日常溝通語言是以英語為主，在家和親

友溝通也一律以英文為主，而華語大多在學校學習，所以相較之

下有些人說得不太流利，而和我們唯一相同的是，論語、孟子等

文學經典也是必學的項目。聽了他們這麼多和我們的課程差異和

文化習慣後，我認為新加坡能培養出許多一流的人才，就是來自

於從小多元的薰陶，紮實的訓練，想想他們的成就，背後需要付

出多少努力才能達成，那麼身在台灣的我們，不也該離開自己的

舒適圈，胼手胝足開創夢想的藍圖嗎？

透過這一次的交流，除了讓我開闊了視野，間接體會了文化的

差異，也讓我有所警惕，這是個競爭激烈的全球化世代，我們唯

有時時精進自己，儲備應有的能力，方能在這競爭重重的環境中

披荊斬棘，為自己、為台灣打一場漂亮的勝仗。

蕭辰熹 ★ 與日本大阪賢明學院和日本松德學院

的交流

達人女中很幸運的能與日本學校交流，這也使我原本就多采多

姿的國中生涯錦上添花，更加精采；很榮幸我們在國二這一年，

接待了兩間來自日本學校的學生，分別是日本賢明學校與日本松

德學校，我們全班都好期待貴賓們的蒞臨，而日本學生們給我們

的溫暖笑容和友善的態度，就是我們最好的回饋了。

第一間日本賢明學校的學生跟我們度過了包括輔導課和美術

課兩節課的時間；在輔導課裡，輔導老師用他流利的英文請我們

寫下最想感謝的人，雖然我們一開始還不熟悉彼此，不過我們一

會兒比手畫腳，一會兒傻笑，就這樣我們開心地度過了跟日本朋

友一起上的第一節課。緊接在後的是美術課，這節課老師請我們

畫日本朋友的臉龐再請他選出他最喜歡的圖片做成徽章，雖然他

沒有選到我畫的，但是我們大家都很高興地幫他完成了一枚的徽

章，他也將所有的圖片都帶回日本。當他們準備離開時，大家都

好依依不捨，爭先恐後的搶著跟他們拍照，留下這美好的記憶。

正當這令人難忘的回憶點滴在心頭時，我們得知另一個好消

息，另一間日本學校──松德學校也即將來訪。有了之前的好印

象，這回我們知道要把握跟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同樣的，他們跟

我們度過了兩節課，第一節課是英文課，介紹台北的名勝景點；

我們這組決定介紹台北的地標101，花了半天的時間實際參訪

101，又與大家坐下來仔細製作簡報，我們發現雖然我們是土生

土長的台灣人，但卻很少去各個景點參訪，更不知道景點背後的

故事，藉著這個機會，也讓我們了解了台北之美，相信經過每組

的簡報後，松德的日本朋友們一定對台北有更深入的了解，而我

自己也彷彿當了一節觀光客，台北的美好，盡收眼底；第二節課

是理化課，適逢聖誕節，理化老師自編歌曲，請我們用聖誕歌曲

唱出元素週期表，日本朋友也跟著我們一起拍手，度過這歡樂的

聖誕佳節。

經過了這兩次的日本學校交流，不僅讓我們開心

學習也很有成就感，更讓我看到了日本學生對每件

事情的認真態度以及積極的參與度，還讓我領悟到微

笑的力量以及學習英語的重要性。或許你現在還在懷

疑為什麼要學英語，但你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需要

它？

沈岱璇 ★ 擔任公共藝術導覽員的心得

現代人們總說「放眼國際，展望未來」，在這個全球化的世

代，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我們除了要關懷本土的發展，學習精

進自己之外，更要學習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積極與世界進

步的列車接軌。

雖然我是一個見聞短淺的井底之蛙，但感謝學校這學期舉辦

的國際交流活動，很榮幸有機會讓我擔任公共藝術導覽員，藉此

認識了來自日本、新加坡的學生，也使我有了接觸不同文化的體

驗。

第一次遇到日本學生時，每個人在我眼裡彷彿是一尊瓷做的

娃娃，也許害羞幫他們的臉上打了一層蠟，不過散發出的氣質依

然閃閃動人。當我在介紹藝術品時，他們認真的表情真是令我

佩服，即使他們對英語似乎並不擅長，但還是很有耐心的聽我解

說，當我停止講解的時候，他們總有一種聽到下課鐘聲的感覺，

開始和彼此討論。有些小男生還會邊講邊加上動作，可愛俏皮的

行為彷彿日本影集上的小孩一般，雖然我看不懂也聽不懂他們在

說什麼，但眼前原本冷冷的瓷器娃娃突然像被轉動了發條，開始

變得活躍，溫馨的氣氛油然而生，我彷彿看了一齣日本風的小短

劇，撇開語文障礙，我看見他們的內在其實和我一樣，是充滿好

奇與熱情的泥娃娃，不同的藝術品，給他們不一樣的感覺，我最

喜歡和他們介紹「詠春」，這顆逗趣的少女頭，博取了不少日本

人的喜愛，每當他們一看見「詠春」的時候，雙眼和笑容都亮了

起來，也許不需要我的解說，從他們充滿想像力的眼神，我看見

幾百萬個想像運行在一片創意的星空，即使是有些比較嚴肅安靜

的隊伍，也都會露出天真的微笑，如此簡單又純真的小滿足，總

能渲染整個B1閱覽室，也許外面的天氣灰濛濛的，裡面的氣氛

卻是暖洋洋的，而這些笑容無形間淡化了我們之間的隔閡，使我

們不再有距離感。

過去的我總以為日本人都是極度內向、害羞又沉默，還會怕我

沒辦法讓他們開心，但經過這幾次的導覽後，發現這些可愛的日

本小孩每個都像親民的小偶像，能同時保有他們的氣質，不失禮

貌卻又有種親切感，顛覆了我的想像，即使短短的幾分鐘導覽，

卻在我心中留下了大大的感動，深深的讓我體會到來自寒冷的東

北亞純真又不凡的溫馨。

除此之外和新加坡

學生的交流更是令我

難忘，很幸運我有接

待他們的機會，並且

和他們共同上了一節

課，對我來說實在是

很大的一個挑戰。

初次見面的我們，

為了不讓來自新加坡

同學感到不自在，我盡可能的和她聊天，沒想到我眼前的新加坡

女孩始終一副高冷的姿態，上資訊課時我更是怕她覺得無聊，使

出渾身解數的和她搭話，在談話中我感受到隱隱約約她被功課追

著的壓力，那裡是競爭力比台灣更激烈百倍的新加坡，她的眼神

散發出既疲倦卻又彷彿自傲的神情，當她告訴我她的理想和志願

時，我很驚訝此時坐在我身旁這位戴著黑框眼鏡的女孩，明明

和我年紀差不多，升學壓力卻比我們重，相形之下覺得自己格

外渺小，被她如此剌激，也激發起我向上學習的心，「想要跟上

世界進步的腳步」，真的不能只是用來嘴上說說，與她相處的資

訊課，我彷彿從她這台人體電腦看見了新加坡的生活、他們的學

校及他們的制度，我想我學到的不只是老師講述的內容，更看見

了另一個世界，原本心中的擔心在熟識之後瓦解了，一場兩校學

生的交流之後，串聯了各種學生之間的聯絡，彼此間的切磋，互

相贈與一台望遠鏡，放眼彼此不同的世界，進步及成長便在此扎

根，我們突破了對對方的成見，在這不凡的日子，我們學到的知

識是無可限量的，未來我們將跨越國界，肩並著肩，為了更美好

的未來共同邁進。

劉芃忻、黃語莛 ★ 我們是Homestay接待家庭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只是語言上的不同，文化的差異也是

各國的特色之一。這一次，學校邀請到松德學院來與我們交流。

交流是人與人培養感情的好方法，交流活動就有如我們外面的一

座橋梁，在活動中，我們不但可以學習到其他國家的文化，也可

以學習如何介紹自己的國家。

在學校知道松德學院要來交流的這消息時，大家都十分的期

待，更何況我們是如此幸運被選為homestay的接待家庭，心情真

是感到既緊張又興奮。在學校和日本同學一起相處的過程中，發

現他們和我們不同的地方並不多，只有語言上的不同，但語言就

夠讓我們不敢踏出這交朋友的第一步了。不過，隨著時間飛逝，

這樣的情況卻開始變得不同，因為有同學們熱心的幫忙，老師們

大力的協助，在接待前就讓我們敢於開口，踏出交流的第一步。

溝通中雖然不是每次都能很順暢，但多虧學校平時就有訓練我們

英語會話能力，讓我們在交流時大部分都可以輕鬆應對。

在我將homestay的同學帶出戶外，在台北遊覽前，我和父母做

了一連串的計畫表，不僅讓我做表格的能力增加許多，也連帶讓

我認識了很多台北的不同層面。自己逛台北的時候，從來不在乎

台北究竟有什麼趣事，但因為這個homestay活動，我認真地如同

導遊一般將台北的事物都記了起來，不僅要記住這些事物，我還

需要將這些轉成簡單的英文會話，過程中讓我的英文能力增進不

少。

經過了這次寄宿家庭的經驗後，不僅我的英文能力變好，也讓

我認識了很多不同的台北，更讓我得到了能自己處理許多事情的

能力，如果沒有這個活動，我可能和其他人一樣，只執著眼前的

英文單字，而不是未來的英語會話吧！如果之後仍有這類活動舉

行，我相信我一定能毫不猶豫舉手參加，因為在這個活動中，我

才發現自己原來成長了這麼多。

李昭昀 ★ 擔任司儀迎外賓/公共藝術導覽心得

這學期有許多重要的活動，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當然還是這學

期的國際交流。這學期總共有四次的國際交流，包含日本、新加

坡與韓國。

以前在國中部的時候並沒有很關注國際交流這件事，一直到

高中才真正接觸到與達人女中友校的學生。在我參與的這幾次國

際交流中，不管是以司儀、班聯會成員或是公共藝術導覽員的角

色，我都學到了很多，也擴展我的國際視野，對我來說是一個全

新的體驗。雖然這一學期因為有多次的國際交流而非常忙碌，但

是忙碌中卻獲得滿滿收穫，活動圓滿結束後的成就感似乎也讓疲

勞煙消雲散。

第一所來的學校是日本賢明學院。其實我對這所學校有著熟

悉的感覺，之前領袖營在暑假出國去日本教育旅行的時候，我

們去參訪的其中一間學校就是賢明學院。而這次的角色互換，由

我們接待他們。這次他們來了將近一百個學生，聲勢浩大，也是

我第一次以司儀的身分迎接外賓，這讓我不禁有點緊張。但令我

感到驚喜的是，我看到了當初領袖營去賢明時接待我們的那一班

的學生，真的是很有緣份。迎接典禮順利結束後，我繼續擔任公

共藝術導覽員，負責講解「群」，之中最讓我緊張的是要用英文

解說，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全程要使用英文講解，很怕突然忘詞或

是講錯。過程中忽然有人拍我肩，原來是之前在賢明跟我一組做

章魚燒的學生，我也很驚喜的跟他們打招呼。很高興他們還記得

我，也因為這份「驚喜」，讓我也更有信心去應對之後的交流活

動。

第二所學校是達人很熟悉的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這次的班聯

會是一對一接待，我接待的是一位又高又瘦的男生，剛開始還有

點尷尬，因為不知道要聊些甚麼，但是之後的破冰遊戲讓我們漸

漸打開話匣子，慢慢了解彼此。隨後他們體驗隨班上課，課程中

我跟同桌的新加坡學生聊天，了解他們學業上的狀況，發現其實

跟台灣沒有差很多。中午吃完飯後，就是交換禮物和分享心得的

時間了。我買了一個實用的馬克杯，對方則給我象徵新加坡的魚

尾獅的吊飾。雖然只相處了一段時間，但我卻深深記得跟新加坡

的同學們度過的美好時光。

第三所是兩年來一次的日本松德學院，最特別的是他們有寄宿

體驗，他們在交流歡迎會上的表演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有震撼

人心的空手道和可愛又逗趣的舞蹈表演。雖然這次和松德交流的

時間比較短暫，但是我也看到了他們活潑又可愛的一面。經歷了

前兩次公共藝術導覽後，我終於能夠有自信的向外國人講解，並

完整表達我要傳達的訊息。每一次的國際交流，不僅讓我學到如

何和國外的學生溝通，更使我拓展更開闊的視野，使我向國際化

邁進。

飛
越立足台灣 本校多次透過國際交流，建立與各國學校之良好互動。在多次學習的互動過

程中，學生得以拓展個人之國際視野，增進跨文化之理解，並且能在異國文

化之激盪下，發揮更多創意與巧思。也期許學生能夠藉由豐富的交流活動，

精進本校國際教育推展之內涵與成效，厚實學生國際競爭力與發展性。國際



＊ 2誠 / 李采潔 ＊

這次很高興能到越南當國際志工，因為剛

段考完，所以還沒有感覺，但一出機場，一大

堆人都在外面就像接機一樣，之後我們上了

車，在車上吃了清淡的晚餐，到那邊已經是十

點多，拖著疲累的身體躺在剛鋪的地板上，閉

上眼很快就睡著了。隔天早上我們搭著小貨車

在很顛簸的小路上前行，路上有尖叫聲同時也

有蟲鳴鳥叫聲，才到目的地我就聽到要去挖牛

糞，想必大家內心都千百個不願意吧！教授還

把乾的大便放在手上叫大家過去聞，之後我們

到牛舍裡面挖他們堆得像小山一樣高的糞便，

我們挖都要挖乾的，協助搬到施肥的地方後，

隨即就去吃飯了，當地幼童也一個個接著來，

就開始進行下午的志工活動，我們在圖書館裡

教英文，因為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所以會有些

緊張，但是他們的眼神給予我很大肯定，於是

我也認真的開始教導英文。之後又教他們唱英

文歌，首先教他們最簡單的ABC，沒想到他們

超會唱，不知不覺天色漸漸暗了我們才分開，

少了他們的笑聲在車上就顯得格外的冷清。

隔天早上我們去神父的朋友家，在一片片

綠油油的田地包圍的地方，我們走了一大圈沒

有人群，只有成群的小鴨游走在田間，還有一

株株低下頭的稻米，似乎害羞的歡迎我們的到

來。在那裡我們享用他們特別為我們做的飯，

真的很好吃，聽說他們為我們準備的是跟他們

過年一樣的菜餚，當下真的覺得很幸福，我們

大家幾乎都把桌上的飯菜吃光。之後我們搭著

車依依不捨的跟他們說再見。隔天六點，我們

大夥搭車去神父蓋的家，一到那邊同行的教授

帶我們去施肥，協助神父做園藝讓他們都能吃

到蔬菜和水果，我跟同伴則是去砍竹子，剛

開始我們都不知能幫什麼忙，都是他們從樹上

砍，之後我們把竹子的節處砍掉搬運竹子，並

在每個竹節處挖一片把它敲開，由於我們不是

當地人所以不大會用，此時，就有幾個小朋友

自告奮勇的來幫助我們，速度真的超級快的。

做完時已經是中午了，我們用完餐就跟小朋友

一起玩，辦了運動會，讓小朋友們都玩得不亦

樂乎，他們皆露出最燦爛的笑容，當下真的

覺得很幸福，大家也因此變得更加熟悉。之

後我們去拜訪小朋友的家，並送物資給他們，

一家家拜訪才知道他們的家有些很遠甚至要

爬山，辛辛苦苦來上學，但他們都不會抱怨。

我才知道原來自己有多麼的幸福。時間在相處

中消逝，我們漸漸意識到不能再跟小朋友繼續

玩了，心情變得非常低落，小朋友似乎還不知

道，對我們露出傻里傻氣的笑容，此時心都融

化了。和小朋友玩很多很多的遊戲，沒有電子

產品的日子原來也能那麼的有趣。這趟越南生

活體驗真的使我收獲很多，明年我一定會再去

的。

＊ 1樸 / 黃卓晴 ＊

我覺得這次的志工體驗讓我學到了很多知識

和當地的文化，更讓我體驗到當地的人過的生

活，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戰等著我們，像是挖牛

糞，剛開始大家都不太接受，但後來大家就都

適應了，越挖越勤奮，似乎忘了那臭味。但讓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和小朋友玩的時候，第一次

和那裡的小朋友玩耍時，感覺彼此很陌生，也

因為語言不通所以不知道要如何相處，但到第

二次與他們玩時，我們就和他們很熟了，就算

語言不通，用比手劃腳的方式也可以和他們溝

通，另外我覺得他們的體力真的超好，問他們

要不要休息他們都說不用，儘管和他們玩的很

累，但真的很開心，後來到小朋友的家送物資

時，看到有些小朋友的家條件不是很好，心中

就覺得很心酸，到了晚上他們要回家時，想到

要和他們離別就感到很捨不得，很想繼續和那

些小朋友們玩。這五天雖然很疲倦，但卻覺得

十分充實，而且看到當地人的生活讓我覺得他

們真的很辛苦，生活條件和台灣差很多，卻比

我們都還要勤奮、還要樂觀，我們的生活真的

是非常幸福了，卻還是不斷的抱怨，經過這次

的國際志工讓我成長了很多，我們應該時時刻

刻為那些貧窮的國家著想、幫助他們，也要好

好珍惜現在的生活。

＊ 1樸 / 曹淇 ＊

這次行前我本身就十分期待，因為這是我第

一次和同學、朋友們一起出

國，第一次參加國際志工，還

有第一次撿牛糞做農作……。

許多在台灣沒能遇過特別的第

一次都在此趟旅行中發生，而

越南這個國家在我從小的認知就是一個非常髒

亂貧窮的地方，然而此先入為主的觀念因這次

的旅行而有大大的改變，其實越南的街道十分

乾淨，當地的人也非常友善，和我們一同活動

的姊姊們非常照顧我們，使我非常感謝，它們

有時還會教我們一些越語，還有當地的小孩真

的非常純真可愛，一天，和一位學妹教了他們

中文，他們的語文能力出乎意料的好，一教便

會念，而我們是越語怎唸都唸不標準啊！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在第四天時我們一家

一戶的去拜訪送禮時，在途中有一位妹妹的家

讓我看了非常痛心，他的家只用幾片木片簡單

的圍個四方型的房子，彷彿一吹便會倒了，反

觀我們的家是如此的堅固，既大又舒適，那時

的我眼眶不自覺的溼了，原來我們是多麼幸福

呀！

在離別時我與幾個比較親近的孩子們擁抱，

我的淚不受控的留了下來，然而其實這些孩子

並不知道這是一個道別的擁抱，心中想著『孩

子謝謝你們讓我重新找回當年那個富有滿滿純

真且淳樸的我』，姊姊們說不告訴他們是為了

不讓他們傷心、難過，就讓大家帶著這美好的

回憶吧！

而這趟旅程讓我受益良多，它讓我看見原來

這世界上還有這麼多的地方、人需要我們大家

去幫助，而相對如此富裕的我們是否應該更加

知足惜福，珍惜現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而且

我還因而學到了一 些越語，希望下次我能再

去參加這一個既能服務他人又能開闊視野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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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達人家長會歷任會長，在無私、奉獻的辛勤耕耘下，樹立了許多典

範，成功地扮演家長會協助學校發展的功能，爾後將延續此精神，持續支持

達人教育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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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三成人禮中充滿了對師長、家人及同學間的

感恩，真情流露，為每一位即將長大成人的達人女孩鼓掌，心中充滿感動

與興奮！不知不覺中時序遞移，義工媽媽們無私付出的開始為達人40週年

校慶佈置，本次以食農教育為主題，開了許多次會議、花下許多的心思，完

成獨一無二用新鮮蔬果佈置的會場，也感謝尊彩藝術中心邀請兩位藝術家李

明道先生及蔡潔莘小姐提供藝術作品為本校校慶增添藝術與人文氣息。我們

在充滿愛與分享的親師聖誕報佳音活動中，大家齊聚ㄧ堂，撫慰師生們的辛

勞，傳遞愛與關懷。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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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嶄新的一

年裡，讓我們一起展望未來!

104.08.28 舉行8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4.09.18 召開家長代表大會

104.09.24 召開家長常務委員會議

104.10.05 舉行10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4.11-12 捐助「家長委員會基金」

104.11.02 舉行11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4.11.06 邀請家長委員參與「高三學生成人禮」

104.12.05 邀請義工媽媽佈置40周年校慶

104.12.09 辦理12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4.12.24 辦理「聖誕報佳音及親師聯歡活動」

105.01.04 辦理1.2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5.01.11 舉行高三學生包粽祈福活動

105.02.26 召開家長常務委員會議

105.03     辦理3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5.03.11 辦理國中快樂家長日

105.03-04 支援大學推甄模擬口試

105.04-05 辦理4.5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5.04.22 辦理高一、二快樂家長日

105.05.06 舉行國三學生包粽祈福活動

105.06     辦理6.7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5.06.04 參加畢業典禮（下午） / 舉辦謝師宴（晚上）

▲ 聖誕親師聯歡 ▲ 義工媽媽—40周年校慶布置 ▲ 義工媽媽—40周年校慶布置

▲ 高三成人禮

▲ 教職員慶生

▲ 聖誕校內報佳音

達人家長會          

達人家長會

104學年度各項活動

104上活動翦影

南越 國際志工體驗



4 中華民國105年3月10日第      版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個人都曾迷惑和彷徨，不知道自己

的長處在哪裡，不知道自己的潛能有多大，不知道自己的路在

何方。然而，只要我們靜下心來，不斷摸索，堅持到底。我們

就會在不經意中發現自己的長處，找到自己的使命，甚至能展

現另類的耀眼光華。然而生命成長都需要時間，在人生難得的

學習階段，蜇伏、勤懇耕耘的時光，懷著「感恩」與「珍惜自

己、獨一無二」的生命態度，在生命的經驗裡一次次地練習，

直到為自己找到清晰的方向，如此將為自己與世界演繹出無限

可能。

讓我們把眼光放在自己能做且願意努力之處，不要把眼光放

在和別人比較、用別人的模式來框定自己的人生，讓原本活鮮

而獨特的生命失去自己應有的張力。為了讓我們有能力完成自

己的使命，上天沒有忘記在我們身上注入為完成這種使命所必

須具備的潛能，成功學上有個著名的「兩萬小時理論」，就是

「經過兩萬小時的鍛煉，任何人都能從平凡變成卓越」。兩萬

小時的鍛鍊看似如此的漫長、枯燥、無趣，但若以責任、興趣

為動力，把這兩萬小時分解到活著的每一天，每一天只要花半

小時、一小時持續的堅持練習，成功大門就會為我們打開。

達人這40年來感謝上天的「在」，無論順境和逆境，從不

缺乏天主的恩寵，透過援助我們的恩人，再次地相信自己的有

限與天主的無限。在成長改變的過程，達人承接了上天的祝福

與愛，在這塊園地裡生根、發芽、茁壯，從小樹苗長成一顆大

樹，有能力也願意付出和給予，承擔起在宇宙間的使命與責

任。在這值得感恩的日子，祈求上天讓學校在祂的光照，以積

極的態度啟動生命的動力，讓生命盡情飛揚！

                 昨天我們追求什麼？ 今天我們在乎甚麼？

        明天我們相信甚麼？

甘第達修女曾說：「靠自己什麼也不能，靠天主什麼都能。」

沐春風碧湖輝映 奇異傳愛慶四十

▲ 成人的喜悅無法言喻 ▲ 校慶玫瑰祈福禮—感謝林書煒學姊

▲ 宗博館的生命探索之旅 ▲ 達人 40週年校慶—洪總主教證道

▲ 玫瑰祈福禮—細數我

    在達人領受的恩典

▲ 生活體驗營—我們一起享受年輕的生命
▲ 聖歌比賽—專注令人動容

▲ 校慶玫瑰祈福禮—令人開心的相遇

▲ 我們身上有著自己及眾人殷切的期盼

▲ 達人女中 40週年校慶—詩詞朗誦

▲ 高二生活體驗營—我們嘗試著合作

▲ 40週年校慶

獻唱萬福瑪利亞

▲ 校長帶著主任和家長

全校報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