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年一度的玫瑰祈福禮

中，迎來達人女中四十二歲

的生日，也在這一年，啟動了

二期教學大樓工程，眾人殷切

期盼的達人新校園，即將在明

年呈現。

自1976年，天主教耶穌孝女會的

修女們，秉持著修會全人教育的理念，

胼手胝足創辦學校；多年後，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原有的校

園空間與設備已不敷使用，因此，在原有靈山環抱的自然呵護

之下，經由整體的規劃，以及分期、分區施工，嶄新的達人就

此孕育而生。在此設計與規劃的過程中，經過許多的嘗試、反

覆的修正，不斷融入新的構想，期能營造出以學生為中心、展

現達人精神的教育場域。緣此，學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

皆蘊含著歷年來達人大家庭每一位成員辛勤戮力的點點滴滴，

承載著會祖聖甘第達修女的辦學精神，讓師生在這片充滿愛與

關懷的教育園地裡，持續成長與發展。

除了精緻的校園環境，修會的教育理

想，亦體現在豐厚富實的專業教學和精緻創新的課程活動裡，

激發達人女孩的創意與潛能，並提供自由發展的空間與特色展

現的舞台，讓學生能夠盡情揮灑、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特性、走

出屬於自己的人生之路。

這四十餘載的成長蛻變過程，因著天父每日恩典的引領護

佑，陪伴達人走過風風雨雨，克服無數難關，勇往直前，讓學

校在四季遞嬗中一直都能夠欣欣向榮。感謝過去耶穌孝女會修

女們對教育的支持奉獻，以及與我一起努力耕耘、辛勤付出的

團隊夥伴，共同攜手孕育無數的達人女孩，將聖甘第達修女的

精神紮根台灣；未來，接續迎風揚帆的李美鶴校長，將持續傳

承與發揚會祖的理念，在溫馨、精緻、創新的達人教育園地，

繼續追求卓越，培育更多成己達人、誠樸樂毅的達人女孩！

◎ 校長 吳韻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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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參訪之學校類科：

康寧大學護理科

＊容靖柔

這次的高職參訪我覺得獲益良

多，老師和大姊姊們都非常和藹可

親，在指導我們時也不厭其煩一直

示範，且親自動手做也讓我更容易

吸收上課的內容。希望以後還有類

似活動。

＊林奕亭

我學到要照顧病患、嬰兒時，做

任何事都要很細心也要有耐心，也

要很有耐心的去面對每一個家屬。

在學習新知的部分也要富有好奇

心，才能成為一位好的護理師。

體驗參訪之學校類科：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會計科

＊林宸葵

以自己的潛能和興趣去選擇未來

的方向，而不僅限於學術性質的高

中，多方了解和考慮，才能讓自己

未來的路途有更多可能性，嘗試動

手去做，也許會發現更不一樣的世

界。

＊葉芷岑

未來選學校，科目會有什麼不一

樣的地方，還有這是我第一次接觸

到會計，雖然爸爸本身也是會計，

但沒想到會這麼有趣。現在的我沒

有什麼特別好的科目，但是有一些

不同的興趣，希望對自己的未來能

有所幫助。

＊蔡宜蓁

關於之後要讀什麼，大家大多都

會讀高中，而忽略了高職學校。高

中會像我們一樣讀國、英、數等，

而高職是專一科，大多都偏動手操

作，不像在高中坐在台下聽課。如

果喜歡某一科，可以去磨練，鑽研

哪一科，也能在高職學校找出另一

個屬於自己的舞台。

＊郭芷榕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不像一

般國、高中，上課時間大多是在教

室內授課，很多地點都會在戶外或

者是實作。然後，這些實作也不只

是動手操作而已，還要結合一些必

要且專業的知識，就好像做實驗

時，你必須事先了解其原理一樣。

在以往的刻板印象裡大多認為高中

比高職還要有出路，但其實不然，

不同的學校所出來的學生都能有一

樣的待遇或者條件。不一定高中比

較好，如果對技術方面較有興趣的

話，可以進入高職哦！

體驗參訪之學校類科：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財政

稅務科

＊唐于晴

在國立台北商業大學中，有許多

專業的科系，培養優秀的人才，學

生可依自己的興趣與專長學習各種

知識，成為有用的人才。

＊趙奕華

經過了教授的介紹後，讓我了解

到進入職場前須具備獨立思考、勇

於發表、團隊合作及擁有足夠的英

語能力和專業知識，這樣一來在未

來就業時才會有更大的競爭力。

＊蘇廷臻

人其實不一定只有「讀書」才能

有很好的未來，有一技之長也是很

重要的事情，因為如果你成績不好

的話，只要有一件你很擅長的事也

能得到還不錯的工作機會。

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達人女中的國際教育是精緻、普及而且具有完整性的規

劃，從國際交流、海外志工，特色課程的設計更 是逐年擴

展，藉以全面扎根達人女孩在國際上的競合力與發展性。

  全球溝通的學習之旅    

自105學前度起於國中部開辦國際教育實驗課程，在外師多元豐富的互動下奠基

達人女孩的英語溝通力，並於為期三天兩夜的夏令營之中發揮所學，以全英語的方

式進行班際性的體驗。

＊ 國二忠 謝欣庭

七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是國際教育實驗課程的三天兩夜營隊，在這之前我們就已

經為此準備了許多東西，也都非常期待這天的到來。

一大早我們就在學校集合，準備前往東森渡假酒店，每天都風和日麗，烈日高

照。我們一到那就先做拼豆DIY，接下來就是水上活動，而且還有下午茶呢！第二

天早上去健行，玩戶外活動，下午也不例外的玩水上活動，這次玩的比較多種，而

且也都很好玩呢！最後一天我們做了木筏也玩了不少遊戲，然後便依依不捨的離開

了。

這幾天我們都必須講英文，這對我來說是項新體驗，而且在各項活動中都會和別

班的同學一起進行。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水上活動，在炎炎夏日裡必然是玩水最為

消暑！而且也能和別班同學一起玩，多認識她們，和她們一起努力贏得冠軍！

在這三天我都玩得非常盡興，認識了幾個別班同學，也和班上同學們感情更好，

一起玩了許多遊戲，一起講英文，希望以後還能有這種活動！

＊ 國二毅 王薌媛

這三天實在玩得超盡興的，不管過程中有許多的不一

樣且特別，只要跟大家一起玩，我都覺得超快樂的。

每天都有很多的行程，但我最喜歡的還是水上活動，

尤其是第二天的「Marco-Polo」的遊戲最有趣，因為要

矇眼，所以我也付出慘痛的代價，我牙齒撞到了旁邊的

瓷磚，是有點好笑啦！這次出去玩真的令我印象深刻。

我們跟別班的相處在這幾天中，漸漸了解彼此，我認為大

家都真的很厲害，無論在哪一方面。其實同學們人都很好。

下次希望還有與大家出遊的機會，我覺得這次全英文的夏令營真的很特別，回來

的時候還覺得有人叫我只能說英文，不可說中文。大家帶給彼此快樂的氣氛，更是

展現班上的團結。

達人女中的國際領袖營是針對高中部學

生特別設立的特色課程，透過為期

一學年的議題式連貫性課程，啟迪達人女孩對

於國際議題的思辨力，以及統合跨文化的理解

力。更在課程進入尾聲之際實地邁向國際，踏

上國際實察之旅，就在今年暑假開啟了全新的

篇章，正式開拓了達人女孩在歐洲的版圖，前

進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高二樂 許慈軒

生平第一次到歐洲，到英國，不是因為觀

光或遊學，而是跟著領袖營的大家一同實地考

察，是我從來沒有預料到的驚喜，也因此開啟

了人生中的另一扉頁。

回顧這十一天，一切都是那麼命中注定，

種種好事似乎都是由幸運一手串起，身為人權

組的一員，我被安排到的寄宿家庭有別於刻板

印象中的白人家庭，而是由具黑人血統與道地

英國人組成的混血家庭而他們接待的對象除了

我們台灣人之外，另有來自秘魯與俄羅斯的姐

姐們，在家中的時間會彼此交流與分享，總是

和氣又熱鬧的，那個莫名的感動至今仍在心口

留有餘溫；我的學伴身為英國人但也帶著西班

牙的血統，而實查研究的內容主要取材自－人

權博物館，記錄著英國貿易與奴隸事件，這些

巧合，讓我深刻體會與學習人圈方面相關的議

題，也看見在英國的多元種族歷史，更看見他

們和不同膚色的人的互相包容與融合，讓同樣

來自多元民族組成的國家的我大開眼界，也對

身處的地球村產生從未有的溫暖與親切感。

在遊歷的各樣景點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

過於在里奇蒙公園的那個下午，那是我們在英

國遇到唯一的雨天，而且是久下不停的間歇大

雨和綿綿小雨，那是一個很大的公園，充滿了

野生的氣息，雨中的草木、腳踩的紅土，是台

灣沒有的綠、缺少的紅，雖然全身濕透，原本

亮白的球鞋成了灰黑色，進了水還極其沉重，

但那一天的大家，特別的愉快、意外的團結，

有人輪流揹著身體不適的同學，在水窪間行

走，還能清晰聽見彼此的叮嚀聲，原以為天氣

壞了動物們出來探頭的心情，但在路成末了，

我們很幸運的看到不只一隻的野生的鹿，但最

驚喜的還是因為我們的寄宿家庭住得很遠，所

以那天是導遊親自載我們到家。

短短五天的學校交流，帶給我很大的看見

與感動，我的學伴很照顧我，且帶我認識了好

多她的朋友。在我所上的課程中，我體驗到了

他們的體育課，有別於台灣的是他們擁有寬闊

的草坪，根據個人所長與喜好分運動類別，喜

歡跑步的加入田徑、腿部為主力的人則會選擇

跳遠，細分而專精，讓我看見歐美國家為何如

此人才濟濟；其他的課程包含了很多自主學習

與激發創意力的課程，像是音樂課自製ＭＶ、

地理課根據所學主題拍成果影片、宗教課自創

學習單並分組有哲學問題的思辨，在這些過程

中，他們學的不只是課內知識，還有人際溝通

與合作、設備的使用和手腳靈巧度，結合活躍

的生活技能，並古板的課內知識，讓身處台灣

窒息式的教育環境的我，呼吸到自由的氣息，

也使我特別嚮往那樣的學校生活。

短暫的旅程，在大事件的背後，還有許多

小感動夾雜在生活細節中，此趟旅程果真不虛

此行，每一天的每一時刻，都蘊藏了不同凡響

的美，其中，在我身上的獨一經驗，是明白同

理心的重要和力量，那是一個人形象的關鍵，

也是建立人際關係中的第一道橋梁，在想到自

己的同時，也不能忘記背後那群被自己忽視的

人，人與人之間的禮貌與尊重需要被珍重。

諸此之類的感動，會繼續延續到我回台灣的生

活，朝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建築。

全球領導的跨域擴展

國際領袖營

生涯發展是每個孩子生命歷程中至為重要的一環，包含一生中所從事

的工作以及涵蓋在家庭、學校和社會與工作有關經驗的各種

生活角色，因此，生涯發展教育（career development education）屬於全人的教育。

國中孩子處於生涯發展的成長期及探索期，開始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及外界工作世界進

行初步的探索與了解。為了協助達人女孩進行適性生涯試探與抉擇，2017年3月29日 (星期

三)下午，老師們帶領八年級學生透進行社區高職/五專群科實地體驗參訪，分別參訪了康寧大學護理科、

士林高商會計科、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科，了解不同職群的學習主題、必備知識與技能到認識工作

世界，以增進未來九年級生涯發展進路之選擇參考。孩子們寫下體驗反思：

社區高職 / 五專參訪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今年九月在一場溫馨的親師會議中，承蒙家長們的厚愛，連任

106學年度家長會長一職，承蒙各位家長委員的參與，讓家長會事

務得以有效運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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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是出色且令人驚

豔。

達人家長會多年來扮演著親師溝通的重要橋樑，本學期透過義

工媽媽們協助新生健康檢查及全校流感疫苗注射工作，家長參與

高三成人禮見證達人女孩們邁入成年的難忘時刻，亦進行親師聖

誕報佳音活動，希望撫慰師生們的辛勞，傳遞愛與關懷的喜樂。

亦感謝長年默默支持的的校務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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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家

長們與老師能持續保持正向合作，讓達人園地在全體細心的耕耘

下更顯生機無限。

106.08.28 舉行8.9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6.09.25 召開家長代表大會

106.10.05 召開家長常務委員會議

106.11-12 捐助「家長委員會基金」

106.10.25 舉行10.11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6.11.03 邀請家長委員參與「高三學生成人禮」

106.12.18 辦理「聖誕報佳音及親師聯歡活動」

106.12.21 辦理12.1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7.01.12 舉行高三學生包中祈福活動

107.03   召開家長常務委員會議

107.03   辦理3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7.03   舉辦親師旅遊

107.03.09 辦理國中快樂家長日

107.03-04 支援大學推甄模擬口試

107.04-05 辦理4.5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7.05.14 舉行國三學生包中祈福活動

107.05.18 辦理高中快樂家長日

107.06    辦理6.7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7.06.01 參加畢業典禮（下午） / 舉辦謝師宴（晚上）

達人家長會106學年度各項活動

106家長會訊
◎ 會長 唐正峰

► 高三成人禮

◄ 教職員慶生

► 義工媽媽協助疫苗施打

▲ 義工媽媽讀書會

▲ 聖誕報佳音 夏令營全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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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105學年度教育部優質高級中等學校認證

榮獲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

榮獲臺北市105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品德教育推展

優等學校

榮獲臺北市國際學校獎(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國

際教育中級認證

臺北市第18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比賽

施文婷老師撰寫之「垂降。攀登。超越巔峰」/榮獲高

中組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佳作

 

蔣曉儀老師撰寫之「悠遊創意「圖鴉」世界－凱斯哈

林展覽教學運用」/榮獲國中組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入

選

學生參加劍橋國際英語認證

KET（初級，Key English Test）for Schools通過率高

達100%

PET（中級，Preliminary English Test）for Schools通

過率高達75%

106學年度台北市五項藝術比賽

★創意戲劇類科

高二誠代表 榮獲 / 東區舞台劇類 甲等 第二名

★美術類科

國二忠 陳柔君 / 榮獲 東區版畫 第二名

高二樂 方宥涵 / 榮獲 東區書法 第三名

★舞蹈類科

國二毅 吳艾嘉 / 榮獲 東區古典舞 優等 第二名

★音樂類科

高一樂 林芳妤 / 榮獲 東區小提琴獨奏甲等 

高一樂 林艾璇 / 榮獲 東區鋼琴獨奏甲等 

106年度台北市語文競賽

高三樂許騰云 / 榮獲高中組作文第二名 / 指導老師：

唐玉珍老師

國三毅李葳琳 / 榮獲國中組作文佳作 / 指導老師：張

紫棋老師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知識地圖挑戰王」競賽

高三樂 林辰潔 / 榮獲「黃金酷學生」獎項

國二忠 郭妤暄 / 榮獲「鑽石酷學生」獎項

2017年全國技專校院暨高中職日語朗讀比賽

高一樂 廖馨雅 / 榮獲高中職組第二名

2017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國高中競技啦啦隊 / 榮獲指定動作國中組 冠軍、高中

女子大團體組 冠軍

106年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

國中部競技啦啦隊 / 榮獲國中女子五人技巧組 第一名

106年台北市中正盃巧固球錦標賽

高中部巧固球隊 / 榮獲高中女子組 亞軍

14. 1061115梯次全國小論文比賽

高三樸李品諭、吳宣慧、王芷庭/以「永續大未來」榮

獲特優/指導老師：黃慧英老師

高三樂利家瑋、顏子晨、謝依婕/以「與都市重修舊

好—都市更新之意義與未來發展」榮獲甲等 / 指導老

師：黃慧英老師

高三誠遲家云、連雅萱、巫佳澐 / 以「台灣『孩』有

明天」榮獲甲等 / 指導老師：黃慧英老師

高三樸陳佳儀、蘇玟卉 / 以「『藥』命金牌—指標性

運動選手使用禁藥之探討」榮獲甲等 / 指導老師：杜

嘉容老師

◎ 高二誠 張德嘉 ---------------------------

“最後，我們要獻給你們一首歌。”院

長說完話，你們用你們的語言唱起了這首驪

歌，這是第一次聽到你們唱這麼悲傷的歌，

歌裡面唱的是濃濃的離愁。我們，還能否相

見？眼淚不聽使喚地流了下來，與你們相處

的每一份感動就在這裡畫下了句點。

陽光照亮了每個人單純而真心的笑容，

一下飛機，溫暖的陽光和微風輕拂著我們的

臉龐，也把生活在壓力、焦慮、課業和緊湊

的生活步調下的我們融化，那陽光毫不勉強

的，將我冰冷的心加溫，儘管迎接我們的是

將近十五個小時的車程，我卻開始覺得，這

一切，搭再久的車，也將會是美好的時光。

半夢半醒中，時不時停下來的巴士，徹夜

未眠的司機，載著滿是睡意的我們，迎接日

出和孤兒院院童們的笑聲。走過碎石子路，

砂石毫不留情地溜進我的鞋子，紮進我的

腳，也紮進了我與這片淨土的連結。

敞開的乳白色大門不均勻地掉漆，迎接著

我們到來，訴說著院童們純白真摯的心，卻

因著世界的不公平使他們的心也變得斑駁，

然而，他們仍不以為意敞開心胸擁抱世界各

種的命運安排。踏進孤兒院，歡樂和笑聲填

滿了整座孤兒院，簡陋的屋舍，土夾的水泥

地，因著大家的歡笑而變得華麗，微笑點綴

了各個角落，使這裡不再黯淡，成為最令人

稱羨的地方。這是我與孤兒院最初的邂逅，

也是最美的回憶。

◎高二誠 梅嬿翎 ---------------------------

每趟有意義的旅程，都能累積人生養分。

可是，什麼是有意義的旅程呢？我問著自

己。就是踏出舒適圈，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放慢腳步，用眼去觀看、用手去碰觸、用心

去體會、盡量感受在那裡生活的每分每秒。

鍛鍊對於不同文化的敏銳度，思索與當地人

彼此之間的連結。於是我選擇參與學校主辦

的國際志工團，做決定的那一刻，我沒有

想到，這竟會是我在達人的五年裡，途徑最

美盛放的六天，尤其是在每位小孩的回眸之

際。

踏上崑嵩省這塊土地，走到孤兒院時，黃

沙漫天，腳下踩著泥濘的路，混合著陣陣的

牛騷味，我相信這趟奇特旅程，一定能帶給

我意想不到的收穫。我很清楚明白，這次，

我不再抱怨沒有網路、沒有冷氣，要把握每

段與當地小朋友互動過程，藉此給自己學習

的機會。

透露對我們的好奇，走到哪都不時有孩子

用純真的眼神看著你。這裡的孩子共有的特

質，就是善良天真可愛，每雙眼睛都散發著

無辜，儘管是一個小動作，他們都會想要跟

你一起活動，心一瞬間就被他們的臉龐融化

了。

我們有孩子們夢中的生活，但他們有我們

早就遺忘的單純的快樂。我們彼此間的交流

是無限的，是用金錢無法衡量的無價之寶，

是買不回的光陰。

黎明之時，我們終將說再見。五天在孤兒

院的日子，即將畫上句點。這段日子，到田

地裡挖填牛糞、種樹、撿拾葉子、和志工團

的同學們同甘共苦、和孩子們說的每句話、

唱的每首歌、跳的每場舞，至今六個月了，

卻依然歷歷在目。

我很謝謝那些孩子們抱持的態度，沒有

怨天尤人，只有好好過生活。我常想起每

一位的笑容，望著他們的眼睛好像可以看

到最單純的世界，但同時又藏著好多未來

的無常。每每想起那些知足樂觀，也不抱

怨的孩子們，我知道當我們在選擇看見美

好的同時，在陌生的地方，正有我們從沒

想過的場景，正在上演。所以我在心裏許

下小小的願望:「希望自己擁有的時候能夠

給予；匱乏的時候也一定要珍惜。」

◎高一樂 朱筠婷 ---------------------------

如果說，國三畢業的暑假做的最有意義的事

是什麼？大概就是跟學校去越南國際志工了

吧！

長達三個月的暑假，我做了一個瘋狂的決

定，去越南參加國際志工。起初，我承認真

的是為了出國而出國，但行程結束後，所體

會到的比原本盼望出國的心情還多出很多。

原本無知的我，認為越南是個落後貧窮的國

家，但經過六天的薰陶，我徹底被越南那

偏遠小村落所感動，濃濃的人情味遠超過語

言隔閡的不安，素不相識的孩子，熱情拉著

你的手去他們的家園玩耍，每次幫忙農務工

作時，他們也不時在旁協助，怕坡太陡會跌

倒，耐心牽著我們走。

這次的越南志工體驗真的收穫滿滿，我不

覺得他們擁有的比我們少，反而覺得他們擁

有的比我們多。或許在物質上他們的確是缺

乏的，但是在心靈上，他們所擁有的是我們

在城市長大的孩子永遠無法得到的。

我想念越南的一切，我愛越南！

越南�國際志工體驗

◎ 高三誠 闕湘容 ---------------------------

時光荏苒，一晃眼照片裡梳著兩條辮子，

活潑、有自信的女孩即將年滿十八，在成人

禮之前重新回顧了這十七年；重新寫下對自己

的期許；重新思考如何面對真正的自己，「成

人禮」是青春裡的的新章節。

猶記典禮前的夜晚，雨滴滴噠噠的聲音，

吵醒了晨曦，輾轉難眠的我不知是在為即將成

人而感到興奮，還是對未來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而感到害怕，實際上是在為那三秒短暫的吶喊

苦惱著，這或許誇張了，可對我這容易焦慮的

人是常有的事，總覺得怎麼說都無法完全表達

內心真正的感受，最愛的人有時候也是跟自己

最過不去的人，開口說「我愛你」對我來說很

難，但當我站在台上說出口的那刻，我望見我

的家人們都哭了，連我那可愛的爸爸也是，成

人要成熟，要學會承擔和負責，不變的是家人

對自己的那份愛，很多事就如同我喝下的那杯

酒，要經過發酵那段很長的時間才算完成。我

要學的還有很多，不管未來如何，我相信我都

有辦法克服的，謝謝爸媽的照顧和無限的寬

容，媽媽為了禱詞每天打給住宿的我，要我聽

她唸算秒數，和我討論當天的衣著，雖然那天

才發現給錯段落，和我同樣前一晚失眠的她，

看起來緊張但也克服了，謝謝她為我付出的一

切。謝謝把我帶大的阿姨也來看我的典禮，現

在的我們假日都會談心，謝謝她那份將我視如

己出的愛。謝謝同學們的陪伴，讓我體驗了許

多新的第一次，這兩年幸好遇見了這群人，陪

我走到了今天。

經過成人禮又是一個新的階段，好好沉澱

心情使自己懂事一點、成熟一點、負責一點，

未來還有很多挑戰等著我，希望在各方面都

能有所進步，不為回報誰，而是為了自己。           

　　　　　　　　　　　　　　

◎ 高三樂王韻淯 -----------------------------

燈火燦爛，柔和的燈光灑落，照耀著十八朵

荊棘玫瑰，象徵著過去的三道花門矗立在舞台

上，映照著我們即將成人的喜悅。

十八歲對我們來說，曾經是個美好的幻想，

幻想著自己可以正大光明的飲酒、幻想自己可

以擺脫父母的嘮叨、幻想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

未來。無奈的是，幻想時常是用來映襯冰冷的

現實，這些幻想在我們十八歲的日子裡注定不

會實現。美好的幻想下，有的只是我們振筆疾

書，眉頭深鎖的側臉。

十八歲的時光有太多的恐懼。我們害怕不切

實際的期盼，害怕殷切叮嚀，害怕自以為是的

建議，害怕白板上即將歸零的倒數。就這樣，

在徬徨之中，我們倉促的迎接了屬於我們的成

人禮。

科任老師為我們別上胸章、校長為我們戴上

花茨冠、飲下的烈酒、從班導的手接過燭光、

甚至是未經思考，脫口而出，來自心靈深處的

感謝，都深深烙印在我們的回憶之中。要感謝

的人太多，但最感謝的人應當是自己，如果不

是自己的堅持與努力，怎麼會有機會走到這一

步？

十八歲，是人生中一個有象徵性的年齡。天

真爛漫的我們逐漸長大成人，思想行為也越發

成熟穩重。對即將十八歲的我們來說，這個典

禮深具意義。期許未來，我們都能成為自己心

中所嚮往的人。

◎ 高三樸 李庭伃 -----------------------------

禮拜五學校為高三學生舉行了成人禮的活

動。戴上花茨冠、飲了成人酒之後，十八歲的

悸動悄然深入了每個高三生的心中。這是一個

很隆重神聖的儀式，過程中充滿感動和激動。

雖然彩排過，但都沒什麼真實感，直到大家換

完裝，進入布置完畢的成璞館，態度跟心境開

始有不同的變化。聽著司儀宣讀後，心情也慢

慢沉澱下來。音樂課上不帶感情所唱的歌再度

響起，心中充滿許多複雜的情緒。成年的定義

對我來說還有些模糊，曾經很嚮往，如今卻希

望一輩子待在父母的羽翼下生活當個小孩。戴

上花茨冠後朝舞台中央走去，在大家的見證

下，喊出對自己對他人想說的話，雖然心中有

很多話想說，卻在一時之間吐不出半個字，燈

光打在眼睛上，看不清台下的人，嘴巴有些顫

抖，草草說了幾個字之後就下台了。有些後悔

沒有多說些什麼，難得爸爸從上海回來，應該

藉機多表達些平時沒有勇氣說的話。在學測前

舉辦成人禮是很好的時段，倒數日也破百，大

家都各自有隱形的壓力，透過這個儀式也能稍

微抒發一下情緒。典禮時間不長卻很有意義，

從頭到尾都很緊湊。可能因為我們班是第一個

上台的，很多同學都沒有進入狀態，以至於講

話都沒說出原本想要說的。十八歲的我們將頭

埋在書堆中，都在為未來的四年打拼，為了不

讓自己後悔都努力把自己推向高峰。能在這個

很有意義的一年在達人留下這樣的經驗覺得很

充實，也很難忘。希望未來的我們回想起這一

年的努力，會很欣慰與懷念。

◎  訓育組

達人女中以全人教育為核心，強調用愛與關懷帶領學生適性發展，期望透過服務學習活動的推行，開

發學生多元潛能，勉勵學生盡己成善，引導其樂於助人並喜於分享。

此次特辦理為期六天的國際志工體驗活動，由校內老師帶隊前往越南，秉持著齊心服務的精神，透過

行前籌備、志工培訓、活動參與及反思回饋等環節，將服務視為社會實踐，能走出小我，成為有愛且願

意付出的人。

透過親身實作的過程，學生能敏於覺察他人需求，主動起而行挺身關懷，學習互助合作並培養使命感

與責任心，從而突破自我格局，開拓宏觀視野，呼應達人女孩自我成長，臻於至善之「更」的精神。

聖經上說：「應在心思念慮上煥然一新」。一個人內在的改變或許無

法一時明顯的看出，但隨著時間、隨著我們的所思所言，在行

為中展現，會引導我們變得更清楚自己的方向，更有動力為了自己的夢想努力前

進，更有對自己、對別人、對社會國家的責任與使命感，知道未來要做什麼、要

怎麼對未來負責任。高三成人禮即是同學生命成長的一個象徵性的里程碑。回顧

過去，展望未來，將對自己的期待、對他人的感謝更具體的表達出來。

心思              念慮上 煥然一新
高三成人禮

達人女中106 年度榮譽榜

傳愛傳愛

公共藝術導覽

▲ 日本松德學院 山本富朗校長向學生進行導覽解說，圖書館閱讀空間及雕塑品─空行 ▲ 山本富朗校長向學生進行校園導覽解說

▲ 公共藝術導覽，生命步道第四階段─少年期：群

▲ 公共藝術導覽，校門口：愛與關懷門廊

The  Arch  of  Love  and  Good  Will

▲ 澳門聖保祿中學參訪，公共藝術導覽，

生命步道第七階段─成年期：創見

▲ 公共藝術導覽，生命步道第七階段─成年期：創見

▲ 澳門聖保祿中學參訪，公共藝術導覽，

生命步道第八階段─老年期：圓融

▲ 公共藝術導覽，圖書館外觀、

方舟及雕塑品─猴子香蕉

▲ 澳門聖保祿中學教師蒞校參訪，學

生進行校園公共藝術導覽

▲ 公共藝術導覽，

圖書館雕塑品─書香

▲ 公共藝術導覽，人生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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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

榮獲臺北市105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品德教育推展

優等學校

榮獲臺北市國際學校獎(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國

際教育中級認證

臺北市第18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比賽

施文婷老師撰寫之「垂降。攀登。超越巔峰」 / 榮獲

高中組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佳作

陳詩婕老師撰寫之「達人公民行動方案」 / 榮獲國中

組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優選、「TGT教學法與資訊科

技的結合」 / 榮獲國中組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

陳致宏老師撰寫之「貪食蛇遊戲融入直角坐標平面教

學」 / 榮獲國中組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佳作

林淑媛老師撰寫之「跨領域的教育愛─服務無國界，

教育愛與分享」 / 榮獲國中組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佳作

黃蓓琳老師撰寫之「波的圓舞曲」 / 榮獲國中組創新

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

蔣曉儀老師撰寫之「悠遊創意「圖鴉」世界－凱斯哈

林展覽教學運用」 / 榮獲國中組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入選

學生參加劍橋國際英語認證

KET（初級，Key English Test）for Schools通過率高

達100%

PET（中級，Preliminary English Test）for Schools通

過率高達75%

106學年度台北市五項藝術比賽

★創意戲劇類科

高二誠代表 榮獲 / 東區舞台劇類 甲等 第二名

★美術類科

國二忠 陳柔君 / 榮獲 東區版畫 第二名

高二樂 方宥涵  /  榮獲 東區書法 第三名

★舞蹈類科

國二毅 吳艾嘉 / 榮獲 東區古典舞 優等 第二名

★音樂類科

高一樂 林芳妤 / 榮獲 東區小提琴獨奏甲等 

高一樂 林艾璇 / 榮獲 東區鋼琴獨奏甲等 

106年度台北市語文競賽

高三樂許騰云 / 榮獲高中組作文第二名 / 指導老師：

唐玉珍老師

國三毅李葳琳 / 榮獲國中組作文佳作 / 指導老師：張

紫棋老師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知識地圖挑戰王」競賽

高三樂 林辰潔 / 榮獲「黃金酷學生」獎項

國二忠 郭妤暄 / 榮獲「鑽石酷學生」獎項

2017年全國技專校院暨高中職日語朗讀比賽

高一樂 廖馨雅 / 榮獲高中職組第二名

2017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國高中競技啦啦隊 / 榮獲指定動作國中組 冠軍、高中

女子大團體組 冠軍

106年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

國中部競技啦啦隊 / 榮獲國中女子五人技巧組 第一名

106年台北市中正盃巧固球錦標賽

高中部巧固球隊 / 榮獲高中女子組 亞軍

14. 1061115梯次全國小論文比賽

高三樸李品諭、吳宣慧、王芷庭/以「永續大未來」榮

獲特優/指導老師：黃慧英老師

高三樂利家瑋、顏子晨、謝依婕/以「與都市重修舊

好—都市更新之意義與未來發展」榮獲甲等 / 指導老

師：黃慧英老師

高三誠遲家云、連雅萱、巫佳澐 / 以「台灣『孩』有

明天」榮獲甲等 / 指導老師：黃慧英老師

高三樸陳佳儀、蘇玟卉 / 以「『藥』命金牌—指標性

運動選手使用禁藥之探討」榮獲甲等 / 指導老師：杜

嘉容老師

達人女中106 年度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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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樂 廖馨雅 / 榮獲高中職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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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巧固球隊 / 榮獲高中女子組 亞軍

14. 1061115梯次全國小論文比賽

高三樸李品諭、吳宣慧、王芷庭/以「永續大未來」榮

獲特優/指導老師：黃慧英老師

高三樂利家瑋、顏子晨、謝依婕/以「與都市重修舊

好—都市更新之意義與未來發展」榮獲甲等 / 指導老

師：黃慧英老師

高三誠遲家云、連雅萱、巫佳澐 / 以「台灣『孩』有

明天」榮獲甲等 / 指導老師：黃慧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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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選手使用禁藥之探討」榮獲甲等 / 指導老師：杜

嘉容老師

◎ 高二誠 張德嘉 ---------------------------

“最後，我們要獻給你們一首歌。”院

長說完話，你們用你們的語言唱起了這首驪

歌，這是第一次聽到你們唱這麼悲傷的歌，

歌裡面唱的是濃濃的離愁。我們，還能否相

見？眼淚不聽使喚地流了下來，與你們相處

的每一份感動就在這裡畫下了句點。

陽光照亮了每個人單純而真心的笑容，

一下飛機，溫暖的陽光和微風輕拂著我們的

臉龐，也把生活在壓力、焦慮、課業和緊湊

的生活步調下的我們融化，那陽光毫不勉強

的，將我冰冷的心加溫，儘管迎接我們的是

將近十五個小時的車程，我卻開始覺得，這

一切，搭再久的車，也將會是美好的時光。

半夢半醒中，時不時停下來的巴士，徹夜

未眠的司機，載著滿是睡意的我們，迎接日

出和孤兒院院童們的笑聲。走過碎石子路，

砂石毫不留情地溜進我的鞋子，紮進我的

腳，也紮進了我與這片淨土的連結。

敞開的乳白色大門不均勻地掉漆，迎接著

我們到來，訴說著院童們純白真摯的心，卻

因著世界的不公平使他們的心也變得斑駁，

然而，他們仍不以為意敞開心胸擁抱世界各

種的命運安排。踏進孤兒院，歡樂和笑聲填

滿了整座孤兒院，簡陋的屋舍，土夾的水泥

地，因著大家的歡笑而變得華麗，微笑點綴

了各個角落，使這裡不再黯淡，成為最令人

稱羨的地方。這是我與孤兒院最初的邂逅，

也是最美的回憶。

◎高二誠 梅嬿翎 ---------------------------

每趟有意義的旅程，都能累積人生養分。

可是，什麼是有意義的旅程呢？我問著自

己。就是踏出舒適圈，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放慢腳步，用眼去觀看、用手去碰觸、用心

去體會、盡量感受在那裡生活的每分每秒。

鍛鍊對於不同文化的敏銳度，思索與當地人

彼此之間的連結。於是我選擇參與學校主辦

的國際志工團，做決定的那一刻，我沒有

想到，這竟會是我在達人的五年裡，途徑最

美盛放的六天，尤其是在每位小孩的回眸之

際。

踏上崑嵩省這塊土地，走到孤兒院時，黃

沙漫天，腳下踩著泥濘的路，混合著陣陣的

牛騷味，我相信這趟奇特旅程，一定能帶給

我意想不到的收穫。我很清楚明白，這次，

我不再抱怨沒有網路、沒有冷氣，要把握每

段與當地小朋友互動過程，藉此給自己學習

的機會。

透露對我們的好奇，走到哪都不時有孩子

用純真的眼神看著你。這裡的孩子共有的特

質，就是善良天真可愛，每雙眼睛都散發著

無辜，儘管是一個小動作，他們都會想要跟

你一起活動，心一瞬間就被他們的臉龐融化

了。

我們有孩子們夢中的生活，但他們有我們

早就遺忘的單純的快樂。我們彼此間的交流

是無限的，是用金錢無法衡量的無價之寶，

是買不回的光陰。

黎明之時，我們終將說再見。五天在孤兒

院的日子，即將畫上句點。這段日子，到田

地裡挖填牛糞、種樹、撿拾葉子、和志工團

的同學們同甘共苦、和孩子們說的每句話、

唱的每首歌、跳的每場舞，至今六個月了，

卻依然歷歷在目。

我很謝謝那些孩子們抱持的態度，沒有

怨天尤人，只有好好過生活。我常想起每

一位的笑容，望著他們的眼睛好像可以看

到最單純的世界，但同時又藏著好多未來

的無常。每每想起那些知足樂觀，也不抱

怨的孩子們，我知道當我們在選擇看見美

好的同時，在陌生的地方，正有我們從沒

想過的場景，正在上演。所以我在心裏許

下小小的願望:「希望自己擁有的時候能夠

給予；匱乏的時候也一定要珍惜。」

◎高一樂 朱筠婷 ---------------------------

如果說，國三畢業的暑假做的最有意義的事

是什麼？大概就是跟學校去越南國際志工了

吧！

長達三個月的暑假，我做了一個瘋狂的決

定，去越南參加國際志工。起初，我承認真

的是為了出國而出國，但行程結束後，所體

會到的比原本盼望出國的心情還多出很多。

原本無知的我，認為越南是個落後貧窮的國

家，但經過六天的薰陶，我徹底被越南那

偏遠小村落所感動，濃濃的人情味遠超過語

言隔閡的不安，素不相識的孩子，熱情拉著

你的手去他們的家園玩耍，每次幫忙農務工

作時，他們也不時在旁協助，怕坡太陡會跌

倒，耐心牽著我們走。

這次的越南志工體驗真的收穫滿滿，我不

覺得他們擁有的比我們少，反而覺得他們擁

有的比我們多。或許在物質上他們的確是缺

乏的，但是在心靈上，他們所擁有的是我們

在城市長大的孩子永遠無法得到的。

我想念越南的一切，我愛越南！

越南�國際志工體驗

◎ 高三誠 闕湘容 ---------------------------

時光荏苒，一晃眼照片裡梳著兩條辮子，

活潑、有自信的女孩即將年滿十八，在成人

禮之前重新回顧了這十七年；重新寫下對自己

的期許；重新思考如何面對真正的自己，「成

人禮」是青春裡的的新章節。

猶記典禮前的夜晚，雨滴滴噠噠的聲音，

吵醒了晨曦，輾轉難眠的我不知是在為即將成

人而感到興奮，還是對未來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而感到害怕，實際上是在為那三秒短暫的吶喊

苦惱著，這或許誇張了，可對我這容易焦慮的

人是常有的事，總覺得怎麼說都無法完全表達

內心真正的感受，最愛的人有時候也是跟自己

最過不去的人，開口說「我愛你」對我來說很

難，但當我站在台上說出口的那刻，我望見我

的家人們都哭了，連我那可愛的爸爸也是，成

人要成熟，要學會承擔和負責，不變的是家人

對自己的那份愛，很多事就如同我喝下的那杯

酒，要經過發酵那段很長的時間才算完成。我

要學的還有很多，不管未來如何，我相信我都

有辦法克服的，謝謝爸媽的照顧和無限的寬

容，媽媽為了禱詞每天打給住宿的我，要我聽

她唸算秒數，和我討論當天的衣著，雖然那天

才發現給錯段落，和我同樣前一晚失眠的她，

看起來緊張但也克服了，謝謝她為我付出的一

切。謝謝把我帶大的阿姨也來看我的典禮，現

在的我們假日都會談心，謝謝她那份將我視如

己出的愛。謝謝同學們的陪伴，讓我體驗了許

多新的第一次，這兩年幸好遇見了這群人，陪

我走到了今天。

經過成人禮又是一個新的階段，好好沉澱

心情使自己懂事一點、成熟一點、負責一點，

未來還有很多挑戰等著我，希望在各方面都

能有所進步，不為回報誰，而是為了自己。           

　　　　　　　　　　　　　　

◎ 高三樂王韻淯 -----------------------------

燈火燦爛，柔和的燈光灑落，照耀著十八朵

荊棘玫瑰，象徵著過去的三道花門矗立在舞台

上，映照著我們即將成人的喜悅。

十八歲對我們來說，曾經是個美好的幻想，

幻想著自己可以正大光明的飲酒、幻想自己可

以擺脫父母的嘮叨、幻想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

未來。無奈的是，幻想時常是用來映襯冰冷的

現實，這些幻想在我們十八歲的日子裡注定不

會實現。美好的幻想下，有的只是我們振筆疾

書，眉頭深鎖的側臉。

十八歲的時光有太多的恐懼。我們害怕不切

實際的期盼，害怕殷切叮嚀，害怕自以為是的

建議，害怕白板上即將歸零的倒數。就這樣，

在徬徨之中，我們倉促的迎接了屬於我們的成

人禮。

科任老師為我們別上胸章、校長為我們戴上

花茨冠、飲下的烈酒、從班導的手接過燭光、

甚至是未經思考，脫口而出，來自心靈深處的

感謝，都深深烙印在我們的回憶之中。要感謝

的人太多，但最感謝的人應當是自己，如果不

是自己的堅持與努力，怎麼會有機會走到這一

步？

十八歲，是人生中一個有象徵性的年齡。天

真爛漫的我們逐漸長大成人，思想行為也越發

成熟穩重。對即將十八歲的我們來說，這個典

禮深具意義。期許未來，我們都能成為自己心

中所嚮往的人。

◎ 高三樸 李庭伃 -----------------------------

禮拜五學校為高三學生舉行了成人禮的活

動。戴上花茨冠、飲了成人酒之後，十八歲的

悸動悄然深入了每個高三生的心中。這是一個

很隆重神聖的儀式，過程中充滿感動和激動。

雖然彩排過，但都沒什麼真實感，直到大家換

完裝，進入布置完畢的成璞館，態度跟心境開

始有不同的變化。聽著司儀宣讀後，心情也慢

慢沉澱下來。音樂課上不帶感情所唱的歌再度

響起，心中充滿許多複雜的情緒。成年的定義

對我來說還有些模糊，曾經很嚮往，如今卻希

望一輩子待在父母的羽翼下生活當個小孩。戴

上花茨冠後朝舞台中央走去，在大家的見證

下，喊出對自己對他人想說的話，雖然心中有

很多話想說，卻在一時之間吐不出半個字，燈

光打在眼睛上，看不清台下的人，嘴巴有些顫

抖，草草說了幾個字之後就下台了。有些後悔

沒有多說些什麼，難得爸爸從上海回來，應該

藉機多表達些平時沒有勇氣說的話。在學測前

舉辦成人禮是很好的時段，倒數日也破百，大

家都各自有隱形的壓力，透過這個儀式也能稍

微抒發一下情緒。典禮時間不長卻很有意義，

從頭到尾都很緊湊。可能因為我們班是第一個

上台的，很多同學都沒有進入狀態，以至於講

話都沒說出原本想要說的。十八歲的我們將頭

埋在書堆中，都在為未來的四年打拼，為了不

讓自己後悔都努力把自己推向高峰。能在這個

很有意義的一年在達人留下這樣的經驗覺得很

充實，也很難忘。希望未來的我們回想起這一

年的努力，會很欣慰與懷念。

◎  訓育組

達人女中以全人教育為核心，強調用愛與關懷帶領學生適性發展，期望透過服務學習活動的推行，開

發學生多元潛能，勉勵學生盡己成善，引導其樂於助人並喜於分享。

此次特辦理為期六天的國際志工體驗活動，由校內老師帶隊前往越南，秉持著齊心服務的精神，透過

行前籌備、志工培訓、活動參與及反思回饋等環節，將服務視為社會實踐，能走出小我，成為有愛且願

意付出的人。

透過親身實作的過程，學生能敏於覺察他人需求，主動起而行挺身關懷，學習互助合作並培養使命感

與責任心，從而突破自我格局，開拓宏觀視野，呼應達人女孩自我成長，臻於至善之「更」的精神。

聖經上說：「應在心思念慮上煥然一新」。一個人內在的改變或許無

法一時明顯的看出，但隨著時間、隨著我們的所思所言，在行

為中展現，會引導我們變得更清楚自己的方向，更有動力為了自己的夢想努力前

進，更有對自己、對別人、對社會國家的責任與使命感，知道未來要做什麼、要

怎麼對未來負責任。高三成人禮即是同學生命成長的一個象徵性的里程碑。回顧

過去，展望未來，將對自己的期待、對他人的感謝更具體的表達出來。

心思              念慮上 煥然一新
高三成人禮

達人女中106 年度榮譽榜

傳愛傳愛

公共藝術導覽

▲ 日本松德學院 山本富朗校長向學生進行導覽解說，圖書館閱讀空間及雕塑品─空行 ▲ 山本富朗校長向學生進行校園導覽解說

▲ 公共藝術導覽，生命步道第四階段─少年期：群

▲ 公共藝術導覽，校門口：愛與關懷門廊

The  Arch  of  Love  and  Good  Will

▲ 澳門聖保祿中學參訪，公共藝術導覽，

生命步道第七階段─成年期：創見

▲ 公共藝術導覽，生命步道第七階段─成年期：創見

▲ 澳門聖保祿中學參訪，公共藝術導覽，

生命步道第八階段─老年期：圓融

▲ 公共藝術導覽，圖書館外觀、

方舟及雕塑品─猴子香蕉

▲ 澳門聖保祿中學教師蒞校參訪，學

生進行校園公共藝術導覽

▲ 公共藝術導覽，

圖書館雕塑品─書香

▲ 公共藝術導覽，人生四問

 The Four Question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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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一度的玫瑰祈福禮

中，迎來達人女中四十二歲

的生日，也在這一年，啟動了

二期教學大樓工程，眾人殷切

期盼的達人新校園，即將在明

年呈現。

自1976年，天主教耶穌孝女會的

修女們，秉持著修會全人教育的理念，

胼手胝足創辦學校；多年後，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原有的校

園空間與設備已不敷使用，因此，在原有靈山環抱的自然呵護

之下，經由整體的規劃，以及分期、分區施工，嶄新的達人就

此孕育而生。在此設計與規劃的過程中，經過許多的嘗試、反

覆的修正，不斷融入新的構想，期能營造出以學生為中心、展

現達人精神的教育場域。緣此，學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

皆蘊含著歷年來達人大家庭每一位成員辛勤戮力的點點滴滴，

承載著會祖聖甘第達修女的辦學精神，讓師生在這片充滿愛與

關懷的教育園地裡，持續成長與發展。

除了精緻的校園環境，修會的教育理

想，亦體現在豐厚富實的專業教學和精緻創新的課程活動裡，

激發達人女孩的創意與潛能，並提供自由發展的空間與特色展

現的舞台，讓學生能夠盡情揮灑、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特性、走

出屬於自己的人生之路。

這四十餘載的成長蛻變過程，因著天父每日恩典的引領護

佑，陪伴達人走過風風雨雨，克服無數難關，勇往直前，讓學

校在四季遞嬗中一直都能夠欣欣向榮。感謝過去耶穌孝女會修

女們對教育的支持奉獻，以及與我一起努力耕耘、辛勤付出的

團隊夥伴，共同攜手孕育無數的達人女孩，將聖甘第達修女的

精神紮根台灣；未來，接續迎風揚帆的李美鶴校長，將持續傳

承與發揚會祖的理念，在溫馨、精緻、創新的達人教育園地，

繼續追求卓越，培育更多成己達人、誠樸樂毅的達人女孩！

◎ 校長 吳韻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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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參訪之學校類科：

康寧大學護理科

＊容靖柔

這次的高職參訪我覺得獲益良

多，老師和大姊姊們都非常和藹可

親，在指導我們時也不厭其煩一直

示範，且親自動手做也讓我更容易

吸收上課的內容。希望以後還有類

似活動。

＊林奕亭

我學到要照顧病患、嬰兒時，做

任何事都要很細心也要有耐心，也

要很有耐心的去面對每一個家屬。

在學習新知的部分也要富有好奇

心，才能成為一位好的護理師。

體驗參訪之學校類科：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會計科

＊林宸葵

以自己的潛能和興趣去選擇未來

的方向，而不僅限於學術性質的高

中，多方了解和考慮，才能讓自己

未來的路途有更多可能性，嘗試動

手去做，也許會發現更不一樣的世

界。

＊葉芷岑

未來選學校，科目會有什麼不一

樣的地方，還有這是我第一次接觸

到會計，雖然爸爸本身也是會計，

但沒想到會這麼有趣。現在的我沒

有什麼特別好的科目，但是有一些

不同的興趣，希望對自己的未來能

有所幫助。

＊蔡宜蓁

關於之後要讀什麼，大家大多都

會讀高中，而忽略了高職學校。高

中會像我們一樣讀國、英、數等，

而高職是專一科，大多都偏動手操

作，不像在高中坐在台下聽課。如

果喜歡某一科，可以去磨練，鑽研

哪一科，也能在高職學校找出另一

個屬於自己的舞台。

＊郭芷榕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不像一

般國、高中，上課時間大多是在教

室內授課，很多地點都會在戶外或

者是實作。然後，這些實作也不只

是動手操作而已，還要結合一些必

要且專業的知識，就好像做實驗

時，你必須事先了解其原理一樣。

在以往的刻板印象裡大多認為高中

比高職還要有出路，但其實不然，

不同的學校所出來的學生都能有一

樣的待遇或者條件。不一定高中比

較好，如果對技術方面較有興趣的

話，可以進入高職哦！

體驗參訪之學校類科：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財政

稅務科

＊唐于晴

在國立台北商業大學中，有許多

專業的科系，培養優秀的人才，學

生可依自己的興趣與專長學習各種

知識，成為有用的人才。

＊趙奕華

經過了教授的介紹後，讓我了解

到進入職場前須具備獨立思考、勇

於發表、團隊合作及擁有足夠的英

語能力和專業知識，這樣一來在未

來就業時才會有更大的競爭力。

＊蘇廷臻

人其實不一定只有「讀書」才能

有很好的未來，有一技之長也是很

重要的事情，因為如果你成績不好

的話，只要有一件你很擅長的事也

能得到還不錯的工作機會。

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達人女中的國際教育是精緻、普及而且具有完整性的規

劃，從國際交流、海外志工，特色課程的設計更 是逐年擴

展，藉以全面扎根達人女孩在國際上的競合力與發展性。

  全球溝通的學習之旅    

自105學前度起於國中部開辦國際教育實驗課程，在外師多元豐富的互動下奠基

達人女孩的英語溝通力，並於為期三天兩夜的夏令營之中發揮所學，以全英語的方

式進行班際性的體驗。

＊ 國二忠 謝欣庭

七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是國際教育實驗課程的三天兩夜營隊，在這之前我們就已

經為此準備了許多東西，也都非常期待這天的到來。

一大早我們就在學校集合，準備前往東森渡假酒店，每天都風和日麗，烈日高

照。我們一到那就先做拼豆DIY，接下來就是水上活動，而且還有下午茶呢！第二

天早上去健行，玩戶外活動，下午也不例外的玩水上活動，這次玩的比較多種，而

且也都很好玩呢！最後一天我們做了木筏也玩了不少遊戲，然後便依依不捨的離開

了。

這幾天我們都必須講英文，這對我來說是項新體驗，而且在各項活動中都會和別

班的同學一起進行。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水上活動，在炎炎夏日裡必然是玩水最為

消暑！而且也能和別班同學一起玩，多認識她們，和她們一起努力贏得冠軍！

在這三天我都玩得非常盡興，認識了幾個別班同學，也和班上同學們感情更好，

一起玩了許多遊戲，一起講英文，希望以後還能有這種活動！

＊ 國二毅 王薌媛

這三天實在玩得超盡興的，不管過程中有許多的不一

樣且特別，只要跟大家一起玩，我都覺得超快樂的。

每天都有很多的行程，但我最喜歡的還是水上活動，

尤其是第二天的「Marco-Polo」的遊戲最有趣，因為要

矇眼，所以我也付出慘痛的代價，我牙齒撞到了旁邊的

瓷磚，是有點好笑啦！這次出去玩真的令我印象深刻。

我們跟別班的相處在這幾天中，漸漸了解彼此，我認為大

家都真的很厲害，無論在哪一方面。其實同學們人都很好。

下次希望還有與大家出遊的機會，我覺得這次全英文的夏令營真的很特別，回來

的時候還覺得有人叫我只能說英文，不可說中文。大家帶給彼此快樂的氣氛，更是

展現班上的團結。

達人女中的國際領袖營是針對高中部學

生特別設立的特色課程，透過為期

一學年的議題式連貫性課程，啟迪達人女孩對

於國際議題的思辨力，以及統合跨文化的理解

力。更在課程進入尾聲之際實地邁向國際，踏

上國際實察之旅，就在今年暑假開啟了全新的

篇章，正式開拓了達人女孩在歐洲的版圖，前

進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高二樂 許慈軒

生平第一次到歐洲，到英國，不是因為觀

光或遊學，而是跟著領袖營的大家一同實地考

察，是我從來沒有預料到的驚喜，也因此開啟

了人生中的另一扉頁。

回顧這十一天，一切都是那麼命中注定，

種種好事似乎都是由幸運一手串起，身為人權

組的一員，我被安排到的寄宿家庭有別於刻板

印象中的白人家庭，而是由具黑人血統與道地

英國人組成的混血家庭而他們接待的對象除了

我們台灣人之外，另有來自秘魯與俄羅斯的姐

姐們，在家中的時間會彼此交流與分享，總是

和氣又熱鬧的，那個莫名的感動至今仍在心口

留有餘溫；我的學伴身為英國人但也帶著西班

牙的血統，而實查研究的內容主要取材自－人

權博物館，記錄著英國貿易與奴隸事件，這些

巧合，讓我深刻體會與學習人圈方面相關的議

題，也看見在英國的多元種族歷史，更看見他

們和不同膚色的人的互相包容與融合，讓同樣

來自多元民族組成的國家的我大開眼界，也對

身處的地球村產生從未有的溫暖與親切感。

在遊歷的各樣景點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

過於在里奇蒙公園的那個下午，那是我們在英

國遇到唯一的雨天，而且是久下不停的間歇大

雨和綿綿小雨，那是一個很大的公園，充滿了

野生的氣息，雨中的草木、腳踩的紅土，是台

灣沒有的綠、缺少的紅，雖然全身濕透，原本

亮白的球鞋成了灰黑色，進了水還極其沉重，

但那一天的大家，特別的愉快、意外的團結，

有人輪流揹著身體不適的同學，在水窪間行

走，還能清晰聽見彼此的叮嚀聲，原以為天氣

壞了動物們出來探頭的心情，但在路成末了，

我們很幸運的看到不只一隻的野生的鹿，但最

驚喜的還是因為我們的寄宿家庭住得很遠，所

以那天是導遊親自載我們到家。

短短五天的學校交流，帶給我很大的看見

與感動，我的學伴很照顧我，且帶我認識了好

多她的朋友。在我所上的課程中，我體驗到了

他們的體育課，有別於台灣的是他們擁有寬闊

的草坪，根據個人所長與喜好分運動類別，喜

歡跑步的加入田徑、腿部為主力的人則會選擇

跳遠，細分而專精，讓我看見歐美國家為何如

此人才濟濟；其他的課程包含了很多自主學習

與激發創意力的課程，像是音樂課自製ＭＶ、

地理課根據所學主題拍成果影片、宗教課自創

學習單並分組有哲學問題的思辨，在這些過程

中，他們學的不只是課內知識，還有人際溝通

與合作、設備的使用和手腳靈巧度，結合活躍

的生活技能，並古板的課內知識，讓身處台灣

窒息式的教育環境的我，呼吸到自由的氣息，

也使我特別嚮往那樣的學校生活。

短暫的旅程，在大事件的背後，還有許多

小感動夾雜在生活細節中，此趟旅程果真不虛

此行，每一天的每一時刻，都蘊藏了不同凡響

的美，其中，在我身上的獨一經驗，是明白同

理心的重要和力量，那是一個人形象的關鍵，

也是建立人際關係中的第一道橋梁，在想到自

己的同時，也不能忘記背後那群被自己忽視的

人，人與人之間的禮貌與尊重需要被珍重。

諸此之類的感動，會繼續延續到我回台灣的生

活，朝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建築。

全球領導的跨域擴展

國際領袖營

生涯發展是每個孩子生命歷程中至為重要的一環，包含一生中所從事

的工作以及涵蓋在家庭、學校和社會與工作有關經驗的各種

生活角色，因此，生涯發展教育（career development education）屬於全人的教育。

國中孩子處於生涯發展的成長期及探索期，開始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及外界工作世界進

行初步的探索與了解。為了協助達人女孩進行適性生涯試探與抉擇，2017年3月29日 (星期

三)下午，老師們帶領八年級學生透進行社區高職/五專群科實地體驗參訪，分別參訪了康寧大學護理科、

士林高商會計科、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科，了解不同職群的學習主題、必備知識與技能到認識工作

世界，以增進未來九年級生涯發展進路之選擇參考。孩子們寫下體驗反思：

社區高職 / 五專參訪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今年九月在一場溫馨的親師會議中，承蒙家長們的厚愛，連任

106學年度家長會長一職，承蒙各位家長委員的參與，讓家長會事

務得以有效運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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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是出色且令人驚

豔。

達人家長會多年來扮演著親師溝通的重要橋樑，本學期透過義

工媽媽們協助新生健康檢查及全校流感疫苗注射工作，家長參與

高三成人禮見證達人女孩們邁入成年的難忘時刻，亦進行親師聖

誕報佳音活動，希望撫慰師生們的辛勞，傳遞愛與關懷的喜樂。

亦感謝長年默默支持的的校務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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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家

長們與老師能持續保持正向合作，讓達人園地在全體細心的耕耘

下更顯生機無限。

106.08.28 舉行8.9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6.09.25 召開家長代表大會

106.10.05 召開家長常務委員會議

106.11-12 捐助「家長委員會基金」

106.10.25 舉行10.11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6.11.03 邀請家長委員參與「高三學生成人禮」

106.12.18 辦理「聖誕報佳音及親師聯歡活動」

106.12.21 辦理12.1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7.01.12 舉行高三學生包中祈福活動

107.03   召開家長常務委員會議

107.03   辦理3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7.03   舉辦親師旅遊

107.03.09 辦理國中快樂家長日

107.03-04 支援大學推甄模擬口試

107.04-05 辦理4.5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7.05.14 舉行國三學生包中祈福活動

107.05.18 辦理高中快樂家長日

107.06    辦理6.7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107.06.01 參加畢業典禮（下午） / 舉辦謝師宴（晚上）

達人家長會106學年度各項活動

106家長會訊
◎ 會長 唐正峰

► 高三成人禮

◄ 教職員慶生

► 義工媽媽協助疫苗施打

▲ 義工媽媽讀書會

▲ 聖誕報佳音 夏令營全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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