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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生命。尊重關懷。感恩惜福。負責服務。創新卓越。放眼世界

幾年前有一部印度電影，片名叫「三個傻瓜」(3 Idiots)，情節有不少觸及教

育的議題與教育的理念，發人省思。其片中有一段對話提到：「追隨卓越，

成功就會緊追著你」，或另一種習慣用語是：「追求卓越，成功自會跟隨」(Seek 

Excellence & Success will follow.)。一般人習慣聽到的成語是：「好的開始是成功

的一半」，「失敗為成功之母」和「成功是99分的努力，加上1分的天份」等等，大都

是圍繞在成功這個主題，而且以成功為追求的主要標的。然而，在片中卻是強調以追

求卓越為主要標的，成功猶如副產品，它會在追求的過程中自然產生。

追求卓越 成功緊隨 

三好校園實踐學校』活動在輔仁中學已是第二年，也是雲嘉

南地區唯一一所獲得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補助的高

中學校。因此我們在校園積極推動「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

讓學生藉由三好校園運動培養良好的品德。

基於第一年辦理「住宿真有品」活動、讓住宿生能融入團體生活中彼此學習、友愛友諒、了解互助合作的重要。「濯足

禮」又讓全校師生體驗服務別人，藉由彎下腰幫別人洗腳學習耶穌謙卑愛人的精神。

除此之外，第二年上學期，我們舉辦了「三好海報繪畫比賽」，讓學生藉由畫畫把內心的想法用畫筆表現出來，學生積極

參與，從500多張作品選出30名，並將得獎作品貼於公布欄 ，不僅美化校園，更讓三好更深植於每一位學生心中。

成立「活泉社」讓學生走出校園以實際行動，到敏道家園及其他的啟智中

心服務弱勢孩童，從餵院童們吃飯喝水及推著輪椅帶他們散步，以及清理桌椅環

境，讓學生能從幫助別人中，體驗到父母的辛苦及全心付出後的辛苦和喜樂。 

下學期還推動「三好品德聖經話劇比賽」，目的是讓學生藉由聖經故事的

編排及演出一個有品德的故事，從此過程中體驗團結的重要，即使遇到困難如何

面對和解決，更從中學習主愛世人的精神，並以此為榜樣、達到擁有良好的品

德，在過程中體驗愛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說好話、存好心、做好事」一定要

以愛為出發點。

輔中有了三好運動真好，讓我們完全蛻變。三好使學校變得更寧靜、學生

更安頓地讀書、且家長更能安心了。

◎校牧  范重光 神父

◎校長 張日亮 神父 

『

國內教育現場最近幾年大家熱衷談論「學習共同體」的議題，它源自日本佐籐學教授所推動的「學習的革命」，強調把學習的

主體由過去以教師為中心，改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從被動的聽講化為主動的學習。其主張中特別強調，學生學習的樂趣與成就感

在於追求有挑戰性的新知，因此學習內容的設定宜比學生目前本身的程度再加深一點點，如此才會有學習的雀躍，遠離無聊，讓學

習變得有趣。換句話說，追求卓越，不斷挑戰自己的實力，學生的學習才會主動積極而富趣味性。

過去大學求學階段，同學間偶爾開玩笑地說：「平生無大志，只求60分」，因為60分是台灣本地大學及格分數，只要及格就能取

得該科學分，當然學分夠畢業取得學位就不成問題。當本人退伍後再回學校唸書時，不論是哲學、神學或是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就不再是以分數或及格為目標。更在乎的是有沒有唸懂、唸通，有沒有學到該學的內容，對於所學內容是否精熟，

還有科目之間的連慣性與整體性，同時將所學內容與自己的人生經驗對話，進一步檢視有無互相呼應。當本人更在乎整個學習的歷

程時，其實學習的結果是必然可預期的。「創新卓越，放眼世界」是本校六大核心價值之一。期待各位親愛的同學，用心於學習的

歷程，精益求精，好上加好，不要輕易就滿足現狀，不斷開發潛力，設定有點難度與有挑戰性的目標，追求卓越，成功自會相隨。

▲濯足禮

▲話劇比賽

▲與長榮大學締結教育夥伴關係

▲輔仁附幼

輔中有「三好」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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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沈煜鈞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歐陽佑政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徐偉庭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謝忠翰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葉冠町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王柔茵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吳紹維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蔡佩妤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柏任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江毓恩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蕭如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劇場設計學系 

陳俞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餐旅管理組 

陳律文 國立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吳東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林佩柔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魯哲閔 國立聯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林佩璇 國立宜蘭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文允晟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邱怡臻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吳亭瑩 輔仁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武維凡 義守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蔡宛芷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 

楊騏銘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風險管理學系 

張貝如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郭亭秀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曾奕豪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吳宇宸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胡明熙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邱柏諴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莫珥畢永希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馬偉揚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廖伯偉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陳宣錚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朱家榆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全穎奇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呂昕穎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瑀芝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台北校區） 

黃柏儒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桃園校區） 

余曜名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台北校區） 

洪玉怜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黃芸蓁 實踐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涂晨新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武莉淳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魏曼庭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許銘軒 長榮大學 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孔繁莉 長榮大學 翻譯學系 

莊　寧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甘鎧毓 南華大學 旅遊管理學系 

鄭鈞鴻 真理大學 經濟學系(台北校區) 

本校榮獲嘉義市
第32屆中小學科學展覽生物科佳作

主題：尋「蚤」夢想的家 

獲獎學生：國一愛 詹禹萱、鄭郁蓁、楊佳將  

指導老師：陳靖縈老師

本校學生參加嘉義市103年市長盃
國中組英語單字初賽成績亮眼!

榮獲嘉義市市長盃國中組英語單字大賽 特優及優等 

國中部學生通過人數共325人，通過率56%

共計180人獲獎，獲獎率高達72%

滿分：

國一信 蔡秉妤、謝郁紳、黃宥辰；國三孝 葉峻銘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通過率高達60%，高於全國平均44%

102學年度國一學生
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通過率高達91%

國中部學生入選
2014年AMC8數學菁英獎

國一仁 郭柏樟，國一信 陳冠頻、黃宥辰、張庭瑜

國二忠 曾詩云、葉峻瑜、盧偉任

國中部學生榮獲
2013IMC數學能力分級測驗榮獲全國一等獎

國一信黃宥辰、張庭瑜  榮獲全國一等獎 

國一信陳采藜、陳冠頻、張智翔、謝郁紳 

榮獲全國三等獎

第38屆全國國中奧林匹克數學競賽
國一信黃宥辰 榮獲全國三等獎

第38屆全國高中奧林匹克數學競賽
高一仁劉上慈 榮獲全國第6名

本校籃球隊參加
校際盃錦標賽成績優異！

國中男子組 冠軍 

高中女子組 亞軍、高中男子組 季軍

團體部分：  

籃球 國男組 冠軍、高女組 亞軍、高男組 季軍  

桌球 國男組 季軍  

網球 國男組 殿軍 
指導教練：黃文穎、何佳恩

賀！天主教輔仁中學  
103年大學繁星榜單嘉義地區成績最優 

 錄取國立大學暨醫藥學系21人、私立大學28人，共計49人

成績亮眼，錄取人數再創新高

榮 譽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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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閱讀--「百閱」認證               ◎劉窈吾 老師

當你付出時，也會使另一個人成為付出者，雙方都快樂地

分享各自帶進生命的東西。」

                            ---佛洛姆（Erich Fromm）。

「服務學習」生命教育實施計畫，是輔仁中學102學年

度優質計畫當中重要的一項學習課程。目的是使高中學生們

在校園的學習生活中，都有機會參與體驗到「Learning By 

Doing」的實作的服務經驗，同時經由此生命經驗能覺察到給

予的美好，進而發現自身的潛能與自信心的培養。

「看見好品格」是今年的社區小學服務學習的營隊主題，

由輔中高二學生全程擔當乙天活動的執行與策劃。在不影響常

態的學習課程之下，擇於周末進行生活營。活動內容以情境教

「

2013
年12月輔仁百閱認證系統正式啟用，提供學生在閱

讀後進行線上題庫檢測，於30分鐘內完成20道題目

作答，分數達70分以上即為通過認證；藉由認證制度，記錄

學生閱讀歷程，以六年一貫施行，鼓勵學生以挑戰「百閱」

認證為目標。

國三孝 顏愉家 (已通過認證本數：71本)

透過「閱讀認證系統」，我不僅能從閱讀中獲得樂趣，

還能在閱讀後通過認證得到成就感，進而激起我閱讀更多書

的渴望，而且透過認證能夠糾正我看書囫圇吞棗的壞毛病。

「閱讀認證系統」也能看到他人的成績，因而可以了解自己

的閱讀進度，進而修正自己的閱讀方式，增進自己內在的文

學素養。

國三孝 林衡廷(已通過認證本數：27本)

或許是一時逞能；或許，是為了證明自己有多厲害；或

許，是為了一份榮耀；或許，只是為了好玩。總之，我參與

了這項計畫，並沉浸其中，幻想自己是巫師，是精靈，在與

出題者布下的天羅地網中鬥法。雖然成績有高低之分，但看

到自己成績有高有低，有進有退，也是一種欣喜和滿足！

希望你能加入我們，一起享受這一種欣喜，沉浸於閱讀的樂

趣。

學、學童實作、短片教育及大地遊戲為主，在寓教於樂的活動

過程中，協助學童注重品格力的重要性。

在生命教育的課程裡，教師協助學生分為五個小組-「教

學組」、「活動組」、「文宣組」、「場務組」、及「隊輔

組」並督導學生們各司其職與貫徹執行。達2個月的準備過程

中，看見學生的領導力與組織力，學生彼此的欣賞與接納，更

難能可貴的是團結與合作，為榮譽感而相互提攜彼此成就。

「大哥哥、大姊姊們，我們好喜歡你們，明年還要再來

喲！」

這是小學童的心聲，更是輔中同學們信心的來源與服務學

習的影響力。

  輔仁心★服務情                                 ◎蔡育祝 老師

▲

民和國小

▲

社口國小

▲民和國小

▲太保國小

▲

太保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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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國際換日線來到了洛杉磯，時間卻還凍結在起飛時的十二點，也從此刻

起展開了16天15夜的文化之旅。

我們先參觀了可口可樂與CNN，了解到了一個電視台如何運作，也喝了近一百

種可口可樂的飲料，超享受的!接下來有三天我們訪問了三所學校，與我們的校園

生活差異不少。他們的學校大，學生是跑班上課，且每班人數少。課程方面則重

視基礎，自己也可以選修課程。而較早放學也使幾乎每位學生都有參加社團、球

隊。美式教育的多元化，真的是印象深刻。

緊接著三天就是我們來到美國的主要任務之一：做一個文化大使。我們在博覽會的展場介紹了我們台灣的獨特文化，從原住

民、童玩、到寺廟、夜市等都包括在內，當然也呈現了我們精心準備的「台灣之舞」。當地的學生對我們的文化很有興趣，想必也

認識了一個新的文化吧!結束後，主辦單位也告訴我們，我們是這五年來最優秀的一團，是臺灣的驕傲!

最後我們到了度假勝地—奧蘭多。我們去了環球影城、冒險島還有NASA太空中心。

一連串的「感官刺激」後，又再度跨越國際換日線，時間開始快轉，回到了臺灣。

除了看了、聽了、玩了、吃了許多之外，我也學到了很多。我從接待家庭、

當地師生、和各行各業的人身上，學到了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當我接受一

個新的文化時，真的使我大開眼界。我也學會了如何去做團隊的一份子，做房子

的一根樑柱，善盡自己的責任。這一趟旅程不只是西方文化的洗禮與我們的國民

外交，更是心靈與智慧的成長之旅。讚啦!!

這是一趟酸甜苦辣混合著的旅程，就在大家還睡眼惺忪的凌晨3：30開始了…。        

雖然疲倦，卻是興奮無比的前往高雄小港機場。 

在這六天之中，令人難忘的是…跟著學伴隨班上課，他們上課只有歷史課和中文課會講

中文，其他課是講菲語和英文，雖然他們講菲語和英文時，我們聽不太懂，但是能跟著他們一

起上課也是一種樂趣，和台灣不同的是，他們上課比較自由，雖然比較吵，但相對讓人感到比

較放鬆。我們去的這幾天，剛好碰上了崇德的學生自治會選舉，我跟著其中一組去競選，這才

發現，他們的口語表達真的很流利，因為平常上課都會上台發表意見，所以他們都很大方，在

同學面前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政見！ 

當地著名景點-火山湖和魔法王國。去火山湖時，坐車坐了好久，在下車前，崇德的老師告

訴我們，在菲律賓這裡不管去到哪裡都要小心自己的貴重物品，不然很容易被偷走，因為治安跟

台灣比起來，是真的比較不好。火山湖那邊很美，寬廣的湖中間矗立著一座座的火山，很壯觀！

我們坐了纜車，在那邊散散步，天氣雖然炎熱(大約攝氏28度左右)，但感覺還不錯。下午，我們

去了魔法王國，今天雖然其他學校放假，但還是很多人，有些學校今天校外教學，也蠻多是觀光

客的，不過看同學們依舊玩的很盡興，2個小時的時間，有人玩了3、4項遊樂設施呢！

不知不覺，時間已經來到了第六天，也是跟他們說再見的時候了，上午最後和他們一起

上課，一邊聽著老師上課，一邊開始覺得有點不捨，而下午是歡送會，有唱歌、吉他和我們的

原住民舞蹈表演，我們笑著，拍著照，看著表演，有那麼一瞬間真的好想留在這裡，好捨不得

崇德的各位學伴們！anyway，還是該說再見了…。隔天隨著飛機的起降，對於回台的興奮感就

多增加了些，但對於菲律賓的不捨也更是多了些，不過回台後，這才發現，台灣真好！7天下

來，遇到的困難無數，很慶幸的我們都平平安安的回來了！這幾天，真的學到了很多，不管是

上課所學，或學伴教我們的英文和菲語，又或者一個人出門在外學到的獨立，收穫真的很多，

擁有的經驗與回憶更是滿行囊！也非常感謝菲律賓崇德中學的你們，還有輔中的各位同學和老

師，帶給我如此難忘深刻的記憶，是的，我們的旅程結束了，但並不代表我們的友情會到此消

失，期待我們再相見的那一天！

回訪菲律賓 崇德中學                ◎國三孝  張馨方

美國喬治亞州 國際民俗文化博覽會教育交流   

                                                          ◎國三孝  李昇和

▲參觀奧古斯 丁教堂

▲與學伴合影

▲與學伴合影

▲與接待家庭合影 ▲與崇德老師合影

▲輔中參訪團與接待家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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