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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群策群力  攜手向前 

第十五屆理事  長王鼎中 

「鼎中，請問退休年金現在到底是要怎麼改啊？」「理事長，查勤的方式

感覺對老師很不尊重耶！是不是可以幫忙溝通一下。」……現在走進辦公室，

迎接我的常是一連串的詢問與「關愛」的眼神，在決定調整腳步、卸下行政職

之後，很高興還能以另一種身分與思維，為建中的教師同仁服務，也很欣慰大

家對教師會的信任與付託。 

去年六月底，誠惶誠恐的接下了理事長的重任，期盼能承襲教師會的優良

傳統，持續進行為教師同仁謀求福利的工作。十五屆教師會以營造敬業樂業的

氛圍，成就具專業素養的教師為工作目標，一年來，我們透過良性的溝通陪伴

同仁走過查勤事件的紛擾，以精緻的活動規劃豐富同仁的休閒生活，以省思與

對話與同仁一起積極迎接十二年國教的變動，藉由資訊的統整協助同仁了解退

休年金改革的動態，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我們的努力與用心。 

面對種種紛擾與挑戰，幸而有一群志同道合、戰鬥力堅強的理監事夥伴一同 



並肩作戰，加上淑蘭老師願意奉獻退休前的一年時光，兩肋插刀出任總幹事之

職，很榮幸能和如此優秀的同伴在教師會為大家服務，群策群力朝共同的目標

努力，是這一年最大收獲。展望未來，期望教師會在我們的努力下，能繼續傳

承建中精神，扮演教師與行政間良性溝通的橋樑角色，成為教師權益的捍衛者。 

以下是第十五屆教師會這一年走過的軌跡，和您一起分享： 

 

一. 辦理建中新進教師薪傳與專業成長活動，為建中薪火相傳盡心力 

(一) 101 年 8 月 15 日新進教師座談會中，從教師專業成長的探討到建中生

活環境生動活潑的介紹，協助新進教師融入建中大家庭。 

(二) 101 年 10 月 8 日，以親手製作下午茶點心的形式，進行新進教師經驗

傳承活動，資深老師和新進教師在輕鬆的氣氛下融洽分享教學心得。 

 

二. 辦理精緻的知性之旅與有助於提升教師生活品質的相關活動 

(一)101年11月29、30 日辦理天溪園知性之旅活動，雖然天公不作美， 大

家仍享受了一個愉快的慢活體驗。 

(二)101 年 12 月 23 日辦理故宮「赫赫宗周展」及「武丁與婦好展」雙展導

覽活動，在周志宇老師精采解說下，開展一場豐富的歷史人文之旅。 

(三)102年 3 月 25、26 日辦理大稻埕文化之旅活動，進行深度的懷舊之旅。 

(四)102 年 4 月 3 日與家政科合辦歡樂兒童節活動，為教職員子女留下美好

的童年回憶。 

(五)102 年 4 月 19 日下午於博學講堂舉辦由周怡秀老師主講的「米開朗基

羅特展」講座，4 月 26 日上午及下午於歷史博物館各辦理了一場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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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宇老師導覽的「米開朗基羅特展」活動，參加的同仁感受了一場文 

藝復興時期的藝術饗宴。 

三. 發行教師會通訊，積極提供教師各項專業成長、生活藝文與相關服務訊息。 

(一)第一期教師會通訊於 101 年 11 月出版，以學習共同體為主題。 

(二)第二期教師會通訊於 102 年 4 月出版，以十二年國教制度變革與年金

改革為主題，並進行特色招生考試制度相關問題之問卷調查。 

 

四. 協助推動學習共同體，營造敬業樂業的氛圍。 

(一)與教務處共同推動學習共同體。 

(二)101 年 12 月 13 日的學習共同體校內第一次工作坊，由數學科曾政清老

師與國文科凌性傑老師進行公開觀課，課後並有多位教師進行觀課心得

分享。 

(三) 102 年 5 月 16 日的學習共同體校內第二次工作坊，由麗山高中藍偉瑩老

師分享跨科社群經驗，本校國文科凌性傑老師分享共同備課經驗， 英文

科林君美老師分享公開授課經驗，謝謝教務處的規劃與安排。 

 

五. 因應十二年國教與年金改革，協助同仁掌握訊息，並發起相關議題之探討。 

(一)參加 102 年 1 月份年金改革座談會與 3 月舉辦的年金改革說明會。 

(二)彙整年金改革相關資訊，不定期透過電子郵件傳達給同仁。 

(三) 102 年 5 月 17 日舉辦「我愛建中」座談會活動，以建中面對不同特色

考試招生比例的因應之道為主題進行討論，獲得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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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積極與校長及行政人員溝通，為教師爭取應得權益，營造更優質教學環境。 

(一)101 年 8 月，協助教師因應遭投訴相關事宜。 

(二)針對教育局來函要求學校進行不定期出勤查核一事，於 101 年 10 月 1 日

中午邀集數位老師及行政代表進行意見討論。並持續與人事主管單位溝

通，尋求和諧的因應之道。 

(三)每月參與擴大行政會議，在會中為教師表達心聲，包括暑期課輔費發

放與加班費性質鐘點費得納入免稅範圍計算之事。 

 

七. 關心教師，辦理敬師活動 

(一)慰問生病或受傷之同仁，送上滿滿關懷暖意。 

(二)101 年 9 月 28 日敬師餐會，與家長會、人事室、學務處及總務處通力合

作，慰勞平日辛苦的教師同仁。 

 

 

第15屆教師會工作報告 

(一)活動組 

組長：張園笙 組員：王永賢、文士豪、白萬應、林信安、徐淑雅 

＊新進教師傳承餐會 

教師會為歡迎新進教師，以有限的經費辦別開生面的迎新活動，特別情商

家政科老師們全員出動在家政教室舉辦迎新餐會。當天新進老師們一起動手很

快彼此較熟悉了，串串笑語中一道道美食端上餐桌，不是親眼所見還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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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的餐點幾乎可媲美五星級飯店呢！傳承教師們一 

起享用的時候有沒有覺得今年的迎新茶會多了更多的感動與人情味呢？ 

 

＊天溪園之旅 

封園多年的天溪園是本次活動最吸睛的景點，然而秋冬的北臺灣，天氣一

向是野外活動最難掌控的變數，當天飄著綿綿細雨，為安全的顧慮，最後只能

讓會員們失望。天溪園雖然去不了，替代方案的官邸花園也不會遜色。細雨紛

飛的花園中，超過百花的大立菊，晶瑩水珠滾滾如玉盤，在飄飄雨絲中踏水賞

花，穿行於陣陣雲霧，也是不可多得的美感體驗。 

雲霧忽聚忽散，飄渺山巒忽隱忽現，勾勒出潑墨山水動畫，為法國農莊饗

宴畫下點睛神龍。專程上山的專業攝影師，在山中奇景中為大家擷取最美好的

影像。飯後一遊座落在風景絕佳陽明山上的「陽明書屋」，背靠七星山、視野極

佳。入門後寬廣的樹林，崗哨密布的通道轉折，鋪陳出帝王安全儀仗；刻劃吉祥

圖騰的照牆，特殊外型的園林造景，曲徑通幽的地下甬道，處處隱含玄機， 曾

是國家重大決策的構思區，一舉一動皆牽動近代史發展的風生水起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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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文化采風之旅 

「頂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艋舺通大稻埕。」大稻埕是繼艋舺之後，台

北最繁華的地方。從大橋頭捷運集合之後，山水人文學會吳智慶老師娓娓說道

三百多年的滄桑與風華。沿途參觀了《仁安醫院》、《大稻埕媽祖宮》、《大稻埕禮拜

堂》、《大稻埕歌謠公園》、《辜家鹽館》、《大稻埕碼頭》、《陳天來故居》、《李春生教

會》、 更難得的是台灣歌謠大師－李臨秋先生之六公子李修鑑老師夫人， 親自接待、

導覽《李臨秋故居》最後參觀了《霞海城隍廟》 

             

＊歡樂兒童節活動 

爸媽是同事，孩子們是童年玩伴，多麼棒的回憶啊！為了讓更了讓更多的

小朋友有機會彼此認識並留下美好的回憶，教師會與家政科共同企劃「歡樂兒

童節」的活動，4 月 3 日兒童節前夕，在豐如老師的解說中認識稻米，美慧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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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笙老師和依珊姐姐幫忙把蒸好的糯米飯變成 Q 軟的麻糬，這些麻糬進入烹飪 

教室後又變身成芝麻糯米捲，原來米飯也會變身秀。為了讓活動留下美好記憶， 

小朋友們親自動手製作奶油獅羊毛氈吊飾。活動接近尾聲，享用自己做的點心和

健康好喝奶茶，真希望一年不只一次兒童節。 

 

＊認識文藝復興時期大師-米開朗基羅系列活動 

此系列活動先安排校內講座後，再到展場看展覽。校內講座部分特別邀請

美術科周怡秀老師講座，周老師深入淺出為我們介紹文藝復時期的藝術發展歷

史、米開朗基羅的生平及作品、文藝復興時期三傑。有基本的概念後再到現場

聆聽歷史科周志宇老師的導覽，因為兩位周老師的介紹讓我們有豐富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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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發組 

組長：曾慶玲 組員：魏季美、葉昭松、簡邦宗 

1. 編輯出版教師會通訊 101 年 11 月份--主題：學習共同體，102 年 04 月份—

主題：年金改革與 12 年國教。 

2. 編輯出版教師會會訊第 32 期。 

3. 參與教師年金改革說明會，彙整年金改革重大資訊。 

4. 辦理 12 年國教在建中問卷調查。 

5. 規劃辦理「我愛建中」座談會。 

6. 問卷調查結果摘要如下：以建中教職員為對象，有效問卷 93 份。 

(1)您認為對建中而言，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的比例多少是合適的？ 

選 項 次 數 分 配 

維持現況--15%免試，85%特招 78% 

50%免試，50%特招 15% 

高比例免試或全面免試 7% 

 

(2)如果您是基北區學生的家長，您會考慮讓子女採取那種高中入學方式？ 

選 項 次 數 分 配 

進私校直升私立高中 19% 

高中再進私立高中 3% 

特色招生進公立高中 58% 

免試進公立高中 18% 

其他：隨父母就讀、須充分了解才能決定 2% 

 

(3)就您對 12 年國教的了解，12 年國教帶給您的心情感受是？ 

選 項 次 數 分 配 

滿意 1% 

還可接受 5% 

無感 3% 

擔心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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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 40% 

憤怒 13% 

 

(4)在政府推動 12 年國教這段期間，您採取何種方式面對 12 年國教政策？ 

選 項 次 數 分 配 

主動積極了解，支持政策 5% 

被迫了解，配合政策 44% 

靜觀其變 45% 

還沒開始關心 3% 

其他：主動或被動了解，反對或不支持政策 3% 

 

 

(三)行政組 

組長：盧宜安 組員：林芳如 

1. 函報北市社會局辦理本會理監事變更登記，完成核備。 

2. 發送理事會開會通知，完成會議紀錄工作。本學年截至五月為止，共計召開

九次理事會議。 

3. 透過電子郵件系統轉發教師權益相關訊息，與全體教師分享。 

4. 公告宣傳教師會活動與相關訊息。 

5. 發送教師會相關工作需要之公文。 

 

(四)總務組 

組長：章瓈文 組員：朱沛文 

1. 完成教師會專戶印鑑更換。 

2. 101 學年度計有 30 名新進會員，總計有 203 名正式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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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繳臺北市教師會會費。 

4. 會費收支及帳目管理。 

5. 協助訂購會議與活動便當。 

6. 15 屆教師會收支明細如下： 

自 101/07/01 起 

日 期 科 目 收 入 支 出 結 餘 備 註 

101/07/01 移交款 387,662  387,662 第十四屆理監事結餘款 

101/07/01 會員費(移交) 146,300  533,962 第十四屆代收十五屆會費 

101/08/18 會議費  3,000 530,962 新進教師座談會點心 

101/09/06 會議費  1,760 529,202 第十五屆理監事聯席會議便當費*22 

101/09/13 會員費 1,000  530,202 公民科招承維、林倩如師第十五屆會費 

101/09/27 會議費  480 529,722 第二次組長工作會議*6 

101/09/27 會員費 2,900  532,622 詹博聞師等四人十五屆會費 

101/10/01 會議費  560 532,062 對談會便當 

101/10/03 會員費 1,200  533,262 李榮哲十五屆會費 

101/10/04 公共關係費  780 532,482 園笙老師代購紀念茶杯 

101/10/04 會議費  1,360 531,122 第十五屆第四次理事會議便當費*17 

101/10/04 會員費 2,800  533,922 賴奕帆等四人十五屆會費 

101/10/05 公共關係費  300 533,622 黃玉容老師慰問花束 

101/10/05 會員費 1,200  534,822 佘欣穎、邱薳令師十五屆會費 

101/10/08 會員費 14,300  549,122 顏偉家師等 16 人十五屆會費 

101/10/08 會議費  4,016 545,106 新進教師傳承會議點心水果材料費 

101/10/08 公共關係費  349 544,757 陳伯豪老師慰問水果 

101/10/15 會員費 500  545,257 林君美師十五屆會費 

101/10/16 會員費 600  545,857 謝蕙如師會費 

101/10/30 會員費 600  546,457 凌性傑師補市教會及訴訟基金 

101/10/30 利息收入 300  546,757 1010714-1011022 利息 

101/10/30 利息稅款支出  24 546,733 1010714-1011022 利息所得稅 

101/10/30 市教師會費  65,700 481,033 會員 112 人，訴訟基金 97 人 

101/11/11 公共關係費  350 480,683 梅文慧老師慰問水果 

101/11/11 會議費  700 479,983 教師會理事長印鑑製作 

101/11/11 會議費  1,200 478,783 第十五屆第五次理事會議便當費*16 

101/11/11 辦公費  281 478,502 寄發天溪園活動榮譽會員通知 

101/11/08 會員費 1,100  479,602 鄧書華師十五屆會費 

101/11/09 會員費 1,100  480,702 郭淑娟老師十五屆會費 

101/11/09 會員費 500  481,202 游明俐老師補交市教會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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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9 會員費 3,000  484,202 張惠倩老師榮譽會員會費 

101/11/09 會員費 500  484,702 洪靜宜老師十五屆會費 

101/11/19 市教師會費  1,700 483,002 會員 2 人，訴訟基金 1 人 

101/11/19 公共關係費  1,500 481,502 李錫津校長父親告別式花籃 

101/11/28 活動費  4,000 477,502 天溪園補助開車費用 

101/12/06 會議費  1,120 476,382 第十五屆第六次理事會議便當費*14 

101/12/06 活動費 43,290  519,672 知性之旅天溪園總收入 

101/12/06 活動費  4,392 515,280 知性之旅保險費(2 天) 

101/12/06 活動費  38,990 476,290 知性之旅餐費(2 天)+30 元匯款費 

101/12/06 活動費  18,000 458,290 知性之旅遊覽車費(2 天) 

101/12/11 活動費 628  458,918 知性之旅退還退費(曹淇峰師、蔡敏麗師) 

101/12/17 活動費 1,000  459,918 知性之旅退回補助開車費用 

101/12/17 會員費 3,000  462,918 鄭哲明師榮譽會員費 

101/12/17 公共關係費  300 462,618 鄧書華師慰問盆花 

101/12/17 公共關係費  339 462,279 詹博聞師慰問雞精 

101/12/17 辦公費  28 462,251 寄發榮譽會員郵資 

101/12/17 公共關係費  1,100 461,151 林平松先生奠儀 

101/01/03 會議費  935 460,216 第十五屆第 6 次理事會議便當費*12 

102/01/11 活動費 25  460,241 知性之旅溢收之兒童保險退費 

102/01/19 利息收入 187  460,428  

102/01/19 利息稅款支出  17 460,411  

102/02/19 公共關係費  3,000 457,411 贊助 114 屆校慶 

102/03/04 會議費  1,275 456,136 第十五屆第 7 次理事會議便當費*16 

102/03/22 活動費  10,719 445,417 大稻埕采風之旅教師會補助 

102/04/11 會議費  1,200 444,217 第十五屆第 8 次理事會議便當費*15 

102/04/25 公共關係費  79 444,138 寄發退休老師郵寄標籤紙 

102/04/25 公共關係費  259 443,879 寄發榮譽會員活動通知 

102/04/25 公共關係費  300 443,579 致贈退休工友吳徐燕熊紀念杯 

102/04/25 公共關係費  259 443,320 寄發榮譽會員活動通知 

102/04/25 活動費  1,600 441,720 米開朗基羅特展導覽講座活動 

102/04/26 活動費  460 441,260 米開朗基羅展補助耳機費(下午場) 

102/04/25 公共關係費  1,500 439,760 致贈周志宇老師米開朗基羅導覽紀念杯 

102/05/09 會議費  1,120 438,640 第十五屆第 9 次理事會議便當費*12 

102/04/26 活動費  400 438,240 米開朗基羅展補助耳機費(上午場) 

102/05/07 會議費  480 437,760 章程修訂小組會議便當 

102/05/17 會議費  10,560 427,200 我愛建中座談會便當費*88 

102/05/21 活動費  180 427,020 米開朗基羅展現場購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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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師的祝福與感言(依姓氏筆劃排列) 

博學多聞的教學達人 丁村成老師 

 

數學科 曾政清、黃世穎、曾俊雄老師

丁村成老師是一位熱愛工作的教育夥伴，在建中二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 

無論是教學、研究與著作均是全力投入，積極奉獻。除此之外，丁老師為了在

教學上不斷進步與求新求變，仍持續進修完成碩士與博士學位，其學養與風範

更是讓許許多多建中人欽佩。從學生時代一直到現今，丁老師發表過很多的數

學研究與文章在數學傳播與建中學報當中，經常扮演引領著臺灣數學教育向前

行的重要角色。 

多年來，他在課堂中精闢的分析與幽默的談吐，深受學生喜愛。丁老師博

學多聞也樂於助人，許多老師得到他的協助與指點，亦時常提攜照顧後輩，包

括從教學到做人處事的態度，從不拐彎抹角的個性，讓後輩感到相當受用。 

丁老師個性活潑開朗、處事圓融，如今他的人生有更多元精彩的發展，在

此也要祝福他，希望他能把在建中的教育理念發揚光大，造福更多的人，當然

也包括我們這一群在建中繼續打拼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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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昔瀟灑帥氣的王星熹老師 英文科 徐淑雅老師 

 

從風聞你要退休，到證實你要退休，也不過個把天的功夫！在這個時節， 

你我都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把位子讓出來給年輕人，給年輕人機會！因為我

們也曾經年輕過，別人也給我們機會。 

猶記得近 1/4 世紀前，你是松山高中英文科第一屆的開山始祖，我則是第二

屆的新進教師。當年留著如國父兩撇小鬍子的你，今日仍是瀟灑依舊！行事仗

義行俠、教學獨樹一格；瀟灑中帶著潛規則、率直中帶著待人的真誠。 

我的老同事，人生七十才開始，祝福你退休後的日子過得多采多姿，一如

往昔的瀟灑與帥氣，因為那是你不變的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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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心蘭      王淑蘭于 102 年 5 月 

好友在退休後，以書畫自娛，見我上門，就想在我面前揮毫，顯擺一番，

因我名字裡有個蘭字，就當場畫了幅墨蘭，在落款前問我：留白處要不要提首

詩呢？我想了下，便寫了 這首打油詩。也是同行的老友，沉吟了一會兒笑著問， 這

詩句是在寫蘭花呢，還是說師道？ 

我在高中畢業報考大學，將師大填為第一志願時，就已經充分了解教師這

個行業的特殊性，參照了自身的性格，覺得相當合適。第一天站在講台上，面

對數十雙好奇的眼睛，我勉勵自己：教育工作不僅是職業，更是此生的志業。

想富貴，去當官，去經商；想出名，去演戲，去走秀；而當老師，就只能「自

我感覺良好」了。而今，教學幾近三十年，到了交棒的時刻，回顧自己的教師

生涯，我輕聲地對自己說，當學生們尊我一聲「老師」的時候，我--無愧於心。 

 

給心目中的小巨人—王淑蘭老師         英文科  林芳如老師 

日子過得很快，我心目中的巨人要退休了，使得我頓失所依…自己初進建

中時，事事不懂，每事必問，與淑蘭老師第一年便共事於自強樓。有前輩罩著

的感覺真好，不懂有人可以請教，憂慮時有人幫我護著；淑蘭老師直爽又敏捷

的行事風格，每天聽到她清澈宏亮的話語，生活中像有一層看不見的保護膜，

讓我安心卻又享有開心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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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蘭老師總是我的救兵、也是貴人！進建中第二年，我為了「I Will」英文

交流，舉辦建中與北一女中兩校四班聯合英語話劇公演，規模不大，但總是領

兵至一女中，不能讓學校失了顏面！自己一股腦的忙，忘了邀請評審這件事！ 

等我驚覺，時間已迫近！我連忙打電話給淑蘭老師求援…她一口答應的爽朗

笑語， 十幾年了！我至今仍深深記得！有淑蘭老師的支持，我和學生們自然更

加全力以赴，演出當晚成功順利！感謝淑蘭老師支持我辦了這麼一場「仲夏夜之

夢」！ 要感謝淑蘭老師的事情很多，不勝枚舉，「罄竹難書」！（相信淑蘭老師

懂我的幽默，不會生氣的！）首先，她明快清楚的風格，講究效率的認真態度， 

讓我獲益良多；另外，於私領域，她只道人長，不語人短，任何「風言風語」（捕風

捉影的事）到她這裡就停住了！真的是謠言止於智者的最佳寫照！這樣不沾塵

的風格也令我深悟到：「辦公室內簡單平淡是幸福」的道理！最後，她還有一種我

學不來的「霹靂」風格，在公領域，她堅持對事理的維護，對真相的直言不諱，

那怕坐在她前面的是教育部長、是總統，我想她都無懼於維護她心中的真理！好

一個「真理小辣椒」！ 

共事愈久，愈顯得淑蘭老師的難能可貴，除擔任年級召集人、課發會代表， 也

是英文科的輔導教師，對新進老師提攜更是愛護備至、不遺餘力。坐在她的身邊

上班，感覺很有安全感，再大風大雨，她也相陪、相挺、相互照應；當我更深入

了解她為家人付出以及努力對抗病魔的一路艱辛時（雖然她都只輕描淡寫帶過），

不禁感嘆自己的無能和自私！在我心目中，淑蘭老師真的是堅強、高節、無私的

巨人！巨人要退休了，別忘了回來看看我們！幫我們打氣！讓我們片刻回味「有

您在，一切無憂」的感覺吧！您腳步還沒離開，思念已經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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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又堅毅的典範—周志宇老師        歷史科  戴志清老師 

 

志宇老師有一顆極柔軟的心。這種柔軟，不僅是待人處世的圓融，更是一

種真誠與真情。記得數年前的早晨，志宇老師帶著蛋糕，喜孜孜地向歷史科同

仁走來，大聲宣佈當天乃是紅樓的百年生日，堅持一定要慶祝，彷彿建中紅樓， 是

其高夀百年的親人。這是一種真情。 

校史室裡，保留著舊日建中的校景模型，每次聽志宇老師介紹：現今的體

育館，從前是木造宿舎，左德成老師唸高中時，曾坐在那間教室窗戶旁，至於

馬英九先生，曾在下樓時，踩破樓板，卡在樓梯間，大聲呼救，等待同學的救

援。他把建中的往日種種，化成其內心最深層的感動。這是一種真情。 

每次歷史科重大節慶，志宇老師總是帶領同仁，盛情邀請退休的建中老師。在

白髮淚光中，前輩們細數建中的往日種種，悲嘆白駒過隙，期許後輩奮發自立，

彷彿親人般地真誠相對。志宇老師把人與人連繫成一條河流，讓人體會薪火相傳。

這是一種真情。 

志宇老師有堅毅的意志。這種堅毅，展現在對理想的堅持。志宇老師從小

患有嚴重的氣喘，但他卻為了建中歷史的傳承，摀著鼻子，從事別人不重視卻

異常辛苦的校史工作，不求名利，不畏艱難，經年累月，無怨無悔。這份堅持， 直

比青天日月。這是一種堅毅。 

志宇老師在退休的前兩年，竟接受學校的請求，在暑假期間，前往陽明山

接受為期六周的教師輔導研習。以志宇老師的性格，絕不喜歡形式上的學習，

更何況依年資輩份，志宇老師絕不是人選之一。但事後志宇老師只是淡淡地表 

 



17 
 

示，他認為歷史科的同仁，暑假期間皆忙，他可以做得到，為什麼要推拖呢？ 

這是一種柔軟，也是一種堅持。堅持為別人想，堅持為別人付出，堅持以

別人的感受為優先。這何嘗不是一種堅毅。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志宇老師如今雖然退休，但我們可以在校園中，看

到他為了建中努力的匆匆身影。這就是志宇老師。全心全意的努力，卻又是

低調而默默地付出。志宇老師，您永遠是建中柔軟又堅毅的典範！ 

 

 

給最尊敬的老師—周志宇老師的退休祝福     洪靜宜老師 

在莊敬還沒變成 OA 的那些年，三樓的氣味聞起來總有股舊舊的霉味，但這是周

老師最常待的地方。他總是和幾個學生們待在這裡，埋頭在做校史的資料庫；

有時貓咪從天花板跑來跑去，周老師說那是在抓老鼠；有時牆壁斑駁得掉了下

來，周老師說那是這棟大樓有年代的見證。他總是笑笑地說，完全不理會校史

的完成是在怎麼樣的環境底下。 

OA 之後，校史工作室正式成立於三樓，天花板上還看得到貓尿的遺跡，但貓咪和

老鼠都不見了；一年後的春天，周老師也退休了。 

周老師以週記做為師生溝通的橋樑，一本本厚厚的筆記本，堆起來像人那麼高。

不同科目的老師們經常出入校史工作室，不僅是受到周老師煮咖啡的功力的吸

引，更經常的是，向周老師抱怨這個埋怨那個的。我常想為何這些人總是要找

周老師呢？周老師總是在傾聽與分享，而我卻從沒聽過他抱怨半句。 

周老師是個很有原則的人，他敬老、扶弱、指導後進。很多退休老師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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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無不豎起大拇指，講著他的年輕往事以及一連串我不熟悉的名字，儘

管我未曾參與，卻見證了他的敬老扶弱的原則。而周老師對後進的諄諄指導，

則是身為後輩的我深刻感受到的，不管是教育或人生，他總是有問必答，而且

從不讓人失望。 

周老師的個性低調，從不張揚。我聽過他導覽很多次，但最讓我感動的一

次是他退休後來建中的那場演講，真的好精彩，他把古物和歷史結合得淋漓有

致、趣味盎然。聽完之後，我終於知道他為什麼會在史博館和故宮做義工了— 

他真的愛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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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業的周常欽老師                         化學科   曹淇峰老師 

 

目前化學科老師中，最早進建中的應該算是周常欽老師了。早在民國68 年， 常

欽老師就進入建中開始他的高中生活，並且立下為人師表、作育英才的志向， 在

國中、高中任教一段時間之後，在民國 90 回到母校任教。 

常欽老師的敬業精神，是我們這些後進最應該好好學習的。就在撰寫本文

的前一日的第一節課，我與常欽老師正在上實驗課，就在一個陰錯陽差的意外

中，常欽老師頭部中彩血流不止，被送往和平醫院縫了幾針後，常欽老師沒有

休息，立刻趕回學校，第二節課時已經出現在班上了。他堅持上完上午的四節

課後才休息，這樣令人動容的打拼態度，想必背後一定有股教學的熱情支持著

他，退休老師們的風範與精神就這樣一點一滴的傳承給我們。 

常欽老師的敬業精神，也反映在他的化學講義中，他的學生都對他的講義

讚不絕口，精美詳盡更勝坊間任何參考書，學生認真研讀，成績進步，進而對

化學產生高度的學習興趣，他曾經創了一屆有三個化學奧林匹亞國手的記錄， 

教學成效卓著。 

常欽老師要退休，心中有很多不捨，希望您退休後常回來看我們。謹此獻

上小弟滿心的祝福，祝福您健康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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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感言                                     英文科   徐淑雅老師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一轉眼我得離開。 

當年，想進建中，所以常做「紅樓夢」，如今「夢紅樓」已完工，我卻要離開

「紅樓」，多麼的不捨啊！ 

王寶釧苦守寒窯 18 年，如今我徐娘守窯 17 年，卻要出「窯洞」，真是百感

交集。建中的孩子們一年年的茁壯長大：從高一的烹飪比賽、球賽、合唱比賽， 到

高二的英文話劇比賽、校慶的變裝秀、教育旅行，到高三的拼學測、指考， 有多

少的歡笑多少淚。孩子們也從青澀的歲月長成到成熟的「駝客」。我感謝神讓我在

這裡參與了他們的活動，陪他們走過年輕的歲月。 

在這裡，也讓我見識到建中校長、主任及同仁們的熱忱及十八般武藝！我

是何等的福氣及感恩，能夠得天下之英才教育之。昨日，我以建中為榮；今日， 我

以建中為榮；明日，我還是以建中為榮。祝福所有建中同仁及學生，每天健康、

幸福、快樂！ 

 

給淑雅老師的退休祝福                  英文科    孫雅鈴老師 

淑雅老師今年暑假要退休了！一開始得知這消息時，實在令大家驚訝，因

為她還這麼的年輕與充滿活力，怎樣都無法將她與退休畫上等號。想到她就要

離開建中這教學舞台，真是令我有些不捨。上學期我們才成為隔鄰而坐的鄰居，常

分享教學經驗與對生活周遭事情的看法，我很高興在職場覓得知音，怎知淑雅老

師這麼快就規劃人生另一階段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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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是淑雅老師任教的第四所學校。在此奉獻了人生十七年的精華歲月。 

她告訴我她非常感恩有此機會，於建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對學生，她

充滿關懷，可是她也是一個極有原則的嚴師，在這價值觀崩落的社會，她仍堅

守原則，不妥協退讓，因此有時也極為辛苦。她認真教學，她教過的學生一定

領教過「徐娘卷」的厲害。也因教學太認真了，淑雅老師用眼過度，視力大為退化， 

因此她常關照我要好好保重眼睛。 

淑雅老師對同事的關懷也常令人感動！對周遭同事她常主動關心，也分享

在教學和處事經驗與心得。對人她充滿了熱情與關懷。她也擔任多年教師會的

理事，教師會辦活動時，常看她熱心幫忙收報名單，協助集合點名等事宜！ 

淑雅老師積極規劃她的退休生活。她到社區大學修藝術史的課，學習素描

與油畫。我們常一起分享看畫展的心得，她也會告訴我她習畫的經過與樂趣。

藝術豐富了她的人生。期待有一天我們能參觀她開的畫展。 

淑雅老師即將步下教學舞台，邁向炫麗而亮眼的退休生涯，繼續盡情揮灑

人生的畫布。在此獻上我們無限與滿滿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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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蕭慈雲老師的祝福                        數學科  文士豪老師 

走進莊敬三樓小辦公室，你一定會被一個綠意盎然的小花園吸引。在校園

內老師辦公室中也有美景，在繁忙的工作中得到心靈的滋養。當然這個小花園

必須有小園丁的照顧，那就是學生的守護者──蕭慈雲老師。 

記得在民國 79 年，我經由國中甄試進入萬華國中，對面的資深老師特別告

訴我，以前坐此座位的老師已進入建國中學教書。也因此，我對蕭老師有了印象，

更希望「蕭」規「文」隨！三年後，我與蕭老師，成為建中的同事。 

記得蕭老師也帶過樂旗隊班！在學生眼中，又愛又怕受傷害是對蕭老師的

形容。因為蕭老師超級疼愛學生，同時也要求甚嚴。記住喔！是嚴！當然畢業

後對蕭老師的懷念與思念也是…，所以許多畢業學生也常會回來探望蕭老師。

在科內，蕭老師是實事求是的認真同事，我們一夥，一塊編講義，分工出模擬

考題，一起盯學生，教學進度大概都是蕭老師與麗如老師來負責。常在辦公室

喝咖啡，即使蕭老師不喝，但是，她總會加入討論或聊天。 

又一位好伙伴要去尋找人生的另一規劃了！不捨，但是獻上祝福，慈雲， 

妳永遠是數學科的一份子，記得常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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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了！教師會…                          教師會老兵   魏季美 

建中教師會打從民國八十八年第一任會長毛應騂老師創設以來，經過廖達

珊、孫蘭芳、李錦燕、閻蕙玉、黃春木、童禕珊、曾政清八位老師的帶領，至

今已傳承至王鼎中老師之首屆，而我也從第一屆的候補理事晉升，年年獲選擔

任了約 15 年的理事，除了接任閻會長的行政組組長職務外，還擔任黃會長的研

發組組長，並編輯第 24、25、26、27 期會訊（一學期一份），更妙的是擔任童

會長（我教中正國中時的公民小老師）的活動組長和總務組長，堪稱是資歷完

整的老兵，終於輪到我向各位說出「珍重！再見！」這句話。 

說真的，我現在並沒有感傷也無不捨的心情，只知道仍要懷抱著「敲鐘」

的責任感，肩上重任還未能卸下，除非到了八月一日才能夠。 

回想在建中曾經歷公民、三民主義、現代社會，直到現今公民與社會學科

之變革，平日除了研究本學科教學之外，幾乎是耗費餘力致力揭櫫建中教師會

之宗旨－－「服務教師，關懷學生」，並身體力行穿梭於責任區辦公室中，擁抱人

群，與諸多老中青的教學夥伴，相處融洽，這樣的感覺一直圍繞著我，感謝教師

會這個家庭的帶動，像李會長編印「建中杏林手冊」，結合校友與家長的醫療資源，

擴展教師會附加資產，同時為教師會佈置了一個家－－教師會辦公室， 難怪榮獲教

師會榮譽會長之美譽。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冬天別嫌冷，夏天別嫌熱，苦辣酸甜都嚐過，才算沒

白過」！三十三年教職生涯即將改變，我不惶恐，因為我仍有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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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的駝客多嬌美女－魏季美   97 年退休物理教師蔡木山 

多少男人的夢寐以求，希望娶個「在廚房是主婦，出門是貴婦，閨房是蕩

婦...」，然這些俚語都不足以形容季美於萬一。 

在克勤克儉穿著樸實的表象下，你絕對看不出，季美從小就是黑頭車專程

接送的千金小姐，如今娘家奢富更勝以往百倍，但季美依舊秉承夫家節儉的美

德。在教師會、合作社理事主席多數決的體制下，她紆尊降貴，努力協調，但

仍不放棄她的經營理念。在內部管理方面，為了追求經營績效。她獨霸式的女

強人作風，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你絕對看不出來，在家裡，季美是個非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小女人。先

生是國家級柔道六段教練，固定每天下午五到六點要小睡片刻，以儲備晚上授

課的體力。六點不到，季美必定回家，幫老公作豐盛的晚餐，因為先生是不習

慣吃坊間的便當。每晚十點以後，季美不准接電話，以免影響睡眠。 

在課堂裡道貌岸然，誨人不倦的季美老師，在私底下聚會場合，總是大家

的焦點。在遊覽車上大夥兒昏昏欲睡時，她「小哥式」的微黃半黃的笑話，總

會讓你覺得，要是睡着了不聽，豈不太可惜了。等聽完後才發覺上當，因為你

想要聽的，她硬是留著讓你想像，不講出來。 

第一次遇見季美是，民國八十四年我從補校高升到日校來，第一件做的大

事就是主動報名久仰的建中教師合唱團。您知道在歌唱方面，男生永遠是需要

保護的。我記得，第四部的輔導老師是「閒閒美代子」音樂老師賴賢賢，她適

時適地的稱讚，總讓你的信心增加了不少。第三部的輔導老師季美，她總是下

課前十分鐘才來音樂教室，可是卻能娓娓的說出我哪個音低了一點點，拍子慢

了一點點…。我是不信邪的，想當年我還是全國師範學校合唱比賽第三名－－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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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合唱團的一員呢。後來我逐漸信服了，原來這小妞（季美）來頭不簡單，她小

學讀台北福星國小，也是世界聞名的「榮星兒童合唱團」的團員，更厲害的是，

三年級時就被呂泉生老師指定為榮星合唱團最小的指揮。你可以想像，一個又

矮又胖的小不咚，站在特別加高的指揮台上，還是比演唱台的五六年級學長矮

了半截，那情景有多好玩？ 

每年一次、配合校慶的合唱團公演，行政工作的繁瑣是很多新任團長很大

的挑戰，季美總會善用她的人事資源，默默的助你一臂之力，而功勞全部都是

團長領導有功，季美就是這樣子，永遠默默幫助朋友的好朋友。 

季美，建中的小廟是留不住您這個大菩薩的。僅管您當一天尼姑，卻總撞

了一百天的鐘。我們合唱團指揮曾惠君老師說了句最緊要的一句話： 

「季美老師，您不是要退休了嗎？怎麼看您還跟新進老師ㄧ樣，認真的做

教學準備呢？」。 

季美！回去您多彩多姿的壯麗江山吧！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昔秦皇漢武，略疏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

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沁園春） 

季美，有你的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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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四射、急公好義--魏季美老師      公民科   朱沛文老師 

直到現在還是有許多人碰到我，仍是不可置信的求證：美美老師真的要退

休了嗎？因為大家都不相信，蹦蹦跳跳、活力四射的美美老師，要退休了。 

我們的前輩，美美老師，個性隨和親切、平易近人，做事認真投入，充滿

服務熱忱。團體的事，她總是樂於參與，貢獻心力，沒有怨言；是領頭羊，也

是大家的開心果。印象中，從她在教學生涯裡的行政工作、導師帶班、資源班、教

師會、合作社，甚至老師們的社團合唱團，她總是稱職的發揮，努力的付出。在建

中，與美美老師共事的這些年，她總不吝提攜後進，彼此相處愉快，從她身上學

習甚多。而她對我們的指導、幫忙、關心與照顧，一切一切也教我銘感於心。

其實，許多的介紹都是多餘，因為大部分的建中同仁，都對美美老師相當熟悉，

毋須我多作贅述。 

在此離別時刻，心中是滿滿的不捨，除了大大的感謝，美美老師，謝謝您！！更

要獻上滿滿的祝福，祝福我們活力四射、急公好義、可愛的美美老師： 

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天天都開心！！ 

 

對魏季美老師的感謝與祝福         公民科   曾昭鑫老師 

謝謝老師多年來的照顧！ 

您就像科裡的大姊一樣，提攜照顧我們這些後進晚輩 

希望老師退休後，能保持身體健康 

也能有著愉悅的心情過著悠閒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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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永遠活力四射的魏老師                公民科    招承維老師 

一直記得我當我第一次惶恐不安的踏入建中的校園，老師熱情的迎接和介

紹就讓我快速的投入並能順利的適應校園生活。 

一直以來老師總是非常熱情且用心的為了學校、為了合作社、為了社會科、為

了照顧我們這些後輩而不遺餘力的奔走著； 

而現在老師終於可以好好為了家庭、為了自己去享受美好的生活。 

謝謝老師對我的提攜、呵護，並祝福老師退休生活平安、順心、身體健康， 並

且經常仍能回來讓我持續感受老師的活力與熱情。 

 

 

美美老師要退休了！                    公民科     林倩如老師 

記得三年前，剛來到建中其實有很多的不適應。在教學與帶班之中，難免

有疲於奔命、事倍功半之嫌，而每當感到沮喪或心中有疑惑時，美美老師總不

吝於傳承、指點當中的訣竅，也總是貼心的帶些小點心來明道樓，看似是閒話

家常，卻給了我很多重新再思考的方向。 

真的謝謝老師對我們的照顧。我想，依據老師愛熱鬧的個性，即便退休後， 

每天也會過的歡欣滿溢。 

敬祝美美老師退休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