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精神-過去到未來 徵文比賽 第一名

附中精神的核心價值以及在高 331 班的實踐
前言
打從進入附中的第一天開始，就聽到＂附中精神＂這四個字，到底什麼是附中精神？它是
驅使數萬附友六十多年來，一次又一次追求卓越的原動力。它也是一場又一場凝聚百千萬
位附友於一心的瞬間膠。它更是從第一班到現在一千多班一代又一代相傳不絕越傳越旺的
傳家寶。 可是也許你問十位附友，會得到十一種答案。我們每個人都說它，可是從來沒
有人去定義它。即使有人提出他的定義，在大部份附友眼裏，都是不夠周延，不足以說明
這個神聖的名詞。
很佩服大華府附友會能挑戰這一項艱難的任務。也許就像是盲人摸象一樣，經由這麼多資
深附友的各自定義，我們或許能夠雖不中亦不遠地萃取出附中精神裏的基本元素。

附中精神的核心價值
畢業三十六年，也年過半百了，相信夠資格分享一二心得了。在參加過無數的大小校慶，
海內外附友聚會並且讀過許多附友的文章之後，筆者在此大膽地歸納出“凝聚，團結，切
身，卓越，創新，傳承，”這六種構成所謂“附中精神“的核心價值。這六項要素其實是
互相聯結牽動，無法單獨抽離的。只是為了敘述方便而順序排列。這些核心價值為何會變
成附中精神的基本元素，有的顯而易見，不言可喻，有的卻是不易了解。也許值得我附友
們未來繼續探討。

凝聚：
這種四海豪情是附中人給大家最強烈的印象。通常是在“你那一班的？”這個通關
密碼一啟動之後，這股排山倒海的凝聚力就開始發作。本來素不相識的個體，開始變得熱
絡起來。本來已經認識的人，更多了一段淵源，一種默契。如果是在更大的場合，搖籃曲
校歌就會很快地點燃大家心底的凝聚熱情，開始發光發熱。當年上成功嶺，遇到附中師長
組團來探望，山前山後校歌此起彼落，蔚為奇觀。附中人超強的凝聚力和對母校的認同，
絕對是附中精神的重要構成要素。有鑒於此，奉勸諸位附友，在宴客聚餐敬酒之際，千萬
不要提起這個話題，不然你都不知道在場有多少不認識的附友要向學長學弟妹致敬，會喝
翻人的。

團結：
團結和凝聚是不太好分離的兩個概念。兩者互為表裏。在此定義凝聚是屬於比較短
期的，心理上的認同。而團結是長期的，實際上一起共事的狀態。在附中的環境裏，臥虎
藏龍，能夠居領導地位者，比比皆是。但是我們倒是不常看到山頭林立的現象。相反的，

附中人很能夠以大局為重，彼此自動補位，生、旦、淨、丑都有人願意承擔。即便是跑個
龍套，撿個場，只要戲好叫座，掌聲不斷，也願意盡心盡力。不一定每次都非唱當家花旦
不可。這樣的胸襟和共識使附友們能夠一起完成許多艱難的任務，也讓我們在競爭學校之
間能與眾不同，脫穎而出。

切身：
跟其他學校不同的是，附中學生特別有“附中榮辱，匹夫有責”的切身感。尤其是
在外人面前，附中學生就一定要表現出色、凸顯與眾不同。最重要的是，要讓別人肯定附
中人是優秀的。大多數的附中人會把附中是否榮耀，當成自己的事，願意盡己之力去爭
取，讓附中被肯定。當然，在附中這個群體被肯定之後，代表這個群體的附友個人，自然
也容易被肯定。
倒不是說附中人沒有個人主義。而是附中人會把群體的榮耀放在優先，先讓附中被
肯定，個人就更容易順勢而行。就好像行銷學上品牌的建立，維護和延伸，附中人特別願
意為我們所屬的品牌“國立台灣師大附中”付出一己之力，不因為我們已經畢業多年就不
在乎了。這也是附中精神的精華之處。在海內外的各界知名人士，恐怕以附中畢業的校
友，最願意讓別人知道，他們的高中母校是師大附中。至於為何附友們有這樣匹夫有責的
切身感？而揚名後，特別願意榮顯附中？值得大家更深入探討。

卓越：
卓越是附中精神的基本要求。在附中人成長的競爭環境裏，不卓越幾乎是無立足之
地。

創新：
創新和卓越常常是分不開的，為了卓越，必須不斷的創新，才能夠引人注目，超越
競爭。附中的自由開擴使附中人的創意無限。小自課堂上的對話，大到擴大校慶的節目設
計，附中是一個到處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每年的主題畢業典禮，都會上得了新聞版面，
電視採訪，也是因為創意盎然之故。由於敢為天下先，特別容易受矚目，這又與切身感
相呼應。

傳承：
由於附中獨特的班號制度，無形中造就附中人最有歷史感，最注重傳統與傳承。班
號制度使每個班級在附中的歷史長河裏都擁有自己的座標。這個直線型座標使班上的學生
很清楚自己與學長學弟的關聯性和距離。變成校友以後，這個關聯性和距離仍然清楚不
變。所以班號制度本身就是一種傳承的形式。其他學校每年都有三年一班畢業，年月一久
就混淆不清了。
因為常常想到前後班級的關係，所以注重傳統與傳承。前面交給我的我是不是交棒
下去了？前面行不通的，有沒有改善再提醒後面注意？前面成效好的有沒有保持？同一份
班刊在前後期班級之間薪火相傳，負責編輯即是一個例子。更多的是傳說─城堡和騎士的

圖騰不也是持續不斷的一手交一手傳下去。傳承其實也包含了對母校的回饋，因為眾多校
友的回饋，都是希望後來的學弟妹能夠受益。

331 班的具體實踐
以下想以本班的實例來說明上述附中精神的具體實踐。
如果要說起三十七、八年前 331 班的在校往事，可能因為時間久遠，和眾多年輕學弟妹們
難有共鳴。筆者倒是想說說近兩年來 331 班友會的發展，來印證一下附中精神對附友的影
響深遠，歷久彌新。

畢業之初，各奔前程：
民國 66 年附中畢業之後，大家各自上大學。其間每年以大學為單位，第一年師大，第二
年台大，第三年政大，第四年輔大等等順序，每年辦同學會。等到當兵以後，各自出國、
就業，也就漸行漸遠，慢慢失去聯絡。只剩下少數要好的同學還有聯繫。相信這是多數班
級的常態。就這樣經過了二十多年波瀾不驚的日子，我們都以為 331 只會活在大家記憶深
處的角落，卻不知道精彩的下半場就要開鑼了，而且毫不遜色於上半場。

動員號召，全球響應：
就在 2011 年﹝民國百年﹞的九月初，忽然越洋接到 331 動員令。原來當年的五連任班長
周愚文兄與鐵血風紀股長黃議賢﹝財焜﹞兄，連袂號召 331 同學歸隊，更大灑英雄帖，廣
邀同學聚義。一霎時，風起雲湧，同學奔相走告。拜科技之賜，僅兩日之後，大洋此岸亦
隨之震動。幾位熱心同學如江尚德兄，郭偉鈞兄積極尋人，使得失聯同學一一回巢，聽到
風聲的也自動歸隊。原本簡短的電郵名單也變成四十多人的長串，從台灣、大陸、泰國、
澳洲到美國、加拿大都有 331 同學，而當年我們總共也不過五十四條好漢而已。這份凝聚
力夠驚人的。
九月和十月辦了兩次熱身聚會，同學的熱烈反應讓大家同感振奮，也對翌年在 3 月 31 日
班慶當天擴大慶祝 331 班畢業 35 週年同學會充滿信心。議賢兄一肩扛起組織重任，一方
面成立﹝331 依媚台 附子心聲﹞電郵平台，每日發出電郵，聯絡全球同學。一方面成立
35 週年同學會籌備處，規劃擴大慶祝事宜。同學們亦紛紛自告奮勇，承擔從海外同學接
機、餐飲接洽到攝影、紀念品製作各項工作。大家懷著自家辦喜事的心情，自動自發，歡
喜擔當，團結融洽，不在話下。議賢兄更發起成立各項社團，由同好者各自領軍集結，串
聯起同學們的熱情。駐紮在海外的同學們也沒有閒著，除了呼應台灣的電郵號召，更紛紛
上表要求“冊封”。洛杉磯是 331 海外最大的聚落，附近有七位同學落戶，他們自封為
“美西七賢”，時時聚會並傳送影片和照片，向在台同學嗆聲。筆者不甘示弱，也要求被
封為“331 王朝駐花旗國東岸欽差特使”，挺嚇人的。

卅五重逢，熱情洋溢：

2012 年 3 月 31 日，籌備已久的畢業 35 週年同學會終於來到。那一天真的是馬拉松式的
行程。早上八點半開始在政大門口集合，然後健行到樟山寺。中午在政大三樓餐廳舉行團
圓餐會。席間點名共來了 33 + 1 人，實在真巧合。其中包括從美國，泰國，大陸等地區
專程遠道趕來的六位同學。另外，包括筆者在內有四位住在美國東西兩岸的同學，無法親
臨，以電腦視訊聯線的方式，共襄盛舉。
團圓餐會結束後，大家又移駕木柵貓空茶藝館，喝茶聊天敘舊，意猶未盡的繼續第三段行
程。更厲害的是，還有十七位同學，一竿子到底，又參加了晚上七點在中華路錢櫃 KTV 的
第四攤。當晚錢櫃生意鼎盛，各廳皆男男女女，鶯鶯燕燕。只有 331 這一間，擠滿十七個
年過半百的老男人在唱老歌，真是奇怪的景象。最後，在全場沸騰的校歌聲中，結束了馬
拉松式的 35 週年同學會。從早上八點半到晚上十點半，十四個小時的記錄，恐怕不容易
被打破。
37 年前只在 331 班上唸了一個學期便舉家來美的周捷兄，特地回台參加盛會。在參加全
程的同學會後，離台前發文跟大家這麼說：
“KTV 的那一晚, 隆平兄点了一首周华健的 “朋友”, 在场的每一个人喊破了嗓子不是
在唱,而是在吼,我的眼哐湿了, 怎么了, 这那是”童鞋”,这简直是兄弟嘛!!“
後來同學們紛紛回應，這才知道原來那天晚上止不住淚水的同學還有好幾個。年過半百的
老男人們，同學會能開成這麼真情感人，大概捨“附中精神“之外，找不到更好的解釋
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卅五週年同學會的紀念禮物。這是江尚德兄精心規劃採購的棒球帽。藏
青色為底，正面白色附中校徽，當年附中夾克的印象就歷歷在目了。右邊繡著的是紅色
H331 和白色個人姓名，左邊是白色 2012 畢業 35 週年，35 以紅色凸顯。江兄又很有創意
的就在集結地點政大門口發放。對於這份這麼有意義又個人化的禮物，人人愛不釋手，拿
到之後，立即戴上。轉瞬間，散落的人們變成有組織的團隊，經過的路人都知道附中校友
今天在此辦活動。凝聚，團結，切身，卓越，創新，傳承的附中精神馬上具體呈現。我相
信，這頂 331 帽會被我們珍藏並一直跟著我們。
事後證明，這頂附中帽是吸引附友的利器。331 勇士登山隊，在攀登各地山林時，常常有
附友，甚至附友的家人，因為看見這頂附中帽而前來致意。在山林曠野都已經如此，在城
市裏更不在話下。在此建議海內外各附友團體甚至母校，可以嘗試此構想，日後各班戴班
帽回附中參加校慶，肯定熱鬧滾滾。

回饋母校，嘉惠後進：
要是一般人，同學會激情過後，活動就停止了。但是我們是附中 331 班，我們不但沒有停
止，反而跨出更大的一步，讓同學們的熱情能持續燃燒。愚文兄和議賢兄將原來臨時編組
的籌委會，擴大成常態的 331 班友會。愚文兄擔任會長，議賢兄擔任秘書長，他們很有創

意的使班友會走出僅只是自己同學間吃飯聚會。班友會成為一個能嘉惠更多人的多功能平
台。
於是乎 331 班友會一步步的向外跨出：
民國 101 年 ﹝2012﹞五月，以同學捐款和班費收入，成立 331 獎助學金，鼓勵同學們的
子女。
每季頒發一次，典禮在愚文兄的師大教育學院院長辦公室舉行，簡單而隆重，獎狀全是為
受獎人特製的。不僅只是同學參與，有樂趣；家人與下一代，一同參與和受惠。大家不但
資源共享，並且擴大到下一代。更重要的是，這些爸爸們，在媽媽們與子女們面前樹立一
個很正面的典範，大家可以充滿樂趣的來作很有意義的事。爸爸們之間的情感，331 的團
隊精神，會讓下一代深深記在腦海裏。這好像不只是在辦一個高中的班級同學會，反而是
一個小型的社教專案。
民國 101 年 ﹝2012﹞八月，回附中成立高 331 獎學金。呈獻母校感謝狀，母校亦頒發感
謝狀回應。
回母校成立獎學金是早有共識之舉，提出不到一個月，海內外捐款就突破了原先設定的新
台幣 33 萬 1 千元。八月底，在愚文會長率領之下，先呈獻母校感謝狀給現任卓俊辰校
長，感謝附中教育我們，並正式成立高 331 班獎學金。每學年兩名高一學生，各得一萬
元。卓校長亦頒發感謝狀給 331 班。終於正式對附中有所回饋。
民國 101 年 ﹝2012﹞七月，成立七個社團。
331 班友會下成立勇士登山隊﹝專爬小百岳﹞、老爺登山隊﹝順應自然，絕不勉強﹞、羽
球社、桌球社、棋弈橋牌社、KTV 社、讀書會等七個社團，由各愛好者領軍，班友會補
助。勇士登山隊在隊長鄭志明兄之率領下，每月出征。每登一山，必定在三角點處全體唱
附中校歌，拿著師大附中 331 班名牌照相留念，再上傳 Youtube 與全班分享。
民國 101 年 ﹝2012﹞九月，發動同學捐贈當年文物以充實校史館收藏。
筆者將畢業後收藏之制服、書包、腰帶、附中青年、校園風景明信片、游泳證，成績單、
繳費通知等文物捐給校史館。班上其他同學亦自泰國攜回當年書包、簽名簿，加上在台同
學的成績單，一起在館內組成 331 專區。讓所有附友分享當年的生活點滴。
民國 102 年 ﹝2013﹞三月，331 畢業 36 週年同學會，邀請附中現任卓校長及獎學金得主
參加盛會。
36 週年同學會把 331 和校方及在校的一千多班學弟聯繫在一起，薪火相傳，意義深遠。
民國 102 年 ﹝2013﹞，指定﹝331 依媚台 附子心聲﹞電郵平台輪值台長，輪流主持電郵
通訊。
為了讓同學的熱情延續更久，原本由秘書長議賢兄獨挑大樑的電郵網，改由五位同學從週
一到週五輪值：週一秘書處活動資訊通知，週二播放我們那時期的懷念金曲，週三美西風
情﹝葷素不拘﹞，週四社團報導，週五自由談。透過每天的電郵聯繫，天涯若比鄰。

民國 102 年 ﹝2013﹞十一月，回附中為相隔一千班的 1331 班同學們成立獎學金。
早在 331 班 卅五週年聚會前，就有熱心同學提出在民國 101 年秋天，附中 1331 班將要
誕生。對於跟我們相差整整 38 年，正好一千班的小學弟們，331 學長是不是該做甚麽，
來表達對附中歷史的傳承和對後進的提攜。這個議題在海內外同學之間，引起多次討論。
有人提議我們去認養該班，但是如何具體落實，由於史無前例，始終達不成共識。然而，
在愚文會長大力奔走協調與善心同學捐助之下，以設立“高中 1331 班獎學金”來表達老
學長對小學弟們的愛護。
該獎學金正式在民國 102 年 ﹝2013﹞十一月為母校通過成立，高二、高三每學期各有兩
位學弟，總共八位得主，每位可獲得新台幣 10,000 元獎學金。第一學期的兩位得獎學弟
已經產生。
獎金金額雖然不高，卻是本班同學為了珍惜附中難得的班號因緣，具體實踐薪火相傳的一
份心意。這應該也是 331 班在附中歷史上的創舉。某同學說道，如果附中有 2331 班的
話，希望 1331 班能夠把這個傳統傳下去，不過大概我們都看不到了。
希望我們的拋磚引玉，能喚起更多附友，把愛校的心，化為具體的行動，嘉惠在校的學弟
妹們。化作春泥更護花，不是嗎？

結語：
在同學們很愉快的共同完成了這些事情之後，我們覺察到受益最大的是自己。我們很慶幸
自己當年進對了學校，進對了班級。因此，高中生活居然在三十幾年後，人生要步入老年
時，又對我們產生影響。忽然之間，我們多了幾十個老朋友。這些朋友不是泛泛的點頭之
交，他們是那種可以叫出你早年綽號，分享爬牆記過等糗事的年少伙伴。對於已經不太容
易結交新朋友的我們，這不啻是挖掘到自己遺忘多年的財寶，也難怪大家在重逢時會那麼
激動和感動。
另一方面，附中精神的薰陶，使我們覺得能夠做到回饋母校，嘉惠後進是一種喜悅和榮
耀。它讓我們把一所高中與其學生的關係，變得又長又遠又密切。不是三年、五年，而是
三十、五十年。我們把高中階段對人生的影響，變得超出平常人的想像。我們更把 331 這
個班級的壽命延長了幾十年，而且還會繼續幾十年。
所謂附中精神，其實建基於一個個值得學習的楷模。在校時，聽到的是一位位傑出又愛校
的附友。我們是這樣學到附中精神的。現在正是我們具體表現附中精神，讓在校與畢業的
學弟妹們，能群起效法的時候。只要我一千多班附友中，有百分之一能受到影響起而行
動，母校與學弟妹即受惠良多矣！

最後謹以本班向母校呈獻的感謝狀文來表達我們的謝意：

感謝附中，讓我們直到現在仍然能大聲唱著
搖籃曲，享受生命永遠不變的開懷。
感謝附中，讓我們擁有一個有開始沒有結束
的美好時光。
作者：魏黃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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