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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如昔、聚不散
◎蘇裕惠  74 真

30 重聚總召的話

　　時間飛逝，屬於 1985 年我們這一

屆 74 級的 30 重聚活動，竟然這麼快就

到達尾聲了。整個 30 重聚活動，在經

歷春耕、夏耘、秋收的努力籌劃後，現

在終於進入了冬感恩時期了，心中真是

感觸良多，而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在 3 月 5 日有將近 50 人參與、各

班均有代表出席的第一次聯絡人會議

後，籌備工作有了美好的開始。在此特

別感謝人稱『總召保姆』陳怡芬學姊，

在第一次聯絡人會議中，根據她多年輔

導舉辦重聚活動的豐富經驗，向大家說

明母校 30 重聚的意義，以及傳承歷屆

學姊各式神奇尋人經驗時，看到同學們

點頭如搗蒜，笑聲不斷，會後臉書訊息

滿天飛後，我宛如吃下第一顆定心丸，

對於這一年的超級尋人活動，鼓足了超

級的勇氣！

歸隊率 97％  11 班全壘打

　　當 3 月 17 日禮班第一個擊出全員

到齊全壘打的捷報傳出時，整個聯絡

人 Line 群組歡聲雷動，大家整晚奔相

走告，可謂出現了重聚活動的第一個高

潮。那段尋人的春耕時間，大家除了欣

羨別班又找到失聯同學，感嘆自己班上

的失聯名單怎麼還那麼長外，隨著各班

陸續舉辦同學會後，一張張開心又激動

的照片在各式通訊群組內流傳，更激發

了輸人不輸陣的精神。聯絡人們互相交

換尋人秘訣、動員所有尋人網絡、打探

舉辦同學會的最佳地點等，我們 74 級

聯絡人 Line 群組一直維持超過 75 人，

熱鬧非凡。歷經春天時期努力辛勤的尋

人歷程，我們於夏初就達成歸隊率高達

97%、11 班全壘打、多班只剩一人聽

牌的傲人佳績呢！

　　在初夏階段的第二次聯絡人會議

時，丘美珍同學（愛班）提出我們這一

屆同學共同來進行出書公益計畫。各班

紛紛推薦適當邀稿人選，並依同學身處

不同的行業（包括醫療、學術教育、專

業經理人、家庭 CEO、文創、以及金

融業等），在六七月間密集舉辦六場座

談會，來協助大家整理思緒，凝聚共識，

使得來稿內容容易聚焦。

12月6日重聚會精采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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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特包義賣品  預購一空

　　在第一場文創行業座談會中，傅淑

英同學（善班）的美麗仕女色鉛筆畫作，

激發負責開發本屆紀念品李宜靜同學

（射班）的創作靈感。家住台中的宜靜，

數度台中台北一日來回奔波，無數次的

修圖調整，終於在第三次聯絡人會議

時，推出氣質托特包、優雅小包、以及

北一女校徽創意零錢包等八個包包的義

賣品草圖。優美典雅的設計，立刻擄獲

全體同學的心。大家不但以搶購方式表

現高度支持，年底 30 重聚大會的主軸

也由原先的『北一綠能』正式調整成『今

如昔、聚不散』，以配合紀念品與義賣

品圖像內涵中的濃濃重聚同學情誼。

　　猶記八月父親節超級強烈颱風蘇迪

勒來襲的那個週末，我們優美的義賣品

與紀念品終於確定找到優質的台灣本土

廠商，願意在相當有限的預算下接下我

們的訂單；不過，必須先投入打樣資金

與五成訂金，廠商才願意接單生產。為

了籌足向廠商下單的初期資金，我們向

參加本屆重聚活動的 30、40、50 學姊

及同學，提出了義賣品預購計劃。原先

預估預購活動將進行一週，沒想到短短

三天就已經遠超過原先預估量；為了守

信，義賣品預購活動還是持續一週。這

七天的預購量，就已經將我們所有的產

品全數銷磬，而同學們也在八月底前全

數交齊貨款，沒有任何一筆訂單取消。

同學間彼此互信與守信，真令人感動萬

分！

美人鏡紀念品  當場發送

　　當然，除了義賣品外，每屆重聚活

動的紀念品，也是眾所矚目的焦點。我

們絞盡腦汁，終於在秋天決定延續採用

『今如昔、聚不散』的主軸，推出綠衣

美人鏡，將於大會現場發送。敬請期待。

　　回想這一年的點點滴滴，我們 74
級的 30 重聚，開創出屬於我們這一屆

的五大特色。

特色 1：班聯絡人多  29 班 78 位

　　北一女出品的畢業生，非常認真與

盡責，有目共睹。一旦接受擔任班級聯

絡人後，總是深怕漏傳任何訊息給班上

同學，或因各式狀況無法參加聯絡人會

議，覺得會有負同學的託付。考量許多

同學目前正處於工作、家庭兩頭燒的階

段，我們一開始就希望突破過去歷屆每

班只有一位聯絡人的傳統，號召更多同

學參與，因此 74 級 29 個班的聯絡人人

數高達 78 人（感謝校友會特別寬容增

加的開會便當費用）。每次聯絡人會議

總是高朋滿座，笑聲不斷，成功的凝聚

了同學情感；我相信這是除了科技進步

外，讓我們順利尋人的重要因素。

▲ 74級出書組，醫療人工作座談合影。 ▲ 74級出書組，企業經理人座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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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2：紀念品設計  自製自銷

　　我們在第一次聯絡人會議時，就決

定要發展專屬於我們這一屆全體同學的

紀念品。由原先的娃娃公仔、手帕交、

各種生活實用小物等，最後發展成充滿

溫情友誼的包包。整個紀念品設計團隊

包括傅淑英同學（善班）繪製多幅「綠

衣美女圖」、許玫理同學（毅班）創

作感人小詩「群嬉無雀聲　獨舞萬蝶息  
絲縷織羅帕　結髮尚可擬」、呂文慧同

學（莊班）以行草書法完整呈現「今如

昔、聚不散」的意境，最後由李宜靜同

學（射班）統合設計。這個發想、設計、

製作、銷售、配送整個流程，牽涉到多

個層面，特別是行政層面的金流、物流、

資訊流，以及法律問題，全靠本屆多位

同學一起努力，不假他人，顯現北一女

畢業生的多元發展。在此再度感謝上述

四位創作群組外，財務組張化雨（孝

班）、沈幸柔（真班）、蘇錦霞（莊班）、

聯絡組沈淑惠（御班）等同學的大力協

助。我們寫下一個難以超越的歷史呢！

特色 3：共筆出書  捐贈母校

　　活動初期，同學們就希望這次集合

眾人力量的 30 重聚活動，不僅只是追

求破紀錄的歸隊人數，以及集合大家一

起聚餐而已，更希望能發揮公益精神並

具體行動。如前所述，我們發願要完成

一本台版的『挺身而進』（Lean In），

『姊姊的生涯筆記本』的出書專案。出

書專案在成功募集一百位同學的工作

經驗文稿後，以共筆部落格（xcareer.
me）方式完整呈現大家畢業後 30 年間

美人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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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路歷程，另以雋永的姊姊語錄、淺

顯易懂的生涯 Q&A、以及行業小檔案

等精彩內容出版實體書籍。透過虛實互

補、雙料內容的實體書籍以及網路無遠

弗屆的傳播特性，希望能對正在選擇理

科或文科的高一學妹們，甚或對未來方

向仍感困惑不知如何選擇的年輕女生，

提供一些具體的經驗分享。我們預計

2016 年春天正式出版此書，並將出書

所得款項，捐贈母校高一全年級學妹人

手一本。這個出書公益計畫，值得大家

一起共襄盛舉呢！

特色 4：重返校園  排字精準

　　大部分同學畢業後即無重返母校的

機會，我們因此特別規劃了一日校園活

動，希望可以促成 74 級同學再度回到

母校，讓時光倒流 30 年，重溫當日的

高中生活。感謝楊校長的大力支持，我

們終於在 8 月 22 日週六早上，集結了

120 位身著綠制服的 74 級同學返校。

大家穿梭在至善樓、中正樓、光復樓間；

在生物教室內裝模作樣地解剖青蛙、在

烹飪教室內比手畫腳洗切食物、在音樂

教室內一起高唱西風的話，最後在活動

中心內重溫排字舊夢。雖然闊別 30 年，

大家卻完全不需要任何排練，第一時間

就成功地排出字型。除了負責翻字的同

學分秒不差聽令同步翻牌，不用翻牌的

同學亦全神關注看著指揮毫不馬虎。大

家事後看到照片，不禁佩服我們當初的

排字技術，真是 30 年如一日，完全沒

有失傳啊！

▲ 74級新書，姐姐的生涯筆記本，預計 2016 年 3 月

出書。

▲重溫排字回憶

▲姐姐生涯筆記本，請來台大醫學系學妹插畫家，繪

製作者肖像，俏皮活潑。

▲百餘 74 級同學在校門口內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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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5：台美合作  同辦重聚

　　25 年前，北一女南加校友會開始舉

辦 30 重聚活動，20 年前台北開始在校

慶前舉辦 30 重聚大會。在怡芬學姊的

牽線下，我與南加總召嚴班陳瑞芸同學

早早就決定，台北與南加要共同合作來

籌畫二地的重聚活動。我們不但使用共

同的大會主軸，活動現場的背板佈置也

相同，亦共用臉書粉絲頁與Line群組，

台美二地一起尋人，一起分享所有資

源。一切的努力就是希望能營造 30 重

聚是全屆同學的共同活動，同學情誼不

分地區與時區，這也使得各班 Line 群

組一天到晚 24 小時話題永不間斷。

校歌重新編曲  親子管弦樂團演奏

　　這一年來，各班大大小小同學會不

斷，共同特色就是大家有說不完的話，

聊不完的往事。因此，12 月 6 日重聚

大會舞台上的節目，希望以凝結更多同

學情誼為主。除了儀隊表演是每屆必要

的元素外，本屆的舞蹈表演有別於過

去，將由游雅玲（義班）同學等共同表

演熱情奔放的大溪地舞蹈，吳介文同學

（真班）表演踢踏舞，分享她們健身（復

健）的美好成果，相信一定令人耳目一

新。當然，我們也少不了最有共鳴的合

唱表演與民歌大合唱環節。本屆除了有

許多動靜皆宜的同學，更有許多音樂才

女。在每段影片播放時，將由陳慧玲同

學（恭班）為本次重聚活動特別創作『和

煦如風』歌曲作為主題襯樂外，由北二

代與媽媽組成的親子管弦樂團將擔任壓

軸，表演重新編曲的北一女校歌與運動

會歌。這個親子管弦樂團由陳偉勵（禮

班）發起，特別將校歌與運動會歌重新

編曲，精彩可期。

感謝團隊無私奉獻  全心投入

　　藉此機會，我希望再度表達我對本

屆 30 重聚活動的工作團隊無盡的感謝。

謝謝副召莊婷媜（愛班）、聯絡組沈淑惠

（御班）、活動組趙綺芳（平班）、紀念

品組李宜靜（射班）、出書組丘美珍（愛

班）、接待組潘淑芬（信班）、場地組

廖菁芬（善班）、以及財務組張化雨（孝

班）；沒有妳們的無私奉獻，全心投入，

大會活動無法順利進行與圓滿。

　　有幸能擔任 74 級總召，我真是有

福報的人；這一年來有太多的同學無條

件的支持我，幫助我，也有許多機會能

跟各屆學姊們請益，讓我個人成長許

多。在 30 年前畢業時，心中對未來有

無限的想像及期待，雖然懷抱同學的情

誼，但不論學業、工作、人生都得自己

獨闖；這歷程就如同劉馨君（數班）所

說，『從 We 到 Me』。但經過 30 重

聚這一年後，大家又再度聯繫上，不需

任何前情提要，同學情誼立即接上，我

們如同陳瑞芸（嚴班）所言，已經是『從

Me 到 We』了。感謝母校 30 重聚的優

良傳統，讓我們未來人生，有了一個最

好的安定感與群體感；相信我們的未來，

會跟學姊相同，友誼無窮、無限豐富！

　　目前的我，對北一女 30 重聚的想

法，呂文慧（莊班）的一段話，可謂為

最佳註解。『重聚，不是要穿越任意門

去溫習自己不再鮮綠的青春，而是穿梭

於數個、數十個、甚至數百個不同的 30
年，再駐足，找到一個回望自己的新觀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