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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6 級 60 重聚召集令
―熟悉的老友豐富你的人生
在 60 歲才新結交一群有種莫名熟悉感老朋友的感覺，學妹們一定
要自己去體會。

◎阮瓊華 76 嚴

26 55 級 50 重聚
―再一次重溫青春光影
歌聲舞影，旗袍登場、美食、古蹟、芬多精作陪、泰北見長頸族、
排舞健身 ...... 重聚無限精彩。

◎葉映紅 55 孝

14 讓我們為重聚動起來
―致 56 級同學的一封信
健行、走讀、返校、旅行、舞蹈、講座 ...... 五花八門的多元活動，
宜動宜靜，你一定找得到心動與行動的理由。

◎ 56 級 50 重聚籌備會

20 66 級 40 重聚籌備
―走過天涯海角 夢繫時空長河
燈籠褲是愛美的小女生最嚴酷的懲罰，家事課、音樂課、游泳課，
火裡來水裡去，讓我們共同回憶那綠衣黑裙燈籠褲的歲月。

◎ 66 級校友感言

32 曲終人不散
―記 68 級校友亞特蘭大 55 慶生
東南佳人熱情好客，參觀亞特蘭大CNN校友驚艷全場 ......從少女，
人妻到母親，分享彼此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黃崇飛 68 儉

16 56 級校友婆娑起舞
頭戴花環、身穿五彩洋裝婆娑起舞，不知不覺，整個人也年輕了許多！ 

◎劉淑鶯 56 仁

18 59 級籌備 65 慶生重聚有感
10 月金風玉露，相逢時定會「一見故人心眼明」。

◎陳鳳凰 59 恭

08 編輯台上
因為深刻信仰文字，綠意讓我鎮日如坐針氈 ......

◎常玉慧 68 義

06 總幹事的話
回首來時路，唐慧文瘋狂地穿回加大尺寸的綠衫。

◎唐慧文 68 數

北一女生涯，藹玲會長一定要說完的下半句話 ......
04 樂為為北一女、樂為未北一女 ◎陳藹玲 68 仁

重聚籌備搶先看
即將來臨的重聚，那麼令人期待 ......

2016精彩重聚回顧
已經舉行過的重聚，總是甜蜜湧現，滋味上心頭 ......

23 2017 年 76 級 30 重聚
―開心一整年
隨著 30 重聚巨大回憶機器的啟動，一幕幕綠衫歲月像電影在腦海
中浮現，回憶中的生活開始變得越來越真實 ......

◎ 76 級總召郝培芝 / 楊雅婷

36 75 級 30 重聚回顧
―絕版校園再現
重聚復刻的校園場景、成為拍照打卡熱點，同學會就是最強的青
春露，分不清誰是學姊還是學妹。

◎ 75 級總召程淑芬 / 鄭雁雯



Contents 目次

66 電影的追夢心路
―邀三十位綠衣人講有關愛的故事
我想邀請 30 位北一女的校友，用 18 分鐘、用自己的生命歷程，來闡述 30 年後，自
己瞭解與詮釋的「第一志願」的意義。這是走進30重聚初始，我就對自己許下的諾言。

◎李孟津 75 忠

56 拜訪春天－專訪「融舊鑄新」的曹平霞女士
曹平霞因傑出表現外加姣好的面貌，與胡茵夢並列當年輔大風雲人物 ...... 大學畢業立
刻結婚出國，但異國處處皆困境，靠著不妥協的個性，終於辦成了當地第一所中文學
校並創業成功。

◎唐慧文 68 數

49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愛恨情仇
校友會邀請外交部李自正處長演講以巴衝突，李處長巧妙地以說故事方式，將以巴複
雜情勢化繁為簡，故事交雜愛恨情仇，火藥味四起，緊張局勢，毫無冷場。

◎王世任

46 台灣音樂故事－一首歌的生命力
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校友王維真隨著外交官的夫婿不斷國際遷移，但思鄉的歲月中，
音樂帶給她無盡的心靈安慰。

◎王維真 66 忠

40 感動人的服務－綠園校友社會服務正式啟動
...... 在電話這頭的我，聽到同學的問候，眼淚突然奪眶而出 ...... 在北一女就讀時，總
是受到學姊們照顧的學妹們，此時是我們報答親愛的學姊們的時候了，不要猶豫，一
起來參加綠園校友會服務團，一起完成感動人的服務，一起學習付出。

◎陳美蘭 78 級

42 小綠綠開枝散葉－海外校友會巡禮一
北一女海外校友會全球開枝散葉，這一期綠意為大家介紹校友會員人數約 900 人的美
國南加州校友會。

◎陳怡芬 69 仁

54 春遊野柳、富貴角及老梅綠藻礁
極目所見，綠意盎然，吸引很多遊客佇足觀看。這裡也是全台唯一的『綠石槽』景觀，
校友姊妹們在『綠石槽』盡情取景拍照，每個人都露出燦爛的笑容。

◎林雅如 56 樂

68 製片人手扎－將人生百態說成故事
電影拍攝現場，常多達數百人，分分秒秒都有拍攝與預算的壓力。製片沒有一顆強大
的心臟，很難把工作做好。

◎李耀華 79 級

45 春祭江校長
東華書局賣教科書，慣例要送紅包，江學珠校長堅持不收 ......

◎鄭彩本 56 良

71 14 屆理監事改選名單 ◎校友會

61 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第十屆得主－林麗瓊博士◎劉培翊 56 數
女主角校友科學家笑咪咪在辦公室接待，輕鬆自在的打開話匣子，讓採訪團隊了解勇
敢又聰慧的女性，突破種種限制，克服層層困難，以驚人的毅力證明女性同樣也適合
投入科學研究，只需要有充分的引導、鼓勵、支持。

綠綠電影夢
你曾經也有一個電影夢嗎？新單元綠綠電影夢批露綠衣人從做夢者變成造夢者的歷程，但
不變的是那逐夢的熱情。本期邀請兩位製作人寫出精采文字。

多元豐富校友會
今年校友會，有什麼不一樣？

吸睛校友專訪

13 106 年度北一女校友會行事曆 ◎唐慧文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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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資深少女的靈魂素描
30 年隔閡瞬間消弭，恍如第二段高中情誼開始！親愛的義班同學，即使我們頭髮變
白，身材走樣，但永遠不要放棄心裡那個少女的靈魂，因為那是我們持續青春與可愛
的元素之一。

◎李少英 68 義

75 荒野處處有綠意
看過白耳畫眉和帝雉嗎？是偶然的機緣，牠們吸引杜美月來到荒野，其實荒野保護協
會有好幾位出色志工是綠衣人。且看綠衣校友朱真、童瑞華、許暐咏和杜美月在荒野
的志工路。

◎杜美月 57 愛

78 歌療萬歲！
不論是身體有甚麼老毛病，或是遭遇到工作的壓力，開口唱歌之後，煩惱盡去，喜樂
入心，這是最健康的身心排毒，堪稱「歌療」。

◎丘美珍 74 愛

83 「休葛蘭」在埃及嘛也通
我請司機吃台灣帶去的零食，司機不吃還直說「休葛蘭」。我好奇地問導遊，這句話
怎麼和我在摩洛哥學到的話相同 ......

◎夏慧凌 56 真

80 更年期健康，注意！治療趨勢在這裡
人在更年期，惟有認識它、正視它、照顧它，才能放下它！

◎陳芳萍 68 勤

85 虹彩般的光與色
有天無意中找到融合玻璃的合理溫度，出窯的作品洗淨後炫麗奪目，驚喜之餘，不禁
感謝上天讓我得以將光留住在畫面！ 24 小時隨光線的消逝，駐留，畫面時刻流轉變
化 ...... 這是夢寐都求不到的永恆。

◎王美幸 51 孝

87 幸福的極光
於 -20度C的深夜，在旅館露天陽台等候千載難逢的北極光，四個多小時後淚流滿面，
真的是見到北極光了，大家不禁擁抱互祝幸福！

◎陳奇特 56 射

88 賓州的宋詞意境屋宇
一天黃昏，窗外落霞映在前方沼澤，千隻鷺鷥簌地騰空飛起，宋詞意境，春雪半融，
洋水仙破冰綻顏。

◎陳玫琪 68 義

89 納米比亞尋寶
在納米比亞最精彩的是與動物有約，例如坐遊艇，上面有鵜鶘、海獅，偶爾海鷗也飛
來湊一腳，大家樂翻了！

◎鄭彩幸 56 良

90 神比人多、沙塵比神多的尼泊爾
關於尼泊爾 ...... 你要我說真話嗎？

◎李巧依 80 毅

91 永久會員名單 ◎校友會

96 105 年度收支餘絀表 ◎校友會

樂活養生一把罩
歌療、旅行、作畫 ...... 讓進入第二期青春期（更年期）的校友們活得更帶勁！

我們這一班
［我們這一班］，可以是李少英文字裡當年調皮搗蛋的義班，也可以是杜美月深入描繪為
荒野而奉獻的綠綠班。

風景明信片
好羨慕！一起來看看各國校友的旅行與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