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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總幹事的話―深厲淺揭 
《詩經》有句話：「深則厲，淺則揭」。這半年多來，我發覺校友
會「淺水區」好像比較少，「深水區」卻很多！

◎唐慧文 68 數

08 值得學習的「日本精神」
經由四個不同事件，體會到的日本精神，多麼希望大家一起力行，
轉化其內涵成為臺灣精神。我們臺灣人也可以！

◎黃虹霞 61 射

12 打開自己心靈的觀景窗
北一女校園非常小，但只要時時打開妳心靈的觀景窗，放慢腳步，
從那扇觀景窗望出去，將會是千變萬化且充滿不可知的陽光未來。

◎郭瓊瑩 62 毅

26 海外校友會巡禮二
繼上一期綠意介紹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之後，本期登場的是休士
頓、上海、加拿大北一女校友會。

◎陳怡芬 69 仁

32 藝文組籌備藝文展 ◎方一菁 63 御

29 故宮南院―何人不起故園情
拍團體照時必大張校友會旗 ...... 一旁的遊客多投以讚賞的眼神，
無非是那「北 一女」三個字引人注目 ...... 校友會籌畫活動用心，
臨場周全，確實凝聚出濃濃的校友情。

◎潘德琳 59 忠

16 小天使計劃探訪資深學姊
九月九日下午的第一次樂活小聚，是一個開心又有意義的活動。在
十幾位小天使的高效能運作，在光復樓一樓前後擠進了近八十位從

43 歲到 75 歲的學姊妹、志工、和退休老師 ......。

◎馮燕 64 義

給學妹們的話

多元豐富校友會

04 人生更重要的一堂課
―面對失敗
懷著老四的我在第五個月孕期中，突然發現胎兒腦部嚴重缺損，
我以為一輩子都要遺憾，生命永遠崩壞，然而因此開啟了一道更
廣大的存在智慧門 ......。

◎陳藹玲 68 仁

07 編輯台上 ◎常玉慧 68 義
在路邊油膩膩的斜坡上，我滑倒了！膝蓋皮開肉綻尚不打緊，手腕
直接撐地的剎那，第一個閃過腦際的念頭竟是，會影響綠意出刊嗎？

22 直擊電視錄影現場！
三十重聚跨代秘辛！
北一女的三十重聚，彷彿已經成為另一則台灣傳奇。《同學好同
協》節目風聞而來，特邀校友會長陳藹玲，副會長陳怡芬，74 級
三十重聚總召蘇裕惠，以及 76 級重聚總幹事魏君琳暢談曾經的綠
衣青春。

◎丘美珍 74 愛

31 和美山健行記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孫乃文 58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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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成績不是判別優秀的標準
因為石墨烯的突破性研究，曾被美國時代雜誌譽為最有影響力的女性科學家葉乃裳教
授，鼓勵學妹走出台灣，體會國外尖端科技和環境，看看別人是怎麼做到的，台灣學
生一樣可以卓越非凡！

◎常玉慧 68 義

41 我的電影夢
會走上電影之路，跟我的母親及北一女有很大的關係。我從小不愛上學，當我的「禮
拜一病」發作時，母親總是用典雅的文言文幫我寫好請假單，然後帶我上電影院去，
快樂地度過一天。

◎陳玫君 74 孝

44 舊戲回甘（上）
舊戲既載承較屬古味的人生，而所謂「人生回甘，甘味人生」，因而舊戲一回甘，人
生全古意。本次談談傳奇大導演史丹利 • 庫柏力克。

◎董挽華 56 禮

48 始於敬學堂，終於至善樓的三年
細細品味高中三年，高一的初來乍到，高二總統府閱兵，高三留校夜讀，點滴在心頭，
而有著革命情感的三年同窗也成為一輩子的莫逆。

◎張誠俊 56 禮

50 樂班班銘
「樂」的熏陶教化，在使人治心養和，在使人廣博易良。「樂正人和」四個字一來可
不失樂教的美善宗旨，二來也可藉此緬懷師友們的身教典型。

◎陳敏慧 56 樂

61 大家一起來跳舞
重聚會後捨不得讓這一份熱情消散，希望繼續跳下去，於是決定組成一個排舞教室，
由李秀敏擔任指導老師，大家每周練舞一次，聯誼健身。

◎方一菁 63 御

65 校友會與 76 級共舞
跟著76級團練有種「腳打結」的感覺，但是突破障礙，舞步漸入佳境，舞姿漸趨優美，
其中快樂是金錢買不到的。

◎陳美蘭 78 正

52 繞著北一團團轉
和北一女似乎前世有緣，今世有情。綠園三年薰陶讓我根基扎實，視野胸襟擴大，日
後方能為社會國家稍盡心力。十年後返回母校任教，校歌比其他同學足足多唱了二十
幾年！

◎劉培翊 56 數

55 66 級 40 重聚新詩
無意間，發現可愛的「北一女布娃」，那熟悉鮮明的身影，在前方召喚，我不假思索地，
含淚飛奔而來。

◎周黎英 66 和

56 76 級重聚歸隊近百分百
居然再兩個月 30 重聚就要隆重登場了！ 76 級刷新了好多紀錄――目前歸隊率

99.29％；紀念商品推出七款巧思；首創 LINE APP 網路報名與商品預購 ......。這些
紀錄要歸功誰呢？是「歡喜做」伙伴不眠不休的成果？是 76 級同學熱情的全心支持？
其實說到底，就是北一女學生「認真做到好」特質的淋漓展現！

◎ 76 級 30 重聚籌備小組

37 綠漾六年情
自從民國 100 年重聚到現在，綠漾合唱團已經成軍六年，在台上的載歌載舞一路受到
好評，對於綠漾的每位團員來說，真是人生中的不思議，是那麼的如夢似幻！

◎王海玲 70 孝

綠綠電影夢

吸睛校友

重聚籌備搶先看

2017精彩重聚回顧
66 64 級郵輪慶生―冰山旁的熱情隊伍

午夜醒來，迷糊之間感覺房子似乎在搖晃，弄不清是身在溫哥華的旅館、台北家裡、
還是仍在船上，徜徉在一片大海之中。

◎郭仲琦 64 毅

好書推薦
87 開創新能源時代

「開創新能源時代」描述校友李安夫婿台灣太陽能教父左元淮的生平、不僅是企業領
袖傳記，也是台灣太陽能發展的重要紀錄。北一女校友們鼎力相助，於 2017 年發表，
獲得各界熱烈回響。

◎李安 57 溫

91 十七歲的 Bootleg ―《裙長未及膝》
再三揣度、捲起又放下。我們的青春像片片不安定的裙擺，放肆地搖晃。這樣的故事，
在風平浪靜之後，便再也不能回想起來了。

◎許瞳 106 忠

樂活養生一把罩
82 樂活戀戀大稻埕

我曾到過北極圈看極光、經過非洲肯亞赤道線、進入埃及金字塔參、遠望西藏聖母峰、
走過蒙古的戈壁、連北韓的金剛山都去過，但離家僅半小時路程的大稻埕卻幾乎不知，
如此的捨近求遠，還自認愛台灣，實在太慚愧了！

◎李克怡 57 公

85 逛水族館陪麥哲倫企鵝午餐記趣 ◎張怡平 66 忠

71 63 恭 40 年後再續同窗情誼
―美國錫安國家公園重聚之旅
每一次與同學的重聚情誼，在大家闊別 40 年後更成長茁壯，感覺我們在重溫舊夢，
也同時在延續我們的高中生活及友誼。

◎張拿珠 63 恭

78 刺繡這一班
姚明芬發現歷屆校友中，居然有五位游藝於繪繡這門藝術，各自玩出不同風格。擔任
第三任亂針繪繡協會理事長的姚明芬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接觸並傳承這傳統又創新的
中華女紅。

◎姚明芬 63 儉

75 好一個閨蜜情緣
當老公越來越無聊，當孩子越來越不跟我們聊，我們的閨蜜情緣只會越來越牢靠。

◎林婉萍 65 思

我們這一班

99 永久會員名單 ◎校友會

104 106 年度收支餘絀表 ◎校友會

風景明信片
94 特拉維夫

20 年前造訪以色列聖地耶路薩冷、及特拉維夫的樊秀玲，沒想到 20 年後，竟然與一
個以色列的猶太主廚結為連理，搬到這個上帝應許、流著奶與蜜之地了！

◎樊秀玲 76 和

98 好客阿靈頓
德州佬文化是保守，大方，好客。阿靈頓是美國沒有公交設施最大的城市，所以很少
看到無業遊民。來這旅遊一定要吃 BBQ 和牛排，並觀賞職業球賽。

◎唐麗人 77 書

95 加州卡里佐的金色花海
和夫婿開了四個鐘頭的車，終於來到卡里佐平原國家紀念地 (Carrizo Plain National 
Monument) 得以親眼目睹這令人驚艷不已的大自然綺景。

◎林心雅 82 仁

96 關於馬的浪漫情懷
我愛馬。但是騎馬一點也沒有想像中浪漫，馬還沒坐上先得學會伺候馬。學做「馬房
丫頭」。

◎李寧 77 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