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 長

副 會 長

常務理事

理 事

候補理事

常務監事

監 事

候補監事

總 幹 事

財 務 長

發 行 處

主 編

編 輯 組

美術設計

印 刷

會 址

郵政信箱

劃撥帳號

電 話

傳 真

電子郵件

網 址

陳藹玲

陳怡芬、方一菁

丘薇薇、江惠貞、楊劍芬

郭仲琦

曾宛如、葉毓蘭、劉初枝

孫乃文、程淑芬、羅愛玲  
邱秀瑩、鄭如薇、陳昭如

溫素瑩、王蕙蘭、黃暐恬  
胡毋意、郭瓊瑩、陳美蘭

張立群、余筱嵐、卓宜珍

常玉慧、薛雰雰、俞　華　

黃晴雯

傅依萍

林寶珠、陳黛齡、于人瑞

林雅如、王一如、張嘉珍

蘇裕惠

唐慧文

蘇裕惠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

高級中學校友會

常玉慧

林雅如、傅依萍、方一菁

郭仲琦、陳麗瑞、汪其芬

唐慧文、楊凌雯、陳怡芬

王蕙蘭、丘美珍

新翎企業有限公司

欣翔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65 號

北一女中學珠樓一樓 103 室

台北市郵政 14-325 號信箱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

高級中學校友會 14687986

(02)2382-5928

(02)2382-5929

fgaa@gapps.fg.tp.edu.tw

http://alumni.fg.tp.edu.tw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誌字第 1369 號

版權所有，本刊圖文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北一女校友會會訊

ALUMNI ASSOCIATION OF TAIPEI
MUNICIPAL FIRST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G R E E N

Contents 目次

JUNE 2018

繪畫創作：黃慧敏 70 禮
主　　題：鳶尾花

07 總幹事的話―在燈火闌珊下
尋覓自我是一條不會中斷的路。這年是我退休生涯的第二年，是擔
任總幹事的第二年，也是迎接第二個孫兒的年頭 ...... 在燈火闌珊
下，我在層層任務中描繪著自己的圖像。

◎唐慧文 68 數

精彩重聚回顧

重聚籌備搶先看
32 那一年，我們北一女三敬

―寫在77 級30重聚前
記憶，是一條長河；青春，像水珠與陽光交織的彩虹。當你以為
逐漸淡忘青春的模樣，一個浪花襲來，水沫四濺虹霓共舞，塵封
的記憶霎時甦醒。

◎李寧 77 敬

10 編輯台上―流蘇花開  筆耕綠意 ◎常玉慧 68 義
四月初，流蘇花盛開了。工作的地方有棵年年開花的流蘇，十幾年
來匆忙進出總是與它擦肩而過，這一日春陽妍麗，一抬眼，滿樹盛
開的流蘇撲面而來。

04 會長的話―意外的路程
不斷問自己：真的要跑完嗎？手已經麻了，汗濕的手指包在薄薄一
層手套中，雖說有防風效果，終究抵擋不住六度的寒風。最糟的是
下半身輪流發出訊號，沒有一處不在疼痛。

◎陳藹玲 68 仁

13 校友會行事曆 ◎校友會

18 父親與我中學生活的回憶
我的父親游大坤曾任市女中的數學教師，雖我也是他市女中的學
生，但他卻任我順性而為，沒逼過我唸書，讓那股求知的原動力保
留蓄積，到後來強勁的、源源不斷地推我前行。

◎游淑薰 56 溫

22 雙師記
北一女老師王聿峯及孫聖嘉相繼離世，作者對於這兩位桃李滿天下
的老師之間的深切友誼，一直難以忘懷。恩師造就人才無數，特寫
「雙師記」以誌之。

◎陳匡齊 59 良

26 穿上40年前的綠制服
我這件蟄伏了四十年、學號繡線殘脫了一半的小綠衫，竟然可以重
出江湖，在離開北一女校園後，第一次陪著主人四處週遊走跳，好
不風光。

◎周黎英 66 和

29 50歲慶生郵輪  我們瘋狂作樂
這天晚上的 Dress Code 是 Cruise Elegant，大家都費盡心思換上
洋裝、高跟鞋，打扮得美美出席。

◎周碧娟 74 義

14 讓西雙版納雨林消失的始作俑者
一段影片中的浪漫愛情故事，讓黃佩雲想起自己父親，決定藉綠意
一角讓當時事件的前因後果完整的呈現在世人面前。

◎黃佩雲 56 仁

思親專題今年花勝去年紅
總是當時攜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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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活的地理教室―校友會紐西蘭行
近 30 人參加校友會年度紐西蘭旅遊。自北至南遊遍紐西蘭精華，包括北島奧克蘭、
羅吐魯阿；南島基督城、皇后鎮及多個國家公園。令人流連忘返。紐西蘭由南北兩大
島與大約 600 個小島組成，地表景觀富於變化，含括 14 個自然景觀國家公園，被譽
為「活的地理教室」。

◎吳如琇、陳立梅、劉初枝、車利

33 樂活小聚、活出精彩
來到桌遊時間，玩「誰是牛頭王和拉密」。小天使帶隊廝殺，眼看遊戲時間已到，但
還沒分出勝負，學姊們也完全沒有罷手的意思，不拚個你死我活別想叫我離開。

◎吳翠萍 75 平

37 海外校友會巡禮三  北京校友會紀實
身為女子，出生於寶島，茁壯於綠園，深耕於學院，散葉於天地間，又不約而同來到
燕京帝都，在北京重聚。

◎廖莎莎 91 善

40 忘了我是誰―劉秀枝醫師 演講
被被誤傳失智的校友劉秀枝醫師，不但完全沒有失智，還將失智症主題深入淺出說明，
讓大家了解失智症是可以預防和延緩的。

◎俞華 63 平

52 小綠綠冰島奇緣
校友會陳怡芬副會長帶著寶貝小綠綠玩遍冰島。

◎陳怡芬 69 仁

47 總統府台北賓館參觀活動
身著綠衣的歲月中，你是否曾經好奇：每天經過的總統府和台北賓館，究竟裡面是什
麼樣子呢？

◎李慧蘭 58 書

50 淡水春日行
參加這次活動，才知道馬偕醫生是蒙古大夫，專責拔牙，共拔了二萬一千顆牙齒。可
憐當時拔牙沒有麻醉，病患被照相時，都只有一號表情，苦臭著臉。

◎張麗華 55 義

57 綠意綠藝再接再厲
綠園藝文展提供了校友們以藝會友的聯誼平台。無論專業、業餘，展出作品均俱水準
之上。無怪乎展場承辦人表示，這是一個作品水準與人文氣質俱佳的團體。

◎方一菁 63 御

60 遊走於現實與夢想之間
我力持鎮定，打開窯門，先將作品洗淨，不料呈現在眼前的琉璃，光彩四射，光線留
佇在凹凸面上，正是我所期待的效果！那次的題材是花鳥，眼前就好像聽到小鳥在講
話、花兒在搖曳，我的夢想竟然實現了！

◎王美幸 51 孝

62 游美蘭優遊書墨數十載
長期浸淫翰墨，這些年詩書是我生活的全部，可是高中時候，卻是熱血的排球校隊。
一般人不知北一女的排球隊曾經是包辦全國大小賽事冠軍的得主，「臺北魔女隊」的
榮銜，一直是人們難以置信的又會打球、又會讀書的嬌娃。

◎游美蘭 61 孝

吸睛校友

樂活養生一把罩

多元豐富校友會

68 三十八年後的同學會
那個下午我們跨越了時間的鴻溝，每個人都想把積了三十八年一籮筐的話，一下子全倒
出來；每個人也想把藏了三十八年對同學的關愛，霎那間全部渲洩出來。大家彷彿重回
當年開班會的盛況，時間是不可思議的黏合劑，把當年沒講超過三句話的同學全黏牢了。

◎陳慧婉 68 恭

綠綠電影夢
54 烽火樂園

西班牙導演埃米里歐自編自導的首部傑出劇情長片，贏得西雅圖國際影展的等多項電
影獎的《烽火樂園》，傳達給我們在戰後遭遇失去親人的苦痛、面對反叛軍帶來生命
的威脅與貧苦不堪的生活，還能相信生命中有美好，並為愛勇敢下賭注。

◎董挽華 56 禮

76 更年期後，如何避免骨質疏鬆症？
骨質疏鬆症為世界衛生組織認定影響全球健康的最重大疾病。它沉默無聲，往往在發
生骨折後才被發現；平時攝取足夠鈣和維生素 D，加上適當的 333 運動，可防治更年
期骨質疏鬆症的發生。

◎陳芳萍 68 勤

72 赴夏威夷表演Hula舞精華側記
正式在國際會議中心表演，全體學員穿紅色絲絨長版舞衣，戴上一長串白色貝殼項鍊
及大香水百合頭飾，盛裝打扮，個個美如仙女，未表演已先轟動。我們天尚未亮就漫
步到五星級大飯店前的海灘，婆裟起舞，海浪之聲與音樂相呼應，非常特別的體驗。

◎鄭彩幸 56 良

74 登蒙納德諾克山
蒙納德諾克山是美國的山峰，在 1725 年才有人類首次登頂。愛默森和索羅兩個大文
學家的詩與文章裡提起，對它做種種的描述與稱讚，讓這座山在美國人中間大享盛名。

◎呂幼玫 56 讓

80 天天天藍的聖多里尼島
火山岩的彩色岩層，各式各樣白色小屋沿著崎嶇小路蜿蜒起伏，藍頂小教堂別具風情，
轉個彎都會遇見驚喜。再加上天天天藍，天天海藍，真是迷人的世外桃源，度假天堂。

◎陳華玉 59 禮

82 岡仁波齊神山
阿里是西藏的西緣，幾乎是感覺最接近天堂的聖域。在此時空下，體悟了人類之渺小
與天地之大。

◎郭瓊瑩 62 毅

79 清新的澳洲農村生活
大學畢業後遠渡澳洲進修，也因此認識老公，結婚生子定居首都坎培拉。五年前我們
搬到坎培拉境外的小農場。草泥馬是我們的寵物兼除草機。

◎吳錦枝 68 義

我們這一班

83 永久會員名單 ◎校友會

88 106 年度收支餘絀表 ◎校友會

風景明信片

64 王富美站在生技與創投的浪頭上

王富美擁有「站在生技與創投的浪頭生技女強人」外號；曾獲選 2010 年中國百大傑
出女企業家；也常以「醫師娘」的身分暢談養生，王富美巧妙融合各領域的知識，在
各個身份間切換自如，是她花上半世紀習得的功夫。

◎轉載自「玩轉生技 ‧ 巾幗傳奇 Biolady Leg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