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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總幹事的話
在校友會擔上責任的這兩年，在瑣事中見證一屆屆校友在此凝聚了
曾經的青春情懷、也見證一屆屆校友在此回甘了一段更豐實的綠衣 
人風采，至於校友們各自歷經激盪轉化的自我實現的成就，正呈現
出綠園的結果纍纍，美不勝收。

◎唐慧文 68 數

19 60重聚一甲子！
今秋我們回娘家吧！
北一女重聚活動絕對可以延續到 80 歲的！來看看這群老當益壯校
友的心情。

◎徐純 47 愛

20 七十歲時，我們攜手同遊，
同憶十七歲的青春
於是同學們起立，再唱這最愛的一首歌。忘卻過去五十年人生中
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重新回到十七歲的自己，和十七歲時候
的同學們，歡慶十七歲以來的友情。

◎雷戊白 55 義

08 編輯台上 ◎常玉慧 68 義
八月中旬接到校友會來電，有一封限時掛號信件要轉交給綠意主
編，語帶神秘 ......

04 會長的話
開完會，我忍不住說：北一女的校友實在太棒了！
全部是志工的校友會董監事們，認真地討論每個事項，實事求是的
嚴謹態度，像是在開上市公司的董監事會議。打心底佩服！要做就
奮力做的態度，正是北一女的正字標記。

◎陳藹玲 68 仁

14 67級40重聚―
勇闖國境之南  總召報告
相隔十年，同學們有些己經退休，更多的仍在職場上打拼，家庭生
活中也從生兒育女的忙碌，轉為照顧父母長輩的辛勞 ......，不變的
是大家尋求屬於自己的「第三人生」的渴望愈來愈強烈，而高中的
好友死黨們，正是這個階段的最佳友伴。

◎金以容 67 誠

16 為58級50重聚歌舞秀招兵買馬
是什麼牽起和北一女如許深重的緣分，讓人不遠千里萬里，只為重
聚？是什麼樣的盛大重聚會，在異國他鄉，也能登上當地最大的華
文報紙？

◎張立群 58 愛

11 30重聚―綠光冉冉、青衫依舊
終於來到相聚的這一刻，久違了 17 歲女生的溫柔、珍摯友情的真
誠眼神、捉狹的笑聲爽朗 ...... 都在話當年時一一重現。世俗的庸
擾、現實的侵襲，怎抵擋得了青衫的初衷！離開綠園這麼久的日
子，妳還記得什麼？

◎王一如 77 儉

精彩重聚專題

32 敬賀萬良老師百歲生辰
1965 北一女高中畢業的十位 54 級同學，相約前往萬良老師家，
向萬老師拜壽，慶百歲壽辰。滿桌豐盛的菜餚，其中最特別的一
道，是孝班巫穗雲同學，精心為老師特製的養生可口料理。

◎蘇連珠 54 忠

27 七十秋猶似十七春
我們已經步入人生 70 個寒暑，但是我們仍然愛美，愛美的心兒，
猶如 17 歲的少女。

◎張麗華 55 義

26 精彩70重聚憶難忘 ◎周問梅 55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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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別不敢吃蛋黃了
―樂活小聚第五回活動側記
孫寶年教授在樂活小聚分享，最新的研究顯示「害怕增加身體膽固醇而不敢吃蛋黃」
是多慮了。她強調我們應該用科學求證的精神來看待食品安全問題。

◎周玉靜、黃玉君

51 漫步上海「哥倫比亞生活圈」
―上海校友會活動記實
上海的小綠綠們！來場穿越時空的漫步，回到百年前的場景。

◎黃貞璞 102 信

56 一門三個綠衣人
―媽媽、我與妹妹的綠衣世代
媽媽是北一女的學姊，大我們二十六屆。 我剛披上綠衫時，敬學堂的日子有聲有色 
...... 六年後妹妹玫君考上母校，又是一番光景。我們一門有三個綠衣人。

◎陳玫琪 68 義

68 學霸子女的養成
―訪傑出校友葉采衢之母張智郁醫師
5 月 16 日，各大媒體都報導台灣的榮耀。台灣女孩葉采衢代表畢業生致詞站上柏克
萊大學。采衢在北一女時就讀數理資優班，她的母親是我們北一女同屆同學，婦產科
醫師張智郁。郭仲琦向她請教如何教養出如此傑出的孩子。

◎郭仲琦 64 毅

原住民幽默的入贅歌，逗得校友們哈哈大笑，這正是校友會舉辦屏東之旅的精彩插曲。
37 屏東三地門霧台部落巡禮 ◎駱靜如 66 慎

42 專訪無償設計北一女校史室的設計師徐璽
你知道校史室有「車寄」和「復刻拱窗」嗎？來看看徐璽設計師如何在 50 坪的空間
中建構出有歷史感、有設計感的校史室。

◎黃金美、校友會

46 漫遊大稻埕，走讀新老街
迪化街最具特色的是最早的閩南式建築林五湖古厝、列為歷史建築的 207 博物館、與
新舊並存集體改建成功的「十連棟」。這些建築新舊融合，古意與創新並存，讓大家
眼睛一亮，直呼「好好玩」！

◎陳美蘭、方一菁

48 黃紅霞大法官講座
遺囑是對自己的財產如何分配的一種表示。我們當然有權利依自己想要的方式，來分
配自己的財產。 關於立不立遺囑，首要注意不要形成更多糾紛。漢語拼音發明人周有
光先生（享年 111 歲）在長壽者的五個建議中曾提到：「不立遺囑家庭和睦」是否立
遺囑，需要運用智慧。

◎郭思岑 84 溫

54 綠園DNA是怎麼來的
我的北一女同學、學姊、學妹們，雖然年紀差距頗大，但是，在她們身上通常有一些
共通的特質，我猜想，我們或多或少都烙印了江學珠校長所打造的綠園 DNA 吧！

◎丘美珍 74 愛

60 美國讀寫教育的6個啟示
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的本質是不同的。數位產品在很多方面，會改變大腦的閱讀與理
解功能。數位衝浪是焦躁的、警覺的，以快速獲得訊息為目的。紙本閱讀卻是怡然的、
耐心的，慢慢進入作者創造的世界與情節。

◎曾多聞 68 平

吸睛校友

綠園DNA
樂活養生一把罩

多元豐富校友會 綠綠電影夢
61 這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你赤手空拳來到人世間，為找到那片海不顧一切。」是的，為了找到那片海，不管
路有多遠，不管過程有多曲折，不管我的年紀會過去多少。而我也感到慶幸，我的創
作和工作是一體的，我享受創作的樂趣，和大家共同完成作品的成就感，而我更享受， 
我的作品為這世界帶來的光。

◎鄭芬芬 77 仁

64 我看梁祝
印象最深刻的電影，就要算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在「梁祝」電影裡，梁山伯與祝
英台同窗三年，有不期而遇的「同寢之誼」，兩人自然是一拍即合，像是斷袖之癖，
劇中透過男女虛實的辯證，巧妙帶出女扮男裝的曖昧。

◎胡淑娟 61 義

71 希臘的美麗與哀愁―駐希趣聞二、三事
2011 年底陳華玉大使奉派希臘，朋友們聽到這個消息，不約而同笑問她：「你是要
去拯救希臘經濟危機嗎？」當時，歐債危機是全球矚目的焦點，希臘更是隨時有可能
「被」退出歐元區的第一個國家。在這段特殊時期派駐希臘，她也因而經歷了不少特
殊體驗。

◎陳華玉 59 禮

65 尋找生命的《彩蝶》
幸福離我們很近，不用一枚戒指，不用一個金庫，不用一隻稀有貴賓犬。也許一枚易
開罐拉環，一個愛人的親吻，一隻流浪貓的相伴才是虛榮繁華後的真相。

◎李巧依 80 毅

81 退一步海闊天空 
當年在學校的種種訓練，沒教我們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以及如何放慢腳步溫和面
對的方法，一心只知往前邁進。希望我能從這些對我而言很重要的紀錄中，汲取教訓，
作為今後生涯的參考。

◎陳汝明 55 恭

75 西班牙單車行
一群年過花甲的阿公阿嬤要去西班牙騎單車一個月，總騎程約八百公里，從馬德里之
路騎到 Leon 接法國之路，再騎到繁星之地―聖地牙哥，然後騎到歐洲的最西邊，號
稱歐洲的海角之涯―非尼斯泰爾 (Finisterre)。

◎黃莉莉 66 御

78 上海校友會活動―手機拍照也能很美麗！
其實拍照技巧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拍你的人是一個愛你、疼你、懂的欣賞你的好夥
伴、好朋友、另一半。有一雙能看見美好世界的雙眼，才是拍出美照的關鍵。

◎楊舒詠 88 真

83 永久會員名單 ◎校友會

88 107 年度收支餘絀表 ◎校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