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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班 余希達
數班的張琛在大華盛頓區「三十五重聚」會上，

為70級的同學許下一個承諾，那就是，舊金山區無論

如何會當一次地主，做下次重聚的接班人。事隔不

久，金山區的同學在2006年北加北一女校友會年會的

當天取得共識，決定擔綱「四十重聚」，原則上是

2010年的春天或是秋天，視合宜的旅館而定。曾擔任

北加北一女校友會會長一職的我，認識相當多同級的

同學，既然能為北加的校友們服務三年，為昔日的同

窗好友服務更是義不容辭。何況舊金山人才濟濟，籌

備小組的成員俯拾皆是，擔當這項任務完全游刃有

餘。

為了籌備小組的成立，灣區70級的同學開始了

定期聚會，以連絡彼此感情、增進默契，為「舊金山

四十重聚」暖身。所以當籌備小組在2009年春天正式

成立時，不必招兵買馬，就有了一個十六人的工作小

組。雖然多數成員都是上班族，工作以外的時間和精

力都是奢侈品；但是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

是「do the best to provide the best」，只希望我們策劃

的流程及會前、會後的旅遊活動，能喚起同學驛動的

心，為全球的串聯共襄盛舉。

從策劃到執行的過程中，籌備小組面臨諸多挑

戰，例如 - 跌破眼鏡的出席率、跨國製作的「時光

隧道」幻燈片、「綠園星夜」點點星光的舞台、亂了

套的道具及演出服裝，結果到了節骨眼上都能一一克

服。我們有不分晝夜埋頭苦幹的時候，有爭得面紅耳

赤的時候，也有會心微笑的時候，最可圈可點的是最

後衝刺，每位成員把團隊精神發揮到淋漓盡致，最後

呈現出的是一個溫馨感人的團聚。

由衷感謝籌備小組的每一位成員、她們的家人以

及親朋好友為「四十重聚」無怨無悔的付出；更感謝

各班班代及區代的認真，助毛仁漪把70級資訊聯絡網

建立得如此完整，把重聚的場面張羅得如此熱鬧，尤

其是李維娜親手製作了六七十個針墊，出色的針線活

使每一張晚宴桌面都點綴著鮮亮的南瓜橙，也把［剪

刀、石頭、布］的遊戲帶入全體参與的高潮。而今，

舊金山40重聚已欣然落幕，幾項後續工作仍有待籌備

小組完成。身為總召集人的我在這十八個月的歷練中

獲益良多，是人生中不可多得的實習機會；更難得的

是歐靄娟從旁協助，她沉穩的行事作風和精闢的解析

能力常讓我三思而行。

四個小時的「談心敘舊」實不足以交換每位同

學在過去十年中心靈、智慧的成長；“樂儀隊舞台風

采＂一時也還無法完全喚回當年在學校的英氣風發，

三天兩夜的「四十重聚」似乎有點「意猶未盡」，這

種調調其實很好，讓大家有個盼望，盼著下一次的聚

會。

下一次聚會其實已然在望，在此特別宣布一個

令人興奮的消息：洛杉磯區的同學已為「金色年華 - 

六十慶生」佈局待發，親愛的同學，莫忘「相約2012

年洛杉磯再見」！

孝班 歐靄娟
這次不知那裏修來的福份，有幸成為四十年重

聚籌備小組的一員，使咱的人生平添了一段精彩的章

節。和十五位各路英雌豪傑日以繼夜地共事了十八個

月，真是大開眼界。第一次真正領教到什麼叫做“北

一女精神＂，媽媽咪呀，真嚇人！只能用“目瞪口

呆＂四個字來形容！目睹了諸位姊妹們做事的能力、

效率、和創意，真是從心裏佩服得五體投地！更可貴

的是大家在為共同目標奮鬥中所滋生的惺惺相惜的情

誼。如今重聚盛會雖已圓滿結束，這永久的友情卻是

我們最珍貴的收穫。看到重聚大會如此盛況空前，四

百多位參加的同學都 had a great time，我們所有的辛

勞都有了最大的報償！在這幾近完美的經驗中，我個

人倒是有個唯一的遺憾：在三天的大會中，常常因為

籌備小組           話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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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著打雜，錯失了不少和自己孝班同學聊個痛快的機

會，真是可惜！只有指望下次重聚早日到來了。

一年半前為了40重聚大會，余希達號召灣區校友

正式成立籌備小組時，我原想頂多做個外線的散工，

打打雜，跑跑腿什麼的，就沒參加。也是合該有事，

過了幾天，遇到本班的郭企，經她一慫恿，就如此這

般的跟進了籌備小組。

第一次去參加討論會時，心裡是忐忑不已，想我

真正一個文武雙缺之人，有的只是空巢期後大把的時

間，實在不知道能做些什麼事。希達和其他與會精英

膽量過人，說我們忠班在灣區人數最多好辦事，因此

希望在經驗豐富的賴碧良搭配下，由忠班負責大會活

動的流程。郭企欣然的承諾了下來，我在狀況還沒弄

清下也點了個頭，於是，糊里糊塗的踏上了這個長達

十八個月難忘的“黃磚路＂之旅!

籌備小組每個月固定一次的討論，往往超過預

訂的時間，會議雖長，但絕沒有冷場。好幾次從早

上九點開始，吃過了午飯還不走人。姑爺葉有松（郭

企的老公）積數月第一線觀察之經驗，鄭重宣佈我們

十六金釵直可比美國會議員：“意見多多，又特愛開

會。＂

活動流程包括的項目很廣，舉凡報到事宜，禮

物，節目內容，旅遊行程，海報、封面設計……都

歸活動組的忠班五人小組，賴碧良和武克瑾。雖然事

情多些，但是相對的樂趣也多了許多。郭企，黃孝媛

和我高中時就是死黨，所以很自然的我們三個經常電

話串聯，問題是郭是個乖寶寶，每天晚上不到十點

就'打烊'；黃是個超級女強人，經常九點多才忙完回

家。頭幾次沒協調好，吵到了葉姑爺，黃和我好像當

年上課偷吃零食，被數學老師林雲榮逮到一樣，兩個

人在電話筒的兩端，強忍著笑直說“都是妳！都是

妳!＂

我後來被派做“時光隧道＂節目的聯絡人，負

責協助台北的兩位主持人胡以琴，傅依萍。依萍一向

點子多，以琴提議作個瓊瑤專案，我們幾個馬上興奮

得雙手贊成。後來節目內容越來越豐富，以琴發現時

間不夠用了，想要放棄瓊瑤專案，我實在捨不得如此

絕妙點子胎死腹中，就自告奮勇接了過來。接下來的

日子，套句瓊瑤的話是“日日為她而生，夜夜為她不

眠＂。最後的一個多月裏，每天東蒐西查的總弄到半

夜三、四點。這都要怪我們的瓊女士，多才又多產，

作品多，電影電視劇一拍再拍也就罷了，連續劇動輒

四十集！可憐了技術總監廖淑貞，痴等著我們的終結

版本，終終終結版本，鐵定最終結版本的完稿，以便

製作碟片，也被拖下水。廖也摸着了以琴和我的惡

習，節目登場當天還帶了空白碟片，以備我們臨時決

定推出修訂版的絕對鐵定本（還真被她料到了）。雖

然如此，半夜三更的倒也不寂寞。有一天，清晨兩

點收到楊台瑩剛出爐的籌備小組會議記錄的電郵；

三四點又收到毛仁漪不知改了多少次的設計；打個

盹起來，上網一看，袁蕙心六點不到也發了個修訂

版 - 正是一羣夜貓子接上了這位早起的鳥！再加上

和以琴台美兩地密集的日夜互動，那時暑假，兒子在

家，徹底的一個夜貓子，看到我們這羣老媽如此作

業，直說：“妳們瘋了!＂

人生難得幾回痴! 

忠班  郭企
四十三年前，懵懵懂懂以穿上綠制服為榮。畢業

四十年後與15位重聚小組同學互動了18個月經驗了：

“Leadership” – 能領導15個在家獨當一面，在事業上擁

有一片天，年近60的女人，非凡!

“Ownership” – 全職上班的把重聚工當作第二個全職，

不上班的人把它當全職。

”Fellowship”– 可以有不同的意見，可以激烈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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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達成共識就是全力以赴的目標。

“Friendship” – 在大家的至高要求下發現自己的潛能。

不會，不能的，又一定有相助的援手伸出。

我何其有幸能與15位頂尖拔粹的同學一起合作，

在籌備的過程中奉獻，學習。此刻的我是從裡到外以

身為北一女（特別是1970級）的一份子為榮。

忠班  黃孝媛
我會永遠珍惜這次的四十重聚，不只是在舊金

山和台北的活動，能夠和許多失去聯絡的同學相聚一

堂，有如重回四十多年前的校園，而且又沒有升學壓

力，取代的是像生活小品、時光隧道、美麗人生、酒

鄉一日遊和六天五夜峽谷遊等活動，溫馨加歡笑令人

難忘。另外我也很開心，負責安排的團體個人照相能

圓滿地帶給大家永遠的回憶，精心策劃的時裝秀有這

麼多美女的踴躍參加，以及幫忙鎖定的峽谷公園遊的

旅程，我自己也玩得非常盡興；比較沒意料到的是圍

巾繫結的Workshop竟然引起許多同學的興趣。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有幸參加重聚籌備小組的工

作，將近一年半的時間，與多位小組成員共事，很難

想像將近耳順之年，做了這麼多年的事，閱人也無數

矣，深深感覺還是跟這些老同學共事愉快，不論思考

還是做事的方式都很相近，而且許多小組成員在不同

領域都是一時之選，非常優秀，我可是學到不少東

西。最重要的，老同學有的一時疏遠，或過去並無深

交，因為這次重聚開始走得近了，似乎多了許多新的

朋友，不記得是誰說過，我們這一代要養朋友防老，

只要多辦幾次重聚，得來不費什麼工夫。

忠班 簡美雪
為了策劃40重聚，我們籌備小組在總召集人余希

達的權威領導下，經過一年多的時間，召開過無數次

的會議，共同討論以及安排節目，大家精心籌備這個

意義重大的盛會。

許多才華橫溢，有心有力的同學們不計辛勞的貢

獻智慧和時間，更秉持北一女的執著精神及最高標準

的原則，努力以赴，達成目標。

這幾年來，

雖然我們16位同

學也經常見面，

但是沒有機會更

深入了解。這次

大家有較多的時

間在一起共同討

論。除了大家聚

餐，也與老友敘

舊，相互分享人

生經歷，實在是感謝這難得的機緣。

我們有共同的青春記憶，這次能跟昔日同學再

度重逢，很多同學們衷心地感謝我們團隊的辛苦與熱

心，讓大家有個温馨歡樂、回憶無窮的聚會，我們應

該感到欣喜。

我們要常常相聚，永保情誼。期待60慶生重聚！

忠班 龔淑芳
參加40重聚籌備小組，最大的收穫是與1970級

同學的互動。不論舊識或新交，大家都是懇切而談，

熱忱心相助，毫無闊別40載的陌生感，真是美好的交

會。

當初余希達邀我參加籌備小組，我先是推辭，

因為正忙於北加州校友會纖體健身班的工作。慶幸在

2009年8月改變初衷，決定與15位雙肩數挑，學養俱

佳的姊妹們共同為一個目標而努力 -- 讓我們1970級的

同學有一個永遠美麗的共同回憶。

北一女人工作起來，既賣力又興奮，討論不完的

議題，精益求精的加工，分配不完的任務，永遠來不

及回覆的伊媚兒，挑燈夜戰時的投入與互娛，既分工

又合作，不論任何難題與挑戰，總能迎刃而解，把北

一女的團隊精神發揮得淋漓盡致。

我負責的項目有國家公園遊的行程設計，星期六

的晨操，上午的談心敘舊，下午的海天遊蹤演講，和

午夜場的歡樂今宵。每一件構思和衍生出來的大小工

程之背後，都動用了多少同學的力量。不僅是籌備小

組，還有班代、區代和熱心同學的鼎力支持。與一流

的團隊合作，真是過癮！令人驕傲的是1970級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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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了超強的向心力。轟轟烈烈的共襄盛舉，盛況空

前的出席率，熱烈的參與，精彩的表演，連知名的重

聚聯絡人林莉小學妹，都讚嘆得專程來取經，一睹盛

況後，才搭夜機去參加她的1975級的35重聚。

每當“Try To Remember＂的音樂響起，2010年9
月重聚的片斷就重映我眼前 - 星期五整天穿流不息的

旅舘大廳裡，多少久別重逢的驚喜和擁抱，時光隧道

晚會時的唏噓與“班呼＂，談心敘舊分享時哄堂會心

的回應，綠園星夜儀隊樂隊出場那一刻全場的激動不

已，歡樂今宵重溫昔日舞會的好時光，Napa 酒鄉午

宴時的交杯祝福，國家公園遊依依不捨地相互留影… 

多麼難得啊，同窗三載而緣續四十年。人生能有幾回

重聚？我珍惜這份美好的回憶和情誼！

和班  邱慈菁
我們和班有九位同學住在灣區，每年總是利用各

種機會聚在一起，就好比方說二零一零年五月一日大

家到我家來談談四十重聚的海報及收集照片這檔事。

人馬一到，笑聲不斷，飽餐一頓後，又有陳昱做的拿

手蛋糕，等到夜深人靜，曲終人散時，我們一個字

也沒談到海報及照片的事，正事沒商量，可是一點都

沒壓力，每人帶著滿臉的笑容，反正再聚就是了……

。我們就是這樣在一起有說不完的笑話，講不完的故

事，討論不完的話題，真恨不得天下有不散的筵席，

所以常自我陶醉的說，我們常聚，心理醫生沒生意！

這次有幸參加了四十重聚的籌備小組，我的眼

界和心靈又由和班更進入了我們1970年這一屆。經過

一年半無數次的會議裏，認識了許多新朋友，看到余

希達全職上班，母親在療養院中，父親突然又有糖尿

病的併發症，她常常要聆聽大家的電話到半夜一兩點

鐘，真是不容易；忠班的活動組真是盡心盡力，要求

精益求精，精神可佩；更要感謝毛仁漪，對我的電腦

白痴，曉以大義，不嫌麻煩的告訴我，讓我順利的完

成任務，我總覺得她會變魔術。

王羲之《蘭亭集序》中有一段說到：人和人交

往，生活在世上，有的人把自己的抱負，面對著知

心朋友傾心敍述，有人寄情在自然界，放浪形骸在外

邊。雖然取捨的方式不一樣，靜與動的偏好也不同；

可是當他快樂於自己的遭遇，暫時得意，痛快滿足的

時候，簡直不知道會有老的一天。“夫人之相與，俯

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

放浪形骸之外。

雖取舍萬殊，靜

噪不同；當其欣

於所遇，暫得

於己，快然自

足，不知老之將

至。＂四十重聚

與自己的高中同

學在一起，就是

這種好爽、好棒的感覺！

和班  賴碧良
過去兩年是我人生最忙最多事的時段，但我慶幸

仍然參與了“四十重聚＂籌備小組的工作。

上個月一位非北一女的朋友很感興趣地這樣問我 

“你們這群離校四十年的北一女同學，大家是如何共

事?＂

這位朋友和我同屬一個在北美洲有二十餘年歷史

且有一千多位會員的婦女團體，尤其我曾當過該組織

的會長。她想要知道我們北一女的同學和其他婦女的

不同處。回顧過去那十八個月的點點滴滴，這個籌備

小組讓我感受是這樣的:

生活小品 絲巾繫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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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聰明才智一等，好像天下無難事。

2.  工作效率一流，雖然是坐五望六。

3.  自信自視極高，無畏是否有經驗。

4.  要求完美無缺，秉承北一女精神。

另外特別讓我感動而且值得學習的同學是余希

達。她不僅是一位全職的主管又是內在美（先生在台

工作）。她每天清晨四，五點起床準備一天的飯菜給

在家行動不便的爸爸。並且在下班後帶著飯菜親自去

餵住在療養院生病的媽媽吃（她拒吃醫院的東西）。

晚上回到家後又要籌劃重聚的種種事務。幸虧她天生

的領導能力，再加上當過北加校友會會長的經驗，才

能讓籌備的工作順利進行，最重要的是她讓這十六個

人各盡其才，各守其職，發揮團隊精神，大家才有一

個終生難忘的“四十重聚＂。

公班  蔣淑嫻
大約是2008年的秋天，在舊金山北一女1970年次

的一個聚會上，大家熱烈的商議著如何準備40年重聚

的事情。有人提議由我負責重聚的網站。當時心想以

前工作時，曾用微軟的軟體做過相關部門的網頁，這

差事比起其他的繁雜事務，算是比較簡單的，就冒然

答應了。事後才發現我以前用的軟體版本已過時，這

下可心慌了。但是答應的事，又不好反悔，只有莊敬

自強，處變不驚。為了不再受軟體時效的限制，決定

自己親手寫網頁。於是趕緊利用年底假日時，上網自

修HTML，就這樣現學現用，開始了我做40年重聚網

站的「工讀生」生涯。

2009年春天，我們的工作小組正式成立，並開始

了毎個月的籌備會議。四月時，小組決議由我為網站

域名和伺服器註冊簽約，我們40年重聚網站就這麼正

式成立了。當時由於很多細節未定，網站僅限用於工

作人員。十月初，在重聚報名表發出的同時，經過多

次修飾的網站終於開放給所有的同學們。這期間郭企

經常熱忱的招待我們在她家裡開會。會後還可以享用

她請專人所準備的豐盛營養午餐。大夥兒吃吃喝喝、

天南地北的聊天，其樂融融，倒也十分盡興。回想一

年半來，毎個工作人員那份認真執著、求好心切的精

神，真讓我感佩。雖然我們也會有不同的意見，但大

家的目標卻是一致的，都希望重聚會能辦得盡善盡

美。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培養了我們「親密戰友」似

的感情。我覺得非常榮幸能參與這籌備工作，不僅結

交了許多好朋友，更得到很多同學們善意的支持和鼓

勵。我深感自己所收穫的，遠遠超過了所付出的。

在殷殷盼望中，40年的重聚會終於來臨了。見

到了闊別多年的老友們，彼此興奮熱絡的招呼著，彷

彿這40年的時空交錯，絲毫没有沖淡我們的友情，大

會裡處處洋溢著温馨與歡樂的氣氛。感謝我們的活動

小組安排了各項緊凑、精彩的節目，讓大家玩得非常

盡興。尤其是談心敍舊時，毎位同學所流露出的那份

豁達、體恤、又怛然、自在的真情，最是讓我感動難

忘。此外還要特別感謝黄孝媛和郭企，在兩位的大力

遊説下，我當時抱著「鴨子上架」的心情，參加了「

穿的藝術」時裝表演和Napa酒鄕一日遊的車隊嚮導。

事後回想，很慶幸兩位能讓我有這「自我挑戰」的機

會，跳脱拘泥的方框，做了生平第一次的模特兒和導

遊，自娛娛人，有這麼難忘的寶貴經驗。

三天的同學會匆匆的在意猶未盡、依依不捨中結

束了。但是我們

珍貴的友情卻是

綿綿不絶而歴久

彌新，留下美好

的回憶。珍重再

見了，老友們！

我衷心期盼著我

們下次的重聚。

勤班  楊臺瑩
緣份讓我們四十年前同窗共讀，緣份又讓我們來

到北加州灣區定居。一股懷念綠衣時光的真情，讓我

們一起投入四十重聚的籌備工作。經過十八個月的共

事和歡笑，我們成爲永恆的朋友。我所指的就是這十

六位執著的女孩，雖然個個是臥虎藏龍卻都是默默耕

耘，在余希達率領下，跨入一個新領域，舉辦了這空

前絕後的四十重聚。

在重聚籌備中，我挑的擔子比較輕鬆，有較多的

機會觀察和學習，在這些多年的老同學身上，我看到

了自信又虛心，人人擁有專長而從不吝於分享，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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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率而又事事追求完美，處事公平而又諒解他人難

處，好勝心強而又能主動合作，努力享樂人生而又做

事嚴謹。過去將近兩年，為籌備重聚能與這些盡責又

貼心的朋友們共度無數個周末，我實獲益良多。

溫班  袁蕙心
我雖然從小不太會講話，但是很喜歡湊熱鬧，

尤其喜歡跟高中同學們玩在一起，所以每次北一女

重聚我從不錯過。每當看到個個籌備小組同學都那麼

盡心盡力服務，讓大家高興愉快，留下一個美好的回

憶.我總覺得很不好意思，因為總是坐享著別人辛勞

的成果。特別是上次華盛頓三十五年重聚，更是感

動。想她們僅有九個人，都能辦出那麼感人，那麼成

功的聚會.我心中一直希望亦能略盡棉薄之力以回饋

同學。

所以在余希達號召灣區校友正式成立這次重聚籌

備小組之前，我已告訴她我很願意幫忙。我知道自己

並沒有什麼過人的長才或特殊的創造力，而且平常工

作也很忙，但我曾做過“北一女北加年刊＂的編輯，

體驗過“勤能補拙＂的道理。心想這樣我做個“四十

年重聚特刊＂的編輯，應該是勉強還能應付吧！

沒想到希達希望我除了編輯特刊之外，還能再多

做些別的事，我自然是義不容辭的答應了，於是就這

樣開始了我快兩年的學習及玩樂的經驗。從做重聚幻

燈影片中，我學到如何修改照片及幻燈編修。當需要

安排晚會節目時，因為龔淑芳跟我都是“北加纖體健

身班＂的固定學生，我們就志願承當組合晚會舞蹈表

演的義務。多虧淑芳找老師編舞和教我們跳舞，每個

星期六大家不僅練舞又吃喝玩樂。為了提高大家學習

的興趣與樂趣，我特別買了一台新款的攝影機，錄下

大家美妙的舞姿，並上傳至 youtube 上分享。雖然

學習做這些事的確相當花時間，但是看到大家樂在其

中，我也覺得很有成就。

這兩年我雖因個人工作關係經常要出差，但還是

盡量參加每次籌備小組的聚會，不願意缺席而錯失任

何與大家一起討論及玩樂的機會。就這樣，從這些無

數的聚會和活動，我結交了許多難得的好朋友。

從這些不同的工作，我嘗試到很多第一次的經

驗：幻燈編修，拍視訊，視訊編修，上傳youtube，組

合舞蹈表演及時裝模特兒表演。這些經驗不僅讓我增

長見聞，並豐富了我的生活。我原以回饋為目的而參

加籌備小組，所以力求表現並全力以赴，萬萬沒想到

當重聚幕落時，我卻是那受惠最多的人。這次服務的

經驗不只讓我一了心願，還使我的生活多采多姿，真

是收穫良多。謝謝大家，感恩在心。

恭班  毛仁漪
我從小在團體活動時，最怕被拉出來唱歌跳舞，

或想點子策劃節目，所有活動組的任務，我是一樣也

不敢接。幸好我很會使用電腦的各種應用程式，也很

有毅力，所以在需要志願工作時，我總是先自告奮勇

管資料庫，發現還真沒人搶這工作，一般人連過問都

懶得，生怕一提供意見，工作就撈到自己身上，所以

也不需要成立工作小組，一人單打獨鬥即可。不過

嘛，資料一旦在我手中，所有發信、發照片、報名、

統計數字、排座位、排照相時間、管理文件等等，統

統都變成我的事。再加上周遭邊緣事務，更是伸出觸

角，好像無事不管，有時管到不該管的，所以先請被

冒犯過的同學包涵。

與余希達相識多年，但成為好友是在2003 - 2005
年間，我們一同在北一女北加校友會服務時，成了她

的嘍囉跟班。這次她眾望所歸，終於答應出來主持40
重聚大局，我也就順理成章做了她的工讀生，聽命行

事。我們這次成立班級聯絡網，班級聯絡人責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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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負責做班級通訊錄、用 Google 尋人、收集相

片、做海報、更要為重聚宣傳、打電話死纏濫打請同

學來參加。我的任務就是做這些可敬可佩的班級聯絡

人的啦啦隊，只要她們願意付出，我的工作就完成了

一大半。這次重聚會同學踴躍參加，通訊錄日益齊

全，班級聯絡人居首功，要向她們歡呼三聲！

做通訊錄除了不用唱歌跳舞或做節目之外，有樂

趣嗎？請看下回分解。續篇“通訊錄與 Techie Geek＂
登在本刊“幕前幕後＂p.15。

恭班  林連芳
謝謝妳們！ 

看到同學們在此重聚活動中的熱烈參與、經歷分

享、情緒興奮和不虛此行的感覺是籌備工作者最大的

收穫。我很榮幸能夠參與整個活動的籌備。我的工作

比其他人都輕鬆：有時代理秘書，有時幫忙將英文改

寫成中文，以便放到網頁上。還有就是負責重聚當天

的報到，安排灣區同學幫忙報到事宜。在這段相聚的

日子裡，體驗到同學們對工作的熱忱，為達到目標的

學習能力，和一定要做得完美的工作毅力。尤其一些

身兼數職的同學還能全力以赴的完成交代的工作。我

由衷的佩服妳們。

籌備期間每次的相聚都是很愉快的。大家不僅努

力的為最終目標前進，也同時嘻嘻哈哈話家常。每次

開會都有好多同學主動帶些甜點、零嘴與大家分享。

也在此謝謝那些提供開會場所和安排會後午餐的同學

們。很珍惜這段相處的日子。

讓班  武克瑾
一年半以前，聽說我們灣區忠班同學要主辦四

十重聚的活動節目，太好了，她們班人多，個個是人

才，熱心又負責。心中正在慶幸我們將有一個精彩的

重聚會。沒想到被簡美雪一番甜言蜜語，糊里糊塗參

加了一回同學聚會，當下就被分派職務，就此踏上不

歸路。

我們十六名戰士，在余希達的統率下成了最親

密的戰友。定期開會，頻繁溝通，當然少不了吃喝玩

樂。從戰前的籌劃佈局，分配任務，設立目標期限，

到戰中的腦力激盪，調兵遣將，模擬測試。這其中的

戰局轉折，戰況激烈的程度，倒是始料未及。而通過

這些橋樑 我們又重新拾回老同學之間的默契，再次

發覺共同的興趣。

當重聚會終於圓滿落幕回到家後，心想總算可

鬆口氣了。卻頓時茫然若失，一股曲終人散的傷感油

然而生。以後每個星期六不再需要開會，練舞，練儀

隊，要做什麼好呢?

唯一的遺憾是沒有時間與遠來的同學多聊聊，敘

舊。就這麼匆匆道別，只得等下一次了，兩年後六十

歲重聚，可要好好享受被招待的幸福 - 非常期待。

數班  張琛
40年重聚，給校友們留下歡樂溫馨的回憶。忝為

籌備小組成員之一，我也與有榮焉。也要在此謝謝大

家的慷慨支持，讓我負責的籌款和禮物捐贈的任務能

夠順利達成。與龔淑芳，邱學麗一同籌辦的“談心敘

舊＂，雖然要克服時間，場地，方式的挑戰，經過鉅

細靡遺的沙盤推演和改進，同學們在此活動的笑聲淚

痕，是我們最大的獎勵。也很高興能請到我的小學好

友毅班校友孫瑩瑩醫生主講“女性健康＂講座，同學

們獲益良多。

在籌備小組的工作，大家最難得的是對事不對

人，團結一致，目標就是提供最好的重聚活動。我

也看到每個人的敬業，效率和盡責。It is truly a great 
pleasure and honor serving on the steer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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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溫 胡以琴 新水滸傳

15 恭 毛仁漪 通訊錄與Techie Geek
17 忠 郭 企 活動小組大事紀

20 誠 黃雅惠 會前暖身小語 

21 和 陳淑慎 同學會手札

22 忠 簡美雪 裝扮歡樂派對

23 和 邱學麗 談心敘舊的緣起

24 忠 龔淑芳 敞懷談心聲 再敘綠園情

25 恭 林連芳 報到

25 數 張 琛 樂隊組隊紀事 

26 忠 郭 企 千嬌百媚 穿的藝術

27 和 賴碧良 綠園星夜

31 忠 傅依萍 盛況空前

34    大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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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楔子

話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十年前各路英雌

美女會師洛杉磯，留下不少可歌可泣的事蹟。其中最

令人懷念者，乃是當時威鎮舞林的賴老師碧良（和）

策劃演出的『一千零一夜』，最是發聾震瞶，有文為

證。十年匆匆，40重聚將至，各方美女見獵心喜，紛

紛摩拳擦掌，蠢蠢欲動，江湖上又是幾番腥風血雨，

永無寧日矣。

二、余女俠梁山高呼，眾英雌灣區誓師

北加州有一奇女子，人稱余（希達）女俠（誠）

，生就菩薩心腸，平日以煉丹配藥為業。也是合該有

事，在一夜黑風高之夕，女俠屈指一算，照見各路英

雌『思重聚如大旱之盼雲霓』，不由善心大發，在各

方英雌敦促之下，登高一呼，從此108位資深窈窕淑

女自願登上梁山，劫富濟貧，為40重聚而奮鬥。

三、傅總編堅辭總召，小女子綠袍加身

小女子十年前洛杉磯重聚活動前後，奉派在西雅

圖『陪公子讀書』。那時有數月時間整日失魂落魄，

瘋瘋癲癲，不時對著電腦上的e-mail獨自吃吃傻笑，

令吾家小犬擔心不已，其實他們哪裡明白小女子又回

到少女時代的喜悅？小女子雖為人不學無術，個性卻

十分『雞婆』，總覺得這麼好康的活動，沒有讓台灣

同學分享，十分不忍。後因『陪公子讀書』任務解

除，小女子回到台灣，聽得余女俠之重聚大義，即刻

自投羅網，從此以『台美同學大串聯』之願景貢獻微

薄的力量。

其實余女俠早就明察秋毫，知道台灣聯絡事宜

十分繁重，而且若要號召同學參加，為大家謀福利，

非要三顧茅廬尋訪廣結善緣之綠林俠女，方能解決問

題。於是余女俠明察暗訪，總算覓得理想人選，就

是大名鼎鼎，奇中之奇之女子，號稱傅總編依萍（

忠）。余女俠一世英明，唯一可惜是犯了『Sequence 
Error』，僅僅因為小女子雞婆的答應幫忙編纂通訊

錄在先，傅總編任憑小女子說破嘴也執意不肯出任台

灣總召集人。小女子無法可想，才在傅總編再三保證

全力支持下，打鴨上架。幸好傅總編言而有信，舉

凡安排團體購機票（多便宜啊！）、安排合唱跳舞

練習場地（都是免費）、聘請跳舞老師、提供各種

舊時照片老歌影片素材等等，都出自傅總編手筆。

更厲害的是，每次聚會時她總是把為大家拍得美美

的照片，當天晚上就本著她『今日事今日畢』的報業

敬業精神，將照片加上字幕，有時更配上背景音樂，

登錄在網上．有了這樣的誘因，台北的班代會議、表

演練習總是滿場叫座，解決了小女子在台灣『識人不

多』的關鍵問題。而小女子從此對所謂『服務導向的

Leadership』才算體會其中真意，此生受用不盡。在

此重行謝過。

四、余女俠領導統御，狀元女精準支援

話說余女俠眾望所歸，然而各位看官，你道帶

領眾北一女高材生是件容易的事？這些高材生事業有

成，早就是獨當一面的英雌人物，對任何事情執行細

節都有自己的想法。各位看官可以想見，這些江湖女

俠意見不同時會多麼熱鬧？虧得我們余女俠高超的領

導統御，眾家姊妹一一臣服，當然余女俠台面下的協

調遊說，所花的工夫實非外人所能想像。小女子本來

懵懵懂懂，後來重聚活動當天，在眾家姊妹都去享用

聚餐之時，只見余女俠臉色蒼白走來，坐下後就站不

上梁山台美大串聯          作者右一

溫班  胡以琴溫班  胡以琴

新 水 滸 傳新 水 滸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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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來。小女子因而看見梁山領導人不為人知的辛苦辛

勤辛酸，就此感激涕零，矢志效忠。

在這裡悄悄告訴各位看官一個祕密：余女俠後

來可以光鮮亮麗對內指揮若定，對外爭取民權，實因

後面有一位了不起的女性的手，打理了所有重要聯絡

與內部工作之故。你道這樣繁重的工作花落誰家？說

起來這位背後的手實在大有來歷。這位奇女子，姓毛

名仁漪（恭），當初考中台大農學院第一大系狀元之

後，又以橋會友，隨著諸位橋牌國手南征北討，得到

大專杯女子組冠軍。由於是橋牌『精準制』磨練出

來，狀元女做事從不含糊。小女子一向大而化之，只

要有任何企圖含糊其辭、矇混過關的工作，必定被她

言之有物地一一指正出來，令小女子心悅誠服。

狀元女所負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通訊錄的

編纂。狀元女工作十分辛勞，小女子數度在辦公時間

偷寫重聚活動e-mail，居然台北時間下班前可以與加

州狀元女對話如見面，令小女子對其『不為國珍重』

的程度十分震驚。而眾家姊妹在這樣的精神感召下，

更加投入。

再回來說通訊錄的編纂，在余女俠號召下，除

了『台美大串聯』，還要『日夜大串聯』，立志如此

高遠，可說是驚天地而泣鬼神．『台美大串聯』部份

台美各班聯絡人互相支援尋人，功業彪炳，所以大有

斬獲。然而『日夜大串聯』部份，僅從一本舊畢業紀

念冊上的名單開始，尋人問題，還需要多加力道。這

項挑戰，靠著華府奇女子李維娜（明），憑著其過人

之耐心恆心，運用網路技術，Google尋人，夜間部八

班同學陸續歸位，原來僅有的23位同學，到現在超過

200人，維娜與各班班代居功甚偉。請各位看官為維

娜重重鼓掌。

五、梁祝與小鄧飛飛，窗外加煙雨濛濛

小女子離開綠園之後，進入台大土木系就讀，雖

然以『出淤泥而不染』深自期許，然難免耳濡目染，

又土又木。本次重聚，大家都要共襄盛舉，唱歌跳舞

之事，總算在眾家姊妹扶持下得以交差。小女子心中

竊喜，正打算金盆洗手之際，忽聞『時光隧道』節目

製作與主持，還要著落在小女子與傅總編身上，不由

得食不知味，寢不成眠。

小女子原想開個舞會，胡亂弄40支歌上去，請

大家自行聊天跳舞即可。誰知傅總編與才女王潄蓉（

忠）挖掘出來太多好歌，讓小女子重溫舊夢，沈醉在

老歌旋律之中，不知東方之既白。雖也想法訂出各種

方法篩選，仍是難以割捨。靈光乍現之際，忽然想起

當年小鄧巔峰時期演唱會中曾有數條美妙的什錦歌，

可以用最短的時間，讓大家回味最多支歌曲，誰知不

上網搜尋還罷，搜尋之下不只尋獲鄧麗君、鳳飛飛、

冉肖玲等舊時老歌手表演節目，電影梁祝、江山美

人、星星月亮太陽、野玫瑰等等片段也源源不絕地傳

送出來，而瓊瑤的窗外、婉君表妹、煙雨濛濛便也在

此時出土，林青霞、秦漢、秦祥林紛紛報到。於是兩

個小時的節目時間，一段段割給了各種現場表演與舊

電影片段。幸好有袁蕙心（溫）與後來挺身而出的廖

淑真（仁）兩位才女提供技術支援，整合聲光系統，

使節目得以順利呈現，小女子感佩萬分。唯一的遺

憾，是當初選給大家開舞會用的歌曲幾乎沒有派上用

場，甚為扼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潄蓉（忠）發揮愛心耐

心，花了一、兩個月的時間，每天晚上在電腦前看這

查那的，連兒子都以為老媽發了瘋，怎麼忽然成了道

地的夜貓子。王女俠打了多少瞌睡，看了多少瓊瑤電

影與多少集的連續劇，才能將每部中的短短雞皮疙瘩

對話剪輯成為讓大家噴飯的節目，北一女精神典範，

非王女俠莫屬。而簡美雪（忠）設計的美妙的海報，

又把表演場地佈置的美侖美奐，讓時光隧道一開始就

吸引了大家的目光，簡俠女居功厥偉，諸位看官不可

不知。在此謝過。

六、顯身手才女雲集，銘肺腑感謝多端

小女子暗自盤算，若是將『台美大串聯』的職

志應用出來，台美同學同唱高二合唱比賽名曲『問鶯

燕』，或可催得大家潸然淚下，同聲一哭，方能達到

重聚活動的目的。原以為眾家姊妹會多加猶豫，誰知

時光隧道四俠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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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想法後，馬上得到溫毅二班熱烈迴響，台北南加

州姊妹也願意加入。南加才女賴娜音（禮），不但幫

大家將殘缺的合唱譜補全，更自行配出校歌四部合

唱。娜音除了訓練南加團員，還為此飛了幾趟台北，

指揮大家唱出四十年後的心聲。而歐淑媛（學）更是

貢獻出自家客廳供大家練唱之用，更教導大家發聲祕

訣；台積電二位副總孫又文（和）、孫中平（溫）也

拔刀相助，在這樣通力合作下，方有大家叫好的節

目。據台下觀眾說催淚效果真的不同凡響，令小女子

雀躍不已，而對於眾家姊妹的熱情與支持，感激萬

分。

除了合唱外，台北還須提供一個自己的節目。

靠著傅總編依萍的廣結善緣，請得雲門舞集的王鎮倫

老師，很有耐心的指導我們這群從未習舞，且過目即

忘的『資深美女』完成七分鐘的組曲，從懷舊的『真

善美』到勁爆的『Sorry,Sorry』『Nobody』，而大家

冒著炎暑，揮汗練習的努力與投入也令小女子感動不

已。尤其是小老師樂婉華（義）、李美萱（禮），不

但舞姿曼妙，而且對於後知後覺的我們循循善誘，細

心解說示範。有了大家的投入，台北歌舞團總算不負

眾望，完成使命，載譽歸國。小女子感激涕零，不能

自已。

還要特別感謝袁蕙心（溫），小女子高中大學同

窗七年的死黨。蕙心負責整個重聚活動的聲光系統技

術，所有照片處理，再加上是溫班美國聯絡人，工作

量之龐大令人咋舌，令蕙心忙得不可開交。在『時光

隧道』活動中，蕙心整理提供了『懷念』與團體照的

所有照片，而且為了讓大家溫馨地追憶過世同學，將

照片一張一張加上相框，這樣的愛心與熱情，令小女

子感動欽佩，五體投地，有這樣的人才在矽谷工作，

小女子未來對於灣區生產的科技產品，都會信任有

加。

七、後記

小女子接觸層面有限，無法一一結識本次活動中

108位俠女，對她們的可歌可泣的義行多加描述，請

各位看官多多包涵。小女子乃『胡』氏傳人，擅長『

胡』言亂語；雖然表面糊塗，其實心中雪亮，這樣的

文章，僅能列入稗官野史，上不了台面。若能博得各

位看官茶餘飯後一笑，就讓小女子心滿意足了。

謹在這裡利用這個機會，向本次重聚活動中投

入、奉獻的俠女們致敬。小女子有這樣的因緣際會，

與如此多位傑出的才女俠女，交錯出生命的火花，真

是三生有幸，感激不勝。正是

滿紙荒唐言，眾位俠女心
多少開心事，均付笑談中

期待日後再相會。

2010年除夕夜謹誌於於台北

台北合唱團

台北歌舞團練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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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班 毛仁漪

做通訊錄是個冗長的工作，難免覺得太重複，幸

好所涉很廣，總是衍生些新的事情做，我是個 techie 
geek，只要能用些新的工具，解決問題，就得意非

凡。這幾年來又跟許多同學學了不少新招，譬如：從

大學同學鄭筱蘋那裡，第一次聽說 Google Docs；受

了北一女學妹林幼春與學姊周新圻啟發，做個人化的

信函與電子郵件；更向我們1970的校友蔣淑嫻學習如

何組織網頁與其後面的文件，向傅依萍學了部落格

與 Google 問卷設計，向袁蕙心學習相片處理、向胡

以琴學了 Google 尋人。一般人總以為男士們比較會

用電腦配件，其實女士們一樣犀利，只要有心，不用

捨近求遠。

以上一段話裡，就提了 Google 三次，好像我

是他們的忠實粉絲，其實我在退休前，對 Microsoft 
Offi ce，尤其是 Excel，用得更熟練。但這18個月來因

為用了 iPhone 後對 Apple 的軟件與服務產生興趣，

就近在我家附近的 Apple 零售店上了不少課，成了

他們的座上常客。也現買現賣，用在重聚工作中。不

少同學用過我的 Public Folder 交換文件，這是 Apple
的服務產品。其他台北網頁，舊金山重聚相簿，重聚

時用的名牌、班牌、節目看板(海報)等，是我提供技

術服務，先用 Apple 的
軟件設計，與其他負責同

學在網路上反覆推敲後才

定案。這篇短文也是在飛

機上用 iPad 寫的。現在

我已提了 Apple 四次，

可見我是 Apple 的死忠

粉絲，應該收廣告費。

現在還得自我吹噓一番，這次相片收集成 

DVD，範圍遠超過當初想像，除了攝影師拍的相片

外，還特別感謝廣大同學熱烈支持，班級聯絡人當

然也出了許多力氣，提供了很多相片與錄影片斷，大

部份都納入了光碟中。在找廠商燒光碟時，決定要做

得正式一點，加印了封面。這封面設計原想找同學幫

忙，但時間不容許。我這沒藝術眼光的人，只好打鴨

子上架。幸好同學提供的相片會說話，軟件又好用，

讓封面看起來蠻像樣的，證實了電腦技巧可以彌補創

造力的不足。在製作過程中，另一位 computer wiz 袁
蕙心（她很會跳舞，所以不夠格稱 geek）給了我很

大的鼓勵與技術援助，讓我順利完工。袁蕙心在我做 

sf.beinu1970.org 網頁上的“重聚集錦＂相簿時，也幫

忙解決了一些技術問題，在此要特別感謝她。

我還是一個數字統計 geek，在編集同學錄過程

中，各種數字時常在腦筋裡轉來轉去（統計數字請見

p.187），再加上北一女同學競爭力最強，所以嘛，這

次重聚也不能免俗，總要表揚一下掙得第一的同學與

班級，這個獎就統稱為 Geek Awards，得獎名單見下

頁。

最後，感謝所有同學在過去兩年來的支持，希望

我們下次重聚時再見！

恭班 毛仁漪

通 訊 錄  通 訊 錄  與與   Techie GeekTechie Geek

DVD 封面

大會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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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k   Awards
班級首獎

班級通訊錄最完整(達94%) 誠（徐淑寧、王貞元）

第一個交班級通訊錄，而且完整率達89% 樂（邱美美、蔣儀怜）

班級通訊錄從35年重聚至今，增加比率最多(0到38人) 辨（陳笑萍、曾念君）

出席率最高(達40%) 誠（徐淑寧）、毅（王蔚蔚）

出席率與30年重聚相較，增加比率最多(0到9人) 學（齊崇光）

最好競爭、最支持、參與重聚活動最多、能見度最高、籌備小
組人數最多、來自台灣出席人數最多

忠（傅依萍、龔淑芳）

班級獎

通訊錄完整率超過88% 誠、勤、樂、儉

出席率超過33％ 誠、毅、讓、溫、良、公、忠

個人首獎

第一找人高手 胡以琴（溫）、李維娜（明）

第一個交班級相片 何鈺璨（審）

第一個完成海報 王蔚蔚（毅）

第一個報名 陳昱寧（公）

最支持重聚：帶著數位親友參加全程活動 林信貞（忠）、韋雯靜（射）

最遠到：來自泰國 劉容思（信）、倪靜貞（御）

表演節目最多 黃雅惠（誠）

個人獎

收集相片品質最高 丁笑華（平）、袁蕙心（溫）

最新的班代，而且立刻招兵買馬 齊崇光（學）

最幸運的班代，永遠有貴人相助 張琛（數）

美國第一個改地址 朱灣灣（學）

美國以外第一個改地址 賴瑛瑛（真）

第一個訂旅館 胥蓓蓓（讓）

第一個捐款 張海韻（良）

第一個捐禮物 李維娜（明）

第一個響應特刊徵文 林素雲（愛）

最新的失聯人口，並且立刻報名 王玉玲（勤）

最幸運，拿到大廳晚餐最後一個位子 程瓏瓏（學）

最後一個報名 葉其（和）

個人安慰獎

晚宴在包廂房安靜用餐
葉其（和）、沈曼君（公）、施芳華（勤）
章長圓（毅）、金傳春（讓）

晚宴單獨與別班同學同桌用餐 羅如珠（誠）、賴娜音（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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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09
最佳勇氣獎

重聚活動的細節最需要人力，我們忠班在灣區有

5位同學(王潄蓉，黃孝媛，龔淑芳，簡美雪和我) 擔任

重聚小組理事。再加上點子多，又有辦大型活動經驗

的賴碧良，具有藝術細胞的武克瑾也加入我們活動小

組行列。籌備小組總召就把活動工作交由我們負責。

還指派我為活動小組負責人。天真的我沒搞清楚狀況

就答應了這份工作。我們想這不過打打電話，送送伊

媚兒了事。當下二話不說就答應了。結果大大不同於

我們的了解。且聽我道來……

4 月 2009
大概是天意要我盡心盡力於重聚事業，我工作了

十多年的公司在此時宣告倒閉，一天之間我手上最多

就是時間。所以重聚工作份量多對我個人不是問題，

但是苦了仍然在上班的同學們，此時大家發揮北一女

的精神 – 不怕挑戰，雖然是無薪職，還得自掏腰

包，但該做的絕不推托！一心一意要辦一個成功的40

年重聚！

5，6，7 月 2009
重聚活動的工作份量是隨著開會次數也就日益增

加，我們不但要開籌備會，還得有會前會的準備，會

後會的檢討，大家對承諾的認真的確讓人感動！附加

價值 – 對彼此的了解與感情增加了。

到美國來以後這是我們班上同學聚會最頻繁的

時間，一星期見兩次，每次六七小

時是常事。當然，除了正經的工作

外，聊天吃喝是免不了。我們稱之

為寓“工作＂及“聯絡感情＂於“

樂＂。多接觸真的有助彼此的了

解，使往後的合作更融洽。

8 月 2009
忙起來，每一個可以使用的

資源都被我們好好利用了。從家裡

的客廳，飯廳，到身邊的先生，孩

子，無一倖免。先生們開車親自出馬帶我們探勘遊覽

的路線，從酒鄉 (Napa) 到舊金山。與旅行社交涉，

孩子們教我們最新電腦應用或是沒耐心教媽媽的乾脆

捉刀。

我們被要求所有的資訊及介紹旅遊文章都得以中

文交差以供網上需要 – 這是最大的挑戰，好在我們有

這位具高科技背景的毛仁漪不厭其煩的把我們每一個

人電腦上中文輸入都設置好。這下沒藉口做不到啦！

這些年來只會英文輸入，這下不但要學中文輸入，還

要寫作文。真是難為了我們這些老人家！和我們當初

想像的大有出入。還是難不倒我們。因為我們都是天

下無難事的信徒。

9，10，11 月 2009
經過多次造訪酒鄉(住在加州30年去酒鄉加起來

也沒這麼多次)，從酒廠的選擇，到午餐場地，形式，

菜式，價格，可能參加的人數的預估，在在都需要敲

定才能進一步簽約定案。終於在11月底時我們和這家

被評鑑為 2009 Napa 第一酒廠的 Castello di Amorosa 
簽了約。酒鄉行這件事就定案了。

12 月 2009 
國家公園遊也是重聚活動小組負責項目之一，決

定了目的地 - 布萊斯，錫安，包爾湖三個國家公園後

第一要做的是安排旅遊行程與各項細節。龔淑芳是我

們當中唯一曾去過這幾個國家公園的，憑著她一向不

忠班 郭企忠班 郭企

活 動 小 組 大 事 紀活 動 小 組 大 事 紀

作者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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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其煩，不怕麻煩的精神 - 又是電話，又是上網的搜

集各項資料。王潄蓉，黃孝媛和我再經過好多次的討

論以及深夜電話會議後，行程安排得差不多，接下來

以中文把所有的資訊情文並茂的寫出以便登在重聚網

站上。剛學會中文輸入，動作慢不說，作文也忘得差

不多了，拼拼湊湊的再加上美麗的照片相佐，謝謝袁

蕙心對照片的排版，王潄蓉及姑爺張恕 (黃孝媛先生) 
在文筆上的潤飾。看看還蠻得意呢。

接下來親自到台灣推銷40年重聚活動。來參與的

班代相當踴躍。我們忠班同學更是捧場不落人後。把

我們日以繼夜設計的旅遊行程再加上買來的DVD相佐

介紹給大家。回答了不少問題，反應還不錯。看來會

叫座的。

1，2，3 月 2010
回美後，又開始了我們的定期會議，討論鉅細靡

遺的議題。次次都有結論。我們決定了伴手禮項目及

設計。看著報名人數與日俱增才是最開心的事，尤其

在快到報名截止的三月底以前，我好像上了癮一樣，

是早也上網看，晚也上網查.。看到又一直往上增加的

人數就精神抖擻好幾倍。

4 月 2010
又回到台灣，這次是來採買的。台灣的東西物美

價廉，我們的伴手禮當然決定在台灣採購。對採買，

我一向是門外漢，但有眾多親朋好友的相助，讓我們

可以買到物超所值的禮品。除了交負責任給我們的最

佳姑爺張恕外，我又是電郵，又是電話與美國的活動

小組時時保持聯絡，結果是越買越多，也不意外，這

是到台灣的必然現象，不是嗎？又帶滿滿的行囊回到

了美國。

5，6 月 2010
世事多變化，此言不假，只是不敢相信會發生在

我身上，還在這麼緊要關頭！當初信誓旦旦“絕沒問

題＂的書包供應商居然敢告訴我“還拿不到貨，不過

沒關係啦，九月還早嘛，再等一個月看看……＂，老

天爺，要是到聚會時還沒貨，我不是成了眾矢之的。

行不得！行不得！緊接著又是電話，又是伊媚兒的

找，終於找到第二家供應商。幸運的是這家供應商可

以照我們要求的時間交貨，雖然稍貴一點，好在還在

預算內。這下真的敲定了，好在禮物之一的茶具沒意

外的還是照預期進行，否則我的心臟，血壓會受不了

的。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原本的如意算盤是把

這些禮物老鼠搬家式的一箱一箱由親朋好友分次帶回

來，可把昂貴的運費省下。人算不如天算，帆布做的

書包得報關，茶具易碎都不能依照我們的如意算盤進

行。如要交運，運費可是天價，比貨價貴太多了。我

們的預算是不夠的，傷腦筋。怎麼辦呢？哈！有了！

我住在南加州的姐姐經營貿易，常有貨櫃進出台灣和

美國之間，問問看她能否伸出援手。我親愛的姐姐二

話不說就答應了把15箱60磅以上的貨品由他們的貨

櫃免費運來美國，還幫我們免費報關，又替我們付關

稅。姐姐，多謝! 我心中的大石這才放下。 

7 月 2010
北加州提供的表演節目已經有了眉目：主題是懷

舊。山地舞加上我們當年的西洋歌曲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為背景的舞蹈就被選上了。演出人員

在經過數次招兵買馬，也差不多成形。重聚的大日已

不遠，練習就得緊鑼密鼓的進行。每周六下午從四面

八方來的同學認真的學，努力的跳，感人的是原本不

能成軍的樂儀隊出場節目在當年成員的要求及號召下

在七月底成軍，也加入練習行列。

最開心的是每次練習後都有好吃的東西伺候 - 節
目策劃賴碧良十八班廚藝，次次不同，樣樣精彩。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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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收穫 - 本來不熟悉的同學，已經無所不談了。

在此時，我們的禮物飄洋過海的到了南加州。再

經過一趟卡車交運，到了武克瑾家的大車庫。抽樣檢

查，都沒差錯。就等著交給親愛的同學們了。

才收到書包，就被通知報名人數還在往上升，我

們得追加數量。舊技重施 - 電話，伊媚兒雙管齊下的

搞定了，要趕上重聚大典就得請人空運帶回來。又是

落到我們最佳姑爺張恕的肩膀上。各位還記得報到處

後面牆上光復樓的巨大照片，台前美麗的歡迎標誌也

是張恕在台灣找到廠商以最低價格印刷，再千里迢迢

的從台灣帶回來的。他是我們活動組的台灣代理人，

舉凡音樂，懷舊照片的蒐集，和廠商的商榷，沒有

他，我們的工作沒辦法進行得這麼順利。我們很幸運

有他一路上的協助。真的感激不盡。

8 月 2010
時間無多，該到位的都得到位。活動流程，內

容的編排在精心設計下已定案，又已交付印刷。又解

決一件大事。班級名牌，照相安排，會議廳的時間表

設計，節目海報，主持，場地的佈置，多少細節，多

少安排。怎麼這麼多事？當初真的沒想到。沒關係，

兵來將擋，水來土掩。我們重聚小組有的是人才！又

個個掏心掏肺的做，沒有可以難倒我們的事。看著王

潄蓉和胡以琴再加上後來自投羅網的廖淑貞花了幾個

月的時間，日日夜夜的準備時光隧道的資料，真是感

人。後來大家對這節目的讚美也不意外。

9 月 2010
每天上1970重聚官網上看最新消息，看到倒數的

日子只剩個位數時，心理是興奮又緊張！

報名人數 (400人以上) 大大超過當初預估，怎麼

辦呢？當然以客為先，重聚小組讓出座位就是了。只

要大會辦得好，少吃一頓飯算得了什麼! 

會前兩天，陪著“穿的藝術＂的模特兒們試衣，

感染著大家期待的情緒，心頭真感動。我們從會前一

天就把所有的禮物，佈置所需的大大小小的物件搬到

旅館的辦公室以為明天的大日子作準備。大會在千盼

萬盼下終於到來。

報到處前的驚呼，擁抱，吱吱喳喳的敘舊……

照片集錦秀 – 從畢業紀念冊的翻印，到收集

40年來各班照片。袁蕙心彙集了1500多張照片，配音

樂，作 CD……花了數不清的不眠不休的白天，夜晚

製作這麼美麗感人的作品。

生活小品 – 品茗敘舊(王義苑)，圍巾繫結(黃孝

媛)，耳飾製作(劉履禮) – 每位主持人都使出渾身解數

得以節節叫座。

時光隧道 – 觀眾從坐到站，到席地而坐，只

為重溫當時年紀小。具專業水準主持人傅依萍，胡以

琴讓節目更添姿色。王潄蓉，廖淑貞，謝謝你們幾個

月不眠不休的奉獻。更不能忘了簡美雪把場地佈置得

溫馨，美麗。

談心敘舊 – 窩心，溫暖，感性，體貼，每一位

都是參與者，這就是我們設計的宗旨。龔淑芳，謝謝

你的付出，張琛，邱學麗，你們讓這節目更臻完美。

班級照 – 毛仁漪花了多少時間安排照像時間

表讓出席的同學都不會錯過，再加上武克瑾的對照像

的專業經驗讓這一個時段進行得順利無瑕。

美麗人生 – 穿的藝術，每一位模特兒都具有

特色，展現美美的台風。女性健康 – 謝謝孫瑩瑩的

分享。海天遊蹤 –沒有龔淑芳，就沒有這節目。

綠園星夜 – 台上賣力演出，台下盡情享受。

歡樂今宵 – 大家舞的真痛快。

酒鄉遊 – 獨特的酒廠，中世紀的宴會廳裏進行

有趣的品酒，把酒言歡，一路繼續未完的談心敘舊。

國家公園遊 – 到報名前都在問自己“在這

麼多天的活動後，這把年紀了，還有體力應付嗎？＂

繼而一想，下回不知要到何時才有機會與高中同學一

遊？就毅然決然的報名了。後來的感想“還好我來

了，真是不虛此行＂。與四十年前高中同學一起享受

像是圖畫中才有的景色，替這一次的重聚畫下美麗的

句點。

四十年重聚活動已結束，十八個月來的點點滴滴

仍然在心頭，難忘的經驗，永遠的回憶……

註：本文同時刊載於《綠緣》北加州北一女校友會

2011年2月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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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盛會，原訂二百位參加，結果報名四百多

位。因為大廳用餐座位有限，籌備小組決定犧牲她們

晚餐座位，以便多讓十六位同學坐在大廳用餐；想想

這廿個月來，她們不但盡心盡力，花費無數寶貴時間

為我們籌備重聚，最後又自願放棄晚餐，真是太讓人

敬佩了。

自從希達及老友們決定扛下在北加辦四十年重

聚的重擔，經常收到她們周六開會的邀約，總覺得自

己是心有餘而力不足，愛莫能助，每次開會時間，不

是有約、值班，就是旅行或者出城；直到有一個星期

天，下定決心上網，好好研究一下重聚網站的内容，

才發現仁漪（希達的工讀生）及籌備小組所付出的心

血，真是太棒了！

感動之餘，決定排除萬難，強迫自己出席參加

她們開會。在旁聽重聚小組開會時，感覺老友們好親

切，好可愛，好認真，也好多意見。她們有時候輕鬆

談笑，有時候頑固爭執，像孩子般不讓步……，她們

分工合作，每人各有所司，辦事能力可是第一流的。

在餐桌上和碧良一見如故，當下決定下午去她們

練舞的地方混混，支持支持她們。沒想到一連下來許

多週六，下午練舞成為重要課題，不但和芬華、希達

重溫舊夢，又認識了新的“老＂朋友們。

希達“規定＂山地舞及西方舞兩支舞要由北加當

地同學跳，不可以找槍手。本來我只要參加山地舞，

因為蔚蔚說“可以露少一點＂，可是又有人說：“你

沒看到服裝怎麽知道，你可能要中空而露更多呢！＂

一群超齡舞者，記憶力好像有點力不從心，本

週就忘了上週學的，可憐兩位老師Ginger及Katy，教

來教去，想責備也不大忍心。練習中間當然是笑料百

出，記得我第一次加入山地舞練習時，應該要後退，

我卻往前走，碧良慌忙地把我往後拉，這支小插曲如

果發生在台上，有可能把大家肚皮笑破。

當我們圍成一圈時，就有人硬被擠出圈外；當大

家交叉手拉成一行，就有人拉兩隻手，也有人沒有手

拉；請不要小看交叉拉手小事一椿，經過幾次練習，

配上音樂，終於成功了。那時候大家都高興得傻笑大

叫起來！

西方舞蹈 Country Roads，每每有人找不到位

子，也有人撞到或爭一個位子，有人表現太緊張，有

人太吊兒郎當，或笑得太厲害，或者“喔＂一聲……

，我們也改了好幾次，才不至於嚇壞我們的觀衆老朋

友。我也很矛盾，一直不知道究竟是要我的死黨好友

們閉上眼睛，一點都不要看呢，還是拼命加油，一面

大叫吹口哨呢？

管他呢，同樂嘛！這樣一想，就豁出去了。

我們也練了一些樂隊。久違的樂隊音樂一下響起

時，突然心頭一動，眼眶一熱；呵，那無憂年少的歲

月，一下子回來充盈在我現今的感情世界裏……。

漸漸地，我有點期盼星期六下午練舞時刻的到

來，看到老朋友時真快樂，練習跳舞時真舒暢，又有

好吃的點心及水果，竟然有我愛吃的愛玉冰、仙草

冰、芋泥粉圓……，難怪希達說有人問她重聚以後我

們這個“70舞群＂怎麽辦？我想蕙心、淑芳會繼續我

們每隔數週見見面，跳跳舞，吃吃東西吧！

很快的，讓我們歡迎期待的重聚盛會也會曲終人

散，當我們翻閲重聚特刊時，希望大家能停留看看我

們籌備小組美麗的相片及名字，願每一位在嘴角泛起

微笑，在心裏由衷感謝她們的貢獻，祝福她們的健康

及快樂！

至於我呢？真正感激有這樣的機會讓我重新找到

了這些可以一起談心說笑，一起優雅的、漸漸變老的

好姐妹們……。

誠班   黃雅惠

會前                          小語
誠班   黃雅惠

暖身暖身

作者：前排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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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1970畢業的這一屆同學總共有405位參加，

打破歷年的紀錄，大家是這麼珍惜同窗三年的綠園回

憶。同學會從9/24（五）下午展開“生活小品＂由熱

心的同學主持，同時進行三項活動，包括“品茗敘

舊＂、“圍巾繫結＂和“耳飾製作＂。其中“品茗敘

舊＂是由我們和班的同學王義苑主持，我們和班同學

合力協助她佈置會場，我就臨時用簽字筆描繪出“茶

道＂兩字貼在牆上。晚餐由和班住在舊金山的同學盡

地主之誼在附近有名的香滿樓吃飯。

星期五晚上“時光隧道＂節目正式展開。節目一

開始有“懷念＂，四十餘位同學在過去四十年間相繼

過世，螢幕上有她們高中時代和最近的照片相對映，

看了不禁令人唏噓。我們和班有一位同學在大學一年

級時因為過不了情關而自殺。另有“記得當時年紀

小＂，放映民國五十年代臺北的舊時情景，“流水年

華＂將各班的生活照片彙集，“猜謎＂有二，其一，

猜出當年流行電視影集的中文片名，如“神仙家庭＂

、“霹靂嬌娃＂、“勇士們＂、“牧野風雲＂、“七

海遊俠＂、“虎膽妙算＂等，大家都耳熟能詳；其

二，猜出有關北一女的常識，譬如每一屆有多少班，

五育獎是什麼等。接下來放映我們當年風靡的兩部電

影片斷，一是“星星月亮太陽＂，另一是“梁山伯與

祝英台＂，前者由三個著名的香港影星，葛蘭、尤

敏、葉楓主演，主持人詢問如偏愛其中某個角色，其

個性則與之相似。後者播映“十八相送＂，大家都跟

著唱起來，彷彿又回到少女時代的雅興。之後還把瓊

瑤小說改編的電影給剪輯出來，所謂“二秦二林＂的

瓊瑤式愛情，那種癡情浪漫，現在看起來真可說肉麻

當有趣。最後，播出鳳飛飛2009年三十五周年演唱會

的 “掌聲響起＂作為完結篇。

翌晨週六上午，有“談心敘舊＂，各班同窗分享

人生經歷，交流生活心得。接下來“永遠的回憶＂，

由專業攝影師拍攝各班團體照，留下美好的倩影和永

恆的回憶。和班一共18人參加盛會，各個有備而來，

穿起綠制服，我也去借了一件來穿，全班合照整齊劃

一，充分表現北一女一絲不苟的精神。

午餐過後，“美麗人生＂有三個講座同時進行，

有“穿的藝術＂、“女性健康＂、“海天遊蹤＂，分

別由學有專精的同學主持，我和班上同學已經有點累

不可支，回房間稍事休息，養精蓄銳準備迎接晚上的

盛會和盛會後通宵達旦的秉燭夜談。晚上的“綠園星

夜＂節目，從先前寄出的錄影片斷即可看出端倪，北

一女最引以為傲的莫過於樂隊和儀隊了，四十年的歲

月並未沖淡這群當年叱吒風雲的娘子軍，臨場表演可

圈可點。當年班際合唱比賽，指定曲“問鶯燕＂四十

年後再度呈現出來，餘音嬝繞，演唱北一女的校歌當

然也不在話下。

還有一項我個人最大的榮譽在此不能不提。節目

主持人之一是我們和班同學賴碧良，她對我即將耳順

之年還苦讀一個碩士學位欽佩不已，特地在晚會現場

褒揚我，讓我上臺去一鞠躬，領取獎品。

最後“歡樂今宵＂是跳舞狂歡的時刻，和班同學

寧願去旅館的總統套房談天說地。賴碧良特地預訂了

總統套房，包括兩間房間和一間很大的起居間，提供

大家一個隱秘高雅的聊聚空間。我週五淩晨的班機抵

和班 陳淑慎

我們1970畢業的這一屆同學總共有405位參加，

瑤小說改

瓊瑤式愛

當有趣。

的 “掌聲

和班 陳淑慎

同學會手札同學會手札

            生活小品 品茗敍舊                                                   作者：第二排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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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3天充滿了美好回憶的40重聚，我被分配到

負責海報設計，時光隧道的房間裝飾，以及晚宴餐桌

裝飾品。 

海報設計包括生活小品，耳飾製作，時光隧道， 

沙龍照，穿的藝術，海天遊蹤，女性健康和歡樂今宵

等許多節目。我從每個小組負責人提供的特定主題和

要傳達的信息，再在網上搜索最相關的圖像，然後設

計一系列的海報和照片，希望做出既醒目又能傳達信

息的成品。經

過無數次的討

論和修改，直

到小組負責人

滿意。終於通

過審查為止。

星期五的

時光隧道是第

一個晚上的重

聚節目，主題

是懷舊派對、

重 返 綠 園 年

華。為了把房

間裝飾得讓大

家重溫舊夢，

我們在牆上掛了五顏六色的彩紙和彩帶，加上氣球，

整個房間頓時豐富多彩，熱鬧起來了！我們買了透明

的玻璃花瓶放置新鮮玫瑰花，玫瑰花漂浮在水中，達

到迷人的效果。

星期六的晚宴，我們決定用簡單的方法來製作不

可或缺的傳統餐桌裝飾，以茲節省費用。我們準備了

色彩鮮豔的五彩屑片，放在桌面中央的鏡子上，並散

放美麗薄紗玫瑰花瓣在餐桌上，讓晚宴充滿慶祝派對

的歡樂!

我很榮幸能成為這個如此團結、如此熱情團隊的

一分子。和一批才華橫溢的同學們一起貢獻時間和精

力來給予大家一個美好的團聚。我希望我完成了這個

美好的小任務。再次重聚的友誼深深溫暖了我的心，

珍貴的記憶將永遠陪伴著我，祝福大家！

達舊金山時，就是我同學到機場接我入住這總統套房

的。

周日用完早餐結束兩天的盛會，接下來，有舊金

山酒鄉 Napa 一日遊，我因為要參加台大外文系的中

午同學會聚餐，只好放棄參加。這次舊金山之行，以

北一女同學會為主，台大外文系同學會為輔，另外還

有中國商銀同事會。三十六年前（1974年）進入中國

商銀有北一女、台大的校友，他們早早離開銀行來到

美國留學定居，藉此機會我們異鄉重逢，像蘇秀然、

林映紅、許菽荊等，真是開心之至。

中午台大同學會後，我下午去 Palo Alto 探望昔

日台大友人，承蒙邀請去晚餐，隨後並送我去 Union 
City 和楊玉欽會合在她同事家過夜，週一上午再由一

高中同學開車送我們去陳昱家，晚上再轉移陣地去另

一個高中同學家吃飯聊天，直到三更半夜才和陳昱回

她家過夜。

週二上午九點不到離開陳昱家前往機場，搭機飛

回紐約，結束參加北一女畢業四十周年同學會的舊金

山之行。

忠班 簡美雪

在這3天充滿了美好回憶的40重聚 我被分配到

我們在牆

整個房間

的玻璃花

到迷人的

星期

忠班 簡美雪

裝 扮 歡 樂 派 對裝 扮 歡 樂 派 對

作者：右一

晚宴餐桌的 center 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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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心 敘 舊 的 緣 起談 心 敘 舊 的 緣 起
和班 邱學麗

參加過不少校友會，總是倉卒用餐，台上一人接

一人不停的講或一個接一個不停的表演。坐在台下徘

徊在又想聽台上講演；而又想跟在旁的老同學敘舊。

結果是既沒聽清台上說什麼，也沒跟同學聊到天，心

中總是希望能有多一點的時間，讓大家好好地聊。

這回四十週年重聚有機緣跟籌備會小組(龔淑

芳、張琛、袁蕙心)合作，增添一個同學純聊天的節

目。主要目的是：讓報名前來的每位同學能主動的

參與節目，扮演主角的身份，有說話的機會，可以聽

到每位同學的聲音; 而不是被動的，安安靜靜的，看

別人表演，聽別人說話。四十年一晃而過，大家一定

有說不完的話，講不完的故事。一定要讓大家好好得

聊，而且給每位同學都有平等說話的機會。

一旦認同節目主題，接著就是花時間設計節目

進行流程，談心內容。是既要有組織，但也不能失去

彈性。其方式是以輕鬆話家常為主，而不是演講比賽

報告。籌備會所有委員曾花過幾個小時親身體驗，嘗

試個人敘說的感覺，然後大家互相討論，提議修改方

案。最後的決定是將此節目命名為“談心敘舊＂。

“談心敘舊＂分為兩個部份，共計三個小時。

是將所有報名同學以班級為主分小組，班級人數少的

則合併。每組不超過二十人，好給每人充裕的時間講

話。每組邀請一位負責人安排協調細節，這些志願的

負責人在事前聚集商討細節問題，並徵求一位計時幫

忙推動節目的進行。

準備就序後，在四十週年重聚九月二十五日當天

的頭兩個小時，每組在會場不同的角落，各自打開心

懷，敘說個人的故事，以及用同理心去聆聽別人。當

時只聼會場時而爆發歡笑，時而掌聲此起彼落。仔細

觀察可見到每人用心的聽，有會心的微笑，有驚訝讚

歎，也有偶然的哽咽。兩個鐘頭一晃即過，那夠大家

談過去這四十年的點點滴滴……

到了第三個小時，所有小組聚集在大會廳堂，

與大家分享各組心得。之前擔憂如何在短時間內維持

數百人的秩序？沒想到當天大家快速就坐，自動安靜

下來，聚精會神的聽每組代表報告。而每組代表一位

接一位在兩分鐘內精彩的報告，讓人拍掌叫絕，欲罷

不能。只可惜當時沒錄音下來，讓人後來好好慢慢回

味。

這回“談心敘舊＂只是為每位同學起個頭，敘敘

舊緣，打開心懷，慢慢的聊，深深的談。四十幾年的

老朋友，至今仍能相聚相會，此緣不易，但願彼此珍

惜，彼此關懷，永永久久……

沙盤推演         作者：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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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重聚後，有同學說，活動樣樣精彩，但最有

意義的一項是星期六(9月25日)上午的談心敘舊。

談心敘舊源自籌備小組構思如何讓參加重聚的同

學有個心靈交流的 Quality Time，讓大家在最短的時間

跨越四十年的時空，消除濶別的陌生感。因此決定不

要被外在的活動（諸如步行、遊戱）稀釋了大家的注

意力。於是我們設計了把同學們分小組關起門來，心

無旁騖地坦誠交心。然後再藉大會分享，由各組代表

分享交流心得。

我受命負責這項活動的策劃和執行。原本目標每

組不逾15人，以便親密談心。但是報名人數迅速超過

350，安排20組以上的集會空間難尋，只好決定以20

組為限，每組維持在20人上下。經邱學麗、張琛、歐

靄娟、袁蕙心和邱慈菁的鼎力協助，多次會議討論，

终於有了具體的藍圖：這個活動的主角是每一位與會

的同學，所以每位同學要有均等的機會分享個人的故

事和體驗，每一組由一位主持人來帶動談話以避免冷

場。並且設想週到地提供分享的原則，以保護個人的

感受和隱私:

我用我的心傾聽 - 以同理心去瞭解他人由內心• 

分享的話語

我用不判斷的態度傾聽 - 相信並接納每人都有• 

權擁有不同的觀點

我以愛心及尊敬之心傾聽 - 不必给他人回應• 

或建議

我尊重他人的經歷和隱私 - 在團體中聽到的一• 

切都只保留在團體內

我只分享我個人獨特的經驗 - 用“第一人稱單• 

數＂分享自己的心得

重聚前有同學擔心自己將孤獨落寞地迷失於數百

人的喧嘩當中。豈料報到當日不論認識與否，不論在

機場或旅館，一見面就自動寒喧，溫馨的招呼，熱情

的擁抱，冰山也瓦解了，那見濶別四十年的陌生？更

令人感動的是，有班級在星期五晚上就另闢一室，由

熱心的同學提供食物，提早展開了談心敘舊，只因為

有位同學不確定星期六早上能否參加。

星期六上午談心敘舊活動先展開小組分享，各小

組的主持人十分盡責地維護小組的空間，避勉干擾，

協助小組同學侃侃而談。有人敞懷傾訴，真摯感人；

有人暢所欲言，幽默風趣；有人分享心路歷程，有人

細數塵封往事，喚起多少往日情懷；有人因共鳴震撼

而痛哭流涕。何等的緣份，何其的幸運，東分西散四

十載後，還能共聚一堂，促膝談心！年過五旬，人生

的節奏放慢了，腳步變得平穩，少了些防衛，多了分

泰然，少分犀利，多分和藹，不再意氣風發，而是春

風沐人，溫馨的談話中，帶著多少智慧的成長和會心

的瞭解。

小組談心之後的大會分享把大家帶入心靈交流的

高潮。各組代表們絕妙精彩的心得分享，全場叫絕，

欲罷不能。也有小組因情緒熱烈，留在小房間裡繼續

其感性的小組談心，而未參加大會分享。最後因為預

排的班級照相時間已到，主持人邱學麗和張琛只好宣

佈結束這場扣人心弦的談心敘舊。真是感謝各位班代

和小組主持人幕前幕後的付出，小組代表與記時員當

日的配合，當然更重要的是談心敘舊的主角(每一位與

忠班 龔淑芳忠班 龔淑芳

敞懷談心聲 再敘綠園情敞懷談心聲 再敘綠園情

 小組主持人          作者：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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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來考慮人數不足，練習又花費時間，並沒有樂

儀隊表演計劃。八月中區域班代開會，非常希望樂儀

隊表演。我們也就接下任務，積極招兵買馬，同心協

力，北加十位樂隊校友，再加上隊長劉融湄，順利成

軍。

雖有軍樂音帶配音，隊形變化，提腿行進，部

伐齊整劃一，仍是很大的挑戰。幾次練習，也頗有模

樣。劉融湄是由外州來到灣區。一進旅館房間，就開

始苦練。不曉得她總共練了多少時間，上場表現和十

位隊友配合得天衣無縫。

樂儀隊進場表演，好多同學熱淚盈眶，似乎又

回到40年前。我們也是賣力演出，挺胸提腿，不負眾

望，得到大家熱烈的掌聲。

上台前倒是出了不少狀況：腰帶環扣脫鬆落地，

隊形變換時，伸縮喇叭把隊友的帽子打落，隊友又把

樂器墜地，大家笑得前仰後仆。好在上台時回復專業

水準，表現出色。在此要謝謝現場校友的鼓勵和支

持，讓我們樂儀隊重溫當年行進表演的舊夢。

原來考慮人數不足，練習又花費時間，並沒有樂

儀隊表演計劃。八月中區域班代開會，非常希望樂儀

樂儀隊進場表

回到40年前。我們

樂 隊 組 隊 紀 事樂 隊 組 隊 紀 事 數班 張琛

會同學) 的熱烈參與和支持。談心敘舊功成圓滿地幫

我們調整了四十年的時差，跨越時空再敘綠園情，老

友新交，溫故知新。

何其有幸參與籌備工作，與一群能力非凡又謙

虛熱忱的資優美女共事，大大提昇了我的眼界。1970

級的同學們，在短短幾天的重聚裡，我們有美麗的交

會，我們熱鬧得驚天動地，我們輕聲細緻地談心敘

舊，我們傾談沈澱，我們緬懷回顧，讓我們珍惜這份

因北一女獨特的凝聚力而把我們聯繫在一起的綠園情

誼。

恭班 林連芳報     到報     到
雖然被安排負責重聚報到，但所有工作都是灣區

同學和姑爺們幫忙完成的。

報到處桌前的歡迎標誌和讓許多同學驚喜及爭相

照像的大海報是活動組在台灣印製的。名牌是活動組

及毛仁漪設計和印製的。印有北一女的綠色帶子也是

活動組在台灣製作的。要分發給每位同學的禮物和重

聚活動明細手冊是星期五當天早上多位同學在旅館辦

公室組合在書包裡的。

報到從下午兩點開始到晚上十一點。八點以前每

兩小時輪班一次，每次分成四組，每組負責不同的班

級。報到的主要手續是簽到，領取名牌和書包 。由

於報到處場地有限，每當在報到處堆積的書包快發光

時，幾位在辦公室等候的姑爺們就幫忙分批推送書包

到報到處。

大部分同學在星期五已完成報到手續，少數同學

在星期六報到。在此謝謝大家的幫忙，使報到工作得

以順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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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各項活動辦

得有聲有色是40重聚活

動組一致認同的使命。

會前會後遊都規劃好了

之後，接下來我們又集

思廣益如何使兩天大會

現場的點點滴滴能夠多

元化。週六早上的“

談心敘舊＂是溫暖體貼的開始，在大家敞開心懷之後

應該讓同學能輕輕鬆鬆各取所需的參加自己喜好的節

目。我們準備了知識性的節目 - “海天遊蹤＂及“女

性健康＂，想想得加一點生活性的節目會更圓滿……

在領先時尚黃孝媛的自告奮勇之下 - “穿的藝術＂於

是誕生。 

黃孝媛自己做過業餘模特兒，再加上與業界良好

的關係，不但讓名牌 “Jones New York” 贊助各位書包

裡的五彩茶墊、購物袋、還讓他們灣區市場行銷負責

人 Laura Marshall 跨刀相助“穿的藝術＂。

會前半年我們開始和 Laura 商討節目細節，了

解注意事項。在決定好旅館內的場地後，很感人的是

Laura 不遠千里到旅館勘查現場做最萬全的準備。對

她的專業精神很是感佩。 

場地有了，展示的衣物不是問題，主持人都有

了，……。“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我們還沒模特

兒呢！原本的計畫是向全球各地徵召有興趣的校友。

結果“事與願違＂- 我們得在大會三天前“試裝＂，

提前三天從外地來的同學幾乎沒有。於是調整原訂計

畫，改向有地緣之便的灣區同學招手。好在有意願的

同學人數與我們預期的相差不遠，稍有遲疑的嗎?又

都臣服於黃孝媛說服，願意“下海一試＂。陣容浩大

的模特兒行列就產生了 - 蔣儀怜、傅美慧、任玫莉、

魏書駰、林芬華、簡美雪、武克瑾、劉瑞明、黃雅

惠、蔣淑嫻、廖淑貞、袁蕙心。他們不時得在我們開

灣區班代會的時候利用空檔跟著黃孝媛練幾下台步，

聰明的北一女校友，才小試兩下，訓練就算結業了。

時間過得真快，試

裝的大日子就要來到，

黃孝媛和我把模特兒名

單，每一位的大約尺

碼，個性交給Laura 準
備當季流行的衣物。試

裝兩天，我們排的是一

個接一個。我這後台星

媽從第一位起就看著他們試穿衣服，鞋子，搭上美美

的配件，有時還得鼓起如簧之舌鼓勵同學們大膽的試

試他們覺得太年輕，太騷包的樣式（不是職責在身，

我也想試試呢!!!），看著每一位信心滿滿，開開心

心的離開，就知道“穿的藝術＂會是個成功的節目。 

當我們在感性的“談心敘舊＂時，Laura 和他的

助理已把場地布置妥當。噹噹噹!!!穿的藝術就要開

始……我這後台星媽正忙著打點我這些模特兒女兒

們，太好了！事事順利，忽然……

“哎呀＂一聲，我的魂沒嚇出竅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我嚇壞的問

“我忘了帶小可愛＂我的模特兒女兒回答道。這件衣

服乃一縷薄紗，沒有小可愛就大大的走光。我的心跳

加速，冷汗直冒……

“沒關係，沒關係，我的借給你＂黃孝媛當下脫下她

自身的小可愛。稀里嘩啦，一切就緒……我們可以出

場了，伸頭一探，乖乖！不但座無虛席，還有站票

呢！

不是我說，真以我的模特兒女兒們為榮，您看

看！他們或搔首弄姿，扭腰款擺，或瀟灑邁步，特立

獨行。絕對職業水準的演出！ 

下半場還未出場，後台又出狀況 - 粉盒打翻，

白白的粉沾在黑色的套裝上，也在黃孝媛的危機處理

下，一點點瑕疵都沒有的讓節目照常進行。

再次謝謝我的模特兒女兒們，相信這一次的經驗

會永遠在你們記憶的盒子中，你們千嬌百媚的演出，

使我們40重聚的光彩更耀眼！ 

忠班 郭企忠班 郭企

千 嬌 百 媚千 嬌 百 媚  穿 的 藝 術 穿 的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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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同學對我說，九月在舊金山的四十重聚是盛

況空前，而星期六晚上的綠園星夜則是重聚的高潮。 

現在回想那晚的情景，我認為同學們的參與及盡心盡

力演出，才能使得綠園星夜那麼有聲有色。

下面是我在籌備節目工作前後的點點滴滴與大家

分享。

樂儀隊的表演是我最中意的節目，也是最費心

思。因為要說服同學歸隊練習可是不簡單。即使北加

校友會每年年會的樂儀隊表演，1970級參與的是鳳毛

麟角沒有幾位參加。幸虧余希達出面苦口婆心力邀灣

區所有樂儀隊同學，加上楊台瑩負責樂隊，林芬華負

責儀隊。她倆非常盡責緊迫盯人練習。當然更要感謝

遠從芝加哥來的劉融湄及洛杉磯上來的黃艾麗助陣，

如虎添翼令人振奮。同學們說：當她們看到樂儀隊進

場，音樂響起時，眼淚不禁奪眶而出，因為四十年前

的那段青春年華一下全回憶過來。

合唱是兩岸（太平洋）三地（台北，南加，北

加）動員最多的一個節目。我們最初計劃舞台是36’ X 
24’。後來因為報名參加的同學超過四百人，整個大廳

都裝不下了，只好把舞合改為 24’ X 16’。原以為只

有二十多位要上台，誰知最後竟然有四十六位。我好

擔心那麼小的舞台要擠那麼多人，生怕有意外發生那

就不好玩了。還好安然唱完三首曲子，我才鬆了一口

氣。而且余希達還和旅館交涉，把在走廊的鋼琴搬進

了大廳，真是圓滿極了。

“十八一朵花，五八笑哈哈＂這個短劇，是由南

加的同學包辦。我原先也構想要用短劇在各地提供的

節目中串場。內容有孫教官，江校長等人物，不過在

看到南加的節目簡介後只好作罷。算算她們也有23位

同學上台，真謝謝她們的賣力演出。

和班 賴碧良和和和和和和班班班班班班 賴碧碧碧碧碧碧良良良良良良

綠 園 星 夜綠 園 星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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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節目最早報名的是東岸的同學。她們提供了

兩個:“記得當時年紀小＂和“音韻太極＂。其中最

令我感動的是提供獎品的李維娜。當東岸同學決定好

節目後不久，我就接到她寄來的一個獎品樣本。一個

類似南瓜型的“針包＂。都是她親手縫製的。這種功

夫，我以為只有我外婆那年代的女人才會。沒想到我

們現代的女博士還有這種女工本領。據我估計，為了

這次重聚她可能做了近百個送給大家。而更感人的是

她身體不好，幾乎是在病床上做的。此外，她對於晚

會的製作很有經驗，對各年代的中英音樂和歌曲也暸

如指掌。我常要求救於她，她都義不容辭幫我解決。 

尤其在重聚的兩天，無論是星期五晚上的彩排或是星

期六晚上的正式演出，她都在 DJ 的旁邊幫忙。她是

這次綠園星夜的幕後大功臣。

此次重聚我要向由太平洋彼岸飛來參加的同學致

敬。尤其是台北來的眾同學所帶來的真善美舞蹈。感

謝傅依萍策劃這個好節目，尤其在重聚前，常在她的

部落格經由她的快筆和照片，就可看到和了解她們練

習的進度。她們那樣地活力舞勁，誰能相信是一群坐

五望六的資深美女呢？

審班同學策劃的“女人四十一朵花＂是最後報名

的節目，我們本來不想接受，因為節目夠了，不過難

得她們的熱情參與，勉強接受。結果效果出乎意料之

好，雖然時間拉長了一些，但幾乎全體同學都參與，

使出北一女競賽精神，那種近乎瘋狂的情景，要記大

功一次。至於那位被選上的美女，實在是名符其實，

不知她如何保持那麽美好的身材，希望有機會來指導

一下我們這些同齡的歐巴桑。

李維娜與親手縫製的針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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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離重聚只有四個月時，報名的節目僅有五個，

時間只有六十分鐘長，我真開始著急，俗話說“巧婦

難為無米之炊＂。沒有節目來源，如何製作晚會呢？

只好趕緊和余希達老闆商量，決定要樂儀隊的表演，

再加二支舞蹈和一個帶動唱，穿插在各地來的節目

中，在余希達號召下，約有二、三十個同學願意參與

舞蹈表演。在六月中借袁蕙心家舉行首次聚會。為了

鼓勵大家來練跳，每次都會吃吃喝喝玩樂一下吸引大

家。原本要跳“康康舞＂，只因那些借來的衣服不是

二號就是四號，北加同學的尺碼大許多，只好作罷。

我鼓勵大家，說我們非職業水準，只有服裝取勝。漂

亮服裝一穿上就九十九分，勇敢上台再加一分就是

一百分了。何況一群人上台，沒有人會特別注意你

跳的對不對。最後決定跳山地舞 – 高山青，鄉間

路 – 現代舞。借此感謝義務指導的林錦秀學妹和葛

華（校友的姐姐）。其中許多同學都是處女秀，既是

興奮又是緊張，周末到一家武術館練習 (這都是靠龔

淑芳到處找場地，總算找到一個適合大家的地點)，

周日在家看 Youtube 上袁蕙心拍的錄影，一群認真學

習的資深美女，在炎炎的夏日，整整集訓了三個月（

十二次）。

余希達建議在歌唱節目中要有黃梅調，本來想

唱梁祝，可是曲子太長了至少要廿分鐘，最後敲定江

山美人的“戲鳳＂。但要請誰來唱？我自告奮勇唱鳳

姐，但正德皇帝和夥計大牛呢？結果 email 出去，傅

依萍答應唱正德，我說要送配樂給她，她說不必，二

人根本無法彩排。一個在灣區，一個在台北，直到重

聚前一天，她從台北飛來，而我也早一天住進旅館，

大約晚上十一時，她來我的房間，倆人才搭配練唱。

等她一開口唱第一句後，我心裏真歡喜，因為她唱得

又好又熟，而且台風一流，讓我放心。至於大牛，實

在難找人。但皇天不負苦心人，有一次在同學練舞

時，我在另一房間放音樂練唱，蔣舒群在樂隊排練

後，也來跟唱，我看她膽夠大，就邀她唱“大牛＂一

角，她很爽快一口答應了，但說不怎麽會唱。我說沒

問題，趕緊給她一片CD外加歌詞，請她回去練。這位

小姐不知太忙或神經大條，回家沒練，歌詞也記不起

來，甚至在重聚星期五晚上排練時也唱不出來。我說

星期六下午兩點半我們三人一定要再彩排一下。誰知

這位小姐等到我和傅依萍練完了三點時她才來，但是

三人再排練時她還是忘歌詞，我因其他事情很多不能

再陪她練唱了，只好把“Boombox” 留給她，請她好

作者：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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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練。誰想到在晚上真正演出時，她不僅唱得字正

腔圓，還搶唱“正德皇帝＂的部份，我差一點笑倒在

台上，因為實在出乎意料的效果，怪不得有人說有啥

事能考倒北一女的學生！

最後的群星會帶動唱也費了一番苦心，要北一女

的同學花時間練習上台唱唱跳跳不簡單，在大家不是

太踴躍參與之下，我只好自告奮勇加入表演。第二天

在遊覽酒鄉時，一位高中同學忍不住問我“賴碧良，

你大學主修什麽啊＂？我調皮地回答她“國立藝專表

演系＂。哈哈！

綠園星夜已落幕，但至今那些節目表演的形象卻

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此次四十重聚我最遺憾的是無

法和不常見的老同學敍舊，不過很高興盡一份心意為

同學服務，心中最感激的是余希達的鼓勵和對我的信

任，我們都是全工的職業婦女，工作又很忙，尤其在

接近重聚的那些日子，常常晚上討論到半夜還不能罷

休。感謝二位節目主持人 - 汪明玢及姬劍英，盡心

盡力，一位住在 Oregon，一位住在明州，聯絡起來

實在很不方便，但她們還是克服困難，甚至從住進旅

館兩人一直在房間 rehearse，不敢去參加其他節目，

因為她們覺得責任重大，不敢鬆懈。唉，又是北一女

精神。

人生是一齣無法彩排的戲，我們大家有緣相聚一

千多個日子在綠園中，尤其在那青春年華的階段，現

在我們已接近金色年華，要好好把握珍惜再相聚的時

刻，期盼在二零一二年，六十慶生，你我再相見。

附記：借此感謝黃曉敏的先生蔣康耀為我們書寫

和製作舞台上所有的字（1970北一女40重聚及綠園星

夜） 

全體起立唱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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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況 空 前盛 況 空 前

參加2010年9月24 - 26日在美國舊金山舉行的1970
級40重聚會歸來，每個朋友碰到問我此行如何？答案

都是：［很棒！］相信這個感受也是幾乎所有參與的

同學共同的心聲。

棒在哪裏？

參與踴躍。高達376名同學參加重聚晚會；加上

同行親友，共有406人之多，其中從台灣去的，約有

四十多人，盛況空前。更有兩位老師分別從南加和台

北前往參加，一位是吳宗鳳，一位是盧淑媛，都是英

文老師，也都是當年非常受學生歡迎的美女老師。大

家在會場不僅見到40年沒見的老師和同學，很多人還

見到自己的大學同學，初中同學，甚至小學同學，大

家興奮得尖叫相擁，有些感動得流下眼淚。

我歸納有兩大因素促使這次重聚會成功，那就是

［人品］和［熱情］。

先說熱情，辦同學會一定要有熱情，因為這是無

薪無酬純義務的服務工作，而且要長年累月的來做，

沒有一股熱情，是支撐不下來的。而辦40重聚所需要

的熱情程度，又遠遠超過其他。一來我們已年近耳順

之齡，體力精神大不如前，雖然小孩多已成年無需操

心，但很多人要為高齡父母或配偶的健康操勞。一旦

接手籌備重聚會的事，宛如蠟燭兩頭燒，非有超人一

等的熱情無以為繼。

再說人品，北一女畢業的人，在各行各業幾乎都

是佼佼者，個個是女強人，聚在一起開會常常各有主

張，誰也不服誰，如果人品不好，不能察納雅言，常

會不歡而散。而這次舊金山40重聚會的幾位主要籌備

幹部，人品既佳，專業又足。總召余希達（誠班）有

領袖風範，很多煩瑣的事她親力親為，該做決策時也

能果斷定奪。負責建立通訊錄及一切聯絡工作的毛仁

漪（恭班)，更是靈魂人物，她不厭其煩地和各班聯絡

人通信，指導大家如何尋找失聯人口，把各班通訊錄

一一建構完成。

我們1970級共有日間部24班，夜間部8班，全部

32個班級總計約有1700餘學生，最後有完整通訊資料

的就有近1200人。畢業40年後仍能找到這麼多同學，

真是空前了不得的重大成就。

網站的架設也是一大功臣。公班的蔣淑嫻設計

的網頁簡單大方又好用，毛仁漪再勤快的更新各項內

容，包括已報名名單，問卷統計吃魚吃肉等，不僅為

網站加值，也誘發同學［不要錯過，趕緊報名］的念

頭。

另外，活動組的幾位幹部慷慨大方，不僅經常提

供自家充當開會場所，以美食招待與會同學，甚至提

供自己老公當免費快遞，往來太平洋兩岸運送老婆大

人交代的重聚會物品。例如黃孝媛（忠班）的老公張

恕，在台灣國科會任職，經常往來美台兩地出公差，

順便幫重聚會運送海報，照片，紀念品，後來連海報

的印刷也一手包辦，幫重聚會省了好多運費和印刷

費。

郭企（忠班）負責規畫會後旅遊活動及紀念品

的選購。她為號召同學參加，親自來台促銷，並精打

細算的在台灣採購到精緻的禮品 - 北一女書包和茶

具。再藉姐姐的貨櫃免費運來美國，還幫我們免費報

關，又替我們付關稅。

忠班 傅依萍

作者：後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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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聚會期間，美國籌備小組幹部們的老公 - 我

們尊稱［姑爺］，也都在會場幫忙，或是到機場接機

當嚮導，或是在會場幫忙張貼海報、搬桌椅，或是充

當司機，載同學們出外聚餐。

據美國重聚會籌備小組幹部說，她們在開會時，

雖然時常七嘴八舌意見不同，但一旦作成決定，大家

就摒棄己見，設法排除困難，朝共同目標努力。而眾

姑爺們，眼見老婆長時間［不務正業］，也能體諒並

積極參與協助。這批籌備幹部和姑爺們的高尚人品及

認真專業，是重聚會獲致成功的主要原因。

接著談談台北同學參與舊金山重聚會籌備的情

形。

遠在台北的我，是早在一年半前就被美國同學

越洋逮到，先是同意擔任班級聯絡人，繼而同意擔任

台灣區副總聯絡人（總聯絡人是溫班胡以琴）。為了

招攬台灣同學赴美參加重聚，我透過私人關係，爭取

到長榮航空提供優惠的團體票，最後共有15人同進同

出，享受到非常優惠的票價。

美國同學常在台北半夜三更時段來電郵，要我

協助把她們擬的旅遊行程文稿潤飾或下標題等，我因

在報社上夜班，總能在第一時間回覆電郵，而且幾乎

有求必應，並常順手提供許多網路資料，結果［惹禍

上身］，陸續被賦予更多任務。總計我被要求做的事

有：擔任重聚會第一天晚上［時光隧道］節目的共同

主持人；重聚會第二天上午各班［談心敘舊］的主持

人；第二天重聚晚會上表演合唱，舞蹈，最後更臨時

被晚會舞台總監賴碧良（和班）要求跟她對唱黃梅調

［戲鳳］。

對於這些要求，我都很爽快的一口答應，一來

是覺得年紀大了，不在乎丟人現眼，尤其在女同學面

前，沒什麼好害羞藏拙的。二來我想，既然已願花錢

遠渡太平洋參加40重聚，就要發揮最大的邊際效用，

以不虛此行。

因此，我和胡以琴召集了合唱團和舞蹈團，各

有十餘人，都是要去美國參加重聚會的。這些所謂的

［台灣歌舞團］團員們，來自不同班級，有些原本並

不認識，藉著每周日下午兩小時總計十餘次的練舞時

間，四五次的練合唱時間，以及兩三次開會聚餐的機

會，變成嘻嘻哈哈的好同學。

我們從6月6日開始練舞，請了台北藝術大學剛畢

業進入雲門的一位同學王鎮倫擔任老師，教我們跳三

支舞組合的舞蹈 - 真善美＋Sorry Sorry +Nobody。

每次練完舞，我回家會寫個報告，或把用相機攝

錄的練舞影片轉拷到部落格，讓大家在家複習。有同

學出國請假的，靠上網看影片自習，也能跟上進度。

陸續來參加練舞的，約有十七八位，最後真正上

場的是12位，其中樂婉華 （義班）和李素娥（禮班）

是經常練國標舞的舞林高手，跳得最好。孫淑玲（忠

班）每次都從新竹搭高鐵北上練習，最敬業認真。有

幾位從來沒上台表演過，這回也大膽的豁出去了。重

聚晚會上我們的舞蹈表演，贏得全場最熱烈的掌聲，

一來是感激我們這群遠道而來的台北同學賣力演出，

二來，這群老娘子們也真是使出渾身解數，動作整齊

表演專注，值得喝采。

我們練合唱的過程也值得記一筆。合唱團指揮

是旅居美國的賴娜音（禮班），她早早決定南加州同

學和我們台北同學要合唱三首曲子 - 問鶯燕（分三

部），台北的天空（分兩部）和校歌（分四部）。其

中校歌分四部是前所未聞，那是她自已譜寫的分部。

５月間她從美國來台指導練唱，我們透過北一女學

妹，台大學務長馮燕的關係，免費借到台大活動中心

的教室，練唱了兩次。後來，學班的歐淑媛慷慨提供

自家客廳和鋼琴，讓我們到她家練唱了三次。

我也是利用網路，把合唱簡譜和錄音放到部落

格，讓美台兩地同學自行上網複習。9月25日重聚晚

會上，我們台北同學先唱［台北的天空］，接著邀請

南加州同學上台合唱［問鶯燕］，美台兩地同學再分

四部合唱校歌，唱畢再帶著全場同學起立合唱一遍校

歌 - 很多人眼眶都濕了。

9月24日晚上胡以琴和我主持的［時光隧道］節

目，贏得一致的好評，主要是內容多元而懷舊，充分

顯示製作團隊的認真和用心，令人讚嘆感動。

在此我把節目流程簡單敘述一下：

1. 懷念 - 由袁蕙心（溫班）將已往生的同學照片

一一加框用幻燈片方式呈現。製作費時而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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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歡迎 - 主持人胡以琴和傅依萍開場白，歡迎同

學前來捧場，結果一個小小的房間擠滿了人，沒

椅子的就坐在地上，很多人更是站著從晚上8 點
看到10 點看完，還深感意猶未盡，可見我們這

節目為重聚會做了成功的開場。

3.   記得當時年紀小 - 胡以琴到台北故事館找來許

多我們小時候的生活照片，搭配在網路上找到的

老建築，校園照片等，以張艾嘉的［童年］為背

景音樂，將大家帶回到40年前的場景。

4.   台北動物園（砂畫表演） - 這是網路上找來的

精采動畫，看了忍不住讚嘆畫家嫺熟的手指功

力。

5.   猜謎1 - 主持人設計的有關北一女校園的題目，

答對了有獎。結果幾乎人人會答。

6.   鄧麗君十五週年演唱會(1984) - 鄧麗君是我們

年輕時最紅的歌星，幾乎沒有人不喜歡她。我們

放了一段她演唱會唱的什錦歌。

7.   流水年華 - 成長的歷程回顧 - 用投影播放各班

的畢業紀念冊上的照片，搭配輕快的音樂。結果

各班同學輪番上台隨歌跳舞，掀起一陣高潮。

8.   猜謎2 - 繼續有獎搶答。

9.   電影 - 星星月亮太陽 - 播放電影片段，大家重

睹尤敏，葛蘭，葉楓的丰采。我即興做了一次民

調，在場喜歡尤敏和葛蘭的，都只有個位數，絕

大多數喜歡葉楓，可見在場的北一女校友都是個

性開朗像太陽一樣熱情。

10. 電影 - 梁山伯與祝英台 - 放了一段人人能朗朗

上口的［十八相送］，這是改良數位版影片，影

像十分清晰。

11. 瓊瑤式的愛情 - 這段製作很費工，是把瓊瑤小

說搬上電視或電影的對白做了強調和加工，青春

少女時期的純純的愛，現在看來爆笑連連。為了

在投影片上加字加旁白，在美國的王潄蓉（忠

班）熬夜趕工，精益求精；廖淑貞（仁班）則做

電腦配音，兩人忙到要秀的當時，還在做最後修

飾，結果呈現的效果非常之棒，令滿場絕倒。

12. 晚安曲 - 鳳飛飛三十五週年演唱會(2009) - 藉
著鳳飛飛演唱的［掌聲響起］，為我們大家鼓鼓

掌，做為完美的結束。原本接著要有約半小時的

國語歌曲舞會，因時間已晚，舞會取消。同學們

各自展開排練和促膝談心。

9月24日的［時光隧道］，25日的重聚晚會表演

節目內容，都有專人在場錄影，美國同學會把它們剪

輯成DVD，加上各方拍的照片，以及大家投稿編輯成

的重聚特刊，寄送給全體有通訊地址的1970級校友，

請大家拭目以待。

從舊金山回來後，我們台北同學已從10月24日開

始，繼續每周日下午的練舞，準備12月12日在台北重

聚會上表演。我們也設計了會前懷舊養生旅遊，希望

吸引海外同學返台參加。由毛仁漪協助架設的台北40
重聚網頁，和舊金山母網相連，共用相同的資料庫，

延續母網的生命和活力。我們也在網頁上每周更新報

名名單，有報告事項則放在［台北佈告欄］，由我不

時登錄更新。藉著網頁和電郵，我們1970級同學會永

遠緊密聯繫著。

附上幾個網址：

1970校友網頁：http://beinu1970.org
舊金山40重聚網頁：http://sf.beinu1970.org/
台北40重聚網頁：http://taipei.beinu1970.org/
台北佈告欄：http://city.udn.com/64844/forum

註：本文同時刊載於《綠意》2010年12月

時光隧道



34 | www.beinu1970.org

談心敍舊   大會分享

歡樂今宵綠園星夜

綠園星夜

老友相見歡

時光隧道

臺北重聚  1970級領唱校歌

大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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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重聚心聲

36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38 忠 鄭曼娜 心情點滴

42 愛 林素雲 失聯 歸隊

43 愛 李清美 愛班分享

47 信 汪 仲 青春依舊

48 義 葉 蓉 謝謝

52 公誠勤毅溫良恭儉

58 溫 胡以琴 以琴的信

61 良 龍潔媛 與你們同窗真好

62 良 陳匡齊 Gone with the Wind; Once Again  
65 恭 嚴慧玲 To My Dear Friends
67 恭 鍾邦柱 舊識新交

70 讓禮樂射御書數真

71 讓 金傳春 繼往開來

76 禮 李美萱 情灑舊金山

83 御 周 珣 美妙盛宴

88 學審問慎明辨

89 學 朱灣灣 母校-我們回家了

90 學 沈曼麗 跨越時空

91 學 齊崇光 久違了，老友

93 審 何鈺璨 40重聚樂翻天

101 親友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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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燕瑛: 太棒了，遇見了四十年沒見的高中同學，

也遇見了四十三年未見的初中同學，更遇見了近五十

年未見的小學同學。實在太令人興奮感動，而終身難

忘！

許麗娟：年近花甲，還能夠有因緣與四十多年以前

的同學們聚會、旅遊；一起同歡，這是多大的福報

呀！感恩一切，感恩江校長，感恩所有的師長。感恩

一起同聚與曾經同學的朋友。最要感恩的是重聚小組

所有成員的奉獻與服務。謝謝！

傅依萍：妳在看我嗎？……請再靠近一點……我是

妳高中同學，現在的體重和三圍是高中時的兩倍……

我懷念高中時的身材……以及和同學們相處的青春歲

月。

韓甲麗：給我一千萬，要我重新再過一次北一女高

中生活，我也不願意。但給我一千萬，要買我北一女

高中生活的回憶，我也不賣。

周克南：海內存知己，天涯若比鄰！脫下綠制服，

悠悠走過了四十個年頭。每一次同學們的重聚，總是

令人興奮且期待；每一次老友們的問候，總是熟悉且

溫暖。就好像我們從未離開很遠，從未分開很久。

龔淑芳：好感動四十年後竟然有四百位資優美女千

里來相聚，只為見面一齊緬懷那段青澀純真的日子。

多麼珍貴美麗的經驗！期待下次的重聚! 

林麗鳳：歲月催人老，卻從未沖淡我對北一女無限

的思念。

後排左起：孫立言、劉善怡、黃孝媛、林麗鳳、陳莉華、周羞月

中排左起：鄭曼娜、周克南、郭企、施金滿、傅依萍、王潄蓉、簡美雪

前排左起：高蕙英、龔淑芳、孫淑玲、吳宗鳳老師、倪詠倫、林信貞、范燕瑛、劉立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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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企：在18歲好年輕擁有人生最奢侈的青春時，我

們一起面對當時認為是唯一的，現在看來卻是人生最

單純的挑戰 - 大學聯考。40年後在各自走過不同的

人生道路，學習了書本上沒有教過的生命課題，已近

耳順還不太老之際我們又牽上了線。1970忠班的朋

友們！天涯海角，在我人生中最珍貴的一頁上永遠有

你，希望健康快樂時時與你相隨!

黃曉卿：我感謝在我重病時給我照顧關懷的親友，

更感謝主的恩典，讓我重新享受生命。朋友，珍重，

珍惜，感恩。

陳莉麗：一張張從箱底翻出來的泛黃照片，逐漸勾

起一串串40年前在綠園那段青澀年代的回憶。40年讓

每一個青春少女各自歷經為人妻、為人母的人生旅

程。如今雖已年過半百，無論是在天涯海角，無論是

仍處於事業上的高峰或已享受退休生活之閒雲野鶴，

都因此次的重聚而有了交集，人生能有幾個40年，多

麼令人珍惜啊。

簡美雪：我們堅守的友誼，跨越了40多年。再續綠

緣，共憶青春。珍貴的記憶將永遠陪伴著我們。好好

珍惜相聚，永保情誼。

周羞月: 不愧是“第一女中＂! 經由這麽多有才能

的同學日以繼夜的努力，（當然包括了我們忠班的傅

依萍、郭企、王潄蓉、簡美雪、黃希媛和龔淑芳）以

及各個參加表演的同學，我們才能享有此次這麽盡善

盡美的重聚。在此向各位深深一鞠躬。

見到同班或是其他班同學，心裏的興奮與感受是

無法形容的。只能趕緊照幾張照片留念。每個人當年

的“純情＂表露無遺。從在晚會上各項的表演及活動

或主持中，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同學中真是“臥虎

藏龍＂。當年在校時，只看到大家努力讀書的樣子，

連一點表現任何事的機會都沒有（除了我們田徑隊尚

可表現一些以外），此次才真是有機會欣賞到各人不

同的“廬山真面目＂。會後在大廳踫到希達，她問我

說“你覺得如何？＂我一時不知該如何形容，但我真

想表達我内心的感觸，我立刻回答“以前沒有，將來

也不會有＂。她“教＂了我一個中文，她說“空前絕

後＂。是的，“空前絕後＂是我此次重聚的最好的感

受。我深為自己是“一女中＂的一份子而感到驕傲。

祝各位同學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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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班 鄭曼娜忠班 鄭曼娜

心 情 點 滴心 情 點 滴

(一)                2010/9/21            

某某:
因為答應妳一起參加 40 reunion，讓我感到

非常苦惱! 英文聽力不好，不會開自排車----等，凡

事要求人問人，花了錢得到的不是享受而是辛苦受

累。當初一直想"精打細算"(是我一向的原則)，盡

量花最少的錢去完成心願，但是處處感覺得不對。

一女中同學，多是佼佼者，功課事業成就財富多在中

上或上上，40 reunion 不知要展現什麼? 接近60歲， 

大家小小都有一點結餘 (否則也不敢隨便報名參加

reunion)，只是每人有不同價值觀，錢願意喜歡花在哪

種地方不同而已。

過程中我一直感受到冷冷暖暖不同的對待，好

幾次我想放棄已繳的全部錢，不去了! 但有時又要顧

到自己的承諾(或已答應別人的話)，要硬著頭皮去完

成。

目前為止我最後一個“答應”是要參加12/12台北

的晚餐會，再繳$2,000台幣，這樣今年我的可怕40 
reunion 噩夢終會結束，趕快恢復我原本平靜(雖然有

時也會有些無聊)的退休生活。

也許跟妳個性較為接近，碰到妳就變得較為“敢

言＂，得罪人也不管了!反正範圍只有自家“忠＂班

的人。如果有人回信，我會更“熱烈＂的回更多心裏

的話，也許是憋了40年，很想再講更多……  

    

(二) 2010/10/6

某某:
我回到台北家中了，向“40重聚＂請來的專業攝

影師ERIC買了他拍的照片(大概是一片CD)，希望拍得

不錯。(看完也可以給妳)

這次旅美14天全靠“某某”幫忙，LA 住她女兒家

五天(照片中有她女兒、女婿、孫子)，Phoenix 又住

她家三天(與他們夫婦合照，她先生 Steve 人很好)，

真是“貴人＂相助！

也謝謝妳給我“友情＂溫暖，此行玩得很快樂！ 

安好!

(三)  2010/10/7

夜闌人靜，追憶四十重聚，

老友新交，別有滋味。

看到了歲月(有人有兩個孫子)，
看到了含飴弄孫(交換照片)，
看到了離世(痛! )。
聽到了歷練與智慧(談心時刻)， 
玩到了載歌載舞（我們“台北歌舞團＂大跳Sorry 

Sorry，Nobody，真善美，唱“台北的天空＂，“校

歌＂，“問鶯燕＂) 

吃到了美食Buffet，新鮮水果……。

 一掃去前的陰霾，

值得，豐收!
期待召集人說的60歲， 45年重聚…… 

                                                                        

作者：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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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芳菲:當初報名時，就是有感於籌備小組們無盡的

付出，所以給予鼓勵鼓勵，沒想到收穫無比的豐富。

處處是驚喜，時時有驚艷。三十四人五天國家公園遊

的相處，更是重新架起友誼的橋樑，以後更是相約要

一起出遊。感謝，感恩，再感恩。願有緣再相聚。這

次40重聚，同學都顯得比30重聚時更年輕。可能是大

家肩上的擔子減輕了，心境放開了，又回復年輕自

在。

施惠美:四十年是一段不短的時間，我們能再重聚

實在不簡單！尤其有些同學真的從高中畢業就沒再見

面。雖然只有短短三天但我很珍惜和同學們相聚的時

間。參加四十年重聚的同學比三十年重聚來得多。希

望以後的重聚也會有更多同學共襄盛舉。

何蘋: Words can't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for us. I have a really blessed time with you all. 
The only regret from the reunion is the time is too short. 

丁玲聲:  I deeply appreciate the 北一女 friends in New 
Jersey who talked me into attending the reunion， for the 
fi rst time.  This is the highlight of my life in 2010， and I 
cherish every moment during our stay in S. F.  It took us 
back to our innocent， carefree childhood.  We were able 
to share our experience in life so sincerely，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feel very lucky to have friends like you.  Although 
we are all on different pages in our journeys， hope 
the friendship last timelessly. See you in next reunion!

後排左起：丁玲聲、李金萍、潘莎莉、吳展一、傅美慧 

中排左起：顧炳泰、歐靄娟、朱玉霞、何蘋、高澄、馬莉君、張安琪

 前排左起：黃惠玲、高淑貞、黃姍娜、楊劍美、陳淑玲、施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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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容容：第40屆重聚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謝謝

你的鼓勵，徫君。我很高興我終於去報名參加。40年

後第一次看到昔日許多校友的興奮，一個又一個精彩

的節目，帶回許多美好的回憶。我們有很多的笑聲和

令人感動的真誠交流……我希望我們下次回台灣再有

一次大團圓！

王偉君：Once in a life time experience!  I am so glad 
to have participated.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only a few 
years in our lives that we are relatively free of obligations, 
to be able to contribute time/energy to organize the event, 
thank you everyone!

顏美俐：四十年後再度相聚，少了青澀，多了細緻

婉約，依稀的容顔，相同的音頻，昔日的記憶，終於

重現了。

方才同享歡樂，這又執手相別，別了，同學，四十年

前能相聚，就是緣份，今日相聚，他日是否相聚就一

切隨緣吧！

後排左起：廖淑真、李淑芳、任長慧、金玉、王碧暉、陳容容

前排左起：楊如娃、洪莉、陸美莉、王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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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莫惟洵、程彌珠、李清美、李坤琪、莊黎屏、許玉台

前排左起：齊莊、林素雲、胡麗玲、陳真慈

參加但未上照：彭蓉君、邱玲郁

邱玲郁：酒鄉之旅對我來說是一個難忘又意外的收

穫之旅。一路上李清美和我繼續談心敍舊。她很誠懇

地告訴我她這幾年的經歷和信仰，讓我很感動。到達

酒鄉，經過簡單介紹城堡後，中午在宴會廳午餐，一

百廿位同學齊聚很豪華的中古世紀大廳品酒吃飯，我

突然聽到隔壁的同學劉融湄說她是胃腸外科醫生，很

驚喜地向她傾訴我有卅年胃食道疾病的問題、疑惑及

内心的恐懼，一頓飯下來，我不停地說，她很懇切地

一一和我回答，也不斷地安慰我不會有事，不用擔

心。我很抱歉這頓飯她一定是食不知味，好不容易抽

空放鬆渡假，結果又踫到病人，平日我上醫院，醫生

和我談不到一分鐘，就打發我走了，今天竟然有醫生

願意聼我談話三、四十分鐘，真是賺到了。

在結束午餐時，劉融湄拿出一張名片，寫上她的

email地址，告訴我，你有疑問可以隨時和我聯絡。當

我拿到名片時，感動得說不出話，再一次 感覺到同學

愛的溫暖，也發現劉融湄是一個沒有架子平易近人、

又誠懇待人的同學，我真的很榮幸能和她同學。

要結束這次旅行，說再見時，劉融湄又再次親切

地對我說，放心，這只是小毛病，不用擔心，真的很

感謝她這幾句話，讓我再次覺得自己很健康，不再恐

懼。很感謝北加州校友會同學們舉辦這次重聚，讓我

有太多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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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是一名失聯的同學 (2010/02/23)

農曆年遇上了一場白雪，哪兒也不去的過了一個悠閒的下午。

回想起去年11月參加了35週年大學同學會，那麼今年不就該是“40週年＂的高中同學會了嗎？

天啊，40週年了，這時間走得真快啊！

那些當年年輕的臉龐，快速的閃過腦海，一股衝動，好想再看看大家喔。

伊媚兒送給此地東南區的校友會會長，隔天就收到一個1970屆校友40th Reunion 網址。 

欣喜地立即進去查看，點選了班級名冊，區隔著五顏六色的名字跳了出來。

找到我的班級，我的名字是紅色的。

好奇的往下看，各個顏色有著不同的意思，紅色代表著“失聯＂，而我竟是一名失聯的同學!

臉上有些發燙，真是不好意思，也不知道被列入失聯有多久了，想想，幾乎是畢業後就沒參加過同學會了。

這些天，反反覆覆地想著，大學的同學會，參加了20和35週年的，期間雖沒參加，偶而也有幾位好友的音訊；

而高中同學們，大學時還偶有聯繫，之後，幾乎全沒了消息。

這40年後的聚會，能遇上幾位認識的呢？

在班級園地裡，發現了忠班同學在 udn 部落格裡，設了個北一女1970級的部落格。 

看來，我真的錯過了好多好多。

點選了飯店預約的網址，輕輕的敲下了我的資料，高中同學們，我想歸隊了。九月，我們舊金山見!

終於要歸隊了 (2010/09/22)       
9月24日已經近在眼前了，想到就要歸隊，我又緊張了起來。

記得舊曆年初時，一股衝動報了名，參加高中40年的校友會。

報名表上說，7月底以前取消，可以全額退費。

近7月底，上了重聚網站幾次，終於沒有打退堂鼓。

8月，仍可以退一半的報名費。

看了看參加的同學名錄，跟我較熟的，

還都在失聯名單中，退縮念頭又起。

女兒說，就去看看嘛。

四十年，不容易啊。就這樣，機票定下來了。

再過兩天，就是重聚日了。

40年沒見過面的同學，還認得出嗎？還有那感覺嗎？

愛班  林素雲

失聯 ˙ 歸隊歸隊

作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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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班 李清美

有了三十年洛杉磯，三十五年DC重聚的美好經

驗，我理所當然地把四十年舊金山重聚放在優先順

序。在余希達和傅依萍兩位同學的領導下，所有參與

準備和籌劃的同學們發揮北一女“凡事盡善盡美＂

的精神，安排精彩的節目。當晚會樂隊、儀隊出場

時，全場四百多人，鼓掌喝彩，真是令人感動，有人

哭了。感謝各位幕前幕後參與計劃的同學們，是你們

的熱心、愛心和時間的奉獻，讓我們再次重溫綠園舊

夢，為我們人生的旅途，再次激起浪花，留下難忘的

回憶。

此次愛班出席重聚有十二位：程彌珠、陳真慈、

齊莊、林素雲、莫惟洵、李坤琪、莊黎屏、胡麗玲、 

邱玲郁、彭蓉君、許玉台和李清美。九月重聚後，齊

莊、清美和素雲相繼於十月底，十一月初回台。在鄧

梅棣的召集下，愛班同學們在台北又有個重聚。除了

齊莊、清美、坤琪、玲郁外，尚有鄧梅棣、徐秀珠、 

蘇素雲、海英儀、吳清蘭、黃子芳和鄭秀蓮，總共十

一位。很可惜，林素雲、詹淑貞、陳秀芳、陳桂英和

林雪卿，臨時有事不克參加。我曾說高三從勤班轉回

愛班時，聯考掛帥，整天啃書，沒有花時間多認識愛

班的同學是我最大的遺憾。三十年、三十五年的重

聚，努力的彌補了一些缺憾。謝謝各位同學們在這次

四十年舊金山和台北的聚會上，打開心門分享當年在

校及畢業後的人生經歷，使我對同學們的認識上，更

進了一層。此次有幸被指定為愛班在重聚特刊記錄一

些感言。個人感謝給我這樣的機會，只是寫文章，一

向非我所長。希望同學們有耐心看完我拉拉雜雜的綜

合記述如下：

一位同學回憶當年自己曾是最吵鬧的一群中的一• 

個，給師長和同學們頭痛不已。另一位同學說“

唉呀！當年我可真佩服你們呢！因為你們做了，

我想做而不敢做的事。＂

一位個性一向理智冷靜的同學，有著喜愛的教學• 

輔導工作，女兒從小品學兼優，自動自發，考上

第一流大學，正當她以為從此一帆風順時，女兒

還沒過完新鮮人就得到嚴重憂鬱症，書根本讀不

下去。這是她人生最大的打擊。她分享如何陪著

女兒走過這段人生的風暴。給女兒時間和空間，

休學、轉學、插班，一切從頭來。終於女兒再次

找回自信，走出一條自己的路。另一位同學，讚

美她的智慧，因為她自己當年在北一女高一時，

也是得過憂鬱症，無心讀書，非常痛苦。她感謝

她的母親在得知她數學考零分時，仍然接納她

說“很好，沒關係。＂高二時，從信仰中，她找

回自己，肯定自己的興趣和天分是音樂，聯考時

以高分走向音樂的專業。女兒遺傳她音樂天份，

從小有傑出的表現，大學受到第一流的音樂培

養，正當大好前程等著她去發揮時，女兒毅然決

然選擇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而不願過著隨時要

旅行的演奏生涯。她雖然覺得很可惜她的天份，

但尊重女兒的決定。看到她分享孫子相片時的滿

足，我們知道她是一個幸福的祖母。

一位同學分享身體曾經歷二次癌症的治療，單親• 

吃力地教養女兒。但依靠信仰，勇敢的一步步往

前行，仍然有平安和喜樂。

一位同學分享十多年前，在走過婚姻的風暴時，• 

另一位同學多次放下身邊的一切事物，飛到她

的住處，只是為了陪她。說到此時，不禁失聲落

愛班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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淚。幫助她的同學說“我不知道為什麽人生有這麽

多苦難，但我實在不忍心看到這樣善良的女孩，受

到這麽多折磨，所以我就去陪她。＂多麽珍貴的友

誼啊！

有二位同學分享他們從小成長在父母的疼愛中，婚• 

姻也如意，但仍感人生的空虛，也有不被了解的時

候。直到找到信仰後，才覺得生活踏實。現在希望

能更認識自己，在生命上有更多的成長。

有四位同學分享侍奉公婆，和自己父母在各種體力• 

上和精神上的挑戰。看著父母身體、記憶一天不如

一天的經歷，彷彿看到自己的將來。警醒地提醒大

家健康的重要。無奈的是，我們總會老的，我們需

要做好面對的準備。

有位同學的故事太感人了，讓我們聼得錯過了重聚• 

大會的下個節目。她大學畢業後，幫助家計。婚後

育了一女一子。兒子是個自閉兒，不知花了多少金

錢，流了多少淚水。為了給兒子一個較好的環境，

決定移民美國。但是先生選擇另組家庭。她一個人

在舉目無親的異鄉，勇敢帶著兩個孩子，克服語言

上、經濟上的艱難。兩個孩子，與母親相依爲命，

發奮圖強，很快地名列前茅。大學全額獎學金。如

今兩個孩子都有很好的職業，女兒已經結婚，兒子

雖然獨來獨往，但出色的工作成績為他說話……交

在他手裏的計劃總是順利如期完成。如今這位同學

也有一份很穩定的政府工作職位，將來退休無憂。

她苦盡甘來。真是一位勇敢而堅強的母親。這讓我

們想起另一位沒有出席重聚的同學，也有自閉兒的

相似經歷，如今積極分享，她和兒子走過的道路。

幫助有相同困難的家庭。

程彌珠打聽到潘星慧老師的聯絡地址（見通訊錄）• 

。聖誕節期間，我打了電話向潘老師問候。她老人

家今年九十歲。原住在舊金山灣區，幾年前先生過

逝後，才搬到女兒附近的老人公寓。老師語言不

通，行動不便，多呆在自己的屋内。她說自己的

耳朵雖然不太好，眼力卻還是很好。畢業的學生太

多，她已搞不清誰是那一屆，但她老人家記得周美

青和王莉莉。老師歡迎同學們寫信與她聯絡。

四十年前，當我們分手各奔前程時，我們不知

道在人生的舞臺上，我們會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四十

年後回顧所經歷的人生，固然有環境的因素，人的選

擇，但也有天意。走的平順的，讓我們感恩。經歷苦

難的，也未嘗不是化裝的祝福。因為我們的靭性被試

煉過，我們的潛力也因而發揮，對親情友情的體會也

更深。僅管我們的劇本不同，重要的是我們盡力演好

了我們的角色。面對難演的部份，我們仍然盡責沒有

逃脫。這就是成功。如今重要的是要把握我們現在

的“黃金時代＂，注意我們的身體健康，在能力的範

圍，做些有意義的事。並開始思考如何面對“老之將

至＂的準備。願我們彼此珍惜真摯可貴的友誼，期待

來日再相會。

作者：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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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汪仲、蘇秀然、任玫莉、李奇群、劉容思、古美鈴、陳慧蓉

前排左起：周庭玫、于錫娟、林映紅、李芊芊、王倩梅、林愛梅、海路得

蘇秀然：有緣相聚是福氣，我們都是有緣人。

林愛梅：興奮懷舊的重聚，看到昨日清純多夢的我

們，何等感恩，仍然健康，實在地活著。

陳慧蓉：四十年的再相遇，無限的感動和感觸，無

盡的感恩和感謝，盼望再有多少的十年相聚。

任玫莉：余希達、毛仁漪及籌備小組辛苦了，非常

成功的盛會，尤其能看到許多五十八歲的一朵花，身

材依舊，真令人驚羡。

汪仲：好像在一部昨天與今天同時放映的電影中，

如夢如真地過了三天。非常快速前轉的三天。重逢的

快車與分別的不捨中，期待再一次的再見。

劉容思：沒有相見以前，有一種近乎近鄉情怯的怯

懦，與同學相見後，卻好似四十年的分離幾乎沒有發

生過。感謝組織委員會的辛苦工作，讓聚會成為可

能，期待很快能和同學們再相聚。

李芊芊：感謝同學們辛苦籌備，使我們有這個四十

重聚的機會，看到多年未見的老友們，有著無限的驚

喜。人生經驗的分享增長了智慧，也帶來許多的歡笑

與深思。希望很快我們又有重聚的機會。

林映紅：這次來參加 reunion 真是太值得了，見到

了多年不見的同學，真是太高興了。感謝主辦的同學

們，把這次的團聚辦得盡善盡美。

李奇群：四十年重聚，當我遇到當年夜補校的同

學，我感到特別的溫馨，夜補校與日間部的同學本來

就是一家人。謝謝籌備小組這次特別的精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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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庭玫：感謝葉德琳把台灣和美國的同學連繫在一

起。看到同學有些同學已經走了，除了感嘆之外，非

常感恩，感恩自己還很健康，能和老同學四十年後重

聚一堂，人生一大快事也！

海路得：很高興能來舊金山參加四十年團聚，能看

到這麽多老同學，大家分享以前的回憶及人生經驗，

收穫良多，又覺得很溫暖。感謝任玫莉及蘇秀然，花

了很多時間準備 reunion，讓我們有很多歡樂時光在

一起。盼，以後能常相聚。

王倩梅：道不完的心懷，

永不褪的回憶，

說不盡的感激，

流不止的歲月，

同窗友誼永永遠遠。 

于錫娟：三十年重聚，沒能參加，後悔！

四十年重聚，共襄盛舉，過癮！

五十年重聚，雖然遙遠，期待！

More Banquet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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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自己主演的電影，昨天

與今天同時在放映，不經意呈現出

的主體，竟然是美麗青春的生命

力……

其實在往舊金山的飛機上，

我已非常懷疑自己的智慧，會決定

飛越太平洋，與大多數四十年不見

的高中同學團聚：我會認認識她們

嗎？更重要的，她們會認識我嗎？

彼此看到一張後青春的臉，又能如

何？ 

疑慮在舊金山機場就開始瓦解。在機場外的停

車島上，等待著旅館的接駁車。同行的旅伴，也是同

班同學的小思，指著旁邊的一對夫婦，說：她們從曼

谷就坐在我們旁邊，現在又要往同一旅館呢。對方的

女士或許聽到，轉過頭來看看，只需要半秒的打量，

就立刻走過來，問我們道：是來參加同學會的嗎？三

十秒內，我們確立了彼此的姓名、班級、現在居住城

市，雖然在學校的時候，相隔著十數班，但是彼此立

刻就能像老朋友一般交談，一直到旅館櫃檯前，還意

猶未盡。過去與現在第一次的完美結合。 

在旅館櫃檯，還來不及辦理入住手續，就看到一

個熟識的臉孔迎面而來。我苦思…我苦思…頭腦資料

庫已經找不到適當能按在那張臉上的名字，看著她微

笑中帶著疑惑的眼神，顯然也陷入苦思的苦思。我們

釋懷地說出自己名字的同時，立刻

找到了四十年前的那個我和她，原

來是初中同班的高中同學。 

類似的故事，三天之內，就在

小小的旅館的幾個會場廳內不斷重

複發生，不僅有霎那重逢的驚喜，

而且四十年的厚度，讓友情感覺是

那麼地厚實。 

尤其同班同學相聚，當談起

上課時老師如何口沫橫飛地認真上

課，但同學卻在課本後面躲避流彈，英文老師抽點大

家起來背書，而同學則在下面如何猛抱佛腳，還有午

後課堂中如何與睡神掙扎，體育課前如何到隔壁班借

燈籠褲等等的共同回憶時，感覺還是嘰嘰喳喳的小女

孩呢。然而，當各自談起這些年來的境遇與成就時，

淡淡的三言兩語，大女人的“你的心情我了然＂的包

容與喜悅在彼此間瀰漫開來。管它經過多少年，大家

還是同班同學，有過同樣的學習，有過同樣的夢，雖

然經過了不同的人生，再相聚時，我們輕易地在彼此

的眼光中，看到當年的 - 和現在的 - 自己。 

聚會只有短短的三天，日程緊湊而充實，就像我

們都還十八歲一樣，早上起床，還來不及刷牙洗臉，

就掛記著要做早操了，然後各種講古學校舊事，懷舊

我們時代，穿越時光隧道，到教授如何更為美麗的節

目，一個接著一個，連喘氣的時間都沒有，不但各個

捨不得不參加，還硬在中間插入小學同班照相，初

中同學聚會，大學同學相聚等等會外會活動，直到深

夜，還捨不得回到各自房間，於是又擠到一個同學房

間，繼續小組會議……。籌備的同學發揮了綠衣人的

努力精神，參與的同學也證明了青春還在。 

活動結束，電影依然在播放中。我恭喜自己，作

出來參加活動的決定。四十年，歷經同學，小姐，同

事，太太、媽媽等等多重身份轉換之後，很高興能重

溫綠衣人的積極努力和青春活力。我要牢牢抓住這份

感覺，邁進人生下一個階段。

青春 依舊
信班 汪仲 

作者：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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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義班 葉蓉 

張開朕KC，謝謝你，一回到洛杉磯，立即看到

你上傳的照片；三天活動，從頭到尾，一個都不漏。

安琪家教有方，以後，凡是有謝安琪參加的活動，相

機免帶。KC - 我們班的中央通訊社 - 忠實可靠，謝謝

你！ 

Tommy，不用說啦，默默安排，作了許許多多，

讓我們比別班悠適，是阿惠發令嗎？一個被窩睡不出

兩樣人，班老爸！還沒討，就給弄好了。那天check-
out 後，又帶多少人去吃飯？不能偏心，沒去的也

要，明年班聚，補哦！還有，小女兒聽到我說會後酒

鄉之旅，突然冒出“你不知道 Uncle Tommy 家收藏很

多 Opus One 嗎？＂獨樂樂，不如眾樂樂。明年，慶

九不慶十，提議：去你們家班會。 

陸將軍，有 KC 照片存證，陸家burrito，不是蓋

的，富而美！毛筆字大王學藝股長江碧禎在防砲司令

管制下，洗手餵養像黃艾麗之輩前義大胃女將，加古

亭姐妹們。花了你們多少體力心力？！三天來，往往

返返，“逼耳＂聽我們烏拉哇，還給我們舞后樂婉華

後排左起：張德沛、樂婉華、黃艾麗、王瑞新、陳燕萍

中排左起：劉皓潔、謝安琪、林惠娟、葉蓉、江碧禎、宋本賢、劉麗玲

前排左起：黃曉敏、徐清、歐陽蓉、郭孝貞、林美寧

參加但未上照：蘇綠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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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通經絡。更過分的是，大會第二天下午，將軍往

返接夫人，freeway 上，禁閉50 分。不過，班會有你

在，我們就有健保。年歲與日月時進，建議，此後，

凡陸夫人同學會，將軍必臨，安我前義心。謝謝！謝

謝！還有，奉獻時間，郵電信息分享，謝謝！ 

老顏，這次領教你開車本領，往返LA與SF15小
時，識途老馬，沿途找廁所、咖啡店沒忙錯過，加兩

名老女人喋喋不休，肝火不升。顏老！修養厲害！受

林美寧淨土之化？在 Millbrae“順風廚房製作＂，那

道裹鹹蛋黃炸 dungess 螃蟹，人間美味。倆老媼嘴饞

手忙之際，居然不忘命林美寧打電話查問在酒店同學

們想要吃什麼，帶兩大包宵夜給大夥。晚上十點，8
個小時開車測後，顏老真情動人。思想起，2008年
夏，顏府烤肉，安琪、KC、老歐、黃艾麗、George 
歡聚，慨然讓我們“痛”飲你私房美酒（我們多是烏龜

吃大麥），林美寧實物開講珠寶古董品鑑，大飽眼耳

口鼻之福，至今念茲。謝謝！謝謝！ 

黃曉敏，劉皓潔， 老同學不言謝。 

曉敏不僅忙我前義，還兼善全體同學。會前、會

期，馬不停蹄地忙，還拖先生下海。照相都找不到，

忙啊！無怪天道有償，仍是青春小鳥，歲月無痕。不

是世界，肯定是我1970級同學中，最年親的祖母！相

機鏡頭都不用遠照。你的叉燒肉，沒吃到。倒是老劉

提到，您的滷味定義，與她的，有很大不同；正如，

她的湯包，與非格魯的大夥之別。 

老劉，真是感謝你，是真的，謝謝你的湯包，

你的餅乾。關注意近六旬的我們飲食。一定去育達正

對面“里仁”總店買來吃。這次有緣，同榻而眠兩晚，

再續39年前，高二，在你家熬夜做卡片之緣。韶光似

水。感恩上天的厚待。 

蘇綠痕，雖然驚鴻一瞥，你那麼特意地趕來看大

家。雖然，第二天，我們引頸翹首，盼星星，盼月亮

般，望你跟你先生能出現。你愛我們班的心意，我們

全然領會。後會有期。 

郭巴、謝安琪、張德沛、王瑞新、老歐、徐清、

林惠娟、樂婉華、黃艾麗、劉麗玲、宋本賢、陳燕

萍、林美寧：歲月何其寬厚我等，依然健康無恙，

可長途（不用跋涉）而來同學會！上天何其恩待我

等，40年後，仍有緣歡然團聚！ 

我已9月30日離開洛杉磯，返回滬上。再會！老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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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商筱宜、邱學麗、虞美齡、姬劍英、葉其、楊玉欽、后晨新

中排左起：林美秀、賴碧良、張愉、詹台英、孫又文、洪瓊惠

前排左起：邱慈菁、陳淑慎、王義苑、陳瑪莉、陳昱

虞美齡：2010再相聚，重拾失而復得的友誼，享受

這段人生的美好。學習調適自己，放慢腳步，重新審

視快樂，其實快樂是自己内心的選擇，活出自己！

陳瑪莉：親切感，又回到美好的舊時光。四十年的

隔離時間空間一掃而光。感恩又感恩！

邱慈菁：在這忙碌的三天中，看到天主的大能。在

每一件事上衪都陪伴著。讓自己平靜又由衷的喜樂！

這喜樂維持了好久，好久……太有意思了。

詹台英:凡是來參加同學會的我們，歡笑之餘，希望

從來沒參加旳同學下次重聚一定要來。我們非常想念

大家。能來參加的就是無限的好福氣。

王義苑:到這個年紀還有這麼多好朋友一呼而來，隨

請隨到，真是太幸福了。

商筱宜：這次參加活動，因而認識了許多別班的新

朋友，非常高興！

陳昱：三十年時重聚後，覺得四十重聚遙不可及。

現在充滿希望的等待五十年重聚呢！

邱學麗：沾四十重聚之光，還開了初中及大學同學

會。一舉數樂！

林美秀：我們是綠的和平使者，四十年後笑容更燦

爛更自在，歲月刻下了更多的智慧也使我們了解更多

的人生。重相聚，就因為我們很珍惜人生中那段純綠

的同窗情。回憶，當我們同在一起，讓時光倒回四十

年。形骸漸衰，此情不老，雲霞茫茫，綠情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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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劉愛倫、張青屏、于琪瑛、李廕臺、鄭晶珍、林素真、傅俊

前排左起：周淑涵、陳志明、錢菲麗、張玉琴、史敏芳

鄭晶珍：真高興能在四十年後，再見到這麽多位同

學，同學們所分享的人生經驗和感言很深入及感人！

李廕臺：在重聚會上，我見到很多位校友，充滿愛

心，才華洋溢，丰采迷人，使我相信五十八的確可以

比十八更可愛！多謝!!!

史敏芳：參加了此次聚會，真真感到北一女的傑出

人才實在太多了。也非常為此次協助的各位同學獻上

我衷心感謝！實在不虛此行啊！

張青屏：為辛勤付出的同學們，感謝，感謝！更感

動，再感動！謝謝您們。

劉愛倫：此次聚會生動有趣，北一女真是有人才。

周淑涵：人生有幾個四十年？非常感激有同學這麽

熱心做義工籌辦。看到老同學，心中有說不出的激

情，我將永遠記得這個難得的盛會。在此祝福所有的

同學年輕美麗，身體健康，家庭美滿。

于琪瑛：只有北一女的同學會才能把這個重聚辦得

這麽有聲有色。很高興看到平班的同學；這次人數最

多。也謝謝鄭晶珍作地主之誼及召集大家的辛勞，希

望我有福氣能繼續參加未來的重聚。每次都能參加也

是一個恩典。

錢菲麗：週五晚的“時光隧道”太精彩了，掉了不少

眼淚。週六上午的分享敍舊，和幾十年不見的同學談

大家的人生經驗，有苦有樂，有笑有淚。

傅俊：北一女的精神發揚到各個領域，每一位同

學，不管在家中，在職場，都有所成就。

張玉琴：四十重聚，人生匆匆，

回首綠園，助我良多，

嚴師益友，塑我造我，

一生受用，福樂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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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雨目希：即時趕上這盛會，見到一些甚至四十年未

見的老友，昔日的快樂時光又一一重現，更高興的

是每位同學都是非常幸福，感謝瑞明、淑嫻努力的

聯絡、籌備，也感謝曼君的先生耐心的忍受我們的聒

噪，為我們拍照，盼望下次再相聚。

湯慧芬：真高興見到你們各位，非常期待下次的相

聚！

程巾哲：謝謝主辦同學的努力，大家都很開心、快

樂，見到久久不見的“有緣＂同學，希望以後重聚都

能見到大家。

王嫵怡：人生起起伏伏，有苦有樂，能夠歡聚一

堂，實在難得，但願友情常在，能夠和同學繼續分享

人生 next 20 years.

郭慈惠：非常感謝籌辦小組們的辛苦犧牲服務，讓

我們享受了美好的四十年相聚。人生也難得有如此的

機會與美好的時光，可以暫且忘卻我們近六十歲的人

生帶給我們的負擔。We are so spoiled! 感謝天父的恩

典，給同學們如此的 talents 及愛心。

蔣淑嫻：這期待已久的同學會，終於真實的呈現在

眼前了，心裡充滿著無限的感恩與興奮。能再和多年

不見的老友們歡聚一堂，重拾往日情懷，這是何等的

縁份！真是感到好幸福喔。

後排左起：王嫵怡、虞薁紅、徐明慧、劉瑞明

中排左起：蔣淑嫻、桂懷瑄、趙蓉、李黛琳、陳昱寧、李素卿、湯慧芬

前排左起：陳雨睎、程巾哲、池麗玫、范慧明、沈曼君、楊淑卿、郭慈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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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胡淑光、聶秀英、劉融湄、余希達、王蕾蕾、朱敬娟

中排左起：牟聯瓊、蕭淑媛、黃雅惠、鄧琪珍、羅如珠、俞伊雯、劉明華、徐淑寧

前排左起：林芬華、李惠真、黃娉珠、吳宗鳳老師、林瑞蓉、陳品菁、范治明、練素亭

聶秀英：這次聚會真是太棒了！完美無瑕。地點適

中，旅館不大不小。由這次重聚發現班上每位同學都

好可愛。節目安排有趣又有益。感謝主辦人對我們安

排的一切。真是感激不盡！

范治明：笑哈哈，樂融融，離別數十載，佳人如

故，嘻談開懷，第一第一！

陳品菁：四十年重聚，人生有幾個四十年，實在太

難得！同學們還是像當年一樣，精力十足，保持著北

一女的精神，我以誠班畢業生為榮，更以北一女的畢

業生為榮！

劉明華：實在是太珍貴，感人的重聚，感謝大會工

作人員的努力。内容豐富又充滿了回憶。很高興在最

後時間決定來參加。

林芬華：這次同學會，承余希達當總召集人，本當

鼎力相助，無奈我沒有籌備委員們赴湯蹈火的本事，

只好粉墨登場，上台亮相，也算略盡一己之力。本意

是博君一笑，娛樂遠客們，卻也給自己平添不少情

趣。真是驗證了古話 - 自娛娛人。有朋自遠方來，

不亦樂乎！尤其是幾位久失聯絡的當年好友，那種失

而復得的興奮，真是無以形容。唯一遺憾的是我的場

務太多，相對的和老友談心的時間太少，請多見諒！

黃雅惠：

興奮狂喜，初見之時；說笑不完，吃也不停；

找回老友，結交新友；思念不已，時光隧道；

貼心分享，談心敘舊；搔首弄姿，穿的藝術；

不由感動，樂隊儀隊；犧牲色相，歌舞女郎；

依依難捨，再會有期；衷心感謝，珍重再見。

談心敘舊精華

不等、不管、不省：作一個以自己為主的壞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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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施芳華、林碧蓮、楊台瑩、姚大敏、王玉玲、鄭紹美、趙淑芬、侯明璣、李清美

前排左起：趙瑋、查真、劉懷玉、陳琇瑩、溫彤、葉麗芬、李玲真

楊台瑩：短短的48個小時，我們如沐浴春風中又像

在霹靂旋風裏盡情歡樂陶醉。很高興有十五位勤班好

友來赴會，而又貪心地遺憾未能與全班同學相聚。趙

瑋是位竭盡餘力的好地主，租了車載一大票同學去

Google總部開眼界，又去餐館，一路説笑不停。難得

的是見到王玉玲歸隊，她與大家整整失散了四十年，

而施芳華也是頭一次與大家相聚。大敏是出落的亭亭

玉立，而紹美仍舊如花似玉。(You can get the picture; 

we are simply the biggest fans of each other.) 

談著談著就想念起時常周遊列國的張珍，那支在

洛杉磯龐大的勤班陣容由黃燕琴，石海屏，康萍，鄧

思南等人壓陣，迅然過世太早的張素珍，和遠在臺灣

的許多好同學。玲真和淑芬傳來陳學貞在台新升為祖

母級，未能赴舊金山一聚。想念歸想念，無礙于我們

努力的玩。很過癮的是趣味懷念小檔中，瓊瑤的小説

由二秦二林小生及玉女淋漓演出，談心敍舊中回憶勤

班的大隊接力由李清美集訓，林碧蓮訓練勤班排球隊

贏得冠軍，王瑪麗調教大家準備合唱比賽，結伴翹課

看電影等等趣事，另有重聚晚宴中的選美比賽，和午

夜暢懷地跳 disco。樂事數不勝數。

查真在詼諧地代表勤班做談心敍舊的總結中，以

不落人後之心高呼“勤班，勤班，棒!棒!棒!＂就在我

們十五位女孩同心呐喊中為這次四十年重聚落下了一

個完美的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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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蔣舒群、朱玉茹、張孟瑩、王蔚蔚、盧慶洮、宋文玲、于琪瑛、孫瑩瑩、歐陽湄

前排左起：黃漢婷、翁玉惠、陶立玲、蔡幼玲、章長圓、王絢、周俊芳、彭台安

王絢、陶立玲、章長圓：非常感謝籌備小組同學

的時間與費心費力，準備了這麼完美的高中畢業40 年

重聚特會。四十年之後在秋高氣爽，氣候宜人的舊金

山能跟昔日同窗重逢，感覺十分溫馨。讓我們有機會

再一次地深深感受到同學之間的友誼、誠摯、溫暖、

關懷、鼓勵和愛心。也給我們機會再回到18 歲的時

候; 只不過此時我們都更成熟，心胸更開放了。會後

的國家公園旅遊，更讓從遠處來的同學感到這一次不

虛此行，所花的時間與費用是值得的。這個童話般的

聚會，會後的旅遊，贈送的紀念品都給我們永遠美好

的回憶。

朱玉茹：Forty years went by; yet it was frozen when 
I saw my schoolmates from high school. After a while, 
everyone looked the same as before except wiser, a gift 
from the years.

It was comforting to me to see that everyone was doing 

well.  Some couldn’t be with us. I wish them well. Some 
had left us to the eternal world. I remembered them in my 
heart.

Thank you all for the great time together. 

You are all so special in your own way. I learned health 
information from 孫瑩瑩 and how to raise kids from 周俊

芳. I shared with 宋文玲 how God helped me throughout 
the years. His love comforted me and I learned to trust 
Him and do my best. The poster and the slides were nicely 
prepared by 王蔚蔚.  We were so young then and so mature 
now. It was nice to see 楊老師的女兒. 

The performance at dinner was indeed special. I enjoyed 
marching in the band with the people we shared our music 
experience so many years ago. Once again, I found myself 
in the middle of very smart and kind people. I am thankful 
for the great opportunity to have attended such a school 
with great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Take care and hope to see you again. Please feel free to 
visit me if you are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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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
翁玉惠

就寢前昏黃的床

頭燈下，拿起掛著“

毅＂字小鐵牌的絨毛

駱駝，黑色眼睛顯得

更晶亮！冷靜堅定，

看似溫和卻又堅毅無比！這就是毅班同學對自己的期

許！

回想幾天來，一直處於興奮狀況的思緒終於稍稍

沉澱下來，這個小玩偶似乎把我們這群有著一些相似

特質，但又走出如此多樣化人生的同學們作出一個註

解：聰明、自信、反應特快是共通點，然而因為機遇

也好，健康也好，更重要的是思維方向或說人格特質

的相異，引導出非常不一樣的人生。

相隔四十年，重新憶起的是那熱忱澎湃的青年

情懷，是清澈無垢的思緒！如果回顧這四十年所遭遇

的種種淬鍊考驗，雖只有短短的三天相聚，卻足以平

復太多太多的滄桑！似乎那歲月累積的細紋一夕之間

都被撫平，這是多麼神奇的力量啊！看看相見時的雀

躍，晚會時的瘋狂，跳舞時的盡興……等等等，每個

人都回到了四十年前，不是嗎？

晚上在旅館，幾位同學們盡情的敘舊，就想把這

四十年前的諸多模糊的記憶趕快補強，描繪，甚至於

那時存在心中的一點點疑問，是否能得到解答？

寫到這兒，不禁自己笑了起來！因為蔡幼玲特地

把畢業紀念簿帶來，要我們說說看，那時候為什麼幾

個人都寫：她，什麼都好，就是個性太急！?還說為

什麼有人自稱“二姊＂？為什麼我加註時寫 P.T. 而
不是 pS？幾個人七嘴八舌，還是把以前就不喜歡的

老師給說一頓！更好笑的是，有幾位老師連名字都想

不起來了呢！

大學畢業後，同學們大都出國了，我是少數留

在台灣的一個，許多年忙著事業與家庭，最要好的幾

位同學也全在國外，無法常連絡，那時找不到思考速

度與邏輯概念相近的朋友分享心得，其實也蠻寂寞的

呢！

現在可好了，經過這個同學會，大家就像撿回散

落的珍珠，又可以串成美麗的項鍊了，相信每個同學

不但珍惜這個相聚的緣分與回憶，更有人已經開始計

劃著兩年後的六十大壽同學會！不但珍惜，更要創造

美麗的回憶。熱誠，積極，能幹，這正是“北一女＂

們的特質啊！

毅班分享

過往˙現在˙未來
過去這麼多年，我最快樂的時刻，是當一家人快 

樂同聚的時候。

在工作上最困難的是人際關係;當資訊不足但必須 

做決定時，那是最困難的決定。

現在的小孩，擁有太多，生活太舒適，太容易 

了。希望他們能比我們更有影響力。

很高興，看到有許多同學是基督徒;願更多的同學 

能成為基督徒。

將來，我希望更能多享受主耶穌。 

未來的日子,我將盡力而為，讓每一天都有意義。 

如果能再年輕，我將多存感謝的心，多說謝謝你 

如果時光倒流,我將多用功，更系統化些，免得我 

現在還夢到考試，茫然無知，不知如何回答。

我們北一女的畢業生是一群幸運女。盼望我們能 

用自己的才能，時間，尤其是退休後，繼續爲社

會大眾服務。

毅班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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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劉金蘭、陳芷、吳素芬、胡以琴、蔡燕婉、郭雪麗

中排左起：黃蕊姝、吳美鈺、葉如青、袁蕙心、竇麗麗、官慧珍、黃美雪

前排左起：毛菁菁、孫中平、蘇瑞芬、張惠珠、林淑媛、林麗華、楊孟珠、張麗白

毛菁菁：“記得當時年紀小，我愛談天，你愛笑，

有一回並肩坐在桃樹下，風在林梢，鳥在叫，我們不

知怎就睡著了，夢裏花兒落多少……＂。是的，這一

覺，睡了四十年，醒來，你與我，各有各的際遇與方

向，不變的是那美麗的回憶和那濃密的情懷，又將我

們緊緊地圈在一起。

葉如青：不錯，同學們真是太可愛的一群。以琴是

大家長，廣泛的仁慈心腸和卓越能力有目共睹。蕙心

鴨子划水，成果自我見證。我最珍惜的是，大家相處

誠摯。很舒服。一見仍如故，許多更超過。

還有一種感動，看到主辦，及層層的分工，合作，真

讓北一女的校友引以為傲。心路歷程，有分享，有共

享。這次全程完美，毫無冷場。可能是自賣自誇，我

彷彿確定40年重聚將是無出其右了。

官慧珍：It was so exciting to see all the Wen classmates 
again, especially those I haven’t seen for 40 years. You all 
still sound the same like old days, but have grown prettier 
and wiser. I enjoyed 以琴’s 時光隧道 and our 談心敘舊. 
But again, not enough time to talk to you all.

林淑媛：此行最值得回味的，當然是談心敘舊了；

大家把40年冗長的歲月，用5分鐘匆匆帶過，雖然拉

近彼此間的距離，但也挑起了一些傷痛的記憶，回程

在機上重看凱塞琳麗塔瓊斯主演的 No Reservations（
料理絕配），這位冰山主廚面對紛至沓來的家庭變故

與職場壓力，極度沮喪，連她所求助的心理醫師看了

也不禁感嘆：但願人生能像烹飪一樣，有食譜可以依

循！人生本無常態可循，無常是常！畢業後大家際遇

各不相同，可喜的是幾十年的淬鍊，大夥兒心態上都

仍然十分 positive，光這點，就該彼此掌聲鼓勵，所

以縱然笑中有淚，我們都應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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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菁菁：重溫舊夢

雖然從40年重聚回來，已半個月，但仍是回味無

窮。最好的是先生、女兒也都能認識我的老同學，和

我一同分享其中的樂趣。 

回來後，一直也想寫些感想與大家分享，但是似

乎又有太多，無從下筆，就拖了下來，請見諒。 

首先，要謝謝你們的付出、時間、辛勞、打氣、

鼓勵、榜樣、事前安排、事後打理……，讓我們能有

一個這麼美好的回憶。我最喜歡的一部分，是有機會

和大家在房間的談話，那幅畫面會常存在我的腦海

中，我也很驚訝40年的時空隔離，竟絲毫沒有影響我

們談話的深度。這是我第一次參加大型的同學會，實

在有太多的驚喜，再次謝謝。

陳芷：Hello everyone,

The 40 year reunion was not only fun and rewarding, 

it had a major impact on me.  

We shared our life stories in a very short time.  
What precious experience; how much laughs, tears, and 
life learning in those sharing moments.  We all started 
from the same place -high school in Beinu, yet we have 
such different lives !  Not that anyone’s better or worse, 
but different and each good in its own way.  We all have 
only one life to live; yet through the sharing, we see 
and experience how people succeed, how people face 
challenges, how people pursue their dreams,....... Among 
us, there are nurses, dentist, lawyers, pianist, engineers, 
buisness owners, people in public service, and more.  

Through the reunion and reconnecting with the 
classmates, I expanded my world.  It seems like I lived 
more than one life. I see how God created people, give 
them different talents and lead them through different 
paths. I learned from all of you!  Thank you.

Wish you all the best, Gina

各位溫班姊妹：

今晨回到台北，才真正感覺到，忙了許久的重聚

活動終於告一段落了。 

這次重聚活動大家又有機會在一起，真是難得

的機緣。真的，不管這些年生活中各自面臨不同的功

課，大家都仍然保持著溫班一貫的樸實與真誠．希望

這次活動能夠讓大家的心更能夠串連一起，大家更能

互相支持。

要感謝的人，首推蕙心．她是本屆灣區重聚活動

小組最忙碌的人之一，還要照顧所有溫班同學當地的

活動。這次有幸與蕙心一起工作，才真正體驗到這位

才女工作認真與投入真不是蓋的。想當年土木系考工

程數學，大家都考二三十分，蕙心總是在七八十分居

高不下，當時只怪她考得太好，害我們加分都加不上

去，現在才體會到蕙心的自我要求與認真，到現在才

對她佩服的五體投地。這次有機會在最後一天 Napa 旅
遊中與蕙心促膝長談，受益良多。蕙心、斗笠與我同

窗都超過六年，是多麼情同姊妹的

緣份，未來更要互相支持，心中再

有不易與人分享的痛，也期待逐漸

能夠化解。

這次台北遠道出席的有淑

媛、雪麗、美雪、中平和我。中平

是合唱的台柱，高中時代『問鶯

燕』solo餘音繚繞，這次卻是擔任

大家較不熟悉第三部的帶領人．中

以琴的信 溫班 胡以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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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事業成功，但總是謙和低調，我們深深以她為榮。

美雪難得單身赴會，也是合唱團員，事前還參加了跳

舞班的課程，只是不肯上台表演。雪麗是今年才找回

歸隊的新秀，對於班上活動非常熱心支持。淑媛一向

在北一女校友會活躍，這次與家人共襄盛舉。

希望台灣美國同學一起合唱問鶯燕這個想法，

也在禮班賴娜音的大力支持下付諸實現。我們溫班在

合唱團中佔了八位，除了台北三位外、南加斗笠、阿

官、瑞芬，再加上麗白與陳芷，是藉由網路上傳來的

錄影錄音檔案練習後就加入，相信『問鶯燕』賺得許

多同學的熱淚。

這次我個人投入在節目中時間較多，加上還要分

時間出來練習排演，所以比較少時間與大家談心，連

星期五晚上聚餐也因為想一人沈澱一下而放棄了，這

是比較遺憾的。幸好有大會設計的談心時間，雖然只

有三個小時，總也讓大家可以坐下來分享。

對於孟珠重新轉換跑道成為開業律師最為佩服，

我12年前到西雅圖時也曾有想過要做一個不一樣的

事，但是這中間有許多心理障礙難以克服，下次有機

會來還要跟大家好好聊聊。菁菁、麗華也是完全轉換

跑道的，能夠找到自己興趣是多麼幸福的事．麗華含

飴弄孫，想來不久後我們也都會有許多這方面的分享

話題。素芬一向幸福，與當初她自我預測是全班最具

福相之人相距不遠。當初我到西雅圖，也曾出任全

職媽媽與家庭主婦兼司機，深深感到媽媽是家中的

靈魂，而孩子有媽媽的 undivided attention 是多麼幸

福，這才是人生的大智慧。

麗白說話妙語如珠，實在是寫作的極佳人才，

蕙心要催稿，千萬不要放過她。麗白這次談心時間

還用小卡片記下要與大家分享的課題，最為用心。當

初我、麗白與陳芷三人在22路公車上一塊兒長大，並

不知道我們自己都有這麼多別人所欽羨的優點．謝謝

麗白在40年後讓我們有機會表白。如青這些年潛心向

佛，看得出來功力深厚，這麼些年雖然都沒有聯絡，

但是你的感性與體貼，仍然是傾囊而出，令人感動不

已。陳芷一向沈穩，這些年我大概也了解她走過的艱

辛路程，生活的歷練更顯出她的智慧與美麗，令人折

服。燕婉的折翼之痛，雖也是婉婉道來，可以想見這

一路走來是多麼不易．希望你退休後，也有機會到台

灣走走。蕊姝這麼多年一點都沒有變，這次太匆匆，

下次回台北時一定要跟我聯絡。

有幸與金蘭是室友，較有機會分享別後的點滴。

金蘭熱情直爽不減當年，我們期待十二月台北相聚。

阿官蘭心慧質，阿官的寬大與包容，對人生的積極與

投入，實是我們大家的典範。惠珠身體要保重，與瑞

芬結盟真是個不錯的想法，未來除了讓自己更健康快

樂，這樣的陣容，說不定可以成就一番事業，幫助更

多的人。美鈺是個快樂的單身女郎，要多多聯繫，相

信老朋友能給你帶來更多幸福。

回頭再來談談我個人。人生總有陰晴圓缺，幸福

與否實要看自己如何看待與如何面對。我很幸運青春

期有這麼個小小毛病教了我這門重要功課，讓我對於

事情的正反面有個不太一樣的 perspective。當然，未

來的日子裏仍然會有許多功課要學，總希望自己時常

能自我提醒，要聚焦正面，儘量給自己與周圍的人肯

定的訊息，要看到生命的美好。在我這輩子第一次製

作的節目『時光隧道』中，最希望能傳達的訊息，就

在最後的晚安曲，『掌聲響起』。寄望大家能時常記

得給自己掌聲，也能夠想起，我們重聚活動中，歌聲

交會了我們的愛，而未來更能將我們團聚在一起。

所有的高中裏，只有北一女有重聚的傳統，而

且延續不斷，實是北一女校友應該引以為傲，也要珍

惜的。希望重聚活動，給大家帶來些許美好回憶，我

們應滿足，在那綠園之中，我們確實有過一段美好時

光，以歌為證：

記得當時年紀小，我愛談天你愛笑。

有一回並肩坐在桃樹下，風在林梢鳥在叫。

我們不知怎樣睏著了，夢裡花落知多少。

以琴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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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胡蘭芬、沈眉綺、王瀛、汪明玢、周秀冠、張海韻、李翠瑜

中排左起：楊明德、方澄惠、顏秀芬、王紫、張成、梁瓊霞、陳匡齊

前排左起：鄭麗蓉、張若玫、彭郁景、沈采蘋、龍潔媛、林美惠

沈眉綺：每位同學都保持了不斷成長，不斷學習，

不斷進步的積極精神，令我不禁受到激勵，也發奮地

要向大家看齊：運動、習藝、保持情誼。

彭郁景：又是一次成功的大團圓！衷心感謝重聚小

組和各班聯絡代表一年半來精心籌備，真是勞苦功

高！

很高興與大夥兒見了面，敍舊暢談，很是歡欣！ 謹祝

各位身體安康，下次再相聚。

顏秀芬：曾幾何時，四十年就這樣過了。我們均已

是逼近六十的人了，但久別重逢，似乎大家都還是有

活力，又活潑。

我十年前沒參加三十重聚，所以好多同學是已四

十年沒見。很驚奇的發現多數人維持苗條的身材，甚

至還有的比以前還輕盈些。

最喜愛的時間是聼每個人用五分鐘的時間來分

享個人過去四十年的人生。似乎每個人的故事都很精

采。聼來有不少人已開始進入另一個生命階段。開始

放一些注意力照顧我們自己的需要。很高興發現很多

同學都已成為基督徒，還有做傳道的。雖說我們原來

的文化是「人定勝天」「我們可以創造掌控我們自己

的人生」，但是有些人開始悟出我們的有限性。

另一開心的是也又看見好多初中同班同學，但也

虧欠的是和良班出去，竟然忘了與17班在鋼琴旁五分

鐘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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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四十年的舊金山重聚，活動精彩緊湊，感覺

上興奮而匆忙。

穿梭在旅館大廳、電梯中，同學們似乎都在搜尋

熟悉的面孔，到處是驚呼聲。LA 三十年的重聚，轉

眼一別十年，都在問 ‘是不是我變得更多了呢？’

北加校友們的籌劃，貼心溫馨。星期五晚的懷舊

影片，帶著我們重溫年輕歲月歡笑的點點滴滴。星期

六晚宴上，樂儀隊整齊亮眼的表演，風靡全場的熱舞

及台下同學們活潑熱絡的互動，讓我們再一次深深地

回憶著高中時的美好歲月。

這次活動中，有一項大家談心的節目。三十年

重聚時，我們談的是小孩與事業，如今近六旬，同學

們都很有智慧地談自己，談自求多福，談要漸漸放下

扛在自己身上太多的責任。凌晨時儘管我們都很疲倦

了，良班一大夥還靜靜聼著澄惠的心路過程。正是我

們在北一女的歲月影響我們人生深遠，我們才有如此

共鳴，才能如此互相鼓勵，支持。

謝謝大家千里來相聚。不用多說什麽，見見已經

很開心了。借王瀛在重聚後的一句感言：“與你們同

窗真好＂。

- 笑話一則 -

重聚時，談家庭、聊小孩，沒想到小小的生活經

驗，讓同學們笑壞了，特記下同樂一番：

星期六一大早匆匆忙忙帶小孩們上中文學校。開

車前照例檢查老三的功課，他總是偷懶，不做作業。

打開作業本，造句是“……也，……又＂，他寫的

是“我的老師很矮也很胖＂，“我的老師又笨又醜＂

。我氣極了，一路上曉以中國人尊師重道的大道理，

要他趕快修改成“老師很高又很瘦＂，“老師又美麗

又聰明＂。

到了學校，打開作業簿一看，他竟然只把“老

師＂全改成“媽媽＂了。我正要發怒，他一溜煙跑進

教室，還回頭對我說 “It’s easier.”。

與你們同窗 真好
良班 龍潔媛 

作者：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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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cipation, the excitement, the endless e-mails 
and phone calls, the planning, and the performance practice 
about and for our 40th 北一女 1970 class reunion in San 
Francisco came and passed so fast.

Our happy and innocent high school days long, long 
time ago are just like “Gone with the Wind”!?  No!  The 
happy days have not gone with the wind.  Throughout the 
40 years, classmates have been seeing each other in Taiwan 
and in the U.S., including the 30th reunion in LA, 35th in 
Washington, D.C., the 40th in San Francisco, and many 
in between.  During these reunions, old memories came 
back again and again.  Our friendship, and mutual support,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continue to grow.  It is like 
“Gone with the Wind” comes back once more!

Back in 2000, the 30th reunion was the fi rst time ever 
for many classmates seeing each other after graduation; 
there was a lot of exhilaration, surprise, re-acquaintance, 
and somewhat reservation. Since then, ten years have gone 
by, due to 王瀛’s effort and persistent communication and 
re-communication, 1/3 (20) classmates of our 60-person 
class attended the 40th reunion.  While most of us came 
from California, 明玢, 明德, 郁景, 澄惠, 蘭芬, 秀冠 
fl ew in all the way from Minneapolis, New York, Florida, 
China, and Taiwan.  

In the 2-day period, we began to realize that 北一

女良班 has become our extended family.  There are very 
few people in the world whom we could have spent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time together in the same classroom 
and then met again 40 years later.  Wasting no time, the 
20 of us quickly warmed up and began to 談心敘舊.  We 
openly 分享人生故事心得, listened to each other with 
both our hearts and minds, shared our own experiences, 
and offered suggestions, encouragement, understanding, 
and unconditional love and support to each other. 

In this article, I’d like to remind or re-confi rm some 
insights, feelings and appreciations we expressed toward 
each o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uring the reunion.  王紫 

has become a scientist, an attorney, a successful business 
person who expands her business, as well as a great mother 
who spends quality time with her daughters. 王瀛 has lost 
lots of weight, but gained wisdom, health and wealth in life.  
Being a high power controller of several maj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es, 翠瑜 keeps her femininity and 
sincerity; she makes everyone feels warm when talking to 
her.  張成 is a devoted daughter to her mother, a beloved 
mother to her children, and a well respected minister’s 
wif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采蘋 never fails to stay in 
touch with old friends – she visited me in my houses in LA, 
Baltimore, and Berkeley.  While being a space scientist, 
采蘋 is very much into Buddhism.  Both 眉綺 and 蘭
芬 are successful professionals and happy housewives.  
While 蘭芬 is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dance expert, 眉
綺 transformed her career from a chemist to an architect.  
The three career women: 郁景,潔媛, and 澄惠 have not 
only been the strongest supporters to their husbands and 
children, but also the number one care providers to their in-
laws.  顏秀芬 has expanded her expertise into individual 
counseling and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 in Fremont, 
California.  She spends a good part of her days taking 
care of her doggie granddaughter Hope.  林美惠 has 
been contributing her knowledge and talents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n Sacramento; we all hope that she could 

“Gone with the Wind”* Once Again  

 良班 陳匡齊

作者：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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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n turn the state’s economy around.  瓊霞 is a mom of 
3 children and an experienced dentist in LA.  (She was my 
dentist while I was in LA.  Don’t ask me to show you my 
smiles - just kidding!)  Being the mother of 4 children, 明德 
now plays the lead role in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in New 
York.  秀冠 fl ew in from Taiwan on Friday and then fl ew 
back late Saturday.  She spent more time traveling than with 
us – for sure it was quality time.  秀冠 brought us delicious 
crispy peanut candy bars from Taiwan; the candies probably 
took a good portion of her luggage.  (My mouth is now 
watering for thinking of those delicious peanut candies.)  
In spite of having to deal with health issues,  鄭麗蓉 has 
always been extremely upbeat and optimistic toward life.  
She continues to give me encouraging advice, just like the 
way she kept on pushing her used TOFEL and GRE books 
to me more than 30 years ago. (Otherwise, I may be writing 
this article in Taiwan using Chinese word processor at this 
moment.)  Similarly,  海韻 is also experiencing some health 
challenges, but remains cheerful and strong.   

As to me?  Well, you may remember that I spent far 
more time in swimming pool than in the classroom?!  To 
make up all the studies that I missed in high school, I have 
been working in educatio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n order 
to push others to study (for the studies that I missed, ha, 
ha!).   

In addition to spending the wonderful time chatting, 
we also had a fantastic time during dinner banquet.  明玢 
contributed signifi cantly to the success of the entertainment 
portion of the banquet.  As one of the MCs, she exercised 
her sense of humor, cheered everyone up, and then pushed 
the excitement to the highest point.  Remember that 明玢 
often led us to sing and having fun together when we were 
in high school?  Well, despite of having some scars (on her 
knee), she never lost her cool.  Her ability of bringing joys 
to others is stronger than ever.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reunion was that we were 
all invited to 張若玫’s house and spent a lovely afternoon 
in her Italian villa backyard.  In the quad, 若玫’s husband 
showed us the sculpture entitled: “Woman carves her 
destiny” that he gave her as a gift.  Having visited her houses 
in Chicago, New Jersey, and now in Atherton, California, I 
am truly convinced that 若玫 is indeed someone who carves 
her own destiny.

Toward the end of the reunion, 若玫 shared with me 
that after having built her triumphant career, she is now 
very much into architecture.  Her husband and she are now 
building an Italian Roman palazzo in Cabo, Mexico by 
the Pacifi c.  She loves the romantic idea of owning land 
from the movie “Gone with the Wind.”  Well, let’s keep our 
hopes up; we may visit that mansion in our next reunion so 
that we could “Gone with the Wind” once again!      

*The 40th reunion planning committee included “Gone 
with the Wind” as one of the high school highlights.  I 
recently watched this movie on TV again.  It is truly a great 
movie illustrating a major period of the American history, 
similar to the signifi cance of the high school days in our 
lives.  The days are gone, but worth revisiting again and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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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葉本秀、鍾邦柱、嚴慧玲、陳樹範

中排左起：李繁英、陳素玲、鄧英平、朱春容、毛仁漪、張昕苡、鄭碧裡

前排左起：林連芳、徐中彥(多多）、田麗珠、陳淑容、陳碧珠

李繁英：四十年是一個漫長的歲月，畢業四十年

後，同學們還能重聚再見，真是一件不可思議的事！

但是我們居然做到了！並且有四百多位同學參加，談

心敍舊，分享婦女健康、養生新知、穿著藝術、旅遊

經驗……，大夥兒歡聚一堂，又唱又跳又演，high到
最高點！在此深深感謝所有重聚籌備小組的同學們十

八個月來辛勤、耐心、精心、周到的策劃準備，希望

會後這些幕後功臣能夠充分的休息，並祝福她們活力

無限，永遠健康美麗。無際、無限的祝福，五十、六

十……周年慶！

陳淑容： Thank you for all the pleasure in the Bay Area. 
I enjoyed it very much. I felt much younger and skinnier.   

I can't see myself but all of you.  :-)    During the last 40 
years, every life experience is a good story. Every story 
is a blessing and inspiration.  Each time thinking of our 
gathering I smiled. It is such a wonderful and unexpected 
gift to my life.

鄧英平：Happy time is always short.

鍾邦柱： 

與同學們算是重新認識，卻又帶點熟悉與親切感，大

家敞開心懷談話，兩天一夜的時間居然不夠用。夜夜

都犧牲睡眠，只為了寶貴的談話溝通。我好像忽然間

多了十幾位知心的好朋友，那感覺真好。真是難忘的

一次旅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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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素玲：It was an unforgettable reunion event.  Special 
thanks to all those Beinu's perfectionists who helped to 
make it such a memorable one.   I enjoyed meeting you 
all.    

田麗珠：我的感受完全一樣，卻苦于不知如何用文

字表達。邦柱說“我去美國就是受到鼓動，最後一分

鐘決定去的，覺得很值得＂，我也是這樣的。在此謝

謝連芳和仁漪。不是她們不屈不撓，還有點不擇手段

的勸説，我可能會給自己找個藉口又不去了。我也是

覺得非常值得，真高興我沒錯過這次和同學們重新認

識的機會。

朱春容：謝謝邦柱的衷心感言。What a pleasure to 
read all these records of each one's 人生足跡!  I am 
getting my "senior moment" and the "colors" of 
the reunion details are gradually "fading" day by day.  So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artwarming article. 

毛仁漪：我去忙別的事了，所以沒有參加同學們的

兩張大合照 （非常嫉妒）。

林連芳：謝謝大家遠道來舊金山參加重聚盛會，就

是因為妳們的熱心參與，才使重聚如此讓人回味無

窮。

恭班 嚴慧玲

October 31, 2010

Dear HS friends,    

After the SF reunion, George and I left for a 3 week long 
vacation in China. That was planned a year ago. We came 
back last week and did not have any energy to write about 
our reunion last month, though I have been contemplating 
what to write. I am probably the least qualifi ed person to 
write about feelings, memories, and any emotional stuff… I 
took on the assignment because many of you participat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reunion and also carried many duties 
during the reunion. I am so appreciative of all the efforts 
put into this reunion. The program and the activities were 
very impressive. It was even more amazing after I realized 
some of you carried on these planning activities along with 
your own issues at hand, such as: heavy workloads, caring 
for ill parents, own illnesses, etc… I could not say enough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After I read 鍾邦柱’s recap, I was so happy that she covered 
the reunion in such a succinct manner and did a fantastic 
job. I only needed to write a supplement to our experiences 
of the reunion. What a relief it was for me!!!

Briefl y, I would like to go back to the 30th HS reunion 
that was held in Los Angeles 10 years ago. 9 classmates 
attended at that time including: 連芳, 麗珠, 英平, 仁

漪, 樹範, 端文, 中彥, 南瑚 and me. Many may not 
know that 端文 is 我妹夫的姐姐. 端文 and I have been 
in touch since high school. During that reunion, we realized 
that a person’s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were shaped 
in the high school; the friendships built in high school 
were most precious regardless of how far apart we were 
separated after graduation. It was uncanny how we could 
pick up wherever we left off without any hesitations. 30 
years of our lives without being in touch did not make any 
difference in that we were able to share with each other 
our pains, sufferings, happiness and our love. It was also 
a start in fi nding my roots with my dear friends. That was 
also the fi rst time I learned from 仁漪 that we were middle 
age women. I remembered asking 仁漪 about the afternoon 
seminar for middle-aged women on how to take care of 
their health.  What was the point of having this seminar?  
Whom was this seminar for? 仁漪 deadpanned reply: 
for you. I was not a sociable person by nature (contrary 
to belief) but I was fi rmly committed to attend the next 
reunion since then.     

To  My  Dear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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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blink of an eye, we celebrated the 40th HS reunion a 
month ago. This time, there are 16 of us as the result of 連
芳 and 仁漪 ’s efforts. In addition to 連芳, 麗珠, 英平, 仁
漪, 樹範, 中彥 and me, we had 9 more people including: 
淑容 and her sister from Alabama, 昕苡 from Arizona, 
邦柱 from Taiwan, 春容 from northern California, 本秀 
from Maryland, 碧裡 from Walnut, 碧珠 from southern 
California, 素玲 from Ohio, 繁英 and her husband from 
ShiangHai.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changes in the past 10 years 
among us including some retirements, children growing 
up but becoming our worries, parents becoming sick or 
passing on, working hard, being single and looking for a 
better half, matchmaking for sons or daughters, being a 
grandma, etc… Many of us live a simple life and enjoy 
it.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碧裡’s 4-5 days a week in 
ballroom dancing and folk dancing with her husband. 樹範 
has continued practicing tai-chi with 鳳凰 and her master 
for many years. 鳳凰 could not attend this reunion because 
she is teaching in Germany. 碧珠’s long history of taking 
care of her husband and child’s illness; this is fi rst time that 
she is able to travel after her child’s health situation has 
stabilized. It was such a comfort to know our classmates 
have struggled but were not beaten or bitter about what life 
has dealt to them. 

It was so funny to see 春容 talking with the glimmer in 
her eyes and gestures with her hands, exactly the same as 
she was in high school. 英平 maintained her evenness but 
with humor. 

連芳 and 仁漪 were like mother hens, in and out of 
our gathering to take care of thousands of details and 
rehearsals. 本秀 and a few of us attended the fashion 
show in all earnest; we touched the material and ogled the 
ensembles and had such a ball. As a group we also attended 
the health seminar; we were inseparable. 10 years after the 
30th reunion, I started becoming more aware of my physical 
limits and inclined to listen to people talking about “how 
to take care of myself”. I always knew that I am a late 
bloomer, simple and slow in understanding about life.  

In the big group sharing, I learned that one girl did not have 
money for lunch or dinner and passed out during school 
because of poor nutrition; but how successful she is now 
as an owner of many companies globally.  It was really 
touching to know that our past principal and the school 
nurse, the principal’s sister, invited her for dinners without 

being patronizing and infringing on her self-esteem. It is 
also inspirational to know of someone’s success in the 
1970 class. Too bad, my mother would have been more 
than happy to prepare another bento box for her had we 
known of her situation. Come to think of it, she would not 
have been who she is now, had she not had such a struggle 
in her youth. There is a time and reason for everything.    

In the dinner party during the beauty contest, it was very 
obvious that many of us were happy to be the observers. We 
were content to chat among ourselves. I thought that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udents of “literature 
and fi ne arts” versus students of “med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ey are more wild, compared to us being 
more rational and boring.

Though very few of us still have some memories of the 
high school, we were able to share our 40 years lives with 
each other uninhibited. After all, we are old friends having 
known each other since 43 years ago. There was just not 
enough time to share, to talk, to laugh and cry together.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we did not want to part our ways so 
quickly the last day when the bus to Napa valley was ready 
to leave in the early morning. 

I simply cannot imagine what would be happening to us 
in the next 10 years. I do know that we will be coming 
together more closely by each reunion and the time will fl y 
by so fast while we are having fun. Dear friends,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ves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soon.  Please call me if you are planning to come to 
Los Angeles.

May God’s blessing be with each one of you and your 
family always!!!

Magdalen 嚴慧玲 at Los Angeles, California    

作者：前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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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金山重聚會主辦者邀請我們寫個百字左右的感

言。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字數太少了。」雖然才兩天

的相聚，引發多少的歡笑、多少的感觸。千言萬語，

豈是區區百字能夠表達！兩天相聚的點點滴滴，讓人

回味無窮。

我最喜歡的節目，是「談心敘舊」，同班同學

們敘述別後的經歷與感想。這次我們恭班到了16位，

許多都是畢業後40年沒見過面。雖是舊識，卻算重新

認識，又帶點親切感。高中時大家用功唸書，只與自

己的鄰座較熟，不完全了解大家，現在反而更能欣賞

每個人的精彩面。自己的底細同學們都很清楚，沒有

偽裝的必要，話匣子一打開，就難以關上。自己的過

去、現在、未來，一一傾吐。

陳樹範以前是樂隊指揮，她的當年勇已無人提

及，倒是她的高 EQ，在40年後仍讓人深刻體驗。最

令人稱羨的是李繁英，秀美更甚往日，退休前為受人

器重的營養師，而成功經營公司的先生也殷殷陪同，

幫忙招呼與攝影。鄭碧裏大學畢業後一場嚴重車禍，

雙腿全斷，幸有良醫照顧，已經痊癒，子女在國外也

都成才，真是大難不死，必有後福。張昕苡至今仍像

年輕小姐一般苗條美麗，歲月似乎沒有在她身上刻畫

多少，她先生卻在多年前罹患癌症去世。真是人生沒

有圓滿，永遠帶點缺憾。而陳碧珠很謙虛地說她不像

大家學歷與經歷都高，她最高的只有「病歷」。此話

一出，引起了更多的詢問與評論。大家對於病痛與健

康都有多種體會，一時討論不停。還好有鄧英平的公

平計時，每人都有四分鐘時間。言猶未盡者，只好留

待其他時間，再細細詢問詳談。

同學們40年的生活，反應了整個社會的變動。與

會者只有陳淑容一人抱了孫子，引起一陣羨慕。但是

我們有兩位同學當了「祖母」。一位擁有「孫狗」，

另一位擁有「孫蛾」。原來她們的子女愛好寵物，當

了狗爸爸、蛾媽媽，自己也就升格了。更多同學們工

作理家，相夫教子，齊家治國，一肩多挑。多位同學

說自己當年擇偶，注重的是對方的能力。若是再來，

人格的特質將更重要。原來同學們對自己過往的歲

月，酸甜苦辣，雖已逝去，仍不免殘留少許遺憾。

我嘰嘰喳喳的告訴先生此行的所見所聞，覺得

男女生的同學會大不同。男士們多半喜歡談自己開心

的事情，而女士們樂意吐露自己的困惑，分享自己的

感觸。的確我們都同樣歲數，有類似的經歷與思想，

話一出口，不需解釋，大家都懂。美好的人生已經過

半，大家的責任逐漸卸下，能與老友們再度連結，共

同扶持，豈不是件美好的事情！我期盼下次的重聚。

恭班 鍾邦柱

舊 識 新 交

作者：前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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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洪玲蓉、林琬真、范增瑩、曾流芬、魏書駰、陳欣欣

前排左起：史敏芳、秦伊玲、雷曼、劉應溪

陳欣欣：最快樂的一天！

曾流芬：四十年後的重聚，讓我驚訝，也更讓我感

到溫馨，因為大半輩子沒有見面的老同學們，相聚一

堂，大家可以無拘無束地互相交換有深度的談心，當

年有緣同窗三年，今日更有緣再次相遇，衷心祝福大

家身體健康，青春永駐，因為來年還要多重聚。

雷曼：很高興我改變初衷，決定參加四十年重聚。

與同學們多半幾十年沒聯繫，二日的重聚後，深覺大

家都是生命旅程的姐妹，相似的心靈成長及相似的生

命使命感。

感謝北加州籌備小組的費心費力費時，將此盛會辦得

如此有聲有色，讓我們每一位受福受益不淺。

魏書駰：綠園一別，匆匆四十年彈指而過，但時空

帶來的距離，卻在片刻談笑間，消失無形。彷彿又回

到綠衣黑裙的日子，一起唱遊，一起笑閙。多麽難得

的聚會，多麽可貴的友誼！

史敏芳：四十年後再見面，猶如當年情誼。

洪玲蓉：非常感謝北加州主辦單位同學們及我們儉

班的班代表魏書駰，讓我們同享四十年緣的回憶。這

二天的同聚，和每個與會同學的閒談，可能超過在北

一女同班二年和同學的内心分享，四十年的酸甜苦

辣，是讓我最感動與感恩的時刻，希望大家能夠快快

樂樂的享受每一天，直到下次再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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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應溪：

這三天的畢業40年重聚，我彷彿進入時光隧道，回到

了青春洋溢的18歲。雖然歲月在我們身上留下了痕

跡，但我們仍然行動靈敏，心中充滿朝氣與希望，真

是感謝上帝的恩典。雖然記憶中的高中生活暗淡無色

彩，但重聚的時光卻亮麗如彩虹。謝謝籌備同學的辛

勞，帶給我們美好的回憶。

林琬真：

這是一次令人難忘的重聚。雖然只到了十位同學，但

是我們都有一種相見恨晚的感覺。原因當然是在高中

時我們幾乎彼此未曾交談過。記得三十周年重聚時，

大家都很生疏，分享了我們對導師的感覺後，似乎就

無話可說了。談話中也有冷場出現。但這回不同了，

或許是太久沒見面，或許是年齡的關係，從一見面開

始就說個不停。彼此了解後，發現所有的同學都是那

麼的可愛，可惜高中時沒機會認識。我們整天黏在一

起，說了許多話，照了許多相片，試圖捕捉些許高中

時的記憶。我們全體決定放下過去，不再談導師的

事，結果不但沒有冷場，反而充滿了溫馨。我們談家

庭、工作、婚姻、孩子，每個人都敞開心扉，在幾乎

陌生的同學面前，說出自己的心事；我們彼此鼓勵、

安慰，感受到一種未曾有過的同儕之愛。當下每個人

都決定六十歲重聚一定要參加，因為這次的收穫太多

太多，每個人的心裡都塞的滿滿的。在這裡還可遇見

四十多年未見的小學同學和大學同學。我試圖從看似

陌生的臉孔中尋找過往的情誼，從回憶中尋回自己的

青春歲月。縱使我們的青春都在書本和考試中渡過，

但是努力地搜尋，還是有許多的快樂回憶。譬如：數

學老師的歌唱和冰棒，班會時的遊戲時間等。時間久

了，記憶模糊了，需要提醒曾有過的短暫的美好時

光，重聚的意義應該就是這些了。兩年後，六十大

壽，希望屆時大家全部都出席。畢竟人生不再有第二

個四十年，高中生活無法從頭來過，但是我們可以重

造一個新的未來，冀望四十五年重聚時，我們有更多

的話說，更多的分享，更多的美好回憶。

范增瑩：

感謝主辦單位的精心策劃，這次的重聚辦得空前成

功。節目的安排鉅細靡遺，足見主辦單位的體貼及細

心。“時光隧道＂頗具巧思、引起大家共鳴，兩位主

持人的表現更是可圈可點。“談心敘舊＂讓大家可以

交換生活體驗和分享人生課程的學習心得，是一個非

常有意義的單元。晚會的餘興節目精彩豐富，五八綠

衣人所展現的丰采及媚力可是當年的十八綠衣人望塵

莫及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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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田恬、武克瑾、曹培蒂、王陸思、游惠倩、陳蕙明、劉履禮

中排左起：劉景春、金傳春、陳佩綺、李寶鳳、余安琳、王麗珠、胥蓓蓓

前排左起：杜如美、翁佑慈、金幼竹、盧淑媛老師、蔡月圓、徐小嬌、邢禹依、張克遠

金傅春：費心籌備，凝聚一女中向心力。喜見臺灣

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同學。未來班花選擇應注重

團隊“創意＂為佳，本班有此優質。傅依萍演戲鳳演

得惟妙惟肖。[註]：請給我們班張克遠那捲梁山伯表

演。

田恬：人云近鄉情怯，北一女重聚是我的故鄉四十年

沒回鄉，不止膽怯，心裏還充滿了猶豫和害怕。甚至

在今年二月報名之後，仍然沒有決定是參加不參加。

許多名言指出，人一生最終留下來的是人與人的關

係，從二月到九月，有可愛又熱情的校友一次又一次

的鼓勵和支持我，讓我踏出家門，全心全力的參與，

我的感覺由溫吞變為火熱。同學們四十年後，共聚一

堂，是珍貴又難得。現在九月已過，我感激又佩服，

再一次謝謝大家。

胥蓓蓓：“緣”

能在高中畢業四十年後，從世界各個角落，前來共聚

一堂，是一份很玄的事，隨手摘下小詩一首為誌：

   美景、佳宴、老友： 促膝長談 - 人生一大樂事

天時、地利、人和： 四十重聚 - 空前絶後盛會

喜樂、談心、敍舊： 載歌載舞 - 恍若十六七時

別離、依依、回首： 千里相會 - 不知何年何月

珍重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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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引言

自高中畢業後，轉瞬間已過了

四十年，人生近三分之二的光景，與

大夥相聚的時光相比，差了近16至20
倍。這段期間，也許有人勞勞碌碌披

星戴月，也可能披荊斬棘任勞任怨，

然而即使歲月已在我們臉上留下刻

痕，華髮已生，但每當回憶起那段純

真友誼與歡樂年華時，甜蜜感點滴在

心頭。不久前捎來一封畢業四十年重聚的訊息，真的

沒想到畢業各奔前程四十年後會有團聚的時刻，是建

中、附中未能辦到的，十分驚喜。 

因篇幅有限，以下簡述將偏重於重現9月25日舊

金山「談心敘舊，重溫舊夢」活動時大家真情流露的

感人話語，也另闢篇幅讓沒空去舊金山重聚的同學，

也能表達她們高中時的敘舊之情與畢業後心得。

貳 9月24日(星期五)活動

9月24日上午，歷經了12小時才抵達舊金山的我

內心百感交集，期待、害怕交織而成的網束縛著我：

四十年未見，大家是否能認出來？是否大家會到？甫

上接駁車，還沒站穩，即聽到背後傳來熟悉而宏亮的

聲音呼喊著我的名字。驀然回首，原來是以前坐後排

的王陸思。自此知曉我的方向是對的，心中忐忑不安

的大石這才放下。

抵達旅館時，首先映入眼簾的是劉履禮在會場擺

設了個攤位，教同學製作飾品，而現已十分苗條，動

作敏捷的武克瑾，正以小跑步忙近忙出，負責招呼。

下午調整時差後醒來，大夥相約去附近吃漢堡，

我因當年趕碩士論文，近一個月以漢堡果腹吃怕了，

因此趕快點個魚堡。然而我們這麼多同學上餐館要如

何聊天呢？盧老師機警地搶了座位，我們也順勢與其

他桌位的客人誠懇溝通，說明此為四十年重聚，對方

馬上露出訝異的神情，但也順利協助

我們將整排連桌座位搞定；最後，許

久不見的劉景春也帶了小女兒及先生

一同現身；而胥蓓蓓整天待命，忙著

接送同學與盧老師，而她還是習慣帶

著一抹慈祥的微笑。

參 9月25日(星期六)活動

因為時差尚未調整過來，醒來時

已上午八時，而想吃早餐時，飯菜早

已見底。8點30分各班開始帶開「交流談心」，我們

讓班加上盧老師總共21人，僅次於誠班的22人與溫班

的21人，和忠班、良班並列第三，而忠班有7位從臺

灣趕到，出席率最高，此全仰賴傅依萍在臺灣大力推

動。另外在此感謝胥蓓蓓努力通知四散在美國各州的

同學。

此次班聚在田恬的主持下，各位同學傾訴畢業

後的心路歷程，談笑間彷彿進入時光隧道，重現那時

在北一女，大夥還帶著純真，訴說著未來的夢想與憧

憬。 

盧淑媛老師：我在一女中服務的25年是我人生中最

值得回憶的時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每個老師夢寐

以求的，而我現在已是「快樂祖母」。妳們是我第一

屆的學生，是我教育生涯中最難忘的「孩子」。現在

是我的學妹，只差七屆！

游惠倩：過去考前在廁所、防空洞苦讀的刻苦歲月

至今仍歷歷在目，而現在我已是一位物理治療師，也

有一位可愛的孫子。

曹培蒂：想當年我十分害怕一女中的音樂課和體

育課，而臺大植物系畢業之後即到美國匹茲堡大

學，目前在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從事「自體免疫」

(autoimmune lupus)的研究。

王麗珠：畢業後到中原大學工業工程學系，現在仍

讓班 金傳春

珍惜你我曾擁有的歡樂年華
讓班 金傳

珍惜你繼往開來繼往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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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位先生(眾人大笑)，而我的女兒從事旅館管理

工作。自己經營一間公司，實在沒想到我自己現在卻

能如此享受工作 <註: 麗珠很有公司管理哲學>。

李寶鳳：在大學時重考到輔仁大學，我當時並不信

主，也曾憂鬱。而我信主的契機是在我一次懷孕中經

歷神的感召，而後每天讀聖經，享受主的關愛，藥物

也不用吃了。現在一覺醒來均可快樂面對每一天，似

乎我的人生有近十年都在昏睡。

杜如美：高中聯考的壓力真的很大，在大學時與李

秀真、余淳幸一起唸臺大物理治療，而本班總共有4位
物理治療師與2位職能治療師。近年運動治療與兒童

早療均炙手可熱。我建議大家平日多伸展筋骨、多運

動。

王陸思：今天的英語能和美國人平起平坐，必須歸

功於英文老師又是班導師的盧老師，當年耳提面命鼓

勵我們「說英語」。從臺大植病系畢業後，到美國改

唸食品營養，拿到學位及營養師執照，開始做營養

師。可是並不喜歡那種工作環境，於是又改行唸電

腦。從此一頭栽進電腦軟體程式設計。兜了一大圈，

才發現寫電腦程式才是我的強項，也是我的最愛。一

晃眼在這行已經30多年，而且樂此不疲。

陳佩綺：記得一女中的音樂訓練很嚴格，奠定了一

些我的音樂基礎。臺大藥學系畢業後赴美攻讀藥學博

士，但近十年來服務於教育界，擔任過初中英文、數

學以及中文老師。目前在高中教中文 (哇！繼承盧老

師的衣缽)。兒子在上海工作；女兒今年六月得一女，

我正式登上「祖母」級的寶座。活了大半生，最後我

想用張忠謀的話與大家互勉：「若沒有苦難，我們會

驕傲；沒有滄桑，我們不會以同理心去安慰不幸的

人。人生不要太圓滿，有個缺口讓福氣流向別人是很

美的一件事。」

邢禹依：我高中時是自彰化遠赴一女中就讀，當初

十分擔心別人知道我媽是英文老師。高二在讓班時即

坐在金傳春旁(註：邢禹依比我安靜多了！)，大一入

臺大即遇到我現在的先生謝兆框，想當年甚至夢想終

身不嫁，而可和居禮夫人一樣拿諾貝爾獎，後來卻在

生完小孩後才拿到博士學位。現在育有一子一女，兒

子已經赴德國攻讀博士，而我目前在中研院進行水

稻、大豆的遺傳研究，我很熱愛我的工作。

余安琳：高中畢業後入中原，和王麗珠一起念工業

工程系，後至美國密西根大學攻讀碩士，也從事電腦

工作，兩個月前退休，目前住在聖荷西，歡迎大家來

找我。

徐小嬌：這次重聚，見到我的初中、高中同學，十

分興奮，即使非事事圓滿，但多比上不足，比下有

餘，換個角度想，會發現沒什麼好抱怨。我目前坐落

在足球比賽盛行的俄亥俄州，曾擔任顧問，於三年前

退休，下育有兩子，而我退休後習得一項本領，可將

冰箱內的材料變成餐桌上的佳餚。(眾人驚嘆)

田恬：我高中過得蠻快樂的，沒感到什麼壓力。最

難忘的是每個月等待圖書館的 Seventeen 雜誌和去日

本參加世博會。我很欣賞江學珠校長不認為人生只是

讀書和考試。台大畢業後，來美國進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取得博士學位後，進入紐約IBM公司研發部工

作，然後，回到了矽谷，在荷蘭菲利浦公司工作。後

來，我自己開公司，現在我退休了。我喜歡跟我的狗

玩，陪女兒，閱讀，和散步。這幾年人生讓我領悟

到：「助人為樂，知足常樂，自得其樂。」

金幼竹：我最記得高中時會做惡夢，夢見自己沒念

完卻上考場。這次能參加四十年重聚，如同當年摩西

帶領以色列人穿過紅海。所幸有好心人願意幫我照顧

家犬，讓我得以成行。我還記得汪若蘭、王清峰兩位

同學。我現育有一子。近年因搬家遷徙多次，已經搬

怕了。

張克遠：我的高中生活過得非常愉快，特別喜歡音

樂、體育，畢業後進入清華大學，因系上56位同學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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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女生，所以上課時男生將前兩排座位讓給女生，以

示敬重。我結婚得晚，目前育有兩女，最近出現中年

危機，現正熱衷於黃梅調。

劉履禮：當年高中坐在王清峰附近（即上任法務部

長），發現她愛好打抱不平。畢業後，曾擔任歷史老

師，來波士頓，也認識不少現在臺灣名人，如馬英

九。我的心得是「從他人身上可學到不少智慧」。

翁佑慈：當年我的體育是補修，高中有時一天可看

三場電影，想來真過癮。出國後唸會計。免未來愁$，
我的人生經驗是「凡事往前看」。

武克瑾：我個性不喜歡與人爭，不快樂的事，即希

望趕快忘記，只想做個「平凡的人」，所以高中不快

樂的事多已如過眼雲煙，記不得了。畢業後到陽明山

上的文化大學混畜牧系，之後自費出國留學，才是我

真正讀書的開始。在德州理工大學認識我現在的先

生，看到他唸電機，週末可以打麻將，還有獎學金，

真羨慕。原喜歡服裝設計，但為了找工作容易而改唸

營養，之後夫唱婦隨搬到加州，曾在醫院擔任營養

師，後因喜歡攝影，開設一間照相館，經營12年，為

了蓋自己現在住的房子，沒空兼顧生意，只好拱手讓

人，自此作全職家庭主婦。我認為健康和快樂在人生

中最為重要。

胥蓓蓓：同學們可能不知道：我是基隆出生，高雄

長大，初中快畢業時，家搬回台北，才來參加台北

的高中聯考。自己是很 square 一派的，同事們稱我 

"same old same old Betty"。北一女是我由「lay back」
學會適應「fast speed」的轉折點，對來美後的適應，

墊下好基礎。高一時喜歡和坐附近的王清峰説台語，

也和南部來的同學及同班鄰座成了很好的朋友。高

中、大學、出國、成家、立業一路走来，按步就班，

以往認為生活平淡，父母驟逝後，如當頭棒喝，現在

深深覺得：「平安就是福」。

劉景春：首先，我要謝謝盧老師當年如此容忍我

們，在校抽煙也沒被記過，盧老師開明一直是我們當

年苦澀成長的最大支柱（註：金傳春溜課回教室吃午

飯，剛走上樓梯，往上一看，卻正好迎面盧老師下

樓，當時只好硬著頭皮打招呼，但老師只以一抹微笑

回應，事後也未遭處罰）。我對曾經與現在擁有的感

到十分滿足，也對自己這一生充滿感激。尤其是在泰

國發生海嘯的那一剎那，我正在海邊。而現在我兒女

經常陪伴在我身邊。至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家父去世

與我的血癌(leukemia)檢查報告出爐。我仍熱愛舞蹈，

也很高興在此時能和大家聚會。

蔡月圓：只記得高中擲鐵餅時，只擲準過一次，另

外也記得教地理的屠婉英老師。在輔仁數學系畢業

後，赴美國路易斯安那州取得數學碩士，曾在美國紐

澤西教會遇見陳佩綺，與戴宏英多次見面，我們有很

好的交談。在電子通訊 GTE 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貝

爾實驗室 (Bell Lab) 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在2001年退

休，我認為生活要過得「輕鬆愜意」(take it easy)，現

正思考我最喜歡做什麼。

陳蕙明：高中朝會時，盧老師走過的高跟鞋印我還

記得，那時我最害怕體育課的跳高，還有那教新數學

的陳明和老師。大學上了中興植病系，後拿了微生物

學碩士，在美國從事動物食品檢驗(如氮、磷、鉀量)
。由於神的指引，我找到好工作，在啤酒廠負責檢

測，有時要值夜班測水中微生物，也工作了13年，51
歲退休，現忙於做教學助理，幫助身心障礙兒童學

習，希望亞洲下一代有更好的未來。

金傳春：我高中過得很愉快，因周圍均是會玩而自

找樂趣的同學。朝會時，嘴中含著劉景春媽媽自製的

四川辣菜，所以不知道為何其他同學會覺得「一女中

壓力大」。入臺大後，剛好大一很多課和邢禹依一起

修，所以成績比高中還好。大一、大二唸臺大園藝

系，大三、大四轉農化，出國唸了三所學校，德州大

學奧斯汀分校微生物碩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醫用

微生物的公共衛生碩士及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的流行

讓班談心敘舊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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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學博士，現在在臺大教傳染流行病學，從事國內傳

染病防疫政策研究，有時也針砭公共衛生政策。我曾

在去年書展和王清峰同學說上話，在臺北較常見到李

麗俐、商蕙芳、許艷珠和邢禹依。我的學生比我當年

還活潑，去年我在臺大舉辦國際會議，他們還在晚宴

表演熱舞。

肆 會後補記(其他同學感言)

商惠芳：初中時，我很喜歡唱歌，但一女中音樂老

師要求從中間唱，又要打拍子，讓我由喜歡音樂到對

此恐懼。畢業後唸臺大植物病理系與微生物免疫所碩

士，後至北醫任教至今。最近因父母離世而疏於和同

學聯繫。有兩女各在香港與新加坡服務，有時會去看

她們。

許艷珠：高中的印象是「太沒自由」了！平日和林

芬瓊有連絡，一年多前也看到金傳春在趕校車，現因

照顧媽媽，已搬離臺大校區，原想這次見寶鳳，因臨

時我媽媽摔了一跤，需要住院而作罷。

洪美瑱：我平日不用電子郵件，多由貼心的女兒琳

巧幫忙收件。她在臺大讀完藥學博士後，現正在藥品

查驗中心工作。

王筱蘭：高中那時常聽到某某同學唸歷史、地理以

唸到第幾遍，走在校園，無時無刻看到同學在唸書，

當時覺得壓力還蠻大的，現在教書，深知讀書要重思

考才是。畢業後唸東海大學數學系，後赴美至印第安

那大學唸數學，回臺至淡江大學數學系任教，大女兒

現正唸研究所，二兒子唸大三。十二月初我在東京，

下次寶鳳來臺，一定會再碰面。

李麗俐：現在在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工作。

孫雲：高中時，年輕、純真、快樂，每天要小考英文

生字，那時調皮，若有得罪處，請大家原諒，那時以

為生活只需讀書。畢業後唸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系，後

赴美唸統計，再轉戰電腦資訊。丈夫在密西根大學教

書，有一對子女與愛狗，今年得一孫女。目前從事全

球管理相關顧問計畫，飛亞洲較多。近年回臺北，忙

家事，來去匆匆。恭祝大家新年快樂。

林芬瓊：【註：人在美國波士頓一所醫院心臟科進

修，過完中國年才回來】

綜言之，本班20位同學舊金山重聚，如同夢中。

其中有四位榮登祖母級，15位為基督徒(佔75%)，且盧

老師上臺時，同學予以熱烈掌聲。其後的娛樂活動，

由劉景春代表本班參與「創意選美」，也發現我們集

體創作力極強。快樂是出自內心感受，人生是不斷學

習，學無止境。

六十大壽重聚將由洛杉磯的陸美莉主辦，請記得

日子是2012年9月。屆時請大家務必抽空參加，兩年後

見。

生活小品  耳飾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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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何文晶、張家珍、李美萱（素娥）、邢愛中、彭麗美

前排左起：蕭世華、賴娜音、徐禮潔、婁姝姝

參加但未上照：張允平

張家珍：人生有幾個四十年，這次重聚看到些畢業

後再沒見過面的同學，内心的興奮就如看到失散多年

的親友，看到同學們依然保有赤子之心，談起當年彷

彿沒有四十年的隔閡，令人欣慰。雖然重聚尚未達到

尾聲，但已迫不及待計劃下一次的重聚，希望大家身

體健康，能有更多的同學加入。保重！

李美萱：十年前的30重聚，到今日的40重聚，感觸

更多的是每位同學還是本著北一女的精神，既認真又

自信，在已定位的人生中，扮演著貢獻及付出的角

色。雖然已屆不惑之年，我們還是不失赤子之心，期

待五十重聚之時，大家仍本著惜緣惜福之情，如今日

般活潑健康又快樂得再次重聚！

邢愛中：非常 impressive，很費心，周到，很成功!

張允平：AAA (Triple A) 獻給北一女有緣同窗

Appreciation - （感謝）

Affection- （熱情）

Admiration- （愛慕）

互相支援扶持，more Reunions on the way!

彭麗美：四十年前的小綠綠，走在綠園，曾昂首天

空，豪情萬丈的誓言，「我要做世界第一等人，發光

發熱！」

四十年後的大綠綠，在舊金山重聚一堂，普遍心聲

是：活在當下，只有平凡簡單人生才是幸福！

四十年一路走來，得到許多，也失去許多，終有如此

高深的頓悟，也猛然驚覺，在未來有限的日子裏，一

定要更愛自己，掌握每一個重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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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姝姝：非常感謝籌備會所有的精心策劃，一切都

是盡善盡美，所有活動和節目都生動而有趣有意義，

又完美。真是太棒了！

Can’t say enough thanks to you guys, you are so great, 
job well done!!! Excellent & interesting!!!
I’m very proud of you ladies. Thanks a million.

徐禮潔：The Planning Committee does a great job!!
Thanks for the effects.
Enjoyed every minute of it.
One small complaint- food service

40週年北一女重聚會在感動與歡樂聲中圓滿落

幕，許多幕前幕後的功臣，也都在所有參與者感恩與

祝福聲中卸下重任。搭設如此龐大的舞台是多麼艱辛

的歷程，余希達、毛仁漪、蔣淑嫻、袁蕙心、賴碧良

等籌備小組付出及努力達成任務是有目共睹的。各班

海內外班代及節目策劃表演者的辛勞，也都是重聚會

的要角，400位參與盛會者帶著滿腔的熱誠前來共襄

盛舉，歷經人生最黃金的40年人生奮鬥後的重聚是何

其珍貴，每位與會者幾乎都感動到熱淚盈眶。

不論是樂儀隊表演、時光隧道、各班談心敍舊，

我們12位來自台灣表演舞蹈 (Sound of Music, Sorry 
Sorry, Nobody)，以及在賴娜音指揮下合唱團悠悠唱起

台北天空，並邀請海外同學同唱問鶯燕及校歌，博得

全場熱淚的情景至今仍停留在腦海中的感動。

本班此次參會人員除了本人來自台灣外尚有美

西的賴娜音、邢愛中、張允平及美東的張家珍、婁

姝姝、蕭世華、彭麗美、徐禮潔、何文晶共10人，

我與來自台灣的十多位不同班級的校友與盧淑媛老

師，一起於9月23日即展開行程，飛抵舊金山並入

住 Westin。本班同學大多於24日才 check-in，下午2
點陸續在大廳報到時，看到來自各方的同學許久不見

的擁抱，難以形容的喜悅在 Westin lobby 處處可見。

張允平還帶來精美禮物，見人就送，溫情的音樂不斷

地播放著，熱情的寒暄及問候聲環繞著 Westin 直到深

夜。

愛班程彌珠是第一個接應我的人，她也是最後一

個與我 say goodbye 的人，她是張允平的至交好友，

由於雙方先父也是同事好友，在學校雖然時常見面但

不曾交往，前幾年與張允平一起返台因緣相逢，從此

即時常聯繫，情同姊妹般的關係，談到彼此先父仍淚

眼傷懷。

本班同學婁姝姝及彭麗美已報名參加校友

四十情灑舊金山 兩憶擁懷綠園情

這次北一女四十舊金山重聚讓我足足賺進兩憶:
                                                                                           『一憶』是永恆的成長回憶;『一憶』是難捨的美麗記憶!

禮班 李美萱

作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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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舉辦的大峽谷旅遊，張允平參加再興同學舉辦

的 Lake Tahoe 旅遊。我與來自美西賴娜音、邢愛中

及美東張家珍、徐禮潔、何文晶及蕭世華夫婦還有

數班毛鈴如夫婦共10人，組團前往美國著名國家公

園－Yosemite 及 Napa 溫泉之旅，行程滿滿，每人都

非常享受這次的旅遊，其中雖然有行李失而復得以及

被交警臨檢等等意外插曲，都成為我們日後回憶的話

題。邢愛中自五月即著手策劃本次旅程，是一位非常

稱職的導遊，蕭世華夫婦在旅遊中為我們拍攝全部活

動行程，還與我們共渡他們30週年結婚紀念日，並分

享其戀愛史。

在美期間，由於大多數僑居美國同學均已落地生

根，人脈資源豐厚，不論有任何狀況，都能隨處找到

朋友支援，我在美國並無任何親戚及商業關係，全靠

這些同行同學的 cell phone，聯繫我個人在美國的行

踪，以便我安全抵達下一站，由下一位同學接應安排

行程。Yosemite 結束行程後，大多數同學必須回到自

己在美國的住處，我應張允平及程彌珠之邀，又參加

再興同學在矽谷的重聚會，讓我再一次感受到另一種

溫馨。會後程與張又為我安排一整天的行程，驅車帶

我前往著名的史丹佛大學及 Neiman Marcus Shopping 
Center，再享受午後 cafe 談心。

事實上人生本來就是必須經歷父母、家庭、事

業、朋友、遷移、疾厄等等不同階段，只要我們把每

一階段都能盡其所能，做好應盡的責任與義務，當工

作與事業成功抵定後，退休的生活一定可以與朋友們

共同享受人生，共渡最後階段，無憂無慮無負担，到

處旅遊的快樂生活。享樂並非壞女人的權利，而是好

女人在努力付出後的專利。前段人生艱苦的歷程，好

像被掏空般的無奈，其實也裝滿了愛與幸福。

『子曰：30而立，40而不惑，50而知天命，60而
耳順，70從心所欲不踰矩。』這句古人的智慧描述人

生的歷程淋漓盡致，就是要我們遵守每十年大運的邁

進及修身養性，父母、家庭、事業及朋友直到最後階

段的自我時期，每個階段都有10年大運讓我們努力成

長體會人生但無需戀棧, 因為過了就不再是主題了。

只要盡心盡力，終要轉到下一個階段，否則在同一時

期打轉，只有浪費自我的生命。因此尚在忙碌的朋

友，請你們不要再迷失自己了。希望這次沒有參加舊

金山重聚的同學，不要再錯過12月12日在台北舉辦的

30-40-50-60 北一女校友重聚會。

邢愛中在我回台之前，以簡訊傳達世界日報刊登

北一女四十重聚的消息以及合唱團的照片（照片右一

為作者）。同學們可上網瀏覽, 網址如下: http://www.
worldjournal.com/view/full_news/9673898/article-400（
北一女校友 -  畢業40年重聚灣區）

當你快樂時，他也會感到快樂，是你的朋友

當你難過時，他也會感到難過，

就是該放進心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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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陳寶瑜、蔣儀怜、許洛美、何蓬杏

前排左起：郭晉蓉、楊娟、林綠筠、王德慧

參加但未上照：方興、金幼竹

許洛美：非常感謝籌備會為我們提供這樣一個溫馨

熱鬧的重聚會。

蔣儀怜：這次四十年的重聚，讓我深深感受自己多

麼的幸福，因為我能成為出席的一份子。謝謝熱心同

學們的投入和籌劃，才能讓我們有這麼美好的重聚，

實在精彩極了。

陳寶瑜：才看過三十年重聚的照片，四十年重聚竟

然又到了。希望大家保重身體，繼續參加五十年、六

十年的重聚。“健康就是財富＂，有了健康，才能做

你想做的事。

王德慧：知足常樂，生日（有生之日）快樂。

方興：每個年紀都有不同的 Focus。高中時代忙著讀

書考試，畢業後為事業家庭忙碌。四十年後的我們為

自己而活，健康快樂是我們的 Focus。

何蓬杏：四十年前同窗共讀緣，今日在北加再次重

聚，願彼此珍惜這份情誼，有機會每年都能相遇。

林綠筠：嘰嘰喳喳，三天三夜都聊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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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班   的   互動
蔣儀怜：我就這樣糊里糊塗半推半就的當上了這次

40年重聚樂班的美國代表。總算把第一份作業按時交

上了。班級名單的收集和再確認，我真的要感謝許多

幕後的協助者，如邱美美和陳淑卿。

好久沒雕刻中文了，很多字都忘了怎麽寫。這次

的40年也逼得我要好好復習。看到同學們在 email 中
來來去去的溝通和回憶，也使我大大感動，不禁想起

下列的往事：

“倒栽的洋蔥＂- 這是王德慧形容我跳高落地的

形像。望著膝蓋的疤痕，我就想起那年擡便當摔了一

大跤，傷口始終不長肉，不愈合。若不是王德慧雪中

送炭，把她爸爸從國外帶回的神奇膏藥給我敷上，恐

怕那塊傷口早就看似“臺北盆地＂了。那有行動的愛

讓我回憶直到今日。

有一次區娜莉實在忍不住對我說：“有句話我要

對妳說，妳可不要生氣哦！＂我看了看她，心想會有

什麽大不了的事情，要如此戰戰兢兢的？“好吧！妳

說吧!＂“妳吃飯嘴巴要閉起來，才不會發出嘖嘖的

聲音!＂我沒生氣，可是臉部脹紅了，好尷尬啊！自

從那次之後，我的壞習慣都改了。不但自己改了壞習

慣，我的下一代也深深受益。我每次吃東西就想起區

娜莉。謝謝妳，區娜莉！我真的很感激妳，因為妳在

愛裡說誠實話。

蔣儀怜：各位：妳還沒心動嗎？請快快確定吧！My 
heart is pumping hard and waiting. 美國已經有8位同學報

名了吔！不要再猶豫了。趕快加入團隊吧！我的中文

寫得好苦，全部都是從複製和粘貼來的，不能多寫。

對不起。如果需要任何幫助，請讓我知道。

區娜莉：儀怜：我走不開耶！你就儘管寫英文吧！

不用用貼的寫中文。雖然很多年不用英文，但是應該

看都還可以。你就寫英文，咱們回中文，多好玩！

楊娟：大家好！我是楊娟。好……久……好久沒見

面了，突然看見一連串熟悉的名字，真是難以置信，

太興奮了！高中時代的點點滴滴又湧上心頭……

還記得嚴格的教官，把我們每個人剪成西瓜皮

頭;胡毅老師想把每個人訓諫成體育界的十項全能。

早上的升旗典禮，手中還拿著英文單字，喃喃自語； 

中午一面聽著音樂，一面吃著便當，一面還啃著書

本，應付下午的考試。在穿軍服的日子，陳雪梨常穿

著綠制服來：糊塗的黃秀寶連書包都掉了，好比軍人

丟了槍一樣寶。我們的導師，也是英文賴老師，總有

教出榜首的命。音樂老師不但考音樂史，還要考樂理

加上打拍子，我對豆芽菜，還是在高中時才搞清楚。

最糗的是我上縫紉課，每踏一下機器就絞線，老師都

拿我沒輒。

不過很懷念總統府後面的乾麵魚丸湯，新公園門

口的酸梅湯，重慶南路上的書店……和大家一起渡過

的三年值得回味的日子。希望都能在九月份相見，再

敘別後。祝安好！

金幼竹：汪若蘭，太久沒見面或聯絡了﹗我還記得

我們有次坐在公車上，在司機的右手邊，面對司機。

我突然發現，當我們坐下來的時候，我們兩個『一般

高』﹗因為，我可以和你『面對面』講話，但是，一

站起來，我就矮了一大截，原來，我差的就是你的長

腿﹗ 到九月，讓我們再作一下這個實驗，結果大概還

是一樣，不過，至少可以『返老還童』一下。哈哈﹗

包美美，你還好嗎？我一直不明白，你為什麼

會坐在我後面（或者，曾麗華在我後面，你坐在她旁

邊）？因為你和汪若蘭差不多高，怎麼和我們『袖珍

型』的人坐在前面？我沒有參加三十年的聚會，但是

有朋友帶回來的冊子上有你的照片；也希望能夠在這

次聚會看到妳﹗

很高興知道曾麗華、劉淑芬也會去。許多年以前

回台灣的時候，我大概只見過她們兩位。

邱美美：看吧！就是要有大家的集合力量，才能有

另一種記憶。每個人想其他人都有不同點，真好，我

們須抓住新加入的同學，來問問她們對高中時代記憶

有哪些？也請各位將所記得的事項也列出來，共同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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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李敏、程有儀、蔡安慈、楊麗玉

前排左起：韋雯靜、張永宜、鄢恕人、陳綠蒂

鄢恕人：龍為中國十二生肖中最權威、高貴及成功

的象徵，北一女1970畢業的每一位龍女也證實了龍的

傳人，優秀傳統。這次參加盛會的397位校友，都是

傑出的精英。

我祝福每一位校友吉祥如意，幸福快樂。希望我

們大家繼續將“北一女之光＂發揚在每一行一業，以

及遍佈到每一個角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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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潘鶯媛、葉惠蘭、倪靜貞、蕭秋雲、潘雅貞

前排左起：周珣、陳姝琪、丘大儷、梅文琴

倪靜貞：北一女40年舊金山重聚，Napa 酒鄉和美

西峽谷之旅帶給我一生最難忘的經驗和最美好的回

憶。我對所有籌備小組同學們和班代表們所表現的愛

心，熱心，耐心，細心和貼心特別感動和感謝。短短

的五分鐘談心敘舊坦然地道出大家不同的人生際遇，

突然使我覺得我們都成熟了，不但學會對過去人生的

感謝，而且更加樂觀堅強。大家都同意是我們該好好

款待自己的時候了，但也了解到付出才是真正的快

樂。 

看到了這麼一大群北一女才女，依然魄力加魅力

十足，口口聲聲北一女精神，不由得為她們叫好，更

高興自己也沾了光。真希望六十慶生能再敘舊話。大

家努力吧! 

丘大儷：籌備18個月，在同學千呼萬喚之下的北加

州40年重聚活動已經圓滿落幕。不僅見到了從外州來

參加的同班同學，還見到了多年不見的小學及大學同

學，可說是意外的收穫。週六的壓軸晚會，同學們的

表現太精彩了，也可想幕後策劃排演的辛苦。當同學

們一起合唱校歌及問鶯燕時，高中三年的點點滴滴又

浮現在腦海中，感慨萬分。

坦白的說，看到籌備小組安排“談心敘舊＂的單

元，心中有些納悶，我怎麼能在其他班同學面前談心

精彩甜蜜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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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舊呢? 但聽到同學毫不保留的將自己的遭遇及生活

心得和大家分享，不僅讓我感動也感同身受。為了應

付女兒在高中時叛逆的漫長三年，可說是心力交瘁，

好不容易盼到大學畢業，步入社會，母女關係雖有改

善，但是衝突還是時常發生。直到2008年初，我發現

得了早期乳癌，在治療期間，除了先生、兒子、朋友

及同學們精神上給我很大的幫助，但女兒對我的愛及

照顧出乎我意料之外，我可以很驕傲的說女兒終於長

大了。

30年南加的重聚我沒有參加，很高興40年重聚

在北加，有機會與多年不見的同學談天說地。遺憾的

是，台北的同學沒有參加，最遺憾的就是我們北加六

人行少了家麗。經過2008年一場大病，我現在每天都

快快樂樂的過日子，也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

潘雅貞：接到初中同學賴碧良電話，邀約參加四

十年重聚儀隊表演。 回想起十年前北加校友會成立

時，也曾參與儀隊訓練和演出，當時已覺體力不勝負

荷。時隔十年，體能更是不如當年，不敢冒然答應。

身為節目籌備負責人的碧良奮力鼓動，說北加同屆的

儀隊只找到六人，缺一不可！為了讓這代表一女中傳

統的儀隊表演能順利成形，於是義不容辭得咬牙答應

了，同時也一不做二不休（其實是糊里糊塗）的答應

另一個節目群星會的演出。

儀隊找來了溫桂珠學姊編排 routine，並由林芬

華召集，連續五個星期六在峨嵋武術館練習。其中我

有兩個星期因婆婆過世缺席，芬華很貼心得將表演

的 routine 放在 YouTube，可以反覆觀看，遠距離練

習，無縫接軌。各個 routine 練熟了，加上排字，整

個表演與音樂節拍數必須密合，這就不是那麼簡單

了！這時北一女精神就展現無遺了，精益求精，不斷

修正演練，終於完成不可能任務。演出當天完美的音

樂與步伐配合，使辛苦的練習得到圓滿的成果，真是

要謝謝全體隊員和指導學姊的努力配合。

另外一項群星會表演與儀隊表演相較，就隨性多

了。指導賴碧良演出經驗豐富，讓我們先到錄音室將

歌曲錄製成 CD，到時在台上只要對嘴就好了，以免

因為緊張而忘詞或啞口無言。她這項決定果然高招，

免除了我們背歌詞的壓力，演出時得以盡量展示我們

的絕代風華（當然戴上眼罩面具也有很大助力）。

參加了這些演出，使我對這次的重聚更有參與

感，也認識了更多同屆的校友，這是終身難忘的一次

經驗！

陳姝琪：When Joanne called and asked me to do the 
dancing for the reunion late June, I reluctantly agreed to 
go check things out with no promise. Then I was really 
moved by the dance organizers’ efforts/passion of putting 
the activity together (and of course by the good food 
too). I started to show up every Saturday for 10 weeks to 
have fun. Now the reunion is over, I must say I missed 
those practices a lot and I enjoyed dancing with those 
ladies. Most of all, I thank the classmates who made this 
wonderful reunion possible.

蕭秋雲：I guess I am  probably  the last one to turn 
in my thoughts of the re-union.  Well, it is surely very 
exciting to see all the old pals, - made me feel young 
again, but not young enough to be able to  have a baby… 
ha ha ha!   The most funny thing happened to me during 
the re-union was  that an old classmate of 書班 (my fi rst-
year class) dragged me to a quiet corner,  very secretly 
pointed to my fat belly and whispered to my ear “Are you 
pregnant again ?”  I could not help bursting out laughing... 
she defi nitely was too happy to realize the stage of our 
ages.

潘鶯媛：When we were young, 40 years old sounded 
so far away and would never come. The 40th reunion 
- 40 years after the high school, sounded even farther 
than anything else. Who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when we were high school girls?

But we were all there, 385 of us, screaming, laughing, 
crying, remembering, and sharing; as if time never passed 
by and we were still young. We enjoyed a memorable 
weekend that was well-prepared, highly anticipated, and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Nothing is more valuable than the 
sincerity shared by friends, and nothing is warmer than 
those bear-hugs.

Yet, in the corner of our minds, we mourn our lost 
friends and wish they could all be there.  For this,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committee who made this eventful reunion 
such a big success.  I believe we all feel so fulfi lled and 
blessed, and look forward for the nex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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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灣區回來已有相當時日了，重聚會的情景卻時

時浮現我心。這美妙周末的一切遠超過我的想像，竟

然在四十年後，讓我對做為綠衣人的真義，有了更多

的體認。短暫兩天內的活動，就像璀璨的煙火秀，一

輪接著一輪，讓人驚喜讚嘆。豐富的收穫，在會後的

日子裡，細細咀嚼起來，真是回味無窮。

從光復樓背景前報到處同學們親切的接待開始，

到 Bayshore Room 壁上當年大隊接力的落地懷舊

照，以及各班級精心製作的海報，完備的網站文宣聯

絡資料，更有多彩多姿，感性理性餘興面面俱到的精

彩節目，處處看出主辦團隊挖空心思，年餘來竭盡全

力巨細靡遺的努力，及各地同學會踴躍地配合。這一

切用心的準備工作，都讓從四面八方趕來的同學感覺

到友情的溫暖，很快就完全溶入現場的歡欣氣氛中。

整個重聚會就像一齣大師級的交響樂傑作，每一個樂

章以不同的風貌，引領大家細細共訪記憶中不同的角

落與情境，有黯然神傷，也有輕鬆爆笑，當年的同窗

們何其有幸，又能濟濟一堂，帶著似夢似真的感覺，

在神奇的時光隧道中，興奮地招呼著熟悉又新鮮的彼

此。

在這許多精心安排的活動中，周六上午的談心

敘舊可說是一曲特別珍貴的心靈合奏曲。我們班和姐

妹班分在一組，主持人率先真摯地分享自己經歷過的

考驗，讓大家的促膝談心自由自在地展開。同學們從

不同的角度隨興分享，回憶中有歡笑與淚水，創痛與

平復，挫折與毅力。大家回想起我們母校，就像是用

心良苦的母親，在那個年代，提供當時當地盡其所能

的環境給這麼多的莘莘學子。高中生活雖然不免參雜

晦暗記憶，但那三年確實為我們打好學習基礎，在往

後的日子裡能站穩腳步，各展所長。在這難得的同窗

敘舊時間，同學們發揮女性特有的關愛、自省與同理

心，在豐富分享中發覺大家比起當年更有心有靈犀一

點通的共鳴，也讓彼此在回顧中更清楚地思考今後前

行的方向。

四十三年前的我只知慶幸自己也擠進北一女名

校的大門，經過了這美妙的周末，更加感到高中歲月

無形中將我們以友情綿延地連接在一起，竟能在多年

之後繼續體驗到姐妹般的互相扶持關懷，這是何等的

福份！看著彼此從少不更事的少女，到一肩雙挑的成

年，從講求事務性的成效與速度，到如今開始放慢腳

步探索心靈的平安、成熟與睿智，讓得與失都不再成

為我們的包袱，而更加珍惜互相愛心的連繫，這同學

間長久的緣份與情誼是多麼值得珍惜!

在重聚會尾聲揮別的時刻，大家彼此互勉的多

半是在對父母、配偶、手足、子孫、事業的多重牽掛

中，別忘了撥出一些時間，照顧自己身、心、靈的滋

養與更新。但願這次重聚中光與熱交會的那一刻，常

溫暖我們的心，直到下一次再相會。

御班 周珣 

美妙盛宴

作者：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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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黃貽潔、鄭金蓮、孫亞葳、傅知慧、楊淑貞

我們這一組談心敘舊由五個班級合成。20 位同學

分享個人的經歷，有笑聲，有淚痕。短短的時段裡，

聆聽到我們求學，成家，立業的過程，談心敘舊，話

語間，彷彿又回到當年綠園同窗的日子。

有同學腦溢血發作，走了一趟鬼門關，也更珍惜

現有的生命。有同學當年離家到一女中就讀，沒有中

午的便當吃，為避人耳目，到學校操場，肚子餓得暈

倒，江校長求醫救助，以後江校長姐妹就對她多所照

顧，讓她感恩至今。還有位同學在德州拿到學位後到

Exxon 做事，Exxon 員工有種族歧視的法律訴訟，她

被提升到高位，目的也是希望她到法庭作證時，能站

在公司立場。但她決定不能違背良心，到法庭作證前

就提出辭呈，作證時說出真相，得以伸張正義。她雖

然失去工作，毫不後悔。由於她的專業知識，她後來

被顧問公司聘請，有很好的工作。

有同學當年最痛苦的是胡毅老師的體育課。最驕

傲的是作文比賽得第一名。有人覺得在一女中時是最

輕鬆快樂的日子。

大家講到兒女，好像多半仍然是單身貴族，就要

別人去看班級壁報，有俊男美女的相片，希望能結兒

女親家。

好些同學現在是因因美代子，享受在家的生活。

40年前有緣同窗三年，40年後又有緣共聚一堂，

敘舊談心，是多麼大的福份。願大家健康快樂，企盼

下一次的重聚。也在此謝謝何士行的詳盡記錄。

真班 何士行記錄

射御書數真 談心敘舊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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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毛鈴如、談慕儀、許菽荊

前排左起：張琛、陳乃慈

周德行：天天開心 福運滿溢                         

許菽荊：一再感謝所有籌備同學全力投入。同學們

久別相認，驚叫與笑聲不斷。

“時光隧道＂拉出昔日回憶，“談心敘舊＂分享

在校時與四十年來之歡樂，成就與酸甜苦辣。大家相

約現在就給自己一個“健康美麗的人生＂。

縱觀本次重聚會十分圓滿，期盼下次見!!! 

陳乃慈：我是在 1967 年入學到北一女。對於一個

新的學生來講，高中是非常困難的！我每天每個時

刻不斷的讀書，包括週末。我當今還有夢見教官檢查

我的頭髮，裙子，和那些冬天(又冷又下雨)的射擊練

習！我最喜歡的是啦啦隊集會，並在週末到西門町吃

午餐。我生命中的轉捩點是在 1974年移民來美

國。在1977年研究所畢業獲得碩士學位。在 North 
Carolina 遇到我的丈夫 Jim。1980年在 South Carolina
結婚。定居在 South Carolina 有30多年。

在我們婚後的30多年中我們經歷過很多的波折。

六年前我幾乎死于一個遺傳性動脈瘤 (aneurysm)。四

年前在我的丈夫後備軍退休之前，他被送到 Iraq 打
仗。當時是戰爭最危險的時段。多謝上帝的保護，我

的丈夫一年後安全的凱旋！在生命中最難關的時刻，

我們也曾撫養出兩個寶貝的兒子。大兒子是 26 歲，

已婚，是專業的工程師。小兒子是22歲，在研究所

念書。在圖書館工作31年之後我今年二月退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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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終能享受到做我一直想做的事，譬如運動，跳

舞，"facebooking”。

在孩子撫養成人後，我們經常去旅行。今夏剛剛

去過法國和英國。我們當今正計畫去夏威夷慶祝我們

30年的結婚紀念日。不經一事不長一智。多年來我已

學了一件經驗……珍惜每一天與你所愛的人……，我

們不能控制我們的命運。 

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作者：左二

More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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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莊姿琛、何士行、賴瑛瑛、徐恩霖

莊姿琛：很高興何士行、徐恩霖、賴瑛瑛從 New 

Jersey, Florida，和臺灣遠路來參加，是人生難得一次

的重聚！祝大家平安、愉快！以後有機會再多多見

面。

賴瑛瑛：畢業四十年後，能有機會再聚首，除了“

緣份＂兩字又該如何另作解釋？

徐恩霖：這次重聚最難忘的除了火辣辣的歌舞和笑

痛肚子的表演外，就是深刻的體會到少女時代的純真

友誼。這友誼可貴在它的持久性和不因時空的差距而

變質。四十年不見的同學，生疏感可以在十分鐘内消

失的無影無蹤。我由衷地感謝這次聚會讓我找回失去

的友誼。

何士行：三十年，四十年都是一段段很長的時間， 

但是一次一次的重聚印證了同窗的友誼珍貴無比。希

望大家好好保重身體，明年大家一起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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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沈曼麗、巢正當、齊崇光、王艾利、朱灣灣

前排左起：陳雪珠、程瓏瓏、歐淑媛、劉婷婷

巢正當：真是太精彩了！讓我今生難忘！盼大家多

保重，有緣將來再相聚。

劉婷婷：從來沒想到會在畢業40年後再見到這麼多

熟悉的笑臉，大家擠在一個房間裡簡介分手後的歲

月，相似的人生旅程使我們更加珍惜這難得的相聚。

晚上精彩的時光隧道，熟悉的人物、旋律、和街景讓

人真想鑽回那天天考試的日子。晚會上看到儀隊出場

時拍紅了雙手，唱校歌時更忍不住紅了眼眶，非常謝

謝主辦同學的熱忱邀請與辛勞的付出，你們一年多的

忙與累，給了我們永遠難忘懷的「重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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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什麽力量把五顔六色的風箏，從空中在同一時

間都牽引到北加州的舊金山歇了下來 - 北一女1970屆

校友四十年重聚大會。對我們夜補校的同學來說，簡

直是天方夜譚，絕大部份的同學都是第一次被邀請參

加重聚的。很多同學也是四十年後才第一次見到面，

那種興奮和喜悅都在擁抱的歡樂聲和淚水中一起迸了

出來。

我們對日間部重聚籌備小組有說不出的感謝，若

不是她們大力的鼓吹和尋找，我們會仍然在空中飄蕩

著。有同學就住在鄰市而不知，那種相見恨晚的情懷

盡在不言中。

整個大會從節目安排到座位安置，我們都深深

的感受到籌備小組的用心良苦。為了讓我們感覺是大

家庭的一份子，我們和大家都穿插在一起，讓我特別

感動的是：我們班上有位同學很晚才報名，其實大堂

晚宴的座位早已額滿，卻美其名的說她是最後一位名

額，但我深深相信是有人讓出了座位，好讓我們九位

同學一起入坐，這是何等偉大的精神，莫大的愛心，

這麽細膩的安排，使得我們每個人都心存感恩。

在這短短的一個周末，我們的心態都回到十八

歲。時光隧道中的照片、音樂、電視節目都勾起了美

好的回憶。談心敍舊的時段將我們從十八歲一下拉到

了五十八歲，在這短短每人五分鐘的分享，涵蓋了四

十年的生活和體驗，在這中間我們沒有比較，沒有批

評，只有讚嘆和鼓舞。我們的心和情都緊緊地連在一

起。更驚訝的是四十年之後才知道，當高二那年夜間

部承擔了代表學校的啦啦隊是有一位幕後英雄的，是

因為她拍胸扛下這空前絕後的壯舉，我們很感激她。

晚宴和精彩晚會將這重聚帶進了高潮，許多同學

為了表演不辭勞苦的勤練，我們除了佩服和感激外，

更是高興極了，當儀隊和樂隊出現時，我們都站了起

來，有位同學說“讓我們再羡慕一次吧！＂是的，這

是多麽美好的感覺！

經過了這次極其完美的周末，我們每個人的風箏

都經過了修補，重新上色，加固了支架，當我們的風

箏再次飛上天的顔色是：北一女的綠色！

是因為籌備小組的愛心和奉獻，我們夜間部的同

學們被妳們伸出招聚的雙手，深深地被擁抱在母校的

懷中，我們是不分彼此的姐妹了。母校 - 我們回到家

了。

除了感謝還是感恩。願上帝祝福每一位為這次大

會擺上生命的姐妹們，讓我們好好珍惜這緣分。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我大學和高中的同學關先

鐘，若不是她，我還在空中尋找飄蕩，若不是班代齊

崇光的辛勞，我們不會有美麗的班級海報。謝謝每位

參加大會的同學們，因為妳們的出現，我的生命加添

了更多的色彩，讓我們都伸出關懷的雙手來祝福我們

周邊的人吧！

學班 朱灣灣

母校 - 我們回家了！

作者：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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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 沈曼麗

四十年是個漫長的歲月。四十年可以使一個青春

少女變成一個老婦，四十年可使人滿頭黑髮變白，四

十年的分別，是如此的闊別。當我得知一女中一九七

零的畢業班將舉辦一個盛大的四十年重聚，心中除了

感慨歲月的流逝外，更有著無盡的激蕩與興奮。

拜現今網路的發達之賜，大多數的同窗都聯絡上

了。欣喜四十年的闊別，馬上就要有相見的一日了。

當看到送來的一女中網站上有每個班級的畢業照，迫

不急待打開網頁，看到舊日同學的照片，心中充滿了

溫馨，腦海裏更是浮現出許多當年的影像，試圖去捕

捉那些遙遠的記憶。趕緊報了名，深怕晚了名額滿

了。想想才是五月初而已，距離重聚的日子尚有四個

多月，真是恨不得時間能馬上跳到九月。人雖在美東

南，心卻已飛至舊金山了。

雖然離重聚時間還遠，但卻與許多舊日同窗有了

網上與電話的聯繫，生活突然間熱絡了起來。臺北方

面，往日的班代表更在她的南海民宿開始了各類的趴

（睡衣趴、世足趴……等等），讓我們在美國的同窗

羡慕不已，恨不能馬上飛回臺灣共襄盛舉。這些都是

拜此次四十年重聚活動之賜，讓大家又聚在一起了。

盼望的日子終於來的，最興奮的時刻是當一踏入

齊崇光的房間時，一屋子已有其他七位同學，大家相

擁歡叫，讓我頓時回到四十多年前的感覺，好似自己

又成了十六、七歲的少女，哪是已近六十的婦人了！

滿屋的熱鬧與歡笑自不在話下，大家很簡單的

介紹了自己的家庭及四十年來的經歷，我稍微觀察了

一下，四十年的日子似乎不曾在每個人的臉上與舉止

上劃下太多的刻痕，各個仍是那麽充滿活力，不減當

年，也讓我佩服現在的養身之術。

到達當晚的時光隧道節目，主持人費盡心機的

找來了四十年前社會上流行的經典歌曲及電影與衆人

分享，令人感懷，好似真的坐上了時光隧道的列車，

回到了以往的日子，撿回了許多已被忘卻了的舊日情

懷。當晚就抱著如此的情懷與兩位舊日同窗共享了一

個多話少眠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朱灣灣就盡地主之誼，帶我們參觀

了著名的金門大橋及灣區的景緻。一路上大家有說有

笑，話題也始終圍繞在高中時代的同學、師長及各種

能記住的生活點滴。每個人都在忙著開啓記憶之盒，

我們擁有了太多共同的回憶，幾天幾夜，都無法傾訴

得盡。然而相聚時光畢竟短暫，當明日的重聚結束

後，我們又要各回崗位，繼續人生的旅程，想到此心

中無限的感慨，也就更珍惜眼前的一刻。

灣區的景緻的確優美，也承蒙老天爺給了我們一

個異常溫暖的豔陽天。在藍天白雲的襯托下，點點白

帆幽雅地在江上移動，勝似一幅美麗的畫。在造訪了

灣灣美麗溫馨的小屋後，我們又回到了旅館，期待著

晚上的盛宴。

晚宴上的表演節目是超乎意外的精彩，當一女中

的樂隊、儀隊穿著神氣的制服，演奏著雄壯的軍樂出

場時，整個氣氛都被帶動了起來，此時只覺一女中真

是偉大，也為身為一女中的一份子感到驕傲。接著熱

門的舞蹈比當下的年輕人跳得更有韻味，模擬在校的

人物與話劇，更贏得滿堂彩，選美比賽也別出心裁，

還有太多精湛的表演，讓人目不暇接，一女中的學生

到底是不同凡響，個個才華洋溢，心中除了佩服，還

是佩服。

再好的時光，終有結束的一刻，當銀幕上打出“

跨越時空

作者：前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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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 齊崇光

久違了，老友老友

三月底偶然從網上看到四十重聚的消息，又看到

睽違四十年的朱灣灣已報了名，我絕對不能錯過這個

機會。

勉強接下本班在美聯絡人的工作，寫了幾封宣

傳重聚的電郵給有聯絡的同學，同學的回音就陸續到

達。十二位在美的同學有八位報了名，台北的同學就

近先聚了幾次。雖然她們不能來參加舊金山的重聚，

但是同學之間有互動，不就是重聚的最終目標嗎！

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到來，報到處附近熙來攘往，

不時的傳出驚訝的呼聲。大家相見分外親切，多麼希

望時間就停駐在那裏。我們學班和慎班共同分享“談

心敘舊＂，大家又多交了一些新朋友。灣灣且帶我們

去灣區觀光拍照，盡了最好的地主之誼。晚宴當中儀

樂隊的出現，掀起一陣陣的高潮。唱校歌的時候，相

信每個人的眼睛都是濕的。四十年之後，我仍然以身

為北一女的一份子為榮。

除了本班的同學，我還碰見了好些久未見面的小

學，初中，大學同窗，甚至一起上班的同事，大家真

是興奮極了。為了聯絡同學，我竟學會了用電腦打中

文，這可是始料未及的好事。審班的周庸熙在聽到我

的名字時來找我，我們竟然隔壁班了三年互不知，兩

人其實是小同鄉兼三代的世交。

非常感謝北加州許多同學盡心盡力的籌辦策劃，

並且破記錄的首次邀請夜補校同學參加，四百多人共

聚一堂，為我們人生的後半段添上美好的一頁回憶。

在此我還要特別謝謝毛仁漪，是她引領我走了這美妙

的一程，替我解答了各種疑難雜症，仍然非常有耐心

地幫助我。我誠心期待重聚特刊的面世，也希望同學

們注意自己的健康，讓我們共同迎接五年後，十年後

的重聚。

唯我女校，寶島名高，莘莘學子，志氣淩霄……＂的

字幕，耳邊響起熟悉的校歌時，所有的人都不約而同

的站了起來，配合著音樂，齊聲高唱我們共同的校

歌。我很驚訝自己以往唱不上去的音調，此時竟是毫

不費力地唱了出來。想是由於出自衷心肺腑之故吧！

四十年未唱的校歌，此際與這麽多同窗共唱，更觸動

人的心弦，我不禁淚滿盈眶。

此次短短的重聚，除了見到我的高中同學，更遇

到了要好的小學同學與多年未見的小姑。它給了我說

不出的歡樂與感傷。

重聚時光自是歡喜，更嘆時光飛逝，青春不再。

人生能有幾個四十年，再相見又不知何時何月，唯有

這美好的回憶，將深印腦海，難以忘懷。

作者：後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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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周庸熙、林雅芬、王飛龍、張  鴻、吳佩之

前排左起：張筱華、游小雯、何鈺璨、張筱蘋、趙韻梅

何鈺璨：這次在舊金山，審班十美人及興大法律系

四千金的相聚，分分秒秒都是生命中最美好、最珍貴

的時刻；我喜歡非常 Nice 的李維娜、朱灣灣、闞幼華

和毛仁漪，還有明班問班可愛的同學們；綠園星夜的

晚會上，主持完選美遊戲下台後，兒時玩伴溫班劉金

蘭前來相認，是意外的驚喜。玩得超 high、超開心之

餘，更加感佩籌備小組的同學們無私的奉獻。此次40
重聚之行，充實圓滿，歡樂無限，處處洋溢著同學之

愛，以及讓我心悸的感動，令人回味無窮。

王飛龍：我做徐媽太久了，好久沒有這麼 high  
過，太高興了！相信大家都和我感覺一樣，太棒了！

我想我們只要排的出時間就應再聚一聚，不要等45年
的重聚。

林雅芬：That was really a precious and wonderful 
reunion.  2-day is short but is full of joy and unforgettable 
memories. We all forgot that we are “老嫗＂ now. 哈
哈……，有沒有引起公憤？不是嗎？歲月並未帶

來太多改變，大家活潑依舊，開朗依舊。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e all enjoy getting together. 好幸福喔! 
To me, "friendship" is a precious gift and treasure. Hope to 
see you soon.

張筱蘋：It was such a memorable time together even it 
was only a 2-day event. Thank you all who came from a 
long way to join us here. Never have I felt so excited and 
happy for any weekends like the last. Neither did I feel tired 
driving around with little rest.  
Appreciated all of you for coming and spending the time 
together. Hope there is more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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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班 何鈺璨

過了大半輩子，體認到同學間的情誼歷久彌新，

最是真純寶貴。去年9月接獲校友會通知，將於2010年
9月24日在舊金山舉辦59級校友40重聚會，懷抱著今天

不做明天就會後悔的心情，趕緊和高三審班同學，以

及從北一女畢業的大學同學們聯繫，要不要把握這個

難得的機會，大家聚聚？洛杉磯的同學們討論後決定

參加，幾位大學同學看來也有意願，對我來說就這麼

定案了。

過程中有同學建議，到舊金山的日期行程不變，

但不一定要參加校友會，乾脆我們自己安排遊覽行

程，這可跟我原先的規畫衝突，我還想要一併會會大

學的死黨們，於是我又鼓起三寸不爛之舌，允諾在晚

會中提供一個團體遊戲，保證好玩，以爭取大家支持

參加校友會的活動。也因此與40重聚籌備小組的同學

聯繫，在晚會的節目中，硬是擠出了10分鐘，把高三

審班提供的“女人40一枝花＂選美競賽活動排進節目

表。

9月24日先參加舊金山一日遊，所有同行的同學

都非常親切和善，完全沒有陌生的距離感，一路從市

政廳、金山公園、金門大橋、九曲花街遊覽到漁人碼

頭搭乘渡輪，一整天的觀光活動在說說笑笑的愉悅氛

圍中，圓滿結束。

回到 Westin Hotel，旅館裡鬧哄哄的，處處都是

參加校友會的同學。向櫃台接待員查詢飛龍，筱華，

綠蒂等人訂的房間，撥了房間的電話，統統沒人接，

說得也是，這種時光，誰會在房間裡等著啊?! 也不知

從何找起？只好乖乖坐在大廳的沙發上，聽天由命。

才剛坐穩就聽到阿飛、筱華一干人等熟悉的聲音

飄過來，我和張鴻立刻從椅子上彈跳而起，邊喊著他

們的名字，邊迎上前去。大夥兒搶著相互擁抱，老同

學就是老同學，過了幾十年感情也不會改變。這一大

票人決定去名店吃大餐，可姐姐我還約了大學同學，

只好分道揚鑣，我得繼續在大廳等著蓬杏、淑貞、綠

蒂來找我，哈哈！還沒落坐呢？就瞧見蓬杏，當然又

是一番驚天動地的相見歡。坐下之後，蓬杏用手機跟

綠蒂聯繫的時候，第六感讓我猛一抬頭，淑貞正俏生

生地站在前面的走道上，睜著大眼睛四處望，真是得

來全不費工夫，濃濃的幸福感當下湧了上來，一切如

意，感恩啊！

在 Westin Hotel 一樓的餐廳，點了 Pizza、湯和

飲料，聊將起來，咱們可是大學畢業後第二次見面，

上一回蓬杏、淑貞於同一時間返台，興大法律系同學

在松江路金玉滿堂湘菜館聚餐，是十多年前的事情

了。

聊得高興，完全忘了時間，蓬杏突然提醒大家

「時光隧道」已經開始了，匆忙結束聚會，趕往會場

參加活動，從人群中擠到三審同學站的地方會合。隨

著各班活動影片的放映，北一女「競爭不休，比個沒

停。」的傳統也正式登場，拼人場、拼聲音。我們夜

校生雖然沒那麼愛比，不過，輸人不輸陣，當三審的

畫面出現時，同學們不約而同地大聲歡呼起來，那聲

勢陣仗可露臉啦！歡呼完畢，旁邊別班的同學好奇的

問我們班上此次參加的人數，搞清楚只有9位時，驚奇

的說9個人竟然也能有這麼大的聲音，其實當時在場的

只有6個人，可以說咱們每一個人都是以一當十的。

25日活動當天，雅芬、張鴻和我早早地抵

達 Westin Hotel 享用早餐，沒多久，阿飛、筱華和庸

4040 重聚 樂樂 翻天

作者：前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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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也下來集合，用餐時，掛著老花眼鏡的毛仁漪，帶

著滿手的信封套一桌一桌的找尋各班聯絡人發送攝影

券，過去半年來我跟毛同學有許多 e-mail 的往返，

真是聞名不如見面，見面勝過聞名，雖然只是短短的

打個照面，我卻充份感受他的溫暖、仁厚、好修養及

好性情。

在隨後談心敘舊的活動開始前，遇到明班的李維

娜，他特別把事先替我邀請擔任「女人40一枝花」選

美評審的朱灣灣介紹給我，圓圓潤潤富富泰泰的灣灣

又是一個一見就讓我喜歡的人，真開心有這麼些美好

的交會。

談心敘舊的活動中，審班和明班、問班編在一

組，阿飛被指派擔任我們這一組的主持人。首先由三

審同學一一自我介紹，接著開始回味高中時的趣事，

當年我上課偷看武俠小說被抓包的糗事首當其衝，被

翻出來當開場。三審同學敘舊完畢，由問班同學聊聊

他們的故事，好幾個人搶著說話，互相吐槽，很是熱

鬧，從這些互動中顯現出彼此間濃郁的感情。最後由

明班同學輪流講話，有一位同學提到高中時代沒有甚

麼快樂的事情，聽來有些淒慘。還有人敍述當年翻牆

逃課及抽菸喝酒的故事，甚至有上課打橋牌、打麻

將，讓我瞠目結舌，比起他們，我們高三審還真是乖

乖牌，純潔簡單得可以。

阿飛提到每一組要派代表到大會做兩分鐘的心

得報告，我們商量決定，敦請問班的廣播名嘴謝英蘭

同學，代表本組上台做兩分鐘的心得報告。在大家此

後接續的發言中，我看到英蘭已經在撰寫他的報告重

點，參與者的認真和慎重，應該也是這次重聚活動如

此成功的因素之一吧！到了做分組心得報告的時間，

台上每一位同學發表的言論，都非常精彩，謝英蘭的

表現超優，我們這一桌大家都用力的鼓掌。有位同學

說，現在的我們就是要玩、樂，為自己而活，真是深

得我心。

午餐後依照原來的約定，到阿飛房間來個睡衣

Party，好好聊聊，順便養生休息，培養體力好參加晚

上的盛宴。8個人在房間裡，坐的坐，躺的躺，一邊

吃零嘴，一邊閒聊，歡笑聲中大家相互許諾，彼此做

不老的妖精伴。

庸熙提到韻梅這次慎重其事地帶了3套晚禮服來

參加晚宴，眼下還沒決定要穿哪一件，來製造艷驚全

場的效果。大夥兒這才發現還沒看到韻梅的影子，立

刻把他召來做服裝表演，在韻梅妖嬌美麗的展演身影

中，8個人無異議通過讓性感的韻梅穿上他漂亮的晚

禮服，代表三審參加晚上「女人40一枝花」的選美競

賽，韻梅一再推辭，最後拗不過在場眾家美女的要

求，勉強同意出賽。

嬉笑中很快到了要用晚餐的時刻，眾家美女們開

始化妝打扮，隆重登場。只見宴會廳裡盛裝而至的同

學們，雖然都上了年紀，依舊爭奇鬥艷，好不熱鬧。

餐宴開始，也同時介紹重聚籌備小組的工作同

仁，總召集人余希達看來很有些權威，活脫脫的是個

「領導」。還真要感謝這麼多的同學不計辛勞，無怨

無悔的付出，沒有他們，就沒有這一場盛會，也就沒

有此刻的歡樂。大會準備了許多紀念品，送給支持本

次活動的同學，沒想到還設了一個最早提供班級相片

的獎項，區區在下小何我竟然被唱名，領了個美麗的

別針回來。

綠園星夜晚會揭幕，樂、儀隊的表演一開始就

帶起高潮，台下的同學不停地喊著台上樂隊隊長的

名字，意圖逗樂搞笑，隊長以不苟言笑的嚴肅表情回

審、問、慎、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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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趣極了。短劇的演出中，扮演江學珠校長的同

學，穿著鬆垮的旗袍，佝僂著身子，像不像三分樣，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從這些表演中，可以感受到同學

們對江校長的愛戴和懷念。合唱和舞蹈的表演，都是

參與者花費長時間練習的成果，盛情可感。李維娜帶

動的團體遊戲，特別為每一桌備置了他親手縫製的造

型針線包，這是怎麼樣的一份情意呀!令人動容。

輪到我的節目「女人40一枝花」上場了，協助

我的評審和助理在1秒鐘內就定位，默契十足，完全

不需要排練。先宣布競賽規則，由各班選定代表在3
分鐘內妝扮起來參加選美，同一時間，灣灣、幼華、

綠蒂三位評審在台上接受訪談，說出他們各自的評選

標準，這些標準我事先也不知道，總之，就是評審最

大，他們選誰就是誰了。只記得綠蒂說他的重點在於

肚子，我們這個年紀要維持平坦的小腹最困難。我心

想，這下子韻梅有機會啦!他的身材保持得真好，不是

蓋的。

我還擔心場子熱不起來，沒想到大家都非常捧

場，全力投入，有20幾個班級選派代表參賽。各班美

女代表在台上施出渾身解數，擺出自認最美的姿勢，

全場笑聲不斷，好多人擠到台前拍照，看來大家都很

開心，節目該算是成功的吧! 

決選結果，韻梅果然榮登后座，由三位評審分別

授以披風(桌巾)、后冠(亮晶晶的髮箍)以及權杖(長柄

沐浴刷)，帶起另一個高潮，礙於時間，一枝花皇后左

右各走幾步算是繞場一週，就鞠躬下台。韻梅後來跟

我說，他勝選時還想如果要他發表感言，他會說：「

女兒，你媽活到58歲，終於當上選美皇后，人生永遠

是有希望的。」真可惜，時間不夠，沒有安排優勝者

發表感言，下次有機會玩，一定要加上這一段。

走回坐位的途中，有位同學迎面而來，問我記不

記得他？我立刻喊出他的名字「劉金蘭」，這個小時

候的玩伴，幾十年後竟然在異國重逢，又是一個意外

的驚喜。

晚會結束，三審同學有人提議回房休息，我還

沒玩夠呢！難得有這麼歡樂的時光，當然要給它堅持

到最後一秒鐘，也不管別人怎麼決定，姐姐我逕自跑

去參加「歡樂今宵」舞會。在舞池中搖啊晃啊的，又

消磨了個把小時，熟悉的老歌老旋律，迪斯可、扭扭

舞、恰恰、華爾滋，還有阿哥哥，擺動著身軀跟著唱

和，好像又回到當年大學時參加舞會的時光，所有的

景象不就像是昨天一樣?怎麼一晃眼就是幾十年了?!

第二天用畢早餐，一行11人前往 Sausalito 遊
逛，安步當車，啜飲閒情，同一批人下一回再結伴共

遊，又不知是何年何月啦!

下午4時許回到雅芬家，貼心的雅芬偷偷地替小

雯安排了一場生日宴，趁著居住在各地的同學們齊聚

一堂的機會，為小雯慶生，這還真是可遇不可求的事

情，也難怪小雯的臉龐滿溢著幸福和歡笑，此情此

景，畢生難忘。

在同學們溫暖的懷抱中依依不捨地告別，帶著

大夥兒的真情，跟淑貞、蓬杏兩對夫妻續攤，繼續汲

取吸納他們給我的關愛，享用了這段旅程最豐美的晚

餐，4個人陪我在機場等候班機，直到最後一刻鐘。

這一次北一女40重聚，歡樂無限，同學之愛更豐

美滋潤了我的心田，一切的一切，如此美好，意義非

凡。相信每一位參加40重聚活動的同學，都跟我一樣

有相同的感受，我想告訴這次與會的全體同學，不管

我認識的，我不認識的，就在那個時空，我們彼此的

心靈曾經做過的交流，足以讓我在未來的歲月裡回味

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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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高麗卿、謝麗麗、方之儀、謝英蘭、李玉蘭

前排左起：關先鐘、闞幼華、湯淑湞、金俊家

謝麗麗：在過去的十年裡，我曾聽關先鐘，謝英

蘭，李玉蘭，方之儀，高麗卿告訴我她們去參加30年
重聚，非常喜歡……那是我錯過的。這十年來終於盼

到40年重聚，沒想到也同時見到40年沒見面的金俊

家，闞幼華，湯淑湞，彼此相認毫無陌生感，希望我

們共同努力聯繫找到更多的同學。

關先鐘：有幸成為北一女的一員。2000年我參加了

三十重聚，至今都記得我踏入會場時，看到許久未見

面的老同學。大家相認的霎那間，那種興奮，激動，

歡喜之情，難以忘懷。

2010的四十重聚，班上又有幾位新歸隊未見面

的同學，大家又再次回到高中時的歡樂時光，所有的

點點滴滴溫暖在心頭。大家在房間裡，你一言，我一

語，七嘴八舌，共同回憶當年的種種……大夥笑翻了

天……又說了各自的近況……五味雜陳……豐富了我

們的人生閱歷。此景又成追憶。

在此感謝主辦單位及所有參與節目的表演者，你

們的辛勞我們感受到了。祝褔你們。下此的聚會我們

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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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鄭衣音、柳家玲、何幼玫、沈栖

鄭衣音：參加離校40年重聚，是我給自己最棒的生

日禮物。綠衣年華的自信聰慧，活潑能幹，由每一位

主辦同學發揮的淋漓盡致。我們感受到她們的魄力，

同時亦捕捉了自己當年的神采！校歌：「齊家治國，

一肩雙挑，修養健全人格。」讚！就是我們！

謝謝

沈栖：Looking forward having next reunion and so on, 
until we are so very old. Bless us all be happy, be healthy!

柳家玲：在舊金山機場興奮地會合了歐陽湄，我初

中同學也是這次同學會的室友，在等車赴旅館途中，

明顯的認得出哪些是參加北一女四十年同學會的校

友。北一女的人即使經過四十年，還是有一番特別的

氣質。齊家治國一肩挑！

這次參加的同學，有的是十年前在三十年同學

會上見過的。但有更多的是四十年來頭一次見到面。

我尋到小學同學，更多的初中同學，因為我們初中同

班每次都安排在北一女同學會時順便安排一個小型聚

會。

當然這是北一女高中同學會，雖然慎班只有五人

出席，但夜補校共有八班，三年中文理組重編班，再

加上一起窩在光復樓，彼此多半相熟，就像個大家庭

一樣。衣音依然豪爽如昔，沈栖嬌柔賢惠，立明言語

行動比四十年前更年輕，幼玫舉止溫文，維娜雖外表

改變些，但仍是唧唧喳喳的當年熱心女孩！

晚宴節目非常精彩！五十八歲的樂隊儀隊表演把

我們推回當年的十七八歲小姑娘！選出來四十之花的

韻梅是我初中同班，無負我們辣妹幾十年來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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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以相信的是在同桌共餐上遇到一位姑爺是我失聯

三十餘年的大學同班同學！這位帥哥姑爺，專程從台

陪伴夫人及子女來美參加北一女同學會，雖未坐在同

一桌，但巧在進大廳探望夫人時，聽到我在台上被叫

出名字，告訴夫人應是大學同學。我大學同學三十年

來遍尋他不著，以為他定居新加坡，誰知踏破鐡鞋無

處覓，居然相會在北一女同學會！

三天時間瞬眼即逝，有說不盡的話，只有留待電

話及伊媚兒聯絡，或下次同學會再見！

明、辨班

巧遇帥哥同學

蔡立明驚鴻一瞥

More Banquet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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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周萍、湯淑湞、何淼涓、江曉華

前排左起：李維娜、吳佩之

吳佩之： The 40th Reunion of Beinu First Girls High 
School gave me a wonderful experience. I not only 
reconnected with many classmates whom I hadn’t seen 
for such a long time; I had a marvelous time which would 
open a new page in my memory lane.

 I couldn’t forget the excitement when I saw an 
old classmate; the greeting, the hugging, and the urge to 
exchange life stories of each other.  We were singing our 
school songs and all of the other familiar melodies. All of 
a sudden, we relived our teenage time again.  I enjoyed 
the tears and laughter from the story exchange with my 
roommates and my classmates.

What a pleasant surprise we saw the beautiful school 
parade marching out while we were having the gala-
dinner.  At the dance party after dinner, I was dancing like 
no tomorrow.  That night reminded me of Fu Wei-Ling’s 
family party in high school.

 I really appreciate all the girls who worked extremely 

hard to make this reunion possible. I especially thank 余
希達 and 李維娜, if not because of your long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o convince me to join this special reunion; I 
would have missed all the good time of my life.  I specially 
thank my junior high best friend 馬莉君, if not because of 
her emailing to tell me I must come even if she wasn’t sure 
she would be able to make it. I  also would like to thank my 
senior high best friend 趙韻梅, thank god she took me in 
as her roommate and gave me a nice sleeping pill. I slept 
like a baby that Friday night.

Now we are back in our regular living again. Sometime  
in our life, we may face hectic work problem, or boring 
family routine. No matter how we used to feel. We should 
be pressured, harassed, anxious or depressed no more------
BECAUSE WE HAVE BEINU !!!

 PEACE-LOVE-HAPPINESS

 Love,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吳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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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趙可文、方珊珊、金台芬、黃愛台、連素女

前排左起：范嬋霞、田綿綿、陳靄美、曾念君

范嬋霞： 謝謝主辦單位讓我們四十年不見的老友

重聚。              

方珊珊：非常非常高興能與老同學歡聚。雖多年未

見，仍覺得非常熟悉，可互相交心。感謝重聚籌備小

組對此次活動所付出的心力，多謝啦！期待再相會。

希望大家健康快樂！   

田綿綿：四十年的歡聚，除了感謝母校的教育外，

更深深感受北一女的校友不但治學有方，同時也有建

國的能力，是台灣的一大成就！連素女很高興有這次

的聚會，我們年輕了40歲。也很感謝主辦人。

趙可文：綠園星夜雖是業餘，節目充分，個個精

彩。

曾念君：

四十年天涯海角相隔，抹不去三載同窗情誼。

驚嘆聲中重逢的擁抱，你我生命再次有了交集。

四十年前綠園星夜，青春年少不識愁的滋味。

今夜他鄉再見綠園星夜，眾星閃爍映成永恆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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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ing the San Francisco 
40th reunion of my wife’s class from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School and 
joining the excursion to National 
parks and other sites following the 
San Francisco events was a high point 
in my year--and honestly a high point 
of several years. 

The close ties that bind the 
alumnae of the School and their degree 
of loyalty to the School amazes me, 
and I have shared my amazement of 
these very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up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repeatedly in the past couple of 
weeks.  I was aware of the strengths 
of the School and of the qualities of its 

graduates for decades--in fact, since 
my own teaching stint at Tunghai 
University in the late 1960’s. 

These things came back to mind 
when I joined Maryann in attending 
the 30th reunion in Los Angles ten 
years ago, but it was from the events 
in San Francisco, especially from fi ve 
night excursion, which the depth of 
feelings among the graduates and of 
them toward their alma mater made 
the tremendous impact on my own 
appreciation.  Whatever it was, and 
it surely was a number of factors that 
caused such feelings, one can only 
hold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School in 
the highest esteem.

I was privileg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union activities and excursion, 
an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and all best wishes to those who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success 
of the reunion and to the welfare and 
enjoyment of all participants. I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opportunity to 
meet many new friends. 

楊昭奎（勤班     楊臺瑩的父親）

綠 衣 頌綠 衣 頌 二○一○年八月二十八日

為二女兒北一女畢業四十年而作

名聞遐邇的

北一女

每年來

培育出

許許多多

傑出的女學子

推動著

時代的巨輪

溫暖著

人世的悲苦

足跡遍世界

發揮著

博學才華

為社會國家

創建了

耀眼的成績

同時展現了

中華傳統文化

溫良恭儉讓的奧秘

告訴世人

齊家治國的人生意義

妳們是

母儀天下的標竿

也是

家庭和樂的動力

更

肩負著

綿衍子孫的天職

啊！

敬愛的

北一女的學子

妳們的標籤

就是

那一件

綠色上衣

走遍天涯海角

永遠亮麗

希望

妳們

擁抱著

對

人類社會熾熱的愛

貢獻所學

自強不息

Jared H. Dorn (御班  倪靜貞的夫婿)H. Dorn (御班  倪靜貞的夫婿)

親 人 讚親 人 讚



102 | www.beinu1970.org

一直不了解北一女的同學們為

什麼覺得他們了不起。過去18個月

來終於見識了! 

我們建中同學會就是吃個飯，

照個團體照就走人，簡單迅速！這

些北一女的同學大大的不一樣，從

2009年起用我們家客廳，數次作為

他們開會場地。乖乖隆地咚！不知

道那有這麼多的事情要討論，開了

那麼多、那麼長的會（長到我可

以買完菜，看場電影，陪老爸、媽

吃個飯，回到家，他們還在如火如

荼的開會）。他們不但開會，還一

本正經的寫開會紀錄呢！這下應該

把所有的細節涵蓋了吧! 對不起，

他們半夜還要電話繼續討論……佩

服！佩服！我老婆以前上班時10點

上床就寢，退休後卻變成夜貓子，

半夜還在忙他的重聚大業。

冷眼旁觀，對他們的事事求

好的精神打心眼裡佩服，也就跟著

跑跑腿當司機，數次帶著他們去酒

鄉探勘路線！打打雜去 Costco 取
看版，買花，以盡一份姑爺之力

（叫得這麼親切有禮，不好意思!

）……

到了大會舉行時，我又被差去

當苦力，也親眼見證了他們18個月

來努力的成果，從進門井然有序接

待400多位與會者，到擠得一席難

求的時光隧道節目，樣樣具職業水

準!! 聽說他們還放棄晚宴席位，

好讓個個報名的同學，都可在大廳

與大家坐在一起，可佩！現在知道

他們真是需要開這麼多的會，而不

是他們有講不完的話（仍然保留存

疑）!

講實話的時間到了：

重聚小組的金釵們，你們要是開公

司我一定投資，因為像你們這樣經

營的公司鐵定會 IPO。

我現在知道了，北一女的同學

是了不起！你們真的了不起！

葉有松 (忠班 郭企的先生)有松 (忠班 郭企的先生)

了 不 起了 不 起

梅妝健步女標兵，

四十年猶體態輕，

遠去蓬萊三萬里，

相逢再續綠園情。

家中素來有一張芬華戎裝玉

照，狀若北洋政府元首肖像，沒有

想到四十年後，我的壓寨夫人真的

又練起兵來。每週沐雨櫛風，披星

戴月地開車往南灣去沙場秋點兵。

聼說每次都是兵源不足，人仰馬

翻。

到同學會時，居然娘子軍軍容

浩壯，全員出戰，攻城略地，大獲

全勝。回顧幾個月來，磨刀霍霍的

準備工作。真令我植物園這一邊的

紅樓老生，嘆為觀止。雖有些許的

建友失落感，但是在強人（北一女

校友）統治的北加州 - 夫（姑爺

們）復何言。

以上是我家老公的儀隊觀後感

言。附此博君一笑。他向來對北一

女是敬畏三分，這次更是令他心服

口服。 — 林芬華

袁尚貫 (誠班 林芬華的先生)尚貫 (誠班 林芬華的先生)

儀 隊 復 出儀 隊 復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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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瓊
恭班 李繁英的牽手

拜讀葉蓉大作，我等小蜜蜂們

欣喜之餘，心中點滴不吐不快。

此次我等有幸，隨夫人們前

往一女中盛會。慶幸值此花甲之

年仍有機會入花叢，燕瘦環肥盡

收眼底。我等放膽，攆花惹草，享

盡人間美食。期間鶯聲燕語，響徹

雲霄，滿堂春色，小蜜蜂們享用不

盡，何等幸福!

返家後見到葉蓉大姐謝函，

加上許多人附議，不平之心油然而

生。

葉蓉就是葉蓉，一女中就是一

女中，果然不同凡響。 

張開朕勤快可靠，是安琪家教

有方。TOMMY 默默安排是惠娟下

令。老顏辛勞駕車及備宵夜美食，

是美寧淨土之化。唯獨陸將軍

大概是大官不敢得罪，辛勤備

食，帶著五星夫人往返奔波，

還要為民療疾，總算獲得肯

定。

我等既被名為小蜜蜂，則

宿命已定只有默默工作，不辭

辛勞，若有委屈亦不能反擊。概反

擊結果，對方只是疼痛一下，我等

小蜜蜂則是肚破腸流，死無全屍。

   謝葉蓉大姐 

   一群快樂的小蜜蜂

義班 姑爺族義班 姑爺族

小 蜜 蜂 的 心 聲小 蜜 蜂 的 心 聲

的牽手

四 十 年 活 力 不 減四 十 年 活 力 不 減
林莉 1975 善

四十年活力不減

北一女熱情猶勝當年

379位女郎締造紀錄空前  

有幸參與，與有榮焉。

祝青春永駐！

洪聰明
禮班 蕭世華的先生 

與女才子生活三十年，

如謎如霧，

四十年一夜目睹，

原是一群女強人。

人說：北一女多才女；經過

四十年歲月才知道，一女

多情，才情兼備；才藝如馬

友友，才氣如李敖，有「才

情」的唯有「一女」。

1970年畢業校友四十周年，

以為記。
作者：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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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my mother asked me 
to accompany her to her 40th high 
school reunion, I was excited at the 
rare opportunity to meet her high 
school classmates in person; over the 
years, I had heard many stories about 
her friends —and, of course, abou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chool 
that apparently put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 (i.e. my education) 
to shame. These women were 
evidently very bright, very capable, 
and academically, at the top of their 
game. With that said, I expected to 
enjoy a quiet, low-energy weekend 
with my mom and her smart “older 
lady friends.”

Suffi ce it to say, the weekend was 
anything but quiet and low-energy. 
These women clearly knew how to 
work hard and have a good time as 

well! I heard story after story about 
successful careers, tight-knit families, 
and children who were all grown. I 
was captivated by a show with dancers 
who could out-dance any of my limber, 
22-year-old friends; singers that 
rivaled the next American Idol; and 
even a dazzling marching band that 
could effortlessly march and swing 
rifl 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night, I 
later found out, I had gone to bed three 
hours before any of the classmates 
had. Who was the low-energy person 
after all?

It was an absolute honor for 
me to be in the company of such 
accomplished, intelligent and strong 
women; it was a pleasure and a 
blessing for me to meet my mother’s 
friends and I can only hope to receive 
an invitation to the 50th reunion.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owing me 
to be a part of your special night -- 
Taipei First Girls’ Class of 1970 has 
proven that Asian women do in fact 
look twenty years younger than they 
actually are; that age is just a number; 
and that some friendships can, do, and 
will last a lifetime. 

章世珍 (溫班 毛菁菁的女兒)章世珍 (溫班 毛菁菁的女兒)

A daughte r ’ s  ViewA daughte r ’ s  View

第二代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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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忠 李雪華 巴哈 警探 棒球手

108 平 李廕臺 吾愛吾師

109 數 張 琛 樂隊美好的回憶 

110 忠 李雪華 好一段王邦雄老師伴讀的歲月

113 讓 陳佩綺 憶明玲

114 毅 章長圓 風鈴草

115 御 潘雅貞 紀念孫家麗            

116 誠 黃雅惠 一千個日子

118   緣更深情益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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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台上的人運筆如飛加口沫橫飛，黑板上滿滿一

排又一排的阿拉伯數字和符號，台下的人則個個一副

深閨夢裡人，兩眼呆滯，滿臉是迷惘加困惑；突然台

上老師，左手叉起腰，伸高右手用力敲打黑板，右腳

蹬講台，一字一停頓「到–底–懂–不–懂？」，台

下還是大夢未醒，兩眼惺忪，下意識搖搖頭，台上老

師再蹬一次，台下依舊搖頭，「唉，再這樣下去，我

西班牙舞都會跳了，妳們還是–不–懂–」，老師突

然變成兩手托腮，雙腳翹二郎腿，模仿台下學生迷惘

困惑又無辜的樣子，「哈哈哈哈哈」學生爆笑開來，

全醒了。 

「…哪一天，一個男孩子寫了一個方程式給

妳，…這個方程式解出來，剛好是一條射線，和一個

心的圖形的集合，…妳卻不會解，唉，妳就錯失了…

數學系的男孩…通常都很優秀…」，台上老師又在挖

空心思企圖抓住這群躲在鏡片後迷惘眼神和渙散心志

的注意，「哈哈哈」有人率先靈光乍現，接著大伙跟

著如夢初醒，「哈哈哈」接二連三引爆開來，接著當

然又是捶桌頓地，於是全清醒了，台上見目的已達，

似嘲弄又認真的，「呃，這個題目不會？回家問弟

弟…」，「妹–妹–」，台下精神全

來，大女人的自尊心集體昂揚，眾口

一辭「妹妹」，和哄堂大笑又淹沒了

全班。 

「…我正在吃麵，看見人家打

架，我趕快唏哩呼嚕吃完，準備去看

熱鬧，結果我一去，兩邊人都停了，

分別在我兩邊跟我告狀，說對方怎樣

怎樣，我感覺奇怪，後來才知道他們

把我當刑警了…」，大家一想到老師

每到冬天就一襲藍色風衣，頭頂白色

扁帽的裝束，加上身材高大，難怪被

人家當作警探，大家笑歪了「後來

呢，後來呢？」「後來？後來，我當然趕快溜…」，

捶桌跺腳，全班女生又笑到彎腰喊肚子痛。   

「什麼課這麼有趣？」連巡堂的校長也好奇。梳

著齊耳清湯掛麵頭髮的校長，個子小，在冬天門窗緊

閉的教室外，什麼也看不到。伸著頭踮著腳跳了跳，

還是看不到窗戶上下對開毛玻璃在下，清玻璃在上的

教室裡頭，眼尖的老師看到了校長，趕快比了「噓」

的手勢，同學回頭看到毛玻璃外校長一跳一跳矮小的

身影，更笑到前仆後仰。 

天天如此。當時高三教室，整年整棟樓多是靜悄

悄的，唯獨二樓轉角的第一間教室，像一只不定時會

爆炸的音箱，只要一引爆，「哈哈哈」之後，準是捶

桌跺腳，整棟樓便像地震天搖地動。而引爆笑彈的便

是數學老師。 

這個數學老師，前額高禿，頭髮微捲全往後梳，

他會拉小提琴，每在兩堂課中間，會在休息室拉小提

琴。當時我們不知從哪聽來的，說老師高中時代曾為

一女孩子，斷學鋼琴改拉小提琴的故事。想到這位天

天逗我們開懷大笑的老師，有這段淒艷哀頑的青春浪

漫情事，我們就覺得又淒美又好笑，

繪影繪聲地把它當一齣老師的秘密青

春悲喜劇，到處傳誦；他滿足了我們

對音樂家的想像，因此當時我們私底

下都以「巴哈」稱他。另外，他在每

天十點鐘下課的課間操時間，必打棒

球，我們又稱他為「棒球手」。冬

天，他永遠一襲藍色風衣，頭頂白色

扁帽，加上他口述過的「吃麵風波」

事件，他又多了一個綽號 - 「警探」

，於是「巴哈」「警探」「棒球手」

，便成我們高中數學老師的標誌。 

這位數學老師，每個人一想到，

一提到，就不自禁眉開眼笑。北一女

忠班 李雪華忠班 李雪華

  巴哈巴哈      警探警探      棒球手棒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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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誰不天天為考試發愁？誰不為數學傷腦筋？

誰不頭痛？但這位數學老師有本事，天天甚至每一堂

課，讓這群處在水深火熱的高中女生忘憂開懷。儘管

數學學不懂，儘管數學像外太空文，但人人不怕數

學，愛上數學課，因為數學課使她們增加了許多不可

抹滅的快樂時光。 

2003年北一女百年校慶，筆者獨自返回校園，

獨自在校園各處走，至善樓，光復樓，校史室，圖書

館…，所有曾經流連過的地方，待過的教室，都走了

一遍，昔時同學一個也沒遇到，卻沒想到臨走前碰到

了林雲榮老師，也就是這位無論何時何地讓人想起來

就開懷的數學老師。林老師爽朗的臉，微捲往後梳的

髮型都沒變，只是頭髮全銀白了，「巴哈」的味道更

足了。林老師可能不認得我（筆者1970年高中畢業）

，但我當然認得老師，我趕快趨前喚老師。跟他提起

三十餘年前畢業前最後一堂課，老師為我們拉提琴的

往事，林老師很愉快爽朗的呵呵而笑。後來我在給老

師寄照片時，提起我自己當老師以後，更常想起老

師，深深體悟到上課能不能讓學生學到東西是一回

事，但能不能讓同學喜愛學習，不因老師打壞學習胃

口，才是當老師的人，更重要的事…云云。老師後來

回信說他自己再也喚不回來的青春歲月能活在我們記

憶，真是太好了…云云。 

去年，有同學從美國回來，我們因緣會合，召

開了畢業以來第一次同學會，也請到了林老師，同學

三十餘年不見，自是無限欣喜，聯合晚報的總編傅依

萍，讓每個同學報告自己狀況，幾乎每個同學張口第

一句話就是「老師，當年聯考數學我考多少分，對不

起您…」，這些差不多已是阿嬤級的人，突然個個變

成了小孩，來到滿頭銀白頭髮滿臉笑呵呵的老師面前

招認︰自己當年數學如何不靈光，但口氣不是慚愧，

也不是無奈，只是無限淘氣，像調皮的小孩，回到父

母膝下訴說自己的調皮事蹟；當然也有人別有一番開

創「老師，您知道嗎 - 我後來竟靠數學吃飯，我教數

學-」，「哈哈哈」「哈哈哈」再度的哄堂歡笑，再

度的笑開懷，再度笑不完的笑，說不完的說，大家爭

相說當年的記憶，那個「警探」「巴哈」「棒球手」

再度笑呵呵在我們眼前。 

今年年初，又有同學從美國回來，我們又再聚了

一次，林老師這次攜帶了他的小提琴，同時發給我們

每人一張印有歌詞的樂譜，那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呵，是的是的，我們記得老師也記

得，所有的往日情懷…，高三最後一堂課，一首又一

首的「珍重再見」，「送別」，「蘇爾菲齊之歌」…

，全班同學趴在桌上泣不成聲，沒想到高中最歡樂的

數學課卻以淚流滿面泣不成聲打上句點。但今天，同

樣老師拉琴，我們卻以最歡愉溫慰的心，共唱「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是的，就是這位老師，

讓我們年輕的時候擁有最歡樂的記憶，讓我們年輕時

候的哭與笑都那麼結實響亮充滿光與熱。是的，那再

也喚不回來的歲月（老師的我們的），永遠都活在你

我心裡。人生的美好莫此為甚。 

謹以此文獻給林雲榮老師，願老師老當益壯，琴

聲與歡笑聲永遠環繞老師身旁。 

  

 

作者：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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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父親去世不久，我爲了協助母親搬家，而錯

過了千禧年，北一女畢業三十年的重聚。這一次畢業

四十年的重聚，若不是闊別多年，更見溫柔敦厚的晶

珍，頻頻以電子郵件，電話提醒，鼓勵，催促，也許

我又會錯失一次與老同學敍舊，談心，閒話家常的心

靈盛筵了。

經過重聚會籌備小組諸位校友的精心策劃，巧

妙安排，我和先生住進了交通方便，價格公道，風景

優美，濱海的旅館，觀賞引人踏入時光隧道的懷舊影

片，幽默風趣的短劇，令人開懷忘情的歌舞表演，服

裝秀，參加充滿趣味的有獎徵答，聆聽醫生（也是校

友）的健康講座，留下一段非常美好的回憶。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五的晚上，在重聚會揭開序幕

之前，我們班上參加重聚會的同學和他們的另一半，

接受晶珍的盛情款待，在我們住的 Westin Hotel 共
進晚餐。非常難能可貴的是，當年坐在我左邊的傅

俊，和右邊的志明都參加了盛會。四十年不見，令人

有恍如隔世之感。次日，在重聚會上，乍見盧老師淑

媛，簡直不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水流年竟沒有在老

師的臉上，留下任何痕跡。我想除了上天的恩寵外，

一定是老師的修養到家。

回首前塵往事，除了父母之外，最當感謝的該是

陪我走過成長時期，青澀歲月的許多位恩師了。他們

的身教，和寶貴的人生經驗，深深地影響著我每日的

生活。

我能夠順利地自北一女畢業，首先要感謝高一，

高二的數學老師，朱老師耀岑，和高三的數學老師，

趙老師文敏。朱老師教學認真，上課時我們振筆疾

書，猛抄筆記，但是不知是因爲各科的功課太多，很

難每天做完數學作業，還是缺乏天份，反正數學真是

令我頭痛的難題。先父自幼體弱多病，所以不論功課

做完沒，他要求我們夜裏十一點前就寢。掙扎在對老

師的愧疚，與對父親的同情之中，我熬過了三年的高

中生涯。雖然我的成績很糟，經常擔心畢不了業，老

師卻從未另眼相看---要我罰站，勞動服務，或是通

知父母到校談話。

當年學校規定，念

完高一，就要分文組，理

組班上課了。有一天上課

時，從不說題外話的朱老

師，突然冒出一句，“女

孩子念什麼甲組，去學音

樂，美術就好了！＂班上

有個坐在前排，頑皮，慧

黠的同學，立刻問老師，“那你太太是念什麼的？＂

當大家正屏息靜聽老師的答案時，溫文儒雅，有點

靦腆的老師，卻只是微笑不語，轉身言歸正傳，繼續

上課，為“剛毅木訥，近仁＂下了最好的註解。在一

片“科學救國＂，“科學報國＂聲中，一位數學老師

能夠獨排眾議，給了我們思考與選擇的空間，怎不令

人敬佩？

其次，我該感謝的是歷年的體育老師，因爲我不

但跑不快，更跳不高。考跳高之前，全家人陪著我在

院子裏，練習跳高的情景，至今猶歷歷在目。總是輕

鬆幽默，笑臉迎人的李老師菊美，是我們高三的體育

老師。有一囘，我們爲了預備下一堂的考試，要求老

師不到操場上體育，讓我們留在教室裏準備考試，她

竟然答應了。不過她告訴我們，“其實你們越忙，越

需要運動，因爲運動會增加腦部的氧氣，使你們能睡

得少，又睡得好，不過今天你們可以不上體育，好好

念書。＂現在想來，若不是老師有修養，有愛心，豈

能容得下學生，小看了自己所教的科目，而答應我們

的不情之請？

篇幅所限，我只能摘錄印象中，恩師們的一些嘉

平班 李廕台

於父親去世不久，我爲了協助母親搬家，而錯

禧年，北一女畢業三十年的重聚。這一次畢業

趙老師文敏。朱老

書，猛抄筆記，但

吾 愛 吾 師吾 愛 吾 師

作者：中排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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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懿行：

英文老師，盧老師淑媛：“人生不如意事，十常

八九＂，如果能把順境當成是意外，逆境視爲正常，

則可減少很多挫折感。

家事老師，李老師淑馨：生長於北平，一口京片

子的李老師，為我們講了很多清宮祕史，下面是我記

得的三則：

慈禧太后來到御花園，見花不開，打太監；見魚

不游，打太監。慈禧見到一個剛進宮的宮女，生得如

花似玉，就對宮女說，“笑一個，讓我看看。＂宮女

一笑，慈禧立刻用水煙袋的長柄，敲掉宮女的一顆門

牙。慈禧太后每頓飯要吃二十四道菜，而且每頓的菜

都得不同。一日，有個御廚不留神，把上一頓吃過的

菜，端上了桌子，慈禧一發現，立刻將他斬首。

公民老師，宋老師豹文:有一回上課時，他幽

了自己一默，“天不怕，地不怕，最怕廣東人講官

話。＂“現在的人結婚之前，戴太陽眼鏡，婚後帶顯

微鏡，豈有不離婚之理？希望你們結婚之前，千萬睜

大眼睛。＂ 

化學老師，也是我們高二的導師，周老師人

鏡：“我最不願看到我們學校的同學，在校門口和那

些小販討價還價。你們都是受了好教育的人，將來有

好的前程。怎麼可以和賺蠅頭小利，討生活的人斤斤

計較呢？＂ 

國文老師，范老師筱蘭：一日在解釋“子曰：吾

未見好德如好色者也。＂時，說：“連我們女生都喜

歡看漂亮的女生，怎麼能怪男生呢？＂ 

歷史老師，王老師桂榮：“功勛蓋世的拿破侖，

最後被放逐到一個小島上，在夕陽西下時，由一隻小

狗陪伴著，默默地離開了人世。功名利祿如過眼雲

煙，不值得追求，希望你們能過有意義的人生。＂

高一英文老師，顏老師有証：我彷彿仍能聽到

老師字正腔圓的英文：“Money is something, but not 
everything.＂

當然不能忘了感謝，以校為家的江校長，為我

們請到了這許多位的“人師＂。她自奉甚儉，只支取

一份國大代表的薪水，而把校長的薪金捐作清寒學生

獎學金。淡泊名利，愛人如己，為我們樹立了最好的

典範。我在兒子就學期間，到他的學校做義工，或做

半工，時而覺得交了份白卷給校長。無意間看到了

這樣一句話，"If I wasn’t a housewife, I think I’d be a 
homemaker." - The Simpsons！真讓我鬆了一口氣！

樂隊的經驗，是我高中最

深的回憶。本屆的樂隊，因緣

際會，在歷史上留下記錄。全

省音樂比賽的佳績，讓我們赴

日本大阪參加70年世界博覽會

中國日的演出。這也是最後一

次台灣代表中國人的國際活動

的場合。

因為聯考一考完，馬上就

要上陣，所以考前每天需要勤練。江校長特別召集樂

隊隊員談話，要我們自己做一個抉擇：參與練習赴日

演出或者退出，我們需要有所取捨。她不能保證聯考

前的練習不會影響聯考成績，而她信任我們的決定。

絕大部份的成員都決定赴日演出。由畢業到聯考前

近一個月時間，每天清晨到

校，在專屬的教室唸書，中

午吃完便當，在六月的驕陽

下，上陣練習直到天黑才返

家。由於大家全力以赴，以

前的根基加上臨陣磨槍辛勤

的努力，博覽會和聯考的成

績都十分亮麗。赴日演出期

間，我也擔任自立晚報隨隊

記者，每晚活動結束，在旅館榻榻米上燈光下趕稿的

情景，仍歷歷在目。

很高興這次重聚，樂隊能再度披掛上陣，給同學

們帶來美好溫馨的回憶。 

數班 張琛

隊的經驗，是我高中最

憶。本屆的樂隊，因緣

近一個月

校，在專

數樂 隊 美 好 的 回 憶樂 隊 美 好 的 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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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北回花蓮的火車上，買一份中

時，一打開來，恰恰是老師的文章，寫的

是「好一段伴讀的歲月」，呵！那一段日

子我知道！細細讀下去，我思潮如湧。

不禁也回憶起那一段與老師密密切切的日

子。

民國五十六年，一女中，高一公班，

國文老師 - 王邦雄。

從此王邦雄和我們六個 - 小芳、小

胖、小南、蕙英、甲麗和我，組成了我的

高中生活。若說我的高中生活只有王邦雄

和我們六個一點也不為過，或若說我一生的老師只有

王邦雄也未嘗不可，王邦雄事實就是我生命中一輩子

最重要的老師，心靈永恆的支柱。

老師教我們的時候年紀很輕，身材瘦小，臉色蒼

白，十五歲的女孩不知天高地厚，一看到年輕的男老

師 - 何況瘦小蒼白，就存心取笑搗蛋，但老師以他

獨特迷人的丰采，濃眉長睫，說起話來，睫毛一閃一

閃，眼神似看你又不看你，世界彷彿不在他眼裡，又

似乎全在他眼裡，那時他大概想：妳們這群丫頭，我

還怕妳嗎？他講課精闢，從不照本宣科，可以花幾堂

課講一段或一句，也可以一言帶過一整段落；他可以

就一段話以古貫今，把古人的思想事蹟和今人連結，

帶我們認識古人，進入古人世界卻不覺得距離遙遠；

他讓我們結合書本跟當前世界，不單只讀文章表面；

他還引進西方思潮，使我們不只讀課本，還延伸眼

光，注意當代重要哲學家大文豪；總之他打開我們心

眼，讓我們啟動了自己思考力。打破一般中學考試的

方式，他不考解釋注音翻譯，他考幾個問答題，只要

寫得精采，即使只答一兩題，他會給出九十, 一百高

分；反之你题题皆答，寫得四平八穩，他反只給六十

低分或不及格。這樣的評量對我們的衝激何只是「過

癮」二字可形容！因此說堂堂課皆在腦

力激盪也不為過！作文課簡直像徵文比

賽揭曉，老師會把寫得好的前幾篇公

佈，當眾朗誦，並且指出好在哪裡，

為何得到這樣分數 - 老師從不吝嗇給

分，好的他給九十五，九十八，壞的他

亦不手軟，不及格的比比皆是。這樣的

刺激，讓我們各個摩拳擦掌，視老師的

一句讚美為無上光榮，不僅很快懾服了

這一群小妮子，且造成一股王邦雄旋風

（誰在風圈內，誰就是桂冠的選民！）

。我們六個 - 小芳、小胖、小南、蕙

英、甲麗和我，因為常被老師圈選讚美，彼此抱著既

不服氣又想一探究竟的心逐漸拉近，終於以王老師為

核心成為密不可分的小圈圈。

我們六個以小芳為首，成天找一些稀奇古怪的

書，一下課就找老師辯論，我們也以看小芳和老師辯

駁為樂。爭強好勝的小芳，長得頭大個小，我們都認

為她全部的菁華就在那顆腦袋，她跟老師辯駁起來一

點都不客氣，其實她到底講甚麼，當時的我可能一點

都不知道，但有人能跟老師對談辯駁，就讓我們感到

勝利的快樂。她一手短捷犀利的文章最得老師讚美，

老師常誇她聰明，高一的她就看莊子，寫莊子；同時

又是乒乓球好手，老師那時帶乒乓球校隊，因此我們

都一致認為她最得老師真傳。蕙英是我們六個之中最

大姐氣女人味的，長得嫵媚溫柔，在我們當時小鬼心

態，認為最能了解老師心思的應該是她，因此跟老師

打交道的事都由她出面。除此，小胖行徑特異，甲麗

孤高，小南文氣個性溫和，而我當時個性拘謹歛抑，

六個性情行徑迥然不同。

我們瘋狂的閱讀課外書籍，且力求艱深，還湊

錢買書，自己舉辦讀書心得比賽，有模有樣立規定，

忠班 李雪華

好 一 段好 一 段

李雪華

伴 讀 的 歲 月伴 讀 的 歲 月
王邦雄老師王邦雄老師

王邦雄老師王邦雄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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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寫文章，密封文章，六個人既是與賽者，又是評

審委員，務求公正客觀評比文章，共同比出前一二三

名，最後結果才交給老師，看老師是否同意我們公審

結果。同時我們也不滿意當時學校的發表園地 - 北一

女青年，覺得它錄用的文章太八股，想要一舉改革校

內文風，於是六人分派寫文章，電影，哲學，藝術，

時政，社會現象…內容無所不包，六篇洋洋大觀自以

為擲地有聲的文章投給校刊，以為必定會脅迫校刊大

改革…，結果六篇文章如石沉入大海，那一期的北一

女青年依然是各班從作文簿選出的談忠論孝的文章。

此事大大刺激了小芳，因此有後來自己寫文章，刻鋼

板，自己印刷，一本名曰「向日葵」刊物的誕生。這

本「向日葵」，從頭到尾自己來，我除寫文章外，還

每天埋頭苦刻鋼板，我們找老師寫序，找建中校刊社

同學參與，找復興美工同學設計封面，從名稱「向日

葵」，就可窺知當時的我們是懷著怎樣稚嫩又熱烈的

雄心壯志！事隔四十年，回想當初，還是自覺可愛無

比！這種種看似狂妄實則熱情可愛的行徑，實在也是

因王邦雄老師燃起我們寫作的熱情之火！另有一小插

曲，復興美工的合作夥伴，見我們未演先轟動的壯

舉，大受刺激，也自創了「阿波羅」的刊物，有互別

瞄頭意味，也可見寫作熱情是會互相感染的。其中一

位寫詩的朋友後來與我們成為至交，此又是我們六個

延伸出去的外一章。

因為王老師，我們讀書，寫文章，伸展觸角，

不願拘泥於一般學生模氏。其中小芳的觸角延伸得最

快，舉凡什麼新書，她皆一馬當先找來看，看完丟給

我們看，在她往前衝的帶領下，我們看了卡謬，卡夫

卡，沙特，沙岡，羅素，佛洛伊德，佛洛姆，喬伊

斯，陳鼓應，李敖…，究竟看懂看不懂誰也不知道，

但腦中激越的靈光，閃現的火花，飛馬般的思緒，都

令我們快樂無比。我們看書一有心得找老師，一有問

題找老師，我們喜歡老師認真的把我們的問題當問

題，我們亂七八糟的問題在老師的疏條下變成深刻有

意義的題目，如此被老師認真鄭重對待，使我們態度

也趨於嚴肅，開始認真思考從事學術的可能，做著學

者作家的大夢。小芳因書讀得快，反應敏捷，對照起

書本，她有了存在的荒謬感，對規矩上學一心以升學

為目標的生活質疑起來，好一段時間她故意缺席不願

到學校，刻意不做符合世俗眼光的乖乖牌好學生。

這之間老師怎樣引導她，我不知，只知老師一再肯定

她，誘導她走向她的最長處，後來那年聯考，小芳以

乙組第三名考上台大歷史系榜首。蕙英則因家庭特

殊，心靈早熟，獨獨在情感上多遭遇，老師當時自己

也是年輕小伙子，究竟如何開解蕙英，我不甚了了，

只知當時我們芝麻綠豆的事通通要找老師。這就是年

輕的王老師對我們這群半大不小女孩的對待。

至於我個人，因家境清寒，無法專心於學業，老

師得知後，幫我謀得家教一職，讓我學業不致中斷。

高二那年一星期六天當家教，每天下課後留在學校先

做功課，等到傍晚，再前去家教，美其名是家教，其

實是伴讀，孩子的父母是忙碌的生意人，無暇照顧小

孩，孩子的功課落後，言行缺乏管束，我吃力地每天

跟四個小孩奮戰，盯功課兼當保母，回到家裡常在晚

上十點過後，精疲力竭，飢腸轆轆，下車還得走一段

暗無人煙的道路，想到同學可能到補習班，而我自己

功課岌岌可危，還不得不去陪公子讀書，不免悲從中

來。但是那一年，我在離開校門前往家教途中，常常

碰到老師正要前往後車站探望母親，因此我們會同行

一段路。從學校大門穿過總統府廣場，經重慶南路，

再過台北車站，一個禮拜至少有兩三天會碰到老師而

同行，這段同行時光，老師除了殷殷垂問外，還常講

到課堂上未及講到的東西，老師彷彿成了我私人的家

教。家境貧寒，內心苦澀的我，竟因跟老師同行，獨

聞老師課外言論，對我不啻是意外的幸福。我內心的

黯淡苦澀有了補償，因此沖淡了自憐和辛苦感。對老

師不着痕跡的扶持，我的感動深銘在心永誌難忘。

老師與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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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那年，小芳她們都因追隨老師理想之故，放

棄自然組的考試（那個時代，哪個聰明的學生不以讀

自然組為職志的），自願到社會祖，然而學校卻把王

老師留在原來自然組的公班，我們六個則到了忠班。

我們失望到幾乎鬧革命。我記得以小芳為首，我們連

名寫了陳情書，要求把老師換到忠班，我們在校長宿

舍門口等到晚上十點多，執意要求見江學珠校長。當

時江校長可能已有風聞，推託不在，避不見面應也是

最好的應付之道吧，總之沒見到江校長，讓我們怏怏

不樂好久，直到高二結束，仍不死心，還想再爭取一

次，但那時公班誠班已有志一同的出來捍衛，不准我

們搶她們的老師了。二年級忠班的國文老師是一位中

規中矩的老先生，心裡很難適應，常常跑到老師宿舍

去抱怨，還委屈地自覺寫作能力一落千丈，老師安慰

我們好好寫文章，他仍然繼續幫我們批改，我們才慢

慢緩和情緒。事實上老師不單屬於我們的，優秀的學

生，心儀老師的學生，好學的學生，有才華的學生，

虛心受教的學生，當然不乏其人，而老師的職責是要

普遍照顧各個學生的，幼稚的我們卻以為我們是老師

的特殊門生，但老師從不以為忤，照樣視我們為最親

近的入門弟子。

老師跟我們就是密密相切到這樣程度。此後我們

結婚生子出國深造進入職場，人生每個重要階段，都

要回頭就教於老師。我個人更因所學與老師相同，接

觸尤多，多方面倚賴老師，承老師恩澤尤深，甚且澤

及下一代。老師不僅是我一輩子的老師，更等同我的

家人。

老師在「好一段伴讀的歲月」謙言伴我們讀書，

事實我敢說我們讀書的熱情是老師點燃的。我們常慚

愧六個之中沒有一個走上學術之路，沒有一個成就及

於老師，有負老師當年的期許讚美，也愧對自己當年

的理想與熱情。然而撇開成就不談，至今對讀書的

熱情未曾稍滅，至今對國事天下事關心的書生情懷，

又是誰讓我們保有的？老師在一天，我們就是學生一

天，這樣的幸福何處可尋？孟老夫子曾言「得天下英

才以教育之，天下至樂也」，對我們而言則是反過來

「得珍愛學生如子女的老師，天下至幸也」，我想凡

受教老師門下者，當不以我言為誣吧！

想想看，四十年前，綠園綠衫青澀慘綠年代，一

位蒼白清瘦的老師，一群眼高於頂的小妮子，成天在

課堂下雄辯滔滔，介壽公園裡躺著坐著，嘴裡盡是卡

謬、存在主義、老子、莊子…，腦中閃爍著眼睛憧憬

著盡是對智慧的嚮往，無視黃昏已臨，黑夜籠罩，星

星四起，那是何等畫面？那是一幅美麗永恒難以從記

憶抹滅的畫面！而那是我有光有熱的少年時光！有王

邦雄老師陪我們走過的璀燦時光！

因為有王邦雄老師，我們六個對自己的生命有了

覺醒有了驕傲，也是他使我們有了今天自信朗朗的風

貌，這樣的自己無論何時何地都能大聲說「我是王邦

雄的學生」！

老師僅僅在課堂上教我一年，卻成為我終生的老

師，甚且親似家人。老師後來在學術文章上的成就不

勞我多說，我只想說，在一女中耀眼閃亮的才女多如

星辰，而暗淡不起眼的我居然也得老師眷愛，甚至比

任何一個聰明百倍於我的人更受照顧。一女中，對我

的意義，簡單的講就是老師加我們六個。我的人生，

若可以簡單的一言以蔽之的話，那麼老師無疑也是我

生命的重點。 （註：原文刊於《綠意》2005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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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她，首先映入腦海的是那爽

朗的笑聲和那敞開的笑口。陳明玲，

她就是那樣一位人尚未到，聲音先傳

到，敢說敢笑的女生。

我與明玲相當有緣，打從中學認

識以來，一直到她離開人世，我們都

有保持聯絡。在穿綠色制服的年代，

我們經常一起唸書，一起玩樂。明玲

做學問的態度一絲不苟，有條有理，

而她的解析能力也特別強。你若問她

一個問題，她可以極其邏輯化的將它

解釋分析給你聽，所以同學們在功課

上有不明白處，往往會去找她幫忙。

明玲也非常樂意幫助別人，總是不厭

其煩的回答。我尤其喜歡跟明玲一起

唸英文，因為她聲音洪亮、發音清晰、文法正確。

那時，我和明玲也常造訪彼此的家庭。爸爸媽媽

和哥哥都喜歡她來家裏坐坐。以後我們雖到不同的大

學念書，但都是念藥學系。畢業後，我到 Ohio 繼續

藥學深造，明玲則是去 Indiana 大學唸藥學系，目標

是取得美國藥劑師執照。我的相本裏還有1976年明玲

到 Ohio State University 來看我的合照。我研究所畢業

之後在 New Jersey 的藥廠做事，而明玲也照她的計劃

一步步走上藥劑師的專業。

數年後我在加州見到明玲的夫婿賴銘宗，一位

溫文儒雅而又幽默的牙醫師，我為明玲高興她有了一

個美好的歸宿。之後十多年我們在東西兩岸各自為

家庭、事業忙碌；一直到2000年，我們重逢在 Los 
Angeles 的北一女三十週年聚會上，迫不急待地把那失

去連絡的十多年光陰捕捉了回來。小女成瑜 2000 年
去LA念大學，我陪她去新生訓練，就是住在明

玲 Diamond Bar 的家裏，接受他們夫婦的款待。以後

明玲的一雙兒女相繼到北加州來唸

大學及藥學院，我們相見的機會因

而增多，也彼此常用電郵連絡。

最近一次見到明玲是他們夫

婦送女兒到舊金山來讀藥學院，明

玲此時已開始減少她的工作時數。

記得她談起定時去做運動，打球等

等。我正在為她在辛苦多年後終可

享受自己喜歡的活動和生活而高

興，卻在 2008 年十月接到明玲給

我的電郵，告訴我她在做食道癌的

治療。除了驚訝以外，我心中真是

不捨她因病所經歷的痛苦，立刻跪

下向神祈求加添明玲力量及毅力奮

力對抗病魔。直到今年一月三號她

辭世之前，我們都有保持聯繫。當我看到好的或幽默

的文章，就轉寄給她，真盼望再聽到那銀鈴般的笑

聲，而明玲也不時把她的病況告訴我。 

我所感恩的是明玲與癌抗爭期間一直努力保持積

極的心態，她勇敢的接受食道手術之後，對復原充滿

了希望。即便有一次她在電郵中描述她那難以忍受的

病痛，也是以正向結尾。明玲最難捨的是摯愛她的先

生和兩個孩子。

在明玲離開我們半年後的今天，我謹以這篇文

章紀念她。在我的記憶中她永遠是那位臉上常帶著陽

光般燦爛笑容的女生。她的生命雖然短暫，但是她為

家庭兒女付出、為朋友邁力、為社會服務所發出的光

芒，永遠照耀在人間。

明玲，你先去了那沒有眼淚、沒有病痛，好的無

比的地方，願我們將來有緣在天上再相聚！

讓班 陳佩綺讓班 陳佩綺

憶憶 明 玲明 玲
2010 年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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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鈴 草風 鈴 草

“美麗的風鈴草，碧藍花朵美人嬌……

可愛的風鈴草，……

好像在對我微笑，有個人兒真正好…… 

海水深，盤石老， 我們的友誼永不凋……＂

記憶中，我們還是梳著中分頭的初中生。幾班

人擠在大禮堂上音樂課：阿里郎，野玫瑰，聖塔露

西亞，風鈴草……，一首接一首的唱著，真是開心。

如今腦中詞雖不齊，但旋律仍在，最難忘的是那幾位

常被老師欽點表演的同學。一個個青春純潔、歌聲優

美、表情可愛，有︰本班汪若蘭，劉亞權，洪玲蓉，

石連雲，三班黃道娟，和二班的王映真……各具特

色。

說到連雲，不禁一陣心酸。她與我都是軍人子

弟，初中同班三年，高中兩年，之後上了大學，即失

去連絡。偶而從他人口中也只知道她考上了台大土木

工程系，又轉入別系。直至最近，讀到的卻是她已去

世的信息。

初中時，她的個頭嬌小，品貌端正，事事認真，

一雙烏黑的眼透露着聰慧。十二三歲的年紀卻很少聽

到她跟我們一般唧唧喳喳。新生訓練的自我介紹，聽

着她早熟的自剖着︰“好勝”。接下來，一群小龍女，

不是“倔強”､就是“好勝”，再加上一些莫名其妙的小

缺點。哈哈！自我介紹成了坦白大會。

有一回，在教室旁的長廊下，冬晨溫暖的陽光斜

灑在我們的身上臉上，連雲突然盯着我說︰“啊﹗你

的臉在發金光﹗”，“噢，是嗎？”，我也回瞪着她的臉

仔細研究起來，原來陽光照著我們平滑的皮膚，那纖

細的汗毛成了一片粉嫩的絨毯。於是又抓住幾位經過

的同學，開始認真審視批判彼此的皮膚。沒有誇張，

也沒有虛假。偶而我會想起，自己很年輕的時候，曾

有一位真誠的朋友，告訴我︰我有一張在太陽底下會

發光的臉。

又一次，我和連雲週末到導師家改考卷。張隆飛

老師住在中山北路巷弄裡一棟日式平房中。生平頭一

回，我嚐到了沾著糖漿的臺式鹼粽，那口感伴著葉香

至今難忘。黃昏時我倆手牽著手離開，我輕聲問她︰

老師為何只找我倆？連雲答到︰大概比較聽話吧﹗相

對會心一笑。這祕密，我守了一輩子，也得意了一輩

子。

上了高中，功課的壓力突然沉重，我有了繼母，

又有了小妹妹。不再名列前茅，變得憂鬱，生命中走

進很多新朋友，但初中的同學們卻與我無憂無慮的日

子一齊遠去了。

高二連雲又與我同班，還是用功的好學生，永遠

坐在前排專心上課，卻好像沒再有機會跟我說上幾句

話。

轉眼畢業近四十年，外子與我先後接受惡性腫

瘤切除手術，死裡逃生，生命突然變得珍貴又短促。

反復憂慮是否能有體力北上參加重聚，報了名訂了房

又取消。念着多年不見的同學們，不想錯過再一次和

老友們嘻笑胡鬧的機會，在最後一夜終於趕到現場報

名。

冥冥中，因遲到而被安排在小廳晚宴。席上有初

中同班的施芳華，和曾與連雲同校的胥蓓蓓，而芳華

又是連雲的小學同窗。胥同學娓娓道出連雲來美後的

狀況︰她在完成碩士學位後，為了照顧妹妹留下的遺

孤，毅然放棄繼續深造的機會，嫁了妹夫。這是何等

的手足之愛，憐憫之心，又是何等的高超情懷！

連雲啊，連雲！妳雖先一步離開了我們，但妳

美好的靈魂一定永存在子女，親人的心中。那嘹亮的

歌聲，昂首的姿態，是我腦海中一片美好的記憶，就

像那溫柔的風鈴草，在風中搖曳，對我微笑，輕聲歡

唱，……。直到生命的終止。

——謹以此文紀念我們先離去的朋友——



 www.beinu1970.org  |  115

往日情懷

為了北一女畢業四十年重聚需要

一些照片，我翻找出許多老照片，有北

加州幾位同學聚會吃飯的合照，也有三

十年洛杉磯重聚的美麗留影，幾乎張張

都找得到孫家麗開朗的笑容。但是，今

年的四十年重聚和往後的相聚, 很遺憾

的, 家麗將永遠缺席了……

家麗畢業於臺大圖書館系，出國

來美後繼續到伊利諾大學深造，拿到圖

書館系碩士，此後一直從事與圖書館相關的工作。她

曾經在各個不同性質，大小的圖書館服務，熱心社區

服務的她也參加了許多社區教育與社會服務的社團，

與社區領袖有很好的互動，終於在2007年八月獲聘

為 Cupertino 公立圖書館的館長。

我們都為她榮任 Cupertino 圖書館館長感到高

興，因為這個圖書館剛完成改建，有個非常舒適的工

作環境。使用圖書館的人，尤其華人很多，資源非常

充沛。最難得的是，這裡是家麗居住的城市，真的是

近到可以走路上班！比起之前幾年，天天舟車勞頓往

返 Oakland，單程至少一小時的車程，這個就在家門

口的圖書館館長職位，簡直就是 Dream job!

2008年和家麗通電話時，常常聽她說，最近常感

冒發燒，老是好不了。醫生要她去驗血檢查看看，好

像染色體出現問題影響了造血的功能……。但是到年

底時，突然情況急轉直下，醫生診斷出病情已演變成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也就是通稱的血癌，必須馬上住

院作化療，並開始找骨髓移植的可能性。

年底，家麗住進了史丹佛醫學中心，開始了辛苦

的抗癌歷程。化療的辛苦與後遺症非常人能體會， 家

麗的先生和兒女給予她無盡的愛與支持。身為朋友的

我們，能使力的地方實在有限，即使想去探望陪伴，

也因她化療後身體抵抗力弱，而不便任意去探訪。很

謝謝家麗的先生李榛常常 email 告知家麗的進度和近

況，而我們的心情也像坐雲霄飛車般，隨著消息的好

壞而上上下下！

2009年初，亞美骨髓捐贈協會為家麗發起了多次

抽血比對活動。北一女校友會也利用年會

場合協助配合比對，希望越多的人響應，

配對的機會越高。春天終於傳來了好消

息，在北京找到了骨髓 perfect match， 

而且捐贈者配合的意願也非常高！ 我們

都對這個消息感到雀躍，覺得在谷底掙扎

這麼久，接下來應該是一路往上走了吧！

中間過程雖然有些波折，不過骨髓移植七

月初終於順利完成。雖然路途坎坷，總算

要爬出洞穴，見到陽光了！

有兩個月沒收到家麗先生的 email，心想沒消息

就是好消息吧？她應該正往復原的途中邁進……。十

月從台北回來第二天，接到同學大儷告知家麗情況不

好，癌細胞又出現了！我的心裡立刻像裝了一顆大鉛

塊，沉重的陰霾揮之不去……。

11月初去家裡看她，家麗精神還不錯，天南地

北隨性的談著，就像她還沒生病時一樣。但是我們彼

此心理都清楚前景不太樂觀，只盼望還有機會多見見

面。那時我們還約好以後每星期去看她一次，聊天作

伴，沒想到那卻是最後一次見面了……。家麗於12月
1日告別人世，回到天父的身邊，做個快樂的天使！

長達一年的抗癌日子終於結束了，美好的一仗家

麗勇敢的完成了！留下來的是令我難忘的開朗笑容和

爽朗的笑語 。

有幸與妳在北一女共渡青澀的少女時光，更有緣

與妳在北加州重逢，分享了十多年的悲傷和喜樂，妳

的身影笑語將永存在我的記憶中。再見了，家麗……

御班 潘雅貞御班 潘雅貞

紀念紀念      -  -  孫家麗孫家麗

孫家麗



116 | www.beinu1970.org

誠班 黃雅惠誠班 黃雅惠

一 千 個 日 子一 千 個 日 子

曾經看過一場幾乎全部是黑白色回憶往事的電

影，到最後忽然變成彩色，重新描寫最初六十年前男

女主角初遇的青春年少、滿山滿谷鮮花綻放的情景，

發覺自己一下子熱淚盈眶。唉呀，原來人生其實是一

場夢！

我們啊，是四十年呢！還沒有老去，可也停止不

住時光的腳步……

在北一女仁班，再來誠班的歲月，也變成彩色出

現在我腦海中：

我帶著北一女的砂粒在右膝蓋有四十年了。那

是做班長時，在早晨集合交回點名冊時，在衆目睽

睽下摔了一大跤，擦傷膝蓋，因為太丟臉了，就假裝

不痛，沒有立刻處理傷口；後來又怕痛，沒有刷掉砂

粒；就這樣一留留了四十年。如果有人想念北一女操

場的砂粒，可以來我的右膝尋根，依稀可見幾粒細

砂。

樂隊的回憶是參加室内樂比賽，我們演奏德弗札

克的「新世界」，摯友“郭巴＂慈惠和我一起獨奏第

一、二部；還有去日本大阪參加萬國博覽會演出。在

自由時間，孫教官吹了一聲哨子，一群便服女孩立刻

歸隊，把國外人嚇得驚為觀止。

再來就是有一次慶典樂隊遊行，

我們踫到建中樂隊尾隨我們。因為我

是吹黑管在最後一排，我哥吹伸縮喇

叭在第一排，男生們覺得好玩，我們

可是很尷尬，怕男生看我們屁股。

比較記得明朗活潑的汪明玢會帶

頭起閧，田恬會甜甜的抗議，整得畢

教官哭笑不得，那時的我和形影不離

的張珍可是只會傻傻跟進的乖乖牌。

大多數課後時光是在操場渡過。

很幸運的我們能得到三年大隊接力金

牌。高一仁班有衆多田徑健將，到高

二、三時，因為失去淑貞、達寬、

煥蘭、美俐，我們決定出奇兵，按

黑馬，由如珠、敬娟起頭，芬華搶跑道，我們安置次

強棒在十一、十二、十三棒，由我開始，鳳鶯及鍾北

追隨，一路領先，到百勝健腿申霞衝過終點，拿到金

牌。每人貢獻己力，團結一致，使我們至今仍津津樂

道。

敬娟、芬華、美俐、喆、及我總是一起回家，

大家左等右等，等田徑、樂、儀隊練習完。因為常常

陪我們的八百公尺、一千六百公尺金牌得主顏美俐練

跑，有一天她突發奇想，決心栽培我成為八百公尺健

將；託她的福，我也有各一面八百公尺銀牌及銅牌。

記得有一次被賦予重任為誠班跑一千六百公尺四

人接力，本來已快贏了，在最後一棒的我竟被孝班國

家級選手潘莎莉輕鬆趕上，痛失金牌，幸好隊友沒人

罵我，因為莎莉的腿實在太長太快了。

因為王喆的天賦，我們壁報常得獎：高一仁第

一，高二誠第二。但是我們更珍愛的是在一起的好時

光。除了芬華、敬娟、美俐，包括希達、啓生、如

珠、洪莉、偉君等人，經常來我家乒乓球桌上做壁

報，每做到一個段落，就打乒乓球玩。有時候周末打

兩天乒乓球，到周一上學時，手又腫又麻，幾乎不

能寫字。她們走後，家中有時會

發現多一條黑裙或體育褲，所以

說我和王喆是「穿一條黑裙長大

的」也不為過。

記得班上合唱比賽，融湄

指揮，我鋼琴伴奏，全班同心協

力，「咕咕」、「咕咕」不停，

終以「杜鵑」一曲，名列前茅。

敬娟也記得我為她伴奏「青海

青」獨唱，想起來她真是多才多

藝，好像也很會辯論。

從來都是全勤的我，也有一

天翹課去七星山上看雪。記得那

一天一早起來，聽到收音機說多

年來臺灣第一次下雪，立刻打電

話給芬華及喆，沒想到家長們竟作者：後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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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同意。就和建中哥哥及他的好友們上山看雪。那雪

花飄在身上，及到山頂時臉頰靠在沾雪石壁冰涼的感

覺，如今仍然依稀感覺得到。那天大概是上學以來第

一次逃學吧，但那也是此生永不後悔的一個美麗回

憶。

也曾在迷迷濛濛中嚐過好似柏拉圖戀愛的滋味。

和同窗好友上課中、下課時紙條傳來傳去，少年不識

愁滋味強說愁的歲月，也一一在回憶中流過……。

曾經和芬華及喆去福隆露營，和男生說話及跳土

風舞。回來以後三人心裏七上八下，有一點點心動，

不知道要不要再和他們見面，還好很快的決定不可

以，還是乖乖讀書為妙。

也被教官叫去問話，是那個男生在公車上給你紙

條？是誰寄信來學校給你？因為我真的不清楚是何方

神聖，被婉轉告誡後就不了了之，此後可是嚇得在公

車上目不斜視。現在想起來當年這樣一個醜小鴨也會

被看上，真要感謝那些男生的慧眼！

和融湄、薁紅的友誼也很特別。有一次三人經過

新公園邊紅葉莊，又熱又渴，可是三人一共只有七毛

錢，不夠買一杯一元的冰鎮酸梅湯，融湄和我早就放

棄希望繼續走了，沒想到薁紅小姐竟然要來一杯七分

滿的酸梅湯供三人分享。那一個盛夏，三人共享了一

杯一生最美味的冰鎮酸梅湯，也奠定了一生不離不棄

的美好友誼。

左鄰玉常及後座聯瓊，以她們一貫的沉穩鎮定，

不變的友情支持，真正收服了我一心想玩浮動的心，

才能突破聯考，也在此衷心感謝。

這次重聚會長余希達是何等人物呢？希達是我

小學好友，自小眉清目秀，頭髮天然微捲；採中庸之

道，誠實勤懇，從不喧嘩取眾，也不曾沒沒無聞；一

向是我們誠班共商大事的幕府大將。幾十年不見，領

導及組織能力超強，不但在北加任北一女校友會會長

三年，又勇辦四十年重聚，真是令人刮目相看，望塵

莫及。

不變的是她誠懇的做人態度，以及唱起黃梅調來

還是字正腔圓，記憶絕佳，令人驚嘆不已。

託淑寧、貞元、美玟極力聯絡之福，期盼再期

盼，望穿秋水，終於到了重聚周末，真是不可思議，

喜氣洋洋，誠班又再團結在一起，好像我們不曾分離

過。

我們美麗的吳宗鳳老師，從周五就參加我們聚

會，周六來和我們談心，照班級相片時像往年一樣為

我們排身高，為芬華及我在「穿的藝術」做模特兒時

加油打氣，在泳池畔叮嚀我們日常養生飲食之道，晚

會也和我們打成一片。我決定以後要把她當做大姐姐

看待，再也不要怕她了。(Sorry, Andrea.)

我們歡天喜地的聚在一起，談天說地，敞開心

懷，誠心分享，歡樂時光急速流走。

晚會時刻，由希達為首，樂隊隊長融湄仍如當年

英挺帥氣，治明參加合唱，秀英演了短劇，聯瓊打了

優美的音韻太極，如珠主持剪刀石頭布兒時遊戲，明

華參加最美麗班花選美，芬華和我也義不容辭，從樂

隊儀隊到載歌載舞……，大家同心協力，踴躍參加及

支持希達及重聚大會，真是所謂的「誠班就是誠班」

！

會後我們又聚在一起跳舞，談天至深夜，真是依

依不捨……

重聚過後，有一點失魂，覺得自己好像得了另

類相思病，很想念她們，很捨不得她們。想起那個周

末，和大家歡聚一堂的珍貴時刻，真的覺得好像作了

一場美夢。

那個重聚周末，是真的發生過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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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興小學

女師附小

幸安國小

右二人：桃園小學中學

再興小學、中學

嘉義小學

新店國小

靜心小學

空小

銘傳國小

銘傳國小

緣 更 深  情 益 切緣 更 深  情 益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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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毅 王蔚蔚 新哥倫布

121 平 張玉琴 追求卓越

122 毅 蔣舒群 亮麗再出擊

123 數 張 琛 回首與前瞻

124 忠 周克南 她很嬌，她很俏，她是我的醫生

125 誠 王蕾蕾 攜手前行

126 誠 朱敬娟
  林麗瑛 

新的下半生

127 恭 陳鳳凰 兩座長城的故事

129 誠 胡淑光 我的上海經驗

131 毅 孫瑩瑩 女性健康講座

134   緣更深情益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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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倫布在1492年發現了美洲新大陸；我在2010年
北一女畢業40年重聚籌備期間與聚會當天，也發現了

新境界，新領域。

我發現，重聚籌備小組的北加州同學們，為了能

讓同學會十全十美，發揮了準備大專聯考的精神，盡

心竭力，日以繼夜，不眠不休。

我發現，北一女的同學，非常團結。為了能讓40
年聚會有聲有色，不惜犧牲小我，成全大我。放棄週

末休息時間，忍受父母、丈夫、子女的抱怨，不辭辛

苦，披星戴月地遠程開車去參加籌備討論會，練習歌

舞與儀樂隊。

我發現，北一女的同學，是能做無米之炊的巧

婦。六月中旬，籌備小組發愁，餘興節目不夠。於是

臨時招兵買馬北加州同學，特種密集訓練，加添節

目。九月二十五日晚會的表演，不是滿漢全席嗎？！

我發現，北一女的同學，不但在內相夫教子，在

外更是高科技的女執行長。籌備委員會開會時，桌上

多台手型電腦，一邊討論，一邊電腦記錄。全部過程

透明公開，有條有理。

我發現，北一女的同學，勤學苦練的敬業精神

比以前更有甚之。除了上課練習舞步，儀隊步伐外，

回家還用 YouTube 補習。籌備小組的同學非常有愛

心，每次都準備水果、點心、甜湯、麵線、肉粥，讓

練習的同學增加體力。

我發現，北一女的同學，不是只是書呆子。許

多同學對藝術、音樂、美容、化妝、珠寶、服裝、房

地產、股票投資，都非常精通。如果江校長還在世的

話，不知是否會跌破眼鏡。

我發現，如果當年台灣有“Taiwan’s Got Talent＂
，得獎人一定是我們北一女這一屆的同學。九月二十

五日晚會的表演，不就看出同學們歌舞才藝的潛能

嗎？！

我發現，40年後，我的身材只比xxx同學大一

號。她是2號，前面加個1就是我的號碼。我也終於體

會到“抬頭、挺胸、收小腹＂的好處，的確有助於形

像的改變。

我發現，時間還是不留情的。40年後，學習力、

記憶力不如從前了。才練習的舞步，下週就記不全

了。更慘的是，不記得上週練習時站在哪個位置。不

過寶刀還是未老，我們還是完成任務了。

最後我發現，離世的同學越來越多了。這次錯過

40年聚會的同學，如果將來60慶生或畢業50周年重聚

時，務必參加。時不我予，見面的時間越來越少了，

要珍惜每一個可能的機會。

三載同窗甘苦共

四旬寒暑再重逢

千金難買相聚歡

萬銀不換友誼情

毅班 王蔚蔚毅班 王蔚蔚

新新 哥 倫 布哥 倫 布

王蔚蔚（前排中）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同學



 www.beinu1970.org  |  121

人生漫談

平班 張玉琴平班 張玉琴

追 求 卓 越追 求 卓 越

參加完北一女四十重聚，

兩個孩子一直問我有何感想。

我告訴他們籌備小組竭盡心力安排精彩節目，參與表

演的同學也賣力演出，老同學見面真誠談心，整個活

動劃下完美句點。其實不只如此，我心中還有一些感

觸無法用言語表達清楚。

這是我第一次參加大型的北一女同學會，老實說

要去之前並沒有抱著很高的期望。想到重聚時要擠在

幾百人當中，腦海中出現的畫面就是自己一個人很“

落寞＂地坐在一個角落。更何況班上同學已經四十年

不見，有什麼“同窗之誼＂可敘呢？我抱著一種不知

道該期待什麼的心情，從多倫多飛到了舊金山。

到了重聚大會之後，才知道原來自己想像力太豐

富了！“落寞＂？聚會節目緊湊，同學熱情，怎麼會

落寞？同學“四十年不見＂？其實同學見面，大概只

花二秒鐘腦中就拉回當年的印象。所以其實是：同學

一見面，瞬間“四十年＂的光陰隔閡就“不見了＂！

在那兩天參加大會所安排的各項節目，不論懷舊

派對、早操、談心敘舊、健康講座、群星晚會，以及

各次的餐敘、拍照，大家都那麼開心盡興，歡樂氣氛

流盪在空氣中，人人 - 好像都陶醉了。為什麼呢？

為什麼大家都這麼開心，這麼陶醉呢？對我來說這是

一種新奇的體驗，所以我一直在觀察周圍、分析自

己。

分析的結果，我發現我在這裏強烈地感覺到一種

歸屬感。這歸屬感是多方面的，有同年齡的歸屬感，

喜歡相同事物的歸屬感、喜歡同年代音樂的歸屬感，

相同或相似人生經歷的歸屬感…這些歸屬感都讓我深

深地感到滿足與溫暖。而其中有一種歸屬感最叫我悸

動，它在這幾天重聚中引發我的省思，解答了過去我

對自己的疑惑，讓我再次認識自己，最後很高興地接

受自己，也更有一種“恰如其份＂的自信。

到底是什麼樣的歸屬感，叫我這麼震動呢？那

就是“追求卓越＂的歸屬感。我在四十重聚這幾天，

感受到籌備小組的精心規劃，看見執行人員的認真負

責，演出同學的卯足全力，更常看見有一位穿著西裝

外套的同學在會場內外走來走去發現問題、解決問

題。看見她們這種不斷地“追求卓越＂的精神，解答

了我心中一直以來對自己的疑惑。

什麼疑惑呢？回顧人生一路走來，我常發現自

己跟周遭的人不太一樣，有時會擔心自己是否有吹毛

求疵的毛病，對人對己都要求嚴格。有些朋友常對我

說我太嚴厲了，要隨和輕鬆一點，所以我覺得自己是

個異類，經常需要檢討自己、調整自己。但是這次參

加重聚，看見全體工作人員的執著、要求盡善盡美，

才領悟到：原來“異類＂都在這裏。當年我們這些人

一起接受北一女的磨鍊，畢業後每個同學身上都帶著

這個“烙印＂，它深深地影響並塑造了我們做事的態

度、方法，更進一步成為我們個性中的一部份，這是

我當初沒有察覺的。今天在重聚中，我再一次處在這

麼多追求卓越、做事認真的同學中，我終於辨認出每

個同學身上的這個烙印，原來在人生旅途中我並不孤

單！我之成為今日的我，一部份是因為當初有那個烙

印。因此，當我離開重聚盛會回到平日生活的軌道

時，我有一種重新認識自己的快樂。我知道我可以繼

續追求卓越，但不需強求別人。

講到“同窗之誼＂，我們大都很快地認出這些

四十年不見的同班同學，而且當年的記憶很快回到腦

中。有趣的是在這兩天的相處中，我好像在舊朋友的

身上交了新朋友。怎麼說呢？就拿我們班上的青屏與

菲麗來說，這兩天我們幾乎早晚都在一起參加各項活

動，座談會坐在一起，吃飯在一起，連跳舞也成為舞

伴，我發現我們這兩天說的話、對彼此的理解與認

識，大概比高中三年還多(當年因座位隔得遠不常在

一起)，我覺得我彷彿另外交了兩位新朋友。這新朋

友格外令人覺得處事成熟，待人恩慈，人生有歷練。

參加四十重聚的豐收，是我當初沒有想過的。籌

備小組的同學們，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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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校樹，萋萋庭草……，奈何離別今

朝，世路多岐，人海遼闊……，仰瞻師道山

高……＂，當那驪歌響起，那淒美的旋律都讓聞者動

容，雖然過了四十年，許多的記憶都漸行漸遠，模糊

不清，想再捕捉當年十八、十九少女情懷，是那麽遙

遠不易。因為三年綠園同窗，筆墨相親，晨昏歡笑，

而今你我各奔前程，天各一方，聼著聼著，淚水亦沿

著雙頰滾滾滑下，然而，人生無不散之筵席，離別北

一女，何日再相逢，人人都有明日又天涯之嘆。

離開綠園，步入大學之道，告別了清湯掛麵的學

生頭與綠制服，一下子從土裏土氣的高中女生變成稍

帶女人味的小女人，或許亦是人生一大轉變。每天都

為要穿什麽衣裙，什麽皮包，什麽鞋子而心煩，不再

像高中時代隨手穿上綠衣黑裙，一切都是那麽理所當

然，而將全神貫注於書本上，吸取文化與科學新知，

十分迅速確實，有如海綿吸水一般，強力效果超強，

其放送 data 之成果，可由其大專聯考成績優異冠全

國而見分曉。在綠園之薰陶下，老師們諄諄教誨，使

個個學生從頑劣或低能都努力向上，變得博學多聞; 

個個綠衣人本著“公誠勤毅，溫良恭儉讓＂之教訓做

女中豪傑，每個同學都更上一層樓、考進理想大學，

學習科技專業，文理法商，這四十年來，在中外創造

佳績。

這些年來，帶著一女中之桂冠，真所謂持家治

國一肩挑，同學們無論在何專業領域都努力成為人上

人，外與好男在社會專業領域並駕齊驅，或一爭高

下，内又得做一個賢妻良母。這幾十年來多半都是標

準的上班族，下班後除了接送兒女，又得教養兒女，

恨不得兒女個個都是天才兒童，在德術體群都是頂尖

人物，不但數理天才，又會彈鋼琴，打網球，游泳健

將……，更有數不清的 Activity；返家後，又要三頭

六臂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營養餐。猶有甚者，上要伺候

公婆，自己還要抓緊時間充實新知，此外，無情的時

光在指縫中流逝，與時間奮戰之結果，只有靠化妝與

營養劑來彌補; 那細細的魚尾紋亦毫不留情出現在眼

尾、眉梢、雙頰與脖子上。這時候多少大陸辣妹子，

趁其年輕貌美亦乘勝追擊，似乎給這些年近花甲的老

伴一個興奮劑或強心針，當初老頭們個個誓言旦旦，

無論健康或疾病，貧窮或富有都願相守一生，這些誓

言都像過眼雲煙消逝得無影無蹤。多少空中飛人，造

成許多家庭破碎及社會問題，豈是聰明之北一女畢業

生可以想像及預知的。

我們這一群一女中的女強人情何以堪？

人心是肉長的，北一女畢業的也不例外。大學

畢業後，無論留在臺灣，中國，或海外，似乎擇偶亦

大不易。尤其那些成績頂尖，面貌俊美，而又獲知名

大學博士學位者更是難上難，在傳統“男尊女卑＂之

觀念下，實在無法找到比其更優秀的中國狀元郎，往

往嫁給美國主流社會之中流砥柱。如此一來，在美國

這民族大熔爐内，吸取中外各國優男才俊，無論是文

化上或學術上及社會上都是一極具意思之大融合。而

且在中華文化之薰陶下的綠園人都俱有外柔内剛之美

德，相夫教子，而且青春永駐，千年不改，傳為“中

外美談＂，亦祝這些同學婚姻幸福美滿，子女俊秀。

在升高二的暑假，我亦參加了樂隊練習，當時是

孫教官與畢教官主理樂隊，我亦有緣踫到一群一女中

樂隊成員，如今她們無論在學業事業上都高人一籌，

在中美卓然而立，這些人都成為我日後人生之楷模及

奮鬥之榜樣。其後無論在台大、加大柏克萊校園又再

毅班 蔣舒群毅班 蔣舒群

亮 麗 再 出 擊亮 麗 再 出 擊

作者：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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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首，及以後人生之不同層面又再次交集，這四十年

來，我們從青澀的少女至變成身經百戰的女強人，從

北一女發展到今日的社會舞臺，人生的成敗多麽交錯

複雜，其結果總是優勝劣汰，如今畢業四十年後，我

們是否能夠交出一個亮麗的成績單？我們能否本著勝

不驕敗不餒之原則再出擊？只有請求上蒼保守並賜福

給同學們更成功更亮麗的人生。

我個人認為不僅是樂隊或儀隊的同學，凡是在

綠園中成長的花朵都分外美麗，人人都在各個不同之

專業領域大放光芒，實屬北一女之光。當年的我曾以

穿上綠制服為傲，我相信今日的北一女或許以我們為

傲，這四十年來我們亦成為社會之主軸，我願以我的

座右銘“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與大家共勉，在

感謝師恩之餘，讓我們為下次之再聚首祈福，再次充

電，再次出擊，讓北一女之精神永存。

在此，為再聚首，對奉獻心力、財力之同學獻上

無限之感謝。

四十年重聚，回首過往歲月，北一女的校歌對我

影響很大。當年唱校歌時，有口無心。畢業多年，參

加一女中北加州校友會年會，大家起立共唱校歌，才

深切體會到江校長的教育理念和她對一女中學生的期

許。短短的校歌，涵蓋很廣，儒家的修身：（修養健

全人格），齊家治國（齊家治國，一肩雙挑），做人

處世的規範和敬業精神（公誠勤毅，校訓孔昭），愛

國愛民（為國家盡至忠，為民族盡大孝），個人技能

的培養（具備科學頭腦），更要我們盡一己之力（繼

往開來，為我女界增光耀）。 

我原是會計專業，十六年前開始擔任學區委員，

有機會觀察到中美文化的異同和教育的方法。隨著年

齡，歷鍊的增長，也越發感念我們的高中教育，為來

日的人生，事業，家庭奠立了紮實的基礎。每一位校

友各自在不同的崗位上貢獻我們的力量。

前瞻未來，希望同學們好好照顧自己，凡事盡其

在我，不要強求，也不要給自己不必要的壓力。每天

開開心心的活出我們美麗的人生。

數班 張琛數班 張琛

回 首回 首 與與 前 瞻前 瞻

作者：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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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 show 上，那位穿著露肩小

禮服的模特兒，走著優雅的台步，擺著

迷人的身段，不時向兩旁的觀衆，抛個

媚眼，送個飛吻。那、那、那、那不是

我的醫生 Fannie 嗎？

認識 Fannie 有廿年了，一直到四

十年重聚活動上，才知道脫掉白色的

醫服之後，我的醫生居然是位百變嬌

娃！當初找她做家庭醫生時並不認識

她，也不知道和她是同屆校友，更不知

道她的導師（吳宗鳳老師）是我們班

的英文老師。那時恰好打聽到有個同事

的醫生會說國語，而且是女生，這兩大

優勢讓我毫不考慮就加入了行列，做了

被 Fannie 照顧的病人。一路走來，轉

眼就是廿年。這麽多年來，倒沒讓她

閒著，每年總有幾回狼狽淒慘地跑去

找她，重感冒啦，閃了腰啦，膝蓋疼

啦……。說也奇怪，被一堆病人煩著，她竟然廿年如

一日，依舊長髮披肩，苗條美麗，也不知用了什麽秘

方。

時裝 show 只是個序曲，當晚的「綠園星夜」

才是這位百變嬌娃魅力大放送的時段——先是穿著帥

氣的樂隊制服登場，配合儀隊來上一段經典的北一女

樂儀隊表演。脫下制服，馬上搖身一變，成了個活力

爆發的辣妹，熱舞一曲「Country Roads」；接下來

化身活潑可愛的原住民小姑娘，跳著我們熟悉的「高

山青」；然後換上了漂亮的旗袍，深情款款地對著我

們唱「午夜香吻」。我不無得意地問我同班的蕙英

說：「嘿！那是我的醫生！」蕙英好容易相信了我不

是在吹噓，轉頭告訴了她的另一半。那

位日裔姑爺難以置信地哈哈大笑起來：

「Wow, she is dangerous! Dangerous!」到

底為何 Dangerous，因為忙著看節目，

一時無暇細問。不過再看到 Fannie 時，

我們便興奮地鼓掌呐喊 Dangerous!

分享會上，Fannie 代表誠班提出

的「三不，一要」獲得熱烈掌聲。三

不 - 不等、不省、不管；一要 - 從現

在起，要做個「壞女人」。可我忽然想

到，今年去她那做體檢時，她告訴我，

最好不要太早退休，因為她有些病人，

一退休就老得快。這和她的「三不」是

否有些小矛盾，小衝突呢？嗯，我得找

機會問清楚。還有，她也得指點我，如

何做個對自己好一點的「壞女人」 - 誰

叫她是我的醫生！

忠班 周克南

她 很 嬌 ， 她 很 俏她 很 嬌 ， 她 很 俏

—— 獻給 Fannie —— 

Fannie, 黃雅惠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醫師

作者：右一

她 是 我 的 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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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以來我馬不停蹄，先往魁北克開年會，接著

上北京，訪神戶。咱這人乘興，給匆促的行程中又加

插了一日半的濟南遊。濟南府是出名的泉水城，還記

得老殘遊記嗎？我聼一位山東來的教授說今年的泉水

旺盛，是四十年來頂好的，這豈能不看。 佇立大明湖

畔，秋風起蓮葉黃，情不自禁的想起了才乍相見就又

分別的諸位同學（對，就是你！），千樣情絲就如泉

水般的湧了出來……

遂決意等回家後要重拾禿筆，給九月金山會及咱

們促膝相聚的美妙時光加個序曲，也為你我的友誼添

個見證:

半生相識跨世紀

有因有果常相愛

怎麽下筆呢？尋尋覓覓的翻出了千

禧年時的“回顧與前瞻＂，華府秋遊後

有“綠人吟一沫相濡＂的長歌。今夕何

夕，此趟互道珍重時，真個兒衷心的盼望

你我後會有期。莘莘少年的純潔豪情，雖

微未減。雖然少有心懷天下志在四方的時

刻，卻也從來不敢忘記古人的“三人行必

有我師＂的提醒。母校師長的藴育教誨，

言猶在耳，難堪的是“深恩負盡，死生師

友＂。逝者如斯，逝者如斯。我自身多年

執著嚮往，人行千里路，願讀萬卷書，這

是很唯我的追求。比在珠光閃耀的“善用

才智為國家人類謀幸福＂之前，是十分渺

小的。只祈望江校長和早走一步的師友，

倘若身外有知，能予我一句“至少是不離

學子本色＂的評語。

2010年已近尾聲，在西雅圖涼冰冰

的清晨裏，思緒雖多，卻難以成章。窮則

變，變則通，引用李白的一首詩，作為我

生活的簡略描述。全篇寫，那得有一千零一夜了。

回顧 --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里江陵一日還，

兩岸猿聲啼不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前瞻 --

我來悄悄地告訴您，我要努力善用未來的時光，

誠懇地：戀中國根，作地球人。

年華似水，老馬應識途。這是我給自己的鼓勵。

您（的）呢？

寫于2010 重聚後   

誠班 王蕾蕾

攜 手 前 行攜 手 前 行
~ 請先讓我 ~ 

  追懷摯友盧丹珞（公班）

作者

盧丹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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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不理解為甚麼許多人聽了北一女重聚就興

奮不已？對她們而言，重聚的意義究竟是甚麼？是好

奇？是想敘舊？潛意識裡期待甚麼？或是簡單的“不

就是見見老友嗎，還需要更多的意義？＂

如果說“趨樂避苦＂是人們的本能，我們猜測大

部分的同學是期盼重拾舊日純樸的歡笑。當喧囂的兩

天過後，大家也確實覺得不虛此行。更有不少已經開

始殷殷的期待下一次聚會。我們在這兒想鼓勵的是那

些少數的聲音：「好奇滿足之後，舊夢重溫之後，好

像有一些失落？這麼多精英，這麼多體驗，“過去＂

當然讓我們歡愉與驕傲。難道就打算這樣輕輕鬆鬆，

快快樂樂，甚或庸庸碌碌的，走完生命的第二樂章

嗎？是不是有點兒辜負了上蒼賦予的異稟？除了分享

守住青春的祕訣，呼朋引伴去環遊世界外，是否該用

這重聚的機會更深刻地探討生命的價值，更積極的尋

找並建立一個較有意義的未來？」

你的未來會是什麼？唯一能確定的是形體會越來

越老，當那力不從心的一刻來臨時，你在乎失去了什

麼，又得到了什麼嗎？

以前大家都以為人的智力四十出頭就開始走下

坡。現在已經有大量的醫學實驗證明並非如此。五十

開外的人的腦袋不僅不必退化，在良好的環境下它還

作網狀的發展。腦神經生長的數量與密度並不輸於

二、三十歲的年輕人。正因如此，我們作面面俱到的

決策的能力，或作成熟思考的能力，繼續隨著年齡增

長。這些應該都是我們開創第二段人生旅程的利器。

老化經常帶來我們不得不接受的失落，危機感與

失落的經驗有時候是能激發出創造性的反應的. 你可

能在這過程中，發現自己過去潛藏或低估的天分或技

能. 而心智在進行創造性活動時，大腦透過神經荷爾

蒙和免疫系統與身體緊密連結，非常有益健康！

從探討人生價值的層面上看，這世界上存在著四

種人：

第一種人 讓有價值的事情得以發生

第二種人 知道有價值的事情發生，開始思考

第三種人 看著事情發生，無動於衷

第四種人 根本不知道有價值的事情已經發生

你希望你是哪種人？要知道一不留意，我們都可

能被繁忙的生活羈絆住，成為不知道生命的價值何在

或無動於衷的人！

據說當老鷹到了中年時，喙太長不再容易進食；

羽毛太厚不再容易展翅翱翔；爪的指甲太長不再容易

攫取獵物。它便費盡全力飛到一個安全的崖邊，找好

一個巢穴，先用自己的喙猛力撞擊峭壁，把喙磨掉使

長出新喙，用新喙拔掉長指甲，使長出新指甲，再拔

掉多的羽毛，得以重新有效的展翅。如此經過五個月

的辛勤耕耘，終於成就了另二，三十年的藍天翱翔。

雖然我們不見得能像老鷹再造亮麗的外形與新生

般的活力，可大腦發達的人類真正的本錢本就在其思

考分析的能力。更不提北一女的校友了！事實上，年

老代表另一個機會的來臨，當身體外在形相瓦解時，

你對內在生命力的感受才較容易突顯，這種覺醒可

以讓你重新探索自己，如果大家有時間，不妨嘗試著

先瞭解自己現在的慣性心智模式，看看它是如何的侷

限了我們對自己的認識；那麼下一次的重聚我們便有

了好的據點，一塊兒嘗試開發更美麗、更有意義的未

來!

誠班 朱敬娟、林麗瑛誠班 朱敬娟、林麗瑛

新 的 下 半 生新 的 下 半 生

林麗瑛：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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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班 陳鳳凰恭班 陳鳳凰

兩 座 長 城 的 故 事兩 座 長 城 的 故 事

筆者三十多年前(1975-1981)留學德國期間，和

先生在西德哥廷根 (Göttingen) 訂婚(我的留學城市)

，而結婚的地點是柏林(他的留學城市)。旅居美國之

後，雖然每幾年還是回德國探望當年的恩師､好友，

但是今年會被指派回到柏林授課，絕對不是預料中之

事。本已繳交四十年重聚的報名費，也預定了旅社，

但是因為正值旅德教學，無法分身參與盛會，甚覺悵

然遺憾。

在柏林自由大學 (Freie Universität) 所開的兩門

課中，其中一門是“德文的歷史＂(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Language)。因為學生大多是美加留學生，所

以是用英文授課。這門課雖以語言歷史為名，卻涵蓋

許多影響語言發展的重要歷史事件。

根據語言分類，德語、英語、和北歐諸語所

屬的日耳曼語系 (Germanic languages)，與法語、

意大利語、西班牙語所屬的拉丁語系或羅曼斯語系 

(Romance languages)，皆為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中的語種。

西元初始，正值羅馬帝國極盛時期。帝國的大軍

東征西討，征服包括東邊的小亞細亞､南邊的北非､

西邊的英倫三島亦併入版圖，全面實施宗教羅馬化，

語言拉丁化的政策。唯獨對於北邊的日耳曼民族頗有

顧忌。

西元九年，奧古斯都大帝 (Emperor Augustus) 派
遣大將瓦魯斯 (General Varus) 帶領三個軍團北征。當

時瓦魯斯帳下的一位要員阿米尼 (Arminius)，德國人

稱之為海爾曼 (Hermann the German)，雖是出生於日

耳曼部落，但卻是長期接受羅馬帝國訓練的將官。

阿米尼對於瓦魯斯的殘酷驕橫，心懷怨恨，遂

聯合多個日耳曼部落，準備襲擊羅馬部隊。他假傳消

息，向瓦魯斯報告，幾個日耳曼部落正在叛亂，羅馬

軍須要去鎮壓。他把龐大的羅馬軍誘入德國西北部卡

克里茲 (Kalkriese) 附近的沼澤樹林。

三個長期駐外的羅馬軍團，連同其僕從，隨軍女

眷､孩子，浩浩蕩蕩深進陌生的樹林後，一萬八千日

耳曼游擊隊，突然出現，殺得羅馬軍措手不及﹔平日

熟練的陣勢無法排開，又值天降大風雨，雷電交加，

劈開大樹，繼之如雞蛋大的冰雹，亦從天而降。

羅馬人以為世界末日降臨，完全喪失戰鬥能力。

反之，日耳曼人對此樹林瞭如指掌，更視此風擎雷鳴

為其雷神 Thor 的加持助力。血腥的戰鬥延續整整三

天，羅馬人喪失2萬3千人馬，有幸生存者，全被抓去

充當奴隸。逃回羅馬的不足千人，對此戰有恐怖的描

寫，包括﹕日耳曼人以斧頭為武器，砍頭､斬首､挖

眼､割舌之餘，還將頭顱釘於樹上祭神。瓦魯斯的頭

顱則被送回羅馬，“呈獻＂給奧古斯都大帝。從此羅

馬再也不敢大舉北侵。

這個歷史上有名的卡克里茲之戰，也奠定了西

元一世紀之後，歐洲大陸語言南北分界的局面：南

邊拉丁語，北邊日耳曼語。由於日耳曼人屢次南擾，

羅馬政府遂於西元83至260年之間沿南北流的萊茵河

和東西流的多瑙河，築起550公里的高牆防線(類似中

國的長城)。一方面阻擋日耳曼人南侵；另一方面充

當關卡，征收稅金。也就是 German Limes 的由來。

（Limes 的複數是 Limites, Limit 這個字，也就演化成

日後的“底線＂或“限制＂）。

筆者趁秋假數天，走訪萊茵河附近的 Limes 古

蹟，這個露天博物館已被聯合國鑒定為世界珍貴遺產

之一。走在這座後人重修的高牆城門下，比較今年夏

天攀登北京八達嶺的心情，霎時發現此兩座長城頗有

關聯。

秦始皇為防禦匈奴，開始建築萬里長城。漢代除

了增建長城之外，漢武帝亦派衛青、霍去病，屢次北

征。匈奴被逐退之後，遂往西方發展。當 Attila (阿
提拉) 西元433年成為匈奴 (Huns) 的領袖時，席捲

中亞、東歐，把當時遍布歐洲的哥特人 (Goths) 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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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流離失所，尋求羅馬保護。哥特人遷移，其他民族

也跟進，就演變成歐洲的民族大遷徙 (The Migration, 
376-568 AD)，也導致西羅馬帝國的敗亡 (467)。

歐洲的 Limes 象徵日耳曼語言的勝利，如果沒

有 Kalkriese 那場戰爭，羅馬人可能北征成功，則整

個歐洲皆可能成為拉丁語的天下，日耳曼語可能和

昔日的哥特語 (Gothic) 一樣，消失於地球。至於匈

奴，被中國從長城之外趕跑之後，在西方建立了匈牙

利 (Hungary)。至今匈牙利與芬蘭的語言仍不是印歐

語系，而專屬匈奴語的後裔 Uralic 語系。但是，匈奴

的軍隊也沒有跨過 Limes 的界線。

西元2000年，成吉斯汗 (1162-1227) 獲華盛頓郵

報 (Washington Post) 之選為千禧年世界人物 (Man 

of the Millennium)。當時就有人批判郵報記者 Joel 
Achenbach 忽視歷史，認為成吉斯汗只是 Attila 的再

版，對於東西文化交流雖有貢獻，但是他們的征服留

下更多的血腥。

在此姑且不論兩位歷史人物的功過，只談兩座長

城的故事。有趣的是，兩個類似的世界遺產古蹟竟有

些微的歷史關聯。因為匈奴是被從亞洲的一座長城趕

到歐洲的另一座長城。

四十週年校友籌備會辛勤策劃的重聚，據悉十分

成功，所有參與者皆讚口不絕。筆者雖然無緣參加，

卻欲遵囑為紀念刊撰稿，以為精神支持。但盼下次重

聚能夠因緣聚足，再有機會與校友握手言歡，促膝長

談。

仿建的軍營和真正 Limes 遺跡

作者作者於德國中部 Saalburg 的 Limes 博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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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上 海 經 驗我 的 上 海 經 驗

遷居上海，轉眼間已進入第十個年頭了。很多過

去的老朋友問我：習慣上海的生活嗎？打算在上海退

休嗎？這些還真是有點難以直接回答的問題。

一九八五年,當中國大陸剛開始對外開放時,

我就曾陪著媽媽到上海來探望她分別近四十年的姐

姐 - 我素未謀面的姨媽。當時，上海除了一些租界

時期留下的地標性高樓外，普遍是年久失修的石庫門

和擁擠的弄堂。滿街都是人，沒什麼表情，大家的衣

著，非黑即藍，整個城市也是灰濛濛的沒什麼色彩。

表哥說：上海要改變，怕是不容易啊！他們帶我去外

灘，隔著滾滾的黃埔江，浦東那塊地上，看不見什麼

房子．

二○○一年，由於外子工作調動，我們舉家搬

來上海，落戶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從浦東國際機場

入境，機場建築的宏偉，迎賓大道的寬闊平整和路邊

的花木綠化，在在讓我不禁訝異：這是我來過的上海

嗎？

當時，浦東除了陸家嘴商業金融區高樓林立外，

張江這兒，倒還僅是剛剛開始發展，主要道路雖然有

了規模，但車流量很少，一眼望去，是大片的農田。

不過，中國大陸政府的魄力和速度確實是驚人，記得

在我們搬進當時住的社區時，小徑剛剛鋪好，但旁邊

的綠化帶內還是一片黃土。聽說第二天有政府的官員

要來視察，硬是一夜之間，黃土變成了碧綠的青草

地，甚至連社區門口的草地上，也整齊地出現了由灌

木叢拼成的英文字母，實在叫人嘖嘖稱奇。過去這十

年，上海的改變，尤其是在浦東地區，真可說是一日

千里。隨著申奧和申博（世界博覽會）的啟動，上海

簡直是脫胎換骨，完全變了一個樣。幾年內，高架路

縱橫交錯，十三條地鐵貫穿大上海地區，五星級飯店

和商業大樓，比比皆是，而且設計得豪華瑰麗，各有

特色﹔樓頂上更是匠心獨具，造型迥異，再配上各

色燈光效應，華燈初上之後，上海灘的夜景，確實迷

人．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人在世界上可以說是

揚眉吐氣，頭抬高了，嗓門更大了。上海人尤其是典

型的海派，深怕人不知道他有錢，買起東西來，可是

毫不吝嗇，上海灘的高檔名牌，也絕不比其他國際大

城市少﹔高消費場合，價格一樣不遜色。一般人手中

都握有幾套單位分配再以低價認購的房舍，隨著房價

的飆升，差不多的家庭都有相當的經濟實力。上海人

頭腦本就靈活，社會變遷中，提供了許多的商機，產

業新貴，企業大亨，一個個的誕生﹔股票，房市也炒

得沸沸揚揚，熱鬧喧嘩，最近電視上還有遴選股神的

節目，這可是一個比資本社會更資本化的地方。世博

會辦得有聲有色，不管開幕式或是閉幕式，除了高科

技和藝術相結合，奪人眼目外，更能以人取勝，營造

壯觀的場面，叫人嘆為觀止。半年的展出中，也硬是

從全國各地搬來了超過七千萬人次的入園參觀，又創

下了世界記錄．

誠班  胡淑光

上海十美圖          作者：後右一



130 | www.beinu1970.org

然而，在這些光鮮亮麗的背後，上海人真的活得

那麼愜意嗎？上海人看不起其他地方來的人，排外之

心，在他們聚在一塊兒就滿口上海話中展現得淋漓盡

致。他們雖然海派，但對人並不算大方，買東西時，

常聽到售貨員說：如果是買給自家的嘛，品質就選

好些的，這可和我們從小的教導和觀念差距挺大。不

過，上海人雖然精明會算，事事自我意識強些，但他

們倒也不貪別人的便宜，自認還是素質比較高的。這

些年來，當街爭吵，隨地吐痰，亂扔垃圾的情況是大

大的減少，不過急功近利之心還是很明顯的：行人亂

闖路障不以為奇﹔地鐵上搶位子的功夫，堪稱一絕﹔

大部分人雖經文明宣導，開始排隊，但插隊的案例，

還是不少．

上海人對孩子是很寶貝的，不太有重男輕女的

觀念，這倒是和其他省市大相徑庭，且家中女權至

上，上海男人非常體貼能幹，出外工作賺錢，回家買

菜燒飯，清潔洗衣，帶孩子，樣樣都來，對太太，孩

子，岳父母呵護備至，因此，這兒有此說法：嫁上海

男人是最幸福的。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極其重視，尤

其在一胎化的政策下，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這唯一的孩

子身上。除了選個好學校，課後補課外，其他十八般

的才藝也都要學。在公共場所，常能看見父母隨時對

孩子機會教育，就怕輸在起跑線上。近年來，有不少

父母覺得硬式教育對孩子壓力太大，想將孩子送出國

念書，但又不得其門而入，且捨不得孩子離開家，因

而處在極端矛盾中。年輕人大多要由父母支助，才能

買房，但不管是否和父母住在一起，晚餐總是吃父母

的，孩子也交給父母帶，因此，“啃老族＂相應而

生，說得好聽，是彼此照顧，但骨子裡，新一代年輕

人欠缺一份獨立刻苦的精神。

上海在全中國，算是治安很好的地方。但近年

來，由於積極建設，外地民工大量流入，造成社會的

隱憂，尤其是貧富不均的現象，很可能引發許多社會

問題。教育當局急切設立民工子弟學校，希望透過教

育，讓民工的第二代有翻身的機會。這種舉措，倒是

有先見之明，也合於人道的原則。

上海的硬體，堪稱世界一流。但一般人的綜合素

質，還有待更上一層樓，服務態度和意識，也可再加

強些。若能放開胸懷，分些愛心給有需要的靈魂，將

冷漠變為愛，上海應該是個資源豐沛，充滿動力和希

望的地方，世博的口號：“城市讓生活更美好＂也可

在這兒完全得到印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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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重聚特別在“美麗人生＂活動安排“女性健

康＂講座，由毅班校友孫瑩瑩醫生主講。講題包括：

荷爾蒙補充療法，如何吃出健康，防毒和排毒，壓力

調適以及疾病原因和預防。

孫瑩瑩台大醫科畢業，79年來美，芝加哥希奈山

住院醫師，後接受加州 Irvine 醫院腎臟專科訓練，86

年起開業迄今。

她和同學分享她習醫，行醫的心路歷程: 西醫訓

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多年執業經驗，發現此種

療法，對急性病症如盲腸炎，喉嚨發炎，效果很快，

但對慢性疾病，只能用藥物控制，治標而不能治本，

不但效果不彰，還可能有副作用。

她自己的親身經歷，10年前開始停經，睡眠品

質不佳，缺乏精力。婦產科醫生建議使用避孕藥和

抗憂鬱藥治療，但她深知此種藥物療法的副作用，所

以沒有採納。而當時有一藥劑師建議她用自然荷爾蒙

療法，效果不錯。從那時開始，就對自然療法發生興

趣，參加醫學會議，講習班來學習。

荷爾蒙補充療法：1. 

A. 荷爾蒙包括 Pituitary glands (腦下腺垂體)：

分泌生長荷爾蒙和藉此控制甲狀腺，腎上腺及

卵巢。甲狀腺：分泌甲狀腺荷爾蒙，幫助產

生精力。腎上腺：分泌腎上腺素, cortisol 與
DHEA，可轉換成雄激素。卵巢分泌性荷爾蒙 

（雌激素，黃體酮及雄激素）。

B. 性荷爾蒙的功用

雌激素： 擴張血管，預防血管硬化，增加腦部

血液循環，提升情緒，記憶和睡眠品質，防止骨

質流失。

黃體酮：平衡雌激素的反應，天然利尿劑，促進

骨骼生長。

雄激素：增進性慾, 擴張血管，增加腦部血液循

環，提升情緒，記憶和睡眠品質，幫助骨骼肌肉

生長，增加精力。

C. 為何需要荷爾蒙補充療法？

更年期症狀 如發熱，失眠，精力不足，皮膚乾

燥

防止骨質疏鬆和記憶力衰退

減緩衰老

D. 傳統荷爾蒙補充療法的弊病：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研究：傳統荷爾蒙補

充療法會增加乳癌，中風，心臟病及血栓的概

率。

   理由：

使用馬尿提煉出來的荷爾蒙，而未使用植物 1) 

（黃豆，地瓜等）提煉合成與人體相同的荷

爾蒙。

口服：影響肝臟，增加發炎及血栓的反應。2) 

E. 自然荷爾蒙補充療法 (Bio Identical Hormone 
Replacement)：避免口服，採用貼劑或乳液，口

腔內舌下吸收，或皮下種植。 

2. 如何吃出健康：把你的身體當作神壇而非垃圾場

A. 營養素：

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維他命，礦物質，

纖維素，酵素(enzyme)及水。

B.  避免的食物：精製食物以及含有毒素的食物（

如殺蟲劑，化學物，人工色素，人工糖精，防

腐劑及味精），人造奶油及變質脂肪。

C.  減低發炎（Anti-Infl ammation）的食物：

多吃有抗氧化劑的食物：不同顏色新鮮有機水果

蔬菜

多喝水及含纖維食物以提高身體排毒功能

堅果及種子可提供好脂肪（如 Omega3 fatty 
acid）。

毅班 孫瑩瑩 演講  （張琛 節錄）毅班 孫瑩瑩 演講  （張琛 節錄）

女 性 健 康 講 座女 性 健 康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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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料如薑，蒜，Rosemary，咖哩及小茴香也

會減少發炎反應。

D. 長壽飲食原則：八分飽，避免加工食品，不同

顏色新鮮有機水果蔬菜，堅果，種子 （提供蛋

白質，脂肪），未加工處理有機肉類，雞蛋，

野生 Salmon (一星期不超過三次) 發酵食物 

（Yogurt, Soy Yogurt, Sauerkraut and Miso Soup） 

可提供有益細菌。多喝過濾水，調味料如薑，

蒜，肉桂(Cinnamon) 及鬱金(Turmeric)，海鹽

而非精製鹽。

E. 超級食物：Resveratrol: 紅酒和葡萄汁

          Lycopene: 番茄， 可防止攝護腺癌

          Turmeric, 蒜(Garlic) 及薑(Ginger)
          莓果類：藍莓，黑莓 和 Gogi 莓
          十字花科蔬菜: 花椰菜，白菜花

          人參 （因人而異）

3. 防毒和排毒

A.  毒劑的種類：

 殺蟲劑，除草劑，塑膠，工業用廢料及重金屬

B.  如何避免毒素：

購買有機蔬菜水果及肉類。喝過濾水，避免加

工食物，避免含水銀海鮮 （少吃大魚），不要

用塑膠容器在微波爐內加熱，避免用塑膠容器

和保鮮膜,特別在食物很熱時。避免強力化學清

潔劑，使用肥皂，小蘇打 (Baking Soda) 和醋。

避免含鋁製品。避免使用殺蟲劑，除草劑 C

C. 身體如何排毒

肝臟 :需要維他命及礦物質

腎臟：需要水份

淋巴系統：運動/按摩可增加淋巴循環

直腸：需要纖維，油及有益細菌，避免便秘

出汗：運動/桑拿浴

D. 謹記原則：防毒是第一要項。每天8杯過濾水。

避免便秘。經常運動/桑拿浴幫助出汗。每天

吃十字花科蔬菜(Cabbage, Broccoli, Caulifl ower 
and Brussels Sprouts）. 經常吃 Celery, Onion, 
Grapes, Berries, Citrus Fruits and Yogurt or Soy 

Yogurt. 使用調味料：Cilantro, Garlic, Ginger, 
Rosemary, Turmeric 幫助排毒。

4. 壓力調適 (改變你的思想，改變你的生活)

壓力來源：工作，人際關係，財務，健康。

壓力調適技巧：睡眠列於優先考量。寫情緒

日記。Organize and Prioritize. 放鬆運動：瑜

伽，太極, Pilate. 打坐：Mindfulness. Creative 
Visualization/Positive Affi rmation

正確呼吸方式可讓身體放鬆：參考 The 
Breathing Box by Gay Hendricks

人生的哲學：為人服務而非專注為己。脫離執

著，不要患得患失。活在當下。凡事有因必有

果。對己對人都要有原諒和愛心

5.  疾病原因和預防

疾病造成原因： 不健康生活方式，營養不良，

身體積聚毒素，以及荷爾蒙不平衡

不論是糖尿病，心臟血管疾病，癌症及骨質疏

鬆的預防，原則都是一樣的：健康的飲食，適

當的運動，充足的睡眠，避免毒素積聚，排

毒，健康的人生觀及荷爾蒙的平衡。

演講結束後，在場同學抽獎獲贈孫瑩瑩所寫書

籍：Achieving Mid-Life Vitality: Hormone Balance and 
Beyond. 雖然時間有限（兩場各一小時），同學們都

覺得獲益良多。

演講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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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漫談

RecepiesRecepiesRecepiesRecepiesRecepiesRecepiesRecepiesRecepies
Healthy aging dietHealthy aging diet

Energizing-Purifying 
Juice

• 2 celery stalks 
• 1 carrot
• ½ cup green or red cabbage
• ¼ cucumber¼ cucumber
• 4 kale or collard leaves
• ¼ cup broccoli 
• 1 small red reddish
• ¼ inch ginger
• ¼ lemon
• 1 bunch Parsley or cilantro

Berry smoothie
• ¼ cup water
• 1 banana
• 1 cup fresh or frozen blueberry or blackberry

Variations: 
• use mange or peach or soaked goji berry instead of 

berry.
U l j i / j i / d j i i d f• Use apple juice /orange juice/ red grape juice instead of 
water

• For yogurt smoothie: replace water with ¼ cup plain or 
vanilla yogurt or soy yogurt

• For protein and omega 3: add 2 tablespoon protein power 
and 1 tablespoon flaxseed oil, or just simply add a 
handful of nuts

• For green smoothie: add ½ cup spinach, celery, or any 
fresh green

Green salad
• 2 cups mixed lettuces (red or green leaf, romaine) or 

spinach/ arugula/sping mix
• 1-2 tablespoon salad dressing ( olive oil, lemon juice or 

red wine vinegar, salt and pepper)
• Thin slices of tomato, cucumber, carrot, bell pepper or 

onion
• ½ avocado 
• Add small amount of nuts or  fruit such as peach,  

mango, grapes or tangerine
Dressing variation
Lemon herb dressing( lemon juice, basil, dill, mint, cilantro, 

garlic, salt, olive oil)

Garden vegetable soup
• Vegetables: use cabbage, spinach, broccoli, tomato, 

celery, onion, zucchini, cucumber, etc;
• Seasoning: use garlic, green onion, basil, ginger, lemon 

juice, miso or salt
• Broth: use hot chicken broth or water
• Add avocado  for thickness

Blend all the vegetables and seasoning in the blander with 
hot chick broth, serve immediately as hot soup

Fish or chicken
• Seasoning: garlic, Italian seasoning ( rosemary, thyme, 

oregano), liquid amino or salt

1. Season both side of fish or chicken with olive oil, salt 
and Italian seasoning

2. Heat the pan with olive oil , add chopped garlic to the p pp g
pan

3. Add the fish filet or chicken meat to the pan
4. Turn the fish or chick when it’s brown



134 | www.beinu1970.org

兩位老師 北一女初中辨班

萬華女中12班

古亭女中 上：桃園通火車同學
下：五峰中學（新店）

市女中11班

緣 更 深  情 益 切緣 更 深  情 益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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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忠 王潄蓉

  郭 企 
行酒樂 記Napa酒鄉一日遊 

138 禮 彭麗美 與猶他國家公園共舞

141 忠 許麗娟

 孝 郭芳菲

 仁 顏美俐 

美西國家公園旅遊記

144 誠 朱敬娟 養生之旅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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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重聚小組的成員，我是星期天

清晨才回到家，休息片刻，六點又回到

了旅館大廳準備前往參加酒鄉一日遊。

大廳裡已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忙著與即將

賦歸的同學道別、拍照，想要補捉更多

過去的時光，緊握僅有的相聚時刻。在

遲到一個鐘頭以後，一百多位資深美女

終於準備妥當，兵分二路出發了。

一路上都是好兆頭，還沒坐穩，我

們的班領隊簡美雪就送上現金。原來是

報名太踴躍了，成本降低，利益均霑，

妳說是不是好彩頭？一路上天公作美，

風和日麗，秋高氣爽，連我們住在灣區

同學平時只能霧裡看花的金門大橋和金山灣，今天都

在驕陽及雲霧的襯托下，使得舊金山依山傍海的美景

清晰可見，金門大橋遠遠矗立於雲霧之中，虛無縹

緲，美不勝收。 

說起來，酒鄉 Napa 也是經過了多次討論、造

訪才能在灣區眾多名勝中脫穎而出。我

們活動小組成員幾次造訪酒鄉，探勘路

線，訂菜單，挑配酒，（想來，這也

是不錯的差事!）。在灣區住得這些年

來，到酒鄉加起來的次數都沒有這一年

來的多。加州的葡萄酒馳名有時，附庸

風雅學品酒也是時尚。內舉不避嫌，推

舉重聚小組中深知此中樂趣的蔣淑嫻和

郭企作嚮導。我們這車是由郭企負責，

只見她使出混身解數，不但要幫我們臨

時抱佛腳灌輸葡萄美酒簡易學，一會講

笑話，一會抽獎，不知不覺中來到了我

們的目的地 - 2009年 Napa 最佳酒廠 
Castello di Amorosa。

下得車來，再一次面對這矗立在眼前，經過14
年才打造完成的仿中古世紀義大利式的城堡，仍然覺

得不可思議。其中一半以上的磚瓦都是城堡主人費勁

心思的尋覓，一磚一瓦飄洋過海從義大利運過來的

古物。不得不佩服他的熱忱與毅力。古義大利城堡的

歷史故事一一在腦海裡浮現，彷彿置身於中古世紀

的 Tuscany。只有城堡外的一排排葡萄藤，晶瑩剔透

的葡萄，三兩隻徜徉在草地上的小羊才把我拉回了現

實。

我們一行百餘人，很快的分成幾組由導覽帶領進

入地窖參觀，地窖裡陰暗溼冷，峰迴路轉，彷彿置身

迷宮。除了成排釀酒用的巨大橡木桶以外，還有只在

電影中才看過的神秘牢房，刑房，酷刑用具。中古歐

洲的城堡真是暗藏玄機。一邊仔細聆聽導覽的解說，

一邊沉浸在自己的思路裡。一晃眼，我們又回到了陽

光普照，美不勝收的中庭。緊接著，進入氣派的國王

大廳，看到滿桌擺設美麗的酒杯，陣陣撲鼻的香味，忠班無所不在

行 酒 樂行 酒 樂
記記NapaNapa  酒鄉一日遊 酒鄉一日遊

忠班 王        蓉、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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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美酒與佳餚的時刻已來到。

酒堡的主人設想周到，特別為我們安排品嚐五種

酒，還請一位專人示範品酒，在他生動又風趣的調教

下，百餘嘉賓立刻有模有樣的好似品酒專家: 第一口

一小啜，點到為止；接著，輕搖之後淺酌，止於半舌

間，漸入佳境；最後才整個口中滿溢著醇酒，全面的

享受。 美酒佳餚當前，老友歡聚一堂，還沒等到余掌

門人希達舉杯致意，已經是人人熱勁上身，滿室的杯

酒交觥，酒不醉人人自醉，不知今夕是何夕！

午餐後，個個啞著嗓子上了車，一行人浩浩蕩蕩

地來到了鄰近的精緻小鎮 - Yountville。小鎮上除了各

色各樣的精品店，購物瀏灠兩相宜之外，最吸引人的

首推聞名全美的高檔法國餐廳 The French Laundry，
她的姐妹店 Bouchon 及附屬的甜點小舖。我們幾個

工作人員數度探勘結果，當然事先就鎖定了目標。下

了車，正準備直奔甜點小店，放眼望去，發現在我們

的樂隊指揮劉融湄（誠班）身旁的一位小姐居然比劉

指揮還高。黃雅惠好得意的說：“那是我們高中最要

好的朋友虞薁紅（公班）!＂哈！真是踏破鐵鞋無覓

處！原來薁紅是我剛來美國在 Purdue 認識的。大會

期間一直想碰到她，可是卻連個擦肩而過的瞬間都沒

有，想不到

居然同車。

一羣人馬上

湊在一起，

買了超多種

的小點心，

選了一個舒

適的角落，

大夥兒席地

而 坐 ， 好

好的享受一番！郭企和融湄意外發現是空小同學，薁

紅又是外子和郭企的先生台大化工的學妹，多層的緣

份，話匣子一開，天南地北扯不完的話題，從當年來

美國讀書又扯回台北。曬著暖暖的太陽，懶洋洋的，

彷彿又回到了臺灣的夏天，心頭倒真有點醉意了！

回程路上，郭企和賴碧良（和班）鼓動了一場

才藝秀再加上另一場“談心敘舊＂，氣氛高漲，車前

車後打成一片，樂翻了天。車子漸行漸近，三天的歡

聚也接近尾聲了。遠道而來的同學紛紛表達她們的感

想，互相期許下次見面的日子不會太遠的。長達十八

個月的籌劃，短短三天的相聚，在此刻畫下了悵然的

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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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了舊金山四十年重聚後，一行三十四人重

新踏上為期六天五夜的國家公園之旅。我們即將造訪

三個國家公園: 布萊斯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錫安 (Zion National Park)、大峽谷國家公園 (Grand 
Canyon) 北峽 (North Rim) 及鮑爾湖 (Lake Powell)。
由老闆余希達領軍，毛仁漪、任玫莉、袁蕙心、黃孝

媛、龔淑芳, 郭企等全心策畫下，我們飛舞群山岳，

徜徉鮑爾湖，欣賞日出日落美景，真是一趟極為享受

的視覺和心靈盛宴。

第一天傍晚（九月二十七日）抵達布萊斯公

園，大伙就迫不及待的登上公園的日落景點（Sunset 
Point），欣賞日落餘暉下的布萊斯峽谷。從峰頭下探

四顧布萊斯谷地，只見沙漠深處的陡坡，一座座浪漫

的古堡，莊嚴的天主堂和似乎傳來陣陣梵音的寺廟奇

景和平共處的拔地而起。一尊尊變幻無窮橫塗縱抹的

粉紅或磚紅岩柱（Hoodoo）或站或坐各具神態，他們

的年代至少都在一億七千萬年以上，經過冰雪和風的

侵蝕雕琢成藝術極品。晚霞就在西邊，我與這些圖騰

岩柱遙相對應，天地間沒有一點聲息，那股衝擊心靈

的震撼和驚艷，無法用筆墨形容於萬一。

第二天一早看過日出，用完早餐，我們在山腳

前徘徊，迎著晨光微露從曠野出發。時節剛過中秋，

沒有朔風鋪天蓋地，只有秋老虎發威，不論選擇走十

公里或四公里長的步道，都讓我們汗流浹背，口乾舌

燥以致在最後“之＂字形步道上舉步維艱，加上塵沙

吹得臉頰發疼，身體受到極大考驗，自忖真是不自量

力敢與大自然挑戰。平日清明的思慮被曬昏了，坐定

後，仔細回想那三四個小時的步道旅程，究竟看到了

什麼，有點記不清，只記得維多利亞女王的岩柱和持

著劍戟的戰神，流瀉在金光燦爛的山谷裡。          

地質學家認為布萊斯峽谷不具峽谷特徵，充其量

是個露天劇場罷了，但這個劇場何等壯闊，傲視宇宙

讓全世界旅人前呼後擁的來膜拜她。

有景點就有傳說，我在公園遊客中心看到一本介

紹布萊斯峽谷的書，書中說在印地安人來以前，這個

地方住著各式各樣長的像人的飛禽，走獸，蜥蝪等，

他們心地都很壞作惡多端，所以神把他們變成岩石：

［有些成排站著，有些坐著，有些靠著別人；你可

以看到他們的臉，清晰如他們變成岩石前的相貌］。

這是印地安傳說裏關於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裏成千上萬岩柱（Hoodoo）由

禮班 彭麗美

變幻無窮的岩柱各具神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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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故事。我不喜歡這個傳說，我喜歡唯美事物，所

以寧可相信這片滿坑滿谷數量驚人的岩柱，是經過風

雪侵蝕自然形成的，之後人類再賦予他們更多的浪漫

詩歌。

第二站錫安國家公園距離布萊斯峽谷只有一個

多小時的車程，附近幾個國家公園必須俯瞰景觀而在

錫安這裡我們則須仰頭面聖景點，車子馳騁在高速公

路上，兩旁飛奔而過的層層疊疊山巒各具姿態各領風

騷；經過棋盤山台地，導遊特地讓我們下車拍照，不

論遠觀近看這座山，只見岩塊被侵蝕切割的整整齊

齊，緃橫紋路好似一塊大棋盤，東側寸草不生，頂頭

卻是一個大平台。想像若與好友東西對坐博奕在天地

間，飲酒暢敘，那又是何等悠閒。

錫安源自希伯來語，原指猶太人的聖殿，但整個

公園展現的文化卻多與印地安人有關。車行進入公園

入口，紅艷艷的山彷彿就立在你我眼前，此時我極為

慶幸剛才在車上未睡著，且抓緊時機拍了許多飛奔而

過的岩山，那充滿特色連綿不絕的岩塊，雲翻峰湧確

實是大千氣象，想像徐志摩筆下形容的數大就是美，

此刻心靈豐富極了。

深入錫安沿河步道 (Riverside Walk) 充分感受到

雄偉的峭壁、柔婉的溪流和傲然的蒼松，勾勒出人間

仙境。山石間掩映著叢叢簇簇的各色林木，潺潺流水

清澈甜涼，鳥叫蟲鳴一聲接一聲令人屏息想聽完整首

天籟，這種難以言傳的寧靜在我離開錫安後仍久久不

能自已。造物者的神來之筆，卻讓天地間雅士文人和

旅人忙翻了，經過幾世紀的讚嘆歌詠仍然流連忘返。 

鮑爾湖是個人工湖，沒有任何奧秘，也沒有似

真似幻的傳說。這湖水可掬可捧，你聽不到江濤高低

聲，但沿著江岸你可看到九十幾座沈在水底露出頭的

山，碩大無朋。她位於亞利桑那州與猶他州交界，工

程人員建了格蘭峽谷水壩 (Glen Canyon Dam) 攔住科

羅拉多上游河水而形成這個湖泊。高一百七十九公尺

的混凝土拱壩，興建於一九五六年，完工於一九六六

年，但經過十四年才集滿水位。 

巨大奇岩映在藍澄澄湖水中，有人形容鮑爾湖一

言以敝之就是把大峽谷搬到江面。搭船航行一個多小

時後，船長繫纜，我們則拾級而上。走入蜿蜒的林間

小路，抬頭一望就看到不遠山頂處架著一座拱形彩虹

橋 (Rainbow Bridge Monument)，這是世界最大的天

然拱橋，尤如一道彩虹高掛天際，氣象非凡。在印地

安人心目中這是造物者施了魔法才使這座聖山有此奇

景。所以站在彩虹橋前，處處可見提醒我們要尊重聖

山的告示牌，我們不能褻凟神靈隨心所欲的在彩虹橋

下拍照，有點遺憾。

想欣賞天然拱橋只有水路可到，但因為船票稍

貴令許多來到鮑爾湖旅人打退堂鼓。滿腹心事的在湖

邊漫步一會，最後冷冷的看著藍澄澄的湖水，不聲不

鮑爾湖上處處可見大峽谷搬到江面的奇景維多利亞女王莊嚴的立在山頭，傲視布萊斯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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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走了，只有那些擁有私家遊艇的玩家在這裡充分

享受湖邊的日出日落，垂釣天地，談自己的風雅和富

有。

我們也額外花點錢，坐上吉普車，參加印第安人

帶領的神秘羚羊彩穴遊 (Antelope Slot Canyon)。羚羊

彩穴就是一個渦卷萬物的洞口，一陰一陽呈旋轉形，

初極狹，當頂上洞口光影流瀉而下，洞內即豁然開

朗，女導遊就是保留地的印第安人 (Navajo)，她賣力

的向我們介紹羚羊谷歷史遺跡，指著僅具三分形象的

岩石，讓你必須花七分去想像一頭強悍的大熊或歷史

名人林肯上妝後

正立在你眼前，

此時態度不能猶

疑得急急捉摸她

的說法，找出岩

塊最傳神的角度

攝取更多的經典

圖片，或許是接

待的人多了，女

導遊國語也能說

上幾句，一下子

拉進了我們的距

離，她又懂得討

好遊客，為我們

調相機焦距，選

出絕佳景點親自為我們拍照，在她壯碩的身軀下有此

細膩的肢體語言，無可置疑地大家心裡都很受用，最

後收到的小費金額自然與她的賣力成正比。

最後一天，行程來到大峽谷國家公園的北峽，導

遊愛伯特說北峽高於南峽，一般人都喜到南峽少到偏

遠的北峽，我曾去過南峽此次再圓北峽夢，對於兩峽

各有偏好，南峽以量取勝北峽以險奇取勝，北峽直上

直下的岩壁深不可測，加上護欄做的不夠周密取景時

真是處處危機。觀賞大峽谷要從不同角度看光與影在

谷底追逐，尤其得留心那瞬間折射在岩壁上的光譜。

不同時刻，不同心情，不同氣候觀賞峽谷都會有完全

不同的感受，要描繪大峽谷的風姿和風情需要躺下來

好整以睱靜靜的聆聽她的心聲。

最後一站是拉斯維加斯 (Las Vegas) ，賭城魅力

無窮，原以為來到此地大家都會下場小試身手，顯然

我的估算錯了，團員中小試身手者或許有之，但絕大

多數是逛街去了。賭城這兩年轉型為一個不再只是吸

引賭客的地方，而是全家共遊的不夜城。旅館漲價

了，自助餐變貴了，但可玩之處也更多了，豪華歌

舞，神奇夜景，處處撩人。第二天一早與大伙共進早

餐互道珍重再見後，我回到東岸的小居，結束了十天

的重聚之旅，寫此篇文章時心中滿滿是美麗的回憶，

這時開始期盼六十慶生重聚早日到來。

流瀉而下的光影把羚羊彩穴

裝點得更富麗堂皇

彩虹橋架在天際美不勝收        作者印第安人提醒旅人尊重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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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我們重聚時

 2010年北一女70級重聚同學會在舊金山圓滿謝幕

後，辦了 Napa 酒莊旅遊與六天五夜旅遊。

六天五夜美西國家公園旅遊團共有三十四名團

員，忠班有六員參加，還有眷屬同行，連同家親眷侶

共有十一名，成為旅行團的大幫，尤其酷媽林信貞全

家四人全出動更是幸福全家行。同行隊員笑著要忠班

同學們不可「以多欺少」。大家在敘舊聲、歡笑聲中

彼此回憶青澀少年時期的模樣。時間似乎一下子被推

回四十年前大家都還是十來歲時的高中女生時期。三

十四名隊員都會齊後，由於大部分隊員還未用午餐，

遊覽車先行開到中國城讓隊友填飽肚子，並購買行程

中所需水果與物品，在補足配備、填飽肚腹後，全員

上車開展了六天五夜的行程。

二、旅遊行程

9/27/2010: 團友陸續到達拉斯維加斯機場集合，出發

前往布萊斯國家公園。

9/28/2010: 全天參觀布萊斯國家公園。 

9/29/2010: 全天遊覽錫安國家公園。傍晚抵達鮑爾

湖。

9/30/2010:   上午參觀羚羊彩穴。下午遊覽鮑爾湖及彩

虹橋的美麗風光。

10/1/2010: 前往大峽谷北峽遊覽。

10/2/2010:   團友在拉斯維加斯機場依依不捨道別，愉

快行程結束。            

三、旅遊記趣

行程由布萊斯國家公園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開始，在此停留兩夜，走過錫安國家公園 (Zion 
National Park)，在日出夕照各有特異殊妙湖光山色的

鮑爾湖 (Lake Powell) 畔住宿兩夜，欣賞天地巧工、

自然恩賜的雕畫美景羚羊彩穴 (Antelope Slot Canyon)
，一路車行到大峽谷國家公園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的北峽谷 (North Rim)。到達拉斯維加斯時，行

程即將落幕，就是彼此互道珍重再見的地方了。

布萊斯國家公園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在猶他州。要想體驗布萊斯的特殊岩石地理景

觀，最好的安排就是自己用足跡去履行。全隊隊友在

觀日峰一起出發行進，步行到往 Navajo loop trail 的
分叉點時分成三小隊：

   1.  第一小隊由毛仁漪領隊，共13員
徒步走 Navajo loop trail，全程8 miles 來回5.5
小時，這一小隊隊友堅毅的挑戰自己的體能，

並且勇敢的完成親近布萊斯鬼斧神工的奇景；

當他們凱旋歸來時，全體隊員給了他們最熱烈

的喝采與鼓掌。

   2.  第二小隊由導遊 Albert 領隊，共16員

走的是 Bryce 步道，行程2 miles，耗時2.5小
時，由 Sunrise Point 走到 Sunset Point，行經

許多美麗的雕石，有天然橋岩 (Natural Bridge) 
Thor’s Hammer，女王石 (Queen Elizabeth)。
隊友們走走停停，取景攝影，每件雄偉的大雕

景，攝入相機，都成了精緻的工藝品。大自然

真是令人欽敬，而每件雕作都是美不勝收，美

得神奇。

有段趣聞，徒步旅行布萊斯這天是九月二十八

日孔子誕辰紀念日，隊友們在女王石附近發現

一座酷似孔子的立像雕岩，大家好開心，拉開

嗓門大呼：「孔子！生日快樂！」

   3.  第三小隊自由活動，

搭坐 shuttle bus 在園區各景點 遊覽，度過了悠

閒自在的半日神仙之旅。

忠班 許麗娟、孝班 郭芳菲、仁班 顏美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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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國家公園(Zion National 
Park) 在猶他州，是一個由水沖

刷砂岩而形成一大片壯觀的石

柱奇景。1895年，John Wesley 
Powell 說“All this is the music 
of water” 這一切是水聲譜成的樂

章，其中 Towers of the Virgin 高
達7,037尺，是公園較高峯的景點

之一。在公園內，遊覽車及自用

客車都必須停在停車專區，遊客

搭乘園區的 shuttle bus，或是徒

步漫遊到各景點遊覽。

河岸步道 (Riverside Walk) 
在錫安國家公園內，沿著步道

行去，終點處可以涉溪水往上健行。溪水潺潺清晰悅

耳，行走在步道上，還時而看到松鼠親切地跳出來招

呼遊客，這裡是它們的家，它們是主人，我們只是訪

客，感恩他們的親摯。由於林蔭遮蔽，走在步道並不

覺得酷熱，偶而風聲吹拂過耳際宛如天籟般賞心，這

是個有意思的健行景點。

 Glen Canyon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在亞利桑

那州。 1869年，John Wesley Powell 說這裡是「所

有世上美妙奇觀的整體組合」(A curious ensemble of 
wonderful features…)，它是「大自然神奇幻化的作

品」(Nature’s bold word) 。

羚羊彩穴 (Antelope Slot Canyon) 是一個脫俗罕

見的美人，這個彩穴最早原只是砂岩上面一道如同髮

紋線痕般的岩石，是流動的流水逐漸逐漸地加寬岩

石刻劃的範圍。 終於迴旋的水流、風的力量在砂岩

上面刻劃出幾十億年的歷史軌跡，美女啊！數十億

年的資深自然美女。這個地區也是 Navajo 族的祖居

地，有不少 Navajo 人經營的商家（我們住宿的 Lake 
Powell Resort 就是其中之一），開吉普車載著我們

由 Page 鎮到羚羊彩穴去的駕駛兼導覽解說員也是該

族人；沿途沙石飛揚，像極了印地安那瓊斯 (Indiana 
Jones) 影片中沙漠疾行的場景，真是過癮。

鮑爾湖 (Lake Powell) 在亞利桑那州。鮑爾湖的

太陽頗具盛名，不是陽光的威名，而是在湖邊觀賞日

出夕照各有令人驚艷的湖光山色。日出的太陽，上場

之先必有毫光映照大千，光輝透過清晨的雲彩，曙光

刷掉一夜的陰暗，「咻」一下子太陽跳上了雲端，他

的光明與亮麗絕非塵世任何寶石的光度可與比擬的。

鮑爾湖是因美國第二大水壩 - Glen Canyon 水
壩興建而形成的人工湖。由於每日水壩供水量是固定

的，所以湖面的大小就取決於老天爺賞賜的雨水了。

當日湖水量是滿水位的60%，所以湖面縮小很多，而

浸於湖中的各型岩石刻雕看起來也更加雄偉。至於各

岩石看起來像甚麼就但看每人的想像力了，同塊岩

石從船行過的各個角度看去，都有不同的解讀。其

中有塊岩石初看有如彌勒佛，手上肩上爬了三隻小

猴，等拿相機要拍時就沒這個畫面而僅是一塊矗立

在水面的岩石了，俗諺說「桂林山水美不美，全靠

導遊一張嘴」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可惜我們的導

遊 Albert 懾於100美元的高價遊湖票價沒隨我們同

行，無法驗證此語。

船行約2小時停泊彩虹橋碼頭，遊客登陸步行觀

賞被譽為世界七大奇景的彩虹橋，遠遠望去就見一彎

橘紅色石柱映於眼前，行至面前，方見一巨大拱門懸

於溪水兩岸，這是流水歷經億萬年不斷滴水穿石的傑

作，怪不得美國人不服氣彩虹橋憑甚麼只列為世界奇

景的第七。一小時的讚歎後我們搭船回航，此時日已

偏西，遊船快結束時太陽也快下山了，夕照把湖面映

得血紅，在湖上觀夕照，湖水共長天一色，花100美
金看此絕景，值得！

北大峽谷國家公園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North Rim)，世界上有幾處景點極有震撼力，頗能激

發引動性靈深處的自然天性，大峽谷是其中之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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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北大峽谷國家公園秋季是一個很美妙的時節，這

個季節的白楊木 (Aspen) 樹葉已轉為黃色，在秋風

中顫慄隨風漫天飄舞，白楊木旁側有松樹 (Ponderosa 
pine) 蒼翠的綠葉襯照。遼闊毛茸茸的草原，由開霸

國家森林 (Kaibab National Forest) 一直延伸到北大峽

谷。最早建造的北大峽谷住宿中心毀於1932年火災，

現今的住宿中心重建並完工於1937年。這棟國家級的

歷史標竿繼續提供給遊客轉旅運輸的補充裝備、紀念

品與舒適的休憩場地。限於時間，我們僅挑了個單程

約20分鐘環著中心的健行步道，不健行的隊友們可坐

在住宿中心外的觀景椅子上，眺望著天地自然的造

化，讚嘆著領受這一份恩賜。結束北大峽谷的心靈充

電之旅，下一站要返回拉斯維加斯囉！

四、游泳池畔話今昔

第四天下午遊鮑爾湖前，Albert 已告知 7:20PM
驅車前往 Page 鎮晚餐並結束這天的行程，但等我們

遊湖歸來仍沉醉於湖上夕暉美景時，我們這團的領導

幹部卻已臨時起意，洽得旅館人員同意，在小游泳池

畔一角供我們舉辦「游泳池畔話今昔」之夜，於是我

們放棄 Page 的晚餐，各人回房梳洗後帶著這幾天的

存糧前來赴會。

是夜月色朦朧，眾星閃爍，早到的隊員尤其是

姑爺們早已搬桌搬椅把會場布置好了，隊員陸續到達

圍圈而坐，當彭麗美身著晚禮服翩然駕臨時，大家

一陣驚豔，紛紛鼓掌，足見她對此次晚會的重視。眾

人三五成群閒話家常，余希達告知從接「70級2010重
聚工作小組」召集人開始到這次旅遊為止，

所有活動籌辦的經過，她雖然輕描淡寫的說

著，其他工作小組成員也相互推說活動的成

功是召集人溝通協調與其他工作同仁努力的

結果，更重要的是將近四百位同學的参與才

能讓大會圓滿成功；但我們卻深深為她們這

18個月來孜孜不倦，努力不懈的熱忱與無私

奉獻所感動，所謂「台上十分鐘，台下十年

工」，如果不是她們付出了所有的心力、時

間來規劃及執行，哪能讓大會辦得如此璀璨

亮麗啊！謹向這些幕後工作英雄寄上我們無

限的感恩與祝福。

其他隊員也踴躍抒發感言，總之，均感

恩當年江校長學珠能視我們這些青澀學子如子姪，除

課業外更注重我們生活教育的培養，甚而個別指導，

方能讓我們這些北一女的學生於步出校門後，產生

一股不可小覷的凝聚力。我們的姑爺 Jared Dorn 是
美國的教育學家，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他對這次校

友重聚大會能辦得如此盛大又成功，感到非常驚奇並

想探討原因，我們只能說，當年因為有一位偉大的教

育家做我們北一女的大家長，讓我們產生無比的凝聚

力，人人以身為綠衣人為榮的信念，驅使大家不斷努

力向前，以臻至善。江校長！我們真的很感念您！

五、後記

我們這次旅遊給我們的導遊 Albert 很多的

shock，他說以往帶國家公園旅遊團都是蜻蜓點水的

在一個半小時就帶過了，不像我們還走步道健行5.5小
時、遊湖也5.5小時，連一個大峽谷北峽也要5小時（

後來因配合部分團員趕搭飛機而縮短成3.5小時）。甚

至連兩家住宿酒店，一家居然是住在布萊斯公園內，

另一家就在鮑爾湖邊後門就是登船碼頭，而且團員住

宿房間全都面湖，他驚奇到動不動就直呼這是他的第

一次，看樣子這句話已變成他的口頭禪了。其實他的

驚奇是奠基於我們領導幹部擷取充分資訊後再稹密規

劃，因而誕生這次精采、細緻、高品質旅遊的結果。

感謝余希達、黃孝媛、毛仁漪、郭企、龔淑芳、

任玫莉、袁蕙心各領導幹部及其他各位朋友。

作者：前排左四、左五、二排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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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陽博物館館影

誠班 朱敬娟

還是那句老話，“不知道什麽時候得罪了什麽

人＂，竟然被一車不見得個個都認得的校友“自願＂

出來寫一份遊記。我的感覺與屢次被逼著說重聚感言

有點兒像，總不理解為什麽不能“想說的人讓他盡情

地說；情怯的就免了他的刑吧＂。話當然是人人都有

得說的，只是怕口味不合，浪費彼此寶貴的時間罷

了。若是果真浪費了您寶貴的時間，還請大家諒解我

這“恭敬不如從命＂的無奈。

我之所以参加這次“養生之旅＂是因為“森林步

道＂，“礁溪温泉＂，“南園＂都是我喜歡的；而“

長庚文化村＂的構想又很合我對公益的興趣。於是我

就欣然報了名。頭一天的集會出發就已經是精彩绝

倫。我遲到了幾分鐘，幾乎成了敗壞北一女準時校風

的唯一罪人。還好有王蕾蕾對桃園機場到台北巅峰交

通的錯誤估量：我們的導遊(黄裕光)，駕駛，和主辦

人(傅依萍)，外加機智的王蕾蕾透過計程車駕駛的大

哥大，合演了一塲巧妙的石碇休息站會合，為這次的

旅行預畫了一個加號。

第一站“林美石磐步道＂既美麗又輕鬆，濃鬰

的樹蔭擋住了（意料之外的）炙陽。還有一個不小的

瀑布讓我們吸到了許多城市裡吸不到，號稱對人體有

益，但也無法驗證的大量陰離子。沿路諸多台灣獨有

的奇花異草，更讓不少未來的職業照相師得以“上山

下海地＂磨練取景，對焦的技術，不日大家定可到網

上求証。

第二站“蘭陽博物館”有着非常獨特的建築設

計，館内的採光與宜蘭歴史文物及地形展示都非常有

學問。因為館内规定不能用閃光燈照相，逼得我們許

多人第一回摸索著如何關掉那高科技强加於我們的功

能。 回遊覽車的路上，毛仁漪拍了一張绝佳的館影，

如果我們這雜誌用的印刷技術够的話，毛頭绝對該將

之在此與大家分享。

第三站是中冠温泉。我們一行人下車時，驚訝的

蘭陽博物館前

誠班 朱敬娟

‘被自願’‘被自願’

                                                    養生之旅養生之旅        的回憶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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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同遊

看到校友方珊珊滿面春風的站在旅館門口。我正高興

她能趕來参加我們的旅行，（在北加時，没講上兩句

話）却完全没料到她竟是中冠的主人。她因為推敲出

客人單上的“北一女校友＂必定是我們，已經準備了

豐盛的茶點，禮品等待着。我們盡情的享用了各種不

同温度，不同香味的碳酸鹽温泉池，高科技又舒適的

各式水療，蒸汽浴，烤箱，温石床等等。出來時每一

個人似乎都脱了胎換了骨，享受著難得的舒暢。接下

來又是一場公路追逐遊戲：方應邀與我們共享晚餐。

當她從停車場出來時，遊覽車已不知去向。好在毛帶

了傅的電話號碼，於是我們又靠手機聯絡在路上找到

彼此，一起抵達福泰冬山厝。進入古厝時因為大部分

遊客已離去，完全看不出第二天將出現的盛况。

第二天一大早，便有似乎是冬山厝主人的老先

生帶著我們看其他房間，然後再看花，鳥；他又靈巧

的用竹葉作了各式各樣的吉祥飛禽送給大家。早餐後

参觀的包括搬遷來的舉人房舍，以及各種傳統工藝

的 DIY 小舖面。雖然並不真的有 DIY 的機會，大

家還是乘興而至，滿載而歸。緊接著我們参觀了羅東

舊火車站;又沿着檜木貯水池觀賞了一圈。看著老火

車頭，又看到一個不知指向那兒的舊站牌，難怪要勾

起了在羅東長大的胡以琴一家人無限回憶。

倒數第二站是長庚文化養生村。良好的設施與

青年志工的禮貌是第一個印象。房間的寬敞與整潔也

不比尋常。要不是伙食偏健康了些(少鹽少油)，把這

兒當旅館住上一星期比之一般旅社倒真物美價廉。有

意思的是晚上的有氧操，早上的經穴健身操，體能測

驗，恐怕讓那羣志工不太能相信眼前是一批年近耳順

的阿姨們呢！最能教人感到北一女的餘味的是法式滾

球。 那分活力和悍勁，只能靠超好的隔音才不致影響

其他工作人員的作業。我不禁想：其他學校，譬如建

中，就算他們也能辦起一個四十重聚，恐怕能量也只

能及我們的萬一吧！話又說回來，恐怕並不是學校，

而主要是男女的差别！

最後一站是托了傅總的福，得以欣賞到一流設

計的聨合報社南園。層層叠叠的庭院設計古色古香。

如不是前呼後擁的人潮，倒真是個修身養性的絕佳環

境。聽說這兒雖然已對外開放，房間可不是我們閒雜

人等可以輕易打電話訂得到的。

终於還是踏上了歸途。三天的廝混，就算還是叫

不出全部人的名字，也可以大概知道彼此的專長和個

性了。只等下回缘分再把我們聚在一堂/車，看看這

一别，大伙兒又添了多少智慧。

南園              作者：左一

南園中冠温泉巧遇方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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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報名費  $      81,750.00 
捐款  $      20,295.00 
Westin贈送房間轉賣  $        1,540.00 
耳飾收入  $           200.00 
相片光碟  $        2,340.00 
酒鄉結餘  $           137.12 

總收入  $     106,262.12 

支出
印刷、郵費、文具、網頁  $        3,539.52 
參加者紀念品：書包、茶具等  $        8,746.51 
會場佈置  $        2,238.42 
燈光、音響、攝影、錄影、光碟製作  $      11,385.04 
Westin 旅館餐費、場地費*  $      50,119.02 
台北預支  $        1,162.00 
重聚特刊預估  $      13,500.00 
其他費用  $        3,131.72 

總支出  $      93,822.23 

結餘  $      12,439.89 

*與旅館交涉後，降低餐費$5,790、場地費$883，總共$6,623美元

 附表：Napa 酒鄉遊

收入
報名費 111 @ $150.00  $      16,650.00 

支出
Castellodi Amorosa 酒廠  $      10,782.88 
遊覽車費用  $        2,000.00 
司機小費  $           400.00 
每人退費$30美元 111 @ $30.00  $        3,330.00 

總支出  $      16,512.88 

結餘 (已列入財務報表)  $           137.12 

1970 級財務總結餘
30重聚後歷年來結餘  $        3,441.47 
40重聚結餘  $      12,439.89 
總結餘  $      15,881.36 

4040  重聚   財務報表 捐贈名冊
禮物

余希達、李維娜、

林芬華、胡淑光、 

孫瑩瑩、廖淑真、

劉履禮

現金

方 興、毛仁漪、

王映真、王蕾蕾、

王 瀛、丘大儷、

任玫莉、印娃莉、

后晨新、牟聯瓊、

何濱洛、余旦華、

汪明玢、周俊芳、

林芬華、查恩賜、

洪美珠、洪瓊惠、

胡以琴、胡蘭芬、

韋雯靜、孫 雲、

袁蕙心、高淑貞、

張允平、張 珍、

張若玫、張海韻、

張 琛、曹德芳、

莊姿琛、郭 企、

郭慈惠、陳玉常、

陳志明、陳昱寧、

陳素玲、陳鳳凰、

陳慧珠、程有儀、

黃孝媛、黃雅惠、

黃曉敏、楊台瑩、

葉本秀、葉麗芬、

趙 瑋、劉立立、

劉金蘭、劉融湄、

劉曙光、歐靄娟、

蔣淑嫻、蔣舒群、

鄭晶珍、賴碧良、

謝美惠、簡美雪、

魏書駰、竇麗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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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通訊錄

184 追念英才

185 尋人榜

187 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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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 )
 ( )

Gina carefree.gina@gmail.com 949-451-1569
858-335-9892 7 Georgia, Irvine, CA 92606

Shu-Tao Jheng 02-2217-4148
0916-979-033 231 16 2F

mjememe@yahoo.com.tw 02-2302-9905 108 166 9

zenmean@yahoo.com.tw 02-2968-1814
0917-765-651 220 25 9 4

02-2924-1697 234 57 5 9 3

02-8967-3579 220 98 2 8

Andrea Wu 626-796-9242 2450 E. Del Mar #20, Pasadena, CA 91107

j178346@yahoo.com.tw 02-2391-8861
0922-405-903 10650 14 5 4F

02-2872-9704 111 26-1 7

sakura814814@gmail.com 714-894-3212 15881 Plumwood St, Westminster, CA 92683

02-2660-0721 221 150-1

ycyen@comcast.net 425-821-6459 10422 NE 123rd St, Kirkland, WA 98034

02-2307-3481
0922-587-132 10045 

02-2666-6783 231 2 10
4-2

Hsing-Huei Pan 701-298-8264 1201 2nd Ave, N. Apt 508, Fargo, ND 58102

Esther Lu avaintl@ms65.hinet.net 02-8369-1112
0932-026-364 100 5-360

1. 本通訊錄僅供1970校友私人通訊用

2. 全體同學班級名冊、尋人榜不時更新，請上網查看最新狀況：http://beinu1970.org/

追 念 英 才追 念 英 才
林金滿 (孝)、唐利娟 (孝)、洪梅蓬 (仁)、高毓瑤 (仁)、王雪娥 (愛)、戴維世 (愛)、簡 婗 (愛)、
郭珠莉 (信)、蕭麗香 (信)、李子綺 (義)、陳秀蘭 (義)、黃煝蘭 (和)、王平明 (平)、吳麗珍 (平)、
楊佩君 (平)、熊信佩 (平)、盧丹珞 (公)、蕭仲華 (公)、朱南希 (誠)、張素貞 (勤)、魏君瑩 (勤)、
蘇素月 (勤)、石連雲 (毅)、張珠芬 (毅)、葉玲琪 (毅)、陳民瑞 (良)、伍月華 (儉)、張永憙 (儉)、
孟繁麗 (讓)、陳明玲 (讓)、楊麗鐘 (讓)、唐英美 (禮)、彭寶珠 (禮)、何曼卿 (樂)、岳慧明 (樂)、
郭慧鈴 (樂)、邱素秋 (射)、魏秀芳 (射)、孫家麗 (御)、伍安娜 (書)、鄭思妙 (數)、靜書英 (數)、
方秀蕊 (真)、宋逢台 (慎)、林楨繁 (慎)、林文秀 (明)、方 雁 (辨)、王藹然 (辨)、張挹芬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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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宋秀雲、宋曉明、周麗紅、林素芳、林淑芬、侯嘉瑜、姚椿芬、徐玉龍、張敏慧、陳和韻、錢韻玖、

謝美珠

孝 洪雯蕙、容菊芬、張念台、梅勁秀、郭春玉、陳明玄、劉芳菁、蔣淑苓、蔡玉英、鄭淑華、關秀華

仁
何毓娟、呂安、林秀桂、林理麗、林瑞禎、林碧雲、林麗美、胡菊枝、高芬惠、崔景華、陳美紅、

陳慧玲、傅汝珠、游世芬、楊桃英、黎秀珠、謝曼娜、魏金嫈

愛
王莉莉、王惠玲、吳月英、 周玉芳、宗方利、林妙芳、林麗雪、金倩、洪幻晶、梁莉莉、 陳玲玉、

曾秋燕、程綺華、楊紫玲、詹卿、蔡女祝、譚玉燕、蘇美朱

信
王婉瑩、王寶蓮、李淑慧、林玉雪、林明美、林麗雲、邱美蓮、徐淑玲、袁筱梅、高麗珠、張月珍、

許瑞綺、陳玉簮、彭曼蓓、黃淑玲、楊正芳、詹月容、廖惠齡、賴淑娟

義
王小玲、吳淑瓊、李長瑛、李貴霞、周莉惠、林珊、林玲薇、洪文鸞、張淑惠、張麗珠、陳小鶯、

童淑英、黃建敏、廖麗娥、劉香蘭、劉愛漣、賴淑麗、戴淑琴

和
何安妮、李金華、汪慧中、松梅珠、胡曉蓉、張瑞英、許碧雲、陳淑金、董麗華、劉淑萍、劉斯梅、

劉蓓蒂、鄭淑貞

平
石靜淑、李瑞琦、林素瑩、邱湘雲、翁淑真、涂振眀、張美莉、陳桂榮、黃道娟、黃碧玉、黃麗芳、

蔡淑惠、蕭立明、蕭敏、謝鳳真

公
王心心、朱俊芬、吳淑婉、宋台苹、李台輝、林碧春、馬一帆、張美玲、張瑞蓉、張麗雲、曹麗明、

梁幼芬、陳惠櫻、陳鳳英、葉芳美

誠 陳愛菊、黃秀玉、劉竹明

勤 王婉鈴、李美敏、梁小薇、黃素珍、葉琳佳

毅 周麗花、洪志賢、張曉萍、郭美玲、陳麗俐、楊志台

溫 方瑞芬、石元健、朱麗娟、馬蘋蘋、陳小媛、陳麗君、游壽瑛、黃玉貞、蔣婉愉、鄭瑜

良 成瑞瓊、金皎月、張嘉平、張慧敏、萬嗣明、鄭文智、簡秀悻、羅秋娟

恭
王立瑞、吳海芳、吳翠鳳、李秋燕、許素香、陳美娜、陳麗光、黃台蔭、黃淑麗、黃瓈慧、鄭素霞、

駱玲美

儉 王隆君、王璇、李翠瓊、陳明珠、陳煖煖、劉作瓊、薛寶真

芳、林淑芬、侯嘉瑜、姚椿芬、徐玉龍、張敏慧、陳和韻、錢韻玖、

尋 人 榜尋 人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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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胡美秀、陳明薰、陳紅燭、陳慈蓉、陳瓊慧、富莉莉、趙愛芳、羅綺文

禮

朱蕙貞、李婷婷、李靜惠、林秀鈴、林紅李、林淑珠、胡秀容、張予明、張和風、許正芳、郭正芬、

陳巧芬、陳春燕、陳密、陳鳳英、曾嘉美、黃佐君、黃佳惠、黃淑華、楊秀皇、劉曉美、劉驚虹、

蔣力生、蔡娟玉、鄭萌萌、簡吉春

樂 李永立、沈翠華、張文卿、陳舜英、潘楓

射
王湘蘭、呂瑪莉、李淑蘭、李韻蘭、林淑貞、徐桂香、翁月卿、高美嬌、莊妙香、郭允明、陳淑貞、

陳鳳尾、廖碧梅、甄育英、鄭美琪、魏素霞、魏鳳珠

御
王欣、王美秀、田玲玲、余月珠、呂樂平、李淑貞、林君玉、林秀香、林季瑛、邵亨荔、高文莉、

陳麗月、董平、鄒應梅、樓愛雲、戴娥娓、謝玉燕

書
王玉珠、王素芬、吳玲珠、宋明昭、李瑞、林玲絢、姜秀瑩、張文敏、許錦春、陳瑞珠、陳學齊、

陳寶玉、楊美麗、盧蓮、蕭敏明、賴安呢、戴若茗、薛美華、薛麗貞、謝伶姜、藍蓮君

數 王切女、林瓊雪、徐珊瑛、張秀美、張麗珍、連婉貞、陳月君、陳貞良、黃靜虹、蔣筱玲

真
王君瑞、王美珠、李安娜、李黑蘭、林玲玲、柯錦雀、孫美珍、郭秀成、黃玲玉、黃惠玲、葉亞珍、

劉廣慧、蔣小玲、盧悅珠

博

丁家訢、王玳珏、王淑惠、何芸斐、吳紀熖、李秀卿、李孟麗、李淑鈞、李燕鳳、杜玲璋、周慧君、

孟春瓏、林淑真、邵榮蕙、柯皓齡、馬悅麗、崔玉琪、張惠容、張蘇芳、莊方揚、陳成慧、陳佩雪、

黃小蘋、黃永慧、黃美星、楊文枝、葛台珍、鄒嘉慧、劉忠慈、劉麗全、蔡淑蕙、盧海華

學
亓慧慧、司馬年年、吳雲美、李文琴、李佳華、沈鳳鶯、林玉春、林素燕、胡秀中、夏淑曼、陳秀玉、

陳明珂、陳婉如、陳麗津、童珠、黃梅英、黃聆珠、虞萍、賈蓓珺、劉青菁、鄭小峰、黎小菁

審
丁玲、余昌蕙、林玉榮、唐如中、夏以煒、張淑明、許梅麗、陳台紅、陳筱蘭、劉玲欄、蔣治珍、

蔣彩萍

問
尤桂姍、吳蓉蓉、李衡宇、林清芬、林麗珠、馬春華、高水仙、張淑真、郭志苓、陳玉成、章悧娜、

劉庭輝、潘美慧、蔡海倫、魯德慧、盧思芳、錢友琳、戴悟生、羅惠雲、羅華月、嚴菊英、蘇淑瑩

慎

王淑玉、包慶琨、史嗣美、余麗君、李筱玲、沈子華、周敏秀、林淑雅、林惠連、林寶清、施淑琴、

段小凌、段偉君、高雪英、張若蘋、張素珍、張鳳笙、張麗美、張麗華、許貴華、陳玉華、陳秀麗、

陳素月、陳淑棻、陳惠瑛、陳寶芳、湯于君、黃玲雍、黃珀文、廖素鄉、趙青荔、趙逸秋、劉秀真、

蔡錦煊、賴綉媚、羅美珍、鐘明玉

思

江茸、吳秀紅、吳秀蘭、吳瑞君、吳錦琼、呂秀芬、李憶蔓、周美秀、林月霞、林碧珠、林麗霞、

姜可迪、范美玉、高錦淑、張雪琴、張璧芬、莊純慧、陳乃悌、陳秀鳳、陳為慈、陳貞心、陳彩平、

陳淑娟、陳瑟琴、陳麗卿、陸季華、楊莉莉、裘慕蓉、劉玉蓮、劉黎芬、蔡莉淵、藍美惠、嚴月淑、

蘇錦雲、顧蓮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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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王淑惠、吳美鑾、呂素英、李青芬、李秦琴、林公瑜、林慶玲、金安莉、馬苑華、張玉芙、張靜菊、

許耀華、陳美齡、黃淑桂、楊竹蕙、楊麗珠、劉棠華、厲化潔、賴美璇、藍桂櫻

辨

王傳華、田秀怡、何淑惠、周麗貞、林秀菊、林惠玲、胡曼玲、祖靜秋、張乃康、張正心、梁敏珍、

陳玲倫、黃癸齡、葉千春、臧淑望、趙小燕、劉桂蘭、劉素香、潘維善、鄭詠青、簡玲玉、嚴仁佩、

鐘蓮珠

全體同學班級名冊、尋人榜不時更新，請上網查看最新狀況：http://beinu1970.org/
若有失聯同學訊息，請上網查詢並請通知班級聯絡人，或電郵毛仁漪 jenimao@me.com

全體同學統計數字 
(3月1日止)

有確定訊息 1166

尋人榜 511

往生 49

總計 1726

有確定訊息同學的地區分佈 

台灣 562

大陸 12

亞太 16

美國 551

加拿大 21

歐洲 4

總計 1166

美國有確定地址同學的地區分佈

美東、中西 187

美南、山區 60

南加 154

北加、美西 145

總計 546

參加舊金山重聚人數小計

老師 2

校友 372

親友 30

總計 404

*臨時不克參加：7位

參加舊金山重聚者地區分佈

老師 同學 親友 總計

台灣 1 46 4 51

大陸、亞太 7 7

美東、中西 93 9 102

美南、山區 28 1 29

南加 1 90 10 101

北加、美西 99 5 104

加拿大 7 1 8

歐洲 2 2

總計 2 372 30 404

小 統 計小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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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後 語編 後 語
北一女1970四十重聚的工作終於落幕了！兩年來，我們不斷

地求突破，而今滿載著與老友相聚的歡樂，邁向下一個里程。這

本特刊是重聚的最後一章，但願這一篇篇屬於我們的回憶，在您

信手拈來之際，依然動心。

這次重聚，不僅大家踴躍參加，還為特刊提供了格外豐富的

文稿，從重聚感言、各班故事、到人生體驗，字字有聲，篇篇精

彩。籌備小組也分享了她們的工作心得。

我們將所有來稿分為五個單元：「幕前幕後」、「班級重聚

心聲」、「往日情懷」、「人生漫談」、「攜手同遊」；文章或

有長短，心意卻都是真切。

謝謝班級聯絡人兩年來馬不停蹄地跟同學們聯絡，把我們的

通訊錄做得非常完美。它是大家今後保持聯絡的最佳橋樑，請妥

善保存。

正如同重聚盛會，這本刊物同樣是結晶了許多同學的跨國合

作：它在北加州矽谷排版、上海印刷，最後從矽谷與台灣郵寄各

地。外地同學的這份熱忱，讓我們十分感動。

感謝所有曾經為重聚付出的同學、所有投稿人和提供照片的

朋友，妳們的傾心傾力，為四十重聚增添了無盡的熱情與驕傲，

我們一一珍藏著。更感謝每一位與會的同學，因為有妳，溫馨常

在我心！

祝大家身體健康，快樂平安！我們六十歲重聚再見！

四十年重聚特刊編輯組

袁蕙心、毛仁漪、王潄蓉、林連芳、郭企、歐靄娟、龔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