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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親愛的校友們, 大家好！ 
 

首先在這開春之際，向大家拜個晚年，祝各位蛇年

行大運，萬事如意，健康又快樂。 
 

接任會長一職，對我而言是個極大的挑戰，這麼多

年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走來，我一直都盡全力在各

個不同的團體中，做一個背後的志工推手，卻從沒

料到臨老之際，竟會被推上了最前哨的崗位。為了

保持北一女的校譽，自從被冠上了會長的頭銜之後，

無論何時何地，我總會十分惶恐的有著如履薄冰、

步步驚心的警覺，日子變得好緊張，好緊張! 
 

好多的校友在參加了 30 年的重聚之後，都會與我

有同樣的感想，那就是本以為去參加校友會活動是

個挺無聊的事，但萬萬卻沒料到，在無心插柳之下，

竟有了柳成蔭的結果。一群來自同樣成長過程與背

景的校友們，因為有了共同的語言，進而生活中增

添了更多的趣味，這些感覺絕非一語可以帶過，因

此我非常希望所有舊雨新知的校友們，盡可能上南

加州北一女校友會網站： 
www.aatfgh-scal.org ;  查看校友會的訊息，有機

會時，請多多撥冗來參加校友會提供的各項活動，

相信它會為你們帶來不少的斬獲。 
 

去年九月年會在理事會與顧委們的護持下，劃下了

一個亮麗的成績單。十二月八日的校慶活動，儀隊

的參與，顯現了隆重的意義，易天羽老師的養生與

運動操，更是讓參加的校友們收穫良多，在度過了

慶生的歌聲與分享蛋糕的歡愉氣氛後，大家才依依

不捨的互相道別，準備迎接新年度的來臨。 
 

 

 

                                 

 

      
 

 
 

 
2013 年會長  高菊媛 

 

 

南加校友會成立迄今已將步入第二十九年了，一路

走來很不容易，回顧創始的艱辛，真叫我萬分的敬

佩，也因此更加珍惜這一個不同凡響的組織。為此，

我懇請眾校友們多多加以呵護與支持，才不枉費過

去校友們的一番辛苦與榮耀。 
 

最後在此祝福大家，也請各位抓緊機會，投稿年刊，

多多參加校友會活動，別忘了你以北一女為榮，而

北一女也以有你為榮！ 
 

 

最後謹祝        

蛇年平安快樂 !! 

 
 

 

Alumni Association of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School 
—Southern California 

 P. O. Box 803, San Gabriel, CA 91778 
www.aatfgh-scal.org 

 

 beinusouthernc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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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南海岸中華文化中心生活講座 
 

3 月 3 日 綠園生活講座 
 

4 月 20 日 浪漫悠閒聖地牙哥一日遊  
 

Summer  仲夏夜音樂會 -- 
 

9 月 28 日 校友會年會  
校友會年會 Pacific Palms Resort  
1983 三十重聚 Pacific Palms Resort  
年刊發行 

12 月 7 日 北一女母校校慶 
 

 
 
 
為服務校友，理事會在校友會網站和簡刋特開闢

「校友活動專欄」，活動限於非營利,非政治, 和非

宗教性，並且校友在活動中須負有重要責任。請將

活動細節 email beinusoutherncal@gmail.com。 
下次簡刊發行日是五月十五日和十一月十五日 。如

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王子華 Athena Wang 213-500-6309 
 
 
 

 
 

 

*******尋人啟事********* 
大風起 把頭搖一搖 

風停了 又挺直腰 

大雨來 彎著背讓雨澆 

雨停了 抬起頭站直腳 

不怕風 不怕雨 立志要長高 

小草實在是並不小 
 

親愛的 Class 1983, 
 

妳們都散佈何方呢?還記得那一段相知相惜，互相

扶持，不畏艱難，攜手度過每一項挑戰的小草精神

嗎？校友會很需要妳們的歸隊, 請妳與我們聯絡。 
 beinusoutherncal@gmail.com 

 
 

 
 

 

 

 

 

 
 

 

 

 

 

 

 

 

校友會邀請您 歡迎您的加入 
 

校友會自 2008 年起改為永久會員制。 
只要繳交一次會費 $150, 就可終身免費享有精美年

刊、簡訊, 參加活動折扣優待, 加入校友會所屬各種

社團, 好處多多, 請大家告訴大家。 有意加入者, 請
將支票及會員登記表寄至本會 AATFGH  PO Box 
803, San Gabriel, CA 91778。如果您曾是年度會

員, 歡迎重新登記繳費歸隊。 未收到 e-newsletter 
的校友, 也請與我們聯絡。

beinusoutherncal@gmail.com 
 

請聯絡林舜宜 Shunyi Chen-
shunyichen@yahoo.com 
 

 

 

 

 

 

 

 

 

 

. 

 
 
 
 
 
 
 

 
 
 
 
 

 

1958 許松如 1979 黃秀美 

1996 徐佩璇 1974 華舒琦 

1970 闞幼華 1982 陳彩鳳 

2001 彭美霓 1982 蘇敏瑩 

1980 林文韻 1979 陳碧娥 

1975 韋恩仁 1982 林心雅 

歡迎新會員 

1977 王子華 1982 林心雅 

1966 高菊媛 1962 蕭千惠 

1979 葛琴             1964 王美 

1979 王琮祈  1982 蘇敏瑩 

1979 陳碧娥 1977 黃永春 

1981 林舜宜  1976 劉秉琦 

1993 盧曉鳳 1975 楊達賢 

1982 陳彩鳳 1974 華舒琦 

1976 蕭瑞蘋 1975 韋恩仁 

1974 林淑貞   

2013 理事名單 

2013 校友會活動預告 

南加州 30 重聚工作小組 

校友活動專欄 

請記得這個即將閃亮的日子 

Class 1983 的同學們 

期待與妳再相聚 

mailto:beinusouthernc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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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社團 2013 年活動及新消息: 
 

儀旗隊 
 

各位敬愛的南加校友們 
  

南加州北一女儀隊今年有多項好消息要與大家分享。 
首先是北一女儀隊今年適逢 50 週年慶，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北一女中儀隊校友協會，即將在今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北

一女儀隊 50 週年重聚」，希望曾經是儀隊隊員或

關心儀隊或有興趣的校友們踴躍參與。 有意報名者

請參考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fghgaa/tfghg50 
 

其次是我們南加州北一女儀隊今年要過五歲生日了。

自本社團成立至今，我們在一年一度校友會的表演，

深受各方期待並大獲好評。此外也應邀參加僑界國

慶升旗典禮，發揚母校榮光。 
 

參與儀隊活動的校友姐妹們向心力很強，正是認同

母校儀隊的榮耀及理念，相互關愛有以致之。快要

到年會時，大夥兒緊鑼密鼓，就像是準備聯考的心

情，無非就是想讓表演盡善盡美，標準的北一女精

神。 
 

另外，今年除了安排回台為北一女儀隊慶生之外，

也正規劃十二月間旅行的活動。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哦，熱烈歡迎有興趣加入我們團隊的校友們， 
  

隊長      
黃曉露 hsiaulu@gmail.com 
  

副隊長 
李香苓 cindysung@gmail.com  
敬邀 
 

醫療保健組 
 

醫療保健信箱 (Q & A) 
及將設立醫療保健信箱 (Q & A)在網站上 
凡有關醫療保健問題, 請E-MAIL給 陳筱芬醫師 
 

Hsiao-Fen Chen   jchenclinic@yahoo.com 
 

所有問題會由保健組的專家在信箱裡回答 
 
 
 
 

 

 
 

YLP 青少年培訓組 
 

1993年由”台北市一女中” 在美國的校友林敏創

立. 它是一個非營利的組織,由學生家長贊助. 家長

社團成員包括: 社團總召集人, 執行秘書, 財務長,組
織與社區服務的協調員, 小組召集人與各式活動的

負責人. 家長們主動參與, 全力以赴, 以確保學生們

的學習成功精進. 自2005年迄今, 幕後推手包括隸

屬於”南加州電力公司”的華人聯誼會作為協辦單

位. 
該會提供學生們 經由一些相關的活動進一步加強培

養領袖才華的機會. 諸如參與: 學習成果展(五月中

旬)，北一女中” 校友年會表演的策劃 (九月中旬) 
詳情  請上網 :  
http://ylp-socal.org/ YLP青少年培訓組  
或 email to ylp.aatfgh@yahoo.com 
 

網路組 - 最新動向 
 

感謝網路組的努力, 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於2011順
利完成新的AATFGH網站 及 Facebook的頁面. 
 

• 校友會網站: http://www.aatfgh-scal.org/ 
•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Alumni-
Association-of-Taipei-First-Girls-High-
School-Southern-
California/235539159794706?sk=info#!/pa
ges/Alumni-Association-of-Taipei-First-
Girls-High-School-Southern-
California/235539159794706?sk=info 

 
編輯組 - 校友會編輯社團敬邀舊雨新知 
 

新成立的編輯社團歡迎對編輯, 採訪, 寫稿, 美編有

興趣的校友們加入我們的小天地,  不談風月, 無需

唱酬,結識幾許知交, 是人生一樂. 請參與我們定期

的聯誼活動. 有意者請與湯佩薇聯繫. 
AgathaChin@Hotmail.Com 
 
 
 

 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 2013 年刊徵文 
 

今年校友會的年刊徵稿主題及專欄細節,將以 Email 及南加州北一女網路公布,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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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校友與支持北一女校友會的朋友, 您們好! 
  

 一年復始,萬象更新。謹在此敬祝各位校友，農曆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很高興校友會將在三月份，在爾灣及艾爾蒙地,有兩場不同的活動，希望大家可以攜親帶友來參加。 

 

第一場：「家庭如何塑造人」 
時   間： 三月二日，星期六   下午三點半到六點 

地   點： 南海岸中華文化中心    9 Truman, Irvine, CA. 92620  

主講人：陳慧敏女士- 西雅圖心理諮詢師   

繼去年六月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和南海岸中華文化協會，共同舉辦健康養生講座之後，再度攜手合辦

一場免費生活講座。  
 

這場講座的特色在於陳女士將利用家庭劇場及角色的扮演，協助參加者體驗及意識到原生家庭對一個

人在成長過程的影響。而一個人又如何在無意識中帶著這些影響, 去面對他的週遭環境，如學校，工

作，婚姻，親子關係等等。她認為我們無法選擇原生的家庭，卻可以選擇如何創造自己組成的家庭，

及選擇如何傳承給子孫。透過這場演講，參與者將從意識層面，領悟到如何選擇改變目前的生活型態，

增進與自己或與他人的人際關係。最終的目的是希望人能關心自己，同時也能考慮到別人。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Lucy Yang : 909-444-8859 lucyyang9999@gmail.com;  
Shun-Yi Chen : 714-606-5680 shunyilinchen@gmail.com 

  

第 二場：「綠園生活講座」 
時   間： 三月三日，星期日    下 午二點至四點 

地   點：洛杉磯文教僑二中心   9443 Telstar Ave., El Monte, CA. 91731 
  

A.拈花惹草篇---主講人: 李立元 先生  
李先生目前是大肚魚連鎖店的總裁，長期以來他都在洛城1300電臺，中華之聲或鳳凰衛視等地方，以

園藝達人的身份,在空中給大衆解說各類型植物、果樹、花卉各方面的知識。 
 

B. 圍巾妙用篇---主講人: 徐潔貞 女士  
徐女士目 前是洛市新女性協會的成員之一，對服飾的搭配與穿著都很有心得，公益活動上經常可見她

展示走秀的倩影，最近幾場的圍巾秀，更是吸引了不少女性的讚賞。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Alice Chen  213-448-0882  alice.chen@pioneerind.com 

 

詳情請參閱附加檔案 
 

 

  號外！號外！浪漫悠閒聖地牙哥一日遊 (賞花日期：4/20/2013) 
全新豪華大巴士帶您暢遊聖市最聞名的 Little Italy Mercato. 中午我們會抵達校友會特別預訂 Seaport 

Village 的海景餐廳用餐，可以一邊享受美景，一邊享用美食， 

 午餐後大伙兒漫步於浪漫的海邊， 欣賞美麗的風帆，自在飛翔的海鷗， 享受這難得的悠閒時光。午後前往

著名景點 Balboa Park， 此地擁有十四座博物館，四個劇院及廣大的玫瑰花園，值得大家好好欣賞一番！

回程洛城前我們將稍停於 La Jolla 及 Carlsbad 五十英畝大花田， 

在此春暖花開之際，熱情的校友們可與家人好友同行，踏青留影作為紀念！ 

聯絡人: 華舒琦/蕭瑞蘋          

電話: 626-802-7036 / 626- 755-5888 

Email: synsharon@yahoo.com / drrue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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