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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的話 -- 生涯中的意外 王子華
在生涯中，從小學、初中到高中畢業，上大學、出
國留學，乃至就業、結婚、生兒育女似乎都是在我的
規劃內、預期中逐一完成的。一直到一對兒女陸續進
入大學後，在工作之餘，我也開始計畫多花點時間在
自己喜歡的事情上，像是畫畫、插花、修課和旅遊等
等。沒想到在妹妹與她 79 級的幾位學妹的連哄帶騙
下進入了校友會理事會活動組。於是我人生中的意外
繞道就此發生了…!
基於對自己個性的了解，當初認為當了一任理事，
與其他幾位理事合作舉辦了場戶外音樂會，已經算是
上限了。萬萬沒想到，歷經一波多折的本屆理事長推
選，最後竟由我這個忙於工作、缺乏人脈、不慣站在
台面上的資淺校友擔任。我也由起初的極端不願意、
深覺惶恐，終於改變了想法、說服了自己，將此任務
當作是服務南加州校友和精進待人處事哲學的機會，
並決定誠心全力以赴！
非常感恩續任理事們的百分百支持。更感謝接受我
邀約、素昧平生的新任理事們及對校友會有多貢獻的
顧委們的熱心投入。我知道將我們連結在一起，共同
為校友會及廣大校友們服務的原動力，就是那份認同
北一女既純真而又堅定的情感。
在過去的五個月中,理事會團隊同心協力,順利圓滿
地推出了多項活動,並上了媒體 :


三月二日，心理諮商師陳慧敏以「家庭如何塑造
人」為主題，運用家庭劇場的方式，讓觀眾看到
自己與家人互動時是屬於討好型、指責型、理智
型還是打岔型。

 三月三日，在僑二中心舉辦的綠園生活講座，座無
虛席。李立元先生與徐潔貞女士的生動解說，讓全
場氣氛熱絡，幾乎有欲罷不能的情況。
 四月二十曰,一百多位校友和親友們熱烈參與 2013
聖地牙哥春遊活動。藍天碧海, 花團錦簇, 老友新友
忙著敘家常、重建記憶, 好不熱鬧。
 五月十一日,聯合校友會母親節園遊會,因理事會推
荐,孟緯教官榮獲模範母親表揚。
別忘了
 六月九曰一起尋求永遠美麗不老之術,
 七月十三日星光下的音樂約會,
 九月二十八日校友會大拜拜,
 十一月三日醫生教我們如何吃的健康少病痛,
 十二月七日讓我們懷舊一同慶祝北一女建校 110 年。
願 2013 校友會活動讓為兒女,生活而忙的你有個喘
口氣的机會,才智相等的你有談不完的共同話題, 白髮
的你想起生命中的驕傲-北一女。謝謝理事們和參與
活動的學姊學妹們。每一次的相會讓我更加懂得珍惜
彼此和曾經的感動, 生涯中的意外比預期的來得美好
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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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屆年會及三十重聚訊息
2013 年 9 月 28 日
Pacific Palm Resort- Ballroom
亞太棕櫚大酒店

*******************************
南加州校友年會

現在，妳我都在，我們重遇在異鄉，回首話當年，
再續綠緣!
前 30 年的妳我或許不在一起相隨，後 30 年的人
生旅途中，有相知相惜的舊朋新友相伴，將是何
等幸福的心靈饗宴!... 南加州北一女三十年重聚小
組正積極尋找旅居世界各地的同學們，北一女
1983 年(72 級)30 年重聚預定於 9/28/2013 在
南加卅 Pacific Palms Resort in City of Industry
舉行。請校友們大家告訴大家，儘快與我們連絡。

親愛的校友們：曾經陪伴著你、我，度過了那最

1983 重聚的臉書網址:

難忘青春少女時期的母校，今年即將要步入 110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fgh1983/

歲了，對它，您們留下了多少的回憶？對它，您
又有多少的認識呢？有多少人知道，我們也曾有
過同校畢業的男校友？並和我們一樣穿著綠色制
服？燈籠褲？軍訓服？•••••••••隨著歲月的變遷

e-mail 聯繫:30reunion1983@gmail.com
電話聯繫游藝卿 @ 323-340-8261

2013 年刋徵文

學校也一直在跟著改變，你想多瞭解它嗎？
今年的年會，我們將很用心的提供一些別出心裁
的節目，保證不僅會讓校友們感動，即使應邀參
加的賓客也會大有斬獲。相信我們，今年的節目
一定會讓大家刮目相看。記得，將 9 月 28 日這

有感於今年李安再度榮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今
年 2013 的年刊主題--「乘著夢想的翅膀飛翔」,
內容將會著重於「夢想的追求」，歡迎所有校友
投稿。年刊徵稿的幾大標題：【不一樣的人生風
景】【重聚相見歡】【懷念斯土斯民】【讀萬卷

個日子圈下來，也別忘了多帶一些你們的親朋好

書，行萬里路】＊【婚姻與家庭】【美食愛之

友來共襄盛舉。購票詳情请洽:

味】。 截稿日期 2013 年 6 月 15 日。每篇以

會長高菊媛 (213)448-0882,

1500 字為宜，以稿紙書寫者，請自留底稿。若

alice.chen@pioneerind.com 或

不使用，恕不退稿。校友會有取捨和刪改權，若

理事長 王子華: t.athena.wang@gmail.com

不願被刪改，請註明。來稿請用真實姓名，自負
文責，並請附上地址、電話及 Email 以便必要時
請益。若有相關的照片，請附上並加註明。

三十年重聚小組
尋找 1983 年畢業校友

*請郵寄至: Hsin-ya Lin, 935 Merced St.
Redlands, CA 92374
*電子郵件信箱: hsinya@earthlink.net

綠園一別已過了 30 年，我們還有幾個 30 年? 趁

校友會活動快讯
 6 月 9 日 醫學美容講座


YLP 青少年培訓組
為慶祝 YLP 成立二十年,去年聖誕於 Friendly

主講人: 胡成豪醫師, Howard Hu, M.D.,

Hills Country Club 舉辦盛大溫馨的重聚活動.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on, 整

邀請歷屆講師及畢業傑出校友與 YLP 全體學員齊

型及整容外科醫師

聚一堂, 分享與傳承。



時間: 六月九日星期日下午兩點至四點



地點: 僑二中心

只要智慧,不要歲月的痕跡!
只要智慧,不要歲月的痕跡！
妳有皺紋,黑斑,眼袋和身材走樣等等的問題嗎?
妳知道什麼是微整型,電波拉皮, 脈衝光, 3D 臉部
雕塑嗎? 妳想知道五花八門的治療方法的優缺點
嗎? 請來聽胡醫師告訴你如何婀娜多姿, 更年輕,
更美麗!
YLP 於 5 月舉辦 Open House, 並於暑假舉行
Leadership Workshop, 歡迎中學及大專青年加
入這個會使你一生受益的研習課程 情請洽
kellysmyee@yahoo.com 或請上 YLP 網站:
http://ylp-socal.org/YLP/

 7 月 13 日 仲夏夜音樂欣賞


時間: 七月十三日 (星期六) , 5:30-10:30 pm



地點: Santa Anita Racetrack : 285 W.

會員組啟事

Huntington Dr. Arcadia, CA 91007.


報名及音樂會詳情請見附件

 9 月 28 日 校友會年會
 11 月 3 日 醫療保健講座
 12 月 8 日 北一女母校校慶

校友通訊錄今年會隨年刊的出版重新編
印。為更確實服務校友，如有住址、電
話或電子郵件帳號更新，請在六月底前
寄至 shunyilinchen@gmail.com 以做更
改。

校友會活動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