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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敏瑩

接下理事長這個重責大任實在是遠遠超乎我的人
生規劃。在參加 1982 級的 30 重聚之前，我從
來沒關心過任何校友會的活動。當我們的 30 重
聚總召馬德鳳找到我的時候，台北的北一女尋人
活動也在積極進行，所以我也不清楚在南加的重
聚有什麼特別之處 。但是當慢慢地知道有這麼多
同學住在美國各地，也會遠道飛來洛杉磯參加重
聚時，我這個住在爾灣這麼近的人當然得去。在
一天的時間裡見到很多老同學，看了許多舊照片，
一下子所有的回憶都回來了。而且很感謝學姐們
多年的努力把三十重聚這個很有意義的活動辦的
轟轟烈烈，這麼成功。當德鳳問我能不能到理事
會幫忙時，我一點也不知道理事會在做些什麼事。
但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聽起來還滿容易的，
所以也沒細想就答應了。2013 理事會在王子華
理事長和高菊媛會長的帶領下做出很好的成績，
辦了很多有意義的活動和一個十分成功的年會。
當子華學姊推薦我接任 2014 理事長時，雖然我
以許多不適任的理由極力推辭，但理事們都很鼓
勵我，又得知王美和林淑貞學姊願意出來擔任會
長及副會長，她倆能力強、又熱心、交遊廣、人
緣好，我也就硬著頭皮接下理事長這個職務。就
如我想像的，王美和淑貞學姊幫忙邀請新理事，
2014 理事會就成軍了。在這五個月來我們辦了
幾項很成功的活動，包括 3 月 2 日屠忠餘老師的

百歲慶生會，
協助高菊媛學
姊家族舉辦的 3
月 29 日 UCLA
醫學講座，5 月
3 日 Palm
Springs 百人春
遊, 5 月 31 日
所有南加校友
會 1985 創會以
來的前理事長、會長和 30 重聚總召的相聚歡，6
月 1 日的科技講座：如何使用智慧型手機與平板
電腦。加上即將舉辦的 7 月 5 日的夏日星光音樂
會也已超過 250 人報名。在此我要向所有理事們
的盡心盡力致上最高的敬意與感謝。另外在王美
會長的不斷努力下，校友會與台灣博幼基金會合
作也展開了遠距英文教學輔導計劃，對台灣弱勢
偏鄉國中生提供英文輔導。接下來我們最艱鉅的
任務是把 9 月 6 日年會辦好，並出版一本內容豐
富的年刊。我們急需校友們的大力幫助，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我們還計劃在 11 月 2 日舉辦另
一場講座，12 月 6 日舉行校慶同歡會。最後我
要誠摯的呼籲校友們踴躍參加理事會，而且請擔
任過理事的校友回鍋繼續幫忙。我們急需您的支
持，讓北一女南加校友會繼續成長茁壯，以服務
更多的校友。

*******************************

第 30 屆年會及三十重聚訊息
2014 年 9 月 6 日
Pacific Palms Resort- Ballroom
亞太棕櫚大酒店

校友會於五月三十一日(週六)上午十一時至下午
一時，於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簡報室舉行籌備會，
邀請歷屆理事長、會長、三十總召與會共商，並
拍攝團體照，大家齊聚一堂，場面相當壯觀。

*******************************
南加州校友會年會
「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自 1985 年創會至今，
屆滿三十週年，可喜可賀。三十年來大家服務校
友、為母校爭取榮譽、為達成理想的目標共同努

三十年重聚小組
尋找 1984 年畢業校友

還記得三十年前的狂少時代嗎？ 我們曾在同一個
園地滋長茁壯，經過春夏秋冬，離枝隨風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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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的 Pacific Palms Resort 舉行，年會的主題是"傳
承與感恩"，將在年會上向創會迄今的每一屆理
事長、會長致上最高的敬意和謝意，若不是大家
竭誠帶領、無私的奉獻與付出，「南加州北一女
校友會」不會有今天的成果!

已經是第三十次相聚。 我們竭誠邀請所有 1984
年畢業的綠衣人，無論是在美國﹑加拿大﹑台灣
及其他歐﹑亞﹑非﹑澳國家，千萬不要錯過這屬
於我們的洛城盛會。詳情請見
http://www.aatfgh-scal.org/reunions.htm。
時間: 9/6/14 Saturday 10:00 am 至 9/7/14
Sunday 11:00 am

年會入場券榮譽券$100， 嘉賓券$70。聯絡人：

地點: 洛杉磯 Pacific Palms Resort

王美 meiwliao@gmail.com,(626)715-9151

One Industry Hills Parkway,

林淑貞 carol_s_chu@yahoo.com, (626)2005990

傳統至今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4

報名截止日: 2014 年 8 月 5 日止。網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n9M4jq
3TdGoXJ0HTI2QkhZNQpLL69pDDCD-

YLP 青少年培訓組

LWsg1g4/viewform
聯絡：南加州 1984 級籌備小組

北一女青少年領導才能培訓班今年的 Summer

E-Mail： 30reunion1984@gmail.com

研討會開始報名了 。AATFGH - Youth

FB: 北一女 1984 級北美 30 年重聚

Leadership Program, 簡稱 AATFGH-YLP 是由

負責人: 曹雅思 (714) 337-3211

北一女校友林敏於 1993 年創立的，一直是由北

聯絡人: 魏雲茵(310) 500-7708，曾美惠（949）

一女校友及學員家長志願經營。YLP 的指導老師

378－2211，陳亞琪（805）304-5356，張廷琳

Gary Collins 是一位專業溝通顧問，過去多年幫

(310) 293-7582

助北一女校友的青少年子女了解西方文化，發展
溝通和領導才能，培育出許多青少年領袖。

校友會活動快訊
 7 月 5 日 Hollywood Bowl 音樂欣賞
七月五日 (星期六) , 8：00 pm 開始
2301 N Highland Ave,
Los Angeles, CA 90068
(323) 850-2000
http://www.hollywoodbowl.com/tickets/ev
ening-of-chinese-splendor/2014-07-05

 9 月 6 日 校友會年會

每年， YLP 舉辦為期 2 天的研討會,今年日期為
6/21-6/22。完成培訓後, 多數學員繼續參加兩週
一次的全年培訓計劃。YLP 竭誠歡迎校友或非校
友下一代子女和朋友 (8-12 年級和大學)來參加!
請聯繫研討會負責人: Carey Jiang (626) 5888717。名額有限，請速報名!
E-mail: Aatfgh.ylp@gmail.com
網站：YLP-socal.org
Program Director: Janis Yao (626) 357-2078
Parent committee: Sylvia Li

(626) 497-6419

 11 月 2 日 醫療保健講座
 12 月 6 日 北一女母校校慶

歡迎新會員

胡秀珠 1953
王如君 1986
葉人慈 2006

陳麗光 1974
楊嘉瑜 1986
AATFGH-YLP 學員參與協助 6 月 1 日的科技講座

校友會活動剪影

5 月 3 日 Palm Springs 百人春遊

4 月 26 日會長，理事長，眾理事們與 1984
級 30 年重聚召集人参加建中年會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