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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期 

雄女校友通訊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出版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122 號 電話 2115418 

本會郵政劃撥帳號：0461416-1  戶名：高雄市立高雄女中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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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長的話 

各位敬愛的學長姐，感謝各位對我熱情及毅力的肯定，得以接任第十

三屆會長！ 

人生至幸，生得逢時，千尋

萬覓，行走萬里，倘得一良師

益友已屬萬幸，然我何其幸運，

竟有整群校友相伴，互相規諫、

提攜，共同成長！ 

校友會經歷任會長的用心

經營，著實已創下了精實的基

礎，我當秉持優良的傳統，秉

持真誠奉獻的心，和工作團隊一起竭力推動校友會會務，與時俱進，熱情

服務數以萬計散布世界優秀的校友，並繼續協助母校擔任推動校務、聯絡

校友情誼的橋樑及平台，進而吸引更多傑出的校友加入校友會大家庭，同

時帶領更多校友在在各行各業及社會中拓展更廣闊的視野，營造更健康的

人生。 

雄女是大家共同的園地，期盼校友會在我們大家齊心努力之下，吸納

更多優秀校友，共學共好，創造校友會永續的價值與情誼，以此光輝回饋

母校。 

 

 

 

 

高雄女中校友會第十三屆會長  許秀美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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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校大事記 

（一）黃秀霞校長 8/1 榮退，校友林香吟校長接

任雄女校長，交接典禮於下午 2：30 在體

育館二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由許立明市長

監交，教育局長官及來賓紛紛蒞臨見證這

歷史的一刻；黃校長卸任前感性致詞及她

奉獻教育 40 年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抱持對

教育的熱忱，贏得在場來賓熱烈的掌聲；

繼任的林校長在校期間就是雄女旗隊掌

旗者，她期許未來能踵繼前賢，讓雄女能不斷發光發熱。 

（二）狂賀！母校師生教學成果獲肯定 

1.藝能科劉癸蓉老師榮獲師鐸獎。 

2.地球科學蔡靜誼老師榮獲教育芬芳錄。 

3.榮獲第 58 屆全國科展第一名。 

4.10 月教育部「107 年度上半年中等學校校務

評鑑」榮獲總評鑑優等學校 

5.連續 11 年雄女榮獲旺宏科學獎 

（三）為拓展學生多元學習的領域、擴大學習視

野，母校國際交流活動多元且熱絡，曾與美西、日本、中國大陸等地名校進行交流，

今年管樂隊更前往日本群馬縣進行音樂交流。  

 

 

 

 

 

 

 

 

 

（四）今年自母校榮退的教職員工除黃秀霞校長外，還包括社會科黃旺昌老師、洪美華老師、

英文科張婷渝老師、資訊科陳美麗老師等。 

（五）11/09（星期五）母校慶祝 94 周年校慶，上午 8：15 開始一系列慶祝活動，校慶活動中

從各班班版設計、班服、繞場表演處處可見學妹的創意無窮，也勾起雄女人的無限回

憶；同時甫獲今年特殊優良教師的劉癸蓉老師，藉由美術創意教學將學生學習成果舉

辦「旮旯」學生美術成果展，也是今年校慶的一大亮點；11/10（星期六）舉辦園遊會，

大家一起歡度一年一度的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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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旮旯」學生美術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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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友會大事記 

（一）今年新入會校友有郭琳玲、陳麗媛、鄭育麒、許坤瑛、潘富香、許玉蓉、鄭慕涵、.林

淑俐、曾淑姿、郭昭麗、涂淑妍、鄒敏、吳怡慧、張立蘅、黃瑞齡、郭馨蔚、邱雪茵、

李淑良等18位，我們也藉著每次的理監事會議舉辦迎新活動，介紹新會員讓大家認識，

歡迎加入雄女校友會的大家庭。 

（二）第十二屆理監事至今年任期屆滿，本屆在洪千惠會長領導及全體理監事、顧問大家同

心協力下，會務蒸蒸日上；舉凡新會員加入、舉辦文藝活動、邀請專家進行各類講座、

定期舉辦自強活動、校友通訊的改版、設立校友會群組、加強與友會的交流聯誼等，

使雄女校友會成為凝聚校友們的平台，希望校友們也能繼續支持。 

 

 

 

 

 

 

 

 

 

 

 

 

第十二屆顧問、理監事與黃校長、母校退休老師合影 

 

 

                

 

 

 

 

 

 

 

 

 

 

第十二屆理監事召開最後一次理監事會議後合照留影 

 

 



6 
 

（三）賀！本會理事洪杏杰校友榮任苓雅國中校長，會長及理監事們帶著滿滿的祝福前往參

加交接儀式，並致贈蘭花盆栽，祝福苓雅國中校務蒸蒸日上。 

 

 

 

 

 

 

 

 

 

 

 

 

 

 

（四）監事郭秋眉、理事李淑惠近期舉辦畫展，本會致贈蘭花盆栽恭祝畫展成功，會長及多

位理監事也前往欣賞畫作，表達恭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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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快樂出遊趣 

校友會為強健體魄、增廣見聞、聯繫校友情誼每年舉辦兩次知性之旅，每次活動都獲

得校友們熱烈支持，即便現在都在本會群組公告活動訊息及報名，校友們熱情不減，

報名情況相當踴躍，在此也提醒尚未加入群組的校友趕快加入；此外每次旅遊洪會長

也自掏腰包準備水果與大家分享，讓參加的校友都很感動會長的付出，在這裡我們也

給熱心的洪會長按個讚！讚！讚！。 

1.03/10--11 舉辦「梅峰—車埕車站二日遊」春季自強活動，校友會首次嘗試辦理二天一夜

的旅遊，在春暖花開的季節我們安排踏查位於南投縣仁愛鄉臺大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

山地農場 -- 梅峰、走訪車埕車站及參觀大觀發電廠。精彩照片請看 p.31-32 

2.10/20 本會舉辦「彰化采風二日遊」，一大早大家就在學校集合、出發，我們走訪成美文

化園區，參觀魏家古厝、萬景藝苑欣賞園區植栽及古董、回程並參觀紅龍果果園，並享

受味美多汁的紅龍果，渡過一個快樂的周六假期。 

（六）藝文饗宴 

1. 3/24（星期六）上午 10：00--11：50 本會與高雄市台大校友會邀請張彼得先生於高雄市

立美術館演講廳舉辦專題演講，講題為「我的錢怎麼不見啦？之後……~投資的思索之

旅」，幽默風趣的談吐與精闢的內容贏得滿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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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5（星期六）下午 2：30 會長購票邀請理監事、工作團隊、校友等觀賞高雄春天藝術節

由校友劉建華、劉建幗成立的奇巧劇團在駁二藝術特區 B9 倉庫演出的新劇「我可能不

會度化你」。 

 

 

3.為增進本會與雄中校友會的交流，會長自掏腰包邀請本會顧問、理監事、工作人員，會

同雄友會共 62 人，於 0804（星期六）參觀高美館來自英國泰德美術館典藏展「裸」，本

次展品數量豐富、並包含世界著名藝術家作品；整個活動除由高美館導覽為大家做導覽

解說外，大家也在羅丹作品「吻」前合影，為兩會的交流留下歷史的見證，感謝會長的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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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繫母校 

1.黃校長於 01.28 帶領學妹至南加州進行參訪，本會致贈 1,000 美金贊助學妹的活動並請校

長攜帶第 39 期會刊贈送南加州雄中雄女校友會促進兩會交流；學妹們此行收穫滿滿，她

們的優異表現也贏得海外校友們的肯定。 

 

2.母校於 0801 下午舉行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會長、多位理監事、顧問及校友們也都參加

這場盛會，會場喜氣洋洋、溫馨熱鬧，洪會長受邀上台致詞，肯定黃校長多年來為母校

師生的付出，尤其致力推動國際交流、搭起與雄中校友會及與海外校友會的聯誼，讓雄

女不斷能與國際接軌且生氣盎然；同時會長也恭賀新任校友校長--林香吟校長，並祝福

在林校長帶領下，母校能更上一層樓。 

 

2. 6/1 母校舉行第 70 屆畢業典禮，會長受邀頒發校友會長獎，並上台致詞，期勉學妹更上

一層樓，開創精彩人生；這次典禮在晚上且在戶外操場舉行，讓本屆畢業生有不一樣的

體驗，畢聯會自創畢業歌曲趨光及 MV，內容溫馨感人，讓我們不得不佩服學妹，她們真

的太棒了。 

 

 



10 
 

 

 

3.致贈敬師禮 

6/15（星期五）晚上家長會舉行謝師宴，邀請本會共襄盛舉，會長代表本會出席，本會提

供摸彩禮金 6,000 元、資深優良教師共 13 位，每人 1,000 元等禮金，表達對師長們的敬意。 

劉癸蓉老師榮獲 107 年教育部師鐸獎本會致贈禮金 3,000 元；地球科學蔡靜誼老師榮獲教

育芬芳錄，本會也致贈 2000 元禮金，除表達恭賀之意外，也感謝老師們在教學上的付出

及不斷精益求精嘉惠在校學妹。 

 

4.今年暑假母校除黃校長外，另有有黃旺昌、洪美華、張婷渝、陳美麗等四位老師退休，

本會特別邀請這幾位退休老師參加第 10 次理監事會議，並由會長致贈退休禮，祝福師長

們退休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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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召開 107 年會員大會 

1.107 年會員大會於母校校慶日（11/09）上午 10：30 在體育館二樓舉行，本次是洪會長在

任內主持最後一次會員大會，她在致詞中表示：「欣逢 94 週年校慶及會員大會，感謝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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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校友特地回來參加，十分歡迎大家一起來與會。」會中除進行會務報告外，並頒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友獎（助）學金，此外洪千惠會長及許秀美副會長合購禮物感謝第十

二屆理監事、顧問的付出與奉獻，會中並頒發長青獎、同屆出席最多校友獎及參加校友

書畫展的校友，感謝大家對活動的支持與參與；大家在唱完校歌後進行餐敘活動，會議

在溫馨的氣氛中圓滿落幕。 

2.本次會員大會同時改選理監事，經會員投票，票選出第十三屆理、監事，隨後並推舉常

務理、監事，恭喜新任的理監事學姐們，未來 3 年她們將任重道遠繼續為大家服務，也

請校友們繼續支持；新任理、監事名單如下： 

理事名單：許秀美、丁玉雯、郭淑靜、蔡義枝、王秋雲、蔡淑和、方惠芳、李 貞、張

美鳳、柯芳珠、謝秋蘭、邱慧芬、王嬋如、江秀俐、陳美伶、李惠娥、洪

杏杰、辛王燕丹、李淑惠、吳麗萍、鄭美緣、高慧容 

監事名單：顏惠英、黃壽燕、郭秋眉、王貞美、張玲玲、李麗英、 周鳳珠、鄭慕涵 

3.狂賀！許秀美校友當選校友會第十三屆會長、丁玉雯、郭淑靜兩位校友當選副會長；顏

惠英校友當選常務監事。 

 

4.「校友書畫展」參展校友及作品如下： 

姓名 作品名稱 媒材 姓名 作品名稱 媒材 

陳艷淑 花香 複合媒材 李淑惠 禪思 果凍膠版畫 

陳美吟 靜守一室春光凝 油畫 李淑惠 秋葉系列Ⅰ 果凍膠版畫 

陳美吟 側身猶待向晚晴 油畫 李淑惠 秋葉系列Ⅱ 果凍膠版畫 

周鳳珠 姹紫嫣紅 油畫 林富莉 迷 水墨、壓克力 

周鳳珠 淡淡幽香 油畫 陳映雪 心經 楷書 

周鳳珠 湧 油畫 陳映雪 心經 篆書 

柯芳珠 屋內一隅 油畫 黃冠陵 對聯 隸書 

郭秋眉 學甲老塘湖藝術村 水彩 於同生 迴響 古隸 

郭秋眉 櫻花溪畔 水彩 於同生 石上流 草書 

郭秋眉 奧入瀨溪楓紅 水彩 
註：於同生為書藝界名家，本會特別邀

請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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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頒發獎學金，感謝學姊們及各界捐款人的愛心 

1.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獎助學金 04/03 於母校客語中心頒發，獲獎學生名單如下： 

吳寬成先生 

紀念獎學金 

106 楊詠淇、111 郭姿妦、111 陳竹筠、113 姜又婕、120 陳婉榕 

205 吳佳蓉、210 簡敏如、214 鄭怡婕、217 黃楓茱、217 鄭鈺儒 

304 林慈慧、314 郭宇晴、318 曾亭瑄、320 李宜軒、321 洪子平 

許秀美校友 

清寒獎助學金 
102 張維媖、311 吳冠葶、318 王嘉琦、318 高宜諠、320 謝晞璠 

王進有先生 

清寒獎助學金 

105 蘇芊卉、205 邱羿郡、216 陳品熏、302 王詩涵、309 王淳瑤、

309 劉芸瑄 

 

 

 

 

 

 

 

 

 

 

 

 

 

 

 

 

 

 

 

 

 

 

 

 

2.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獎助學金於 11/09 會員大會頒發，獲獎學生名單見 p.15--16 

3.感謝葉美利校友長期支助母校在學身障生學妹，每月捐助 5,000 元，鼓勵並幫助其在求學

的道路上能勇往向前。 

4.感謝社會善心人士劉仁義醫生捐助 68,500 元獎助學金給本會，委託本會資助鍾姓學妹重

考補習費用，由本會按時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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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11 告別雙十一光棍節，當晚雄中校友會陳永義會長與雄女校友會許秀美會長簽屬兩

會有好合作備忘錄，兩旁則是兩會剛卸任的徐永昌會長與洪千惠會長負責監交，完成

歷史性的一刻；透過此舉希望能促進兩校友會更多交流，服務更多校友。 

 

 
（十）12/14（星期五）中午本會假麗尊酒店維納

斯 C 廳舉行第十二、十三屆會長交接暨第

十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會中並頒發新

任理監事當選證書及顧問聘書。卸任洪千

惠會長發表感言感謝大家的支持，讓會務

能順利推動；新任許秀美會長則期許能踵

繼前賢、竭盡所能繼續為校友們服務；感

謝千惠會長三年來為校友會的努力與付

出；也感謝秀美會長接下重擔。 

 

 

 

 

 

 

 

 

 

 

 

 

 

第十三屆理監事、顧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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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感謝第 12 屆理、監事熱心捐款（104.12.15-107.11.30） 

林月姮創會長 22,400  洪千惠會長 169,847  許秀美副會長 63,897  王淑媛顧問 25,000 

潘貴志顧問 15,000    葉燕雀顧問 15,000   蔡淑貞顧問 20,400    陳映雪顧問 21,400 

陳美吟顧問 20,000    郭春江顧問 40,000   吳麗萍副會長 20,000  王秋雲理事 15,000 

蔡淑和理事 15,000    蔡義枝理事 15,000   李  貞理事 15,000    陳美伶理事 15,000 

張美鳳理事 15,000    柯芳珠理事 15,000   莊晴美理事 15,000    王嬋如理事 20,000 

丁玉雯理事 15,400    李淑惠理事 15,000   邱慧芬理事 15,000    方惠芳理事 25,000 

李惠娥理事 15,000    謝秋蘭理事 5,000    江秀俐理事 15,000    王貞美理事 19,000 

洪杏杰理事 15,400    蘇雅文理事 15,000   黃壽燕監事 15,000    顏惠英監事 21,000 

郭秋眉監事 15,000    張玲玲監事 15,000   郭淑靜監事 15,000    李麗英監事 15,000 

（十二）感謝 107 年度校友熱心捐款 13,830 元 

丁瑞琪校友  100     羅玉穎校友  780      林瑞曰校友 2,950   陳玉芳校友 2,000 

林正枝校友 2,000     金尚屏校友 6,000 

（十三）本期校友通訊感謝本會顧問、理監事陳美吟、郭春江、蔡淑貞、郭淑靜、丁玉雯、

李貞等學姐們及 GAYA、雄友會會長徐永昌醫師以廣告方式捐款贊助，顧問王淑媛學

姐、理事江秀俐學姊各捐款 5,000 元贊助校友通訊的發行。 

（十四）重要訊息公告 

1.近年因群組作為訊息傳遞平台運用十分普遍，加以郵資上漲，因此本會第七次理監事會

議通過除了會員大會通知、校友通訊刊物仍採郵寄方式外，其餘訊息（旅遊、專題講座

或其他參觀活動）改採在校友會群組公告及報名，歡迎大家多加利用群組。 

2.本刊物歡迎校友投稿，分享「一日雄女人、終身雄女人」的心情故事。 

3.母校和校友會共同舉辦畢業校友 30 重聚，計畫自明年起先號召 78 年、79 年、80 年校

友返校，重溫高中生活的美好回憶，希望借助校友們的聯繫找回同屆的同學們，也歡迎

大家集思廣益提供我們最希望採用何種方式留下難得的相聚時光。 

4.108 年 04/20（星期六）將舉行「嘉義太平雲梯—台南鹽水文學詩路」春季旅遊，敬請留

意校友會群組訊息公告及報名日期。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友獎（助）學金獲獎學生名單 

一、校友基金獎學金 

202 李幸容、202 鄭妤婕、203 盧昱秀、204 吳采瑜、207 邵文柔、209 顏彣娟 

210 莊茗瑜、212 鄭旭慈、214 李思嫻、214 劉奕廷、302 沈芳伶、304 陳奕婷 

307 李昀瑄、309 湯于萱、310 王錞易、311 邱若筑、319 劉亭瑜、319 蘇懌帆 

319 王宣潔、320 鐘閔祺 

二、學科獎學金 

（一）張萬祿先生暨德配張劉柳夫人紀念獎學金 

208 蘇映瑜、211 郭姿妦、305 吳佳蓉、315 胡綵紋、319 鄭羽恩、319 王士尹 

（二）陳錠煌先生暨德配陳潘切夫人紀念獎學金 

305 黃幸愉、307 吳采栩、311 郭芸吟、311 蔡如庭、314 余婷穎、314 陳玫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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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張瑞妍校友體育獎學金 

304 林玟萱、308 楊俐婷、309 施詠心、312 呂軒彤、319 林芷沅、321 王俐人 

（四）蔡天予老師、袁秀梅老師音樂學科獎學金 

201 王 懿、201 林芮羽、202 張寶容、204 曾千恩、304 徐立璇、319 潘怡秀 

（五）李莊淑志、李丁原鳳賢淑妯娌紀念獎學金 

102 黃苡晴、102 楊培琳、104 曹心慧、108 吳柏穎、111 洪瑞禪、117 楊芳瑋 

三、在校生清寒獎助學金 

（一）林建論先生暨德配林潘雪七夫人紀念獎助學金 

304 陳柏均、305 邱羿郡、315 鐘淨因、316 陳品熏、315 吳采頻、302 李佳軒 

（二）王進有先生清寒獎助學金 

102 許采婷、110 林苡軒、213 張淨怡、216 許茹晴、302 鍾佩妤、311 劉彥柔 

（三）許秀美校友獎助學金 

301 張庭綸、309 林炴妌、312 張佩其、317 吳欣柔、102 丁律詠 

（四）鄒李禪權女士紀念獎學金 

116 林佳儀、118 陳正雲、211 朱慕心、304 林玟萱、306 洪品蓉、317 賴典容 

（五）唐情先生清寒獎助學金 

205 莫書涵、306 楊懷恩、314 左穎瑩、317 林芊彤、317 蔡語如 

（六）黃金奢先生清寒獎助學金 

206 邱冠涵、212 張佩其、215 龔君薇、216 陳品熏、302 林詩涵、320 余佳蓉 

（七）聞人倩校友清寒獎助學金 

209 林炴妌、210 白詠瀅、215 鐘淨因、220 林品函、313 呂奕瑄 

（八）野田和江(林瑞芳)、曾丸秦(曾長香)校友清寒獎助學金 

105 蔡幸妤、116 馮璽庭、118 許芸瑄、120 張嵐茵、203 蕭婷云、205 蘇芊卉 

301 楊婕琳、302 陳炫妙、305 李淯晴、315 邱冠涵 

四、孝悌獎助學金 

呂秀珠校友孝悌獎助學金 

201 黃嬿容、202 古慧瑜、214 呂雨恩、215 劉宣秀、219 吳思瑾、307 林黃恩靚 

五、大專獎助學金 

（一）林晶校友清寒獎助學金 

義守大學楊憶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唐笠馨、台北教育大學黃伊棠、警專余孟蓉 

臺灣師範大學余佳蓉、慈濟大學黃毓倫、政治大學王嘉琦、中正大學周宜緣 

（二）洪千惠校友清寒獎助學金 

高醫醫社王美婷 、陽明牙醫劉芸瑄、屏大化學林詩涵、政治大學吳佩樺 

臺中教育大學謝晞璠、台北大學湯富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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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報告 

（一）106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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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女中校友會財務收支報告表 

高雄女中校友會財務收支報告表(107.1.1~107.10.31) 

收  入 支  出 

摘    要 金  額 摘    要 金  額 

入會費(註 1) 16,000 回饋母校(註 6) 102,682 

顧問理監事捐款(註 2) 37,250 會議費 107,390 

理監事繳餐費(註 3) 115,000 聯誼活動費 454,689 

廣告贊助款(註 4) 23,000 交際費(註 7)  33,950 

校友捐款 (註 5)      3,830 雜費 1,022 

利息收入 11,571 工作津貼 40,000 

自強活動報名費  427,750 郵電費 18,358 

美術館退還租借場地保證金 10,000 租借美術館場地保證金 10,000 

  會員大會費(註 8)  20,032 

  印刷費  44,445 

    

   合     計 644,401    合     計 832,568 

說明：1.106年結餘 1,643,557元 

         本期結餘: 1,455,390元(107.10.31 止) 
         定存(10萬+10萬+40萬+60萬)共 120萬元  

         土銀活存 136,731元  郵局:105,073元  零用金: 13,586元 
       2.獎助學金專戶: 1,395,733元(107.10.31止) 

         (1)定存 750,000元      
           林 晶校友清寒獎助學金 600,000 

           唐情先生清寒獎助學金  150,000(107-109年)  
   (2)活存 640,000元 

     黃金奢先生獎學金收入                      30,000 
          野田和江（林瑞芳）、曾丸秦(曾長香）      100,000 

清寒獎助學金       
張萬祿先生暨德配張劉柳夫人紀念獎學金收入 18,000 

許秀美校友清寒獎助學金收入             30,000 
林建論先生暨德配林潘雪七紀念獎學金收入   60,000 

蔡天予老師、袁秀梅老師音樂學科獎學金收入 18,000 
李莊淑志、李丁原鳳賢淑妯娌紀念獎學金收入 18,000 

王進有先生清寒獎助學金收入                 60,000 
張瑞妍校友體育獎學金收入                  18,000 

陳錠煌先生暨德配潘切夫人紀念獎學金收入  18,000 
聞人倩校友清寒獎助學金收入              50,000 

鄒李禪權女士紀念獎學金收入                 30,000 
洪千惠女士雄女校友獎助學金收入            60,000 

呂秀珠校友孝悌獎助學金                    30,000 
林 晶校友清寒獎助學金                    100,000 

(3) 利息 5,7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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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 入會費 16,000元 

         鄭育麒、許坤瑛、潘富香、許玉蓉、鄭慕涵、郭昭麗、林淑俐、 
         曾淑姿校友 

    (註 2) 顧問理監事捐款 37,250元  

        洪千惠會長     26,250   吳麗萍副會長  5,000 

        黃壽燕常務監事  5,000   陳映雪顧問    1,000 

    (註 3) 顧問理監事繳餐費 115,000元: 

             葉燕雀顧問   王淑媛顧問    蔡淑貞顧問     陳映雪顧問 

        洪千惠會長   許秀美副會長  吳麗萍副會長   蔡義枝理事 

        李 貞理事    張美鳳理事    柯芳枝理事     王嬋如理事 

        李淑惠理事   方惠芳理事    洪杏杰理事     王貞美監事 

        郭秋眉監事   郭淑靜監事    李麗英監事     江秀俐理事 

        林月姮創會長 郭春江顧問    蔡淑和理事     王秋雲理事 

        張玲玲監事   邱慧芬理事    李惠娥理事      

        潘貴志顧問 106年 3,000及 107年 4,000 

    (註 4)廣告贊助款 23,000元 

        戴美玲女士 8,000  江秀俐理事 5,000    李 貞理事 5,000 

        郭春江顧問 5,000 

   (註 5)校友捐款 3,830元 

      丁瑞琪校友 100   羅玉穎校友 780    林瑞曰校友 2,950 

   (註 6) 回饋母校 102,682元 

       購美金 1,000元贊助母校學妹                    29,577 

       至 Diamond Bar High School學校參訪 

                   母校學妹畢業典禮獎盃-校友會會長獎              9,450 

                   致贈母校退休老師禮物                           6,720 

                   母校黃校長退休贈禮物                          12,935 

資深優良教師 13名每人 1,000禮金               13,000 

高雄市特殊優良教師 1人禮金                     2,000 

        敬師宴本會贊助摸彩禮金 1,000*6                 6,000 

        贊助學妹楊姿筠拍攝「南南字語」經費            20,000 

        母校劉癸蓉老師榮獲 107年師鐸獎禮金             1,000 

母校蔡靜誼老師榮獲教育芬芳錄禮金               2,000 

    (註 7) 交際費 33,950元 

        林瑞曰校友父親告別式花圈                       2,000 

        涂碧梅校友告別式花柱                           2,000 

       雄女新舊任校長交接花束                         2,000             

恭賀洪杏杰理事榮任苓雅國中校長送蘭花盆栽       3,500 

       祝賀郭秋眉監事畫展送蘭花盆栽                   3,500 

       李淑惠畫展蘭花盆栽                             3,500 

       致贈日本校友會年會禮物                        17,450 

    (註 8)會員大會費 20,032 

       會員大會暨校慶邀請卡                           9,900 

       校友住址貼紙                                   1,450 

       寄會員大會邀請卡                               8,682 



22 
 

（三）高雄女中校友會 108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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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友專訪 

美麗的出軌-- 

用勇氣和堅持旋轉人生的許秀美校友 

                                                         林瑞曰校友採訪、整理 

    民國 69 年筆者曾與秀美學姊在道明中學共事四年，再次相遇，秀美學姊光鮮亮麗的

外表自然散發出的自信依舊，但身分已由教學精湛的國文教師，轉換成事業有成的女企業家。 

訝異的我問起學姊如何譜下這一頁傳奇？ 

自敘：「輔大中文系剛畢業，夢想的是從此找到

如意的工作,擁高薪離家近,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但

是落入凡間，方知神話只是一種傳說！因先生經商

陷入瓶頸，經濟重擔千斤壓頂，整天被錢追著跑，

生活被各種驚嚇的瑣事包圍，每日工作超過 18 個鐘

頭，經年累月，被煙燻成一個為經濟奔波的蠟黃女

人，生活畫面停留在梵谷筆下那種充滿力度的深黃

色，蕭索又無奈。」 

「總覺得人生的谷底應該只有一次，經過低潮

不都該飛黃騰達嗎？」學姊自問著；之後發現原來

每翻過一座艱困的山頭，卻還有另一座更陡峭的山

崖等著呢？世界上鮮少有人教我們這些災難可能要

經歷很多很多次！在快被不堪負荷的重擔壓垮，人

生即將扭曲時，驚蟄的春雨喚醒了萬物，人生善的

因果循環帶來了機會。 

「拎起超重的皮箱，帶著比自己還高的樣品，

在世界各國周旋迂迴。從非洲到中東，從美國到歐洲，踏進了東柏林，穿過了蘇聯東歐，再

從吉爾吉斯坐著 10 個鐘頭的送鷄車，走入了哈薩克，又因沒簽證躲進大貨車，從匈牙利到當

時戰亂的南斯拉夫(今日的塞爾維亞)，更親見了伊拉克大兵打入科威特，也從伊拉克連夜搭吉

普車經過約旦撤退到杜拜！更因違反外匯條例在奈及利亞警察局有驚有險的困了一晚。疲累

了，身上的錢只有機場及火車站大廳是我的窩。一趟又一趟周旋來回！每次回國就是準備著

再出發，無數次的來去，忘了還有周遭的快樂，所有的人事物對我而言猶如流水般。人生變

黑白，沒有了任何盼想。」 

「書中沒能告訴我的是：這麼多的困境要用什麼樣的能量才能越過。當我感覺到抱怨只

是在消耗體力及能量．卻沒有一句聖賢的話可以讓我躲藏及逃避！扎扎實實打在我胸口的是

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這許多沈重的打擊，對一個仍沉浸在老莊的逍遙遊及黛玉葬花的無病

呻吟中的我來說，內心是何等的糾葛啊！」 

聽著學姊血淚交織、歷經無數驚險的創業過程，令我對眼前「抗命而不認命」的嬌弱女

子由衷感佩，也心生不捨。成功不是偶然，在秀美學姊身上我們看到了成功者的特質。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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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經驗罷了，聰明的人是接受別人的經驗，愚笨的人忘了自己的經驗！

我學會把自己錯亂的腳步一再重整，終於一步步地跨到了今天，也證明了：人生成敗不在於

環境的優劣，而在於你是否選對自己的位置去面對。慶幸我卡對了位置！」 

    雖頂著「成功女企業家」的光環，深懂「持盈守

虛」之道，謙和低調，心中充滿感恩。她說：「人生如果快

樂五十、痛苦五十，感謝老天爺能在我年輕力壯、修復能

力強的時候，讓我受盡了人生的苦難及一般人所沒有的銘

刻在心的痛楚！」並對成功下了定義：「成功不是打敗多少

人而是可以幫助多少人。偉大也不是一個人做了一百分而

是每一個人做了百分之一的總和！」足跡踏遍五大洲、閱

歷豐富的秀美學姊深刻體悟：「人生一定要向前看，因世上

唯一不能複製的是時間，唯一不能重演的是人生！這世間

隨時都有各種美麗將竄出與你相遇。什麼樣的眼睛、信念，

就有什麼樣的人生影像。」 

“使人成熟的是經歷，而不是歲月。生活從來都是波瀾起伏的，命運從來都是峰迴路轉

的，因為有了曲折和故事，生命才會精彩。”這段話清楚印證在秀美學姊身上。回顧這點點

滴滴珍貴而美好的一生。秀美學姊說：「感恩所有對我有恩有怨的人，在我行有餘力，回饋變

成我最大的信念．現在接下會長這個職務也是經驗的偶然，是我把心放空，把美好的點滴經

驗能力回饋社會的時候了！即將把這種熱情、堅持去付出，與學姊學妹們共同學習成長。」

最後秀美學姊以一句智慧語和大家共勉：“做聰明的人，而不是精明的人 — To be a wisdom 

better than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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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林香吟校長 

香氛繚繞滿堂慶   

吟詠詩書九天聞 
 

李秀鳳校友採訪、整理 

一、勤奮力學踏實路，無心插柳從政行──自我介紹 

出生雲林，一歲多即搬遷來高雄，從此與高雄結下半生緣。父親乃西藥經銷商，幼時常

隨父走訪各大醫院診所。身受父執輩喜愛，殷殷教誨勤讀可濟世救人又享有優渥生活。小時

即培養各種才藝，諸如繪畫、音樂、體育等，國中順利進

入五福花棒班。當時花棒班是雄女保證班，錄取率幾達百

分百。進入雄女後，學姊語帶威脅地說：雄女居大不易，

二主一副留級慘，午夜夢迴驚夢魘，地理紅焰迴九天。因

此日夜勤讀，幸而高一上第一次月考地理科高達 98 分，

打破地理留級魔咒。這次經驗對向來擅長理科而文科偏弱

的我建立了信心，也埋下對地理的挑戰與喜好，且由於優

異成績獲選為第一屆雄女地理視察成員。實地考察的探險

精神與趣味內容深深吸引活潑外向的我，憶起父親諄諄叮

嚀：女孩子選擇社會組不用補習較輕鬆，若可考上師範院

校，又可省下大學經費栽培弟弟，婚後相夫教子，是個一

舉三得的優選。心中立定以師大地理系為第一志願。果然

三年後順利考上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 

在大四那一年結識現在的夫婿，當時他尚是醫學系七年級生，因他極具上進心，所以我

在瑞祥國中(瑞祥高中前身)實習那一年先訂婚，二年後先生陽明碩士班畢業才完婚。在瑞祥國

中只一年即順利轉入前鎮高中。在前鎮

高中擔任專任地理老師十三年後，在因

緣際會下，驚闖行政叢林。當時適逢政

府希望前鎮高中遷校，然而新校校址在

航空噪音線上且車禍頻傳，實不利學生

學習。我當時正指導發表小論文，學生

便以此為主題，經由種種數據說服當時

政府打消要前鎮遷校的念頭。後來網球

球友──前鎮總務主任，即將退休，所

以校長希望我執掌總務處，我幾經思考

後，決定挑戰自我，接受繁複而一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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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職務。總務處無所不包，小至水龍頭修理大至數億工程皆其職務範圍，因此我上採購法、

工程管理等各式研習。三年後又轉接教務主任，歷經四年教務洗禮，七年前順利考上瑞祥高

中校長。中間二度有機緣回雄女任教，但都因與前鎮高中同事相處融洽、愉快及打造前鎮理

想遠景的責任感而放棄。沒想到峰迴路轉，幾度擦身而過，在瀕臨退休之齡又回到母校，也

許因緣前訂，鮭魚終究回溯。 

二、學業社團語文力，共伴師生寰孙翔──治校理念 

二十一世紀不但是科技時代也是專業時代，唯有隨時代脈絡不斷提升的專業素養才是今

日的東方不敗。在我心中學校有三大支柱：教師、行政團隊及家長。教師是這三大支柱的成

敗關鍵，優秀的雄女學生需要不斷精進的優質教師引領，才能一步步踏實地邁向國際舞台。

而行政團隊則在行政法令的規範下，提供教師前進的方向及相關行政協助，輔導學生建立完

整而各具特色的學習歷程。至於家長在

精神及經濟層面，都是學校最堅實的後

盾。三者分工合作，型塑對學生最有利

的學習環境，引導學生邁向菁英之路。

而學生本身功課要好，首先學習動機要

強，其次要做好時間管理。以我個人為

例：我因為身高超過一百六十公分，膺

選為儀隊隊員，在烈日下常一站就是兩

個小時，又耽誤讀書時間，但不能喊累

喊苦。游泳、音樂也是雄女人的夢魘。

我利用課餘時間，和同學一起去榕樹下練古典樂曲〈遺忘〉，同時要兼顧私下找時間去游泳池

練習打水、踢水、換氣。幸而關關難過關關過，我今日的耐力、堅韌都是高中培養出來的能

力。高三模擬考後，偷得浮生半日閒，到大舞台去看場電影後，隨即回到教室苦讀，不敢再

逛街、吃美食耽誤讀書時間。但如此艱苦環境下，與高中同學培養出來的革命情感也無可比

擬，比各自獨立發展的大學同學，情感更加親密。大學時代互相介紹男朋友，出社會後依舊

緊密往來，彼此打氣加油。只可惜走入家庭後，分身乏術較少聯絡。 

三、詠絮巴清女董奉，適性揚才佔鰲頭──雄女願景 

雄女南霸天的地位已無庸置疑，但我們更期待能引領全國，甚至成為世界典範，無論在

科技、語文、法律、經濟或醫學領域上，都能獨樹一幟。今日世界一提起教育必屬芬蘭，而

手機則是蘋果 I 系列獨領風騷，至於韓國三星的智慧晶片也是無可比擬。雄女人想打造自己

的教育品牌，首先必須了解自我特質及世界潮流，在國際交流中嶄露頭角。以我今年三月帶

領女子足球隊訪問以色列為例：負責接待的以色列高中生，用不流暢的英文主動與我們交談，

上台時對自我理想亦是侃侃而談，自信大方。領隊老師談及他們上課時極躁動，對許多事務

都有個人主見，而作為校外招待對他們來說比上課更重要，更能學到實務經驗。我也期許同

學們要有堅實的語文程度，英文能力一如母語流暢自然、應付裕如，而不只是第二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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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希望學生能善用社會資源，多

與他人互動，建立謙虛、勇敢、獨立的品

格。因為唯有以主動積極、謙虛有禮的態

度去詢問才能讓社會資源靠近，貴人出現，

而困難也就迎刃而解。地球村時代，人才

是強國的根基，學生應出國磨練自己，刮

垢磨光成器成才，一如當年張忠謀出國磨

練自己，學成歸國後創立台積電，在半導

體界執世界之牛耳，成為真正的世界之光、

台灣之光。我們不必擔心學生一去不回，

只要有強烈的國家認同，學生自然願意回國犧牲奉獻。 

常有人憂心台灣身處強國環伺的不利環境，擔心在大國相互激烈碰撞下，被弱化、犧牲。

其實看看荷比盧三小國，一樣身處強國間，卻以協調者的角色周旋諸強國間而游刃有餘。台

灣亦可如法炮製，面對國際化、多元性的未來，以荷比盧三小國為典範，成為大國間的緩衝

帶。端看今日世界各國都想進軍中國市場，但又擔心風險太高，所以先以質性相似的台灣試

水溫，推廣其產品即可知台灣的國際角色。危機亦是轉機，如何化危機為轉機是當前台灣的

重要課題。我們要加強學生的語文教育，在多語性、普及化的利基下，找到自我立足的定位

與價值，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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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鄭美緣學姊 

郭靜怡校友採訪、整理 

    四年級生的美緣學姊，看起來相當年輕有活力，一點兒也猜不出她本來的年紀，介紹自

己時也坦誠明快。她說自己的個性積極，興趣廣泛，從就讀雄女的高中時代起，除了學校的

教育之外，她還在校外------如救國團的高雄學苑-----上課學習，日文、攝影、烹調、珠算、繪

畫---------什麼都學，即使大學畢業後她進入職

場工作了、結婚生子了，甚至現在退休了，

還是好學不倦、不斷地學習新事物，嘗試潛

水、游泳、插花、油畫、西式點心製作、高

爾夫球、羽球，參加合唱團、攝影班------，一

直在享受學習的成長與樂趣! 自昔至今，藉由

廣泛的興趣與積極的學習，她打開自己的視

野，看見更遼闊的世界，讓自己的人生有了

更豐碩的收穫! 

    美緣學姊結婚後相夫教子、勤勉持家，

並與先生一起蓬勃發展自家鋼鐵公司事業，

忙碌之餘她還到高美館擔任了兩年的文化導覽義工，學習到東方、西洋美術史的相關知識，

接觸古典藝術、現代藝術、公共藝術----，認識雕塑、書法、繪畫----各式藝術作品，並且結識

了許多同好成為好友，一起參加畫會、學習油畫創作----，對美學探索之興趣一旦開啟了，之

後便是不斷的追尋與拓展!所以現在的她還是沉浸於學習繪畫、攝影、插花-----的愉悅中，藝

術讓生活多采多姿! 

   美緣學姊學習的腳步總不停歇，中年的她再到中山大學進修 EMBA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學

位。再度走進校園進修學習，她認識許多不同領域的總裁及專業經理人，從同學身上學到經

營管理的知識與經驗，開拓了見識也累積了人脈，為自己的人生增添色彩，這也是她送給自

己五十歲的生日大禮。在這期間她與結識的好友們一起前進，陸續帶領過中山大學 EMBA 仕

女協會、蘭馨交流協會、陽光傑人會、無願讀書會----等民間團體之發展，也擔任高雄市的英

文城市導覽，多年來一直熱心參與民間團體事務及文化交流，累積了豐富的經歷，更回饋長

期的熱忱與心力來服務社會。 

    美緣學姊的兩個孩子都從中山大學

IBMBA 碩士班畢業，她尊重孩子，沒有

讓她們接掌家裡的事業，而是讓她們各自

從事自己有興趣的工作，一個是南部小有

名氣的馴狗師，一個熱衷從事網路行銷。

而被問及對現在學妹們的期許?美緣學姊

說:我覺得現在的學妹一代要比一代強，

因為現代資訊多元、日新月異，而學妹們

學習力強、又有國際觀，只要積極努力、

把握機會，去建立自己的專長、培養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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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勢與能力，就可以走在別人的前面。雄女是一等一的學府，學妹們都是優質的好學生，

將來進入職場也要追求傲人的表現，勉勵學妹們要抓住每一個學習與進修的機會，多多接觸

新事物、培養不同的興趣；多多接觸人群、不拘於自己的個性；加深加廣自己的觸角，永不

放棄，那麼機會將永遠留給準備好的人，自我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 

註：鄭美緣學姐為校友會第十三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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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梅峰、車埕車站 二日遊（107.03/10—03/11）活動集錦 

0310（星期六）我們帶著愉快的心情 7：30 準時從母校出發，首站來到雲林參觀興隆毛

巾觀光工廠，中午在阿嬤私房菜用餐。 

 

中午過後來到梅峰農場（台大山地實驗農場），在農場導覽解說員帶領下，分組進行森

林探索活動，並享受大自然森林芬多精；晚上聽完農場簡報後，大家冒著山上低溫穿著禦寒

衣物在戶外觀星，聽取解說員解說三月的星空。請問大家知道「梅峰」地名的由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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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大家起了個大早，帶著望遠鏡，跟隨解說員的腳步，我們一起賞鳥去，清晨的

梅峰雖帶著些許涼意，但是空氣清新、景色宜人，尤其聽到鳥鳴聲，大家的心情跟著興奮起

來，紛紛拿起望遠鏡追尋鳥跡！ 

 

用過早餐後，大家在梅峰進行最後的巡禮，觀賞台灣一葉蘭栽培園、走迷宮、觀景台

上遠眺奇萊、合歡群峰的壯闊，漫步在白楊林步道好不快意！最後大家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

離開梅峰，臨行前我們也和解說員留影，值得一提的是，這趟梅峰之旅不僅讓我們享受大自

然的洗禮，也巧遇在此服務的解說員呂郁婷校友。 

離開梅峰，中午到欣山園梅子風味特色餐用餐，會長與副會長及工作人員逐桌向參加

的校友師長致敬，感謝大家的參與；用完餐後，分組由當地解說員導覽車埕車站並參觀大觀

發電廠，結束二天愉快、難忘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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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師生情誼 

大年初四：從黑浮咖啡到夏威夷毛伊咖啡       陳秀香 

去年（2017 年），精心策劃的三十週年同學會，熱鬧又隆重，令人驚喜又難忘。記得，

有滿桌當年斑馬歲月的文物（簽名書包…），有同學們的真情告白（透過麥克風），有少女時

代的影像回顧，有獎搶答有精美的禮品等等。曲終，是陳正芳小王子的獻花和溫馨大合影。

每想起，回味無窮。沒想到，同學熱情不減。今年大年初四，同學會的掌聲再次響起。如果

說御書房盛況，繽紛似嘉年華會，少了花絮助陣的黑浮餐敘，就是繁華落盡見真淳了。真淳

的意涵是：雋永、清雅又舒心。 

雋永，一如從台南趕到的黃智慧。

雖不多言，但臉上腼腆蒙娜麗莎似的微

笑，是那麼的意味雋永（上回是拿著麥

克風侃侃而談回轉執教的心路歷程）；清

雅，一如趕來同框楊靜芬的新造型，是

那樣的時尚清雅；舒心，一如大夥漫步，

續攤走到博愛路的毛伊咖啡，共渡消磨

午後悠閒時光，是那樣的療癒舒心。淡

淡的，一溜煙似的輕盈，但又那麼真淳、舒心、雋永。 

最美不過是別後再相聚。一句親切的問候或寒暄，就會有那麼一絲觸動。儘管天南地北

的聊著，話題圍繞或昔日或近況或兒女等等，沒有較勁，有的是滿滿的回憶、傾訴和分享，

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盤一般，好動聽。因為這是真摯的互動，黏住生命的兩頭，重構往昔的詩

意，揭示現實生活消失的美好。同時也是，自我心靈的歸屬，證明此生的實有，我來故我在。 

去年同學會如夢似幻，樂飄飄如處雲端。今年好夢初醒，才意識到，同學為人妻為人媳

為人母為人女兒諸多牽絆，「我來」是多麼的難得。有的是，瀟灑地跳過世事的紛繁，優雅從

容地來到；有的是因住宿或需瞻前顧後，回娘家婆家才能再過「來」的，尤其是家住中北部

返鄉的。比如，在黑浮咖啡，坐斜對面的邱文卿，特別留到初四，先讓家人回台北，當天身

上穿的，是臨時到漢神巨蛋買的；蓋美玉與媽媽姐姐吃飯，說盡量下午 1:50 趕到；林柏姿從

娘家來時，屏東往高雄的 88 快捷道路塞車中…等等。好事從來就不是容易的。同學會不僅是

同學會，有時是一場千里跋山涉水似的甜蜜奔波，多的是細水長流似一一雀躍的來到，最終

匯為波光瀲灩的愛之河，再次真情人生譜華章，揪感心。 

珍攝得來不易的歡聚。今年一大亮點，就是在以黑浮店前紅磚牆為背景和在 R14 巨蛋捷

運出口的公園裡合影。這回，有陽光綠樹春風來妝點，畫面更為天然佳妙。此情可問天，不

是夢幻，大樹綠蔭下，著實是一群笑得燦爛，高顏值兼具熟齡知性之美的雄女人，如一串璀

璨的珍珠，同心情牽簇擁串起的團 聚，美麗入鏡，留予他年說夢痕，拈來細與話相思。 

等「念舊多情雄女人」的咖啡，這杯承載著暖呼呼滿溢真摯的咖啡，就是黑浮最經典再

加上夏威夷毛伊最頂級最優的咖啡，也難敵其甘美濃郁的滋味。因為高雄女中第 39 屆 3 年

11 組，這個班，太有情，太有才，太可愛了！ 

（萬分感謝校友會提供分享園地，退休校友老師陳秀香謹致上最高的敬意和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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