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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洪若英女士連任蘭陽女中校友會第十屆理事長，繼續帶領全體理監事團隊，展望會務卓越，
傳承.創新.迎未來〜

恭賀母校通過GOOGLE典範學校認證，東台灣第一間典範學校(全台僅七間)

恭賀蘭陽女中教育基金會陳俊雄董事長當選國立宜蘭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

˙

˙

第十屆全體理監事及秘書處團隊

第10屆校友會團隊於2021年3月2號交接。

新的理監事名單分別是～

理 事 長 洪若英

常務理事 練友善 周玲惠 蔣惠鈺 簡淨音

理 事 吳志津 陳美蓮 許秀華 于宥均

林郁芳 卓蓉萱 簡意玲 莊淑如

邱玉萍 吳美琪

常務監事 許家珍

監 事 李彩雲 徐雙穗 趙教 羅美娥

《秘書處團隊》

執 行 秘 書 俞芝君

副執行秘書 林冠宏

文 書 朱筱婷

出 納 游姿瑩

各位學姐學妹大家好！

首先感謝第10屆理監事們的支持續任第10屆校友會理事長。

由於COVID-19 及Omicron 疫情一波波襲來，對我們的生活形態影響甚大。配

合母校管理及安全顧慮〈老吾老〉計劃不得不做些調整。目前仍會以定時定點或過

訪一些師長、校友進行口述資料蒐集。也拜託各位學姊妹們不分年齡層現在開始養

成習慣，隨手記錄自己成長見聞或感想，日後可提供校友會整理收存。

〈幼吾幼〉的部分較大的捐助，2021年繼有簡文秀學姐捐資改善學校光照；李

瓊娟學姐繼改善圖書館閱覽室空間外，又捐款汰換學校電腦設備；許睛晏學妹事業

有成，因感念師恩，特成立〈莊鳳珍老師紀念獎學金〉獎助數理優異學子。而旅居

北美洲學姐楊美麗居中奔走在台灣時間2022年2月22日上午九點（美國東岸時間

2022年2月21號晚上八點）成立了北美洲蘭陽女中校友會，同時設立〈北美洲蘭女

校友會清寒助學金〉捐助應屆畢業生，協助其追求理想。⋯至於其他校友們的義舉

我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再次感謝校友會全體理監事和校友的支持與贊助，感謝努力治校的曾璧光校長！我們也期待更多年輕校

友投入校友會的行列～

今年母校校慶大會在4月16號星期六舉行。校友休息區和報到處設在圖書館一樓閲覽中心，屆時我們理監

事們將在此等候您們的歸來，期盼大家回來蘭園，忘身在我們的尋夢園⋯⋯

在疫情期間也務請大家做好防護措施，多多休息，注意飲食均衡，健康第一！

最後、衷心祝願大家2022年愛您愛愛，「虎虎」圓滿，平安吉祥，喜樂常在。

後學 洪若英 敬 2022.04.01

全體理監事在此祝福大家2022年愛你愛愛，

虎年吉祥，福滿乾坤福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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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蘭陽女中校友會於台灣時間2022.2.22 上午九點正式

成立(美國東岸時間2022.2.21晚上8點)。

此會成立宗旨除聯誼北美洲蘭女歷屆校友，並回饋母校，設

立北美洲蘭女校友會清寒獎學金，此份用心令人感動倍覺溫馨。

台灣時間的2022.2.22〈愛您愛愛愛愛愛〉雖然是巧合，但

在這個日子成立寓意深遠意義更是非凡。

長年以來校友會一直和旅居北美的楊美麗學姐多有互動。此

次非常感謝美麗學姐居中熱心奔走，協同校友林瑟玲、李素秋在

COVID-19 疫情肆虐期間仍發揮大愛共同發起籌組事宜。整個籌

劃從2022.1月起，到成立時間很短，更顕見就讀蘭女母校期間栽

培養成之功的落實。

在此也恭賀第一屆當選人

李素秋 會長 周佩瑾 財務 楊美麗 總幹事

［勞苦功高．任重道遠］

蘭陽女中北美校友會成立幕後推手－楊美麗學

姐。學姐自美返台渡假這段期間，獲知學校需求，

乃積極透過視訊平台聯繫海外校友們，而促成此

事。

另，北美校友會成立的發起人之一是居住加拿

大現年95高齡的蔡金枝學姐(右下圖)。

左下圖片係楊美麗學姐二月十二日與洪理事長

會面就校友會的功能與推動進行交流，並告知成立

時日與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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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創校83周年紀念慶祝活動，學校特別
頒發陳淑芳（陳笑）校友傑出校友獎。

當天校友會休息區設在圖書館ㄧ樓學生自主學習中心(李瓊娟校友捐款百萬修繕)，上午陳淑芳
學姐相見歡登場。從校慶大會會場移駕的沿途遇到許多粉絲及在校學妹，大夥兒爭相搶著與偶
像合影。

早已等在校友聯誼會場的淑芳學姐的同學們和其他校友們，
待ㄧ見到淑芳學姐出現也都蜂擁迎上拍照、寒暄致意，場面
溫馨熱鬧非凡。

陳淑芳學姐的第十屆畢業同學分自各地包
車齊聚分享她的榮耀。2021年校友聯誼會
是場分享榮耀與歡喜的時刻⋯⋯

Fun＆Art

2021.4.8拜訪校友會榮譽理
事長林秀梅，感佩其接下母校故
音樂老師也是學姊陳秀幃囑託，
對蘭花合唱團長年的奉獻。

2021.9.17理事長洪若英代
表校友會參加校友陳阿月《眠床
佇佗位》新書發表會。作者並贈
書供校友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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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林 秀 娟 様 へ の 弔 辞

弔辞 秀娟様

昨年の暮れ、秀娟様のご訃報を伺いまして、日本に住んでいます私たち蘭陽高女の後輩は、大変淋しい思いで、秀娟様を深く思い出して居りました。

お体のご不調は伺っておりましたのでご回復を願っておりましたが、今は、明るくて優しい面影が浮かんでくるばかりです。

秀娟様は蘭陽高等女学校の先輩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蘭陽高等女学校は一学年百人ほどの、台湾人学生と日本人学生が半数ずつ共学する学校でしたから、何をするのも共に学び、共に遊び、共に課外の作業もするという、多感な少女時代を共

有する事ができました。

特に選抜された台湾の学生は秀才揃いで、第二期生の秀娟様はたいへん優秀でいらっしゃったと伺っております。

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は別々の国に住む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が、友情は変わらず、台湾と日本で蘭陽高女の同窓会は相互に懐かしい関係を続けて来ました。

歳月が経って、日本の同窓会が名残惜しくも解散いたしましたときには、日本の熱海温泉で台湾と日本の合流の同窓会を持ち、別れを惜しんだものでした。

更に時が流れて、曹学仁校長先生のとき、日本の同窓生を母校の先生方がご訪問くださるという、素晴らしい交流のときを設けてくださいました。

日本に母校のない孤児のような日本同窓生にとって、それは何と言う温かな企画であったことでしょう。

その時、先輩として率先、斡旋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のが秀娟様でした。以後母校の先生方のお励ましは変わらず、他校には無い,日本同窓生にとっての自慢できる喜びとなりました。秀娟様

のお傍には何時もご主人の陳錫湖先生が付き添っておられましたのも忘れられません。

秀娟様は台湾蘭花会の会長を為さっておられましたが、日本人の私たちにとっても優しいお姉様でした。日本の同窓生は母校訪問の時には、秀娟様にはたいへん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た。

幼獅ホテルには立派な日本の活け花が飾られていましたのも、活け花の教師資格をお持ちの秀娟様の、戦争世代日本人の及ばない文化的な教養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このように素晴らし

い先輩を台湾に持っておりましたことは私たちの誇りでありました。

特に、蘇澳の冷泉が故郷である六期性の私、竹中信子は、戦後幾度も蘇澳を訪問していましたので、その都度、秀娟様ご夫婦にはお会いするのが楽しみでした。

今、秀娟様の終始変わらなかった温かなお心を思い出すと涙が流れてまいります。

蘇澳冷泉で私の祖父の記念碑の除幕式と冷泉の文化節が復活しました時には、秀娟様が台湾の同窓生を四十人近くも集め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ね。そのご配慮はどんなに感謝しても仕切れない

私の思い出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お人柄を尊敬しておりました秀娟様とのお別れは、私たちにとって大変つらいことですが、今は 秀娟様への感謝と、ご冥福を心からお祈り申し上げ、ご遺族の皆様に慰めの多いことを

祈って弔辞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日本蘭陽高等女学校同窓生 秀娟様の日本の妹 竹中信子

致 陳 林 秀 娟 的 悼 辭

去年歲末傳來秀娟學姐訃告，住在日本的我們這些蘭陽高等女子學校的後輩們，深刻地回憶起秀娟學姐感到無比淒寂。

驚悉秀娟學姐貴體欠佳，曾到府探視，一直期待著她能恢復康健，而今浮現的盡是她那明朗而親切的身影。

秀娟學姐是我蘭陽高等女子學校的高年級生。

蘭陽女子高等學校每年級收錄大約一百名台灣學生和日本學生，我們共聚校園，學習在一起，玩在一起，課外活動也在一起。因此，我們能夠共享一個多感的少女時

代。録選入學的台灣學生都是當時一時之選非常優秀，第二屆的秀娟學姐尢其表現特別出色。

二戰後，我們即使分住在不同的國家，也不改當年情誼，台日兩地的同窗會因相互間懷念的情愫而延續下來。

歲月過去了，我們在日本的熱海溫泉有一個臺灣和日本匯合的校友會，當日本的校友會不幸解散時，當時我們都懷著淒涼的離別之情。

隨著時間的流逝，在曹學仁先生擔任校長時，特意安排了日本校友拜訪母校的老師，對於在日本沒有母校像孤兒一樣的日本校友來說，這是一個多麼溫暖的計劃啊！

當時，作為前輩主動地協助我們的就是秀娟學姊。自那以後，來自母校老師們的鼓勵沒有改變，這讓日本校友感到由衷驕傲，因為這是其他學校所沒有的事。我也永

遠不會忘記，學姊的先生陳錫湖一直都，隨同陪伴著秀娟姊。

秀娟學姐是台灣蘭花會的會長，也是我們日本人的好姊姊。當日本的校友訪問母校時，都受到秀娟學姐多所照顧。在幼獅酒店擺飾著漂亮的日本的插花藝術也是出自

於擁有插花教師資格的秀娟學姐，這可是戰爭時代日本人所不及的文化教養。我們在臺灣有這麼優秀傑出的前輩，這是我們的驕傲。

特別是對於六期的我-竹中信子而言，蘇澳的冷泉是我的故鄉。戰後我多次訪問蘇澳，每次都期待與秀娟學姐賢伉儷相見。現在，每當我想起秀娟學姐始終不曾改變的

溫暖貼心時，就禁不住流下眼淚。

當我祖父的紀念碑揭幕儀式和冷泉文化節在蘇澳冷泉舉行時，秀娟學姐聚集了近40位臺灣校友參加，這些用心安排的溫情無論我多麼感激，也感激不盡。

和我們如此尊敬的秀娟學姐的離別，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的痛苦。現在，我懷著對秀娟學姐的感謝，衷心祈禱冥福，並藉此向家屬致上最深切的慰問。

日本蘭陽高等女子學校校友 秀娟的日本妹妹 竹中信子

陳林秀娟學姊(右三)竹中信子學姊(右四)合影
於蘇澳冷泉開發先驅者紀念碑揭碑典禮

2020歲末，日治時期蘭陽高等女學
校第五屆陳林秀娟老校友與世長辭。秀
娟學姊為日治時期蘭女校友會台灣地區
召集人，早期為蘭女畢業中日校友情誼
聯繫多所費力，甚是感念。

學姊辭世，當年日籍同窗竹中信子
學姊因年事已高及疫情影響下不便來台，
特寄上一封弔念辭，於告別式當日透過
校友會宣讀日文及中文版悼念學姊，文
中回憶學姊妹一同經歷的過往，字字悲
痛句句哀淒，足見這些中日老學姊們之
間的深厚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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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晴晏校友

蘭陽女中畢業校友許晴晏女士在事業有成後,表達希望捐資成

立數理優異獎學金,以紀念她蘭陽女中導師莊鳳珍老師,如此感念師

恩,飲水思源的情懷,令人感動。

許晴晏校友自述摘錄……

我從南安國中考進高中，我記得平常名次一直在100-200名

間，我發現小學校進到高中有很多資源的缺乏。然後學校強調名次

以及考試讓我不是很適應。但是莊老師看出我對於人際之間的熱忱

以及對於社會的期待，總是正向看待我並且抱持正面心態。我順利

考上了大學，研究所後進入台灣數一數二的公司工作。之後到英國

念博士，於工作上獲獎無數。而正當我想榮耀老師，並報答當初那

份知遇之恩時，不幸老師卻癌逝了!......

知名聲樂家簡文秀校友為感謝母校栽培，改變其一生。日前捐贈價值130萬元的LED燈具以

強化教室、辦公室及走廊照明；另贈全校1362名學生，每人一支高效能的手電筒，價值30萬

元。校長曾璧光表示，這一大筆燈具，幾乎足以改善學校9成以上的照明設備；LED手電筒輕巧

方便攜帶，讓晚歸在校的學妹們可加強安全照明。學妹們為了感謝這位學姊，大家合唱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氣氛溫馨。

電腦教室新設備右二李瓊娟女士

旅美傑出校友李瓊

娟女士繼前年捐資百萬

整修圖書館學生自主學

習中心後，今再捐資母

校百萬添購電腦，汰換

電腦教室裝備，提升學

習設備品質，期許藍衫

女孩敦品勵學，豐實青

春。

今天她以莊老師為名成立獎學金，為感謝鳳珍老師以正向期待鼓勵同學積極向上，以教育大愛

給予學生信心與期待，成就學生的美好人生。以此延續一種正向的社會力量，扶助藍衫女孩在數理

方面能有優秀的學習及表現。莊老師的這份教育大愛,透過學生的回饋與感恩,形成一個美善而感人

的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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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張美鳳「青春不遠—洪串珠與她的蘭陽高女同學們」新

書發表座談會，由宜蘭縣史館和蘭陽女中主辦，2021/10/18在母

校圖書館舉行。

縣長林姿妙並致贈母校地方仕

紳當年努力奔走爭取設立宜蘭高等

女學校的陳情書影本供學校收藏。

這本書主要是以母校第一屆校友洪串珠、林鐶、林幸子的

相聚，藉當年同學間的留言簿，回憶73年前在學往事，從而陳

述母校設置、受教過程及內容、戰爭歲月、職場與婚姻發展、

最後是同學晚年生活。文中以現在和當時的交互回憶勾勒出第

一屆校友的歷史。

張美鳳校友近八年間孜孜矻矻

地從事宜蘭地區的女性口述訪問，

訪問紀錄陸續發表在刊物上。目前

已出刊的還有「四鬮庄的女兒—-

李涼的人生風景」、「永遠的音

符—-張月娥的生命樂章」等。

每年教師節校友會均備禮致贈敬師禮給蘭

園師長教職員工，感謝其對母校教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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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蘭陽女中校友會清寒助學金(捐款人-北美洲校友會)

●蘭園菁英獎(捐款人-校友會)

●校友會獎助學金(捐款人-校友會)

提供清寒上進的在校學子獎助學金。

●楊李寳珠女士紀念助學金(捐款人-楊美麗校友)

楊美麗女士為蘭女59年畢業校友，自99年開始，為紀念母親，於蘭女校友會設立楊李寶珠女士紀念

助學金，每年捐贈三萬元，幫助需要協助的學妹。

●李瓊娟校友英文優異獎學金(捐款人-李瓊娟校友) 

李瓊娟女士為59年畢業校友，每學年提供三萬元獎勵高二、三學生英文成績特優者。

●洪雪心.林勻伉儷、洪安之先生紀念獎學金(捐款人-洪若英校友)

64年畢業校友洪若英為紀念雙親及弟弟，100年起設立兩個助學金，前者每年捐贈二萬四仟元，後者

每年八仟元。

●周許丹女士繁星優異獎學金(捐款人周玲惠校友)

周玲惠女士為蘭女58年畢業之傑出校友，以其母之名每年提供一萬元獎學金鼓勵成績優異生。

為紀念緬懷孕育於蘭陽平原的已故舞蹈家羅曼

菲，宜蘭市公所將每年3月24日羅曼菲離世的這一天

訂為〈羅曼菲紀念日〉。羅曼菲生前是知名舞蹈

家、雲門舞集2藝術總監，更是蘭女之光。

羅曼菲紀念雕像
立於宜蘭演藝廳

今年是其辭世16週年。宜蘭演藝廳舉辦羅曼菲

紀念舞展－－飛越天空之城。邀請羅曼菲的學生以

及曾與她合作過的演唱家協力演出。母校曾璧光校

長、校友會洪若英理事長都應邀出席。

羅曼菲母校蘭女舞蹈班也在陳幼君組長及羅孟

真老師(左圖)的帶領下擔綱舞出〈落淚之日〉和

〈潮汐〉，並向為羅曼菲的保留座獻花致意。

蘭陽女中北美洲校友會為感謝母校培育之恩，捐助母校

應屆畢業生卓越清寒學生助學金，加強對母校經濟弱勢

學生之關懷，協助學生以利其發展稟賦追求理想。每次

1-2名，每名助學金金額為新臺幣一萬五仟元或三萬元，

每年總助學款三萬元整。

鼓勵國中優秀入學及學測.指考成績傑出的藍衫女孩。

—校友會及來自各屆各地校友提供母校各項獎助學金，嘉惠蘭園學子

●人文行動考察計畫獎學金(捐款人-58年畢業校友捐款)

由58年畢業校友於畢業50年時回校捐款十六萬成立專款

專用戶，逐年提撥母校蘭園人文行動考察計畫獎學金，

鼓勵學生以團隊的方式探究宜蘭地方人文與環境，進而

撰寫專題研究、公開發表研究心得。以培養團隊精神、

訓練口頭發表技巧、提升研究計畫撰寫能力。

●蕭裕焜先生清寒優秀紀念獎學金(捐款人-蕭素貞.蕭素

媛校友)

蕭素貞、蕭素媛女士為蘭女畢業校友，以其父之名每年

提供四萬元獎學金鼓勵清寒成績優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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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傑出校友林嬌娥學

姊，教職退休後習畫、書法成

為一名藝術家，其墨寶及畫作

亦有收藏於母校校史館內。近

年因年邁而入住聖嘉民長照中

心養老，本會洪若英理事長、

沈淑瓊顧問及卓蓉萱理事前往

探視關懷。目前則因疫情無法

進行常態性訪視，期待疫情趨

緩時再行探訪。

住台北老校友韓慶雲學

姊，早年是一位非常慈悲.熱

心公益的志工，近年因學姊

高齡為疾病所擾，生活因疫

情倍受影響。校友會在台北

的常務理事周玲惠、蔣惠鈺

及理事邱玉萍代表校友會前

往關心並致上慰問金，在此

希望韓學姐身體康健，生意

興隆。

本會陳峯彬

顧問腳部受傷開

刀，洪理事長前

往探訪慰問。

蘭陽女中校友會
QR

蘭陽女中校友會
入會申請QR

2021理事長洪若英代表校友會到

達學測考場為學妹們打氣加油﹗

就校友會〈老

吾老〉理念的推展工

作執行，向蘭女退休

教職員聯誼會會長吳

建興請益。

2021.3.20就母校第二校區學生宿舍興建工

程（原舊校長宿舍用地）順利進行，經由榮譽

理事長游琇淳夫君黃定河議員聯繫，蘭女曾校

長率總務團隊羅玉樹主任偕同前家長會長林國

慶、家長會長王淑玉、基金會董事長陳俊雄、

校友會理事長洪若英等拜會縣長林姿妙。

2021.3.30 顧

問黃玉玲捐給校友

會5萬元，由理事長

代表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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