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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紅樓，四個少女時代
古蕊禎

彰化女中，百年老校，橫跨兩世紀。

這裡是青春大觀園，也是彰化少女心目中的第一志願。

外曾祖母、姨婆、母親與兩位阿姨、我先後來此，

聽絃歌盈耳，看春風化雨，

雖然姓氏不同，但我們血脈相連，

校訓「誠、勤、莊、毅」亦內化為遺傳基因，

紅樓，更是我們四代彰女人成長的見證。

※彰女家族史簡表

姓名
入學

(與學制 )
畢業 彰女大事紀

一 黃欽 民國 9年
民國 12年
(女高普第 2屆 )
(總 2屆 )

‧ 民國 10年更名為「台中州立彰化女
子高等普通學校」
‧ 民國 11年 更名為「台中州立彰化高
等女學校」

二 顏翠雲
民國 31年
四年制高女

民國 35年
(光復後第 1屆 )
(總 26屆 )

‧民國 34年 國民政府接管
‧ 更名為臺灣省立彰化女子中學

三

江寶珠

民國 52年
(初中部 )
民國 55年
(高中部 )                            

民國 55年
(光復後第 21屆 )
(總 47屆 )
民國 58年
(光復後第 22屆 )
(總 50屆 )

‧ 民國 57年 更名為臺灣省立彰化女子
高級中學
‧ 民國 59年最後一屆初中部畢業，正
式走入歷史                                                                                                                             

江慧真
民國 60年
(高中 )

民國 63年 (光復後
第 27屆 )(總 55屆 )

江慧勉
民國 62年
(高中 )

民國 65年 (光復後
第 29屆 )(總 57屆 )

四 古蕊禎
民國 87年
(高中 )

民國 90年
(光復後第 54屆 )
(總 82屆 )

‧ 民國 89年 改制為國立彰化女子高級
中學
‧髮禁解除

美麗人生──外曾祖母的少女時代

黃欽，出身秀水醫生世家，彰女第二屆學生。

日據時代的彰女是全臺數一數二的女子學府，因學生漸多，於民國十年遷至現址。學

校開設日文、禮儀、裁縫、園藝等實用課程，旨在培養賢淑知禮的女性，能進入就讀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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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困難，在當時能成為彰女人，確實是無上光榮。

外曾祖母於二十歲時嫁入顏家，顏家開布莊，財力雄厚，也是地方名流。可惜天不假

年，外曾祖母二十七歲即與世長辭，留下六名子女。由於沒有女主人，外曾祖父只留下

長男、長女，年紀一歲的外婆與甫出世的小姨婆送人撫養，而二舅公、三舅公則暫寄乳

母家。外曾祖母的故事在盛年便戛然而止，我也只能透過有限的文史資料，去勾勒她的

氣質面貌，倘若上蒼垂憐，能讓外曾祖母多活幾年，我想她會是名賢內助，也定是具有

傳統美德的慈母！

亂世佳人──姨婆的少女時代

顏翠雲，民國十八年生，是顏家長女，很幸運

地留在顏家成長。姨婆於十三歲時就讀彰女，當時

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因此在學生活就是在不

斷的空襲警報中渡過。戰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

降，撤離臺灣；學校由國民政府接管，更名為「臺

灣省立彰女化子中學」，姨婆也於翌年三月完成四

年制的學業。

在戰火中成長的顏家女子，身上散發一種堅毅、開朗的氣質，我在外婆身上看過，而

姨婆也給予我類似的感受，雖然這一生我跟姨婆僅有數面之緣，但孩提時代首次與她會

面的記憶卻清晰一如昨日。

姨婆後來在臺北定居，母親說大學時代受姨婆頗多照顧，總邀她假日來家裡作客。姨

婆常煮了整桌好菜，讓母親在飽餐之餘，也紓解鄉愁。猶記我第一次見到她老人家時，

那種深受震撼的感覺。小小的我衝著她疊聲嚷道：「妳長得好像我外婆！妳長得好像我

外婆！」逗得大家都笑了。

長大後，我負笈至臺北念書，母親攜我拜會姨婆，姨婆慈祥不減當年，眉開眼笑地

提起往事，一直誇我十分可愛。彼時，外婆逝世已一年有餘，看著姨婆與外婆相仿的容

長女江寶珠 次女江慧真 么女江慧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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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不禁有些傷感，因為兒時那聲親切的「蕊禎仔咧！」已成絕響。姨婆於民國九十九

年往生，享壽八十一歲，有關於姨婆的青春年少已不可考，母親常與我分享往事，我們

都很惋惜如果外婆當年如果沒有出養，仍待在顏家，以她的聰明善巧，或許我們就是名

副其實的四代彰女人了！ 

女孩們的秘密花園──母親與阿姨們的少女時代

    江寶珠，民國五十二年就讀彰女初中部、民國五十五年進入高中部。

    江慧真，民國六十年就讀彰女。

    江慧勉，民國六十二年就讀彰女。

江家三姐妹，乍聽之下像某個女子天團，雖然她們不是偶像明星，但都在杏壇上作

育英才，母親於彰商執教、大阿姨是新竹師院的教授，而小阿姨擔任臺西國中的輔導主

任；我聽說彰女是老師的搖籃，培育不少師資人才，母親與阿姨確實是這句話的有力證

明。

問及母親與阿姨對彰女最有印象的事？她們三位有志一同地說，就是頭髮要剪到耳上

一公分的規定，母親甚至在前往理髮店的途中慘遭蛇吻，嚇得一家子魂飛魄散；而大阿

姨則提到同屆有人因為頭髮複檢始終沒通過，一氣之下拿剪刀要教官幫她剪到合格的往

事，所以翻看那個年代的照片，彰女學生人人頭頂西瓜皮，一式清湯掛麵的造型，既純

樸又青澀，也是妙趣橫生。

母親出了兩本書，也與老同學合寫了一本《同學會之後，我們一起寫書》，裡面有諸

多求學時代的回憶，我不時翻看，也讀得津津有味，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人如其名的張

鐵魂主任，奇葩的藝術大師李仲生、以及紳士風格強烈的英文老師張廷傑，總覺得那個

時期的彰女生活亦是精采萬分，絲毫不讓我們這些E世代專美於前。

說話母親是水淹街至阿夷庄第一個考上彰女的孩子，母親之後，兩位阿姨也至彰女

讀書，這時臺灣經濟剛起步，物質都十分匱乏，家家戶戶大都是食指浩繁，若不是家長

咬牙撐持，要讀書真的極為不易！那時外公為了養牛，舉家搬遷至三村里，從家裡騎到

學校要四十分鐘。小阿姨說她們要早起工作，更要趕在七點前到校，等上氣不接下氣地

騎到校門口，看到值勤教官的剎那⋯⋯小阿姨形容她常分不清臉上流的究竟是汗水還是

淚水？畫面大概如同朱自清所寫的「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吧？不過因為有嚴謹的執法

者，才造就彰女優良的學風、學生整齊的素質，小阿姨說她曾有報考國防大學的念頭，

正是出自對教官的景仰。

彰女的老師不管是在帶班或教學，都十分認真，大阿姨回憶某次她在週記上請益班

導康雲釵：「父親說：『若乳牛誕下龍 胎，其中的小母牛未來會失去生育能力』是否為

真？可有學理根據？」康老師在週記上慎重地回覆了很多資訊，足見老師一絲不苟的治

學態度與帶班精神。而母親說某次她國文學期成績有誤，發現原來是任課老師漏算平常

成績，為了省卻老師上簽的麻煩，她想放棄更改，但導師施瑞惠卻為了學生前途而極力

爭取，老師愛護學生的赤忱，令母親感念至今。湊巧的是，母親與阿姨們的啟蒙恩師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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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彰女，母親提到讓她文學枝葉萌芽的是初三國文老師林信慧，而啟發大阿姨對化學熱

忱的是高三化學輔導老師舒淇文，小阿姨說她對生物開始感興趣是因為暑假輔導課遇到

梁靖薇老師，她們會立志成為慧炬，是因為彰女師長們明燈引路的結果啊！

除了認真求知外，那個時代的彰女人也會無傷大雅地捉弄師長。大阿姨說她們班曾

把白粉筆外層染上他色、彩色粉筆外層染白，讓老師在寫板書時有不一樣的「驚喜」；

小阿姨則說她們班會吐嘈音樂老師，說他手繪的音樂家畫像很「走鐘」，跟本人一點都

不像。原來彰女學生溫順的外表下，也有古靈精怪、慧黠刁鑽的一面。此外，大阿姨曾

為競選三年級模範生去各班拜票，聽說有次入班宣傳還被該班同學稱讚「很好聽」，央

求她再多說一點；大阿姨在為自己拉票之餘，也全力為一年級模範生侯選人的小阿姨輔

選，堪稱妹妹最強的助選員，後來兩人都當選全年級模範生，照片掛在校史室，這也是

阿姨們少女時代難忘的往事。

當然，最令我心馳神往的，還是小阿姨說的這段話：「在彰女我最記得的是：寒假

到校溫書的時光。當時我坐在草坪上，陽光自椰葉縫隙篩落，斑駁地映照在黑色的西裝

外套上，讓我感覺彷彿被冬陽擁抱似的！沉醉在冬陽的溫暖中，原本課本上弄不懂的知

識也慚慚看懂了，讓我覺得很美好！還有我一下課就往圖書館跑，因為圖書館就在我們

教室樓上，所以高中也是我看最多課外讀物的人階段。」我一直記得小阿姨臉上光采煥

發，幸福洋溢的神情，讓我充分體會原來這就是彰女人的浪漫與小確幸。

因此，這段歡愉豐盈的求學歲月、師生間深厚的情誼，正如美酒歷久而越見香醇，的

確值得用一生好好珍藏、好好回味。

致我們單純的小美好──我的少女時代

古蕊禎，民國八十七年就讀彰女，學號710002，自號「彰女第二

人」。(巧合的是，小阿姨學號2002，我們生肖相同，連學號也差不

多)「第二人」的稱號不是因為成績，也無關榮譽，只是姓氏筆劃排序

的結果。

或許是地緣，也是血緣使然，聯考結束後，母親要我填彰化女

中，以免舟車勞頓之苦。能穿上彰化女孩們嚮往的白衣黑裙，亦讓我

頗感自豪。彰女三年的日子，大致平順，只是有些小煩惱，譬如：課

業成績進退步的最大幅度是三百名，起伏猶如雲霄飛車；校歌音階太高，在「峩峩彰女

中」不是唱破音就是將嗓子逼到極限；還有一到春天，掃地

區域總有掉不盡、掃不完的落葉，其他一切還算妥當。

我的彰女生活記錄在五本〈盈載彰女〉(週記)上，時隔

多年再翻閱，看到當時的某些文字會覺得不可思議，因為高

中時代去我日遠，有些敘述在腦中甚至連個記憶畫面都沒

有，比如說幫同學到圖書館打工、至大同資訊做校刊、學姐

學妹相見歡等；而有些則依稀有印象：比如上體育課打棒球

古蕊禎 , 傳說中的「彰
女第二人」。

這五本週記保留迄今，是我寶貴的
人生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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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球打到校外、讀彰女第一次遲到、擔任糾察執勤的情景，這些都是我人生中無比珍貴

的資產。

高中是考試最多的年紀，讀彰女自是無可避免，所以考卷也是從早修寫到第八節。不

過，我常在週記上看到自己的「觀影心得」，在升學主義掛帥的時代還能在課堂上看電

影，算是很豪華的享受了。所以我也很感謝老師們願意讓學生從電影中反思人生、觀察

人性，畢竟讓學生具有思辨的能力，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標。

提到昔日恩師，讓我深覺自己是幸運女神的寵兒，因為我遇到了許多好老師──和藹

可親的數學老師郭義成「郭爺爺」、喜感十足的地理老師江淑如「愛徒兒老師」、外型

像麵包超人的歷史老師鍾義來「阿來仔」、內在與外在兼美的音樂老師劉雅麗、有著宗

師內涵的美術老師陳瓦木、還有大力指點我們人妻修業之路的家政老師姚玉蘭；其中影

響我最深的，首推高一班導兼國文老師──陳慧文，她的國文課最令我著迷。老師對課

文的講解清晰有條理，為了讓我們更貼近課文，她還會發表對時事的見解和日常生活的

觀感，言詞幽默，妙語如珠，引領我進入文學的桃花源，並且悠遊至今。

我對老師最感念的地方是，她對我寫作能力的栽

培。老師最初是希望我成為語文競賽的作文選手，而

我以手寫與思慮速度緩慢為由拒絕。但老師沒有放

棄，此後常給我各種大大小小、校內校外的徵文比賽

辦法，要我盡量參加。不諱言，假日我常為寫不完的

作文苦惱，然而也因為如此，高中階段反而是我筆耕

最勤，成果最豐碩的年代，在高二暑假，我還把這些

文章匯編成一本書，叫《古齋文集》，承蒙當時班導

劉圓老師青睞，還與各班優秀的編書作品一同展出過。

當然，我的「彰女一千天」還有許多故事與很多感謝，大有發展成萬言書的潛力，現

在我毫不懷疑天方夜譚的真實性，如果有些故事能講一千零一夜，我相信其中有一本必

定叫做「老彰女的故事」。

後記

回想二十年前(這對一直偽裝成少女的

我來說，真的是非常恐怖的數字！)，我因

為莫名的使命感加入校刊社，也參與八十

週年特刊的編輯，這本金光閃閃的校刊也

成為我撰寫本文的重要參考，由於外曾祖

母與姨婆辭世多年，有關她們少女時代的

事蹟，我只能推論、想像、旁敲側擊，讓

我深感「老成凋謝，莫可諮詢」的惆悵。

所幸，彰女圖書館保留著豐富的文史

我的編書作業，內附十六篇文章

這兩本重要特刊，是我創作本文的重要參考。�尤其是
九十年特刊，我們一家四代之名 ,「均於是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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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讓我得以考證文獻，雖說過程確實是「蒐羅匪易」。谷湘琴主任搬出一本厚厚的

九十年特刊，上面陳列了歷代校友芳名(絕對有上萬筆)，因為不知道姨婆第幾屆，我感覺

自己是在茫茫姓名海中撈針，找到眼睛險些脫窗；在找不到外曾祖母的名字時，心臟也

差點從胸腔跳出！但皇天不負苦心人，在找齊我們四代彰女人之名時，心中的感動真是

難以言喻！因為自己的想像和推論得到最有力的支持。在百年校史的扉頁中，我們這一

家在學時間的總和為二十二年(母親讀了六年是最久的)，佔了五分之一強，而且，我更發

現我們四代人都親身參與了彰女搬遷、改制、更名的歷史階段，於是這趟尋根溯源之旅

就更顯意義非凡。

另一可喜之事就是第三代彰女人都還在我身邊，

「形骸且健，方寸甚安」。現在她們都已退休，不過

退而不休，像我就帶著兩名幼女與寶珠學姐同居，充

實她的退休生活，讓她研究「孫子兵法」的奧義，享

受含飴被孫弄的天倫之樂。我最感謝學姐的地方是，

學姐天天煮飯，我也天天「品嚐幸福」，讓身邊同事

羨慕非常。

慧真學姐的狀況大致與寶珠學姐相同，不過更為忙碌，除了幫忙照顧孫子外，還義務

回校指導研究生、舉辦科學營、投身慈濟與福智的公益活動⋯⋯把彰女校訓的「勤毅」

精神發揮到極致。

而慧勉學姐則在家經營「開心農場」，栽植各種安全無農藥的蔬果，有時心血來潮，

還會不辭千里飛車前來，送寶珠學姐一顆碩大無比的波羅蜜，我就看過兩位學姐蹲在地

上，磨刀霍霍向波羅蜜的場景，一殺兩個小時，最後連站都站不起來。如果這不是姐妹

情深，那什麼才是姐妹情深呢？

至於我的現況，除了與學姐同居外，我還與學妹共事，彰

女人不但是我的至親，也是職場上互相切磋的善友。我常打趣

說，母校對我來說有雙重意義，一是畢業的學校，一是媽媽待

過的學校。我與母親同為彰女校友，亦同為彰商教師，母親身

上所展現的彰女精神，也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標。

今年，欣逢彰女百年校慶，母校發起一系列的活動，我也

藉機為家族留下珍貴的記錄，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深深體

會到：

歷史是存在的憑證；精神的傳承。

寫作是一種承諾，一種致敬，更是生命中最隆重的紀念儀式。

特別感謝圖書館主任谷湘琴老師的熱情邀稿與耐心等待，因為這家族史的醞釀期真的

很長，甚至還險些跳票。能以此方式共襄盛舉，回饋母校、回報師恩與親恩，真是榮幸

之至！最後，僅以此文獻給彰女，祈願母校校運昌隆，母校師長與學妹們平安喜樂、吉

祥如意！

這是母親與阿姨們的近照，第三代彰女人
仍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

母親近照，與學姐同居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