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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年會暨會員大會謹訂於十月十九日(星期六)假紐澤西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舉行 (2117 

US-4 Eastbound, Fort Lee, New Jersey 07024, 201-461-9000)，並慶祝本會成立三十五週年。我們很

高興請到1968年歷史系畢業的學長李弘祺博士擔任晚會主講人，講題是“從經貿衝突到文化戰爭：

近代東亞近代史的反思”。李學長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

多年來，幾乎每一期臺大校友雙月刊都有他的專欄。保證精彩無比！ 
 

大會將於下午3:45開始報到。4:00至5:00有1962年農化系畢業的Rutgers大學講座教授楊中樞博士的

餐前講座，講題是“飲食與健康”。此講座將從中式飲食角度討論如何維護健康，以及預防和減少常

見疾病 (如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等) 的基本要點。5:00至6:00的聯誼時間有韓國小吃，蔬

菜，及水果盤。6:00至11:30舉行餐舞會。晚會除了豐盛可口的佳餚外，我們請到了華裔拉丁舞明星

與職業選手戴超(Jason Chao Dai)來表演令人讚賞的舞蹈，還有校友楊尤貲及林芳梅帶領的貓咪歌舞團

表演旗袍舞、團體探戈和Zumba熱力帶動。餐後DJ將為您帶來熟悉的歌曲讓您舞池盡興，中間還穿插

有豐富獎品的摸彩。歡迎校友們攜家帶眷、呼朋引伴，踴躍參加。 

 

 年會餐券每人$80，NTU2及學生每人$70，請向各校友會理事購票，或將年會報名表連同會員

表及支票(請將中文名字寫在支票上)直接寄到： 

o 趙君宜理事 Chuni Li (732-888-9643 / chunili2012@gmail.com) 

26 Longview Drive, Holmdel, NJ 07733  
 

 校友會極需大家的支持，不但希望您能加入會員、參加校友會活動，更希望您能鼓勵認識的校

友們一起加入會員、參加年會、幫助校友會成長。無論如何，請撥冗將會員表填好寄回，以助

校友會建立校友資料庫。 

o 校友會員(年會費二十元) 

o 永久會員(一次性終身會費二百元) 

o 所有繳費會員，可得年刊一份 
 

 理事會每年設立校友子女獎學金數名，詳情請參閱校友會網站(http://www.ntuaa-gny.org)上的

獎學金申請表，歡迎即將進入高中十二與十一年級學業成績優良的小朋友們踴躍申請。獎學金

將在年會中頒發。獎學金申請事宜請聯絡： 

o 張淑如理事 Shuju Chang(732-690-1713 / shujuchang@gmail.com) 
 

 今年將如往年出版年刊。校友會年刊是校友們思想交流的園地，請踴躍投稿，但因篇幅限制，

以印刷稿兩頁為原則，並請作者附簡介（中文姓名、畢業年、系、目前專業等）及稿件相關照

片。我們會將刊登與否的決定盡快告知。 

o 稿件請在九月十五日以前寄給年刊收件人： 

陳尚勇理事 Simon Chen(732-763-1867 / chen28nj@gmail.com) 

o 年刊竭誠歡迎個人或公司廣告贊助，廣告詳情請洽： 

蔡如慧理事 Louise Wang(973-316-9380 / louisewang168@yahoo.com) 

 

竭誠期盼在年會上與您相見！ 

 

會 長 王相禮 

總幹事 孫作為敬上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五屆年會暨會員大會通知 

http://www.ntuaa-g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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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餐券 (校友或來賓) ： $80 x _____（人數） 。。。 $ _____ 

(NTU2 或學生) ： $70 x _____（人數） 。。。 $ _____ 

會費 （年費 Annual Due)： $20 （家庭為單位） 。。。 $ _____ 

或可繳永久會員費： 

(Life Time Membership Due)    
$200 （家庭為單位） 。。。 $ _____ 

捐款給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NTUAA-GNY) (Tax deductible)： 。。。 $ _____ 

總計 。。。 $ _____ 

 繳永久會員費者，每年可收到會刊一份。 繳明年會費者，可收到今年會刊一份。

Please make your check payable to NTUAA-GNY, and send it along with this form to: 

趙君宜理事 Chuni Li 

26 Longview Drive, Holmdel, NJ 07733  

(732-888-9643/chunili2012@gmail.com)  

(請將中文名字寫在支票上，支票抬頭：NTUAA-GNY) 

• 今年若捐款給母校(Tax deductible)，請寄支票(抬頭：NTUADF)給葛賢芬校友(Margaret Lai, 18

Manton Avenue, East Brunswick, NJ 08816)。芝加哥的 NTUADF 財務負責人黃慶鍾醫師(Dr. Ching-

Chong Huang)將會把捐款收據直接寄給您。除非特別指定用途，今年的捐款將全部支持楊泮池校

長設立的“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助學永續基金＂。

• 校友會會費每年二十元，永久會員費二百元。做永久會員，既可免每年交費的麻煩，又可幫助校

友會成長。校友會極需大家的支持，不但希望您能加入會員、參加校友會活動，更希望您能鼓勵

認識的校友們一起加入會員、參加年會。無論如何，請撥冗將會員表填好寄回，以助校友會建立

校友資料庫。

**************** 臺大校友會會員資訊 **************** 

Mr. (last)___________(first)_____________ (middle)__________中文________________ 

Year of Graduation : __________, College : __________學院, Department : ______________系 

Ms. (last)___________(first)_____________ (middle)__________中文________________ 

Year of Graduation : __________, College : __________學院, Department : ______________系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務必填上, 以利 Email 聯絡)

* 如果您以後不想再從校友會收到紙本通知，請在此打勾: _________ *

* 請留意：1975以後畢業的校友將一律以電子郵件聯繫，不再寄發紙本通知！* 

校友會報名表及會員資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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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強學校與畢業校友之間的連結，並便利校友共享學校資源，臺大於2006年8月1日開始發行「臺

大校友證」，一方面方便校友使用各種優惠設施與服務，一方面也使校友離校後，仍可感受母校對校友

的關懷，進而凝聚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目前校友證提供的優惠與服務，除了校內的停車優惠，和小巨

蛋的體育設施使用外，還包括福華飯店的住宿服務、尊賢會館、捷絲旅飯店和溪頭森林遊樂區的住宿優

惠等等。此外臺大將持續開發校內、台灣及世界各地商店商品折扣及優惠，以不斷提升校友證的功能。

希望它不只是識別臺大人的證件，更具備全球無往不利的實用價值。 

校友證申請詳情請至：https://www.alumni.ntu.edu.tw/card 

 

 

 
響應及支持母校希望工程計劃《無憂向學》提供低收入家庭學生助學永續基金 

 

許多清寒的臺大學生需一邊打工扶助家計，一邊掙取自己的每日生活費用，剩餘的時間才能用在課業

上。這些清寒及弱勢學生由於家境困難，想要無後顧之憂地投入學業，竟變成一種奢侈。在人生中學習

能力的黃金階段，他們孜孜向學的精神卻為了經濟拮据而被消磨，無法安心享有受敎育的自由。 
 

有鑒於此，母校前校長楊泮池校長在 2013 年 6 月上任不久，就設立清寒學生助學永續基金，讓清寒學

弟妹們無憂向學。平均只要臺幣 1,000 元的生活扶助費用，就能幫助一位清寒學生免去 3 天的打工。使

一位優秀錄取臺大的逆境學子多出 10 小時的時間來專注課業，全力發揮其潛力與天賦。不用為生活而

奔忙，得以潛心求教，無憂向學。 
 

不僅如此，學校發現臺大在學的學生，相當高的比例來自較靠近臺北的地區。因為臺北市的生活費比較

高，一些中南部較清寒的高才生，寧可選擇離家較近的大學就讀。楊校長希望永續基金提供的助學金能

讓更多的優良學生在選校時，做最好的選擇。 
 

這個助學永續基金的目標是利用收到的捐款作為本金，進行長期經營。並利用其 4％的孳息每年撥款扶

助有需要的清寒學生，則本金將永不減少，只會隨著各界捐款人的投入而累積增加。如此將更能長遠永

續的幫助未來所有清寒勤勉的學弟妹。目前母校約有數百位學生來自政府鑑定的低收入家庭。母校除了

給這些學生免學雜費外，希望每年提供約美金 2000 元的生活補助。所以每 5 萬美金的捐款，就能長遠

的資助一位清寒學弟妹。自 2013 年以來，紐約校友會共捐了近美金百餘萬元到助學永續基金，足夠永

續的資助清寒學弟妹們。但目前對助學永續基金的捐款，離目標尚遠。希望校友們能慷慨解囊，多少不

拘，響應當年楊校長的號召，扶助清寒的學弟妹。 
 

捐款方式: 
 

支票抬頭一定要寫 NTUAD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cademic Development Foundation)。

NTUADF 是臺大為提高對母校捐款的意願及提供捐款人抵免美國稅額的需要，於 1999 年在芝加哥設

立，並經由美國政府認可為供節稅機構(receiving a U.S. tax exempt status)。相關稅務證號為 36-

4221899。 
 

支票請務必寄給葛賢芬校友(Margaret Lai, 18 Manton Avenue, East Brunswick, NJ 08816)。預定收齊

後在今年年會以前，一起寄給在芝加哥的校友黃慶鍾醫師(NTUADF 財務負責人)。黃醫師會將捐款收據

直接寄給捐款人。今年收到的捐款將全部用來支持楊校長設立的“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助學永續基金”。 

 

校友證免費申請 - 一證在手，無往不利 
 

希望工程計劃《無憂向學》助學永續基金 

https://www.alumni.ntu.edu.tw/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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