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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通告                                                                                                                                                                                                                                                                  

•  春遊 I： 4/30-5/15 到 Rome, Southern Italy, and Sicily  旅遊，圓滿成功。 

• 春遊 II：  5/21 (Sat) 到 Burke Rehab Center (White Plains, NY) 郊遊踏青打乒乓，圓滿成功。 

•    夏戲： 7/23 (Sat) 到 Middletown, NJ 打保齡球享受台灣小吃，圓滿成功。 

•    秋行： 8/20-8/30 到黃石公園旅遊，圓滿成功。 

•    冬聚： 10/15 (Sat) 到 Flushing，NY 參加校友會年會和老友相聚，圓滿成功。 

 

                                                                所有活動細節會適時公佈於校友會網站：http://www.ntuaagny.org/ 
 

會長的交代      下台一鞠躬       （王順吉，電機-77） 

 

 

 

 

 

 

 

 

 

 

 

 

 

母校消息 
 

 傳統/創新,黑板教書永不退流行. . .  [more] 

 臺大校園生態豐富,是都市中的綠寶石. . .  [more] 

 任憑鎂光燈此起彼落、亮得刺眼，小燈泡父母始終按照自己的節奏，緩緩說出對司法的期待. . .  [more] 

 兩岸交流似乎出現倒退現象...不過，進行短期停留的陸生人數，反而比去(104)年同期還多. . .  [more] 

 提到食物浪費，我們腦海中最直接的想像是那些擺放在家中或學校的廚餘桶. . .  [more] 

 藍偉綸表示，在職場不要害怕當舉手的那個人，勇於承擔才能學得更多、走得更遠. . .  [more] 

 創校 88 年校慶,楊泮池校長以全球思考 國際連結與臺大人共勉. . .  [more] 

 想不想知道當年如果你在鐵達尼號上，會不會生還？. . .  [more] 

 街道杳無人跡，寒意沁骨，踩踏著昨日的夢，囁嚅在虛與實之間. . .  [more] 

 台大校訊(NTU Weekly e-Newsletter)：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台大校友電子報：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台大校友雙月刊：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編輯碎語（戴明瑞）-- 敬祝各位學長佳節愉快，完美的一年，不辱使命

保持了一季一刊，與大家及時分享校友會及母校動態。本刊文字力求簡

短有趣，三言兩語講不完的，就提供延伸閱讀的連結。園地公開，不收

費，但只收 700 字內短稿，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感謝大紐約區的校友們在今年 10 月 15 日選出即將上任的 39 位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

2017-18 理事° 歡迎新任理事們加入服務校友會的行列° 新任的校友會理事將會在明年

的第一次理事會（01／22／17）選出下任會長和副會長° 回顧兩年來, 我很感激理事們

的努力, 使得校友會運作順利, 能夠成功的舉辦各項活動°也非常感謝校友們和校友會

的互動°理事會一直希望有更多的校友參與台大校友會的活動° 因此, 過去兩年來大力

加強對校友的聯繫° 除了原有的網頁和 email 的通訊管道外, 我們也新設立大紐約地區

在 Facebook 的帳戶, 歡迎校友加入聯繫°今年(2016),更開始發行每季一期的 E-news 

letter, 即時報導校友會和母校的信息° 希望各位校友秉持過去對校友會的支持, 繼續

熱烈參與今後校友會的活動°最後在此向各位校友拜個早年,  

祝 聖誕愉快, 身體健康 !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  

http://www.ntuaagny.org/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photo.asp?num=1279&sn=14720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photo.asp?num=1279&sn=14719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283&sn=14802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283&sn=14803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283&sn=14805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284&sn=14813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286&sn=14853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photo.asp?num=1288&sn=14904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txt.asp?num=1289&sn=14924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mailto:ray.m.tai@gmail.com?subject=台大校友會簡訊-投稿


 

校友活動                      【冬聚】2016 年會記盛                  （李嘉章，電機-79） 

入秋了，紐約十月的街頭依然擠滿了人群, 校友會的同仁們也在曼哈頓法拉盛間繁忙奔跑。先是十月十四日

週五在中城凱悅大飯店協助母校和永齡基金會成功地向美國醫學界推介郭台銘先生捐建的台大癌醫中心。隔

天周六下午, 法拉盛喜來登酒店前馬上又是車水馬龍, 校友們個個盛裝與會, 為一年一度的年會與會員大會拉

開了序幕。 
 

餐前早來的貴客一邊品嘗前點, 一邊瀏覽校友會三十幾年來的歷史照片, 也不時驚喜地與多時不見的老友寒暄

擁抱。六時整賓客就坐開始享用美味的中餐筵席。晚會照例以陳尚勇和黃瑞瑄兩位理事雄厚的歌聲帶唱美國

國歌和台大校歌開場, 陳理事也以他的幽默機智主持全場。會長王順吉致詞之後，隨即改選理事，順利選出

39 位 2017-2018 理事，接著林少達理事主持頒發校友子女獎學金，今年的得主是 Ian K. Hou (校友侯安琪的公

子)和 Zoe Chang (校友張佳和與蔡玲妤的千金)。 餐後楊泮池校長主題演講以生動的投影片介紹了母校的近況

與展望。演講之後, 賴富雄和殷人琪兩位理事代表慷慨解囊的大紐約區校友以一張十七萬美金的大支票回饋

母校, 由楊校長代表接受。 
  

晚會精彩的表演隨之展開。千變萬化的變臉讓大家目不轉睛大開眼界，Eleanor Lem (理事王子雲的千金) 帶來

的 Salsa Dance Group 個個俊男美女, 蝴蝶般的舞步在輕快的音樂中讓觀眾如癡如醉。盧賢哲 (校友盧銘欽的公

子) 的個人扯鈴表演旋轉乾坤更是在職業水準之上。兩位 NTU2 特殊的表演突顯了台大校友下一代才華的多

樣性。 
 

酒足飯飽之餘, 技癢多時的校友在校友楊尤貲林芳梅的帶領下翩翩起舞。等待多時的摸彩也隨之登場，隨著

一張張彩券開出, 歡呼嘆息之聲此起彼落。不管獎落誰家校友們都為之歡呼, 嘆息的是為有些早退席的校友, 

被抽到了也無緣領

獎。(所以諸位校

友以後參加年會務

必撐到最後一分

鐘! )天下無不散筵

席, 在最後蔡仁泰

學長送的大獎抽出

之後 2016 年會終

於畫下句點, 大家

互道珍重, 預許來

年再見! 

 

   
 

    

 

 

 

 

 

 

 

 

 

     更多連結：[Cancer Symposium 相片]， [年會相片]，  [年會扯鈴表演影音] 。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6099341@N02/albums/72157675123560396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6099341@N02/albums/72157675347047535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uGl49WM3l4B0coQrrs3uxKdVwhmKxyIyA/view


 

校友活動 【冬歸】紐約校友會組團回母校參加 88 屆校慶並舉辦福建之旅（賴富雄，土木-63） 

大紐約區校友會是衆多北美校友會中最常組團回母校參加校慶的校友會。今年是四年來第三次。浩浩蕩蕩，

人數有 26 位。大夥們在 11 月 14 日參加校友會總會的酒會，見到現任及三位前校長。11 月 15 日早上參加在

綜合體育館舉行的校慶大典, 見證楊校長頒獎給八位傑出校友。之後, 參加校慶茶會及由楊校長做東的午餐會。

我們校友會每次組團回母校, 一定不會空手參加。今年也不例外。我們一共募了美金 17 萬, 絕大部分捐給低

收入家庭學生清寒獎助永續基金。這四年來, 我們已一共捐了美金 55 萬, 足夠永續的幫助 11 位清寒學生。楊

校長頒發獎牌感謝。這是我們拿到的第七面獎牌。 

此外, 我們校友會利用回臺參加校慶之便, 舉辦了九天福建武夷山之旅。

有 31 位校友及配偶參加。行程包括福州, 武夷山, 永安, 漳州, 及廈門。

大家都盡興而歸, 覺得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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