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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一鞠躬    2017-18          （李嘉章，電機-79） 

 

也許是因緣, 也許是老天的設計安排, 我們曾走過同一條椰林大道, 曾在同一個湖邊談心, 

也許還曾在同一個宿舍門口等人. 幾年或幾十年之後, 我們又在同一條大道上逛街, 搭同

一路地鐵, 也許在同一個超級市場買菜.  我們的生命旅程有幸兩度交集, 在第一個交集我

們的人生才剛開始, 一切都如此新鮮, 只是四年匆匆而過; 第二個交集在當下現在進行式. 士別多日, 有

人還在為五斗米折腰, 有人事業家庭有成, 有人已經進入黃金年華. 可是當我們同在一起, 我們又回到

杜鵑花開十五少年時. 校友會帶給我們快樂的時光, 也把我們

帶入美麗的回憶. 

 

今年校友會邁入第三十三個年頭, 秉持過去歷任會長和幹部

的努力, 我和新任幹部的任務就是如何給校友帶來更多快樂

的時光, 讓美麗的回憶更璀璨.  我們的活動要更多樣性, 交流

更密切,  一起來分享大紐約區多彩多姿的生活.  今年春季郊

遊選定五月十三日在美麗又古典的 NJ Ringwood State Park 

粽子野餐, 夏秋兩季活動還請校友提供意見, 年度大會十月十

四日在 NJ Fort Lee Double Tree Hotel.  此外我們還會邀請資

深校友帶領地區性的小型活動, 增加校友互動的機會, 也希望

對當地的歷史文化景色做比較深度的探索.  校友會的活動會

以 emails 通知, 並在 Subject 裡標明 NTUAA-GNY. 

 

校友會是個慈善非營利組織, 希望大家繼續強力支持母校的永續基金, 幫助貧寒學生就學生活.  我們也

要繼續擴大與母校的聯繫, 母校的名聲與成就值得我們驕傲, 但是在競爭激烈與資源有限的大環境下, 

母校也需要我們的關懷與支持.  當關懷越強烈, 我們的回憶也就越璀璨! 

 

校友會非常感謝戴明瑞與蘇斐璋校友努力經營這個電子簡訊園地, 請大家多多投稿. 校友會還有

Website 提供最新活動消息和各式表格:  http://www.ntuaagny.org/  

和 Facebook Group 給校友在網上互動交流: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TUAAGNY/ 

請校友多加利用. 
 

最後恭賀所有校友新年如意,雞年行大運! 

       李嘉章敬上   

編輯碎語（戴明瑞）新年快樂！我們的簡訊堂堂進入第二年，

大家再接再厲繼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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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

的話 

mailto:ray.m.tai@gmail.com?subject=台大校友會簡訊-投稿


                                                                                                                                                                                                                                                                              

• 春遊 ：5/13 (Sat) 到 Skyland New Jersey Botanical Gardens, Ringwood 
                          郊遊踏青吃粽子，五月初會 email活動通知。 

• 夏戲：安排中。 

• 秋聚：10/14 (Sat) 到 Fort Lee，NJ 參加校友會年會和老友相聚，九月

  初會 email 活動通知。 

• 冬行：10/19-11/4 到法國 River Cruise，85 位名額已滿，但有人因故退 

       出時，可以遞補。有意候補者，請洽賴富雄學長 

                                      (dennisflai@hotmail.com) 
所有活動細節會適時公佈於校友會網站：http://www.ntuaagny.org/ 

 

 

 
 近年來崛起的「快時尚」（fast fashion），大大顛覆了傳統成衣產業的生產邏

輯。過去成衣產業的商品週期為半年一次循環，以春夏和秋冬兩季為主。然而，當國

際各大服飾品牌紛紛往「快時尚」靠攏時，商品週期可以只有 14 天. . .  [more] 

 臺法兩位科學家提出一個新穎的實驗構想，建議在實驗桌上打造出黑洞，來檢

驗黑洞霍京蒸發是否真的會導致信息遺失。這個黑洞信息遺失悖論已經困擾了物理學界四十

幾年，因為它撼動了物理學的根基. . .  [more] 

 然而，不同於許多組織立即將資金投入震後短期服務，這個團隊卻在臺灣默默的經營起「教

育資助計畫」，以招募長期資助人的方式送孩童重返學校。是什麼原因讓他們毅然放棄「立

即見效」的服務，投入資助孩童教育的長期奮戰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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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臺大」 (SoNTU): http://www.oia.ntu.edu.tw/sontu/  

作為臺灣領航的學校，臺大在各個不同的領域肩負重任。臺大孕育了世代的人才、支持群眾的

自由表達，喚起社會解決重大議題的意識，在邁向頂尖的同時，也致力於將

各種努力成果與大眾分享，回饋社會。「好臺大」的誕生，是為了開啟多

重的管道，讓臺大可以跟這個世界有更多的互動，也藉此展現臺大的態度、

堅信的價值和想法。 

「好臺大」創立於 2015 年 9 月 1 日，旨在提供海內外社群高品質的臺

大紀念品，這些紀念品傳達出臺大的創新價值和對知識的渴求。「好

臺大」這個名字體現了臺大所秉持的價值：創新、展望和熱忱。 

 

 

 臺大校友畢業重聚會 -- 歡迎大紐約區校友參加: http://www.ntureunion.tw/  

 NTU 1967 五十重聚  - 2017.03.18:  http://1967.ntureunion.tw/ 
  NTU 1987 三十重聚  - 2017.06.04:  http://1987.ntureunion.tw/  

 校友會

活動通告 

母校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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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校友會幹事 
 會    長：李嘉章  副會長：黃瑞煊，潘梅林，郭復吟 

 總幹事：王相禮  財   務：吳秀娉   秘    書：王子雲 

             理事提名委員會：李嘉章，黃瑞煊，王順吉，賴富雄，林豐堡，張又霞，戴明瑞 

       會員及通訊錄委員會：葛賢芬，李淑芬，張又霞，趙君宜 

    校友子女獎學金委員會：林少達，裴耀立，李淑芬 

 
 
 
 
 
 
 
 

2017-2018 校友會理事 

吳念慈 Alice Chen 84 商學 潘梅林 Meilin Pan 72 哲學 

陳坤海 Kuen Hai Chen 64 醫學 裴耀立 Anthony Pei 68 外文 

陳尚勇 Simon Chen 83 物理 蕭忠正 James Shau 65 電機 

徐美華 Alice Hsu 75 商學 郭復吟 Jennifer Su 81 心理 

黃瑞煊 Richard Hwang 77 醫科 孫作為 David Sun 73 電機 

賴富雄 Dennis F. Lai 63 土木 孫乃競 Nai-Ching Sun 61 經濟 

葛賢芬 Margaret H. Lai 64 植病 戴明瑞 Ray Tai 78 機械 

李韻琴 Yunn-Chyn Lee 71 植病 李淑芬 Sufan Tai 80 法律 

王子雲 Angie Lem 80 歷史 蔡仁泰 Jentai Tsai 56 經濟 

李嘉章 Chia-Chang Li 79 電機 蔡如慧 Louise Wang 77 外文 

趙君宜 Chuni Li 81 圖館 王順吉 Sherwin Wang 77 電機 

張又霞 Edith Li 66 農化 王相禮 Shunly Wang 84 造船 

廖梧興 Wu-Hsing Liao 57 商學 陳淑慎 Susan Wang 75 法律 

林豐堡 Feng-Bao Lin 76 土木 王劭文 Kim Wang-Neal 01 法律 

吳秀娉 Hsiu Ping Lin 77 化學 翁正男 Cheng Nan Weng 63 土木 

林少達 Paul S. D. Lin 65 物理 劉富美 Stella Weng 63 外文 

江如珪 Ruth Lin 77 護理 吳順源 Spencer Wu 82 化工 

林淑麗 Sue L. Lin 72 化工 林艷卿 Angie Yu 76 歷史 

林友直 Yue J. Lin 67 農藝 殷人琪 Zenia Yuan 75 社會 

林玉琳 Yuhlin Lin 74 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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