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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簡訊 2017 年秋季刊（第 7 期）
NTUAA-GNY eNewsletter 2017 Fall Edition (Issue 7)
發行人/會長：李嘉章(電機-79）
編輯碎語（戴明瑞）這個夏天好忙，從五月底的踏青郊遊，接著六月七月校友會都有
文字編輯：戴明瑞（機械-78） 活動，大家玩得不亦樂乎，請見下文活動紀實。夏天過完了，理事會接著緊鑼密鼓地籌備十
美術編輯：蘇斐璋（商學-81） 月中的年會，希望到時大家好好地聚一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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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
活動通告
•
•
•
•
•
•
•
•

春遊 ： 5/27 (Sat), 到 Ringwood State Park/NJ Botanical Gardens 郊遊踏青吃粽子，圓滿完成。
夏戲 1：6/25（Sun), 到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及校園巡禮，圓滿完成。
夏戲 2：7/15（Sat), Met Cloister Museum， NY 導覽，圓滿完成。
夏戲 3：8/12（Sat), Middletown, NJ, 保齡球活動 - 前幾月大家玩得太累了，報名不足，活動取消。
秋聚： 10/14 (Sat), 到 Fort Lee，NJ 參加校友會年會和老友相聚，活動通知已於 8/6 發出。
秋講： 10/15 (Sun), 到 Flushing，NY 聽李嗣涔校長講“科學的疆界-帶你穿越靈界”。
冬行： 10/19-11/4, 到法國 River Cruise，85 位名額已滿，但在出發前極可能會有人因故退出，有
意候補者，請洽賴富雄學長（dennisflai@hotmail.com）。
冬習：十二月在 NY 及 NJ 公共圖書館舉辦退休保健理財講座，安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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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
消息

即使目前大環境的態勢對於年輕人發展並不是那麼友善，還是要提醒同學未來遇到挫折時，不妨回想當
年在校園中與同學共同擁有的夢想與熱情，相信那些良善初衷能重新鼓舞你，不會受制於眼前的障礙而放棄未來
更美好的可能 . . . [more]

回到 AI 的主題，我們跟 AI 最大的差別就是我們有愛。雖然你們看到科幻電影裡面的 AI 有愛，但是那是
虛構的。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AI 程式沒有愛的能力，他們甚至沒有任何感受或自我意識。AlphaGo 擊敗了柯潔，但是
AlphaGo 下棋沒有任何樂趣，贏棋感覺不到一絲快感，贏了之後也沒有擁抱它愛的人的慾望。AI 是冷冰冰的 . . . [more]
一個從小就因為戰亂而被迫離開家園的孩子就有這樣的自信，相信自己也能成為別人的英雄，相信自己就是讓這世界更美好
的理由。那我們又怎麼能不相信自己呢？ . . . [more]
胡佛讓 306 的研究生看到，透過學術研究改造臺灣社會的可能性，讓知識成為挑戰權威的力量 . . . [more]
有個學障生參加畫展，畫他爸爸賣魚，但畫的不是魚攤，而是從魚觀看的角度出發，畫魚眼睛看見宰殺刀落下 . . . [more]
臺灣是一塊調色盤，不同形狀的舌頭，吐出不同顏色的聲音，攪拌成色彩豐富的美麗島 . . . [more]
在青青的群山中，有著泠泠的溪水聲，從泠泠的溪水聲，傳來悠悠的茶韻濃 . . . [more]
間歇性持續的大雨檔不住歸人、過客及詩人的熱情， . . . [more]
溫馨感人的楊校長卸任茶會...，副校長李書行說不擔心楊泮池，「因為他太優秀，全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 . . [more]
臺灣大學「微積分之夜」，五位小老師輪番上陣，講解方式活潑逗趣，同學留言表示真的太神，聽到賺到。 . . . [more]
今天想跟各位讀者分享一個學術專業的故事。這故事要從「有朋自遠方來」開始談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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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校友畢業 30/40/50/60 年重聚會活動: http://www.ntureunion.tw/

校友會第三十三屆年會暨會員大會
時間：201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
地點：DoubleTree by Hilton® Fort Lee
2117 Route 4, Fort Lee, NJ 07024
(201-461-9000)
主講：李嗣涔校長(氣功的科學觀及保健原理)
下載：年會詳情

校友
園地

中古寺院的一扇門

校友會特別專題講座
時間：2017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 ，下午 1:30 準時開始
地點：來來喜來登飯店
(Sheraton LaGuardia East Hotel)
135-2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718-460-6666)
主講：李嗣涔校長(科學的疆界 - 帶你穿越靈界)
免費講座，無需事先報名，請提早入場！
下載：演講摘要

（李嘉章-電機 79）

- 訪紐約大都會寺院博物館(The Met Cloisters), 以及歐洲中古一段經常被遺忘抹黑的歷史

不是千年汙垢
爐火加上戰火
才會煙熏的如此厚重
可曾阻絕黑死鼠疫?
或是抵擋粗野蠻人?
丹伯朗的小說不要讀太多
博物館的博士如此說
只不過是一扇
隨著晨昏誦禱
喑啞開關的木門
無言的站在
羅馬帝國潔白大理石柱
和
文藝復興金碧輝煌大殿
之間
註：如果您注意到那個石拱門和那扇大
木門，博物館的博士如此說...
http://www.metmuseum.org/blogs/inseason/2014/portal-of-villeloin-coulange

更多活動照片：https://www.flickr.com/photos/26099341@N02/albums/72157686221806396

校友
園地

初夏遊普林斯頓大學校園

（林淑麗-化工 72）

家喻戶曉的普林斯頓大學擁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藝術博物館，收藏非常豐富。今年 6 月 25 日承蒙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的
安排，從遠近而來的數十位校友得以蒞臨參觀。感謝李嘉章趙君宜會長夫婦讓在地居民任珮鳯校友親身導遊；博物館
之外，我們還參觀了幾個校園的重要景點，沿途任校友不忘點出所見的一些稀木異雕；校友於欣賞建築藝術之餘，也
趁機了解一下這個常春藤名校的歷史淵源。
離博物館不遠一棟白色大理石的建築, 是 Clio Hall ，旁邊
的姐妹建築 Wig Hall，兩者的前身源自獨立戰爭前校園的辯
論風氣，當時的名嘴如 James Madison、Alan Burr 後來都成
為美國開國的重要人物；精神一脈相傳，遂有近代的模擬法
庭等學生組織。義大利風格的 Nassau Hall 與普大的歷史不
可分 ;它原建於大學的胚胎期，在獨立戰爭時成為英美兩軍
對峙的現場；美國獨立成功後，曾在一七八三年以它為國會
及政府機關臨時所在地；歷經火神兩次的摧殘，如今這棟長
春籐蔓衍的古老建築，不但是普大的理念象徵，也是國家級
的歷史景點。
美好的活動不能不留下美好的印記；所幸天從人願，迎面而
來的、典型的歌德式建築 Blair Hall ，豈不是團體照的最佳
地點？沿石階步步而上，來到高挑壯觀的圓弧形拱門下，可
看到不遠處的普大演奏藝術中心 Alexander Hall；加上
Blair Hall 的圓弧形拱門襯托，這個角度確實是建築設計的
巧筆！
照完相，該是往回走的時候了，可是沿途所見，還是讓人有
大開眼界的感覺：East Pyne Hall、University Chapel、
Prospect Garden；最後大家在威爾森國際事務中心的噴泉
廣場稍為逗留，以欣賞中國藝術家艾未未的十二生肖雕塑傑
作。導覽結束後，很多校友意猶未盡，結伴到 Nassau Street
的 Tiger Noodle 品嚐家鄉味的晚餐，身旁有街頭音樂家的演
奏助興。這次的活動安排堪稱「絶無冷場」，再次感謝各位
負責人的辛苦安排，及校友的踴躍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