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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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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完成。 

• 秋講： 10/15 (Sun), Flushing，NY，李嗣涔校長專題演講“科學的疆界-帶你穿越靈界”，圓滿完成。 

• 秋行： 10/19-11/4, 到法國 River Cruise，圓滿完成。 

• 冬習： 12/9 (Sat), Parsippany, NJ，財經教育推廣講座系列-退休生活與長期照護計劃，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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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校長遴選專區：http://event.ntu.edu.tw/president/index.html 

 校長（候選人）給問嗎？：https://ntustudents.org/election/#/interview 

 我們常常聽到成功的經驗。其實如果你照著複製，通常再成功的機會是很低的。可是你如果看到很多錯誤，

你去避免，你就會成功. . .  [more] 

 「琉璃工房」最獨特的魅力，在每一件晶瑩剔透的琉璃作品裡，散發的藝術與文化神采，自然打動所有欣賞

者的心靈. . .  [more] 

 想到那是自己的夢想，就反問自己可以睡覺嗎？「學會激勵自己，不忘記夢想。」. . .  [more] 

 然而當巴掌仙子提早到來，哪裡是他最溫暖可靠的家？. . .  [more] 

 如果只能用一個形容詞形容臺大，你的選擇是什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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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U MOOC x Coursera:   
MOOCs 線上課程是一種具有完整學習互動系統的線上課程資源，它接納各式年齡層、不同背景領域的

學習者，例如你是個終身學習者、想習得第二領域專長的職場工作者，或者正值學生身份的同學們，如

有想充實不同知識學科，或是碰上選修不到喜歡的大學課程，都歡迎大家選擇 MOOC 課程作為探索學

習、增強能力的「入口」. . .  [more] 
  

編輯碎語（戴明瑞）一轉眼，紅葉落盡，我們創刊已滿兩年，希望你喜歡這座連接校友、

校友會、和母校的橋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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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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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會紀實（李嘉章-電機 79） 
 
2017 年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年會於十月十四日在紐澤西

州 Fort Lee Doubletree Hotel 盛大召開, 餐前講座周鍊教授

以精彩的文圖分享退休後在生活、照明、攝影及禪多方面身心的轉

變和體驗. 餐會照例由陳尚勇理事和黃瑞煊副會長以雄厚優美的歌

喉帶領全體校友唱美國國歌與台大校歌開場。 接下來會長李嘉章簡

短地歡迎來賓和全體校友並感謝全體工作人員。 之後進行三項頒獎

活動: 

- 李書行副校長頒獎給國泰銀行感謝捐款母校 

- 李嘉章會長頒贈校友會服務貢獻獎給王順吉、林艷卿、潘梅

林、李淑芬、李嘉章、王子雲、吳秀娉, 感謝他們過去兩年

擔任校友會幹部的辛勞。 

- 孫作為理事主持校友子女獎學金頒獎.今年得獎人史建華就讀

Union County Magnet High School 是校友史宗岡的公子。 

 

來賓在享用晚餐與多時不見老友

熱絡聊天之後紛紛安靜入座準備聆聽大會主題演講。在賴富雄理事介紹主

講人李校長傑出的學術和行政經歷之後, 李校長深入淺出地解說傳授他在近

三十年的研究裡所了解到氣的物理本質、中醫經絡的實質與功能，以及氣

功健身的根本原理。 今年年會的表演節目由 NTU2 主打充分展現青春氣息, 

分別有王承安(王相禮、張淑如的千金) 帶領普林斯頓大學 Raqs 的肚皮舞, 林

譪玲(王子雲的千金) 與 Yamuleé Dance Company 的拉丁舞, 和李立安(李嘉章、

趙君宜的公子)與包永浩的雙人扯鈴。 楊尤貲和林芳梅校友帶動全場的 Zumba 更是活力十足不輸 NTU2。校友

們不分級別年齡紛紛入場, 一時舞池十分熱鬧, 連李校長也加入陣容以他的氣功為大家加持。 

 

校友會今年由

理事們踴躍捐

輸集資首次向

母校購買

SoNTU 商品, 

加上其他多項

現金實物, 當

晚的摸彩獎品

豐富, 在節目

間穿插不時帶來得獎人的歡呼。一年一度的年會也在最後一項壓軸大獎抽出之後高潮結束, 校友來賓互道珍

重, 來年再見, 盡興而歸! 
  

     
 

更多活動照片：https://www.flickr.com/photos/26099341@N02/albums/72157687381273210  

校友

園地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6099341@N02/albums/72157687381273210


 

 台大校友會旅行團 Grand France River Cruise    （賴富雄-土木63） 
 

 

10/19-11/4, 賴富雄帶領 83 位來自紐約及約十位其他美國地區的校友及眷屬，在法國渡過 16 天美好的時光。

乘坐可以容納 128 人、3 年新的豪華小遊輪, 從地中海邊的尼斯附近上船，沿 Rhone 河北上到 Saone 河。 然後

乘坐高鐵到巴黎, 轉乘完全一樣但更新的遊輪, 沿塞納(Seine)河, 抵達諾曼地。這是賴富雄自 2001 年開始舉辦

台大旅行團以來的第 39 次旅行，也是第 30 次到國外觀光。   

 

法國在十月下旬的天氣應是濕冷陰雨的。但我們到了之後，

從南到北，天公作美，幾乎天天秋高氣爽，沒機會用帶來

的雨具。河道上沿路盡是畫境，美不勝收。所經之處,盡是

看來很富庶的平原。斜坡上，種滿了用來釀製著名法國紅

白酒的葡萄。看起來，在法國生活比較容易。難怪，法國

人的假期特別多，商店也隨意愛開不開的。  

 

這次法國的航旅，堪稱是很有深度的旅遊。讓我們對已經

熟悉的史實像諾曼地登陸戰役、聖女貞德的忠勇犧牲，有

了更真切的體驗；對于梵谷(Van Gogh)、莫内(Monet)的藝術，身歷其境之後，也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旅遊公

司所提供的服務、食物的品質、船上的設備，可以說是相當優等。德國來的全陪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具有

全方位服務的精神及能耐。我們希望將來有機會再乘她當全陪的船。 

 

這次我們乘坐的兩條船，都有約 35 位來自美國，

歐洲，及前英國屬地的老外。我們台大人表現良好，

不以大欺小，處處都會考慮到他們。旅程結束時，

大家互相祝福道別。珍惜有緣在一起，希望有機會

來日在船上再相見。 

 

 

更多活動照片：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6099341@N02/collections/72157688413147114/  

校友

園地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6099341@N02/collections/72157688413147114/


 

 

校友

園地 
    參加八十九屆校慶簡報    （李嘉章-電機79） 
 

這是我首次參加校慶，也

是第一次踏進校園裡佈滿

旗幟與花籃的小巨蛋，在節慶的氛圍中，

在傑出校友的演講，年輕學弟妹社會服

務的影片裡，我熱烈的感受到作為一個

台大人的自豪也提升了對自己對母校的

期許與承諾。 
 
從前晚的酒會到當天的典禮, 我見到了

楊維昭, 李嗣涔, 楊泮池, 和郭大維(代) 
前後四任校長。也和張慶瑞, 李書行兩

位副校長聊天敘舊。李校長是新任的校

友總會會長，他在酒會致詞時特別提到

大紐約區校友多年來對母校捐輸貢獻不

遺餘力。母校在目前台灣民粹平頭主義

當道的環境下，經費資源日趨短促，為

此我要呼籲校友們保持高度的熱誠，繼

續幫助母校在官方的管道之外凝聚財力

物力助母校一臂之力。 
 
酒會典禮中我也和各地的校友會與母校

校友中心有密切的互動，海外校友會以

香港和南加州陣容最為龐大。明年是台

大九十大壽，母校會擴大慶祝，大紐約

區不落人後，希望校友們把日期記下 
(十一月十五日)，鼓勵您配合度假探訪

計畫盡量參加，讓我們一起以壯大的陣容在台大校園裡高唱台大校歌！ 

 
 
更多活動照片： 2017 November Taiwan 台大校慶 
 

https://photos.app.goo.gl/HczEU5BnBchxCq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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