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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遊：  4/21 (Sat), 到 Ringwood State Park/NJ Botanical Gardens 郊遊踏青吃粽子，圓滿完成。 

• 夏戲：  6/09（Sat), 曼哈頓中央公園巡禮，熱烈報名中。 

• 秋動：  9/08（Sat), Woodbridge/Perth Amboy, NJ, 保齡球/海鮮/海濱漫步活動，籌備中。 

• 秋聚：10/20 (Sat), 到 Flushing 參加校友會年會和老友相聚，籌備中。 

• 冬習：暫定於 12月或其他時間安排財經教育推廣講座系列。 

• 旅行：絲路之旅 (4/18-5/2圓滿完成), The Grand Scandinavian Circle Tour (8/9-8/27), 

       返台參加母校 90週年校慶（～11/15）。詳情請洽賴富雄學長（dennisflai@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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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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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學校正面臨艱難的困境. . .  [more] 

 我們越瞭解自我意識與身體經驗如何互相影響， 

就越會覺得哲學與經驗科學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 . .  [more] 

 似蘭斯馨，如松之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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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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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長冬已過，短春亦逝，母校新的校長依然無解，

雖然令人憂心，日子總是要過，希望我們藉著簡訊這座連接校友及校友會和

母校的橋樑，持續關心母校及家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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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校友會活動通告 

母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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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州州立植物園   粽子飄香（蔡如慧 - 外文 77） 
 
 

 

阿帕拉奇山脈是美國東部的主要地形, 北起緬因, 南至喬治亞州, 總長約一千五百英里, 其中小小一段切過新州

北部, 給臨海的新州增添了秀麗的湖光山色, 也給喜愛野外的人們提供眾多活動的場地。最靠東邊的稱為蘭馬

坡山(Ramapo Mountains), 隱藏有一片廣大的莊園, 這個莊園曾隸屬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幾位工業家和銀行

家, 新州州政府接管之後闢為環木州立公園 (Ringwood State Park), 包含眾多步道, 牧人湖遊樂區, 州立植物園, 還

保存了兩棟古老的大廈, 其中之一的天空古堡 (Skylands Manor), 更是新州數一數二婚禮宴客最受歡迎最難預約

的場所。 

校友會於 4/21/2018 在新澤西 Ringwood 的州立植物園舉行春日郊遊粽子野餐。一早王相禮 (校友會總幹事) 張

淑如夫婦, 和陳尚勇 (校友會理事) 成意如夫婦, 就把一百多個粽子從餐館載到州立植物園的停車場等待, 十一

點左右五十幾位校友陸續到達, 領取粽子和飲水之後, 十二點左右到 Skylands Manor 古堡之後的草坪團體照相。 

集合照相前, 大多數校友已經等不及, 馬上拆開粽葉大快朵頤, 嘗過的人都大大稱讚今年 Thai Basil 餐廳的粽子

真是好吃, 鹹淡適中, 料足入味。 照完團體照之後, 校友們一起進入植物園參觀。今年春遊來得較早，堡後層

層花園水池尚未充水, 略顯失色, 今年春天比去年更冷許多，大部分的花樹尚未開花, 我們只看到幾棵杜鵑花, 

迎春花, 和水仙花燦爛的開花。 幸運的是, 廣大的植物園區充滿自然野趣, 天氣非常好, 陽光明媚, 不冷不熱, 校

友們一邊聊天, 一邊細細辨認花種, 照相, 輕鬆愉快的逛了一圈植物園。 一點半左右, 在大草坪團體照相, 互道

珍重再見。之後有二十九位校友意猶未盡, 要求王順吉 (校友會理事) 帶路出發去植物園的環山步道爬山, 此步

道頗有挑戰性, 高高低低經過山脊溪谷, 校友們互相扶持, 跋山涉水, 終於平安走完步道。 剛吃下去的粽子熱量

也消耗得差不多, 堪稱既享美味, 又達到健身的效果。 走完環山步道之後, 在植物園入口附近的草坪團體照相。

不知不覺時間飛逝已過三點半, 大家充實地走回停車場, 互道珍重再見。 

 
 

更多相片（蔡汝慧提供）：20180421 NTUAA Botanic Garden Trip - Google Drive  

活動分享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PLYumrrxXUriBVCMjuegSa_PVLmyZjK


 

 

                                       絲路來去 （戴明瑞 - 機械 78） 
 

                            臉書回顧：記賴富雄學長帶領的大紐約區台大校友 45 人絲路之旅（節錄，全文將登於今年年刊）。 
 

【擠擠擠】  

少  林  寺：不見武僧知客僧掃地僧，但我要是沒有一點武功底子，肯定還被人潮困在裡面擠不出來。 

龍門石窟：想躍龍門的豈止是鯉魚？可是我們這些像沙丁魚罐頭內的遊客，只想努力地探出頭來吸一口氣。 

兵  馬  俑：站在涼爽疏鬆的坑道，比上面推推擠擠悶熱難耐的遊客舒服多了。 
 

   
 

【不擠了】 進了甘肅，頓覺神清氣爽，開始度假了。 

 

【花兩岸】  

台北木棉 - 獨傲於海角天際，風華豈能長存？ 

洛陽牡丹 - 殘美在六朝古都，富貴不過一瞬。 

 

【長恨歌&再見敦煌】這次絲路行看了兩齣超大型舞台劇。 

在陝西華清池看了長恨歌，聲光燦爛，好似走進了拉斯維加斯，我覺得還蠻好看的（已經過了故作清

高的年紀:-)），可惜結尾演到“忽聞海上有仙山”及“七月七日長生殿”，好像突然江郎才盡亂演一

通，頗有虎頭蛇尾之感。然後在甘肅敦煌看了“再見敦煌”，一開始讓觀眾在劇院中移動頗見巧思，

可惜中段既弱又亂，人流控制全面崩潰，開場培養起來的情緒頓時消散。後段入座，驚魂才定，已是

劇終。 

【蘭州黃河&鄭州黃河】蘭州與鄭州相距千里，黃河從甘肅蘭州往北繞到內蒙等到河南鄭州時

卻已是三千里路雲和月。蘭州黃河溫柔婉約十足的母親河形象，羊皮筏子以往是運貨的，難怪

坐來雖是有趣卻一點也不舒服，舊河道冲出的黃河石林，頗有峽谷之風（好吧，本來就是峽

谷），坐驢車遊覽，別有一番風味。鄭州黃河就開闊多了，無邊無際，水愛怎麼流就怎麼流，

黃河改道就是這麼個意思吧。遊鄭州黃河坐的是水陸兩用的氣墊船，蠻厲害的。 

 

【河西走廊的顏色】 

甘肅張掖五彩山，擁有獨特的丹霞地貌，色彩斑斕，令人想起 Utah 及 Arizona 的 Canyons。

相隔半個地球，各有各自獨特的美，就不必去計較那個比較漂亮了。甘肅敦煌鳴沙山月牙

泉，是沙漠與綠洲的完美結合。可惜只停留兩個小時，騎駱駝或徒步登頂只能擇一，我們

選擇當步兵，穿上租來的防沙鞋（15 元人民幣，絕對值得），在烤人的烈陽下一路攻頂，

然後半走半滑下山頗為有趣。離開時，夕陽斜照，黃沙竟然似雪，亦是一絕。 

 

【新疆來去，匆匆】  

新疆很大，我們沿著絲路匆匆來去，留下的最深印象竟是無

處不在的安檢，好似一再撩撥 2009 年疆獨/恐襲留下來隱隱

約約的不安。 

 

【絲路終篇】千年等待，只為讓你遇見。 

   

更多相片（戴明瑞提供）：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6099341@N02/collections/72157695274600321/ 

旅遊分享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6099341@N02/collections/721576952746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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