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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語（戴明瑞）又是十分充實的一年，這幾個月大家忙得不亦樂

乎，保齡球，講座，年會，校慶，旅遊一一登場，所有活動都辦得有聲

有色，凝聚著大家的向心力。光陰如梭，歲月似水，大紐約區台大校友

會簡訊已發行整整三年 12 期了，謝謝所有校友的愛顧，也謝謝所有撰稿

人的支持（大部分是會長或主辦活動的理事被抓公差，不然就是小編自

己塗鴉充版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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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字內短稿，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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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完成。 

• 夏習： 7/25 (Wed), 夏季保健和法律關懷講座（助聽器/資產傳承），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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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秋習： 9/13 (Thu), 秋季保健和法律關懷講座（心血管/資產保護），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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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慶： 11/15 (Thu), 會長李嘉章及理事賴富雄帶團返校參加 90 週年校慶活動，圓滿完成。 

• 冬習： 11/15 (Thu), 冬季保健和法律關懷講座（骨保健/資產傳承 2），圓滿完成。 

• 旅行： 絲路之旅 (4/18-5/2 圓滿完成), The Grand Scandinavian Circle Tour (8/9-8/27 圓滿完成),母校 90 週年

校慶雲南之遊（11/4-13 圓滿完成）。遊記適時登於本刊，旅遊俱樂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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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updated on 8/2/18)：http://event.ntu.edu.tw/president/index.html 

 80 週年校慶好像不久以前的事，90 校慶已然來臨 . . .  [more] 

 數分鐘的藍光的刺激，即可造成持續性全身交感神經興奮超過一個小時。這是「視而不見」的生理感應 . . .  [more] 

 臺大九十，願我們心中有山，夢得高，夢得遠 . . .  [more] 

 臺灣大學是一所特別的大學，回顧這九十年，臺大與臺灣的發展緊緊相連 . . .  [more] 

 多年來，山服在改變，部落也在改變，不變的是，山服和部落之間的連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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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oursera.org/taiwan 

發行人/會長：李嘉章 (電機-79） 

文 字 編 輯：戴明瑞（機械-78） 

美 術 編 輯：蘇斐璋（商學-81） 

2018 年校友會活動通告 

母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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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會記盛                    (李嘉章-電機 79） 

十月二十日一如每個周末，紐約法拉盛的街頭擠滿了人群與車輛，停

車一位難求。有經驗的校友會理事會工作同仁們早早就來到喜來登酒

店開始布置會場，熟練地準備報到事宜。下午四時之後，與會校友和

家眷朋友們個個盛裝翩翩來臨，為一年一度的年會與會員大會拉開了

序幕。報到之後，貴賓或是欣賞蕭忠正理事精煉生動的個人書法作品，

聆聽蕭理事多年勤習書法的心路歷程，或是一邊品嘗飯前點心一邊與

多時不見的老友談笑敘舊。 

  

六時整賓客就座開始享用美味的中餐筵席。晚會照例以美國國歌和台大校歌開場，不同以往的是今年有陳尚

勇，黃瑞瑄，孫作為三位理事和六位校友組成的男女雙四重唱以雄厚優美的歌聲和鋼琴伴奏帶唱，陳理事也

以他的幽默機智主持全場。

會長李嘉章致詞之後孫作

為理事主持頒發校友子女

獎學金，今年的得主是 

Bergen County Academies 的 

George Hung (洪嘉鈞)。餐

後張慶瑞副校長的主題演

講介紹母校近況，物理管

理學和量子計算。講題看

似枯燥但張副以生動的台

風和淺顯的例子吸引了全

場的注意力，大家屏息靜

聽好好地上了難得的一堂課。演講之後，賴富雄和孫乃競兩位理事代表慷慨解囊的大紐約區校友以一張三十

一萬美金的大支票回饋母校，由張副校長代表接受。 

   

晚會精彩的表演隨後展開。陳乃霓舞團美麗高挑的團員雖都是美國女孩但以三支舞目，桃花過渡，思想起，

與月光下的孔雀，卻淋漓盡致地表現東方女子的溫婉窈窕。台大校友男女雙四重唱也以望春風，回憶，秋蟬，

和不了情把大家拉回當年杜鵑花下，傅鐘聲裡的時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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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會終於畫下句點，

大家互道珍重，預許來年再見! 

 

更多相片（戴明瑞提供）：https://www.flickr.com/photos/26099341@N02/albums/72157696819717310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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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初秋保齡球及海鮮餐活動記要 (林少達 - 物理 65)  

在眾多休閒運動之中, 保齡球可說是"快樂一號" - 當你使力拋球, 去打亂原來排列整齊的木瓶之際, "頑童天性"

瞬間滿足, 那一刻真是何等痛快!  怪不得五千年前埃及兒童就發明了這玩藝兒, 此後經久不衰, 越玩越盛。   校

友會 2016 由賴富雄、葛賢芬二位學長提議並聯手戴明瑞、趙君宜理事主辦, 在 Middletown, NJ 的 Harmony 球

館及中餐館舉辦了第一次保齡球及台灣美食活動, 獲得圓滿成功。 今年為了便利紐約市區校友, 經賴學長建議, 

改在較近的 Woodbridge Majestic Lanes 球館舉辦。球敘後到附近 Perth Amboy 的 Barge 海鮮餐館晚餐, 之後大家

一起到海邊散步, 享受清涼海風,  遠眺 Staten 島和 NY 城夜色。 遺憾的是台灣美食要等下次再大嗿了!  

當天活動進行順利圓滿, 來玩保齡球的校友有 18 位, 參加晚宴的約有 34 位, 有照相為証 (照片全由蔡如慧提供, 

特別感謝)。     

 
 

 
 

 

 

 

 

 

 

 

 

 

 

 

 

 

 

 

 

 

 

 

 

 

 

更多相片（蔡如慧提供）：20180908 NTUAA Bowling Barge Dinner Seaside walk - Google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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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rQCgM33mMT5M2NTGyEtPzMEWaBDHQwW


                

 

  

                彩雲南現 - 雲南行略紀                     （蘇斐璋-商學 81） 

雲南的高山、峽谷、坝子交錯，少數民族眾多，礦產豐富，四季如春，是印象中的未央

歌、過橋米線加普洱茶，更有麗江和玉龍雪山。隨著校友會雲南昆大麗旅行團，我們趕

赴這嚮往已久的仙境。 

昆明附近的石林景區裡岩溶峰林千奇百怪，尤其那座 "阿詩瑪"，就像背著花籃的彝族姑

娘，特別傳神。滇池汙染嚴重，並不適合遊覽，但在池畔大道餵食海鷗，非常開心。 

 

大理是天龍八部段譽的故鄉。崇聖寺是南詔國與大理國的皇家寺廟，真正的寶物是三座古塔，千尋塔建於唐

朝，五代加建兩座小塔。明代地震將主塔震出裂痕，幾天後餘震卻又復合了裂痕，可謂奇蹟。大理古城融合

古城風貌和商業的繁榮，大夥兒品嚐乳扇與小粒咖啡，更大方的為女士們採購銀器，真大俠也！ 洱海是中國

難得未被汙染的湖泊，我希望有親水的機會。我喜歡大理。 

雪山的泉水流經麗江古城，家家有溪、戶戶皆橋。夜晚的古城就是西門町的化身，遊客接踵，熱鬧非凡。清

晨的古城又回復寧靜恬適，每個角落都是攝影者的夢幻。玉龍雪山索道高 4506 米，遊客們穿大衣加氧氣瓶，

嚴陣以待。"印象麗江"的戶外表演，蔚藍天空、白愷的雪山背景，加上熱情的舞者，真是一大幸福。玉水寨

是納西族人東巴文化聖地，古老的東巴象形文字，族人"披星戴月"的服飾、豐富的壁畫、"三疊水"的景觀，

令人難以忘懷。 

香格里拉的藏傳佛教噶丹松贊林寺，有小布達拉宮之稱。獨客宗古城

是茶馬古道的中繼站，城內大佛寺的吉祥勝幢是世界最大的轉經筒，

要 11 個人才能轉動。沿著普達措國家公園屬都湖的步道欣賞湖光山

色，野豬就在腳邊覓食，真的很新奇。 

香格里拉畢竟只是小說中的地名，雲南不是仙境，世外桃源也不存在。

但是，親愛的阿詩瑪、金花、胖金妹 和卓瑪們，妳們的家鄉和世外桃

源並不遠。 

校友園地 



                           母校九十大壽慶典紀實        （王相禮-造船 84） 

今年母校九十週年校慶之行，以十四日下午由二十餘位大紐約區校友與南加州校友組成的參訪團在賴富雄學

長與校友總會呂村總幹事的協調安排帶領下，拜訪了張漢東教授與梁悦美教授伉儷位於天母的紫園-盆栽藝術

館展開序幕。當懸崖峭壁上的古樹、特立獨行的巨樹與盤繞怪石成長的奇樹出現在我們眼前時，所有的人只

能一致地發出讚嘆神奇造物的聲音，更不要說它們是被創作者親手拿出展現在我們的面前了！鬼斧神工，精

心巧作是我能給出的最佳形容！在這個盆栽界公認世界第一，充滿瀑布水聲與高達二萬芬多精，名不虛傳的

碩大庭園裏，我們觀賞到了由梁教授親手培育的千餘盆絕倫盆栽。在享受

過紫園提供的可口點心水果飲料，及觀賞過張教授的劍道表演後，我們再

一次被張教授伉儷的無數國寶級室內藏品所震驚，收藏年代不僅橫跨魏晉

漢唐至今，更包含了許多他國的珍寶與藝品。其精美與價值不僅媲美故宮

館藏，能讓我們直接碰觸把玩所有的物件，更是在博物館裏無法得到的體

驗！紫園之行讓所有的人都有一定再訪的心願！梁教授更答應我們將開班

授課，讓所有有興趣盆栽的校友們一起來發揚這個中華固有的藝術！ 
 

十四日晚上六點，十餘位大紐約地區的校友一起參加了在台大醫院國際廳的校慶酒會活動，每個人都拿到校

友總會提供的精美背包與徽章禮物。酒會現場四位前校長（孫震，陳維昭，李嗣涔和楊泮池校長）與郭大維

代理校長都一致地讚揚母校所有師生同仁與校友們過去九十年裡在教學、研究與在各行各業裡達成的優異表

現與成果，但也對母校面對世界各名校的激烈競爭與挑戰下，辦學經費不足與政教惡性打壓的現狀表示憂心

與不滿！五位校長都期望所有校友們能踴躍參加母校的捐款助學活動，早日助母校達成財政充足，自立自主

的願景，成為全球百大學校的目標。校長們也祝福所有的台大人都健康平安，事事順利！大紐約地區的校友

們在享用精美的中式葷、素自助餐美食，與熱絡的校友交流後結束了忙碌但收穫滿滿的一天！ 
 

十五日一早八點半不到，所以紐約地區的校友們都提早抵達在大體育館的

校慶活動會場，再一次地每人都收到母校準備的絲巾、咖啡杯禮品與印製

精美的校慶刊物。在傑出校友，在校學生優秀成績與服務獎頒獎，特別來

賓、校友致詞後，郭大維代理校長向所有出席來賓不僅報告了母校在各個

教學、研究領域達成的優異成績，分享了校內軟硬體建設規劃進度與發展

的目標，更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母校目前面對外界競爭時在經費，行政與教

學上遇到的挑戰與衝擊，但他與其他幾位前校長們都堅信母校在所有師生

同仁的努力與校友的全力支持下，一定能如同過去面臨重大挫折時一般，

化危機為轉機，奮發圖強突破目前的困境，把母校推向下一個更成功的高

峰！在校慶大會結束後的茶會上，很榮幸地看到今年母校收到的最大一筆海外校友會捐款是來自我們大紐約

地區校友們捐獻的三十一萬美元，李嘉章會長及賴富雄與孫乃競二位學長代表紐約區校友會把這筆捐款捐給

母校（由郭代理校長接受）與李嘉章會長代表接受母校頒贈精美水晶感謝獎座的一幕更是把整個茶會的熱絡

氣氛帶上最高潮！ 
 

校慶當天的晚宴以喜宴形式一桌十人的辦桌，讓紐約區

校友們在十餘道精美的中式餐飲加合唱、樂器演奏、特

技表演、民歌演唱的盛大餘興節目款待下，分別落座於

校友會、攝影社、醫學系與各個不同團隊群組的聚會裡，

見到了數十年未見的老同學、老社友。大家握手言歡，

慶幸容顏未老、健康平安，更喜見老友們功成名就，成

業界名士、為學術大儒、居政經高位、擔樹人重任、舉

辦學大業，更難得有機會與求學時的校長、師長、老友

合影。大夥都互相勉勵努力加餐、健身，期待來年在校

慶與重聚活動裡常聚首！所有的人在不捨難離情緒下互

道珍重，結束了母校的九十大壽慶典！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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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山服在改變，部落也在改變，不變的是，山服和部落之間的連結 ...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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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初秋保齡球及海鮮餐活動記要 (林少達 - 物理65)
	在眾多休閒運動之中, 保齡球可說是"快樂一號" - 當你使力拋球, 去打亂原來排列整齊的木瓶之際, "頑童天性"瞬間滿足, 那一刻真是何等痛快!  怪不得五千年前埃及兒童就發明了這玩藝兒, 此後經久不衰, 越玩越盛。   校友會2016由賴富雄、葛賢芬二位學長提議並聯手戴明瑞、趙君宜理事主辦, 在Middletown, NJ的Harmony球館及中餐館舉辦了第一次保齡球及台灣美食活動, 獲得圓滿成功。 今年為了便利紐約市區校友, 經賴學長建議, 改在較近的Woodbridge Majestic L...
	/當天活動進行順利圓滿, 來玩保齡球的校友有18位, 參加晚宴的約有34位, 有照相為証 (照片全由蔡如慧提供, 特別感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