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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UAA-GNY eNewsletter 2019 Spring Edition (Issue 13) 

 
編輯碎語（戴明瑞）大家新年平安健康幸福快樂！送走了紛紛擾擾的

2018，迎來充滿希望的 2019，一方面我們台大母校終於有正式校長了，

另一方面，我們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 2019-2020 理事會也順利選出新的

幹部為大家服務。至於這簡訊，還是由斐璋和我繼續操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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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座： 2/28（Thu)，台灣人醫學與生命科學職涯研討會，詳見註冊網頁。 

• 講座： 3/16（Sat)，華人好發癌症研討會暨臺大癌醫中心醫院介紹（主要對象是華人醫療專業校友及

非校友） 

• 春遊：日期未定，籌備中。 

• 夏戲：日期未定，籌備中。 

• 秋聚： 10/19 (Sat), 到 Fort Lee 參加校友會年會和老友相聚，籌備中。 

• 旅遊：四月-多瑙河遊輪，九月-波蘭華沙、柏林到慕尼黑，2020 年一月-杜拜到新加波遊輪。 

       遊記將適時登於本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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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的火車，正在一步步跑向危崖，我站在第一線，看到現在行駛錯誤的方向，有責任喚起全民的危機意識，

這是臺大責無旁貸的使命 . . .  [more] 

 臺大一向是臺灣最耀眼的一座冠冕。九十年來，不論臺灣社會如何變遷，政治經濟如何起落，臺大始終是匯

聚人才、引領臺灣進步的樞紐 . . .  [more] 

 臺大人如果您想放空心靈、想嗅草香聞奶香；抑或思索學涯規劃、對牛彈琴、聞雞起舞等，不妨來趟臺大牧

場漫步尋幽. . .  [more] 

 扁平、具有多瓣葉片、以滾珠軸承構成旋轉中心的指尖陀螺，用手指輕輕一撥便能快速旋轉，是許多人用來

舒緩緊張情緒與壓力的玩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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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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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會長：王相禮(造船-84） 

文字編輯：戴明瑞（機械-78） 

美術編輯：蘇斐璋（商學-81） 

2019 年校友會活動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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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AA-GNY 2019-2020 Board Member List 
蔡仁泰 Jentai Tsai 1956 經濟   林豐堡 Feng-Bao Lin 1976 土木 

廖梧興 Wu-Hsing Liao 1957 商學   林艷卿 Angie Yu 1976 歷史 

孫乃競 Nai-Ching Sun 1961 經濟   吳秀娉 Hsiu Ping Lin 1977 化學 

賴富雄 Dennis F. Lai 1963 土木   蔡如慧 Louise Wang 1977 外文 

葛賢芬 Margaret H. Lai 1964 植病   王順吉 Sherwin Wang 1977 電機 

陳坤海 Kuen Hai Chen 1964 醫科   戴明瑞 Ray Tai 1978 機械 

蕭忠正 James Shau 1965 電機   李嘉章 Chia-Chang Li 1979 電機 

張又霞 Edith Li 1966 農化   王子雲 Angie Lem 1980 歷史 

林友直 Yue J. Lin 1967 農藝   李淑芬 Sufan Tai 1980 法律 

李韻琴 Yunn-Chyn Lee 1971 植病   趙君宜 Chuni Li 1981 圖館 

林淑麗 Sue L. Lin 1972 化工   郭復吟 Jennifer Su 1981 心理 

潘梅林 Meilin Pan 1972 哲學   吳順源 Spencer Wu 1982 化工 

孫作為 David Sun 1973 電機   陳尚勇 Simon Chen 1983 物理 

區少屏 Teresa Sun 1974 商學   王相禮 Shunly Wang 1984 造船 

徐美華 Alice Hsu 1975 商學   蔡玲妤 Lingyu Tsai 1985 商學 

陳淑慎 Susan Wang 1975 法律   張淑如 Shuju Chang 1985 圖管 

殷人琪 Zenia Yuan 1975 社會   李勃興 Poshing Lee 1992 醫科 

林秀全 Shiow Lin 1975 數學   王劭文 Kim Wang-Neal 2001 法律 
 

 

會            長： 王相禮 

第一副會長： 趙君宜   總幹事： 孫作為 

第二副會長： 王子雲   財    務： 區少屏 

第三副會長： 吳秀娉   秘    書： 郭復吟 
 

理事提名委員會： 王相禮，李嘉章，趙君宜，賴富雄，戴明瑞，林豐堡，王順吉 

聯合會代表： 賴富雄，林豐堡，陳淑慎，王相禮（列席） 

會員委員會： 李淑芬，葛賢芬，張又霞，趙君宜 

奬學金委員會： 張淑如，李淑芬，李勃興 
 

 

  



                                            王相禮             （造船 84） 

 

 

親愛的大紐約區校友們大家好！ 

  

很榮幸也很感謝全體理事們不嫌棄小弟不才，委以校友會會長重任。誠惶誠恐，自

當竭心盡力，秉持校友會的「服務校友、回饋母校」的宗旨，在接下來這兩年裡把

會務辦得更出色，更上層樓！ 

  

在這個科技變化快速、物慾重於理智、人情淡薄冷漠的社會，如何增進人與人之間

的感情、提升互信與互助，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唯有透過持續的真誠互動與

分享，才能讓所有校友們感受到校友會的理念與功能，也才能讓成長在當今這個爾

虞我詐、真假難辨、震盪劇烈環境裡的所有校友們，願意發揮熱忱，挺身而出，加

入我們，一起努力捍衛台大的「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校風，共同致力於重建一

個平和、理性、幸福的地球村！ 

  

校友會的全體理事與工作人員

將持續舉辦過去幾年來廣受好

評的各項室內外活動，繼續促

進校友們的感情交流、訊息分

享與互助合作。也會將提升對

年輕校友們的關懷與協助、加

強和其它校友組織與公義團體

的協作、深化校友們對校友會

的了解、吸引尚未加入校友會

的校友們踴躍加入校友會參與

會務，作為我們的工作目標。

另外對於一個非營利組織回饋

社區方面的義務，我們也會竭

盡所能，努力把校友們在各個

領域裡達到的優異成就與經驗，

透過合適的活動傳達與分享給我們身旁的朋友們，積極有效地達到服務社區的責任！ 

  

謹此感恩所有校友們對校友會的一貫支持與照顧，並衷心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平安

喜樂、事事如意！ 

  

相禮(1984 造船系畢業)敬上 

01/31/2019, East Brunswick, New Jersey 

會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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