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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語（戴明瑞）秋天是出遊的季節，也是收獲感恩的季節，更是校友團聚
的季節--我們過了一個忙碌充實的秋季，請看本刊關於校友傳承，旅遊，年
會，校慶及重聚的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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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收一頁內短稿（含照片），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2019 年校友會活動通告
•
•
•
•
•
•
•

講座： 2/28（Thu)，台灣人醫學與生命科學職涯研討會，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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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完成。
春遊： 5/18 (Sat)，到 Duke Farms, New Jersey 郊遊踏青吃粽子，圓滿完成。
講座： 5/25（Sat)，財經教育推廣講座（紐澤西場），圓滿完成。
夏傳： 8/31（Sat)，首屆「台大校友‧傳承速配」活動，圓滿完成。
秋聚： 10/19 (Sat), 到 Fort Lee 參加校友會年會和老友相聚，圓滿完成。
旅行：四月-多瑙河遊輪，九月-波蘭華沙、柏林到慕尼黑，十二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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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消息
本校自 103 年度起，特別為繁星計畫生舉辦一日系列課程，目的係為加強輔導繁星計畫入學生，協助其提升
適應大學生活的能力. . . [more]
本校辦理希望入學招生管道，並推動希望計畫，招收具有服務人群及利他回饋特質、雖身處逆境但仍奮發向
上的優秀學生入學. . . [more]
校方特別送給參與開學典禮新生的美好祝「服」，希望藉由上衣 Logo，喚起所有新生，把臺大當作探險的
開始，勇敢在臺大找到理想和未來的方向！. . . [more]
NTU COOL 是 NTU COurse OnLine 的縮寫，平台建置的目標是成為臺大教師運用科技輔助教學、活化課程
設計、觀察學習情況的好幫手，同時協助學生培養自主學習能力、掌握學習步調. . . [more]
周副校長一直認為教育是「用心、關心、愛心、專心、熱心」缺一不可的良心事業，來看看周副校長─愛的
小故事吧！. . . [more]
從古至今，人們對縮小世界的想像不曾停止，如西遊記的孫悟空能把身體縮小，漫畫小叮噹(哆啦 A 夢)擁有
縮小燈，電影“親愛的，我把孩子縮小了”等皆有將人物縮小的精彩情節，然而，氣候暖化讓這一切不再只
是想像! . . . [more]
張慶瑞教授以「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和木蘭詩的「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深入淺出地譬喻
量子運算迥異於「非 0 則 1」的傳統電腦邏輯以及所謂的「量子糾纏」的真義. . . [more]
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沈向洋博士應本校陳銘憲副校長邀請，於本(2019)年 10 月 31 日蒞臨本校交流訪
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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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屆「台大校友‧傳承速配!」和年會重聚

(王劭文 - 法律 01）

2019 年八月底，本校友會舉辦了首屆「台大校友‧傳承速配!」活動，讓在美多年的學長姐傳授他們在美國的
工作、創業和生活經驗給剛來美不久的學弟妹，幫助不同世代的校友們在短時間內大量互動：2.5 小時兩兩
一對一速配時間，0.5 小時綜合心得分享和 1 小時晚餐自由交流時間。
本活動在七月末進行了一波小規模的宣傳，結果年輕學弟妹非常渴望得到指引，開出的 20 個名額在
8/1/2019 就報名額滿，進入候補階段，顯示這個活動呼應到年輕校友們的需求。最終我們有增收，讓 22 位
旅美不久的年輕校友和 22 位旅美資深校友參與「傳承速配!」。我們根據報名者問卷判斷他們想著重事業發
展或是旅美生活的交流，來分兩大組，每位學弟妹會與 11 位學長姐速配交流。沒能候補上的學弟妹們都很
希望還是能參與到本活動，因此我們安排開放了當日工作人員名額給他們，讓他們來協助活動的執行、感受
本活動的氣氛，也得以認識同樣擔任工作人員的幾位學長姊們。
8/31 活動當日，報名上的校友都興致
勃勃，參與傳承速配的學弟妹都迫不
及待開始「速配」，旅美資深的學長
姊也極為熱情傾囊相授，氣氛很活絡
又感人。規則設計是兩兩 12 分鐘交
流，就要移到下一位，對不少校友而
言一次 12 分鐘是不夠的，因此常有
談得欲罷不能的情況。但設計上，其
實是刻意要快節奏，讓人有意猶未盡
的感覺。於綜合心得分享時段，有年
輕校友說以前看著長一輩的人，不會
想要對話，但是透過這個傳承速配讓
他們對學長姊的經驗和見解大開眼
界，很感恩有這個機會。許多資深校
友也大加肯定此活動。晚餐時候，大
家輕鬆共餐，融洽開心，活動結束時
有不少校友們依依不捨，在我們的催
促下，才一塊慢步離開。
會後我們成立了一個「台大校友‧傳承速配!」Line 通訊群組，本次活動的幕前幕後工作人員和參與速配的校
友們都是當然成員，讓大家有持續互動的平台；不少參與本活動學弟妹後來也都出席了 2019 年 10 月的校友
會年會，令人感到頗為振奮，因此在年會晚宴前有場「傳承重聚」圓桌討論，每桌約 5~7 位學弟妹(讓他們
同輩之間也進行交流)搭配 2 位學長姊，
溝通方式除了交談，主持人也鼓勵大家
用蠟筆畫下自己的想法，幫助針對現實
挑戰激發出新思維。
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因為我們希望校友
們無論哪一年畢業，都會在校友會找到
支持的力量，甚至進一步貢獻出自己的
力量！因此期待台大校友之間的傳承交
流可以綿延壯大下去！

大紐約區台灣大學校友會第三十五屆年會記實

（王相禮 - 造船 84）

今年非常多的校友們少見地在年會報到處尚未備便前就已經抵達，好在多年來負
責報到事宜的理事們個個輕車熟路，沒讓校友們久等。感謝報到組的理事們，辛
苦了！
今年年會前的點心時間，餐點出乎意料地豐盛，所有的校友們都齊聲讚好！應該
是校友會多年來對飯店的光顧，讓宴會經理非常有感，特別賣力地回饋我們！
餐前講座我們請到了 1962 年農化系畢業的學長，Rutgers 大學講座教授楊中樞博
士來與大家分享他潛心研究的「飲食與健康」獨家心得，參加的校友們無不收穫
滿滿！
今年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1968 年歷史系畢業的李弘祺博士學長來擔任晚會主講。講題是「從經貿衝突到文化戰
爭：近代東亞近代史的反思」，所有的校友們都聚精會神聆聽，深深地被李學長風趣與精采的演講內容吸引住。
只可惜由於年會節目時間上的安排疏失，以致於無法讓李學長有足夠的時間，把千辛準備的主講內容與結論和大
家做更完整地解說！實在是對李學長非常不好意思，更感激李學長不藏私，把當天演講的內容與講稿在會後與所
有校友們分享!
今年年會我們收到了由校友及理事們慷慨捐贈的四十餘件禮物與千餘元獎金！1984 年政
治系畢業的中華民國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徐儷文大使校友亦百忙中抽空蒞臨與會並贈
禮、頒獎！再次恭喜所有抽到獎品的幸運兒們！
今年年會由 1953 年電機系畢業的賴國賓學長與 2019 年機械系畢業的李寬，共同創下了
校友會年會出席校友年齡跨距六十六年的最高記錄。李寬學弟更得到由 1958 年經濟系畢
業的蔡仁泰學長贈送的$500 特別最年輕校友獎！這充分的展示出所有的校友們對校
友會的支持，與資深學長對學弟學妹們的關心與厚愛！
今年年會節目我們安排了專業級拉丁舞王子戴超 Jason Dai 與舞伴 Jessie Mineau 來
表演 Cha Cha Cha、Rumba 與 Samba 熱舞。同時楊尤貲與林芳梅校友也帶領夢幻貓咪
歌舞團來給大家表演旗袍舞、Tango 與 Hip Hop 舞。晚會的 DJ 更在舞藝展示的時
間，準備了多首經典舞曲讓校友們下場大展身手，共舞群舞，互相 PK！
年會上我們也頒發了校友會優秀子女獎學金$500 給三位學業成績優秀的校友子女，
Sean Chia 謝翔天、Hannah Lin 林翊慈、Catherine Hung 洪凱欣。希望來年有更多的校友子女來申請獎學金！
上一屆 2017-2018 年校友會的行政人員也在會上接受了服務人員貢獻獎。謝謝他們過去二年的無私奉獻！
今年的年會上，1995 物理系畢業的滕敬齡也以新人之姿加入主持人的行列，並即興表演拿手的鋼琴演奏！希望來
年能再見到她更精彩的主持技能與才藝表演！
在年會晚會開始前，我們延續 8/31 的校友速配活動，進行了第二輪的
傳承活動，全體參與的校友們再次地相互學習，分享到了充實的各項
寶貴經驗與知識心得，也一致贊成校友會在未來繼續舉辦這項活動！
非常感謝熱情參與年會的二百一十多位校友們，讓我們於 10/19 日假
紐澤西州的 Fort Lee 圓滿舉辦完成! 希望在明年的年會上能再次見
到大家，一起同歡！
更多年會相片：
蘇斐璋提供 - https://photos.app.goo.gl/V1CEwR3fwf8sAwyx8
張佳和提供 - https://photos.app.goo.gl/snQRad6KC7XpTENd8

波蘭/德國之旅 (9/9-9/22/2019)

(賴富雄 - 土木 63)

今年九月秋高氣爽之際，我們一行 37 位校友及朋友，從波蘭的華沙出發，往南到古城 Krakow。接著沿著捷
克的邊界，往西到柏林。再沿著德國的東部，抵達旅程的終點慕尼黒。全程 13 天。
事先，大家都知道這個行程以二次大戰為主題，而不是去欣
賞湖光山色。所以會參觀見證二次大戰大規模破壞，大屠殺
留下的歷史古蹟。所以心情並不那麼輕鬆，有準備去看悲劇
敎育影片那樣的感覺。可是極棒的德國全程導遊及地陪，在
旅程中充分的講解各地區的藝術、音樂、宗教、和文學，加
上導遊在車上隨時播放有關的音樂、文史的一些片段。讓大
家覺得旅途蠻充實的，像是看一部嚴肅的影片，有深涵就不
覺得無味，反而是讓人回味無窮。
在波蘭，我們以最嚴肅的心情深度參觀了兩個最淒慘、最沒
人道的集中營。發現不幸被送到集中營的人，除了極多數是
猶太裔之外，也有當時納粹政權所想排除的俄羅斯、波蘭、
匈牙利人，還包括同性戀者。
在柏林，我們看到留下供人瞻仰的圍牆，也聽到一些東柏林
人投奔自由的真實故事。在附近的波茲坦三強領袖的會議廳
𥚃，聽到史達林如何操縱，分割德國，讓俄羅斯坐大，是戰後冷戰的開始。在慕尼黑，我們花一天在風景絶
佳的山頂上，參觀了希特勒第二個指揮中心，Eagle’s Nest。佩服他的眼光。
團員都覺得這個旅遊遠遠超過預期。

記 B64 四十重聚

（李嘉章 - 電機 79/B64）

最近學了一個新名詞。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當值日生？今年輪到我們
這一屆滿畢業四十周年，我們就成了四十重聚的“值年校友”。年初
開春系上和全校的值年校友就如火如荼地開始籌備活動。忝為美東人
頭，我被放在系上和全校的籌備小組裏。遠在海角其實使不上力，但
從 Line 群組的討論裏可一窺籌備活動始末。十分感動看到這些在各
自領域事業有成的校友願意同心合力親自捲起袖子為重聚鉅細靡遺安
排所有的細節。這與目前台灣的政治氛圍恰成一個對比，也證明四年
同窗情誼深厚。當傅鐘響起，在四十年之後還是可以召喚同學齊聚一
堂真心相見！
電機系的重聚活動是台南古城三日兩夜暢遊著名景點如安平古堡，十鼓文化村，奇美博物館，四草綠色隧道
等等。夜宿在兩周後林志玲舉行世紀婚禮的晶英大飯店。這些景點我一筆帶過，因為同學們多年不見聊都聊
不完，基本上就是讓遊覽車把我們從一個地方載到下一個地方，車上車下站著坐著一聊再聊，一點一滴似乎
想把把四十年時空的間隔在三天內填滿！晚宴時，在籌備小組精心策劃下以桌為單位，考驗同學的記憶力，
也激起同學尚存的競爭心不斷彼此爆料。餐桌上吃的是什麼已沒有印象，倒是少年十五二十時的狂狷情懷課
堂糗事讓人回味無窮！
十五日校慶傑出校友與在校生的頒獎典禮還是很勵志。其中受獎者有
大家較熟悉的普林斯頓電機榮譽教授劉必治. 重聚活動在下午三點展
開。搗麻糬的大杵在曲冰布農族的歌聲間與來到會場同學的驚呼中此
起彼落。六時入座用餐，籌備小組對餐點選擇，場地佈置，文宣印
製，節目安排無不處處到位。活動的高潮是各單位的團拍，主軸以系
為單位，輔以社團，初高中校友會各式組合。在大幅逼真的三幅校景
前，看似混亂，其實很有秩序地按著籌備小組的策劃，讓各個團體在
分散四十年之後，難得留下回味無窮的合影。
天下無不散的宴席是句老話，但在每一次重聚結束時都有更深刻的體認，尤其是我們的年華不斷老去，花果
逐漸凋零。曲終人散，再見時大家依依不捨互道珍重。這次重聚，我們“值年校友”集氣衝高了出席率，期
許大家彼此扶持為下次重聚更要努力保持高存活率！
最後以《緣起情深生生不息》串起十六字令三首給這次重聚作個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