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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欣逢農曆新年向各位校友們拜個「晚年」，今年
是〝金鼠〞年祝各位「鼠鼠如意」，亦是「處處如意」
事事有「成」:事事有「功」「成功」氣氛與我們校友
各自的崗位和事業永遠同在。 

團拜剛過校友會各項活動和刊物事宜步步按排就
緒，承蒙各位校友的熱心貢獻時間和精力協助，本人
在此致最大謝意並祝新年快樂。 

 

董事長的話 
 

一個成功的社團，必定是大家共同努力的結果，
校友會是你的、我的、大家的，需要大家的支持，有
錢出錢、有力出力，我們最需要的是你的參，參加校
友會活動，帶領未歸隊的同學們回來。提出意見，請
將校友會的「好」，告訴朋友，請將校友會需要改進
的地方，告訴我們。 

董事會今年努力的目標之一是要籌募獎學金基
金，希望能把這件事做好，當然我們要與籌款委員會
密切合作，希望各位同學大家贊助支持。最後希望同
學們大家參與使同學會更能欣欣向滎。 

董  事  長：于錢寧娜  副董事長：黃禎祥 
董  事： 2007/08  于錢寧娜、曾陳霖、于同根 
  鄭向元、張淑卿、陳榮仁 
 2008/09 黃禎祥、吳寶美、鄔來琪 
  張烈麟、陳輝泗 

(2008) 
會   長：陳榮仁 
第一副會長：陳品卉 
副 會 長：丁松洲 
祕   書：郭平生 
財   務：童筱玲 
公   關：吳同良 
學   術：鄭向元 
網   站：丁松洲 
會員資  料：陳奎璋 
刊   物：姚大敏 
活   動：鄭恆壽、梁美華、蔡光新、彭凱湘 
 曾美樂、程家祥、廖廣哲、譚苾媛 
康 樂 組：湯立恆 
聯 絡 組：陳麗如 
獎 學 金：于同根 
籌   款：廖學亮、劉航官、陳輝泗、程家祥 
 吳武田、趙 洵、梁小南、鄭恆壽 
 陳奎璋 
顧   問：廖廣哲、蔡慶輝、張淑卿、彭鈺絢 
 戴天佑、徐潮君、程家祥

—  時間：2008 年一月廿六日,下午 4 時 30 分 
時間:2007 年十二月十五日,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陳會長公館 
地點:會長陳榮仁公館 出席者：于錢寧娜、于同根、吳寶美、陳輝泗、陳榮仁、 
出席董事: 于錢寧娜, 于同根, 吳寶美, 陳輝泗 鄔來琪、黃禎祥、鄭向元、蔡慶輝 

陳榮仁, 鄔來琪 , 黃禎祥, 鄭向元 陳會長報告：春節團拜將於 2008 年 2 月 13 日，中午 11
點半假 Flushing Mall 二樓舉行。團拜將與文教中心聯合
主辦，董事會討論團拜細節，並請陳品卉、吳同良主持。 

‧陳會長提報 2008 年活動計劃,及理事名單,董事會
討論並通過. 

‧陳會長報告財務現況.一萬元定期存款將到期,計劃
續存於 Green Point Saving Bank. 

童筱玲報告財務：明細表分發與各董事，2007 年底結餘
$32,786 元。 

‧2007 年 12 月舞會有 632 元結餘,謝謝陳品卉及其
他校友的協助. 

董事會方針討論:1 )黃禎祥應多在 New Jersey 辦活動。 
2)于錢寧娜：獎學金基金須要募捐，請討論募款方式。建
議案包括：徵求贊助人，會刊接受刊登廣告—請各位校友
利用支持。3)吳寶美：建議同學會辦社區服務，例如打
掃市區人行道。4)建議由吳寶美將現有的兩套會員資
料，(分別為丁松洲和蔡慶輝收集整理)合併整理。5)年
會將於 10 月 25 日舉行，場地未定。6)下次董事會將於
5 月 17 日 4 點半在陳會長家召開。 

‧獎學金委員會報告陳會長將任主任委員,目前基金
有限,甚須募款 

‧黃禎祥被推選為董事會副董事長 
‧董事會建議增修現有通訊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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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Schedule  

健行Hiking 
April 26th 2008 10:00AM  吳瑞枝校友領隊 
May 10th  2008, 9:30AM曾美樂校友領隊  
 
烤肉 B.B.Q July 19th 2008  10:00AM 
梁美華校友領導 
 
年會(聖誕舞會合併) OCT 25th 2008, 4:00-11:30PM 
 
4/26 / 2008 (Saturday) Hiking trip 
Hiking Rule : 
No one should pass the leader, Bring lots of water. 
Whatever you bring should go out with you, Walk on the 
trail only. Wear comfortable hiking shoes. Bring lunch. 
Wear layers. 
Bad weather :  
cancel.  
Leader :  
Belle Chen 

Directions to Hike  

From Interstate 287 
North  

Take Route 287 
North to Exit 45 
(Wootton Street). 
Proceed to the stop 
sign and turn LEFT 
onto Wootton. Pass 
under the highway. 
Go through the light 
and up the hill to the 
4-way stop. Turn 
RIGHT onto 
Boonton Ave 
(County Road 511). After approximately 2 ¾ miles, turn 
LEFT into Pyramid Mountain entrance.  

From Interstate 287 South  

Take Route 287 South to Exit 45 (Myrtle Avenue, 
Boonton). Turn LEFT onto Myrtle Avenue. Go to the 
second light. Turn RIGHT onto Wootton Street. Go up the 
hill to the 4-way stop. Turn RIGHT onto Boonton Ave 
(County Road 511). After approximately 2 ¾ miles, turn 
LEFT into Pyramid Mountain entrance.  
(511 走到底時請右轉，馬上左轉，還是 511，再走沒多
久就到了，停車場在左手邊的樹林後，很小，如果停
不下，可停在路邊或繼續往前一點右邊的巷道裡。準
時出發，請務必提早到達集合地點。)  

From Route 23  
Traveling North: In Butler, take Boonton Avenue (County 
Road 511 South). Follow 4.4 miles past Taylortown 
Reservoir on your right. Turn RIGHT into Pyramid 
Mountain entrance.  

Contact Information   丁松洲 (M)973-494-4329 
陳品卉 (M)973-713-7001 

5/10/2008 (Saturday) Hiking trip 
Meeting time: 9:30 AM at the State Line Lookout, 
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 NY/NJ 
 
Hiking level: Level B(5.5 miles) 
 
Leader: May-Loo Dai 
 
Destination: Shore Path, 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 NY/NJ 
 
Trail description:  

• This trail starts from State Line Lookout parking 
area going down to the Shore Path of the Hudson 
River. 

• Will join the Chinese Mountain Club to maintain 
the trail (pick up trash, trim protruding branches, 
etc.).  If anyone wishes to volunteer, please 
bring your own gloves. 

 
Things need to carry: 

• Lunch, water, first aids, hand sanitizer, rain coat. 
 
Direction to the State Line Lookout(from NYC):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Upper level) 
 Palisades Pkway(North) 
 State Line Lookout(on your right, 2 miles 

after passing Exit 2) 
 
Contact Information   曾美樂 631-274-5159 

 
 

2008  
北美洲成功大學校友會「倪超校長紀念獎學金」

現起至 4 月 15 日接受申請，凡在北美大學部就讀二年

級以上，成績在 3.25 以上的校友會員子弟都有資格申

請，獎學金名額共三名，每名金額一千元，結果將於 5
月 15 日公布。如有疑問可詢問校友于同根，電郵信箱：

Michaeltyu@yahoo.com 詳細辦法及報名表格可上網查

詢：ncku.net。 
歷年大紐約區校友子弟均有得獎者，2007 年是校

友徐潮君、姚大敏在 MIT 就讀的公子徐博客受獎，大

家均以為榮，今年希望有資格申請的子弟儘早準備，

以免錯過這難得的機會。 



團 拜 剪 影 
2008 (Flushing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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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屆 嘉 年 華 會 
(2008 年 1 月 14 日-19 日加州洛杉磯) 

遊輪花絮童筱玲 關於我們 
鄭謙涉 1966 機械 2008 年全球校友嘉年華在海上的五天，除了碧海

藍天、美食、好友以外，最令人難忘且津津樂道的就

是大紐約區的表演‧ 
 

2008 年 1 月中

旬，從冰冷的紐澤西

坐飛機到溫暖的洛杉

磯，參加南加州校友

會主辦的遊輪嘉年華

會。多年不見的老同

學見面，興致高昂地

回憶往事，有些同學

自畢業後未曾謀面，乍見面，好像一幌眼 40 年光陰已

逝，遽然間變成了白髮蒼蒼，不勝感嘆。 

表演的主題是“NEW YORK ,  NEW YORK＂新

上任第一副會長陳品卉點子特多，配上幽默風趣的旁

白，演員们賣力的演出，在短短的十幾分鐘把紐約的

街景及特色表現得活龍活現，令人拍案叫絕： 
 

  
 

   

  Sara 
 

  
豪華遊輪上有各種輕鬆的活動及聚會，精彩舞台

劇、樂隊演奏、DISCO舞會、卡拉OK演唱及各區校友

的同樂會。各路英雄美女上台展現演唱才華，令人嘆

服。大紐約區校友們不落人後，臨時創意上台，將紐

約大都會的景像，如自由女神、上班族、街頭小販、

摩登女郎、流浪漢、酒鬼、同性戀等，生動的表現在

舞台上，加上主持人

 
 

 Gay Couple  
 

   陳品卉校友妙語如珠地介紹，舉

火炬之女神右臂酸換手舉的動作，博得校友滿堂喝采。    

 從遊輪歸來後之晚上，有歡迎晚會及隔夜之嘉年

華會，再次見識成大校友及眷屬們除了工作能力外多

方面的才華，如獨唱、合唱、演歌劇、拉胡琴、相聲

等等，唱作俱佳的表演令校友們印象深刻。

  
 

‧    
賴明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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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的小提琴演奏及演說，使校友們體會到校長的才華

及為成大的發展所下的苦心。 

就 憑 這 些 大

卡司演員，若

是 看 官 沒 看

到這場戲，您

真 是 損 失 大

了！ 

謝謝南加州校友會及謝孝忠學長的精心策劃、不

辭勞苦的協助照料，使各校友們能盡情地享受，滿懷

回味無窮的心情而歸，並期待下次的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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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四十年後同學重聚的敘談 
梁美華 1965 化學  吳武田 1965 化學系 

 第六屆嘉

年華會，我覺

得陳品卉所辦

的餘興節目真

是精彩，個個

校友的演技實

在非凡，我非

常驕傲我是大

紐約區校友會的一份子。 

作夢也沒有想過我們班上是如此相親相愛。 
在遊輪上的四天及下船後的兩天大會，「開會」

是美其名，都是坎大山，沒完沒了的。照相一拍、再

攝、又影、個人的、團體的、各式小組的、男子組、

女人組，真是百般合作，毫不厭倦。 
感謝李前大的發起及各位學長彼此的鼓勵、軟硬

兼施的催促，使得完成我們畢業四十三年後第一次的

團聚。 這次嘉年華會，我們班上同學能在畢業後四十

年，第一次重聚在一起，實在難得。古人說：他鄉遇

故知是人生一大樂。這句話確實說得很對。很多同學

在街頭巷尾相逢，卻根本無法相認。四十年的時間，

把我們都改變了。 

當然，歲月的痕跡使我們要花個片刻來認出是當

年的何許人也，如果在路上，大概就是擦肩而過，視

為陌生人了。值得高興的是，大家過得非常正面、個

個健康，社會賢達、國際學者、名流及富商巨賈不乏

其人。 
每個人的經歷可寫成一本書，個個談起這四十年

來所做、所看和所想的，真是感人。有的同學已經子

孫滿堂，有的同學已經退休，有的同學建立公司，有

的同學當教授，等等。在這四十年中有的同學替同一

個公司做二、三十年，有的同學轉來轉去替好多個公

司做事，有的同學根本改行，有的同學變成很忠誠的

宗教信徒。人生的遭遇和運氣個個不同，個個人的知

識和經驗真是值得借鏡參考。 

這次班上共出席十八人，現任的校長也來了，全

球校友約 650 人，年齡相差有 70 歲，這樣的出席令人

滿意吧！ 

歡樂的時光總是過得太快，七天的聚會還不過

癮，散會後意猶未盡，又約在同學家「開會」了。大

家相約在 2010 年欣逢校慶、系慶，班會在台南、台中

再見。 
我個人在這四十年裡的生涯也是變化很多。我在

研究院讀書時很有成就，所有研究結果都有所發表和

被人重視，但是等到公司做事時卻不能被重用。由於

人事爭執，每四、五年就換一家公司，結果到處奔跑，

給家人帶來了許多不愉快的壓力。到了我四十五歲的

時候，這時應該是人生最頂峰的時期，但是我仍然覺

得前途茫茫，甚至受到失業的威脅。 

這樣的盛會，背後不知有多少學長的貢獻，尤其

是謝孝忠和孟慶傑夫婦。感激！感激！ 
這次遠遊不但玩得很愉快，並且心存感激另一功

臣：吳武田。我們兩家住得很近，平日有來往，比較

了解。原來沒有參加的意願，經他盛情的邀約，他的

說服力無法抗拒，我們改變初衷，才沒有失去這次的

大好機會。 

有人說：我們可以買時鐘，但卻不能買時間。

改變自己可能比較容易，但是改變別人並不容易。感

謝內人的了解和鼓勵，我開了一家公司。依照自己喜

歡的生活方式從事經營。終於在這二十年裡，不必再

找房子和搬

家，也做自

己喜歡做的

事情，可以

說運氣還不

錯。從此以

後可以心平

氣和，過著

快 樂 的 人

生。 



說起我們這一班，凝聚力之強真可以自豪。畢業

之後雖天南地北各奔前程，但魚雁往返互敍情懷卻不

絕如縷。從 1999 年的成大校友嘉年華會開始，我們

每屆都借機召開班友聚會。其他在臺灣或北美舉辦的

大小型聚會更令人無時或忘。三十幾年累積下來的互

通書信及發表的文章也就數量可觀。  

我們 52 化工這一班 

鄭恆壽 

在 1988 年成功大學大紐約

區同學會剛成立時，我就加入成了

會員。這二十年來雖然當了不少次

的董事和理事，替校友會做了不少

事，但也常在董理事會上嘵嘵不休

發表了很多謬論。當然，言多必

失。惹人心煩，在所難免。於是校友會決定在 2008 年

的北美成大校聯會的大會上，在我頭上扣個“默默耕耘

獎”，強烈暗示我以後 “閉上嘴巴多做事”。這個意思我

當然懂。所以當主辦會刊暨頒獎事宜的孟慶傑學姐要

我寫篇得獎感言之類的文章時，我就只好默默的敬謝

不敏了！  

於是，林身振有心的提出集結成書的構想， 並獲

得各地班友的熱烈廻響。可喜的是，以李武台在 1999
年嘉年華會時慷慨捐出的班友活動經費為基金，加上

各地班友的贊助，出版專刊的費用就有了着落。經過

一番討論協議後，班刊終於定名為“成大人吾倆化工

情”，（以 “吾倆”諧音 52）。無數的信件照片在林身振

及夫人黃娟美費心費力廢眠忘食的搜集取捨後，由外

文系畢業的學妹鄭素娥承當起主編的重任，這本“空前”
的班刊終於如期在去年在台北舉辦的嘉年華會上交到

每位與會班友的手上，以後更由林身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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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江山易改，本性難移。校友會的事可以不

談，我們 52 化工這一班去年出版了一本 “空前”的班刊

的事，我可不能不趁機在此吹噓一番了。不是我自己

往臉上貼金，黃定加校長在他所寫的序言上，就稱讚

這本書是“化工系畢業系友空前的一本班刊專書”。  

及黃森一不辭

辛苦的分送到海内外各大圖書館。  
林身振這本班刊的出版，固然完成了 在班刊首頁

題上的 “我們自己留下鴻爪”的心願，但我們還有更上

層樓的期待——希望收到抛磚引玉的效果，看到其他

系級青出於藍的佳作——我們正翹首企盼。

~~~~~~~~~~~~~~~~~~~~~~~~~~~~~~~~~~~~~~~~~~~~~~~~~~~~~~~~~~~~~~~~~~~~~~~~~~~~~~~~~~~~~~~~~~~~~~

        陳品卉 
12 月 9 日，晚假法拉盛環球俱樂部舉行 2007 年聖誕舞會，百餘位會員與

家屬前來共襄盛舉，主持人陳品介紹 2008 年度新會長陳榮仁和董事長于錢寧

娜與校友認識。陳榮仁會長在美國工程界工作，後來在多種行業，包括發展商、

零售和辦學方面發展都很成功，曾擔任「美華工商協會」董事長。于錢寧娜是

校友會上任會長，在皇后區公共圖書館服務 38 年，雖已退休，但服務社區的

熱情不減。兩位攜手服務校友會，大家期待著有更多的活動呈獻。  

舞會中特別安排了四位舞林高手當舞男，湯立恆、丁松洲、徐潮君、曾慶華為女

士們伴舞，揮汗一晚，為校友會賺進近一百元，辛苦啦！特別節目更是高潮迭起，好

戲連連。包括吳同良的獨唱、甘台甯與謝克勤的戲鳳，賀筱岳率麾下數名壯漢校友組

成的肚皮舞團，手揮輕紗，扭腰擺臀，雖是倉卒成軍，卻也是舞姿曼妙，贏得掌聲無

數。羅密歐(戴天佑飾)與茱莉葉(丁松洲飾)的樓台會，更是讓觀眾捧腹大笑。校友們

的多才多藝發揮的淋漓盡致。 
晚會在歡笑聲中結束，大家互祝佳節愉快，並相約明年再見。 

 

 
前教育部長吳京院士，民國 23 年生，成大土木系 45 級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流體力學博士。曾在德

拉瓦(Delaware)大學任教數年，民國 83 年回國接任成大第一任遴選校長。被尊稱為「台灣教育改革推手」

的前教育部長吳京院士，因為「壼腹癌」，病逝台南成大醫院，享年 74 歲，成大已經成立治喪委員會，於

一月二十七日在台南市立殯儀館舉行家祭及公祭，大紐約區成大校友會已致送花圈追悼。



陳輝泗、鄭恆壽 2008 嘉年華會中得獎 
 鄭向元 

嘉年華會中，重要的節目之一，是由「北美成大聯合校友會及基金

會」負責的頒獎典禮。自 1997 年以來，「北美成大聯合校友會及基金

會」於每兩年頒發〝傑出校友獎〞及〝默默耕耘獎〞來表揚各地的傑出

校友，大紐約地區校友會在 2007 年前已有八位學長(張鍾濬、朱兆凡、

曾陳霖、戴天佑、劉航官、鄭向元、廖學亮、陳榮仁 ) 得此殊榮。 

今年 2008 嘉年華會我們大紐約成大校友會又有兩位學長獲選：陳

輝泗獲〝傑出校友獎〞，鄭恆壽獲〝默默耕耘獎〞。恭喜他們！ 

 
傑出校友獎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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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輝泗 1957 建築 

傑出校友獎

及默默耕耘獎都

是一樣，不外乎

是在自己的學術

領域有所成就，

或是在社會團體

裡比較活躍，或

是 在 賺 錢 上 特

別能幹，受到大

家的肯定，即可得獎。在美國打拼了幾十年，對以上

所提的幾個條件，可以說大多數的人都能合乎標準，

至於能否得獎，就要靠天時地利與人和了。  

我這次得獎，特別要謝謝鄭向元同學及提拔委員

會的推薦，以及北美校友會基金會的選拔，因而得以

如願，也為自己一生的辛勞畫上完美的句點。領獎之

日，除了內人上官筱玲在場之外，長子聖禮亦從舊金

山飛抵長堤參加午餐會及頒獎典禮，對我來說，當然

是有很美滿的感覺。這也是我一生所追求的，不是大

富大貴，而是隨心所欲，平平安安。  
頒獎典禮是在 1/19 下午一時至五時，選有兩位終

生成就獎，六位傑出校友獎及八位默默耕耘獎。當天

正好校友會舉辦了個洛杉磯及 Getty Museum 之全日

遊，整整五大巴士的同學都被拉走了，幸好參加頒獎

的人還不少，座無虛席，異常熱鬧。紐約方面的得獎

人除了我得傑出校友獎之外，還有鄭恆壽獲默默耕耘

獎。

2008  
周俊良：受獎感言 

在現今時髦的社會中，常常見到凡是有頒獎典

禮，無論是奧斯卡金像獎或是文藝獎，受獎人都會被

請說幾句「感言」之類的話。今天我雖是受獎人但因

為節目排得滿檔而緊湊，未能有機會將準備好的話

「說」出來。  
今天恰逢我們作協春節團拜，所以首先是要向各

位先進前輩們拜個年，祝各位新年如意身體健康，鼠

年行大運、發大財（嗨！寫文章發大財的能有幾人？）  
平常我們看到，受獎人說「感言」，總是先要感

謝許多人，有的甚至連阿姨的堂叔的親家都在感謝的

名單內。雖然我不至於謝得那麼遠，但要謝的人倒也

很多，首先要謝的是馬克老，因為今天到底是他親手

將這張獎狀頒給我的，當然也要感謝敘獎給我的華僑

救國聯合總會。還有要謝的是本會的趙會長和石祕

書，如果沒有他們的鼓勵和推薦去應徵，今天這張獎

狀就不會落到我的頭上來。  
本書在付梓前蒙姚立民先生為我斧正潤飾並賜下

精闢序言；另外承蒙中華書局王老闆轉請到遠在台北

的退役空軍上將趙知遠先生賜下非常誠懇感人的序

言；他從另一角度切人，非常細膩的為本書點出感人

之處；此序放在首頁能先聲奪人，使讀者一讀上“趙序”
就無法捨下。 

 

周學長以 「衣冠塚外的

我」作品參加華僑救國聯合

總會僑聯文教基金會2007年
華文著述獎，榮獲文藝創作

項小說類佳作。



 

2007  
～～～～編 輯 部～~~姚大敏~~ 

捐款人 日期 金額 Remarks 
‧校友通訊歡迎校友們踴躍

投稿。  
黃楨祥 1 2/26/07  $ 100.00    James Hwang 

2 盧德光 3/13/07  $ 100.00    ‧校友會各項活動，請大家
躍躍參加。 3 陳銘德 09/08/07  $ 100.00    

4 Kenneth Keng 12/18/07  $ 500.00  General ‧若您本人或知悉其他校友
有地址、電話或 e-mail 變
更請知校友會 . 請 函 寄 或

email 至 丁 松 洲 
joeting88@yahoo.com.tw。  

5 Russel King 12/14/07  $ 100.00  Scholarship 

***謝謝以上校友捐款*** 
2008 會員會費收入名單  
至2008 年２月已繳會費名單如下: 
個人年度會員會費 ($20):  

‧校友會最新活動及校友訊息在校友會網站均
有報導

梁大偉, 陳正宏,  湯立恆, 郭淵棐,  陳奎璋  
 http://www.ckuaagny.org.請各位多加

利用

董繼璜, 何道祥,  楊金柱, 劉茂隆,  朱正綱 
夫妻年度會員會費 ($30):   。 

金甫胤夫妻,  周俊良/張寧夫妻 
‧謝謝我們校友會網站主編,丁松洲

 8

校友為我們
的綱頁時時維護和更新,特此致謝。  

個人永久會員會費 ($200): 陳榮仁 
夫妻永久會員會費 ($300): 耿揚名、姚永明  
***尚未繳交2008年會費的校友,請用下列會員繳費/捐
款回條 及早繳費. 謝謝!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CKUAAGNY : CKUAAGNY, 80-17 Bell Blvd., Queens Village, NY 11427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80-17 Bell Blvd., Queens Village, NY 11427 
WWW.CKUAAG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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