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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陳品卉陳品卉陳品卉陳品卉 主編主編主編主編：：：：丁松洲丁松洲丁松洲丁松洲、、、、許沛然許沛然許沛然許沛然 
 

會長的話會長的話會長的話會長的話    
陳品卉陳品卉陳品卉陳品卉    

    
新年到 新年到 穿新衣 戴新帽 

送您一個大  金 運 福星高照 

新年團拜 對聯鞭炮 春暖花開 爬山登高 
夏蟲唧唧 公園燒烤 專題講座 學術研討 
芝加哥行 先訂機票 秋高氣爽 年會相邀 

所有活動 敬請務必到 務‧‧必到 

學長弟妹 一個不能少 不‧‧能少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接下會長一職，雖說在校友會也見

習了二十一年，又有歷屆會長樹立的優良典範，只須蕭規

曹隨， 依樣畫葫蘆就好。 但品卉仍然抱著如履薄冰的心，

惟恐有負學長姊弟妹的期許。在此，感謝所有董事頂力支

持，以及理事們慨然允諾，和品卉攜手同行，為校友會再

創佳績。 

像往年一樣，我們將舉辦團拜、健行、烤肉‧‧等活動。

今年北美校友聯合會年會將在芝加哥舉行，邀請全體會員

前往。除此之外，會員資料全面校正，更是一大項目，須

要大家參與協助。現急徵普查員數名，請向姚大敏、陳榮

典報名。 

校友會是大家的，多參加活動，就是對校友會最大的支

持， 那就等您來囉！ 

董事長的話董事長的話董事長的話董事長的話    
黃禎祥黃禎祥黃禎祥黃禎祥    

    
2009 年是一個牛年，具有”扭”轉乾

坤的重大潛在意義，在過去的 2008
年中大家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種

種金融風暴及危機，使得大家在精

神上、工作上、經濟上或多或少都

受影響。 

希望在新的一年之中從種種” 危機”
帶來” 轉機” 而走向更成功的路上，

祝大家在未來的一年當中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尤其在這種時候最需要的是朋友相助，要

多參加校友會活動，才能互相幫助。 

 

董事會名單董事會名單董事會名單董事會名單 
2008-2009 

黃禎祥(董事長)、陳榮仁、吳葆美 
鄔來琪、鄭向元、陳輝泗 

 
2009-2010 

童筱玲(副董事長)、于同根、耿揚名、陳品卉、楊秉剛 

 

 

 

捐款芳名錄捐款芳名錄捐款芳名錄捐款芳名錄 
獎學金 會務 

顏經洲 $30 吳武田 $700 
廖學亮 $500 
劉茂隆 $200 
施子耕夫人 $500 

 

http://www.ckuaagny.org/
mailto:pc8161@yahoo.com
mailto:joeting88@gmail.com
mailto:hsupeijan@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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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超獎學金倪超獎學金倪超獎學金倪超獎學金 
全美倪超校長獎學金成立已有十

多年，頒贈成大校友子弟。凡現

在大學就讀，學業成績平均在

3.25 以上者，均可以申請。每年

有三個名額，獎金每名美金一千

元，四月十五日是截止日期，詳

細規則及報名表在網上 ncku.net 
均可以找到。  

大紐約區校友子弟歷年均有獲獎

者，希望夠資格的子弟，都不要

放棄這一個榮譽。2008 年度倪

超校長獎學金大紐約區的得獎者

是六六級劉茂榮的女公子劉佳穎

(Jenny Liu 現在 MIT 就讀)。 

 

 
蕭主任與葉前主任頒發倪超獎學金 

 

““““傑出校友獎傑出校友獎傑出校友獎傑出校友獎””””及及及及
““““默默耕耘獎默默耕耘獎默默耕耘獎默默耕耘獎”””” 
公開徵求提名公開徵求提名公開徵求提名公開徵求提名 

自 1997 年以來，北美成大校友

聯合會暨基金會每兩年頒發傑出

校友獎及默默耕耘獎來表揚各地

的傑出校友，本會至今已有十位

學長得此殊榮。 

此時又到遴選提名的時候，本會

提名委員會希望能在這兩獎項推

薦人選，現公開向所有會員徵求

提名，再由董事會以票選方式產

生候選人。如您有適當人選，請

於二月二十一日前與任何一位提

名委員會的董事聯絡，謝謝您的

協助與支持。 

大紐約區成大校友會董事會提名

委員會：童筱玲〈主席〉、

黃禎祥、陳品卉、鄭向元 

請上校友會網站下載報名表 

歷年大紐約區得獎校友歷年大紐約區得獎校友歷年大紐約區得獎校友歷年大紐約區得獎校友 

傑出校友獎 

張鍾濬 
朱兆凡(2001) 
曾陳霖(2003) 
戴天佑(2005) 
陳輝泗(2007) 

默默耕耘獎 

劉航官(1999) 
鄭向元(2001) 
廖學亮(2003) 
陳榮仁(2005) 
鄭恆壽(2007) 

    
2009200920092009 第一次理事會第一次理事會第一次理事會第一次理事會    
1. 地點：會長陳品卉學姊公館  
2. 時間：2009 年 1 月 3 日 3:00PM – 

5:00PM  
3. 參加人員： 

3.1. 出席： 
陳品卉、耿揚名、盧德先、 
彭鈺絢、童筱玲、鄭向元、 
丁松洲、許沛然、姚大敏、 
陳榮典、陳銘德、梁美華、 
吳同良、蔡光新、焦國安、 
徐潮君、吳葆美、朱鳳子、 
王頌平、吳武田、陳玲子、 
于同根、錢寧娜、楊秉剛、 
鄔來琪、陳輝泗、黃楨祥 

3.2. Call in： 
勇謀、譚苾媛、 
顏經洲、鄭恆壽 

4. 會議記錄：  
4.1. 新春團拜，由陳銘德學長負

責。定於 2 月 7 日(星期六) 在
帝 國 酒 家 Wayne, New 
Jersey 舉行，中午 12:00 至

3:00PM ， 自 助 餐 式 ， 成 人

$15，孩童$10，將舉辦書法

表演、猜謎，歡迎提供餘興節

目，共度佳節。。。。 (按按按按：：：：帝國酒家帝國酒家帝國酒家帝國酒家

停業停業停業停業，，，，已另覓地點已另覓地點已另覓地點已另覓地點，，，，詳情請看校友會詳情請看校友會詳情請看校友會詳情請看校友會

活動公告活動公告活動公告活動公告) 
4.2. 於 5 月份舉辦踏青郊遊，由黃

素薌學長主辦，日期與路線待

定。  
4.3. 勇謀學長將於 6 月舉辦有關學

術性的活動，內容待定。  
4.4. 因考慮氣候與溫度，烤肉活動

將由 7 月份提前到 6 月，由梁

美華學長主辦。日期及地點將

另行通知。  
4.5. 北美校友會年會預定於 8 月

13 日 – 15 日在芝加哥舉行，

領隊吳同良,副領隊黃楨祥學

長負責聯絡。 
4.6. 大紐約區年會，經討論，初步

同意改變形式，將安排紐約─

紐約遊輪 overnight，船上活

動包括吃住與康樂活動。日

期、價格及其他事宜由耿揚名

學長接洽後再提供細節。為確

保艙位，請利用 email 先諮詢

一下可能參加人數，以便安排

預定。船費部分，若是雙人內

艙 ， 最 低 價 格 大 約 是 每 人

$150，第 3、4 人共住一艙時

船費可減少。實際情形待日後

另行通知。  
4.7. 新年新目標，應該盡力多找旅

居北美地區的校友們能夠回歸

校友會。包括校友會會員資料

收集與校正，由賴燦宏,及姚

大敏學長負責。  
4.8. 第一次會訊定於一月下旬出

刊。理事會成員應於 1 月 10
日之前，提供大約 100 字自

我介紹及照片一張，送交會訊

負責人丁松洲, 許沛然學長。  
4.9. 童筱玲 , 彭鈺絢完成財務交

接。感謝吳武田捐贈會務款

$700。 
紀錄：耿揚名 

 

2009200920092009 會費收入會費收入會費收入會費收入：：：： 
終生： 劉茂隆，陳麗如 
夫妻： 周俊良/張寧 
 王曉明/龍曾岳 
 王頌平/朱鳳子 
個人： 湯立恆，王維強，施永強 
 楊秉剛，陳正宏，張政源 
 王明賢，陳榮典，曾家楨 
 勇謀，張豐禪，洪家昭 
 魏清松，顏經洲，賴燦宏 
 朱玄民 

http://www.ncku.net/
mailto:tungfang66@yahoo.com
mailto:jhwang1@aol.com
mailto:pc8161@yahoo.com
mailto:jerrysycheng@yahoo.com
http://www.ckuaagny.org/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NewYork/pub/NEWS.ASP?ctyp=NEWS&catid=1765&ctxid=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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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封封封「「「「牛牛牛牛」」」」榜榜榜榜》》》》 
((((一一一一))))    

為您服務的董理事們為您服務的董理事們為您服務的董理事們為您服務的董理事們    

陳品卉陳品卉陳品卉陳品卉 
(會長會長會長會長、、、、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少年：一心嚮往南

台灣的豔陽和住校

生活的自由自在，

不顧老媽反對，進

了成大，當了成大

人，也當了成大媳

婦！ 

青年：一心作個奉

公守法的公務員，

任職稅捐處，竟然

自掏腰包幫纳稅人

繳稅(像話嗎?)逃來

美國吧！ 

中年：一恍二十餘年，讀了兩個學位，

養大兩個孩子，卻也兩眼昏花，兩鬢斑

白啦！ 

今年：一願，全世界人民豐衣足食，二

願，兩位「馬」總統能力挽狂瀾，帶領

升斗小民，安渡經濟海嘯，三願，校友

會會務昌隆，衆家兄弟姊妹閤府康健，

四願……什麼?只能三願?！唉！那就

和老伴笑傲江湖、浪跡舞林去也！ 

耿揚名耿揚名耿揚名耿揚名    

((((第一副會長第一副會長第一副會長第一副會長、、、、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1977年成大交通管

理系，1979年土木

工程研究所交通工

程碩士。曾任交通部運輸計畫委員會，

陽明海運公司。1986年赴美，獲紐約州

大航運管理碩士，並進入國際遊輪界服

務。任美國Salen Lindblad Cruising公司

副總裁，美國Quark Expeditions公司船

隊營運總經理。1996年創立奇航公司

Amazing Cruises & Travel，任負責人迄

今。太座Karen是成大同學，育有2女，

家庭美滿。嗜好包括：吃的健康，玩的

開心，經常運動。 

吳葆美吳葆美吳葆美吳葆美        

(支援支援支援支援、、、、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1965年成大數學

系畢業就來到美

國念書，誰不是

這樣，一晃就是

幾十年。有位好朋友他是成大物理系畢

業到紐約州立水牛大學，然後到哥大，

我們就跟著三度同校不同時。最近才想

到另外一位物理系同學竟是四度同校，

只缺小學六年，再也找不到五度同校

了。之後在IBM工作了三十二年，兩年

多前退休了，並結婚，外子是洋人，語

言格隔閡所以很少露面。喜好是歌劇芭

蕾古典音樂，還有獨木舟(鋁舟也)。 

鄭向元鄭向元鄭向元鄭向元    

((((公關公關公關公關、、、、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在大紐約地區，

成立於 1987年九

月十九日的『成

功大學校友會』

是一個非常成功

的社團。我很榮

幸能先後當選第

一任會長及第一

任董事長。成大土木系畢業後，一直在

都市計劃及交通運輸方面發展。在紐約

市政府都市計劃局工作三十七年後，於

去年十月退休。 

鄔來琪鄔來琪鄔來琪鄔來琪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1964 會 統 系 畢

業，之後在紐約

大學取得 MBA。

畢業後我通過地

方政府行政事務

考試，成為地方

政府領域中人力

資源管理局的一名 principle 會計師，開

始我的公務員職業生涯。 

當電腦化逐漸在商業世界展開，我工作

的會計系統被挑選為試驗的先驅。於是

我被選派去接受訓練，也因此改變了我

的專業。我是專案經理，多年來，我負

責設計、改變、執行很多自動化的財

務、預算和成本會計系統。  

最值得驕傲的是吳同良和我有三名了不

起的小孩：John，Nancy 和 Natalie。現

在，我們還有三名可愛的孫子。 

陳銘德陳銘德陳銘德陳銘德  
(團拜活動團拜活動團拜活動團拜活動) 
造 船 係 71 級

（ 1982 年 ） 畢

業，1987 年來紐

澤 西 理 工

（ NJIT） 轉讀 資

訊工程，現任職

於紐約州會計師

協會，太太王秀忍，在家相夫教子，獨

女陳清芬，目前就讀紐約大學一年級，

很高興能有機會為校友們服務。 

王頌平王頌平王頌平王頌平  
(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機 械 56 級 次 ，

1970 紐約州立大

學碩士，1973 普

渡大學博士，畢

業 後 進 入

ExxonMobil 石 油

公司服務 30 年退休，專長是環保工

程，目前做一些工程顧問工作。 

朱鳳子朱鳳子朱鳳子朱鳳子 
(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會 統 57 級 次 ，

1970 紐約州立大

學 碩 士 ， 畢 業 後

從 事 財 務 預 計 工

作，2005 年從醫

院 財 務 部 門 退

休 ， 目 前 做 短 期

報稅工作。 

古語說得好”兒孫自有兒孫福”，一兒一

女都已經成家立業，不需我們擔心，目

前家庭成員，只有我們二老加上二隻

貓。 

閒餘活動是高球、麻將、卡拉 OK、電

影、旅行、種花養草以及朋友相聚話家

常。 

勇謀勇謀勇謀勇謀        

((((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    

1975交 管 畢 業 ， 1982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MBA ， 在 1991成 為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在 2003 成 為  certified 
financial advisor。 
自1991起即在Parsippany, New Jersey 自

行開業，提供會計、稅務和財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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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典陳榮典陳榮典陳榮典 
(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1977 統 計 系 畢

業，1988 年 ph.d 
from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

Ohio。 現 任 職 於
Schering-Plough 

藥 廠， 負責 統計

分析工作.。很高興有這麼個機會在校

友會服務。 

興趣：年青時喜歡登山、露營，近年來

喜拉二胡，還想學做木工。 

吳同良吳同良吳同良吳同良    

((((顧問顧問顧問顧問))))    

畢業於成功大學後，

來美深造，1970 取得

紐約大學工商管理碩

士，曾任職於聯合國

主計處多年，現任紐

約州政府審計調查局主任稽核，對維護

國家法律綱紀，確保政府資金運作恰當

及杜絕公司企業貪污漏稅之弊端，有卓

著之貢獻，曾多次獲政府當局的表揚。 

為人誠懇負責，熱心公益。待人親切，

熱愛運動，尤以歌唱載譽僑界社區。。。。 

丁松洲丁松洲丁松洲丁松洲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刊物刊物刊物刊物) 

1976統計1979工研，

畢業後一直在從事電

腦管理資訊系統的設

計工作。 

除了工作，最感興趣

的就是國標舞，學舞

十多年，雖資質魯鈍，卻樂在其中。

南征北討，闖蕩舞場，廣結各大門派

舞林中人，以舞會友，不亦樂乎！不

亦樂乎！ 

黃素鄉黃素鄉黃素鄉黃素鄉 
(健行活動健行活動健行活動健行活動) 

1971 外 文 畢 業 ，

1983 攜二子隨夫來

美 New Jersey一住

二十六年，1990 進

台塑任職至今。 二

小兒已長大離巢，

老大作畫，老二譜曲，巢中二老相互扶

持，日子安靜恬淡。 

許沛然許沛然許沛然許沛然 (刊物刊物刊物刊物) 
2001 化 學 系 畢 業 ，

2004 年 來 到 New 
Jersey ，2006 年完成

化學碩士學位，畢業

後 在 一 家 小 公 司

（ IAL ）工作，主要

負 責 藥 物 分 析 的 工

作，雖然公司不大，不過工作也算穩

定，在這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目前還

沒有要被裁員的顧慮。 

現在家中只有夫妻兩人，希望在

2011 年可以有能力生個小寶寶，很高

興能在這 2009年為各位校友服務。 

彭鈺絢彭鈺絢彭鈺絢彭鈺絢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我想以寫履歷表的方式

是最能簡潔扼要地介紹

自己： 

名字；彭鈺絢 

學歷：成大會計、

MBA、稅法碩士 

專長：NJ、NY執照會

計師 

現職：Verizon資深稅務

經理 

喜好：運動、旅行、看電影、看小說 
婚姻：已婚；夫：蔡慶輝(蔡教授，會

叫的野獸)；生二女：尚璇、尚純。 

很榮幸能擔任今年的財務大臣。 

賴燦宏賴燦宏賴燦宏賴燦宏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1987 年化學系畢業。

現在就職於 Prudential, 
Corporate Technology 
Management， 作 一 名

小 小 的 UNIX System 
Administrator，來撫養

三個小孩。最小那 一個的才 9歲。 

回顧我的求學過程，實在是可以用莫名

其妙來形容。成大化學系畢業後，來

NJIT 念環境科學，拿到博士學位後，

又去 Seton Hall University 念兩個碩士：

一 個 是 資 訊 系 統 ， 另 一 個 是 MBA 

(Major Finance)。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

要這樣念來念去，我只能回答說，其實

是因為不知到自己的興趣所在，也不了

解自己要追求什麼。現在我只想好好把

三個小孩撫養長大，其它的就等退休後

再說吧﹗ 

姚大敏姚大敏姚大敏姚大敏(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徐潮君徐潮君徐潮君徐潮君(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徐潮君 1974 造

船系(第一屆)，

姚大敏 1974 地

球科學系。畢

業後， 潮君就讀研究所，大敏任職中

油 。 婚 後 分 赴 Yale 及 University of 

Delaware 就 讀 。 一 女 一 兒 皆 在 New 

Haven 出 生 。 畢 業 後 ， 潮 君 任 職 於

Schlumberger 作研究，大敏服務於地方

政府電腦部門，目前分別為 science 及

IT consultant，兼營公文教室。居家於 

Danbury CT，很高興能有機會為校友效

力，請多指教。 

 

2009 理事會名單理事會名單理事會名單理事會名單 

會長  陳品卉 

第一副會長  耿揚名 

副會長  盧德先 

秘書  姚永明  

財務  彭鈺絢 

公關  鄭向元 

學術  勇謀 

網站  丁松洲 賴燦宏 

刊物  丁松洲 許沛然  

會員資料  賴燦宏 

會員資料校正 姚大敏 陳榮典 

活動組 
� 新春團拜 
� 踏青 
� 學術 
� 烤肉 
� 北美芝加哥年會 
� 年會 

 
陳銘德  
黃素鄉  
勇謀  
梁美華  
吳同良  
耿揚名  

聯絡組  譚苾媛 

支援團隊 

鄭恆壽 蔡光新  
焦國安 顏經洲 
徐潮君 吳葆美  
朱鳳子 王頌平  
吳武田 陳玲子  
彭凱湘 侯台源 
于同根 郭平生  
周世安 

顧問組  

陳榮仁 張淑卿  
蔡慶輝 錢寧娜 
程家祥 陳輝泗  
廖廣哲 吳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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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成功之道成功之道成功之道成功之道 
張一飛張一飛張一飛張一飛 

寫此文筆者冒大不韙之名。大學成功談

何容易﹐天時﹐地利﹐人和﹐各種條件

再加上多位有為有志者多年來的領導方

能使一個大學走向成功之路。讀此文者

會期待一個成功的大學校長來寫他或她

的經驗談﹐再提出什麼是大學成功之

道。筆者未曾擔任過大學 校長當然無

法寫出任何親身經驗談﹐又有何德何能

來評論此大學成功之道。但是匹夫讀過

大學﹐教過大學﹐做過研究和擔任過大

學學務及研究的行政工作也倒有些管 
見﹐再加上數度參與自己子女與他人學

子選和上大學的過程﹐也從學生的觀點

了解了些他們對好大學的看法。再說到

某一個大學的前程與展望﹐那是任何校

友都應有 的匹夫之責。  

現在不論先進或開發中國家都在加強教

育﹐尤以大學教育為人才培養及國家經

濟之本﹐臺灣自不例外。當今正直臺灣

幾所大學 (包括成功大學) 立下宏願要

晉昇為世界一流大學之際﹐所以身為成

功大學的校友也就不避諱來談談這 個

萬億經費的大題目了。筆者對此題目分

以雙管而下﹐此篇為大學成功之道﹐另

篇為成功大學之道﹐但兩文並非雙管之

見﹐兩者相關相連。此文目的在拋磚引

玉以得大學成功之道﹐另文在求幫助成

功大學加速邁進世界一流大學之林。  

大學成功之道大學成功之道大學成功之道大學成功之道  

孫子兵法是一部取勝的哲學大典﹐其首

篇是計篇。筆者認為 大學成功之道在

於計在於謀。要達到大學成功之目標 
(取勝) ﹐必須要有明確的定義﹐策略﹐

計劃和時程表。首先我們要把成功作個

定義﹐也就是什麼是成功的大 學? 如何

才算是一個成功的大學? 這個定義多少

會見仁見智有不同的想法﹐有了定義再

做計劃再訂時間表才會有成就。這是謀

略的作法﹐大學成功之道在於有謀略。

下面就先談此謀道。  

(A) 謀道謀道謀道謀道  

避免細節的爭論﹐我們就取一個大家可

以公認的定義來出 發: 大學成功的定義

和目標是"成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

世界一流的大學是一所學生和教授都嚮

往和大眾都公認的好大學。要達到此目

標不是一年兩年或一任兩任校 長即可

達到的。一所好大學是要由歷史來評判

的﹐所以大學教育領導者必須要本著做

'大事'而不是做'好人'的心態向歷史作交

代。一個大學必須要有審密的策略 ﹐

長期的計劃和可勘查的時程表才能成為

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所以一個大學必

須設定一個謀道委員會﹐其任務是:  

(I) 廣集眾議及思考大學成功之謀

道：討論和擬訂策略﹐計劃和

時程表。 

(II) 收集未來適當校長及高級行政

人員名冊﹐以能貫徹計劃和達

成使命。 

(III) 每年一度作謀道考核并發表大

學的未來十年景觀以得共識并

求眾志成城。  

(IV) 監督評核謀道任何計劃的實

踐。 

謀道委員會是大學的智囊團﹐純粹為邁

向大學成功之道而設。謀道委員會委員

人選可以不同任期由董事會聘請 (例
如﹐二﹐四﹐六年任期﹐五位 (2﹐2﹐

1) 或七位 (3﹐2﹐2) 委員﹐可連任但不

可超過十二年) ﹐以求新陳代謝之功。

每年開會兩次以配合學校日曆以六﹐一

月為宜。  

謀道委員會當附設在董事會之下﹐並向

其負責。任何人都可 以向謀道委員會

進言以助其達到目的。接下去筆者就以

一個個人的身份在策略﹐計劃和時程表

上向一個假想的大學謀道委員會作一建

言。筆者認為在打造一個世界一 流大

學之目標上﹐一個大學應分兩道併行：

一為錢道﹐一為心道。在此先作一骨架

的說明﹐并舉例﹐另文成功大學之道中

再加實例闡述。  

(B) 錢道錢道錢道錢道  

錢道顧名思義就是籌錢用錢之道來打造

一個大學向成功的道路上邁進。錢道說

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可是錢道有

脈可循﹐世界上有名的好大學都是在錢

道上找到了籌錢的門路和用錢的方法。

其實在大學成功之道上﹐籌錢 和用錢

是有密切相連的關係地。籌錢首先要師

出有名﹐名要定義在用錢得宜得益上。

用錢得益可是未來的也可是過去的。可

是過去的成績要比未來的諾言有更大的

說 服力﹐比方說籌募獎學金基金﹐舉

一個大學獎學金受惠者的成功實例和學

校如何培養優秀學生的措施是比較有效

的。用錢得宜得益是大學領導者的大挑

戰﹐常常會有 息事寧人或大家分粥的

作法﹐而犧牲了大學的目標。這就是為

何一個大學領導者要本著做大事的精神

來說服大家而達到用錢得宜得益的目

的。  

錢道上的措施可由時程表上分為近程和

遠程來看﹐一般來說用小籌大﹐用近籌

遠﹐入大於出才能達成謀道的策略。  

(I)  近程近程近程近程 

近程該作和可以做到的項目很多因大學

性質和規模來定。舉例說: 文宣工作﹐

成立籌募大學基金會﹐建立募款電子檔

案 (包括募捐對像﹐校友分級分系通訊

名冊﹐學生和其家長通訊名冊﹐歷屆畢

業生家長通訊名冊﹐等等) ﹐高薪聘 請
名師﹐增加購買儀器設備﹐集中挑選主

辦大型學術會議﹐鼓勵校內校際交流﹐

與國際一流大學交換學者﹐輔助促進校

友與母校聯繫﹐研辦分類各種籌錢用錢

項目及 其近遠程時間表等等。  

(II) 遠程遠程遠程遠程 

遠程該作的項目更多﹐但常會被近程項

目阻撓。大學領導者當有遠程眼光與謀

道委員 會合作不要只做自己一任內能

完成的事。遠程的錢道項目最重要的是

如何建立大學的基金﹐以求能夠在經營

上能獨立自主。其他項目應以學校實際

環境和謀道策略而 定。比如說﹐ 學校

的建設: 系館增建﹐研究中心﹐視聽圖

書館﹐教職員學生宿舍﹐餐廳﹐運動場

地和設施等等 ; 學校的環保 : 綠化藍

圖﹐遠程美化工作﹐現代化能源設備等

等; 吸收好學生: 捐助中小學優良學生

獎學金之類。  

學校自營賓館是一件遠程該作的項目﹐

專門為學校訪客 ﹐校友﹐及外地來的

學習班而設﹐以禮賓服務為主但要能為

學校基金會營利。賓館是世界一流大學

的重要標誌﹐不但要在本校校地設立而

且要在外地設立﹐可命名為 大學校親

友會館。親者為現有學生及校友的家

長﹐友者為校友及學校的榮譽朋友(凡
是對大學有貢獻的﹐學校該贈與榮譽朋

友名義和贈送校親友會館證)。會館不

但 是用來開會聯誼和方便學校師生與

校親友及外界溝通﹐其一重要的使命是

造成一流大學的形像。外地的校親友會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NewYork/pub/LIT_3.asp?ctyp=LITERATURE&pcatid=0&catid=4749&ctxid=5078&sing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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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可以按謀略選擇地方開始﹐例如紐

約﹐三番市﹐基 隆陂可先行創立以資

大學的校親友使用。一旦有了基礎即可

與其它一流大學的會館簽約合作。 

在錢道上籌錢和用錢不但是有密切地相

連關係﹐而且是  本末因果相循互動

的。世界上幾乎沒有一所大學不在募捐

籌錢﹐但是成效如何就大有區別了。一

個大學的任何作為和活動幾乎都是籌錢

的機會﹐譬如以聘請名師即可 向企業

界募捐教授講座基金﹐選辦學術會議就

可邀請工商行業贊助者捐錢。大學裡各

類建設都是捐款名目﹐可是做起來要考

慮周密要求源源不斷而不能斷了源頭。

所 以謀道委員會在錢道上的策略﹐計

劃和時程表是很重要的。 

(C) 心道心道心道心道  

心道顧名思義是攻心的策略﹐是精神上

的工作來打造一個大 學向成功的道路

上邁進。 心道上的作為不像錢道上的

作為容易顯見﹐心道也不像錢道那麼樣

容易有脈可循﹐但是它的作用可是很大

的。一個大學的成功最終還是靠心道上

的成功。可慶幸的是 中華傳統文化中

有豐富的教育心道。教育家和大學領導

者都會有些心得﹐大家切磋一下就能提

出策略和計劃﹐倒是在執行上要有耐心

和恆心。心道上的措施也可以分 為近

程和遠程來看。  

(I) 近程近程近程近程 

大學存在的目的是教學和研究。培養好

的教授是心道上首要的工作﹐也是立即

要做的 工作。培養教授可分為教學上

和研究上兩面來作。在教學上要盡心盡

力鼓勵和表揚績優教師﹐可邀請畢業生

和校友來印證﹐學校應當向業界和校友

募捐成立名師講座 以表揚現任教師(與
紀念已故教師有別)﹐以此促成教師﹐

學生及業界對大學的向心與合心力。獎

勵好的教授﹐學校應配搭好的學生做其

助教﹐這可兼收鼓勵好師生 和培訓下

一代好老師的功能。  

在研究上﹐大學應鼓勵自由發展及培養

最佳研究環境。  這裡說的是心理環

境﹐物理環境固然重要﹐教授學生對做

研究的心態尤其重要。做研究是要有競

爭心的﹐不分區別大鍋分粥來運用研究

經費是不公平的。有人會說平 分是公

平的﹐但以收到研究成效來說一個大學

必須要有學術重點﹐鍥而不捨才能走上

頂尖大學之道。走上頂尖大學之道之

後﹐自然地研究工作就會橫向平均發展

了。 大學領導者該作的是盡力獎勵校

內互助互惠及越校合作合成﹐以使研究

經費發揮最大成效。好的研究教授應當

配搭好的學生做其研究助教﹐以資鼓勵

并收到培養研究 生和收到優秀研究成

果之功。  

(II) 遠程遠程遠程遠程 

心道的施行需要耐心﹐遠程的心道更是

要耐心加恆心來做。真誠愛護學生是大

學成功 之道的原動力﹐遵守此原則大

學才能成功。供給最佳學習環境﹐像前

面錢道說的視聽圖書館﹐教職員學生宿

舍﹐餐廳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培

養師生感情。大學 領導者應當鼓勵教

授加入并輔導學生課外活動﹐鼓勵學生

組織課外活動團體。譬如說一個理工醫

為強的大學就應當在人文﹐藝術﹐文

化﹐體育各方面多提倡學生課外 活動

團體﹐并要求它們能夠建立長久的名聲

一代一代傳承。它們的活動可以對社會

有影響和產生一流大學的印象。  

提高學生素質吸收優良學生是一件遠程

心道工作。籌募 大學學生獎學金是一

流大學都在做的﹐但獎學金的用法倒是

要深謀遠慮地。譬如說提出一個全程獎

學金方案﹐從大一到博士學位全額獎學

金給特優學生以爭取和鼓勵 好學生。

訂立獎學金推薦優良學生以外讀學生身

份去其他一流大學就讀一年﹐以達到宣

揚本校和吸收他校長處的作用。另外也

可訂立專對國際名校優良畢業生的獎學 
金方案﹐來多吸收國際學生攻讀碩士學

位和博士學位以促進大學國際化。國際

優良畢業生和本校優良學生同學及同做

研究﹐不但互惠而且容易使國際學界對

本校改 觀。有程度高的學生和研究生

才能產生程度高的學習和研究結果﹐也

才能提高和促進教授的研究興趣和成

果。  

前面說過﹐打造一個大學成功是不容易

地﹐也無法有一 定的公式來進行。此

文所言只是一個骨架和一些例子﹐尚可

舉的例子有佷多佷多﹐要以各校客觀情

況來看為宜。筆者將以另篇用成功大學

為例再為細說。在此總結: 大學成功之

道在於謀道。謀道可以分從錢道和心道

來看﹐整個謀略計劃是要靠眾志成城

的。一個有志成功的大學必須成立一個

謀道委員會來集合大家的意見達成共

識 ﹐鍥而不捨認真執行才能走上成功

之道。要說執行當然要在其位者能虛心

探討﹐廣求印證。教育是百年樹人的

事﹐辦好一個成功的大學又豈是一二任

校長的事﹐那是 所有教職師生要共同

努力的事﹐但是大家的努力是要有好的

領導和不斷繼續的領導人。所以﹐以上

所言是一個長期的建議﹐希望大家有心

為大學努力貢獻的人一齊共 同切磋琢

磨大學成功之道。  

 

註: 此文作者曾經服務于美國 IBM 華森

研究中心資深經理及擔任過美國紐約科

技大學教授﹐研發院長﹐分校校長并曾

應聘為新加坡大學開創首座系統科學研

究院。早于 一九九三年以校友身份向

成大校長進言﹐并於二 OO一年應文化

大學之邀發表二十一世紀促進大學工程

教育之道。近年來曾兩度被成大大紐約

校友提名應選師範大學及成功大學校

長。現任紐約州威郡首模市教育學區教

育委員。 

(NCKU’s Road to Success(成功大學之道)
請上網瀏覽) 

「「「「鴨同鴨講鴨同鴨講鴨同鴨講鴨同鴨講」」」」 

節錄自周俊良學長的大作 

<段子一段子一段子一段子一> 

 一天劉先生要她乘「巴士」到隔街一

棟 「 柏 文 」旁 的 「 士多 」 ，將 一 張

「切」給他們「波士」送去，順便買一

卷 「 菲 林 」、 兩 磅 「車 梨 」和 「 啤

梨」、一磅「芝士」、一些「沙律」、

三份「三文治」和「古列」、大碗「周

打 」 、 一 盒「 忌 廉 」和 一 聽「 朱 古

力」、幾片「多士」，經過郵局再買幾

張「士坦」。回來時因為可能東西拿得

太多，就坐「的士」好了˙˙˙。 

<段子二段子二段子二段子二>  

一天聽到好像是個車行老闆的對伙計在

說：“今天輪到你休息，你可以找「拍

拿」去「打波」或到舞廳跳「查查」

「疏乎」一下，但在這種地方跳「的士

夠格」要有「吉士」一點，但不要太

「騷」，以免遭忌，離開時不要忘記給

點「貼士」....。明天早上一來就要將

一部「泊」在路邊，上面寫著「喃吧」

且有特別「嘜頭」的車子開進廠房來，

它要修理「班」、「格勒子」、「摩

打」、「班把」，另外「灰士」也要換

新。”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NewYork/pub/LIT_3.asp?ctyp=LITERATURE&pcatid=0&catid=4749&ctxid=5078&sing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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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卿張淑卿張淑卿張淑卿 

大紐約區成大校友會第二十一屆年會，

於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新 澤 西 州 East 
Hangover Ramada 酒店盛大舉行。 

下午三點的年會選出 2009 年的新會長

陳品卉和董事數名，現任會長陳榮仁一

再感謝校友們過去一年來熱心的幫忙，

對於社區人士對成大校友會的支持也銘

記在心。 

此次大會，母校派出校友聯絡中心新上

任的蕭世裕主任和剛卸任的葉茂榮主

任，代表母校前來共襄盛舉，蕭主任在

美國不但擁有博士學位，也曾任職哈佛

醫學院，95 年回台後，任台鹽生物科

技公司董事長，產經業界的經驗皆非常

豐富，蕭主任表示成大擁有 14 萬校

友，在產業界表現傑出，具有很大的影

響力，若能結合產業和學術的經驗，必

定能造福社會，這也是蕭主任將來努力

的方向。 

舉行年會的同時，校友的第二代也齊聚

一堂，由事業有成或仍在學的年長哥哥

姊姊們和後進的高中生座談申請學校、

選系、選課、校園生活和社團活動等資

訊，參與的高中生都覺得受益頗豐。 

 

晚宴採自助餐式，紐約經文處林副主

任、觀光局局長張政源學長和文教中心

胡組長皆到場祝賀。 

會中除了各長官來賓致詞和頒發獎學金

外，最後由校友們自編自演兩齣短劇，

一是國語文競賽，由第二代小朋友們演

出，新生代的青少年願意以國語上台演

出，父母們不知如何威脅利誘，真是用

心良苦；另一是灰姑娘的故事，童筱玲

飾演後娘，男校友們則有鄭恆壽的大

姐、湯立恆的二姐和丁松洲的灰姑娘，

各位學長反串女裝，犧牲色相精彩演

出，加上陳輝泗學長製作的豪華南瓜馬

車，由年會主辦人，也是新出爐的會長

陳品卉編導和旁白，全場笑聲不斷。 

此外，校友之友濮青的肚皮舞表演也贏

得許多掌聲。 

今年的年會在陳榮仁和陳品卉新舊會長

的帶領下，出現了許多年輕的面孔，為

校友會帶來新氣象，實為可喜可賀。 

陳榮仁會長呼籲，未加入校友會的校友

們請趕快歸隊，校友會需要您。 

 
 

古文教訓古文教訓古文教訓古文教訓 
評論評論評論評論(3)(3)(3)(3) 

吳武田吳武田吳武田吳武田 1965 化學系 
 

古文古文古文古文：：：：人定勝天人定勝天人定勝天人定勝天 

在 1940 年代，美國專利局向世界公

告：我們能夠發明或發現的東西，都已

經被發 現和發明了。可是現在一年裡

專利局發出的專利數目比過去十年或甚

至二十年合起來還多。由於人類的聰

明，導致科學的空前發展，使 我們在

食、衣、住、行、娛樂、醫葯、網路連

絡等等得到很大的方便和利益。可惜，

我們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就像孫悟空在

《西遊記》裡所寫的一樣。儘管它千巧

靈活，仍然離不開菩薩的手中，無法掙

扎出來。 

“人定勝天”這句話，不管是為鼓勵或啟

發，人類是不會勝過自然的。自然並沒

有心意來和人類爭取勝贏。它只是呈現

著物理化學的現象，讓我們來研究它的

根基奧妙，以此來克服我們自己的困

難。英國哲學家 Francis Bacon說：我

們無法控制自然，但只能順從它。夏禹

治水，引導水勢從高而下，順其自然。

神農嘗百草，順從自然選擇不同的草類

來克服我們的飢餓和疾病。我們能夠從

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利用汽車或飛

機來克服我們交通的困難。 

如果你到過 New Orleans，你會看到很

多地方是低於海拔。但是他們卻建築房

屋在那裡居住，然後用堤岸來阻止水

淹 。 這 不 順從 自 然 的原 則 ，當 颶 風

Katrina 來臨時，把整個城市淹沒，人

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有一個國會議員

說，那個地方根本不是人們可以居住的

地方。因為我們居住的地方需要向高

往，而不是向低走。但是政府沒有得到

夏禹治 水的歷史教訓，又花了一大筆

費用，重新在相同的地方建築房屋，增

加堤岸的高度和厚度，以為可以阻止另

外的災難。很多人根本不想或沒有想到

“ 時間是自然的王牌” ；“ 而水永遠是向

下流” 。十年或二十年或可能更早，另

一個更強大的颶風又會來臨，那個堤岸

一定又會遭受損害，歷史豈不是又重

演？ 

韓戰時，中國政府收集全國每家的金屬

器具，並砍下森林用來熔化金屬以便製

造軍火。結果產生了沙暴，影响人民每

天生活的問題和健康。不久後，政府又

發令掃除麻雀，結果昆蟲猖狂，榖米產

量大減。 

我們何可違反自然(Mother Nature)，自

作聰明，其災難是難以承當的！我們需

要了解我們只能順從自然，才能克服自

然和我們自己的困難，而得到生命財產

的保障。“順水推舟” 總比“逆水行船” 簡

單而合理。 

鴨同鴨講<段子一>解讀如下： 

其實劉先生要向娘姨交代的是：要她乘

「 公 交 車 (bus) 」 到 隔 街 一 棟 「 公 寓 

(apartment)」旁的一家「商店(store)」將

一張「支票(cheque)」給他「老闆 (boss)

」送去，順便買一卷「底片(film)」、

兩磅「櫻桃(cherry)」和「西洋梨 (pear)

」，一些「沙拉(salad)」、三份「三明

治(sandwich)」和「炸肉餅 (cutlet)」、

一大碗「羹湯(chowder)」、一盒「乳酪

(cream)」和一盒聽「巧克力 (chocolet)」

、幾片「烤麵包(toast)」，經過郵局再

買幾張「郵票(stamp)」；回來時因為可

能東西拿得太多，就乘「計程車(taxi)」

好了。 

<段子二> 賣個關子，請上網瀏覽唄！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NewYork/pub/LIT_3.asp?ctyp=LITERATURE&pcatid=0&catid=4749&ctxid=5092&sing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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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公告校友會活動公告校友會活動公告校友會活動公告 

2009 年新春團拜年新春團拜年新春團拜年新春團拜 

活動日期 
February 7, 2009, 
Saturday 
11:30 am ~ 03:00 pm 

地點 

Edison Grand Buffet 
1008 Route 1 North 
Edison, NJ 08817 
(TEL:732-452-1818) 

餐費 Adult ($15), Kid($10) 

電話報名 

陳品卉 973-428-0038 
陳銘德 973-696-3025  
譚苾媛 201-585-5011 

活動內容 

將舉辦書法表演、猜

謎，歡迎提供餘興節

目，共度佳節。 

(詳細活動內容請上校友會網站查詢) 

From New York - Take the I-95 
SOUTH, go 16 miles, then take exit 
#10 onto I-287 NORTH, after 2.8 
miles take exit #1B onto US-1 toward 
TRENTON. Drive for about 1 mile, 
Edison Grand Buffet is on the left side 
in BJ's plaza.  

From North New Jersey - Take 
GARDEN STATE PARKWAY SOUTH, 
take exit #130 onto US-1 toward 
TRENTON, go 3.8 mile, Edison Grand 
Buffet is on the left inside BJ's plaza.  

From South New Jersey or 
Philadelphia - Take US-1 NORTH to 
enter Edison, Edison Grand Buffet is 
on the Right in BJ's plaza.  

From West New Jersey - Take I-287 
SOUTH, take exit #1B onto US-1, go 
about 1 mile, Edison Grand Buffet is 
on the left in BJ's plaza. 

健行活動預告健行活動預告健行活動預告健行活動預告 

4 月 25 日上午(遇雨順延一周)，讓我們

招朋引伴一起到 Jockey Hollow, a unit 
of Morristown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in 
New Jersey健行踏青。活動時間及集合

地點將以 email 通知，或請上網到校友

會活動看板查詢。 

 

理事會將全面校正大紐約區的校友通訊錄。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我們將以 email 或電話跟您聯繫，敬請校友們全力支

持與配合。除了為校友會節省印刷費和郵費，也為我們生活的地球節能減碳，希望校友們能接受網路版的校友會會訊。

基本上，會訊是我們網站內容的節錄版，希望校友們能常來我們的網站瀏覽，也來耕耘這個屬於大家的園地。 

網站「校友園地」需要諸位學長一起來澆灌，不論是—母校現況、校園憶往、同學相處、旅遊報導、生活體驗—我們都

很歡迎。可惜我們這裡，園地公開、歡迎來稿、長短不拘，但是稿費—？嘿！嘿！沒有！對不起囉！來稿請投丁松洲

joeting88@gmail.com或許沛然 hsupeijan@yahoo.com.tw或 ckuaagny@gmail.com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為一非營利團體，除服務校友、連結母校外，我們也提供會員子女獎學金(每年九月底截止)。
我們的經費來源就是大家每年的會費和捐款，希望校友們熱烈的支持我們。捐款可指定是作會務或獎學金用途。(個人會

員$20夫妻會員$30學生會員$10永久會員$200夫妻永久會員$300，支票請開 CKUAAGNY 並郵寄以下會址)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4 Trinity Place 
East Hanover, NJ 07936 

http://www.mapquest.com/maps/map.adp?formtype=address&country=US&popflag=0&latitude=&longitude=&name=&phone=&level=&addtohistory=&cat=&address=1008+US+Highway+1&city=Edison&state=NJ&zipcode=08817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NewYork/pub/Events.asp?ctyp=EVENT&catid=5132&ctxid=5133
http://www.ckuaagny.org/
http://www.mapquest.com/maps/map.adp?formtype=address&country=US&popflag=0&latitude=&longitude=&name=&phone=&level=&addtohistory=&cat=&address=1008+US+Highway+1&city=Edison&state=NJ&zipcode=08817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ckey_Hollow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ristown_National_Historical_Park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NewYork/pub/Events.asp
mailto:joeting88@gmail.com
mailto:hsupeijan@yahoo.com.tw
mailto:ckuaagn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