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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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1919191976767676 

時間過得真快，彷彿才看見嫩黃的水仙花挺立在早春寒風

中，轉眼桃紅柳綠，百花齊放，夏蟬也摩拳擦掌，發音試

聲，準備登台獻唱了。 

感謝陳銘德及所有支援團隊的幫忙，電話聯絡，會場佈

置，登記收費，節目設計，照相攝影，新春團拜在他們精

心籌劃下，勝況空前，竟到了一百餘人，為今年的活動，

打響了第一炮。更感謝校友們的踴躍參與，特別謝謝林

文、江錦貴，不辭辛勞，從賓州遠道而來。您們的參與就

是對校友會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人間四月天，黃素鄉及夫婿簡良彬為我們安排了一個別緻

精巧的健行， 沿途風景如畫，美不勝收。廖廣哲、陳麗雪

夫婦還準備了正宗台式料理，這可是視覺味覺雙重享受之

旅，多謝他們。怎麼樣?沒來的您，後悔了吧?六月二十日

即將舉辦烤肉，詳情請看後頁，千萬別錯過了!  

從二月中旬開始，經過多次開會討論，會員資料校正專案

終於定案。我們動員了九位同學，在姚大敏、陳榮典的策

劃下，九位普查員，一筆一筆的核對三百六十筆資料。用

電話， email，甚至寫信(還自掏腰包，付上回郵呢)。直到

現在，工作還在進行中。在此對童筱玲、湯立恆、吳葆

美、周世安、王頌平、譚苾媛、彭凱湘、梁美華、盧德先

致上最深的謝意。 

九月十二日的財務及創業研討會及歡迎母校賴校長晚宴正

在籌備中，十月二十四日年會在新澤西 Parsippany的假日

旅館舉行，請您將這兩天預留下來。 

二十多年來大紐約區成大校友會，能歷久而彌新，是因為

您的參與，您的支持，校友會是大家的，多參加活動，就

是對校友是會最大的支持，六月二十日烤肉見囉！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賴校長餐會賴校長餐會賴校長餐會賴校長餐會 

九月十二日，星期六晚六時，繼下午財務及創業研討會

後，本校友會將於法拉盛舉行餐會歡迎母校賴校長，請將

該日預做保留，詳情另行公佈。歡迎校友踴躍攜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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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土木土木土木 1973197319731973 

因為經濟不景氣的因素，大家現在為了生存下去，就是第

一要確保工作，確保每個月的收入，第二就是要控制開

銷，使收支平衡。還好，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aves 
Bank)主席最近宣布，根據市場多項因素，指標的觀察研

判，今年 2009 年底是谷底，明年一切會更好，所以大家

要有信心。 

今年我們校友會提倡平價(不加價，不增加金額)的方式來

辦活動，使得校友們參與的機會多，同時我希望有能力的

校友贊助校友會活動，登廣告，或是提供獎學金，使校友

的子女受益，金額不在多或少，但至少申請大學時，可以

寫上一筆曾經得過獎，這對很多申請大學的人是有很大的

幫助的，學校也比較願意接受這種得過獎的學生 

今年 2 月初在新澤西愛迪生市舉辦了新春團拜，出乎意料

之外，預定的坐位都不夠用，整個 buffet 餐館都坐滿了成

大的校友，猜謎活動及幻燈秀把大家都帶回年輕的時候，

有吃，有喝，又有笑，充滿歡樂。 

在今年四月底舉辦了一個適合校友們活動量的健行活動，

只在有高有低的柏油路上健行，這一次我沒看見又人拿柺

杖了。很快的在六月份將在 Van Saun Park 舉辦每年一度

的烤肉活動，這是一個老少咸宜活動，可以帶家人一齊來

參加，而且是有足夠的時間讓校友們互相交誼及敘舊。 

今年八月中旬(8 月 13 日到 8 月 16 日)將在知加哥北部的

North brook 由北美校友聯合會舉辦的活動,報名截止日期

在 6 月 30 日，請有興趣前往的校友向我或會長聯繫。 

成大是一個大家庭，校友會的功能是讓校友們互相聯繫及

相聚，同時也是一個與母校聯繫及瞭解母校最新發展及動

態的橋梁，希望大家踴躍參加及介紹尚未加入的校友們來

參加校友會辦的活動。由於科技的進步，成大校友會大紐

約區的網站備有很多的資料及訊息，希望校友們都將

www.ckuaagny.org 設定為 my favorite 網站，而且有機會

就上網看一看，最後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成功！

http://www.ckuaagny.org/
mailto:pc8161@yahoo.com
mailto:joeting88@gmail.com
mailto:hsupeijan@yahoo.com.tw
http://www.ckuaagny.org%e8%a8%ad%e5%ae%9a%e7%82%b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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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子女獎學金會員子女獎學金會員子女獎學金會員子女獎學金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會員子女獎

學金申請期限為八月底:  

1. 為會員子弟設立  
2. 為高中應屆畢業生設立(此有助

大學入學之申請)  
3. 不單以學業成績為標準，凡有特

殊才藝成就，或對社區服務有特

別貢獻者，均有機會受獎  
4. 三名，每位美金伍佰元  

5. 詳細辦法與申請書請至校友會網

站>關於我們>成功大學大紐約區

校友會>會員子女槳學金辦法查

詢下載。 

學術研習會學術研習會學術研習會學術研習會 
活動通告活動通告活動通告活動通告    

勇謀（Joseph M. Yung）會計師，

1975 年畢業的校友；具備計劃會計

暨財務規劃的資歷，並負責大紐約區

校友會學術事宜。將訂九月十二日

（星期六）下午二時假法拉盛文教中

心，為校友暨社區華人以財稅及創業

為主題舉辦一場研討會。 

勇會計師將具體討論如何為退休作好

充份準備，諸如：計算退休所需基

金、401K 及 IRA 的提領及安排、何

時開始提領社會安全年金與所需注意

事項等；遺產稅法的修正趨勢及美國

國會正在研議之修正提案對未來遺產

規劃的影響。 

針對年輕或即將退休的資深校友們，

無論是長久事業的創立、或人生第二

春的開展，勇會計師不但以其自身的

經歷與過去協助客戶發展的經驗，提

供創業過程中各項應該注意的事項與

因應策略，同時針對：如何做好自我

性向的評估、如何擬定創業計劃、企

業型態的擬訂、合夥人的選擇、資金

的管理及運作、及面對業時的各項挑

戰等所應考慮的各種因素提出詳細說

明。 

竭誠歡迎各位學長暨學弟、妹們撥冗

參加，相互交流。 

倪超校長獎學金倪超校長獎學金倪超校長獎學金倪超校長獎學金 
得主得主得主得主 

今年(2009)的倪超校長紀念獎學金評

選結果已經宣布，獲獎的三位是： 

• 朱為亭 (Tiffany Chu) 是校友朱

正鋼 (1978 材料冶金) 的千金，

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 

• Caitlin Chien Clerkin 就讀於緬因

州 Bowdoin 學院考古系，是校

友謝巧倩 (1977 建築) 的千金 

• 劉彦迪 (Andy Liu) 是校友劉茂隆 
(1978 土木) 的公子，現在就讀

於哥倫比亞大學 Computer 
Science with Premedical 
Concentration 

其中朱為亭及劉彦迪都是大紐約區成

大校友子弟，能在眾多優秀的申請人

中脫穎而出真是不易，值得大家為他

們慶賀和驕傲。 

 

 

北美成大北美成大北美成大北美成大 
校友聯合會雙年會校友聯合會雙年會校友聯合會雙年會校友聯合會雙年會 

兩年一度的北美成大校友聯合會即將

在芝加哥隆重舉行，大會已經開始接

受註冊，詳情請到年會網址瀏覽：
http://sites.google.com/site/nckuaac
hicago2009/Home 

活動日期 08/14~08/16 
報名截止日期為 06/30 
地點：芝加哥 Oak Brook Hills 
Marriott Hotels & Resorts 

預定主要節目： 

• 主題演講：邁向頂尖 成功有約 
• 專題討論：校友會企業化展望 
• 成大鼓陣表演 
• 各成大校友會提供節目 
• 各級各成大校友 Reunion. 
• 芝加哥旅遊 

成大會館成大會館成大會館成大會館 
正式營運正式營運正式營運正式營運 

位於成大勝利校區的成大會館已經正

式營運，其官方網站

http://www.zendasuites.com.tw已經

啟用，您可透過網站一睹館內設施與

客房實景，更要提醒您，校友住房可

享有定價 6 折優惠。會館 5F~10F 擁

有 90 間時尚客房，提供免費上網，

內裝風格具現代感，全景式的廣闊景

窗，可將成大百年校園建築、榕園綠

地盡收眼簾。3F 分別有 30 坪、60
坪、90 坪三種多功能會議宴會廳，

可供大型會議及喜筵使用。除寬敞的

會議空間，更有完善的軟硬體設備如:
高畫質投影機、DVD 播放器、200
吋電動螢幕、無線麥克風、白板、高

級音響設備、雷射筆、移動式舞台設

備。5F 為體貼商務、長住型房客，

設立投幣式自助洗衣機、蒸氣熨斗、

燙衣架等設備。9F 提供房客完善的

健身環境與設備，設有:跑步機、划

步機、腳踏機等健身器材設備。 1F
提供房客每日 1 小時免費使用商務中

心上網。成大會館秉持貼心入微，以

客為尊之服務精神提供更精緻，舒適

的住宿環境。 並竭誠希望能有更多

的機會為校友服務，熱烈期待您的蒞

臨。 

企業最愛企業最愛企業最愛企業最愛  
成大再奪冠成大再奪冠成大再奪冠成大再奪冠 

又到畢業求職旺季，根據人力銀行公

布的調查，成功大學畢業生今年依舊

是企業最愛的千里馬。此外，有別於

去年企業求才最重視新鮮人的專業知

識技能，今年企業篩選新鮮人最重視

項目是「抗壓性」。  

遠見雜誌和 104 人力銀行公佈「企

業最愛千里馬：2009 年大學生評價

調查」，成功大學畢業生在業界主管

心目中，今年再度奪冠，在新鮮人排

名、國立大學排名、畢業生素質進步

、校友向心力等指標都名列前矛。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NewYork/pub/LIT_6.asp?ctyp=LITERATURE&pcatid=0&catid=1725&ctxid=1952&single=Y
http://sites.google.com/site/nckuaachicago2009/Home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chimc?groupCode=chechea&app=resvlink&fromDate=8/13/09&toDate=8/16/09
http://www.zendasuit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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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封封封「「「「牛牛牛牛」」」」榜榜榜榜》》》》 

((((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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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德先盧德先盧德先盧德先 
(副會長副會長副會長副會長) 

1965電機，台

南空小、台南

一中、成大、

台南亞航(一
年)，標準的台

南土包。1967
年來美攻讀

“太空工程”

于華府

Catholic U.，
1969年卻遭“太空災難”，只好以

碩士畢業，再以“成大”之 E.E.背景

混飯糊口，在 Princeton U.做了 11年

的工程師，最後在 N.J.州政府以“工

程驗圖及檢查官”退休已近五年矣。 

平時酷愛京劇，在成大期間即任平劇

社長多屆，上台多次。現在也是 N.Y.
及京劇票界有名的“戲瘋子”，吹、

彈、打、拉、唱，十八般武藝樣樣輕

鬆。 

夫人柯嘉惠女士為靜宜外文系之美

女，一子盧知義為標準的 ABC，現

居于 LA。 

最後極歡迎對京劇有興趣的同學們盡

快隨時與我聯絡，以便發揚國粹，繼

往開來。 

吳武田吳武田吳武田吳武田 
(支援團隊支援團隊支援團隊支援團隊) 

化學 1965，來美後

在費城賓大研究化

學動力學。後來和

藥學公司做了幾年

後，自己開業。專長於免疫化學品，

供給世界很多工廠和機構。 

愛好旅遊，喜歡閱讀“怎樣做”

(How to)和有關人生哲學的書。有兩

個成年的孩子。 

陳玲子陳玲子陳玲子陳玲子 
(支援團隊支援團隊支援團隊支援團隊) 

化學 1966，來美就

讀於紐澤西 Seton 
Hall 大學化學研究

所。畢業後曾在幾家

藥廠做事，目前還在 Roche就職。 

喜歡旅遊和烹調，愛好偵探小說。有

兩個成年的孩子。 

湯立恆湯立恆湯立恆湯立恆 
(支援團隊支援團隊支援團隊支援團隊) 

化工 1963，二十年

來從未錯過校友會的

活動。校友會已變成

我們生活的中心，我

的另一個家。也因此結交了許多知心

的朋友，互相扶攜。 

校友會也給我機會發揮我的“潛能”

。原先以為自己祇是個書呆子，後來

發現竟然有其他方面的“Talent”，

這都拜校友會所賜。 

 

公開徵求公開徵求公開徵求公開徵求 
「「「「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

會長人選公告會長人選公告會長人選公告會長人選公告 

應現任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會長林

堡先生(芝加哥)之邀請及多次遊說，

董事們曾在 2009 年 5 月 20 日召開第

三次董事會，會中已作成初步決議，

原則上大紐約區校友會將接未來的北

美校友聯合會會長，及負責主辦 201

1 年聯合會年會(每兩年舉辦一次，由

各地區校友會輪流主辦)，因應此一

需求，校友會特此公開徵求適任會長

人選。推舉辨法如下： 

1. 聯合會會長人選必須是大紐約區

成大校友，由校友推薦或自薦方

式，再經由董事會同意。如果人

選超過二人以上時，由董事會投

票表決通過最適任人選。  

2. 聯合會會長人選以曾擔任校友會

董事、會長、第一副會長及理事

為優先，必須熟悉校友會業務及

運作方式、具經驗、領導力及募

款能力為條件。  

3. 請在 2009 年 6 月 10 日(截止日期)

以前將人選以口頭或書面，依自

薦或推薦方式向現任董事長聯繫

(e-mail、電話或 Fax 皆可)  

4. 董事會將在 2009 年 6 月 17 日再

召開第 4 次會議討論此一事宜，

若有任何疑問請向黃禎祥聯繫 

電話或 Fax 1-845-359-4928 

e-mail jhwang1@aol.com 

董事長 黃禎祥 敬啟 

 

酒的品嘗酒的品嘗酒的品嘗酒的品嘗  

吳武田吳武田吳武田吳武田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1965196519651965    

西方人尤其是義大利人和法國人每天

都要喝酒，而東方人一般只在佳節宴

會時才喝。當我們走進酒店時，酒的

總類之多，令人頭暈目眩。酒的成分

大都是一樣的，為何有的好喝，有的

並不如此？這當然和每個人的味覺有

關。有時一百元的酒就不見得比十元

的酒好喝。所以酒就是這麼奇妙而難

以了解。每一個人一定要去找自己喜

歡的酒。但是由於許多的專家和雜誌

都有特別嘗酒委員會替我們找了很多

的好酒。所以我們可以根據他們的嘗

試結果來選擇。在一個嘗酒委員會裡

有好多個委員嘗了一種酒以後，他們

平均分數如下：  

80-89 分是好酒 
90-95 分是更好的酒 
96-100 分是非常優良的酒 

一般來說，分數愈高，它的價錢也愈

高。當然這些委員會品嘗酒的分數並

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可用這個分數作參考而買酒。

有些酒是有收集的價值，所以可變成

很貴的。世界上最貴的一瓶酒是法國

1787 Chateau Lafite 在 Christie 
London 拍賣時被紐約 Forbes 
Collection 在 1985 花了$156,450.0
0 買下來。這瓶酒當然不能喝的，因

為二百年後，大都變了醋酸。但它就

像一些舊郵票一樣有收集的價值。 

(另前後文在網站，請上網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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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日記健行日記健行日記健行日記 
鄭啟恭鄭啟恭鄭啟恭鄭啟恭    成大媳婦成大媳婦成大媳婦成大媳婦 

每次去看診，醫生總要重覆同樣的

一句話：「要多運動啊，走路最好

。」  

收到成大校友會舉辦

健行活動的通知，醫

生的囑咐不覺在耳邊

響起。獨走走不如眾

走走，樂趣一定有多

多。  

雖說已是人間的四月

天，寒冬的尾巴仍揮

之不去，氣候還是一

直冷颼颼、陰沉沉的

，真令人擔憂。沒料

到，健行當日，老天爺卻賞了好臉色

，不但陽光普照，溫度竟還飆升到近

九十度呢。  

臨出門，我問老伴是否要帶帽子，他

說：「通知上不是寫著，林木蒼鬱，

在樹蔭下走還需什麼帽？」  

車行二小時，終於抵達 Jockey 
Hollow – Morristown National 
Historical State Park 。向向集合處

走去，只見老遠有一堆人對著我們歡

呼，還高喊著：「終於有紐約的代表

來了。」真的，竟只有我二人，由紐

約的皇后區，長途跋涉，遠征到紐澤

西參加健行。  

大家三三兩兩自成一列，在黃素鄉(
健行活動主辦人)及其夫婿領隊下，

朝往步道出發。走沒多久，我就有了

重大發現。步道兩旁的樹，怎麼全是

赤裸裸的？春來葉芽也沒發幾枝，只

見自己的影子緊貼在地上跟著往前行

。再說，當頭日照逐漸加碼，除了我

們這兩個菜鳥，每一個人頭上都有一

頂帽子。  

隊友同情地表示：「其實，我家裏有

好多帽子，早知道，就多帶幾頂來。

」另一位也說：「我車上還有多一頂

，早知道，就帶下來。」我心想，早

知道，這些樹木還來不及蒼鬱，我也

會自己帶頂帽子來。只怕全程都是如

此景象，那我們

很可能會被曬成

人乾哪。  

風聲傳到曾淑女

(曾陳霖學長夫

人)的耳中，她

竟由手袋中變出

一把美麗的公主

傘來，粉紅花色

還帶有蕾絲邊的。我倆

老也就不顧形象，一同

擠在這隻小花傘下繼續

漫步，迎面走來的老外

們，莫不笑著對我們行

注目禮，哦？打傘兒曬

太陽？中國人養生另一

招？  

在婉蜒的步道，上坡、

下坡、左彎、右拐，大

夥兒一路說說笑笑，不

知不覺地走入一堵高聳的圍

牆內，一路走來還不曾見過

的美景，豁然呈現在眼前。

碧草如茵，花木扶疏，尤其

是幾株盛開的櫻花樹，更點

綴出滿園春色。圍繞在水池

邊，數個聖人雕塑頭像，正

靜靜聆聽水池中噴泉湧出的

潺潺音符。這園子裏的主角

，應是那棟宏偉的建築物。

它精雕細琢的面貌，深深刻劃出這大

樓的歷史背景。真不敢相信，這麼美

的地方，竟然是一所天主教學校。  

當我們走過一棟古蹟保存的小木屋時

，見到幾位穿著古裝的男女，正在為

遊人解說早年的生活狀況。當時美國

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為美國獨立戰爭

，領軍一路作戰到此處，正逢風雪肆

虐，進退兩難，便暫時在此農場紮營

過冬。以使軍官士兵在冰天雪地的寒

冬中，無斷糧之憂。這是一塊值得紀

念有歷史意義的地點。  

木屋外，有象徵性一大片排列整齊的

白色帳蓬。草原上，幾位著軍服的砲

手正推著大砲要示範表演。圍在欄干

外的許多遊客，不自禁的摀起耳朵，

只待見著這大炮彈轟到對面山頭開花

的實況。但聽得指揮官一聲令下，那

炮彈「砰」出一響，便悶栽在六尺之

遙的草地上，噗散出一團灰黑的煙霧

來。  

二小時的健行結束，大夥兒受邀到丁

松洲、陳品卉家。莫非會長要供應慰

勞午餐？抵達丁府大半天，廚房既無

炊煙，更無菜香。正在納悶，突然大

門敞開，闖進一行人，扛著超級大鍋

、大盤，浩浩蕩蕩直往餐廳走去，不

久餐桌上就擺滿了豐盛的菜餚。  

原來，這天正是曾淑女與黃素鄉，兩

位女士的生日。我們很幸運堵到好康

，慶生宴上，大飽口福。  

陳品卉會長嚷著：「沒來

的人，可真要後悔了！」

可不是，這一滿桌，由台

灣飯店提供的五十人份台

式美味，有魚粳湯、鮑魚

粥、海鮮捲、台式烤香腸

、紅燒牛腩、蝦仁炒米粉

、煎魚…。這一攤還全由

陳麗雪(前會長廖廣哲夫人)
埋單呢。  

茶餘飯後卡拉 OK，歌唱接力，當「

主題曲」響起，全體合唱著「祝你生

日快樂」歌，大家又分享了黃素鄉夫

婿帶來的美麗大蛋糕。  

眼見日薄西山，夜幕將垂，正是互道

「莎喲哪拉」時。天下無不散的筵蓆

，雖曲終人散，卻誰也沒忘記帶走那

打好包的台式料理。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NewYork/pub/LIT_3.asp?ctyp=LITERATURE&pcatid=0&catid=5115&ctxid=5257&sing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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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廖廣哲廖廣哲廖廣哲廖廣哲        化工化工化工化工 1976197619761976 

年紀愈大愈喜歡到郊外走走，接觸大

自然，呼吸新鮮空氣，看看青山綠水

、藍天白雲，感覺身體、心理皆份外

健康。  

校友會今年第一次的健行選在早春的

紐澤西北部一個國家公園 Jockey 
Hollow。  

這是當初華盛頓軍隊對抗英軍的一個

據點，原來是一個農莊，由於農莊主

人慷慨供應食物，華盛頓軍隊才能在

此安然度過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天。目

前公園內還保留了幾個木造的營房。  

公園內最棒的是參天古樹，尤其其中

一段樹高而直，身在其下有如致身於

樹蓬裡面，悠然自得，柏油路平整乾

淨，放開大步而走，令人心情份外暢

快。  

由於是早春，枝上嫩葉已發，一片綠

意盎然。然而樹下卻仍舖滿枯葉，上

下古今對映，真另有一番意境。  

此次參加人員，除了會長夫婦陳品卉

丁松洲、董事長黃禎祥夫婦、主辦人

黃素鄉夫婦、美國台塑大掌櫃曾陳霖

學長夫婦，還有遠道而來的鄭向元學

長啟恭夫婦、阿珠夫婦、好友小芳，

以及在下夫婦，隊伍雖不夠龐大，已

足引人側目。  

初春的早晨，空氣還帶點涼意，清新

怡人，由於枝葉尚未繁茂難以遮陰，

又是明亮大晴天，在一段行進後，啟

恭竟然撐起了陽傘…  

主辦人黃素鄉夫婦豪宅即位於山腳下

，夫婦倆酷愛郊遊，有空沒空總往山

上闖，朋友們都笑稱 Jockey Hollow 
乃其後花園也。  

中途，隊伍在一所私立高中休息，此

校位於公園內，得天獨厚，有寧靜的

環境，也有古色古香的碉堡式建築，

更有美麗的庭園，內有噴泉、雕塑、

綠草花卉， 隊友們忍不住掏出相機

來照幾張留念。  

全長約 4 英哩，走到最後一段，我們

嬌嫩的會長大人已是嬌無力，一念既

起，竟引起共鳴，一下子三女，品卉

、小芳、麗雪，皆賴地不走，硬要我

們開車來接，為德不卒，夫復何言.
，猛一回頭，猶見我們曾陳霖學長夫

人淑女，健步如飛，勇往直前，不禁

黯然一嘆，真是人比人氣死人。  

4 月 25 日是會長選的一個好日子，

非但是健行的好天氣，更巧合的，它

也是曾陳霖學長夫人淑女以及主辦人

黃素鄉的生日，因此我們決定在健行

後好好的來慶祝一下。  

我們預先請了一家位於 Morristown
有名的台式中餐館「林宮」準備了一

席豐盛的午餐，並送到會長陳品卉家

，大隊於是乎於健行後全部趕去一饗

盛宴。  

林宮的正宗台灣料理，包羅萬象，有

雞捲、魚羹、蝦捲、台式香腸、炒米

粉、魯白菜、烤魚下巴、煎黑格魚、

鮑魚粥，加上麗雪自製的鐵蛋、滷豬

腳，曾陳

霖學長夫

人淑女的

八寶甜點

，朋友的

水果盤，

真是擺滿

一桌，由

於食物太

多，曾夫

人乃靈機

一動，急

喚來幾位

台塑同仁

來共饗盛宴，即便是，還得拜託各位

裝桶裝盤帶回去才解了地主陳會長之

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寶貝董事

長事前準備了一大 cooler 的各種冷

飲，然直到大隊人馬已到了陳品卉家

才拿出來，讓大家都傻了眼…  

午餐後就是卡拉 ok 餘興，大家各展

所長，自娛娛人。黃素鄉夫婿簡先生

更準備了一個大生日蛋糕，為兩位壽

星祝壽。  

由於主人當晚另有聚會，眾人乃於日

幕之前結束了這一次的健行活動 ，
賓主盡歡。 

 

牛轉乾坤牛轉乾坤牛轉乾坤牛轉乾坤    
----新春團拜新春團拜新春團拜新春團拜----    

陳銘德陳銘德陳銘德陳銘德    造船造船造船造船 1982198219821982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牛轉乾坤

”的新春團拜，於二月七日週六上午

十一點半，假新澤西州 Edison 
Grand Buffet 舉行。共有校友壹百三

十餘人參加，場面空前盛大。駐紐約

臺北經文處廖港民大使及文教處中心

副主任林榮基特別撥冗共襄盛舉，並

捐贈紅包，餐會以中式餐點招待。 

團拜由貴賓致詞及最年長的校友陳輝

泗發紅包給最年輕校友後，揭開序

幕。接著是

猜燈謎活

動。由於參

加人數衆

多，大家爭

相搶答，以

爭取象徵”

一元復始、

萬象更新” 
的紅包，好

不熱鬧。 

再來由會長

陳品卉，帶

領大家玩數

來寶遊戲，增添了不少樂趣。盧德先

學長應大家要求，特別即興露了一手

二胡伴奏，唱起歌仔戲，博得滿堂喝

采。在校友們鼓掌下，又 Encore 了

一曲。最後由陳輝泗及陳銘德兩位學

長，當場揮毫寫春聯，當做獎品贈送

大家，為現場又掀起另一波高潮。新

春團拜在下午三點整圓滿結束，大家

相約下次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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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說電影戲說電影戲說電影戲說電影    
《《《《梁山伯與祝英台梁山伯與祝英台梁山伯與祝英台梁山伯與祝英台》》》》    

周俊良周俊良周俊良周俊良    電機電機電機電機 1951195119511951    

年輕時看過的電影還算不少，其中好

電影很多，有國片也有洋片，但因為

本身對藝文造詣不深，只知道「看」

卻不懂得鑑賞，看過後也說不上那個

是我「最」喜歡的。  

然而，在台灣上演過一部票房記錄出

奇高的所謂的港片，它雖不是「我」

所最喜歡的，卻被廣大觀眾列為了最

喜歡的電影。當時抵

擋不住群情壓力，我

也曾趕時髦兩度被「

誘」到電影院裡陪著

婆婆媽媽們灑下過幾

滴英雄淚。  

那電影名叫《粱山伯

與祝英台》，是一部

上世紀６０年代初由

香港邵氏電影公司所

製作，改編自知名民

間傳說故事的電影。

由李翰祥自編自導，

邵氏當家小生凌波反

串扮演粱山伯，樂蒂

則演祝英台。所演唱的歌曲，採用的

全都是黃梅調。它被視為６０年代極

為重要電影之一，在港台地區紅極一

時，盛況之空前似乎至今尚無能與之

匹敵者（至少在台灣是如此）。  

當時好評如潮，簡直被捧為中國電影

史上最完美且無瑕可擊的曠世傑作；

在電影的領域中只要提到「１９６３

年電影」、「邵氏電影」、「香港電

影」、「愛情片」或「黃梅戲」等，

就會自然而然地與《梁山伯與祝英台

》掛上鉤。  

在這部電影裡，邵氏電影公司的好腳

色幾乎傾巢而出，而且獲獎的不乏其

人。諸如在第二屆金馬獎中得最佳導

演獎的李翰祥、最佳女主角的樂蒂、

最佳演員特別獎的凌波、最佳音樂獎

的周藍萍、最佳剪輯獎的姜興隆，以

及在第十屆亞洲影展中得最佳彩色攝

影的賀蘭山、最佳美術指導的陳其銳

、最佳音樂獎的周藍萍（也在金馬獎

中得此獎）、最佳錄音的王永華。  

在其中，表演得最為出色而憨厚得惹

人喜愛的當屬男角粱山伯，可是在諸

多獎項中，有最佳劇情片、最佳女主

角等獎，卻獨不見「最佳男主角獎」

。大概因為飾演男角梁山伯的，是由

身為女兒身的凌波所反串演出的關係

；若將最佳「男」主角獎頒給與她，

似乎有點名不符其「實」；可是在整

部戲中她是演技最精湛，表現得最出

色的靈魂人物，要給「獎」，怎麼可

能沒有她的份？所以給了她一個“最

佳演員「特別」獎”，可能就是這個

緣故。  

除了該得「最佳」獎項的幾位演、職

員外，就連整部戲中

的配角甚至普通龍套

角色，雖然沒有在此

得到獎項，他們在演

藝界可都不是等閒之

輩。諸如演銀心的任

潔、四九的李昆、英

台父親的井淼、母親

的陳燕燕、梁山伯母

親的歐陽莎菲、演老

師的楊志卿、師母高

寶樹；另外，演學生

的有知名諧星蔣光超

、以及也已經嶄露頭

角的莫愁、黃曼、喬

莊、關山、顧媚等人。還有石燕、金

漢、朱牧、谷峰等名演員也參加了演

出。  

１９６３年４月４日開始在香港首演

，就已好評如潮，等到４月２４日在

台灣上檔放映，頓時就轟動全台。在

台灣放映期間，大街小巷聽到的都是

聲聲黃梅調，人們相問的是“你看了

第幾次了？”。票房記錄一再飆升，

賣出的票數不表示看過這場電影的“

人頭”數，而是“人次”數，因為一

連看過多場，甚至高達三十幾場的大

有人在。不管在大都會還是小城市，

上映時無不是瘋狂得場場爆滿。在電

影院裡整整１２２分鐘的放映時間內

，從頭到尾不時聽到有人嗚咽抽泣，

甚至情不自禁旁若無人地放聲哭泣；

連許多堂堂男子漢如我者，也會被感

染得頻頻掏出手帕來。 

 

婊哥婊哥婊哥婊哥    
鄭啟恭鄭啟恭鄭啟恭鄭啟恭    成大媳婦成大媳婦成大媳婦成大媳婦    

婚後不久，婆婆就來美與我們同住。

婆婆能寫出一手工整漂亮的字，於是

親戚間的書信往來，及各個婚喪、賀

節、慶生的卡片都一直由婆婆代書。  

那年歲末，婆婆有事需返回台北，臨

行特別交待，寄聖誕新年賀卡給在美

親戚時，附加一句她的囑筆問候，那

樣她就不需再由台灣另外寄了。  

年節在即，外子開始寫卡片給眾親友

。在給最年長的姑媽寫完祝賀詞句後

，就開始傷腦筋，落款應該自稱「侄

」還是「姪」？  

他想不出個所以然，便來問我：「妳

的中文比我好，妳說應該用哪一個？

」  

被他高帽子一戴，我即隨口權威地說

：「姑媽是女的，從女邊吧。」  

他寫完了長輩，再寫給平輩。他的堂

、表兄姐弟妹雖分散各處，但還不算

多，不久就大功告成，核對名單無一

掛漏。  

過了幾個星期，婆婆打電話來說，住

在洛杉磯的大姑媽很生氣，在電話中

向她興師問罪。婆婆也責怪我們不該

寄那樣的卡片給姑媽的寶貝兒子。  

外子掛上電話，自言自語的嘀咕：「

難怪一直都沒收到大表哥的回卡。」  

經我追問才知道，他竟舉一反三，稱

他們為「親愛的婊哥婊嫂」。這也難

怪，原是要祝賀他們新年快樂，不料

畫蛇添足，讓他們一家子氣得一點也

不樂了。  

外子還理直氣壯，「妳不是說姑媽是

女的從女邊嗎？那姑媽一家人豈不也

都應從女邊 …………..。」 

2009 年年會預告年年會預告年年會預告年年會預告 
日期：10/24/2009 

地點：Holiday Inn Hotel & Suites 

707 Route 46 East, Parsippany,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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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樂嗎你快樂嗎你快樂嗎你快樂嗎？？？？ 
張淑卿張淑卿張淑卿張淑卿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1919191976767676 

日前和一位朋友聚晤，他訴說自己似

乎找不到活下去的意義，在很低落的

情緒中，一轉念，想起〝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就讓我一個人承受所

有的不快樂，而把快樂留給別人吧！

朋友頗具宗教情操，當自己承受自力

無法避免的負面情緒或情境時，發願

為所有人承擔，而使他人不必再經歷

同樣的苦，這種胸襟當然可貴，也可

佩，但一個不快樂的人，能帶給別人

快樂嗎？確實，地藏菩薩說〝地獄不

空，誓不成佛〞，但那是一種積極的

救渡行為，並不盡相同。 

所有生物皆有趨避痛苦，追求快樂的

本能。達賴喇嘛說：修行的目的是為

得到快樂。 

記得兒子上高中時問我：人生的意義

為何？我告訴他〝人生的意義在讓自

己快樂，也讓你身邊的人快樂。〞 

不論在財富、名望、知識和健康的天

平上，你有多重，只要能找到自己的

平衡點和內在本具的喜悅，那麼其他

的秤子都將為之讓渡。  

快樂是來自內心，不可外求的，常聽

人說：如果你….，    我就會快樂；

如果我有…. ， 我就會快樂；如果你

愛我 ，就應該讓我快樂。 

一對生活幸福美滿的夫婦，隨著經濟

條件的提升，搬到更高級的住宅區，

但生活不但未見改善，反而夫妻經常

爭吵，幾乎要鬧離婚。兩人追根就底

，找出禍因，原來都是鄰居的錯。如

果鄰居的房子不是那麼大；車子不是

那麼名貴；如果他們不是那麼珠光寶

氣，我們就不會如此不快樂。聽起來

可笑，但我們不都是如此嗎？總是將

自己的不快樂怪罪他人，這似乎是最

簡單的方法，既然都是他人的錯，那

麼需要努力改變的是別人，我只要負

責指出他們的錯就可以了。 

最近剛過結婚三十週年慶，年輕的朋

友問我有何感想可分享，我說：彼此

相愛固然很好，但也要愛自己，做一

個快樂的人，唯有快樂的個體才能擁

有快樂的人際關係。 

在人際關係中如果一昧的委屈求全和

犧牲，即使無怨無悔，充其量也不過

是給對方一個最可怕的禮物。但快樂

也不是來自〝我喜歡就好〞的自私行

為，而是發自心靈內我自性的喜悅、

良善和創造。 

如果你能相信宇宙是充滿愛，而你是

被愛的、是本自俱足無缺憾的，所有

發生在你身上的事，都是為了一個美

善的原因，那麼你就能心想事成。中

國人喜歡祝福人〝心想事成〞，其實

和新世紀的吸引力法則不謀而合。不

論你的思想念頭是正面或負面，你都

在向宇宙下訂單，遲早貨會送上門。

你的念頭創造你的實相，所以只要把

焦點定在期盼的事物，就如調準頻率

，再加上和念頭配合的行為，必然心

想事成，這是你與生俱來的權利。 

很多不快樂的原因是因為活在過去和

未來，而不是活在當下。當下具有無

限的威力，不但能創造未來，也可以

改變過去。我們能創造未來，不難理

解，但改變過去則有些顛倒因果的迷

惑。過去的事件之所以存在，和其存

在的形式，乃基於你對它的反應和感

覺，不論以世俗的眼光而言，是如何

悲慘痛苦的事，如果你能淡然處之，

或現在當下你已能釋然，那麼對你而

言，那件事就如同未曾發生，如此，

你即以〝當下釋然〞的因創造了〝過

去未曾發生〞的果。正因為時間乃以

非綫性存在，所以我們可以創造更美

善的人生，而那也是我們此生的功課

。 

我們對事物的一切經驗，都只是我們

心的體現。一位女士說，先生怪她把

他當孫子一般教訓，她答道：如果你

自認為是孫子，那就是孫子；認為不

是孫子，就不是孫子。好一位禪味十

足的女人。 

同樣一個表情，有情人認為是拋媚眼

，厭憎會的人可能認為是斜眼鄙視。 

既然我們有改寫劇本的力量，而且過

去、現在和未來也並非前生、今世和

來生，每一呼吸，每一秒，都是過去

、現在和未來，所以何不當下就改寫

你的劇本，並且馬上上演？每天給自

己一些獨處的時間，傾聽心靈自性的

聲音，早起或睡前，將一天發生的事

倒帶重播，若有非你所願之處，就利

用吸引力法則，照你的意思重新排演

過一次，重點在只說和只想你要的，

向宇宙下訂單。 

零極限(Zero Limits)是一本暢銷書，

書中為〝完全負責〞重新定義，任何

你所見、所聽、所接觸或以任何方式

經驗的和你生命中的人事物，都是你

的責任，如果你的人生出了狀況，那

雖然不是你的錯，但卻是你的責任，

因為它們都只是來自你內心的投射，

問題不是他們，而是你，為了改變他

們，你必須改變自己，如果你想要改

善你的人生，你必須要從改善自己做

起，當你改善你自己時，你也改變了

你的世界。這和〝地獄不空，誓不成

佛〞的理念似乎更接近。 

因為一切根源於你的內我，而且內我

是圓滿、良善和本自具足的，所以每

當你想要改善你生命中的任何事情時

，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以滿溢的

愛檢視你的內在自我。書中教授一個

極為簡單易行的方法，針對你身邊的

人事物，心中真誠的重複說著：〝謝

謝你〞，〝我愛你〞，〝對不起〞，

〝請原諒我〞。 

你心中或許正想著：嗯……….. 

但如果你用不受框限的眼光看世界，

讓心智回到空性(零極限)的狀態，每

一件事都是可能的，你能更自在優雅

的面對自己的人生，從而獲得財富、

健康、平靜與快樂。 
 

2009 會費收入會費收入會費收入會費收入 

永久會員永久會員永久會員永久會員 

張鴻 彭凱湘 楊水枝 朱正綱 

個人會員個人會員個人會員個人會員 

宋陳 李瑞炘 李昌貴 江錦貴 林文 

夫妻會員夫妻會員夫妻會員夫妻會員 

程家祥 張淑卿 

會務捐款會務捐款會務捐款會務捐款 
吳武田$500  
蔡孟芳 $2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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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度烤肉年年度烤肉年年度烤肉年年度烤肉 

夏日的饗宴夏日的饗宴夏日的饗宴夏日的饗宴 

活動日期 
June 20, 2009, 
Saturday 
10:00 am ~ 03:00 pm 

地點 
Pavilion F, Van Saun 
County Park, Paramus, 
NJ 

餐費 
Adult ($10) 
10-18 ($5) 
10 under (Free) 

電話報名 

請報名以便準備食物：

梁美華 201-845-6454 
陳品卉 973-428-0038 
陳銘德 973-696-3025  

活動內容 
烤豬排、雞腿、熱狗，

漢堡，水果、沙拉、冷

飲，團體活動。 

(詳細活動內容請上校友會網站查詢) 

From Route 4 East:  

Pass The Bergen Mall. Make Right 
onto Forest Avenue. 
Go through first traffic light at 
Howland Avenue. 
Stay to the right, Park is on the right.  

From Route 4 West:  

Exit at Forest Avenue (Diner with 
yellow roof). 
Bear right onto Forest Avenue. 
Go through first traffic light at 
Howland Avenue. 
Stay to the right, Park is on the right.  

From Garden State Parkway North:  

Exit 165. Follow “Oradell” sign to 
Forest Avenue. 
Turn right onto Forest Avenue. 
Go through 2 traffic lights. Make left 

onto Spring Valley Road. 
Right onto Continental Avenue. 
Park is on the right.  

From Garden State Parkway South: 

Exit 165 straight to Forest Avenue. 
Right onto Forest. 
Go through 3 traffic lights. 
Make left onto Spring Valley Road. 
Right onto Continental Avenue. 
Park is on the right. 

From Route 17 North and South:  

Exit Ridgewood Avenue (follow 
Oradell sign); Cross over GSP. 
Go through the traffic light (cross 
street is Pascack Road) 
Street becomes Oradell Avenue. 
Next traffic light make a right onto 
Forest Avenue. 
At third traffic light make left onto 
Spring Valley Road. 
Right onto Continental Avenue. 
Park is on the right.  

 

理事會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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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八月底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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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1.endiva.net/Nckuaa_NewYork/pub/Events.asp?ctyp=EVENT&catid=5132&ctxid=5162
http://www.ckuaagny.org/
mailto:joeting88@gmail.com
mailto:hsupeijan@yahoo.com.tw
mailto:ckuaagn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