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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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從芝加哥參加雙年會回來，就接到北美成大校友聯合會

會長林堡的來函，告知聯合會和北美成大校友基金會，為

響應台灣各地成大校友會發起的莫拉克颱風捐助活動， 特

別擬定辦法，方便北美的校友們捐款，辦法請見後頁。身

為成大人，對南台灣的點點滴滴美好回憶，永難忘懷，請

您本著〝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心情，伸出援手，共同

援助南台灣受災家庭，讓南台灣的天空早日湛藍。  

六月中，接近烤肉預訂日期，卻連續數日雷雨不斷。辦?不

辦? 心中反覆不定。去電美華學姐後，我就像吃了定心

丸。轉頭告訴每個打電話來詢問的校友，就四個字 “風雨

無阻”。當日帶著賴燦宏家借來的帳篷，有備而去。沒想到

帳篷一搭，配上炊煙裊裊，更添野趣。在此要感謝梁美

華 、蔡光新的籌劃，王頌平、朱鳳子、顏經洲、陳銘德、

黃禎祥、陳輝泗、彭鈺絢、蔡慶輝準備佳餚，更要謝謝吳

武田、陳玲子學長捐贈瓦斯烤肉架，還有冒著風雨而來的

所有的學長姐們， 望著大家髮際的雨珠，心中除了感動還

有感激，是校友會讓我有機會認識這麼多好朋友，使孤身

在美的我們能享受大家庭的溫馨。 

在敲定芝加哥行程後，接到成大工學院精英班訪問團來訪

消息，時間正好衝突，倉促間拜托第一副會長耿揚名及焦

國安負責連絡接待。沉穩幹練的揚名，經驗豐富的國安，

條理分明的永明，再加上爽朗好客的頌平、鳳子學長及其

他幾位學長夫婦， 又是一個精彩豐收的活動，謝謝大夥兒

辛苦了，詳情請見後頁報導。  

從二月中旬開始進行會員資料校正專案終於結束。失聯校

友名單，我們將在網上刊登尋人啟事，希望知道他們音訊

的同學，主動和校友會連絡。在此再次謝謝姚大敏、陳榮

典、賴燦宏及九位普查員的大力幫忙，完成這項艱巨任

務。  

本來預訂歡迎賴校長來訪餐會，現因莫拉克颱風善後事

宜，校長決定取消行程。九月十二日，勇謀學長主持的學

術研討會將如期舉行，請大家擁躍參加。最後，再次提醒

大家，十月二十四日的年會，是今年的重頭戲，全體董理

事會們正積極籌備中，敬請您務必闔府參與，謝謝大家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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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紐約區的校友代表團 8 月

中旬搭機從紐約飛往芝加哥

參加北美成大校友會的聯合

會議，這是成大校友會大家

庭在北美的一個重要集會，

現任校長賴明詔親自蒞臨參

加。有關此次會議的研討事

項及成果，請大家參考聯合

會的報告，本人不多贅述。 

在此要特別恭喜的是鄭向元

董事在此聯合會中光榮當選

聯合會的下一屆會長，他將擔當起負責北美成大校友聯合

會的工作重任，我在此呼籲大紐約區的校友們給他多方面

的支持。另外特別要提出的是，我們大紐約區的校友代表

團共有 18 個人參加此次聯合會，除地主團之外，我們的

團隊阵容是最龐大的；而且在陳品卉會長的籌劃主持和所

有團員們的努力表演之下，我們團隊的精彩演出深獲大家

的一致讚賞。 

在我們參加芝加哥聯合會的同時，恰巧有成大工學院第六

屆菁英班訪美學生團 20 人來到紐約、紐澤西地區訪問，

由副會長耿揚名負責安排接待。特別感謝王頌平學長夫婦

開放他們的家，以及 6 個校友家庭的大力協助，聽說不但

potluck 和 barbecue 的菜色豐富，學長們更盡心的在交談

中分享他們個人的工作經驗，並對學弟妹們真誠的勉勵，

充分發揮了成大人承先啟後的精神！ 

最後我想要特別邀請大家一定能來參加我們今年 10 月 24
日的校友年會和聚餐；這是我們大紐約區校友會每年一度

最重要的一個盛會，歡迎校友們全家都來參加。除了下午

召開的校友年會之外，將有豐富的晚餐和晚會表演節目，

另外還有頒獎和精彩的抽獎；希望我們這個大家庭能再度

歡聚一堂！ 

 順祝大家 

 健康快樂！ 

http://www.ckuaagny.org/
mailto:pc8161@yahoo.com
mailto:joeting88@gmail.com
mailto:hsupeijan@yahoo.com.t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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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為

九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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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子女獎學金辦法查詢下載。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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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取消活動取消活動取消活動取消 
由於 88 水災重創母校所處的南台灣，雖然母校的災情相

對輕微，但是由於學校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來自南台灣，賴

校長必須投入緊急救助在校的同學。因此，原定九月十二

日，歡迎母校賴校長餐會，活動予以取消。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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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誠歡迎各位學長暨學弟、妹們撥冗參加，相

互交流。相關報導請看上期(6 月)通訊。 

10/24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年會及晚會年會及晚會年會及晚會年會及晚會 
活動通告活動通告活動通告活動通告 

時間過的真快，炎炎夏日即將飛逝，而秋高氣爽的九月，

十月就要到來 ；我們今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大紐約區

成大校友會舉辦年會的籌備工作，也正按部就班，默默地

在進行中。近來府上可能會接到我們的電話或 E-mails，

還請勿見怪；因為我們除了希望銷售更多的一些晚會餐劵

之外，最重要的目的還是真誠的要邀請每位校友能闔家光

臨 ，一起參加校友會一年一度的盛會。這是校友會大家庭

所舉辦的全年中最大規模，人數最多，吃的豐盛，玩的開

心，活動最精彩的一次溫馨聚會。 

會員大會將於當天下午 3 點開始，包括會務報告、討論會

章、選舉會長、董事 …等等，及其他的重要事項。我們也

特別安排了另外的場地，讓校友們的家屬，孩子們都可以

輕鬆的在一起活動交談。董事長夫人姚永惠女士將利用這

段時間教大家制作手工藝，其成品將作為晚會聚餐時每個

餐桌上的 Center Piece，我們可拭目以待其各色各樣的成

果。 

晚會定於 6：30 分左右開始入座享用自助式晚餐，將有師

長及貴賓致辭、頒發會員子女獎學金、頒發校友服務獎，

接著是歡樂的晚會活動。計劃安排的精彩表演節目大致

有：中華傳統的彩帶舞、平劇、小小劇場、樂器演奏、社

交舞及卡拉 OK 等等。晚會節目仍在招募中，歡迎有更多

的多才多藝學長們自告奮勇報名參加。此外還有摸彩活

動，提供豐富的獎品等著大家來拿，也可籌募一點基金。

摸彩獎品包括電子產品、化妝品、美酒、玩具…等等，還

有一項特別的 8 天/7 夜長城徒步及北京遊覽活動（詳細行

程於年會中公布）。 

校友會是屬於大家的，需要大家庭中每一位校友的愛護、

參與、支持、與鼓勵。我們深切的盼望在年會當天（10 月

24 日，星期六）您與家人們能來參加；大家歡聚一堂，回

想一段在成大的歡樂時光。 是否還記得成功堂周末的免費

電影，榕園樹梢上的月光，及系所中你我曾經匆匆來往的

長廊。我們應該與老友們好好聊聊天，大家十月見 ! 

 

鄭向元當選鄭向元當選鄭向元當選鄭向元當選 
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會長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會長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會長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會長 

08/15，包括十九個各地校友會的『北美洲成功大學校友聯

合會』在支加哥，舉行雙年會，紐約都會區二十位校友代

表前往參加。『大紐約地區校友會』創會會長鄭向元 
( 右 )，當選該

『 聯 合 會 』

2010-2011 年會

長。左為負責主

辦此次雙年會的

『聯合會』現任

會長林堡 ( 美國

中西部校友會前

會長 )，中為專

程前來出席的成

功大學校長賴明

詔院士。。。。 
 

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暨基金會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暨基金會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暨基金會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暨基金會 
「「「「莫拉克風災救助莫拉克風災救助莫拉克風災救助莫拉克風災救助」」」」「「「「校友急難基金校友急難基金校友急難基金校友急難基金」」」」 

募款活動募款活動募款活動募款活動 

面對 88 南台灣惡水浩劫，眼看數百萬百姓家破人亡、坐

困愁城，位處災區的許多成功大學學生也可能同樣陷入困

境。身為學校大家長的賴明詔院士更是感同身受，8 月 12
日特別發起募款活動，並指示學務處即刻成立「莫拉克風

災救助專用」募款專戶，並於即日起接受各界捐款，所得

善款將全數用於救助因莫拉克颱風而受災的學生。 

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暨基金會除了響應校長的呼籲外，

另外成立「校友急難基金」，以便校友及其家庭面對未來

的災難能得到及時的濟助。請大家踴躍捐輸，將捐款寄以

下 地 址 ， 並 註 明 捐 款 用 途 ： ”Morakot Disaster Relief”
或 ”Emergency Fund”。詳細辦法和表單請上校友會網站查

詢、下載。 

NCKU-NAAFI 
c/o Li-Min Lee 
418 Main Street  
Gaithersburg, MD 20878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NewYork/pub/LIT_6.asp?ctyp=LITERATURE&pcatid=0&catid=1725&ctxid=1952&single=Y
http://www.ckuaag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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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武田吳武田吳武田吳武田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1965196519651965 

I was so delighted and honored to receive the 
Outstanding Alumni Award from NCKUNAAA 
Chicago 2009. I greatly appreciated my nomination 
from President Chen Pinwhei, Council and Directors 
of NCKUAA of Greater New York, and my 
selection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NCKUNAAA and Foundation. I also want to thank 
my wife, Lynne, and two children, Christine and 
Roger, for their encouragement and constant support 
throughout my career and every day life.  

I want to give a thank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 our fellow alumni of CKUAA of Greater New 
York, all of whom deserve the award much more 
than I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friendship to bring all 
of us together like a big family. I always cherish the 
spirit and warm feeling whenever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together.  

We all have ups and downs in our life. From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I have found that as long 
as we maintain the high spirit and hard work, our 
enormous latent ability will always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cope with any obstacles we encounter 
and achieve the goal we set to work for.  

As I described in my “Autobiography” for the award, 
I consider myself as a very lucky man, despite all the 
difficulties I have had, and hope to do as much as I 
can to improve the life of all mankind in order to 
leav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n before. 

默默耕耘默默耕耘默默耕耘默默耕耘    
湯立恆湯立恆湯立恆湯立恆    化工化工化工化工 1963196319631963    

    
謝謝北美聯合會

及 基 金 會 頒 贈

〝 默 默 耕 耘

獎〞，大概是肯

定我歷年來對校

友會的服務。大

紐約校友會自從

1987 年 成 立

後，我從〝服務

員 〞 做 到 董 事

長，祇要有用得

上我的地方，我

都不計名份，努

力去做；其間也

參與籌備過〝北

美大會〞(1995)
及〝嘉年華會〞

(1999)。廿二年

來很少錯過校友

會的活動，也許

是出席率最高的校友之一。 

早年參加校友會的活動都是全家出動。女兒 Wendy 正值

青春年少、容貎姣美（不是蓋的！）吸引好幾位年輕校友

追求過。這些小伙子為了討好老爸，稱我〝湯伯伯〞，造

成大部份校友祇知道我是〝Wendy 的爸爸〞。我想這豈不

是本末倒置！為了打開知名度，出馬競選理事。上台發表

競選演說時，脫口而出的是〝我是 Wendy 的爸爸〞，卻

忘了介紹系別，惹得轟堂大笑。不過，沾了女兒的光，竟

然高票當選。〝湯伯伯〞這個稱呼後來連比我年紀還大學

長也跟著叫，我倒無所謂，害得老妻也跟著升級，她就不

樂意了。 

我對推廣社交舞倒有小小的功勞。因為我好玩，歷年的聖

誔舞會差不多都是我負責籌辦。1996 年開始有校友發表學

舞心得，四年後更邀請了職業舞蹈家來表演；武健、粟

虹、茹寶及朱錚等名師都曾留下他們美妙的舞姿。喜歡跳

舞的校友愈來愈多，其中有幾對算得上是舞林高手。不過

就筆者來看，技藝高低不是最重要，Having Fun 才應該是

大家所追求的；扳著臉跳舞還有什麼意思。好友知道我沒

跳舞細胞，當年以〝鐵杵磨成繡花針〞相贈，十幾年後依

然是一根大鐵釘，湯伯伯老矣！還能跳得動就算不錯了，

您說是嗎？ 

如今交往的好友都是經由校友會認識的，活動重心也以校

友會為主。我們看著它成長，當然希望它日益茁壯；這都

有賴年輕學弟（妹）接棒，才能期望它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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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晚上六點半，我們的巴士緩緩駛入了一片住宅區，今

天我們要拜訪的是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的學長姐們，

心中充滿了期待，一到達，就聽到了學長姐親切的迎接

聲。 

我們在王頌平學長家用餐，有義大利麵、台式涼麵、雞

腿、生菜沙拉、洋芋沙拉、餅乾、飲料、漢堡，任君挑

選，實在太多樣了！天呀！嚐起來怎麼會如此有媽媽的味

道，因為這都是 Home-Made 的喔！飽餐一頓後，學長姐

們邀我們一起到王學長家的地下室，他們分享了他們寶貴

的人生經驗，我們則自我介紹給他們認識。 

三十年的人生經驗要在三分鐘內就要跟我們分享，那想必

一定是最最精華的囉！王頌平學長跟我們分享他在 Exxon 
Mobil 公司的經驗，勉勵我們一句話：Training，人生就是

在不斷 Training 中去 Continue Improvement，工作是如

此，我們的人生亦是如此 ，朱鳳子學姊分享了她的人生經

驗，平常喜歡園藝、繪畫、與王學長一起旅遊，今天真是

謝謝提供了這麼好的場地，讓我們這群小鬼們撒野。再來

是陸寧馨學長的分享，他說：「人的一生中，就是許多決

定所組成的，往後看，你已經做了許多決定而成就了今

天，往前看，還有許多決定要做。」沒錯，前方的決定們

還等著我們呢！我們更該去見識各種事物，做出不讓自己

後悔的決定。李維敏學姊提醒我們，我們都是男未婚女未

嫁，找尋到心目中理想的另一半，是超重要的一件事！(真
是心有同感啊)廖廣哲學長更鼓勵我們年輕人，要 Try、

Try、Try！但別忘了做好 Risk Management，與陳麗雪學

姐得意地分享家中大兒子結婚的喜事，真替他們感到開

心。耿揚名學長與我們分享他創業過程及生命中最得意的

事情，就是找到

了 他 的 Snow 
White-姚永明學

姊，我們聽到當

場歡聲雷動！在

姚永明學姊的經

驗分享中，感覺

的出來她熱愛她

的工作、家庭，

這對我們來說也

是很好的模範，

藉由他們的例子

去想想自己要往

哪兒走。焦國安

學長分享他這星

期一、二在杉林

溪為成大一級主

管講授 Strategy 
Planning 的 經

驗，也分享了自

己在美國公部門

上班的情形，同

時也反映了台灣

公部門的弊端及

效率問題。蔡慶

輝學長與彭鈺珣學姐是今天最年輕的一對夫婦，但蔡學長

已經當過了紐約的校友會長，十分熱心，他與我們分享如

果要來美國念書應注意的事項，彭學姊則以詼諧方式道出

她人生的工作經歷，十分精采！我們也簡

單地介紹自我，笑聲此起彼落，分享會

後，我們則獻上從台灣飄洋過海來的小禮

物，感謝學長姐熱情的招待，還品嚐了美

味的”Elite”蛋糕，這是一個美好的夜晚。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學長姐熱情的招

待，讓我們好感動，個個出於關心、鼓勵

的話語縈繞在我們耳邊，如同我們父母般

勉勵我們。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將來

可能的自己，或者說，更清楚自己要追求

的是什麼！每對夫婦間親密的互動，也讓

我們欣羨不已，從學長姐身上看到了成大

人的精神，還有學長姐真正成大人後所建

立起的和諧家庭，這都是我們值得學習的

榜樣，謝謝學長姐給我們如此美好的夜

晚，今夜裡，有台灣媽媽的味道、螢光閃

閃、嘻笑聲及成大人間薪薪相傳的溫暖。 
 

成大工學院第六屆菁英班同學成大工學院第六屆菁英班同學成大工學院第六屆菁英班同學成大工學院第六屆菁英班同學    

拜訪成大紐約校友會拜訪成大紐約校友會拜訪成大紐約校友會拜訪成大紐約校友會 

@@@@王頌平學長家王頌平學長家王頌平學長家王頌平學長家    
鍾承恩鍾承恩鍾承恩鍾承恩    工科工科工科工科 2009200920092009

 

 

王頌平與朱鳳子學長王頌平與朱鳳子學長王頌平與朱鳳子學長王頌平與朱鳳子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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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 年 8 月 15 日 星期六 

時間：大紐約區校友會代表抵達時間@5:00PM; 成大菁英

班抵達時間@6:30PM 

地點：王頌平學長家 

成大菁英班師生：9 位男同學，10 位女同學 及 領隊老師

周佩欣教授, 共 20 位 

今年五月份，我還在中國出差期間，有一天内子永明在越

洋電話中告訴我，母校成大第六屆菁英班的學弟、學妹們

將在 8 月 13 日-16 日之間來紐約、紐澤西。除了他們已經

決定好的精彩活動之外，也希望抽出空檔能有機會與大紐

約區的校友們交流。陳品卉會長因必須參加在芝加哥舉辦

的成大北美校友聯合會活動，特將此接待任務交付我與焦

國安一起負責。菁英班確實是能力強的團隊，分工明確。

小學弟鐘承恩是負責大紐約區活動聯絡人，我們立即以 E-
mail 開始了聯絡和準備的工作。 

菁英班因為行程十分緊湊，除了在南伊利諾大學 (SIUC) 
研習兩週之外，还拜訪了美國東北區 6 所大學 (Harvard, 
MIT, Yale, Columbia, Princeton & NYU), 因此僅能抽出 8 
月 13 日(星期四)或 8 月 15 日(星期六) 其中一天的 3~ 4 個
小時與校友們相聚；時間比較短暫，聚會形式和找尋適當

場所都費思量。 

很感謝王頌平學長及朱鳳子學姐，他們夫婦慷慨樂意的開

放他們的家，來接待這些“小朋友們”。又因為時間與地

點的考慮，我們決定不廣為宣傳這次接待活動，而是邀請

在不同工作領域的 6 對校友夫婦以 BBQ 及 POTLUCK 的

方式在王學長家熱情的歡迎他們；時間定於 8 月 15 日 
18：30 至 22：30，希望他們在返國之前，能與學長、學

姐們交談、分享、聚餐，並有一個輕鬆愉快而又溫馨的夜

晚。 

8 月 15 日下午五點左右，接待的幾個家庭陸續先抵達頌平

學長家，提著親自烹調的佳餚。食物種類、數量都比我們

預計多出許多，大多是 Home-made，色香味俱全，而且

保證衛生又健康。大家笑稱要讓這些離開家 3 週的小朋友

們嘗嘗媽媽的口味！此外還定了一個大蛋糕，特別寫了 
“Welcome NCKU Elite Group”。我們都很開心的準備，像

是接待自己的孩子與親人一般的歡迎他們，因為這裏還包

含了成大人對母校及學弟學妹們的祝福與關愛。 

18：40 分左右菁英班團隊抵達，迎接來了領隊老師周佩欽

教授及 9 男 10 女小學弟、學妹們，一行共 20 人。頌平兄

家的院子不小，而且他已經事先在 Deck 上安排好了桌

椅。此時負責接待的幾位家庭主婦們迅速將豐盛的佳肴搬

上桌。BBQ 早已肉香四溢，飲料、礦泉水、啤酒齊全。主

人先簡單自我介紹後，學嫂及學長夫人們即開心的為大家

添加餐飯，愉快的開始在寬廣的園林院子中用餐。我們並

且在各桌間遊走，與他們每一位親切地交談，小朋友們一

開始還稍微有點拘束，但逐漸地放鬆，一邊享用晚餐，一

邊與老學長們交談。庭院中充滿了歡聲笑語，氣氛十分融

洽，這是一頓非常溫馨的晚餐。 

20：10 分，於晚餐後大夥聚在地下室座談。先由每位學

長、學姐們分享自己在國外求學、工作及家庭相處的寶貴

經驗；並且對學弟、學妹們提出由衷的建言。要在短短的 
3~5 分鐘內把將近 20~30 年的心得說出來，談何容易？但

是大家都很盡心盡力！特將部分值得深思的精句摘錄如

下，提醒學弟、妹們。 

接著也請周教授及學弟、學妹們自我介紹自己科系，專

長、嗜好，及未來的規劃、展望等等。周教授很能幹又漂

亮，擔當領隊老師不容易，她是一位年輕有為的留日學

者；每位同學的介紹內容都十分生動有趣，我們也藉此機

會能多了解一些學校的師生活動，對於母校更增添一份關

愛。 

歡樂的時光總是流逝的快了許多，一瞬間已經超過晚上 
10：30 分，周教授代表菁英班同學致謝，並贈送每個接待

家庭一份母校的珍貴禮物 (我最欣賞有 NCKU 刺繡標誌的

鴨舌帽)；我們照了團體照，上樓享用蛋糕後，依依不捨互

道珍重再見。許多學弟、學妹們告訴我們今晚好開心，捨

不得離去；我們有同樣的心情，也歡迎他們以後再來美國

相聚，祝福他們一路順風，平安回國！ 

回顧這次的接待活動，要再次感謝王頌平學長、朱鳳子學

姐開放他們的家，以及特別感謝所有校友接待家庭們的積

極參與，不僅出錢出力，也把對母校的關心，對學弟、學

妹們的關愛表現出來。我們也一致認同這次活動成功舉

辦，是成大家庭們最好的 Teamwork，大家都很高興。最

後我謹代表陳品卉會長及校友會謝謝大家。 

 

勉勵精句勉勵精句勉勵精句勉勵精句 
1. 應該注重 Training 及 Continuous Improving， 非常重要。 
2. 做事不是問題 ， 關鍵還是在於如何面對問題；要有創新的思考，且

要整體 來看。 
3. 人的一生中，是許多決定所組成的，往後看，你已經做了許多決定

而成就了今天，往前看，還有許多決定要做。 
4. 嘗試中求成長，多接觸相關產業。 學工程的加上 MBA degree, 會很

有幫助。 
5. 學無止境、積極努力、認識自己、保重身體、惜福感恩! 
6. Network 及 Teamwork 都很重要。 
7. 電腦資訊處理，是各種產業必須落實的實際問題。 
8. 無論做什麼工作，若是盡心努力，就會有成績和成就感。 
9. 人生最重要的事，是認識 神，有 神為我們管理家庭、兒女，我們會

很省心。 
10. 男生不要只注重工作、事業、前途、也要重視家庭；女生要找一位

可以成為真正一家之主的好丈夫 。 
11. 要訂一個長遠的目標，當外在環境改變時，可以不斷修正目標，並

努力達成目標。 
12. 隨時應該有策略規劃 (Strategy Plan) 的觀念，而且想像力、創造力

都很重要；爭取把危機變成轉機。 

  

成大大紐約區校友會成大大紐約區校友會成大大紐約區校友會成大大紐約區校友會 

接待第六屆菁英班訪美團扎記接待第六屆菁英班訪美團扎記接待第六屆菁英班訪美團扎記接待第六屆菁英班訪美團扎記    

耿揚名耿揚名耿揚名耿揚名((((交管交管交管交管 1976)1976)1976)1976) 

耿揚名耿揚名耿揚名耿揚名    交管交管交管交管 1977 1977 1977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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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是一個下著綿綿細雨的週末。雖然陰雨

連綿，卻擋不住成功大學大紐約區六、七十位校友以及眷

屬們興致勃勃的心情，因為這一天是大家期盼已久、一年

一度的成大校友會野餐聚會呀！尤其是我們一群遠在

Monmouth County 地區成大校友為了共襄盛舉，號召了近

二十位校友以及

成大之友，自行

組隊開了 5 輛車

過來，浩浩蕩蕩

一起前來加入成

大 校 友 會 的 盛

會。因為大部份

的人是第一次參

加此盛會，所以

大家都感到特別

興奮。 
其實，早在一個

多月前，會長陳

品卉就率領著她

的 團 隊 多 次 開

會、討論，為了

當天的盛會而精

心安排、籌畫，

前幾天前就開始

採 買 當 天 的 食

材、飲料、以及

提早製作一些熟

食，以豐盛聚會餐點的選項。當天一大早，品卉及多位校

友就提早來到紐澤西州 Paramus 郡 Van Saun County 公

園布置場地、搭建帳篷，大家忙得不可開交。  

十點多一些，校友們陸陸續續地來了，許久沒見，見了面

大家親切地打招呼，男士們並且一展雄風，輪番上陣，邊

協助燒烤，邊暢談聯誼，其樂融融，好不熱鬧。中飯可是

精采了，我們有烤雞，烤排骨，滷雞腿，玉米，沙拉，熱

湯．．．．。雖然整天下著雨，還好場地本身就是一個很

大的涼亭，上有屋頂，所以吃飯及團康活動都不太受影

響。另外校友會準備的兩個帳棚不僅耐用而且夠大，讓燒

烤事項能順利

進行。再加上

吳武田校友捐

贈的兩個全新

烤肉爐，非常

好用，讓烤出

來的肉更加香

噴可口。  

飯後的餘興節

目，更是精采

萬分；有顏經洲主持的團康活動，跳跳 tempo，也有品卉

帶領的”草帽移位”，大家返老還童，玩得不亦樂乎；另

外 還 有 王 足 如 帶 領 的 團 體 舞 蹈 ， YMCA 、 chicken 
dance …，總算可以把中午多餘的脂肪給消化掉一些。接

下來的是各方好漢輪番上台，分享各式葷素笑話；尤其是

有校友帶來的妙

語如珠，模仿老

蔣總統的演講，

更是一絕，贏得

了滿堂采。 

接下來，可就是

整個活動的高潮

戲了。當天適逢

父親節，品卉特

別主持”成大之

父” 選拔活動。

先 有 四 位 校 友

（江明儒、廖廣

哲、黃禎祥、蔡

慶輝）或自告奮

勇、或經人舉薦

參加競選。尤其

剛好當天是江明

儒的生日，其賢

內助（林麗娜也

是校友）更是內

舉不避親，大力推薦。競選過程中，有人打著悲情牌，有

人打著親情牌，有人打著友情牌，有人打著威脅利誘牌，

更有人打著兩”力”(能力與魅力)牌，以爭取選票。整個

競選期間，大家笑聲不斷，場面熱鬧萬分。結果是由擅於

烹煮、對太太體貼入微的蔡慶輝以高票當選。 

歡樂的時光過得總是特別快，一轉眼，已是下午三、四

點，大家就在依依不捨中一面幫忙收拾，一面道別，並約

好明年再見。而來自 Monmouth county 的一行人，還意猶

未盡，一起相約到 Fort Lee 日本超級市場 Mitsuwa 續攤，

先到附近的湖邊漫遊暢談，再到超級市場大採購。之後，

再到附近遠近馳名的韓國豆腐店用晚餐，過了一個既有意

義又豐收的週末。 

 

謝謝以下諸位學長學姊的幫忙，使我們有一個充實又歡樂

的下午：顏經洲－飲水、餐具（刀、叉、盤、紙巾、紙

杯）；陳銘德－玉米、熱狗、漢堡、麵包；王頌平－豬

排、西瓜；陳品卉－沙拉、Dressing、酸黃瓜、滷雞翅

膀；黃禎祥－滷雞腿；蔡光新、梁美華－做路牌、佔位

子；彭鈺絢、朱鳳子－收費；彭鈺絢－烤爐及瓦斯 

年度烤肉活動年度烤肉活動年度烤肉活動年度烤肉活動    

顏經洲顏經洲顏經洲顏經洲    電機電機電機電機 19761976197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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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了扛起了扛起了扛起了 
『『『『北美洲成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北美洲成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北美洲成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北美洲成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 

的擔子的擔子的擔子的擔子    

鄭向元鄭向元鄭向元鄭向元    土木土木土木土木 1966196619661966    
 

8 月 15 日，『北美洲成功大

學校友會聯合會』在芝加哥

主辦的雙年會晚宴上，我被

正式宣佈接下『聯合會』第

九 屆 會 長 的 擔 子 ， 將 負 責

2010 及 2011 年的會務。  

成立於 1993 年的『北美洲成

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每

兩年改選會長，並於會長所

在地舉行『聯合會』的雙年

會 。 在 過 去 的 ＋ 六 年 中 ，

『大紐約地區校友會』李明

星學長，曾於 1999 年擔任第

三屆的聯合會會長。在大紐約地區校友動員協助下，還曾

於大西洋城，舉辦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嘉年華會。 

 在北美洲，分佈各地的成大校友會，共有二十個。若以會

員人數多寡計算，我們的『大紐約地區校友會』，僅次於

南、北加州位居第三。記得 2005 年在 DC 舉辦雙年會

時，很多校友會都希望紐約這個『大校友會』能接辦 2011
年的雙年會。2007 年在 LA 的嘉年華會後，更受到多方面

積極遊說，希望『大紐約地區校友會』能接任第九屆『聯

合會』會長。 

 5 月 20 日，『大紐約地區校友會』董事會，在黃禎祥董

事長的主持下，有了兩項有關此事的決議：(一)『大紐約

地區校友會』同意於 2011 年接辦下一屆『聯合會』的雙

年會。(二)  陳品卉會長，提名我參選第九屆會長。我則建

議請黃董事長及陳會長繼續努力，在下次董事會 (6 月 17
日) 前，徵求其他人選(包括使用我們的 Web Site)。 

 結果，卻還是無人響應。我在先後接到包括『聯合會』現

任會長林堡、第五屆會長朱唯幹，及第六屆會長陳秀生等

的勸進電話後，只得接受提名，代表『大紐約地區校友

會』參選『聯合會』第九屆會長。 

『聯合會』會長林堡，於四星期後，7 月 17 日向北美洲各

成大校友會，宣佈由我當選的選舉結果。八月中旬，大紐

約地區有近二十位校友及眷屬，赴支加哥參加 2009 年的

『雙年會』。我們 ( 包括黃禎祥董事長、陳品卉會長等 )在
晚宴中全体應邀上台亮相，陪我這個新會長致詞，並代表

紐約，歡迎大家出席 2011 年的『雙年會』。 

 在紐約四十年中，花了不少時間及精力於社團工作，去年

從市政府退休後，也決定從這方面退休。真是沒想到，年

近七十，還要接下這個重任，現在只有把它當作我人生中

再一次的挑戰，儘力把它做好，也由衷懇請『大紐約地區

校友會』的校友們支持與協助。 

北美北美北美北美成大校友會成大校友會成大校友會成大校友會 300 人歡聚人歡聚人歡聚人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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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成大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 15 日在芝城舉行「芝加

哥之夜」聯歡晚會，台灣成功大學校長賴明詔專程抵芝，

與 300 多位海外校友共聚一堂，賴明詔肯定校友 們支持母

校、推動技術轉移的努力，他強調，海外校友是成大與國

際接軌的重要橋梁，他更期許校友成為成大邁向頂尖大學

的工作夥伴。 

這場晚會由成大芝加哥校友陳德芬、林葉茗主持，在芝城

地區享有盛名的「成大鼓陣」，首先以震撼鼓聲迎接來自

世界各地的校友。 

賴明詔表示，成大創立 78 年來，在歷任校長經營及全校

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學術成就日益受到世界重視，他說，

一所大學，學生是血肉、教授是骨骼，校友就是學校的靈

魂，成大以校友成就為豪，而海外校友更是成大與國際接

軌的橋梁。他還提到，成大畢業生不僅是台灣最受企業主

歡迎的一群，也隨時準備為社會國家貢獻，他 強調，成大

在「土木」、「建築」的專業，將為協助重建台灣水患災

區貢獻心力。 

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申佩璜、副處長彭慎、

商務組組長王振福、新聞組組長李文琦、芝加哥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主任陳永豐，以及僑委會委員長吳英毅夫人孫峰

月等，都出席晚會。申佩璜致詞時表示，成大校友秉持

「窮理致知」校訓，在各行各業都有出色表現，而成大培

養的優秀人才，更是建設台灣，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主

力。 

賴明詔隨後頒贈感謝狀，給今年雙年會的三位主辦人，包

括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會長林堡、全球成大資訊網及北

美洲成大基金會的隋景祿、中西部成大校友會會長王文

瀚。此外，賴明詔也頒贈獎狀給今年的十多位傑出校友及

默默耕耘獎的校友得獎人。 

當天晚會並宣布，由來自紐約的鄭向元，接任新年度北美

洲成大校友會聯合會會長。 

由尹正容精心策畫的「風情萬種─芝加哥之夜」晚會，精

彩紛呈，成大女婿錢懷德及成大人王德緯的「說學逗

唱」，把成大歷史及歷任校長串成趣味故事，讓台下校友

們不時會心一笑。紐約成大校友會的「床邊故事」短劇，

把成大人豐富想像力表露無遺，爆笑劇情，贏得如雷掌

聲。 

其他還有密西根成大校友會、芝加哥希林協會、芝加哥東

方藝術團、三水舞蹈社等，帶來話劇、舞蹈、歌唱表演，

最後由中西部成大校友會苦練多時的「媽媽咪呀」歌舞壓

軸，宋蓉蓉、倪豫琴等 20 多位校友及校友之友，穿著金

光閃閃服飾，又唱又跳，為晚會掀起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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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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活動日期 10/24/2009, Saturday 
3:00 pm ~ 6:00 pm 

地點 

Parsippany Holiday 
Inn Hotel & Suites     
707 Route 46 East, 
Parsippany, NJ 07054  
TEL (973) 263-2000 

費用 免費 

報名 歡迎所有會員參加 

活動內容 

會員大會：會務、財務

報告，選舉會長、第一

副會長及董事。 
眷屬活動：與會員大會

同時間舉辦，教學、製

作手工藝。 

 

2009 年會與晚會年會與晚會年會與晚會年會與晚會 

活動日期 10/24/2009, Saturday 
6:30 pm ~ 11:30 pm 

地點 

Parsippany Holiday 
Inn Hotel & Suites     
707 Route 46 East, 
Parsippany, NJ 07054  
TEL (973) 263-2000 

費用 
Adult ($50) 
18 歲以下 ($25) 

報名 

晚會請事先購買餐券： 
陳品卉 973-428-0038 
耿揚名 973-898-3736 

活動內容 
精彩餘興節目、歌舞，

請著正式服飾參宴。 

(詳細活動內容請上校友會網站查詢) 
 

From Rt. 80 West:  

Exit 47 to 1st light, make jug handle 
and cross Rt. 46 to Holiday Inn 

From Rt. 80 East:  

Exit 45. Left at light. Right at 1st 
light. Approx. ½ mile on right to 
Holiday Inn 

From Garden State Parkway South: 

Exit 159 to Rt. 80 West. Follow to 
Exit 47 to 1st light, make jug handle 
and cross over Rt. 46 to Holiday Inn 

From Garden State Parkway North: 

Exit 145 to Rt. 280 West to Exit 1 
(New Road).  Make right to 1st light, 
make left onto Rt. 46 to 1st light. 
Make jug handle and cross over Rt. 
46 to Holiday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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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5
http://www.ckuaagny.org/
mailto:joeting88@gmail.com
mailto:hsupeijan@yahoo.com.tw
mailto:ckuaagn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