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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長長的的話話 

耿揚名 
 

2010 年第 23 屆理事會

正式成立了，除了感謝仍有

許多的〝老將〞們熱心出

馬、跨刀協助之外，还增添了幾位新人；真是令

人可喜、欣慰。這也正是發揮了成大人的团隊精

神，願意担任義工為大家付出心力服務。 

大紐約區校友會成立已 20 多年了，在以往每

位會長、副會長及参與會務的學長姊們努力維護

之下不断成長；其所積累的寶貴經驗，及校友們

的緊密連繫、和諧關係以及與成大母校之間的良

好互動，都必須繼續傳承下去。我对于新組理事

會中的理事義工們，除了敬佩之外还要表示由衷

的謝意。並期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爭取失聯

校友們歸隊，同時还更要鼓勵加強各不同年代校

友們之間的連繫。 

今年预定舉辫的活動也很精彩、豐富，大致

將包括: 新春團拜, 郊遊, 踏青, 生活專題講座, 

烤肉, 拜訪台中校友會及返台南母校, 和一年一

度中最重要的校友會年會。校友會是屬於大家的

大家庭，每個活動都需要校友們的熱心参與和鼓

勵，我們希望經常看到您攜老偕幼、全家光臨！ 

最後，特別於此歲末春初時節，也藉此向大

家祝賀新年。 

祝福各位學長姊們  

闔家 平安、健康、喜樂年年 ! 

董董事事長長的的話話 

校友之心、肺腑之言 

張張一一飛飛 
 
一飛雖然是大紐約校友會數十載的會友、但

是多年來一直是在享用校友會的益處而沒盡到什

麼大義務。這一方面是因為我住在大紐約的北方

較遠的郊區、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紐約的校友人才輩出、熱心人士眾

多、辦起活動來是輕輕鬆松、有聲有色。許多校友包括我在內就變成了享

受群而不是服務族了。雖然有此現象、但是校友之心則是情相近的。 
校友之心究竟是什麼? 這或許大家沒有細想過。一飛在此就起個頭說

出肺腑之言、其目的在求與諸位校友起共鳴、在為校友服務上、在為母校

回饋上及在為後代鼓勵上能做些有意義和有實效的事。 
大體說校友心態可分九類、因時因地因人而變: 一、吃喝玩樂、快樂

一場。二、同班同屆、沿續友情。三、夫(婦)唱婦(夫)隨、榕樹濃情。四、

交友聯誼、敘舊同好。五、切磋事業、交換經驗。六、尋'師謀事、更上

層樓。七、子女交流、華語文化。八、心懸母校、志于奉獻。九、回饋心

思、獎提後學。其實還有一類、不聞不問、不關痛癢。不過這一類如果校

友會多次邀請而不理會那就只有聽其自然了。一飛承蒙校友會選為董事

長、當盡力為各位及各類校友服務。 
如果你的心態是屬於上述前七類、你就會感覺到大紐約校友會成立了

數十年在對校友服務上、是做得相當成功的。一飛在此請求大家繼續贊

助、參與和服務。如果你的心態是屬於上述八、九類、那一飛在此就請你

提出建議和行動幫助大紐約校友會來幫助母校。說良心話、我們成功母校

在校友工作上是要加強才能做成功的。與美國哈佛耶魯康乃爾等名校來

比、母校的校友聯絡會有許多該效仿的地方。首先校友工作是需要專業人

員來推動的、在促進各地校友會的發展上母校應供給持續性的幫助、不僅

是聯絡而是要促進成長。不只是吃喝玩樂和募捐、而是要有計劃地把母校

的工作目標充分表明及公開的吸取校友的建言。 
校友固然應有飲水思源、感恩圖報之愛心、母校也當有引校友為榮、

靠校友開發前景之誠意。進幾年來、母校有幸得到政府教育經費、有機會

突飛猛進。望校友們有計出計、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也希望母校能明訂

方略、專事專責、開誠佈公與校友及校友會充分合作。 
在此2010年初之際、有兩位大紐約校友捐贈獎學金、為成功大學校友

們開了一個虎年的好兆頭。一 飛感激感動之餘敬祝各位校友和校友會在

耿揚名會長及諸位理事領導下熱心參與校友會活動、新年萬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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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成大校友世界嘉年華會 

日期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備註說明 

11/4  
(四) 

報到 
 

 

集合出發：住宿飯店大廳(全國、金典)  全國大飯店/金典酒店 

11/5  
(五) 

福爾摩沙之旅 
 
 

行程規劃： 
￭ 行程(1)：迎向高峰~~合歡山的呼喚 
￭ 行程(2)： 原鄉那魯灣~~九族文化村&日月潭纜車 
￭ 行程(3)：杉林故鄉~~溪頭~芬多精之旅 
￭ 行程(4)：領航工業~~台塑六輕參訪 

1. 以上旅遊行程，校友團體或個人可參
考安排，敬請擇一參與。 

2. 行程參與敬請依個人體能狀況而定，
選擇適合行程。 

3. 請著輕便服飾、遮陽或風雨用具。 

11/5  
(五) 

迎賓晚會 
Welcome 
party 

￭ 報到：PM16:00~17:00 
￭ 活動時間：PM17:00~21:00 
￭ 地點：伊達邵碼頭 

將結合當地原住民文化，開場除了原住民
迎賓舞，主席團的學長們也會穿上原住民
服飾，將為迎賓晚會帶第一個高潮，表演
內容有民歌表演與相聲串起無限的回
憶，以歷史回顧為概念，讓各地校友有歸
鄉的感覺。 

活動 
 

高爾夫聯誼賽 ,  city tour 都會知性之旅, 座談會, 
專題演講, 系友會, 同學會 

旅遊行程，校友團體或個人可參考安排，
敬請擇一參與。 

11/6  
(六) 

嘉年華會 

￭報到時間：PM16:00   活動時間 PM17:00~21:00 
￭ 活動地點：台中世貿中心展場二館 
￭ 活動主題：歸鄉~~看見蛻變 

以時光隧道為概念，現場的佈置也會用各
年代的成大校友照片，帶領大家從以前走
到現代。表演團體邀請成大人或成大學生
團體，如熱音社、流舞社、吉他社共襄盛
舉。 

成大校慶 

￭時間 99 年 11 月 10 日（三） 
11 月 11 日（四） 

￭ 活動地點：成功大學 

詳細校慶活動內容資訊請上成大網站查
詢聯結網站：
http://web.ncku.edu.tw/bin/home.php 
 11/10  

(三) 美麗健康人生 
~健診服務~ 

1.提供成大醫院、中國醫學醫院健診參考資料。 
2.提供健診項目、價格及報名窗口等相關資訊。 

詳細資料將在日後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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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送季韻聲副處長 
台灣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感謝駐紐約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即將榮調副處長季韻聲多年來對該

會的支持，特以「成大之友、功在僑社」紀念 plaque 

致贈。照片由右至左，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會長

耿揚名，創會會長鄭向元，季韻聲副處長，及同是成

功大學校友的台灣觀光局駐紐約辦事處主任張政源。 

 

  

http://web.nck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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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明(網頁) 顏經洲 
   涂燕宜(網頁) 

(副會長、活動) 
Simon 於 1985 年

化工系畢業；同年

Tiffany 歷 史 系 畢

業。1990 年 Simon 

服完兵役後，兩人一起出國至今， 落腳

美國二十年寒暑。在這二十年裡，Simon

讀完博士，Tiffany 唸完兩個碩士；有了

兩個寶貝女兒。現在 Simon 任職彭博資

訊公司軟體工程師。Tiffany 在公立高中

教數學，同時也負責學校的圖書館.。

2009 年經由盧德先學長的引介，加入了

大紐約區成大校友會，同時也誠惶誠恐

地各自接下了校友網頁以及會員資料的

會務，未來一年希望以誠懇之心收集更

多校友資料，以及刊登更多校友活動資

訊和照片在校友網頁上。 

 1976 成 大 電

機，1978 成大

電研 
222000111000 董董董理理理事事事簡簡簡介介介   

  在 AT&T 服務

超過 20 年，並

曾回臺服務於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

心 3 年 

耿揚名 
(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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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av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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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為 AT&T 資深工程師，負責網路維

運及管理工作 
 2010 成大紐約區校友會副會長，幫忙

新春團拜、烤肉、年會等事宜 
 

丁松洲(顧問) 
統計 1976，現為

失 業 的 無 業 遊

民。年初全家每

個人都訂了三個

目 標 ， 我 的 目

標：第一要減肥

十磅，第二要運

動，每個禮拜至

少要有一天走路(包括跳舞)超過一萬

步，第三增加工作知識領域，要學習。 

 

王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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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xon 

Mob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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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禎祥 
(副會長  

朱鳳子(支援) 負責年刊、季

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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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 土木系 

1978土研所，曾任

中 華 顧 問 工 程

司、中興工程顧問工程師，主辦台灣工

業區污水處理場策劃垃圾掩埋場及焚化

爐規劃。 

 

姚大敏 
(年刊) 
徐潮君 40歲來美後歷任顧問公司計劃經理。現

任Rockland County 污水處理工程師。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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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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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會長) 
何 冠 雄 ， Patrick 

Hoh，化工系 52

年级畢業。 
 

戴天佑(學術)  
現職是北美 Axens

公司的技術顧問。 
1954 graduated 
Mathematic major 

我是今年大纽约

區成大校友會的副會長。我會儘力協助

戴天佑，張豐禪，廖廣哲把今年的生活

專題講座，郊遊踏青，拜訪台中校友會

和返臺南母校的活動辦好。 

Former Board 
Member 
(1997-1998) 
This year he 
will in charge of 

Speech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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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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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向元 陳銘德 羅之愷(刊物) 
(公關、董事) (團拜活動) 1980 年機械系畢

業。來美後於賓州

大學獲得機械工程

博士學位。曾經在

通用汽車公司服務

兩年。目前在洛克

西 德 馬 丁 公 司

(Lockheed Martin)擔任人造衛星機械設

計部門經理職務，負責美國下一代地球

同步軌道氣象觀測衛星的研發製造工

作。他和妻子與一子 一女住在新澤西州

東布朗斯維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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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陳銘德，造船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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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腦部門經理，太太王秀忍在家相夫教

子，寶貝女兒陳清芬，目前就讀紐約大

學二年級。我負責新春團拜活動，很榮

幸能有機會為校友們服務。 
 

 

彭鈺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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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S 查稅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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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鄉 
(新聞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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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豐禪(活動) 
電 機  1972 級 , 

電研 1977 級目

前 服 務 於 

Cadence 公 司 , 

從事電腦程式設

計工作。 

負責今年校友會

的郊遊活動 

 

林正義 
(活動) 
Accounting, 1976 

Self-employed CPA 

執業會計師 

Committee member 

in charge of the 

barbecue event on 6/5/2010 

 

譚苾媛 
(聯絡組) 
1979數學系畢業 ，隨著夫婿來美，在

NYIT獲碩士學位，在美已25載，家住Fort 

Lee。 

現 在 City of Stanford( 康乃 迪 克州 ) 就

職，擔任DBA (Database Administrator)

工作。 

目前擔任校友會連絡人，主要是靠電話

連絡會務之外。如果校友們接到我的電

話就不要以為是Cold call。 

 

 

會長  耿揚名 

副會長  
黃禎祥   
何冠雄   
顏經洲 

執行秘書  陳品卉 

財務  彭鈺絢 

學術  戴天佑 

公關 鄭向元 

網站  張世明 涂燕宜 

刊物  
姚大敏  
羅之愷 

會員資料  涂燕宜  

活動組 
 新春團拜 
 郊遊 踏青 
 生活專題講座 
 烤肉 
 拜訪台中校友會 
  及返台南母校 
 年會 

 
陳銘德  
張豐禪 
戴天佑  
梁美華  林正義 
廖廣哲  
 
顏經洲  

聯絡組  張勝佳  譚苾媛 

支援團隊 

鄭恆壽 蔡光新 
焦國安 徐潮君 
湯立恆 朱鳳子  
王頌平 吳武田 
陳玲子 彭凱湘 
周世安 侯台源  
陳榮典 勇謀  

顧問組  

曾陳霖 陳榮仁 
蔡慶輝 錢寧娜 
盧德先 陳輝泗  
曾美樂 廖廣哲 
吳同良 丁松洲  
周俊良 

222000111000 理理理事事事會會會名名名錄錄錄   



 

2010預期活動表
 

  項目  活動項目 預定日期  主辦人 

   1  新春團拜 2-20-2010 (六)  陳銘德 

   2  郊遊踏青 5-8-2010  (六)  張豐禪 

   3  學術專題講座 3-27-2010 (六)  戴天佑 

   4  烤肉 6-5-2010  (六)  梁美華、林正義 

   5  11月組團返台中參加校友會 尚未決定出發日期  廖廣哲 

     及回母校 (請見網站資情) 

   6  年會 10-16-2010  顏經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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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洲成大校友會聯合會      公告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各校友會學長： 

 倪超校長獎學金委員會現已開始接受本年度申請書。此

獎學金是為全美校友子弟設立，請各位學長就近向貴地

校友廣為宣傳。詳細情形請見新聞稿及網站：ncku.net。 
親愛的北美洲成大校友們： 

如果您將升大學的子女對理科有興趣，聯合會

有好消息給您！ 謝謝 
  倪超獎學金委員會  召集人于同根 

敬啟 榮膺為 2009 年，美洲成大校友會聯合會暨基金

會選出的傑出校友之一的吳武田學長 (化學系

1965 年畢業) ﹔為鼓勵成大校友們的第二代

選讀理科，(Chemistry, Physics, Molecular 

Biology or Mathematics)  特慷慨捐贈， “Joseph 

W. Wu Scholarship” 獎學金。詳情請閱附件。 

申請倪超校長獎學金四月十五日截止 
美加地區倪超校長獎學金自發起迄今已有十三年，旨在

頒贈給成績優秀之成大校友子弟之兒孫輩。凡現在大學

就讀、學業平均在 3.25 以上者均可申請。獎學金每年

有三個名額，獎金每人美金一千元。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四月十五日止（以郵戳為憑），詳細

規則及報名表均可在成大校友會網站：ncku.net，點擊

網頁上方 
  http://web.me.com/alberthsieh/Nee_Scholarship/W

elcome.html「倪超獎學金」下載。 

  

歡迎大家踴躍申請！ 

順祝  冬祺 

  

聯合會會長  倪超校長獎學金委員鼓勵全北美地區校友及其子孫踴

躍參加，不要放棄這個榮譽。 鄭向元謹上 

 2010 年 1 月 30 日 
 

倪超獎學金

http://ncku.net/
http://ncku.net/
http://web.me.com/alberthsieh/Nee_Scholarship/Welcome.html
http://web.me.com/alberthsieh/Nee_Scholarship/Welc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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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KUGNY Year 2010 
 

第二十三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First Board of Director Meeting Minutes 

時間：01/09/2010 下午三時  
地點：丁松洲、陳品卉學長公館 

Date and Time: January 9, 2010 at 4:30-6:00PM  
出席：陳品卉、黃禎祥、張豐禪、于錢寧娜、廖廣哲、 Place: 4 Trinity Place East Hanover,  
  顏經洲、何冠雄、耿揚名、吳武田、林正義、 New Jersey (Pinwhei’s house).  

張勝佳、陳玲子、陳銘德、陳輝泗、羅之愷、 Attendees: fay Chang, Jerry Cheng, Joseph Wu, Michael Yu,  
 譚苾媛、戴天佑、張世明、涂燕宜 Sandy Tung, TC Chiang, Pinwhei Ting, Hwei-Sze  
 Chen, Kenneth Keng, and Jiao Guo An 
1. 出席人員自我介紹。 Absentee: Bing Gang Yang 

2. 會長報告：理事會名單已經董事會核准，三位副
會長今年將各協助負責三項活動：顏經洲(新春團
拜、烤肉、年會)，何冠雄(專題講座、踏青及嘉
年華會返台行)，黃禎祥(網站、Newsletter、會籍
資料)。副會長全權負責各項活動及聯絡所需支援
團隊，聯絡組組長負責聯絡支援團隊，以安排電
話分工，促銷各項活動。 

1. Introduction and election of Secretary 

3. 新春團拜訂于 2/20 舉行，地點選訂帝苑餐廳，負
責人陳銘德，內容包括猜謎、春聯等，餘興節目
由羅之愷負責。 

4. 春天健行 – 05/08/2010，由張豐禪負責，地點選
定 Jockey Hollow Park。 

5. 烤肉 – 梁美華將預定文菘公園場地，時間訂於
06/05/2010，屆時負責人林正義將召開 Conference 
call 以分派工作項目。 

6. 專題講座  – 戴天佑將聯繫數位可能參加的講
員。題目將以生活為中心，例如吃的藝術、健康
保健專題講座。 

7. 年會 – 10/16/2010，負責人顏經洲將近期內參考
幾家旅館，並與會長討論後再決定地點。 

8. 嘉年華會返台之旅–廖廣哲將參考台中校友會行
程，以便安排會前或會後旅遊。 

9. 今年年會前將再舉辦一次見面會議，其他將視需
要以電話連線會議進行。 

10. 董事會同意會長所提副會長及各項人選。 
 

The attending members went around the table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There were two new members: Ifay Chang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and 
TC Chiang. The attending members elect Bing Gang Yang as the Secretary. 

2. Organizing committees and election of committee chairs 
2.1 Fund Raising: Hwei-Sze Chen (Chair), Jerry Cheng, and Jiao Guo An. 

The Committee set a goal to raise $5500 for this year. 
2.2 Mentor Support: Pinwhei Ting (Chair), Jiao Kuo An, and Sandy Tung. 

The mission of the Committee is to help training the next Executive 
Committee President. 

2.3 Nomination: Pinwhei Ting (Chair), Michael Yu, and Jerry Cheng. The 
mission of the Committee is to recruit the next Executive Committee 
President. 

2.4 Scholarship: Kenneth Keng (Chair), Bing Gang Yang, Hwei-Sze Chen, 
Joseph Wu, and TC Chiang. The Committee serves as the reviewers 
and judges for the scholarship applicants. 

2.5 Membership: Sandy Tung (Chair), Bing Gang Yang, and Hwei-Sze 
Chen. The mission of Committee is to enlarge the size of membership. 

3. Policy on managing donated scholarship 
The Board members elect Michael Yu to draft a statement about the policy 
for managing donated scholarship. The Board members discussed a few 
types of donated scholarship that required clear policy and process to 
manage them. One of them is general-purpose scholarship that will be 
awarded to NCKU children who have excellent academic records and the 
second on is special scholarship that will be awarded to NCKU children 
who have interest in studying special subjects. And there may be other 
kinds. 

Cases in point are two special scholarships pledged by Joseph Wu and 
Hwei-Sze Chen. Joseph Wu will donate a scholarship to students of NCKU 
descenda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Chemistry, Physics, Mathematics, and 
Biology, while Hwei-Sze Chen will donate a scholarship to students of 
NCHU descenda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rchitecture. The specification of 
detailed qualifications for these scholarship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policy and process documentation. 

 

大紐約區成大校友會 
2010 年董事會名單 

1. 張一飛 董事長 4. Board meeting schedule 
First meeting: January 9 (This meeting) 

2. 江同慶 副董事長 Second meeting: May (proposed date, May 15 or one that coincides with 
member May outing date.) 3. 于同根 董事 
Third meeting: September (proposed date, September 4). This meeting will 
be discussing the Annual Member Meeting. It will be joint meeting with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4. 陳輝泗 董事 

5. 陳品卉 董事 
Fourth meeting: November (proposed date, November 6.) This meeting will 
discuss the alumni meeting in Taiwan. 6. 耿揚名 董事 

7. 鄭向元 董事 5. Other items 
a. The Board endorsed the re-election of Angela Peng to be the Treasurer 

who had done an exceptional good job in book keeping and gave an 
excellent presentation of the records to Boad. 

8. 吳武田 董事 

9. 焦國安 董事 
b. The Board approved the donation of up to $1000 to the Alumni Meeting 

in Taichung. 10.童筱玲 董事 
c. The Board discussed ways to work closer with NCKU, especially 

getting more help from NCKU, such as getting alumni name list for the 
Greater New York area. 

d. The Board agreed with all candidates nominated by the president Keng 

11.楊秉剛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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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鄉 
 

 

 

 

 

 

 

 

 

十月二十四日，第二十二屆大紐約

區成大校友會年會的大日子，下了整天

的雨，眼看 2009 年校友會年會時間就

要到了，雨還沒停的意思，校友們該不

會？？？ 

冒雨衝到在新澤西州 Parsippany 

Holiday Inn 會場，哇！都佈置好了，好

溫馨！是感恩節的 theme，今晚吃火

雞？ 

陸陸續續的，一張張沾著雨滴帶著

燦爤笑容的臉出現了，擁抱拍肩，歡聲

問好，多麼熱烈的氣氛! 

最近幾年參加年會的人數有明顯

的增加，兩、三年前才一百人左右的年

會，去年已經有一百四十多人參與，今

年即使是下了整天的雨，也增到一百六

十多人。這表示校友會的董事、理事、

幹事們把校友會辦得有聲有色，同時也

代表校友們對校友會的認同，支持以及

向心力的與日俱進。 

年會的會員大會於下午 3 點開始。

會中包括會務報告、討論會章、選舉會

長、董事 …等等，及其他的重要事項，

此次經會員大會選出的 2010 年新任會

長為耿揚名(交管 1977) ，另外大會還選

出數名任期兩年的董事。 

此次年會，校友聯絡中心蕭世裕主

任，代表母校前來共襄盛舉。蕭主任曾

任職於紐澤西某著名製藥公司；90 年

初，因緣際會參加了由吳京校長帶隊、

成大校友會舉辦的成大求才訪問團，他

因此受到精神感召，毅然決然，決定回

臺為國服務。蕭主任非常感謝成大校友

會當年所提供的求才服務機會，讓他有

機會報效國家。他同時也勉勵校友們，

有機會就回臺看看，他非常希望能在臺

灣看到更多成大的校友們貢獻一己之

力，建設臺灣成一個更美好的國土。 

下午的年會也特別安排了另外場

地，讓校友們的家屬，孩子們輕鬆的在

一起活動交談。董事長夫人姚永惠女士

也利用這段時間教大家製作手工藝，其

成品也作為晚會聚餐時每個餐桌上的

Center Piece。  

重頭大戲的晚會在校歌聲中展開

序幕，司儀林正義台風穩健，首先是賴

明詔校長的致辭短片，感謝大家八八水

災的踴躍捐款及邀請校友们返校參加

成大建校七十八年校慶。接著黃禎祥董

事長，諸位長官來賓，卸任及現任的會

長们也都上臺表達了他們的祝賀及勉

勵之意。此次參加年會的貴賓包括紐約

經文處季韻聲副處長和華僑文教中心

呂元榮主任。 

 

 

 

 

 

 

 

 

 

黃禎祥董事長也介紹了新當選的

會長-耿揚名。新會長答應我們要多多舉

辦有益身心活動(順便一提，他是”南極

奇航”的創辦人，有心做奇航之旅的校

方們，有了最佳的咨詢對象)及促請更多

校友歸隊。校友會創會的第一屆會長及

董事長鄭向元學長，也懷著有點沉重心

情向大家宣佈他被推舉為兩年一任的

聯合會會長，肩負今年十一月的嘉年華

會及二零一一的八十年校慶的重任，親

愛的校友們，我們是不是該為他可敬的

奉獻精神鼓掌？ 

美麗大方Ｎ次方的現任會長陳品

卉精心策劃晚會各項節目，除了晚餐採

自助式(镦牛肉好吃極了），在享用美食

之餘，還可以觀賞晚會安排的精彩表演

節目。歌王吳同良學長讓我們再一次體

會了 “Phantom of Opera”的纏綿魅力。

品卉的招牌－即興短劇－中華民國頌

－硬是把大家給笑岔了氣。更難得的是

盧德先學長來一段國劇，自拉自唱，中

氣十足，贏得了熱烈的掌聲。成大媳婦

－詹芳齡的舞蹈工作室的小朋友們帶

來了五彩繽紛的彩帶舞，也給年會增添

了幾許歡樂。 

 

 

 

 

 

 

 

 

 

依往例,于同根學長頒發獎學金，這

幾位優秀的受獎者，非常貼心的準備了

中文致謝辭（相信老爸老媽們幫了不少

忙）他／她們帶著可愛腔調的中文，讓

家有 ABC 的父母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 

燈光暗了下來，樂聲響起，舞林高

手們獻舞技，生手們殺卡洛里，作壁上

觀的我們隨著音樂打著拍子，整個會場

充滿著歡樂的氣氛。之後，待夜漸漸深

了時，美好的今夜也到了尾聲，此時雨

還下著，大家依依不捨，互道珍重，結

束了最精彩的一次溫馨聚會。  

親愛的校友們讓我們明年再見，好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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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  
 

二零一零年新春團拜  
  
 

活動日期: Saturday, February 20, 2010  
時間: 11:30am - 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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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揚名 973-898-0188     
 陳銘德 973-696-3025 

     陳品卉 973-428-0038      
 顏經洲 732 591-9022 

     張勝佳 609 395-7296      
 
 

譚苾媛 201-585-5011  
 

------------------------------------------------------------------------  
謹訂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上午

11:30，在 Edison Grand Buffet, Edison NJ 舉行成

功大學大紐約區新春團拜聯歡餐會，並準備了與

春節有關的餘興節目, 歡迎校友們踴躍參加。 

 
 
 
 

新春佳節， 祝您虎年大吉大利，大顯身手，

虎氣衝天，萬事如意，閤府安康。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會長 
 耿揚名  敬邀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Stamp 
4 Trinity Place 

East Hanover, NJ 07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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