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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長長的的話話 

 
大紐約區校友會今年

所有预定舉辫的各項活
動，都在有関的副會長及
理事會負責同工們的共同
努力下順利完成。包括 2
月 20 日陳銘德學長主辦
的新春團拜， 氣氛融洽
佑學長主辦的生活健康講座，我們榮幸邀請到
林友直教授担任主講人，参加的聽眾都獲益良
多； 5 月 8 日張豐禪學長主辦的 Jockey Hollow
郊遊 踏青，也帶給健行者一段歡樂的美好時
光。  

  
即將來臨的是 6 月 5 日烤肉，希望校友們

攜老偕幼、全家光臨！  還要提醒大家別忘了
10 月 2 日是校友會一年一度中最重要的年會， 
11 月期間拜訪台中校友會及返台南母校也是
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其實校友們的熱烈参
與，就是對我們默默無言的工作團隊一種最佳
的鼓勵。在此我還要特別感謝聯絡組的張勝
佳、譚苾媛二位學長，在推展各項活動前的频
频居中連繫﹔以及一对可愛的校友夫婦張世
明、涂燕宜，他們在百忙之中仍然不断的更新
網站，為校友們提供最新訊息。 

  
另外的好消息是吳武田、陳輝泗二位學

長，分別慷慨的提供奖学金，真是令人敬佩﹔
也發揮了成大人回饋母校、提攜後進的精神，
增添了校友會中令人可喜、欣慰的好事。期盼
他們的這份熱心，在校友會中繼續發揚光大，
並且不断傳承下去。 

  
最後，希望校友們多保持联絡。 
  
祝福學長姊們 平安、喜樂、健康 ! 
  
耿揚名 敬上 
2010. 5. 15 

 

事長長的的話話  
o NCKU Alumni 

飛 I-Fay Chang 

bracing the lovely Spring weather, 
s took part in the NCKUGNY 
成功大學大紐約校友會郊遊踏青. Vivian Perng and 

great job organizing it, rain or shine, the fellowship and 
exercise was a great time of fun. Due to my lower back injury, I was sorry to 
have missed this Spring Outing at Jockey Hollow.  On reflection, som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came to me which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Is health more valuable than wealth? A proverbial question with obvious 
answer yet it is often not registered at heart. Most people are lucky born with 
good health, yet people often abuse their health.  People indulge in habits 
that are not healthy, for example, too much food and sugar and too little 
exercises. People don’t seem to treasure their good health until they lose them.  
On the other hand, most people are not born with wealth, hence people often 
desire wealth. People engage rigorously in endeavors aiming at acquiring 
wealth, as a result, too much work and competition and too little play and 
fellowship. People continuously pursue wealth even after they already have 
them. Until one day, when people lose their good health then the proverbial 
statement – Health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wealth – is registered. 
My dear fellow alumni, as I desire good health returning to me soon (I did not 
indulge in bad habits by the way, my back was injured by battling 18 inches of 
snow in one Winter storm), I sincerely wish you all enjoying the good weather 
and keeping your good health. While you are healthy, play a little, join our 
next alumni event, biking, dancing, hiking, … whatever is coming, take a 
cruise wherever you desire to go. While you are wealthy, give a little, not to 
IRS, but to your alma mater, NCKU, NCKUAA, NCKUGNY… whatever is 
your choice, spend a little whenever you desire to do.   
Some of you did just THAT

董董事
Letter T

張 一 
Dear NCKU Alumni: 
 
As everyone is em
some of you lucky one
annual Spring outing - 
company did a 圆滿；3 月 27 日戴天

 – keep good health to yourself and give some of 
your wealth to help others. NCKUGNY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us 
donations, scholarships and your volunteer work – that makes NCKUGNY 
significant and that makes NCKUGNY events enjoyable. (Please do consider 
serving an office in NCKUGNY!) If you have not done THAT, you should try 
THAT immediately.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and generous giving leads to The 
Happiness Any Time (THAT leads to THAT!). Do THAT all the time, you will 
get THAT all the time, 種瓜得瓜, 送福得福是也.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repeat a message to all of us. NCKU is entering a new 
phase, marching to become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NCKU is seeking a 
new president this year and calling for all alumni to help, not only in the 
nomination process but more importantly supporting the new president to 
achieve NCKU’s mandate. So bring out your ideas, your energy or your 
wealth and make a contribution to our alma mater!  



2010 年“新春團拜”紀實   耿揚名 

 活動: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新春團拜聯歡餐會及餘興節目。 
 時間: 2010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 11:30 am ~ 15:30 pm 
 地點: Edison Grand Buffet, Edison NJ  

每逢冬末春初的季節
裡，懷念兒時過中國年的心
情即油然升起。 

猶記過年前全家大小
努力打掃衣櫥，整理庭院 ; 
過年時的穿新衣、戴新帽、
貼春聯、放鞭炮、包元寶 
(水餃)、發紅包。全家人團
聚，享用最豐盛的年夜飯，
並感謝父母親全年來付出
的勞苦，及享受親人間相互
的摯愛。除夕夜的守夜辭
歲，一直要持續過了午夜，
大夥兒燃放炮竹迎接新年來臨。這些美好、一幕幕喜氣洋
洋的景象都令人懷念不已。 

我們的校友會也形成了一項很好的傳統，在每年春節
前後舉辦“新春團拜”，不僅能讓大家歡聚一堂、回憶起
些許過年的濃濃氣氛，也能為校友們的下一代增添許多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嚮往。 

大紐約地區今年的寒冬似乎特別長，而且較往年多了
幾場大風雪。新春團拜訂於 2 月 20 日（星期六），這一天
真是個大吉大利的好日子，奇跡般的風和日麗，室外溫度
由通常的華氏 30 度上下，竟然提升到了將近 50 度，天氣
十分舒適，大家都帶著極好心情前來赴會。剛進門就能聽
到熟悉的中國年傳統喜慶音樂，鑼鼓、炮竹齊鳴，以及學
長姐們彼此開心的互道恭喜。會場中掛著紅紅的各式春
聯，上面寫滿了各種吉祥話; 還有許多有趣的謎題，將由
陳銘德舉辦猜謎抽獎。大夥兒先享用自助午餐，12：30 分
正式開始 ; 由焦國安帶領全體校友高歌校歌，拉開我們新
春團拜的序幕。我們特別商請多才多藝、妙語連珠的一對
亮麗主持人 - 盧德先學長及嫂夫人擔綱。明德如往年一
般，準備了十分精彩的猜謎比賽，我們發現紅包發出去的
很快，並不是因為謎題簡單，而是成大人太聰明啦 ! 羅之
愷 主持的手機賓果遊戲，譚苾媛的“妳吃、我吃” 男女
生兩隊大賽，大家都熱烈參與。還有主持人德先學長專業

級的二胡演奏，嫂夫人精彩
的平劇清唱 “蘇三起
解” ，演出精彩 ;以及穿插
其中的抽獎，把整個活動推
到了最高潮。會中也特別介
紹了今年校友會將舉辦的
幾個主要活動，主辦人、時
間、地點，（包括生活講座、
郊遊、烤肉、年會及嘉年華
會等），還宣佈吳武田、陳
輝泗二位學長提供的獎學
金，實在是令人欽佩的好消
息。陳輝泗、陳銘德當場揮
筆表演書法，並贈校友們珍

3：30
左右互道珍重再見，圓滿完成今年新春團拜活動。  

 “新春團拜” 是今年度校友會的第一次活動，值得一
提的是大約有 80 位學長姐及家屬親友們參加。特別高興
能有將近 20 多為校友們歸隊，令我們感到十分高興欣慰; 
包括早期參與創會的老學長和第一次參加的新會友們。同
時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經文處胡正浩組長代表高大使前來
參加，並贈送一臺高級數位相機做為新春抽獎活動的第一
特獎，謹代表校友會深致謝意。 忝為本屆會長，衷心希
望校友會能成為校友們聯系的橋樑，大家不僅能夠交換經
驗、互助合作，前期的校友們還能多提攜後進 ，使校友
會的大家庭更和睦更壯大。 

末了藉此一角特別應該感謝銘德、經洲主辦這次活
動，從頭到尾的策劃、安排 ; 以及聯絡組譚苾媛、張勝佳
不斷的與校友們的聯絡推廣; 張世明、涂燕宜的網站及會
員通訊，黃禎祥及時完成並寄出了第一次季刊 , 品卉提供
的參謀與指導, 還有許多的幕後英雄, 都令人十分感謝 , 
在此也一併致意 ; 當然最要謝謝的還是所有學長姐們的
前來參與。 

成大的團隊精神實在太可愛了！特別藉著虎年，寫一
首 “成大校友贊歌” 送給大家。 

成大校友  虎年 讚歌         (兩隻老虎曲) 

藏。最後全體校友們齊聚拍團體照後，大約在下午

 

 成大校友  成大校友                               成大校友   成大校友 
   真可愛   真可愛                                 真可愛    真可愛 
   志為社會棟樑                                     無懼寒風途遠 
  是為企業所愛                                     歡聚新春團拜  

 忒實在   忒實在                                  樂開懷   樂開懷 

並敬祝大家  平安健康  虎年行大運 

弟    耿揚名敬上  
  2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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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歡迎 董事長致詞 

參加貴賓 參加校友們 

 
 
 
 
 
  

        胡琴演奏台灣歌仔戲 (夫唱婦隨)                   猜謎  陳銘德                      
 
 
 
 
 
 
 
 
 
 
  

 
得獎人 王秀忍 (數位相機一台)       吹氣球的人—閩詠中 

 
 
 
 
 
 
 
 
 

          
 
 
 
 
 
 
 
 
 
  

          
 
 
 
 



 
時間：2010 年 3 月 27 日 

地點：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法拉盛 

林友直教授演講摘要 

黃禎祥 

本年度生活健康專題講座係由任教於聖諾望(St. John’s University)35 年之生物教授林友直博士主講。林教

授積多年親身體驗以淺近易解的科學理論為基礎配合日常生活所見所聞以幽默風趣的口吻，將日常生活中由

「外在環境」及「內在體質」因素所產生的「毒素來源」分析得淋漓盡致。更重要的林教授積多年研究觀察

實例單刀直入，將問題徵結所在，有效預防措施及解決對策等一一剖切講解清楚使聽眾豁然開朗，而受到聽

眾的掌聲連連不斷。 

林教授建議從「平時健康飲食觀念」著手，從作息習慣做起，培養極積正確樂觀的心態，為最有效的正

本清源之計。俗語說「病從口入」拒毒比排毒更重要，因為這才是最有效最根本的做法。比起日後花大量時

間和金錢來排毒，減肥瘦身更有效更有意義。林教授建議民眾要少吃加工，精製食品，避免口味過重食品，

勿貪吃、貪味。飲食要定食、定量適可而止。萬萬不可飲食過度或是不定時，不限量飲食，更要遠離菸、酒(少

量可以)，毒品。不要經常熬夜控制體重、血壓、血糖，保持日常適量運動。 

面對日常聽眾常面臨的「情緒上」及「工作上」的壓力問題，林教授建議以適量柔軟體操來舒解。培養

淡泊心境自然對物慾的享受及追求有所節制。要過一個健康而富有精神內含的生活。 

林教授在最後一段，率先脫下西裝上衣，以身示範講解柔軟體操，帶動所有來賓及觀眾一齊來參與。此

一活動終於在「帶、動、跳」歡樂笑聲中意猶未盡的結束。我看見所有參與的人都滿臉帶著微笑在掌聲中離

開。 

特此感謝主辦人戴天佑教授的精心策劃及僑教中心贊助經費及場地舉辦此一有意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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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天佑介紹          林教授演講 

校友們及聽眾座無虛席 
 
 
 
 
 
 
 
 
 
 

柔軟體操           左右皆擺動一下 
 
 
 
 
 
 
 
 
 

 

  

舒筋運動           帶動、跳、笑聲中渡過 
 5

校友們及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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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ON PRIZE AWARDS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獎學金募款專頁 
 

 倪超校長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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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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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倪超校長獎學金四月

十五日截止.「倪超獎學金」下載： 

http://web.me.com/alberthsieh/Nee_Scholarship/W

elcome.html 

 

 會員子女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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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具有特殊才藝成就，

或對社服務有特別貢獻者，均有機會受獎。 

4. 名額三名，每位美金伍佰元，8/31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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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子女獎學金辦法查

詢下載。資料送會長收。 

 

 建築基金會獎學金 
每年初即可申請, 于八月一日前寄到大紐約區校友

會連絡信箱地址. 由大紐約區校友會獎學金委員會

在九月底前選定得獎人, 並於年會時頒發獎學金。 

“Hwei-Sze Chen Scholarship” 陳 輝 泗 獎 學 金 

http://www.ckuaagny.org  

陳輝泗學長 (建築 系1957 年畢業) 榮膺為

美洲成大校友會的傑出校友, 傑出建築師 。    

陳輝泗學長為鼓勵成大校友們的第二代選讀

ngineering)  特慷慨捐贈

陳 輝 泗 獎 學 金  “Hwei – Sze Chen 

Scholarship”獎金額為美金一千元 。  

 吳武田獎學金 
申請期限為 0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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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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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contact Jerry Cheng, or Joe Wu Scholarship 

Committee (Michael Yu) for more detail information"  

 

 簡惠達獎學金 
最後一年，一名金額 500.00，請將資料送 Michael Yu 

 

 

建築  (Architectural E

 
 
 

 

 1.  顏經洲 30.00   
 2.  廖學亮 500.00 

  3.  劉茂隆 200.00 
  4. 吳武田 700.00 
  5.  吳武田 500.00 
  6.  吳武田 193.00 
  7.  蔡孟芳 200.00 
  8.  施子耕 500.00 
  9.  林孟玖 700.00 
 10. 張盛佳 200.00 
 11. 陳介元 100.00 
 12. 吳葆美 200.00 
 13. 王頌平 100.00 
 14. 陳榮仁 1000.00 
 __ 

總共  5,123.00



墾丁南台生態之旅 
(預定在11/7-11/9之間舉行。也就是在台中活動結束後舉辦，本活動由台灣上順旅遊策劃主辦，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團體名稱：成功大學校友會 
聯 絡 人：BEN/Liao (New York) 
旅遊人數：20 人以上成行            
旅遊地點：國境之南三天兩夜-尊爵版 
出發日期：2010/11/07-09 

 

 

【第一天】 
台中出發台中烏日高鐵站高雄左營高鐵站享用美味午餐大路觀主題

樂園墾丁凱撒大飯店 CHECK-IN 

◎ 精采行程 

大路觀主題樂園 

   

【第二天】 
享用美味早餐+飯店設施排灣族神秘哭泣湖(享用排灣族風味餐+哭泣湖+體

驗水上草原) 墾丁凱撒大飯店 check-in+享用設施飯店晚餐 

東源哭泣湖 墾丁凱撒大飯店 

  

【第三天】 享用美味早餐後壁湖享用美味午餐四草生態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

飯店 CHECK IN+享用設施 

四草生態 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團費 雙人房 每人 15200 元 

團費包含 

交通：遊覽車 3日車資(含礦泉水)、單程高鐵票標準車廂(台中-高雄)  【共一台車 20 人估】 

餐食：3早、3午、3 晚 門票：行程上所列之門票   

住宿：墾丁凱撒大飯店-景觀雙人客房×2 晚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尊榮雙人客房×1 晚 

其他：領團人員服務費、司機小費、代辦服務費、過路停車費 

備註 

1、本公司依法規已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 200 萬(含 3 萬醫療)。 

2、行程報價會因為出發日、人數的不同而有所調整。 

3、以上報價皆為成人報價 

Note:  This information is a continuation of previous 1st newsletter to utilize the 3 days period in between 11/7/2010- 11/9/2010 .  Our alumni can joint either Taichung, or 
Ken Ting, or Tainan activities, or all three programs at their choi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need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see detailed announcement that has been 
posted on the CKUAA-GNY web site. Or otherwise, please contact Mr. Ben Liao at 973-716-7237 Please sign up before August 3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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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公告 
2010年年度烤肉 

夏日的饗宴 
 

活動日期 
June 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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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正義(917-613-7867) 
耿揚名(973-898-3736) 
梁美華(201-845-6454) 
顏經洲(732-856-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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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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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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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揚名會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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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Valley Forge Lane 

Morris Plains, NJ 07950 
 
 
 
 
 
 
 
 
 
 
 
 

 

 

 

Stamp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