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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長長的的話話 
 耿揚名 交管 1977 
 當大家看到這期的校友

會訊時，應該己經是九月份初

秋了。今年度的會訊由黃禎祥

學長擔任主編，十分認真盡責。分別在 2 月、5
月及 9 月出刊，絕不擔誤。由邀稿、編輯、校

對、付印、裝訂到最後分寄出去，確實花費許

多時間。但是投入的心血、並沒有白費，因為

我們有了一片校友互通信息，暸觧校友會各項

活動的寶貴園地。 
其實我們的校友中還有許多相同熱心、可

敬的 Volunteers 始終默默無聞地為大家盡心

服務；各種文刊的編輯發行，及活動的組辦安

排，絕非憑空而降的。成大人的認真負責，關

愛校友會的真情，及最珍貴的向心力是不斷推

動我們會務向前發展的原動力。 
校友會經過了這 20 多年的時光,母校學子

們赴海外留學的情景也與時俱變，世界各地校

友會似乎都面臨著新血逐年減少的趨勢。除此

之外，每位海外校友都必須兢兢業業的加倍努

力工作，以求生存發展，因此能夠 commit 為

校友會服務的心志也受到限制。忝為會長心中

雖然十分理觧，但同時也很擔心校友會的服務

團隊出現斷層，而影響了我們會務的推展。因

此弟要再度真誠的呼籲校友們，能夠勇於考慮

分出一些時間參與服務團隊。如果大家都認真

的關心校友會，願意有錢出錢、有力出力，並

付諸實際行動，校友會的未來才有希望；如此

的校友會也才可能更有朝氣與活力，為大家提

供更多的服務，則校友會甚幸，校友們幸甚 ! 
10 月 2 日的年會即將到來，我們已開始積

極筹備各種活動；這是校友會一年一度最重要

的聚會，敬請校友們多方邀請自已本系所的同

學及認識的校友們，踴躍参加! 

董董事事長長的的話話  
落葉歸根 新芽青茂 校友之情 與歲同增  

張一飛 電機 1963 
一年春夏秋冬，又到了夏季的時候。夏季在

學校來說有它特殊的意義。學校放暑假 一方面同
學教授旅遊的活動增加了，一方面也是教授學生
集中精力做研究工作的時候。學校的行政人員一面結束一學年的業
績，一面策劃下學年度的工作。我們的校友會在夏季裡也是非常忙碌
的。籌備年會和年刊就是暑期的重點工作，同時徵選下年度校友會的
領導者及服務理事也是暑期的工作要項。這兩項任務的成功都要靠校
友會會員們踴躍參與和自願服務。 

校友們怎樣能自願參與校友會工作呢? 首先，最好的方法就是從
校友會網站通訊季刊著手，在季刊裡校友會的動態，活動，人事，計
劃 及聯絡方法都有脈可循。每期季刊都屢集在校友會網站上。由網上
資訊一通電子郵件就能找到該聯絡的負責校友，譬如今年二月季刊中
有董理事的名單及各理事的照片和詳細介紹。目前董事會正是廣羅群
英招兵買馬的時候，校友們，請站出來為同學也為自己表現能力，使
校友會成長壯大。校友會網站和通訊季刊就像校友會的靈魂，沒有它
我們的組織就會失魂落魄。校友們，我誠懇地邀請大家參加校友會的
網站和季刊團隊，也邀請大家參加我們的董理事會一起為成功大學大
紐約校友會工作。 

為了使成功大學大紐約區校友會每年茁壯成長，更希望成功大學
校友會成長為一個世界一流的校友會組織，本人在最近幾個月脊背受
傷情形下，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問題的癥結還是事在人為。校友會
的成長茁壯首先要有校友人數的成長，人數多才有力量，校友多又年
青力壯那校友會就自然強壯。可是校友會每年人數增加不多而校友們
每年歲數增加，那校友會就會變老，一個組織缺少新血而逐漸衰老又
何能茁壯發揮力量呢?  

因此我想提出一個成功大學大紐約區校友會青化運動(青不是綠
也不是藍而是年青美化的意思)，顧名思義青化運動的目的就是要使我
們的校友會年青美化成長茁壯的意思。這個青化運動會怎麼推行我另
文解說並向董事會報告及請求董事們幫助推行，在此特向校友們介紹"
成功大學大紐約區校友會青化運動"一文，敬向各位校友求教。今年十
一月十一日母校校慶，台中校友會並在十一月四至六日(校慶之前)主
辦第七屆世界成大校友嘉年華會。紐約區校友會將組團參加，本人如
脊背復原定將參加 並鼓勵校友踴躍報名參與盛會。本人亦希望能就此
機會向各地校友會推薦校友會青化運動。 

http://www.ckuaag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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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五月底，我返台參加『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
年會。2000 年開始，該會隔年在美國及亞洲輪流舉行。此
次年會地點在台南市，，就在成大旁邊的香格里拉大飯店
召開。我曾任該會第二任會長，本應支持，藉開會之便又
能趁機返母校，更促成了我出席該會的決定。此行可說是
是一石二鳥。 

在台南市期間，透過校友聯絡中心蕭世裕主任，及其
幕僚的協助安排，曾分別拜會賴明詔校長、馮達旋副校長
及黃煌輝副校長。 也高興能(有機會)拜會『交通管理科學
系』系主任蔡東峻教授，及到『都市計劃系及研究所』做
一個與紐約市都市計劃及交通有關的演講，出席師生非常
踴躍。 

首先拜會(在見到)黃副校長時， 特別恭喜他獲得國科
會傑出成就獎（90 位獲獎人當中，成功大學一舉拿下 9
席），能夠兼顧學校行政與實驗研究更顯得難能可貴。言
談間，提到現為高鐵董事長兼執行長的同窗好友歐晉德，
黃副校長認為高鐵非常重要，縮小了台灣南北距離，特別
是觀光旅遊，如果高鐵可以延伸至東部，絕對能將東部旅
遊推向高峰。 

而後，在拜會馮副校長( 照片二) 時，馮副校長亦(不
約而同地)提起自己對高鐵的看法，認為台灣高鐵基本上採
用的是皆是國外技術，例如日本、德國。然而如今各國高
鐵的成功經驗，也吸引了美國的高度興趣，美國和台灣都
同樣缺乏技術，未來恐怕也只能跟他國購買技術。馮副校
長認為台灣與美國這方面相似的經歷，也許正是與美國建
立合作關係的好機會，假如台灣可以把日、德等國的技術
順利融合、接軌，這一個獨特的經驗，定能做為他國參考
學習的對象。聽著馮副校長對高鐵的看法，甚驚訝於馮副
校長對國內外高鐵發展的深入見解 及興趣，我於是馬上
與『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年會負責人連絡，特邀請他
參加會中一項對高鐵的研討會。 

此行，代表北美洲成功大
學校友聯合會，頒贈錦旗於校
長 ( 照片一 ) 則是最重要的
行程，校長於百忙中抽空會
見，問及校友會的發展運作，
對北美校友會作為學校強而有
力後盾表達感謝。 

 
鄭向元會長拜會賴校長 

   
這次到台南，很高興能結識『台南成功大學校友會』

的 2010~2012 理事長林啟禎。林理事長年輕有為，己是成
大醫學中心醫學院及附設醫院的骨科部主任、教授及主治
醫師。他與夫人郭乃文 皆熱心校友會事務，並都是常寫
文章的作家，真是讓我佩服不巳。應林理事長之邀，還曾
很榮幸地參加『台南成功大學校友會』的理事會議。會中，
除了包括籌辦『2011 世界校友嘉年華會』的會務討論，還
有豐盛聚餐及卡拉 OK，非常熱鬧。 

此行，最大收穫應
是，能初步與『台南成
功大學校友會』，敲定
『2011 世界校友嘉年
華會』與『北美洲成功
大 學 校 友 聯合 會 雙 年
會』一併舉行的協議，
使我大大鬆了一口氣。 

              
在校友聯絡中心蕭世裕主任 
陪同下拜會馮達旋副校長 

    春遊踏青  林素鄉 
幾天前查看氣象預報，說是會下雨，暗暗希望預測失

靈，五月八號還是下雨了! 賽先生還是滿厲害的。 
硬著頭皮，找出兩把最大的傘，趕到 Jockey Hollow 國

家公園停車場，不得了，竟然花傘點點 (請看照片，數一
數有多少，聽說還有數位晚到和迷路的漏照之人呢!) ，招
集人張豐禪的號招力可不是蓋的。連他們教會的高牧師也
來了，高牧師説他和成大也沾了一點邊， 因為當初他志
在成大，卻一不小心進了臺大，好一個不小心! 

初春五月，園內枝頭新綠，濛濛雨中更顯鮮嫩，傘下
笑語連連，因下著雨，大伙兒捨小逕走大道，我們看著今
天的特別來賓  - 高齡 (換算人齡 ) 九十的小可愛， 
shortie – 邁著四條小小的腿搖搖擺擺的走在被雨洗刷得
釉黑發亮的瀝青路面，都不覺的微笑了起來。 老天保佑，

但願它別來無恙。 
行行復行行，走過了 soldier huts，穿過 Lewis 

Morristown County Park，到了天主教會設立的貴族高中， 
Delbarton School，在它 的義大利式庭園中，好些希臘羅
馬神話中的石雕神像默默的挺立在雨中，不知在想些甚麼? 
再往前行，幾經轉折，就是 Sun Rise Lake，可惜魚兒門避
不見面，都躲到水底去了。湖面浮著幾隻空著的小艇，看
來有點寂寞的樣子。 

雨終於停了，大伙兒也走得差不多了，兩個多小時呢! 
該補充熱量了吧，有人不想前功盡棄，打道回府，我們不
怕肥的一群，直驅 East Hanover 的包肥專賣店， Royal 
Buffet，吃了個人仰馬翻，為今天的健行活動劃下一個完
滿的句點。

誌謝： 
感謝主辦人張豐禪校友精心策劃此一活動。副會長何冠雄校友親自督軍作戰，風雨無阻，發揮成大

人不怕困難苦幹的精神，終於完成任務。同向林素鄉的先生特別誌謝，歷年來參加成大校友會的活動，
並且義務當導遊帶領郊遊踏青的隊伍，在重要的景點都詳細一一解說，讓參與活動的校友對 Jockey 
Hollow 國家歷史性公園的背景(獨立戰爭時華盛頓將軍在此紮營過冬)有深刻的瞭解。        黃楨祥 



 
 
 
 
 
 
 
 
 
 

副會長何冠雄撐著傘，一直耽心這個雨下不停 終於雨小了，打傘照團體照      
 
 
 
 
 
 
 
 
 
 
 
 
 
 

  雨快停了，天也轉亮了 休息一下，再繼續往前走 
 
 
 
 
 
 
 
 
 
  

    前會長夫婦來了，雨停了，太陽又出來啦 漂亮的園景                           
 
 
 
 
 
 
 
 
 
 
  

 
 導遊先生 (林素鄉的夫婿) 指揮交通 再照一張團體照，天氣很不錯，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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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0 年 6 月 5 日 
地點：Van Suan County Park， Bagen County, New Jeasey 

息筆多年，文思已斷。正義老弟來電邀稿，先給我戴

上幾頂高帽子，陶醉之下，便答應了。不過，也正好讓歇

息已久的大腦活動一下，以免得老人痴呆症。 
歷年的烤肉節目都在七、八月間，夏日炎炎，熱不可

當。記得有一年，溫度高達華氏一百度，而且突然刮起一

陣狂風，吹得漫天砂石，頗像沙漠中的 sand storm 巍為壯

觀。有鑒於此，今年提早到六月初。這下果然改對了！那

天(6/5)風和日麗，不冷不熱，正是烤肉的好天氣。 
當我十點半抵達 Van Saun Park 時，已到了約卅餘位校

友及眷屬，後來又陸陸續續來了十多位。其中有老面孔，

也有新人。高齡八十一歲的周俊良學長攜同夫人張寧學姊

參加，倆老很少缺席，是同學們的好榜樣。永明(會長夫

人)、永惠是姚友元教授的千金，夫婿都是成大人。不知是

老爸替她們找的東床快婿，還是自己有眼光。黃禎祥剛卸

下董事長的職位，熱心不減於前，烤肉架旁一定找得到

他。難得的是見到王大中，記得廿年前初次在華苑碰面

時，他滿頭白髮。現在黑油油一片，變年輕了。江同慶多

年不見，十多年前我們曾在 “美東華人學術聯誼會”一起服

務過。有位小老弟王以鈞(1974 建築)看起來四十歲左右，

那裡會想到他已坐五望六，真是養生有術，令人羡慕。每

年接洽場地的梁美華一早便到，蔡光新身體不適，下午才

來。鄭恒壽、曾寧開了二小時的車，黃森一、林惠瓊也從

康州趕來。我們這批老會員對校友會真的有份難捨的感

情。郭淵棐也不甘落後，從 Cherry Hill 北上，幾乎把 NJ 
Turnpike 走完了。他十多年前從藥廠退休後，和夫人又去

修了一個婚姻輔導的學位。天下怨偶多，因此 “生意”興

隆，這次帶了一些資料送給大家，包括做愛的藝術，陳品

卉搶了一份，和丁松洲回家研究後，下次聚會時示範。 
這次的活動由林正義主辦。他帶了女兒來幫忙，其實

是獻寶；就像我當年帶著小女參加校友會活動一樣，炫耀

我有個長得不錯的女兒。君容 (Melissa)美麗大方，在

Cornell 就讀，是今年 “倪超校長獎學金”的得主。有兒子

的校友都忙著討好正義，想攀親家。我也跟著湊熱鬧，替

自己的兒子吹噓，忘了他已卅六歲。蔡慶輝甫得博士學

位，為夫君驕傲的彭鈺絢，歡悅之情，不言而喻。鈺絢不

久前加入 IRS，審核校友的報稅表時，別忘了手下留情。

他們乖巧的女兒 Abigail 主動當 waitress，像隻小蝴蝶，穿

梭人群中，叔叔、阿姨(或爺爺、奶奶)別忘了給小費。會

長耿揚名當然沒忘記謝謝幫忙的理事們。揚名今年是經過

三思五慮才答應接掌會務，其實，NJ 人才濟濟，點子特多，

隨便找幾個校友，便可把會務搞定，何慮之有！甚至可以

把它當做揚名立萬的機會！最近不到半年內，就有熱心校

友吳武田(1965 化學)及陳輝泗(1957 建築)自願設立獎學

金，造福校友第二代。 
吃飽烤得香噴噴的雞腿、牛排、熱狗及漢堡後，便進

行自我介紹。其實，大家都很熟，不需再介紹。這次活動

到得最多的是化工系的同學，以畢業年次來分則是 1963
級；大家猜猜看筆者是何年何系畢業的？餘興活動由顏經

洲主持，桌上保齡球，別具風味， “比手畫腳”(以流行歌

曲的歌名做謎底)，吸引了多位卡拉 OK 高手。吳同良、薛

華蘭及會長祇要表演者一、二個動作便猜得出歌名，真是

厲害。 
團體照之後分道揚鑣，幾位意猶未盡的校友轉到在公

園旁的蔡光新、梁美華府上聊天。我和恆壽忘了他們家的

門牌號碼，也不記得電話號碼，在 Brown Circle 上徘徊。

還好不久梁美華及于同根的車子開過，否則祇好打道回府

了。歲月不饒人，這些糗事，經常發生。 
烤肉後第二天小女分娩，外孫女的來臨讓我和幸惠升

格為祖字輩，終於可以享含貽弄孫之樂。 

 
此次 BBQ 承蒙各位學長、學姊大力幫助： 

耿揚名—西瓜、烤爐、Charcoal 
林正義—玉米、熱狗、漢堡、麵包 
顏經洲—餐具、音響、團康活動 
陳品卉—Boom Box、烤爐 
王頌平—Water、Soft Drink 
于同根—牛肉、咖啡 
廖廣哲、陳麗雪—沙拉及 Dressing 

 黃禎祥—雞腿、茶葉蛋、烤爐 
 梁美華—訂場地、做路牌 
 彭鈺絢—收費、烤爐、團康活動 
 姚永明、朱鳳子—收費 
 蔡慶輝、黃禎祥、王大中夫人、江同慶夫人— 
  烤肉、烤玉米、烤雞腿 

一切多謝 
弟 林正義敬上 

 

湯立恆 (1963 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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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者坐下來聊天、吃茶葉蛋  負責烤肉的義工同照 

江同慶夫婦一直看著爐火 會長耿揚名致詞 
 

 
 
 
 

烤

肉

活

動

花

絮 

 

 
 
 
 
 
 

 于同根學長多年來一直負責咖啡爐—爐主 團體活動，有說有笑 
 
 
 
 
 
 
 
 
 
 
  
最年長的學長周俊良以81高齡說今年一定要回台南參加校慶      團體照 



 
 

 
 
 

董事長張一飛 電機 1963 
 

年會恍若昨日，2010 年會又到了！真是一年復一年，

歲月增人壽。人增壽並非壞事，人老學到老，經驗老道，

願意為大眾服務乃是大眾之福。成功大學大紐約區校友會

會員眾多，人才濟濟，每年校友活動多，很多老校友們都

踴躍參與。這是校友會成功的現象，也是校友會的目的。

一個校友會沒有老校友參與固然是失敗，但是老校友如果

不能把新校友帶進校友會，那校友會就會變老。一個組織

沒有新血就會衰老，衰老是失敗的一個最大潛因。 

 

校友會的董事會似乎都是老校友，此老並不一定是人

老，而是經驗老道做事老練(現任董事中年輕貌美壯年有為

者就有十人)。董事會最大的職責就是茁壯成功大學大紐約

區校友會。這個責任不輕也不容易，歷屆董事會都盡力而

為，校友會才有今日的局面。今年的董事會希望能繼續努

力使成功大學大紐約區校友會更為壯大。因此今年的董事

會特提出一個校友會青化運動(青不是綠也不是藍而是年

青美化的意思)顧名思義青化運動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們的

校友會年青美化茁壯成長的意思。 

 

這個青化運動會怎麼推行呢?首先我提出一個建議由

董事會贊助進行此建議辦法如下： 

1.校友會會員即青化運動會會員。每會員帶進一個新會員

其班級在董事長班級以后者得一分，董事長則必須向校

友會捐款一美元。每會員帶進一對夫婦新會員其班級在

董事長班級以后者得五分，董事長則必須向校友會捐款

五美元(新會員定義是從未參加大紐約區校友會者)此條

例立即生效其他董事可自願參加本項捐款辦法。 

 

 6

2.每會員帶進一個新會員其系別為新系別者得二分，各董

事則必須向校友會捐款二美元。每會員帶進一對夫婦新

系別新會員者得五分，各董事則必須向校友會捐款五美

元(新系別定義是大紐約區校友會無該系校友)。此條例

由董事會通過自願參加本項捐款辦法后生效。 

3.每會員帶進一個新會員得一分，本校友會該新會員系別

校友中班級最低者必須向校友會捐款一美元，此條例鼓

勵年輕校友盡速帶進低班級校友由年會大會通過實行

之。 

4.會員每年得分最高者于年會頒發青化運動會獎狀以資表

揚。 

 

此建議公開發表在求各校友響應並提出更好的建議使我

們的校友會年青美化。成功大學大紐約區校友會固然需要

青化，各地校友會也需要青化。我們在此鼓勵母校校友總

會參與贊助我們的青化運動和捐款辦法，也鼓勵各地成大

校友會一齊推動校友會青化運動。 

 
 
 
猜謎填字 
 

 一 年 復 年 年  

年      年 

一  會 大 人  年 

又  不 校 老  增 

老  老 友 成  歲 

人      月 

 老 人 催 月 歲  

 

 

 



 
 
 
 

廖廣哲 
 

今年是成大創校第 79 週年，成大校慶依慣例每年在台南母校舉行。全世界性兩年一次的嘉年華,
會，則由各地區有興趣的校友會分會爭取後在當地舉行。今年是由台中校友會分會主辦。歡迎

全世界各地區分會組團參加，共襄盛舉。美國紐約地區分會今年計劃組團參加，由廖廣哲校友

負責籌劃及連繫，預定行程及活動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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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有意者參閱詳情登在http://www/ckuaagny.org網站，含各項及每日行程、詳細費用價目表，報

名表格亦在網站上有登，有意者請下載，並向負責校友廖廣哲報名，詢問電話廖廣哲 (973) 
716-7237， 或E-mail: bliao@fpcusa.com，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生經驗，值得做為一生的回憶，

參加者可依個人時間及意願作彈性選擇，詳情請見報名表。 

活動地區 日  期 星  期 活  動  摘  要 

11/4/2010 星期四 到達台中報到 
 
 
11/5/2010 

 
 
星期五 

福爾摩沙之旅，有四個不同行程(擇一參加)

1) 合歡山—迎向高峰，合歡山的呼喚 

2) 日月潭—原鄉那魯灣九族文化村 

3) 溪頭—杉林故鄉，芬多精之旅 

4) 台塑六輕—工業的先驅，領航工業 
11/5/2010 星期五晚 迎賓晚會 

 

 

台  

 

中 

 
11/6/2010 

 高爾夫球賽、City Tour、都會知性之旅 
星期六 座談會、系友會、同學會 

 
11/7/2010 

 
星期日 

台中出發，乘高鐵轉遊覽車。沿途遊覽下

塌墾丁凱撒大飯店 

     
11/8/2010 星期一 排灣族哭泣湖 

墾態 

丁之 

生旅 11/9/2010 星期二 後壁湖及四草生態區 

11/10/2010 星期三 日)  府城半日遊 
夜)  6:30 光復校區中正堂— 
     “校友之夜” 

台母 

南校 

11/11/2010 星期四 8:30   校慶運動大會，校園巡禮 
12:00  台南小吃，書法名家表演， 
       另有健康檢查服務(成大醫學 
       院及中國醫學院合辦) 

http://www/ckuaagny.org


校友會活動

2010會員大會   2010年會與晚會 

活動日期 Oct 2, 2010 Saturday 
3:00 am ~ 06:00 pm 活動日期

Oct 2, 2010 Saturday 
6:30 am ~ 11:30 pm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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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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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    用 免費 費    用
Adult ($50) 
18歲以下 ($25) 

報    名 歡迎所有會員參加 報    名
晚會請事先購買餐券 
耿揚名 (973) 898-3736 
顏經洲 (732) 856-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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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

 
 
精彩餘興節目、歌舞， 
請著正式服飾參加晚宴。

(詳細活動內容請上校友會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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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無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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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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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mp 
1 Valley Forge Lane 
Morris Plains, NJ 0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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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