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成成功功大大學學大大紐紐約約區區校校友友會會會會訊訊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http://www.ckuaagny.org 
 
 

22001111  年年  11  月月  3311  日日 
 

發發行行人人：：顏顏經經洲洲 主主編編 ：：
 

黃黃禎禎祥祥 

會會長長的的話話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自 1988年成立

至今已邁入第 24 年，小弟不才，榮幸獲選為

第 24 屆理事會會長，雖肩負重任深感惶恐，

但有前輩支持及一向熱心的校友們相挺，相

信未來會務應能秉持過去基礎蓬勃發展。 

這一年會務除了例行舉辦之活動如新春團拜、郊遊踏青、生活

專題講座、校友會年會等，尚有下列重點： 

1. 今年的理事會成員有三分之一是新人，幫我們的團隊注入一股

新血。希望今年的活動在新校友的加入後，能有一番新氣象，

同時也希望這個大家庭能再次豐富您的生活及未來。 

2. 推展前董事長張先生所提倡之「青化運動」，目的就是要使我

們的校友會成長茁壯，其首要就是尋找新血，注入源源不絕的

活力，故請各位親愛的校友們樓上招樓下、厝邊招隔壁、鄉親

招朋友，大家相招入會踴躍參與。 

3. 2011 年是母校創校 80 週年及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成功大學

將擴大慶祝，屆時希望各位校友都能共襄盛舉，回台參與此頗

具意義之活動。 

4. 將繼續加強校友會網站內容，提供更多的資訊和服務，使網站

更加豐富精采，並請校友們經常撥冗造訪該網站，除點閱相關

訊息外，您的投稿、建言等任何迴響將讓我們不孤單。 

在此，小弟誠摯地邀請各位校友們一起付出熱情，共同經營您

我共同的家－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母校的回顧總是勾起我們

無限的懷念，但不要再讓成大對您而言，只是寥寥幾位同窗和幾張

泛黃的照片而已。我們不僅珍惜曾經共有的過去，同時也讓我們攜

手共享成長的點滴，希望這個大家庭能再次豐富您的生活及未來。 

闔家 平安、健康、喜樂年年 ! 

弟 

顏經洲 敬上 

2011 年 1 月 15 日 

董董事事長長的的話話 
  

 

卸下了會長的職務後應再擔

任一年的董事，希望能比較清

閒；也可以好好做点自己公司裡

的事。沒想到董事會中多位老學

長們的抬愛，被徵召出來擔任董

事長，只好全力以赴了! 

選舉出顏經洲擔任會長，唐煥平為第一副會長，

我們很高興校友會深幸得人；兩位都有最高的服務熱

忱，優異的組織能力與經驗。近日內己經很有效率地

組成了新的理事會，令人耳目一新。相信在新會長的

領導下，以及他們的強棒組合，一定能帶給校友會更

多的發展。 弟請每位學長、學姊, 也多給予他們實質

上的支持及鼓勵。 

今年適逢國家百年誕辰，也是母校創校80 周年，

更是全球成大校友聯合會舉辦的嘉年華會，訂於11 月

在臺南盛大舉行。特此敬邀大紐約區校友們先預留時

間，踴躍返臺參加這次『三合一』難得的擴大慶典活

動；希望北美校友能共襄盛舉，組成一個近百人的慶

賀團，返回母校與校方的師長们及世界各地傑出校友

們歡聚。我想顏會長也會很快提供更詳細的有關細節

資訊，供大家事先做好準備。 

時光匆匆、己是春之將至 ! 

特此敬祝大家 

新春佳節愉快、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 

 

弟 

耿揚名敬上 

2011 年 1 月 10 日 

http://www.ckuaagny.org/�
mailto:pc8161@yahoo.com�
mailto:pc816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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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賴明詔校長  
致成大師生員工及校友的一封信 

親愛的成大夥伴： 
祝您新年好！再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本人以及學校

的一級主管團隊就要向您告別，離開工作四年的行政單位。

這四年是我人生很珍貴的一段經驗，在這些時日和大家一起

努力，讓成大有著脫胎換骨的轉變，我希望在臨別前夕和大

家分享我在成大的經驗，也互相勉勵。 
大學的主要功能有三：培育人才、研發新知及服務社會，

而以培育人才為首要。但現在社會對一所像成功大學這樣的

研究型大學，第一個期望是亮麗的研究水準及成果。成大在

過去校長及師生的努力下一直有很傑出的研究成果，但因位

於南部，一向居於劣勢而未能享有和實質成就相當的聲譽。

在這四年當中，我們努力地改善硬體及軟體的研究環境，特

別感謝教育部 5 年 500 億經費的挹注，讓學校的研究設備得

以大幅改善。近幾年來因此在以研究成果為指標的世界大學

排名榜上，成大的排名得以突飛猛進。我特別感到欣慰的是

學校裏教授跨領域研究團隊的形成、國際合作的積極，大家

信心滿滿，覺得我們可以發展出成大的特色而與國際競爭。

現在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成大（NCKU）的名氣已經受人矚

目，這是近幾年來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有形及無形的進步，我

們的研究成果經常受到媒體的青睞，校友更以母校為榮。 
在教學方面，我們做了基本教育目標的調整，為因應廿

一世紀的人才需求，我到成大不久，就撰寫了學校的任務宣

示（mission statement）：「成功大學秉承全台首府的傳統，以

國際性的全方位大學為目標，培育有人文與專業素養、創意

與國際觀及關懷社會的領袖人才，並發展跨領域的研究特

色，回饋社會及造福人類。」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積極

改變教學的哲學，例如減少課程以提高教學品質、改善教學

設備、鼓勵跨學科教學、獎勵優良教師以提高教學的榮譽感，

更重要的是，我們鼓勵跨領域學習、加強通識教育、培養創

意與創新，讓每位學生不僅具備廿一世紀專業人的核心能

力，還培養出「文藝復興人」的核心價值，以成為具有品德

及生活品味的現代人為目標。我必須強調的是成大的歷史傳

統，即優秀的專業教育並沒有被忽略，而是在這堅強的專業

基礎上，更進一步加深成大人的人文氣質，所謂人文的氣質

似乎是空洞而不易衡量的，但每一位旁觀者都可告訴你，成

大人變得很不一樣了，這是氣質的改變，是我最感到驕傲的

成就。 
現代大學的第三功能是服務社會，大學的資源取之於社

會，因此大學必須回饋社會。大學是推動社會經濟的引擎，

狹義的解釋是產學合作，把大學研發的成果用來推動社會經

濟，成大在這方面一直有很好的傳統，和產業界密切配合，

但在廿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大學的責任更為重大。服務社

會還有更廣義的解釋，亦即學校不能與社會脫節。近年來成

大很有象徵性意義的一個變化是校園四週高高的圍牆，幾乎

已經完全不見了，因而和鄰近社區得以有更多的互動，也因

此讓學生得到更多社會教育的機會。兩年前我在成大校刊寫

了一篇短文「牆裏牆外」，就是要宣揚這個理念。 
在這四年中最大的改變是成大的國際化及國內外聲譽的

提升，國際化不只反映在國際學生數目的增加，或成大生到

國外交換求學的機會增多，最重要的是國內外媒體對成大的

注意。NCKU 已經是國際知名的一所學府，「台成清交」已是

在教育界朗朗上口的名詞，但我們並不志在和國內大學競

爭，而是要跳出台灣的藩籬，放眼國際，直接和國際競爭。

我們還有更大的胸懷，立志要帶領台灣的大學走向國際，這

樣的自信也漸漸地感染了成大人，以前自以為不能和北部或

國外的學校競爭，現在也信心滿滿，自覺可以和國內外頂尖

的大學並駕齊驅了，可以和他們做平等的合作夥伴或競爭對

象。在這方面，我要特別感謝馮達旋副校長，他的無以匹比

的國際人脈及視野，以鄭成功為經，把成大與海外連結在一

起，更以京都大學為標竿，這種大視野讓我們看得更高。 
大家可以看到成大校園的蛻變，我一直認為一流的大學

一定要有一流的校園，因為環境可以左右一個人的心態。在

這四年當中，我們努力綠化校園、清潔環境並且改善學生活

動的空間及設備，例如博物館的成立，國際會議廳、學生活

動中心、成功廳的整修，都是以改善校園的人文藝術環境以

及學生學習環境為目標。四年前我經常接到學生或社會人士

的抱怨，大多是有關環境的清潔問題，現在已經很少有這樣

的抱怨了。當然我們也不忘專業研究及教學大樓的興建與整

修，例如成大醫院第二大樓，社科及工學大樓都在近期完成

或動工，更令人興奮的是「綠色魔法學校」的完工，更是代

表學校對社會、地球及人類的永續經營的貢獻，這將是成大

使命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如此整體的改變，讓成功大學逐

漸展現出新的面貌，很多校友及外界的人都會說「成大變得

很不一樣了。」成大人也會注意到我們自己的成長，成大學

生變得更活潑，更積極參加社團活動，更有創意，我們也越

和社會連結在一起，而且變得更有自信，積極地敢和國際競

爭。 
這一切要感謝我們行政團隊的領導，以及師生員工的努

力，每一位主管都無私地奉獻給成大，共同為學校的理想而

努力，我無法要求有更能幹的主管了。而老師們也能接受挑

戰，勇敢地改變學校的文化，才有今天的成就。當然文化的

改變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紮根，三、四年的時間是不夠的，還

要仰賴下任及未來的校長繼續不斷的把持這方向。我堅信後

浪推前浪，新的團隊會繼續往前推進。 
當然我們距離理想的大學仍遠，我們不僅要在學校的文

化繼續不斷地改進，例如提升團隊合作的精神，放棄本位主

義的思維。還要在學校的體制做改革，讓學校行政可以更有

效率，這些都是未完成的工作。 
我期許成大同學們繼續擴充視野，接受多元文化、練好

英語，我也希望同學及師長以「誠信」為圭臬，不管做人或

做事，都要對自己負責，也就是盡力而為，不欺騙自己，繼

續我們這幾年的成長。我卸任之後將回中央研究院繼續我的

病毒研究工作，四年前我不預期地走進成大校長的位置，四

年後我不帶一絲遺憾地離開成大，但成大已經在我身上烙了

印，我永遠是成大的一員。祝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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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1/15/2011下午三時  

地點：會長顏經洲公館  

出席：顏經洲、唐煥平、陳品卉、丁松洲、黃禎祥、林俊良、

于同根、于錢寧娜、廖廣哲、焦國安、詹國明、王明賢、陳

建光、張勝佳、曾家楨、林正義、耿揚名 

 

1. 出席人員自我介紹。  

2. 會長介紹理事會成員，並強調今年的成員有三分之一是

新人，這可幫我們的團隊注入一股新血。希望今年的活

動在新校友的加入後，能有一番新氣象。 

3. 新春團拜– 訂于 02/05/2011 在帝苑餐廳舉行，場地與去

年相同。負責人為林俊良與袁志毅，內容包括猜謎、春

聯等。節目由盧德先與柯嘉惠夫婦共同主持，餘興節目

將由焦國安負責。  

4. 郊遊 踏青– 由黃素鄉與簡良彬夫婦負責，地點將會盡

快選定，時間預定在四月中舉行。 

5. 烤肉– 梁美華將預定New Jersey 的Van Suan County公園

舉行，場地與去年相同，時間訂於七月中。屆時負責人

王頌平與曾家楨將召開電話連線會議以分派工作項目。

去年烤肉負責人林正義也將會大力幫忙。 

6. 專題講座–由林正義負責。今年預計有兩場講座，一是

財務管理，另一個是健康保健專題，分別在New Jersey 以

及New York City 舉行。原則上，第一場將於六月舉行，

第二場將盡快決定。財務管理方面將由林正義與廖廣哲

公子進行籌劃事宜，另外黃禎祥將向紐約文教中心申請

經費補助。還有會中提到欲要邀請世界知名科學家校友

朱經武博士來做專題演講，經過校友會會長顏經洲與北

美聯合會會長鄭向元聯絡後，確定朱博士不在紐約任

職，所以這個邀請朱博士的提議可能暫緩。 

7. 年會– 預定於十月中舉行，負責人為第一副會長唐煥

平，將在近期內參考幾家旅館，目前正在考慮的場地有

兩個 ；Flushing 的東王朝餐廳，以及New Jersey Fort Lee 

的 DoubleTree Hotel。  

8. 母校80週年校慶及嘉年華會– 預計在十一月中舉行，負

責人廖廣哲將提供更詳細的行程，以供理事會討論。  

9. Newsletter – 負責人黃禎祥、洪雅菁、姚大敏與王以鈞。

原則上今年會發行四次的Newsletters (一月底、三月底、

六月底以及九月初) ，再加上一次的年刊(十月中)。另外

未來的 Newsletter 寄送，將會按照目前的方式進行 ：亦

即有些用email，有些用信件郵寄。如有人需要變動，請

向網站負責人丁松洲聯絡。 

10. 下次理事會將於六月底舉行，之前如有任何議題需要討

論，將以電話連線會議進行。  

11. 母校校友中心為慶祝八十週年校慶，將會展覽歷年來成

大校友們在成大的點點滴滴，需要徵求校友們提供當年

的在母校的任何生活照以及其簡單介紹。希望校友們能

大力支持，盡量提供。 

 

CKUAA-GY Year 2010 4th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Minutes 

 
Time and Date: 1:30-4:00 PM, December 19, 2010 
 
Place: 100 Campus Drive, Florham Park, New Jersey, Merrill 
Lynch Building 
Attendees: 于同根，錢寧娜，耿揚名，廖廣哲，鄭向元， 

張一飛，顏經洲，彭鈺絢，江同慶。 

 

Agenda: 
1. Review election results and welcome new board members: 
The new board members are:  
曾陳霖，廖廣哲，廖學亮，顏經洲。 

 

2. Election of New Chair of Board: 
張一飛 got 3 votes, and 耿揚名 got 7 votes. 耿揚名 was 
elected as the new Chair. 
 
3. Appointment of Committee Members: 
Scholarship committee: 顏經洲, the President, is the Chair.  張
一飛, 廖廣哲, 于同根, and 吳武田 are the members. 
Nomination Committee: 耿揚名, the Chair of Board, is the Chair 
of the Committee.  江同慶, 廖廣哲 are the members. 
Fund Raising Committee: 吳武田 is the Chair who will appoint 
members later on. 
Membership Committee: 張一飛 is the Chair who will appoint 
members later on. 
 
4.  CKUAA President’s Report: 
顏經洲 , the President, went ove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rganization. The Board approved all the appointment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5. 2011 planning and NCKU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matters 

were tabled until later date. 
 

6. The Treasurer, 彭鈺絢, presented the 2010 financial report 
to the Board. The bottom line was that the CKUAA-GNY 
reserve had gained $5000+ this year. 

 
7. Other business: The issue of tax exempt status for donation 

to NCKU in Taiwan was raised by 廖廣哲 on behave of  廖
學亮. The Board discussed the issue and concluded that the 
donation should go through CKUAA-GNY to get the tax 
exemp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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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11 團團隊隊簡簡介介  

 

顏經洲 
(會長、活動) 
1976 年成大電機，

1978 年成大電研畢

業。 1985 年起在

AT&T 服務 20 餘

年，並曾回臺於國家

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服務 3 年多，現為

AT&T 資深工程師，負責網路維運及管

理工作。曾任 2010 成大紐約區校友會副

會長，負責新春團拜、烤肉、年會等事

宜。今年榮幸獲選為第 24 屆理事會會

長，雖肩負重任深感惶恐，但我會全力

以赴，希望不負眾望。 

 

唐煥平 

(第一副會長、 
辦理年會晚會) 
 
建築(1982) 
TD Waterhaue 
 
 
彭鈺絢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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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蔡慶輝(蔡教授)亦是成大校友。 
 
 
林正義 
(活動) 
會計 1976 
執業會計師CPA 
負責主辦生活專題

講座。 
 

黃禎祥 
(新聞季刊) 
1973 土木系 
1978土研所，曾任
中 華 顧 問 工 程
司、中興工程顧問
社工程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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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來美後歷任顧
問公司計劃經理。現任紐約州Rockland 
County 污水處理廠工程師。 

 
洪雅菁 
(負責年刊) 
2006 年藝術研究所 
任職世界日報 
 
姚大敏 
徐潮君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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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松洲(網站) 
統計 1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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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網站。 
 
鄭向元 
(公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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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揚名 
(公關、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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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鳳子(支援) 
會統 1968，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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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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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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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頌平 
(烤肉) 
機械 1967，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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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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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鄉 
(郊遊) 
1971 外 文 畢
業 ，1983 攜二子
隨 夫 來 美 New 
Jersey 一住二十
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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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家楨 
(烤肉活動) 
工程科學系 1971
級，電研所 1975
級。七月烤肉協辦
人員之一，希望校
友們踴躍參加，共
度一個愉快的週
末。 
 
 
羅之愷(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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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廣哲 
(80 周年校慶) 
化工 1976 
台塑 
 
 

 
陳建光  
(支援團隊) 
化學 1975 
Bristol Myens Squibb
製藥廠。 
 

 
王明賢 
(支援團隊) 
電機 1974,  
電研 1976 
曾任職 AT & T 多
年，現任職於 Trans 
Capital。 

 
詹國明 
(支援團隊) 
工設 1980。 
 

 
林俊良 
(新春團拜)  
化學 1979 
 
 
 
 
 
 
 
 
 
 
 
 
 
 

 
 
 

 
 
 
 
 
 
 
 
 
 
 
 
 

會長  顏經洲 
第一副會長  唐煥平   

執行秘書   
財務  彭鈺絢 

學術  林正義 

公關 鄭向元 
耿揚名 

網站  丁松洲 

刊物  黃禎祥、姚大明 
洪雅菁、王以鈞 

會員資料  陳品卉 

活動組 
 新春團拜 
 郊遊 踏青 
 生活專題講座 
 烤肉 
 母校 80 年慶 
 年會 

 
林俊良、袁志毅 
黃素鄉 
林正義 
王頌平、曾家楨 
廖廣哲  
唐煥平  

聯絡組  吳幸蓉 

支援團隊 

張勝佳、朱正綱 
詹國民、徐潮君 
鄭燦宏、吳武田  
王明賢、江明儒 
謝孟勳、張 鴻  
陳榮典、陳銘德  
吳葆美、陳建光 
羅之愷、焦國安 

顧問組  

曾陳霖、張一飛 
陳榮仁、錢寧娜 
盧德先、曾美樂 
陳輝泗、廖廣哲 
吳同良、丁松洲  
周俊良、蔡慶輝 
姚大明 

222000111111 理理理事事事會會會名名名錄錄錄   

2011 預期活動表 
項目  活動項目 預定日期  主辦人 
  1  新春團拜 2-5-2011   林俊良、袁志毅 
  2  郊遊踏青 4月中旬2011   黃素鄉 
  3  學術專題講座 3-27-2011   林正義 
  4  烤肉   7月中旬2011   曾家楨 
  5  母校80周年校慶 尚未決定出發日期  廖廣哲 
      (請見網站資情) 
  6 年會  10 月中旬 2011 唐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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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禎祥 

 
 
 
 
2010 年 10 月 5 日是成大紐約區校友會重要的日子。今年的年會在 Parsippany  的 Holiday Inn.舉行。這是一個秋高氣爽，風和

日麗的好日子，一過下午 “成大”兩個斗大的招牌就豎立在 Holiday 前面的路旁，每個到中國食品店採買一週食物的人，都看

到這個大招牌而側目相看。 
一年一度的年會是所有校友攜眷穿戴整齊享受一個愉快的周末旳的好去處。最重要的是由會員大會來選出下一任會長，第一

副會長及董事。這是第二次在同一個地方舉辦這樣的活動。所以一切熟悉，節目更加精彩。 
今年的節目包括”頒發獎獎金給得獎的青年學子們，頒獎杯給服務校友會多年功高勞苦的熱心校友們，晚宴後的餘興節目包括

男高音獨唱(吳同良校友)、民族舞蹈、相聲表演(陳品卉及丁松洲)、F4 合唱團成員包括：蔡慶輝、簡良彬、賴燦宏、廖廣哲 (Very 
Hot，獲得掌聲如雷)，DJ (姚兄工作室)、卡拉 OK、舞蹈及摸彩。 
這樣子轟轟烈烈的搞到十一點頗有意猶未盡之意味，可惜居於 Town Code 的規定，晚會必須於十一點以前結束，所以只好準

時熄燈，今年參加總人數是 147 人。第二天的世界日報以大篇幅報導此一活動，更是讓其他中國人的校友會刮目相看，成大

最近幾年好像很行嘛！詳細情形請瀏覽所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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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0111111年年年 111111月月月 111111日日日   

2011 年組團回台南參加成大創校 80 周年校慶 

經第一次董事會議熱烈的討論之後，全體參與會議的董事決定組團回台南參加此一盛會，並指定由廖廣

哲負責協調及連絡，初步收集的資料如下：(詳細報導請見下期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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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母母校校校近近近況況況報報報導導導   
龍應台訪紐約在林肯中心演講與校友敘舊 
龍應台校友(1974 歷史系畢業)，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馬
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期間)，近年來旅居香港從事寫作。最近
應世界日報之邀請在紐約市林肯中心演講｢1949 大江大海｣
獲得很高評價。過去龍應台曾在北京大學演講，可說是前
所未有的，她在訪美期間抽空與成大校友們會面及敘舊，
校友會特贈與 ｢智圓行方，校友之光｣獎牌一座，以示鼓
勵，並拍照留念，請見所附資料及世界日報網站 
worldjournal.com  

 

成大選出下一任校長 
經過全校教職員的投票選舉，未來4年的成大校長已被選
出。新任校長黃煌輝是100%成大人，成大水利系、水利研
究所，土木研究所博士班。黃煌輝目前是副校長(相當於過
去教務長)將於二月份接掌成大，繼續帶領成大向前邁進及
發展。 

成大博物館—撫今追昔 
在2008年時成大將過去的數學系館內部改裝，成為 ｢成大
博物館｣其中所展示的項目包括： 

(1) 早期日據時代台南高等工業職業學校時期 
(1931-1945) 

(2) 台南工學院時期展覽室 
(3) 台灣過去生活方式形態展覽室 
(4) 蘇雪林教授書坊(54運動時期作家，前中文系教授) 
(5) 美援時代普渡大學合作計劃—奠定成大的發展 
(6) 古董鎖的收集及展示 

(7) 航空工程的先驅 
這些展示令人回想起當年在成大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內容
豐富的展示使對不同興趣的參觀者有所選擇，如果有機會
再回台南，這是一個值得去參觀的地方。 

校友中心展覽急需補齊的資料 

(一)目前需要徵招的舊照片(包含各時期)：  
1.成功操場 (舊操場)、或日制、光復初期校內與學校周邊
樣貌、學生實習銀行  
2.早期學生餐廳  (80 年代以前之老照片最缺乏，蒐集對象  
3.成功堂與堂前花架照片、勝利花架前照片、玻璃教室、舊
學生活動中心 (包含其中辦的活動的實況)以及現已拆除或
改建的早期校園建築  
4.校園周邊         5.校園生活照  
6.社團生活與課外活動  
 
協尋資訊：  
(二)需要校友們提供的資訊：  
*民國 36 年，建築系一河北籍的女學生（是成大第一位女
學生）之姓名、資料、照片。以上資料或有謬誤，請各位
學長姐提供「成大第一屆女學生」的資料。  
(三)募集的舊文物： 電腦教室打卡單、畢業證書、學生證、
大學服、包包  
(四)各地校友會資訊：  
 資料提供方式如下，校友們可以選擇任一種最方便的方法：  
1. 寄到我們的 E-MAIL 信

箱：exhibit@mail.alumni.ncku.edu.tw  
2. 若是檔案太大，則可上傳至我們的

FTP：ftp://aac.nckualumni.org.tw/ 帳號：upload，密
碼：nckuAlumni，port: 253（FTP使用方式請點此連結
參閱）。  

3. 或是燒成光碟，以掛號郵寄到我們的辦公室：701 台南
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成功大學校友中心收（請註明「展
示用資料」，盧小姐收） 

4. 直接帶著您的文物資料到校友中心（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二號成大會館 4F）來坐坐，和我們一起喝杯茶話當年 

PS：照片、資料請務必妥善標示人事時地物，以及提供者
資料或出處。文物資料提供方式，可參考附件範例(範
例由沈思義電機 42 級提供)。

 
  

＊請將統整過後的資料，在 2011 年 1 月底前，由以上四種
管道傳送至校友中心  
exhibit@mail.alumni.ncku.edu.tw，或來電 
(06)2757575#81307 盧小姐 
 
成功大學校友聯絡中心展示 
專案助理  
盧韻如  (藝術研究所 99 級 ) 
TEL：(06)  2087460      (06)  2757575 # 81307    
FAX：(06)  2749322 
E-mail：z9903018@email.ncku.edu.tw 
            give@mail.alumni.ncku.edu.tw 
     souvenir@mail.alumni.ncku.edu.tw 
成大校友聯絡中心網站： 
http://www.ncku.edu.tw/~alumni/ 

http://us.mc651.mail.yahoo.com/mc/compose?to=exhibit@mail.alumni.ncku.edu.tw�
ftp://aac.nckualumni.org.tw/�
http://alumni.ncku.edu.tw/files/13-1020-70002.php�
http://alumni.ncku.edu.tw/files/13-1020-70002.php�
http://us.mc651.mail.yahoo.com/mc/compose?to=exhibit@mail.alumni.ncku.edu.tw%EF%BC%8C%E6%88%96%E4%BE%86%E9%9B%BB�
http://us.mc651.mail.yahoo.com/mc/compose?to=z9903018@email.ncku.edu.tw�
http://us.mc651.mail.yahoo.com/mc/compose?to=give@mail.alumni.ncku.edu.tw�
http://us.mc651.mail.yahoo.com/mc/compose?to=souvenir@mail.alumni.ncku.edu.tw�
http://www.ncku.edu.tw/~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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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成大大紐約區校友會 
獎學金募款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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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經洲會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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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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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送于同根學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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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送會長顏經洲收。 
 
 吳武田獎學金 

申請期限為 05/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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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為美金一千元。 
詳情請接洽鄭向元或吳武田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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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特慷慨捐贈陳輝泗獎學金 

“Hwei – Sze Chen Scholarship”獎金額為美金一千

元 。 資料送會長顏經洲收。 

 

 

捐款校友資料 

 姓名：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日期：西元_________________ 

  大學部：___________研究所：___________ 

  永久會員 

  年會(按每年繳 

  捐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定用途     一般     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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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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 
二零一一年新春團拜 

 
活動日期: Saturday, February 5, 2011 
時間: 11:30am - 3:30pm 
地點: Edison Grand Buffet(帝苑餐廳),  

1008 Route 1 North, Edison,  
NJ 08817   (732)452-1818 

餐費: Adult ($15), Kid($10) 
電話報名* 顏經洲 (732)591-9022 

張勝佳 (609)395-7296     
袁志毅 (973)538-8450 
林俊良 (973)808-8918 

*如果沒人接電話,請畱言有幾個大人,小孩來參加,姓名,
及聯絡電話號碼,謝謝｡ 
謹訂於二零一一年 二月五日(星期六) 中午 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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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 兔年 大吉大利, 大顯身手, 新春開
運,宏兔大展,萬事如意,閤府安康｡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會長 

    顏經洲    敬邀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36 Amagansett Drive 
Morganviller, NJ 0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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