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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長長的的話話  
 

最近因成大 80 校慶暨嘉年華會

要出版特刊，需全球各校友會提供一

些介紹，我有機會翻遍大紐約區校友

會過去的歷史，了解更多校友們當初

創立校友會的熱誠以及用心。另外要

感謝鄭向元學長提供在 1999 年的校

友會介紹，其中有很多很有價值的資料。本期會訊刊出將在

母校 80 校慶特刊中關於大紐約區校友會的介紹，還請大家

批評指教。 

六月十八日我們在紐澤西州請到了財務專家-前會長廖

廣哲的大公子 Henry Liao 給大家上了一堂很有意義的財務

規劃講座。講座由簡入深，暨精闢又切實際，大家受益良多，

很受大家的歡迎，希望明年還能繼續舉辦類似的活動。 

七月九日我們也辦了一年一度的烤肉活動，當天是個陽

光普照，風和日麗的大好日子。今年有七十多人參加，其中

包括幾家校友祖孫三代一起同來，象徵著校友會欣欣向榮一

般，前途似錦。除了享受各種美食之外，大家還返老還童似

的參與很多有趣的團康玩樂活動，同時也親眼看到校友的

“放鴿子“情景，讓大家大開眼界，謝謝主辦人的辛苦與用

心以及校友的參與。 

一年一度的重頭大戲就屬年會了，今年的年會將於十月

二十九日在法拉盛的王朝豪庭餐廳舉行，近幾年來的年會，

都是在紐澤西舉行，今年將移師到紐約州的法拉盛，希望大

家秉著對成大校友會的關愛，踴躍參加。 

十一月中我們也會組團回台南參加成大 80 校慶嘉年華

會(包括 參觀， 座談，聯誼球賽，健診，整型美容，校慶，

運動會，台南古蹟巡禮，晚會以及旅遊等等) ，在此呼籲大

家能踴躍參加。 

  

 

弟  

  顏經洲 敬上 

2011 年 7 月 30 日 

董董事事長長的的話話 
  

校友會今年所舉辦的幾個活動都

很顺利成功，最近的一次是 7 月 9 

日夏季烤肉，除了一些久違的老面孔

之外，很高興还看到許多的新面孔。

享用過豊富的佳肴之后，每位校友風

趣的自我介紹，配搭著活潑的餘興活

動及精采的「放鸽子」，大家渡過了一個輕鬆愉快又温馨的

周末，達到校友們互動、联誼的效果。特别要謝謝颜會長及

籌辦這個活動的理事們，與前往参加支持校友會的各位老哥

老姊們，大家可以為自己鼓鼓掌。 

許多半退休或己退休的校友們經常也會参加其他活

動，這是個好现象；不但能增加生活樂趣，還有助于身心健

康、减缓老化。我在参加校友會烤肉两天後即飛往匈牙利，

搭乘河輪横跨中西歐，考察欧洲生命河 (多瑙河、梅茵河、

人工運河及萊因河)的线路。沿途欣赏旖旎風光、飽覽欧洲古

文明發展足跡，讚嘆中古世紀建築的宏偉,品嚐當地著名葡萄

園釀製好酒，享受舒適豪華的遊輪上一流的高標準服務，可

謂是一種輕鬆、舒適，而又精彩、深入，十分愉快的渡假旅

行， 是很適合中老年人参加的休閒旅遊活動，而我相信旅

行是會使人更年輕化的。 

希望11 月有多一些校友們抽空返台，就當成是慰勞自

己和另一半的渡假旅行，参加母校創校80 周年及成大世界

校友嘉年華会，北美洲校友联合會双年會，這将是一趟多彩

多姿的「回憶年少時」之旅；也有機會和其他各地校友們歡

聚一堂，共享母校進步發展的喜悦。 

 

 

敬祝大家 

健康、如意 ! 

 

弟 

 耿揚名敬上 

2011 年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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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活動計劃 
日 期 / 時 間 活   動 主 辦 人 場       地 費     用 

10/29/2011 
(3:30 PM~10:00 PM)  

年會 唐煥平 王朝豪庭,  
Flushing, NYC  

$50 (大人), 
$25 (<18 歲) 

11/10/2011 ~ 11/13/2011 母校 80 週年校

慶及嘉年華會 
廖廣哲 台南成大 NT $1000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 CKUAAGNY)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介紹 

 

紐約市是美國的商業、娛樂及出版的中心，也是美國最大的城市，更是全美最大的金融中心，以及全世界最

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大紐約地區亦是美國學術重鎮，此地人文薈萃、冠蓋雲集、臥虎藏龍。成大校友們，在

大紐約區域，各自在不同領域裡，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例如世界著名的紐約科技大學張鍾濬校長與僑選立

法委員李明星。 

一九八六年底，一群居住在大紐約地區的成大校友，發起組織校友會。希望校友能再聚首、談古論今、重溫

過去美好的時光。而且能夠彼此互相打氣，分享彼此近況，更可以在事業上互相扶持，交換最新的資訊。因

此，在十幾位熱心校友鼓吹奔走後，開始將此事落實。經過籌備委員會的六次會議，“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

會”終於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九日與紐約上州的“華苑”成立。來自紐約、紐澤西、賓州及康州校友及眷屬共有

兩百餘人參加。成立大會中通過了會章，並根據新會章選出了十一位理事，隨後由理事互選出鄭向元為 1988
年第一屆會長，焦國安為副會長。兩年後，校友會組織有較大改變，在一九八九年年會中增設董事會。 

校友會的組織架構包括董事會與理事會：董事會主要職責為選任會長、籌備經費及監督會務。理事會為校友

會會務推展之核心，負責籌劃及執行一切活動。目前已登記會員有五、六百人左右，大多來自紐約、新澤西

州、賓州、德拉瓦州與康乃迪克州。 

在大紐約地區各校校友會中，成大校友會所辦的活動一向頻繁，也最精彩。我們每年固定舉辦的活動有新春

團拜與元宵燈謎，郊遊健行，野餐烤肉，專題講座，會員大會及年會。大部分的活動都會吸引近百人參加，

尤其是近幾年的年會，每次都會有一百五十人左右加入。可見校友們對校友會強烈的向心力與支持。 

除了每年固定舉行的活動外，校友會並經常舉辦有意義的座談會，如創業、電腦技術及第二代在美國成長的

心路歷程等。其他活動則包括辯論比賽、郊遊、登山、露營、滑雪、溜冰、兵乓球大賽、撞球比賽、麻將比

賽、保齡球大賽、深海釣魚、宮廷社交舞研習、豪華餐舞會、卡拉 OK 比賽等。 

每年校友會理事會定期出版“校友會會訊”以增加校友們的聯繫，也讓大家有了一片校友互通信息，暸觧校友

會各項活動的寶貴園地。每年會訊出刊 3~6次，校友可即時在會訊裡知曉校友會的動態，活動，人事，計劃

及聯絡方法。此外，每年固定十月出版的年刊更是內容豐富，深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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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供多項獎學金給會員子女，如大

紐約區校友會會員子女獎學金、陳輝泗學長建築基金會獎學金。我們的經費來源就是大家每年的會費和捐款，

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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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校友會有專屬的網站(www.ckuaagny.org)，隨時提供校友會各項活動的報導，一些校友們的近況和母校

的最新發展，還有校友們提供的獎學金申請，以及每期校友會會訊。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自 1988 年開始各項活動以及會務的運作以來，至今已邁入第二十四個年頭。在此非

常感謝歷屆理事會與董事會服務團隊在這幾年中對校友會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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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大紐約區校友會歷屆會長與董事長名單: 

 

 

 

 

 

 

 

 

 

 

 

 

 

 

 

 

 

 

 

 

 

我們對成大校友會的願景是： 

 

• 新校友的聯絡: 希望校友會的服務團隊不會出現斷層，而影響了我們會務的推展。預估大紐約區的校友

有超過一千人，但是登記的會員才將近一半，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來找回更多校友。 

 

• 新工作團隊人員: 希望能夠有更多新人加入理事會與董事會的服務團隊行列，幫我們的團隊注入一股新

血，使得每年的活動在新人新團隊的加入後，能有一番新氣象，以及更豐富校友的生活及未來。  

 

• 校友年輕化: 目的就是要使我們的校友會成長茁壯，進而永續經營，其首要就是尋找年輕新血，注入源

源不絕的活力。 

 

• 校友會網站: 加強校友會網站的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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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kuaagny.org)。除點閱相關訊息外，校友的投稿、建言等任何迴響將讓我們不孤

單。 

 

• 母校的聯繫: 大部分的校友對母校有豐富的情感，希望能隨時瞭解母校的動態與發展，因此，校友會未

來會加強與母校的聯繫與互動，使得彼此關係能更加密切。 

理事會 會長  董事會 董事長 

第 1屆(1988) 鄭向元  第 1屆(1990) 鄭向元 

第 2屆(1989) 焦國安  第 2屆(1991) 李明星 

第 3屆(1990) 顧海謙  第 3屆(1992) 朱欽文 

第 4屆(1991) 李志城  第 4屆(1993) 鄭恆壽 

第 5屆(1992) 湯立恆  第 5屆(1994) 陳輝泗 

第 6屆(1993) 蔡光新  第 6屆(1995) 廖學亮 

第 7屆(1994) 廖學亮  第 7屆(1996) 湯立恆 

第 8屆(1995) 李宏志  第 8屆(1997) 李明星 

第 9屆(1996) 于同根  第 9屆(1998) 陳榮仁 

第 10 屆(1997) 陳奎璋  第 10 屆(1999) 于同根 

第 11 屆(1998) 許公行  第 11 屆(2000) 焦國安 

第 12 屆(1999)   邱龍 
 

 第 12 屆(2001) 許正次 

第 13 屆(2000) 張烈麟  第 13 屆(2002) 廖學亮 

第 14 屆(2001) 曾美樂  第 14 屆(2003) 廖學亮 

第 15 屆(2002) 程家祥  第 15 屆(2004) 廖廣哲 

第 16 屆(2003) 廖廣哲  第 16 屆(2005) 吳同良 

第 17 屆(2004) 吳同良  第 17 屆(2006) 程家祥 

第 18 屆(2005) 錢寧娜  第 18 屆(2007) 陳輝泗 

第 19 屆(2006) 蔡慶輝  第 19 屆(2008) 錢寧娜 

第 20 屆(2007) 張淑卿  第 20 屆(2009) 黃禎祥 

第 21 屆(2008) 陳榮仁  第 21 屆(2010) 張一飛 

第 22 屆(2009) 陳品卉  第 22 屆(2011) 耿揚名 

第 23 屆(2010) 耿揚名 

第 24 屆(2011) 顏經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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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鄉 

2011 郊遊踏青活動報導 

四月十六日是校友會一年一度的踏青健行活動，往年都是在一些著名的公園或者有山有水的鄉間小路舉辦，今年為

了要換換口味，大夥兒決定到 Fort Lee 的 Hudson River Walkway 去走走。 
當天，天好冷好陰， 心想今天的踏青健行活動可能要冷清收場了。沒想到車還沒到停車場，遠遠的就看見披巾戴

帽的老中青校友們，聚集在 Target Department Store 門口，談興正歡。據說大多數是應顏會長的熱情邀請而來的。 
溫度是低，但還好沒下雨，大夥兒 三十多位，沿著哈德遜河畔邊走邊談，偶而哈哈熱氣，驅驅寒。河口的風吹來，

真的是冷。水上的鴨兒們，靜靜的浮在水面上，冷眼瞧著我們。岸邊的許多商家門可羅雀，看見我們這一大群，以

為生意上門了(中國人的購買力可是驚人的呢！) 無奈大家過門不入，徒呼奈何。 
這樣的天氣實在不適合室外活動，沒一會兒大家的腳步就往日本商場 Mitsuwa 前進了。又冷又餓，有什麼比一碗

熱騰騰香噴噴的湯麵更能撫慰人的身心呢？ 添飽了肚子烘暖了身子，眼前百貨雜陳，琳琅滿目，怎麼可能不荷包

失血呢？就這樣又吃又帶各自打道回府，結束了這次沒有健到行的健行活動。只能怪天公不作美啦！ 
今天雖然不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而且稍微有冰冷的寒風，但是我們仍然有大約有三十多位個校友，眷屬，與榮譽校

友們參加我們的校友踏青活動。感謝大家迎風而來，熱烈參與我們的活動。 
後記 

• 非常感謝我們的傑出校友曾陳霖學長, 他剛動完白內障手術, 當天卻戴着遮光眼鏡來參加這次的活動, 是不是

該給他鼓掌? 
• 紐澤西的春天不一定在四月來到, 或許以後的春郊活動延到五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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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經洲 

2011 成大烤肉活動報導 

大紐約地區成大校友會於今年的七月九日星期六，在 New Jersey 北部的 Van Suan State Park 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烤
肉踏青活動。雖然活動前一晚傾盆大雨，令人不免擔心當天的氣候，是否會影響活動的品質。還好老天祝我成大
校友會也，當天卻是個陽光普照，風和日麗的大好日子，令人心情頗為愉快！ 

一早，我就開著車載了內人幸蓉，附近的校友陳建光夫婦，以及精於攝影的榮譽校友吳信興夫婦，一行六人浩浩
蕩盪出發，談笑風生中，不知不覺就到了公園。 

一到會場，體貼的校友蔡光新、梁美華夫婦，生怕有人找不到場地，一早就到公園裡，沿途貼示醒目的 sign ，並
佔好場地，以供活動的使用。 

接著，校友們陸陸續續，雙雙對對，扶老攜幼的到來。感謝諸位校友們的熱心幫忙，當天的午餐真是豐盛，除了
烤肉不可少的烤肉（雞排，雞翅，雞腿，漢堡，熱狗。。。）以外，校友們更提供了涼麵，沙拉，玉米，茶葉蛋，
熱湯，鹵牛腱。。。等等。雖然豐盛的食物，嚴重影響了大家的節食計劃，但是大家一點也不介意，還直呼過癮
呢！ 

今年參加烤肉野餐的人數共有七十餘人，除了校友外，更有校友們攜家帶眷，甚至祖孫三代一起來參加活動，真
可謂盛況空前，令人感動。 

享受過各式各樣的美食以後，大家便開始做簡單的自我介紹。其中傑出校友吳武田學長，不僅設立獎學金，更在
去年及今年各捐出一台新的烤肉架，以供活動使用，他對成大活動的捐獻令人佩服。吳學長說“一分耕耘，百倍
千倍收穫”，“不要只是守株待兔，而是要主動出擊，追求更有意義的人生”，這一番話，引起了大眾的共鳴，
也激勵了大家對人生規劃的士氣。 

鄭向元學長向大夥介紹今年十一月在台南母校成大校慶嘉年華會的活動，鼓勵大家踴躍向北美成大嘉年華會主辦
人廖廣哲報名，大家樓下叫樓上，隔壁揪厝邊，相招一起回母校參加慶典。鄭學長更向大家介紹，今年成大校友
會特別設立了一個“默默耕耘”獎，給多年以來一直默默耕耘，使得北美成大校友會大大小小校務能順利推動的
陳品卉。品卉得這個獎，真的是實至名歸，我們都很替她高興。 

在自我介紹中，還有校友劉茂隆的公子，劉彥迪，（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曾得過傑出校友優秀子女獎學金）以流利
的中文，表示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們都是他學習的榜樣。第二代如此謙虛，優秀，這也都是我們成大之光啊！ 

今年的野餐還有一項很特別的活動，那就是由黃華禎與黃順成學長帶領大家認識什麼叫做真正的“放鴿子”，原
來是兩位學長帶來了一個裝滿鴿子的鳥箱，裡面放了好幾隻訓練多年的家鴿，然後，學長把箱子的門一打開，一
隻隻鴿子們打開牠們像大扇子的翅膀，向上、向前奮力展翅飛翔，象徵著和平，氣氛熱鬧又溫馨。對大多數的校
友及眷屬來說，這真是難得一見的一幕。之後，有關心的校友們還來詢問鴿子們是否安全回家呢！當然，鴿子們
全部安全飛回家了，亦即“放鴿子” 的活動已圓滿達成目標。另外，黃順成學長還歡迎大家，如果有到 Chester area
一定要到他努力經營的雞鴨鵝場、鴿子園以及各式各樣的蔬菜水果園參觀，看來黃學長非常享受回歸自然，當個
快樂田園園長了。 

今年的野餐活動中，我們也很高興見到許多第一次參加的校友們，如張紹安，黃華禎，黃乃燮，黃順成，趙先岡，
吳在崗，王振勇。。等等，我們熱烈歡迎他們，並希望能在以後的活動中，繼續見到他們。 

團康活動一直就是大家喜愛的一個項目。當會長及幾位理事們趁著空檔，在一旁開會時，品卉和鈺絢帶領大家玩
了幾個返老還童的遊戲，比手劃腳，擦口紅，猜歌名，數字結黨……，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一年一度的烤肉野餐，就在大家意猶未盡的歡笑中結束了。大家收東西的收東西，清垃圾的清垃圾，把場地清理
乾淨，各自打道回府，相約下次年會中見！ 

再次感謝下列位校友們的熱心幫忙：  

林正義–玉米、熱狗、麵包 (for 熱狗/漢堡) 

顏經洲–飲水、涼麵、音響、麥克風 

丁松洲、陳品卉–滷雞腿、滷雞翅膀、帶活動 

王頌平–豬排、西瓜、汽水、飲料 

蔡慶輝、彭鈺絢－烤爐 (2)、瓦斯、木碳、Foil、帶活動 

廖廣哲–沙拉、Dressing  

耿揚名–牛排、牛腱 

陳建光–餐具（刀、叉、盤、紙巾、紙杯） 

王明賢–茶葉蛋 

曾家楨–漢堡、Pickles 

梁美華–包子、做路牌、佔位子  

彭鈺絢、朱鳳子、吳幸蓉–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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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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向活動負責人廖廣哲先生接洽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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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紐約區成大校友會】2011-10-29 年會 
 

今年的校友會年會(會員大會與晚宴)將於十月二十九日

在法拉盛的王朝豪庭餐廳舉行。近幾年來的年會，都是

在紐澤西舉行，今年將移師到紐約市的法拉盛，希望大

家秉著對成大校友會的關愛，踴躍參加這一年一度的重

頭大戲 - 年會。 

 
會員大會將於當天下午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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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會定於 6：30 分左右開始入座，享用豐盛的中式晚餐。

之後，將有師長及貴賓致辭、頒發會員子女獎學金、校

友服務獎等，接著是歡樂的晚會活動，包括餘興表演節

目、卡拉 OK 舞會、以及有豊富獎品的摸彩。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是您我共同的家，我們需要每

一位校友的愛護、支持、鼓勵、與參與。在此誠摯地邀

請各位校友們一起付出熱情，參加將於十月二十九日舉

行的校友會年會。 
---------------------------------------------- 
 

 

日期： 2011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六) 
時間： 3:30 PM-11:00PM     
地點： 王朝豪庭 (East Manor at Flushing), 46-45 Kissena  
   Blvd, Flushing, NY 11355. Tel: (718) 888-8998 
費用：  $50 Adult, $25 under 18 
活動主辦人:    唐煥平(917) 774-3528 
  
活動內容： 3:30-6:00 PM 會員大會及眷屬交誼活動 

 6:30-11:00 PM 正式晚宴 
節目精彩有歌有舞、抽獎 D.J. 音樂、才藝表演及義賣 
請向賣票負責人員事先洽購 
  
聯絡方式:  
  唐煥平 (917) 774-3528    于同根 (718) 461-9651       

 吳同良 (516) 484-4595   湯立恆 (914) 965-9405  
 陳輝泗 (718) 461-8801  林正義 (718) 461-2967           
 耿揚名 (973) 898-3736     陳品卉 (973) 428-0038  
 王頌平 (973) 887-8167    江同慶 (908) 322-6850            
 廖廣哲 (973) 335-3757    蔡慶輝 (973) 560-0532      
 顏經洲 (732) 856-3293    吳武田 (973) 882-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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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