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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長長的的話話  
吳葆美 (數學 1965) 

各位學長學弟妺大家好！                         

很抱歉遲遲在第一次通訊與大家見面。首先向

所有大紐約區校友們問候。本校友會的董事會與理

事會新舊接交於元月二十一日在蔡慶輝與彭鈺絢府

上順利舉行。 

仰觀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是全北美校友

會首創之一，自一九八六年成立至今已廿六個年

頭。過去的會長、董事長、董事、理事、顧問組及

支援團隊，開荒植樹，才有我們今日茁壯的校友會。

目前邀請到的理事會成員，請閱附表，若有願意幫

忙或對校友會提出建議的校友請不吝與我聯絡，我

們今年的理事團隊仍待闊大。因為去年 2011 年原訂

年會那天下大雪，所以年會延期了一個多月，而今

年農曆新年又是早些，因此今年新春團拜就不克舉

辦，很是遺憾，並請大家諒解。 

二月十日母校黃煌輝校長、技轉育成中心陳顯

禎主任及校友中心蕭世裕主任三位蒞臨紐約市與我

們校友見面會談，校友會在法拉盛的木蘭餐廳宴請

黃校長等三人，有三十多位校友參加。成功大學這

些年快速成長與進步，在臺灣及世界上都取得優良

成績，名列前茅，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我們校友

也應有回饋的情意，大家秉着成大人的精神為母校

的校譽發揚光大。黃校長主要傳達三個信息；(1)建

立北美地區校友募款的機制, (2)善用北美州校友的

人才庫來推動母校的國際產學合作及專利申請, (3)

善用北美州校友的人際關係邀請國際級從事理論研

究的大師到母校講學。在此我建議董事會討論組織

委員會商討黃校長的三項提議。宴請黃校長的詳情

記實，請閱本刊專欄報導。 

在此特別謝謝董事會的督導及理事會會員的支

持和及賣力。希望您踴躍參與今年的各項活動(附

表)。祝各位闔第安康喜樂！ 

             

董董事事長長的的話話 
蔡慶輝(歷史 1990)  

親愛的校友們大家好，感謝學長、學姐、及同學們的支持，
讓慶輝能有這個機會及這份榮幸繼續替各位校友服務，首先藉此
機會，在這裡向大家拜年，敬祝大家龍年健康,龍年行大運，敬祝
2012 年成大大紐約區校友會成功，更祝母校龍年進入全球頂尖大
學。 

“Linsanity”，林書豪旋風席捲全球，將一位大紐約默默無
聞的人物，憑著實力及機運，在 NBA 一戰之役，從大紐約發射光
芒照耀全球，同樣的，成大大紐約區校友們的大蘋果傳奇也持續
上演著，成大大紐約區校友會，就像大蘋果一樣，臥虎藏龍，各
個校友在專業領域上，皆有頂尖的成就: 如中央研究院院士暨 IBM
終生院士朱兆凡學長，為 IBM 創造百項專利、曾陳霖學長為台塑
在美國最高指揮，任職台塑美國執行副總，負責超過百億美元之
營運、張鍾濬學長曾為美國優秀大學 Polytech 校長、還有蕭主任
也曾是成大大紐約區校友、在吳京前校長慧眼識英雄下，挖角至
母校服務、還有大紐約區之學長、學姊、包括在下 Kevin 皆為人
才，更是大紐約區各社團之領導人，也是各媒體經常報導的對象， 
今年母校黃校長訪問美國，選擇大紐約區為第一站，真是選對了。 

2012 年成大大紐約區校友會，雖無林來瘋頭版要聞，但以『成
大傳承，邁向頂尖』兩項目標，和校友們共勉。 

『成大傳承』 
今年吳葆美會長將與各理事們精心策劃各項活動，用以增加

校友們的交流，也在於聯絡校友們之間的感情！在此熱切的盼望
每一位校友踴躍的參與，殷切盼望新舊面孔、，成大媳婦、成大
先生、成大各代及成大之友共同參與，更期待新校友及新血輪加
入，使這些有意義的活動成為傳統，傳承綿延不斷。在此同時董
理事會，也會隨時虛心接受各位校友的建議與指教，並且努力改
進，使其漸入佳境，愈來愈好，使成大大紐約區校友會活動，成
為大蘋果華人的最愛。 

『邁向頂尖』 
今年 2 月初，母校黃校長一行，能在百忙中，不辭辛勞，抽

空蒞臨美國訪問，在此向黃校長致上最高敬意，校長此次的來訪，
明確提出三項計劃:1 禮聘大師級學人，延攬年輕有潛力的學者、
2 長期計劃性之募款及安心就學濟助方案。統一窗口，指定用途、
3 技術轉移及育成。拜科技之發展，國際交流已為主流，掌握先
機，組織團體，貫徹執行決策，必有所成，成大校友的特質，向
來是具有真才實力，強勁草根性及強而有力之團隊精神，如能發
揮所長，必能協助黃校長，將母校進入全球頂尖大學，也相信成
大大紐約區校友們，將秉持著母校優良之團結精神，協助黃校長
達成此三項計劃。 

http://www.ckuaagny.org/
mailto:pc8161@yahoo.com
mailto:pc816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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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年會記實 
顏經洲(電機 1976)、亓幼幼(歷史 1974)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 2011 年年會暨慶祝母校 80 周年校慶，於 12 月 4 日在紐約法拉盛王朝豪庭餐廳盛大

舉行，這次活動熱鬧非凡，盛況空前，圓滿成功。 
年會由彭鈺絢主持，典禮在近 200 位校友高唱校歌聲中揭幕。顏經洲會長及耿揚名董事長首先致歡迎詞，歡

迎參與盛會的嘉賓與校友們。之後，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劉慶仁主任、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張景

南主任、市議員顧雅明以及北美成功大學校友會鄭向元會長，及遠從台灣來的母校校友中心蕭世裕主任多人相繼

致詞，並誇讚校友們在海內外傑出表現，為社會做出了相當的貢獻。 
由於母校黃煌煇校長公務繁忙，不克前來，特地通過錄影向校友們送上祝福，報告學校近年來的成長。另外，

校長還送了對聯一幅給全體校友 - ｢成功八十、頂尖務實、校友五洲、卓越超群｣。 
晚會會中，會長向大家介紹了回台灣參加母校 80 周年校慶的情況。而且強調最新的世界大學排名-成大電機第

十、資訊第十三、機械第三十九，台灣第一；成大人憑藉著窮理致知，樸實苦幹的精神，超越許多世界名校，值

得肯定。另外，校友中心蕭世裕主任介紹成大已培育 12 萬校友，成大人在各界貢獻所能，多年蟬聯台灣企業界的

最愛。據遠見雜誌和 104 人力銀行發表的 “2011 大學院校綜合競爭力排名”，成大校友整體表現榮登全台灣第一。 
耿董事長介紹了剛出爐的新會長吳葆美。吳葆美感謝大家的支持，未來希望熱心的校友們能繼續相挺，讓校

友會會務應能秉持過去基礎蓬勃發展。 

年會上還向四位優秀的校友與子女頒發了倪超、吳武田以及陳輝泗獎學金。今年倪超獎學金得主為哈佛大學

經濟系袁寶-袁志毅校友女兒，和哈佛大學化學物理生物系施亞倫；吳武田獎學金得主為哈佛大學化學系施亞婷-
施亞倫與施亞婷為施永強校友兒女；陳輝泗獎學金得主為紐約哥大建築研究所龍霈校友。 

校友會並向副會長唐煥平、吳葆美、王頌平等頒發服務貢獻獎。另外，為感謝已故校刊主編黃禎祥校友的貢

獻，校友會補頒服務貢獻獎狀，由連襟董事長耿揚名領取。 
晚會表演節目由主持人副會長唐煥平一手策劃協調實現，表演有副會長唐煥年的脫口秀和社區聞人吳同良、

王惠津、陳芬怡、茹寶、李瑞芳等中西歌曲演唱及舞蹈表演。之後，陳品卉帶領大家跳 Line dance，老中青三代校

友一起加入跳舞，氣氛溫馨而熱烈。 
獎品豐富的抽獎活動中，最令人感動的是大多數得現金獎的校友們，在得獎後立刻毫不猶豫的把獎金捐出來，

作校友會基金，贏得大家熱烈的掌聲。值得一提的是校友會晚會出席者最年長的是八十三歲的周俊良學長，最年

輕的是 2009 年機械系畢業，現在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年輕貌美的何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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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隨筆 
郭平生(1961 會統) 

 
十二月四日天公作美，溫暖大地，因為這天是我們成功大學紐約區校友會慶祝第廿四週年年會，此會原本定

在十月廿九日，因當天的一場大雪而改期，讓我們這批回台灣參加雙十國慶及成大 80 歲校慶的諸校友有幸回美參

加盛會，說盛會一點也不假，當天有近二百位校友共襄盛舉，聚集一堂於法拉盛王朝豪庭，更因校友唐煥平的籌

辦有方在耿揚名董事長及會長顏經洲的監督下，順利選出新會長吳葆美及副會長亓幼幼、蔡士豪。 
更可喜的是蔡士豪帶來就讀哥大的十一位年輕校友，讓在座的老中青校友振奮不已，頻頻相互交流。 
六點入席，典禮開始，由校友歌王吳同良帶領大家唱校歌，在歌聲中展開序幕，首先由董事長耿揚名及會長

顏經洲致詞歡迎與會嘉賓。來自台灣的成大校友中心主任蕭世裕，他特別強調原定十月廿九日的大會他很遺憾不

克參加，沒想到改期令他能如期赴會，是天意吧！他特別帶來黃校長對諸校友的祝福與嘉勉。 
接著董事長頒發倪超、吳武田、陳輝泗獎學金及服務獎。餐會中大家相互舉杯祝福，更遙祝校運昌隆。會中

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張景南主任上台高歌一曲，贏得一片掌聲，接著由王惠津老師領先高歌，再與吳同良合唱，

多位歌手演唱中西歌曲，餘音不絕，更有雙人舞蹈美輪美奐，而後由陳品卉帶領大家跳 Line Dance ，老中青校友

均下場習舞，興奮不已，沉醉其中，忘了今夕是何年？壓軸的抽獎，抽到的很高興，有好運，其中抽得現金獎的

多人，均捐出給校友會贏得大家熱烈歡呼與掌聲！ 
會後依慣例最年長與最年輕校友合影留念，今年最年長者仍是周俊良 (1951 電機)，最年輕校友是何卉婷 (2009

機械)，年會由唐煥平策劃安排，非常成功，給校友們留下美好的回憶，讓我們在此謝謝他，校友們更感謝栽培我

們的成功大學，遙祝母校更上一層樓。 
 
 
 
 
 
 
 
 
 
 
 
 
 
 
 
 
 
 

 

成大華府校友會邀請大紐約區校友參加成大華府校友龍年春宴，參觀雙橡園，櫻花節日。 
春天的腳步已到來，這是何等興奮，兩校友會校友能一起遊園歡樂，實屬難得。請大家踴

躍參加，有意參加者請在三月十日前向吳葆美報名，Email: b_m_wu@hotmail.com，電話：

914-337-1933。請告知人數包括本人、家眷及朋友，華府校友誠懇接待過夜或代訂旅館，

當晚餐會每人$15，請大家盡量 car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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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煌煇校長率團訪問紐約、芝加哥及舊金山三地校友 
校友中心蕭世裕主任 

黃煌煇校長率領校友中心蕭世裕主任及技轉育成中心陳顯貞

主任於 2012 年 2 月 9 日至 15 日期間訪北美地區成大校友會，此行

共訪問大紐約區、美國中西區及北加州三個校友會。黃校長於 2011

年 2 月上任以來就希望親自拜會北美地區成大校友，但初上任就面

對頂尖大學評鑑、大學校務評鑑及慶祝八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一

直忙到 2012 年寒假期間才能抽空拜訪。此次行程緊湊，僅能拜會北

美地區十八個校友會中的三個校友會，黃校長希望不久的將來能繼

續拜訪其它的校友會。 

    這次訪問的行程是以座談會及餐敘的方式與校友交流與聯誼。

座談會的議題包括：(一)建立北美地區成大校友募款的機制；(二)建立北美地區校友協助母校推國際產學合作之平

台；(三)協助母校延攬國際級大師返校講學。 

    這三個議題引起北美地區校友們熱烈的建言與討論，其具體的成果如下： 

(一) 黃校長與北美洲成大校友會聯合會曾達祥理事長簽署 MOU，委託聯合會帶領北美洲 18 個校友會、北美洲成大

校友基金會及 NCKU.NET 董事會共同協助母校推動上述三項工作。 

(二) 母校將在北美洲成大校友基金會下設立一個專戶，接受校友捐款。此經費將用於延攬北美地區優秀人才，派遣

母校優秀師生到北美地區研究或講習，以及推廣與北美地區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等用途。 

(三) 北美洲成大校友聯合會將協助組織專家團隊協

助母校建立完整的募款機致及推動國際專利申

請及產學合作。 

(四) 母校將與謝佐齊校友創辦之西北理工大學合作

與學習，延攬高科技產業人才、增設產業所需之

實務課程，以避免學術與產業脫節。 

黃校長於完成此次訪問行程後表示，這一趟訪問

收穫豐碩，令人懷念和感動，他感謝大紐約區、

美國中西區及北加州校友會的熱心參與，更感謝

北美洲成大校友會聯合會的精心規劃，讓短短訪

問行程，獲得最大的成效。他希望不久的將來能

繼續訪問北美地區其他的校友會。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成大亞洲第 3 名   事 求 人 
根據甫公布的西班牙「2012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成功大學世界

排名第 63，在亞洲排名第 3，僅次於台灣大學（42 名）、東京大

學（46 名），比去年大幅進步了 17 名，是歷年來最佳成績。 
去年西班牙「2011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成大首度躋身世界百大

之列，當時世界排名第 80，亞洲第 4 名。今年成大再躍升到第

63 名，超越日本京都大學，成為亞洲第 3。  
「這是所有成大人的榮耀！」成大校長黃煌煇開心說，未來仍

將繼續精進教學、跨領域合作，打造優質的國際級校園環境。  

李宏誠(Alan Li ) 是工管系 1988 年畢業，

目前就職於長榮物流 NJ 分公司。 

該公司現正誠徵 “'客服營業人員”，必

須有綠卡或公民身份，有意應徵者請與李宏誠

聯絡： 908-862-3535 ext 102 或手機

347-229-5409 

tel:908-8623535%20ext%20102
tel:347-229-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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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   春春春   團團團   拜拜拜   

大紐約區僑學界一月廿八日上午假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舉辦新春團拜，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高振

群，副處長孫習忍，組長周進忠及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張

景南，副主任李偉農，林高名和社團領袖二百餘人出席，共

迎壬辰龍年，互道平安、吉祥，恭賀僑社龍年好運，並祝僑

社和睦團結，現場一片喜氣洋洋。 
本會會長吳葆美，董事于同根及會員陳輝泗、鄭向元、李郭平生、于錢寧娜亦出席參加

盛會和各社團領袖互道恭禧，會中並限量發放馬英九總統親筆紅包及平安符，數量不多，筆者

有幸得到，十分高興。 
 

2012 第二十三屆董事會  
董事長：蔡慶輝 
副董事長：顏經洲 
董事： 
2010-2012    2012-2014 
 于同根 姚大敏 
 廖廣哲 王頌平 
 顏經洲 唐煥平 
 曾陳霖 蔡慶輝 
 廖學亮 鄔來琪 
  程家祥 
    
 
2012 第二十五屆理事會 
會長：吳葆美  
第一副會長：亓幼幼  
副會長:  蔡士豪 

祕書：郭平生 
財務：曾美樂 
學術：吳興邦  
公關：鄭向元   
網站：陳俊綱、邱龍   
季刊/年刊：錢寧娜 
會員資料：宋振豪    
顧問：陳榮仁、陳輝泗、陳品卉、 

丁松洲、耿揚名 
支援團隊： 梁美華、蔡光新、 

  吳同良、吳武田、 

  林正義、焦國安、 

  袁志毅、張磊 

黃黃煌煌輝輝校校長長訪訪問問 NNYY 張淑卿 (歷史 1976) 
母校的黃煌輝校長帶著龍年新春的喜氣來北美洲探望身在異鄉的校友

們，黃校長選擇大紐約區為訪問的第一站，讓此地的校友們倍感溫馨。校友會
特別於二月十日在法拉盛的木蘭餐廳席開三桌，宴請黃校長一行。校友們熱情
參加，造成一席難求的盛況。華盛頓 DC 校友會會長林雄生及夫人和前會長黃
秉驥也專程來共襄盛舉。 

大紐約區成大校友會董事長蔡慶輝和會長吳葆美在餐會上先後致詞，熱烈
歡迎黃校長一行的蒞臨，也對母校多年來的支持表示感謝。 

與黃校長同行的有校友聯絡中心的蕭主任和身兼研究總中心副主任和技
轉育成中心的陳顯禎主任。 
蕭主任可算是半個紐約客，也是紐約成大校友的老朋友。他曾在紐約求學，於
1994 年回台服務。過去幾年多次來參加大紐約區校友會年會，對校友會非常關
心和支持。蕭主任表示，成大的校務評鑑可能比台大更為好典範，這都是校友
的成績，沒有好的校友，就不可能有好的學校。如果不是校友們打出的基礎，
成功大學不可能在全球 13600 所大學中排名在 200 ㄧ 300 名間。母校正極力策
劃進身世界百大，而此突破必須再次靠所有校友的協助和支持。 

黃校長號稱成大三士，和成大的淵源可謂深遠。上任後牽掛著海外的校
友，在百忙中撥冗來訪，可見他對校友的重視。校長此行帶來許多數據和訊息，
讓海外的校友們對母校的近況和未來的願景有進一步的了解。 

成大為全面性的頂尖大學，不但是有目共睹，而且有許多數據為証。成大
醫學院所創的接肢手術全世界只有兩例，傳染性疾病中心和華盛頓大學合作創
立再造器官的前瞻醫療研究中心，能源研究排名世界第 19 名，和 IBM 簽約的
National Supper Computer 在成大的 400T 排名世界第 38。 
成大目前 1400 多位老師，8000 多位職員，22600 學生中有 1300 來自 70 個國家
的外藉生。校方鼓勵學生參加交換學生計畫，以加強國際宏觀。同時也積極在
國外延聘學有專精的年輕教授，以提升教務評比。有 80 門課接受審查，教材方
面也參加同裁審核，除提高水準也增進校間互動。 
成大教學務實，畢業生一向為產業界最愛。近年更致力於產學界結合，過去三
年來產學成量超過一億，為全台第一。2011 年的專利案申請高達 450 件，也是
全台第一，但每次費用都超過十萬，盼望將來校友能協助審核以節省開消。 

和台南藝術大學的合併案正在進行中，希望將來成大理工學院剛硬的刻板
印象能受到薰陶而有所改觀。除了軟體外，母校也極力在硬體上求好，再進一
步講究精緻。當年的數學系館已經歸為國家級博物館。成功校區讓車輛可由工
學院進入，再由理學院出校區。整個校區成為一個大的開放空間，四周圍繞著
知性科學大樓和生命科學大樓等現代建築，不讓榕園專美於前。校長呼籲大家
回母校一探究竟。 

黃校長特別提到他所極力推展的安心就學濟助方案，提供學子們六年無息
十萬貸款。相信畢業的校友會有成功的一天，也相信他們對母校的感念之情。 

餐會接近尾聲，親和力超強的黃校長依依不捨的交待大家注意身體健康，
更別忘了在生活中能自在放下，從內心找到自己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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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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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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超校長獎學金 
倪超校長獎學金申請將於四月十五日截止。凡校友

子弟現在北美大學就讀二、三、四年級，成績平均

在 3.25 以上，不論學科，均可申請。 
獎學金每年有三個名額，每名美金一千元。希望有

資格的校友子弟，不要放棄這個機會。詳細申請辦

法及表格，均可在 ncku.net 網站“倪超校長紀念獎

學金”上獲得。 
大紐約區校友子弟自從本獎學金開辦以來，得獎的

不少，尤其近十年，年年均有獲獎者，亦是我們大

紐約區的榮譽。謹將去年得獎者榮譽列舉於下： 
2011：袁寶(Jessica Lydia Yuan)就讀哈佛大學經濟

系，校友袁志毅(化學 1977)和張磊(化工 1979)
二位校友的女公子。 

 施亞倫 (Allen Shih) 現在就讀哈佛 大學

Chemical and Physical Biology 系，施永強

(1780 電機)公子。 
 本校友會並有其它獎學金如會員子女獎學金、吳武

田獎學金、陳輝泗建築工程獎學金申請詳情，請查

ckuaagny.org 網址。 
 

 
 
 
 

 
時間：April 7th 2012, 11:30AM – 3:30 PM 
地點：Fuji Restaurant 
 1345S-1 South 
 North Brunswick, NJ 08902 
 732-246-8588 

費用：Lunch buffet $14.00 (tax included) 

Speaker    Topic 

朱崇豪 (1975 化學) 體重管理 

洪利武 (新州律師)  產權移轉與常用法律須知 

Every speaker will have 30 minutes 
for speech and 10-15 minutes for Q&A. 

 

2012 年年年活活活動動動一一一覽覽覽表表表  

黃煌輝校長訪問美東餐會 
 負責人：曾美樂、唐煥平 
 2 月 10 日 木蘭餐廳  會員$20 非會員$40 
 

專題講座  
 負責人：吳興邦 

 4 月 7 日 North Brunswick, NJ  
   
踏青 
 負責人： 蔡士豪、鄭向元 
 五月中    中央公園 (發現你沒看過之處)  
    免費  (請自備餐飲) 
 
夏日的烤肉 
 負責人：梁美華    
 6 月 30 日 Van Saun Park, Paramus, NJ  
  
成大菁英訪問團 

 負責人：王頌平 
 八月  
       
年會 
 負責人：亓幼幼  
 10 月 14 日 法拉盛飛越皇后牡丹廳 
      
成大校慶 
 負責人：吳葆美 

 11 月 11 日 台南 

 

*如有校友願負責幫忙任何活動無任歡迎，請與會長聯絡 

 

 

 

 

 

 

 

 

 

 

 

2012 年已繳年費會員名單 
葉劉滇生、程家祥、張淑卿、莊五郎、周俊良、 
羅漢中、顧攸琦、洪家昭、湯立恆、張寧、宋振豪、

陳奎璋、閔永中、宋安華、吳世傑、陳俊鋼、何卉婷、

李宜玟、蔡慧瑢、吳興邦、蔡士豪。 
 

2012 年捐款芳名 
吳武田(1966 化學)、陳玲子(1966 化學) 伉儷$1,000.00 

 

專題演講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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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董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二零一二年元月二十一日，下午: 三時至四時 
地點：蔡慶輝與彭鈺絢府上 48 Country Club Lane, East 

Hanover , NJ  
出席者：蔡慶輝、 顏經洲、于同根、廖廣哲、王頌平、

曾陳霖、唐煥平 
列席：耿楊名、彭鈺絢、吳葆美、錢寧娜 
記錄：亓幼幼、郭平生 
 
討論事項： 
 選出新董事長蔡慶輝。 
 新舊董事長交接，舊董事長揚名感謝大家在過

去一年裡的支持。依會章董事會有 11 位董事，

其責任為選新會長及為校友會籌募經費。凡由

董事轉任會長者，應該辭去董事職位專心任職

會長。退休會長是下屆當然董事。 
 經票選蔡慶輝獲 8 票當選新任董事長。當選後

他說：校友會是校友們聯誼的地方，校友會需

要新生代的參與，新生代找工作一事，需要校

友會系統化大力幫助，使他們能在美國留下。 
 前會長顏經洲，以 7 票當選為副董事長，他說

將全力輔助董事長。 
 董事會全體通過新會長的理事會名單，及今年

工作會務及活動。 
 彭鈺絢：報告財務，有問題可向新財務長曾美

樂查帳。 
 于同根董事認為終身會員之會費應按原設計，

設專戶辦理，不應與普通會費混合。 

第一次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間：二零一二年元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至五時 
地點：蔡慶輝與彭鈺絢府上 48 Country Club Lane, East 

Hanover , NJ  
出席者：耿楊名、鄭向元、亓幼幼、顏經洲、廖廣哲、

王頌平、唐煥平、蔡慶輝、錢寧娜、丁松洲、

陳品卉、吳興邦、蔡士豪、吳葆美 
記錄：亓幼幼、郭平生 
 
會議由會長吳葆美主持 
討論事項如下： 
 吳會長說 2011年年會因大雪改期延後了一個多

月，而今年的農曆新年又比往年早些，故今年

校友會的新春團拜就不克舉行，只好取消。健

行活動將在五月中旬舉行，烤肉已訂於六月三

十日，仍在 Van Saun Park 舉辦。今年年會將於

10 月中旬舉行，由第一副會長亓幼幼負責，請

各位全力支援。 
 歡迎母校黃煌輝校長晚宴：聚餐費用，凡繳 2012

會費的校友，本人参加聚餐的費用為$20(50% 
off)，不包含配偶，朋友或子女，原費用$40 。 

 校友會有多種獎學金，提供鼓勵校友們子女奮

發向上，請大家不要忘了申請，詳情請上成功

大學校友網站  WWW.CKUAAGNY.ORG 查
詢。  

 今年活動及獎學金細節，請見 2012 年活動一覽

表及獎學金新聞。 

 

紀念 吳漢南學長 
華府成大校友 1956 級傑出校友吳漢南(Arthur Wu)不幸於二月十七日去逝，紐約校友會驚聞惡耗，深感天

妒英才使我校友失去熱心服務的同窗伙伴，尤其在我們舉辦第一屆嘉年華會時，給我們的協助與鼓勵，使我

們受益良多，他將永遠在我們心中。 
吳學長曾擔任華府校友會會長，承前北美校友會會長傅模英之託，創立成大基金會，並擔任基金會首任

董事長十年，全力以赴建立目前之規模，其間並設立傑出校友獎及默默耕耘獎，聯合校友會通訊。並擔任倪

超校長獎學金委員會評審委員，聯絡母校及北美校友，功不可没。 
吳學長畢業於成大土木系後，並取得第一屆成大碩士，來美後，又獲俄亥俄州立大學碩士及喬治華盛頓

大學博士。服務於美國海軍工程署 28 年，於 2003 年在代理總工程師任內退休。吳學長因其傑出成就，曾多

次獲得獎狀及勳章。 
吳學長並先後任教於喬治華盛頓大學、海軍官校及美京大學等校，著作等身。獲選為美國工程師學會院

士及終生榮譽會員的殊榮。退休後並擔任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諮詢委員。 
吳學長身後遺夫人王淑昭(Susie)，子吳旭享(Benjamin)女吳采薇(Ju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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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繳費/捐款回條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科系/年度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傳：(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會費：二十元 □夫妻會員：三十元  □學生會員：十元 

 □個人永久會員：二百元 □夫妻永久會員：三百元 

 □校友會基金捐款___________ 元 □獎學金捐款____________ 元 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CKUAAGNY 並寄至: CKUAAGNY,  83 Roundtop Road, Yonkers, NY 10583 
(通訊地址、電郵如有變更，請通知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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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Roundtop Road 

 Yonkers, NY 10583

Stamp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校友踴躍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