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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遊： 4/21 (Sat), 到 Ringwood State Park/NJ Botanical Gardens 郊遊踏青吃粽子，圓滿完成。 

• 夏戲： 6/09 (Sat), 曼哈頓中央公園巡禮，圓滿完成。 

• 夏習： 7/25 (Wed), 夏季保健和法律關懷講座，圓滿完成。 

• 秋動： 9/08 (Sat), Woodbridge/Perth Amboy, NJ, 保齡球/海鮮/海濱漫步活動，圓滿結束。 

• 秋習： 9/13 (Thu), 秋季保健和法律關懷講座，免報名，歡迎參加，詳情見本刊第三頁。 

• 秋聚： 10/20 (Sat), 到 Flushing 參加校友會年會和老友相聚，籌備中。 

• 旅行： 絲路之旅 (4/18-5/2 圓滿完成) ，The Grand Scandinavian Circle Tour (8/9-8/27 圓滿完成) ，返台參

加母校 90 週年校慶（～11/15）。詳情請洽賴富雄學長（dennisflai@hotmail.com）。 

 

                                                 所有活動細節會適時公佈於校友會網站：http://www.ntuaagny.org/ 
 

 

 
 台大校長遴選專區：http://event.ntu.edu.tw/president/index.html 

 阿瑪悌與史特拉底瓦里名琴的優美音色，一向都是演奏家與鑑賞家們讚賞的對象. . .  [more] 

 只要跑步時他就會很快樂，他喜歡在城市街道跑步，不求快，是用腳步慢慢認識身邊的世界與身旁

的人. . .  [more] 

 我們期待臺灣大學是一所偉大的大學，但是大學之所以偉大是在於學術領先群倫嗎？還是因為有許

多傑出校友？還是因為我們在歷史或是社會上留下重要的印記？. . .  [more] 

 我的三個朋友：第一個朋友在學校修了印尼文之後，每次都很開心的搭訕路上的印尼人；第二個是

法律系的朋友，在修完教育學程後決定去當老師；第三個外文系的朋友，透過臺大系統到臺科大修

了很多藝術課，畢業後決定到美國實現她插畫家的夢. . .  [more] 

 如果是一開始就採行英文授課，可以省去中、英文語言間、思考邏輯間的根本差異，讓學生可以接

受與國外其他優質大學相同規格的課程. . .  [more] 

 於當今思考臺灣大學建築時，時空回到 1920、30 年代的世界建築潮流的時代背景. . .  [more] 

 當一間教室裝不下 400 位修課同學時，同步連線教學變成了必然的選擇. . .  [more] 

 台大校訊(NTU Weekly e-Newsletter)：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台大校友電子報：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台大校友雙月刊：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臺大校友畢業 30/40/50 年重聚會活動: http://www.ntureunion.tw/  

 
  

編輯碎語（戴明瑞）夏日將盡，母校新的校長依然無解，我們校友會能做的

就是把活動辦得有聲有色，凝聚大家的向心力，同時希望藉著簡訊這座連接

校友及校友會和母校的橋樑，持續關心母校及家鄉。本刊文字力求簡短有

趣，三言兩語講不完的，就提供延伸閱讀的連結。園地公開，不收費，但只

收 700 字內短稿，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2018 年校友會活動通告 

母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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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公園精緻六維遊後記  （李嘉章 - 電機 79） 
 
 

紐約這個大蘋果可以玩的地方可以吃的飯館實在太多了。可是一些著名的景點因為就在附近, 往往被我們忽

略了。中央公園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通常遊紐約市, 中央公園只是個歇腳的地方, 頂多在進口的雕像前照張

像, 表示到此一遊。偶而進去走一遭, 也就是訝異在這個城市的中間,竟然有這麼一大片森林和草原。 

 

感謝吳念慈理事的精心策畫, 讓六十幾位校友在六月的一個周六終於對這片土地不僅在三維的空間徹底地走

了一趟，也在時間的第四維裡走過紐約歷史的變遷, 對這個大城水資源的來龍去脈有了一點概念。念慈更帶

我們認識在一些景點背後所代表的文化第五維, 比如草莓田和平公園對披頭四成員藍儂表達的懷念與敬意。

也謝謝裴耀立理事和 Han Dynasty 老闆校友沈俊龍安排的豐富晚餐, 可謂為這個精緻遊在口慾的第六維加了一

個飽足的完美句點。 

 

念慈為了這個活動自己在中央公園不曉得走了多少趟。介紹公園的文獻更是下了很深的功夫。這篇簡訊限於

篇幅, 無法描述當天活動的百分之一。我們只有希望她願意在今年的年刊 (十月份年會時出刊)裡可以盡情發揮, 

為我們再複習中央公園這個豐富的景點。也讓當天無法參加的校友有機會神遊一番。請大家拭目以待吧! 

 

   

  

校友園地 



                               7/25 社區關懷講座圓滿落幕   秋季場 9/13 登場     （王劭文 - 法律 01） 
 

今年夏、秋、冬三季，台灣大學校友會大紐約分會在校友會員邱紹璟(政治 B83)和理事王劭文(法律 B85)的牽

線之下，與聯合健康保險(UnitedHealthcare) 等單位在紐約市皇后區合辦一系列社區關懷講座，提供社區年長

民眾醫療保健和資產傳承等法律知識。校友邱紹璟數年來服務於聯合健康保險，由她發想此系列講座，並策

畫邀集每個場次的紐約亞裔社區的保健專家和老人法律師。 

 

夏季場次於 7/25 舉辦，出席民眾踴躍，地方媒體報導有近百人。該場次邀請了 Landa Hearing Center 李孔耀

聽力專家分享選用助聽器(hearing aids)的秘訣，講演內容引人入勝，包含解說不同種類和起因的聽力衰退、

傳統助聽器和新型藍芽(Bluetooth) 助聽器的差別、不同助聽器因應不同的聽力需求等，李先生並傳閱幾個樣

品讓民眾得以近距離觀察。本來有些民眾向現場工作人員表示他們主要是來聽法律講座，希望保健講座能簡

短，結果後來越聽越覺得收穫豐富，問答時間反應熱烈。 

 

李孔耀先生跟著向民眾介紹法律講座的講者王劭文律

師，驕傲地表示他自己正巧就是王律師的客戶之一。

王劭文律師的演說為民眾一步步講說資產傳承規劃相

關法規和策略，包含如果您沒有做資產傳承規劃，州

法會如何根據您的婚姻關係來認定您的遺產繼承人和

繼承比例？用遺囑(Last Wills) 或生前信託(Living Trusts)
來規劃傳承，兩者有何差別？誰該擔心遺產稅(Estate 
Tax)？誰該擔心增值稅(Capital Gain Tax)？如何防範因

配偶再婚或子女離婚導致的家產外流？現場民眾專注

聆聽，並勇於發問，氣氛和諧且活絡。 

 

校友邱紹璟女士特別地感動和感激，她表示多次代表聯合健康保險舉辦講座，覺得這次與校友會合辦的效果

在質和在量上都比往常出色，覺得真的一起造福到社區民眾了。 

 

本系列社區關懷講座接下來還有兩場，秋季場會在 9/13/2018(週四)上午 10 點舉行，地點仍是在聯合健保皇后

區亞裔廣場，希望有興趣的校友前往支持或分享活動資訊給親友或其他社區人士： 

 

9/13 秋季關懷講座: 
● 保健主題：「老年人心血管保健和諮詢」(李偉 醫師) 

● 法律主題：「醫療白卡福利的資產保護」(王劭文  律師) 

● 時間：9/13 (週四) 早上 10:00~12:00 

● 地點：聯合健康保險皇后區亞裔廣場三樓  136-02 Roosevelt Ave, 3rd Floor, Flushing, NY 11354  (法拉盛 

新世紀商城旁) 

● 報名方式：現場出席即可 

● 合辦單位：  

○ 聯合健康保險 (UnitedHealthcare)、 

○ 大紐約區台灣大學校友會(NTUAA-Greater New York) 

○ 王劭文律師顧問團 (The Neal Group, LLC)銳澤律師事務所 (Reid & Wise, LLC) 

校友園地 



                                                      北歐來去  （戴明瑞 - 機械 78） 
 

Grand Scandinavian Circle Tour (8/9-8/27) -- 記賴富雄學長帶領的大紐約區台大校友 83 人北歐及北極圈之旅。 

  Stockholm, Sweden 

 
Copenhagen, Denmark 

    

Norway 

       
 

   
 

Finland 

     
 

更多相片（戴明瑞提供）：https://www.flickr.com/photos/26099341@N02/collections/72157697534315672/ 
 

旅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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