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輯碎語 -【2020, 再見】（戴明瑞） 
 

2020，一二月我們還全球到處亂跑。 

到了三月，春天失信，新冠不請自來。 

夏天，我們停下腳步享受流淌過的時光。 

秋天，慢活讓我們更加感恩身邊的一切。 

世界亂了套，冬天不知道該來還是不該來。 

  

2020，我們在等待中學會放下， 

在絕望中看見希望。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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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收一頁內短稿（含照片），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送走 2020，迎接 2021    （會長 王相禮） 

 

送走了一個紛亂、無知、不安、無助，徹底改變我們生活品質與習慣的 2020，邁入了新的一年。希望

看到與迎來的是一個誠實、有序、平等、健康的 2021！ 

 

由於疫情以致於校友會把去年三月份以後的所有校友聯誼活動完全取消，只在九月份舉辦了一個廣受好

評的網路線上園藝活動。看來在疫情受到控制與消除前，我們得持續藉由網路在雲端相會！校友會預計

在農曆春節後，再次推出下個網路線上活動，「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 Museum: Meet the 

presidents!」線上導覽講座，請大家關注校友會總幹事的活動通知，踴躍報名參與！ 

 

也因為疫情嚴重，我們每年都會舉辦的年會也破天荒取消，連帶的也影響到了校友會原訂每二年一次的

理事與行政人員改選時程。經過理事會議討論投票後，決議現任全體理事與行政人員任期延長

一年。在此向校友們報告，請大家體諒並給予持續的鼓勵與支持！ 

 

在病毒肆虐，疫情越發嚴重的時期，小弟謹此代表校友會全體理事與行政人員，祝福大

家都能順利接種到疫苗，渡過疫期，健康平安、吉祥如意！更希望很快就能與大家

再次聚首，郊遊踏青，共享美食，暢飲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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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會長：王相禮(造船-84） 

文字編輯：戴明瑞（機械-78） 

美術編輯：蘇斐璋（商學-81） 

mailto:ray.m.tai@gmail.com?subject=台大校友會簡訊-投稿
http://www.ntuaagny.org/


母校消息 

 武漢肺炎治療露曙光！楊泮池團隊打造誘餌抗體可阻斷感染 ... [more] 

 管中閔：不只領導改變 台大更要定義未來 ... [more1] [more2] [more3] [more4] 

 人類與微生物的愛恨情仇，確實是難分難捨 ... [more] 

 臺灣法律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不是從父權歧視到性別平等的直線道，而是性別壓迫不斷更

新轉型的蜿蜒路 ...  [more] 

 旅遊文化是體驗生活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建構、解構與重組地方、空間、文化與國家意涵

的知識創造來源 ...  [more] 

 關鍵不是書信，也不是禮儀，而是換位思考 ... [more] 

 課程開始前，曲館的講師先是點了一束香，虔誠地敬拜館內供奉的一排神將 ... [more] 

 臺大 EMBA 校友渴望再學習的聲音，促使臺大管理學院思考：如何協助這群人邁向人生及事業

的第三重山與水？ . .. [more] 

 的確，陳師父曾經多次拿下金馬獎，早就是臺灣電影界的大人物 ... [more] 

 混成大哉問—課程線上化之後，上課該做什麼呢？ ... [more] 

 我們彷彿在亂草堆中，尋找著那已經灰飛煙滅的亂葬崗中留下的痕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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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U MOOC x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taiwan 

MOOCs 線上課程是一種具有完整學習互動系統的線上課程資源，它接納各式年齡層、不同背景

領域的學習者，例如你是個終身學習者、想習得第二領域專長的職場工作者，或者正值學生身份

的同學們，如有想充實不同知識學科，或是碰上選修不到喜歡的大學課程，都歡迎大家選擇 

MOOC 課程作為探索學習、增強能力的「入口」. . .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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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56&sn=17692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56&sn=17693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58&sn=17712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54&sn=17674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55&sn=17684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55&sn=17687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58&sn=17720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59&sn=17730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60&sn=17746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61&sn=1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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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http://www.ntureunion.tw/
https://www.coursera.org/taiwan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298&sn=15126


果陀再世?       (李嘉章 電機-79） 

 
 

《等待果陀》是諾貝爾文學獎愛爾蘭作家薩繆爾

貝克特以法語創作的一齣荒謬劇，描述兩個人在

一棵似枯未枯的樹旁徒勞地等待果陀的到來。上

下兩幕兩人都是從早等到晚嘴巴碎碎念，果陀從

頭到尾也沒出現。到底果陀出現會帶來什麼兩人

也不知道，只知道日復一日地等。 最近我也這樣

等了好幾天，一個健康的我和一個新冠病毒測試

陽性的我，兩個人關在一個房間裡等待病毒的到

來，發飆肆虐。但"它"始終沒出現，健康的我和

應該生病的我也日復一日在無謂爭執中過了一些

荒謬的日子。 

 

我的故事要從白內障說起。我的兩眼都做過白內

障手術，植入人工可變焦晶體，除了看手機電腦

還需要輕度老花眼鏡外，一般生活擺脫戴了一輩

子的近視眼鏡，對這個手術我非常滿意。但和很

多做過這個手術的人一樣，兩年之後視力又有些

衰退，醫生說晶體後面的組織需要用雷射清除，

程序很簡單，但還是要到手術中心做。兩眼分兩

個禮拜，每次進手術中心前要做新冠病毒檢驗。

第一次檢驗沒問題，右眼雷射清除幾分鐘就完

成。第二次測試就在手術前一天竟然通知測試陽

性！左眼手術延期事小．周圍親人有八十幾歲的

岳母，有不滿一歲的孫子，是否也被傳染才事

大。老婆兒子媳婦趕快也找個地方做新冠測試，

家裡的氣氛馬上變得凝重。 

 

至於我，當天就把測試陽性的自己關在樓上主臥

室套房開始隔離，吃喝拉撒全在一個房間，三餐

飲水老婆送到門口。老婆也供應充足的 Zicam，

維他命Ｃ補充營養增強免疫力。房裡備有溫度計

和血氧計，很多報導說有些新冠的病人已被病菌

侵襲肺臟而不自知，所以確診的人要量血氧，每

隔一兩個鐘頭，測試陽性的我就會開始和還很健

康的我碎碎念：＂你似乎有點發燒，有點頭重腳

輕，是不是你的病要來了？趕快量體溫，血

氧！＂就這樣反反覆覆日復一日，我的體溫從沒

高過華氏 98.5度，血氧從沒低過 97%．說要來的

病也一直沒出現。 

 

直到家裡其他人的測試結果出來，連最親近的老

婆都是陰性，我才開始懷疑我是否真的有染到病

毒，自己跑到附近藥房再做一次測試。三天後揭

曉，果然是陰性！這下子我不曉得該生氣還是高

興，白白緊張關禁閉好幾天，結果可能病毒都沒

來過，折騰了一番，我一無所得，身體八成還是

沒有抗體！ 

 

Wikipedia 評論＜等待果陀＞：＂該劇的名稱

「等待果陀」從此在國際上成了習語，即無可奈

何地等待，漫長而毫無意義、並且最終徒勞無

獲。＂ 

 

我的新冠病毒是否是果陀再世？我也是在漫長無

可奈何地等待之後最終徒勞無獲！只留下兩首碎

碎念的雜詩為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7%BC%AA%E5%B0%94%C2%B7%E8%B4%9D%E5%85%8B%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7%BC%AA%E5%B0%94%C2%B7%E8%B4%9D%E5%85%8B%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92%E8%AF%9E%E6%B4%BE%E6%88%8F%E5%89%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A0%E8%AF%AD


<也是等待果陀>  
                   圖文: 李嘉章  12/19/2020 

 

窗外一棵長青樹 

樹上殘留白雪 

窗內只有無症狀的我 

和新冠測陽的我 

兩人雜碎的口角 

等待病毒的到來 

當測陽的信息和雪花一起飄落 

卻不能如雪花一樣鏟走 

我倆只有開始孤獨等待 

彼此挑剔一些似有似無的細節 

望著窗外的長青樹 

雪開始溶了 

病毒是否要來 

還是不來? 

 

<果陀來過沒?>  
                   圖文: 李嘉章 12/22/2020 

 

葉子上的雪溶了 

窗外長青樹一樣地綠 

窗內測陽和健康的兩個我 

九天的等待 

孤獨對話與瑣碎爭執 

在藥房電話仲裁之後和解 

只剩下終結的懸念 

病毒到底來過 

還是沒? 

 

 
 
 
 



陳某 ~~~  泛論《撒嬌》       (陳德碩 醫學-61） 

 

難題一則：在西方社會，連小說與電影在內，都沒見過撒嬌的模樣。 

Not Ingrid Bergman in《Casablanca》 

Not Pia Angeli in《Somebody Up There Likes Me》 

Not Vivian Leigh in《Gone With The Wind》 

Not Elizabeth Taylor in《Cleopatra》 

Not Shirley Jones in《Oklahoma》 

Not Gina Lollobrigida in《Trapeze》 

Not Marilyn Monroe in《Gentlemen Prefer Blonds》 

Not Bo Derek in《10》 

Not Natalie Wood in《The Westside Story》 

Not Deborah Kerr in《The King And I》 

Nor Audrey Hepburn in《My Fair Lady》or《War and Peace》 

請問："撒嬌" 這種態度可以翻譯成英文嗎？ 

There are some closely-related answers for this attitude, such as flirtation【調情】, teasing【戲弄, 挑

逗】, pettishness【鬧情緒】, cuddly【令人想擁抱的】 coyness【羞怯, 嬌羞】and coquetry【賣

弄風情, 假獻殷勤】, but they do not convey the exact meaning as【撒嬌】.  

A vivid description would be:  "In front of a particular boy or man, a girl or woman is tactfully 

pretending to be angry or displeased in a feminine fashion, for the purpose of gaining something from him".  

However, such a long description is hardly a direct translation! 

I am still waiting for more answers. 

   結論：  

1. 祗有在這中華民族、憐香惜玉的國度裡，撒嬌才變成了專利品、變成了國粹，可以繼

續發揚光大！ 

2. 永遠的撒嬌總冠軍: 林黛玉?  應該是曹雪芹！ 

3. Just as “kowtow” was created to mean “叩頭“,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to create this new word “sajiao” 

to mean “撒嬌”! 

Respectfully submitted, Tak-Sek Chan 
 

  陳德碩謹呈 



搬家驚魂記                          (張人慧 商學-64） 

 

 

二零二零年十月，幾經折騰，好不容易賣

了房子及車子。應搬家公司（見下）要求，付了

定金，簽約在 10 月 26日或 10 月 27日來搬。

接下來的日子裏，忙著買大小紙箱，及包裝材

料。 打包好後，只等搬家日到來。  所以房子

的過戶就訂在 10 月 28 日 上午。 

 

早在數天前，該搬家公司就打電話來提醒

我們，搬家前一日會有人來電話通知時間，並詢

問是否準備好了，箱子數量有變化嗎？我們答復

會如約而行。 到了 10 月 25日并無任何人來

電。到了 26日早上，我們坐不住了。 就主動打

電話過去。 他們答復還在安排大貨車，會儘快

通知我們。 到了中午，我們又打過去，他們説

再給 2 小時就有答案。 2小時後再打過去，答

案是他們無法調度貨車，只能單方面取消合同。 

哇 ！！！這真是晴天霹靂！問他們何時可搬，

他們答復目前無安排，不知道，但是退錢的電信

已經送上。  

 

無奈下，趕緊打電話告訴房地產經記，28 

日 的過戶可否改期？ 經記人說買方已訂好搬家

公司 29日要遷入。 若要改期牽涉太大，問我們

是否可先找個本地搬運公司把家當先寄存一陣子

再説。 還給了我們一些當地搬運公司電話。 我

們一個個打電話去，最早的要等到 11月底，最

晚的要等到明年 1 月。都說因爲靠近年底，要搬

家的都趕在過節前。更不用説其他全國性的大公

司了，都必須在數月前預訂。 

 

這回我們徹底絕望了！悔不當初找錯了搬

家公司。 但是我們事先有上政府的優良商業局 

（BBB）網站調查。 瞭解他們是行銷全國的大公

司，自己雖無車，但是代理全國大小搬運公司多

年，信用良好，特別是協助軍人調動。  

 

房地產經記人也打電話來追問,若一切無

望，建議我們試試 PODS。這時已經下午 5時了，

只好打電話去試運氣，沒想到他們 6時才下班。 

原來那是一種貨櫃出租公司，他們有大小 3 種貨

櫃，適合 1 到 3 臥房搬家或其他搬運及儲藏

用。他們不負責裝櫃，但是可介紹有經驗者來幫

忙，而且會將貨櫃運送到指定的地址。 這回可

好了！事情解決了！熱鍋上的螞蟻得到喘息機會

了。 

 

第 2天 10 月 27日，他們介紹的人如約而

至，家當先寄存在他們貨車上過夜。 如此，我

們才能清理房子。 10 月 28 日早上 9時，買方

來做最後檢查。 10時半過戶，我們不必出席，

因爲事先已簽好所有文件。 而是清晨 8時先趕

到 PODS 中心，監督我們的家當從貨車上一樣不

少的入櫃，且安全鎖上。 懷著鑰匙，照張貨櫃

登記號碼，安心離開。  

 

事後計算一下，因爲原搬家公司的臨時違

約，使我們確實多增加了費用及精神損失。另方

面，我們也上優良商業局及其他相關網站揭露他

們的惡行，希望不再有人上當。 若萬一不幸也

遇上這種慘劇，至少知道還有什麽急救方法。 

 

 

註：The moving company is  
Interstate Moving and Relocation Group,  
4400 N Federal Hwy #302, Boca Raton, FL 33431.  
Tel.  866- 922- 5801 
 http://www.interstatemovingnow.com  

 

http://www.interstatemovingnow.com/


校友史宗岡研究昆蟲化石受獎   （林淑麗 化工-72） 

史密森學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華盛頓特區的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MNH）於 11/18/2020頒發了 2019年科學成就獎給台大校友史宗岡

（Chung Kun Shih）及其他三位與 NMNH相關的合著者 （Coauthors) 。該博物館在其員工及相關科學

家於 2019年發表的所有科學論文中，選擇了五篇最優秀者頒以該獎項。宗岡校友謙虛的表示對得獎感

到驚訝，很感謝 NMNH 的科學委員會選擇此論文。該論文揭開了 9900萬年緬甸琥珀中稀有的双翅蝎蛉的

授粉生態，乃科學史上第一個直接證據。 

史宗岡於 1972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NTU）化工系。他在校時即踴躍投入課外活動，曽是「台大

青年」雜誌、畢業纪念册等刊物的攝影編輯，也刊登了很多自己的作品。1974年 8月赴美國深造。於

1978 年獲得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化學工程的博士學位，以及該校沃頓商學院的運籌學（Operations 

Research)的碩士學位。 畢業後，先在新澤西州拉威（Rahway）的默克公司（Merck）從事抗生素的程

序開發和商業化的工作，於 1981 年 8月加入了位於新澤西州林登市埃克森化學公司（Exxon Chemical) 

旗下的 Paramins，是該公司的潤滑油和燃料添加劑部門。勤習不倦的宗岡同時在夜間攻讀企業管理課

程，三年半之後的 1982年獲得了 Fairleigh Dickinson 大學 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從 1981年開始至

1998 年，宗岡的職業生

涯歷經科技、程序的開

發，產品管理，市場營

銷，戰略規劃，組織發

展和業務管理等，可謂

是全方位的工程經營管

理人才。1998年 1 月，

宗岡被派遣到埃克森化

學公司與中國石油

(PetroChina)的合資企

業 Jinex 擔任技術經

理。1999 年 1月，埃克

森的 Paramins和殼牌

（Shell Chemical)添加

劑公司成立了潤英聯 

(Infineum) 合資公司。

他成為潤英聯的員工。2000年 3月，被任命為 Infineum China 集團的業務負責人。2007年 7月，他被

調回新澤西州的 Infineum，2009 年 9月，他從 Infineum 退休。 

宗岡同學認為：能夠在 1998 年從新澤西州的林登（Linden）到遼寧的錦州（Jinzhou）從事美中兩

大石油公司的合資計劃是一種幸運。作為例行公事，他從 1998年 8月至 2000年 3 月之間，經常在錦州

工作兩個星期，然後飛至新加坡工作一個星期。2000年 3月至 2007年 7月，則是在北京工作一個星

期，在新加坡工作一個星期。 如此勞累的行程沒有難倒他；反之，他認為錦州對個人而言是個好地

方，原因如下：1.他與錦州和北京同事和朋友發展出很好的互動和友誼，2.在錦州，他開始系統性的收

集昆蟲和植物化石，以及瑪瑙雕刻。 

 

圖一（複製幻燈片）為雲端頒獎典禮上的四位合著者及其得獎論文出處。 



1998 年 7月，《國家地理》發表了一篇《恐龍帶翅膀》一文，重點突出了中國遼寧帶羽毛恐龍的

新化石。在錦州朋友的介紹下，宗岡前去瀏覽了周日下午路邊小販出售的魚和植物化石。昆蟲和植物化

石的接觸和收集激發他的自然科學好奇心，於是在業餘開始從事化石的研究。從 2004 年下半年開始，

他成為北京首都師範大學（CNU）的志工訪問教授。他獲得了潤英聯公司的同意，將這些研究作為社區

服務來開展。對生物學和自然科學感興趣是動力，硏究的推展則是運用了自己在學術和企業界的經驗以

及專業知識，譬如工程系統的概念，解決問題的方法，及業務管理、夥伴關係和團隊的建立等等。正如

我們所說，其餘就是歷史。 

為了提高公眾對自然科學和生物學的興趣，2007年 8月後，他在新澤西小學、中學和高中都曾舉

辦過關於昆蟲和植物化石的展覽，並作了通俗科學介紹。他亦曾在大學、新澤西州立博物館和 NMNH以

及許多國際會議做了學術演講。2009年 10月 24日，他在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於新澤西 Fort Lee 雙樹

洒店（Double Tree by Hilton Hotel) 舉行的年會上報告了” Silent Stories  -  Fossil 

Treasures from Northeast China “， 並展示了他的一些化石收藏品。 

該科學成就獎對宗岡與 CNU 和 NMNH之間的聯合研究計劃意義重大。該計劃始於 2005年 2月，當時

Labandeira 博士（NMNH），任東教授（CNU）和他簽署了由他準備的三方合作合同。從 2015年 4月至

今，他一直是 NMNH 的志工研究人

員。過去的 15多年中，他與 NMNH

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大學和機構的科

學家共同開展了許多合作項目，並

與他人合著了 220 篇已發表的論文

（包括《科學雜誌》，《美國國家

科學院院刊》，《現代生物學》，

《自然雜誌通訊》和《昆蟲學年度

評論》）和三本書（包括 Wiley 

Blackwell 在 2019 年出版的

“Rhythms of Insect Evolution 昆

蟲進化的節奏”）。此外，他還與

CNU教授合作，培養了許多碩士和博

士學位的研究生。 CNU團隊每年新

增十至十二名碩士研究生及二至四

名博士研究生，所以任何時候都有

大約四十至四十五位在校研究生。 

在過去的 15年中，他們中的許多

人在職業生涯中都有很好的成績。  

圖二 他們於 2019 年共同發表了一種具有新型長虹吸口器的双
翅蝎蛉，並重建了此種双翅蝎蛉與相關被子植物之間的進化關
係。從 2014 年發現緬甸琥珀的第一個昆蟲標本,直到 2019年出

版硏究成果，歷時四、五年。 

 



Snow Hiking = Hiking Sand Dune = Climbing Uphill All the Way  

                                                             (李中英 歷史-76)  
 
 

Motivation 

Two life-changing events hit me at the same time in 

2020: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my retirement.  

There was scarcely time to plan for proper responses 

in those early days: How could I survive the 

loneliness and boredom of the pandemic lockdown?  

How could I survive and thrive in my old age?  

With time passing, my thinking has gradually 

changed: I have no control over the virus outcome, 

but I have control over my responses to the current 

reality.  So, I made a pledge to myself: I will embrace 

the present, living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as it is 

futile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fantasizing what will 

come next, or looking into the past with dread and 

frustration.  I will turn the table and look at the 

present with curiosity, tweaking my daily routines to 

see if anything makes a difference; I will lose my 

inhibition, open my mind and eyes to new challenges, 

new inspirations, new experiences, taking on risks 

that I had never had time nor energy for in my 

working year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ve made during the 

pandemic lockdown was to join the local (Ithaca, 

NY) hiking club in September.  I always appreciate 

the nature.  Yet, I was turned off from outdoor 

adventures since moving East 40 years ago from 

California, where the weather was always nice, and 

where I learned to backpack and hike.  A couple of 

miserable experiences while cross-country skiing and 

backpacking in Northeast - getting lost in the woods, 

extreme exhaustion, inclement weather - doomed my 

enthusiasm for exploring the wild outdoors for the 

next 40 years, till now.  To combat the pandemic 

lockdown fatigue, I needed to find some safe and fun 

outlets that get me out of the house, to exercise my 

muscles, to breathe fresh air, to clear my brain, to see 

new scenery, to meet and socialize friends.      

Joining a hiking club, guided by dedicated, 

experienced hikers who know well the Finger Lakes 

region trails and terrain, is a great way to start.  I had 

gone on 10 weekend wilderness hikes with this group 

since September, all hikes within 1-hour’s drive from 

home, and all vigorous yet invigorating and 

enjoyable (each hike involved 3+ hours of strenuous 

physical exercise with incredible adrenaline high 

afterwards, masks 

required but unnecessary 

outdoors).  I got in the 

hiking shape pretty 

quickly; I felt strong and 

stronger with each hik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 was addicted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weekly challenges. 

On December 20, two 

days after the first major 

winter storm dumped 2 

feet of snow in the Northeast, I went on my first 

“snow hiking” trip with the group to a nearby state 

forest (Hoxie Gorge State Forest).  It was supposed to 

be an 8-to-9 miles’ hike in the woods; however, we 

ended up hiking no more than 3.1 miles. 

 

Okay, it’s Not Like Conquering Mount 

Everest 

Mount Everest, say it again, is the highest mountain 

on earth (it’s not the TALLEST mountain. Tallness is 

measured from the base of the mountain to its peak.  

Mt. Everest’s base is on a plateau that is already 

some thousands of feet up), with lots of snow on it. 

With our small, quickie climb in the woods, there is 

no 17,000 feet of elevation to ascend, no danger of 

altitude sickness or death from falling off the cliffs or 

avalanches (or things of that nature), no over-

exposure to the crazy elements of sun and wind.  All 

there is just small hills to climb up and down, and icy 

streams to cross.   I won’t need heavy duty hardware 

like chains, ropes, shoe claws, ice axes; all I need is: 

warm layered clothing, gaiters, waterproof hiking 

boots, extra protection for my extremities such as 

mittens, scarf, wool socks. 

What’s there to worry about?  And, if I can do a snow 

hike in the course of a weekend, maybe I’ll be ready 

for Mt. Everest someday. 

Well, even though the weather held out quite well for 

the entire hike - mainly cloudy, but not windy nor 

snowy, we had to cut short our original hike distance 

by 2/3, because of the deep snow on the ground (15 

inches of snow) and my extreme fatigue (I couldn’t 



bear to lift my legs by the end, due to excessive, 

inefficient, continuous snow hopping and climbing). 

 

How to Snow Hike 

Hiking the snow is like hiking sand dune, or, 

climbing uphill all the way on a good day! 

Yes, that just about sums up my first experience with 

snow hiking.  And if you can relate to that 

experience, and if that prospect doesn’t daunt you, 

then you are quite ready for the challenge!  Snow 

hiking is different from fair-weather hiking in these 

major ways:  

 

• Different hiking techniques required, resulting in 

different areas of muscle pain (my thigh and butt 

were killing me at the end of the hike) – 

 

Snow was deep in the woods, at least 15 inches, in 

my case.  Snow is soft, fluffy, unsteady, sometimes 

rolling, sometimes sinking, deceivingly treacherous.  

Stepping into snow is not a walk in a park – You need 

to be hyper aware of your every step; you need to lift 

your legs higher to trudge through and pack down 

the snow at the same time in every step; you are wise 

to land on your heel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keep 

your balance, to enhance your stability. 

 

If you are unlucky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team, the 

extra onus is on you: You need to be the first one to 

lead the way, open up the trail for the team behind 

you (literarily, to follow your footsteps.)  Leading a 

team involves: Navigating the unmarked trails in an 

all-white condition; stomping your every step harder 

and deeper for your team to trek on; cautiously 

sleuthing the treacherous terrain up and down the 

hills, making sure that there is no hidden dangers 

under the snow, like slippery slopes, or icy paths, or 

half-frozen streams (Avoid sliding and slipping into icy 

streams at all cost!)   

 

•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t’s unpredictable, 

extremely cold out there) - 

 

Even if you are bundled up properly, you get sweaty 

or you get cold, all depending on the unpredictable 

weather and how fast or slow you hike.  Keep 

walking/trekking steadily; don't stand around; don’t 

take a standing-around beak if you can help it 

(Standing around even in minutes get you cold fast.)  I 

did my best eating (my energy snacks), drinking 

(water kept warm inside my jacket to keep it from 

freezing up), and take pictures (of the spectacular 

snowscape), all while hiking.  
  

• The higher degree of difficulty means slower 

progression (discount your expected pace by 1/3 to 

2/3) – 

The 1st hour, I was energetic; the 2nd and 3rd hours, I 

was quite tired.  In 3 hours, we managed to finish 3.1 

miles hike, instead of the 8-9 miles as originally 

planned.   

 

In summary, it takes preparation and grits to 

conquer the snow trails.  Hike with a group, or you'll 

never find your way back out of the woods.  As it 

goes, “Snow hiking - if it doesn’t kill you, it will 

certainly make you stronger!”  

Hiking in deep woods with friends, in deep snow. 

 



Biography of my Grandpa  (楊宇瑄 NTU3） 

This article is submitted by Chiaho Chang (張佳和 商學-85) with the following note:  
 

A retired colleague of mine, Professor James Yang (楊 國 雄), died on 1/1/2021 at the age of 82. He graduated 
from NTU in 1961. I received permission from his family and would like to include his biography (as written by 
his granddaughter Yu Syuan Yang  楊宇瑄) and a few of the pictures in the next issue of the association's 

publication, if feasible. Thank you for your consideration. 
 

我的爺爺於 1938年出生在台灣省彰化縣花壇鄉的一個小村

莊，當時台灣正處於日本統治時代的末期，社區民風較為封閉，當

地居民多以務農為生，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居民們以勞力謀

生求三餐溫飽，生活極度不容易，爺爺的家庭環境亦是如此。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知識的追求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是種奢

侈、揮霍且浪費光陰。但是我的爺爺特立獨行，他從小便堅定志

向、立定目標追求書海中的浩瀚，深知學海無涯，每日兢兢業業不

停歇的學習，即使遭遇父母的反對以及阻攔，仍澆不熄他對知識的

追求與渴望。為了不違背父母的要求，他每日放學後與姊姊一同於

農田協助耕作，日落後便沉浸於書海直至深夜。爺爺的成績從三春

國小、初中、彰化商職(National Changhua Senior School of 

Commerce)皆相當優異，更於 1957年考上台灣第一學府-台灣大學(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榜

首，上榜的消息傳開後爺爺成為村莊裡的風雲人物，鄰居、親朋好友非常肯定爺爺的才能，從此爺爺離

鄉背景，遠赴台北求學。 

 

北上求學的日子裡，生活異常的

辛苦，家中的經濟資源有限，於是爺

爺不僅努力尋找校園中打工的機會，

並在台灣銀行的徵才中獲取了正式行

員的職位，兩份工作的薪資尚可支應

學費、生活上的開支。但對於抱有留

學夢，想去美國深造的夢想，微薄的

薪資是遠遠不夠的。幸運的是爺爺的

班導師不願爺爺埋沒自身的才華，因

此資助他些許費用，爺爺更是爭取到

政府所提供的留學獎學金，才開啟遠

赴美國求學的夢想，直到現在他仍感

念當時班導師的幫忙，我想這也是為

什麼他總是樂於助人的原因，因為他

也曾是那位需要幫忙的孩子。 

 



其實，在高中時期爺爺早已遇見讓他傾

心的女孩，她是與爺爺同年級的隔壁班同

學，她活潑外向，往往在演講、作文比賽中

脫穎而出。但礙於自己還只是個身無分文的

小伙子，因此只能先將愛意埋藏於心中。那

女孩也就是我的奶奶-Ethel Yang。爺爺總

共寫了七封情書給奶奶，在考上台灣大學與

取得台灣銀行的職位後，爺爺終於鼓起勇

氣、單獨去了奶奶家向奶奶的父親、母親大

人提親，當下正在工作中的奶奶完全不知

情，奶奶的家人們透過電話告知奶奶，由於

當時民風保守，嚇的奶奶趕緊丟下手邊的工

作回到家中了解細節。事後奶奶的父親透過

關係對爺爺進行了背景調查，他對於這位年

輕人的上進心深感認同，兩人在雙方父母的

祝福與見證下結婚。 

 

結婚後不久，1963年爺爺便踏上美國求學之旅，奶奶於一年後隨後到美國工作，奶奶曾經向我敘

說他們兩人不僅是夫妻關係，更是戰友。兩人離鄉背井在異地為了完成爺爺的夢想而打拼，彼此互相扶

持，互相照應，在美國這個陌生環境種下了種子，忍人所不能忍，而成人所不能成。透過堅毅的努力，

從此在美國紮了根，美國也成了爺爺與奶奶的第二個家。1980年，爺爺正式領養了我的父親為兒子

Shin Kun Yang, 在台灣他有一段無法割捨的親情，台灣是他的故居，也是他永遠的家。 

 

自 1972 年爺爺便任職於

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

擔任會計教授，在學校 40年的期

間深耕於國際稅法學術領域之研

究及授課教學。憑藉著對研究的

熱愛及教學的熱忱，發表了超過

百篇的學術期刊以及孕育許多傑

出優秀學生，更於在職期間創造

了美國及中國學術交流的機會，

這些都是爺爺引以為傲的成就。

縱使退休後，爺爺仍不斷的創

作，不斷的學習，因為那是他的

精神糧食，他樂此不疲，家人們

也都對爺爺的精神由衷的感佩。  



     (羅吉原 電機-74） 

(轉載自世界日報周刊 生活欄 2018 年 6月 24日）  

 

在臺灣讀小學時，我曾經讀到這樣的一則小故

事：一個窮人去見一個富翁朋友，向其請教致富

之道。當時天色已黑，富翁知道窮人朋友來意

後，說：「我倆談話前，我先處理件事。」隨即

把電燈關掉，屋子裡陷入一片漆黑，窮人頓時開

悟，得知富翁致富的秘訣，他很高興地道謝離

去。 

 

我一直不解，省個幾分錢的電費真能致富？直到

40年後，我在美國遇見一位異人，是我的老鄰

居，與他相處多年，才慢慢了解此中的奧妙。老

鄰居是我台灣大學的學長，年紀略長於我，他讀

書時專攻財經，一生的職場生涯在紐約市的華爾

街與銀行界打滾，現已退休，與夫人一起隱入山

林。 

 

我從老鄰居身上悟出致富的秘訣是：「如果別人

給你送銀子來，那就不必猶豫考慮。說聲謝謝，

收了它吧！」老鄰居版的致富秘訣，比起關電燈

那版要正面與積極多了。 

 

許多美國公司鼓勵員工為退休後的生活儲蓄，員

工若存入公司的 401K 退休賬戶薪水的 6%，公司

則奉送對應的 3%，算是員工福利。這等於公司給

員工送銀子 3%，可是還是有員工猶豫不決，仍在

考慮是否要參加公司的 401K計劃，令人費解。 

也有美國公司給員工購買公司股票的福利，以提

高員工士氣。員工可以以低於市價 15%的價格，

買到自家的股票。這等於公司給員工送銀子 15%

來了，可是還是有員工猶豫不決，仍在考慮是否

要參加公司的員工股票購買計劃，也令人費解。 

 

除了這兩個明顯的公司給員工送銀子的例子，生

活上還有許多狀況，別人也是給我們送銀子來。

不是經過老鄰居的教導，我還不知道此中的奧

妙。 

 

難忘有一次，我們和老鄰居夫婦同車去跳舞。到

了舞場門口，我掏出鈔票，付費入場；老鄰居在

後，驚人的是，他掏出數筒的一元硬幣，也付費

入場，舞場櫃臺的收銀員，看著這麼多的硬幣目

瞪口呆。因為紙筒裝的硬幣，僅在賭場吃角子老

虎的機器處出現，日常生活裡應是看不到的。 

 

原來，許多美國主要的信用卡，每季都有選項退

款 5%的優惠政策，以 1500元為上限。該季「網

上購物」這項有優惠，老鄰居就在網上買了 1500

元的硬幣，這些美國鑄幣廠發行的硬幣是有紀念

性的，他卻平日使用。也就是說：信用卡公司給

人送 5%退款的銀子，與其猶豫考慮，老鄰居就收

下了。 

 

有許多信用卡，如果取得新卡後三個月內，刷卡

3000 元，則可得一次性的獎金或點數。我們都已

空巢，小孩不在家住，三個月要刷到 3000元也不

容易。根據老鄰居的研究，汽車保險、房屋保

險、電話公司和網路公司，都收信用卡付帳。其

中電話公司、網路公司還可以預付，自己的帳付

完了，還可以替子女們付他們的帳，知道竅門，

三個月刷卡 3000元就不難了。信用卡公司給人送

一次性的獎金或點數有如銀子，與其猶豫考慮，

老鄰居就都收下了。 

 

所以這樣一來，老鄰居口袋裡的錢包，裝滿了好

多信用卡，打開猛然一看，像是一副 52張的撲克

牌。 

 老鄰居錢包裡的信用卡，像是一副撲克牌。 

 



後來老鄰居夫婦退休後搬去佛羅里達州住，我變

成他在新澤西州的傳人。今年的第一季，一個美

國主要的信用卡 5%的優惠項目是網路公司的服務

費。網絡服務是生活的必需品，非付不可，我就

東施效顰刷該信用卡，預付 1500 元（或一年半）

的月費。月底信用卡公司寄來帳單，我看到 75元

的退款。這比起關燈省電費要豐厚得多了。 

 

如果信用卡某季 5%的項目是超級市場，老鄰居

就會去買超市自己發行的禮券。1000元的禮券，

超市廉售 950元，並在超市用該卡來付帳，又可

再退 5%，兩者相加，節省近 10%。超市買菜是生

活之所必需的開銷，能節省 10%是很可觀的。 

 

許多航空公司發行信用卡讓乘客累積哩數，哩數

足了就可兌換免費機票。乘客拿到新卡時會有一

次性的 5萬哩當獎勵。老鄰居拿了獎勵，信用卡

用了一陣子，就停掉。然後以其夫人的名義再申

請新的信用卡，目的是拿第二次 5萬哩的獎勵。

航空公司允許每兩年可以重發信用卡，老鄰居就

夫妻交互停卡，交互申請新卡，如此每年都可拿

5萬哩的獎勵。他們每年到全世界各處去旅遊，

加上偶有免費機票來助陣，如虎添翼。 

 

老鄰居的現金也買銀行發行的定存單

（certificate of deposit，簡稱 CD）。定存單

的利息不等，看銀行而定。有些網路銀行，連人

家在哪裡都不易找到，可是利息卻高。老鄰居會

把錢存在這種地方，因為有「聯邦存款保險公

司」（FDIC）承保，不必擔心。2008年，美國銀

行界大崩盤，老鄰居定存單的網路銀行也不幸倒

閉，不過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負責全額賠償，老鄰

居沒有損失一毛錢。親身經歷過銀行倒閉，老鄰

居更是確定定存單可以完全以高利率為考量的重

點。 

一家美國主要的銀行發行一種信用卡，有所謂的

「一二三」不分季的全年退款優惠，即汽車加油

有 3%，超市購物有 2%，其他則有 1%的退款，這

種退款並不稀奇。但是這家銀行，如果存款有 10

萬元以上，則退款可再增加 75%，也就是說汽油

有 5.25%，超市有 3.5%，其他也有 1.75%的退

款，這麽高的退款率是少見的。尤其是汽車加油

的 5.25%，商界無人能及。 

 

我是老鄰居的傳人，存款自然是透過該銀行的附

屬證券商處去買高利息的網路定存單，我在證券

商處開個戶頭，但此戶頭必須與我的銀行戶頭連

結，所以我讓間接的銀行存款賺取高利息，並非

虛擲大額的本金來換取高退款率。我這樣的安

排，老鄰居還不知情，青出於藍，他知道了一定

以我為榮。 

 

在這家銀行存款有 10萬元，還有別的用途。聯

邦政府讓人民在網上預付聯邦稅，預付的方法有

兩種：一是寄支票；另一種是刷信用卡。後者聯

邦政府會酌收 1.87%的手續費，大部分的人一看

到要收費都怯步，唯獨我的老鄰居偏向虎山行。

因為該銀行的一種有年費的信用卡有 1.5%的回

扣，再加 75%增值，變成 2.625%，高過 1.87%的

手續費。所以以之預付聯邦稅，還可以從中賺取

0.755%的差額。雖然不到 1%，如果聯邦稅額高，

差額也可觀，年費變成小巫見大巫了。 

 

昨晚，老鄰居夫婦結束歐洲七國旅行，由最後一

站的冰島飛到新澤西州與我們小聚，席間聊起老

鄰居留給眾人的致富之道，比起關電燈的版本，

要清楚實用多了。他們雖已搬離本地，我們仍然

覺得義不容辭，要繼續把老鄰居的致富之道發揚

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