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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這期的校友電子報 

要知台大今日事,  

請看台大校訊 

好文章請看,  

台大校友雙月刊 

請多多利用我們的網站 

內容及功能正在擴充中, 

近期將完成 

Do you want to become a 

fan of NTUAADC?  Do you 

want to post any discus-

sion with all the 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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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2011大華府及巴城地區台大校友會年會暨聖誕餐舞會」 

將於十二月隆重登場! 

  
 

時間:  2011年12月10日（星期六） 

老少經驗傳承座談會: 3:00 PM                晚宴暨舞會: 6:30 PM 

地點:  漢宮 China Garden  (1100 Wilson Blvd, Arlington VA 22209) 

費用： $30  (Full-time 學生 : $20) 

 

 

此次結合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與聖誕節慶, 是您絕對不可缺席的年會, 

詳情將於近日內公布,  請會員們將這一天保留,  

誠摯歡迎您和您的親朋好友共襄盛舉,攜伴參加! 

 

請向以下理事報名: 
 

                                                   陸秦生  (703)-981-7163  samluk42@yahoo.com 

                                                   嚴哲仁  (202)-536-8633  robert_yen@yahoo.com 

                                                   黃俊智  (301)-760-8005  jimhuang0125@hotmail.com             

 

或上網報名: 
https://spreadsheet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C1hUGVnTTZBb01Vb01ub1JVbGp1QlE6MQ  

 

 

並將支票寄到NTUAA-DC信箱, 以完成報名手續! 

地址:  NTUAA-DC, PO BOX 2554, Rockville, MD 20852-2554 

http://host.cc.ntu.edu.tw/aepaper/ePaperShow.asp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schinfo_asp/show.asp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http://www.ntuaadc.org/
mailto:chinghaowu@gmail.com
mailto:liao_meiling88@yahoo.com
mailto:jays19502004@yahoo.com
https://spreadsheet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C1hUGVnTTZBb01Vb01ub1JVbGp1QlE6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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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慶杯網球聯誼賽」台大與成大校友相見歡 

欣逢民國百歲，大華府及巴城地區台大校友會與成大校友會於六月十一日假 維州Four Sea-

sons Tennis Club四季網球俱樂部(3010 Williams Dr, Fairfax, VA. 22031)舉辦一年一度的網

球聯誼賽，由2009年會長楊楨雄醫師、本屆會長陸秦生及其理事與成大校友會共同籌備。 

已成功合辦五年有餘的台大

成大網球聯誼賽，承續去年

瑞雪慶民國，國運永昌隆，

今年依舊定名為瑞慶杯網球

聯誼賽，聯誼賽當天台大與

成大校友們共超過八十位參

賽，加上一同來加油，共襄

盛舉的親屬好友更讓會場達

百人以上，當天球場邊備有

豐盛的總匯壽司、飲料點

心、蔬菜沙拉、綠豆湯及新鮮水果等補給食品；與會者或享用餐點，或比賽聯誼，聯絡感

情，氣氛融洽。 

四季網球俱樂部的個個球

場，整晚全部爆滿，參 加

球賽的人，從最小的才九

歲 到 最 年 長 的 有 將 近 八

十，可說是三代同堂，如

一家親。與歷年一樣，多

數球友開懷暢談，依依不

捨，直到深夜，在此也向

辛苦留下來整理場地的工

作人員們致意。  

活動花絮 

http://host.cc.ntu.edu.tw/aepaper/ePaperShow.asp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schinfo_asp/show.asp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http://www.ntuaa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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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五校聯合野餐會」其樂融融 
 

台大校友會於六月十八日與政大、建中、北一女和中山等校友會假 風景秀麗的Seneca 

Creek State Park(11950 Clopper Road, Gaitgersburg, MD 20878 )舉行一年一度的野餐

會。 

數百名校友及家眷熱熱鬧鬧，彼此聯誼交遊熱絡，席間不僅為大人們準備充份美味中式自助

餐點，還提供BBQ熱狗漢堡等滿足小朋友的口福，最為人所稱頌莫過於精彩的七年級樂團表

演，團長Paul Chen使出渾身解數，演奏老少皆宜的台灣流行樂曲，聽者無不享受。此外，土

風舞、團體遊戲、穴道保健教學都使整個活動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尤其各校演唱校歌

時，校友們均彷如回到母校時光，十分感動，本活動尤其感謝各校友會長及理事們盡心盡力

張羅組織，TECRO的贊助也是不可或缺，張副代表和文化中心盧主任，積極參與，與大家同

樂，賓主盡歡。 

http://host.cc.ntu.edu.tw/aepaper/ePaperShow.asp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schinfo_asp/show.asp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http://www.ntuaa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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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NTU visitors」 

台大校友會於八月六日晚間假 新陶芳餐廳舉辦餐會，宴請來自台灣大學師生一行七人。他

們是日前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所遴選出的六名傑出的學弟妹前往美東進行參訪，由

政治系彭錦鵬教授領隊及陳宥瑜、謝東佑、嚴銘男、胡家甄、黃子庭與陳薇等同學。這場餐

會吸引許多大華府及巴城地區的校友報名參加。席間，校友會長陸秦生、副會長林佾德和諸

位理事顏哲仁、林泓和黃俊智不僅向在座校友及年輕學弟妹們簡介校友會，更誠摯歡迎年輕

一代的加入，來大華府求學發展。令代表團印象深刻的，還有諸前會長劉理成、程萌生和陳

明珠對於學弟妹的諄諄教誨。 

 

晚餐後的互動對話非常熱烈，即

使已經十點多，同學們仍把握機

會請益，著名企業家鄭金蓮博

士、華府國建會前會長涂曼麗學

姊、前中研院生化所所長劉德勇

和楊宏宇教授均傾囊相授寶貴人

生經驗，鼓勵同學們勇於追夢，

築夢踏實，是非常寶貴的一課。 

 

 

 

陸會長以”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為題，詢問代表團長彭教授母校發展近況，彭教授指

出，台大系所發展蓬勃，分工日趨精細，傑出校友捐款興建數個館院，皆由名家設計，像是

日本大師伊東豐雄所監造的社科

館等。不僅硬體上的進步，彭教

授也積極整合政治系校友力量， 

舉辦許多活動，這一切的進步，

讓在座台大人均持續以母校為榮! 

 

最 後 大 家 合 唱 台 大 校 歌 與 望 春

風，為本次餐會畫下完美句點。 

 

 

 

活動花絮 

http://host.cc.ntu.edu.tw/aepaper/ePaperShow.asp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schinfo_asp/show.asp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http://www.ntuaad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