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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活動預告 

龍舟隊招募隊員及尋求贊助 
自 2012 年起臺大校友會組隊參加華府龍舟賽 ( http://www.dragonboatdc.com/ ), 因為過程充實有

趣, 既能連絡校友感情, 又可強身健體, 所以今年將和輔大校友會合作, 第三度組隊參賽。目前開始招

募隊員和尋求贊助。 今年比賽日期為 5 月 17 日, 5 月 18 日周末兩天, 在此之前龍舟隊會利用周末

練習, 龍舟隊員不限臺大校友, 歡迎有興趣的校友們邀請朋友參加。同時龍舟隊的花費 (包含龍舟報名

費和比賽當天飲食等雜項), 除了向每位隊員酌收 $20 元之外, 也仰賴校友們的慷慨贊助。去年的龍

舟隊獲得校友丘宏義, 徐世杰, 和陸秦生的熱情支持, 今年希望有更多校友們出錢出力。在此先感謝各

位校友的支持。報名請上 http://tinyurl.com/k668kb5, 或洽今年龍舟隊隊長(臺大部分): 張凱棣 

(Kaiti Chang)   kaitichang@gmail.com 

 

 近期活動回顧 

2013 校友會年會圓滿成功 

台大校友會 11 月 23 日在北維漢宮大酒樓歡度 40 歲生日，200 多位與會校友年齡跨度雖多達一甲子，

因著「台大人」的共同紐帶而相聚、慶祝這個里程碑。晚會由外文系的 2013 年副會長許翠蘭和第 28

屆會長政治系的黃瑞禮共同主持，2013 年會長李偉智、連絡葉人豪報告 2013 年度的主要活動與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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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5 月份與輔大校友合組的龍舟隊、網球賽、六校聯合野餐會等，都受到校友支持。除了兩年一次的

通訊錄，本屆年會也發行校友會成立 40 周年紀念特刊，收集了不同世代校友的懷念文，發抒對母校

的感念、感謝。(本文摘自世界新聞記者許惠敏 2013 年 11 月 27 日新聞稿。 

Permission Granted. © 2014 北美世界日報/worldjournal.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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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經驗分享會   

年輕校友獲益良多 
除了輕鬆的晚會，年會舉行前並有「經驗

分享座談會」，邀請法律、財管、資訊、創

業、生化研究等各領域已有豐富經歷的專

業人士，向職場新鮮人、即將踏出校門的

研究生傳授求職、創業心得。座談會一開

始由移民律師張先正就過去兩年 H-1 簽證

的變化趨勢作一說明。其他講師還包括玉

山科技協會會長陳劍陽、中國信託紐約分部資深副總許海雯、AcuSys 總經理／執行長郭豪、H2O 

Clinical Research 執行副總孟雍康、FDA 藥理學家張景杰等。 

 
 

新任理事介紹  

 

會長 葉人豪 David Yeh 

2006 年電機系學士畢業, 2013 年於馬里蘭大學獲得電機博士學位。研究領域包含微波通訊工程和量

子混沌理論,並透過超導共振腔驗證理論預測。2013 年度擔任臺大校友會理事, 負責會刊編輯和會訊

通知, 並且擔任臺大和輔大校友會合組的龍舟隊隊長. 除此之外也協助過校友會的網球聯誼, 野餐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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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和年會等活動。在年會的生涯規劃與求職座談會中擔任主持人. 2014 年度, 很榮幸獲得理事的支持

擔任會長, 期待今年能夠延續往年優良傳統, 並且開拓更多新血加入臺大校友會。 

 

副會長 吳瓊華  Ingrid Wu 

1986 年政研所畢業。在美國 Towson 長大. 於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之後, 

獲扶輪社獎學金並擔任美國親善大使來到臺大就讀，返美後又在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取得 JD 學

位。父親曾是 NTUAA-DC 的第一期校友成員，本人身為校友第二代同時也是台大校友，曾於 97 年

擔任校友會理事幹部, 很榮幸在 17 年後又回來擔任副會長的工作。已在 Towson University 任教六年，

也擔任過 TU Chinese American Student Union 的指導教授五年  主要教授數學/科學教育 

Admissions/Alumni committees /科學教育、經濟學與統計學、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另

外自 1985 年起也服務於 JHU Admissions/Alumni Committee。有志於招募更多巴爾地摩地區的校

友 

 

財務 邱韻芹 Yun-Chin Chiu   

2011 年臺大財金系及社會系雙學士畢業。目前就讀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與國際經濟碩士班。

曾任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規劃之政策研究計畫研究助理, 及瑞士信貸銀行商業發展分析師。 

 

總務  葉立錡 Ricky Yeh 

2006 年國企系及 2008 年國企所畢業，旋於永豐金證券及凱基證券資本市場部服務，負責企業融資

以及上市櫃工作。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深造，主修國際法律

及經濟。非常榮幸能夠加入臺大校友會並接任幹部職位。  

 

總務  張凱棣 Kaiti Chang 

2002 年農化系農製組及 2004 年 生化科學所畢業. 2008 年於馬里蘭大學生化所攻讀博士, 目前是博

士候選人. 目前研究領域為研究蛋白對膜通道的調節. 去年開始參加各台大校友會活動, 也是龍舟隊

員之一. 今年進一步加入理事, 期待為大家服務.  

 

會籍 郭原嘉 Charles Kuo  

1999 年畢業於植病系昆蟲組即就讀微生物所，2005 年到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生物科技所就

讀碩士，2008 年於 University of Maryland 攻讀生物工程博士，目前為博士候選人。所研究的主題

為合成生物相容材質作為載體，合併磁振造影技術以追蹤癌細胞的治療及轉移。很高興今年能加入理

事會為校友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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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鄧蔚蓉 Dorothy Deng 

2003 年法律系司法組畢業。 2006 年取得賓州州立大學 (Penn State Dickinson School of Law) JD 

學位。目前為華府 Whiteford, Taylor & Preston, LLP 律師事務所律師團隊的一員。主要客戶為非營

利企業 (nonprofit associations & organizations)。主要業務包括契約 、著作權、企業 組織架構、

紛爭解決等。目前亦為華府玉山科技協會理事。期待為臺大校友們服務。 

 

文書  冷傳華  Rebecca Leng 

1977 商學系畢業, 俄州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碩士, 先生也是臺大畢業生。2013 年從美

國聯邦政府退休, 做過交通部助理審計長和商務部資深顧問。現住在馬里蘭州。 

 

公關  荊柏鈞 Bao-Chiun Jing 

2009 年台大政治系及經濟系雙學位畢業，2012 年取得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國際關係與國際經

濟碩士學位。曾任美國研究院 (Graduate School USA)國際學院顧問，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

究中心」(CSIS)東南亞項目實習研究員、匯豐銀行泰國曼谷 (HSBC Bangkok) 風險管理部門實習研究

員。現於本地僑界華府新聞日報擔任國際新聞記者。很榮幸加入校友會理事團隊，希望本身具備的新

聞採訪及活動報導經驗能為校友會的公關事務有所貢獻。 

 

通訊 丘宏義 Hong-Hee Chiu 

物理系畢業，旋即赴美於三年內在康乃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且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爾後

任職於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擔任天體物理學與太空科學家長達 35 年，1969 年榮獲

NASA 頂尖榮譽傑出成就獎 NASA Exceptional Scientific Achievement Medal. 曾在知名大學如哥

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大學等兼任教授。2013 年帶領國立臺灣大學早期校友會

NTUEG200 位校友返臺參加臺大 85 周年校慶，同時與臺大校友會、校史館等編輯合作，透過臺灣學

人出版網出版《臺大人回憶錄》叢書，以 POD 印刷書＋Kindle 中文電子書在臺出版、全球發行。 

 

網路 洪寗 Jack Hung 

2004 年電機系畢業, 2006 年光電所畢業, 2008 年就讀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攻讀電

機博士, 研究領域為表面等離子共振的應用, 於 2013 年取得博士學位。曾活耀於台大吉它社和台大領

袖社，在馬大期間曾擔任 GSG(Graduate Student Government)幹部，目前任職於 DC 一家新興公司

擔任軟體工程師，很榮幸有這個機會服務大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7%89%A9%E7%90%86%E7%B3%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4%B9%83%E7%88%BE%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6%9E%97%E6%96%AF%E9%A1%BF%E9%AB%98%E7%AD%89%E7%A0%94%E7%A9%B6%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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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NTUEG&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BA%E7%81%A3%E5%AD%B8%E4%BA%BA%E5%87%BA%E7%89%88%E7%B6%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BA%E7%81%A3%E5%AD%B8%E4%BA%BA%E5%87%BA%E7%89%88%E7%B6%B2&action=edit&redlink=1


NTUAA-DC NEWSLETTER Winter/Spring 2014 

第 6 頁，共 6 頁 

 

校友會誠摯地邀請您加入校友會, 並冀望您能介紹您所認識的非會員校友們也加入。

請上校友會網站填寫資料 (入會表連結 

http://www.ntuaadc.org/member/membership.pdf) 請將此表連同支票(抬頭開

列:NTUAA-DC)寄至：NTUAA-DC, PO BOX 2554, Rockville, MD 20852-2554 

 

更多臺大與校友訊息連結 

 

 

 

臺大校友電子報 

http://host.cc.ntu.edu.tw/aepaper/ePaperShow.asp 

 

臺大校訊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schinfo_asp/show.asp 

 

臺大校友雙月刊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NTUAA-DC Website 

http://www.ntuaadc.org/ 

 

NTUAA-DC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pages/NTUAADC/22280096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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