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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No. 18, September 2006 

Editors：李彥輝 fyhlee@comcast.net  林昌洋 cy.lin@eku.edu 

 

2006 Biennial Conference 
 

北美竹中校友會於

2004 年在辛辛那提成

立後之第一次双年

會，已於 2006 年 8
月 18 - 21 日，假芝加

哥國際機場附近的

Marriott Spring Hill 
Suite 舉行，圓滿完

成。謝謝承辦單位之熱心服務，及感激他們之任勞任怨。此次双年會由芝加哥竹中校友會主辦，會長張系國教授 
(1961 級，座左六)，副會長吳敏雄醫師 (1961 級，座左三) 主其事。唱完第一、第二校歌後，由張會長致歡迎詞，北

美校友會會長李彥輝 (1956 級，座左四) 醫師致開幕詞，台灣竹中校友總會會長詹尚德 (1966 級，站右一) 特也趕

來，並代表因事不克前來之竹中校長張瑞欽 (1966 級) 向與會校友頒祝詞，且以 DVD 磁碟介紹母校近況，彭商育老師

也寄來賀函。會中李會長以 Power Point 簡介北美校友會成立前後所舉辦之活動，也出了二十題校史測驗，結果北加

州曲潤蕃 (1961 級，站右十) 學長答對十四題奪冠。次由全美台灣客家會會長李武達 (1959 級，站左六) 主持討論通

過會章，並依新會章分別選出費城李彥輝為會長、辛辛那提鄭武陽 (1959 級，站左一) 為副會長。大會也通過請北加

州竹中校友會籌備 2008 年之双年會。 

 

與會中最年長校友魏綸如 (1946 級，見右圖左一) 主持健康退休講座，請普度大學藥物化學教授

張錦哲 (1961 級，見右圖左二) ，及吳敏雄醫師主講，強調運動之重要，並適量取服抗氧劑，預

防勝於治療。 
 
會中通過成立「北美竹中校友會基金」，捐款者包括：戴洪灶 (1966級，$1,500) 、吳錦城 (1968級，$1,500) 、蔡智

民 (1955級，$500) 、鄭信傳 (1959級，$500) 、張系國 (1961級，$500) 、詹尚德 (1966級，$210) 、李彥輝 (1956
級，$100) 等。捐款請寄到下列地址： 

HCHS'06 conference 
c/o Knowledge Systems Institute 
3420 Main Street 
Skokie, IL 60076 

 
晚宴移師芝城西郊鴻圓大飯店舉行，餘興節目很是精彩，多采多姿，有中

西歌唱、民族舞蹈、原住民舞蹈、黃梅戲、客家山歌合唱、口技、卡拉

OK、社交舞、及短劇等。就中短劇「回到未來」，由主辦人名科幻小說

家張系國編劇，以導遊新竹，回味竹中母校，演出者包括：戴洪灶 (1966
級，左二) 學昔日辛志平校長之訓話、謝邦基 (1961 級，左一) 學彭商育老

師數學教學的湖北口音、呂迪人 (1966 級，左三) 和楊年智 (1967 級，左

四) 扮演竹中牛郎學生，很是詼諧有趣，令人捧腹大笑。晚會中，當地新

世紀電視、中文報也派員來採訪拍攝。 

 

第二、三天，校友們搭地鐵前往市中心湖濱觀賞空中、水上特技表演，以

及 King Tut 展覽，結束了此双年會，相約 2008 年見。 

 

北美竹中校友會公開徵求會歌及會徽，預定於 2008 年双年會選定。有作品者請向李彥輝連繫。 



 2/4 北美新竹中學校友會訊，第 18 期，September 2006 

竹 中 校 友 會 活 動 

 

辛辛那提─德頓竹中校友會於 2006 年 4 月 29 日下午假辛城市郊，舉行網球雙打友誼賽，

由鄭信傳會長 (左圖發球者，

1959 級) 主持，23 位校友及

眷屬參加，其中王嘉怡 
(1979 級，見下圖左一) 和魏

妙珪臨時湊組的一隊，連勝

三場戰績最佳，部份參加的

校友【見右圖左起】：徐健

一 (1958 級) 、林國誠 (1985
級，副會長) 、王台華 (1973
級) 、鄭武陽 (1959 級) 、黃

辰一 (1958 級) 、陳金福 

(1957 級) 、林昌洋 (1970
級)。 

 
賽後大家轉往附近的中餐廳聚餐討論集體參加 2006 年北美

竹中校友會雙年會事宜。參加聚餐的校友也多來了陳克繩 

(1965 級) 等【見中圖右一】。 
 

 
 
1956 級校友於 2006 年 3 月 26 - 31 日 舉行環

島旅行及返校慶祝畢業五十周年，彭商育老師

夫婦全程參加。新竹聚會時，生物老師黃邦輝 

(1945 級) 及化學老師林鐘榮 (見

相片左) 也前來與會。在高雄

時，黃友棣教授也應邀前去國賓

大飯店聆賞他所作之第二校歌，

且講話稱讚大家唱得很好。李彥

輝特作『竹中第九屆黃金周年慶環島遊』如

下： 

 

太魯天祥嘆天工 花蓮理想迎歡抱 台東知本泡湯樂 正和車上說唱鬧 

鵞鑾鼻塔競相拍 墾丁臨海觀夕照 國立海洋增見聞 國賓宴廳聆師教 

高雄愛河搭船遊 明潭涵碧憶昔耀 文武廟前弔精忠 十八尖山賞花茂 

竹中母校慶五十 新竹中信握擁跳 
 

又明年澳洲紐西蘭竹中校友會成立大會，台灣竹中校友總會已決定組團參加，北美竹中校友會也將跟進，日期尚待定

妥，一有眉目將以 E-Mail 及本網址通告，敬請注意。 

 

北 美 校 友 動 態 
 

• 宋善青 (1942 級) 應林聖哲 (1972 級)主持之綠色俱樂部邀請，於 2006 年 8 月 31 日在溫哥華主講『希臘與土耳其

文化』。宋學長畢業台大醫科，於加拿大 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執教數十年後退休，年已 83 但身體健康。

宋學長為溫哥華台灣客屬僑領。 

 
• 1999 年北美成大校友會傑出校友劉航官 (1953 級) ， 於 2006 年 6 月 17 日在大紐約

區成大校友會舉辦的「成大傑出校友講座」上，談談他在紙業發展的成功經驗，以

及如何培養女兒劉玉玲 Lucy Liu 成為好萊塢片酬最高的華裔明星的心路歷程。 

 

Lucy Liu 較為有名的演出包括：1998-2002 年的電視影集『 Ally McBeal 』以及 
2000 年的影片『Charlie's A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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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挑戰美日知名大學，交大聘請美國 Emory 大學講座教授林明璋 (1955 級，見相

片右) 到該校任教。林學長為中研院院士。 

 

• 旅居於伊利諾州的李武達 (1959 級，見相片左上) 當選第四屆世界台灣客家聯合會

副會長，客籍文學家鍾肇政為會長。李學長目前擔任 2006 年全美台灣客家會會長，上任後建立

電子聯絡網，發行第一份全美會刊。李學長獲有密西根州立大學博士學位，任職美、台食品公司

多年，現自行開一家食品顧問公司。【Source: 太平洋時報，19-July-2006；全美台灣客家會

2006 年會刊】 

 

• 蔡啟東 (1961 級，見相片左) 當選 2006 年新澤西州台灣同鄉會會長。蔡學長台北醫學院畢業，於

新澤西州執業婦產科。 

 

• 楊明倫 (1969 級) 醫師於 9 月 9 日主持全僑民主和平聯盟佛羅里達州支盟 2006 年會，近兩百人出席。楊學長畢業

台大醫科，現執教於邁阿密大學醫學院。【Source: 宏觀周報，13-September-2006】 

 
• 前竹中化學老師孫曾堃，1961 年來美取得數學博士後任教俄亥俄大學，目前在加州 Laguna Beach 退休。 

 

• 紀念楊文傑 (1957 級) 之「第五屆楊文傑桌球賽」，已於 2006 年 5 月 6 日在德拉瓦大學舉行。楊學長台大動物系

畢業，1957 年來美密蘇里大學深造，事業有成，不幸於 1999 年去逝。 

 

竹 中 人 消 息 
 

• 清大材料工程系講座教授陳力俊 (1964 級 ) 當選中央研究院數理科學組院士。陳學長最想感謝的

人是三十年前過世的母親，以及前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陳學長說，辛志平是他這一輩子做人做

事的典範，同為竹中校友的中研院院長李遠哲 (1955 級 )，向陳力俊說，「也替我謝謝辛校長，

我們都以竹中為榮」。陳學長以第一名成績竹中畢業，保送進台大物理系，獲得柏克萊加大博士

學位。【Sources: PCHome 新聞、自由時報，11-July-2006】 
 

• 也以第一名成績竹中畢業、考上台大化學系、獲有柏克萊加大博士學位的李遠鵬 (1969 級 )，第三

度提名為中研院院士候選人，但再次落選。據指出李學長未能當選，可能是受哥哥李遠哲 (1955
級 ) 盛名之累。李遠鵬目前擔任交大應用化學講座教授兼理學院院長；至於，李遠哲將於今年十月

卸任長達十二年的中研院院長。【Source: 自由時報，7-July-2006】 

 

任教於美國約翰霍普金斯大學的大哥李遠川 (1950 級) 院士指出，可能是受他影響，弟弟李遠哲 和李遠鵬都走化

學領域，從他看來，這兩個弟弟都比他聰明，而且李遠鵬還非常用功，成就不錯。前一晚才在院士晚宴上表演小

提琴演奏的李遠川說，他喜好音樂，雖然沒學好，但他得意地說：「新竹中學合唱團、管樂團還是我創辦的！」

【Source: 自由時報，4-July-2006】 
 

• 交大榮譽教授許炳堅 (1974 級 ) , 藉由貢獻『台灣全球化領袖型教授、教師推動委員會 
(Globalization Leadership Professors/Teachers Promotion Council)』活動以及編著『21 世紀現代

教育之我見』書籍, 榮獲教育部 第一屆『教育奉獻獎』,將於 9 月 28 日上午在陽明山中山樓接受頒

獎表揚。許學長係得獎者中最年輕的學者。 

 

許炳堅不但是竹中入學榜首，也以第一名成績竹中畢業，考上台大電機系，獲得柏克萊加大博士學位。回國之前

在南加大執教十三年，因在電路與系統有傑出貢獻於 1996 年獲選為 IEEE Fellow。 
 
• 竹中退休老師張福春 (1958 級 )，也是第一屆『教育奉獻獎』獲獎者之一。張學長自一年半前，每周到新竹市南

華國中擔任數學課輔志工；他也針對無法補習的低收入學生，再多加一節輔導課，常自掏腰包印補充教材給學

生，經他輔導的 10 名學生，數學成績進步 10%-40%【Source: 中央社，13-Septemb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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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文 (2006 級 ) 勇奪 2006 年國際物理奧林匹亞金牌，為此，他可以選讀台大醫學系，不過，他甄選進入台大

物理系。高中從沒補 習的張學長，大學學測也表現非凡，獲得 75 滿級分，他說讀書沒什麼訣竅，就是把課本的

內容讀熟，上課用心聽，回家多作。除了參加國樂社，他多數時間是在閱讀與思考，也喜歡讀古文，還看古文觀

止、古典文學作品。【Source: 聯合報，9-August-2006】 

 
• 台大醫學系高材生林穎杰 (2005 級 ) 搭錯火車找女友，當列車快通過豐原站時，為了搶時間，竟打開車門跳到月

台上不幸身亡。曾是竹中入學榜首的林學長，在校三年表現優異，也勇奪全國高中地球科學能力競賽冠軍，帥氣

的外型，讓師生印象深刻。惡耗傳到竹中，令人惋惜。【Source: 中國時報，12-September-2006】 
 
• 雅典奧運唯一台灣志工詹鈞智 (1994 級)，把參加奧運所見所聞編著了「奧運不買票」書，出刊後深受好評。台大

化工系畢業的詹學長的下一個計劃，是為台灣二百多個大小火車站編寫故事圓夢。【Source: 中國時報，25-
March-2006】 

 
• 行政院長蘇貞昌於 2006 年 4 月核定潘文炎 (1963 級 ) 出任中油董事長。潘學長在民進黨執政的 2004 年 7 月，卸

下任職長達七年之久的中油總經理，轉任國光電力董事長。 此次中油董座，在蘇揆亟力避免酬庸爭議，中油又面

臨巨額虧損的壓力下，具有 24 年資歷的潘學長，以化工專業無派系終於出線。潘學長師大化工系畢業，公費來美

留學，取得懷俄明大學化工博士學位，回國前，曾在美國著名的生技公司孟山都任職。【Sources: 中國時報、聯

合報，11-April-2006】 
 
• 竹中 2006 級學弟大學入學表現又進一步，約六成進入國立大學。楊昭彥學弟指考列為第一類組﹝文法商﹞榜

眼，考上他的第一志願台大外文系，另有兩位台大醫學系，七位台大電機系，兩位台大法律系等。 
 
• 雙手不能動、雙腿截肢的台大會計系大五生陳俊翰 (2001 級)，不但拿到會計、法律系雙學位，還考上台大法研所

經濟法學組榜首，一路陪讀的媽媽謝季珍居功厥偉。五年前，他是大考首名以口述作答的考生，就讀台大期間，

因手已無力，翻書、抄筆記都由媽媽代勞。他的大學導師說，陳俊翰和媽媽不向命運低頭，交織成「台大學術殿

堂上最感人的畫面」。 
 
竹中將陳俊翰的求學歷程，拍攝完成「與時間競賽的人——俊翰的故事」紀錄片上網，放在竹中網

站（www.hchs.hc.edu.tw）輔導室網頁。【Source: 聯合報，28-May-2006】 
 
• 楊子葆學長 (1981 級) 新任外交部政務次長。楊學長曾擔任駐法代表、僑委會副委員長、新竹副市

長等職務。 
 
• 長期致力於血友病臨床醫療及研究，為病友謀最大福利，素有「血友病之父」之稱的沈銘鏡 (1954

級) 獲得台灣「第十六屆醫療奉獻獎」。沈學長自少年起即立志習醫，1961 年台大醫科畢業，1971
至 1973 年間赴美南加大醫學院內科深造，鑽研血液凝固，1988 年出任台大醫院實驗診斷科及醫技

系所主任，2004 年自台大教職退休後，仍繼續在台大兼課。【Sources: 大紀元，24-March-2006; 
臺大校友雙月刊，No. 45, May-2006】 

 

• 精通 500 種魔術的交大土木系大四生蘇子銘 (2001 級)，每周一、四在新竹市向陽學園幫中輟生上課，透過魔術

化解隔閡，幫助他們走向正途。他計畫考街頭藝人執照，到監獄、孤兒院盡一分心力，把快樂帶給大家。

【Source: 聯合報，2-January-2006】 
 
• 郭博鈞 (2006 級 ) 以「兄弟樹性質探討 - 偶完全三連結、漢米頓可蕾斯圖」參加美國第 57 屆英特爾國際科學展覽

會，榮獲大會數學科四等獎。 

 

• 竹中參加 2006 年全國高中地理奧林匹亞競賽表現優異，榮獲總冠軍，徐仕璉 (2006 級 )、蔡杰旻 (2006 級 )、溫

能鈞 (2006 級 ) 獲團體組第一名，楊昭彥 (2006 級 ) 獲選為 2006 年國際地理奧林匹亞國家代表隊正選選手。 
 

最後，本園地公開，歡迎投稿，來函指教。祝全家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