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臺大 40 重聚會總召集人袁天明

暨籌備會全體成員敬邀

林路新娘秘書 02-2885-7030
www.facebook.com/linlu.fans

當年我們共度輕狂歲月，

  如今珍惜眼前所有，

 讓這一天人人參與，

    把酒盡歡記憶永存。

( 法律系法學組 )

1臺大四十重聚會活動手冊



（一）時間：

      2014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

      11：30~15：00

（二）地點：

      世貿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1號）三樓宴會廳

時   間 內            容 備            註

11:30 ～ 12:25 
10:30 點臺大校園巡禮結束後，轉往世貿
臺北國際會議中心、三樓宴會廳
校友報到入席

背景音樂：
重相逢
龍騰虎躍台大四十重聚
舞臺兩側投影幕：
校友相關影片畫面

12:25 ～ 12:35 國際舞蹈 / 川劇變臉 Case 娛樂企業有限公司

12:35 ～ 12:40
引唱「臺大校歌與臺大四十重聚會主題曲
【龍騰虎躍台大四十重聚】」

臺大詞曲創作社社長
許遠哲 (火焰王子 ) 作曲   
應平書 ( 中文系 ) 作詞

12:40 ～ 12:45 主持人開場

小彤女士 ( 中廣節目 ,世界衛視名主
持人、兩性作家 )
眭澔平先生 ( 身兼記者、作家、歌手、
主持人數職 )

12:45 ～ 12:50 總召致歡迎辭 袁天明（法律系）

12:50 ～ 12:55 臺大校長致辭 楊泮池校長

上            菜

12:55 ～ 13:10 王海玲和「綠漾合唱團」三首歌 王海玲和綠漾合唱團重回當年校園民歌

13:10 ～ 13:15
頒獎及致辭
陳志明董事長 (安成國際 )

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13:15 ～ 13:45
臺大啦啦隊熱歌熱舞介紹 35 個系所參加
校友、即興摸彩

啦啦隊到各系所校友席位邀請校友上臺、建議各
出席校友可以變裝出席，娛樂氣氛

13:45 ～ 13:50
頒獎及致辭
施崇棠董事長（華碩）
大成臺灣律師事務所

施崇棠（電機系）
魏憶龍律師、林合民律師

13:50 ～ 14:05 校友王海玲演唱兩首歌 王海玲 (社會系 )

14:05 ～ 14:10
頒獎及致辭
李焜耀董事長（友達光電）
長虹醫美中心

李焜耀（電機系）
楊志賢 院長

14:10 ～ 14:35
樂器演奏—劉玉國  
春扇日本舞踊—彭春霞
即興摸彩

劉玉國 (中文系 )
彭春霞 (經濟系 )

14:35 ～ 14:40
頒獎及致辭
韓定國董事長

韓定國（政治系）

14:40 ～ 14:45
頒獎及致辭
其他捐款校友、即興摸彩

如有其他捐款校友或企業人士

1445- 結束
現場大合唱團「重相逢」、「龍騰虎躍
四十重聚」。
期待明年再聚首

全體貴賓和校友

（二）集合地點：臺大羅斯福校門

  路線Ａ校史館

      臺大大門口 ( 集合 )

      →校史館 ( 內部導覽 30 分鐘 ) 

      →椰林大道及行政大樓周邊

      →共同教室

      →鹿鳴廣場

      →捷運 2 號出口

1校園巡禮 　　（一）集合時間：

         2014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9：30~10：30

路線Ｂ椰林風情

   臺大大門口 ( 集合 ) 

   →校史館 ( 外觀建築物介紹 )

   →文學院

   →傅鐘

   →行政大樓　

   →遠眺總圖

   →共同教室

   →鹿鳴廣場

   →捷運 2 號出口

2餐會聯誼

餐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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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共 13 人 ( 桌次 1-2）

  黃道娟  于懷錦  熊自健  林灑容  
  劉玉國  應平書  宋淑芬  陸建中
  鄭秀蓮  郭立初  喻蓉蓉  盧美雪  
  郭碧芬

  外文 含眷屬共 31 人 ( 桌次 2-4）

  陳真慈  賴瑛瑛  蘇文德  郭綉鑾  
  朱清敏  鄭美玲  楊玉欽  周恩榮
  蔡麗華  林月雲  劉麗媛  孫淑玲  
  朱偉端  湯宇平  吳清蘭  涂麗美
  史宜英  趙碧雲  李映秋  徐新強  
  曾淑桂  張美玲  李玫玲  劉秀梅
  江敏之  曹定人
  眷  屬：蔡克嵩  劉陵崗等 5人

  歷史 含眷屬共 19 人 ( 桌次 8-9）

  林重文  朱惠良  簡瓊瑩  沈　芬  
  伍曼卿  丁紹愛  喻祥英  馮明珠
  曾秋子  譚蓉熙  趙永茂  王健壯  
  喻蓉蓉  羅可杰  謝麗珍  
  徐泓老師  
  眷  屬：3人

  哲學 共 5人 (桌次 5）

  蔡采秀  孫又文  盧悅珠  熊卓華  
  王家英

  考古 含眷屬共 4人 (桌次 5）

  宛　湄  丁樹範  葉　蓉
  眷  屬：宛貝琪

  圖館 含眷屬共 12 人 ( 桌次 5-6）

  趙甦成  王晉珊  楊綉珍  許淑華  
  王筱愛  方玉川  賴娜音  張　燕
  羅盛雨
  眷  屬：鄭紀文等 3人

   政治　含眷屬共 32 人 ( 桌次 25-27）

  林  珊  周玲惠  翁玉玲  陳姍姍 馮凱雄 
  李義珍  穆傳傑  凌麗蓮  張青屏 樂婉華 
  彭錦鵬  楊承達  宋本賢  莊麗容 陳士魁 
  李蕙芳  李南屏  譚嘉華  李月芳 葉仙桂 
  周萬來  洪永泰  林美寧  李恭慈 包宗和 
  鄭晶珍  楊瑞媚  孫順智
  眷  屬：紀光愷  何妙蘭  林素貞  方燕玲

   經濟 共 26 人 ( 桌次 18-20）

  郭震坤  林嘉誠  李秀卿  莊朝榮  陳美華  
  林惠玲  謝秀娟  巫和懋  翁榮隨  金安宜   
  彭春霞  余映璇  傅筱鶴  李顯峰  曾雪如  
  楊鴻江  董金蓮  詹哲見  羅慶昌  何自立  
  陳昭惠  蕭長榮  潘鶯媛  白文芳  李熙燕
  何志欽

   法律法學 含眷屬共 24 人 ( 桌次 12-13,18）

  鄭東興  潘毓瑩  袁天明  王亨毅  郭麗冰  
  劉興源  張萬里  徐桂香  柯麗榕  方秀敏  
  程寶華  林絮紅  賴連寶  趙　麟  高美華  
  李克和  陳麗芳  邱垂金  劉秀櫻  黃晉英  
  馬盛名  黃銘照  余雪明老師
  眷  屬：鄭瑋寧

   法律司法 共 22 人 ( 桌次 14-15）

  陳春燕  李再仁  黃正安  梁國新  江鳳燕  
  沈麗琴  吳如玉  蔣志明  朱武獻  李承鐸  
  余志一  施若慈  賴華美  陳永誠  孟芝雲  
  翁愛珠  潘慶明  李秀綺  李清香  廖繼斌  
  丘國金  翁岳生老師

   社會 含眷屬共 27 人 ( 桌次 38-39,44）

  孫美華  劉秀妙  楊如娃  白月卿  葉亞明  
  王美連  王惠玢  后晨新  林叔寬  劉蓉台  
  廖芳貞  林明霞  虞美齡  古美鈴  高瓊瑩  
  溫惠蘭  王碧暉  黃聲雄  王若馨  馬莉君  
  林鋕銘  陸美莉  王嘉陵  潘雅貞 林主瑤  
  王悅嬿
  眷  屬：1人

  商學工管 含眷屬共 18 人 ( 桌次 21-22）

  黃榮洲  施麗玉  蕭欽沂  魏明珠  翁仙力  
  林學仁  朱似茵  楊淑珍  金宜安  林南建  
  林繼洲  王錦鴻  黃宗志  洪瓊惠  陳晴慧  
  魏華美  鄭玉朋
  眷  屬：1人

  商學會計 含眷屬共 27 人 ( 桌次 22-23,28-29)

  方　興  楊秋霞  江秀琴  張　琛  高瑪里  
  高淑鑾  周明育  林金圓  孫　靜  張明珠  
  謝勝正  賴淑遠  張馨丹  譚滿英  陳肇榮  
  周小雲  洪灯城  朱茂松  陳莉華  葉民強  
  張蘋東  王綺香  石素梅  陳秀琴
  眷  屬： Dr. 賴  林  淬  何  德 

  商學銀行 含眷屬共 19 人 ( 桌次 29,34）

   區少屏  陸世芬  黃詠蕙  劉麗真  曾慕和  
  劉立立  陳秀芳  任于成  周大中  何秀清  
  湯明憲  許漱馨  張雲鵬  梁鳳好  林琰標  
  孫德山
  眷  屬：3人   

  
  商學國貿 含眷屬共 12 人 ( 桌次 34-35）

  鄭美觀  李宗黎  徐秀珠  卓垚龍  丁笑華  
  鄧梅棣  陳莉麗  李清美  孫頌恩  許麗珍
  眷  屬：林蕙真  郭愛真

  

  楊泮池 臺大校長 (榮譽總召集人 )
  陳維昭 臺大校友總會理事長
  李嗣涔 臺北市臺大校友會常務監事 
  張慶瑞 臺大副校長
  李書行 臺大副校長
  莊榮輝 臺大教務長
  林達德 臺大主任秘書
  陳志明 (榮譽副總召集人 )
  袁天明 (總召集人 )
  彭錦鵬 (副總召集人 )
  高明見 臺大校友總會副理事長
  沈登贊 臺大校友總會副理事長
  郭敏能 臺大校友總會副理事長
  張漢東 新北市臺大校友會創會副理事長
  魏憶龍律師
  楊合民律師
  楊志賢院長
  林路總裁
  徐政夫董事長
  李麗裕總經理
  華碩電腦代表

  溫振源 臺大校友總會秘書長
  呂  村 臺大校友總會副秘書長
  車和道 (56 電機 )
  李振瀛 (56 電機 )
  余宗澤 (57 電機 )
  劉中興 (58 法律 )
  侯俊仲 (58 商學 )
  葉銳生 (58 商學 )
  王素蘭 (58 法律 )
  李有田 (60 商學工管 )
  唐國青 (60 商學國貿 )
  孫岩章 (60 植病 )
  呂惠美 (64 農推 )
  林  莉 (65 商學 )
  劉  寧 (69 農藝 )
  楊宗斌 (69 機械 )
  袁孝維 (69 動物 )
  彭文正 (70 農推 )
  周頌安 (70 土木 )
  趙慧吟 (100 農經 )
  許遠哲 (101 電機 )
  蘇祐誼 (臺大秘書室 )

法學院
出席校友

文學院
出席校友

貴賓學長
學弟妹席
(桌次 40、24）

貴賓席

(桌次 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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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 含眷屬共 30 人 ( 桌次 31-32,36)

  洪玲蓉  邱麗芬  賴明宗  黃翠芳  林朱芳
  粟抗蘇  林榮輝  林玉玲  陳志明  符文美  
  鄭金蘭  黃少華  蘇啟穎  羅婉萍  陳美玲  
  何淑賢 系主任顧記華 余秀瑛老師   
  陳瑞龍老師  紀秀怜  蔡龍生
  眷  屬：洪明奇  江浣翠  顏田富等 9人

  牙醫 (六年 ) 含眷屬共 25 人 ( 桌次 36-37,42)

  林成忠  林憲昇  林俊希  林碧緞  趙新生  
  王若松  劉憶屏  李玲芳  王福隆  蔡燕婉  
  黃金清  凌爾柔  林淑媛  姜學惠  范上龍  
  謝志佳  鄭朝陽  袁家銳  陳科仁  施幸美  
  李燦照  梁惠明
  眷  屬：王瑞珍  沈逸蘭  黃若嫻

  護理 含眷屬共 17 人 ( 桌次 43-44)

  黃玲貞  李皎正  廖明憫  黃璉華  吳　宙  
  尤嫣嫣  孟曉惠  莊惠敏  王憲華  張　媚  
  梁美寬  鍾聿琳  麥美莉  柯滄銘  蘇  喜  
  張美霓
  眷  屬：丘子宏

  醫技 共 5人 (桌次 49)

  吳杏君  徐文杏  黃仰仰  翁秀貞  李小白

  復健 含眷屬共 15 人 ( 桌次 49-50)

  王慧明  羅秋娟  余淳幸  高麗芷  宋美雲  
  邊苗瑛  劉淑惠  莫秀蘭  黃淑芬  彭莉芬  
  戴山水  林琬真  謝　亭  林清良
  眷  屬：莫秀花

  土木 含眷屬共 40 人 ( 桌次 45,51,56-57)

  黃政仁  袁蕙心  洪宏基  程宏達  何志宏    
  鄭文隆  李正安  李海洲  張光進  曹壽民  
  樓建中  竇麗麗  施克剛  郭哲宏  陳正興    
  陳榮河  胡以琴  蔣定棟  周公璵  蔡錫圭  
  潘岳濂  陳蓉妹  林宗生  林文華  徐明強  
  沈世華  劉主域  張景松  李方屏  平維舟
  朱名垚  林文松  林克漢  吳子龍  蕭國模  
  黃文富
  眷  屬：秘秀芳  胡偉良  李  津  
          林劉旭強

  機械 含眷屬共 43 人 ( 桌次 52-55)

  居　龍  鄭逸民  林榮華  黃龍崗  吳煌榮  
  陳　理  馬治東  李道庸  郭棠煒  徐祖國  
  李榮惠  梁國東  馮柏豪  曾介夫  何漢興    
  羅恒憲  黃清良  陳朝植  鄧炳超  陳錦賢    
  李光興  李國棟  黃木利  鄭有志  江漢齡  
  楊書聖  陳振榮  侯禮仁  蔡美吉
  眷  屬：陳尹玲  郭納真  劉媛儀  蘇玉蘭  
          鄭小蘭  丘美玲  吳子禎  王秀琴  
          林麗嬌  祁少雲  鄭麗霖  陸蓮音  
          黃文英  林秀梅

  電機 含眷屬共 12 人 ( 桌次 41)

  李琳山  張振昌  江芳顯  呂紹萍  賴明毅    
  陳秋銘  林欽仁  吳樂生  黃世能  金甘霖
  眷  屬：黃美雪  李元芬

  化工 含眷屬共 35 人 ( 桌次 46-49)

  李振江  吳  榮  周瑜家  王贊紹  盧博彥  
  陳恆徹  簡志宏  曾孝群  莊哲仁  李士仁  
  黃志宏  吳宏仁  黃桂武  曾孝平  蘇敬軾    
  虞薁紅  周新彬  蘇名冠  鄧慶雲  龐復興  
  雷時先  林志偉  丘安耿  侯文麟  關榮欽  
  張明暉  陳應進  簡兩佳  黃振德
  眷  屬：王彩玲  郭慧珠  徐秋瓊  張令達  
          汪麗麗  陳  麗鶑

  農藝 含眷屬共 30 人 ( 桌次 58-59,63)

  蔣鈺琨 廖雲英 陳俊良 廖文如 陳淑貞 
  周宜寬 彭雲明 謝兆樞 厲化潔 邢禹依 
  楊晉嚞 陳大錦 朱德雄 林應壬 張保福 
  黃秀琴（農經系） 
  師  長：系主任王淑珍教授 
        劉麗飛教授（系友會理事長） 
        賴光隆教授 林安秋教授 朱  鈞教授
        曾美倉教授 沈明來教授 謝英雄教授 
        黃懿秦教授 林  貞處長 
  眷  屬：汪家琪 趙嘉強 趙秀英 戴玉英
 

  農工 含眷屬共 10 人 ( 桌次 65)

  林漢堂  陳　獻  陳鴻濤  林建安  洪崇發  
  許自治  葉政秀教授  盧福明教授  
  吳銘塘教授
  眷  屬： 1 人

  農化 含眷屬共 12 人 ( 桌次 56,60)

  吳先琪  魏耀揮  官慧珍  王玉蘋  范增瑩  
  蔡亞麟  尹福秀  徐素娟  華  傑  王思達
  眷  屬：林哲生  倪洋洲

  植病 含眷屬共 25 人 ( 桌次 62-63,67)

  徐士蘭  趙　蓉  王秀梅  楊樂靜  洪霈濃  
  徐鶯美  王陸思  魏良榮  陳哲明  陳玉常  
  徐基新  皇甫倩  朱龍美  王秀美  張梅梅  
  張明熙  潘永忠  邱德川  商惠芳  胡淑光  
  劉又華  鄭素霞
  眷  屬：陳小媛等 3人

  森林 含眷屬共 11 人 ( 桌次 64)

  黃蕊姝  錢鴻康  李中慈  高薇薇  范明光  
  吳成良  陳光堯  卓永清  蘇文儀  葉惠蘭
  眷  屬：程麗華

  畜牧 含眷屬共 7人 (桌次 57,61)

  呂大正  李朝木  黃新田  潘　純  王學浩
  眷  屬：黃  新  林美娜

  園藝 含眷屬共 13 人 ( 桌次 61,65-66)

  金傳春  鍾玉梅  溫銘嚞  歐錫坤  陳玲玲    
  蕭月穗  邵雲屏  林碧霞  顏秀芬  
  蔡平里班導師
  眷  屬：成民主  黃聘珠  江國城

  農推 共 7人 (桌次 61)

  羅淑瑞  李美玲  余瑞玲  蔡麗琴  梁蔭民  
  蔡克雄  曹丹屏

  數學 共 5人 (桌次 18)

  王藹農  陳坤元  何存發  古華光  
  汪建南
 

  物理 共 15 人 ( 桌次 9-10)

  李世昌  余旦華  林晨曦  王其國  
  溫宏遠  陳立志  王清正  易富國
  查忠執  許建仁  楊志強  張　恕  
  周江宏  楊育君  陳卓教授

  化學 含眷屬共 18 人 ( 桌次 16-17)

  邱英明  方俊民  周文雄  王　紫  
  何伯堂  陳正康  侯光中  周溢華
  鄭枝旺  陳天德  胡舜文  陳志雄  
  鍾邦柱  許江寶  張　正  錢仁琳  
  賴丁財
  眷  屬：吳月辰

  地質 含眷屬共 14 人 ( 桌次 9-10)

  黃正誼  沈博彥  余朝權  葉慈豪  
  陸天舜  王繼堯  林和本  章懋棟
  趙平寰  牟敦堅
  眷  屬：王春華  任于芬  鄺碧雲  
          王慧英

  動物 共 1人 (桌次 27)

  楊名久

  植物 含眷屬共 11 人 ( 桌次 7)

  曹德芳  李玲真  王爾玟  賴蓁齡  
  陳學貞  吳素芬  陳雨睎  趙淑芬
  黎耀基  熊映美
  眷  屬：陳桂蘭

  心理 共 1人 (桌次 18)

  許尚華

理學院
出席校友

醫學院
出席校友

農學院
出席校友

工學院
出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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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總 召 集人 :楊泮池
榮譽副總召集人 :陳志明、韓定國
總  召  集  人 : 袁天明
副 總 召 集 人 :彭錦鵬
顧          問 : 余宗澤、劉中與、林莉、劉寧、呂村

分 組 與 組 長：文書組 -應平書 (中文系 )
                財務組 -孫  靜 ( 商學系 )
                活動組 -蔡克雄 (農推系 )
                餐飲組 -溫  銘 ( 園藝系 )
                聯絡組 -吳煌榮 (機械系 )
各院聯繫負責人：文 學 院 -劉玉國 (中文系 )
                理 學 院 - 易富國 (物理系 )
                法商學院 -孫  靜 ( 商學系 )
                醫 學 院 - 黃璉華 (護理系 )
                工 學 院 - 吳煌榮 (機械系 ) 
                農 學 院 - 彭雲明 (農藝系 )
各 系 聯 絡 人：文學院 -朱惠良 (歷史系 )、劉玉國、應平書 (中文系 )、湯宇平 (外文系 )、
                        何翠萍 (考古系 )、趙甦成 (圖書館系 )、孫又文 (哲學系 )
                理學院 -范治明 (心理系 )、王藹農 (數學系 )、易富國 (物理系 )、
                        方俊民 (化學系 )、嚴宏洋 (動物系 )、趙淑芬 (植物系 )、
                        黃正誼 (地質系 )、黃公正 (地理及大氣科學系 )
                法學院 -彭錦鵬 (政治系 )、孫靜 (商學系 )、王惠玢、劉秀妙 (社會系 )、
                        袁天明 (法律系法學組 )、翁愛珠 (法律系司法組 ) 、
                        何自立、李顯峰、彭春霞 (經濟系 )           
                醫學院 -黃世傑 (醫學系 )、黃璉華 ( 護理系 ) 王若松 ( 牙醫系 )、
                        符文美 (藥學系 )、翁秀貞 (醫技系 )、王慧明、黃淑芬 ( 復健系 )
                工學院 -吳宏仁 (化工系 )、胡以琴、陳正興 (土木系 )、吳煌榮 (機械系 )、
                        藍敏宗、李琳山 (電機系 )
                農學院 -吳先琪 (農化系 )、彭雲明 (農藝系 )、黃新田 (畜牧系 ) 、
                        黃秀琴 (農經系 )、溫銘嚞 ( 農藝系 )、蔡克雄 (農推系 ) 、
                        陳  獻 ( 農工系 )、朱龍美、陳玉常、楊樂靜 (植病系 )、
                        王金和 (獸醫系 )、范明光（森林系）
紀念手冊總編輯：應平書 (中文系 )

校友會秘書：蘇祐誼

2014
臺大 40 重聚會

組織表

本屆同學配合四十重聚「感恩與回饋」活動已捐款母校名單

   政治學系楊承達                150 萬元    藥學系陳志明                   50 萬元 

   政治學系韓定國                 30 萬元    經濟學系彭春霞                  6 萬元

   護理學系王憲華                  6 萬元    化學工程學系吳宏仁              3 萬元    

   護理學系廖明憫                  3 萬元    政治學系彭錦鵬                  2 萬元    

   護理學系李皎正                  2 萬元    護理學系吳  宙                  2 萬元    

   護理學系柯滄銘 (陳純貞夫婿 ) 19,600 元    護理學系黃玲貞           美金 2,925 元    

   中國文學系應平書                1 萬元    醫技系陳琇瑩                    1 萬元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89 之 2 號 7 樓
7F,No.89-2,Ming Tzu Rd., Banc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220, Taiwan

交通
板橋捷運站 2號出口，轉 307 公車民

族區運路下車對街

春扇日本舞踊
SYUN JAPANESE DANCE

www.syun-sen.com

日本舞踊  千鶴流
家元 千鶴春扇

彭春霞
臺大經濟系 1974 年畢業
臺大日本舞踊社指導老師

預約電話
0952-303-169
02-2951-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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