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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王世輝

本會首席顧問蔣宗壬博士榮任中華民國僑務委員，實至名歸，身為專協一份子，與有
榮焉。蔣大哥是波士頓僑領，縱橫捭闔於老僑新僑之間，排難解紛，眾望所歸。他熱
心公益，出錢出力，擔任過中文學校校長、文協會長、中國家庭夏令營營長，創立新
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和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他在 1983 年擔任專協會長，1985 年
成立了董事會，擔任董事長一職長達十年。專協在他卓越的規劃和領導之下，成為一
個有內涵、有格調、有展望的組織。他為了世代交替、提攜後進，毅然決然在 1995 年
從幕前退到幕後，擔任首席顧問，成為精神支柱。專協即將邁入第 38 個年度，不但沒
有老態龍鐘的疲態，反而呈現老驥伏櫪的活力。蔣大哥始終如一的服務奉獻精神，誠
然是專協之幸、僑社之幸。
周萬欽會長和他的團隊為本會帶來新的氣象和方向，他們有熱情、有活力、有經驗。
在他們例行的 “空中會議” 裡，推陳出新的計劃，好戲連台的活動，從白雪愷愷
的一月，到楓紅層層的十月，一個個叫好叫座的活動，引起廣大的迴響和共鳴。年會
一向是本會的標竿，大家無不殫精竭慮、卯足全力。今年的年會邀請到前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資政，名作家吳玲瑤女士，前空軍官校校長田在勱將軍以及鄭新霖/黃若瑜醫
師。從年會的主題 “笑傲江湖： 道無不在無所不通”，可以看得出本會在人文、社
會、醫學各領域的著墨，和對人際關係、社會和諧的關懷。在此謹代表董事會歡迎支
持本會的朋友，也對萬欽會長和他的團隊致十二萬分的謝意和敬意。
馬英九總統日前蒞臨波士頓，熱情的僑胞們展現了高度的愛國情操。本會曾經在七零
年代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每年會裡的學者、專家被邀請回國參加 “國建會”，
為國家提供專業諮詢，為政府選賢舉才。雖然時過境遷，國建會已經完成階段性任
務，但是本會仍然一本初衷，繼續不斷為國家盡心盡力，同時把服務的層次和觸角散
佈在新英格蘭地區。“四海之內皆兄弟” 是本會的精神，“相識自是有緣” 是本
會的親和。在馬英九總統的歡迎晚宴裡，本會被邀請出席超過二十人! 這是本會 37 年
來精誠團結、努力不懈的成果，這是本會腳踏實地、無怨無私服務的回饋，這是對本
會標榜大家庭的傳統美德的肯定，這更是對本會的深切期盼和倚重的表徵。
火車會到站，輪船會靠岸，但是專協不會停下腳步! 37 年不短，我們見證了歷史，我
們累積了經驗，我們分享了智慧。37 年不長，我們會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我們會為
歷史續添新頁，我們會繼續展現專協的特質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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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 - 社區服務淺談

周萬欽

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是一群有理想有愛心專業人士組合的溫馨大家庭，我們歡迎會員和朋友加入我
們一起成長，共同學習。人生隨緣。我和專協的緣份源自 2008 年的四川大地震。當時我們一些波士頓熱
心人士正積極投入地震募款活動，而世輝兄在處理事務上的成熟和智慧深深吸引了我。波士頓地區人才
濟濟也有不少華人組織，而專協卻是我們這群有愛心專業人士積極參與、互相扶持、學習的道場。經過
數年的交往，除了先前已熟稔的蔣大哥和王子仁兄外，更結交了不少讓我心誼的專協大老,董事和仼勞任
怨的張教授。
社區服務是我個人在家庭、工作之餘鍛練自己奉獻心力的考驗。雖然自己很願意為社區做點事，但自從
文協交棒後我自忖時間有限所以只敢以董事的身份在幾個華人社團稍盡綿薄之力。從早期的過度理想化
和自以為是到現今儘量學習一切隨緣。我深刻體會到什麼叫一根蠟燭兩頭燒，也更加領悟了弘一大師的
格言:自己有好處要掩藏幾分, 這是涵育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 這是渾厚以養大。
兩三年前白吃了張教授幾餐飯，卻遲遲到了去年底小女兒也巳上大學才敢接受世輝兄的邀約接受專協會
長的職務。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在波士頓地區經常舉辦演講活動。今年二月下旬，我們辦了一場元
宵燈謎餐會。除了袁博士精譬的謎題，滌凡姊也帶著幾位董事幹事賣起了湯圓。接著在淑敏、瑀嫻和每
位幹事的帶領下，我們與教育組黃組長和她的同仁從三月到五月連續辦了幾場頂大學人的講座 - 兩岸關
係講座開啓了認知的差距，健康醫療講座小玉醫師風趣的由飲食男女深入淺出的讓我們别吃米飯，而世
輝兄的清明上河圖,鄭惠芳老師的莎翁名句和伯禹兄的陶瓷收藏更為文化藝術講座劃了一個漂亮的句點。
今年的幹事和我都很忙碌。本以為吃完台灣日永登兄的茶葉蛋和淑敏的飯糰後就可以開始享受波士頓美
好的夏天，那知馬總統特別愛惜波士頓華人，而政界、運動界、軍界和神探也都與我們盡情亁杯。八月
李淑珍女士的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更深刻剖析了林語堂的人生和宗教歷程。
從台灣來的我們很可能引用了別人蕞爾小國的稱謂而下意識中忽視了台灣領先的策略運用。比起中國大
陸我們當然小, 比土地面積台灣島當然是小。台灣真的小嗎？我們有全球第二高的台北 101, 有第六高的
外匯存底, 美國的第十二大交易國（不包括鴻海等台商）, 美國國際學生排名第六。臺灣的二千三百萬
人口在世界排名第五十,英國也只有六千五百萬。台灣真的小嗎？台灣的未來在那裡？台灣的策略在那
裡？今年年會的主題在熱烈討論後選定了「笑傲江湖 - 道無不在無所不通」。在幾位董事朋友的推薦
下，我們很榮幸的邀請到江前院長來與我們討論台灣與兩岸關係的未來，幽默作家吳玲瑤女士來點出笑
裡藏道，田前空官校長來講解如何傲視寰宇， 鄭醫師來提醒我們如何應對失智症。笑傲江湖 - 道無不
在無所不通。希望藉著講者在今天風趣的導引下， 我們波士頓的華人能以笑傲江湖的智慧幫台灣的家人
朋友步上世界領先之道。
一年一度的專協年會是紐英崙專業人員協會的盛會也是波士頓華人朋友的期許。數十年的持續和發展，
我們很榮幸的邀請您來到 MIT 參與第三十八屆專協年會。在您熱烈的掌聲中我們將開啓此次的年會，我
們也虛心的接受您的批評和支持。年會議程的籌備邀請，要感謝首席顧問蔣宗壬博士,董事長王世輝醫
師, 前董事長張重華教授和榮譽永久會員李小玉醫師的協助。年會工作的諸項準備工作千頭萬緒，彭淑
敏, 趙育川, 謝開明, 康麗雪, 魏瑀嫻, 黃俊義, 陳永登, 蘇信豪幹事們全力的付出與辛勞, 以及榮譽
永久會員陳志清先生和各位董事的大力協助我們才能如期舉行此次年會。麻省理工會場的籌備,要感謝麻
省理工劍橋合唱團的協助。
一個年會的成功需要很多人的參與和幫忙。我在此致上無限的敬意也感謝所有出錢出力的會員,朋友和共
襄盛舉的各專業單位人士。最後,要感謝主編彭淑敏女士專協年刊編輯的付出與辛勞, 和財務育川兄無數
的建言, 也要感謝內人王淑玲默默的奉獻和對我的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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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窮水盡？柳暗花明？

--台灣民主與兩
岸關係的未來

江宜樺
美國史丹佛大學訪問研究員

簡介：
江宜樺博士於 1960 年出生於台灣省基隆市，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學士、
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助
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及教授，英國劍橋大學達爾文學院訪問學
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客座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副教務長、美國哈
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現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
研究員。其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民主理論、自由主義、國家認同等，著有
《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自由民主的理路》等書。任教期間，
曾獲中華民國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國立台灣大學教學傑出獎。
2008 年應邀入閣，歷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內政部部
長、行院院副院長、行政院院長等公職。從政期間推動政府組織改造工作、訂
定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打擊跨境電話詐騙集團、修正社會救助法、重整災害
防救體系、執行莫拉克災後重建工作、規劃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台灣加入跨
太平洋夥伴協定、完成幼托整合、推動技職教育再造、協助青年投入文化創意
產業、啟動均衡城鄉發展計畫、強化食品安全標準等。2014 年 12 月卸任行政院
院長一職，改以結合民間力量方式，繼續推動台灣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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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裡藏道

吳玲瑤

一，幽默之必要，快樂之必要
在美國生活多年，最能體會幽默這種正能量，
他們對幽默已經到了無幽默無以為歡的地步，生活
因幽默而美麗而有意義，人人都相信幽默的獨特魅
力，不僅能應付生活中的各種挑戰，還能改變一個
人的人生觀。美國是個泛幽默的國家，做人不一定
要優秀，但一定要幽默。」幽默是一種高級的語言
藝術，也是智慧的迸發，善良的表達，交往的潤滑
油，更是一種胸懷，一種境界。
王爾德說的：「快樂是唯一值得活的事。」
Pleasure is the only thing to live for，所以
我們業學習笑學習幽默。人生中人人都有 Trouble，
一直去煩惱就是 Make it Double。
二， 幽默處處有
微小的幸福就在身邊，容易滿足就是天堂，強
調百善笑為先，再笑保健康，三笑好人緣。廣告的
幽默，張貼的幽默，夫妻間的幽默，政治幽默等
等。
三，男人女人大不同
談新舊愛情觀，以前是愛你在心口難開，如今是愛你無心口亂開。談尋覓配偶的困頓，何
以我愛的人名花有主，愛我的人慘不忍睹。談婚姻與愛情的差異，何以男人不瞭解女人，男女
有別，男人不說話，太太話太多，婚外情，吵不完的架，婚姻與錢，我怕太太，太太怕我等等
敏感幽默議題。雖說[紅顏多薄命]，女人堅持[黃臉不認命]，不但要把自己打理得順眼漂亮，
也要活的漂亮。
四，美國孩子中國娘
一旦生為中國人，永遠是中國人，你可以離開中國，但中國不會離開你，因此在美國養孩
子，面臨不少中西文化衝突，中文英文錯用的笑話。
五，明天會更老」
面對年紀逐漸變大容顏變老，幽默以對是智慧的最高表現，當青春不在外在有了改變，歲
月無情，靠自己有情。具有幽默感的人最富有個人魅力，不僅能與別人愉快相處，更重要的是
擁有一個快樂的人生。
六，幽默技巧面面觀
1, 幽默是不協調的結果 2, 幽默是荒謬的解藥 3, 幽默是不能解釋的 4, 引喻失意
的幽默 5, 幽默是說真話 6, 巧妙的比喻有幽默效果 7, 幽默是一種優越感作祟 8, 聽錯話看
錯字的幽默 9, 誇張的比喻造成幽默效果 10, 想要幽默一下，得有自嘲得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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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
吳玲瑤女士，西洋文學碩士，著有《美國孩子中國娘》、《女人的幽默》、《比
佛利傳奇》、《幽默酷小子》、《明天會更老》、《生活麻辣燙》《笑裡藏道》等五
十本幾書，是海內外唯一全部作品以幽默為主題的創作者，數十年如一日，也是幽默
理論的研究者，為現今美國華人圈中最受歡迎及鍾愛的暢銷作家。
吳女士文筆以機智幽默見長，笑裡藏[道]，以溫厚的心體味人情，敏感的眼光觀
察世態，再以她獨具一格的風趣語言娓娓道來，任何事情經她點染都能讓人有所會
心，在開懷大笑後深思而有所得，為中國人的幽默開拓了一條嶄新的徯徑。她捕捉的
體裁都以海外中國人的生活感觸為主題，研究這一代海外留學生的歷史，吳玲瑤的作
品是不可或缺的資料。她簡短易讀的幽默散文，充滿著愉悅的趣味、詼諧的笑語及機
智的哲理，她說:[幽默是一種尊嚴的維護，一種對自身的超越。」懂得幽默，人生路
上可以少些顛簸，多些快樂，認為幽默是一種個性，一種藝術，需要經常練習，而事
實上，生命是一連串的幽默，重要的是如何在之中找到絕妙之處。
能寫又能講，一開口散佈快樂幽默精彩如脫口秀，笑裡藏道令人飆淚，死忠讀者
深入各階層，她在美洲及世界各大城市的演講，頻頻打破當地演講會出席人數最高、
笑聲最多的紀錄。用幽默樂觀的態度給人鼓勵，也常被稱為人生導師幽默大師以及女
性代言人。讀過她作品聽過她演講的人都成了終身粉絲，愛上吳玲瑤式的幽默，一般
人無睹的生活小事、苦惱或紛爭，經她點染便豁然開朗，變得趣味橫生，令人忍俊不
禁而釋懷開笑。她輕鬆詼諧的文筆，沾滿著豁達的心態，揮洒著積極開朗的人生觀。
在她眼中，生命有如一面鏡子，當我們對著它微笑的時候，它也回我們以微笑。
吳女士與先生陳漢平博士及一兒一女旅居加州矽谷，志趣相投，鰜鰈情深。陳先
生為加州大學 UCLA 電腦博士，人稱右手設計電腦，左手寫文章的才子，出版過五本暢
銷書。在矽谷自創極為成功的電腦公司為美國上市併購。
吳女士是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第十屆會長，北美作家協會創會人並任創會副會長十
年，現為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基金會 CEO。以[化外集]一書獲海外華文著述首獎，[美
國孩子中國娘]上美國中文書暢銷排行榜第一名，她的書是台灣高中圖書館學生借閱率
最高的前十名中唯一入榜的女性。獲頒第一屆拿破崙傑出成就獎，一九八九應邀回台
灣參加國建會，[幽默酷小子]得到台灣教育部好書推薦獎。[明天會更老]等多篇文章
已成經典，曾在網上被狂傳轉載上億條。得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北加州北一女
校友會創會理事長，曾為美國世界日報副刊寫[如是我說]和[生活麻辣燙]專欄，星島
日報[幽默人生]專欄作家，主持美國電視台 KTSF 節目[文化麻辣燙]極受歡迎，主編海
外女作家精品選集三十二萬字，分別在兩岸以簡體和繁體字出版，成為研究海外華文
文學最完整有公信力的資料。

7

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第三十八屆年會
th

NEACP 38 Annual Conference

8

2015 年 10 月 24 日

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第三十八屆年會

2015 年 10 月 24 日

th

NEACP 38 Annual Conference

傲視寰宇 -高空的勇者 黑貓中隊
田在勱中將 -國家安全局駐美特派員







黑貓中隊緣起
擔負任務
使用飛機
隊徽介紹
高空壓力衣介紹
隊員介紹

學經歷：
1.
2.
3.
4.
5.
6.
7.

空軍官校 62/66 年班
國防語言中心英文儲訓 70 年班
美國際試飛學校 1987 年班
美國空軍理工學院測評管理 1988 年班
空軍指揮參謀學院 81 年班
美國空軍戰爭學院 1996 年班
美國空軍大學『同盟作戰空中部隊指揮官』2005
年班

1. 66-67 年 官校飛訓部飛行學官
2. 67-69 年 官校飛訓部飛行教官
3. 70-71 年 第四五五聯隊第四大隊第二十一中隊飛行官
4. 72-76 年 第四五五聯隊第四大隊第二十三中隊分隊長
5. 76-80 年 空總安翔計畫管理室作需組∕測評組試飛官
6. 81-82 年 第四五五聯隊第四大隊第二十二中隊中隊長
7. 83-84 年 空總武獲室系統工程∕測試評估組組長
8. 85-87 年 空總武獲室測試評估組組長
9. 87 年 10 月
第四Ｏ一聯隊第五大隊大隊長
10.89 年 03 月
空總情報署國情組組長
11.90 年 10 月
桃園基地指揮部參謀長
12.91 年 07 月
駐美軍協組空軍武官
13.93 年 08 月
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司令部準則處處長
14.94 年 09 月
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司令部參謀長
15.94 年 03 月
空軍作戰司令部副參謀長
16.94 年 08 月
第四Ｏ一聯隊副聯隊長
17.95 年 03 月
第四Ｏ一聯隊聯隊長
18.96 年 03 月
空軍作戰指揮部參謀長
19.97 年 05 月
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
20.98 年 06 月
空軍軍官學校校長
21.100 年 02 月
國防部整合評估室副主任
22.100 年 09 月
國家安全局參事
23.100 年 11 月
國家安全局駐美特派員
24.104 年 05 月
軍職退休，國家安全局駐美特派員
曾飛試 35 種機型，飛行時數超過 30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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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的早期診斷及預防治療
隨著世界的人口日益老化， 失智症也成了一個廣泛存在的
社會問題。
失智症是一個有關記憶喪失以及嚴重程度足以干擾日常生
活的其他智力問題的知障礙的長期疾病。它會影響老年人
的日常生活及造成家屬及社會的重大負擔。
大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失智是來自阿滋海默症。
阿滋海默症是一種大腦疾病，該疾病會導致記憶，思考和
行為問題。阿滋海默症是一種不正常的老化現象也不是精
神疾病
美國有超過 500 萬人患有阿滋海默症。隨著 65 歲以上的
美國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患阿滋海默症和其他失智症的
美國人數將每年增長。 受影響的不僅僅是阿滋海默症患
者。他們的照護者也會受到影響。照護阿滋海默症患者通
常非常困難，照護他們的許多家人或朋友最終會出現高度
的情緒緊張和憂鬱症。阿滋海默症會隨時間而惡化，最終
會導致死亡。
阿滋海默症的 10 個徵兆 (取自 www.Alz.org)
1. 影響日常生活的記憶力改變
2. 計劃事情或解決問題有困難
3. 在家中，工作場合，或是休閒活動中完成熟悉的工作有困難
4. 對時間或地點感到困惑
5. 對了解視覺影像和空間關係有困難
6. 說話或寫作的用字上出現新困難
7. 物件放錯地方且失去回頭尋找和重做的能力
8. 判斷力變差或減弱
9. 退出工作或是社交活動
10. 情緒和個性的改變
阿滋海默症的風險因素
預防阿滋海默症需要先認知它的危險因子
1. 年齡
2. 家族病史和基因
3. 頭部創傷
4. 心臟血管疾病
5. 糖尿病及前糖尿病
6. 不健康飲食
7. 過量飲酒
8. 抽煙
9. 肥胖
10. 社交危險因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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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滋海默症的早期診斷
- 輕度認知障礙:
- 早期診斷輕度認知障礙可延後或避免阿滋海默症的發生。
早期預防阿滋海默症
1 減少心血管致病危險因子:
2 保護頭部， 防止頭部受傷:
3 飲食調整:
4 維他命攝取:
5 適量運動：
6 保持腦活動力:
7 規律的社交生活:
8 充足睡眠:
9 生活壓力調整：
10 正確宗教信仰活動：
藥物治療：
a. 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目前證據不足支持這類藥物可能治療阿滋海默症。有一些研究
支持這類藥物可能降低阿滋海默症的風險。但是長期服用這類藥物會造成心血管，
消化道及腎臟副作用。
b. 銀杏萃取物：大規模的硏究無法證實其治療或是預防阿滋海默症的效果。
c. 膽鹼酯酶抑制劑可防止乙醯膽鹼分解，乙醯膽鹼是對記憶和學習非常重要的一種化
學信使。透過使乙醯膽鹼保持較高水準，這些藥物支援神經細胞間的神經傳遞。
三種膽鹼酯酶抑制劑為普通處方藥物：
a. Donepezil (Aricept)，已獲核准用於治療所有階段的阿滋海默症。
b. Rivastigmine (Exelon)，已獲核准用於治療輕微到中度阿滋海默症。
c. Galantamine (Razadyne)，已獲核准用於治療輕微到中度阿滋海默症。
d. Memantine (Namenda) 的作用是調節谷氨酸的活性，谷氨酸是一種與學習和記憶有
關的化學信使。該藥物已獲核准用於治療中度到嚴重阿滋海默症

簡介：
鄭新霖醫師目前就職於麻省總醫院神經內科。他也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神經內科助理
教授。 鄭醫師有完整的基礎科學及臨床醫學訓練。 他畢業於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他來美國攻讀及取得了密西根大學神經科學博士學位也完成了神經內科專科訓練。他
之後在著名的史隆凱特林癌症中心及康乃爾大學醫學院完成了次專科訓練。他在神經
退化及再生機轉的醫學研究上有卓越貢獻。他曾獲美國神經內科學會般贈卓越學者伍
爾夫獎。在臨床上,鄭醫師專精神經病變，神經痛及頭痛的治療。他的精湛醫術廣受病
人好評。鄭醫師目前在麻省總醫院任神經內科主治醫師。他也從事臨床及基礎醫學硏
究致力於開發神經病變及疼痛新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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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 王世輝
1961-1967 北師專附小
1967-1970 大安初中
1970-1973 建國高中
1973-1979 高雄醫學院牙醫學系
1979-1981 海軍陸戰隊少尉醫官
1982 六月 單鎗匹馬遠征美國波士頓
Tufts Dental School 的牙根
管治療研究所內出現第一位老中稀有動
物.
1984 牙根管治療研究所畢業，回鍋再唸
牙醫
1987 第三度自牙醫學院畢業
1987-1991 四處打游擊，糊口養家，為
了申請綠卡，任 憑勞力剝削，苦不堪言
1987-1996 Tufts 兼職助理教授，不但沒
有薪水，還得自掏腰包付停車費
1996- Present Harvard 兼職講師，享受
停車免費禮遇，桃李滿天下
1991- Present 自行創業，專職殺神經業務
1994 成立大波士頓華人牙醫協會，自封會長
1994-1995 勒星頓中文學校副校長
1995-1996 勒星頓中文學校校長
1994-1997 紐英崙中文青少年夏令營理事
1996-2004 新英格蘭台灣商會理事
2000-2004 新英格蘭台灣商會副會長
1997-1998 颱風協會會長
1999-2001, 2003-2005 紐英崙玉山科技協會理事
1999-present 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理事
2003-2008 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會長
2008-2010 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董事長
2001-2004 紐英崙中文學校協會會長，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理事
2001-2003 勒星頓中文學校家長代表
2003-2004 勒星頓中文學校九年級老師
2010-present 台灣學生聯合會諮詢老師
2004-2007 僑務促進委員
2007-present 僑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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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 周萬欽

Liberty Mutual 副總和國際保險部門總精算師。
產業保險協會,和美國精算師協會正精算師和產險核保師 (FCAS, MAAA, CPCU)。
曾服務於美國汽車協會，俄亥俄州保險署，和威斯康辛州 Heritage 保險公司，並歷任
產業保險協會課綱和考試委員會副主席。
專業領域包括保險定價、準備金核算、風險管理、模型建立、投資併購、精算人材培
訓和市場策略等。
周萬欽積極參與大波士頓社區服務, 現擔任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NEACP)會長,
NEACP/CEDC 董事和僑務促進委員。
曾任 2008 GBCCA 會長 ,GBCCA/ACAS 董事, 中文學校理事.董事。並曾積極參與 2011
Boston 建中校友會成立,2008 Walk for Sichuan Earthquake Relief 和 2007 慈濟波
士頓聯絡處會所工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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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持人：李小玉
Dr. Shiao-Yu Lee (李小玉), MD, FACOG, is
a board certified obstetrician and
gynecologist and an assistant clinical
professor of obstetrics,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is hospital affiliations are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and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Dr. Lee has vast clinical experience in women's health and numerous
consultations for gynecological surgery.

He is among the pioneers to

perform endoscopy surgery in his domain, such as operative hysteroscopy
and laparoscopy surgery under local anesthesia. He is one of the first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of Chinese descent in Boston, and remains
one of the few Mandarin speaking gynecologists in the city. Dr. Lee
received 'Partners in Excellence' award from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in December 2003 and 'Residents Appreciation’ from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in 2004 and 2014.
He was a membe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a global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onference in 2002 and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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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蔣宗壬
蔣宗壬博士為專協創會會員之一，歷任本會副會
長、大會召集人、會長。本會設立董事會後，蔣先
生為首任董事長，現任本會榮譽顧問，此一頭銜，
係本會為感謝蔣博士歷年來對本會的貢獻而特別設
立。
蔣博士自一九六七年遷居波士頓，即熱心服務僑
社。歷任大波士頓中華文化協會會長、董事、紐英
崙醫療中心董事、中國城及南灣區區議會共同議
長、玉山科技協會創會召集人、中華公所議員、美
洲銀行董事長、先鋒電子公司董事，現任華人經濟
發展協會董事長。
蔣博士對波士頓僑學界貢獻甚多，其中值得一提的
是端午節龍舟賽的創立。一九七六年蔣博士與兒童博物館的李斯麗女士合作申請美國
聯邦補助發揚中華文化而成立端午節龍舟比賽。費時一年多才得到聯邦經費，波士頓
首次端午節慶祝在七七年舉行。聯邦經費早已停止，但這發揚中華文化的活動仍然延
續下來。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家庭夏令營的再度舉辦。中國家庭夏令營由來已久，但中間
因人事關係停止。蔣博士認為這是很有意義的活動，於是找了幾個老營友，包括本會
董事陳志清先生，在寒冬冒著風雪找營地。蔣博士自己出資將營地租下，然後開始徵
請營友，終於將停辦了兩年的中國家庭夏令營恢復起來。當時蔣博士的孩子早已長
大，不再參加夏令營，但他卻冒著可能損失七千多元的風險為大家服務，出錢出力地
將夏令營恢復。
蔣博士熱愛祖國：他是波士頓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示威遊行領導人之一，也是為支援
大陸學運波士頓的發起人之一。蔣博士在他自己專業領域亦頗有名氣：美國土木工程
師協會的院士和終身會員、美國水資源協會和美國給水工程協會的終身會員。一九八
三年美國墾務局徵召他為六位專家代表團代表美國到中國大陸幫助審核二灘水電工程
大壩工程的設計與建造。中華民國也曾二度邀請蔣博士回國參與國家建設委員會。蔣
博士在波士頓除了任職工程師外，亦在東北大學成人教育及土木系研究院兼教職多
年，他著作頗多，除專業外，亦有政論短文、生活雜記等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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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張重華
張重 (註：應為千田八土) 華教授任教於波士頓塔
芙茲大學(Tufts University)電機電腦工程系，電
腦工程組主任。張教授 1973 年進入成功大學建築
系，1975 年轉工程科學系，1977 年畢業後服務於
阿扁故鄉，當少尉排長，訓練新兵，退伍後，憑著
大四品管課長 (全職) 的經驗，在板橋一家裁縫機
製造廠做了三個月的儲備品管課長，不知要儲備多
久，所以飛利浦 (Phillips Electronics) 一下聘
書，馬上跳槽。
那時臺灣經濟起飛，大學剛畢業，退伍，
一進飛利浦，薪水比父親教了三十年的書還高，我
的荷蘭老闆為了留住人才，隔一年幾乎加倍我的薪
水，真是好時光，公司要送我去歐洲受訓六個月，
但自己作了”錯誤”的決定：出國留學。
匆匆考托福，GRE，申請四家大學，蒙大拿州
立大學神速給我入學許可，一查蒙大拿和加拿大接界，久聞美國北部是人文薈萃，學風鼎盛，蒙大
拿北的不能再北，想必是好地方，不等另三個學校，一頭栽進蒙大拿，八月初，一出航廈，以為到
處是計程車，卻只看到一部黃色大巴士，從電影”兩小無猜”(Melody 1971)知道這是校車，但不
是接我的，挾著自以為很棒的英語問司機，他真好，專程送我去學校，週末，學校無人，在旅館住
了兩天，才搬宿舍；旋即花九百元，買了一部七千多西西 Olds Mobile 98，雖然四十臺幣換一美
元，仍然太便宜！到處都是文化震撼！在臺灣摩肩接踵，在此開車百哩，見無一人，八月底山上下
雪，開了五十哩去玩雪，這一下，到隔年六月初，又是另一震撼！
1981 年來美，先取得電腦碩士，1983 年轉唸電機博士 ，長男 1985 年出生，次男 1986 年來
了，於 1987 年取得費城督色爾大學 (Drexel University) 電機電腦博士，受聘於塔芙茲大學至
今。有三男一女，太太了不起，生了四個孩子，在美國唸了企管、經濟、電腦三個碩士。
張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電腦結構、平行處理、無線通訊協定、無線傳感器通訊網路、計算
機網絡、多媒體通信和 RFID 等。他曾獲得許多研究獎助，包括：微電子設計、Prototyping
Shop、Table Understanding、Semantics for Complex Table Recognition 及國防數據網（DDN）
的研究。他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贊助的無線網格計算計畫下，與雪城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波士
頓大學和東北大學共同研究網路的使用及合作等問題，最近，研究低功率無線感應網路，
6LoWPAN，水下無線感應網路設計、評估及其應用。
張教授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及學術專業研討，曾任臺灣青年團，英文名稱 Taiwan Youth Club
(FTSANE 新英格蘭地區臺灣同學會聯合會前身)的指導教授多年、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
(2000)、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會長(2010-2012)、董事長(2103-2014)，於 2005 年 10 月當選成
大傑出校友。現擔任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董事及新英格蘭臺灣同學會聯合會(FTSANE)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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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賀

蔣宗壬博士

榮任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
全體董事、理事及會員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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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宗旨

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的宗旨，是促進會員間科學知識與人文觀點的交
流、提升及運用，進而促使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及美國的學術、技術、科
學、和社會文化的交流。
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於一九七八年在波士頓成立。當初由曾經參加『國
家建設研討會』之學者專家組成，後為廣泛延攬人才，會員並不限於參加國
建會的人士，舉凡學有專精的學者、教授、專家及學生皆可入會。協會的二
百多名會員分布於紐英崙六州: Maine, Connecticut, Massachusetts, New
Hampshire, Rhode Island, Vermont。
本會為非營利性的社團。組織上設有董事會，幹事會及顧問團。董事會負責
遠程的規劃、活動方向的擬訂、並協助會務的推展。董事會設董事長一名、
榮譽董事三名及十一名董事。幹事會負責舉辦各項學術活動、服務會員、促
進會員及會友間的聯繫，進而促進知識與經驗的交流。幹事會設會長一名、
幹事八名分掌財務、文書等職。現任首席顧問蔣宗壬，現任董事長王世輝，
會長周萬欽。
本會為增進紐英崙地區華人專業人士彼此的認識、知識的交流、經驗的分
享，經常舉辦各項學術會議、研討會、演講及座談，邀請來自台灣、香港、
中國大陸、和美國各地的學者專家及成功的企業界人士。歷年來的會議主題
包括亞太文化與科技、電腦科技、生化科技、化學工程、環境保護、生物醫
學、經濟發展、民主政治、國事論談、社會福利、華人社區、文學藝術、求
學與就業、創業與投資等等。另外本會也配合國內的企業團體、『波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公營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人才延攬說明會，並
安排就業，提供創業機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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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組織
1979 ~ 1981
1983 ~ 1985
1987 ~ 1989
1991 ~ 1993
1995 ~ 1997
1999 ~ 2001
2003 ~ 2005
2007 ~ 2008
2010 ~ 2012
2014 ~ 2016

會長
鍾耀星先生
蔣宗壬博士
田元 博士
黃炳鏐博士
蕭蔚 博士
袁尚賢博士
王世輝醫生
王世輝醫生
張重華博士
周萬欽先生

董事長
1981 ~ 1983
1985 ~ 1987
1989 ~ 1991
1993 ~ 1995
1997 ~ 1999
2001 ~ 2003
2005 ~ 2007
2008 ~ 2010
2012 ~ 2014

蔣宗壬博士
蔣宗壬博士
居文 先生
馬憶華博士
李小玉醫生
譚嘉陵博士
李小玲女士
王世輝醫生

會長
潘盛頓先生
王申培博士
居文 先生
馬憶華博士
譚嘉陵博士
翁誌鍵先生
王世輝醫生
李小玲女士
游子揚博士

董事長
董事會成立
蔣宗壬博士
蔣宗壬博士
黃炳鏐博士
譚嘉陵博士
李小玉醫生
王世輝醫生
張重華博士

2015 董事會
董事長
王世輝
榮譽董事
陳志清 譚嘉陵 李小玉
董事
王子仁 袁尚賢 王申培 張松美 周萬欽 李小玲 趙育川
蔡明機 張重華 游子揚 陳玫菁
2015 幹事會
會長
周萬欽 2neacp@gmail.com
幹事
趙育川 謝開明 蘇信豪 黃俊義 魏瑀嫻 康麗雪 陳永登 彭淑敏
顧問團
首席顧問: 蔣宗壬
顧問
李西成 田元
吳昌寧 陳紹寬 李庚仁 居文
林雄生
陳家驊 蘇月梅 蕭乃彰 蕭蔚
蔡杰
古群生 童斐君
朱耀詮 戴正達 林坤德 滕永源 陳超群 李政欣
榮譽永久會員：馬英九 陳志清
永久會員：
譚嘉陵 陳家驊 張重華 張大元 張紱田 陳超群 陳玉
陳忻
蔣宗壬
朱耀銓 居文
丁孔皓 蕭蔚
劉惠敏 蕭乃彰 洪靜梅 郭裕美 李政欣
趙鍾英 黎美惠 林明輝 林宏亮 劉泰國 樂亦宏 馬憶華 王冠
簡月娥
阮啟中 丁迺迪 蔡明機 蔡杰
蔡高進 王子仁 王申培 王世輝 王志強
楊澍
應詩白 袁尚賢 張松美 周萬欽 李小玲 張翔
李欣
王嘉文
陳源清 戴正達 廖灝翔 游子揚 陳楷雯 蘇信豪 史美芳 吳志揚 張涵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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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菊子
李小玉
蘇月梅
吳文涵
馬滌凡
傅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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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網址
NEACP.COM
2016

活動預定計劃

2月

元宵節燈謎 (2 月)

袁尚賢博士

3月

健康醫療講座

徐千田醫師,戴正達醫師,
蕭莉莉醫師,王長寧博士

4月

文化藝術講座

5月

金融法律

5月

Newton Taiwan Day

7月

郊遊踏青 – 會員聯誼

8月

Museum of Fine Arts (MFA) Tour

9月

月亮裡有沒有嫦娥?

王贛駿教授

10 月

黑金與台灣政治

陳國霖教授

11 月

第三十九屆年會

12 月

波士頓華人移民史

華僑文教中心

Professors Wing-kai To,
Anthony W. Lee,
Peter Nien-chu K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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