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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王世輝

專協即將邁入第三十九個年頭，我是 1996 年受到會長蕭蔚的感召而加入終身會
員，表示永遠忠誠，並且從 2003 年起身體力行，除了擔任會長五年，接著留在董
事會繼續參與協會各項活動，從此我和專協結下不解之緣，不但有精神上的互動，
更有許多實質上的經驗。看著協會一直持續穩定發展，並且走出自己的風格，謹藉
由年刊一角，發紓一些個人的感想和回憶。
周萬欽會長因為工作調遷，擔任了一年的會長職務，去年年底由蔡明機博士接任。
萬欽一年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作事非常穩健細膩，思慮非常冷靜周詳。
他把“頂大學者學人論壇”起死回生，重新得到辦事處教育組的肯定和支持。他的
元宵節燈謎大會，把餐廳擠得水泄不通；他安排的年會嘉賓，從江宜樺、吳玲瑤、
田在勱到鄭新霖，個個言之有物，造成很大迴響。蔡明機和我是 2000 年在台灣商
會結識的老朋友，他雖然沉默寡言，行事低調，但是熱心公益，僑社活動不遺餘
力。他擔任過大波士頓台灣商會會長，紐英崙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成大校友會會
長，不但人脈充沛，而且經驗豐富。非常感謝倆位好朋友對協會無私的奉獻，和我
們之間深厚的友誼。
去年董事會積極修訂章程 (By-Laws)，由張重華教授負責草擬條文，董事會經過幾
次審慎的討論和修訂，終於在去年年底投票通過實施。周萬欽會長不但竭盡心力把
專協登記註冊，並且開始申請免稅帳號，接著由譚嘉陵榮譽董事接手進行，經過一
年多的努力，專協成為一個非營利 (non-profit) 的組織，可以享受免稅的開支和募
款捐贈。今年的九月十五日，董事會順利完成 改選 2017 年度董事，歡迎蕭蔚博士
和陳家驊博士加入董事會，他們的熱忱和經驗，將給專協帶來新氣象。認同和支持
專協的朋友們，誠摯邀請你們加入專協這個大家庭，幹事會是各位發揮所長的舞
台，更是廣結善緣、回饋社會的機會。要想多認識專協，我們的網站有許多活動報
導和照片，從這些資訊中，可以體會到本會努力的方向和活力。網站上還有許多內
容豐富、獨具一格的年刊，它提供更廣泛、更深入的回顧，鑑往知來，具體展現出
專協的遠景和目標。
謝謝臨危受命的蔡明機會長，謝謝全力以赴的幹事們。董事會接待了丁守中委員和
龍應台教授，開啟了新視野、新格局。專協的三十九年，值得回憶、讚譽、勉勵和
奮進，更是經驗累積，百尺竿頭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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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蔡明機

去年中華專協在周萬欽和王世輝的領導下， 辦得有聲有色。正在慶幸專協有人接
棒時，突然收到震撼的消息：周會長榮調紐約請辭。不過，專協人才濟濟，也不是
太大的問題。就在一次惜別會上，我因參加樂團晚到，竟意外被拱上這個“寶
座”。
既然大家要我出力，就把它當作義工。這一年來，我們辦了一些例行活動。二月有
元宵燈謎餐會，在彭淑敏的主導下，有多社團共襄盛舉。我們的袁才子尚賢猜謎算
是重頭戲。電影放映“老鷹想飛”，是一群年輕的幹部秉著滿腔愛台環保的熱血，
在康麗雪的領導下，以很短的時間，召集了數百觀眾，坐滿了 Tufts Medical School
Sackler Auditorium。春天有三場學人講座。專協的魏瑀嫻，蘇信豪教授配合辦事處
的黃薳玉組長，邀請台灣來的頂大學人，從醫學，科技，文學，藝術，有黃柏榮醫
師，王申培教授，管軍毅，劉巧楣教授，黃銀山教授，郭秀鈴教授，葉浩教授，林
福仁教授，都有精闢的專題演講。台灣派精英來此地研習，學有專長。我們也借此
機會，分享他們的心得，並和台灣有一個接觸的機會。五月有文化之旅，我們的譚
嘉陵榮譽董事和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有優惠的待遇和響導安排，為我們作了以宋朝文
藝為主的專題展覽。牛頓市的台灣日在彭淑敏的領導下，連家屬如楊燿欽，史美
芳，鄭玲真等都出動。六月有電影欣賞“沖天”。我們王董事長竭盡全力爭取到波
士頓的放映點。我們也承蒙本地近乎十個僑團攜手合辦，在 Microsoft Center 有約
兩百人參加。我們也和玉山協會協辦演講會，如 Dr. Helen Chen 談“Life after 100
years”, 王榮德教授談“我的學與思”。並和新英格蘭大波士頓台灣商會在僑教
中心協辦波士頓地區海外台語（閩南語）教師研習會 。

今年的年會主題是“科技，文學，過去，未來”。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四位傑出的講
員。哈佛大學孔祥重教授要講”資訊科學正熱，但多年後還會是好的就業領域
嗎？”MIT 的鄭洪教授要講他剛在 MIT 出版的“南京從不哭泣”。哈佛費正清中
國研究中心的宋怡明教授要講”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我們亦從台灣請來了
夏祖焯教授講“藍田，滄海，春蠶－文學與電影中的感情“。擁有密西根州立大學
工程博士學位的夏教授，在台灣成功大學文學院開課，場場爆滿。相信我們專協社
區將從他們的寶貴智慧和經驗獲益良多。
在此由衷感謝此地僑社的互動和支持，專協全體執行委員和董事會的支持和協助。
使得我的工作壓力減輕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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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學正熱，但多年後還會是好的就業領域嗎？
Computer Science is Hot. Will It Still be a Good Area of Study Many
Years from Now?

孔祥重教授
As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you may wonder what would be the "best" fields for
your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to enter. A hot field these days is computer science,
which studies intelligent software for big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For example, with
deep learning, Google's computer programs have recently defeated a professional 9 dan
GO player. It seems that all fields ranging from biology and material to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hiring computer scientists as fast as they can. Is this enthusiasm a
passing fad or a lasting phenomenon (at least long enough for your children)? It is a hard
question to answer, especially if we notice the fact that computer science was hot at
least twice before in the just past thirty years. In this presentation I will share some
personal insights on this matter.

作為父母或祖父母的你們可能會問，哪個領域才是子女或孫子女該選擇的「最好」
領域。這些日子以來的一個熱門領域就是資訊科學，特別是研究大數據和機器學習
的智慧軟體。例如，Google 運用深度學習的圍棋程式，最近擊敗了專業的 9 段棋
手。此外，無論是生物學和材料學，商業和社會學等各個領域，似乎都會儘快聘用
資訊科學人才。這個熱潮究竟是曇花一現，還是能夠繼續維持熱度（至少持續到孩
子就業）？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特別是就我們看到的事實裡，資訊科學在過
去三十年已經熱門過至少兩次了。在這次演講中，我將分享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個
人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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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Kung is William H. Gates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 is interested in computing, networking, communications and
sensing, with a current focus on machine learning,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He has been a consultant to major companies in these areas. Prior to
joining Harvard in 1992, he taught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for 19 years after
receiving his Ph.D. there. Professor Kung is well-known for his pioneering work on
systolic arrays in parallel processing, network protocols for mobile computing, and
optimistic concurrency control in database systems. His academic honors include
elected member in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elected 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nd the ACM SIGOPS 2015 Hall of Fame Award (with John Robinson)
that recognizes the most influential Operating Systems papers that were published at
least ten years in the past. Professor Kung received his BS degree from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Hsinchu,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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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Never Cries: A Novel
鄭洪教授,Hung Cheng (Hong Zheng)
Set in the city of Nanjing during the tim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 – 1945), this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four people caught up in the violence and tumult of these years:
John Winthrop and his MIT classmate, the brilliant Chinese physicist Calvin Ren (Ren
Kewen); Judy, Calvin's Chinese-American wife; and the beautiful and determined young
woman Chen May. John and Calvin take up positions at Nanjing'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nd collaborate on a top-secret project to design and build warplanes to
enable the Chinese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Japanese bombers. Meanwhile, John
enjoys his new life in Nanjing. He helps the lovely May with her English, falling a little in
love with her; he shops for antiques; meets with Chiang Kai-Shek and Madame Chiang;
and once attends an evening's entertainment at one of Nanjing's notorious Wine
Houses.
But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 there is no safe place in the city.
The Japanese murder, torture, and rape indiscriminately. (The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were described by the historian Iris Chang as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May sees her
own family killed; John works in a shelter for women and children; Calvin's family flees
the city while Calvin, weakened by overwork, stays behind to work on the warplane
project. Each tries to survive against the odds.
May vows to hunt down the soldier who murders her father.
When the war is over, she finds him sweeping Nanjing streets as a war prisoner. The
story then ends with the force of an explosion.
Vivid and disturbing, Nanjing Never Cries offers a compelling story of the horror of war
and the power of love and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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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 Cheng is a professor of Applied Mathematics in the theoretical physics group of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He received the B.Sc and the Ph.D. degrees from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1959 and 61. He had post-doctorate research appointments at Caltech,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before joining the MIT faculty in applied mathematics
in 1965. In 1978, Professor Cheng was elected Member of Taiwan's Academia Sinica.
He has also served as the Chairman of the Applied Mathematics Committee at the MIT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e is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Studi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He is cited in the reference book American Men and Women of Science.
His recent research interests have been directed to the mathematical physics of dark
matter and dark energy.
Shiao-Yu Lee 李小玉
I am deeply honored to moderate Professor Hong Cheng’s session. This distinguished
theoretical physicist, not only courageously stood up against the distortion of Sino-Japanese
war history at an MIT seminar, but also spent all of his free time in the past decade creating a
novel, ‘Nanjing Never Crie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at city’s massacre. The stories are
intriguing. The observations are acute. The history is compelling and the English
writing impeccable (the Chinese version will follow.) To say that I am overwhelmed by the book
is not an overstatement.
My birthplace is Zhenjiang, halfway between Changzhou (P.xviii in the book) and Nanjing.
Despite the atrocities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it was not possible for my future mother’s large
family to uproot. One day, a ruthless Japanese soldier, with a rifle and bayonet, charged into
their house where only she and her elder sister were present. His evil intention toward them
was apparent. When he approached my mother, my aunt jumped forward and shielded her.
She cried that my mother was a maiden, and because she was married, my aunt would sacrifice
herself.
At this critical juncture, a bugle alarm sounded. The soldier turned and ran.
For what almost happened, the violation and shame could have been worse than death (p.xxi.)
And I, for sure, would not be among you today. It is stories like this that Dr. Cheng has brought
to light, so we can celebrate these courageous and selfless acts.
(The author is a graduate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 Harvard gynecologist and an honorary
trustee of NE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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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War Island: Jinmen on the Frontline
宋怡明教授 Michael Szonyi
For decades after 1949, the small island of Jinmen, also known as Quemoy,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 both flashpoint and front-line of the unfinished Chinese civil war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It was a place where everyday life was profoundly shaped by
global geopolitics. Jinmen became one of the most highly militarized societies in world
history, in ways that were both tragic and comic. The story of Jinmen offers a powerful
message about the impact of militarization on human society.

Michael Szonyi is Director of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 is most interested in the local history of
southeastern China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 and in using the history of
ordinary people to challenge conventional historical narratives. He is the author of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d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and editor of the forthcoming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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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田、滄海、春蠶─文學與電影中的感情
夏祖焯教授(夏烈,Frederick Hsia, Ph.D., P.E., G.E.)
文學之美在於其悲劇性、浪漫性與叛逆性 ─ 夏烈。
「這樹林美麗、幽黑而深遽，但是我已承諾趕赴其他約會，睡前還有很多哩的路要
趕，睡前還有很多哩的路要趕。」
─ Robert Frost 佛洛斯特：「雪夜停林畔」
尼采曾云：『人看生命如此深，亦看痛苦如此深。』在文學的河流中，感性一定重於
理性、知性；悲劇比喜劇及敘事劇的文學性及藝術性高。羅素曾云；『有三種強烈的
感情支配我的一生，那就是：對知識的追求，對愛情的渴望，以及對受苦受難人們的
同情。』夏教授強調文學及電影中的感情不只是愛情，也有友情、親情、人與動物之
間、甚至與敵人之間都有感情存在。他將舉一些.歐美小説、詩、以及改編為電影的日
本小說為例，做深入淺出的述說。

夏祖焯教授 筆名夏烈，台北國語實小，建國中學及台南成功大學工學院畢業，美國密
西根(州立)大學工程博士。在美曾任橋樑工程師，物理研究工程師，大地工程專案經
理，美國聯邦政府特殊重點計劃經理等職。亦曾任台灣國道高速公路局外籍顧問。
1999 返國任教，任教於新竹清華大學及台南成功大學，為五年五百億菁英計劃聘任。
教授近代歐美文學、近代日本文學、現代中文小說及散文、科技社會與人文、文學與
電影等課程，為我國唯一工程博士出任文學教授之職。夏祖焯現並任台北建中文教基
金會董事、台北建中校友會常務理事、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美國中華聯誼會監
事等職。長篇小說『夏獵』(純文學，九歌，北京人民文學) 1994 年獲台灣最高之
『國家文藝獎』。2006 年獲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之「科技與人文獎」
。除工程論文
外，文學著作如下：
12

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第三十九屆年會

2016 年 10 月 29 日

th

NEACP 39 Annual Conference

 中短篇小說「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又名「白門再見」：純文學，九歌)
 散文集「流光逝川」 (爾雅)
 大學教科書及參考書「近代外國文學思潮」(聯合文學)
 長篇小說「夏獵」(純文學，九歌，北京人民文學)
 論述文集「建中生這樣說 ─ 給高中生的二十堂人生要課」(聯合文學)
 中短篇小說及散文合集「城南少年游」(北京人民文學)
 論述文集「夏烈教授給高中生的 19 場講座」(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論述文集「大學的陽光與森林」(五南出版文化有限公司)
 論述文集「給大學生的十五封信」(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已簽約

我認識的夏祖焯教授

(李小玉:本會榮譽董事)
我從臺北國語實小五年級開始，就知道高我一屆的學長中，有個鼎鼎大名的學
生夏祖焯。品學兼優。擔任過全市兒童節大會主席。後來他又領先考進我們男
生嚮往的建國中學。更令我們佩服不已。
我参加大學聯考以後，放榜以前，回到建中玩。在籃球場上，見到夏祖焯。他
問我填的是那些志願？我說醫學系。他說：醫學系是他最後的志願。我當時很
驚愕他的狂放。
後來證明他的率直是一個多麼難能可貴的優點。有高度智慧的人，大多思前恐
後，模擬兩可。洋諺說：嘴巴兩邊講出來的話都不一樣。但是他總是說心裏的
話，沒有掩飾。他在给中學生和大學生談話系列叢書裏，也是實話實說。不是
陳腔老調的八股。應該是大受歡迎的原因之一。所以雖然我們的觀點不可能完
全雷同，承蒙他看得起，讓我為他的出版背書。我非常高興。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拿得起，放得下。夏兄在得了工程博士學位，做了一個優秀
的工程師以後，毅然放下一切成就，追尋他對文學的興趣和愛好。而後大放異
彩，成為暢銷得獎的作家，最受歡迎的大學文學教授之一。 上他的課，還不容
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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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 王世輝
1961 – 1967
1967 – 1970
1970 – 1973
1973 – 1979
1979 – 1981
1982 六月

北師專附小
大安初中
建國高中
高雄醫學院牙醫學系
海軍陸戰隊少尉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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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明機
已退休的蔡明機博士在 2003 年創辦 Wiscom Inc. 作
微波科技顧問公司。他將 20 多年在微波，光通信科
技的經驗，提供給顧客服務。在這之前，他是
Sycamore Networks 的顧問工程師，負責光通信網路
高速電路，並曾帶領團隊建造雙向長途智慧光通信
網路運輸系統。他曾在 Advanced Telecom Inc. 當微
波收發器的經理。在 Whistler Corporation 當民用雷
達微波經理。之前，他在 Raytheon Company 作了將
近十年。從高級工程師，主工程師，分部主管，做
微波主動零組件，單晶微波積體電路，小型系統
等。第一個工作是在 Sage Laboratories 跟隨微波泰
斗 Ted Saad，作太空和軍事用的微波零件器材。
蔡博士台灣嘉義出生。成功大學物理系畢業，威斯康辛大學電機博士。他六歲開始練小提
琴， 高中時曾拿過台灣全省音樂比賽小提琴第一名。曾經拜師李淑德，Eric Rosenblith，
等.
蔡博士近年在波士頓僑區熱心服務。曾經當過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會長，新英格蘭成功
大學校友會會長，新英格蘭大波士頓台灣商會會長。業餘參加交響樂團，如 Symphony
Promusica, Sounds of Stow Orchestra, North Shor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Harvard Musical
Association Reading Orchestra 等。並曾和鋼琴家 Ernest Goldman, Esther Yau, Thorkil
Kjems，蔡采秀，等有多場演奏會，錄 CD。2006 年曾和 Sounds of Stow Orchestra 獨奏
“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甚獲好評。
因為蔡博士學過物理，他想過這個世界有多大：地球有七十億像他一樣的人，地球是太陽
系的一個行星。銀河星系有大約一千億個類似太陽的恆星，宇宙有大約一千億個類似銀河
的星系。所以他覺得，這個世界大到幾乎是無窮大。他也想過我們來到這個世界的機會有
多小： 他的祖父要找到他的祖母，他的父親要找到他的母親，這些機會不曉得是幾千億
分之一。但這並不保証會有他。因為每個男人有大約五千億個精子。這些精子裏，只有一
顆會是他，其他四千九百多億個機會都可能是他的兄弟姐妹而不是他。所以他覺得，我們
來到這個世界的機會小到幾乎是零。
如果這樣想的話，那就太奧妙了。我們能在此地相見，認識，實在太寶貴，太奇妙。我們
無法解釋，只好信靠宗教。佛教說這是“緣”。基督教說這是“奇異恩典”。可惜生命太
短暫，不注意之間，一下子就過去了。他願在此和大家共同珍惜，共同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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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申培
王申培（海山）教授，中國山東人，母親
四川人。上海出生，台灣長大。畢業於台灣省
新竹中學，交大電子工程學士，台大電機工程
碩士，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資訊與電腦科學碩
士，奧立崗州立大學電腦哲學博士。
王博士為美國東北大學電腦學院終身聘正
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研究顧問,在哈佛大學兼
授電腦課程。曾任職於貝爾電話公司、GTE 電
話公司，王安電腦公司、加拿大 Calgary 大學
iCORE (Informatics Circle of Research Excellence)

客座教授﹐德國馬德堡大學傑出客座教授。榮
膺廈門大學、四川大學等校榮譽顧問教授。兼
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資訊電腦學院紫江講座教
授、西安交大、重慶大學、同濟大學及臺灣科
技大學訪問講座教授 。
王教授為 IAPR, ISIBM 和 WASE 之學會院士 Fellow，及“國際模式識別及人
工智慧學刊”和“機器視覺及人工智慧叢書”創辦人及總主編。出版專書二十六冊
以及學術論文二百餘篇，並穫得美國及歐洲發明專利三件。王教授是在香港舉行的
第十八屆國際模 大會之共同主席。王教授榮獲 IEEE 及 ISIBM 傑出貢獻成就獎。
除專業著作外,王教授業餘並喜歡寫作。發表過百餘篇散文、詩篇、包括“遊
耶路撒冷踏尋耶穌基督的蹤跡”、“親愛的貝多芬”、“媽媽我愛妳”、“踏尋孔
聖曲阜行”、“廣島與原子彈”、“十字架與中國字的奧秘”等和小說《臧大
款》、《3D 圍棋王》等及音樂詩作感想，包括 杜甫、李白、白居易 等之詩，黃
自、黃友棣、屈文中、趙元任之歌曲, 及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布拉姆斯、華
格納、柴可夫斯基之 交響樂以及維爾弟、普契尼和比才之歌劇等。榮穫北美華文
作家協會之散文比賽獎、美國詩人協會比賽『編輯獎』、聯合文學『長榮環宇文學
獎』、僑委會華文著作獎、北美四川同鄉會舉辦之徵文比賽獎，世界日報『母親節
徵文比賽』獎﹑『孟郊』獎﹐及 散文集《劍橋狂想曲》（文史哲出版）和《哈佛
冥想曲》（健行出版社）。其文章被北京中國作家協會選入【美國華文作家作品百
人集】。 任 MIT 劍橋合唱團、BEHC 和 NACA 男高音。曾任台大合唱團及波士頓
附近合唱團及教會詩班團員，王安公司合唱團創辦人。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ozar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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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小玉
Dr. Shiao-Yu Lee (李小玉), MD, FACOG, is a board
certified obstetrician and gynecologist and a retired
faculty member of obstetrics,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is
hospital affiliatio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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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summer of 2013, the website Healthtap named him a
top gynecologist in Massachusetts.
He was a membe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a global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onference in 2002 and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in 2007.
*****************************************************************************

音樂劇電影《52Hz, I Love You》
睽違已久，魏德聖最新作品《52Hz, I Love You》──波士頓
搶先上映！
走過《賽德克巴萊》和《KANO》的沉重歷史，魏德聖這次拍
出了台灣首部音樂劇電影《52Hz, I Love You》，大膽起用
新面孔與原創樂曲，詮釋台北的都會愛情故事。滿溢著甜蜜
幸福，不僅讓人重溫《海角七號》的感動，在動人的音樂旋
律中，找回愛的勇氣與美好。
《52Hz, I Love You》即將在北美 40 多個城市聯合巡迴播
映，演員和導演也將隨團與各城市的台灣鄉親見面。魏德聖
期待透過電影、音樂、演員的交流，讓更多人看見現代化的
台北樣貌、和人們生活其中的感受。
波士頓將於 11/4 及 11/20 搶先放映
11/4 （星期五）下午 7:00 在 Boston College RSVP
http://52hzboston.eventbrite.com
11/20（星期日）下午 5:00 在 MIT，魏德聖導演並將在 MIT 與
觀眾座談. http://52hzluvboston.eventbrite.com
Questions, contact Yafen at 617 528 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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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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蔡明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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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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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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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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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輝醫生

2016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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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松美 周萬欽 李小玲 趙育川 蔡明機 張重華 游子揚
陳玫菁 蕭蔚
陳家驊
2016 – 2017 幹事會
會長
蔡明機
幹事
王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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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紹寬 李庚仁 林雄生 蘇月梅 蕭乃彰 蔡杰
朱耀詮 戴正達 林坤德 滕永源 陳超群 李政欣 王申培 袁尚賢
劉惠敏
榮譽永久會員：馬英九 陳志清
永久會員：
張大元 張紱田 張涵捷 張重華 張翔
張松美 張耀熙 陳超群 陳忻
陳楷雯
陳玉
陳明皓 陳家驊 陳源清 史美芳 蔣宗壬 裘錦澐 周菊子 周萬欽 居文
戴正達 丁孔皓 丁迺迪 傅芬妮 劉惠敏 蕭乃彰 蕭蔚
黃俊義 黃柏榮 洪靜梅
簡月娥 康麗雪 康雅雰 郭裕美 趙鐘英 李政欣 李小玲 李小玉 李欣
黎美惠
梁碧華 廖灝翔 林宏亮 林明輝 劉泰國 樂亦宏 馬滌凡 馬憶華 阮啟中 彭淑敏
蘇月梅 蘇信豪 譚嘉陵 蔡杰
蔡明機 蔡高進 王志強 王冠
王申培 王子仁
王世輝 王嘉文 吳志揚 吳文涵 楊澍
應詩白 游子揚 袁尚賢 朱耀銓 潘樹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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