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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PS 歷史沿革 - 

      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四十五周年光輝史紀 
(本光輝史紀1975至1986年部分由龔選舞編寫，1987至2009年部分由 林友直        

增編，2010至2019年部分由編輯委員會增編。) 

                                                                                                  

二Ｏ二Ｏ年十月 
                                                       編輯委員: 鍾炳采 

 

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成立迄今已四十五周年，歷經各負責人及會員本著立會宗旨，

胼守胝足，辛勤耕耘，本會之組織已相當完善，規模亦日趨宏大，並先後成立了分

會，在海外社團歷史上有輝煌與燦爛之ㄧ頁。值此本會成立四十五週年之際，謹以

此文回顧本會之歷史及發展，與會員共勉，以精益求精，更進一步。 

 

本會成立之目的在促進學術上之研究及文化上之發展，砥礪學行，敦睦友誼，其要

旨有三： 

(一) 促進會員在學術及專業方面之活動、合作及聯誼。(二) 鼓勵會員間交流，加

強及應用其技術專長，以期增進科學知識與人生意義。(三) 促進在美華人與其他種

族及他處華人社會間之瞭解與聯繫。四十四年來，會眾遵此推行會務，所有職務均

由熱心人士於公餘之暇義務擔任，期間並蒙各界人士支援協助，使本會得以壯大成

長。目前本會組織上有董事會作政策上之決定，並負責選舉會長、董事事宜；由理

事會執行會務；有會員五百餘人，均為學術界、專業人士，多分布於各大學及企業

界研究發展部門。 

 

一九七四年 ~ 一九七五年： 

自一九七二年以來，中華民國每年均舉行國家建設研究會，召集國內外學者專家對

國家建設各類事務提出建議，作為政府決策之參考。大紐約地區之國建會成員在返

美後，深感有組織國建聯誼會之必要，一方面可加強與會者之聯繫，促進學術科技

交流，另一方面可藉此作橋樑，為政府建言以學術報國，保持長期性、持續性的       

功能。 

 

基於"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的民族思維與同胞愛,在美東地區的海外華人於一九 七

四年五月在紐澤西決心成立一個以華人為中心的學術團體，而發起成立了籌備委 員

會，公推李宗正為召集人，林國本、黃世璋、熊玠、姜孟餘等為副召集人。在籌 備會

的號召與努力下，獲得美東各地華人學者的共鳴，热烈響應加入。於一九七五 年十一

月在紐约市紅樓餐廳成立「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並投票選出李宗正為首 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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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成立了三個學術研討委員會: 財稅與貿易、科技與工業、文化與教育。 理事會並

通過每年召開年會一次，學術研討會一次或数次。並決定本會全體負責人 皆為義務奉

獻，依章程輪流服務。  

 

一九七六年 ~ 一九七七年：  

本會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日，在紐约希爾頓大飯店舉辦首次年會與學術研討會。 

邀請了中華民國經濟部孫運璿部長與救國團李煥主任為大會貴賓，並在有六百餘人 

出席的晚宴中向大會作專題演講，除了介紹國家経濟起飛，工業創新之外，並呼籲

學人返國發展高科技工業。第二屆理事會成員由選舉產生十二位理事，於一九七七 

年四月接任一年，由李宗正擔任理事長。會務則由林國本會長及童世綱副會長推

動。 至該年八月，林會長因工作關係無法再擔任會長，而選出崔岦為會長，谷家泰

為副 會長。第二屆年會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於聖若望大學舉行，出版年會刊

物並 致贈成就獎給薛光前、雷震遠、童世綱、余南庚。 

 

 一九七八年：  

本年度在會務組織上有重大改變：理事會改用董事會的名稱，功能是政策性之決定， 

由李宗正任主席，而會務執行則由理事會負責。是年會長由錢煦榮任，副會長由陳 大

威榮任。第三屆年會於十二月十六日在比特摩旅館，出版了中文年刊，並頒特別 榮譽

獎給李煥、王惕吾、梁敬錞及林同棪。  

 

一九七九年 ~ 一九八一年： 

第四任會長由嚴雋森獲選，董事會主席〈董事長〉由錢煦榮任。一九八 O 年，第五

任會長由嚴雋森連任，董事長由錢煦連任。年會於十月十一至十三於比特摩旅館舉

行。一九八一年, 第六任會長由曾燕山榮任，副會長為周肇基、李慶華。董事長由

錢煦連任。年會於十一月十四、十五日於史特摩旅館舉行，討論內容有中美關係、

美國經濟、西洋畫及資訊科學與技術等。年會出席人數已達數百，此後每年年會均

有數百人出席。 

 

ㄧ九八二年：  

本屆會長由全泰勳榮任，副會長由朱榮慶、傅萍榮任。是年會員已達四百。董事會 

由錢煦任董事長。該年度之活動包括許多次座談會及研討會。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一 

日於史特勒旅館舉行第七屆年會，並由陳琅予主編厚達兩百三十頁的年刊，是屆年 

會討論內容以電腦、資訊、環境衛生科學為主。  

 

ㄧ九八三年： 

第八屆會長由虞華年榮任，副會長為劉兆寧。董事長為錢煦，該屆年會於十一月

四、五日在潘達旅館舉行，分個人電腦、文藝、教育及畫展四個項目舉行。晚宴中

致贈學術成就獎給厲鼎毅、余英時；服務獎給傅萍、熊玠、崔岦及全泰勳。 

 

 



 

 

ㄧ九八四年： 

第九屆會長由虞華年連任，副會長為劉兆寧、呂仲濂、粟慶雄。董事長仍由錢煦擔

任。由於多年來本會在多位負責人領導下，已ㄧ切進入軌道，故明訂董事任期之時

機已成熟，乃修改會章，明訂董事任期為三年，每年更換三分之ㄧ董事，即十五位

董事中，每年改選五位。是年有五位董事自願於八三底任滿退職，新規定乃於八四

年開始實施至今。為提供會員間溝通之園地及報導會務，是年決定正式出版通訊。

第一期八版的中文鉛印「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通訊」由粟慶雄、陳琅予主編，於八

四年九月十五日出版。這份通訊一直出版至今，頗具學術水準，並保持了最完整的

本會活動及成長之紀錄。本年度七月第一屆北美華人學術研討會於洛杉磯舉行。本

會參與了籌備工作，並有多位代表出席。本屆年會於十一月十七日在潘達旅館舉

行，內容有遺傳工程、管理技術、食品科學、經濟等，晚宴時致贈成就獎給丁肇

中、服務獎給朱榮慶、高雙英、呂芳烈、粟慶雄。年刊包括了所有講員之論文摘

要。自此，本會每屆年會之年刊均登載論文摘要。 

 

ㄧ九八五年： 

第十屆會長由呂仲濂榮任，副會長由黃威、陳匡齊、呂芳烈榮任。董事長則由虞華

年榮任。通訊主編為陳琅予、程士齡。本屆董理事會繼續提供各項服務與貢獻，並

開始與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於年中和辦座談會。是屆年會於十一月九、十日於潘達

旅館舉行，並出版十週年紀念專刊，共三百餘頁，由陳匡齊主編。研討會計有華人

從政、高等教育、科技、創業及投資等。晚宴中致贈學術成就獎給錢煦，服務獎給

陳琅予、黃威。 

 

ㄧ九八六年： 

第十一屆會長由黃威榮任，副會長為陳慶，陳淑蘋、陳匡齊、鄭向元，董事長由虞

華年連任。通訊主編為林友直。本屆工作人員舉行了數次專題研討會，與工程師學

會合辦法律座談會。亦為留學生舉行了兩次就業座談會。年會於九月二十七、二十

八日於潘達旅館舉行，研討主題則擴大為十二組計有生物醫學、中國藝術、中國文

學、經濟〈二組〉、高科技發展與創業、修身齊家、政治、超大型積體電路、教育、

都市發展及電腦與通訊等，共有五十多位專家學家發表論文。晚宴中，費景漢榮獲

學術成就獎，鄭向元、劉兆寧、呂仲濂榮獲服務獎。 

 

ㄧ九八七年： 

第十二屆會長由劉兆寧榮任，副會長為李慶珠、林汶、林友直。董事長由虞華年榮

任。通訊主編由林友直連任。本屆之活動有數次專題演講會，與工程師學會合辦座

談會，與全美學聯亦合辦了ㄧ次座談會。是年第二屆北美華人學術研討會於休士頓

舉行，本會亦參與籌備並派代表出席。該年亦出版了最新會員通訊錄。年會首次提

前至春季舉行，於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在維士達旅館舉行，共有十二組研討會包

括文、教、經濟、科技、政治等項目。晚宴中致贈朱經武學術成就獎，李慶珠、        

林友直、祖乃元榮獲服務獎。 

 



 

 

ㄧ九八八年： 

本屆會長由林友直擔任，副會長為呂芳烈、虞孝成、柳鍾坦。董事長由黃威擔任。

通訊主編為廖香生。本屆會務除了舉辦數次學術演講會及與工程師學會合辦「新聞

與歷史」座談會外，並正式成立了紐約上州奧本尼分會及賓州匹茲堡分會。奧本尼

分會於九月十七日舉行成立大會，由蕭亮楨、涂肇慶分任會長及副會長。匹茲堡分

會於十一月六日舉行成立大會，由鄧祖慶擔任分會會長。分會成立時均舉辦了學術

研討會，出席人數均近百人。本屆年會於五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於維士達旅館舉

行，共有十五組學術研討會。晚宴中，陳榮捷獲贈學術成就獎，毛高文、郭南宏、

林昭亮、章雨亭獲贈成就獎；虞華年，林宗儒，虞孝成獲贈服務獎。 會後之餘興節

目由柳鍾坦負責，請到了小提琴家林昭亮及多位成名音樂家演唱，使得本會年會餘

興節目提高至最高水準。 

 

一九八九年： 

第十四屆會長由陳慶榮任, 副會長為安仲明、何瑜笙、柳鍾坦、蔡明曉。董事長黃

威繼任，通訊主編為謝欣能。奧本尼分會長為蕭亮楨，副會長為涂肇慶；匹茲堡分

會長為鄧祖慶。本屆之活動有數次專題研討會及為中華民國製藥訪問團舉行座談會

及年會。奧本尼及匹茲堡分會亦分別舉行大型研討會，各有數百人出席。年會於五

月二十、二十一日在維士達旅館舉行，有十二組研討會，會中趙趯東、夏漢民、方

復獲贈成就獎，李維激獲贈服務獎，高雙英獲贈社區服務獎。本年六月四日天安門

事件，震撼了全世界，本會同仁費心費力與全美國八十餘學術團體連絡、募款，終

能於世界日報及紐約時報刊登巨幅廣告，嚴厲譴責中共屠殺學生。 學術界的研討、

借鏡與交流以及每年研討成果與紀錄都有存留的歷史價值，有的州立歷史學會及大

學圖書館已開始來函索取資料。為此陳慶會長推動了向外伸展計畫，將本會各種出

版物分寄美國數大州立歷史學會，數十所東方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及香港的大圖書

館，以求擴大貢獻、永垂青史。 

 

一九九Ｏ年： 

本屆會長由安仲明榮任，副會長為焦國安、黃維達、吳家榮、徐學儉。奧本尼分會

長為黃琦，匹茲堡分會長為鄧祖慶。董事長為黃威，通訊主編為葛樹人。本年度之

工作重點為舉辦第三屆北美華人學術研討會，於七月四日至六日在曼哈頓中城喜來

登旅館舉行。該項研討會之籌備會由劉兆寧擔任主席，協調委員會由安仲明擔任主

席。時值本會成立十五週年，籌辦此項特大型學術會議，廣邀海內外專學者與會，

具有特殊意義。為此本會動員兩 百人配合，不眠不休，終有一千兩百人出席、九大

組及卅五小組研討會，以及五項座談會，一百八十位專家提出論文的超大型學術會

議，辦得極為出色。並出版厚達六百餘頁的論文摘要。由於第三屆北美華人學術研

討會於紐約市舉行，本會第十五屆年會乃改在紐約州首府奧本尼的希爾頓酒店舉

行，由奧本尼分會同仁主辦，共有三百餘人出席。本屆年會極為成功，充分地顯示

出奧本尼分會辦活動能力之極高水準。年會之主題為  「躍向未來」，除了學術研討

會外，並有晚宴及名勝之參觀遊覽。晚宴中許倬雲、虞華年獲贈成就獎，焦國安、

許王美文、黃維遠、巫陶勁恆、吳家榮獲服務獎。 另外本會亦首次頒贈學生服務



 

 

獎，由官正明、李慧珍及丁健祥獲得。本年度舉辦了多項學術研討會，其中一項為

「電信研討會」。該研討會於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在國內舉行，由吳家榮副會長舉辦，

首開本會與國內學術界在國內舉行研討會之先河，亦為飲水思源、回饋祖國之          

實例。 

 

一九九一年： 

本屆會長由吳家榮擔任，副會長為張一飛、焦國安、黃維遠、岳鋼。奧本尼分會長

為沈鐸，匹茲堡分會為鄧祖慶。通訊主編為林寔弘。董事長為陳慶。該年之主要活

動有於五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在中城喜來登旅館舉行之第十六屆年會，共有十二

組研討會，數百人出席。會中孫震、劉兆玄、邱創煥獲贈成就獎，安仲明、黃琦獲

服務獎，謝玉貞獲學生服務。該年會之主題為「九Ｏ年代之新使命」。本會繼九Ｏ年

之回饋祖國系列研討會後，又於三月及十一月分別在國內主辦了「交通管理」及

「維運系統」研討會，反應至為熱烈。此外本會及分會亦舉行多次學術性及聯誼性           

活動。 

 

一九九二年： 

十七屆會長由張一飛榮任，副會長為岳鋼、陳淑蘋、雷倩、徐清輝，奧本尼分會長

為涂肇慶、匹茲堡分會長為陳世瑞。董事長由陳慶連任，通訊主編為于錢寧娜。年

會於六月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於曼哈頓中城希爾頓酒店舉行，以「全球合作」為主

題，有六百人出席。會中王建瑄、梁肅戎、馬英九獲贈成就獎，岳鋼、徐清輝、巫

誠一獲服務獎、李良山獲學生服務獎。其他重要活動有與玉山科技協會、北美電腦

商會、中國工程師學會合辦多次研討會，以及分會在當地舉行之研討會。本會並於

十月底主辦第一屆「全球電腦軟體研討會」，由張一飛會長主籌。同年並由巫誠一主

持建立及更新本會會員人才檔案資料庫。此外本會並拓展了「公司會員」制度，吸

收各公司、企業加入為公司會員。 

 

一九九三年： 

本年度會長由岳鋼榮任，副會長為魏幼武、吳武明、于錢寧娜、及徐清輝。奧本尼

分會長王宋慕浩，匹茲堡分會長為陳世瑞。董事長由虞華年再度擔任，通訊主編為

于錢寧娜，年會於六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曼哈頓中城希爾頓酒店舉行，以「邁向

變遷中之世界」為主題，有十三組研討會及五項座談會。會中，孔祥重獲成就獎，

郭南宏、張隆盛獲特別榮譽獎，陳慶、張一飛、雷倩獲服務獎，余代強獲學生服務

獎。其他活動包括主辦第二屆「全球電腦軟體研討會」及多次研討會，支援在芝加

哥舉行的第四屆「北美華人學術研討會」。其它大事有成立學生分會，由林英如負

責；創設終身會員制及修改本會章程。 

 

一九九四年： 

第十九任會長由鄭向元榮任，副會長由江同慶、湯立恒、徐邊淑川及葛樹人榮任。

奧本尼分會長為鄭均華，匹茲堡分會長為陳世瑞。董事長為虞華年，通訊主編為鄭



 

 

啟恭。年會於九月十日及十一日在中城假日旅館舉行，有八組研討會及六項座談

會。本年度成就獎由張系國獲得，服務獎由江同慶，葛樹人及彭紹麟獲得，學生服

務獎由丁維靜，吳順源獲得；另外還頒贈了本會之友獎牌給張鍾濬、史欽泰、蘇起

以及蔡兆陽。此外本會及分會均舉辦了多次研討會及主辦第三屆全球電腦軟體研討

會。亦主辦三次社區服務座談會。 

 

一九九五年： 

本屆會長由魏幼武榮任，副會長由許亦誠、李宏志、于錢寧娜、徐清輝榮任；奧本

尼分會長為陳仲欽，匹茲堡分會長為陳世瑞；董事長為虞華年，通訊主編為鄭啟

恭。二十周年年會於九月九日至十日假紐約市維士達旅館盛大舉行，年會主題為

「20/20 前瞻回顧 20年」，有六項研討會及六項座談會。本年度學術成就獎由劉兆

寧獲得，服務獎由林耕華、李宏志、沈鐸，于錢寧娜獲得，此外並特別頒贈二十周

年特別服務獎給鄭向元、黃威及林友直，並頒贈感謝狀給張燕、焦國安及高雙英。

其他主要活動為舉辦網路管理研討會及多媒體研討會。 

 

一九九六年： 

本年度會長由雷倩榮任，副會長由梁北柱、許亦誠、趙循經、陶勁恆榮任；奧本尼

分會長由陳仲欽連任；董事長為魏幼武，通訊主編為于錢寧娜。本屆年會於九月十

四日至十五日假紐約市凱悅大飯店舉行，主題為「邁向二十一世紀過去、現在與未

來」。年會總幹事為趙循經，共有六組研討會、八組座談會。年會中，卓以和、崔琦

獲頒學術成就獎，許亦誠、王偉、吳憲獲頒服務獎，林月子、魏憲鴻獲頒學生服務

獎，張烈麟、張家瑜、陳啟雄、何安天、黃崑山、李宏志、楊維森、于錢寧娜、張

瑜芬獲頒社區服務獎。其他主要活動包括舉辦光纖與無線通訊研討會、網際網路

展、多媒體研討會以及支援於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日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的第五

屆北美華人學術研討會。 

 

一九九七年： 

本年度會長由許亦誠榮任，副會長由巫誠一、馬以南、黃克文、于同根榮任；奧本

尼分會長由王抗曝榮任，董事長由魏幼武連任，通訊主編為于錢寧娜。本屆年會於

九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假紐約市 Crown Plaza 舉行，主題為「提升競爭力」。年會總

幹事為于同根，共有四組研討會、九組座談會。年會中，何大一獲贈學術成就獎，

趙循經獲贈服務獎，李嘉琦、葉依茜獲贈學生服務獎。其他主要活動包括舉辦無線

通訊研討會、國際網路展、九七職業博覽會以及多媒體研討會。 

 

一九九八年： 

本年度會長由馬以南榮任，副會長由金政，焦國安，吳憲、李嘉琦榮任；奧本尼分

會長由沈永清榮任；董事長由魏幼武再次連任，通訊主編再由鄭啟恭擔任。本屆年

會於九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假紐約市 Marriott Marquis 旅館舉行，焦國安擔任年會

總幹事。年會主題為「邁向新紀元 共創新高峰」，共有十組研討會。年會中，李昌

鈺獲頒學術成就獎，湯立恒、黃克文、于同根獲頒服務獎，李泳潾、林肯韻獲頒學



 

 

生服務獎。本年度重要活動有國際網路展、光纖研討會、海外高科技人才延攬會、

多媒體研討會。 

 

一九九九年： 

本屆會長由李弘祺榮任，副會長由林寔鴻、蔡偉彥、林麗文、許政次榮任；奧本尼

分會長由沈永清連任；董事長由許亦誠榮任，通訊主編為鄭啟泰。本屆年會於九月

十八日至十九日假紐約市凱悅飯店舉行，共有十二組研討會，主題為「文化樹人 克

竟千年」。本屆學術成就獎由朱北凡獲得，服務獎由馬以南、焦國安、金政、鄭啟恭

獲得。其他活動為舉辦國際網路展及支援華府國建聯誼會舉辦第六屆北美華人學術

研討會。 

 

二ＯＯＯ年： 

本屆會長由金政榮任，副會長由陳修、王延玲、裎仁麗，吳憲榮任；奧本尼分會長

由李瑞蘭榮任；董事長由鄭向元榮任，通訊主編為鄭啟恭。本年度欣逢本會成立二

十五周年，特於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假紐約世貿中心馬里奧旅館舉行盛大年

會；由陳修擔任年會總幹 事。主題為「民生與經濟：現代華人兩大課題」，有十組

研討會。本年度學術成就獎由張鍾濬獲得，成就獎由虞華年獲得，服務獎由李弘祺

及李嘉琦獲得，學生服務獎由朱紹玲獲得。趙小蘭、林芳玫、侯和雄獲贈特別榮譽

獎。其他主要活動有無線光纖通訊研討會及新世紀就業博覽會。 

 

二ＯＯ一年： 

本屆會長由蔡偉彥榮任，副會長由呂政勳、曾令寧、簡華慧及林寔弘榮任。奧本尼

分會長由宋慕浩榮任。董事長由趙循經榮任，通訊主編為鄭啟恭及劉武威。年會於

聖若望大學舉行，以「危機與轉機 邁向千禧年政經與科技之新境界」為主題，共有

九組研討會。本年度學術成就獎由崔琦獲得，服務獎由金政及程仁麗獲得。翁政

義、廖勝雄及 Allen Barnes 獲得特別獎，畢東江獲得本會之友獎。其他主要活動

為舉辦無線及光纖通訊研討會，網際網路展覽座談會及資訊科技研討會。 

 

 

二ＯＯ二年： 

本屆會長由曾令寧榮任，副會長由林寔弘、廖國隆、林豐堡及李振華榮任；董事長

由林友直榮任，通訊主編為廖國隆。年會於聖若望大學舉行，以「九一一事件後的

省思 挑戰與展望」為主題，有十一組研討會。本年度學術成就獎由鄭永齊獲得，服

務獎由林寔弘、蔡偉彥、郭潤台及陳秋貴獲得，學生服務獎由呂政勳及吳雅琪獲

得。薛信夫、劉醇逸獲贈專業成就獎。其他主要活動為舉辦美東台灣留學生徵文比

賽、協助經濟部擴大延攬海外科技人才赴台服務、以及舉辦網際網路博覽會。 

 

二ＯＯ三年： 

本屆會長由陳修榮任，副會長由陳淑齡、印萬全、陳奎璋及林豐堡榮任。董事長由

林友直連任。本年度之通訊屆滿二十八期，由陳修擔任主編。本屆年會於法拉盛喜



 

 

來登酒店舉行，以「關懷社區  放眼天下 提振個人價值與競爭力」為主題，有九組

研討會。本年度學術成就獎由孫同天獲得，服務獎由曾令寧、金蘭昌及梁蕙華獲

得，學生服務獎由林碩彥、王善卿獲得。此外，林全及張秀蓮獲贈事業成就獎，第

一理財, 劉錦杭 獲贈企業楷模獎，顧雅明獲贈社區服務獎。其他主要活動為無線及

光纖通訊研討會及新興信息技術研討會。 

 

二ＯＯ四年： 

本屆會長由林豐堡榮任，副會長由錢一之、廖國隆、趙文萃、童惠珍及黃明義榮

任。董事長由李衡鈞榮任，通訊主編為王秀芝。本屆年會於法拉盛喜來登酒店舉

行，以「立足美國、 關懷社區、 融入主流社會」為主題，有七組研討會，計有五

百多人與會。本年度學術成就獎由姚宏澤獲得，馬英九獲贈事業成就獎。服務獎由

陳修獲得，徐朱留弟獲贈美東之友獎。其他主要活動為舉辦金融超市與風險管理研

討會及美國總統大選與兩岸關係專題演講會，以及協辦經濟部延攬海外科技人才赴

台服務及新興資訊科技研討會。 

 

二ＯＯ五年： 

本屆會長由廖國隆榮任，副會長由陳泰明、陳郁仁、錢一之、楊彰興榮任。董事長

由曾令寧榮任，通訊主編為廖國隆。本屆年會於法拉盛喜來登酒店舉行，以          

「知識財富與高等教育」為主題，有八組研討會。本年度學術成就獎由胡勝正獲

得，服務獎由林豐堡獲得。盧正昕獲得專業成就獎，白文正獲得金融特殊貢獻獎，

朱立倫、呂桔誠獲得金融公共服務獎，徐志漳獲得企業楷模獎。其他主要活動為年

度財經座談會。 

 

二ＯＯ六年： 

本屆會長由楊彰興榮任，副會長由童惠珍、王培榮任。董事長由曾令寧連任。本屆

年會於法拉盛喜來登酒店舉行，以「創新突破」為主題，有八組研討會。本年度學

術成就獎由夏志清獲得，服務獎由廖國隆獲得。趙小蘭獲得傑出公共服務獎，呂東

英、沈富雄獲得傑出專業成就獎，高民環獲得傑出高科技貢獻獎，楊維森獲得傑出

社區服貢務獻獎，王建民獲得傑出運動員獎。其他主要活動為年度財經座談會及健

康人生座談會。 

 

二ＯＯ七年： 

本屆會長由童惠珍榮任，副會長由王嘉玲、王學亮、呂元、洪偉塾榮任。董事長由

曾令寧連任。本屆年會於法拉盛喜來登酒店舉行，以「專業導向、邁進新世紀」為

主題，有六組研討會。本年度學術成就獎由劉兆玄獲得，服務獎由楊彰興、李衡

鈞、林友直獲得。林奕華、丁廣鋐、曾令寧、盧紅玲獲得專業成就獎。甘台寧獲得

社區服務獎。其他主要活動為年度財經座談會及健康人生座談會。 

 

 

 



 

 

二ＯＯ八年： 

本屆會長由黃本魁榮任，副會長由郭思平、李振華、汪俊延榮任。董事長由林豐堡

榮任。本屆年會於法拉盛喜來登酒店舉行，以「迎向新時代的挑戰與轉機」為題，

有六組研討會。本年度專業成就獎由鄭貞銘、黃仁德、古仁棟獲得，楷模獎由曾令

寧、鄭向元獲得，服務獎由童惠珍獲得，傑出社區服務獎由梁國材獲得。其他主要

活動為年度財經座談會。 

 

二ＯＯ九年： 

本屆會長由張東隆榮任，副會長由鍾炳采、陳鐵輝、陳輝泗、楊毓淑、王彧榮任。

董事長由鄭力原榮任。本屆年會於法拉盛喜來登酒店舉行，以「經濟復甦與科技創

新」為題。有六組研討會。本年度專業成就獎由陳冲獲得，傑出服務獎由郭思平獲

得，學生服務獎由林子晏、徐欣瑩、盧郁安獲得。其他主要活動為年度財經座談會

及健康人生座談會。 

 

二Ｏ一Ｏ年： 

本屆會長由鍾炳采榮任，副會長由蔣忠國、游季平、陳輝泗、張彰華、汪俊延榮   

任。董事長由鄭向元榮任。本年度欣逢本會成立三十五周年，本屆年會於法拉盛喜

來登酒店舉行盛大年會, 主題為「全球化時代的永續發展」。年會包括開幕典禮、

午宴、晚宴、專題演講及九組分組討論。分組討論的議題包括新興資訊與科技研討

會、綠色能源科技趨勢與商機研討會、小組討論：台灣之國際參與：氣候變遷與民

航安全、教育與人文藝術研討會、財經金融研討會、生醫科技與健康人生研討會、

小組討論：海外留學生文學、華語文教學研討會、以及 都市計劃與環保研討會。其

他主要活動包括財經金融座談會、能源科技座談會及健康人生座談會。本年傑出學

術成就獎由劉兆漢獲得，傑出專業成就獎由尹啟銘、高長、董靜宇獲得，傑出領導

成就獎由李祖添、沈世宏獲得，傑出服務獎由張東隆獲得，服務獎由陳輝泗、蕭醒

華、林怡君獲得，學生服務獎由 Samuel Soe、 陳炳興、許振強獲得。 

 

二Ｏ一一年： 

本屆會長由郭思平榮任，副會長由簡禾謙、陳輝泗、蔣忠國、張彰華榮任。董事長

由鄭向元連任。本屆年會於法拉盛喜來登酒店舉行，以「創新拓經濟，多元展教

育」為主題。有八組研討會。本年度傑出專業成就獎由吳清基獲得，楷模獎由林豐

堡獲得，傑出服務獎由鍾炳采獲得，卓越終身成就獎由趙錫成獲得。其它活動為一

系列新移民健康人生座談會，及 CAAPS 公共論壇。本屆年會會刋首次註冊白宮國會

圖書館。 

 

二Ｏ一二年： 

本屆會長由張彰華榮任，副會長由林志濤、陳輝泗、王嘉玲、周愷榮任。董事長由郭思

平榮任。本屆年會於法拉盛喜來登酒店舉行，以「全球化時代之永續發展與創新」為主

題。有七組研討會及一組公開論壇。本年度卓越終身成就獎由連戰獲得、傑出領導及服

務獎由鄭向元獲得、社區服務獎由李衡鈞獲得。 



 

 

其它活動為一系列新移民健康人生座談會、及都市計畫發展講座，錢煦教授專題演講、

劉兆玄博士演講「漢字再一次書同文」。 

 

二Ｏ一三年： 

本屆會長由曾令寧榮任、董事長由鍾炳采榮任。本屆年會主題為「科技與教育：改善生

活品質，提升文化和經濟」，於八月二十五日於法拉盛喜來登酒店盛大舉行。年會包括

開幕典禮、午宴、晚宴、專題演講及六組研討會。本年度卓越終身成就獎由錢煦獲得、

企業楷模獎由王蔚、畢東江獲得、專業成就獎由楊仁烽獲得、美東之友獎由陳秋貴獲

得、傑出貢獻獎由郭思平獲得、傑出服務奬由張彰華獲得。其他主要活動包括財經金融

座談會、科技座談會及一系列新移民健康人生座談會。本屆通訊主編由蕭醒華擔任。 

 
二Ｏ一四年：  

本屆會長由張彰華榮任、董事長由鍾炳采連任。本屆年會主題為「振興經濟 - 科技 創

新與教育多元化」，於七月二十六日於法拉盛喜來登酒店盛大舉行科技部張善政 部長

專題演講暨晚宴- 主題: 「領航台灣科技，面對挑戰」、年會於八月一七日於 法拉盛

喜來登酒店盛大舉行、年會包括開幕典禮、專題演講、八組研討會及晚宴。其他主要活

動包括財經金融座談會、學術論壇 CAAPS Forum、全民健保論壇、及一 系列新移民

健康人生座談會。本屆年會會刋註冊美國國會圖書館。  

 

二〇一五年： 

本屆會長由范姜光男榮任、董事長由張彰華榮任。年會於八月十五日於法拉盛喜來登酒

店舉行、主題為「光輝四十年、卓越創新」、年會包括開幕儀式, 專題演講、八組硏討

會及睌宴。本會自創會以來已屆四十週年，特於八月十四日舉行盛大回顧晚宴暨廿餘位

董事長會長及同工重聚，埸面極為溫韾，本年度其他主要活動包括財經金融座談會、海

洋生態與環保-我見我思、及健康人生座談會。 

 

二〇一六年： 

本屆會長由徐慧茵榮任、董事長由張彰華連任。年會於八月十四日在法拉盛喜來登酒店

舉行、主題為「多元合作、造福社群」。年會有開幕典、專題演講、八組硏討會及晚

宴。本屆公共事務傑出服務奬由高碩泰、陳文生獲得、傑出領導獎由張鍾濬、王學亮獲

得、傑出學術成就獎由陳鞏獲得、傑出文化一成就獎由王鼎鈞獲得、傑出服務奬由張彰

華及范姜光男獲得。本年度主要活動包括美國總統大選後的衝擊與挑戰論壇、雙語就業

博覽會、法拉盛市區大眾運輸交通論壇、美國教師認証及華語教學講座、總體經濟暨財

務規劃講座。 

 

二〇一七年： 

本屆會長由徐慧茵連仼、董事長由林豐堡榮任。年會於八月十九日在法拉盛喜來登酒店

舉行。主題為「求新求變、新科技、新思維」。年會有開幕典禮、專題演講、八組硏討

會及晩宴。卓越終身成就奬由趙小蘭獲得、卓越創業獎由趙安吉獲得、鑑識科學專業成

就獎由李昌鈺獲得、社區服務獎由釋常華獲得、 服務獎由王向葵、張書平，吳同良獲



 

 

得、並頒發感謝狀給董愷悌。年度主要活動有美國教師認証及華語教學討論、川普新政

的衝擊與挑戰座談會。 

 

二〇一八年： 

本屆會長由張書平擔任，董事長由范姜光男擔任。年會於八月十一日在法扛拉盛喜來登

酒店舉行。主題為「人工智慧革命、全新世代」。年會有開幕典禮、專題演講、八組硏

討會及晩宴。年度主要活動有人工智慧在健康醫療上的角色座談會。本年卓越終身成就

獎由李昌鈺獲得、傑出領導成就獎由王錫福獲得、傑出科技創新成就奬由黃育賢、林清

詠獲得、傑出企業楷模獎由葉振忠獲得。 

 

二〇一九年： 

本屆會長由錢一之擔任，副會長由張正華、李賢治、張至先擔任。董事長由鍾炳釆榮

任。年會於八月十七日在法扛拉盛喜來登酒店舉行。主題為「科技創新，永續經營」。

年會有開幕典禮、專題演講、八組硏討會:科技創新與應用、文化傳承與創新 

經濟發展企業經營、生醫科技與健康人生、新興資訊與通訊科技研討會、高等教育發展 

都市計劃與運輸科技、學術海報發表硏討會及晩宴。年度主要活動有財經金融座談會。本

年卓越終身成就獎由馬佐平教授獲得、傑出領導成就獎由朱立倫博士獲得、傑出專業成

就獎 由沈宗李先生獲得、特別榮譽獎由畢東江博士獲得、服務獎由范姜光男、張書平 

獲得。 

 

二〇二〇年： 

本屆會長由張正華擔任，副會長由蕭醒華、張至先、李賢治擔任。董事長由鍾炳釆連

任。本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所有活動以線綫上會議型式進行。年度主要活動有財經座談

綫上講座、教育座談會綫上講座、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CAAPS)與華府國建聯誼會

(CAPA) 合辦「生物醫學科技綫上講座 - 新冠病毒治療與預防的展望」、美東華人學

術聯誼會 與紐約電子電機學會(IEEE), 合辦綫上"人工智慧科技座談會"一同慶祝 IEEE

百周年慶。本屆年會联邦眾議員孟昭文獲傑出公共事務服務獎、吳思永獲傑出領導成就

獎。   

 

 

後記: 本會自一九八四年正式出版通訊以來，歷年由粟慶雄、陳琅予、程士齡、林 友

直、廖香生、謝欣能、葛樹人、林寔弘、于錢寧娜、鄭啟恭、劉武威、廖國隆、 陳

修、王秀芝擔任主編，紀錄了本會各項活動及成長過程，功不可沒；其中于錢寧 娜擔

任主編長達四年，而鄭啟恭擔任主編長達六年。各主編功在會務，特此記之。   

  

本會自成立以來，同仁及以自勵勵人自我期許，隨著會務之發展與開拓，本會之重 要

性及影響力已早經社會各界肯定，而社會輿論之期望亦隨之提高。本會同仁對報 刊社

論之讚許與批評均誠心感謝與虛心接受，並會更盡心力，以求更為完美，做一 個有作

為、有貢獻的團體。為此，凡我會員歡迎自動參與會務，以服務為榮，並匯 合群智群



 

 

力，發展本會潛能，提高學術水準，建立崇高地位，且對社會有所回饋， 不負社會大

眾與輿論之期望。   

  

附註: 請參考龔選舞先生所撰之十周年歷史（見十週年紀念專刊），限於篇幅，各 屆

工作同仁名錄無法盡刊。 

 

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重要發展里程碑： 
一九七四年 國建會會員倡議成立美東國建聯誼會（Chinese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一九七五年 成立理事會，李宗仁擔任會長。 

一九七六年 舉行第一屆年會。 

一九七七年 更名為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英文名為 Chinese Americ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一九七八年 理事會改為董事會，職掌政策上之決定，另設理事會執行會務。 

一九八二年 出版年會會刊。 

一九八三年 開始頒發服務獎。 

一九八四年 正式出版通訊；章程修改，制定董事任期制度；支援第一屆北美華人

學術研討會。 

一九八五年 出版成立十週年紀念週刊，共三百艅頁。 

一九八七年 支援第二屆北美華人學術研討會。 

一九八八年 成立奧本尼分會及匹茲堡分會。 

英文會名更改為 Chinese Americ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Society. 登記為紐約州註冊社團。 

一九九Ｏ年 主辦第三屆北美華人學術研討會，出版論文摘要，共有六百餘頁。首

度於大紐約區以外（奧本尼）舉行盛大年會。 

              首度在國內舉行回饋祖國系列研討會，增設學生服務獎。 

一九九二年 成立本會人才檔案資料庫。主辦第一屆全球電腦軟體研討會。招展

「公司會員」制度；成立社團間聯繫小組（Intersociety 

Committee）。 

一九九三年 章程修改；成立學生分會；創立終身會員制度。 

支援第四屆北美華人學術研討會。 

一九九五年 成立二十周年，舉行盛大年會。 

一九九八年 紐約州、新澤西州政府核准本會為免稅的非營利組織，從此外界對本

會之捐款可減免稅金。 

二ＯＯ五年 成立卅周年，舉行盛大年會。 

二ＯㄧＯ年 成立三十五周年，舉行盛大年會。 

二Ｏㄧㄧ年    年會會刋首次註冊白宮國會圖書館。 

二Ｏㄧ五年    成立四十周年，舉行盛大年會。              

二Ｏ二Ｏ年    本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所有活動以綫上會議型式進行。 

 



 

 

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歷年年會專題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s, 1978 ~ 2018）： 
 

一九七六年： 孫運璿、李煥 
一九七七年： 李元簇 

一九七八年： 鄧權昌、李培正、陳岱楚、鄺有良 

一九八Ｏ年： 陳香梅、許翼雲、連戰 

一九八一年： 蔡維屛、吳健雄、姚舜 

一九八二年： 陳奇祿、高育仁、Martin Myerson 

一九八三年： 費驊 

一九八四年： 孫震、鄒至莊 

一九八五年： 連戰、閻振興 

一九八六年： 阮大年 

一九八七年： 關中、陳李琬若 

一九八八年： 郭南宏、劉兆玄 

一九八九年： 夏漢民、余英時 

一九九Ｏ 年： 吳祖禹 

一九九一年： 邱創煥 

一九九二年： 賴英照、Jennifer McGroddy、George Lodge、梁肅戎、馬英九 

一九九三年： 張隆盛、焦仁和、Andrew Nathan、邵宗海、章孝嚴、郭南宏 

一九九四年： 蔡兆陽、蘇起、張鍾濬、史欽泰、陳堯 

一九九五年： 許遠東、馬英九、高孔廉、伊士豪、薛琦、孫震 

一九九六年： 關中、胡志強、張博雅、史欽泰、鄔杰士 

一九九七年： 許水德、張京育、洪冬桂、黃德福、吳中立 

一九九八年： 李昌鈺、馬英九、明鎮華、吳仙標、簡春安 

一九九九年： 高英茂、林中斌 

二ＯＯＯ年 ： 趙小蘭、林芳玫、侯和雄 

二ＯＯ一年： 翁政義、廖勝雄、Allen B. Barnes 

二ＯＯ二年： 夏立言、劉醇逸、薛信夫 

二ＯＯ三年： 林全 

二ＯＯ四年： 馬英九 

二ＯＯ五年： 胡勝正、盧正昕、白文正、呂桔誠、徐志漳 

二ＯＯ六年：    趙小蘭, 沈富雄 

二ＯＯ七年：    劉兆玄 

二ＯＯ 八年：   古仁棟 

二ＯＯ九年：    楊雅惠 

二Ｏ一Ｏ年：    劉兆漢、尹啟銘、李祖添、高長、董靜宇、張子敬 

二Ｏㄧ一年：    劉慶仁 

二Ｏㄧ二年：    連戰 



 

 

二Ｏㄧ三年：    錢煦、王蔚、楊仁烽、張清風  

二Ｏㄧ四年：    陳冲、陳振川、蔡立慧、周家蓓、陳鳳文 

二〇一五年：    沈呂巡、夏立言、魏國彥 

二〇一六年：    高碩泰、張鍾濬、陳文生、陳鞏 

二〇一七年：    趙小蘭、李昌鉒、釋常華 

二〇一八年：    李昌鈺、黃育賢、林清詠 

   二〇一九年：     朱立倫、馬佐平、謝水龍、沈宗李 

二〇二〇年：     孟昭文、蕭美琛、吳思永、蕭守道 

 

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歷屆得獎人 

    (Award Recipients, 1977 ~ 2018）： 

 
一九七七年 成就獎：薛光前、雷震遠、童世綱、余南庚 

  

一九七八年 特別榮譽獎：李煥、王惕悟、梁敬錞、林同棪 

 

一九八三年  學術成就獎：厲鼎毅、余英時 

服務獎：傅萍、熊玠、崔岑、全泰勳  

一九八四年  成就獎：丁肇中 

服務獎：朱榮慶、高雙英、呂芳烈、 

栗慶雄  

一九八五年  學術成就獎：錢煦 

服務獎：陳琅予、黃威  

一九八六年  學術成就獎：費景漢 

服務獎：鄭向元、劉兆寧、呂仲濂  

一九八七年  學術成就獎：朱經武 

服務獎：李慶珠、林友直、祖乃元 

一九八八年   學術成就獎：林榮捷、毛高文、郭南宏、林昭亮、 

章雨亭                    

服務獎：虞華年、林宗儒、虞孝成 

一九八九年 成就獎：趙耀東、夏漢民、方復 

服務獎：李維澈                                      

社區服務獎：高雙英 

一九九Ｏ年 成就獎：虞華年、許綽雲  

服務獎：黃維遠、焦國安、許王美文、 



 

 

陶勁恒、吳家榮 

學生服務獎：官正明、丁健祥、林慧珍 

 

一九九一年 

 

成就獎：孫震、劉兆玄、邱創煥  

服務獎：安仲明、黃琦 

學生服務獎：謝玉貞 

一九九二年 成就獎：王建瑄、梁肅戎、馬英九 

服務獎：岳鋼、徐清輝、巫誠一 

學生服務獎：李良山 

一九九三年 特別榮譽獎：郭南宏、張隆盛 

成就獎：孔祥重  

服務獎：陳慶寂、張一飛、雷倩 

一九九四年 特別榮譽獎：張鍾濬、史欽泰、蘇起、 

蔡兆陽 成就獎：張系國   

服務獎：江同慶、葛樹人、彭紹麟   

學生服務獎：丁維靜、吳順源 

一九九五年 特別榮譽獎：Richard Conrad、高孔廉、        

馬英九、薛琦、許遠東、孫震、尹士豪 

成就獎：劉兆寧 

服務獎：林耕華、李宏志、沈鐸、 

于錢寧娜  

二十週年服務獎：鄭向元、黃威、林友直           

感謝狀：張燕、焦國安、高雙英                             

特別紀念獎：陳慶 

一九九六年 學術成就獎：卓以和、崔章琦           

成就獎：胡志強、關中、史欽泰          

特別榮譽獎：張博雅、鄔杰士          

服務獎：許亦誠、王偉、吳憲  

學生服務獎：林月子、魏憲鴻 

社區服務獎：張烈麟、張家瑜、陳啟雄、           

何安天、黃昆山、李宏志、楊維森、 

張瑜芬、于錢寧娜 

合作服務獎：NYNEX Pacific Culture Foundation 

一九九七年 學術成就獎：何大一  

成就獎：許水德、黃德福、張京育、吳中立、 

洪冬桂  

服務獎：趙循經 

學生服務獎：李嘉琦、葉依茜  

一九九八年 成就獎：李昌鈺 

特別榮譽獎：明鎮華、吳仙標、簡春安 



 

 

服務獎：湯立恆、黃克文、于同根 

學生服務獎：李泳潾、林肯韻  

 

一九九九年 

 

學術成就獎：朱兆凡 

社區服務獎：宋李瑞芳  

特別榮譽獎：林中斌、高英茂 

服務獎：馬以南、焦國安、金政、鄭啟恭 

二ＯＯＯ年 成就獎：虞華年    

學術成就獎：張鍾濬 

特別榮譽獎：趙小蘭、林芳玫、侯和雄  

服務獎：李弘祺、李嘉琦  

學生服務獎：朱紹玲                    

二ＯＯ一年 學術成就獎：崔琦 

特別榮譽獎：翁政義、廖勝雄、 

Dr. Allen B. Barnes 

服務獎：金政、程仁麗                  

美東之友獎：畢東江 

二ＯＯ二年 學術成就獎：鄭永齊  

專業成就獎：劉醇逸、薛信夫                                                                                       

服務獎：林寔弘、蔡偉彥、郭潤台、陳秋貴              

學生服務獎：呂政勳、吳雅琪 

二ＯＯ三年 學術成就獎：孫同天  

專業成就獎：林全、張秀蓮 

企業楷模獎：第一理財, 劉錦杭 

社區服務獎：顧雅明  

服務獎：曾令寧、金蘭昌、梁蕙華  

學生服務獎：林碩彥. 王善卿 

二ＯＯ四年 學術成就獎：姚宏澤 

專業成就獎：馬英九  

美東之友獎：徐朱留弟  

傑出服務獎：陳修    

二ＯＯ五年 學術成就獎：胡勝正 

專業成就獎：盧正昕  

金融特殊貢獻獎：白文正  

金融公共服務獎：朱立倫、呂桔誠  

企業楷模獎：徐志漳  

服務獎：林豐堡 

二ＯＯ六年 學術成就獎：夏志清  

傑出公共服務獎：趙小蘭 

傑出專業成就獎：呂東英，沈富雄 



 

 

傑出高科技貢獻獎：高民環 

 

 

 

傑出服務獎：廖國隆  

傑出社區服務貢獻獎:  Vincent Young 

傑出運動員獎：王建民 

二ＯＯ七年 學術成就獎：劉兆玄 

專業成就獎：林奕華, 丁廣鋐, 曾令寧 

服務獎: 盧紅玲, 楊彰興, 林友直,李衡鈞  

社區服務獎：甘台寧 

二ＯＯ八年 專業成就獎 : 鄭貞銘, 黃仁德. 古仁棟 

楷模獎 : 曾令寧, 鄭向元 

傑出社區服務獎 : 梁國材 

傑出服務獎 : 童惠珍 

 

二ＯＯ九年 專業成就獎 : 陳冲 

傑出服務獎 : 郭思平 

學生服務獎 : 林子晏、徐欣瑩、盧郁安 

 

二OㄧO年 傑出學術成就獎：劉兆漢， 

傑出專業成就獎：尹啟銘、高長、董靜宇 

傑出領導成就獎：李祖添、沈世宏 

傑出服務獎：張東隆 

服務獎：陳輝泗、蕭醒華、林怡君 

學生服務獎：Samuel Soe、 陳炳興、許振強 

 

 

二Oㄧ一年 

 

 

 

 

二Ｏㄧ二年  

 

 

 

二Ｏㄧ三年  

 

 

 

 

 

 

傑出專業成就獎：吳清基 

楷模獎：林豐堡 

傑出服務獎：鍾炳采 

卓越終身成就獎：趙錫成 

 

卓越終身成就獎：連戰  

傑出領導及服務獎：鄭向元  

社區服務獎：李衡鈞  

  

卓越終身成就獎：錢煦 專業成就獎：楊仁烽 

企業楷模獎：王蔚、畢東江 

傑出領導成就獎：張清風  

美東之友獎：陳秋貴  

傑出貢獻獎：郭思平、傑出服務獎：張彰華  

  



 

 

二Ｏㄧ四年 

 

 

 

 

 

 

 

 

 

 

 

 
二〇一五年： 

 

 

二〇一六年： 

 

 

 

 

 

二〇一七年： 

 

 

 

二〇一八年： 

 

 

二〇一九年： 

卓越終身成就獎：虞華年  

傑出公共服務獎：陳冲  

傑出領導成就獎：張善政  

傑出企業楷模獎：陳鳳文   

傑出學術成就獎：蔡立慧、王文一  

傑出專業成就獎：蕭守道、陳振川  

傑出服務獎：曾令寧、蕭醒華  

社區服務獎：李衡鈞、林友直、楊毓淑  

服務獎：許德標、蔣忠國、鐘健堯、徐慧茵、程慈

馨、張 仲翹、王嘉玲、鄭衣音、錢萍、Samir 

Iabassen、 黃崑山、黃明義  

學生服務獎：趙康 

 

卓越終身成就獎：余英時 

傑出科技創新專業成就奬：尹衍樑 

傑出公共服務獎： 沈呂巡、夏立言、魏國彥 

傑出領導獎：李宗正 

 

傑出公共服務獎：高碩泰、陳文生 

傑出領導獎：張鍾濬、王學亮 

傑出學術成就奬：陳鞏 

傑出文化成就奬：王鼎鈞 

傑出服務奬：張彰華、范姜光男 

服務奬：魏國勝 

 

卓越終身成就獎：趙小蘭 

卓越創業獎：趙安吉 

鑑識科學專業成就獎：李昌鈺 

社區服務奬：釋常華 

服務獎：王向癸，張書平、吳同良 

 

卓越終身成就獎：李昌鈺 

傑出領導成就獎：王錫福 

傑出科技創新成就奬：黃育賢、林清詠 

傑出企業楷模獎：葉振忠 

 

 

卓越終身成就獎：馬佐平、 



 

 

 

 

二〇二〇年： 

 

傑出領導成就獎:朱立倫、 

傑出專業成就獎 :沈宗李 

傑出服務獎：范姜光男，張書平 

   

傑出公共事務服務獎: 孟昭文 

傑出領導成就獎: 吳思永 

 

    

 

 

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董事會名單 (List of Board of Directors, 

1978 ~ 2020)  

  
一九七八 ~ 二Ｏ二Ｏ年間曾擔任過本會董事者包括（依時間先後） 

李宗正、林國本、錢喣、莊懷義、崔岦、熊玠、谷家泰、全泰勳、冉雲雲、傅萍、         

高資敏、朱榮慶、陳大威、高雙英、曾燕山、汪榮安、嚴雋森、鄭向元、何瑜笙、       

虞華年、丘宏達、劉兆寧、呂仲濂、余英時、張隆延、鄒至莊、高英茂、厲鼎毅、     

王雪華、陳框齊、黃威、呂芳烈、費景漢、林友直、許倬雲、陳慶、高勵華、林汶、 

張系國、李厚白、安仲明、方復、張一飛、沈鐸、吳家榮、陳淑蘋、林耕華、林武 

郎、徐學儉、岳鋼、魏幼武、張鍾濬、雷倩、湯立恒、巫誠一、于錢寧娜、李弘祺、 

趙循經、馬以南、徐清輝、于同根、李衡鈞、黃克文、黃琦、許亦誠、陳修、許正 

次、金政、林寔弘、蔡偉彥、蕭亮楨、曾令寧、楊彰興、何重義、廖國隆、林豐堡、 

潘明正、陳輝泗、戴天佑、盧又華、錢一之、陳泰明、鄭力原、 童惠珍、王學亮、  

楊毓淑、 黃本魁、郭思平、 沈永清、 鍾炳采、 許德標、張東隆、張彰華、周愷、 

蔣忠國、鍾健堯、林志濤、徐慧茵、郭秋義、王嘉玲、吳同良、楊文山、范姜光男、 

張書平、高一民、魏國勝、錢一之、王金智、張至先、張正華、石文珊、吳振藩。  

  

 

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終身會員名單 

 (List of Life Members, 1978 ~ 2020) 
 



 

 

安仲明、徐學儉、丁介文、徐邊淑川、岳鋼、虞華年、李厚白、黃威 

林武郎、吳家榮、 巫誠一、 陶勁恆、魏幼武、徐清輝、張一飛、蔡敏演 

林友直、陳淑蘋、李宏志、雷倩、 周白萍、鄭向元、 黃克文、黃琦 

莊訓甲、許亦誠、趙循經、李弘祺、陳享、 許正次、李衡鈞、金政 

曾令寧、林豐堡、廖國隆、陳輝泗、戴天佑、 楊彰興、鍾炳采、蔣忠國、 

張彰華、范姜光男、錢一之、吳同良、王金智、魏國勝、 張書平、許德標、 

李芳、程慈馨、鄭力原、張仲翹、何亞娜、張至先、李賢治，蕭醒華、 

張至先、李賢治、黃崑山、謝己、楊毓淑、吳振藩、張正華。 

 

 

本會自一九八四年正式出版通訊以來，歷年由粟慶雄、陳琅予、程士齡、林友直、廖香

生、謝欣能、葛樹人、林寔弘、于錢寧娜、鄭啟恭、劉武威、廖國隆、陳修、王秀芝擔

任主編，紀錄了本會各項活動及成長過程，功不可沒；其中于錢寧娜擔任主編長達四

年，而鄭啟恭擔任主編長達六年。各主編功在會務，特此記之。 

 

本會自成立以來，同仁及以自勵勵人自我期許，隨著會務之發展與開拓，本會之重要性

及影響力已早經社會各界肯定，而社會輿論之期望亦隨之提高。本會同仁對報刊社論之

讚許與批評均誠心感謝與虛心接受，並會更盡心力，以求更為完美，做一個有作為、有

貢獻的團體。為此，凡我會員歡迎自動參與會務，以服務為榮，並匯合群智群力，發展

本會潛能，提高學術水準，建立崇高地位，且對國家有所回饋，不負社會與輿論之           

期望。 

附註：請參考龔選舞先生所撰之十周年歷史（見十周年紀念專刊），限於篇幅，各屆工

作同仁名錄無法盡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