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每㆒小組都需要幫手需要幫手需要幫手需要幫手。請大家發揮東海團隊精神，自動自發認領㆒些任務，速與孫召棠、陸孔卿、周今白聯絡。

東海大學第十㆕屆校友畢業㆔十週年團聚

7/5 & 7/6/2002詳細詳細詳細詳細節目流程表與分工名單 5/13/02 draft

7/5/027/5/027/5/027/5/02 (Fri.) 3 p.m.工作㆟員就位 籌備組:：楊武晃、游達雄、吳仙富、林莉莉、王秀貞，請校友向旅館check-in

後，速往Endcap Bedroom Suite報到。

時間 活動 負責㆟ 電話 ㆟數 器

3- 9 p.m. 報到時立即個別照相，供會後出版的CD用(楊

武晃)、自由活動、晚餐(自理)

楊武晃 714-832-7476 all CD Pla

9 p.m.―午夜 歡迎會(楊武晃)、簡介7/6的流程(周今白) 楊武晃、周今白 714-832-7476 301-903-7159 all 流程海

7/6/027/6/027/6/027/6/02 (Sat.) 8:30 a.m.工作㆟員就位 ㆞頭組將公佈當㆝Las Vegas表演、賭場、午餐點、當㆝來回旅遊

資訊，供家屬們自由活動

活動

開始時間

左 室(16' x 15') ：

各社團團聚各社團團聚各社團團聚各社團團聚

或暫時集結區

㆗ 廳 (40' x 15')：

各系團聚各系團聚各系團聚各系團聚、懷舊、懷舊、懷舊、懷舊、、、、

分享歡樂分享歡樂分享歡樂分享歡樂

「圓桌話題」主持㆟

右 室(15' x 15') ：

各系攝影攝影攝影攝影(田俊生)、

錄影錄影錄影錄影 (游達雄

― 每㆟半分鐘)

㆗廳㆟

數

時間 器材與注意事

白㆝節目:請各位系友、社友踴躍向貴系或貴社團負責㆟提供點子*或推薦㆟選。也歡迎他系好友參加㆒同懷舊、分享歡樂。

8:308:308:308:30 室外全體校友照相全體校友照相全體校友照相全體校友照相 ― 田俊生 (過時不候) 15 旅館外旅館外旅館外旅館外台階㆖

9:00 聖樂團 ― 孫召棠

練唱 (Mrs. Rice 指揮)

㆗文系和歷史系「歷史

回顧」-聞啟明(歷)

604-738-2488

工工系 10 30 歷史回顧 ― PC、LCD 投影

9:30 ? 外文系 ― 石㆒鳴
612-333-3101

㆗文系和歷史系 8 30 　

10:00 ? 經濟系― 賴兆貞
02-2629-0168

外文系 12 30 　

10:30 ? 政治和社會系 ― 程瑩
33-1-46710863

經濟系 10 30 　

11:00 ㆓十年團聚錄影帶觀賞 生物系 ― 彭暐
760-946-2952

政治系和社會系 6 30 左室 ― 錄影機、電視機

11:30 　 化學系 ― 黃鈺琩 生物系 5 30 　



580-436-8658(O)

12:00午餐(自理)

1:00 展示當年舊照片、舊用

品、畢業紀念冊，高㆗

㆔十年團聚照片、年刊

等等、?

物理系 ― 孫召棠
302-239-4691

化學系 11 30 　

1:30 　 建築系 ― 倪伯峰
02-2712-2080

物理系 6 30 　

2:00 第十㆓、十㆔屆聯合

㆔十年團聚錄影帶觀賞

化工系 ― 周今白「缺
席系友家庭錄影帶」

301-903-7159(O)

建築系 10 30 化工系 ― 錄影機、LCD 投

左室 ― 錄影機、電視機

2:30 　 工工系 ― 沈友芳
408-867-3637

化工系 12 30 　

3:00 工作營 ― 黃鈺琩 土風舞社時間

― 詩情畫意
― 石㆒鳴、鳳錦鏞

　 All 30 土風舞 ― CD 和音響。

3:30 　 奧柏林室時間

― 嵇硯生 吉魯巴
　 All 30 吉魯巴 ― CD和音響

4:00 　 熱門音樂社時間

― 周今白 大家唱
　 　 　 大家唱 ― 吉他

4:30自由活動 *其他的點子有：團體遊戲(如搶答比賽)等，請認領。

7/6/027/6/027/6/027/6/02 (Sat.) 續

晚間節目在Ball Room 舉行，:請大家踴躍向節目負責㆟提供點子或推薦㆟選。

活動

開始時間

活 動 籌劃單位 負責㆟ 電話 ㆟數 時間 器

6:00 閑灠平生閑灠平生閑灠平生閑灠平生(投影片) 網站組 陸孔卿

(p.4 各系投影片製作㆟各系投影片製作㆟各系投影片製作㆟各系投影片製作㆟)

765-494-6023 (O) 　 30 1 mic、

6:30 追思故㆟追思故㆟追思故㆟追思故㆟(七位) 籌備會 趙 桐 450-465-2833 　 3 1 mic

音樂



6:35 晚 宴 籌備會 楊武晃 714-832-7476 　 90 1 mic

(18 m

See Y

(3 mi

7:45 致 詞 籌備會 楊武晃 714-832-7476 　 90 1 mic

8:00 笑語家常笑語家常笑語家常笑語家常(各校友㆔十年回顧)

配合各㆟投影片 (限時﹕每位校友㆒分半鐘)

主持㆟？ ? 　 　 2 mic

screen

㆗文系 張 卉 408-259-4199 2 3 　

外文系 石㆒鳴 612-333-3101 8 12 　

歷史系 聞啟明 604-738-2488 8 12 　

經濟系 賴兆貞 02-2629-0168 12 18 　

政治系 何展宗 626-961-9287? 3 5 　

社會系 程 瑩 33-1-46710863 7 12 　

生物系 彭 暐 760-946-2952 6 9 　

化學系 黃鈺琩 580-436-8658 (O) 5 9 　

物理系 孫召棠 302-239-4691 11 18 　

建築系 倪伯峰 02-2712-2080 6 9 　

化工系 游達雄 714-528-1586 10 15 　

　

工工系 沈友芳 408-867-3637 12 18 　

11:00 星光燦爛星光燦爛星光燦爛星光燦爛夢谷之夜頒獎

大典(詳見㆘頁)

策劃組 陸孔卿 765-494-6023 (O) 全體 30 2 mic

節目結束-11:30 p.m.

請大家踴躍向周今白登記參加以㆘各組服務行列1-800-832-0890 x-37159﹕(詳見第㆕頁 服務小組任務內容
Job Descriptions，本欄僅列組頭)

報到服務台： LA Team



食宿疑難服務台： (王秀貞)

Canyon Tour服務台： (林莉莉)

㆞頭組(提供賭城景點資訊) ： (胡博文)

點心組： (許繼學)

晚宴場㆞佈置組： (賴兆貞)

晚宴座位安排組： (彭 瑋)

PC、LCD投影機 Setup 組： (張俊斌)

閒灠平生閒灠平生閒灠平生閒灠平生投影片製作㆟： (陸孔卿)

音響組、背景'68-'72音樂： (楊志傑)

舞台總管： (程 瑩)

催場： (李兆瓊)

攝影組： (田俊生)

錄影組： (游達雄)

星光燦爛星光燦爛星光燦爛星光燦爛頒獎獎品籌募組： (賴兆貞)

紀念品採購組： (賴兆貞)

星光燦爛星光燦爛星光燦爛星光燦爛夢谷之夜頒獎大典
以㆘為獎項範例，歡迎同學們認捐無㆟贊助的獎項﹐或是提供您自個兒出題的獎賞。請贊助㆟各自準備獎

品，價值不拘﹔插科打諢類禮品，悉數笑納。請速與陸孔卿聯絡765-494-6023(O)或kvz@cs.purdue.edu

董事長獎 贊助：吳清邁 (經 '70)

競選資格：即席揭曉

校長獎 贊助：王亢沛 (物 '60)

競選資格：即席揭曉

增產報國獎 贊助﹕楊武晃 (化)

競選資格﹕必須要有孫輩，兒孫聚合㆟數最多的同學

願者㆖鉤獎 贊助：林莉莉 (經)

競選資格：女朋友最多的男同學(釣馬子高手)

千山萬水獎 贊助：陸孔卿 (物)

競選資格：來自最遙遠的角落，參加㆔十年團聚的同學

傾國傾城獎 贊助：周今白 (化工)

競選資格：即席揭曉

苦口婆心獎 贊助：孫召棠 (物)

競選資格：參加㆔十年團聚，㆟數最多系的系聯絡㆟

眾星拱月獎 贊助：賴兆貞 (經)

競選資格：攜家帶眷，㆟數最多的同學

老成持重獎 贊助：賴兆貞 (經)

競選資格：白髮蒼蒼，德高望重的同學

㆝長㆞久獎 贊助：賴兆貞 (經)

競選資格：維持最久的㆒等婚姻

mailto:kvz@cs.purdue.edu


青春永駐獎 贊助：陳淑貞 (物)

競選資格：㆔十年歲月，了無痕跡的同學

最佳勇氣獎 贊助：劉丕菁 (經)

競選資格：高齡孝幼子的同學

史密松尼獎 贊助：楊志傑 (建 '74)

競選資格：帶來最多舊照片、舊用品現寶的同學

伊留申獎 贊助：?

競選資格：率領全寢室起義來歸的同學

江東㆓喬獎 贊助：?

競選資格：小蠻腰比美江東㆓喬的女同學

㆟生如夢獎 贊助：?

競選資格：生產最高比率投影片的系製作㆟(投影片數 / 聯絡到的系友)

最佳配偶獎 贊助：?

競選資格：攜眷參加，眷屬能提供最感㆟的見證的同學

　

服務小組任務內容服務小組任務內容服務小組任務內容服務小組任務內容 (Job Descriptions)(Job Descriptions)(Job Descriptions)(Job Descriptions)

每㆒小組都需要幫手需要幫手需要幫手需要幫手。請大家自動認領㆒些任務、加入各組團隊，並速與孫召棠302-239-4691

shaotang@aol.com 、陸孔卿765-494-6023(O) kvz@cs.purdue.edu、或周今白1-800-832-0890 x-37159 (O)

gene.chou@em.doe.gov 聯絡。

閒灠平生閒灠平生閒灠平生閒灠平生各系投影片製作㆟各系投影片製作㆟各系投影片製作㆟各系投影片製作㆟：魏開元 (㆗、歷) 、石㆒鳴 (外) 、劉丕菁 (經) 、葉聰啟 (政) 、林淑美(社) 、

張永年 (生) 、黃鈺琩 (化) 、陸孔卿 (物) 、徐祖慈 (建) 、周今白 (化工) 、張俊斌 (工工)

報到服務台：所有報名、財務、7/6 晚宴等等方面的服務，留守Endcap Bedroom Suite (LA Team)

食宿疑難服務台：為同學們解決個別食宿問題 (王秀貞)

Canyon Tour服務台：提供Canyon Bus Tour 前、後、途㆗各項資訊 (林莉莉)

㆞頭組：提供和公佈當㆝Las Vegas表演、賭場、午餐點、當㆝來回旅遊資訊，供家㆟們自由活動 (胡博

文)

點心組：負責準備7/5晚㆖歡迎會和7/6白㆝各系、各社團團聚時的水果、點心 (許繼學)

晚宴場㆞佈置組：負責設計、佈置7/6晚宴的Ball Room (賴兆貞、倪伯峰、姚仁祿、吳仙富、張俊斌)

晚宴座位安排組：負責規劃和公佈7/6晚宴的桌位 (彭瑋、方玢玢)

PC、LCD投影機 Setup 組： 負責帶去和裝設Laptop PC和LCD 投影機，於閒灠平生閒灠平生閒灠平生閒灠平生(投影片)時用 (張俊

斌、楊志傑、彭瑋、王秀貞、游達雄)

mailto:shaotang@aol.com
mailto:kvz@cs.purdue.edu
mailto:gene.chou@em.doe.gov


音響組和背景'68-'72音樂：負責攜帶和裝設音響、CD機和CD，於各系團聚各系團聚各系團聚各系團聚和晚宴時用 (楊志傑、周今

白、楊武晃)

舞台總管：負責7/6晚宴前、後，節目時間、燈光、麥克風、音響控制 (程 瑩、辜懷群)

催場：負責7/6晚宴後，提醒單元節目㆖台順序 (李兆瓊)

攝影組：負責7/6白㆝各系照相 (田俊生)

錄影組：負責用digital video camera 於7/6白㆝各系個㆟錄影和晚宴時錄影 (游達雄、彭瑋、Frank Richardson、

周今白、廖評超)

星光燦爛星光燦爛星光燦爛星光燦爛頒獎獎品籌募組：負責集思、公佈和籌募7/6星光燦爛星光燦爛星光燦爛星光燦爛夢谷之夜頒獎大典所需獎品 (賴兆貞、陸孔

卿、程 瑩)

紀念品採購組：負責採購7/6晚宴後，贈送每位校友的紀念品 (賴兆貞)

會後製作CD和VCD組：負責將相片和 video 製作成CD和VCD 寄給出席者 (楊武晃、游達雄、張俊斌、楊

志傑、胡博文、陸孔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