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花絮

久，色.... ，島..4ft

.

中.~被1}(jI食品噩盒..紹給1ft11t. .!J
方組
主任、 .J樂會成中lùJl&.汝主任、食科~周志燭學E

f賢、圖畫E系綠燈昌，教慢及鹿A~展施M.敏被外﹒喜喜
街m絢餐..﹒執行~縛，雖忠ft}鹽、研&~巴喬...教
授、生命科學院古自念台脫貧、校友聯絡中心完組主
任及創新會~中1[>.滄海m聖均是訪問圓的成員 ﹒

另外要特別處，的外文系串串冬鵬老師、適宜，直推廣飾18

清爽小姐及，師母的友情1JI入﹒ .....a直在學衡.
息外喝湯了許多遍. .

級起

食品質生物科按研討會

馬來西亞留台中興綾友﹒一直是本校海外校友

以.文昌區，帥的科f查研討.在篇東西亞草不多

﹒的傳倚﹒在許多大學的海外校友.當中，人數不

見，馬來西亞留台中興絞友.在大..有一重要的角

是.~﹒財力不是，好，甚至於連-個校友.辦公

色，那就是婦科技新知引逝，必以，庫文的方式介紹

宣部滋臂，但是.~史的活動一且總定..，. 全tI動

給當地的華人員直哥哥 ﹒ .看看傘，自於1996年受道，

員下，所Q活動的絡...敵人.. .今年初，

餒 '1996年食品科綾研討 .J 的鵬看﹒今年以校

在前任校友紛紛中lùl真清線主任的通知下旬鉤，鼠

友 . .宙中心主任車，再度重返- I區然角色不悶，但

，紋.東西亞留台中興役友﹒匆過年..他們將昌，

是心中iI有氣此的迫切. ﹒ 此次的研討﹒哥哥重M食

大﹒行.fi渚Ib'畫畫同步...別.~的，食品，

品及全總科技. 2004年 8月 27日於 }U~ 西亞

生物科級研討. J . 本教相當重誠此;貴的~Ib . 在

5ummit 陶t副 ( SeIangOr

前任圓圓校長揖教思甜壘的召集下，星星們H7.~女

盟國的弱者大llS分來自於母校.rI.彼真所主濁的

.11. 決定本校支鏈 ，食品宣生物科綾研討.J 的

，台灣的食品生絢科綾Jl波及其彎腰 a 揭開彤的

主題﹒ ü由.看負責邀請食&箱"領域的踴者 。 t起

後，綴著別是一矢禿實及..影的11.. ﹒ l此次演11看

初步.絡到閩具體定及成行，中間組壓7多次的目，

&11題餘，區被~外，亦包含 (2) I且當系宅.#t教

S&d曲折，八月份新任校長.介失博士的就任及許

縷所萃"之，從生物科級阪總能性食品遷 aJ

多-11主管的新任命﹒書E值工作的推卸有些齡的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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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安

;

( 3) 當萄至生校中 1[>.動初主任所吏"之，生技

11-.者也在八月份被任命逸校友. .自中1[>主任繼

æø食品的閃電i! J

續下此一位11' 在短短的兩遍內﹒必須敲定團員及

曙飽經E盟主11

安排111'﹒包含參與 ，食品墮笠絢科S查研討 .J 的

之，金&安全

演11普及本級代，實間的，員，噓聲R時間有間﹒但在

的嫂lêitJ

大軍的11助及配合下 ，本校訪問值!tM順利"行 ﹒

Darul Ehsan )

(5)

;

( 4)

;

.國集會

此次訪問，在.被畏的 領穹下，團員除了學校ilÞ

成中心萬鍾波

IItfMI1.~宅，ES其敏被、葡萄主生紋中1[>險動初

主任所主劫之

-

5QI自由也有限公司，量，

設友花，自

'生物科績連續之研It、會llS、 ..J

;

j偉

.一行15人全麓._.'在. .中'.'後，巴以貴

事..周芯..直被所盒..之，尊*顯集3章*~區的前

賓H強調'.書畫是逗人的蝕鹿淺，曾偈哥哥cp"大，

H~農~. .被投主.'花齊全毀之

歪曲章.f'I.-ilj;;.陸的廣鐘﹒看..加校友的一擻，

糟~Jt繭.1t J ; (8) 農.~....~費主"

開 ﹒ .被痕，重饋贈. .娥，會鳥來西莖留台中興大圈，

•• ; (7)

r UcilllCJ生物科錢f凶<JtiJ

(8)

• (2H4) 11灰白讀

u﹒撮.r食品﹒金總科書畫研討"J

﹒及，中興

完闕，士 (CKY 翩翩lI8ntS )主，. , (5H8)11~

30 ，的重要驗.'.眾對他們學穹的擻. ﹒ 倒臥

則由彎彎主"' . 本~ifI槽主組相當司阻l人﹒只見

.JlG喔，三位貴賓.1Xl﹒包含績，攀迪"博士、緩衰

潰..中雙清7*111恩來西楚，糟的獨IIJ區司f . .

中心弦世賣主管是做友嘲.0轉緝.:擒.'他們則，

此之外﹒謝口欠研討會遍fI另外-珊Jlim壘，午簣..

集了台北夫.ti慮，但百茲，包中，耳夫學校友﹒的Ii

m遷費縛了本錢. .體育處中心寓組濃重任主. ' 生

ïl o 餒，租借司以﹒的筒.l‘中興汰，遠...﹒但

總科錢這錢之研a 、 ..、鈕.J '.興...圖章

是法膺，都..42友們的.1Il.仍發命興失學 ， 台

-iIì軍用午餐9. ﹒現F籠蠟道，時本讀到饋.Jlt中心的

北大學目前If..校友的處11目前融入在處東西豆

11M'真是一.阱..iI~.的貓"訊息及ft，軒

，台~，，:大學敏友前←.~'.將會制怯. .

盒.的主ID重勤奮8月28日jt298i$大• •的刊

g徵~8精增-﹒"函，區東茵軍留台中"汰，彼

登是r.東西盔的.又大續高~_..I:﹒置~*綾彤，區

友﹒‘助其處立自己的緩衰.0 今年的中興S睡前

的健身貨大司，蛤益 ﹒ 研討會ø饋..自吸上，被.

看賣錢裊的宣1!芋，翼下7鳥來蘭登省省嚕，電犬，看費

亦訟，兩難麗華12.的前問﹒-*校的各頃.1由

支﹒及If台北大﹒校友﹒宣勵農鋒的‘..

及研究成果，且111ft..嚕，‘大﹒道，每世界}滄大

今年的體會寓，關送餒，先是間，緩緩員對-﹒

軸心b顧及決心 ﹒ 此次研討會霞_..工作饗讀.

的a緝及鉤，午'.司...的--及自本訟.w

但是在本錢老ØJIICJ畫筆下..tf..~及感功的驚，車，

.eJ‘文﹒

不僅要績，圓恩東西歪留台中興次~盟友. .曼底Jt

.讓...油及謂‘. .勘﹒每役，章，東liil9. '也

，的紹，心..'更. .此~研討﹒的所有艙，底本

昌..7輪船哺.w.也阻四"貓.'學.ij爛的後在車H

錢酌"﹒的頗有成員﹒

S們所學饋的_.w..J毫不己... .æ宙間.

中興之夜

"被~﹒舍，雖留念. .下了覓，區的旬，區 ﹒

， 也軒"之鑫J.-.....台，受~.惰的....

學訪及活動

艘.﹒..-~寫來西單Ir台bJlgJ塵.'也是獨

擾"的-自泌忌"始﹒白，壘，後，壘.鹿. .

東西哀，台中興大學校E﹒學善..成果嵐蕩的﹒

舞Iti.東西霆，台中"大﹒鐵皮....01胸前

鐘‘所﹒今年的命與之茲通這鳥來西亞留台中"大

_.西亞校友﹒食品t7...的"AU軍.~Ii.

••

268 下午aill<l.帆緣由. '間見到厲東西宣割台中

E軒JIIÙ 'H~費:11:.恥的口_，胸中興大學及自治

興大學續支﹒的重要紛留在. .連續，精司E像A及

趟--前~台北汰.a。歷史槽fI.但由一句約.

合影績 ， 及..m-設第一泌的...﹒周文測，是

a.的中興之~，適度的!UI7篇萊茵草包台中，祖

的公司﹒周圍"A~本校72年*.i.科..﹒遁的﹒

大﹒錢友.對中興大學的留闕，不俊樹中錢司I"Ø!j!

長﹒.，翩翩回馬來西亞變鼠 ，侵續20aa嚇力

當位友﹒的貓"寞，主 ﹒法...1區的4點是也是數

R壘..贊成外，書，於敏友﹒的~.可.量也值t阻

þ﹒的一見﹒

力，彎曲!.任過恩來.iN.豆窗台嚕，‘六. ..

﹒敏友﹒成立"通年﹒今年的命"之棚..r

權學

今年Bl.'!t較激1t失ø嗨，圈中典文學侖，聲

IICJ.

晨，目前則 .ff穆友﹒的.閉 ﹒ 肩，是目前S

」主一一

4安友花1:

Exdo.勵. MIrt (M)S側. BHD酌..關﹒ E車公詞

a生3但台攻擊.7.盾的越法﹒ . . .好好，般每年

主要集.欲，司領a.w..其中國時頰，畫，司更是CNI公

被嘉庚杯，中.~成績優秀"的，鍵問Q中興大

司的主要遍缺4' 本校代，隨﹒→T人終1I1111H區的
公司續受到...裊的錢刻歡迎﹒鍍趟，區，介紹過fe

8月羽目是從犧繭1f賞的一天，白天的前動﹒普車

貧困，...壘..種員及.，喔.-潰，區及被圍，但*

﹒及唆主的中興之書畫:....~體力受致嚴庸的考

i\﹒燭. .並安鱗.....開車.u工....

..41興之夜貓...治証鐵如何，取校友習向捐

們劃於.M工勵蠣被紛gτ濃刻的.eoa .

助li司'Il!l﹒鴛學生3展中廣大.11樹gu. 大.不

..

..7日賢..界必

..一天的.u廳，白銀:Il主持fII何對圖過食方實質合作

1)

這島外﹒.愛自棒了，宜，界及鐘表會的訪問﹒包含了

的鹽酸..給(

風.B亞全﹒獨立中....w紋，公﹒(簣..

績07 (2) 霞盒，重...世界一法，看*~盟

.)及處*B逗留省錢寞..會.. (包台.

. . : (3) 做研究主..設立哥哥，中心，鐘，手中

. 8月28日學主氮通鈕，區(他扭可)舞﹒靈敏

，‘大，之研究水平: (4) 這盒Jlñ研究合作的.

.)

1dl倚.II!l優勢..西亞借錢.

..自冀.JIII前，暫行威主各級自鑽研t. 對慮到值百聾

tIII;

的﹒人教育1t711嘗嘗紛紛介紹﹒If_東西亞饋笠

尬助中典文.JÞ世fP.一漁夫司.7 等111m分妥.

，則台灣~不知位年的備形ø... 雙方針

覓覓﹒.Il..-.歐盟回遷，區 ..n7.1A共趟:

(5) 設立"﹒金 .u.:總m﹒; (6) 鉤，可

If如何-勢，島生到台灣..免分受濃濃見 ﹒ -

(1) .取....秤，中，直考1I.IIJt...同

4ft• •司YI淤擻jf(本校tt:• •"作助....軍主

..41興大.11﹒: (2).饋..役..之扇東

任}針對"﹒盒的.分tllti.旬'I!毛線IIIÞÞ學

西亞偈生.本被通用經費蹟般清...金:

餃，睡，金的各項優惠錯...查被饋IJjt本校留下

本餒.11緩衰支符﹒設立，裳，睡，合續，直優秀的盾

濃韌的æa. 絕佬"於甜，.本錢獨l&饋，書鷹東西亞

.B豆僑笠; (4).由本役，閣...中心.立雙

續生必有鐵盧﹒

方合作之亭台及績11 ﹒震級大....7. 但.AJt

(3)

鎧策上午的1&113行袋，動惆﹒闖過午餐底• •

;t擅自置，缸iltt發募得了，臨一..J(.鉤，傘-

In主音陸續努..台這錢，窗台通..天畜禽擾，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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勛，傘I .~.天皇﹒斯"的共越邁出，信的11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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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白先行.._.藺草﹒Jt...II'Jt29 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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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及學畫畫 .lfjt.於興函".繼..文，賣會的斂

:1{、別給翅艙lI8吹趣﹒.﹒鑫夫食互通賣，量，軍見中

，工作看斯τ的功袋 ，不皺紋主辦高的敵.﹒與.

，閣下壓萃的旬1Îi. (作司Ifaj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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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看.7

7生l

_.

中心主任)

t!f應由1- 811 ﹒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