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浙江大學校友會 

關于召開“2011 年第三十五屆年會”的通知 

各位尊敬的浙大校友、学长：  

  您好！第三十五届北美浙大校友会年会将于 2011 年 10 月 15 日和 16 日（星期六、日）在著名海港城市圣地亚哥举办

（会场 Hilton San Diego Mission Valley）。会后按传统安排有专门设计的旅游观光。今年是北美浙大校友会成立三十五周

年。来自北美各地的代表在介绍报告过去一年历程、交流组织各种活动体会的同时，将特别聆听老校友们回顾几十年的往事，

探讨进一步承前启后、求是创新，办好北美浙大校友会，服务校友、回馈母校的途径。年会有多个以创业发展、母校与我、养

身保健、校友会建设、子女教育等为主题的研讨会，以及首届“北美求是论坛--科学与艺术”。来自世界各地校友会的代表及

校友们将前来共襄盛举。届时，母校领导和校友总会的代表都将应邀与会，介绍母校发展及校友会近况，浙大北美教育基金会

介绍发展近况。为庆贺三十五周年庆典，母校将给每位参会的校友赠送一份因人而异终身一次特别设计定制的纪念品（由于受

到制作、运输时间的约束，仅提供给 8 月 15 日前报名的校友，逾期无法提供）。请各位校友互相转告，在 9 月 15 日前将报名

表填好连同支票寄给许隽逸校友（地址、电话等见报名表)。时间紧迫的话，也可以将填好的报名表扫描后 Email 到 

ncuaa2011@zjuaa.org。9 月 15 日后报名者会费另加 10 元。务请各位尽早报名，以便会务组在场地、午餐、合照、晚宴等方

面的组织安排。  

  时间及内容：10 月 15 - 16 日（星期六-星期天）(会议)；10 月 16 - 23 日(旅游)，拉斯维加斯—大峡谷美西南三日大巴

游，圣地亚哥著名景点三日游，或墨西哥游轮八日游，详细行程请见报名表附件。有兴趣参加旅游的校友，请任选其一。 

   
 

  会议日程安排：15 日上午，各地校友会报告介绍各地的近况，佳宾演讲、报告，团体摄影；下午，专题演讲、报告，创

业、母校、保健、校友会建设、子女教育等主题交流；晚上，年会晚宴，文艺、毕业六十年庆典、才艺表演及特别节目。16

日，会员大会（理事会工作汇报，财务报告，校友通讯报告，会员组织报告，2011/2012 年度理事会，交谊座谈会及惜别会

等），以及“北美求是论坛--科学与艺术”。 

  地点：Hilton San Diego Mission Valley,  901 Camino Del Rio South, San Diego, CA 92108 

  费用：旅馆每房每晚 $120.00（包两份早餐，包税），其它会议费用请见报名表。 

 

  欢迎大家携亲带友与会，如您要邀请国内外世界各地的同学、校友一起参加这次盛会，北美浙大校友会将协

助提供相应的美国签证材料。 

第三十五届北美浙大校友会年会筹备组 

各地区校友会聯系人：   南加州: 程卫(760)603-3807, 波士頓:王晓丹(617)953-3581, 北加州:盧國文(408)887-8950,   

罗德岛: 马焰(401)419-8487, 西雅圖: 陳志強(425)877-6181, 多倫多:王曉鳴(416)756-7288, 休士頓: 徐立新(713)499-0922, 

底特律: 来永杰(248)508-1926, 華盛頓: 朱韻麗(301)253-1818, 滑鐵盧: 嚴伯平(519)886-9361, 蒙特利爾: 施建基(450)671-8181, 

大紐約地區: 段云所(917)379-2569, 紐約上州: 石志敏(585)350-4835, 溫哥華: 徐彬(778)866-8018, 芝加哥: 管鋒(847)962-2439, 

鄒書康(847)821-0986, 明尼苏达: 胡捷(651)208-6849, 佛罗里达: 梅仁伟(352)373-6412,  

通讯: 沈澜/徐彬(778)866-8018, 网站: 葉繼承(408)366-1769, 會員服务: 孫淦钊(516)318-6016, 財務: 範鎮(973)988-4514,  

其它: 劉長庚(408)741-7563 / 湯永謙(201)886-2975 / 淩建平(212)963-6058 / 葉繼承(408)366-1769 / 陸重慶(973)428-9709 

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SANMVHF-Hilton-San-Diego-Mission-Valley-California/index.do
mailto:ncuaa2011@zjuaa.org
http://www.gotobus.com/us/bostonma/tours/bostontodc_niagarafallsandnewyork4_daytour_387-812.html
http://www.gotobus.com/us/bostonma/tours/bostontodc_niagarafallsandnewyork4_daytour_387-812.html
http://www.gotobus.com/us/bostonma/tours/discovercanada4_daytour_787-315.html


北美浙大校友會 2011 年度年會 

NCUAA Annual Conference, San Diego, CA, October 15-16, 2011 

 

與會人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系_____________________專業____________屆（畢/肄業）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行人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否十月份出生者？____  幾位：____ 是否要母校特制的个性化纪念品 ⃰ ？ ______   
 

費用清單（報價以美金爲基准，各位校友可自行選擇美金或加元付款） 

 單價 
數量 

合計 

(除會議注冊費外, 其余項目可選參加與否。) US$ CAD$ US$ CAD$ 

會議注冊費                      (人) 15.00 15.00    

會員費                             (人) 25.00 25.00    

團體照費                          (份) 10.00 10.00    

旅館住宿費(雙人房,包稅及两份早餐) （天) 120.00 120.00    

  注：若單人入住，又願意與另一人合住, 请注

明性别:  男__  女__ 

 我们会尽量安排，若能找到合适的宿友，退回 

$60/(天) 

  請圈定晚上住宿日期（10/14、10/15、10/16、10/17、10/18）, 其他 (               ) 

晚會/晚宴費  (10/15)               (人) 35.00 35.00    

会后任选旅遊線路及費用(每人), 多退少补。邮轮旅游同舱两人起，越早定越好。 

  旅游線路 I： 三天两夜(10/17-10/19)  

参加拉斯维加斯和大峡谷巴士团，两人起即可 
$120.00 $120.00 

   

  旅游線路 II： 三天两夜(10/17-10/19)  

圣地亚哥三日深度游，五人（含）起成行 
$190.00 $190.00 

   

  旅游線路 III：八天七夜(10/16-10/23) 

嘉年华光辉号邮轮墨西哥八天七夜，4:30pm 从洛杉

矶出发。到达港口城市 Puerto Vallarta, Mazatlan 和 

Cabo San Lucas。两人起即可。每人价格为以当日定

票为准。非美国绿卡、公民者只需多次入美签证。 

俩人同仓 

$535 起; 

三人同仓

$505 起 

俩人同仓 

$535 起; 

三人同仓

$505 起 

   

總    計    

 

請盡快填妥此表連同全額費用支票，擡頭爲：NCUAA(Conference 2011)，于 9 月 15 日前

寄給许隽逸學長：Mr. Junyi Xu, 3018 Walton Avenue, Los Angeles, CA 90007, USA.  

（备注 ⃰ ：在 8 月 15 日前报名登记者将在年会中获得母校根据各人情况特制的个性化纪念品一份。鉴

于制作时间的要求，对于未按期报名者将无法提供。9 月 15 日后报名者，会议注册费另加 10 元。对

于晚报名且需住宿旅馆的校友，我们会尽量安排，住宿及早餐费用则以当时的旅馆报价为准。） 

Email:  ncuaa2011@zjuaa.org, Cell: (213) 300-9753, 旅游相关信息: (408) 306-1422 
 

Conference/Hotel: San Diego Mission Valley, 901 Camino del Rio South, San Diego, CA 92108 Phone: 1-619-543-9000

mailto:ncuaa2011@zjuaa.org


 
 

 
 
The Hilton San Diego Mission Valley hotel is centrally located off the 5, 8, 163 and 15 
freeways, the most ideal location in San Diego! Easily accessed from all San Diego 
businesses and attractions. Perfect for both the business traveler as well as the family 
vacation. Just minuets to the Airport and all of San Diego's beaches. Our Mission 
Valley hotel is the perfect place to start your trip for whatever reason brings you to the 
most perfect place on earth.  

Conference/Hotel 
San Diego Mission Valley 

Our breeze beach tones entice you to relax and 
enjoy your visit. Unwind on our luxurious 
"Hilton Bed" with soft upgraded linens, Serta 
Suite Dream Mattress and assorted fluffy 
pillows. Also wake to your choice of music 
including your own MP3 on our state of the art 
Hilton Alarm Clocks. Indulge in Hilton's very 
own Crabtree & Evelyn bathroom products for 
your personal comfort. If your travel brings 
you here to conduct business, share time with 
a loved one, or create memories with your 
family you can do it all in comfort here at The 
Hilton San Diego Mission Valley!  

Located three and 1/2 miles northeast of 
downtown, six miles from the airport, and six 
miles from the convention center. Near all 
major attractions, restaurants, golf, and shops. 
So bring the whole family along and plan your 
stay. After a busy day, gather with friends or 
family in our full-service restaurant and bar. 
Private seating areas are found throughout the 
lobby and offer quiet spots to gather or hold 
informal business meetings.  
 
Address: 901 Camino del Rio South,  
San Diego, CA 92108 Tel:  1-619-543-9000 

Grand Canyon – Las Vegas 3 Days Tour (South Rim), Stay 2 Nights in 
Las Vegas, (10/17-10/19) 

 Tour of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Las Vegas, Chocolate Factory, 
Desert Cactus Garden, Factory Outlet.  

 Deluxe Hotel (2 Nights Stay on Center of Las Vegas Strip), Bus, Chinese 
and English Speaking Tour Guide. 

DAY 1: Depart from Los Angeles; stop by Factory Outlet on the way. Then 
proceed to Las Vegas. 

DAY 2: Morning, proceed to One of the 7 Wonders of the World- the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DAY 3: Chocolate Factory – Desert Cactus Garden- Los Angeles. 

我们会安排交通服务，上午 6:00 离开，送您到洛杉矶上车地点参加巴士
团旅游。回程或下一站机票，请定从 LAX（洛杉矶机场）出发。 

 
 

 

San Diego Local tours (10/17-10/19) 

San Diego, California's second largest c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ighth 
largest, offers an expansive variety of things to see and do, appealing to 
guests of all ag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ur 1: Balboa Park, Seaport Village, La Jolla Cove  

Tour 2: Old town San Diego, Cabrillo National Monument, Coronado    

              Bridge, Midway.  

Tour 3: Sea World San Diego 

 

  



 

我们会安排交通服务，上午 11:45 离开，送您到洛杉矶长滩（Long Beach）邮轮码头参加邮轮旅游。回程或下一

站机票，请定从 LAX（洛杉矶机场）或 LGB（长滩机场）出发。 

第1天 洛杉矶（长堤），加利福尼亚: 洛杉矶长滩港码头登上嘉年华豪华游轮，展开永生难忘的墨西哥蔚蓝海岸之

旅。上船后您可到自助餐厅用餐，之后在船陪带领下参观游轮设施；并在启航前参与游轮的救生演习。17：30
起航。 

第2天 海上一日: 全天海上巡游，尽情享受游轮豪华设施。您可以参考游轮上的每日活动报表选择你喜爱的节目，您

可以去顶层甲板漫步或晒太阳或者去游泳池、健身房、 Mini 高尔夫锻炼身体，或者去大剧院、歌 舞厅、酒

吧、雪茄俱乐部等欣赏各类精彩演出，也可到摄影画廊寻找你的美丽瞬间，除此之外还有儿童乐园、青少年俱

乐部、图书馆、美容院、免税商店街赌场等让 您各取所需。极目蓝天大海，品饮美酒香茶，正是此行的享受。

游轮上为您精心安排的节目，更让您不虚此行。 
第3天 海上一日: 同上。 
第4天 波厄多瓦雷他，墨西哥:  9：00 到达波厄多瓦雷他，波厄多瓦雷他原本是一个沉寂的小漁村，由于风景优美，

港湾秀丽，因此吸引着许多富豪来此。在此度假旅馆，別墅比比皆 是。你可自费参加岸上观光活动，探访市中

心和位于古艾河(RIVER GUALE BRIDGE)上清风息息的热带花园，在波厄多瓦雷他的度假圣地，享受海滩美丽

景色或是亲自品尝当地浓郁芳香的民俗料理。 21：00 离开波厄多瓦雷他。 
第5天 马济兰，墨西哥: 9：00 到达马济兰，马济兰是新与旧墨西哥的混合体，美丽的港湾与巍峨的青山，构成和谐

的图案，你可自费参加岸上的观光活动，前往参观建于十九世纪 精雕细琢于火山岩表面的大教堂，再走访世界

第二高的艾法罗(EL FAGO)灯塔，选购独特的墨西哥和印地安传统的手工艺品作为美好的纪念。18：00 离开马

济兰。 
第6天 圣鲁卡斯，墨西哥: 7：00 到达圣鲁卡斯，抵达墨西哥巴哈半岛的最南端 CABO SAN LUCAS，因这里的自然景

观保护良好，成为著名的海滨天堂；你可自费参加岛上观光，乘船至标示太平洋和寇帝兹海分界的“拱岩”,顺便

一访海狮的栖息地， 或是在露天餐厅小息片刻，吸杯冷饮欣赏海岸风光。15：00 离开圣鲁卡斯。 
第7天 海上一日: 盛大的宴会将在海上举行，从早晨到午夜连续不断供应的各式美味大餐，让您享尽口福，船上除了

酒、烟要自行购买，其它的食物、大餐、自助餐、及正餐 时的非酒精饮料都免费供应，让您吃饱吃好。您永远

不会忘记加勒比海海上游的精美膳食，也不会忘记加勒比海清莹剔透的海水，此乃人生又一个新体验。 
第8天 洛杉矶（长堤），加利福尼亚: 9：00 游轮停靠洛杉矶（长滩），您将要办理离船手续，结束墨西哥沿岸之

旅。 

价格包括 

1. 豪华邮轮的船票 

2. 豪华 5 星邮轮住宿 

3. 邮轮餐点 

4. 邮轮娱乐设施 

 

Carnival Splendor 嘉年华光辉号邮轮 洛杉矶墨西哥八天七夜 

 (10/16-10/23) 

  

 
Gross Tonnage: 113,300 tons Length: 952 feet Passenger Decks: 13 
Cruising Speed: 21 knots Guest Capacity: 3,006 (double occupancy) 
Total Guest Staterooms: 1503 Total staff: 1,150 Registry: Pan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