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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在二月五號舉辦的新春團拜，打
響了我們今年活動的第一炮，這是一個非常
好的開始。新春團拜讓大家在新的一年的開
始，享受新春的氣氛，同時這也是我們在大
紐約區，唯一一個辦校友新春團拜大型活動
的單位。凝聚這麼多人氣的支持，這實在是
我們大紐約區成大人應該值得驕傲的事。我
們希望今年的其他活動也能如此順利，並且能吸引更多校友來參
加。
校友會今年會舉辦很多有意義的活動，為了吸引大家參加的意
願，都是安排在星期六舉行 ; 包括四月十六日的健行，六月十八日
的財務管理講座，七月九日的烤肉，以及十月二十九日的重頭大戲
- 年會。在此呼籲大家能夠撥冗參加以上各項活動。另外十一月中
我們也會組團回台南參加成大 80 校慶嘉年華會(包括 參觀, 座談,
聯誼球賽, 健診, 整型美容, 校慶, 運動會, 台南古蹟巡禮, 晚會以
及旅遊等等) ，也歡迎大家能踴躍參加。 校友會活動相關消息都
會放在校友會的網站上 (www.ckuaagny.org)，希望大家有空時常常
上網瀏覽。
校友會的網站，不僅有活動的報導，一些校友們近況和母校最
新發展的報導，同時還有校友們提供的獎學金申請，包括倪超校長
獎學金、 會員子女獎學金、 陳輝泗學長建築基金會獎學金、吳武
田獎學金等，也都放在網站上，請把握機會儘快申請。
我們對今年的願景規劃，是響應校友年青化的活動，大力延攬
大紐約區的成大年輕校友們，踴躍加入我們的行列。校友會就像一
個大家庭一樣，希望大家能彼此互相打氣，分享彼此近況，更可以
在事業上互相扶持，交換最新的資訊。
最後，在此與大家分享一項有關母校的好消息 - 根據西班牙
網路計量研究中心最近剛公布的「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成大從去
年排名 413 名，躍進到 80 名，進入世界百大，這是歷年來母校在
各項世界大學排名中得到的最佳名次。成大進入世界百大，在亞洲
則排名第 4 名，次於台灣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及日本京都大學。可
見母校在學術上有長足的進步，在國際上已經獲得各國的肯定。

今年美東的春雪似乎是飄
不完, 土撥鼠的早春預報似乎
也失去準確度，竟然在三月底還
有幾場風雪, 真是春『雪』兆豐
年啦。
二月初的春節團拜，在新任
會長顏經洲及許多熱心校友的熱心安排下，舉辦的有
聲有色十分成功；而且請回來了幾位年輕學弟學妹
們，見到了一些新的面孔，為校友會注入新血，可喜
可賀! 接著就是健行春遊快到了，希望看到更多的校友
及家人們一起來參加。
校友們所敬愛的賴明詔校長，在今年初光榮的卸
任了。他在過去幾年內帶領成功大學不斷發展，已完
成了階段性的使命。母校也順利甄選出新任校長黃煌
煇教授接棒，更是一枝強棒，並於二月份上任。黃校
長從小在臺南長大，他在成大獲得 大學、碩士和博士
學位，是標準的「成大人」，對母校有深切的認知、
豐富的感情及強烈的使命感，我們深為母校學子們感
到高興；在此也預祝黃校長一切順利，亟盼他把成功
大學帶入師資更國際化、學術更多元化、學生們的學
習更紮實化的境界。
成大是國際上公認的一流學府, 我們深深祝福母
校將不斷的向上進升到更高奌。
希 望 今 年 11 月 我 們 有 許 多 校 友 能 抽 空 返 回 母
校，参加母校創校80 周年並有機會與黃校長和其他師
長及世界各地傑出校友們歡聚一堂，屆時應能感受到
母校更多進步的近況。
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
弟

弟
顏經洲 敬上

2011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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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揚名敬上
2011 年4 月2 日

2011 年活動計劃
日 期 / 時 間
4/16/2011

活

動

郊遊 踏青

主 辦 人

場

財務管理講座

免費 ( 請自備餐飲 )

Ameriprice Financial, Parsippany,

林正義

免費 (午餐招待 )

NJ
烤肉

(10:00 AM~3:00 PM)
10/29/2011

用

Fort Lee, NJ

(12:30 PM~ 3:00PM)
7/9/2011

費

Hudson River Waterfront Walkway,

黃素鄉、簡良彬

(10:30 AM~12:30PM)
6/18/2011

地

年會

王頌平、曾家楨

Van Saun Park, Paramus,

梁美華

NJ

唐煥平

王朝豪庭, Flushing, NYC

$ 10
$50 (大人), $25 (<18 歲)

2011(暫訂)

(4:00 PM~10:00 PM)
11/10/2011 ~

母校 80 週年校慶

11/13/2011

及嘉年華會

廖廣哲

台南成大

未定

2011 新春團拜活動報導
今年大紐約區校友會的新春團拜活動於二月五號舉行，地點是在 New Jersey, Edison 市的帝苑餐廳。雖然活動當天細
雨紛飛，但並沒有阻擋成大人參加新春團拜的興致與熱情。此次活動總共有 80 位學長學姐以及眷屬們參加，其中更有
百分之四十的校友們是第一次加入我們新春團拜的行列，風雨故人來，更讓我們感動。當天校友們先後來到，見了面後，
分外親切，無不寒暄一番。之後，大家一起享用豐盛的自助午餐。
大約在一點左右，活動正式開始，先由吳同良學長帶領大家高唱成大校歌，展開當天餘興節目的序幕。今年的節目，
非常精彩，除了有傳統的腦筋急轉彎猜燈謎以外，我們也請到了校友柯嘉惠表演了一段很精彩的京劇，配合盧德先的二
胡伴奏，使得這個演出更是相得益彰，出類拔萃，贏得了滿堂彩。另外，校友焦國安也帶領大家玩了一個眾志成城的竹
竿遊戲，以及由新校友們提供個人資料，再由大傢伙來猜他們所提供資料的正確性，由於國安兄的妙語如珠，把現場氣
氛帶到最高點，不愧是當年成大滔滔社的風雲人物。
在靜態方面，我們也請到校友閔詠中到現場表演吹氣球，詠中兄可以應觀眾的要求，把氣球吹成各種各樣的動物形
狀，栩栩如生，把他三十年吹氣球的功力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們特別要感謝詠中兄，原本當天需要出發到科羅拉多去，
為了我們的校友會團拜，特地延遲一天出發，因此多花費了兩百多塊錢的機票。詠中兄對校友會的熱誠與支持，真令我
們敬佩。另外會中，陳輝泗學長也大筆揮毫各種的春聯，並書寫燈謎題目以及書法表演。散會後，當場還有不少的校友
們排隊索取各式各樣的春聯，尤以招財進寶為盛。可見大家對新的一年的展望，是充滿希望的。
一個成功的活動，如果沒有眾人的熱心支持，實在無法圓滿達成。這次的新春團拜活動眾多校友及眷屬參加，就證
明了我們成大人的熱心，誠意，再加上校友的才情，幽默，成就了又一次成功的活動。
在此，本人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忙，讓我們今年的新春團拜有一個圓滿的結束。我特別要感謝主辦人林俊良，袁志毅
在事前周詳的各項準備 (如電腦/投影機/銀幕/紅包/燈謎/文具)，不計其數的電話邀約；廖廣哲、陳麗雪、曾家楨、張勝
佳、張鴻在活動前的場地佈置；王頌平、丁松洲在活動中的攝影；朱鳳子、朱正綱、彭鈺絢的財務幫忙；鄭向元學長幫
我們所作的公共關係；我更要感謝主持人盧德先和柯嘉惠的妙語如珠與精彩的戲劇表演，陳輝泗學長臨時緊急購買春聯
書寫燈謎題目以及書法表演；閔詠中學長精彩的摺氣球表演；焦國安帶領的團體遊戲把整個活動帶入最高潮；陳建光、
江明儒活動後的幫忙清理。如有遺漏任何一位，請多多包涵！
在新的一年開始，希望大家好運接二連三，心情四季如春，生活五顏六色，七彩繽紛，而且能夠發（8）大財，把
煩惱拋到九霄雲外，兔年十全十美。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幫忙以及參與，並祝兔年行大運，財源滾滾進！
顏經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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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母校成大電機演講記
施永強
2010 年暑假應邀回母校成功大學演講，今將所見所聞記載如下。6
月 30 日，我偕夫人安玲，從金門搭乘立榮航空公司的飛機，天氣晴朗，
高處眺望，美景盡收；只需 50 分鐘，就抵達台南機場。步出門口，即看
到成大學弟，崑山大學程榮祥教授專程接機。開車約 30 分鐘，於下午 2
時 15 分抵達成大電機大樓正門口，楊家輝教授已站在門口等候歡迎。楊
教授是我認識多年的好友，做研究認真，是電機系的傑出教授，也是電
機電子工程學會(IEEE)的院士。於 2 時 30 分開始演講，專題是 Detection
of Copy-paste Image Forgery。演講兩個小時後，去拜訪電資學院曾永華院
長 (見附圖一)，我並送一本剛由 IEEE 及 John Wiley 出版社出版的教科
書 Image Processing and Pattern Recognition，給電資學院收藏 (見附圖
二)，鼓勵學弟妹們研讀後，對這個領域發生興趣。晚上住宿成大會館，座落於成大勝利校區，步出會館即進入校園，非常方
便。遊覽了優美的成大校園，榕園、成功湖 (可惜正在整修中)、奇美大樓、博物館等。成大會館裝潢很現代化，從樓房可遙
望校園全景，夫人特別誇讚浴室的精心設計。晚上帶她去逛附近的美食小吃，吃她喜歡的冰砂，令她對成大留下美好的回憶。
隔天，程教授熱誠導覽，去參觀孔廟、億載金城、赤崁樓、安平古堡等名勝古蹟。晚上去逛花園夜市，我們從來沒有看
過這麼大的夜市，它佔地有 3000 坪，約近 400 個攤位，有美食小吃、流行服飾、精品百貨、休閒娛樂等，它的規模不亞於臺
北的士林夜市。
隔天一大早，由吳炳昇同學安排參觀奇景光電公司。吳炳昇現任奇景光電公司的董事長暨奇美電子公司的副董事長。因
他當天在台北，就連絡周維凡同學載我到奇景光電公司參觀，期間也見到白雙喜同學，與洪乃權同學 (人在新竹) 電話交談。
奇景光電主要設計各尺寸面板之驅動 IC，並供應面板關鍵零組件。其產品有桌上型螢幕、筆記型電腦螢幕及電視，手機面板
及消費性電子產品面板如數位相機、遊戲機以及汽車導航面板等，為全球 IC 設計公司營收排名第十二名。能夠在不預期的情
況下，見到 30 年沒有碰面的老同學，是人生一大樂事，也為他們在工業界上的輝煌成就表示欽佩。
《註：作者施永強，1980
年成大電機系畢業，普渡大學博士，現任職於紐澤西理工大學電腦系教授》

各位校友，
我以著十二萬分沉重的心情向大家報告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 – 我們敬愛的黃禎祥（1973
土木）學長於四月十四日因心臟病突發過世！
黃禎祥學長曾擔任成大校友會董事長、副會長，歷年來不僅熱心成大校友會各項大小事
宜，對學弟妹們更是提攜有加，一直是我們成大校友會紐約區的重要幹部及成員。突然收到如
此噩耗，心中真是無比難過。黃學長對成大校友會的支持與貢獻，大家有目共睹，我們將永遠
難忘。
以下僅列出校友們的一些文章，以紀念我們對黃學長的懷念。同時本人也代表成大校友會
對黃學長的驟逝，向眷屬們表示深切的慰問與致意！
會長 顏經洲
~~~~~~~~~~~~~~~~~~~~~~~~~~~~~~~~~~~~~~~~~~~~~~~~~~~~~~~~~~~~~~~~~~~~~~~~~~~~~~~~~~~
(文章 1 – from 校友會董事長耿揚名)
於三家工程顧問公司。最後他任職於紐約州 County of
追思 黃禎祥先生
Rockland Sewer District No.1，擔任 Engineer III。
黃禎祥先生從成功大學土木系及成功大學土木研究
近年來禎祥在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連續擔任副
所畢業，獲得環境工程碩士學位。畢業後順利進入中興工
會長、副董事長、董事長等職務，默默的替校友會的 News
程顧問公司服務，他在台灣工作了十年後，在 1988 年赴
Letter 及各種活動不遺余力的付出他的時間、精力和心
美深造，1990 年畢業於 NJIT，取得第二個環境工程碩士
血，確實為校友會貢獻良多。雖然他不太善於言辭表達、
學位，考取紐澤西州專業工程師的 PE 執照，並先後任職
或交際應酬，但是凡認識他的人都喜歡他誠懇實在的純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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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也都知道他是個靠得住能夠全力以赴完成任務的
人。
禎祥是我成大的學長，也是我的姐夫, 他和我在一個
大家庭裏 30 多年來的相處，我深知他是一位非常敦厚、
誠懇、有原則、有毅力，並有個十分謙和善良的個性。他
一生深愛他的家人，也從不懈怠、盡心竭力的照顧著他的
家庭和兒女。
禎祥在十多年前曾經得過鼻咽癌，他緊緊抓住神，
並禱告求神再給他時間，讓他能夠看到孩子大學畢業，並
且能夠親手牽著女兒走進結婚禮堂。神的恩典夠用，讓他
完全治愈，如願的過了十多年健康正常的生活，兩年前也
滿足的牽著女兒走進結婚禮堂。
雖然他的太太、兒女、高齡的岳母以及所有的親人、
朋友們都沒有想到他這次會這麽突然的離開我們，每個人
心中也都感覺萬分的不捨、難過，但是我們都確信他己經
回到父神永久美好的天家，安息在主耶穌的懷裏，享受那
永遠的福樂。
願神保守、帶領、也安慰他的家人。

(文章 4 - from 吳葆美)
紀念你，禎祥兄
認識禎祥兄 (這是對他的尊稱，他年紀比我小) 只有
三年， 第一次是在陳榮仁會長家門口， 我們都是去開會，
他老遠從新澤西州經兩條橋到達紐約皇后區， 還很準時，
這第一次的印象就很好。偶而他會打電話給我，很友善很
客氣地請我幫他打中文， 為校友會用， 我說他是大才不
小用， 我是小”材” ， 沒問題。 最後一次見面， 是在
丁、陳會長家， 黃太太還帶去大批豐盛菜餚。 送給禎祥
兄的一句話， 禎祥兄，你是一位仁人君子。
* ~ * ~ * ~ * ~ * ~ * ~ * ~*
(文章 5 - from 吳武田)
I was shocked and sad to hear about the passing of our
beloved NCKU alumnus, 黃 禎 祥 . It is my deepest
sympathy to his wife and family.
He called me a few weeks ago about the deadline for the
scholarship matter.
We always had a very
long conversation about our life and the life with NCKUAA
of Greater New York. He was always very optimistic and
enthusiastic about our life on this planet regardless of the
difficulties ahead of us.
He was a quiet person but always got to the point and
completed the task. He had completed so many issues of
our NCKUGNY annual publication. I will miss him dearly
and I salute him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or his
dedication to ourAssociation.

* ~ * ~ * ~ * ~ * ~ * ~ * ~*
(文章 2 – from 大紐約區校友會創會會長鄭向元)
在校友會曇花一現的禎祥
我在紐約四十二年中，曾參與許多華人社團的活動
與工作，大紐約區成大校友會是其中之一。由於涉入社團
活動，我便有機會接觸到許多人，與各種做事的方法。
禎祥是土木系晚我七年的學弟。2008 年以前，我並
不認識他，也很少校友知道他。但在 2008 年，他第一次
來參加校友會，就被選為董事，而且馬上當選了副董事
長。第二年，他又被選為董事長。校友會自 1988 年成立
以來，尚不曾有從未當過理事就成為董事長的校友，禎祥
是第一人。
在禎祥的董事長任內，曾面臨一些棘手的狀況，包
括董事會對 Bylaws 的質疑、紐約校友會是否接手聯合會
重任的決擇、及正副會長的難產等，但這些問題都在禎祥
耐心、細心地協調下，一一獲得圓滿解決。
禎祥在一年的董事長任期結束後，即主動退出下一
屆的董事選舉。他志願改當義工，後以副會長名銜，負責
主編通訊、年刊、網站、會員資料等，一直默默地為校友
會服務。他又開了一個由前董事長，退居擔任副會長的先
例。
我們感謝禎祥對成大校友會無怨無悔的付出，他待
人誠懇、認真、信實的態度，與充滿了熱心的奉獻精神，
給大家留下一個學習的典範，使我們永遠銘記在心。

* ~ * ~ * ~ * ~ * ~ * ~ * ~*
(文章 6 - from 顏經洲)
懷念黃禎祥學長
半年多前，因為因緣際會，我有幸擔任成大校友會
紐約區的會長。擔任會長是一個任重道遠的職位，如果沒
有學長學姐校友們的支持，是無法輕易勝任的。接手會長
職務的一開始真是焦頭爛額，這時黃學長義不容辭的伸出
援手來，二話不說就把份量不輕的季刊以及年刊的重任給
接下來。
接著，從討論季刊的多次電話，Email 互動中，我有
機會多認識黃學長一些。我們討論了成大校友會的動向，
前景，我們也討論到人生規劃。黃學長是我認識共事的朋
友中，最令我佩服及尊敬的。他不僅有才情，為人忠厚，
耿直爽朗，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同時認真負責，任勞任
怨，默默奉獻。
這幾天當我在深夜裡，看著他上禮拜寄給我的季刊
草稿，我心裡更是感概萬千。不捨呀，千萬個不捨。但是
我相信學長的精神將永遠與我們同在，也會永遠鼓舞著我
們奮發向上。在此我要代表成大校友會向黃學長家人, 表
示我們深摯的哀悼。

* ~ * ~ * ~ * ~ * ~ * ~ * ~*
(文章 3 - from 校友會 2010 年董事長張一飛)
禎祥學兄主編通訊,善哉! 文傳佳音喜增祥瑞!
成功校友突收郵件, 哀哉! 悲聞惡耗痛失良友!
蒙主恩召天國安祥!
同學友情永世不忘!
一飛敬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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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11 日
2011 年組團回台南參加成大創校 80 周年校慶
經第一次董事會議熱烈的討論之後，全體參與會議的董事決定組團回台南參加此一盛會，並指定由廖廣
哲負責協調及連絡，初步收集的資料如下。(意者請向活動負責人廖廣哲先生接洽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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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成大大紐約區校友會 獎學金募款專頁
成功大學校友會為一非營利團體，除服務校友、連結母校外，我們也提供會員子女獎學金(每年八月底)。我們的經費
來源就是大家每年的會費和捐款，希望校友們熱烈的支持我們。捐款可指定是作會務或獎學金用途。(個人會員$20 夫
妻會員$30 學生會員$10 永久會員 200 夫妻永久會員$300)，支票請開 CKUAAGNY 並郵寄以下會址，顏經洲會長收)
5. 詳細辦法與申請書請至校友會網站關於我們｢成功
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會員子女獎學金辦法查詢下
載。資料送會長顏經洲收。

 倪超校長獎學金
倪超校長獎學金申請每年於四月十五日截止。凡校友子
弟現在北美大學就讀二、三、四年級，成績平均在 3.25
以上，不論學科，均可申請。
獎學金每年有三個名額，每名美金一千元。希望有資格
的校友子弟，不要放棄這個機會。詳細申請辦法及表
格，均可在 ncku.net 網站， “倪超校長紀念獎學金”
上獲得。
大紐約區校友子弟自從本獎學金開辦以來，得獎的不
少，尤其近十年，每年均有獲獎者，亦是我們大紐約區
的榮譽。謹將歷年得獎者榮譽榜列舉於下：

 吳武田獎學金

申請截止日期為 06/10/2011
如果您將升大學的子女對理科有興趣，聯合會有好消息
給您！榮膺為 2009 年，美洲成大校友會聯合會暨基金
會選出的傑出校友之一的吳武田學長 (化學系 1965 年
畢業) ﹔為鼓勵成大校友們的第二代選讀理科，
(Chemistry, Physics, Molecular Biology or Mathematics)
特慷慨捐贈， “Joseph W. Wu Scholarship” 獎學金。 獎
金為每人美金一千元。 詳細情形請上美洲成大校友會
聯合會網站：ncku.net.

2010：林君容(Melissa Lin)就讀 Cornell University，林正
義(1976 Accounting)女公子。
2009：朱為亭(Tiffany Chu)就讀 M.I.T.，朱正鋼(1978 礦
冶)女公子。
劉彥迪(Andy Liu)就讀 Columbia University)，劉
茂隆(1978 土木)公子。
2008：劉佳穎(Jenny Liu)就讀 M.I.T.，為劉茂隆(1978 土
木)女公子。
2007：徐博容(Byrou Hsu)就讀 M.I.T.為徐潮君(1974 造
船)及姚大敏(1974 地科)公子。
2006：丁玉威(Richard Ting)就讀 Rutger University，為丁
松洲(1976 統計)及陳品卉(1976 統計)公子。
2005：侯心頤(Jannifer Hou)就讀 Harvard University，為
侯臺源(1972 數學)凡蔣元望(1974)女公子。
陳志明(Alex Chen)就讀 U.C. Berke，為陳建光
(1975 化學)公子。
2004：侯心頤(Jennifer Hou)就讀 Harvard University 為
侯臺源(1972 數學)及蔣元望的女公子。
李逸凡(Janathan Lii)就讀 M.I.T.為李明星(1978 工
科)公子。
2003：陳經業(Glen Chen)就讀 College of New Jersey，為
陳沙鳧(1967 化工)公子。
2002：侯明昌(Stephen Hou)為侯臺源(1972 數學)及蔣元
望(1974)公子。
2001：方瑋弘(Danny Fang)就讀 Cooper University，童筱
玲(1973 會統)公子。
1996：彭蕙瑜(Sue Pamg)就讀 Harvard University，為彭
凱湘(1973 土木)女公子。
王中玫(Betty Wang)就讀 Case Western Resevu
Univeristy 為王杭曝(1962 土木)及宋慕浩(1965
土木)女公子。

 建築基金會獎學金
每年初即可申請, 于 8 月 1 日前寄到大紐約區校友會連
絡信箱地址. 由大紐約區校友會獎學金委員會在九月底
前選定得獎人, 並於年會時頒發獎學金。
“Hwei-Sze Chen Scholarship” 陳 輝 泗 獎 學 金
http://www.ckuaagny.org
陳輝泗學長 (建築 系1957 年畢業) 榮膺為美洲成大校
友會的傑出校友, 傑出建築師 。
陳輝泗學長為鼓勵成大校友們的第二代選讀建築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特慷慨捐贈陳輝泗獎學金
“Hwei –Sze Chen Scholarship”獎金額為美金一千元 。
資料送會長顏經洲收。

捐款校友資料
姓名：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日期：西元_________________
大學部：___________研究所：___________
永久會員
年會(按每年繳

 會員子女獎學金

1. 為會員子弟設立
2. 為高中應屆畢業生設立(此有助大學入學之申請)
3. 不單以學業成績為標準，凡具有特殊才藝成就，或
對社服務有特別貢獻者，均有機會受獎。
4. 名額三名，每位美金伍佰元，8/31 日截止。

捐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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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獎學金

財 經 講 座
(1) How to plan and create your retirement income.
(2) How to protect your estate from estate settlement taxes.
(3) Investing in China.
Directions:
From NYC and Queens – use GWB to
主講人： Mr. Henry Liao, Financial Adviser, CRPC
I-80 West bound Exit 43 on to US202 South
(Morris Plains), Proceed 3 traffic lights, and make
日期： June 18, 2011
a Left on to Sylvan Way - McCali Property (Former
Prudential Campus on 202).
時間： 12:30 – 1:00 pm 主講人提供免費午餐
1:00 – 2:30pm 主題演講及自由問答
From South using GSPKWY – Take GSPKWY North
Exit 143 to I-280 West, then to I-80 West, Use Exit 43
地點： Ameripris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get on to US 202 South (Morris Plians).
5 Sylvan Way, Suite 100, Parsippany, NJ 07054

主題：

From North using I-287 S – Take 287 South and get off at
Exit 47, onto 80 West and take next Exit to get off I-80 and
then get on to 202 South (Morris Plains).

聯絡人： 林正義 (917)613-7867,
廖廣哲 (973)335-3757
***須事先生登記，以便準備午餐****

成功大學大紐約區校友會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36 Amagansett Drive
Morganviller, NJ 0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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