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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余氏宗親總會 
The World Yee Family Association  

世界余氏宗親總會第五屆懇親大會 
The 5th Convention of the World Yee Family Association 

二零一二年 八月四日 至 八月七日 

August 4 to August 7, 2012 

 

主辦單位：世界余氏宗親總會     承辦單位：加拿大余風采總堂 
 

Hosted by the Yee Fung Toy Society of Canada 

第 一 次 通 知 函 

1st Notice from Conven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活 動 內 容 簡 介      報 名 有 關 事 項 

Activity Description -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致：世界各國余風釆總堂/余氏宗親總會/宗祠堂主/宗長/會長/主席 

 

敬啟者： 
 

祝大家龍年快樂！ 

本會「世界余氏宗親總會第五屆懇親大會」謹訂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四日（星期六）至八月

七日（星期二）在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隆重舉行。謹具至誠，誠摯地邀請貴單位組團蒞臨

指導，共襄盛舉。這是世界余氏宗親的又一次盛世聚會！讓我們共同預祝大會順利舉行圓

滿成功！ 

有意願參加的團體，盼請將活動邀請轉交給貴堂的分堂或貴會的分會，如有任何疑問，歡

迎隨時逕洽「加拿大余風采總堂」余根洙主席、余詠本副主席、或秘書長余栢寧。歡迎致

電或電郵與我們聯繫: 



二 

 

查詢及聯絡: 

 

隨函檢附「大會活動行程表」、報名有關事項、「懇親大會報名表」各一份。 

 

因大會費用全由主辦單位籌集、政府或官方沒有補助、熱烈歡迎宗長提供贊助、善長的仁

風義舉、大會將必給予美譽表揚。 

 

                                          耑此敬頌 

會務昌隆 
 

世界余氏宗親總會會長 

加拿大余風采總堂主席 

世界余氏宗親總會秘書長 

大會籌備處主任 

大會籌備處副主任 

大會籌備處顧問 

大會創會會長 

大會名譽會長 

 

 

余根洙  

余根洙  

余栢寧  

余美湛  

余詠本、余金星、余耀祥、余啟康 

余錫儒  

余健倫 

余文勁、余習文、余瑞民 

 

暨籌備委員會全體委員 

 

2012 年二月二十日                                              仝敬邀 

世界余氏宗親總會第五屆懇親大會籌備處 

World Yee Conven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承辦單位聯絡地址及電話 

226 East Georgia Street,   Vancouver, B.C.,   V6A 1Z7 Canada     (TEL) 1-604-684-3074 

電子信箱 ( E-mail ):  world.yee@gmail.com 

余根洙 (Kan Yu) 

電話（TEL）：1-604-432-6902  

傳真（FAX）：1-604-432-6985   

手機（CELL )  :  1-604-603-3089   

余詠本 (Wayne Yee) 

電話（TEL）：1-604-644-1971 

傳真（FAX）：1-604-876-1006 

手機（CELL )   :  1-604-644-1971 

 



三 

 

大會活動行程表 

為能向各國宗親及嘉賓們提供更好服務、謹將報名及有關注意事項等、簡列如下: 

大會主題 :『敦睦宗誼 培育後代 促進商貿』。各項會議安排之日程表如下：- 

 八月四日（星期六）海內外代表、宗親、嘉賓到酒店報到、晚上迎賓晚宴、代表團

團長預備會議。 

 八月五日（星期日）早餐、祭祖、探訪溫哥華馬氏宗親會、代表午餐、世余代表會

議、團體大合照、大會開幕典禮、大會公宴。 

 八月六日（星期一）早餐、「溫哥華一日遊」或「加拿大落基山脉四天遊」、全加

余風采堂代表會議、代表午餐、代表會議、馬氏世表晚宴。 

 八月七日（星期二）早餐、「惠斯勒一日遊」、全加余風采堂代表會議、代表午餐

、代表會議、閉幕典禮。 

 八月八日（星期三）送機。 

 

如有任何變動，大會將會與各代表團團長聯絡。 

 

大會活動費用 

 

世余懇親大會報名費每人美金 $150 包全程序，不包含下述之費用: 

 

 酒店房間每晚 $129 + 14.24% HOTEL稅 = 約 $147   嘉賓自費 

 維多利亞一日遊每人 $168 + HST 稅                 嘉賓自費、自由參加 

 落基山脉四天遊每人 $898 + HST 稅                 嘉賓自費、自由參加 

 

 

報名及有關注意事項 

 

 報名 

 出席者向所在地之余氏宗親會、余氏堂會報名、集中報名、集中交費。本會不

接受個人報名。 

 代表報名表及觀禮者名單連同匯票，必須於五月三十一日前一併寄來大會辦事

處收妥作實，以便可代為嘉賓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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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費用 

 懇親代表及家屬、觀禮者、宗親或嘉賓每位需繳付報名費美金$150元正、成人

及小孩同價、 

 大會期間所有參加大會的宗親或嘉賓之膳食、宴會、交通和參觀活動的費用、

全由大會負責。 

 個人出入境簽證，各項保險費，旅費、住宿費及其它私人消費由參加者自行

負責。 

 

 付款方式: 

           滙票抬頭請付： Yee Fung Toy Society of Canada – 5th World Yee Convention 2012 

 

 酒店  

 主辦單位已安排 The Hotel at River Rock   http://www.riverrock.com/hotels/the_hotel/ 

以優惠價格為大會期間的特定住宿酒店及會議塲地. 

 預訂房間請直接致電酒店安排; 電話: Tel. 1-604-247-8900                     

或酒店免费電話 1-866-748-3718。優惠号：World Yee Convention 

 

 旅游:『世運旅遊』負責協助大會前後往加拿大和美國其他城市之探親或私人旅遊。

遊旅訂位手續及查詢電話: 劉翠珍小姐 1-604-214 6213 電郵:  maggieliu@silkway.com。  

 

 機場接送: 

如需要服務,請將所搭班機之航空公司、班次、到達及離開時間，按報名表填妥, 

以便大會安排接送。 
 

 

 

mailto:devinachow@silk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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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余氏宗親總會 
The World Yee Family Association  

世界余氏宗親總會第五屆懇親大會 
The 5th Convention of the World Yee Family Association 

二零一二年 八月四日 至 八月七日 

August 4 to August 7, 2012 

 

To the President or Chairperson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Members of the World Yee Family Association,  

 Chapters of the US Yee Fung Toy Family Association,  

 Chapters of the Yee Fung Toy Society of Canada: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World Yee in Canada Convention invites you to the 5th Convention of the 

World Yee Family Association to be held in Vancouver, Canada, from August 4 to August 7, 2012. 

Please forward this invitation to members of your association. See the attached for a program schedul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the Committee: 

Address： 
World Yee Conven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226 East Georgia Street,  
Vancouver, B.C., V6A 1Z7 Canada 

（TEL）： 
Kan Yu 1-604-432-6902   Wayne Yee  1-604-644-1971 

（FAX）： Kan Yu 1-604-432-6985  Wayne Yee   1-604-876-1006 

（CELL ） ：  Kan Yu 1-604-603-3089  Wayne Yee   1-604-644-1971 

 ( E-mail) ：   world.yee@gmail.com 

 

Please fill out the attached Convention Registration form with details of delegates from your association who 

will be attending, as well as family and friends accompanying these delegates. We request each association 

to fill out and return a Registration form for each group. 

Respectfully,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World Yee in Canada Convention 
February 20,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