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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之「第15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6年全球李氏

懇親大會」，謹定於2016年11月4至6日（11月7日賦歸）在新加坡隆重舉行，

由新加坡李氏總會承辦。

今年適逢新加坡李氏總會「成立110週年紀念」暨「會所大廈翻新工程竣

工」，值此盛會之際，屆時將舉行《三禧慶典》，此乃全體宗親之宗誼盛事，

特具函誠邀世界各地宗親團體組團出席，共襄盛會。

隨函順奉《大會活動行程表、大會注意事項、住宿資訊一覽表、報名表》，

相關訊息如下：

*大會/慶典日期：2016年11月4、5、6日（11月7日回程）

*大會/慶典地點：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港灣中心、香格里拉大酒店

*費         用：(1)報名註冊費：美金120元 /人 (註冊費僅包含機場接送、

                               大會期間餐飲及境內交通接送)

                (2)往 返 機 票：自理

                (3)關 於 住 宿：自費自選（可參閱住宿資訊一覽表）

*報   名   處：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新加坡李氏總會負責受理報到）

《 三 禧 慶 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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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2016.05.12  內容如有錯漏或更改，以大會公布為準。）

日期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11月4日（星期五）各國各地宗親代表團陸續抵達，大會將根據代表團航班抵境時間，
分批在機場入境廳（Terminal 1,2,3）迎接，拍照留念。
大會受理入住酒店：（1）Sentosa Hard Rock Hotel（聖淘沙名勝世界硬石酒店）
                  （2）Sentosa Festive Hotel（聖淘沙名勝世界節慶酒店）
                  （3）M hotel Singapore（新加坡M酒店）
                  （4）Copthorne King’s Hotel（國敦統一酒店）
                  （5）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國敦河畔酒店）

【第一天】

11月4日
（星期五）

*機場接送
*報到（入住自選酒店報到）

*下午18:00 歡迎晚宴

候機大廳
酒店

港灣中心
萬興大酒樓

*下午17:00酒店大廳集合

*晚宴上交換紀念品

【第二天】

11月5日
（星期六）

*上午09:00-10:00 祭祖大典
*上午10:00-11:30 全球李氏懇親大會
                開幕典禮 

*上午11:30-13:00 午宴

*下午13:00-14:00 世李會員代表大會
*下午14:00-14:10 閉幕典禮

*下午18:00-22:00 李氏盛宴

聖淘沙名勝
世界宴會大廳

聖淘沙名勝
世界會議中心

聖淘沙名勝
世界宴會大廳

* 代表團於酒店早餐之後

 07:45 酒店大廳集合出發

* 午宴後，不出席代表大
 會的團員可回酒店小休
 或自由活動。

 但各團員必須在17:00，
 於酒店大廳集合，出發
 參加晚間「李氏盛宴」，
 請盛裝出席。

【第三天】

11月6日
（星期日）

*上午09:00-12:30 新加坡境內景點
                 半日遊

*下午12:30-14:00 酒樓午餐後回酒店
*下午18:00-22:30 歡送晚宴

新加坡境內

新加坡香格里拉
大酒店

* 早餐後08:00酒店大廳
 集合出發

* 各團員17:00酒店大廳
 集合出發

【第四天】

11月7日
（星期一）

*回程——再見 酒店/機場

* 各代表團，必須在中午

  12:00之前退房。

* 到機場出境各團隊，
 必須在航班起飛時間

  前3小時出發離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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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禧慶典》
—— 大會活動行程表 ——



 

（為了您的權益，請務必詳閱以下注意事項！）

1、關於報名：

  （a）報名截止日期：2016年9月4日。

  （b）由於場地容量的關係，本次懇親大會名額限在1000人以內。

  （c）大會不受理任何的臨時報名。

  （d）在大會慶典上，沒有「出席證」者，一律不許入場亦不受招待。

2、報名費和住宿費，不受理退款：

   報名註冊費和住宿費，應事先繳交，且事後不受理退款。

3、私自另訂其它酒店者，內陸交通請自理：

  （a）大會不受理團員臨時調換酒店或房間。

  （b）凡參加者，若不是住宿在大會安排的酒店，而是私自另訂其它

       酒店者，將會影響大會工作流程，故內陸交通請自理。

4、大會從11月4日淩晨00：00開始，負責接機的任務。

5、關於自行負責、自理的事項：

   (a) 11月3日或提前抵達者：自理。

   (b) 11月7日回程欲繼續暫留新加坡者：自理。

   若有以上的情況，而需要另行安排酒店或行程者，可直接聯絡：

   永安旅行社（新加坡）沈小姐（IRENE SIM）

   電話Tel：65-63399409  傳真Fax：65-63391071

   電郵Email：wingonts@singnet.com.sg

   Skype：win.irene@hotmail.com

6、報名費和住宿費的匯款帳戶：

   以下為「新加坡李氏總會」的銀行帳戶資料：

   收款人：SINGAPORE LEE CLAN GENERAL ASSOCIATION

   帳號：A/C No. 588-128389-001

   所屬銀行：華僑銀行烏美分行 OCBC UBI BRANCH

   轉換碼：OCBCSGSG

   銀行地址：Blk 302 Ubi Ave 1 #01-59/ 63 Singapore 400302

大 會 注 意 事 項



住宿資訊一覽表

———— 大會指定酒店房價資訊 ————

酒店名稱

（2016年11月4日至6日）

房價(新加坡幣)

雙人間/單人間
酒店外貌 / 客房外貌

編號：1

Sentosa Hard Rock Hotel
聖淘沙名勝世界硬石酒店
地址：8 Sentosa Gateway (098269)
網址：www.rwsentosa.com

等級：5星

每晚新幣260元

（含早餐）

編號：2

Sentosa Festive Hotel
聖淘沙名勝世界節慶酒店
地址：8 Sentosa Gateway (098269)
網址：www.rwsentosa.com

等級：5星

每晚新幣260元

（含早餐）

編號：3

M Hotel Singapore
新加坡 M 酒店
地址：81 Anson Road (079908)
網址：www.millenniumhotels.com

等級：4星

每晚新幣180元

（含早餐）

編號：4

Copthorne King’s Hotel
國敦統一酒店
地址：403 Havelock Rd. (169632)
網址：www.millenniumhotels.com

等級：4星

每晚新幣165元

（含早餐）

編號：5

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
國敦河畔酒店
地址：392 Havelock Rd. (169663)
網址：www.millenniumhotels.com

等級：5星

每晚新幣185元

（含早餐）

備註A：《三禧慶典》旅遊專案及酒店膳宿合作方 WING ON TRAVEL SERVICE PTE LTD 永安旅行社(新加坡)，有關

        新加坡旅遊資訊及預訂酒店詳情，可聯繫酒店預訂負責人（Hotel Reservation）沈小姐（IRENE SIM）：

        電話：65-63399409  傳真：65-63391071  Email：wingonts@singnet.com.sg  Skype：win.irene@hotmail.com
備註 B：提前抵達新加坡（11月3日）或延遲繼續逗留新加坡（11月7日），而需要協助另行安排者，可直接聯繫以上

       永安旅行社（新加坡）的負責人沈小姐（IRENE SIM）。

大會祕書處：慶典執行祕書--林瑩（JOLIN LIN)  新加坡李氏總會執行祕書--黃荔英

            電話Tel：65-62967388 / 65-62967389   傳真Fax：65-62934564

            手機 H P：65-91719973       電郵Email：sleeclan110th@gmail.com；slcga@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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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禧慶典》報名表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                                       新加坡李氏總會

代表團名稱：                                     團長：

聯絡人姓名：   電話：                      傳真：

               手機：                      電郵：

※ 參加人員名單（同編號者，表示住同房，否則請填在不同的編號）

同房
編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以護照英文為準）
性
別 宗團職稱

半日遊

參加 不參加

1
 

2

3

4

5

6

※ 抵達方式：□搭飛機抵達  □其它方式                （此表格不夠使用時，可自行影印。）
※ 航班資料：抵達航班 日期：    月    日  時間：    時    分    班次：
             離開航班 日期：    月    日  時間：    時    分    班次：
※ 請勾選住宿酒店（酒店房價、等級，可參考《住宿資訊一覽表》）：
   □ 1、聖淘沙名勝世界硬石酒店    □ 2、聖淘沙名勝世界節慶酒店    □ 3、新加坡M酒店
   □ 4、國敦統一酒店              □ 5、國敦河畔酒店              □ 6、非大會指定酒店
※ 請於2016年9月4日前，向「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報名，聯絡方式：
   電話：886-2-25411156 傳真：886-2-25411157 電子信箱：world.lees@msa.hinet.net
※ 受理/聯繫單位：新加坡李氏總會  電話：65-91719973；65-62967388 / 65-62967389
   傳真：65-62934564   電子信箱：sleeclan110th@gmail.com ； slcga@singnet.com.sg
※ 報到聯繫人：新加坡李氏總會慶典祕書--林瑩  新加坡李氏總會執行祕書--黃荔英
※ 報名費和住宿費的「匯款帳戶」，請參閱《大會注意事項》。

                Singapore Lee Clan General Asso
cia

ti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