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召開 2012 北美浙江大學校友會第三十六屆年會 

暨與全球校友同慶浙大 115 周年華誕的通知 

北美浙江大學校友會自 1976 年創建以來，薪火相傳，已經走過三十五個春秋。每年一度在北美不同

地區召開的校友年會，為校友們敘舊迎新、聯誼交流、分享體驗、互助發展提供了機會和場所，成為眾多

校友翹首以盼的重要活動，成為校友會傳承凝聚的重要途徑，成為母校提升影響的一個重要窗口。今年的

年會 −− 第三十六屆年會定於 9 月 29 和 30 日（周六、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辦（會場為 SHERATON 
PARKWAY TORONTO NORTH HOTEL & SUITES）。這將是繼 1986 年第十一屆年會後，第二次在這個城

市舉辦的北美浙大校友會年會。 

今年適逢浙大 115 周年華誕。本屆年會將廣邀世界各地校友會的代表前來同慶、共襄盛舉。在聯誼、

學術交流的同時，還將開展招才引智等活動。來自各地的代表將介紹報告過去一年裏走過的歷程、交流組

織各種校友活動的經驗體會，聆聽老校友回顧幾十年的往事，通過母校與我、養身保健、校友會建設、子

女教育、創業發展、招才引智、國際技術轉移產學研合作，以及“北美求是論壇 −− 科學與藝術”等多個

研討會，探討進一步縱向傳承、橫向發展，辦好北美浙大校友會，服務校友、回饋母校的途徑。屆時，母

校領導和校友總會的代表將應邀與會，介紹母校及校友會近況，浙大北美教育基金會也將報告發展近況

（具體請見所附會議日程表）。 

“多倫多”在印第安語裏的意思是“人們聚會的地方”，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和經濟文化中心。綿延

不斷的湖濱走廊和眾多世界著名建築設計師留下的傑作，加上附近舉世聞名的尼亞加拉大瀑布和風景秀麗

的千島湖，令人們流連忘返。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移民，帶來了豐富多彩的族裔特色和多元文化，令這座

城市繽紛絢麗。全城七千多家餐廳中世界各地的風味和文化，讓人們回味無窮。年會後有專門設計安排的

旅遊觀光，將為大家帶來更多歡樂留下難忘印象。 

請各位校友互相轉告，在 7 月 28 日前將報名表和支票寄給張立今學長（詳見所附報名表。此後報名

者，會議註冊費另加$10）。也可將報名表填好掃描發送到 ncuaa_conference2012@zjuaa.org。如果可能的

话，我们希望您能在網上 WWW.ZJUAA.ORG 報名註冊。母校將給 5 月 21 日前報名的參會校友贈送一份

因人而異終身一次特別設計定制的紀念品（逾期無法提供）。敬請各位盡早報名，歡迎大家攜親帶友與會

。對於前來與會的海外各地校友，北美浙江大學校友會將協助提供相應的美國、加拿大簽證材料。 

 
第三十六屆北美浙大校友會年會籌備組 

ncuaa_conference2012@zjuaa.org, www.zjuaa.org  
 

各地區聯系人：南加州:程衛(760)603-3807, 波士頓:洪保明(508)333-8763, 北加州:盧國文(408)887-8950 羅德島:馬焰(401)419-8487, 

西雅圖:陳誌強(425)877-6181, 多倫多:王曉鳴(416)756-7288, 休士頓:董茜(410)736-0130/徐立新(713)499-0922, 底特律:陳田(248)346-

0822/來永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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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雲所(917)379-2569, 紐約上州:石誌敏(585)350-4835, 溫哥華:邵建忠(604)294-1098/徐彬(778)866-8018, 渥太華:冀跟利(613)322-0065

芝加哥:管鋒(847)962-2439, 明尼蘇達:胡捷(651)208-6849, 佛羅裏達:梅仁偉(352)373-6412, 丹佛:王曉丹(617)953-3581; 通訊:沈瀾

(484)467-0792/徐彬(778)866-8018, 網站:葉繼承(408)366-1769, 會員:孫淦釗(516)318-6016, 財務:範鎮(973)988-4514, 法律:鄒書康

(847)821-0986, 其它: 劉長庚(408)741-7563/湯永謙(201)886-2975/葉繼承(408)366-1769/陸重慶(973)428-9709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sherato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221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sherato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221
http://www.zjuaa.org/
http://www.zjuaa.org/


北美浙江大學校友會 2012 年度年會 
36th NCUAA Annual Conference, Toronto, Canada, September 29-3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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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否九月份出生者？____  幾位：_____      
 

費用清單（報價以美金爲基準，各位校友可自行選擇美金或加元付款） 

 單價 
數量 

合計 (=單價 x 數量) 

(以下項目除會議註冊費為必選外, 其余均可任選) US$ CAD$ US$ CAD$ 

•會議注冊費                                                         (人)                    $15 $15    

•會員費（现场将获取《通讯》及《通讯录》)         (人) $25 $25    

•團體照費                                                             (份) $10 $10    

•旅館住宿費（均含稅及两份早餐，有如下三类选择) 

   四星级雙人房                                                           （天) 

   四星级套房                                                               （天) 

   三星级雙人房（配冰箱微波炉、免费上网和本地电话) （天) 

 

$120 

$145 

$90 

 

$120 

$145 

$90 

   

請圈定晚上住宿日期（9/28、9/29、9/30、10/1、10/2、10/3）, 其它 (                        ) 

 註：若單人入住，又願意與另一人合住，請註明性別： 男__  女__。我們會盡量安排。若能找到合適的室友，费用退回一半。 

•晚會/晚宴費  (9/29)                                           (人) $30 $30    

•会后旅遊費（按每人计，均含稅。有如下三个选择) 

   線路 1：大瀑布一日游 (10/1)                                    (人) 

   線路 2：加东三天两夜精华游 (10/1-10/3)                 (人) 

   線路 3：加拿大纵横八天豪华游 (10/1-10/8)              (人) 

 

$50 

$180 

$800 

 

$50 

$180 

$800 

   

註：旅遊價格以豪華酒店雙人房為標準，含稅。小費及餐費另計。根據報名情況，費用將可能調整，多退少補。 

年会聯系電郵: ncuaa_conference2012@zjuaa.org  總 計   
 

其它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盡快填妥此表連同全額費用支票，擡頭爲：NCUAA (Conference 2012), 於 7 月 28 日前寄給張立今學長： 

Mr. Lijin Zhang, 308-2343 Brimley Rd., Toronto，Ontario M1S 3L6 , Canada 聯系電話: 416-821-6916 

 也可在網站註冊並使用 Paypal 方式付款（網址：www.zjuaa.org）。7 月 28 日後報名者，會議註冊費另加 10

元。對於晚報名且需住宿旅館的校友，我們會盡量安排，但住宿及早餐費用則以當時的旅館報價為準。 

 年会聯系電話：楊文麗，416-707-1901；旅遊信息: Grace Zhou，416-250-5044 

 5 月 21 日校慶紀念日前報名登記者，在年會中將獲得母校根據各人情況特制的個性化紀念品一份。鑒於制作時

間的要求，對於在此之後報名者將無法提供。 
 

Conference/Hotel: Sheraton Parkway Toronto North Hotel & Suites, 600 Highway 7 East, Richmond Hill, ON L4B 1B2 Canada. (905)881-2121 
 

mailto:ncuaa_conference2012@zjuaa.org
http://www.zjuaa.org/


 



 
 

 
 

 
 

Conference/Hotel 
北多倫多公園大道喜來登酒店 

 (Sheraton Parkway Hotel Toronto North) 

體驗翻修一新的北多倫多帕克威喜來登大酒店及

套房熱情洋溢的歡迎。 酒店經過耗資 1000 萬

美元的翻修，兩座高樓中的公共區域、寬敞的客

房和按摩池套房都煥然一新。 距加拿大奇幻樂

園和安大略省科技館等當地景點只有幾分鐘車

程，驅車很快便可到達多倫多市區，無論是商務

旅行還是休閑娛樂，這裏都是您的理想之選。 

此外，酒店內還設有多個供您休閑娛樂的場所。 

您可在 2300 平米的健身中心（Parkway 運動俱

樂部）內進行日常鍛煉。 在風格各異的三個餐

廳享用各種美食。 設施完備的商務中心、多項

社交節目和免費的室內外停車，這些僅僅是我們

為了讓您獲得愉悅的入住體驗而額外提供的一些

服務。 

Address:    
600 Highway 7 East, Richmond Hill, ON, Canada 

视频链接 

 
行車路線： 

從多倫多皮爾森國際機場：沿 Highway 427 North 駛往 Highway 407 Toll Road East。 在 Leslie Street 駛出並左

轉。酒店就位於前方兩個路口的道路右側。 

從南部：沿 Don Valley Parkway North（這條路與 Highway 404 交匯）行駛，並在出口處取道 Highway 7。 繼續向

西行駛 1 個街區。 經過 Esso 站後即可到達公路右側的酒店。 

從東部：由 Highway 401 West 行駛至 Highway 404 North（尋找 Don Valley Parkway 標誌）。 沿 Highway 404 

向北行駛，在出口處取道 Highway 7。 在紅綠燈處左轉，然後沿 Highway 7 向西行駛。 經過 2 個紅綠燈，即可抵達

右側的酒店。  

從北部：沿 Highway 400 South 駛往 Highway 7。 沿 Highway 7 向東行駛約 16 公裏，直到 Leslie Street，酒店就

位於道路左側。  

從西部：沿 401 號公路東段行至 404 號公路北段（尋找 Don Valley Parkway 標誌）。 沿 404 號公路向北行駛，並從

出口取道 7 號公路。 在紅綠燈處左轉，沿 7 號公路向西行駛。 經過 2 個紅綠燈，酒店就位於道路右側。 

http://www.vfmii.com/exc/aspquery?command=invoke&ipid=1098528&ids=46119&pop=Y&source=email


多倫多、尼亞加拉大瀑布一日遊 
 
早晨，熱情的中文專業導遊將先帶領您在多倫多市區進行遊覽，途經 CN
塔（Canadian National Tower)、市政廳、議會大樓、北美五大湖之一的安

大略湖、唐人街等。 

中午，從多倫多出發沿高速公路直達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 尼亞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觀賞具萬馬奔騰氣勢般的大瀑布，享受那令人震撼心弦的

一刻。尼亞加拉瀑布是加拿大的旅遊勝地，每年吸引超過 400 萬以上觀光

客前來觀賞那浩瀚澎湃,她與南 美洲的伊瓜蘇瀑布及非洲的維多利亞瀑布

合稱世界三大瀑布，位於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尼亞加拉河中段。大瀑布頂

端寬 675 米，高 54 米，最大流量每秒達 2830 立方米。從伊利湖源流而出

的尼加拉河在流入安大略湖途中碰上 2 個大斷崖，一邊稱為美國瀑布 
(American Fall)，一邊稱為加拿大瀑布 (Horseshoe Fall). 最刺激的感受在於

乘坐霧中美人號遊輪（Maid of the Mist），親臨瀑布激流中，在百尺瀑布

下欣賞其浩瀚之氣勢，感受那驚心動魄的心動時刻。  

 

 

遊覽完大瀑布後，來到尼亞加拉市（Niagara on the Lake），一個維多利亞式的小鎮，令您盡情領略

歐洲浪漫的風情。並觀賞空中吊車（Aero Car），大花鐘（Floral Clock）等等，黃昏時乘坐豪華巴士

盡興返回多倫多，結束這一天完美的旅程。 
 
 

加東三日兩夜精華遊行程 
 
第一天，多倫多- 京士頓- 渥太華- 滿地可市 

 乘坐豪華旅遊巴士直達加國古都京士頓，參觀市政府大會堂，十八世紀英式燈塔，最古老東西橫貫

火車頭，途經加拿大唯一皇家軍事學院，名列前茅之皇後大學及第一任總理故居，等等。隨即到達

加國首都渥太華，暢遊使館村、總理府、國會山莊、途經皇家造幣廠。其後，再參觀加國人民歷史

博物館，體驗加國文化、人民歷史；繼後前往滿地可。晚膳後，入住市內大酒店，晚上可自由享受

滿地可夜生活、聖嘉芙蓮大道、法式酒吧、夜總會林立、魁省最豪華賭場一試身手。 
 

 

 

 
 
第二天，蒙特列爾 （滿地可市）－魁北克市 

http://www.worlditravel.com/viewthread.php?tid=2077&extra=page%3D1.html
http://www.worlditravel.com/viewthread.php?tid=2077&extra=page%3D1.html
http://www.worlditravel.com/viewthread.php?tid=1765&extra=page%3D2.html
http://www.worlditravel.com/viewthread.php?tid=1765&extra=page%3D2.html


早上乘坐豪華遊覽車參觀具有法國巴黎特色之滿地可聖母院。滿地可聖母院設計巧奪天功，是北美

歷史最悠久的教堂之一。之後參觀位於皇家山上全北美最大教堂之一的聖約瑟大教堂，此教堂之創

辦人乃安德教士，他被譽為是本世紀行神跡最多的教士，享譽盛名，無人不知。其後再驅車前往奧

林匹克世運村，此乃 1976 年奧運會舉辦場地，乘坐雙層纜車登上世界最高的斜塔- “滿地可”塔之

觀光臺，整個滿市風景一覽無遺。之後參觀 Bio Dome，一個由體育館改裝而成的地球生態動植物

館，可以看到生活於熱帶，體型如豬般大的巨形海鼠，可掌上跳舞的金絲猴，顏色鮮艷奪目的毒青

蛙，還有蝙蝠洞，價值不菲的龍吐珠、寒帶企鵝，匯集全世界珍禽異獸。午膳後，隨即到達魁省省

府魁北克市，此為北美唯一圍有古城墻的城市，亦為法國人另一聚居之處，也是當年英法殖民地大

戰之戰場。城內充滿著濃厚的歐陸色彩，尤以古城更甚；古炮、馬拉車、古城墻、廣場銅像、藝術

畫廊、英法戰爭紀念之圖等等，構成一幅幅美麗的圖畫。晚上可選擇於法式餐廳內享用法國大餐，

能讓您充份享受有小巴黎之稱的魁北克浪漫情懷。晚膳後，入住市內大酒店。 

第三天，魁北克市－千島湖－多倫多 

 是日早上，團友整理行裝，作古城最後巡禮後，驅車返回安省千島湖旅遊區（此行程於冬季 11 月至

4 月初取消），感受加拿大三大自然奇景之千島風情、遊船河、暢遊聖羅倫斯河，欣賞這世界著名之

群島的特有風采，例如心型島、億萬富豪古堡、世界最短國際橋及外母島，等等。約黃昏後返抵多

倫多，結束愉快旅程。 
 
 

 

橫跨加拿大、縱橫楓葉國八日豪華遊 

第一天，多倫多 - 渥太華 - 蒙特利爾 （滿地可市） 

上午，乘坐豪華旅遊大巴，在專業中文導遊陪同下，驅車直達加拿大首都---渥太華，遊覽氣派宏偉

的國會山莊、和平鐘樓、莊嚴聳立的將士紀念碑、典雅別致的使館區，以及總督府，參觀皇家造幣

廠及展示印第安文化的國家文明博物館。 

隨後抵達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爾（滿地可），參觀具有法國巴黎聖母院特色的滿地可聖母

院。晚上您可盡情流連於法國式熱情浪漫的不夜城生活。 

第二天，蒙特利爾 （滿地可市）－魁北克市 

上午，遊覽有“美洲大陸的巴黎”之稱的蒙特利爾（滿地可）市區，觀光景點包括皇家山、簡樸清

秀的聖約翰大教堂、濃縮歷史的蒙特利爾舊城區、別具一格的唐人街、上世紀七十年代奧運會舉辦

場地、一個由體育館改裝而成的地球生態動植物館。 

下午，前往魁省省府魁北克市，在這個加拿大最古老的城市，處處可見歷史的遺跡：軍事要塞、炮

臺、古城墻、銅像；還有雍容華貴的古堡酒店、清秀脫俗的教堂、氣勢雄偉的議會大廈、遊人如潮

的購物區、精湛的街頭表演；您還千萬不能錯過法國大餐。這一切都讓您充分享受著濃郁歐陸色彩

的魁北克的浪漫情懷。 



 
第三天，魁北克市 - 千島湖 - 京士頓 - 多倫多 

早上，驅車前往千島湖旅遊區（冬季取消），領略加拿大三大自然奇景之一的千島風情，乘坐豪華

遊船欣賞這世界著名群島的特有的風光，包括心型島古堡，世界最短國際橋梁等。 

然後到英屬殖民地時代的加拿大古都---京士頓市，你可一睹英美戰爭時的軍事堡壘和炮臺、十八世

紀] 英式燈塔、最古老的火車頭、加拿大第一任總理----麥當勞先生故居、著名的皇家軍事學院和皇

後大學等等。傍晚，專車返抵多倫多。 

第四天，多倫多 - 尼亞加拉瀑布 

上午，前往世界著名的旅遊觀光渡假勝地---尼亞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風景區。尼亞加拉大瀑布

由巨大的馬蹄型大瀑布、美國瀑布及清秀的新娘面紗瀑布組成。氣勢雄偉的大瀑布飛瀉直入谷底，

洶湧激流猶如萬馬奔騰，水聲震耳欲聾，令人嘆為觀止！ 

在領略了大瀑布的奇景後，可前往尼亞加拉區內加拿大最著名的冰酒制造，傍晚返回多倫多入住酒

店。 

第五天，多倫多市區遊 

是日早上,遊覽多倫多市區，主要景點：:世界最高的獨立式建築物 - CN 塔，世界名校多倫多大學，

古老莊嚴的省市議會大廈，獨特建築的市政廳， 歷史悠久的的唐人街，世界名牌雲集的布魯爾街，

在漫步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後結束，送往多倫多國際機場搭機去往溫哥華。導遊將在溫哥華機場

接機送往酒店休息。 

第六天，維多利亞、寶翠花園一天遊（包門票） 

早上乘坐卑斯渡輪經喬治亞海峽到溫哥華島，抵步後往卑斯省首府-維多利亞市，途經百年唐人街同

濟門。前往畢架山公園，世界最長高速公路之起點處-零哩牌，卑斯省議會大樓等。午後遊覽世界聞

名的寶翠花園。 

第七天，溫哥華-史丹利公園-唐人街-蓋斯鎮-羅伯遜購物街-英格列灣海灘-漁港小渡 (包門票) 

早上前往北美最大市內公園之一的史丹利公園。公園占地 1000 英畝，團友可在圖騰公園拍照留念，

登上昔日的印第安人瞭望臺-希望角，一覽獅門大橋及北溫美 景。行程還包括暢遊遊客必到，全加拿

大最著名購物街羅伯遜街，北美第二大的華埠唐人街，1986 世界博覽會址，蓋斯鎮。另獨家安排乘

坐特式漁港小渡(*) 徐徐 橫過英格烈灣及增遊享負盛名的格蘭威爾半島，欣賞藝術家及街頭藝人的精

彩表演。遊覽溫哥華市最高點-女皇公園。參觀鷺島酒莊，品嘗加拿大冰酒。獨家再送特 式漁港小

渡，從英格列灣橫跨福溪格蘭威爾半島，大飽眼福！(*) 漁港小渡視乎天氣而定。 

第八天，溫哥華-原居地 

早上可自由探親或往酒店附近的溫哥華市著名食府品嘗美食。隨後送往溫哥華國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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