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四屆年會暨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預 定 日 程 表

日期

時
間
9/23 06:15~06:20
（日） 07:30~14:00
09:00~17:00
09:00~12:00
12:00~13:30
13:30~17:30
14:00~15:00
9/24 15:00~15:30
（一） 15:00~16:30
15:00~16:30
15:30~16:30
16:30~18:00
18:30~21:00
07:30~08:00
09:00~10:15
10:15~10:30
10:00~18:00
9/25 10:30~11:00
（二）
11:00~12:00
12:00~13:30
13:30~16:00
16:00~16:45
16:45~17:00
18:30~21:30
09:00~10:30
10:30~10:45
10:00~18:00
10:45~12:30

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內 容
地
點
備
註
高爾夫球賽集合出發 圓山飯店一樓
06:20 準時出發
大廳集合
老淡水球場 07:30 準時開球
高爾夫球賽
與會人員報到
10 樓松柏廳 務請親自報到(限本人領取識別證)
2018 全球經貿投資商機 10 樓國際廳 世總商機促進委員會主辦、世青承辦
媒合論壇
商機媒合午餐
12 樓崑崙廳 商機媒合論壇與會人員
青商會第八屆年會
10 樓國際廳 青商會
台商村籌備委員會
V 樓七賢軒 籌備委員會委員、顧問出席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V 樓七賢軒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出席
監事會議
V 樓八方軒 正副監事長、監事出席；財務長列席
V 樓九如軒 選務委員會委員出席
選務委員會議
常務理事會議
10 樓貴賓廳 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副總會長出席
秘書長列席
預備會議
12 樓大會廳 總會顧問級以上人員暨工作委員
會主任委員出席
外交部歡迎晚宴
12 樓大會廳 與會人員參加
08:00 準時拍照-圓山飯店外廣場階梯
全體理監事拍團體照 圓山飯店
開幕典禮(蔡總統致詞、林
貴香總會長致詞、行政首 12 樓大會廳 全體人員出席
長致詞、貴賓致詞 :臺灣
關係法國際化-葉望輝)
早茶暨休息時間
12 樓北側迴廊
V 樓敦睦廳 歡迎踴躍參觀
台灣精品展覽
投資創業分享:落實結 12 樓大會廳 與會人員參加
合高科技與傳統產業
理監事聯席會議
12 樓大會廳 第二十四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務請本人親自簽到(以刷條碼識別)
經濟部午宴
B 樓富貴廳 與會人員參加
理監事聯席會議
12 樓大會廳 第二十四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會員代表大會
12 樓大會廳 全體會員代表出席(理監事以上人員)
午茶暨休息時間
12 樓北側迴廊
立法院晚宴
12 樓大會廳 與會人員參加
第二十五屆總會長、監事
長及下下屆(第二十六屆)總 12 樓大會廳 全體人員出席
會長候選人政見發表
早茶暨休息時間
12 樓北側迴廊
台灣精品展覽
V 樓敦睦廳 歡迎踴躍參觀
選舉、投票、開票
12 樓大會廳 第二十五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務請本人親自領取選票(以刷條碼識別)

9/26 12:30~14:00 交通部、台北市政府午宴 B 樓富貴廳 與會人員參加
（三） 14:00~15:00 閉幕典禮暨新舊任
總會長、監事長交接 12 樓大會廳 全體人員出席
新任總會長、監事長、
15:00~15:15 副總會長暨新任理監 12 樓大會廳 第二十五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事宣誓儀式
12 樓大會廳 第二十五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15:15~16:45 第二十五屆第一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
務請本人親自簽到(以刷條碼識別)
16:45~17:00 午茶暨休息時間
12 樓北側迴廊
18:30~21:30 僑委會惜別晚宴
12 樓大會廳 與會人員參加
會前旅遊 9/16~9/21 A團-杜拜豪華時尚之旅6 天5 夜 會後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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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9/29 A團-花蓮國防知性、原民文化、山林生態3 日遊
9/27~9/30 B 團-花蓮國防、原民、山林、中橫秘境草原4 日遊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4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報名須知

一、會議日期：2018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6 日（請參閱日程表）。
二、會議地點及住宿：台北圓山飯店
電話：+886-2-2886-8888ext1520~1525

傳真：+886-2-2886-4974

房間類別
標準無景客房(正館 2~6 樓/無景) 單人 NT3,200

房 價
(含 1 早+網路);雙人 NT3,600

(含 2 早+網路)

菁英標準客房(正館 7~9 樓/無景)
金龍客房
麒麟客房
高級客房(正館 2~6 樓)
菁英商務客房(正館 7~9 樓)

(含 1 早+網路);雙人

(含 2 早+網路)

單人 NT3,500
單人 NT3,700
單人 NT4,300
單人 NT4,500
單人 NT5,100

NT3,900
(含 1 早+網路);雙人 NT4,100
(含 1 早+網路);雙人 NT4,700
(含 1 早+網路);雙人 NT4,900
(含 1 早+網路);雙人 NT5,500

(含 2 早+網路)
(含 2 早+網路)
(含 2 早+網路)
(含 2 早+網路)

★訂房後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入住前 72 小時以書面通知圓山飯店，
否則應負擔一晚的房費。
三、 會議出席費：
(一) 本次大會，理監事以上人員得攜帶眷屬(限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出席，
免收出席費；第二人起需繳交出席費美金200 元。
(二) 會員得攜帶眷屬(限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參加，會員及眷屬均需繳交
出席費美金200 元。
(三) 無識別證者，謝絕參加所有餐宴。
四、 總會經費及贈品數量有限，贈品之發放，以每戶最多 2 份為限；報到限本人報
到，恕不接受代理報到。
五、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會議報名表、會員出席會議報名表、十月慶典個別僑胞登
記表及高爾夫球報名表，務請於 8 月 17 日以前，線上報名、Email 或 Fax 至所
屬洲總會，並由各洲總會彙整，轉送世總秘書處(名譽總會長及名譽監事長請直
接向總會秘書處報名)。
六、 出席會議需訂房者，請填妥台北圓山飯店訂房專用表格，務請逕自
Fax: +886-2-2886-4974 或 E-mail:reservations1@grand-hotel.org 到台北圓山飯店
訂房，並於接到飯店訂房確認書後，始完成訂房。
七、 欲參加旅遊者，請填妥旅遊報名表，務請逕自 Email: sandy@otcta.tw
或 Fax :+ 886-2-3322-2258 至海外台商旅行社報名，並再以電話連繫海外台商旅
行社 Tel:+ 886-2-3322-4458 確認。
八、總會理監事以上人員(名譽總會長及名譽監事長除外)及會員均請直接向洲總
會報名，連絡方式如下:
＊北美洲總會聯絡人: 溫玉玲秘書長
傳真:+1-206-622-0573
＊亞洲總會聯絡人:陳絢英秘書長
傳真: +852-25839713
＊歐洲總會連絡人:戴培聰秘書長
傳真: NA
＊非洲總會聯絡人:丁雅甄秘書長
傳真:+27-11-6132878
＊中南美洲總會聯絡人:林進吉秘書長
傳真: NA
＊大洋洲總會聯絡人: 賴逸雅秘書長
傳真: +6433586080

電話:+1-206-880-1351
Email: tccna31@gmail.com
電話:+852-3421 0757
Email: atccd26@gmail.com
電話: +46-707-358267
Email: 25etcc.sweden@gmail.com
電話: +27-837530777
Email: 25atcc@gmail.com
電話: +595-993256777
Email: twccla@gmail.com
電話: +6421416801
Email:tccoceani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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