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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台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ddress：13F-3,No.30,Beiping E.Rd. ,Taipei 10049, Taiwan(R.O.C)  
地  址：10049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 30 號 13 樓之 3 
電  話：886-2-2321-1822          傳真：886-2-2321-1733 
Email：wtcc@wtcc.org.tw           http://www.wtcc.org.tw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函  
受文者：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6 日 
發文字號：世總 25 字第 043 號 
附件：如文 
主  旨：本總會謹訂於 2019 年 3 月 8 日至 10 日假南非約翰尼斯堡凱薩王宮酒店

Emperors Palace Hotel 召開第 25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另會前及會
後共安排 8 團旅遊活動，敬請查照，並惠依說明配合辦理。 

說  明： 
一、 謹訂於 2019 年 3 月 8 日至 3 月 10 日假南非約翰尼斯堡凱薩王宮酒店

Emperors Palace Hotel 召開第 25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 大會安排會前旅遊活動 4 團及會後旅遊活動 4 團，檢附旅遊報名表及

旅遊須知等 47 頁(如附檔)。 
三、 關於參加會議及會前、會後旅遊報名程序暨飯店訂房，茲規定如下: 

(一) 名譽總會長及名譽監事長將另函邀請，直接向總會報名。 
(二) 諮詢委員、資深顧問、顧問、理監事均逕向所屬洲總會報名。 
(三) 本次會議報名採取紙本或線上網路報名(請參閱線上報名說明 

登入網址：member.wtcc.org.tw/ebooking)。 
1. 紙本報名者：洲總會收到紙本報名後，請協助將出席會議報名

表、高爾夫球報名表，以線上報名方式登錄，詳細說明，請參
閱線上網路報名說明，報名完成後，其資料將自動轉入洲總會
FTP 總表資料夾。 

2. 線上報名者：個人出席會議報名表將自動轉入洲總會 FTP 總
表資料夾。 

3. 查看出席總表：詳細說明，請參閱各洲總會查詢線上報名出席
總表說明。 
Ａ．洲總會專屬網址：ftp://ml-ftp.wtcc.org.tw/ 
Ｂ．輸入→歐洲帳號：CEurope 
Ｃ．輸入→歐洲密碼：WtccC01 

(四) 出席會議需訂房者，請逕自填妥訂房專用表格 Email 或電話預
訂，訂房後務必以接到訂房確認書，方完成訂房手續。訂房聯
絡人：覃婷 Amy，E-mail：amy@goldbricks.co.za，電話：
+27834059988。 

(五) 擬參加會前、會後旅遊者，務請於 2018年 12月 21日前傳真或
E-mail至海外台商旅行社【傳真:886-2-3322-2258;E-mail: 
caren@otcta.tw、sandy@otcta.tw】。 

四、 檢附會議預定日程表、出席會議報名表、飯店訂房表、英文邀請函、
會議活動須知、南非簽證入境須知、提案表、委託書、高爾夫球賽報
名表等 14 頁，理監事條碼編號(附加檔案)，旅遊須知及旅遊報名表等
47 頁(附加檔案)。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12 月 21 日。 

五、 本總會已另函(包括附件)通知理監事以上人員。 
六、 第 25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名相關資料及訊息，將公告在本總

會網站 Http://www.wtcc.org.tw，敬請多加利用。 

      總會長  游萬豐   監事長 許世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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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5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預  定 日 程 表  

地點：南非約翰尼斯堡凱薩王宮酒店 Emperors Palace Hotel 
地址：64 Jones Road, Kempton Park,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日期 時  間 活 動 行 程 地  點 備註 

3/8 
(五) 

07:00 高爾夫球賽集合 
Ebotse Golf Club 

07:30 準時出發 
08:00~13:00 高爾夫球賽 08:00 準時開球 
08:00~16:00 青商會創業論壇暨理監事會議 Cenate Room 青商會 
10:00~17:00 與會人員報到 Emperors Palace 

convention center 出席人員報到(包括青商會) 10:00~17:00 參加會後旅遊報到 

14:00~14:30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Glaudius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出席 
14:30~15:30 台商村籌備委員會 Glaudius 台商村籌備委員會委員出席 
14:00~15:00 選務委員會議 Augustus 選務委員會委員出席 

15:00~16:00 監事會議 Augustus 
監事長、副監事長、監事出席；
財務長列席 

15:30~16:30 常務理事會議 Glaudius 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副總會長出席； 
秘書長列席 

17:00~18:00 預備會議 Cenate Room 
顧問以上人員暨工作委員會主任
委員出席 

18:30~21:30 外交部晚宴 Centre Court  與會人員出席 

3/9 
(六) 

09:00~10:30 開幕典禮 

Cenate Room 
全體人員參加 

10:30~10:50 早茶暨休息時間  
10:50~12:00 專題演講 與會人員出席 
10:50~16:00 約翰尼斯堡城市購物之旅  眷屬/會員參加 
12:00~13:30 經濟部午宴 The Galleria 餐廳 限理監事以上人員參加 

13:30~15:00 理監事聯席會議(一) 

Cenate Room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務請本人親自簽到 

15:00~15:15 午茶暨休息時間  
15:15~16:30 理監事聯席會議(二)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18:30~22:00 僑務委員會晚宴-南非之夜 Centre Court 與會人員出席 

3/10 
(日) 09:00~21:00 Pretoria 普利托利亞一日遊 游萬豐總會長招待 

09:00 集合 
09:30 準時出發 

3/11 
(一) 賦 歸 或 參 加 會 後 旅 遊 

旅 
遊 
行 
程 

會前 旅遊行程 會後 旅遊行程 
3/4-3/8  A 團-維多利亞瀑布五日遊 
3/5-3/8  B 團-納米比亞四日遊 
3/6-3/8  C 團-克魯格野生動物園三日遊 
3/3-3/8  D 團-豪華鐵道酒莊六日遊 

3/11-3/18  A 團-納米比亞八日遊 
3/11-3/17  B 團-開普敦好望角七日遊 
3/11-3/17  C 團-豪華鐵道酒莊七日遊 
3/11-3/19  D 團-頂級高爾夫球場巡弋九日遊 

★聯絡電話：  
  游萬豐總會長：27-828036688 

鄭惠美秘書長：27-824515227             

劉康俊財務長：27-837822888 

旅遊組：海外台商旅行社吳翠萍小姐；電話:+886-2-33224458#31；Mail: caren@otct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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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5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出 席 會 議 報 名 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世總職稱: 所屬地區商會: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19    年    月    日 飲食: □ 一般  □ 素食 
Tel： Fax： 手機： 
E-mail： 
隨 
行 
眷
屬 

中文姓名(同護照) 英文姓名(同護照) 性別 關係 飲食 
    □一般  □素食 
    □一般  □素食 

出席
費 

1. 世界總會理監事以上人員(本人)免繳。 
2. 理監事以上人員之眷屬(限配偶或直系親屬)每人美金 100 元，第 2 人起或總會長邀請參加者， 

每人美金 200 元。 

班 
 
 

機 

★基於安全考量，接送機以大會飯店為主！ 
如須接送機者，務請確認航班抵達、離開之日期及時間，若有變更，請即時通知。 

航空公司：             班機：          

抵達航次：3 月_____日______時 _____分 

(接機依南非約堡時間)      □AM   □PM 
抵達機場：JNB 
接機：□是     人；□否  
★接機地點 : 入境大廳  

航空公司：            班機：            

離開航次：3 月 11 日_______時 _______分 
(送機依南非約堡時間)        □AM   □PM 
離境機場：JNB 
送機：□是     人；□否 
★送機限未參加會後旅遊者。參加會後旅遊者由旅行社負責 

訂 

房 

資

料 

入住日期:    月    日 退房日期:    月    日 
★欲訂房者，請於2018年12月21日以前逕自填妥訂房專用表格以 Email 或電話預訂，需
接到訂房確認書，始完成訂房。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入住前 30 天，Email 通知否
則須承擔 1 晚預訂之房費。 

飯店名稱  備註 
□ 五星 D'oreal 酒店 

請參閱 P.4 訂房專用表格；訂房時間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截止，之後訂房者依飯店時價收費。 

□ 四星 Mondior 酒店 
□ 三星 Metcourt suite 酒店 
□ 三星 Metcourt 酒店  

餐 
宴 

★3 月 8 日至 3 月 10 日餐宴，敬請確定可以參加才勾選，以避免浪費資源。 
凡勾選而未參加者，須自行負擔餐費新台幣 1000 元/餐。 

3/08 午餐參加□是    人；□否。3/08 晚宴參加□是    人；□否。 
3/09 午宴參加□是    人；□否。3/09 晚宴參加□是    人；□否。 

3/08 高爾夫球賽  □參加___人□差點___ □租球具□左手□右手 

3/09 約翰尼斯堡城市購物之旅(含午餐限眷屬/會員參加) □參加___人 
3/10 Pretoria 普利托利亞一日遊(游萬豐總會長招待) □參加___人 

自 
費 
旅 
遊 

會前旅遊 

3/4-3/8     A 團-維多利亞瀑布五日遊 □參加___人 
3/5-3/8     B 團-納米比亞四日遊 □參加___人 
3/6-3/8     C 團-克魯格野生動物園三日遊 □參加___人 
3/3-3/8     D 團-豪華鐵道酒莊六日遊 □參加___人 

 
會後旅遊 

3/11-3/18   A 團-納米比亞八日遊 □參加___人 
3/11-3/17   B 團-開普敦好望角七日遊 □參加___人 
3/11-3/17   C 團-豪華鐵道酒莊七日遊 □參加___人 
3/11-3/19   D 團-頂級高爾夫球場巡弋九日遊 □參加___人 

備 
 

註 

1.本報名表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截止報名。理監事以上人員採取紙本報名或登入網
址:reg.wtcc.org.tw 線上網路報名。(名譽總會長及名譽監事長由世總受理報名事宜)。 

2.歐洲總會連絡人:戴培聰秘書長             電話: +46-707-358267  
傳真: NA                               Email:25etcc.swed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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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2019 
BOOKING REQUEST FORM 訂房表 

            Please complete form in English and return to Hotel Reservations via the Email Address below: 
請用英文填寫並以 Email 方式回傳給訂房組 

訂房組連絡人：覃婷 Amy；電話：+27-834059988；Email:amy@goldbricks.co.za 

1) GUEST DETAILS 客戶資料 (必須提供) 
Guest First Name 名  Contact Phone 連絡電話(手機)  

Guest Surname  姓  Contact Email  電子郵件信箱  

2) HOTEL STAY DATES 入住日期 
Hotel Arrival Date     
抵達日期 

 Hotel Departure Date     
退房日期 

 

3) HOTEL AND ROOM TYPE SELECTION -Please select (tick) your requested room type飯店房型(請在需要預訂之房型空格中打勾) 
Hotel Inclusions 房價包含項目: All rooms include 2 buffet breakfast per day at the below hotel restaurant and 
Premium Wi-Fi per 24 hours.所有房型每房每日均包含 2客早餐及 24小時無線上網設備 
All room rates listed are per room, per night inclusive of 15% VAT  每晚房價如下(已包含 15%政府稅) 

五星 D'oreal 酒店 

   Superior King Room 
    優越大床房 

    R 3395.00 ZAR 

 Superor Twin Room 
    優越雙人床房 

     R 3395.00 ZAR 

  Deluxe King Room 
    豪華大床房 

    R 3115.00 ZAR 

 Superior Twin Room 
    豪華雙人床房 

    R 3115.00 ZAR 
    Classic King Room 

    經典大床房 
    R 2900.00 ZAR 

  Classic Twin Room 
    經典雙人床房 

    R 2900.00 ZAR 

  

四星 Mondior 酒店 
   Superior King Room 

    優越大床房 
    R 2590.00 ZAR 

 Superor Twin Room 
    優越雙人床房 

     R 2590.00 ZAR 

   Classic King Room 
    經典大床房 

    R 2200.00 ZAR 

   Classic Twin Room 
    經典雙人床房 

    R 2200.00 ZAR 

三星 Metcourt suite
酒店 

    Deluxe King Room 
    豪華大床房 

    R 2345.00 ZAR 

 Superior Twin Room 
    豪華雙人床房 

    R 2345.00 ZAR 

   Classic King Room 
    經典大床房 

    R 1950.00 ZAR 

   Classic Twin Room 
    經典雙人床房 

    R 1950.00 ZAR 

三星 Metcourt 酒店 
   Superior King Room 

    優越大床房 
    R 2950.00 ZAR 

 Superor Twin Room 
    優越雙人床房 

     R 2950.00 ZAR 

 
     

4) HOTEL GUARANTEE POLICY 飯店擔保與取消政策 
I, the undersigned, hereby authorize Gold Bricks Tour to guarantee this reservation using the credit card as detailed below. A one nights’ 
charge will be made for every room cancelled or no showed within 30 days of the arrival day. Please note only the below credit card 
types will be accepted for reservation guarantee. 
本人所提供信用卡資料,授權與 Gold Bricks Tour作為擔保.如果本人在抵達日期前 30天之內取消訂房或者沒有入住, Gold Bricks Tour 將可
從所提供的信用卡資料中收取⼀晚住房費用. 

         MasterCard       Visa      Amex      Diners    JCB 

Credit Card Number   
信用卡號碼 

  Expiry    
有效日期 

 

Cardholders Name     
持卡人姓名   

Cardholder Signature  
持卡人簽名   

 

5)      I AGREE WITH THE HOTEL RESERVATIONS TERMS AND CONDITIONS.我同意飯店訂房政策 
Please note this is a booking request form only, and reservations are not confirmed until a written confirmation letter is provided by our 
Reservations Team. Reservation availability is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t time of processing.  
此訂房表並非飯店確認書.所有的預訂將視收到訂房表當日飯店住房狀態而定. 請以收到飯店回傳的「訂房確認書」為準. 
Bookings are essential and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ll reservations must be guaranteed with a valid credit card at time of booking (please 
note this does not constitute payment). A credit card service fee of 2.5% will be applied on check out to accounts settled by credit card. 
Please note that public holidays and special events in Melbourne peak periods and may incur higher rates and limited availability. Canno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accommodation offers and no further discounts apply. A 30 day cancellation policy applies after 
which a one night charge will be made for every room cancelled or no showed. Rates are per room per night, inclusive of two breakfasts 
(based on single or double occupancy). Guests must be 18 years of age or older. 
此訂房表僅適用於 2019年 3月 8-10日，所有的預訂將視收到訂房表當日飯店住房狀態而定，所有訂房皆須以信用卡作為擔保
並收取 2.5%手續費。此訂房表房價不可與其它住房優惠同時使用。如果在抵達飯店日期前 30 天之內取消訂房或者沒有入住,飯
店將從所提供的信用卡資料中收取⼀晚的房間費用。所有房價是指每間房間、每日並包含 2客 早餐在各飯店指定的自助餐廳中
使用，入住客人須年滿 18歲或以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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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台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ddress：13F-3,No.30,Beiping E.Rd. ,Taipei 10049, Taiwan(R.O.C)  
地  址：10049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 30 號 13 樓之 3 
電  話：886-2-2321-1822          傳真：886-2-2321-1733 
Email：wtcc@wtcc.org.tw           http://www.wtcc.org.tw 

November 16, 2018 
Letter of Invitation 

 

To Whom It May Concern：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WTCC), 25th Semi-Annual General Meeting to be held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from 

2th March to 20th March 2019, including a visiting trip around South Africa, Namibia, 

Zimbabwe and Zambia. 

The 25th Semi-Annual General Meeting  

Date: 8th March to 10th March 2019 

Venue: Emperors Palace 

      64 Jones Road, Kempton Park,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Visiting trip around South Africa, Namibia, Zimbabwe and Zambia. 

Date: 2th March to 20th March 2019.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South Africa. 
Yours Sincerely, 

Wan-feng Yu 

 
 

President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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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活動須知 
一、 會議日期：2019 年 3 月 8 日至 10 日，詳細行程請參閱日程表。 
二、 如需辦理簽證相關事宜，請洽海外台商旅行社 Caren 吳翠萍小姐 

  電話:+886-2-33224458#31；Mail: caren@otcta.tw。 
三、 會議地點：南非約翰尼斯堡凱薩王宮酒店 Emperors Palace Hotel 

   電話：+27- 119281000        
            地址：64 Jones Road, Kempton Park,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註 1：已訂房者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入住前 30 天，以書面通知訂房組
聯絡人：覃婷 Amy，E-mail：amy@goldbricks.co.za，否則須承擔一晚
預訂之房費。 

   註 2：飯店 Check-in 時間自 15:00 起；Check-out 時間至 12:00 止，提早入 
住或延後退房需視飯店的實際訂房情況而定。 

       註 3：住宿者請於飯店櫃台辦理退房手續時，自行結清房費及其他額外消費。 
四、 出席費：1.世界總會理監事以上人員免繳。 

 2.理監事以上人員眷屬(限配偶或直系親屬)每人美金 100 元，第 2 人
起或總會長邀請參加者，每人美金 200 元。 

五、 出席會議需訂房者，逕自填妥訂房專用表格以 Email 或電話預訂，需接到訂房
確認書，始完成訂房。訂房組連絡人：覃婷 Amy 電話：+27834059988；
Email:amy@goldbricks.co.za。 

六、 大會安排會前旅遊活動(4 團)、會後旅遊活動(4 團)，擬參加會後旅遊者(須
有報名參加開會者，才接受報名參加旅遊)，請填寫旅遊報名表，務請逕自
Email：caren@otcta.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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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旅遊返回需留宿者，請自行向飯店或旅行社預訂房間。 

七、 旅遊活動請依照規定日期以刷卡方式支付旅費，因故取消者，需以書面通知
海外台商旅行社，報名後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30%，2019 年 1 月 21 日以後取消者不予退費，請見諒。 

八、 參加高爾夫球比賽者，請於 3 月 8 日上午 7:00 於酒店一樓大廳集合，07:30 準
時出發，08:00 準時開球，欲參加者請填寫高爾夫球比賽報名表。 

九、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12 月 21 日，請務必準時報名，俾便彙整。大會將安排
接送機。若有變更，請即時通知。 

十、 總會理監事以上人員（除名譽總會長及名譽監事長外），均請直接向洲總會報

名，連絡方式如下: 
  ＊北美洲總會聯絡人: 鄭陳灣華秘書長       電話:+1-206-880-1351 
    傳真:+1-206-622-0573                     Email: tccna31@gmail.com 
  ＊亞洲總會聯絡人:陳絢英秘書長             電話:+852-28022824 
    傳真: +852-25839713                      Email: atccd26@gmail.com 
  ＊歐洲總會連絡人:戴培聰秘書長             電話: +46-707-358267  
    傳真: NA                                Email:25etcc.sweden@gmail.com 
  ＊非洲總會聯絡人:丁雅甄秘書長             電話: +27-837530777 
    傳真:+27-11-6132878                      Email: 25atcc@gmail.com 
  ＊中南美洲總會聯絡人:林進吉秘書長         電話: +595-993256777     
    傳真: NA                                Email: twccla@gmail.com 

＊大洋洲總會聯絡人: 賴逸雅秘書長          電話: +6421416801 
    傳真: +6433586080                        Email:tccoceani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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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線上網路報名說明 
線上報名方式: 

1. 登入網址：member.wtcc.org.tw/ebooking 

 

 

 

 
2.理監事以上人員報名：請於報名作業→ 

驗證代碼：三選⼀ 
a.身份證字號（含英文數字 10 碼） 
b.護照號碼 
c.理監事代碼(7 碼) 

 
 
 
 
 
  

 
 
 
 
 
 
 

 
3.請依序詳細填寫欲參加之活動及餐宴。 
4.填妥資料後點選→送出資料 
5.收到系統自動回覆完成報名信件，您已完成報名動作。 
 
狀況 1. 如您的個人代碼無法代入時，請填妥個人資料表(附件)送交世總秘書處。秘書
處會將您的資料輸入資料庫以便您下次會議線上登入。 
狀況 2. 如您發現個人資料有錯誤，請勿於線上進行修改，請填妥個人資料表(附件)送
交世總秘書處。秘書處會將您的資料輸入資料庫，以便您下次會議線上登入。 
 
附件: 理監事以上人員個人資料表 
http://www.wtcc.org.tw/images/stories/publicform/PersonalInformationForm.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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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各洲總會查詢線上報名出席總表說明 
 

 

1. 於資料夾內輸入 

ftp://ml-ftp.wtcc.org.tw 
 
 
 
 
 
 
 
 
2. 輸入各洲總會帳號及密碼 

(如右圖，以北美洲為例) 

 
 
 
 
 
 
 
 
 
3. 即可進入該洲 FTP 資料夾。 
 
 
 
 
 
 
 
 
 
 
 
4. Excel 出席總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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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申請簽證須知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持台灣護照欲申請簽證入境南非共和國者，必須事先聯絡南
非聯絡辦事處預約簽證申辦日期及時段。預約申請簽證者請以電話聯繫在台辦事處，
電話預約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九點至中午十二點，下午一點半至四點半。 
南非聯絡辦事處 
台北市敦化北路 205 號 13 樓 1301 室 
Tel: (02) 2715-2295 (0966-656145)     Fax: (02) 2712-5109 
http://www.southafrica.org.tw/main-2/default-c.htm 
簽證申請表格 DHA-84: 

以黑色墨水填寫並由申請人簽名 (未滿 18 歲申請者，請由其父和母簽名) 
1. 護照及舊護照正本: 

(目前護照有效期至少比預定在南非停留期限多三十天，並附至少兩張以上空白頁)以及目前護

照的影本(生物特徵辨識頁面/簽名頁面的影本) ，前一本舊護照請一併附上。 

2. 中華民國身份證清晰掃描件。 
3. 最近三個月拍攝的彩色照片一張: 

(寬 3.5公分，高 4.5公分)，規格同護照相片、背景為白色的正面照片，
照片不得更改或利用電腦修圖;不得露齒或微笑，頭髮不得遮蓋耳朵。 

4. 航班訂位證明 (入境南非時必須出示已訂妥航班之來回機票或續程機

票)；若進入南非之前或之後會前往其他國家，須附上該國簽證影本。 
5. 財力證明： 

最近三個月銀行存款對帳單 (請於辦理簽證前一、二天先去更新銀行存摺簿然後再影印存摺的
戶名頁和最近三個月內的所有交易紀錄。未成年申請者若沒有銀行帳戶，可以影印父或母的財
力證明) 

6. 非台灣護照持有人須檢附外僑居留證(ARC)正本和影本。 
7. 如果在入境南非之前，已經前往黃熱病疫區旅遊；或者在入境南非之後，將要前往

黃熱病疫區旅遊，需檢附預防注射證明及影本，此證明必須最晚在抵達南非十天前
由衛生當局簽發。 

8. 南非親友英文邀請函，此邀請函必須由南非當地警察局(SAPS)驗證，信件內容須
包含下列資訊: (收到報名後會立即由總會出函) 
- 邀請者全名、南非身分證字號、南非居住地址、聯絡電話號碼、與受邀者的關係、電郵並親

筆簽名同時註明寫信日期。 
- 受邀者全名、護照號碼、出生日期、拜訪理由、停留期間天數與住宿地址。 
- 在南非停留期間，若不幸有醫療費用和遣返費用的產生，請註明將由邀請者負責或受邀者來

負責。 

9. 南非邀請者的南非護照或身分證影本，影本必須由南非警察局驗證蓋章。(收到報
名後會由總會出函提供) 

10. 南非邀請者的地址證明影本，並由南非警察局驗證蓋章。地址證明如:水、電單。若南

非房子登記在他人名下，則請在邀請函上說明並附上相關文件影本(如:租賃合約或擁有者的身

分證。影本必須由南非警察局驗證蓋章。) (收到報名後會由總會出函提供) 
【上述 9、10、11 項，以申請者送件簽證日期算起，在南非警局驗證過的文件不可
超過三個月】 

11. 南非聯絡人或會議主辦單位開立的邀請函，註明受邀人的全名和出生日期或護照
號碼。(收到報名後會由總會出函提供) 

12. 全程的南非飯店訂房紀錄(需包含申請者的全名)  
-訂房是經由總會提供。(收到報名後會由總會出函提供) 
-自行訂房需提供訂房資料。 

13. 簽證申請人之配偶如果是南非公民，必須檢附英文版結婚證書正本及影本、南非
配偶的護照影本，並請事先來電詢問以便提供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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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未滿十八歲的簽證申請人必須另外檢附下列證件: 
A.【若父母雙方會和未成年申請者一同前往時】 
- 父母或監護人的護照及影本。 
- 監護權證明 (經護照簽發國家之外交部認證過的完整出生證明或英文版戶籍謄本)和影本一份。 

B.【若父母其中一方沒有和未成年申請者一同前往時】 
- 同行成人的護照影本。 
- 無法同行的父或母(或是雙方)需填寫同意書(Parental Consent Affidavit; PCA);可選擇在

台灣地方法院附屬民間公證人面前簽名(請自行詢問相關單位須知)，或者只南非在台辦事處
簽名(需先預約，父母和未成年申請者三方都需要到場)。 

- B1.無法同行的一方，其簽過名的有效護照需經核發單位驗證(台灣護照要經由台灣外交部領
事事務局驗證課驗證過)並附影本一份。 

- B2.監護權證明 (經護照簽發國家之外交部認證過的完整出生證明或英文版戶籍謄本)並附影
本一份。 

【未成年申請者獨自前往若父母其中一方沒有和未成年申請者一同前往時】 
15. 除了上述 B.和(B1、B2)之外，還要再附上: 南非接待人的身份證和說明信(需在南

非警局簽名和驗證:以申請者送件簽證日期算起，在南非警局驗證過的文件不可超
過三個月。) (收到報名後會由總會出函提供) 

16. 欲參加會前/後旅遊者，其相關簽證問題請洽海外台商旅行社 Sandy 李 
sandy@otcta.tw   
除了上述各項證件外，如有必要簽證申請人必須提供額外文件作為輔助證明。 
 

領取護照: 
簽證申辦過程結束後，如果本人無法親自領取護照，可授權第三者代為領取。被授權
領取護照者必須出示簽證申請人親筆簽名之授權書；授權書上應註明下列事項： 
1.代領人全名及身分證字號。 
2.簽證申請人同護照上之全名和身分證字號。 
3.原始收據。 
4.代領人之身分證正本。 
過境簽證: 
即日起在下列南非國際機場轉機到南非鄰國者 (賴索托、史瓦濟籣、奈米比亞、辛巴
威、波札納和莫三比克)，可免辦過境簽證： 
1.約翰尼斯堡 OR Tambo 國際機場。 
2.開普敦國際機場。 
3.德班 King Shaka 國際機場。 
4.Lanseria 國際機場。 

如果是利用地面運輸從南非過境到鄰國，依然需要申辦簽證。 

免簽證國家: (參考網址: http://ineng.co.za/visa-free-countries-south-af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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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旅遊需知 
天 氣  ： 南非位於南半球，天氣與台灣相反，6月至8月為冬天，12月至2月為夏 

天，夏季溫和，冬季寒冷;以下全年平均溫度資料表只供參考： 

 

 

 

 

 

 

 

 

衣 著  ： 以輕便實用舒適為主，南非國家某些大城市觀光或特別場合衣著宜較 

      整齊，開普頓位於南非最南端，臨大西洋及印度洋，冬季時較多雨水及 

      刮大風，須備外套或禦寒衣物、雨具等，以備不時之需。由於南非有 

      部份地方位於海拔五千多英呎之高原上，故天氣較為乾燥，需備潤膚 

      用品及潤唇膏。 

當地海關：  顧客可免稅攜帶200支香煙及1升酒，禁止攜帶各種：肉類、蔬菜、水 

      果及食物入境。 

貨 幣 ： 南非貨幣單位為蘭特(Rand)，可於抵達後以美元兌換，可攜帶美金、信 

  用卡、旅行支票等，兌換外幣時，最好能找換一些較小面額的鈔票，方 

  便零用。(出入境不可攜帶超過五千蘭特及１萬美元)。 

語 言  ： 大部份旅遊區可以用英語溝通。  

治 安  ： 應小心自己行李物品，貴重物品及證件須隨身攜帶，特別是乘坐公共 

車輛及自行外出時，提防扒手，晚上避免單獨到偏僻地方。 

時 差  ： 南非比台灣慢 6 小時。  

膳 食  ： 早餐一般會於住宿酒店內享用自助餐，午、晚餐均以中或西餐為主，在 

  某些富有當地色彩之城市，更會安排品嚐當地之特色西餐，按照一般 

  慣例，西餐包括之菜式為：頭盤，主菜及甜品，至於酒水及茶或咖啡則 

  須自費。 

藥 物  ： 請自備一些自用平安藥物及緊急醫療用品，以應不時之需，如需長期 

服用指定藥物，出發前宜先準備足夠份量。 

飲 用 水 ：酒店自來水不宜直接飲用，需經煮沸，如腸胃狀况欠佳者，宜於當地購 

      買礦泉水。  

電 壓  ：電壓為 220 伏特，三腳及二腳粗身圓插。  

 
 
 

城市 12 至 2 月 3 至 5 月 6 至 8 月 9 至 11 月 

         

開普頓 20-23 ℃ 15-22 ℃ 8-10 ℃ 10-20 ℃ 

約翰尼斯堡 21-24 ℃ 14-21 ℃ 8-12 ℃ 14-23 ℃ 

普勒托利亞 22-23 ℃ 17-22 ℃ 9-12 ℃ 13-23 ℃ 

伊利沙伯港 20-22 ℃ 16-25 ℃ 12-13 ℃ 1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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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25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提案表 
 
案   由： 
 
說   明： 
 
 
 
 
 
 
 
 
 
 
 
辦    法：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世界總會職稱： 
 
※提案人限擔任世界總會理事以上人員，並有三位理事以上人員連署，否

則不予受理 
 
※本表請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前傳至歐洲總會秘書處。 
※歐洲總會連絡人:戴培聰秘書長              

電話: +46-707-358267  
 傳真: NA                                 

Email:25etcc.swed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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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25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委 託 書 

 
 

茲委託       先生(女士) 

代理本人參加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委 託 人： 

世界總會職稱： 

所屬洲總會： 
 

2 0 1 9 年   月   日 
 

★備註: 1.本委託書請先 E-Mail:wtcc@wtcc.org.tw 至世總秘書處，正本託

人於報到時繳交秘書處。 

       2.依章程第 39 條規定：因故不能出席會議者，得以書面委託其他

出席者代表其發言，但不列入計算出席，上項代理，不包括參與

表決及行使選舉投票權。 

       3.受託人限擔任世界總會理監事以上人員，僅得受理一人之委 

託，且不得跨洲委託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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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高爾夫球賽報名表 

姓  名   世總職稱   

性  別   差    點  

費  用 每人$100美元–含果嶺費、球車費(2人一部) 

球  具 
需自備球鞋、手套、球具; 

如果需求租用球具請事先告知:□租球具□左手□右手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E-MAIL  

報名截止日期 2018年 12月 21日 

集合時間地點 
2019年 3月 8日上午 07:00於酒店一樓大廳集合報到， 

07:30準時出發，08:00準時開球 。 

球場地點 
Ebotse Golf Club  

ADD: Sarel Cilliers St, Rynfield, Benoni South Africa 

聯絡人 

聯絡人:呂昌憲先生 
Line ID: andrew 0823333796 
電話：+27791888310 
E MAIL:sweetdream318cc@gmail.com 

採紙本報名者，請在報名截止日 2018年 12月 21日前將報名表傳真或

Email至歐洲總會秘書處，以利彙總整理。 

※歐洲總會連絡人:戴培聰秘書長              
電話: +46-707-358267  

 傳真: NA                                 
Email:25etcc.swede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