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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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會長、諮詢委員、資深顧問、顧問、理監事(歐洲)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 日     
發文字號：世總 25 字第 183 號 
附件：如附件 
主  旨：本總會謹訂於 108 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假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育館(林口體育館)

召開第 25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敬請踴躍參加。 
說  明： 

一、 謹訂於 108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27 日假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育館(林口體育館)
召開第 25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 本總會副總會長、諮詢委員、資深顧問、顧問、理監事及會員出席會議均直接
向所屬洲總會報名。 

三、 本次會議理監事以上人員紙本報名或線上網路報名，請參閱報名說明： 
1. 紙本報名者：務請於 7 月 31 日前將出席會議報名表、十月慶典個別僑胞登

記表、高爾夫球報名表 Email 或傳真至所屬洲總會。 
2. 線上報名者：請登入網址:reg.wtcc.org.tw，務請於 7 月 31 日前完成線上報

名；十月慶典個別僑胞登記表，仍需 E-mail 或傳真至所屬洲總會彙整。 
四、 會員只接受紙本報名，請所屬洲總會確認其為所屬國家(地區)商會會員資格，非

屬本會會員，恕不接受報名。 
五、 本次年會特安排桃園 6 家住宿飯店，出席會議須訂房者，請填妥飯店訂房專用

表格，務請逕自上網訂房、E-mail 或 Fax 至飯店訂房，並於接到飯店訂房確
認書後，始完成訂房。 
上網訂房方式： 
1.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https://www.marriott.com/event-reservations/reservation-

link.mi?id=1558945231549&key=GRP&app=resvlink 
2. 福容大飯店-機場捷運 A8 館（僅接受 E-mail 或 Fax 訂房） 
3. 福容大飯店-林口館（僅接受 E-mail 或 Fax 訂房） 
4.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僅接受 E-mail 或 Fax 訂房） 
5. 華夏國際飯店：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v6QArBC52DZDXe1vgjVf3Sa___FkeFNkzUCjsqHygYzDFqQ/viewform 
6. 麗京棧酒店：https://ppt.cc/fSkXPx →輸入優惠碼：WTCC0753 

六、 本屆會前旅遊 A 團「此生必遊~唯美北疆 12 天」、B 團「太陽公主號~釜山、麗
水自主遊 6 天;會後旅遊 A 團「北韓金剛山、開城平壤 7 日遊」、B 團「再戀菊
島澎湖風情 3 日遊」、C 團「大嘉義起來旅遊-深入南院 慢活諸羅 3 日遊」。欲
參加旅遊者，請填寫(打字)旅遊報名表，務請於 7 月 31 日前傳真或 E-mail 至海
外台商旅行社【傳真：886-2-3322-2258、E-mail: sandy@otcta.tw】，詳細說明，
請參閱旅遊報名須知。 

七、 檢附預定日程表、會議報名須知、理監事出席會議報名表、會員出席會議報名
表、飯店訂房專用表格、旅遊報名須知、旅遊報名表、十月慶典個別僑胞登記
表、高爾夫球報名表及提案表、桃園農業博覽會一日遊行程。 

八、 第 25 屆年會暨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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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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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屆年會暨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預 定 日 程   地點： 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育館(林口體育館)                     
日期 時    間 內  容 地    點 備        註 

9/25 
（三） 

06:50~07:00 高爾夫球賽集合出發  早上 06:45AM 各飯店門口-依序接送 
07:50~14:00 高爾夫球賽 林口高爾夫球場 07:50 準時開球 
09:00~17:00 與會人員報到 1F 圓環藍區 務請親自報到(限本人領取識別證) 
09:00~17:00 青商會第九屆年會 綜合科技大樓 

1 樓國際會議廳 
青商會 

11:00~12:30 海外十大傑出青年頒獎典禮 海華文教基金會 
13:30~14:00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F1-304 室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出席 
14:00~15:00 台商村籌備委員會議 F1-304 室 籌備委員會委員、顧問出席 
14:00~15:00 監事會議 F1-311 室 正副監事長、監事出席；財務長列席 
15:00~16:00 選務委員會議 F1-311 室 選務委員會委員出席 

15:00~16:00 常務理事會議 F1-304 室 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副總會長出席 
秘書長列席 

16:00~17:00 預備會議 1F 圓環黃區 總會顧問級以上人員暨工作委員會
主任委員出席 

18:30~21:30 桃園市政府歡迎晚宴 B1 體育主館 與會人員參加 

09/26
（四） 

09:00~10:15 開幕典禮 B1 體育主館 全體人員出席 
10:15~10:30 早茶暨休息時間   
10:00~18:00 台灣精品展覽 1F 圓環綠區 歡迎踴躍參觀 
10:30~11:00 桃園市政府投資招商說明會 B1 體育主館 與會人員參加 

11:00~12:00 理監事聯席會議 B1 體育主館 第二十五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務請本人親自簽到(以刷條碼識別) 

12:00~13:30 外交部午宴 1F 圓環黃區 與會人員參加 
13:30~15:00 理監事聯席會議 B1 體育主館 第二十五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15:00~16:00 會員代表大會 B1 體育主館 全體會員代表出席(理監事以上人員) 
18:30~21:30 立法院晚宴 B1 體育主館 與會人員參加 

09/27
（五） 

09:00~10:15 第二十七屆總會長、第二十
六監事長屆候選人政見發表 B1 體育主館 全體人員出席 

10:15~10:30 早茶暨休息時間   
10:00~18:00 台灣精品展覽 1F 圓環綠區 歡迎踴躍參觀 

10:30~12:00 選舉、投票、開票 B1 體育主館 第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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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3:30 交通部、經濟部午宴 1F 圓環黃區 與會人員參加 

13:30~14:15 閉幕典禮暨新舊任 
總會長、監事長交接 B1 體育主館 全體人員出席 

14:15~14:45 
新任總會長、監事長、副
總會長暨新任理監事 
宣誓儀式  

B1 體育主館 第二十六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14:45~15:00 午茶暨休息時間   

15:00~16:00 第二十六屆第一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 B1 體育主館 第二十六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務請本人親自簽到(以刷條碼識別) 
18:30~21:30 僑委會惜別晚宴 B1 體育主館 與會人員參加 

09/28
（六） 桃園農業博覽會一日遊-全台首創田地裡的博覽會 與會人員參加 

會前旅遊 
A團此生必遊~唯美北疆12天 
B團太陽公主號~釜山、麗水自主遊6天 會後旅遊 

A 團北韓金剛山開城平壤 7 日遊 
B 團再戀菊島澎湖風情 3 日遊 
C 團大嘉義起來旅遊深入南院慢活諸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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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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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27 日（請參閱日程表）。 
二、 會議地點：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育館(林口體育館) 

會議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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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1 日以前，線上報名或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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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飯店訂房專用表格，務請逕自上網訂房、Fax 或 E-
mail 至飯店訂房(安排 6 家住宿飯店: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福容大飯店-
機場捷運 A8 館、福容大飯店-林口館、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華夏國
際飯店、麗京棧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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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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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安雅秘書長           電話:+1-626-550-8143 
    傳真: NA                                Email: tccna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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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郁榮秘書長           電話: +49 177 2068679; +44 7766 073108 
    傳真: NA                                Email: 26et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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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固秘書長         電話: +1829-8707788     
    傳真: NA                                Email: twccla@gmail.com 

＊大洋洲總會聯絡人: 陳姿穎秘書長          電話: +6173386 0036 
    傳真: +6173386 0037                      Email:tccoceani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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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交通資訊 

 

 

 

 

 

 

 

 

 

 

 

 

 

 

 

 

 

 

 

 

 

 

飯店 
機場捷運(普通車) 計程車 機場捷運 計程車 

機場 →飯店 機場→飯店 
飯店→ 
A7 站體育大學 

飯店→ 
體育大學體育館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 機場→A9 站約 18 分鐘 約 20 分 約 13分 約 14分 

福容大飯店-機場捷運 A8館 機場→A8 站約 24 分鐘 約 23 分 約 5分 約 11分 

福容大飯店-林口館 ----------------------------- 約 23 分 約 20分 約 13分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 機場→A14a 站約 4 分鐘 約 09 分 約 35分 約 35分 

華夏國際飯店 ----------------------------- 約 26 分 約 20分 約 13分 

麗京棧酒店 機場→A6 站約 34 分鐘 約 40 分 約 10分 約 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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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屆年會暨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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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wtc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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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理 監 事 以 上 人 員 出 席 會 議 報 名 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世界總會職稱:  所屬地區商會:     
洲別/國家: 行業別: 
性別: □男□女 出生日期:19   年   月   日 飲食: □ 一般 □ 素食 
電話： 傳真： 
E-mail： 手機或在台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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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席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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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人起需繳出席費美金200元。 

訂
房
資
料 

入住日期:     月     日 退房日期:     月     日 
★住宿優惠價適用於 2019 年 9 月 15 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 
★欲訂房者，請填妥訂房專用表格，務請於 7 月 31 日以前逕自上網訂房、E-mail 或 Fax 至飯店訂

房(安排 6 家住宿飯店: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福容大飯店-機場捷運 A8 館、福容大飯店-林口
館、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華夏國際飯店、麗京棧酒店)，並於接到飯店訂房確認書後，
始完成訂房。(房型有限，訂房以接到時間先後順序為憑) 

訂房飯店 機場捷運普通車→飯店 機場→飯店 
計程車 入住/退房日期 訂房數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 機場→A9 站約 18 分鐘 約 20 分 
入住日期 

___月___日 
___間 

福容大飯店-機場捷運 A8 館 機場→A8 站約 24 分鐘 約 23 分 ___間 
福容大飯店-林口館 ----------------------------- 約 23 分 ___間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 機場→A14a 站約 4 分鐘 約 09 分 

退房日期 
___月___日 

___間 
華夏國際飯店 ------------------------------ 約 26 分 ___間 
麗京棧酒店 機場→A6 站約 34 分鐘 約 40 分 ___間 

餐 
宴 

★9 月 25 日至 27 日餐宴及 28 日桃園農業博覽會一日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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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元/次；一日遊費用新台幣 2000 元。 
9/25 晚宴參加□是    人□否。 
9/26 午宴參加□是    人□否；9/26 晚宴參加□是    人□否。 
9/27 午宴參加□是    人□否；9/27 晚宴參加□是    人□否。 

高爾
夫球 

9/25 世界台商杯高爾夫球賽                           □參加_____人；差點_____ 
              □早上 06:45AM 各飯店門口-依序接送；□自行前往球 

一日
遊 

9/28 桃園農業博覽會一日遊。□參加是   人;□否。投保旅遊平安險必需提供以下資料 
   身份證字號或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出生日期:19   年   月   日 

會前
旅遊 

9/11~9/22  A 團-此生必遊 唯美北疆 12 天                    □ 參加    人□否 
9/18~9/23 B 團-太陽公主號~釜山、麗水自主遊 6 天       □ 參加    人□否 

會

後

旅

遊 

9/29~10/5  A 團-北韓金剛山開城平壤 7 日遊                  □ 參加    人□否 
9/29~10/1  B 團-再戀菊島澎湖風情 3 日遊                    □ 參加    人□否 
9/29~10/1  C 團-大嘉義起來旅遊-深入南院慢活諸羅           □ 參加    人□否 

僑胞
證 報名參加十月慶典活動 (僑胞證副聯)                         □申請    人□否 

備
註 

1.本報名表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截止報名。理監事以上人員採取紙本或線上網路報名；
會員直接傳真或 E-mail 至所屬洲總會報名。（名譽總會長及名譽監事長由世總秘書處
受理報名事宜） 

2. 歐洲總會連絡人:蘇郁榮秘書長          電話:+49 177 2068679; +44 7766 073108 
   傳真: NA                             Email: 26et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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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5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 員 出 席 會 議 報 名 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世界總會職稱:  所屬地區商會:     
洲別/國家: 行業別: 
性別: □男□女 出生日期:19   年   月   日 飲食: □ 一般 □ 素食 
電話： 傳真： 
E-mail： 手機或在台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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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席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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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人起需繳出席費美金200元。 

訂
房
資
料 

入住日期:     月     日 退房日期:     月     日 
★住宿優惠價適用於 2019 年 9 月 15 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 
★欲訂房者，請填妥訂房專用表格，務請於 7 月 31 日以前逕自上網訂房、E-mail 或 Fax 至飯店訂

房(安排 6 家住宿飯店: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福容大飯店-機場捷運 A8 館、福容大飯店-林口
館、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華夏國際飯店、麗京棧酒店)，並於接到飯店訂房確認書後，
始完成訂房。(房型有限，訂房以接到時間先後順序為憑) 

訂房飯店 機場捷運普通車→飯店 機場→飯店 
計程車 入住/退房日期 訂房數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 機場→A9 站約 18 分鐘 約 20 分 
入住日期 

___月___日 
___間 

福容大飯店-機場捷運 A8 館 機場→A8 站約 24 分鐘 約 23 分 ___間 
福容大飯店-林口館 ----------------------------- 約 23 分 ___間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 機場→A14a 站約 4 分鐘 約 09 分 

退房日期 
___月___日 

___間 
華夏國際飯店 ------------------------------ 約 26 分 ___間 
麗京棧酒店 機場→A6 站約 34 分鐘 約 40 分 ___間 

餐 
宴 

★9 月 25 日至 27 日餐宴及 28 日桃園農業博覽會一日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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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元/次；一日遊費用新台幣 2000 元。 
9/25 晚宴參加□是    人□否。 
9/26 午宴參加□是    人□否；9/26 晚宴參加□是    人□否。 
9/27 午宴參加□是    人□否；9/27 晚宴參加□是    人□否。 

高爾
夫球 

9/25 世界台商杯高爾夫球賽                           □參加_____人；差點_____ 
              □早上 06:45AM 各飯店門口-依序接送；□自行前往球 

一日
遊 

9/28 桃園農業博覽會一日遊。□參加是   人;□否。投保旅遊平安險必需提供以下資料 
   身份證字號或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出生日期:19   年   月   日 

會前
旅遊 

9/11~9/22  A 團-此生必遊 唯美北疆 12 天                    □ 參加    人□否 
9/18~9/23 B 團-太陽公主號~釜山、麗水自主遊 6 天       □ 參加    人□否 

會

後

旅

遊 

9/29~10/5  A 團-北韓金剛山開城平壤 7 日遊                  □ 參加    人□否 
9/29~10/1  B 團-再戀菊島澎湖風情 3 日遊                    □ 參加    人□否 
9/29~10/1  C 團-大嘉義起來旅遊-深入南院慢活諸羅           □ 參加    人□否 

僑胞
證 報名參加十月慶典活動 (僑胞證副聯)                         □申請    人□否 

備
註 

1.本報名表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截止報名。理監事以上人員採取紙本或線上網路報名；
會員直接傳真或 Email 至所屬洲總會報名。（名譽總會長及名譽監事長由世總秘書處
受理報名事宜） 

2.歐洲總會連絡人:蘇郁榮秘書長          電話:+49 177 2068679; +44 7766 073108 
  傳真: NA                             Email: 26et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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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訂房專用表格 

訂房資訊 

住客大名：                                  先生/小姐                            

電話： 傳真： 

E-mail：  Marriott Bonvoy：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房型 客房空間 單人 雙人 備註 

傳統客房 
Traditional Room 

(⼀大床/兩中床) 
9坪 □ TWD 3,700 □  TWD 4,200  

豪華客房 
Deluxe Room 

(⼀大床/兩中床) 
12坪 □  TWD 4,700 □  TWD 5,200  

客房禮遇 
- 免費使用健身中心、三溫暖及游泳池。 
- 客房提供免費高速無線網路。 
- 按照預訂房價提供１或２客自助式早餐。 

條款及注意事項 
- 客房及房型有限，以酒店收到訂房時間先後為憑。 
- 酒店入住時間為下午 3時，退房為中午 12時。 
- 上列價格包含 10% 服務費和 5.5%政府税。額外早餐每日每客酌收新台幣 620元+10%服務費。 
- 加床每張新台幣 1,200NET (含 1客自助式早餐)。(適用豪華客房以上之房型) 
- 請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回傳訂房單至訂房組，2019 年 7 月 31 日後回傳，酒店有權決定

接受訂房與否。截止日後如需新增訂房，須按照酒店當時住房狀況提供，房價亦有可能不同
於此合約協議價。 

- 當日沒有依照預訂入住，將視同「No-Show（客人未按時入住)」，酒店會收取整段住房費用。 
- 入住前 30天(含)內取消，酒店將酌收第⼀晚房費。 
-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完成預訂會寄電子住房確認書至您的信箱。 
- 根據 2009年 1月 11日起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室內禁菸，酒店所有客房均禁止吸煙。 

訂房保證（需提供以下資訊確認您的預訂） 

卡片類別： 
Visa Master American Express JCB 

卡片類別： 
Visa Master American Express JCB 

信用卡卡號： 
_________ - _________ -_________ - _________ 

信用卡卡號： 
_________ - _________ -_________ - _________ 

簽名 
                                    (DD/MM/YYYY) 

請 Email 或 Fax至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訂房組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 1 號 
電話：+886-2-7727-6999 傳真：+886-2 -7727-6998 
E-mail: fp.tpelf.reservation@fourpointshotels.com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線上訂房】 
https://www.marriott.com/event-
reservations/reservation-link.mi?id=1558945231549&key=GRP&app=resv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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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福容大飯店 桃園機場捷運 A8 館訂房專用表格 
入住日期 Arrival Date： 退房日期 Departure Date： 

房客姓名 Guest Name： 

訂房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聯絡電話 TEL： 

電子郵箱 E-mail： 傳真 FAX： 
間 數 

No. of Room 

總人數 
Occupancy 

房 型 
Room type 

坪數 
Ping 

床型 
Bedding 

優惠價 
Special Rate 

備註 
Remark 

 

 
精緻客房 

Superior Room 
Including 1-2 Breakfast 

12 

雙人床 Double Bed 
 (240cm x 200cm*1) 

NT$ 4,000NET 

※ Free Wi-Fi and wired Internet. 
※ Free parking  

(one vehicle per room). 
※ Free access to The Space  

Lounge(complimentary  
snacksand drinks), Business 
Center, Gym and Sauna 
(Natural Hot Spring). 

※ In-room movies, free Mini 
bar, welcome fruits and  
L'OCCITANE amenities set. 

 

 雙床房 Twin Beds  
(120cm x 200cm*2) 

※客房有限，訂房請Email或Fax，以接到時間先後為憑。 

※以上價格含稅及10%服務費 / Above room rates are including 5% government tax and 10% service charge. 
※住房時間下午3時以後，退房時間至隔日中午12時止 / Check in time: 15:00 ; Check out time: 12:00. 
※住宿者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進住前72小時以書⾯通知飯店，否則應承擔⼀晚的房租。 

In case of cancellation less than 72 hours prior to arrival or no-show, 100% deposit will be charged for each room. 
※為保留您的訂房，請填寫以下信用卡資料，需收到飯店提供之訂房確認書，方表示預訂完成且成功。 

   Credit card is required for the reservation guarantee; a deposit equal to one night’s room rate for each 
room will be charged to credit card at the time of booking. Confirmation letter will be sent to you once the 
booking has completed. 

※如需接送機服務，請洽訂房組。For inquiries regarding airport transfer, please contact Reservation Department. 
信用卡授權書資料 Reservation Guarantee 

(信用卡飯店預定住房須信用卡保證，住宿者於退房時直接繳付房租予飯店) 
(Please be advised that your booking will only be confirmed when give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卡別 
Credit Card 

□ Visa □ Master □ AMEX □ JCB  
有效日期 

Card Expire date(MM/YY)  

卡號 
Card Number 

 

持卡人姓名 
Card Holder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      / 

請 Email 或 Fax至福容大飯店 桃園機場捷運 A8 館訂房組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二號 
電話：+886-3-328-5688 傳真：+ 886-3-328-8618 
E-mail: RSVN_LKA8@fullon-hotels.com.tw 
【僅接受 E-mail 或 Fax 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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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福容大飯店 林口館訂房專用表格 
入住日期 Arrival Date： 退房日期 Departure Date： 
房客姓名 Guest Name： 
訂房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聯絡電話 TEL： 
電子郵箱 E-mail： 傳真 FAX： 
間 數 

No. of Room 

總人數 
No. of Person 

房 型 
Room type 

坪數 
Ping 

床型 
Bedding 

優惠價 
Special Rate 

備註 
Remark 

 
 精緻雙人房 

Superior Twin 
Including 1-2 Breakfast 

10 

雙人床 Double Bed 
 (210cm x 200cm*1) 

NT$ 2,800NET 
※ Free Wi-Fi and wired Internet. 
※ Free parking (one vehicle per 

room). 
※ Free access to Business 

Center, Gym and Sauna. 
※ In-room free welcome  

present. 

 
 雙床房 Twin Beds  

(105cm x 200cm*2) 

 
 

家庭四人房 
Family Room 

Including 1-2 Breakfast 
12 雙床房 Twin Double Beds 

(150cm x 200cm*2) 
NT$ 3,400NET 

 
 

家庭四人房 
Family Room 

Including 1-4 Breakfast 
12 雙床房 Twin Double Beds 

(150cm x 200cm*2) 
NT$ 4,000NET 

※客房有限，訂房請Email或傳真，以接到時間先後為憑。 
※以上價格含稅及10%服務費 / Above room rates are including 5% government tax and 10% service charge. 
※住房時間下午3時以後，退房時間至隔日中午12時止 / Check in time: 15:00 ; Check out time: 12:00. 
※住宿者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進住前72⼩時以書⾯通知飯店，否則應承擔⼀晚的房租。    
   In case of cancellation less than 72 hours prior to arrival or no-show, 100% deposit will be charged for each room. 
※為保留您的訂房，請填寫以下信用卡資料，需收到飯店提供之訂房確認書，方表示預訂完成且成功。 
   Credit card is required for the reservation guarantee; a deposit equal to one night’s room rate for each 

room will be charged to credit card at the time of booking. Confirmation letter will be sent to you once the 
booking has completed. 

※如需接送機服務，請洽訂房組。For inquiries regarding airport transfer, please contact Reservation Department. 
信用卡授權書資料 Reservation Guarantee 

(信用卡飯店預定住房須信用卡保證，住宿者於退房時直接繳付房租予飯店) 
(Please be advised that your booking will only be confirmed when give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卡別 

Credit Card 
□ Visa □ Master □ AMEX □ JCB 有效日期 

Card Expire date(MM/YY) 
 

卡號 
Card Number 

 

持卡人姓名 
Card Holder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      / 

請 Email 或 Fax至福容大飯店 林口館訂房組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二一街 68 號 
電話：+886-3-327-9388 傳真：+ 886-3-327-9258 
E-mail: rsvn_lk@fullon-hotels.com.tw 
【僅接受 E-mail 或 Fax 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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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訂房專用表格 
Guest Name 賓客姓名：                         

E-mail 電子郵件：                           

Contact 連繫電話：           Fax 傳真 :                     

ACCOMMODATION 住房資訊 

Check-in 
入住日 

Check-out 
退房日 

Room Type 
房型 

Ping 
坪數 

Rack Rate 
定價 

Room Rate 
優惠房價 

  

□ Standard King 標準單人房 
   (一大床/含 1-2 早餐)及 WIFI 
□ Standard Twin 標準雙人房 
   (兩小床/含二早餐)及 WIFI 

8 坪 NT$ 8,000+10% NT$3,600net 

  □ Executive King 行政客房 
   (一大床/含 1-2 早餐)及 WIFI 8 坪 NT$10,000+10% NT$4,600net 

1. The above room rates include free internet connection (upon hotel restriction) , fitness center access, and 
hotel free shuttle to/from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房客於住宿期間皆享有飯店免費 WIFI 服務及免費使用健身中心、室內游泳池、按摩池及飯店來往
桃園機場接駁車。 

2. Above special rate are valid from Sep 1st 2019 till Dec 31th 2019 以上房價適用於 2019 年 9 月 1日至
2019年 12 月 31日。 

3. SPECIAL INSTRUCTION or REQUEST 其它需求備註                                                                                               
4. GUARANTEED POLICY保證住房 

In order to hold the rooms for you / your guests, would you please provide a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details as guarantee, otherwise, the Hotel may cancel the non-guaranteed reserva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為確保您的訂房請提供付費信用卡資訊如下，以保證您的訂房，飯店有權取消非保證訂房之房間。 
Card Holder 持卡人姓名 :                    
 
Type of Credit Card 卡別 :    VISA  /  MASTER  /  AMEX  /  JCB  

 
Credit Card Number 卡號 :                        

 
Card Expiration Date 信用卡有效期限 :           

5. CANCELLATION AND AMENDMENT POLICY 取消條款 
Any cancellation must be made to hotel one day prior to the scheduled arrival day. Late cancellation or 
No-Show may subject to ONE night charge.任何取消或更改入住日期之訂房均需於原入住日前⼀天
通知飯店，如於預訂入住日當天取消/更動行程或未通知取消造成NO-SHOW者，飯店將酌收第⼀
晚住房費用。 

註：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育館 

(林口體育館)計程車程約 35~40 分鐘! 

請 Email 或 Fax至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訂房組 
地址：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 1-1 號 
電話：+886-3-398-0988*3611 ~3613 傳真：+886-3-398-0902 
E-mail: H6701-RE@accor.com 
【僅接受 E-mail 或 Fax 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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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華夏飯店訂房專用表格 

訂房單號(飯店填寫)： 
訂房日期： 

訂房者：                                     

電  話：                              傳  真：                                

E-mail：                               

住客姓名 
Guest Name 

總入住人數 
Number of Guest 

入住日期 
Date of Arrival 

入住時間 
Time of Arrival 

退房日期 
Date of Departure 

     

 

房型名稱 
Room Type 

坪數 
Ping 

可容許入住人數 
Max Occupancy 

專案房價 
Special Rates 

需求間數 
Number of Rooms 

高級客房(⼀⼤床) 
Superior Double 

8 坪 1-2 人 NTD 2,160 間 

高級雙人房(二⼩床) 
Superior Twin 

8-10 坪 2 人 NTD 2,160 間 

豪華三人房(⼀⼤⼀⼩床) 
Deluxe Twin 

12-15 坪 3 人 NTD 2,760 間 

家庭房(二⼤床) 
Family Room 

15-18 坪 4 人 NTD 3,360 間 

※ 以上價格含 5%營業稅及 10%服務費，但不包含額外追加之付費服務。 
※ 依房型贈送早餐，早餐供應時間為 07:00-09:30。 

 遷入時間：下午三點後；遷出時間：中午十二點前。 
 本飯店無加床服務。 
 請填具如下信用相關資料授權華夏國際飯店(股)公司預取金額。以確保訂房完整，並不會實際扣款。
可於入住時再選擇現金或信用卡付款。 
持卡人聲明完全知悉此筆交易內容，並同意以上開簽帳內容予本公司，簽名以示同意。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卡號：                                    

  信用卡有效日期：       (月) /        (年) 
             持卡人簽名：                         
                            與信用卡背⾯簽名樣式相同 

請 Email 或 Fax至華夏飯店訂房組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 28 號(林口交流道旁 450 公尺) 
電話：+886-3-327-5888 傳真：+886-3-327-1000 
mail: service@highness.com.tw 
【華夏飯店 QR code 線上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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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5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麗京棧酒店訂房專用表格 

A.個人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稱謂：□Mr.  □Mrs.  □Ms.   國籍：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 

B.訂房資訊 

入住日期(月/日) ：______/______   退房日期(月/日)：______/______ 
房型/床型 坪數 價格 需求間數 備註 

□ 標準雙人房/□1大床 □2小床 8.5坪 每晚$2,300  平假日均⼀價 ___間  

□ 雅緻雙人房/□1大床 □2小床 8坪 每晚$2,500  平假日均⼀價 ___間  

□ 豪華雙人房/□1大床 □2小床 10坪 每晚$2,800  平假日均⼀價 ___間  

房價已包含10%服務費及稅金，優惠價格恕無法與其他優惠活動合併使用，依房型人數提供自助式早餐。 
注意事項 
＊標準雙人房無對外窗戶，坪數為8.5坪，雅緻雙人房坪數為8坪，豪華雙人房坪數為10坪。 
＊客房及房型有限，以酒店收到訂房時間先後為憑。 
＊免費使用飯店設施：客房內寬頻和無線網路、健身設施、貴賓交誼廳、自助洗衣房。 
＊館內餐廳消費可享九折、咖啡廳八折優惠，須另加折扣後⼀成服務費(桌菜宴會及特惠餐除外)。 
＊優惠價按照房型人數入住，如需加床費用每床 NT$800元。(均含早餐及備品、服務費及稅金)。 
＊辦理住宿登記時間為當日下午3點以後，退房時間為隔日中午12點以前。 
＊請於退房當日由住客結清住宿期間所有房租、餐飲及其他消費，飯店開立統⼀發票&旅客簽單交予住客。 
C.保證訂房及付款資訊 

信用卡卡別：□VISA   □MasterCard   □JCB   □銀聯   □AE 
信用卡卡號：________ - ________ -________ - ________  有效期限：____ /____ (MM/YY)  
授權碼(卡片背⾯末3碼)：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匯款或ATM轉帳(手續費請自付): 
匯款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丹鳳分行(銀行代號:011)   
帳戶:麗京國際旅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匯款帳號：7510-20-0000313-9                    匯款末五碼:___________ 
請於2019年___7_月__31__日前填妥並回傳此訂單，若於訂房截止日期前未能回傳或無法取得完整信
用卡資料或匯款收據者，本公司將自動取消訂房，恕不另行通知。本飯店保有更改最後訂房日期之
權利，若有特殊需求請電洽本活動飯店業務窗口：02-2901-0909#1660 業務主任 徐偉倫 

請 Email 或 Fax至麗京棧酒店訂房組 
地址：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七段 36 號 
電話：+886-2-2901-0909＃1660、1688  
傳真：+886-2-2904-0909 
mail: wellen@hotel-intrendy.com 
【麗京棧酒店線上訂房】 
https://ppt.cc/fSkXPx  
輸入優惠碼：WTCC0753 
註:線上訂房限 9月 25日至 9月 29日，其他日期請採 Email或 Fax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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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十月慶典個別僑胞登記表 
 

※僑胞身分 
（請擇一勾選） 

 □ 持有我國護照及僑居國居留證明文件 

 □ 持有僑居國護照，並未持有我國護照 

 □ 僑眷（僑胞隨行之配偶或子女） 

※中文姓名 
  

※性  別 
□男 
□女 

※僑居國 
  

※英文姓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護照號碼   

※僑居國 
護照號碼   

僑社社團 
職稱   

※僑居國電話 
  

※在臺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同行眷屬 
（1.請註明姓名及親屬關係；2.每一參加人員均需填寫「個別僑胞登記表」） 

※參加國慶晚會 

(10月 9日晚上 5時

30分至 9時)(暫定) 

 1.是否參加國慶晚會 

   □ 是(續填下列資料)  □ 否 

 2.是否搭乘本會接駁專車 

   □是 □否 

※參加國慶大會 
（10 月 10 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 

※參加國慶焰火 
（10 月 10 日晚間） 

□ 是   □ 否 □ 是   □ 否 

※參加本會核備之合格旅行社之旅遊活動 
（9 月 20 日至 10 月 20 日） 

□ 是   □ 否 

備註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注意事項 

1.香港澳門地區居民須採組團方式向大陸委員會報名，不受理個別報名。 
2.本表請以正楷詳填，標有「※」欄位務請填寫，無中文姓名者請以原姓名音譯填寫； 

同時持有中華民國及僑居國護照者，護照號碼均需填寫。 
3.請於報到時間，持入國護照及僑居國居留證明等文件正本至僑務委員會辦理報到，經審 

核符合參加資格，發給僑胞證及活動資料。 
4.僑胞個人資料僅供僑務委員會內部使用，該會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妥善 

保護。 
5.僑胞需參加本會核備之合格旅行社所提供之 3 天 2 夜以上國內旅遊活動始得申請旅遊補 

助，旅行社相關資訊請參閱僑務委員會網站（www.ocac.gov.tw）。 
6.個別僑胞前往參加國慶晚會，本會將提供定點接駁專車(地點另行通知)，請務必於報名表 

乘車需求欄上註明，並於報到時確認，以利保留座位，活動結束搭乘本會接駁專車返回 
臺北，如遇車程未順利或有無大眾交通工具銜接之情形，請考量身體狀況及隔日行程斟 
酌參加。 

7.個別僑胞自 108 年 6 月 15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可採網路、傳真或通訊方式報名登記。 
 

※本表請於 2019年 7月 31日截止報名前傳至歐洲總會秘書處，以利彙總整理。 

※歐洲總會連絡人:蘇郁榮秘書長           
電話:+49 177 2068679；+44 7766 073108 

  傳真:NA                              
Email: 26et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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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屆世界台商杯高爾夫球賽報名表 

姓    名   
世總職稱   

所屬商會  

性    別  □男  □女 差    點  

聯絡電話 
電話:                    

台灣手機: 

E-MAIL  

球具 需自備：球具，球鞋、手套。 

交通  □早上 06:45AM 各飯店門口-依序接送  □自行前往球場 

比賽日期 2019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  
費   用 每人 NT$ 3,090 元，於球場自付(含果嶺費、桿弟費、球車費) 

集合時間/ 

地點 

9 月 25 日(三)早上 06:45AM 於各飯店門口-依序接送 
早午 07:00準時出發，07:50 準時開球 。 

球場名稱/
地點 

林口高爾夫球場 
電話：02-2601-1211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後湖路 50-1 號 

聯絡人 
許明芳名譽監事長  
TEL: +886-932039214 Email: aki.hsu.tw@gmail.com 

備註 

擊球日期：9 月 25 日（星期三） 
球場報到時間：AM  07：30 
開球時間：AM  07：50（逾時不候） 
擊球費用：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員以上成員：NT 3,090 
          （以上費用含果嶺費、桿弟、球車費） 
頒獎：游萬豐總會長主持 
午宴：游萬豐總會長招待 

※本表請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截止報名前傳至歐洲總會秘書處，以利彙總整理。 

※歐洲總會連絡人:蘇郁榮秘書長           
電話:+49 177 2068679；+44 7766 073108 

  傳真:NA                              
Email: 26et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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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25屆年會暨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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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傳至歐洲總會秘書處，以利彙總整理。 

※歐洲總會連絡人:蘇郁榮秘書長           
電話:+49 177 2068679；+44 7766 073108 

  傳真:NA                              
Email: 26etc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