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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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 月 18 日  
發文字號：世總 27 字第 082 號 
附件：如附件 

主  旨：本總會訂於 110 年 3 月 23 日至 24 日假台北圓山飯店召開第 27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另安排會後國內旅遊活動，敬請踴躍
報名參加，並惠依說明配合辦理。 

說  明： 
一、 鑒於目前世界各國 COVID-19 疫情陰霾持續，目前台灣仍處於防疫階

段，入境後均需居家檢疫 14 天+自主健康管理 7 天，考量本總會成員
均來自世界各國，返台出席會議確實有困難，爰謹訂今(110)年 3 月 23
日至 24 日兩天假台北圓山飯店舉辦第二十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將採實體會議與視訊會議同時召開。  

二、 本總會副總會長、諮詢委員、資深顧問、顧問、理監事出席會議均直
接向所屬洲總會報名。 

三、 理監事以上人員報名出席，請參閱以下說明： 
1.出席實體會議 

A.紙本報名者：務請於 2 月 16 日前將出席會議報名表、Email 或傳 
真至所屬洲總會。 

B.線上報名者：請登入網址:reg.wtcc.org.tw，務請於 2 月 16 日前完 
成線上報名。 

2.出席視訊會議 
          出席視訊會議者，仍需紙本或線上報名，本次理監事視訊會議「視 

訊簽到」，採用 Chat 內留言，請務必以中文姓名/職稱/所屬商會 
（EX:王小明/顧問/墨西哥），俾便統計出席紀錄，本次會議簽到 
將於會議結束前半小時結束報到，所有 Chat內簽到留言，將留存 
列印保存。 

四、 出席會議需訂房者，請填妥(打字)圓山飯店訂房專用表格，逕自 Email
或 Fax 至圓山飯店訂房，訂房後務請自行與圓山飯店確認，並於接到
訂房確認書，方完成訂房手續。 

五、 本次會後規劃國內旅遊活動 A 團樂活台東雙島蘭嶼+綠島四日遊、B 團
一生必看-藍眼淚馬祖行三日遊、C團遺落人間的部落-司馬庫斯三日遊，
報名表及詳細行程說明，將另行通知。 

六、 檢附會議預定日程表、會議報名須知、出席會議報名表、訂房專用表格、高爾
夫球報名表及提案表。 

七、 第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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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本: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 梁輝騰 監事長 林基龍    

mailto:wtcc@wtc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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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預 定 日 程 表  

                                 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日期 時  間 活 動 行 程 地  點 備註 

3/8 
(一) 

12:00~13:00 台商村籌備委員會 

世界總會 
智能會議室 
(實體與視訊會議) 

籌備委員會委員、特聘顧
問出席 

3/9 
(二) 

12:00~13:00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出席 

3/10 
(三) 

12:00~13:00 監事會議 正副監事長、監事出席； 
財務長列席 

3/11 
(四) 

12:00~13:00 選務委員會議 選務委員會委員出席 

3/12 
(五) 

12:00~13:00 常務理事會議 
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副總會
長、總會長當選人出席； 
秘書長列席 

3/23 
(二) 

06:30~07:00 高爾夫球賽集合出發 圓山飯店一樓
大廳集合 07:00 準時出發 

07:30~13:30 高爾夫球賽 另行通知 07:30 準時開球 

11:00~12:00 青商會報到 10 樓國際廳 青商會 

12:00~14:00 
青商會第十一屆第二次理監
事會議 10 樓國際廳 青商會 

14: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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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會後旅遊報到 

13:30~14:00 午茶暨休息時間 12樓崑崙廳  

14:00~16:30 百工百業商機交流會 12 樓崑崙廳 與會人員出席 

16:30~18:00 預備會議 10 樓國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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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政府晚宴 12 樓大會廳 與會人員出席 

3/24 
(三) 

09:00~10:15 開幕典禮 12 樓大會廳 全體人員參加 

10:15~10:30 早茶暨休息時間 12樓北側迴廊  

10:30~12:00 理監事聯席會議 12 樓大會廳 
(實體與視訊會議）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務請本人親自簽到 

12:00~14:00 外交部、經濟部午宴 B 樓富貴廳 與會人員出席 

14:00~15:00 理監事聯席會議 12 樓大會廳 
(實體與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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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樓北側迴廊  

15:15~16:15 各部會首長業務報告 12 樓大會廳 與會人員出席 

18:30~21:30 僑務委員會晚宴 12 樓大會廳 與會人員出席 

會後 
旅遊 

A.樂活台東雙島蘭嶼+綠島四日遊 

B.一生必看-藍眼淚馬祖行三日遊 

C.遺落人間的部落-司馬庫斯三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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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7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名須知 
一、 會議日期：110 年 3 月 23 日至 3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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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價 

精緻無窗客房(正館 2~9樓/無景) 單人 NT3,400 (含 1早+網路);雙人 NT3,800 (含 2早+網路) 

豪華客房(正館 2~6樓山景房) 單人 NT4,500 (含 1早+網路);雙人 NT4,900 (含 2早+網路) 

天際客房(正館 2~6樓市景房) 單人 NT5,100 (含 1早+網路);雙人 NT5,500 (含 2早+網路) 

菁英天際客房(正館 7~9樓市景房) 單人 NT5,300 (含 1早+網路);雙人 NT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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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總會理監事以上人員免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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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起或總會長邀請參加者，每人美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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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報名表務請於 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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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請直接向洲總會報

名，連絡方式如下: 
  ＊北美洲總會聯絡人:游淑華秘書長           電話:+1-408-464-9269 

    傳真: NA                                Email: tccna33@gmail.com 

  ＊亞洲總會聯絡人:溫德農秘書長             電話: +66 85-482-7853 

    傳真: +66 2662-7382                      Email: 28ast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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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寶珠秘書長 電話: +234 (0) 906 332 1591；+886 (0) 972 752 816 

    傳真:NA                                Email: 27at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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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433437306 

    傳真: NA                                Email:tccoceani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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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旅客需居家檢疫規定 

 
所有旅客入境臺灣皆須居家檢疫或在防疫旅館隔離 14天。 

出示 3日內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海外事先線上填寫「入境檢疫系統」→

登機入境臺灣→不可搭乘大眾運輸，由親友接送或搭乘防疫車抵達防疫旅館或

居家隔離地→居家檢疫 14天。 

 

一、自 2021年 1月 15日起，入境旅客以集中檢疫或防疫旅宿為原則，若選擇 

居家檢疫者須提供檢疫居所證明，並須為 1人 1戶且簽切結。 

二、自主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並配合以手機門號進行之個人活動範圍電子監 

督。 

 

有關居家檢疫規定及細節，請詳衛福部相關連結：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Lb3VfrbgbUmy5IC0gtKPnA 

以上限制入境的規定，將視疫情而調整，其調整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Lb3VfrbgbUmy5IC0gtKP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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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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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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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如個人資料有錯誤，請勿於線上進行修改，請更新個人資料表(附件)回傳世總

秘書處更正。 

 

附件: 理監事以上人員個人資料表 

https://www.wtcc.org.tw/articles/PersonalInformationForm0428 

 

 

 

 

https://www.wtcc.org.tw/articles/PersonalInformationForm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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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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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世界總會理監事以上人員(本人)免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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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起或總會 

長邀請參加者，每人美金 100 元。 

訂
房
資
料 

入住日期:     月     日 退房日期:     月     日 
★台北圓山飯店住宿優惠價適用於 110 年 3 月 15 日起至 4 月 5 日止。 
★欲訂房者，請填妥訂房專用表格，務請於2月16日以前逕自 Email 或 Fax 至台北圓山飯

店並需接到飯店訂房確認書，始完成訂房(房型有限，訂房以接到時間先後順序為憑)。 
台北圓山飯店 Fax: +886-2-2886-4974 或 E-mail:reservations1@grand-hotel.org 

房間類別 一中床 二小床 房 價 訂房數 

精緻無窗客房 
(正館 2~9樓/無景) 

□ □ 
□單人 NT3,400.net (含 1早+網路) 

□雙人 NT3,800.net (含 2早+網路) 
___間 

豪華客房 
(正館 2~6樓山景房) 

二床 
□單人 NT4,500.net (含 1早+網路) 

□雙人 NT4,900.net (含 2早+網路) 
___間 

天際客房 
(正館 2~6樓市景房) 

二床 
□單人 NT5,100net (含 1早+網路) 

□雙人 NT5,500.net (含 2早+網路) 
___間 

菁英天際客房 
(正館 7~9樓市景房) 

□ □ 
□單人 NT5,300.net (含 1早+網路) 

□雙人 NT5,700.net (含 2早+網路) 
___間 

餐 

宴 

★3月 23日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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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元/次。 

3/23晚宴參加□是    人□否 
3/24午宴參加□是    人□否      3/24晚宴參加□是    人□否 

必
填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實體會議 □線上會議。 

高爾

夫球 

3/23 世界台商杯高爾夫球賽    □參加_____人；差點_____ 
□07:00台北圓山飯店上車□自行前往球場。 

會
後
旅
遊 

A.樂活台東雙島蘭嶼+綠島四日遊                    參加□是      人。 

B.一生必看-藍眼淚馬祖行三日遊                    參加□是      人。 

C.遺落人間的部落-司馬庫斯三日遊                  參加□是      人。 

備
註 

1.本報名表於 110年 2 月 16日截止報名。理監事以上人員採取紙本或線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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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圓山大飯店訂房專用表格 
請填寫以下表格並傳真到圓山大飯店，以利處理訂房作業，訂房截止日為 FEB 16,2021 

Reservations may be made by completing this form and returning it by fax or e-mail to Room Reservation 
Centre by the deadline date of FEB. 16, 2021。Therefore, reservations at the special convention rate can only be 
confirmed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We will send a written confirmation upon receipt of this completed form.  

Reservation Department / 訂房部：Phone +886-2-28868888 ext 1520~1525 
Fax: +886-2-2886-4974            E-mail:reservations1@grand-hotel.org 

Name： Mr./Ms.                                                   
       Circle one             Last          First             Middle 

中文姓名：                           世界總會職稱：                  

同房者姓名：                         眷屬或職稱：                    

Te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try code/Area code/Tel #                Country code/Area code/Fax #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rrival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part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房型 訂房數 一中床 兩小床 房價 

精緻無窗客房 

(正館 2~9樓/無景) 
____間 □ □ 

□單人 NT3,400.net (含 1早+網路) 

□雙人 NT3,800.net (含 2早+網路) 

豪華客房 

(正館 2~6樓山景房) 

____間 
二床 

□單人 NT4,500.net (含 1早+網路) 

□雙人 NT4,900.net (含 2早+網路) 

天際客房 

(正館 2~6樓市景房) 

____間 
二床 

□單人 NT5,100net (含 1早+網路) 

□雙人 NT5,500.net (含 2早+網路) 

菁英天際客房 

(正館 7~9樓市景房) 

____間 
□ □ 

□單人 NT5,300.net (含 1早+網路) 

□雙人 NT5,700.net (含 2早+網路) 

台北圓山飯店住宿優惠價適用於 110 年 3 月 15 日起至 4 月 5 日止。 
本訂房單務請於 2月16日以前逕自傳真或至 Email 至台北圓山飯店訂房中心，並須接
到飯店訂房確認書，始訂房完成。 
台北圓山飯店 Fax: +886-2-2886-4974  E-mail: reservations1@grand-hotel.org 
------------------------------------------------------------------------------------------------------------- 
飯店預訂 Credit Card 保證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ardholder’s English Name)            
卡別：□Amex  □Diners  □JCB  □MasterCard □Visa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有效日期：      /          /  Amex’s CID No. ____   
上述信用卡將作為本人預訂飯店之保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同信用卡簽名)                  日期  

備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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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住宿者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進住前 72 小時以書面通知圓山飯店， 

        否則應承擔一晚的房租。 

      3.若有任何疑問煩請與訂房中心，電話:+886-2-2886-8888 ext 1520~1525。 

      4. 房型有限，訂房以接到時間先後順序為憑。 

 

mailto:reservations1@grand-hot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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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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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行前往球場   □ 早上 7：00圓山飯店上車 

比賽日期 110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二)  

費用 另行通知 

集合時間/ 
地點 

3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預定 06:30 於台北圓山飯店一樓大廳
集合上午 07:00 準時出發，07:30 準時開球 。 

球場名稱/ 
地點 

另行通知 

聯絡人 張德輝諮詢委員 手機:886-910721789 

備註 
頒獎：梁輝騰總會長主持 

午宴：梁輝騰總會長招待 

※本表請於 110 年 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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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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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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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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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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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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 請 函 
 

本總會謹訂於 110 年 3 月 23 日至 24 日假台北圓山飯店

12 樓大會廳舉行第 27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預計

有來自世界各地台商會代表及貴賓與會約 500 位參加。

敬邀 

 撥冗蒞臨指導 

 

 

總會長 梁輝騰 監事長 林基龍 

 
 

 
 
 
 
 
 
 
 
 
 

mailto:wtcc@wtc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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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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ter of Invitation 
 

To Whom It May Concern：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WTCC), 27 th Semi-Annual General Meeting to be held in 

Taiwan from March 23rd to March 24th at The Grand Hotel in Taipei.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WTCC Office at 02-23211822 for any information neede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Taipei. 

Yours Sincerely, 

 

 

 

 

President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mailto:wtcc@wtcc.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