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North America
1045 E. Valley Blvd., Suite A211, San Gabriel, CA 91776, USA
Office: (626) 550-8143
E-Mail: tccna32@gmail.com
Website: www.tccna.org

文號：TCCNA32-20190809-01 號
日期：2019 年 8 月 9 日
邀請函
主 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謹訂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於拉斯維加斯舉
辦第 32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會後自 11 月 4 日起安排會後旅遊，敬請踴躍參加。
說 明： 謹訂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舉辦本總會第 32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並
安排會後旅遊。
一、 大會於會議前（11 月 1 日）安排高爾夫球聯誼賽，紅石峽谷休閒半日遊、投資論
壇。大會於會議後（11 月 3 日）安排會後西峽谷一日遊。希望大家支持及踴躍參
加。
二、 檢附預定日程表、會議報名表以及會議活動須知。為方便統計人數，預訂住宿以及餐廳，
請大家儘速報名。
三、 所有參加會議之會員請於 2019 年 9 月 15 日之前報名, 逾時恕不受理。報名表請寄
至 Email: tccna32@gmail.com 。 飯店訂房請上網預定
https://book.passkey.com/go/tccna 或電話 888-987-6667 Group code: TCCNA
四、 上述資料均刊登於總會網站 www.tccna.org www.taiwanesechamberofcommerce.com

誠摯地恭請您蒞臨，並祝萬事如意！
第 32 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
監事長

汪俊宇
張欣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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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活動須知
一、 會議日期：2019 年10 月31 日至 11 月3 日，詳細行程請參閱預定日程表。
二、會議地點及住宿：
Bellagio Resort & Casino in Las Vegas
3600 S Las Vegas Blvd, Las Vegas, NV, 89109
Tel: (888) 987-6667

1. King,Queen Room 房價每間每晚：USD $199-249 元 (未含稅與相關費用)
2. 訂房者請直接上旅館之訂房專用網站訂房，網址如下
https://book.passkey.com/go/tccna or call 888-987-6667 Group code: TCCNA

3. 旅館之 Check-in 時間為 3:00 pm；Check-out 時間為 12:00 pm。
4. 住宿者請於飯店櫃台辦理退房手續時自行結清住房費用及其他額外消費。
5. 訂房者經由大會專用網站訂房，享有上述優惠房價。 若經由其他網站訂房，此
優惠將無法適用。

請大家儘早報名及訂房
三、出席費:
1. 已繳清2019-2020會費之北美洲總會理監事以上人員免繳。
2. 理監事以上人員攜帶配偶或直系眷屬，第一人出席免費。 第二人起出席費與非理監
事人員相同。
3. 非理監事人員、會員及非會員等每人美金 350 元。
4. 所有活動謝絕12歲以下孩童參與，若有特殊情況，請聯繫秘書處以個案處理。
5. 無識別證者，謝絕參加所有餐宴及活動。
四、理監事以上出席者，領識別證需本人親自領取，不能委請他人或配偶代領，請
各商會務必配合執行。

五、大會安排會後旅遊活動。參加會後旅遊者，請填寫旅遊報名表。

六、參加高爾夫聯誼賽者，請於 11 月1 日上午 06:30 am 於正門地下一樓 Bus 停車場集合，
或自行開車前往。
**07:30 am 準時開球，欲參加者請填寫高爾夫球比賽報名表。
七、 大會於 11 月1 日安排半日 Vegas 悠閒半日遊（紅石公園）活動。11 月1 日上午08:00 am 於
Hotel Lobby 或正門地下一樓 Bus 停車場集合，逾時不候，下午 12:00 Noon 返回飯店，
參加下午 12:30 pm 投資論壇。為避免延誤論壇，請務必準時返回飯店，敬請配合。
八、大會於 11 月 3 日安排會後西峽谷一日遊，除玻璃橋門票、西峽谷直昇機加遊船，西峽谷
直昇機外，總會長請客。欲參加一日遊者，建議賭城多待一個晚上。
九、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9 年9 月15 日，俾便統計訂房、訂餐、訂車等， 請務必準時報名。
大會將安排接送機，請於報名表請務必填寫航班班次及時間以便接送，接送機指定機
場為
McCarr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5757 Wayne Newton Blvd
Las Vegas, NV89119

報名表內各項資訊請詳填，若有變更請及時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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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日 程 表

日期

時間

10/31 四

14:00-18:00

理監事及會員報到

Degas 1,2

13:00-15:00
15:00-17:00
18:30-23:30

監事會會議
顧問委員會會議
歡迎晚宴
汪總會長宴請 萬聖節化妝晚宴
高爾夫球聯誼賽

Renoir 1
Renoir 2
Voodoo Steakhouse

11/1 五

6:30-12:00
8:00-12:00

11/2 六

活動內容

09:00-17:00
12:30-17:00
12:30-13:00
13:00-13:50
14:00-14:50
14:50-15:00
15:00-15:30
15:45-17:00
18:30-22:00
07:30-08:30

紅石峽谷國家保護區休閒半日遊
www.redrockcanyonlv.org
理監事及會員報到
投資論壇
1.如何保護你的資產
2.創業經驗分享 傳承
3.企業分組座談 轉型
午茶時間
4.專題演講
5.事業創意擂臺賽
外交部歡迎晚宴
咖啡糕點供應

08:00-08:30
08:30-09:00
09:00-10-00
10:00-10:15
10:15-12:00
12:30-14:00
14:30-16:30
18:30-22:00
8:30

理事簽到
開幕典禮
第 32 屆第 2
中場咖啡時間
第 32 屆第 2
經濟部午宴
第 32 屆第 2
北美台商之夜
西峽谷一日遊

地點

Bear’s Best Golf club

備註
本人親自報到

Rio Casino
18:00 巴士停車場
6:30 巴士停車場
7:30 巴士停車場

Degas 1,2
Grand Ballroom 5
Grand Ballroom 5
Grand Ballroom 5
Grand Ballroom 5
Grand Ballroom 5
Grand Ballroom 5
粵港海鮮酒家

KJ Dimsum @ Rio

本人親自出席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Grand Ballroom 5
Grand Ballroom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Grand Ballroom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僑委會晚宴

Grand Ballroom 5
Grand Ballroom 5

11/3 日
11/4 一
會後旅遊
北美洲總會:
總會長汪俊宇 (626)826-7083, 祕書長羅安雅 (626)550-8143, 財務長何巧玲
大會總召集人: 羅安雅(626)550-8143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全體人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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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報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北美總會職稱:

所屬地區商會:

性別:

□男□女

出生日期:19 年

月

日

飲食:

□一般□素食

地址:
電話：

手機：

電郵：
隨 中文姓名(同護照)
行
眷
屬

北美總會 2018~2019 會費
性別
關係

英文姓名(同護照)

□已繳□未繳
飲食

□一般□素食
□一般□素食

出
席 1.北美總會理監事以上人員免繳（已繳 2019~2020 年理監事費者免繳）。
費 2.理監事以上人員攜帶配偶或直系眷屬，第一人出席免繳。第二人起出席費與非理監事人員相同。
3.非理監事人員、會員及非會員等每人美金 350元。

□

班
機

□

□ □

接機：
是
否
航空公司及班機：
抵達航次： 月

日

時

分

□AM □PM

送機：
是
否
航空公司及班機：
離開航次：

月

日

時

分

□AM □PM

Bagage claim

旅館住宿： Check-In:
** Confirmation #:

月

日; Check-Out:

Bellagio Resort & Casino

月

日

地址：3600 S Las Vegas Blvd, Las Vegas, NV 89109

(請直接上網或電話訂房)
房價每間每晚：$199-249 +tax (不含早餐)
10/31至11/03 餐宴，請確定參加才勾選，以避免資源浪費。
10/31 (星期四) 汪總會長歡迎晚宴
11/01 (星期五) 高爾夫球聯誼賽
11/01 (星期五)紅石峽谷國家保護區休閒半日遊
11/01 (星期五) 外交部晚宴
11/02 (星期六) 經濟部午宴
11/02 (星期六) 僑委會惜別晚宴
11/03會後一日遊 會後旅遊： 西峽谷一日遊
11/04會後五日遊 會後五日遊

備註

□參加
□參加
□參加
□參加
□參加
□參加
□參加
□參加

人

□牛肉□魚肉□雞肉□素食

人 (另填報名表)
人
人
人
人
人(另填報名表)
人(另填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2019 年 9月15日截止報名。總會理監事以上人員直接 Email至北美總會秘書處報名， 其他會員請向地區商會報名，
彙整向北美總會秘書處報名。
Email：tccna32@gmail.com Tel: (626) 550-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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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聯誼賽報名表
Bear’s Best Golf Club Las Vegas
11111 W. Flamingo Rd, Las Vegas, NV 89135
TEL：(702) 804-1127

姓 名
性 別

地區商會
□男

□女

差

點

費

用

每人$ 165美元 (含果嶺費、球車、早餐、簡午餐、飲水、伴手禮)
費用請於9月15日前寄至 TCCNA 32 , 逾期恕不受理!

球

具

自備球具、球鞋
自費租用球具: $ 25 *Special deal

聯絡電話

電話

□是

□否

手機:

Email
報名截止日期

2019年 9月15日
取消日期: 2019年9月20日 (之後取消者需繳交全額費用)

集合時間地點 11月1日（星期五）上午06:30AM 於正門地下一樓Bus停車場集合或自己
開車前往， 07:30AM 開球 (以賽事舉行當天為準)
聯絡人

北美洲總會運動委員會 陳秋雄 (678) 790-6968
洛杉磯台美商會 陳玲華 (626) 755-7211

請在報名截止日 (2019 年9月15日) 前將報名表以 Email向北美總會秘書處報名。
支票抬頭：TCCNA32
支票請寄：1045 E. Valley Blvd., Suite A211, San Gabriel, CA91776
Email：tccna32@gmail.com
TEL： (626) 550-8143
Bear's Best Las Vegas
球場由高爾夫球名將傑克·尼克勞斯親自從全球200多個非凡的球場中挑選了他最愛的18個球洞來設
計建造，擁有修剪整齊的彎曲草坪，具有挑戰性和多樣化的洞穴設計，以及完美無瑕的球道/球座，
最先進的GPS系統，出色的服務，為拉斯維加斯最高級的榜首球場之一。此球場最具特色乃於第四洞
及第十一洞為來自蒙大拿州的黑色沙坑，讓賽場上的球手震撼感官，也是全球高爾夫球愛好者畢生需
親臨體驗、挑戰的球場。名額有限，機會難得，請盡早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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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代理出席授權書
Letter of Proxy

委託人姓名 (Name of Princip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託人簽名(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商會(Local TC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理人姓名 (Name of Prox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理人商會 (Local TCC of Prox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19 年

月

日

註 : 若您無法出席本次理事會， 請填妥以上代理出席資料， 並於 9/15/2019 前將本
授權書 Email 至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秘書處。本授權委託書僅限於委託代理出席
授權。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秘書處

Email:tccna3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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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表

案由：

說明：

辦法：

提案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美總會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署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美總會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案人限擔任北美總會理事以上人員，並有三位理事以上人員連署，否則不予受理。
※本表請於 2019 年10月15日前傳至北美總會秘書處，以利彙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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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NA Mid-Term Investment Conference
Sponsorship level

□Platinum $20,000

■Logo/Name on website,program book
■Event day acknowledgement,display of corporate signage
■Welcome remark
■Exhibit table
■Branding giveaway to event attendees
■5 dinner tickets worth $1,000
■Full-page program greeting

□Gold $10,000

■Logo/Name on website,program book
■Event day acknowledgement
■Branding giveaway to event attendees
■Exhibit table
■2 dinner tickets
■Full-page program greeting

□Silver $7500

■Logo/Name on website,program book
■Event day acknowledgement
■Exhibit table
■1 dinner ticket
■Half-page program greeting

□Bronze $5000

■Logo/Name on website,program book
■Event day acknowledgement
■Exhibit table
■1 dinner ticket
■Half-page program greeting

□Jade $2500

■Logo/Name on website,program book
■Event day acknowledgement
■1 dinner ticket
■Half-page program greeting

Program Book Greeting (Deadline: Friday,October 18,2019)
□Full Page(4.375”w x 7.875”h, with .125” bleed) $1000
□Half Page(4.375”w x3.625”h,no bleed) $600
Exhibit Table: Non-member $530
Member $350

Reply Form
Contact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reet Address/City/State/Zi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yment Method
Check payable to TCCNA32, Mail or Email this completed form
TCCNA32
Lisa Liu
Deputy CFO
Direct: 626-488-8848
E-mail: lisa_y_liu@yahoo.com
1045 E.Valley Blvd, #A211
San Gabriel, CA9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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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 準時出發
11:00 享用中餐
12:00 返回酒店
秋天時，氣候宜人，很推薦花時間來紅石公園 (Red Rock
Canyon)走走，從 Vegas 開車走 Charleston 往西只需要半小
時，就能看到不同於城市五光十色的大自然景觀！
紅石峽谷國家保護區
(The Red Rock Canyon National Conservation Area)
在拉斯維加斯以西，在莫哈維沙漠沙漠內，面積 197,000 英畝。紅石峽谷為南內華達州
最美的風景區之一，六億年前是海底世界，經過幾次地殼變動，形成今天的紅石奇觀。
峽谷的岩石因為有氧化鐵的滲入，加上百年的風化，形成特有的火紅色，絢麗奪目。是
拉斯維加斯附近值得一遊的好去處，很多在賭城登記結婚的新人也將此作為婚紗照拍攝
場景。

姓名
隨行眷屬

地區商會
1.

2.

聯絡電話
電郵/Email
集合時間

11月3日上午8 AM

報名截止日期

9月15日

集合地點

巴士停車場

請在報名截止日 (2019 年9月15日) 前將報名表以 Email向北美總會秘書處報名。
團費: 汪總會長招待.

除了: 玻璃橋門票, 西峽谷直升機, 及遊船.

Email：tccna32@gmail.com Tel: 626-550-8143

「第 32 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 次理監事會議」
會後旅遊報名表
拉斯維加斯_錫安公園_布萊斯紅石峽谷_拱門國家公園_鮑爾威爾
湖_-羚羊谷彩穴_格蘭峽谷水壩_大峽谷 五日遊

報名截止日期: (請於 2019 年 9 月 15 日之前報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團員姓名 / 性別 (Name/ Gender) :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電話 (Phone) : (Home)__________________ (Cell)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兩人一房 (每一人費用)

$1088

單人房

$1388

56座大巴，導遊，住宿布萊斯公園門口酒店Best Western Rubys Inn，莫阿布市酒店，Monument Valley
Inn酒店，及金曼市酒店，行程所列餐飲含特色牛排餐及酒店美式自助餐，各大國家公園門票，羚羊彩穴
吉普車，司導服務費。

團費:
付款方式 : 支票 (Check Title)：Choicest Holiday Inc.
請拍照(支票正反面) text to : 650-296-6835
或 scan (支票正反面) email to : mayma@cholidayusa.com
其他要求注意事項 ( Special Request & Remark ) :

建議各位務必加買旅遊平安保險 (內容須包含 臨時取消行程)
**** 請與美加旅遊 Choicest Holiday : May Ma (馬小姐) 聯絡
***Tel : 650-589-9000 Fax : 650-588-5700 E-mail :mayma@cholidayus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