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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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tw            http://www.wtcc.org.tw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函 
受文者：本總會青商會黃會長聖家、吳副會長家宇、江副會長佩珊、 游副會長惟涵、 

    葉副會長國得、游副會長鈞聿、江副會長承恩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4 日 
發文字號：世總 28 字第 080 號 
附件：如文 

主  旨：本總會所屬青商會，訂於 2022 年 3 月 25 日假美國亞特蘭大 CNN 中心歐姆
尼亞特蘭大飯店(Omni Atlanta Hotel at CNN Center) 舉行第 12 屆第 2 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敬請 查照。 

說  明： 

一、 本總會青商會會長、名譽會長、輔導會長、副會長、監事長、秘書長、財
務長、顧問、理監事出席會議均採取線上報名，請於 2022 年 1 月 10 日前
登入網址: https://reurl.cc/OkNGvD，完成線上報名。 

1. 世青理監事聯席會議簽到：1.出席線上理監事會議者：「採二種簽到方式」 
(1)掃描線上會議 QR code 簽到、(2)點選線上會議連結簽到。理監事線
上會議簽到將於會議開始前半小時開放簽到，所有簽到將列印留存，俾便
統計出席紀錄。2.出席實體理監事會議者：現場掃識別證簽到。 

2. 青商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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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商會員資格，非屬本會青商會員，恕不接受報名，由各洲總會彙整，轉
送世青秘書處。靜候總會通知後，再行線上登錄報名。 

二、 本次會議訂房請直接至 Omni Atlanta Hotel at CNN Center 線上訂房，訂房後
務必以接到訂房確認書，方完成訂房手續。 
訂房網址：https://reurl.cc/q17V6D；如，線上訂房操作有疑問，請與 

亞特蘭大籌備處訂房組：秦文皓先生，Email：james87330@gmail.com 
三、 大會安排會前旅遊-A 團:美國亞特蘭大八日遊、B 團:佛州精華六日遊及會

後旅遊-A 團:大霧山國家公園、鴿子谷三日遊；B 團:大霧山國家公園、鴿
子谷、加特林堡小鎮、查塔努加五日遊；C 團:華盛頓 DC 賞櫻、喬治亞州、
田納西州、歷史人文七天深度之旅；請詳閱旅遊報名須知，欲參加旅遊者，
請填寫旅遊報名表，務請於 2022 年 1 月 10 日前線上報名、傳真或 E-mail

至各承辦旅行社。檢附旅遊報名表及旅遊須知等 (如附檔)，請參閱 
四、 檢附會議預定日程表、青商會出席會議報名表、旅遊報名表、提案表、委

托書、高爾夫球報名表。 
五、 第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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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非洲台灣會聯合總會、 

中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大洋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曾主任委員遠喆 

總會長王德(王瑞麟)監事長張德輝 
 

mailto:wtcc@wtcc.orgtw
https://reurl.cc/OkNGvD，請於2022
https://reurl.cc/OkNGvD，請於2022
https://reurl.cc/q17V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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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8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預  定 日 程 表  

地點：美國亞特蘭大 Omni Atlanta Hotel at CNN Center 

地址：100 CNN Center, Atlanta, Georgia, 30303, USA 

日期 時  間 活 動 行 程 地  點 備      註 

3/24 
(四) 

18:30~21:30 歡迎蒞臨亞特蘭大 另行通知 王德總會長招待會前抵達人員 

3/25 
(五) 

07:30~07:45 高爾夫球賽集合  Hotel Lobby 07:30 集合；07:45 準時出發 

09:00~13:00 高爾夫球賽 
Eagles Landing 
Country Club   

09:00 準時開球 

10:00~17:00 
與會人員報到 Lobby 

Prefunction 
(North Tower M4) 

出席人員報到(包括青商會;會後旅遊) 
參加會後旅遊報到 

09:00~10:00 青商會報到 
Maple Room 

(South Tower) 
青商會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10:00~12:00 
青商會第 12 屆第 2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14:00~15:00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Birch Room 
(South Tower )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出席 
(若未達實體出席人數，將另行通知採實體與線上會議) 

14:30~15:30 
世界台商園區籌備委
員會 

Spruce Room 
(South Tower) 

世界台商園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出席 
(若未達實體出席人數，將另行通知採實體與線上會議)  

15:00~16:00 選務委員會議 Birch Room 
(South Tower ) 

選務委員會委員出席 
(若未達實體出席人數，將另行通知採實體與線上會議) 

15:30~16:30 監事會議 Spruce Room 
(South Tower) 

監事長、副監事長、監事出席；財務長列席 
(若未達實體出席人數，將另行通知採實體與線上會議) 

15:30~16:30 常務理事會議 Pine Room 
(South Tower) 

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副總會長出席；秘書長列席 
(若未達實體出席人數，將另行通知採實體與線上會議) 

14:00~18:00 青商會交流活動 Maple Room 

(South Tower) 
青商會全體人員 

16:30~18:00 預備會議 Grand Ball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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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 Ballroom 與會人員參加 

3/26 
(六) 

09:00~10:15 開幕典禮 

Grand Ballroom 

全體人員出席 

10:15~10:30 早茶暨休息時間  

10:30~12:00 理監事聯席會議(一)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務請本人親自簽到（實
體與線上會議） 

12:00~13:30 經濟部午宴 與會人員參加 

13: 30~15:00 專題演講 與會人員參加 

15:00~15:15 午茶暨休息時間  

15:15~17:00 理監事聯席會議(二) 
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務請本人親自簽到 
（實體與線上會議） 

18:30~22:00 
僑務委員會晚宴 
亞特蘭大之夜 與會人員參加 

3/27 
(日) 

09:00~22:00 亞特蘭大一日遊 08:30 集合 王德總會長招待 

3/28 
(一) 

賦 歸 或 參 加 會 後 旅 遊 

會 
前後 
旅 
遊 

(一)會前旅遊：A團:3/17-3/24 美國亞特蘭大八日遊 
B團:3/19-3/24 佛州精華六日遊 

(二)會後旅遊：A團:3/28-3/30 大霧山國家公園、鴿子谷三日遊 
B團:3/28-4/01 大霧山國家公園、鴿子谷、加特林堡小鎮、查塔努加五日遊 
C團:3/28-4/03 華盛頓 DC 賞櫻、喬治亞州、田納西州、歷史人文七天深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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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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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青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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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青理監事以上人員(本人)免繳。世青理監事以上人員得攜帶眷屬(限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參加， 
免收出席費；第 2 人起或總會長邀請參加者，每人美金 200 元。 

2. 世青會員得攜帶眷屬(限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參加，世青會員及世青眷屬均需繳交出席費美金 200 元。 

班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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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機依美國亞特蘭大時間) ☐ AM ☐ PM 

抵達機場：ATL：    □國際廳  □國內廳 

接機： ☐是     人； ☐否  
★接機地點 : 亞特蘭大國際機場入境大廳 

            接機組著紅色 WTCC 背心 

航空公司：       班機：         
離開航次：3月 28日_______時 _______分 
(送機依美國亞特蘭大時間) ☐ AM ☐ PM 

離境機場：ATL：    □國際廳  □國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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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0日以前逕自上網訂房，需接到飯店訂房確認書，始完成訂房。 
★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入住前 72 小時，通知飯店否則須承擔一晚預訂之房費。 

飯店名稱 房間類別/間 價  格 

Omni Atlanta 
Hotel at CNN 

Center  

☐豪華房/1張大床 
☐豪華房/2張雙人床 

USD$249 間/晚/未稅(含 1 早餐/網路)  

☐豪華房/1張大床 
☐豪華房/2張雙人床 

USD$279 間/晚/未稅(含 2 早餐/網路) 

★.上網訂房: https://reurl.cc/q17V6D 
★. Tax not included:8% City Occupancy Tax+8.9% State Tax+$5 Hotel Motel Fee. 

晚 

宴 

★3 月 24 日至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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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姓名公佈本會網站上，並須自行負擔餐費新台幣 1000 元/餐。 

3/24 會前抵達人員晚宴參加 ☐是    人   ☐否。 
3/25 晚宴參加             ☐是    人   ☐否。     
3/26午宴參加             ☐是    人   ☐否。晚宴參加☐是     人  ☐否。               

必 
填 

限世青理監事以上人員勾選 
出席第 28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實體會議 □線上會議。 

3/25 高爾夫球賽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N1rj2KFLUomAQ98S8 ☐參加___人 

3/27 亞特蘭大一日遊 王德總會長招待 ☐參加___人 

自 
費 
旅 
遊 

會前旅遊 
A 團:3/17-3/24 美國亞特蘭大八日遊報名網址: https://ppt.cc/f6Z4ax ☐參加___人 

B 團:3/19-3/24 佛州精華六日遊 ☐參加___人 

會後旅遊 

A 團:3/28-3/30 大霧山國家公園、鴿子谷三日遊 ☐參加___人 

B 團:3/28-4/01 大霧山國家公園、鴿子谷、加特林堡小鎮、 
             查塔努加五日遊 ☐參加___人 

C 團:3/28-4/03 華盛頓 DC 賞櫻、喬治亞州、田納西州、 
歷史人文七天深度之旅 

☐參加___人 

備 
註 

1.世青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實體或線上會議均採線上報名。請登入網址: https://reurl.cc/OkNGvD 

2.世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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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世青會員資格。 
3.本報名表於 2022 年 1 月 10 日截止報名。 

https://reurl.cc/q17V6D
https://forms.gle/N1rj2KFLUomAQ98S8
https://ppt.cc/f6Z4ax
https://reurl.cc/OkNG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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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台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Wor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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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ember. 14, 2021 

 

To Whom It May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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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CC), 28th Semi-Annual General Meeting to be held in Atlanta, Georgia, USA from 25th 

March to 27th March 2022, President Sueling Wang will sincerely offer a city tour of Atlanta, 

Georgia on 3/27 Sun.   

 

The 28th Semi-Annual General Meeting  

Date： 25th March to 27th March 2022 
Venue：Omni Atlanta Hotel at CNN Center 

100 CNN Center, Atlanta, Georgia, 30303, USA  

 

Visiting trip around Atlanta, Georgia, Tennessee, Florida, Washington,D.C. 

Date: 17th March to 3th April 2022 

Please use this invitation to apply for your respective visa to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ies, 

Consulates Offices or Representative Office. If there ar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the WTCC OFFICE at +886-2-23211822 or Fax : +886-2-23211733 or Email at 

wtcc@wtcc.org.tw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Atlanta. 

 

Yours Sincerely, 

SueLing Wang 
 

 
President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mailto:wtcc@wtc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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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活動須知 
一、 會議日期：2022年 3月 25日至 27日，詳細行程請參閱日程表。 
二、 如需辦理簽證，請持邀請函(INVITATION)向各所在國美國使領館辦理。 
三、 會議地點：Omni Atlanta Hotel at CNN Center 

   電話：+1-404-818-4320         
              地址：100 CNN Center, Atlanta, Georgia, 30303, USA 

      註 1：已訂房者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入住前 72 小時，以書面通知飯店，否則須承擔一晚 
預訂之房費。 

    註 2：飯店 Check-in 時間自 16:00 起；Check-out 時間至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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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青理監事以上人員免繳。 

2.世青理監事以上人員得攜帶眷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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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元。 

3.世青會員得攜帶眷屬(限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參加，世青會員及世青眷屬均需繳交出
席費美金 200元。 

五、 世青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會議報名表、高爾夫球報名表，務請於 2022年 1 月 10日前完成線上報 
名。世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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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世青會員資格，非 
屬本會世青會員，恕不接受報名。 

六、 出席會議需訂房者，請直接上網訂房，訂房後務請自行與飯店確認，並於接到訂房確認書，方完 
成訂房手續。如，線上訂房操作有疑問，請與亞特蘭大籌備處訂房組：秦文皓先生， 
Email：james87330@gmail.com 

七、 大會安排會前旅遊 (2 團)會後旅遊 (3 團)，擬參加會前或會後旅遊者(須有報名參加開會者)，
請填寫旅遊報名表，務請逕自線上報名、傳真或 E-mail： 

      ※.海外台商旅行社：會前旅遊 A 團線上報名網址: https://ppt.cc/f6Z4ax 
      聯絡人：Ivy Lee  電話：886-2-3322-4458#38， 

E-mail：ivy@otcta.tw；傳真: 886-2-3322-2258 
因故取消者，需以書面通知該團旅行社: 海外台商旅行社將於報名截止後 10 天通知該行程 
是否成團。若報名者在團體確認成團而於 2022 年 1 月 20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30%， 
2022 年 1 月 28 日以後取消者不予退費。 

    ※.美加旅遊：諮詢顧問: May Ma (馬小姐) 電話:+1-650-589-9000 
 E-Mail: mayma@cholidayusa.com 或聯絡人：杜兆明 Johnson Tu  
 電話：+1-650-302-8689E-mail : service@cholidayusa.com 
請以電話及書面方式通知(通過郵寄，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 ，並以美加旅遊收到並接受申請 
開始計算，隨後會發出訂位取消或改期確認單，訂位狀態隨即取消或改期。若因節假日、網 
絡或其他問題導致信息延誤，本公司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 出發前 45 天以上取消，每人扣除 USD$300。 
 – 出發前 31-45 天取消，每人扣除 USD$600。 
 – 出發前 30 天內改期或取消，視同自動放棄，費用概不退還。 
 – 出發前 31 天前修改或是更動，我們將收取手續費$50/人/次。 

會後旅遊返回需留宿者，請自行向飯店或旅行社預訂房間；旅遊活動請依照規定日期以刷卡方式
支付旅費。 

八、 參加高爾夫球比賽者，請於 3 月 25 日上午 7:30 於酒店一樓大廳集合，07:45 分準時出發，09:00
準時開球，欲參加者請線上填寫高爾夫球比賽報名表。 

九、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22 年 1 月 10 日，請務必準時報名，俾便彙整。大會將安排妥當的 ATL 亞特蘭 
 大國際機場接送機方式。若有變更航班，請即時通知。 

十、 青商會理監事以上人員均採線上報名，如，無法操作線上報名者，請與青商會秘書處聯繫報名事 
宜。連絡方式：青商會秘書處聯絡人:曾瑞瑜秘書長電話: +1-785-633-3085 ; 
Email: secretary@wtccjc.org 

十一、 六大洲總會秘書處，連絡方式如下: 
     ＊北美洲總會聯絡人:嚴招弟秘書長             
       Email: tccna34@gmail.com       電話:+1-480-444-6803 

＊亞洲總會聯絡人: 林登峰秘書長     
       Email: 29astcc@gmail.com        電話:+886 937602453；+63 9178066690 

＊歐洲總會連絡人:蕭梅杏秘書長               
       Email: 28etcc@gmail.com         電話:+ 33-618-399-500 

＊非洲總會聯絡人:丁雅甄秘書長               
       Email: 28atcc@gmail.com         電話: +27-837530777 

＊中南美洲總會聯絡人:林愛國秘書長           
       Email: twccla@gmail.com         電話: +886-912663017     

＊大洋洲總會聯絡人: 廖荺瑄秘書長            
       Email:tccoceania@gmail.com      電話: +61420886214 

https://ppt.cc/f6Z4ax
mailto:mayma@cholidayusa.com
mailto:service@cholidayusa.com
mailto:tccna34@gmail.com
mailto:29astcc@gmail.com
mailto:28etcc@gmail.com
mailto:28atcc@gmail.com
mailto:twccl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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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入境須知 
前往美國規定 

1.依據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公告，自 2021年 12月 6日起，所有前往美國之旅客搭機前，皆 

須出示由美國 FDA 或 WHO 認可的完整接種疫苗英文版證明，以及航班出發前一日內進行採 
檢的 COVID-19陰性檢測報告或康復證明；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若未完成疫苗接種，須具備搭機 
前一日採檢之 COVID-19 陰性檢測報告。疫苗及檢測要求詳見美國 CDC 網頁。 

2.下機時請準備好您的護照、COVID-19 檢測結果或康復文件、疫苗接種證明（如適用），以備檢 

  查。 
3.依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要求，所有抵美旅客應先下載並完成填寫入美聲明書 COMBINED 

 PASSENGER DISCLOSURE AND ATTEST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並交付航空公司存查。 
4.美國 CDC 為掌握入境美國旅客可能遇到傳染風險，要求所有搭機赴美旅客須在航班起飛前提 
供正確且完整聯絡資訊，包括旅客全名、在美地址、主要連絡電話、次要連絡電話及 Email 信 
箱等五項資料予航空公司，若旅客未確實提供，依美國政府規定，將依法受到裁罰。 

5.依據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規定，旅客於航程中必須全程配戴口罩。 
6.各州可能有不同的檢疫評估或隔離要求，請參考美國 CDC 網站及各州衛生機關網站。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網站：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travelers/testing-international-air-travelers.html 

 

★各州衛生機關網站:  
https://www.cdc.gov/publichealthgateway/healthdirectories/healthdepartments.html 

 

簽證資訊（詳細資料請上美國在台協會 AIT 官網查詢） 

一、免簽證 
★  符合赴美免簽證之資格      
■ 在台灣設籍，有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國民。 

■ 持我國核發並具效期之晶片護照。 

■ 赴美目的為觀光或商務，且赴美停留在 90 天以內。 

■ 已取得「旅行授權電子系統」（ESTA）授權許可。 

■ 其他：無其他特殊限制而無法適用者（如有犯罪紀錄、曾被美國拒絕入境、先前以 VWP 入境未遵守相
關規定、屬 2016 年美國 VWP 增強安全措施不適用免簽範圍等）、以海空方式抵達須搭乘獲核准之運輸工
具且持有回程票、以陸路方式抵達需支付小額陸路邊境費用等。在入境機場或港口之移民官員就旅客能否
入境有最終裁量權。 

★  旅行授權電子系統（ESTA）之說明 
■ ESTA 是用以決定旅客是否有資格以 VWP 赴美之自動化系統。 

■ ESTA 申請流程：上網填表（https://esta.cbp.dhs.gov/）→提出申請→記下申請號碼→付款→檢視申請

狀態。 

■ ESTA 所需資訊：以英文填寫姓名、出生日期及護照資訊等資料，並回答有無傳染性疾病、特定罪行之

逮捕與定罪、撤銷簽證或遭驅逐出境之紀錄及其他問題。無論個人或團體申請，每位申請者應負責本身申

請資料之正確性。 

■ ESTA 所需費用：費用 14 美元，包括兩部分： 

處理費─所有電子旅行授權之申請者需就每次提出之申請支付處理費，費用為 4 美元。 

授權費─倘申請獲得批准並收到以 VWP 赴美之許可，申請者之信用卡將另支付 10 美元之費用。倘申請者

之電子旅行許可申請遭拒，則只需繳付 4 美元之處理費。 

■ ESTA付款方式：所有費用須使用指定之信用卡或金融卡支付。信用卡持卡人姓名無需與旅客姓名相符。

如朋友、親戚或旅遊業者等第三方代為申請，也可以為個人或團體之申請支付相關費用。申請案將在取得

付款資料後，才會處理。 

■ ESTA 申請回應：多數情況下，ESTA 可立即確認旅客是否取得 VWP 旅行資格。其申請可能之回應有 3

種： 

（1）授權許可－申請者可以 VWP 身分赴美；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travelers/testing-international-air-travelers.html
https://www.cdc.gov/publichealthgateway/healthdirectories/healthdepart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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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權未定－申請者須在 72 小時內查詢網站更新資訊以得知最終結果； 

（3）未獲授權－申請者須至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或美國使領館申請 B1/B2 簽證。 

■ ESTA 授權許可之效期：一般而言，效期 2 年或至護照失效為止，視何者較早到期而定。授權許可效期
內可多次入境美國。 

■ ESTA 僅授權旅客免簽證登機/船赴美。在入境機場或港口或境外入境審查設施之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
局官員，對於旅客能否入境有決定權。 

■ 有些第三方網站亦提供 ESTA 資訊並代旅客提 ESTA 申請，但這些網站並未獲得美國政府的認可，亦
非美國政府的附屬機構。如果網址不包含「gov」，即非 ESTA 的官方網站（ESTA 的官方網站：
https://esta.cbp.dhs.gov/esta）。 

■ 倘對 ESTA 尚有其他疑問，除可向我外交部或駐美國代表處及各辦事處詢問外，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
局（CBP）設有電話服務專線（202-325-8000）。除國定假日如感恩節、聖誕節外，提供全天候英語或華語
等服務。 

二、需申請美國簽證者 
       凡不適用美國免簽證計畫規定之民眾，須於赴美前向美國在台協會或美國其他駐外館處申辦適當簽證
始能入境美國。 

★  需申請簽證者包括： 
■ 未在台灣設籍，未具有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國民。 

■ 非持我國核發之新版晶片護照者。 

■ 欲在美國停留超過 90 日，或欲變更在美國停留之身分者。 

■ 欲在美國工作或求學、以外國媒體工作代表身分旅行、不允許以觀光簽證之其他原因赴美，或擬移民
美國者。 

■ 欲以私人航空器或其他非 VWP 核准之飛機/船舶前往美國者。 

■ 有犯罪紀錄或其他情況而不適用免簽證者。 

■ 曾被美國拒絕入境，或前曾以 VWP 入境美國惟未遵守相關規定（如觀光及商務之停留期限應在 90 日
以內）及屬於 2016 年美國 VWP 增強安全措施不適用免簽範圍者。更多詳情請參考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
官網（https://www.cbp.gov/）。 

2、申請美國非移民簽證者，自2010年6月1日起必須填寫DS-160線上申請表（https://ceac.state.gov/genniv/），
列印出 DS-160 確認單，並親至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面談。 

詳情請洽詢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https://www.ait.org.tw/） 

地址：台北市金湖路 100 號 

電話： 886-2-2162-2000 

電郵：support-taiwan@ustraveldocs.com 
★  注意事項： 
根據美國在台協會網站公告，美國歡迎符合簽證資格之申請人到美國從事商務、觀光、求學、文化交流以
及其他目的之停留。惟建議儘早排定赴美計畫，並在出發前預留足夠時間申請簽證，建議儘早預約面談時
間，以利該處有充分時間審核簽證申請。 

 

當地旅遊須知 
 

1. 個人用藥：高血壓、糖尿病、胃腸藥、暈車藥、暈機藥、暈船藥、感冒藥等習慣用藥，請依旅遊行程
日期長短，攜帶適量藥物即可。 

2. 貴重物品最好放在飯店提供的保險箱內，上街不要帶太多的現金，盡量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 
3. 夜晚是犯罪率最高的時候，盡量不要夜間單獨在偏僻或黑暗的街道上行走，最好乘出租車返回。 
4. 攜帶入境的貨幣、票據（包括美國或其他國家的硬幣及貨幣、旅行支票、現金匯票和可流通證券等）

金額超過一萬美元，應填妥美國海關 4790 表（Custom Form 4790），主動向海關申報。未如實申報者可
能導致被追究民事及刑事責任，包括沒收所持貨幣及貨幣工具。 

5. 在公共場所，行人與隨身攜帶的包不能分離，否則無人認領的包會被視為可疑物品。 
6. 含酒精的飲料不能在公共場合打開或飲用。 
7. 美國電壓為 110 伏特 60赫茲交流電，有兩孔和三孔的插座，需自備轉換插頭。美金與台幣兌換匯率約

為 US$1：NT$28。 

https://www.ait.org.tw/
mailto:support-taiwan@ustraveldo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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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 
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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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青職稱： 

 

※提案人限擔任青商會理事以上人員，並有三位理事以上人員連署，否則不予

受理。 

※本表請於 2022 年 1 月 10 日前 E-mail 至所屬洲總會，並將副本傳至 

青商會秘書處 E-mail：Secretary@wtccjc.org，以利彙總整理。 

 

mailto:Secretary@wtcc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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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 

第12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委 託 書】 

 

本人：  

 

茲委託             先生 (女士 ) 

     代理本人參加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第 12 屆第 2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委 託 人： 

 

世青會職稱： 

 

所屬洲青商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1.本表請於 2022 年 1月 10日前傳至所屬洲總會，並將副本傳至 

     世青秘書處 E-mail：Secretary@wtccjc.org，正本於報到時繳交世青
秘書處。     

        2.依組織辦法第 28條規定：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者，得立委託書授權

被委託人代行其職權，但被委託人以代理一人為限，且不得跨洲委
託代理。對行使會長、監事長之選與投票權，則不在概括委託授權

之列。 

        3.受託人限擔任世青會理監事以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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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高爾夫球賽報名表 
 

姓  名  世青職稱  

性  別  差    點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E-MAIL  

費  用 每人$125 美金–含果嶺費、球車費(2 人一部) 

球  具 
需自備球鞋、手套 

租球具費用$60 美金(左手球具/右手球具) 

報名截止日期 2022年 1月 10日 

集合時間地點 
2022 年 3 月 25 日上午 07:30 於酒店一樓大廳集合報到，

上午 07:45 準時出發，上午 09:00 準時開球 。 

球場地點 

Eagles Landing Country Club  

Address: 100 Eagles Landing Way Stockbridge, GA 30281 

Tel:+1-770-389-2000 

聯絡人 

羅志仁顧問  

電話：+1-240-372-1672 

Email: jloh168@gmail.com 

1.高爾夫球賽報名表均採線上報名： 

 請登入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N1rj2KFLUomAQ98S8 

2.本報名表於 2022 年 1 月 10 日截止報名。 

3.無法操作線上報名者，請將紙本高爾夫球賽報名表，回傳至世青秘書處，

將協助線上報名登錄。 
 

https://forms.gle/N1rj2KFLUomAQ98S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