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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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0 日     
發文字號：世總 28 字第 214 號 
附件：如附件 

主  旨：本總會謹訂於 111 年 9 月 27 日至 29 日假高雄萬豪酒店召開第 28 屆年會
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敬請踴躍參加。 

說  明： 

一、 本總會副總會長、諮詢委員、資深顧問、顧問、理監事出席實體或線上
會議均採線上報名，請於 111 年 8 月 15 日前登入網址: 

https://reurl.cc/q5lajg，完成線上報名。如，無法操作線上報名者，請與
所屬洲總會聯繫報名事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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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會員只接受紙本報名，請與所屬洲總會確認其為所屬國家(地區)商會會
員資格，並聯繫報名事宜；非屬本會會員，恕不接受報名。 

四、 出席會議需訂房者，務請逕自上網訂房或E-mail至高雄萬豪酒店訂房，
並於接到酒店訂房確認書後，始完成訂房。高雄萬豪酒店訂房登入網址：
Book your group rate for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五、 高爾夫球賽採線上報名，登入網址:https://forms.gle/N1rj2KFLUomAQ98S8 

六、 本次規劃會前旅遊活動:雲嘉南三日遊；會後國內旅遊活動: A 團國境
之南墾丁三日遊、B 團南橫最美公路三日遊、C 團雲嘉南三日遊，務請
於 8 月 15 日前完成線上報名: 

登入網址:https://ppt.cc/fqXoBx；海外台商旅行社【電話：886-2-3322-

4458、E-mail: ivy@otcta.tw】，詳細說明，請參閱線上旅遊報名須知。 

七、 檢附預定日程表、會議報名須知、飯店訂房專用表格、高爾夫球報名表
及提案表。 

八、 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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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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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長王德(王瑞麟)監事長張德輝 

mailto:wtcc@wtcc.org.tw
https://reurl.cc/q5lajg
https://www.marriott.com/events/start.mi?id=1658210904479&key=GRP
https://forms.gle/N1rj2KFLUomAQ98S8
https://ppt.cc/fqXoBx
http://www.wtc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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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八屆年會暨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預 定 日 程 表  地點： 高雄萬豪酒店  

日期 時    間 內  容 地    點 備        註 

9/27 

（二） 

06:30~07:00 高爾夫球賽集合出發 
南一高爾夫球俱樂部 

06:30AM 酒店門口集合 

07:30~14:00 高爾夫球賽 08:00AM 準時開球 

10:30~12:00 全球經貿投資商機媒合論壇  世總商機促進委員會主辦 

10:00~18:00 與會人員報到 8F 接待區 務請親自報到(限本人領取識別證) 

08:30~10:00 青商會報到 8F 接待區 青商會 
09:00~10:30 青商會第十二屆年會 

8F 萬享宴會廳 A 
青商會 

10:30~11:30 
青商會第十三屆會長、
監事長選舉 

11:30 ~12:30 
青商會第十三屆第一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12:30~13:00 午餐暨休息時間 

13:00~15:00 世總世青交流活動 青商會、與會人員參加 

13:30~14:00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8F 萬享宴會廳 D 公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出席 

14:00~15:00 世界台商園區籌備委員會議 8F 萬享宴會廳 D 籌備委員會委員、顧問出席 

14:00~15:00 監事會議 8F 萬享宴會廳 E 正副監事長、監事出席；財務長
列席 

15:00~16:00 選務委員會議 8F 萬享宴會廳 E 選務委員會委員出席 

15:00~16:00 常務理事會議 8F 萬享宴會廳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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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7:00 預備會議 8F 萬享宴會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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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歡迎晚宴 8F 萬享宴會廳 與會人員參加 

09/28

（三） 

09:00~10:15 開幕典禮 8F 萬享宴會廳 全體人員出席 

10:15~10:30 早茶暨休息時間 8F 接待區  
10:00~18:00 台灣精品展覽 8F 接待區 歡迎踴躍參觀 

10:30~12:00 理監事聯席會議 

8F 萬享宴會廳 

第二十八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務請本人親自簽到(以掃 QRCode 識別) 

12:00~13:30 交通部、經濟部午宴 與會人員參加 

13:30~15:00 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二十八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15:00~15:15 午茶暨休息時間  
15:15~16:00 第二十八屆會員代表大會 全體會員代表出席(理監事以上人員) 
18:30~21:30 立法院晚宴 與會人員參加 

09/29

（四） 

09:00~10:15 
電子投票輔導、開票、 
宣佈當選、頒發當選證書 

8F 萬享宴會廳 全體人員出席 

10:15~10:30 早茶暨休息時間 8F 接待區  
10:00~18:00 台灣精品展覽 8F 接待區 歡迎踴躍參觀 

10:30~11:30 
新任總會長、監事長、副總
會長暨新任理監事宣誓儀式 

8F 萬享宴會廳 

第二十九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11:30~12:00 
中經院專題演講:海外僑
台商經營動向與投資環
境調查報告 

與會人員參加 

12:00~13:30 外交部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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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人員出席 

14:15~14:30 午茶暨休息時間  

14:30~16:00 
第二十九屆第一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 

第二十九屆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 
務請本人親自簽到(以掃 QRCode 識別) 

18:30~21:30 僑務委員會惜別晚宴 與會人員參加 

會前旅遊  雲嘉南三日遊 會後旅遊 
A 團-國境之南墾丁三日遊      B 團-南橫最美公路三日遊 
C 團-雲嘉南三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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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8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名須知 

一、 會議日期：111 年 9 月 27 日至 9 月 29 日（請參閱日程表）。 
二、 會議地點及住宿：高雄萬豪酒店 
      電話：+886-7-559 9168          Email：reservations@khhmarriott.com   

房型 入住人數 坪數 床型 優惠房價 

經典客房 1-2 人 14 坪 
一大床 
雙  床 

NT$5,000 元整/每晚每房 

豪華四人房 3-4 人 14 坪 兩中床 NT$7,200 元整/每晚每房 

行政豪華客房 1-2 人 14 坪 一大床 NT$6,500 元整/每晚每房 

景觀尊榮套房 1-2 人 21 坪 一大床 NT$11,000 元整/每晚每房 

萬豪套房 1-2 人 28 坪 一大床 NT$18,000 元整/每晚每房 

  ★訂房後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入住前 72 小時以書面通知高雄萬豪酒店， 
    否則應負擔一晚的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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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報名表，務請於 8 月 15 日前完成
線上報名。 (名譽總會長及名譽監事長請直接向總會秘書處報名)。會員只接
受紙本報名，請與所屬洲總會確認其為所屬國家(地區)商會會員資格，並聯繫
報名事宜，非屬本會會員，恕不接受報名。 

六、 出席會議需訂房者，務請逕自上網訂房或 E-mail 至高雄萬豪酒店訂房，並於
接到飯店訂房確認書後，始完成訂房。 

七、 欲參加旅遊者，務請於 8 月 15 日前完成線上報名:請登入網址: 

https://ppt.cc/fqXoBx；海外台商旅行社【電話：886-2-3322-4458、E-mail: 

ivy@otcta.tw】 

八、 六大洲總會秘書處，連絡方式如下: 
  ＊北美洲總會聯絡人:溫玉玲秘書長            電話:+1-860-375-5559 

    傳真: +1-626-307-9636                      Email: tccna35@gmail.com 

＊亞洲總會聯絡人:蔡炎峰秘書長              電話:+886-2-2508-0918 

    傳真:+886-2-2508-0919                    Email: astcc2022.30@gmail.com 

＊歐洲總會連絡人:陳燕發秘書長              電話:+ 44 7415214788 

    傳真: NA                                 Email: 29etcc@gmail.com 

＊非洲總會聯絡人:丁雅甄秘書長              電話: +27-837530777 

    傳真:NA                                 Email: 29atcc@gmail.com 

＊中南美洲總會聯絡人:許鈺琳秘書長          電話: +595 983 551 044     

    傳真: NA                                 Email: twccla@gmail.com 

＊大洋洲總會聯絡人:盧育萍秘書長            電話: +64-211421414 

    傳真: NA                                 Email:tccoceania@gmail.com 

https://ppt.cc/fqXoBx
mailto:tccna35@gmail.com
mailto:29etcc@gmail.com
mailto:twccl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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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台灣及居家檢疫措施 
 

 
 

 

有關入境及居家檢疫，請詳衛福部相關連結：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n1zhXm4d4jIx2Y_k4Im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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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ge/n1zhXm4d4jIx2Y_k4Im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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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28 屆年會暨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高雄萬豪酒店訂房專用表格 
【接受 E-mail 或線上訂房】 

線上訂房連結：Book your group rate for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住客 

入住姓名  同住者姓名  

世總職稱  連絡電話/手機  

E-Mail   

入住日期     年     月     日 退房日期     年     月     日 

適用日期：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2 日 

訂房數 房型 入住人數 坪數 床型 優惠房價 

____間 經典客房 1-2 人 14 坪 
☐一大床 
☐雙  床 

NT$5,000 元整/每晚每房 

____間 豪華四人房 3-4 人 14 坪 兩中床 NT$7,200 元整/每晚每房 

____間 行政豪華客房 1-2 人 14 坪 一大床 NT$6,500 元整/每晚每房 

____間 景觀尊榮套房 1-2 人 21 坪 一大床 NT$11,000 元整/每晚每房 

____間 萬豪套房 1-2 人 28 坪 一大床 NT$18,000 元整/每晚每房 

優惠房價注意事項: 
1. 以上報價已含 5%營業稅與 10%服務費。 
2. 團體優惠價唯 1-2 位入住包含 1-2 客早餐；3-4 位入住包含 3-4 客早餐。所附早餐為自助式早餐，位於酒店

9 樓豪享全日自助餐廳，原價每客為 NT$750 元另加百分之十(10%)服務費。 
3. 入住行政豪華客房/景觀尊榮套房/萬豪套房房型之貴賓可享有行政酒廊禮遇。 
4. 免費使用飯店健身房及游泳池設施。 
5. 入住時間為下午 3:00，退房時間中午 12:00。 
6. 此優惠房價將不提供萬豪旅享家累績房晚或積分獎勵， 亦不提供萬豪旅享家會員權益。 
7. 訂房截止日為 AUG 15,2022. 

訂房保證：(請勾選) 
☐ 此信用卡僅作為訂房保證使用。 
☐ 將以此信用卡支付此筆訂房之房帳費用。 
☐ 將以此信用卡支付此筆訂房之入住期間館內所有消費金額。 
信用卡種類 ☐ Visa    ☐ Master Card    ☐ JCB       ☐ American Express 

持卡人姓名  發卡銀行  

卡號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有效期限 
月 / 年 

______  / ______  

持卡人簽名  備註  

1. 欲取消所預訂之房間，須於入住前 72 小時以書面通知高雄萬豪酒店，則以訂房保證之信用卡收取一晚費用。 
2. 如未按照預定日期入住，酒店將視同 No-Show，則以訂房保證之信用卡收取一晚費用。 

Email 訂房者，請將此訂房單填妥後 Email 回傳至高雄萬豪酒店訂房中心，須接到飯店訂
房確認書，始訂房完成。 
電話: +886 7 559 9168        

Email：reservations@khhmarriott.com 

https://www.marriott.com/events/start.mi?id=1658210904479&key=GRP
mailto:reservations@khhmarrio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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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屆世界台商杯高爾夫球賽報名表 
【採線上報名】 

高爾夫球賽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N1rj2KFLUomAQ98S8 

姓  名  世總職稱  

性  別  差    點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E-MAIL  

費  用 每人 NT$3,000 元，於球場自付(含果嶺費、桿弟費、球車費) 

球具 需自備：球具，球鞋、手套。 

交通 
 □早上 06:30AM 酒店門口  

 □自行前往球場 

集合時間地點 
2022 年 9 月 27 日上午 06:30 於萬豪酒店一樓大廳集合報到，

上午 07:30 報到，上午 08:00 準時開球 。 

球場地點 

南一高爾夫球俱樂部 

地址：台南市關廟區長榮街 500 號 

電話：06-555-1121  

聯絡人 

羅志仁顧問  

電話：+1-240-372-1672 

LineID:JLOH168 

Email: jloh168@gmail.com 

備註 

擊球日期：9 月 27 日（星期二） 

球場報到時間：AM  07：30 

開  球 時 間：AM  08：00（逾時不候） 

擊球費用：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員以上成員：NT3,000 

          （以上費用含果嶺費、桿弟、球車費） 

頒獎：王德(王瑞麟)總會長招待 

午宴：王德(王瑞麟)總會長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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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於 2022 年 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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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傳至所屬洲總會，

將協助線上報名登錄。 

https://forms.gle/N1rj2KFLUomAQ98S8
https://forms.gle/N1rj2KFLUomAQ98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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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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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職稱： 
 
※提案人限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以上人員，並有三位理事以上人

員連署，否則不予受理。 

※本表請於 111 年 8 月 15 日前傳至所屬洲總會，以利彙總整理。 
 

 

 

 

 

 

 

 


